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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晟
 

盛飯 

誠實 

「成」字開花了 

◎「成」字花 

「城」=「土」+「成」，其中一個意思是都市，例如：京城。還有另一個意思是指

古時候環繞某一都市或區域以供防守的高大圍牆。例如：城牆。有許多字的字音念

「ㄔㄥˊ」，字的部件裡也有「成」，請你想一想有哪些字符合這兩個條件呢？請你

找出這些字，並為這些字各造一個語詞。 

 

 

 

 

 

 

 

◎「成」字詩 

請你試著用上面的語詞寫一首「成」字詩。 

 

 

 

 

阮大鋮 

城門 

鋮 

晟 盛 

誠 

城

成 

例： 

成字有土築「城」牆， 

成旁有言講「誠」信， 

成上有日旭日「晟」， 

成與金合阮大「鋮」。 

成字有土「城」門開， 

成旁有言要「誠」實， 

成上有日旭日「晟」， 

成下有皿來「盛」飯， 

成與金合阮大「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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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的誕生 

 一座城市的形成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並且經過許多人的努力。聚集愈來愈多

的人，交易愈來愈熱絡，互動頻繁，形成共同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想一想臺北城是

如何演變至今日車水馬龍的狀況？下面 A~H 八個敘述，請你依照臺北城歷史的演變

先後順序進行排列。 

 

 

 

 

 

 

 

 

 

 

 

 

 

 

 

 

 

 

 

 

 

 

 

 

 

 

答：【(A)→(F)→(C)→( B)→( D)→(H )→(G ) →(E )】 

A： 

臺北盆地沉沒在水

中，整個台北可能是

一座大湖。 

B： 

不同地區的移民搶生

意，爭地盤。打輸的

人遷居的大稻埕。

C： 

漢人越過黑水溝，開

闢田地，形成臺北最

早的艋舺。 

D： 

臺北蓋起城隍廟，清

朝政府在艋舺與大稻

埕蓋一座臺北城。 

E： 

為了解決塞車問題，

交通選擇多了捷運和

高鐵等方式。 

F： 

凱達格蘭族的祖先率

先在北臺灣登陸，散

居在臺北盆地。 

G： 

臺北主要街道慢慢拓

寬，巷道寬敞筆直，

方便汽車行駛。 

H： 

日本人統治臺灣，修

下水道，設立公共廁

所，將臺北城西方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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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臺北城：城內老建築 

日本人統治臺灣後，逐步展開都市計畫。拆除城牆，打通城內和城外。在日本的殖

民治理下，城市景觀換裝變身，邁向西方現代化。臺北的市容變得整齊、有秩序，

蛻變為講究「精密測量」的摩登款都市。請看看下面的圖片，想一想日治建築有什

麼特色？(圖片資料來源：天下雜誌獨立評論。魚夫) 

 

答：日治時期的建築有著西式、閩南式和傳統日式建築風格並存。建築材料多使用鋼

筋和混泥土。洋樓建築幾乎都有寬敞的長廊，像是「亭仔腳」(騎樓)，可以避雨，也

可作為休閒空間。日式和風建築則有日式黑瓦、斗拱及屋脊較為平直。有的紅磚建築，

牆面以白色橫紋飾帶，形成紅白相間的效果，而立面裝飾著巴洛克風格的浪漫元素。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4/article/4571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4/article/3760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4/article/4054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4/article/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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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裡的交通 

城市不斷再進化，交通方式也不斷改變，越來越講求先進和環保。請依照交通工具出

現的先後順序排列，再回答問題。 

   

  

 

1.由先到後，答：【(  A  )→( E )→( B  )→( D )→(F )→(  C  )】 

2.隨著都市繁榮，汽車滿街跑，可能造成哪些問題？請舉出兩個問題。 

答：【   停車位置不夠一位難求。街道擁擠，交通打結，塞車問題嚴重。      】 

3.如果想要解決都市道路擁擠堵塞的問題，有哪些解決方法？請舉出兩個方法。 

答：【馬路再拓寬，興建高架橋或快速道路。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例如：捷運、輕軌。  】 

https://kknews.cc/news/ox6bm55.html 

https://kknews.cc/news/p8eqjnj.html

https://kknews.cc/news/qn266o8.html 

http://store.angelo.com.tw/goods.php?id

https://kknews.cc/news/ox6bm55.html 

https://www.npf.org.tw/2/18617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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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城市大不同 
下面有三個城市的特色介紹，請你將三個城市特色找出來並分類完成表格。。 

