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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課程與社區美化結合

Combination of a Mural Course and Community Beautification

（收件日期 109 年 9 月 18 日；接受日期 110 年 3 月 4 日）

摘    要
社區美化一直是近年來政府單位的議題，如何美化並創造有個性與獨特的社區是當地

政府一直以來在規劃的事情，多數的社區營造一開始的策略都是以硬體設備為第一優先，

像是老人服務處、社區服務中心、社區綠化或是小型公園等類似於能見度比較高的硬體設

備等等………而學校能配合的比較多是以課程或是社區美化為前提的教育性營造，而這篇

文章要探討的部分是由兩個不同國家的社區營造做相互的比較，兩個社區營造都是由壁畫

連結在地創生當作是這次社區營造的主題，也都是以課程的內容去引導學生美化一片牆面

進而去思考自己居住的環境與社區的問題，兩個個案都是以實際參與創作和課程內容去分

析和探討，其中一面是德國城市 Bad Münstereifel 的一所學校內牆和附近巷子裡的展示櫃

與木箱作為美化，藉由德國社區營造的實際經驗與台灣的壁畫創生做分析與整理，台灣的

社區營造則與杉木 SUNWOOD Art ＆ Design 企業合作，用壁畫彩繪臺北的社區巷弄，並

與學生和幾位藝術家共同創作，以壁畫創作 live painting 美化居民與上班族經常通行的步

道環境，兩者都是用課程的方式去設計，希望從中找到壁畫課程與社區營造結合的跨領域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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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beautification has been a big issue in community building in recent years. How 

to beautify and create a unique community is something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nd schools have 

been planning. Local governments in most communities prioritiz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uch as 

elderly service offices,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s, community greening or small parks and other 

similar infrastructure with high visibility . Moreover, schools can cooperate to offer more with 

courses or community beautification assistance under the premise of educational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compare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wo different areas. 

The tw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based on mural creation and wall beautification. 

These projects both used course content to guide students to beautify a wall and then think 

about the problems of community building. Both walls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with research 

methods of actual participation. The first project was set at a school in the German city of Bad 

Münstereifel. The landscaping of several nearby walls and transformer boxes there wa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created by the German community. The second projects involves 

the creation of murals in Taiwan. Taiwan’s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is projects was based on 

collaboration with Cunningham Sunwood Art & Design. Mural paintings in Taipei community 

lanes were co-created by students and several artists. Live paintings with murals were used to 

beautify the walkway environment.  The authors designed the curriculum in hopes of finding a 

cross-domain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hat combines mural courses with community building.

Keywords: Murals, Mural courses, Communit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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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

社區再造與地方創生的議題在近幾年再次被討論，而其實這個議題在十幾年前就已經

被學者多次的討論，像在政策上「行政院經建會於 20 年前提出創造城鄉新貌方案，20 年

來各地地方政府企圖創造城鄉新風貌並擴大地方環境」。利用公共藝術來做社區或是城市

的地方創生，這樣的案例其實已經行之有年了，而跟學校與政府為首的目的性創生，和在

地美化是許多城市以及社區建造都時常在政策上拿出來使用，大量被使用的在地創生課程

所產生的作品，卻不是每一件作品的呈現都能夠產生出社區的共鳴性。如果社區營造的方

案與成果沒有共鳴感，或是附近居民對這次創生沒有認同感，而單單只引進在地創生的理

念或是畫幾面牆壁，或是做一些活動就認為代表這個地方的社區再造，那麼這樣的在地創

生肯定是無法改變這個社區，每一個再生案都有許多的侷限性，若以同樣的在地創生概念

去執行，那為何有些在地創生完成後能夠永續帶動周遭環境，但有的創生不但沒有成效，

甚至變成一種環境的破壞呢？這樣一廂情願的介入真的會對社區再造產生實際的幫助嗎？

而這種創生方式是否真的能活化社區，給社區新的面貌嗎？最後要用甚麼方法去實行在地

創生？

二、地方創生的思考點

對於社區營造的起源筆者應該要從「人」、「文」、「地」、「產」、「景」去做觀察以

及分析，而現在大多的社區再造都是以「地」和「景」當作第一優先去思考，這也是許

多社區營造都習慣先改變環境，而改動環境變成改造社區的第一優先。以一個地點當作

題材去做發想，之後藉由改造與美化嘗試去把社區再造作為一種新的形態，這個新型態

會產生新的在地價值，但新的在地價值是否真的是原本這個社區所需要的嗎？如果他是

一個良性的模式，並照著社區的改變去運行當然是好的，但社區是由人組成的一個群

體，社區再造是否應要放下以「地」和「景」為第一優先原則，進而去考慮「人」的部

分呢？畢竟地方創生其實是在探討「有系統的發展產業」，而「有系統」與「經營在地

產業」這兩者是在地的居民需要去思考與討論的，在地居民是指之後要繼續經營這片土

地的「人」，所以筆者認為要以「人」的方式試著去模擬這個社區真正的需求，並做好

完整的規劃。地方創生如果做得不好反而會變成一種傷害。而這種傷害大多都是難以抹

滅的，而在環境方面以永樂市場為例：若市集攤販等藝文活動在一個閒置空間或是區域

內被成功的復甦之後，會因為攤商與人潮的增加，進而產生在創生之前所無法預測的狀

況，像是治安或是交通等等……（臺北城市散步執行長邱翊 2018）。這樣的案例在國內外

比比皆是，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社的千本鳥居在電影「藝妓回憶錄」上映後當下成為了熱

門的觀光景點，這樣的議題性地方創生，以當時電影火熱的程度可以說是像當成功的案

例，但沒多久以後觀光客的不良習慣以及環境的破壞使當地居民不勝其擾，這些狀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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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都是對環境和人文帶來的負面影響。

貳、研究動機

一、臺灣街道壁畫案例

研究動機為 2019 年所創作的一面壁畫案上，藉由這件壁畫案去探討社區再造和在地

美化的關係，同時跟之前德國的一件壁畫案做比較，兩者無論是臺灣或是德國的社區美

化還是地方創生，其實主體是圍繞在環境的社區精神上。一件作品或是活動的成功其實

除了是否能帶動人潮以外，更重要的是這件作品是否可以產生「社區認同」和居民的參

與性等理念為發展中心，「每塊土地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及個性，要能挖掘每處的「地

