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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態度溫度

隨著北宜高速公路的通車，宜蘭面臨每逢假日大量湧入之交通衝擊，雖提供了經濟發展的活水，卻也

帶來相當程度的環境衝擊。鑑此，宜蘭縣政府（以下稱縣府）從早年即秉持「思考以人為本，環境永續發

展」為縣政發展施政方針，公共建設依循所訂定之相關上位計畫，像是「宜蘭縣總體規劃」、「宜蘭縣總體

運輸發展計畫」、「宜蘭縣綠色廊道整體建構規劃」及「宜蘭縣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網要計畫」向下結

構性發展紮根，俾能兼顧經濟及環境永續發展。

本文主要分享縣府關於友善環境與人本工程推動之理念與態度，藉由連絡道、縣政中心及維管束計畫

等工程實例，做為與民眾對話之介質，說明縣府對環境的關心以及人本空間營造理念之整合執行，建構以

城市為尺度的溫暖生活空間。

前言

簡單！是宜蘭看待環境與工程間試著找出的最大

公約數。在宜蘭很早就有一群人不隨波逐流，不以工

程為主角思考，總是先討論著宜蘭環境的整體架構，

而始終認為工程只是依附環境的一部分，它不需要張

揚，反而應該是要低調的存在著，這從 90年間完工的

3條東西向連絡道（如圖 1）可以看的出些許脈絡。在

當時以工程人自居的角度應該很難想像主要道路上沒

有實體的分隔島，盡入眼簾的居然是一條條諾大服貼

在道路的草溝，它很順理成章的收納了地表逕流水，

也很理所當然的窪蓄成為植栽所需水份。這幾條草溝

用規範的講法稱為「公共設施帶」，除了可栽種適合宜

蘭的樹種，更是收納道路附屬設施及擾人管線設施的

帶狀空間。這高度的整合讓道路風貌與週邊的地表紋

理緊密的縫合，開車望向窗外像是一種自由沒有拘束

的心境。直至今日，相較許多新闢的道路仍充斥著硬

生生的水泥構造物那種宣示主權的態度，可見宜蘭對

於環境的關心程度。

本篇文章嘗試分享縣府關於友善環境與人本工

程，期望可以從這些日常中看見縣府努力耕耘的態

度，使得凝聚更多廣義民眾的共識，早日達到以城市

為尺度的友善環境。

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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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貼近地表的草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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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想！那就承擔吧

