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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聚落的有機發展是一個團體合作的結果，亦是團體效能的呈現。組織間的網絡關係，

構成了整個聚落型態，各種資訊及資源在網絡成員中相互取得和交換，故聚落居民或進

駐者代表的是社會網絡結構中的個體，而聚落內的個體藉由參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度和

機制，使個體成員得以產生互動並連結在一起，成為聚落網絡結構中的群體，共同參與

聚落成長議題並解決共同問題，以達成共同目的和利益，產生聚落群體的共識。因此本

研究將聚焦研析臺北市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與社會網絡間的影響關係，探討文創聚落在社

會網絡中主體行動者的創新發酵，同時藉由社會網絡分析及焦點訪談與問卷調查等方式，

建構地方產業創新之社會網絡系統的發展指標。後續藉由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之 Ucinet 6.0 軟體，繪製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的關係模式，據此釐清文創

產業與聚落形成的創新結構系統，及建構地方產業創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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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ganic development of a creative village is the result of teamwork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collective efficacy, with inter-village networking as its found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and exchanged between network members. New and old 
members in a creative village represent the individuals in a social network, participating in 
formal and informal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which allow them to interact and connec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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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another, forming groups in a creative village that jointly deal with growth issues, solve 
common problems, achieve common objectives, protect common interests and establish the 
awareness of a creative villag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explore how the Taipei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affect each other and the innovation and impact a 
creative village has on social networks. This study will also, through analyzing social 
networks, focus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compile the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a local industry as it engages in innovation. Next this study uses Ucinet 6.0, 
software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draw the relationship pattern betwe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villages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relationship pattern will clarify the innovative 
structure system from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villages and establish a creative 
system and network for the local industry. 

 
Keywords：Creatives Villages, Social Network,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年，臺灣也逐漸重視當初自然有機式聚集的創意街區與聚落對都市空間發展的重

要性，並亦藉由實體空間（五大園區、其他創作基地、生產基地）與虛擬空間（網際網

路的運用）的建立等，以形成多元的文創產業群落形態，並建製產業分工與跨領域整合

的架構，此展視臺灣的文創能量源源不絕的生命力。該有機的成長能帶出原本的文化根

源，並將轉化為有形群聚的媒介體，且媒介會透過創意的延伸，到達模仿者無法跟上的

腳步，藉此形塑出區域的品牌與競爭力。 
有鑑於此，臺北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將都市視為

生命的有機體、都市更新視為生命循環之週期，鼓勵隱身在街廓裡閒置未利用的公有房

舍資產短期再利用，建立由民間團體投入、結合都市再生相關議題與活動之機制，設置

任務性、可移動性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將老舊社區房地作為地區更新的活化中心，提

供都市更新整合平台，藉由創新模式的行動工作整合在地網絡、誘發創意，因應不同地

區氛圍，不同都市再生議題，協助地方產業升級，激發地區發展與再生，然而經由多處

的任務性且多元的行動平台設置，已形塑出一個有機成長的文創聚落形態。且聚落內的

社會凝聚力端視社會網絡、規範和信任而定，故社會網絡具備凝聚與聯結的社區意識的

功能，將能夠為該聚落之各方面的發展帶來正面的助益。 
然而若將社會網絡的概念置於聚落脈絡中，將能有效的發揮某種程度上有助於聚落

價值提昇的實踐，如：透過決定嵌入資源的多寡(接觸資源的數目與多樣性、聯繫的強

度、網路位置、接觸的使用)取得與動員之個人社會網路的特色。故可透過社會網路分

析取得與社會資本相關的信譽格外受限於熟人網路（acquaintance networks），因此，當

建立以群落為基礎的組織時，薄弱的聯帶就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規劃群落發展

之初，是否應透過社會網絡的觀點來探討群落的聯繫力與其互動關係，以及群落凝聚力

如何形成群落力量與共識，透過這些思考以作為決策者在擬定群落發展計畫時的參考。

故希冀透過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的互動關係，透析公民參與對於個人社會網路之各種影

響，瞭解透過公民投入、社會網路與社區脈絡之間的關聯。 

1-2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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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聚焦研析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間的影響關係，然而文創產業包含的範疇過

於廣泛，其實並不是每一種文創產業都對聚落有顯著的社會網絡關係，有的產業側重硬

體、有的側重軟體，而反觀文創聚落，其除了擁有改變陳舊市容的能力之外，也同時兼

具創意挖掘與創造的軟實力。而且，文創聚落即為第一線面對消費者，同時提供豐富的

文化和創意，和許多文創產業身處幕後並非站在第一線接觸消費者或者是和消費者隔了

一層薄紗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文創聚落在社會網絡中主體行動者的創新發酵下，所產生

的空間群聚的連結強度與創新的的社會結構系統，並分析兩者間的互動關係，後續藉由

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介入來找到關鍵行動者，再藉由焦點訪

談與問卷調查等方式，建構文創聚落發展的效益指標。具體而言，研究目的如下： 
1.文創聚落在特定區域之空間群聚脈絡影響下，分析其社會網絡集中程度及聯結強度。 
2.研析文創聚落如何經由社會網絡群聚，建構聚落群體間的發展指標，並分析其聚落群

體間的互動關係。 
3.透過社會網絡內的連結分析，釐清文創產業與聚落形成的創新結構系統，據此建構地

方產業創新系統與網絡。 
 

1-3 研究範疇 

本研究為考量資料收集與時間性，個案主要以 2010 年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所提出之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之十處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資源為

依據，作為本研究之個案範疇。並參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於 2012 年委辦「都市再生

