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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論  

一個城市的發展和人一樣具有生命週期，從孕育、出生、成長、茁壯到衰退，每

一個階段都有它生命的特質；又一個城市的形象之建立，並非靠其虛有、華麗的裝飾

或強力的推銷宣傳，而是在於其生活方式之內涵與外在形式的整體表露，亦即建構在

完整的文化表現上。「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也是一種含有教養、品

味、智慧、心靈和創意的結合體。換言之，「文化」是一個社群共同的生活規範和理

想的價值觀，也是生活內涵的總和，當舊文化急遽解體時，如果沒有新文化的注入，

整個社會就會變得脫序、雜亂無章，不僅環境髒亂，更使市民生活品質降低。因此，

一個城市的「文化」內涵，已成為城市的特質與市民生活品質的象徵。 

台北縣土城市從一塊擺接社平埔族獵鹿的草地，到林成祖完成闢築大安圳、拓墾

擺接堡，奠定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農業文化。近一、二十年來，歷經政治銳革、社會

急遽變遷、產業結構改變、網際網路快速成長，以及全球化競爭之益趨激烈，土城市

已由昔日典型的農業鄉鎮轉型為大台北都會區的衛星城市。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般的

爭相出現，外來人口大量移入，是自有「土城」以來最巨大的變化，整個地方文化體

質，也由重視人情味的農業文化，逐漸轉為講求效率的工商文化所取代，一個新的現

代都市文化逐漸醞釀形成。如何藉由文化生機與活力的順勢開展，呈現更為豐富之文

化內容與生活品質，打造更具魅力的都市文化家園，是土城市全體市民的共同期待。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看到目前大廈林立、人口密集的土城市，很難想像在四０、五０年代，土城還只

是一個一萬二千多人的小鄉鎮。在土城的開發史上，要以開鑿「大安圳」的水利設施

影響最為深遠，它自媽祖田築堰取三峽河之水，灌溉整個土城無數的農田，成就了多

少的大戶及村落，因而建立了土城農業的經濟基礎。老一輩土城人每當談起孩提時

代，全庄頭的人在「大安圳」捉魚、抓蝦、摸蛤兼洗褲的情景，莫不露出滿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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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起勁、口沫橫飛，可見「大安圳」堪稱為土城人的「生命活水」，更是所有在地

土城人的生活印象（郭正雄、李汪燦，民 86）。而煤礦則是奠定了土城工業發展的根

基，土城的煤礦包含木山層和石底層兩個煤層，其中又以石底層為主要的採煤層，只

有廷寮坑煤帶屬於木山層；日據時代土城最大的炭礦，就屬「山本炭礦」，亦即光復

後的「海山煤礦」。挖煤是非常辛苦且高度危險性的工作，礦工必須深入坑道內，在

暗無天日的地底，屈躺著身體在悶熱吵雜的環境中挖煤，不僅呼吸困難，體力耗損更

是難以想像，工作之辛苦一般人無法體會。 

土城煤礦的產量雖不及瑞芳、平溪等地，但對土城而言，煤業從日據時代到五０

年代，都是土城最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產業。在民國五十三年煤業全盛時期，土城

共計有十九個礦區，面積高達 13.37 公頃，煤礦就業人口佔土城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六

左右。直到民國七十三年海山煤礦出事，因隨車工沒有將台車的聯結栓完全扣上，致

使一部台車失墜，引起煤塵爆炸，造成土城煤業最慘重的災變之後，土城煤業人口才

急遽下降，就在民國七十八年海山煤礦封坑後，才正式結束了土城人的黑金歲月。 

  在一九０五年台灣舉辦第一次戶口普查時，土城人口是 10836 人。根據日本領台

時期的統計資料，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土城都是台北盆地人口成長最緩慢的地區，戰

