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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舊城區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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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遊憩與文化資產結合的文化主題遊憩，已成為觀光熱潮下的熱門旅遊型態，

同時多面向的文化保存觀點，亦使得文化遊憩具有深度的價值性。臺灣城市發展

背景，與國外擁有悠久歷史的城市相比較，雖然近年來已有古蹟保存區及文化景

觀等區域性文化資產的劃設觀念，但仍缺乏整體城市文化保存計畫的踐行；因此

藉由美學、歷史、經濟等不同向度的探討，並逐步釐出代表城市文化的歷史核心輪

廓以及文化資產所建構的路徑關係，將可串連文化資產與城市空間的相關性，豐

富城市的文化特質與歷史人文。歷史路徑是城市空間聯繫的元素，是一種經過計

畫的線性空間，由幾段不同形式的街道空間組合而成，展現出地區文化發展歷程。

舊城區為臺南府城發展起源，長期以來即為社會經濟與社交活動的主要地區，而

舊城區傳統街巷與廟埕連結的網絡，不僅反映傳統鄰里行為模式，更是發展臺南

文化遊憩及相關商業活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臺南舊城區為例，並以 1875 年「臺

灣府城街道全圖｣為基礎，選擇尚存當時街道周邊紋理的 5 條重要歷史路徑，做為

文化遊憩適宜性分析評估的對象，透過線性加權組合的方法，進行歷史路徑「城市

歷史面向｣與「生活觀光面向｣的適宜性分析。研究成果顯示城市的文化資產是旅

遊者拜訪城市、體驗城市獨特文化的動機，因此古蹟歷史建築以及廟埕廣場與歷

史路徑愈能有效的連結，愈容易形塑城市文化主題遊憩，而提供友善且安全步行

空間的歷史路徑，也有助於提高旅遊者遊憩的意願。經實證分析，建議臺南舊城區

的文化遊憩路徑可規劃自臺南火車站前圓環銜接中山路、中正路後，轉新美街、自

強街至公園南路口。此一路線不僅串接臺南府城的歷史，同時提供舒適的步行環

境與具地方特色的市集，滿足旅遊者多元的遊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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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資產，具有明確歷史或美學價值的單棟建築或歷史建築群，建築本體即為主要的

價值所在。保存文化資產的觀念隨著對文化場域的重視，保存範圍已逐漸由單點古蹟或歷

史建築擴充至其周邊環境，甚至是歷史場域的整體保護。也因此透過城市文化資產與路徑

的空間串接，將有助於旅遊者更深刻認識其所拜訪城市的歷史與人文。至於路徑的意義，

Lynch (1960)在《The Image of the City》一書明確指出：「通道是觀察者習慣性或偶然可能

走動的管道。它們可能是街道、人行道、捷運線、運河、鐵道等。對許多人而言，這是最

重要的支配性元素。人們可以藉由流動穿越其中時，觀察這個城市，安排這些環境意象並

產生關係。｣ 
臺南舊城的建造始於西元 1725 年的木柵城，之後改為竹城，再改建為現今的土石城。

城門及城牆所圍繞的舊城區域，經歷荷蘭、明鄭、清領、日治、戰後等不同時期的發展，

因此在建築空間、設施以及傳統民俗活動上，仍保留豐富多樣的有形或無形文化資產。 
舊城區傳統巷道的發展歷程，以臺南舊城中心區十字街軸線的赤嵌樓及孔廟周邊環境

為重心，而後延伸到西城門外的五條港地區及中正街區(胡杏璋，2007)。之後隨著時間的

演進，不少當時的大街已經在都市規劃者的推動下，拓寬為計畫道路一部分，僅存街廓內

部傳統街巷銜接民宅使用，傳達連續性的城市意象，也維持城市內各外部空間領域的聯繫。

由於近代都市快速的發展，一個完整且具有連續感的歷史城市是少有的，人們必須在步行

或車流的移動中觀察城市，因此散佈於城市內的文化資產，就成為認知空間的參考點位，

也是路徑連結的目標(郭俊良，2004)。藉由城市所保留的文化資產，仍得以瞭解一個地區

或其所處時代的特性，並建構文化實體面貌。若從歷史保存與文化傳承的觀點觀察，結合

城市歷史路徑的文化遊憩主題，除促使城市歷史、社會人文的相關資訊藉由旅遊推廣，並

可達到文化資產活化與地方經濟活動提升的多層面效益。 
綜合上述，本研究重點在於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分析，目的是建構臺南舊城區歷

