106學年度都市規劃與設計實習 (五)及(六) 課程規劃（初稿）
新城鄉關係
成功大學都市計劃學系
授課教師：胡太山、張秀慈、黃偉茹

「策略性空間規劃(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是以公部門為首進行的社會
空間過程(sociospatial process)，透過這個過程產生影響地方現在及未來可
能發展的願景、行動及措施。策略性空間規劃的首要特質就是必須專注在有限
的策略議題上，必須以批判的角度從環境脈絡蘊涵的潛力與威脅中研判優勢及
劣勢，研究外在趨勢、支配力及可能的資源，辨識並召集主要的權益關係人(公
部門與私部門)，在規劃過程中允許廣闊(跨階層治理)及多樣(公共、經濟與市
民社會)的參與，考量權力架構、不確定性及相互對抗的價值，在不同層級發展
實際可行且長期的願景、展望，以及策略。策略性空間規劃設計制定計畫
(plan-making)的架構，發展內文圖像與決策架構以影響及管理空間變遷；它涉
及建立新概念和過程，產生新的理解方式、構成協議的方式、組織及動員的方
式，以達成在不同場所發揮影響力的目的。最後，策略性規劃專注於決策、行
動、執行，並結合監測、回饋與修正。」
(Albrechts,2004,747；黃偉茹翻譯，2017)
課程概述
空間規劃專業主在解決問題，創造價值，如何針對人居環境面對的議題，運
用系統性思考找到議題的癥結，並運用不同的規劃工具加以解決，乃是專業之本
質以及訓練的重點。隨著城鄉環境面臨的議題轉變，規劃思維從早期的藍圖式規
畫、科學分析、成長管理，來做為公部門決策工具及資源分配的角色，至今在面
臨城鄉人口產業萎縮、氣候環境劇變、公民社會的崛起，不同的規劃思維與工具
也因應新的需求進行演化與創新；如何在資源有限、不確定性與多元聲音的環境
中形成願景、共識並採取行動，並在執行後進行效益監測與調整修正，形成公私
部門協力、軟硬兼備的地方經營管理模式，乃當代規劃專業面臨的議題與挑戰，
其中策略性空間規劃乃是回應此趨勢的重要規劃方法之一。
本課程奠基在上兩學年度都市規劃與實習課程的基礎上進行，課程設計的
重點在帶領同學初探與實踐策略性空間規劃方法，因此課程將以「新城鄉關係」
為主題，選擇實際操作場域與議題，計畫操作範圍初步規劃包括台南、高雄、屏
東不同類型的城鄉場域，議題包括城鄉再生、環境保育、糧食規劃、產業發展等，
協助訓練同學整合過去學習的技能來應用挑戰真實場域的議題外，也透過場域進
一步理解影響未來規劃專業甚鉅的國土三法：《濕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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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土計畫法》。
本實習以整年進行規劃，將依上下學期劃分以兩階段進行，各階段實習操作重
點與主要操作內容為:
I. 第一階段(106 學年度上學期)：場域分析規劃
--基礎資料建置與分析、地區需求/議題界定、整體規劃構想、策略行動
方案初擬。
為確實診斷地區發展需求與議題，並為下階段行動操作奠定基礎，本階段
工作重點在於基礎調查分析與準備工作，內容包括一手及二手資料調查
分析、法令分析與資源盤點(公、私部門)、案例分析與文獻回顧、權益關
係人辨識與訪談並建立初步關係等。為確實理解地區需求與課題，將視個
案情況評估是否在本階段即以工作坊或座談的形式，召集主要權益關係
人(公、私部門)進行討論研商、凝聚共識，發展願景，形成軟硬體兼備的
整體規劃構想，擬定後續的策略行動方案。
II. 第二階段(106 學年度下學期)：場域行動回饋
--策略行動方案的執行、過程反思與成果發表。
本階段工作重點為將上階段初擬的策略行動方案帶入實作場域中測試、
回饋、調整、行動、反思，並將過程與成果，依個案情況，以多元的計劃
工具與多媒材的創新方式，包括簡報、模型、紀錄片或展覽，搭配宣傳摺
頁的方式，向相關權益關係人說明外，並對外公開發表展示，啟動後續地
方經營的討論。
因策略性空間規劃涉及實際權益關係人參與與協作，面臨真實情境也代表
涵括極大的不確定性，包括權益關係人狀態與政府計劃政策調整等，故授
課老師在過程中將隨時考量場域與學生狀況，視情形調整課程設計與進
度。另外，寒假期間或將視個案操作狀況，邀請相關專家與關係人舉辦短
期工作營(可計微學分)，以增進相關知識與技術之學習，提升所擬策略行
動方案的可行性。
課程學習目標
1.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策略式空間規劃的理論、操作工具、實務與反
省。
2. 針對選取的場域召集各權益關係人建立溝通平台，並能確實釐清與回應地
方需求與發展議題。
3. 研擬能回應該議題且具體可行的方案及規劃工具的運用，並協同權益關係
人採取行動。
4. 新興科技與工具於規劃過程中的運用(如 UAV 空拍影像等新科技使用與後
置，AR 擴增實境，參與科技等)
5. 透過場域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經驗、自我探索、以拓展創新都計職涯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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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課程進度
106 學年度上學期
第一週(09/20)
第二週(09/27)
第三週(10/04)
第四週(10/11)
第五週(10/18)
第六週(10/25)
第七週(11/01)
第八週(11/08)
第九週(11/15)