後還一度呈現負成長，就是在五０年代土城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鄉鎮，直到民國六

０年代工業區設立後，人口才成長至 32119 人。再至民國七十九年後，因公寓大廈的

大量興建，外來人口的陸續遷入，人口成長至 136928 人，在二十年間增加了十萬人，

以後每年平均增加五千餘人，終於在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突破十五萬人，升格

為台北縣第七個縣轄市，成為台北縣發展最快速的鄉鎮市之一，截至民國九十二年底

人口數已增加至 235729 人（附表一）。 

  土城轉型的關鍵是在民國六十四年土城工業區的設立，土城市才由農工混雜的狀

態正式走向工業城，工業區設立後為當時的土城鄉帶來了豐沛的產業，不少勞工亦選

擇在這裡就業定居，人口因而不斷增加。但由於人口的激增，使得公共設施明顯不足，

間接造成交通容易堵塞，都市整體機能癱瘓，加上工廠的擴增、環境的漸次污染，使

民眾生活品質降低，令人產生只適合中下階層居住的感覺。又因土城特種公家機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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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多，如台北（土城）看守所、少年觀護所、陸軍後勤學校、彈藥庫、板橋地方法院、

台北縣團管區司令部等，不僅佔有土地的比例甚大，在六０年代至七０年代台灣政治

動盪期，發生一些社會事件，致使「土城看守所」在媒體上大量曝光，嚴重傷害了「土

城」正在快速發展的都市形象，更在無形中壓抑了土城市民們的自信心與尊榮感。位

於台北盆地西南方的土城市，從大台北都會區區位條件的因素來看，算是邊陲地帶，

在整體建設上，與台北都會核心的衛星城市比較起來是落後的，一直給人一種偏遠、

交通不便、工廠林立的印象，但在交通條件大幅改善後，在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二年

短短的四年間，土城市最少增加了一百四十棟十三層以上的大樓，整個都市驟然變成

水泥叢林，使土城成為一個新興的副都會區，但是同時也產生了許多都會的問題（蔡

丁財，民 86）。 

在快速的開發過程中，由於公共建設的低度開發，無法滿足居民在教育、交通、

休閒、停車等集體的需求。同時新移入的市民，大都要肩負沉重的房屋貸款，如果沒

有建立對土城市地方文化的認同感，則人際關係會變得冷漠，對公共事務更缺乏參與

的熱忱，使原本是要生活在一起的好厝邊，變成有如旅社的過客。土城變成一個純住

家的地方，很難以土城為中心建立起地域的認同，也無法形成緊密的社區鄰里關係，

因而產生「陌生鄰里」的現象。因此，如何縮短土城市民的疏離感，讓人際關係網絡

拓展到鄰里社區中，對現居地產生認同感並視為是新故鄉，對土城市的發展能產生更

強的凝聚力，是土城市亟待克服的一個難題。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發現土城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社區文化營造之工作更是迫

在眉睫。欣見土城市前任市長劉朝金先生於民國八十三年上任時，適時提出包含「文

化立市」的五化一福（文化、綠化、淨化、強化、美化、福利）政策議題，並積極辦

理各項文化推廣活動，企圖使土城市脫胎換骨，改善土城市的整體形象。在前任劉市

長八年的推動及現任市長盧嘉辰先生的賡續擘畫下，土城市在文化政策方面所做的努

力，已經獲得初步具體的成果。如眾多藝術家相約群聚土城市，相繼設立個人工作室，

開啟自由創作的新風貌；地方文化藝術社團風起雲湧紛紛成立，文化藝術活動日漸活

絡；假日文化藝術廣場的設置及各項公共設施的積極改善，這些都是市民們看得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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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得到的。 