史路徑文化遊憩路線，提供旅遊者在感受臺南府城歷史、美學、民俗等多面向的體驗，同

時也因在旅遊的過程中融入府城文化資產的空間情境與認知環境的空間紋理，因而獲得知

識與精神的滿足。 

 
文 獻 回 顧 

觀光是一種經驗的消費，探訪自己日常生活領域外新奇事物的活動，包含一個國家或

地區文化特質的項目；而文化觀光主要建構之成分，乃是一個城市或一個地方的文化資產

(Mckercher & Cros, 2002)。至於某些景點、文化資產或有特殊氛圍的地區，可以引起觀光

客的注意，並吸引人們不斷前往觀光、消費(Urry，1990)。換言之，城市發展過程中歷史

相似的文化資產，若能相互連結就具有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可能性，而集合城市內之文化

資產或民俗活動所形成的線狀或環狀主題遊憩路線，將為以文化為主題的旅遊提供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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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 
臺南府城舊時的大街與街，主要位於商業繁盛之處。依吳鴻森(1996)《清末臺南府城

城市空間結構之研究》，街道主要是互相垂直的通道，形成較規則的街面秩序；巷道為連

接里坊內、合院間的道路，是配合建築群落的配置而呈現有機發展的外部空間；小徑散落

於街區外圍，建築物零散發展之處，提供居民日常通行出入之用，而城市居民交流活動的

聚集處，即是街巷與廟埕廣場所連結的空間(胡杏璋，2007)。古蹟歷史建築不僅是地方空

間的記憶，也是城市的文化資源，更是城市跨越不同時期治理的更替見證。在同一路線上

即可見到自城市開闢以來的文化軌跡，強調過去、現代與未來間存在著某種連貫性及其價

值。在以網路概念為基礎的連結思考中，文化資產發揮其歷史與美學的特質，形成城市空

間的節點(郭俊良，2004)。 
綜合相關文獻，規劃舊城區文化遊憩的主要目的，即在於將具時空延續性意義的歷史

街區或古蹟歷史建築，以歷史文化傳承與現代遊憩機能兼顧的方式，界定旅遊者探索城市

及地區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角色與功能。從而保存城市歷史文化價值、特殊空間氛圍及集

體生活記憶的元素，並引入適當的經濟行為或遊憩活動。本研究歸納歷史路徑文化遊憩的

基本考量項目(詳見表 1)，包括古蹟、歷史建築的文化特色、與在地生活息息相關的廟埕

廣場、路徑空間形態、路徑鋪面與環境的一致性，以及植栽綠化遮蔭、重要商業設施(市
場、商圈、百貨公司)的區位分布、行人完整的步行空間(減低人車衝突)等，做為後續硏擬

文化遊憩適宜性評估架構之參考。 

 
 

表 1. 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分析因子整理 

Table 1. Summary of the factors of suitable analysis of historic routes for cultural tourism 

構面 評估因子 因子說明 參考文獻 

城市

歷史

面向 

古蹟、歷史

建 築 的 文

化特色 

為年代長久且其重要部分仍

完整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

文資點聚集度愈高，愈能展現

地方發展歷史的共同記憶。 

清末臺南府城城市空間結構之研

究(吳鴻森，1996) 

廟埕廣場 

在地居民互動、休閒(如嬉戲、

交談)與延續宗教信仰的開放

空間。路徑鄰接廟埕數量愈

多，愈能突顯該路徑於常民生

活與文化活動之重要性。 

台南府城舊市中心區步行空間系

統之建構(胡杏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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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分析因子整理(續表 1) 

Table 1. Summary of the factors of suitable analysis of historic routes for cultural tourism 

生活

觀光

面向 

路 徑 鋪 面

與 環 境 一

致性 

由鋪面材料、顏色所營造之街

區空間，與周遭環境一致性愈

高，愈能顯現其融入所在地區

氛圍的意義。 

台南府城舊市中心區步行空間系

統之建構(胡杏璋，2007) 

路 徑 空 間

形態 

路徑與兩側建築物所形塑街、

屋的公共空間，不同的形態顯

示歷史演變所遺留的痕跡。 

清末臺南府城城市空間結構之研

究(吳鴻森，1996) 
市中心商業區步行環境改善之研

究-以台南市中心商業區為例(黃映

捷，2006) 

騎樓、人行

空間 

騎樓、人行道或徒步區的設

置，得以降低人、車的相互干

擾與衝突，並提供行人完整的

步行空間。 

台南府城舊市中心區步行空間系

統之建構(胡杏璋，2007) 
市中心商業區步行環境改善之研

究-以台南市中心商業區為例(黃映

捷，2006) 