第十週(11/22)
第十二週(11/29)
第十一週(12/06)
第十三週(12/13)
第十四週(12/20)
第十五週(12/27)
第十六週(01/03)
第十七週(01/10)
第十八週(01/17)

106 學年度下學期
第一週(02/28)
第二週(03/07)
第三週(03/14)
第四週(03/21)
第五週(03/28)
第六週(04/04)
第七週(04/11)
第八週(04/18)

授課內容簡介、基地介紹、分組、場地整理及現勘
二手資料蒐集與分析
中秋節放假(一手資料調查)
基礎資料調查與分析(含一手資料調查與分析)
基礎資料調查與分析(含法令分析)
基礎資料調查成果綜合分析(含 GIS 疊圖空間分析)
初步成果發表籌備
赴場域發表初步成果【分大組進行】
成果發表反思交流、以及地區需求/議題初步界定與權益
關係者初步辨識(含訪談計畫)
(繳交期中報告，包括發表操作記錄、成果照片、實習操
作反思)
權益關係者深度訪談與資源盤點(I)
權益關係者深度訪談與資源盤點(II)
地區需求/議題界定與初步 CLIP 社會分析
案例分析與策略方案初擬
策略方案評估(含 CLIP 社會分析)
情境模擬分析與測試
成果發表預演與籌備
赴場域發表期末成果(海報展) 【分大組進行】
成果發表反思交流與下階段行動初擬報告
(A0 海報、折頁及其他多媒材電子檔與期末報告書繳
交，報告書內容包含規劃設計報告成果、操作記錄、成
果照片、個人實習反思、組內分工及互評)

和平紀念日(放假)
策略行動籌備(含方案測試與回饋調整)(I)
策略行動籌備(含方案測試與回饋調整)(I)
行動方案執行(I) 【分小組進行】
行動方案執行(II) 【分小組進行】
兒童節(放假)
行動方案執行(III) 【分小組進行】
行動方案執行(IV) 【分小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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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04/25)
第十週(05/02)
第十二週(05/09)
第十一週(05/16)

第十三週(05/23)
第十四週(05/30)
第十五週(06/02)

方案執行反思交流
成果發表籌備
赴場域發表期末成果(海報展) 【分大組進行】
成果發表反思交流
(A0 海報、折頁及其他多媒材電子檔與期末報告書繳
交，報告書內容包含規劃設計報告成果、操作記錄、成
果照片、個人實習反思、組內分工及互評)
畢展籌備(I)
畢展籌備(II)
畢業典禮(畢展)

教學方法
1. 授課教師將研選三個場域，分三大組進行實習操作，每大組視修課情形細
分三至四個小組，每組 4-5 人。在第一階段期中成果發表前，基礎資料調
查將以大組為單位整合分工進行，但資料分析與判讀的部分仍回歸各小組
進行。期中之後，將是各大組情況討論是否仍以大組為單位進行後續權益
關係者深度訪談與資源盤點的操作。。
2. 第一階段上課方式以分組簡報進度與課堂交流討論為主；第二階段以場域
行動與過程中的討論交流為主。
3. 學期過程中將視各場域需要邀請相關專家給予演講或辦理工作營。
4. 同學間將進行跨組場域之參訪與交流。
評量方式
106 學年度上學期
1. 平時表現，課堂討論與進度報告：20%
(1) 出席狀況 10%
(2) 課堂討論(進度報告、指導老師與外評意見修正情形) 10%
2. 每周進度報告:30%
3. 期中成果發表及期中報告書：20% (成果發表 10%;報告書 10%；組內互評佔
此部分成績之 20%)
4. 期末成果發表及期末報告書：30% (成果發表 10%;期末報告書 10%;A0 成果
海報及其他多媒材展現 10%；組內互評佔此部分成績之 20%)
5. 其他加分:視情形召集權益關係人進行工作坊或作談會舉辦。
106 學年度下學期
1. 平時表現，課堂討論與進度報告：20%
(1)
出席狀況 10%
(2)
課堂討論(進度報告、指導老師與外評意見修正情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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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每周進度報告:20%
行動方案執行及過程紀錄：30% (行動方案執行 20%;過程紀錄 10%；組內互
評佔此部分成績之 20%)
期末成果發表及期末報告書：20% (成果發表 10%;期末報告書 10%;A0 成果
海報及其他多媒材展現 10%；組內互評佔此部分之 20%)
其他加分:視情形召集權益關係人進行工作坊或作談會舉辦。

學習規範
1. 作業逾期不收。
2. 報告不得抄襲，引言或引用圖需標示資料來源。
備註
1. 授課教師得視學生之授課反映狀況修改課程進度及學習要求。
2. 成果發表與工作坊時間可能將視地區情況與權益關係人狀況，訂在當日晚間
或周末時段舉行，請學生預為考量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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