    站在教育工作者的立場，對土城文化的發展有很多的理想與期許，能力所及無不

全心協助推展地方文化藝術活動。走過從前歷歷在眼前，研究者有幸躬逢其盛，親眼

目賭土城市這十幾年來之轉變，也親自參與土城地方文化相關之公益社團，用歡喜心

做歡喜事，以快樂情享快樂意。雖然，過程是辛苦的，但個人的成果卻是豐碩的，像

是嶄新土城文藝季、體育季、藝術季，以至於民國 86 年的「土城朝山桐花節」全國

文藝季，皆有研究者參與規劃與執行走過的軌跡。更蒙土城市公所聘任為市政建設宣

導委員、鄉土文化教材編輯委員，投入土城文史的調查、研究與建構，協助出版系列

性的鄉土文化教材；此外，亦擔任土城市廠商協進會及土城市體育會之會訊主編，規

劃辦理社區各項大型活動，並經常擔任大會司儀工作，這一切林林總總，不管是文化

藝術活動還是社區總體營造工作，都是屬於土城文化政策發展的一部份，只要是土城

市民都有責任略盡棉薄之力，關懷這片自己居住的土地。 

二十年來，台灣相繼締造了經濟奇蹟與政治奇蹟，引起國際社會的注目，倘若政

府能透過健全的文化政策及認真的實踐態度，創造另一項文化奇蹟，讓台灣進入富且

貴的社會秩序，豐富所有民眾的知性生活與文化素養，這是斯土斯民共同的願景。我

們知道「文化」是看不到標的物的建設，卻深入每個人的生活及精神層面；要瞭解一

個城市的文化，既要觀看其建築景觀與整體市容，也要瞭解市民日常生活中所展現的

特定活動內容，包括民俗節慶、生活禮儀、藝文活動、民主素養、產業文化等，才能

真正體會「文化」是經驗累積的傳承與創新。 

在新世紀社會快速變遷的衝擊下，為保存固有文化精華，並吸引外來文化優點，

政府正致力推展地方文化建設，期使精緻文化常民化、常民文化精緻化，進而改善國

人生活品質，提昇地方文化水平（黃水潭，民 91）。但在地方各項文化活動蓬勃而普

及展開之際，文化內涵是否真實地內化到民眾的心靈？平實地引領民眾進入文化的殿

堂，現實地依存在我們熟識的日常生活空間裡，是民眾倍為關切且對文化真諦的存

疑，更是政府推動地方文化政策所應深究的重點議題，亦是本研究探析的主要標的。 

面對政府資源有限而文化政策效益卻又難以立竿見影的情況下，特別彰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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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之重要性。因此，促使研究者想要以一個外地來的「新土城人」，就土城

市「文化立市」政策形成與推動之執行情形，作有系統的整理與成效之評估。本研究

擬以土城市公所推動實施的「文化立市」政策做為執行評估的研究範圍，希冀在所有

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投入後，早日完成社區總體營造的理想，凝聚所有土城市民的社區

意識，日後有機會，再發展至更寬、更廣層面之資料蒐集與研究。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可歸納為下列四項： 

一、為土城市的「文化立市」政策把脈，以期解決執行現況之相關問題 

就公共政策分析的觀點，研究者以一個外地來的「新土城人」，就土城「文化立

市」政策的形成，作有系統的探討與研究，以期了解土城市推動文化政策執行現況之

相關問題，並謀求解決方法與因應之道。 

二、評估「文化立市」政策對土城市民的影響與衝擊，研擬永續經營策略 

以推動者的觀點，探討土城市「文化立市」政策的執行情形，會對市民帶來哪

些的影響與衝擊？又如何結合民間團體共同參與文化建設？以研擬有關文化政策永

續經營的配套措施，帶動地方藝文風氣暨提昇民眾優質的生活文化，亦是本研究想

要達成的目的之一。 

本研究係以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為主軸，主要根據活動過程及形式

作出評估，了解推動文化政策的作法，對目標的完成是否具有效能與效率。換言之，

過程評估之重點在於評估整個活動過程由策劃、執行到完結，並需重視政策利害關係

人的反映態度與意見。 

三、促進土城市民對地方文化的認同與支持，並能轉化成社區的常民文化 

老土城文化的特色，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同時消失於土城的文化版圖上。本研

究即希望藉由外塑到內化的理念，來重新提振整個土城市的文化風貌，找回在地文化

的泉源，轉化成不論是老土城人或新土城人，都願意支持與參與的常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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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望透過本研究之研究成果，有效提昇土城市公所施政決策之品質 