方特色」，並將這些特色「持續性」的發展下去，便能逐漸成為文化的一部分」（徐重仁

2018）。

所以這次的社區美化案並沒有地方政府或是文化單位的介入，而設計與實踐的過

程是以華夏科技大學的老師（筆者）和學生以及創辦杉木藝術創辦人張家榕（杉木

SUNWOOD ART&DESIGN）去嘗試設計這個社區美化案，而美化的店家以及附近的店

面都有參與其中並配合創作者一起改造社區牆面，這個案子就像是一個企業帶領學校團

體的介入，在創作的過程中藉由與店家和附近居民的溝通，去取得這次創生對於社區的

認同。在與社區居民與店家的溝通中，要讓創作者與參與的大學生去進一步去瞭解一個

社區的情感，加上學生的創意發想與施工店家的牆面裝況去提出一個完善的美化理念，

大家的討論與理念最終設計出一個牆面設計圖，再藉由與店家的溝通調整成適合這個社

區的壁畫作品。

創作這件作品的時候老師安排學生去感受社區的環境的變化，並希望這件作品會與附

近店家和整社區一同成長，最後變成一件能代表這個社區的好作品。利用「設計翻轉、地

方創生」的推動理念，透過設計翻轉當地的環境，由地方自發性的去發展，帶動產業及地

方文化上的提升，並展現地景美學，塑造地方特色，使地方留住人才，人才深耕地方，形

成正向循環發展，達成兼具文化傳承及產業活絡多重效益（陳世龍 2018）。而這次的壁畫

案例，它的形成就是在嘗試塑造地方特色，並藉由課程讓學生學習體驗，如何藉由地方創

生去翻轉這個社區。

二、德國的街道壁畫案例

德國的街道案例則是 2021 年筆者與德國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Bad Münstereifel) 米歇

爾高中 (St.Michael-Gymnasium) 以及當地城市市政府的一起合作案。當時為 2012 年的秋

冬時節，當地以旅遊業為主的商家正準備歇業整修，因此筆者與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有

機會一起為進入冬天的城市做社區再造的美化工作，由於 2012 年正值當地的企業轉型，

有需多的店家遷出與進駐，使許多空蕩蕩的店家門市就需要在明年春天以前做整修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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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而短期的社區美化就出現在因等待店家內部施工的外牆上，在裝修的過程中，許多店

家都會把店面外給擋上一個木製外牆，以便不對外透漏其內部的施工，並在施工完成後將

會拆除這些木製牆面。在將外圍的木製牆壁拆除之前，由筆者與 Felizitas Fuchs 跟城市的

市政府申請並與學校做結合，由藝術家帶領學生一起做當地的社區美化並安排成課程內

容，在安排美化的課程教育時，筆者與 Felizitas Fuchs 希望藉由美化的過程來教育米歇爾

高中的學生，讓他們瞭解到什麼是社區美化與在地創生。此次的案例有通報當地政府，市

政府方面同時給予藝術家與筆者全面性的創作自由，美化的內容與方向官方並沒有太多的

介入，同時當地的文化局更傾向以米歇爾高中當作承辦方，並以在地高中的名義去邀請藝

術家和學校一起加入這次社區營造的活動當中，米歇爾全力支持藝術家的社區營造工作並

沒有介入創作的內容，只是提供經費、顏料與想參與的學生的幫助外，其餘社區再造的流

程皆是由 Felizitas Fuchs 和筆者兩位藝術家安排，並藉由社區訪談以及與學生的交流共同

談論出適當的題材，由於是短期的社區營造所以時間的掌控將是一個問題，同時由於牆面

只是暫時擺放不會永久保存，所以在規劃上也沒有對之後創作是否需長時間保留的問題有

太多的探討。此次的社區美化案和本文要談的臺灣美化的案例，兩者都有許多相似之處，

像是都與學校機關做結合，當地市政府沒有過多的介入，創作都以社區的風格去做連結，

美化的地點與空間都有一定的相似程度。

參、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探討以在地創生為基礎結合課程與社區美化之相關研究，其主要可分為：

一、在地創生與課程結合、二、壁畫及三、社區再造。

一、在地創生與課程結合

在地創生的課程設計其本質是要學生對於自己生活的土地有一定的認識，並培養學生

在地生活圈的關懷與參與度（劉光夏 2020），一開始設計實地的訪查是為了先打開學生對

於周遭環境的視野，並認識美化的社區與場地，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能發現社區的的特

質與狀況，並融入在地與之互動，學生藉由課程將其醞釀並透過引導轉化安排成地方創生

的起始課程（蕭百芳 2020）。此類型的課程案例多半與當地的社區大學做結合，舉例來說

將「太平國小轉變成基隆再生的啟動基地」這個在地創生的案例就是以基隆港西岸太平國

小和太平社區和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一同攜手合作的在地創生案，以「廢校再生」為