前進基地效益評估委託專業服務案」之研究案，研究統計時程為西元 2013 至 2015 年，

共七處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作為此研究之個案範疇，詳表 1 所示。 
 
表 1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場域表 

編號 名稱 地點 進駐單位 備註 

URS 21 中山創意基地 
民生東路一段 21 號 
菸酒公賣局中山配銷處 

原為忠泰建築文化

藝術基金會進駐 
國有房地，已於 103
年 6 月 30 日退場 

URS 27 華山大草原 林森北路 27 號 無 國有土地 

URS 27W 城市影像實驗室 延平北路二段 27 號 
義美聯合電子商務

股份有限公司 
市有房地 

URS 27M 郊山友台 凱旋路 27 號 
社團法人中國文化

大學校友總會 
市有房地 

URS 44 大稻埕故事工坊 迪化街一段 44 號 
臺灣歷史資源經理

學會 
市有房地 

URS 127 玩藝工場 迪化街一段 127 號 
蔚龍藝術股份有限

公司 

市有房地(原為淡江

大學進駐的設計公

店，已於 102 年 9 月

退場) 
URS 155 創作分享圈 迪化街一段 155 號  希嘉文化有限公司 市有房地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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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文創聚落 

「文化創意聚落」為臺灣特有用語（以下簡稱文創聚落），出自於文化部「輔導核

心創作及獨立工作者進駐文化創意聚落申請須知」，其中對文化創意聚落的定義是：「文

化創意事業高度聚集之一定地理區域，不以同一建物、同一街廓或行政區域等明確界限

劃分者為限。」而 Propris 及 Hypponen（2008）則認為，創意群聚（creative clusters）
指的是主要有一群具有創意才能的人，能從事創意產出，而創意產出通常是和環境及社

群互動之累積而設計出來的，這些創意活動通常聚集於固定的地點，因而將之稱為創意

群聚（祁政緯，2012）。由上可以看出官方所指文創聚落其實幾乎等同於創意群聚，且

創意群聚帶有「群體」與「空間」兩層意義，且創意群聚是「一群具有創意才能、從事

創意產出、喜好主題不同但都對新奇事物具有高度興趣的人，聚集於特定地理空間所形

成的群體」；文創聚落則是「創意群聚所在的特定地理空間，具有開放多元的環境與密

集的人際網絡」，也就是說，文創聚落與創意群聚不同，不能單以產業群聚的觀點視之。

而是如同葉正洋（2010）對聚落的定義：「聚落是一個社會的、空間的、生態的、與擁

有文化自明性的生活共同體。」因此，文創聚落是「創意群聚與居民共同生活在一地理

區域而形成的生活共同體」。 
 

2-1.1 文創聚落的有機運作 

在全球經濟不穩定的狀況下，當代的每一個城市發展都面臨嚴峻的環境結構變遷議

題；例如舊市區衰頹、都市傳統產業衰退、全球化競爭威脅挑戰等現象。因此，迫使全

球各個城市必須進行都市空間與產業再結構與都市治理機制的再調整（林欽榮，2010）。
本研究透過不同面向的聚落與都市再生政策整理分析，得知的地方政府在民眾服務和社

區發展上日趨重要的角色，和文化、社會以及地方經濟領域的發展有密切的呼應關係，

且其中存在有關聯循環的互動關係。因此，文創聚落之目標應朝向有機的運作，可從文

創聚落有機體的框架中來理解。其文創聚落之有機體可分為以下四個面向：1.文化/創造

性表現(Cultural/Creative Expression) 2.社會/文化發展(Social/Cultural Development ) 3.公
共建設發展(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 4.地方產業刺激(Local Industry Stimulation )。 

 

2-1.2 文創聚落運作策略與效益 

在都市的舊空間導入新的生命力「文創聚落」使其都市再生。其目標在解決都市的

經濟、產業、環境、文化資產及都市保存等綜合性問題。在國外相關經驗中，以文化、

市民賦權以及創意城市等觀點，提出都市再生的策略。成功的都市再生政策需要許多條

件之配合，而且每一條件均可能成為影響政策成敗之關鍵因素。諸如：認清都市在區域

或全球發展的角色、地方具有明確的發展之目標、主管機關必須具有權責相符且具有彈

性的推動組織(譬如具有公信力的第三部門)、良好的制度(或推動機制)之支持與配合、

財源籌措之機制、決策或領導階層具有貫徹執行之毅力、具有足夠的推動人才、以及瞭

解都市再生具有社會集體行動之本質等，其文創聚落運作策略與效益需包含以下三項：

1.都市政策的觸媒 2.地方賦權的協力 3. 創意城市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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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產業群聚 

產業群聚的崛起，是產業發產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競爭日益激烈的新趨勢，為創造競

爭優勢而形成的一種空間組織形式。它具有群體競爭優勢和集聚發展的規模效應，是一

般經濟形態所不可比擬的。其特有的共生性、互動性和柔韌性，猶如上下交叉、血脈貫

通、生機勃勃的熱帶雨林，使得產業群聚具有強大的產業競爭力。因此群聚主要是強調

社會文化的聚集力量，而此力量強化了三個非交易性依賴的(untraded independence) 過
程：(1)面對面的接觸過程；(2)社會與文化的互動過程；(3)知識與創新的強化過程。

Storper(1999)也強調創新的聚集發展除了交易性依賴的投入產出關係所構成的生產與使

用者間資訊交換關係網外，非交易性依賴—勞力市場、區域的傳統、官方與半官方制度

等，更是影響經濟和組織在學習與合作過程的重要因子。 
然而產業群聚有很強的自發性，市場競爭比較優勢和歷史因素，發展產業集群必須

根據地區產業特點和區位條件，必須尊重企業集群的市場規律，而且產業集群是屬於複

雜的系統。試圖通過政策創造一個產業集群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參與產業群聚的方式

最好是間接參與產業集群聚的創建過程，而非以主導的方式來發展業群聚。另一種較佳

的方式是政府將政策的重心放在促進企業之間、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社會仲介機構

之間的合作之上，並且為這些合作，創造良好的環境和必要的條件，發展產業群聚要突

破行政區域的限制，發展跨區域特色的工業園區，以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 
 

2-3 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可將視為一張地圖，在該社群中每個個體都是一個節點（node），個體的