在地方相關政策制定的過程，主政者規劃得再完善，也難免會有思慮不周或出乎

意料之外的狀況發生。因此，政策評估的結果，正可提供具有信度與效度的資訊，以

作為主政者日後修正或改善政策方向的依據。本研究成果將提供給土城市公所，做為

文化政策施政決策時之參考。 

此外，土城市「文化立市」政策的推動，是個非常寶貴的經驗累積，因為這是土

城人自己一點一滴辛苦努力的成果，草根性十足。因此，若將這樣的研究成果也提供

給相關的文化工作者參考，希冀在全球化、地球村的脈絡下，重新思考地方文化之意

涵，相信對於未來土城市文化活動的內涵意象與規劃執行，必定更能深化而且具體貼

近民意。 

 

第 三 節     名 詞 釋 義  

一、文化 

「文化」英文叫「Culture」這個字有廣義的解釋和學術界的定義兩種。廣義是

指：「人類的生活方式，不論巨細均視為文化」；英國人類學者 Edward  Taylor（1971）

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對「文化」下的定義是：「文化是一個

複合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和人類社會能力和習慣」，這是

學術界「文化」一詞最早的定義，也就是一個族群、民族、國家，只要有一套不是與

生俱來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化」。文化是一個族群或一個民族，經後天學習所形成

特有的生活方式，是在長時間的學習成長中，為適應環境所累積下來的經驗結晶，經

過傳承延續，成為全族群、民族的生活表現（蔡丁財，民 86）。 

換句話說，文化可視為社會中或族群中歷經時間變遷所累積的價值、思想體系、

活動，形成一種價值觀融入生活中，並產生一種社會制約的模式或習俗。人類活動所

以能蔚為文化，乃因為該活動所呈現之價值受到社群之肯定與認同，且該價值觀於某

個時空下，亦具有某種程度的共識。也就是文化具有群體效應，剛開始是個人或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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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行為與價值觀，但在該行為與價值觀獲得群體認同後，形成了整體性的共識，成

為社群與個人的價值判斷與信念，因此隨著人類理念之不同，所呈現的文化類型也隨

之而異。 

依據以上所述，我們可歸納出這樣的解釋：文化是由許多不同部分所組成的系

統，這些部分彼此作用、彼此依賴，其內容不僅包括可觀察到的實質物體（如藝術品、

衣著、建築物）、制度（法律）、組織（宗族），同時也包括了不可觀察而抽象存在的

價值觀、道德觀、信仰、哲學思想。由於這些「部分」所構成的系統─文化，為我們

提供了生活的範疇；另一方面，它也受到自然環境、其他文化和每一個人的影響，彼

此作用的結果，使文化不斷衍生、遞變（戴光伶，民 81）。簡單來說，文化是除了人

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以及大自然的環境外，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 

本研究文化政策所要探討之「文化」內涵，主要包括公部門所推展之文化藝術活

動、出版相關之文化書刊、宗教信仰、史蹟導覽、生活休閒以及社區營造事務等，希

望能夠透過這些活動之精心規劃設計，帶動土城市民踴躍參與文化活動之熱潮，共同

關心自己所居住與生活的地方，促使大家都能認同土城這個新故鄉的地方文化。 

二、地方文化 

「文化」伴隨著族群而存在，會隨著時間變遷與地域特色，各自形成其地方性且

具獨特性的文化，亦即被賦與形成「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與一般普遍性的「大眾

文化」、「流行文化」之不同，在於前者具有其地域的自明意象，這些自明意象不管在

鄉村或城市，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自然也產生其地域的特性與個性，並且具備其地方

特性的傳統、時間的變遷與生活的經驗。「地方文化」的延續，係由於地方的生活累

積而形成，並且對地方生活有所助益，隨著時間的演進，更加豐富地方的傳統與經驗。 

在台灣地區，多樣的族群文化中，由閩南、客家、原住民、民國三十八年以後來

台之各省族群，構成台灣主要的族群與分布，各自有其極不相同卻富有特色的傳統價

值與觀念，並且也在台灣這個島嶼各自形成其族群基本的生活空間。但在政府過去一

元化的施政措施上，各地具備地方以及族群特色的傳統，逐漸被大環境所淹沒。所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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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除戒嚴後，各地漸次興起熱愛鄉土運動，「尋找原鄉」係為全民重新省思自身所