主軸將課程加入了設計和美學的元素，並嘗試替老舊校舍增添新氣息，成功將太平國小轉

變成基隆再生的啟動基地，並獲得 2017 年國發會「空間活化場域指標獎」的殊榮（徐彥

婷 2019）。此類課程最大的核心在於以社區探究為主旨培養學生對於環境的探究能力，學

生以課程為契機走入自己所熟悉的社區環境中，並發掘感興趣或是有爭議的主題，進行深

入的探究活動，以發展其研究問題的能力（陳麗華、王鳳敏、彭增龍，2003）。



68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二、壁畫的公共性

壁畫作為人類史上最早的繪畫形式，從這個媒材誕生之際它記錄了人類的最初的圖

像意義，並反映出世界的一種呈現方式，這是其他的藝術型態不能代替的，壁畫必須通

過建築的量體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並且對環境的影響頗為巨大，壁畫連結著平面類

型的藝術與建築，形成了空間與建築的微妙關係，並產生了環境藝術的概念（魏錦蓉

2011）。壁畫作為藝術創作中最早的形式，其目的是要將創作者的創作理念與民眾生活

的公共空間結合在一起，以美化環境為出發點、豐富觀賞者的視覺感受外，同時創造一

個富有特定景點的生活空間，讓人親切的接觸和認識壁畫藝術之美、進而產生與作品的

共鳴性，更可以強調在地特色，例如在臺灣臺中的「彩虹社區眷村」已成在地觀光景點

（劉晉彰 2015）。而壁畫的創作可以說是一種人與環境的實驗性教學，牆面的大小與環境

周圍的建築都會影響著創作者在創作壁畫時的考量，構圖的和諧與牆面的整體性甚至到

光影的變化都會是壁畫創作中不可不考慮的問題，如何引導觀賞者在經過牆面時所看的

角度，如何在大面積的空間中安排有趣的內容與和諧的色調都是一位創作者所要思考的

（丁琴 2014）在都市街頭的巨幅彩色壁畫，如何有系統的掌握當地的環境變化與周遭的

建築風格，除了要瞭解其環境的歷史脈絡與意義外，更加考驗的是創作者如何凸顯自己

的作品內涵並給附近的環境起到加分的作用（畢恆達、郭一勤、夏瑞媛，2008）。

三、社區再造

社區的再造這個議題無論是臺灣或是許多國家都被多次的討論，大致概念都是運用

地域內所生成的潛能，或是發掘地方特有資源，並由當地居民一起嘗試開創自己社區的

多樣性。在社區營造上，社區活化的效益取決於此社區是否具有特殊的文化特質、具備

完善的區域性發展制度、並同時具有強大的地方向心力和地方動力，以此為根基嘗試在

固有的基礎上做出轉變，使居民藉由社區再造找到社區的新價值，並運用自己的智慧與

力量來做更長遠的發展，除了對地區資源作合理的利用與保育以外，紮根當地文化去推

動地域經濟發展（李君如、陳品孜、趙勝傑，2011）。無論是社區再造與地域性活化都必

須讓居民產生自發性的域發展觀念，並同時兼顧城鄉與文化發展雙方的平衡，朝著永續

性發展的方向前進，所以大多社區發展的重心都落實在如何活化地方文化及關懷社會群

體的議題上，以下幾點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一）社區共同參與意願、（二）考慮地方自

主性、（三）獨特性與環境和文化的差異性等……隨著地域性發展出對此地域性有價值的

思維 (Susanne2003) 社區再造常常與當地的「文化創意產業」相結合，如何增加社區的

文化產值一直是社區再造的一個核心問題，而社區的發展的潛力正是這個社區所發展出

來的創意或文化累積，透過地域的特殊性或是智慧財產所形成的地域增值運用，使社區

具有創造財富與增加就業機會的潛力，並加以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經濟活動（溫國

勳、林建德、許珮瑤，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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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之理論與相關研究，本研究將規劃與整合為三個部分：1. 在地創生與課程結

合、2. 壁畫及 3. 社區再造，第一部分：分講解與分析所規劃和建構的在地創生課程，並

比較德國與臺灣之間課程內容上的差異，並記錄在地創生於本文中的案例是否可以延伸成

為之後分析的依據。第二部分：探討壁畫藝術對於社區再造所扮演的重要腳色，同時比對

臺灣和德國的壁畫創生案是否有雷同或是差異性，嘗試分析出兩個在地創生所產生的作品

是否有其脈絡可循，臺灣和德國民眾對於壁畫這個藝術媒材在空間中的看法與接受度。第

三部分：對於社區再造的看法與文本上的案例，比對臺灣與德國對於社區再造的看法和觀

點，同時兩個文化上對於社區再造的比較，最後總結以壁畫創作結合在地創生的課程所產

生的社區營造是否能被當地民眾認可和接受。

肆、案例研究

一、臺灣玩逗樹的案例分析

這次案例是由華夏科技大學與杉木設計企業合作的地方創生案，杉木 SUNWOOD 

ART&DESIGN 企業的主辦方張家榕先生以社區的再造與社區美化為企業的主軸，張家榕

先生與他的藝術家團隊用壁畫為媒材，在臺灣各地默默耕耘每一個需要美化的社區。此次

案例作為社區美化的課題依舊是用壁畫這個媒介去做設計與發想，而恰好華夏科技大學在

108 學年度的第 2 學期開設了一門「地方創生的課程」，華夏科技大學的老師便趁此機會

藉由產學合作的契機跟杉木藝術的社區美化團隊一同合作此案，由華夏科技大學數位媒體

設計系的謝璨羽老師帶領學生與杉木執行長張家榕以及杉木的合作藝術家一起共同參與，

藉由這次的合作一起執行這次的社區再造與美化案。

此次合作由華夏科技大學、杉木藝術與臺北市一家桌遊店名為：玩逗樹的桌遊店家三

方合作，創生地點在松山區光復北路 103 巷 38 號，於玩逗樹桌遊店外的左側方有一個通

道，此通道有防火巷的功能但寬度比一班防火巷寬敞。由於寬度較寬因此經常有人通過，

但由於環境疏於整理，四面的水泥牆也不算美觀，所以一直閒置此空間無法優化，而巷子

的左面牆面屬於玩逗樹桌遊店的店牆，玩逗樹店家便請杉木團隊幫忙做社區美化的部分，

而杉木藝術以產學合作的方式與華夏科技大學地方創生的課程結合，此次創生案便成為一

次特別的地方創生個案，張家榕執行長與地方創生的授課老師謝璨羽老師一起當這次社區

美化的藝術評估，如此一來杉木藝術團隊以及將華夏科技大學便一起參與這次玩逗樹牆面

的美化案，並嘗試安排課程與社區美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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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玩逗樹在地創生的課程安排