行動之間可以形成一種連結（tie），並標示出所有與節點相關的連結，該節點和節點間

所連成的直線連結便是個體間的關係（relationship），而眾多的節點可以形成多組關係的

網絡結構便被稱為「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因此這些概念往往顯示在一張社會網

絡圖，其中節點是點狀，連結是線狀。因此透過社會網絡分析是用來檢視節點、連結之

間的社會關係。節點是網絡裡的個人參與者，連結則是參與者之間的關係。節點之間可

以有很多種連結。一些學術研究已經顯示，社交網絡在很多層面運作，從家庭到國家層

面都有，並扮演著關鍵作用，決定問題如何得到解決，組織如何運行，並在某種程度上

決定個人能否成功實現目標。 
 

2-3.1 自我中心網絡 

自我中心網絡又稱為 Personal Network。考慮焦點節點（focal node）與其他連接到

自我中心相關的節點與連繫，亦即以特定行為者為探討的焦點，了解該行為者與其他行

為者間的社會網絡狀況。研究範圍是以特定行動者為核心，探究與之直接連繫與間接連

繫的方向與位置，並向外拓展出整個網絡圖。由於以個人為中心，因此稱為微觀的社會

網絡。自我中心網絡分析可以清楚顯示個人的社會網絡特徵，這種分析觀點適合應用在

研究母體非常大、研究範圍不易訂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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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社會中心網絡 

社會中心網絡又稱為「完整網絡」（whole-networks），著重在於分析網絡構形，強

調網絡結構中全體成員的結構分佈情況，亦即在某特定的範圍內，研究該範圍內所有行

為者的關係狀態，如團隊、組織、區域、社群等。採社會中心觀點的網絡分析，研究者

需要考量所有行為者彼此間的關係資料，因此稱為鉅觀的社會網絡。 
 

2-4 小結 

都市再生作為都市更新的另一種途徑，在都市的舊空間導入新的生命力，其目標在

於解決都市的經濟、產業、環境、文化資產及都市保存等綜合性問題。然而在國外相關

經驗中，以文化為導向的觸媒政策、公共參與的市民賦權、創新交流的創意城市等觀點，

提出都市再生的策略，故成功的都市再生政策需要許多條件之配合，而且每一條件均可

能成為影響政策成敗之關鍵因素。諸如：認清都市在區域或全球發展的角色、地方具有

明確的發展之目標、主管機關必須具有權責相符且具有彈性的推動組織(譬如具有公信

力的第三部門)、良好的制度(或推動機制)之支持與配合、財源籌措之機制、決策或領導

階層具有貫徹執行之毅力、具有足夠的推動人才、以及瞭解都市再生具有社會集體行動

之本質等等。 
有鑑於此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自2010年開始推動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計畫，

藉由一連串都市議題的不斷討論，並透過舊有空間創新轉換的過程及公私部門合作關係，

創造新的都市發展可能性，強化多元的產業、社會、經濟的發展模式。因此在四至五年

的操作過程中，以不斷實驗與測試的方式前進，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國外相關經驗中，

歸納出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的互動模式有：文化觸媒(Culture Catalyst)、經濟協力

(Economic Collaboration)、創新夥伴(Innovation Partner)等三大面向，其說明如下： 
 

2-4.1 文化觸媒 

文化已然成為當代都市促進都市再生效果的主要工具，無論是基於全球性的都市變

遷趨勢還是臺北市本身的課題，它都是臺北市未來推動都市再發展甚至連結到都市再生

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模式。因此文化現已成為控制城市主要的觸媒力量，在都市的發展策

略中，扮演領導者角色；亦文化越來越成為城市重要的經濟資產，包含其觀光吸引力、

特色及競爭力等。進而文化導向都市再生的政策規劃上，便是將再生過程中所產生的文

化經濟效果轉化成為都市鄰里社區中的基礎建設等對於地方的長期性投資，對於這樣的

過程若以資本的概念來看，可以看到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在其中的轉換循環

過程，其中若從社會資本本身的定義以及能夠與公共政策結合的特性等角度來看，會發

現社會資本在文化導向的再生過程中同時扮演著觸媒的角色。 
 

2-4.2 經濟協力 

本研究對於地方賦權的認同感是一種心理上的結構，此認同感是建立於「我群」

(We-Group)的感覺上，此認同感的建立，需經由特定地域中個人與群體的互動，經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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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學習與認知過程而達成共識。而如何建立此特定地域群體共同的互動與學習，需要