處的空間與生活價值，以別於目前一般所稱之「流行文化」、「媒體文化」所充斥的生

活空間。 

因此，我們可以界定「地方文化」的意涵為：「地方文化的形成係由於在當地文

化的同質性以及與區域文化的異質性所形成地區的獨特性，並且具備與時俱進的的良

好傳統以及經驗傳承」（郭百修，民 88）。地方文化的建立必須來自於「內發性」的

發展，就是要以地方本身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基於地方的特色、地方的人才，以地方

的福祉作為優先考慮發展。也就是說，要樹立地方的文化特色，就要讓居民認識自己

的資源，珍視自己的地方，以自己的傳統、特色作為地方生存、產業發展的基礎，如

此地方特性與魅力便得以展現。地方居民也將因此更珍惜他們的居住環境、地方的傳

統資源、傳統特色或自然及人文環境。 

本研究所要呈現的「地方文化」之意義，即是為整合動員地方實質、非實質文化

資源，以達到促進地方發展與歷史保存，使地方文化生生不息，產生內省、自發性、

動力發展的一個社會過程。而地方實質文化資源包含歷史文化資產、展演設施、實質

生活環境、文教設施單位、文化創作單位，此類文化資源係以設施使用（例如古蹟導

覽、活動參與、鄉土教育）、商品消費（例如藝術品消費、地方性特產消費）之交易

型態，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另地方非實質文化象徵包含地方風俗習慣、地方歷史背

景、地方人文精神、聚落生活意象、地方環境意象，此類文化象徵係以促進地方以及

外來人士之感受、生活體驗，並與實質文化資源的使用與消費結合，進一步促進認知

氛圍的形成，達到地方自明性創造文化象徵的體認。 

搜尋中華民國期刊論文檢索系統，前人對於有關「地方文化」之論述共計有三十

五篇，其篇名、作者及出處詳如附表二，僅作參考。 

  三、文化政策 

一九六０年代各國在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舉辦的文化政策圓桌會

議時，根據該組織所發表的報告書中認為，所謂的「文化政策」可以有以下的思考（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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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伶，民 81）： 

（一）文化政策應該看成是一個社會中，經由有效運用社會中可用的物質與人文資

源，以滿足某些文化需求，所有有意的、有計畫的處置、行動或者無所行動的

總稱。 

（二）文化發展的某些標準應該加以界定，文化應該關聯到人格的實現以及經濟和社

會發展。 

就這個角度來看，它是相當具有需求取向與平民主義的色彩，而人民正是這個文

化政策的主體。文化政策是政府部門推動文化發展，營造文化願景所依循的主要指

標，政府在擬定文化政策、提出發展方針的同時，有必要深入考量民眾實際的需要，

揚棄由上而下的官式定案做法，以真正的溝通、對話來促進民眾的關切與認知，如此

才能達到尊重及保障文化的多元性。 

在上述聯合國所發表的報告書中，其實已揭櫫文化政策的兩大要義： 

（一）文化政策是為了滿足民眾需求而來制訂的，不能與廣大的民眾脫節。換言之，

文化政策的制訂要生活化，要和民眾能夠打成一片。 

（二）文化政策的內涵是寬廣的，絕不只限於歷史文化或狹義的文學、藝術。換言之，

是「人文」化的、「科學」化的，涵蓋了思想層面，像價值觀、人生觀等，也

涵蓋了生活層面，分享科技成果，遵守社會規範等。 

    然而，當今世界各國的政府機構，在界定文化政策的事務範圍時，常侷限於特定 

的文化表達，如藝術、教育、媒體及傳播、出版、文化資產等，並為管理或發展之目 

的，而制定法規制度、獎勵措施等，是為文化事務的主要內容。在本研究中，則將「文 

化政策」界定於地方層級所推展之各項文化建設、文化白皮書、文化活動、文化發展 

措施與計畫等施政集合所構成，並以 1993-2003 年土城市公部門所推動的文化政策為 

主，包括薈萃文化資源（例如展演設施、文教設施等硬體建設）、充實文化活動（例 

如假日廣場、藝文展演、鄉土教育、一校一藝團等，可規劃成文化曆）、土城文化尋 

根（例如古蹟導覽、歷史探源、耆老口述、田野調查）等三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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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中華民國期刊論文檢索系統，前人對於有關「文化政策」之論述共計有五十