90年間出了宜蘭火車站，很多民眾覺得納悶，出

現一座綠色空盪盪的大鋼架（如圖 2），加上宜興路旁又

存在著幾間台鐵殘破的老舊宿舍，整條街道感覺冰冰冷

冷的沒有生機，很難對民眾解釋這是「留白」。10幾年

後，蛻變為如今的「幾米廣場」，看起來又是那麼的合理

存在（如圖 3）。事實上幾米廣場並不是被原先設定的存

在，而是 102年偶然的觸動，也幸虧有那個曾經的「留

白」。時間序拉回大鐵架沒有存在前，黃聲遠建築師的想

法：「需要一個東西來讓大家注意火車站門戶很重要，是

個決戰點，因為火車站出來的公共性就靠這一段留白，

不能讓它私有化變成旁邊那種樓房。」這麼純粹又出於善

意的論述，讓人很難去反駁這件事情的價值性。只是談

何容易，要讓市中心的精華地段「留白」，可想見得接受

多少民眾的批評指教。然而縣府決策選擇這種簡單的初

心，是因為看見了關心以人為本的善意，這就是宜蘭的

態度。在宜蘭總有不同的思維試著突破既定的框架，許

多理所當然的以為，在宜蘭可能是另一種翻轉，是縣府

對理想的解讀。也因為如此，才讓宜蘭隨處可見散落與

環境相融，以人為尺度的友善工程。

善意對待專業，不是上對下的關係

每件可以被稱為作品或延續性的工程，通常至少是

整合了創意、技術與行政等面向，從早期縣府搬遷新建

融入地方元素以清水磚為外牆，堆疊出高低有序的半戶

外空間，室內隨處可感受到陽光、空氣，營造舒適親和

的氣氛空間。有時還不免聽到來洽公的媽媽對孩子說，

要好好唸書，以後可以來這上班，這或許是受到這裏環

境感染的觸動吧。此外，縣政中心規劃就像是一座綠意

盎然的森林公園，成為民眾可以親近的空間，沒有衙門

的壓迫感；道路透過蜿蜒的幾何線型使民眾開車自然而

然地降速，這也是反映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交通寧靜區的概念，然而這件工程是早在 1997年距今

25年就在宜蘭以人為本實踐的作品（如圖 4和圖 5）。

圖 2   施工中的丟丟噹廣場

圖 3   現在的丟丟噹廣場

圖 4   溫潤的清水磚外牆

圖 5   陽光、空氣、綠地及水才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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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府的官網寫著：「宜蘭是我們美麗的家園，而

且，我們要讓它永續的美麗下去。」

美麗家園的經營，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需要的

是全體縣民的參與及付出，才能在良好的互動關係

中，制定出符合所有縣民期許的決策。行政大樓的規

劃，便是在這樣的深思之下，規劃、營建完成。我們

希望它不再是一座一般人印象中刻板、單調的公部門

建築，大家可以自由出入，我們也期盼它是宜蘭縣這

座大公園裡的另處勝景，人人都能與自然雨露活潑對

話，我們期許它能同時兼顧本土與藝術、效率與科

技，每一位出入的民眾也可以在屋頂上的最佳觀景點

上，眺望碧海中的地標─龜山島。

來到縣政府行政大樓，您就是這裡的貴賓，所有

的空間與設施，都與傳統古厝般一同與天地煥發，使

我們可以貼近歷史，一同創造未來。我們可以想見要

成就這件作品，期間從發想、尋找資源、設計、施工

及整合管理有多麼的不容易，那肯定是經過無數次的

溝通甚至是衝撞下淬鍊出來的，更不會是單憑行政部

門、設計部門或施工部門，而是需要彼此互相依賴的

夥伴，存在著尊重與信任，而不是機關與廠商那種由

上往下傳遞的關係。

以城市尺度營造友善生活空間

在營造人本友善空間，縣府工作夥伴的想法是，順

著屬於宜蘭的既有紋理、水文、歷史等以及那些屬於宜

蘭人的記憶，不是用新建的概念而是用發掘及整理去構

思。但要如何能在都市計畫道路 8公尺以下占 35%以

及這多雨的城市打造友善空間，是一個很難的課題，於

是 1995年發想啟動「宜蘭市維管束計畫」[1]。

計畫內容是把水路及道路的網路串聯，以宜蘭河

向都市核心放射 3條像是帶狀綠廊，如同莖葉中的維管

束，輸送著每寸植物需要的營養，為城市注入活力，故

取名為「維管束計畫」（如圖 6）。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嘉慶 17年（1812）置噶瑪蘭

廳，正式設治於五圍（今宜蘭市），築土濬濠，環植

九芎樹為城，並在城內配佈廳署、衙門、祠祀營舍，

此時宜蘭城已是衙署齊備、市商雲集、寺廟遍佈，成

為蘭地政治、經濟與文教中心。光緒 21年（1895）

台灣割讓日人後，宜蘭城成為蘭陽平原的殖民指揮中

心，日人為了達到殖民效益，以近代化路徑以及市區

改正，拆除城牆，闢建道路，興建公共設施，對於宜

蘭城的城垣風貌進行空前的改造運動，而城市行政、

文教重心亦由城區中北側轉向城外南門地區。光復後

的宜蘭城，交通及經濟日漸發達，護城河陸續加蓋成

道路，部份護城河未加蓋被改名為「八千代川」（如圖

7）。約在 30多年前，因應交通需求又被全面加蓋變成

馬路，成為下水道暗渠。而為了這個不該被掩埋的生

活記憶，縣府夥伴進而規劃一系列的維管束計畫（如

圖 8至圖 10），企圖整理出那些屬於宜蘭的故事。

圖 6   3條維管束在城市蔓延

圖 7   宜蘭的護城河（清朝－民國）

圖 8   第 1道維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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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夠寬，打開圍牆