依賴群體中每一份子的「公共參與」，公共參與可強化群體的互動機會，讓個人感覺自

己為群體的一份子，接續對這個群體產生愛與信任的感覺，進而願意接受群體的的價值

觀、維護群體共同之中心議題或事物。 
因此市民的共同協力參與，著重於一個地方社區與各社會成員，對地方活動的參與

過程，有著目標與價值內化於個人心中的現象，瞭解公共參與及市民協力之認同感的互

動關係，進而孕育維護地方文化及弘揚地方賦權的意願。然而在這近年來，資本主義生

產方式的全球經濟重構、全球化的流動、網際網路的出現與演進等社會條件改變，與威

廉斯質問的人與土地關係改變的問題意識已完全不同。在後現代主義以降的氛圍中，從

生產轉向消費領域的文化經驗探討已有一定的論述成果。 
 

2-4.3 創新夥伴 

創意城市強調一種新的都市規劃策略方法，檢視人們與組織如何在城市中以創意的

方式進行思考、計畫與行動，使得城市更適合居住與更具活力，並建構出可以衡量創意

發展狀態的創新策略與城市創新氛圍；同時又如何藉由創意生活圈的平台，共同組成關

鍵大眾彼此面對面的互動創造出新的觀念、事物、產品、服務與制度，進而帶動城市創

新以應對變局。 
然而創新城市的推動，亦需透過城市中夥伴的連結，此連結跨越區域與地方的界線，

將創新策略與創新氛圍引發了市民對地方期待，而且也亟需要有能力建構出具有效能的

治理流程以尋求臺北市都市的永續發展。但都市願景的描繪卻無法從別的城市經驗直接

複製，而是須先從城市的細節與身世脈絡去發覺、並且敏銳於外在的動態變遷，以致去

看到未來願景的輪廓，進而設定創新策略，以做為臺北市都市創新治理之依據。然而地

方的創新氛圍，它也必須是一個能同時容納由下而上的過程，包含透過政府和市場與其

他的民間組織合作協力的平台，再加上市民的參與和支持，才能讓創新策略與氛圍的磐

石更加扎實。 
 

三、研究方法 

當前有關文創聚落相關文獻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多數仍以田野調查與文獻回顧等質

化研究為主，除了部份有涉及經營管理論述之文獻，有應用計量方法外，大部分研究引

入量化方法與驗證較為少，故本研究擬整合相關研究方法，以建構適合本研究課題之所

需。整體而言，採用不同的研究方法，是為用於不同的場合，或是不同的理論階段。本

研究方法主要以「理論建構」及「實證研究」為主。整體研究流程將以動態開放式過程

進行，依研究取向區分，趨向社會人類學文化經濟學及消費地理學為基礎，係以「質化

研究」為主體再配合「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由歷史研究、田野調查等研究方

法，由文獻評析、深度訪談、歸納演繹及比較研究等技術，作為文創聚落的空間群聚效

應、趨勢、理論定義、地方發展制度，及不同的聚落群體下的產業鏈結結構。另一方面

由個案作為實證分析，以「社會網絡分析法」等量化方式，配合深度訪談、統計分析、

圖像分析等技術，作為建置社會網絡互動關係及文創聚落空間發展指標之研析。茲將各

研究方法之運用簡述如下，其研究方法架構圖詳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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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討論的影響力。社會網絡中心性又可分為以下二種形式： 

(1)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程度中心性是利用相鄰的行為者的數量來衡量社會網路的區域中心性，可以看出一個

人控制範圍大小的指標。 

程度中心性= 𝑑(𝑛𝑖)
𝑆(𝑎−1)

 

（ni 為行為者，d(ni)表示 ni 的程度，a 為整個網路的節點數量）。 

(2)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 
接近中心性主要是測量行為者與其他行為者的接近緊密度。 

接近中心性= 𝑎−1
[∑ 𝑑(𝑛𝑖,𝑛𝑗)𝑔

𝑗=1 ]
  , 

(d(ni,nj)表示兩節點間的距離) 

 

3-3 訪談及問卷暨調查計畫 

在深度訪談上，則是以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進駐單位與該地之里長，如都市再生前

進基地之李ＯＯ秘書長、王ＯＯ執行祕書、吳ＯＯ講師、顏ＯＯ執行者、陳ＯＯ業務經

理及該區之里長，包中山區聚盛里里長、大同區永樂里與大有里長等，在問卷調查上，

則是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周邊之居民與遊客，其問卷抽樣為隨機抽樣，抽樣樣本數為 400
份。 
 
四、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與社會網絡互動研析 

4-1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文化涵構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除了協助民間自辦都市更新案外，近年來積極推動都市再生前進

基地(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URS)推動計畫，「URS」代表著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這三個英文字的縮寫，取其英文諧音 YOURS，所代表的意義為都市再生所創造

出來的空間以及人聚集而形成的活動，意味「你們的」、「大伙的」、「所有市民的」的涵

義，沒有主體預設與框架。她可以是每個人的私藏與窩居之處；可以是每個人獨自發想

的空間；可以是每個人表現自我、展現性格的地方，也是社群落腳，自我定義的場所，

所有的成果不論是軟體計畫的推行或是硬體設備的充實，都是與市民所共有共享的，其

衍生的意義包含：Your Station, Your Society, Your Space, Your Shelter, Your Studio 等意涵。

包括城市的多元活動、都市創意，共同賦予城市活力，並能符合地區個性與特質。因此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是以「再生」為主軸，有別於先破壞再建立的重建模式，而是在舊的

輪廓中加入新的概念。 
臺北市都市發展面臨嚴峻的結構變遷問題，如全球化對產業的挑戰與機會、都市傳

統經濟產業衰退、人口結構少子化與老年化，使得臺北市產生許多未被妥善利用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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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新興的產業與都市活動找不到合適的使用空間。再者，過去我們所推動的是都市更

新，其作法僅落於單點之建築物重建與整建維護，亦或是公共環境改善，然而全球氣候

變遷問題，讓我們了解到地球的脆弱，城市隨時都要能應變。此外，台北作為全台的主

領城市，自 1708 年拓墾開始，歷經清領日治至今，文化底蘊最為豐富、人才資源最為

多元、生活風格最為多樣的時代，然而這個飽藏能量的民間活力，卻受困於戰後經濟快

速成長時期的發展體制，戰後美援時期以降的現代都市發展模型，重重層層交錯的官僚

體制、法令機制、監督管理模式，無法彈性地適應時代變遷，使得城市的發展受到阻擾。

因此，提出有別於傳統的作法，稱為「軟都市主義」。然而在軟都市主義的都市再生中，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林崇傑提出七個都市再生的關鍵策略：1.創意城市的形塑 2.都市