　課程次數

（每次課程
　60 分鐘）

活　動　流　程 課　程　內　容

課程前的準備

2019/11/16
於玩逗樹店家

杉木藝術團隊。

華夏科技大學老師（筆者）。

走訪玩逗樹店面，場地探勘，牆

面分析。

課程前的準備

2019/11/18
於玩逗樹店家

華夏科技大學老師及學員到場。

杉木藝術團隊。

玩逗樹店家負責人與團隊。

與學生做互動並藉由桌遊了解此

店家的商業模式與需求。

杉木藝術與華夏科技大學在地創

生課程的老師帶領學生於玩逗樹

桌遊店藉由玩桌遊和聯想練習做

牆面的發想與設計

第一次課程

2019/11/20
於華夏科大

華夏科技大學「在地創生課程」

由數位媒體設計系謝璨羽老師授

課（筆者）。

於華夏科大 D103 教室講解「在

地創生」課程的重要性以及壁畫

創作相關事項。

第二次課程

2019/11/27
上午 10:00
於玩逗樹店家

華夏科技大學老師及學員到場。

杉木藝術團隊。

玩逗樹店家負責人。

杉木與學員講解此次課程的重要

事項以及安全問題。

牆面狀況講解，安全事項告知調

色壁畫顏料給學員觀摩，顏料和

筆刷的使用以及作畫過程的講

解 , 指派牆面給學員作畫並大量

鋪底色。

第三次課程

2019/11/27
下午 14:00
於玩逗樹店家

華夏科技大學老師及學員到場。

杉木藝術團隊。

玩逗樹店家負責人。

老師與學員一起作畫並同時教育

學員一些作畫的技巧

下午的美化環境除了把還有留牆

面底色的部份給上色，同時老師

與杉木的藝術家一起參與創作，

開始描繪設計稿的細節部分，同

時調整牆面的整體感。

第四次課程

2019/11/29
上午 10:00
於玩逗樹店家

華夏科技大學老師及學員到場。

杉木藝術團隊。

由兩位老師做個案分享，分享自

己在做社區再造的創生案時所需

注意的狀況。

學員與老師開始增加牆面的層

次，鋪上第二層的中間色調，第

二次增加細節同時杉木的藝術家

和負責人開始做畫面收尾的動

作，在繪畫期間由老師和張家榕

先生分享之前的創作案例給學

員。

第五次課程

2019/11/29
下午 14:00
於玩逗樹店家

華夏科技大學老師及學員到場。

杉木藝術團隊。

完成牆面的畫作 , 開始收尾。

壁畫作品完成，全體人員做後續

的清理以及善後工作，並開始做

牆面的紀錄以及新聞稿的撰寫。

課成後的紀錄與

檢討

2019/12/4
於華夏科技大學

在地創生課程

華夏科技大學老師（筆者）。

杉木藝術主辦人張家榕先生。

記錄學生的分享以及張家榮先生

的分享。

在課程中請學生發表此次在地創

生案的感想，並紀錄學生對於此

次創生的想法與意見。請張家榕

先生分享對於在地創生的經驗並

加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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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玩逗樹在地創生的流程紀錄

1.  杉木藝術做場地勘查，附近店家與街道的調查與記錄，畫出平面圖與周遭店家的狀

況。

2.  杉木藝術丈量牆面與巷子寬度再與店家討論，考量店家的屬性與附近的環境的整體

情況。

3.  杉木藝術與華夏科技大學在地創生課程的老師和學生，第一次於玩逗樹桌遊店做周

遭環境認識以及探勘，藉由店長介紹瞭解玩逗樹的發展脈絡與產業結構，同時於桌

遊店內做桌遊遊戲與聯想練習和杉木的藝術加一同構思牆面的初稿。

4.  杉木藝術與華夏科技大學在地創生的老師整合學生與藝術家的作品，向店家做第一

次的討論。

5.  杉木藝術先處理牆面的狀況，打掃牆面附近的周遭環境，並統合學生與藝術家的作

品最終由張家榮與華夏科技大學老師做最後的定稿動作。

6.  老師帶學生二次學生到場並由杉木藝術的負責人張家榕對牆面與店家做講解，同時

華夏科技大學的地創生課程老師介入指導，與杉木負責人張家榕和其他幾位藝術家

做壁畫繪製前的講解。

7.  學生開始牆面的繪製，老師與藝術家從旁紀錄並協助學生在創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與狀況。

8.  學生繪製結束後由杉木的藝術家與杉木藝術創辦人張家榕先生做最後調整，同時讓

學生進行清潔與整理環境的流程。

9.  與商家一同欣賞壁畫作品的完成，並做最後的商討以及影音的紀錄，課程結束後由

在地創生的老師教育學生社區美化的意義與目標。

10.  作品展示並告知周圍社區住戶，同時發布媒體，玩逗樹桌遊壁畫展示結合畫展形式

的活動開幕。

當天牆面美化的照片紀錄、圖 1 ～圖 8

圖 1. 由杉木創辦人陳家榕做社區美化課程 圖 2. 杉木創辦人陳家榕教調色與壁畫上色 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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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活動筆者全程參與，並從中分享社區營造精神，同時也與學生和藝術家以社

區美化為主體做探討，使這次的社區營造案有更多的想法。在創作的過程中觀察到學生

在學習社區營造的過程，學生藉由顏料畫在牆面上的狀況對比於整個環境與社區的氛

圍，他們在繪畫中感受到了牆面鮮豔的顏色與附近灰色的大樓產生強烈的對比，美化後

的牆面除了讓整個環境活躍起來以外，他們參與了這次的活化的心情，也使學生有很多

新的感動。

以下是學生的回饋與心得

A. 華夏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回饋陳○○

圖 3. 由華夏的學生幫忙繪製牆面 圖 4. 由華夏的學生與藝術家一同創作牆面

圖 5. 由華夏老師幫忙調整上色 圖 6. 杉木承辦人員做最後的細節調整

圖 7. 作品完成並做影像的紀錄 圖 8. 作品完成並做影像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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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壁畫活動我們跟著謝老師一起幫社區美化盡一份心力讓我很高興，學校這樣帶

出來外面實際操作的課程比較少，在戶外上課又能夠畫壁畫讓我覺得這樣的課程很豐

富，早上的先是去國父紀念館看展覽，下午幫社區化壁畫，結束後還可以在店裡玩桌

遊，這樣多變的行程很酷，我很希望以後有更多這樣的課程。

B. 華夏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回饋林○○

 社區美化我以前一直覺得是清理社區環境，像是撿撿垃圾、或是種個盆栽之類的，而

這次課程讓我知道社區美化與社區再造跟我所以想的清理社區環境有所不同，這是我

第一次在公共場合畫壁畫感覺很緊張，像是如果有員警一來就要跑的塗鴉客，但一群

人畫壁畫真的很開心，聊天畫圖還讓老師講故事真的很有意思。

C. 華夏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回饋蔡○○

 我從來沒有畫過牆壁，也沒有拿過油漆，這是我第一次拿油漆筆畫牆壁，每一筆看著

顏料流下來我都很緊張，至於社區美化我沒有太多的感覺，但的確這樣的課程比在教

室裡好玩，只少最後有在桌遊店玩到我想玩的遊戲。

D. 華夏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回饋李○○ 

 我的家剛好就在這家玩逗樹桌遊店的前面，而這家桌遊店我也常來，老闆也很熟，我

幫他畫牆壁的時候老闆都嚇到了，這讓我這次的課程很開心，因為我家在這附近所以

能在家裡附近畫壁畫覺得有為自己的社區盡一份心力，經過的時候還能看到自己的作

品，會讓我更想來這家店玩桌遊，而上次經過時就覺得旁邊的巷子很髒亂，現在看到

自己的作品呈現在這個環境讓我一開始覺得髒亂的環境被一掃而空了，這樣的社區美

化讓我每天都想來。

E. 華夏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回饋賴○○

 我是馬來西亞的交換生，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所謂的社區美化，其實在我們國家有很多