道路寬度不足在執行友善人本空間上是一個棘手

的課題，團隊的想法是盤點沿線周邊的公有地，於是

像是幾米廣場的鐵路用地、學校的校地、水利用地等

都需要與道路用地縫合，這樣才有可能釋放出空間提

供行人路權。而整體執行策略的起手式，採取從校園

周邊做為示範區，以實體的成效取得校方及廣義民眾

的支持，再一步步的向外延伸。慢慢地宜蘭的圍牆不

再是學校的必要附屬設施，取代的是開闊通透沒有死

角的空間（如圖 11和圖 12）。至於打開護城河為了

能兼顧既有的交通功能，則透過重新調整道路斷面及

將河水引流至校地或公地營造生態環境；同時，發揮

都市滯洪調節微氣候的功能，使得護城河能重見天日

（圖 13和圖 14）。不過，有些事情似乎還是回不來，

那些記憶中下課、放假跟小時玩伴在學校前面圳溝隨

手可捉的成群毛蟹不見了！

圖 9   第 2道維管束

圖 10   第 3道維管束

圖 11   蘭陽女中改善前充滿隔閡與濕冷

圖 12   充滿溫暖的生活空間

圖 13   光復國小前民國 70年間被加蓋的護城河

圖 14   重見天日的護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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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的整合工作，不會轉嫁廠商

除了道路腹地不足需辦理縫合的工作，同樣重要

的就是合理的檢討道路斷面的配置。首先檢討過寬的

路肩、車道釋放空間設置公共設施帶，這樣才有機會

進一步檢討設置人行道或慢車道。「整合」是一件再

疲勞不過的工作，透過溝通、再溝通、又溝通 ⋯，縣

府的目標很清楚，就是電桿下地後 AC路面上「零孔

蓋」，讓整條道路看起來簡單俐落，而更大的理由是為

了維護多雨宜蘭許多機車用路人的安全。而且這個工

作不能委由廠商處理，因為只有政府有行政權，所以

不能想便宜行事，只能由縣府來「整合」這個再枯燥

不過的事情。而在整合管線單位的設施，縣府也有獨

特「類共同管溝」的作法，也就是將管路設計埋置在

AC路面下面，但設施（包括停車空間）則全部設置在

公共設施帶。這樣既可以避免日後管線單位在 AC路面

挖掘，改善植栽生長的環境；又可以提高管線單位配

合的意願，同時也解決了日後共同管溝必需由道路主

管機關管理的問題（如圖 15和圖 16）。

結語與展望

宜蘭不像都會區有許多人力及財力的資源，但宜

蘭卻能在對環境及人本的議題上有些成效受到肯定，

某種程度不免歸功於縣府有了能夠體現理想的工作夥

伴，這群人對宜蘭的土地有一份深厚的情感，也本著

初衷帶著一份善意，為宜蘭的環境著想。縣府也藉著

這些曾經走過的經驗，近年來試著研訂各領域的「上

位計畫」，諸如宜蘭縣總體運輸發展計畫、宜蘭縣綠色

廊道整體建構規劃 [2]、宜蘭縣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

綱要計畫 [3]，試圖讓友善城市的經營可以更有結構及秩

序地向下滲透及蔓延。

圖 15   AC路面「零孔蓋」

圖 16   公共設施帶收納了所有設施，並做為人車實體分隔空間

相信有一天您來到宜蘭，又有一天再來宜蘭，會

不斷看見宜蘭為了以人為本是那麼努力的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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