涵構之潛力與課題的面對 3.生態城市與低碳社區 4.合宜適當的住宅支持 5.都市產業的空

間支持 6.可調適的空間資源利用 7.社區協力的運作機制經營。此七個都市再生策略有些

相違於資本主義傳統的價值觀念，有些衝撞於現代主義原始的教條理念，但是臺北立足

於世界，勢必要以臺北的特長之處，充分串連整合發揮各種資源的最大邊際效益，且臺

北需要一種行動，一種迥異於西方機能系統區劃的都市治理模式。 
 

4-2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與社會網絡之互動模式 

具體而言，URS 是針對閒置未利用的公有房舍、民間所有的更新前基地或是其他經

由都市計畫手段取得的空間，著手這個都市再生的行動佈置。每個 URS 以其門牌命名，

象徵屬於當地的在地性格，在啟動地區再生、引入創意活力、活化社區網絡及區域發展

的永續基地等四個基本政策目標下，URS 行動拓展不拘泥於任何一種形式，地點的取得

亦不受限於任何一種既定的模式，因此本研究將其文化涵構定義為：經由文化導向之都

市空間，透過文創產業與都市經濟結構體制的變遷，所形塑之群聚區域。故此區域乃由

數個主體群，並由主體的行動者所互動產生的網絡平台，同時該網絡平台存在著文化觸

媒(Culture Catalyst)、經濟協力(Economic Collaboration)及創新夥伴(Innovation Partner)的
相互擾動關係。其整體互動模型詳圖 5 所示。 
 

4-2.1 文化觸媒 Culture Catalyst 

文化對於都市與聚落發展的不同面向皆具有重要的意義與效益，而且文化時常能夠

與世界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去做連結，然而每個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文化性格，但是

一座城市要如何脫穎而出，在世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個議題隨著二十世紀人口快

速成長，工業化與都市化造就無數星羅棋布的城市景觀後，吸引越來越多人的注目。因

此建構城市的特色與認同，進而提昇城市的競爭力，不單單是政治力量所造成，更與經

濟、社會、文化發展息息相關，同時也是考驗著政府的能力與城市居民的信心。 
然而，透過文化去驅動都市再生來為城市提升競爭地位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理念，

且其無論在實質與非實質的表現上都已經有了顯著的成果。同時文化須透過觸媒來行銷，

才可從常民的生活基質開始培養民眾的創造力與創意力，從五感的耳濡目染中轉化成為

提升城市競爭力的要素。因此文化觸媒的創意氛圍營造，具有吸引外來觀光人口、凝聚

社區認同、提昇城市知名度與低度污染等特性，故從文化行銷角度來看，科特勒（Phillip 
Kotler）：「一個社會與管理過程，由個人或是團體經由與他人交換產品與價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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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他們所需。」，套用在文化觸媒上，即是透過創新文化與規劃文化活動的方式，來

促進大眾對文化的認同與瞭解，達到公共參與及軟都市再生的新趨勢。 
一座城市往往群聚著充沛的隱性創意人才，需將市場模式轉換為文化的場域，透過

在地議題的討論，充分支持創意空間群聚的機會，經營整體城市開放、包容、自由與蘊

藏無限機會的氛圍，將隱性的創意人才透過在地與外部社群的溝通平台與創意工作者的

交流空間等媒介牽引而出。故此文化觸媒的創意種子，可讓都市成為一個開放社會，向

世界各行各業的人才開放，提供各種群聚、交流、溝通、激盪的平台，創新的產業與創

意的活動自然會孕育而生。且新的活動能量和所在的地區的文化社會價值、歷史經驗以

及地方發展需求互動交會出新的價值，更會刺激老舊市區空間與生活場域的新可能性，

並活化了周邊環境的發展以及提升地方的生活品質。進一步鼓勵更多的執行團隊或地區

民眾對於都市再生提出創新的想像或方案，甚至刺激更多可能性的創新組合，其文化導

向都市再生的互動關係詳圖 2 所示。 

 
圖 2  文化導向都市再生的互動關係圖  本研究繪製 

 

4-2.2 經濟協力 Economic Collaboration 

臺灣已用盡了數十年的法令政策努力，仍然無法解決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與開闢的困

境，且臺灣近二十年的社區營造，已逐漸流於為培力而培力、為賦權而賦權，終至由浩

大聲勢逆轉為江河急下。但城市價值的建立與開發方向的轉進仍需立基於市民認知的基

礎。因此應直接揚棄上世紀的所有權概念，土地不必擁有、空間不必永遠，重要的是在

適當的時機，有效的取得可茲利用的空間與土地資源，並繼續引發下一個動能，重新尋

回市民生活的共同想像，形塑市民對城市價值的集體共識，故空間資源的有效利用不應

該被不符現實的教義綁縛，人間社會應還給他不斷尋求自由發想的力量 。 
然而新的經濟協力架構中，乃是公部門與公民兩者在協力過程都同時負起核心責任，

且在行政決策與行動中，擴大公民的參與涉入，因此公部門與公民在公共行政變遷與革

新過程中，都應扮演積極的角色，而其他群聚主體行動者在協力關係中亦有任務，如課

文化
觸媒

老舊空間
的再生

周遭環境
的活化

場所精神
的傳承

創意
氛圍營造

文化
行銷

隱性
創意人才

• 老舊市區空間與生活場
域的新可能性

• 吸引外來觀光人口、凝
聚社區認同、提昇城市
知名度與低度污染

• 在地與外部社群的溝通
平台與創意工作者的交
流空間

• 提供各種群聚、交流、
溝通、激盪的平台

市場模式轉換為文化的場域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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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溝通橋樑等。政府透過夥伴關係與各領域地方社群相互合作，並做到權力下授與分

享，將各領域的事務能做到更完美的發展 。 
故在協力平台策略的概念下，由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以及社群與社區溝通並

且共創價值是主要的議題。在公部門的支援下，透過創意社群與地方民眾的互動到理解

到協力，強化了地方發展社區參與的意識，並且從社會經濟的討論轉化為對於地方文化

的認同。此互動之學習系統提供年輕族群面臨城市公共議題時的參與途徑，透過社區關

懷行動，與居民交流互動及設計參與式的創意行動，探討城市與人的環境議題，實踐社

會正義的理念，讓社區更美好，其群聚主體行動者間多面向協力關係詳圖 3 所示。 

 
圖 3  群聚主體行動者間多面向協力關係圖  本研究繪製 

 