塗鴉，但像現在這樣經過學習討論的壁畫設計倒是沒有試過，我很喜歡這樣一群人一

起畫畫的感覺，同時覺得幫助一家店能讓他生意更好是很好的事情。

二、德國 Bad Münstereifel 的案例分析

德國的 Bad Münstereifel 城市美化案例筆者也參與了這次的創生案，這次的美化案於

2012 年與德國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在德國古城巴特敏斯特艾佛爾 (Bad Münstereifel) 米歇

爾高中 (St.Michael-Gymnasium) 以課程的方式美化當地的學校與城鎮被冷落的死角，這次

的課程為期 2 個禮拜並分成三個區域，第一個區域是米歇爾高中內部牆面的美化課程，第

二個案例是高中斜對面正在整修的店家，而第三個區域則是店家旁的巷內有許多已經荒廢

的木製展示櫃與公佈欄，此次美化案經由巴特敏斯特艾佛爾市政府同意以課程方式共同美

化，並希望與教育的形式去引導學生思考地方創生等議題，此次課程設計是由筆者與藝術

家 Felizitas Fuch 去安排與策劃，以人形的圖像當作素材去安排與設計這些牆面，裡面的人

物素材都是由在地的居民與學校裡的學生當作範本，利用他們的剪影去編排與排列設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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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牆面。最終的設計稿經由與德國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與米歇爾高中的學生以及老師們

一起討論後達成的共識，再由學校安排適合的學生班級做繪製，而此次作品最後決議由兩

個班不同年級的學生去完成。過程中讓學生了解城市美化的意涵，壁畫創作則以簡單的填

色與描繪人形為主，老師與藝術家從旁協助與指導，藉由學生創作時所需克服的難點，讓

學生學習並參與社區美化的整個流程，在學生描繪與修補牆面的同時藉此反思古城的百年

建築，以及逐漸凋零的社區與環境。這次的課程安排雖然沒有辦法讓米歇爾高中的每一個

人都嘗試去美化自己城市的環境，但藉由此次課程讓許多的學生去反思社區美化的議題。

表 2. 德國 Bad Münstereifel 城市美化課程安排

課程次數

（每次課程30分鐘）
活　動　流　程 課　程　內　容

課程前的準備

2011/11/21

德國古城巴特敏

斯特艾佛爾 (Bad 

Münstereifel)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筆者（謝璨羽）。

當地巴特敏斯特艾佛爾 (Bad 

Münstereifel) 文化局以及市

政府的勘查人員。

場地的第一次探勘與討論。

筆者與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討論多

處地點，最後選定其中的三處做城市

美化，米歇爾高中樓梯上的閒置牆

面，高中斜對正在整修外圍用木板阻

隔的店家，城市的小巷中荒廢的木製

展示櫃與公佈欄。

課程前準備

2011/11/22

於米歇爾高中

由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與米

歇爾高中洽談，並談論城市

美化的課程安排議題。

米歇爾高中和市政廳做公文

的接洽。

米歇爾高中希望安排 6，7 年級的孩

子幫忙做城市美化的工作，並希望用

戶外活動的課程安排承認是在地環境

的認知課程。

第一次課程

2011/11/24

上午 7 年級輔導課程

於米歇爾高中

筆者（謝璨羽）。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米歇爾高中 7 年級的學生。

米歇爾高中一位輔導老師。

於米歇爾高中做第一次的城市美化課

程，由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講解古

城巴特敏斯特艾佛爾的幾個閒置空

間，並跟學生講解所選定美化的空

間，並與學生討論分享對於閒置空間

的感受與之後的利用。

第二次課程

2011/11/24

下午 6 年級輔導課程

於米歇爾高中

筆者（謝璨羽）。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米歇爾高中 6 年級的學生。

米歇爾高中一位輔導老師。

於米歇爾高中做第一次的城市美化課

程，由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講解古

城巴特敏斯特艾佛爾的幾個閒置空

間，並指定 6 年紀選定校內牆面美化

之工作，並與學生討論其美化內容。

第三次課程

2011/11/25

上午 6 年級輔導課程

於米歇爾高中

筆者（謝璨羽）。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米歇爾高中 6 年級的學生。

由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帶領學員討

論牆面的設計，用投票的方式決定要

牆面美化的主題，筆者開始幫忙學員

拍照，並以電腦輔助設計出學員的剪

影並同時紀錄學員的動作與肢體，在

跟學員在電腦討論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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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次數