重 要 商 業

設施 

重要商業設施如傳統市場、商

圈、百貨公司等，為提供地方

特色伴手禮或飲食之場所，聚

集度愈高，有利於遊客目的性

購物之逛選行為。 

台南府城舊市中心區步行空間系

統之建構(胡杏璋，2007) 
市中心商業區步行環境改善之研

究-以台南市中心商業區為例(黃映

捷，2006) 

植 栽 遮 蔭

效果 

栽植喬木所形成的綠色遮陰

空間，栽植密集度愈高，愈有

助於行人行走城市街道時，得

以暫時休憩或佇足。 

台南府城舊市中心區步行空間系

統之建構(胡杏璋，2007) 
建構文化遺產綠地網絡評價體系-
以台南市舊城歷史區域為例(高禎

澤，2013) 

 
 

研 究 設 計 

一、實證地區 
歷史路徑是城市於歷史時間演變所遺留的痕跡，做為街屋共同圍塑的空間，並成為數

個街屋單元組成的共同生活場所。本研究以臺南舊城區為實證研究地區，其範圍約為臺南

市公園路以南，北門路一段以西，樹林街二段以北，環河街以東(資料來源：臺南市歷史街

區調查計畫)。舊城範圍內的路徑，從土地使用模式的層次可分為大街與街、巷與小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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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與街：主要出現於商業繁榮地區、街道互相垂直相交，周邊土地使用型態方整，建築物

較具規則。巷弄：多於住宅區內之街道型式，土地分割不規則且使用強度不高，建築型態

大致以合院及獨棟為主，連接各建築單元街道巷弄呈現有機發展。小徑：位於市街以外地

區(吳鴻森，1996)。舊城區在日治時期的市街改正計畫下，於棋盤狀的街廓內部仍保留早

期發展的生活巷弄，突顯了地方獨特的空間特徵。爰以 1875 年「臺灣府城街道全圖｣為基

礎，選擇位於舊城區範圍內，歷經都市變遷而現今仍尚存當時街巷紋理的 5 條重要路徑，

共計 10 個路段，做為文化遊憩適宜性分析評估的對象(參見圖 1)。分述如下： 

 
 

 
 
圖 1. 臺南舊城區歷史路徑研究標的(點線即為臺南舊城範圍) 

Fig. 1. Research target of historic routes of historical city area of Tainan (The dotted line refers 
to the historical cit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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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徑 A：中正路、中山路。A-1 為路徑 A 之中正路與康樂街口延伸至中山路與民族

路交叉口。A-2 為路徑 A 之前開中山路交叉口至火車站前圓環。 
（2） 路徑 B：和平街、民權路。B-1 為路徑 B 之和平街延伸至與西門路交叉口。B-2 為

路徑 B 之前開民權路交叉口延伸至東門圓環。 
（3） 路徑 C：新美街、自強街。C-1 為路徑 C 之新美街自中正路交叉口延伸至與民權路

交叉口。C-2 為路徑 C 新美街由前開路口延伸至自強街與公園南路交會。 
（4） 路徑 D：中山路、開山路間之巷道。其中 D-1 為路徑 D 之開山路 235 巷自樹林街

二段交叉口轉開山路 127 巷後，延伸至府前路 122 巷與友愛東街交叉口；再自前

開交叉口轉開山路 3 巷、青年路 14 巷、中山路 8 巷至中正路交叉口間之巷道。D-
2 為路徑 D 自前開交叉口，經中山路 23 巷轉入忠義路二段 84 巷、永福路二段 158
巷延伸至新美街間交叉口間之開山路內巷道。 

（5） 路徑 E：府前路、青年路間之巷道。E-1 為路徑 E 之府前路一段 90 巷至民權路一

段口，轉民權路間之府前路內巷道。E-2 為路徑 E 自前開交叉口轉青年路 132 巷、

137 巷，過衛民街轉中山路 82 巷至民族路二段 173 巷交叉口之巷道。 
二、歷史路徑文化遊憩評估架構 

為評估臺南舊城區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本研究將影響文化遊憩的可能因素，以

線性加權組合的方法，進行歷史路徑「城市歷史面向｣與「生活觀光面向｣的適宜性分析(詳
見表 2)。在城市歷史面向，強調的是城市發展過程中，文化資產保存、地方傳統信仰等歷