 

 

 

 

 

 

 

 

 

 

 

     國家 

項目    
臺灣 美國 荷蘭 

特色 地點是在臺灣臺北市大

稻埕。指定歷史街區的

房子限制改建。實施「容

積轉移」，讓古蹟可保

存。 

地點是在紐約。將原有廢

棄的高架鐵道，改建成公

園。長約 2.3 公里的帶狀

綠地公園，隨處有椅子可

以休憩，也可眺望市景和

河景。 

地點是在荷蘭的阿姆斯

壯。把城市規劃當成「維

基城市計畫」。舉辦小型討

論會，蒐集與會者的想法

與故事，獲得元素加入《藍

圖阿姆斯特丹》中。 

你最喜歡哪一個城市？為什麼？說一說你喜歡這個城市的原因。 

答：【 自由發揮                                                  】 

把城市規劃當

成「維基城市計

畫」。 

長約 2.3 公里的帶狀綠地

公園，隨處有椅子可以休

憩，也可眺望市景和河景。

將原有廢棄的高

架鐵道，改建成

公園。 

地點是在紐約。

地點是在荷蘭

的阿姆斯壯。

地點是在臺灣

臺北市大稻埕。 

指定歷史街區的

房子限制改建。 

實施「容積轉

移」，讓古蹟可

保存。

舉辦小型討論會，蒐集與

會者的想法與故事，獲得

元素加入《藍圖阿姆斯特

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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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透視 

本次的封面故事是關於「城市」的誕生、演變及規劃一座城市，讀完封面故事「城市

大透視」，試試用 ORID 焦點討論法寫下你的收穫。 

◎什麼是 ORID？ 

ORID，又稱為焦點討論法（Focused Conversation Method），是加拿大文化事業學會(ICA)開發

的一種借助有效提問推動深入思考、增進有意義學習的討論方法。透過這個方法，可以幫助個人

在討論結束時獲得知識和理解，在過程中參與者能產生內在的變化，進而培養應用所學的行動力。 

◎如何進行 ORID 思考四步驟？ 

ORID 四步驟 說明 

Objective 事實/客觀

性的層次 

主題的客觀訊息：事實、資訊、現況。感官資訊：看到的、聽到的、

碰到的 

Reflective 感受/反

應性的層次 

對於客觀資料出現的反應與內在回應。對事件的感覺：生氣、好奇、

疑惑、感動 

Interpretive 想法/

詮釋性的層次 

對發生的事情找出意義與重要性、價值。提出學習到的觀點。 

Decisional 行動/決

定性的層次 

喚起行動、決定與行為改變，提出解決方法，開始行動的承諾。 

◎我來試試看 ORID  (答案僅供參考) 

Objective 事實/客觀性的層次 Reflective 感受/反應性的層次 

紐約高架公園是市民聯手改造的，原本是廢棄

的高架鐵道，而後改造成三層樓高的公園。 

丹麥哥本哈根有免費公共自行車，自行車專用

道，自行車專用號誌，自行車可以輕鬆上火車

和公車，更把停車格變成「安全島」。 

我很喜歡荷蘭阿姆斯特丹把城市規劃當成「維

基百科」，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討論，自由發

言。把城市當成大家的城市。 

 

Interpretive 想法/詮釋性的層次 Decisional 行動/決定性的層次 

一個城市的發展必有興盛和沒落的時候，當城

市的風華不再像過去如此熱鬧時，如何改變，

是我們需要思考的。老舊建築拆與不拆？傳統

技藝如何復興，都值得我們努力。這讓我想起

宜蘭九芎城，九芎城是宜蘭老城，有著百工技

藝，有著宜蘭的歷史回憶，透過對話創造雙贏。

好的規劃並不是只有一種決定，需要大家的力

量。政府可以與民間團體召開公聽會，互動協

調，邀請當地居民一起參與討論，如同荷蘭阿

姆斯特丹的「維基城市」。透過演講或活動讓

當地小朋友認識並探索早期文化，用眼睛看，

用耳朵聽地方的老故事，記錄下感受，因為親

身體驗產生感動，才可能因了解而改變創新。

未來有機會我希望能多參加這樣的文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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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改造，各說各話！ 