（每次課程30分鐘）
活　動　流　程 課　程　內　容

第四次課程

2011/11/25
下午 7 年級輔導課

於古城巴特敏斯特艾

佛爾

筆者（謝璨羽）。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米歇爾高中 7 年級的學生。

米歇爾高中一位輔導老師。

由 米 歇 爾 高 中 一 位 輔 導 老 師 和

Felizitas Fuchs 帶領學員到城市去遊

覽，藉由訪查去記錄自己城市的特

點，最後帶到所選定美化的牆面面

前， Felizitas Fuchs 提議學生畫一張

簡單的素描，結束後分享自己的素描

作品與創作想法，進而讓學生討論美

化牆面的主題與方向。

第五次課程

2011/11/29
上午 6 年級輔導課

於米歇爾高中

筆者（謝璨羽）。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米歇爾高中 6 年級的學生。

將上次課程的人形剪影做成板模描

繪在牆面上，並由學生與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共同編排，並由筆者調

配壁畫顏料，將人形編排於牆面上後

由筆者講解上色方式及調色的技巧，

由 6 年級的學生一同創作，筆者和

Felizitas Fuchs 配合教學與從旁協助。

第六次課程

2011/11/29
下午 6 年級輔導課

於米歇爾高中

筆者（謝璨羽）。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米歇爾高中 6 年級的學生。

全數將人物剪影上色完之後，由

Felizitas Fuchs 處理細節部分，筆者

處理學生畫錯的部分，學生清理環

境，並拍照紀錄，全部美化於當天下

午 5:00 結束，拍照留念並由校方給

予獎勵並通知市政府。

第七次課程

2011/11/30
上午 7 年級輔導課

於古城巴特敏斯特艾

佛爾的美化區域

筆者（謝璨羽）。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米歇爾高中 7 年級的學生。

帶 7 年級的學生到需要美化的地點，

將學生的想法一一畫在描圖紙上，藝

術家 Felizitas Fuchs 帶領學生將一張

張的描圖紙貼在要美化的木製展示櫃

與公佈欄，筆者開始準備繪圖工具，

同時開始講解畫在木材質所需要注意

的事項。

第八次課程

2011/11/30
下午 7 年級輔導課

於古城巴特敏斯特艾

佛爾的美化區域

筆者（謝璨羽）。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米歇爾高中 7 年級的學生，

與學生家長。

將已經描繪好的圖形逐一上色，將發

霉的部分刮掉，重新上漆，以 2~3 個

學生為單位美化一個展示櫃，最後由

Felizitas Fuchs 加上細節，學生的家

長一起幫忙周邊環境的清潔。

第九次課程

2011/11/30
晚上 7 年級輔導課

於古城巴特敏斯特艾

佛爾的美化區域

筆者（謝璨羽）。

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米歇爾高中 6.7 年級的學

生，與學生家長。

作品做最後的調整，清潔環境，作品

完成後一同分別在美化的兩個區域拍

照，米歇爾高中的校長與當地市政府

的官員前來祝賀，並接受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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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巴特敏斯特艾佛爾 (Bad Münstereifel) 米歇爾高中 (St.Michael-Gymnasium) 照片記

錄圖 9 ～圖 16

圖 9.  6 年級學生擺姿勢的剪影取樣 圖 10.  6 年級學生擺姿勢的剪影取樣

圖 11. 筆者指導學生在學校創作過程紀錄 圖 12. 引導 6 年級學生描繪自己的人形

圖 13. 德國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美化牆面  圖 14.  7 年級學生在巷子裡創作牆面的紀錄

圖 15. 作品完成之紀錄 圖 16. 作品完成之紀錄與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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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作品完成以後登上當地社區報導，對於學校帶領學童與藝術家一同參與的社區營

造，當地政府給予支持與鼓勵，與米歇爾高中 (St.Michael-Gymnasium) 交流希望能有更多

的課程可以引導孩童重視社區再造的課題，同時這次課程使附近店家意識到社區營造的重

要性，筆者與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也多次受邀與附近店家交流與訪問，藉由交流讓社區

再造的議題繼續在城市中發酵。

伍、兩個案之研究分析

筆者試著去分析兩者的差異性，依舊是用前面文獻分析的三個項目：一、在地創生與

課程結合、二、壁畫及三、社區再造。

一、在地創生與課程結合的部分

德國的案例學校單位明顯比較主動，對於課程的安排與藝術家的交涉都比較積極，在

學員的選擇方面也比較具有想法，基礎１～５年級還未了解在地創生的含意，選擇 6 到 7

年級的學生除了繪畫的穩定性較高以外，也比較能了解在地創生與城市美化的概念，最後

美化完成時也比較重視，除了市政府和學校方都給予鼓勵外，媒體曝光和學校官網都有比

較完整的敘述。相反的在臺灣的案例則是比較以民間自發性的美化為主，杉木藝術與玩逗

樹桌遊一起合力美化在地環境，邀請華夏科技大學的學生介入，課程的流程與安排上也比

較簡單，在美化的過程中少了很多學生自發性的想法與動力，比較多像是完成一個案子的

格式化做法，相較於德國的案例明顯比較被動。

二、壁畫

在壁畫的部分，兩個案子都有加入學生的想法，但概念明顯不同，德國的部分是由學

生全權設計與美化，從接收到牆面訊息學生就有很多的想法，藝術家 Felizitas Fuchs 與筆

者都是在做輔助的狀況居多，創作過程學生的主動性較強甚至會出現爭執，對於牆面的人

形比例，或是木製展示櫃與公佈欄的美化內容都給予多樣化的意見，創作過程中對於牆面

與美化的觀點是更加社區性與城市性的，學生會討論哪裡也可以這樣美化，而臺灣的案例

則是比較是以杉木藝術家和華夏科大的老師的意見為主體，學員比較像是以輔助的形式居

多，只是大面積的塗底色和希望盡早完成工作，唯一比德國案例更加突出的是分工上的安

排，學員會快速的尋找資源和藝術家討論如何可以更有效率的完成壁畫的繪製，臺灣相較

於德國比較會減少工作呆版和重複性高的上色而尋求更快的工具去完成案子，同樣是減少

繪製工作德國則是比較勇改的已更改原先設計圖的方式來處理，雖說會和一開始的設計不

同，但也比較能出現更加創新的壁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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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再造