4-2.3 創新夥伴 Innovation Partner 

夥伴關係是一種從各組織與部門的結合改善服務與共享利益，可以提供新的技巧途

徑、資源和做事方法以及革新，並讓私部門或非營利單位有能力與資源去改善服務。同

時亦藉由不同社群跨界合作與國際連結交流的多元動能，導入舊市區深厚的在地文化社

會議題，以各種獨特的創新活動，與在地社區共同醞釀再生的新想像，此為穿越專業跨

過文化的創新夥伴合作，更是當今所有領域尋求突破限制，發展創新知識必然的途徑。

藉由都市再生空間治理的一種創新實踐場域，鼓勵不同的執行團隊，依社會網絡資源、

都市再生的地方文化社會特質與執行多元的活動方案等，跨界形成獨特的都市再生經驗。

並以在地的深厚基底接軌國際，醞釀與挹注城市動能的良性循環，且企圖引發創意城市

有機體持續不斷的成長與擴張。更由不同社群跨界合作與國際連結交流的多元動能，導

入舊市區深厚的在地文化社會議題，以各種獨特的創新活動，與在地社區共同醞釀舊市

區再生的新想像。然而創新夥伴應以文創群聚為基底，依據群聚主體特質，導入不同型

態的文化創新行動，以創作、展演、培育、學習及交流的多元形態，連結傳統與創新的

生活美學，催化進階動能，突顯文化空間新風貌。且地方團體、特色社群及非營利組織

等民間組織具有更彈性的執行力及資源整合力，更能策略性的回應地區再生議題。新的

公私合夥創新夥伴關係，社群導入其資源網絡，促進地方文化社會與經濟發展，社群融

群聚主體
行動者

社區
認同

政府治理模式
與行政體系

社群
參與

產業
關聯

授權
與委任

資訊及
人力資源

經濟協力平台

永續

社會化

• 公部門、私部門、第三
部門及社群與社區間的
溝通，共創城市價值與
主要議題

• 互動學習平台提供年輕
族群面臨城市公共議題
時的參與途徑

• 藉由多面向協力來達成
跨越組織界線相互合作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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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方文化社會發展作為學習與成長的養分，創造對雙方有利的情勢產生綜效，其創新

實踐有機體詳圖 4 所示。

 
圖 4 創新實踐有機體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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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之互動架構圖 本研究繪製

五、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與社會網絡發展指標

5-1 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互動模型建構

本研究依上述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文化涵構與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產業再生與創新

導入的互動，並透過文獻分析建構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互動評估模式，包括其多元創意

活動的導入、對於文化與社會的影響以及不同參與者的交流與認同等，因此該評估模式

創新夥伴的有機體

創新發想創新行銷跨界交流

跨界社群與國際

創新實踐場域

創作、展演、培育、學習及交流的多元形態

URS Partner社區伙伴，
找尋城市生活空間發展可
能性的平台概念

導入各種獨特的創新
活動，與在地社區共
同醞釀再生的新想像

穿越專業跨過文化的
創新夥伴合作，更是
國際連結交流的多元
動能

激盪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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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文化觸媒、經濟協力及創新夥伴三大構想分別研擬評估因子，其文化觸媒評估因子包

含場所精神、環境活化及空間再生；經濟協力評估因子包含社區認同、社群參與及產業

關聯；創新夥伴評估因子包含跨界交流、創新行銷及創新發想，共九項評估因子。其建

置之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互動模型圖詳圖 6 所示、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互動構面與因子

彙整詳表 2 所示。

文
創
聚
落
與
社
會

文化觸媒

經濟協力

創新夥伴

場所精神

環境活化

空間再生

社區認同

社群參與

產業關聯

跨界交流

創新行銷

創新發想

圖 6 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互動指標模型圖

 

表 2 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互動構面與因子彙整表

評估構面 評估因子 說明

文化觸媒

場所精神

進駐團隊應尊重當地舊市區人文發展脈絡所構成的環境特性；連結創新與傳統

的關鍵，目標不在於改變場所，而在於場所精神以及人對場所的記憶的傳承，

即使再生過程有人為改變，環境仍可提供在地文化的感知線索。

環境活化

URS 透過社區關懷行動，與居民交流互動及設計參與式的創意行動，探討城

市與人的環境議題，實踐社會正義的理念，並活化周邊環境的發展以及提升地

方的生活品質，讓社區環境更美好。

空間再生

新的活動能量和所在的地區的文化社會價值、歷史經驗以及地方發展需求的互

動，刺激舊市區空間與生活場域的新需求，致使相關文創單位及青創人員的相

繼進駐。

經濟協力

社區認同

URS 的運作，使空間的使用模式改變，且尊重社區居民觀點與需求，同時在

公開的過程，協助尋求社區發展共識與認同。於適當時機提供專業資源，輔助

公民社會基礎環境的建立，培育社區參與公共事務的自主能力。

社群參與

各類別產業社群與的相互擾動與進駐，形塑及提供各種產業交流、溝通與激盪

的平台，且強化彼此互相授能，創造對雙方有利的情勢產生綜效，為該地區的

都市再生走出新格局，並回饋作為邁向國際交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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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關聯 
經由 URS 的擾動，讓整個區域產業活化與再生，進而帶動與吸引關聯產業的

產業群聚現象，且在實質與非實質之表現有顯著的成果。 

創新夥伴 

跨界交流 

地方團體、特色社群及非營利組織等民間組織具有更彈性的執行力及資源整合

力，因此藉由不同社群跨界合作與國際連結交流的多元動能，導入舊市區深厚

的在地文化社會議題，以各種獨特的創新活動，與在地社區共同醞釀再生的新

想像，深化臺北市舊市區的地方經驗與城市創新能力。 

創新行銷 
提供各種群聚、交流、溝通、激盪的平台，導入不同型態的文化創新行銷模式，

以創作、展演、培育、學習及交流的多元形態，連結傳統與創新的生活美學，

催化進階動能，突顯文化空間新風貌。 

創新發想 
透過夥伴間的激盪，依據群聚主體特質，導入不同型態的文化創新行動，以創

作、展演、培育、學習及交流的多元形態，連結傳統與創新的生活美學，催化

進階動能。 
本研究彙整 

 