城市的改造的過程中，人們常常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人是「保守派」，他們只在乎歷史

記憶，想保存老舊建築。有的人是「開發派」，他們重視商業發展，希望除舊布新。 

 

 

 

 

 

 

 

 

 

 

參考上面四個人的敘述，思考城市改造相關議題，如果你有機會參與城市改造智囊團，

你有什麼期待？請你就書本所學或生活周遭的觀察，針對城市改造表達你的感受或看

法？ (答案僅供參考，可用 ORID 的方式進行闡述) 

 

 

 

小明說：我的房子在指定歷史街

區，房子就無法改建，也不能加蓋

樓層，真是不公平！ 

小雯說：我是小朋友，我可以參與

城市改造規劃嗎？我可以做什麼

事呢？ 

小莉說：城市改造規劃只要管多數

人的利益就好，不用管那些弱勢族

群啦！重要是快速解決問題，弱勢

族群犧牲一下，沒有關係啦！ 

阿哲說：為了維持大稻埕街道風

貌，我家本來可以蓋五層樓，我把

這加蓋的權力轉移到內湖科學園

區那，把那裡的空間擴大，讓新房

子能多蓋幾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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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的改造過程中，我們常看到兩派人馬各自較勁，有的人是「保守派」，

他們只在乎歷史記憶，想保存老舊建築。有的人是「開發派」，他們重視商業發

展，希望除舊布新。對我來說，我有時覺得我小小年紀，做不了什麼決定，也無

權參與這樣的事情。但其實我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先了解城市的演變，才能

參與都市或社區改造的公共事務。 

    當我有機會參與都市改造智囊團時，我希望能創造出雙贏的局面。同時要思

考都市的發展，也要顧慮被犧牲者的權益。最好的方法是透過溝通對話，尋找平

衡點，讓大家共好。除此之外，辦理討論會議，傾聽與了解當地居民的需求。過

去政府透過「容積轉移」的方式，讓指定保留區域的地主的權益因被剝奪後而得

到補償，並把這樣的權利轉賣給其他地區的開發建商而得到大筆金錢，讓原本對

立不滿的情況消除，化解衝突就是非常好的方式。 

    除此之外，整個城市的規劃必須以公共利益為優先，但絕不等於多數人的利

益。之前新北市新莊捷運線經過「樂生療養院」影響到這些「痲瘋病」病患，就

曾引發爭議。政府當初是因為要隔離痲瘋病友，就把這些人關進療養院。卻

因為要蓋捷運而要拆掉樂生療養院。是台北通車族的權益重要，還是這些病

友的權益重要呢？最後政府把樂生療養院部分建築拆了，部分建築為古蹟保

留下來，並為這些住民們興建了新的病房，請病友們搬過去。許多事情我們

因不了解而誤解，如果我們能多理解整個樂生療養院的過去歷史，發起串連

每一個微弱的關注者，共同捍衛這些病患的人權，或許一面牆，一棟建築可

能因此而留下。樂生療養院的病患是少數弱勢團體，他們無力的拳頭抵禦著

摧毀的力量。很不幸的，許多人讓他們成為新莊捷運未能通車的箭靶。不管

是從人權或人道的角度，這些病患都需要一個翻轉的機會，古蹟的保留有其

必要。面對城市的發展有爭議與衝突時，難道只是有權利的人說了算嗎？我

們可以像荷蘭一樣，多聽聽他們的故事，讓每個人的故事都能集合成最大的

「城市願景」。不知不覺中，許多人參與城市的溝通，關注以往沒有關注的

細節，這些故事就能成為智囊團的靈感寶庫，把城市變成大家的城市。 

    過去，許多都市規劃都是關起門來，少數人拼命想，結果卻造成衝突連

連，問題無法妥善解決。有時可能就是不夠貼心，讓人感覺沒有同理心。如

果規劃前，能先與社區居民互動對話，打開眼睛看，耳朵聽。每座城市，每

個地區的居民有不同背景和期待，想法也不同，若要讓城市的居民皆大歡

喜，傾聽聲音、溝通協調、參與討論是絕對少不了居民一起參與。 

   因認識理解而產生意義，多了解，認識我們居住的地方，這裡的人、事、

地、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多觀察，多紀錄，寫下一點一點的感受與想法，

慢慢累積，對城市有感，才能為城市打造美好的未來。改造城市，小市民也

有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