社區再造的部分以德國更加嚴謹，會要求藝術家反覆的檢討課程，並與學校方積極聯

繫，作品完成後社區居民的保護意識增強，當地社區居民於美化後的公布欄巷子外增設公

共菸灰缸，讓民眾不在將菸蒂丟到巷內，臺灣部分則是店家自行保護作品，社區雖然對於

此牆面美化給予正面回應，但並沒有對社區保護與再造有更深的感觸，但行經此路段的人

有增加，並會在玩逗樹的店門口做更長時間的逗留，隨意丟棄垃圾的舉動也減少了

陸、專家訪談與紀錄

一、訪談對象 - 張家榕（逐字稿）

此次玩逗樹的社區美化案例，本人訪談杉木藝術的執行長張家榕先生，藉由張家榕先

生的訪談做此次社區營造的反思與改進。

張家榕－杉木創辦人之一，張家榕先生對與此次壁畫合作案訪談。以下是張家榕先生

的訪談記錄：最早期的洞穴壁畫是服務信仰而生的，後來的畫作卻是服務皇族、貴族、商

人，最後才有所謂為了個人與他人所做的創作，一幅畫作是來拿服務他人或自己的一種形

式，那至今脫離架上繪畫的壁畫，如今是為誰在服務呢？是環境？還是人？社會？或是服

務藝術家個人的信念？

現今除了藝術家自主創作的壁畫外，進入商業模式的藝術設計公司，必須考量到服務

的對象與地點、觀賞者，透過調查、對話進而創造出一幅合宜的創作。對於參與的創作者

而言，壁畫與架上繪畫最大的不同，就是團隊的合作，團隊的必要性有許多特點，如創作

的激盪、執行的功效、主客觀的對照、工作量分工等，從個人創作延伸到團隊創作，其中

最大難點就在於達成共識，如執行企劃、創作理念、表現手法、風格等等，當碰到大製作

時，要如何規劃最有效率的流程方式，是壁畫和架上繪畫最大的差別。

早期在設計公司參與設計案，有機會多次參與政府和商業彩繪案，一般正常的流程，

是必須先瞭解客戶與使用者的需求，並提出風格範例與分析與草圖，才會開始繪製設計

圖，這種作法雖然會大幅拘限藝術設計師創作與發揮可能性，但在藝術設計這一塊領域上

溝通的目的是為了要解決代溝，並讓彼此的想法達成共識。雖然近幾年來的風氣必較需要

知名畫家或是線上的藝術設計企業作為背書，而新進設計師的創作難以得到重視。

為藝術設計的工作團隊的我們，該怎麼樣來面對這樣的處境？在這幾年下來，我想概

括了以下幾點：

（一） 心態的調整－彈性商業與創作並行，曾經有一位前輩說過這樣的話：你要知道壁

畫有好玩的案子，也有不好玩的，但是卻最賺錢的案子。非常實在的一句話，但

真實在創作的過程中，才會體會原來這段話所提醒的真實含意，藝術創作不是不

能商業，商業的案子不是不能夠做創作，而是在兩者共同產生的過程中，我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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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個彈性的心態，去變化面對不同的案子與案型。

（二） 做一個創造價值的策展人找到需要跟被需要，創造需要跟被需要，創造互利互惠

共生的模式與活動，來滿足多方的需要，反而能更快速的找出資源並解決問題，

也帶出更多的人脈社群的效益。價值大於價格，用這樣的想法來經營自己的團

隊，那所著重的東西就不在是只是價位，而是我們可以以甚麼樣的創作來增加自

己團隊的價值？主觀的來看，對於團隊與企業的價值的就是「設計一個好的作

品」，在社會實踐與團隊觀念上則是「利他」做為團隊思想核心，簡單來說就是

對他人有利，對環境有利，對社會有利等等……，在透過做作品或活動的過程，

可以以「利他」的觀點做為出發點。

（三） 是以「有趣的事情」為行動出發點，藝術曾被講到是去功能性的，那藝術存在意

義為何？以個人的觀點認為，因為藝術能夠滋潤人的心，所以無論喜歡美食，喜

歡美景，喜歡裝飾裝扮等等……最終是在撫慰心靈與滋潤生活，能讓人為之一振

的，而這些就是杉木要做的事。

杉計計劃，是一個由杉木發起的展覽活動，其中最大的理念就是，希望藝術在環境

周遭用我們的精神，能從種下一棵樹苗轉為一片山林，用這樣的想法開始連結許多的視覺

藝術家、場方、學生、表演藝術家、平臺、媒體、學校，讓彼此有舞臺能夠展現而在杉木

計劃的展覽上，此次計劃的畫作就邀約到了華夏技術學院的老師與學生，臺藝大、文化大

學、明志科大的學生還有線上的藝術家一同參與，表演者則是邀約到新生命小組教會、樂

乎乎工作坊與黎明科大的學生一同參與，場方則是邀請到了彼得好咖啡與克爾咖啡、玩逗

樹等單位一同參與。

二、訪談對象 - 張戌誼 ( 逐字稿 )

此次對於社區美化的案例邀請張戌誼小姐訪談其用意在於，張戌誼最為早期參與社區

營造案的經驗豐富，尤其許多知名藝術館、文化、餐飲空間項目等………而此次玩逗樹桌

游店為桌遊型態的複合式餐廳，想藉由張戌誼小姐的訪談中找出能以餐飲空間做為此次社

區活化的經驗分享，並嘗試在社區美化的過程中推廣周遭的社區經濟鏈，並以不同社區為

案例，例如：臺北、上海人民公園、外灘、浦東新區內等……多個不同地點，來做為對於

此案的分享與反思，並將張戌誼小姐長期關注研究城市更新項目與「特色小鎮」的觀點，

當作與這次社區美化對於未來發展方向的參考。

張戌誼－張戌誼至今 25 年的職業生涯，跨界媒體、金融投資、互聯網、文化創意、

商業地產空間運營等領域。

以下是張戌誼小姐的訪談記錄：早年有幸在臺北創辦「臺北發生」的文創空間，想以

個人的觀點策劃一種新的「策展模式」，試圖打造一個「吃、喝、玩、創」的實踐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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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呈現、並嘗試啟發新的臺北城市新風格。之後將此觀念移植到上海，以此觀念有幸

參與位於上海人民公園、外灘、新天地、浦東新區內等多個知名景點，藝術館、文化、餐

飲等多個空間項目；位於上海這幾十年來長期關注城市更新項目與近幾年上海「特色小

鎮」的發展案例，同時對於「社區再造」與「在地創生」由為關切，對此觀察到再沒有對

「風土」的認識和尊重以及把創生項目打造成「品牌」長期投入的案例，是很難有效的

推廣；即使一時被炒熱成為打卡聖地，關注度與網路流量也不能持續維持，常被許多社造

人士評為：激情過後，只剩一地雞毛！而「風土」(terroir) 這個觀念是葡萄酒愛好者一定

知道的一個特殊詞彙。風土可以理解為影響葡萄生長的天然環境總和，例如土壤、地形、

地理位置、光照條件、溫度溫差、當地微生物環境等影響葡萄酒風格的自然因素。「天然

風土」，如果再加上獨特的「人文風土」，例如歷史遺跡、建築風貌、生產方式、風俗習慣

等文化遺產，就足以構成「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品牌效應，引此獨特地理功能與名稱