5-2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與社會網絡互動關係 

本研究經由上述所建置之評估模型，分別將評估指標擬定其可操作化之定義，其操

作性定義無法量化之質性部份，經本研究統計分析後採 1-5 之等距尺度方式計量，後續

透過 Ucinet 的分析軟體，將各指標之量化數據由 1-模多值資料轉換成 1-模二值，且由

Ucinet的NetDraw繪製Network網絡關係圖。其互動因子之操作性定義說明詳表3所示。 
 

表 3  文創聚落與社會網絡互動構面與因子彙整表 
評估目標 評估因子 屬性 操作化定義 單位 

文化觸媒 

場所精神 
質 

推動進駐場域與所在的舊市區之文化社會價值、歷史記

憶以及地方發展需求的相容程度 
等距尺度 

量 
舉辦有關 URS 場域、傳統空間再發展、地方文化資產

保存與活化之活動 
次數 

環境活化 
質 

居民及遊客對於 URS 周邊環境改善的滿意度 等距尺度 
政府輔助或居民自主性的活化社區環境認同度 等距尺度 

量 URS 提供公共活動之空間 M2 

空間再生 
質 居民及遊客對於 URS 空間再生滿意度 等距尺度 

量 周邊受到活化影響而進駐經營之店家 數量 

經濟協力 

社區認同 
質 

社區居民對於 URS 加強社區意識以及建立夥伴關係的

認同度 
等距尺度 

社區居民對 URS 舉辦以社區發展為主題活動的滿意度 等距尺度 
量 舉辦（主辦或協辦）以社區發展為主題活動的場次 次數 

社群參與 

質 產業社群(主體行動者)對 URS 所在地區參與之認同度 等距尺度 

量 
舉辦產業相關活動（展覽、專題演講、座談會、研討會

或工作坊）的場次 
數量 

國內外組織及專業人士來訪 次數 

產業關聯 
質 受 URS 影響所產生新的產業群聚程度 等距尺度 
量 受 URS 影響的相關產業營業家數 數量 

創新夥伴 跨界交流 質 
跨領域的交流與學習，對場域的創新實踐 等距尺度 
進駐單位間的相互交流 等距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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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舉辦跨領域活動（展覽、專題演講、座談會、研討會或

工作坊）的場次 
次數 

與國際社群交流的次數 次數 
進駐單位的跨領域交流(活動交流、文宣交流、協助宣傳) 數量 

創新行銷 
質 URS 行銷活動與地區形象塑造關聯程度 等距尺度 

量 
舉辦有關以 URS 或周邊地區形象塑造的創意行銷活動

（展覽、專題演講、座談會、研討會或工作坊）的場次 
次數 

創新發想 
質 推動場域的創新議題時與居民的互動 等距尺度 
量 場域的創新活動發想與社群組織間的共同發想 次數 

本研究彙整 

5-2.1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透過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與社會網絡進行單變量之網絡統計分析，經統計分析

該網絡之矩陣密度(Mean)為 0.492；總和(Sum)為實際主體行動者的連結關係數量達 31；
變異係數(Variance)為 0.25；平方和(SSQ)為 31；歐氏距離(Euc Norm)為 5.568；總共可能

互相有關係的觀察數量(N of Obs)為 63。代表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與社會網絡的行為模式

相似性為 49.2%，相似性越低代表該網絡的弱連結越多；且歐氏距離大於上述之文化觸

媒面的 3.464、經濟協力面的 3.162 與創新夥伴面的 3，故整體網絡之主體行動者間的運

作模式差異性甚高，此對於一個初期文創聚落的有機發展是相當有助益的。 
 
表 4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單變量統計分析表 

編號 項目 值 編號 項目 值 
1 Mean 0.492 5 SSQ 31.000 
2 Std Dev 0.500 6 MCSSQ 15.746 
3 Sum 31.000 7 N of Obs 63.000 
4 Variance 0.250 8 Euc Norm 5.568 

本研究繪製 

5-2.2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網絡模式分析中，其透過度數(Degree)的密度觀察，網絡中心

性皆為 URS155 創作分享圈的 0.667、URS127 玩藝工場的 0.667 與 URS21 中山創意基

地的 0.667，此三個場域一樣之數值，無法判別其中心性，因該網絡為多質圖的社群網

網絡，故經由多重度來加權並統計其網絡中間度，分別為高最是 URS155 創作分享圈的

0.667，其次為 URS21 中山創意基地的 0.166 與 URS127 玩藝工場的 0.151；另位於整體

網絡邊綠的則是URS27W城市影像實驗室為 0.016，其次為URS27M郊山友台的 0.021、
URS27 華山大草原的 0.030 及 URS44 大稻埕故事工坊的 0.068。然而，密度對於網絡圖

規模的依賴性問題，使得不同規模網絡的密度難於比較，因此在其它因素保持不變的情

況下，經由多重加權後多質圖的密度要比小網絡圖的密度小。由此得知，URS155 創作

分享圈與整個網絡事件上是相似且相互接近。其統計分析表 5 所示。 
進而於社會網絡互動模式中，同時經由多重度來加權後，產生了「一個網絡中心部」

的指標為經濟協力面的社區認同，其度數為(0.714)、接近度(0.852)和中間度(0.163)都最

高，因此它是隸屬該網絡事件的核心；同時該網絡亦產生了「兩個局部中心部」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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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創新夥伴面的創新發想其度數為(0.714)、接近度(0.852)、中間度(0.137)與文化觸媒之