四篇，其篇名、作者及出處詳如附表三，僅作參考。 

  四、評估 

    評估研究(evaluation research)的發展歷經數十年，目前評估正處於百家爭鳴

的階段。大致言之，評估可分成三大類：預評估(pre-evaluation)、過程評估(process 

valuation)及結果評估(outcomes evaluation)。茲簡述其內容如下： 

  (一)預評估：預評估指對於政策方案在規劃階段時進行可行性評估、優缺點評估、

優先順序評估。 

預評估又包含三項評估的工作： 

1.規劃評估：目的在減少政策目標和實際情境之間的差距，以期政策方案在付諸

執行前，能夠適時的修正內容與資源條件，以利政策目標的達成。 

2.可評估性評估：指政策在執行一段相當時間後，就對它的執行狀況及初步結果

加以評估，以探究其執行的狀況是否符合原定的計畫。 

3.修正方案評估：就是對已經修正的政策方案再進行評估的意思。 

(二)過程評估：過程評估是指對政策問題認定的過程、政策方案規劃的過程、政策

方案合法化的過程、與政策方案的執行過程進行評估的意思。 

  (三)結果評估：「結果評估」指對於政策方案的執行結果加以評估的意思。所謂「結

果評估」包括兩方面： 

1.產出評估(output evaluation)：它涉及執行機關對標的人口從事多少次的服

務、給予多少數額的經費補助、訪視過多少次及產生多少物品等，它通常比較

強調計量性的、可看得見的服務結果。 

2.影響評估(impact evaluation)：指當政策執行以後，對標的人口產生何種有

形的或無形的、預期的或非預期的影響；更詳細的說，是指研究某一政策方案

造成標的人口或標的事務，向期望方向改變的程度如何（李昂，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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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評估 

政策評估係作為衡量公共政策成效之重要工具，它具有兩層意義：一為檢視資源

分配的妥適性；二為以系統的、科學的方法評估公共計畫。依據 Rossi ＆ Freeman

（1982，PP.20-21）的定義，政策評估是指「有系統運用社會研究程序，以評量社會

干預計畫的概念化、設計、執行及效用」。由此可知，政策評估在方法上必須運用社

會科學的研究程序，評估的對象則為政府介入之公共計畫所帶來的影響。 

基於以上定義，政策評估包括下列主要內涵（丘昌泰，民 84）： 

（一）政策評估的對象為足以影響社會發展的公共政策與計畫，私部門的計畫則不

包含在內。 

（二）政策評估的方法必須採用多元的科學研究方法，一類為量化方法；另一類為

質化方法。 

（三）政策評估者包括官方與非官方的評估者（evaluators）。 

至於其他有關政策評估的定義，各家說法大同小異。Nachmias（1981）認為政策

評估是一種客觀、有系統驗證公共政策的方法。Quade（1989）指出，政策評估乃在

針對政策活動與其成效，進行價值判斷。另一位政策學者 Bulmer（1986）則認為政

策評估乃是針對某項政策之成效進行有系統的判斷（轉引自李允傑、丘昌泰，民 91）。 

綜合各家說法，政策評估係指評估人員利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技術，有系統

的蒐集相關資訊，評估方案之整體內容、規劃與執行過程、執行結果的一系列活動。

目的在提供選擇、修正、持續或終止該政策方案所需的資訊。是以評估政策活動不僅

指政策執行績效的評估，也包含政策執行前及執行中的評估。本研究政策評估係以執

行中之過程評估為主，執行前及執行後之績效評估為輔。 

搜尋中華民國期刊論文檢索系統，前人對於有關「政策評估」之論述共計有四十

九篇，其篇名、作者及出處詳如附表四，僅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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