辨識度是最為重要的一環，其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香檳酒與香檳區。當時以公共藝術項目

或其他視覺（或五感）呈現方式為主軸，來對社區再造或在地創生進行所謂的「美學干

預」，如果沒有真實誠懇地調研、認識和尊重當地的「風土」，往往淪為這些干預者自嗨、

「ＸＸＸ到此一遊」式的粗暴遺跡破壞，這樣的現象甚至能造成對珍貴歷史遺跡、對社

區、對在地人民的一種二次傷害。

柒、專家訪談分析與反思

從兩位專家的逐字稿中大略可以分析出以下幾點，兩位專家對於在地創生以及環境

美化都是持正向的態度去運行，其中張家榕執行長多次提到，對於壁畫創作與社區美化

的概念是為誰來服務呢？張家榕理事長在逐字稿當中提到：至今脫離架上繪畫的壁畫，

如今是在服務誰呢？是環境？還是人？社會？或是服務藝術家個人的信念？此段話中，

透漏著對於壁畫藝術與社區美化的疑問，用一件壁畫作品美化社區與城市，他的思考是

多方向的，不應該只侷限於設計者的想法和社會大眾的眼光，要更深究於這次創生過後

所要繼續發展的事情，張戌誼策展人也有想同的想法，在逐字稿中提到：我認為，沒有

對「風土」的認識和尊重以及把創生項目長期打造成「品牌」的投入，是很難成功，這

句話表現出他對於創生的目的性，同時認為創生項目是一種需要長期打造的品牌，逐字

表中出現了多次「風土」這個名詞，若把它定義成土地與文化可能太過簡單，這個詞彙

更像是一個複雜的生態鏈，裡面有環境與空間與文化種種的元素構成，每一位在地創生

的藝術家都必須先去了解這個生態鏈，然後才能將自己的作品接在這個生態鏈之下，在

創造互利互惠等共生的模式與活動為基礎，嘗試將在地創生與社區營造規劃成一種完整

並對環境有利的新模式，像是品牌客製化一樣的單屬於這個社區。而分析文中的逐字稿

多次出現創作一詞，可想而知對於社區美化除了對於環境的認知以外，在創作上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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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去讓社區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在美化的過程中藝術家與壁畫本身雖然以服務社區

為目的性，但若創作上面沒有新意，無法完整的表達作品本身的意涵，那此次創生也會

因作品沒有特色而失去目的性，所以如張家榕執行長所說的：　先瞭解客戶與使用者的

需求再進行創作，會大幅拘限藝術設計師創作與發揮可能性，因此設計者必須在創作中

花上更多的精力去表現自己的作品，讓社區美化與藝術創作能夠一起為現有環境做出改

變。

捌、結語

「壁畫課程」與「社區再造」這個從這兩個案例中可以發現到，無論是臺灣或是德國

的學生，對於美化社區的課程是非常感興趣的，學生對於可以藉由所學的課程去服務社區

並在戶外完成一件完整的作品，對學生而言是很大的鼓舞，學生的自信心與社區認同感會

隨著作品的完成越來越鮮明，當作品完成之後學生會對自己的作品產生情感，這個情感會

轉移到這個地域性，而地方情感就此產生。近年來談起壁話都著重在塗鴉藝術上，像是塗

鴉藝術對於青少年的感官影響，或是塗鴉藝術影響當地社區與居民的生活模式等等（畢恆

達 2008），有一部分則把社區再造與壁畫創生的部分用公共藝術來界定，以各地公共場域

去結合藝術創作來喚醒大眾對環境意識的尊重（劉晉彰 2015）而筆者想表達的並非是那

麼龐大的議題，只是想實際觀察記錄這些學生以壁畫形式參與在社區美化的過程中，過程

中明顯對於當下要社區營造的環境正面的想法與多於負面的，這就是在創作的過程中與這

個地方產生連結的一種表現，結束後的學生分享與主動清潔周圍的社區死角都是一種對於

地方的尊重與學習，甚至在學生的對話中出現像是有意願在自家附近做類似的社區美化等

等的內容。讓學生藉由課程去反思社區再造，並主動去美化自己的環境，這是這兩個案例

在經過創生課程之後都出現的現象，此篇文章所紀錄的便是到藉由這種課程的引導，學生

是否能夠完成一面壁畫創作，並在壁畫完成之後理解一個地方的美化與再生的過程進而產

生地方情感。

藉由兩個社區美化的案例中，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兩個地方的創生去擬定一個課程與

流程，而這個課程的流程可以借鑑上述的兩個案例，例如在與政府和學校溝通的部分，可

以借鑑在德國做創生案例經驗，德國嚴謹的行政流程會讓在地創生的設計者很小心的去提

案，而課程的內容其實只要簡單傳達在地創生的意涵就可以，要花比較多的時間是讓學生

集思廣益的去思考，以及如何在這個社區裡呈現出最適合於這個社區的美化型態，讓學生

一起跟社區居民、藝術家、甚至是店主不斷的去做討論，討論的過程中也會讓每個參與

的人藉由相互溝通更加理解這個社區未來的發展脈絡，而社區的景象會藉由這些多元的討

論與新的想法逐漸成形。具體的設計出現以後再來就是執行，執行的過程中從學生到地方

政府到社區到產業到藝術家的結合，這些人的加入讓整個社區的創生有了新的面向，最後

完成之後讓學生與居民再去做溝通。這個流程是筆者在兩個案例中所觀察出來的，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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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社區美化需要嘗試與學習的部分。而現今臺灣有許多的社區美化到後來都沒有帶動地

方，設計者的作品與社區也沒有深刻的關聯性，使整個社區環境不夠協調，作品與社區像

在自說自話，所以筆者認為謹慎的安排創生的內容，以及準確的傳達給學生正確的創生知

識與理念，並積極的與專家合作和藝術家合作創生，最後與業主和居民做更完善的交流，

這樣一系列的流程將把之前舊有的地方創生與社區美化帶出更好的連結，也使社區創生與

美化有更完善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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