空間再生的度數為(0.714)、接近度(0.852)、中間度(0.134)，兩者為隸屬該網絡事件的次

核心。且中間中心性指數是主體行動者對資源控制的程度，表示在網路中中間中心性最

高的結點與其他結點的中間中心性的差距。該結點與其他結點的差距越大，則網路的中

間中心勢越高，代表該網路中的結點可能分為多個小團體，並且過於依賴某一個結點傳

遞關係，該結點在網路中處於重要地位。其社會網絡互動模式統計分析詳表 6 及圖 7 所

示。然未達顯著影響及隸屬整個網絡事件的邊緣的有經濟協力面的社群參與及創新伴的

創新行銷，分別為社群參與之度數為(0.413)、接近度(0.561)、中間度(0.000)與創新行銷

為(0.413)、接近度(0.561)、中間度(0.000)。該兩者指標中間度皆為 0.000，顯示每對主體

行動者之間的網絡皆無通過主體行動者參與各事件來完成，因此該網絡事件總是不處於

行動者的捷徑上。故本研究另透過社會網絡分析中之歐氏距離法的分析結構對等性中，

當歐氏距離之值越大，代表社會網路中的某個或某些個體和有些個體發生直接聯繫，但

與其他個體不發生直接聯繫或關係間斷的現象，從網路整體看好像網路結構中出現了洞

穴稱為結構洞 ，其社會網絡中擁有越多的結構洞亦弱連結越多。因此針對結構對等與

主體行動者之間的距離為≦1，經濟協力面的社群參與及創新伴的創新行銷兩者擁有高

度的結構洞指數，故行動者越能跨越此結構洞接觸非冗餘資訊源(亦為弱連結)。 
 

表 5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之網絡模式(個體中心性)統計分析表 
                         項目 

場域 
Degree Closeness Betweenne 

URS127 玩藝工場 0.667 0.778 0.151 
URS27 華山大草原 0.333 0.600 0.030 
URS44 大稻埕故事工坊 0.444 0.636 0.068 
URS21 中山創意基地 0.667 0.778 0.166 
URS155 創作分享圈 0.667 0.778 0.316 
URS27M 郊山友台 0.333 0.600 0.021 
URS27W 城市影像實驗室 0.333 0.600 0.016 

本研究繪製 

 

表 6  社會網絡互動模式(社會中心性)統計分析表 
   項目 

指標 
Degree SSQ Closeness Betweenne Euc Norm 

文
化
觸
媒 

場所精神 0.429 3 0.657 0.022 1.732 
環境活化 0.571 4 0.697 0.057 2.000 
空間再生 0.714 5 0.852 0.134 2.236 

經
濟
協
力 

社區認同 0.714 5 0.852 0.163 2.236 
社群參與 0.413 1 0.561 0.000 1.000 
產業關聯 0.571 4 0.793 0.083 2.000 

創
新
夥
伴 

跨界交流 0.429 3 0.657 0.039 1.732 
創新行銷 0.143 1 0.561 0.000 1.000 
創新發想 0.714 5 0.852 0.137 2.236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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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6-1 與社群互動關聯度越高的再生前進基地，其社會網絡的聯結越強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其有別於傳統的先破壞再重建模式，依社群需求導入新的能量與

活動形態於都市舊街區中，該城市的舊空間都經歷過繁榮的景象，與市民的生活關係密

切，且經由時代的變遷成為記錄著市民生活的容器。此社會網絡聯結所創新的能量為空

間帶來新的意義，然本研究所建構之互動關聯性得知，空間場域的創新發想與產業聯結

的創新交流平台，如：該社會網絡中心性的 URS155 創作分享圈、URS127 玩藝工場、

URS21 中心創意基地等，此再生前進基地重新探索與發掘地區的特色與價值，塑造原場

域歷史空間氛圍，提升周邊環境的生活品質與環境活化，且強化對於都市更新政策的理

解與支持，並給予市民、活動以及空間新的化學反應。另經分析上述中心性的 URS 解

決地區長久以來的治安隱憂，改變原先老舊髒亂的都市景觀，並提供附近居民一個體驗

都會文化、創意空間，並有效凝聚社區意識，提升鄰近社區生活環境與周邊設施品質與

完整度。 
 
 

圖 7  再生前進基地與社會網絡互動分析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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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社會網絡的互動因子關聯性 
構面 互動因子 互動關聯性(弱→強) 社會網絡中心性 

文化觸媒 
場所精神      

1.URS155 創作分享圈 
2.URS127 玩藝工場 
3.URS21 中心創意基地 

環境活化      
空間再生      

經濟協力 
社區認同      
社群參與      
產業關聯      

創新夥伴 
跨界交流      
創新行銷      
創新發想      

6-2 社會網絡聯結越強，市民對於社區的認同感與空間再造之參與度越高 

舊城區的沒落與衰敗是一個城市演變的過程，如何重新尋找新的發展契機與重新定

位的可能，因此在 URS 計畫的推動之下，可逐漸顯現出舊城區再發展的全新展現。URS
的投入並非病急亂投醫下的處方，在政府透過地方釋出又具歷史價值的舊空間中，審慎

其地域區位的發展可能，進而招募經營團隊，且在各團隊所展現對該地區的不同想像中，

選出對在地後續發展可能引入新生命的最佳選擇。故在 URS 近四年來的推動成效顯著

程度上，可明顯發現其帶給舊城地區的再發展與產業群聚效應，如針灸般重新激發該地

區的活絡程度，年輕人逐漸重新回歸、商店回流、新產業進入或相關活動的舉辦等，此

非短時間便一蹴可及。有鑑於此在 URS 基地增加之下，由「點」逐漸擴散至「面」的

影響所形成強而有力的社會網絡，從環境氛圍的改變、街道活力的提昇以及在地居民認

同感的回歸，除了實質上的空間改變外，亦潛在性的擾動居民或外來民眾的向心力與對

地方的認同感，「想為地方盡一點力」的想法油然而生。且對於生活數十年的家鄉，經

歷過城市的繁榮與凋零，藉由 URS 計畫與其團隊所協力形成的社會網絡，透過各式活

動的舉辦與關係鏈結，重新找回在地民眾對於社區的認同與人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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