史人文因素與遊憩行為彼此的影響，選取與古蹟歷史建築、廟埕廣場鄰接數量的多寡等 2
項因子進行計算。其中歷史路徑鄰接之古蹟歷史建築數量愈多，遊客愈能在步行的過程中

建構城市完整的文化資產脈絡意象，也就愈能在穿越城區的過程中，瞭解城市的歷史與空

間發展的意義，因此得點較高。此外，歷史路徑所銜接的廟埕廣場愈多，亦使旅遊者能充

分體驗民間信仰、宗教活動在常民生活所扮演的角色，從而豐富對城市的記憶，相對的指

標得點也愈高。至於評估等級以鄰接數量為依據，劃分數個區間並給予相對分數。 
生活觀光面向，主要考量遊憩過程中對城市空間紋理的理解與遊憩行為滿足的條件，

因此選取鋪面與環境的一致性、路徑空間形態、騎樓、人行空間設置、與重要商業設施距

離，以及植栽遮蔭效果等 5 項指標。關於鋪面與環境的一致性的評估準則，係以路徑之鋪

面使用材料是否能與所在環境呈現一致性，並能營造歷史路徑的可辨識性，為得點的評分

標準。路徑空間形態的討論，則在於評估路徑與兩側建築物所構成的空間形態，愈能呈現

路徑歷史風貌者，其整體氛圍就愈完整，指標得點愈高。而遊走城區的過程中，對於能提

供行人完整的步行空間，並能有效降低人車衝突者的路徑，有利於安全遊憩環境的塑造，

指標得點相對為高。至於歷史路徑與重要商業設施如市場、商圈、百貨公司等目的性購物

場所鄰接數量愈多者，愈能滿足旅遊者探訪城市之逛選需求，指標得點愈高。此外，臺南

地區因為氣候炎熱，室外溫度偏高，旅遊者的戶外活動方式往往受限於強烈日輻射量的影

響，進而減低旅遊的意願。因此，栽植喬木所形成的綠色遮陰空間，無疑提供旅遊者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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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街區時，得以暫時休憩或佇足，因而路徑沿線栽植喬木數量與路徑長度比值愈大者，指

標得點愈高。指標之等級則以路徑空間特質，經對應不同評估區間後給分。 

 
 

結 果 與 討 論 

本研究以臺南舊城區為實證研究地區，分析位於舊城區重要歷史路徑文化遊憩的適宜

性，並透過 2 項城市歷史面向指標與 5 項生活觀光面向指標，計算各指標得點的數值。藉

以找出舊城區歷史路徑的文化遊憩潛力，以因應近年興起之文化主題觀光活動。同時透過

城區外部空間活動與路徑網絡的指認，連結舊城區傳統的歷史風貌與文化資產。 
研究資料顯示，舊城區範圍內擁有原臺南地方法院等 52 處國定及直轄市定古蹟，以

及南門尋常小學校舍等 7 處歷史建築。而研究選擇的 5 條歷史路徑，則分別鄰接原青果組

合香蕉倉庫、總趕宮、原林百貨、原日本勸業銀行臺南支行、原臺南州會、報恩堂、原臺

南合同廳舍、原臺南州廳、接官亭暨風神廟、北極殿、臺南公會堂、臺南東嶽殿、開基武

廟、廣安宮、原廣陞樓、開基天后宮、三山國王廟、原臺南測候所、北極殿、臺南天壇、

陳德聚堂、臺南府城隍廟等 22 處古蹟。此外該等歷史路徑亦鄰接臺南東嶽殿、臺南府城

隍廟、開隆宮、南沙宮、風神廟、慈蔭亭、開基武廟、廣安宮、開基天后宮、元和宮、清

水寺、臺南天壇、陳德聚堂等 13 處廟埕廣場，以及康樂市場、林百貨、國華友愛商圈、

新光三越(臺南中山店)、南方公園商場、米街(米鋪經營為主)等 6 處重要傳統市集與商業

設施。 
(一)城市歷史面向指標適宜性分析 

城市歷史面向分析指標包括與古蹟歷史建築鄰接數量、與廟埕廣場鄰接數量等 2 項，

對於臺南舊城區歷史路徑之文化遊憩潛力計算結果顯示，與古蹟歷史建築鄰接關係密切者

為路徑 A-1 及路徑 C-2。依照路徑沿線鄰接之文化資產數量觀察，路徑 A-1 鄰接原青果組

合香蕉倉庫、總趕宮、原林百貨、原日本勸業銀行臺南支行、原臺南州會、報恩堂、原臺

南合同廳舍、原臺南州廳等 8 處文化資產；而路徑 C-2 則鄰接開基武廟、廣安宮、原廣陞

樓、開基天后宮、三山國王廟等 5 處文化資產。路徑線性串連文化資產的形式，使的文化

資產得以連結過去與現在，形成舊城區空間的節點與城市開闢的文化軌跡。因此鄰接古蹟

歷史建築數量愈多的路徑，愈能使旅遊者深刻了解城市文化的意涵與感受城市的歷史，在

指標得點的計算結果相對較高(參見圖 2.a)。 
路徑 C-2 與廟埕廣場鄰接數量最多，其沿線鄰接開基武廟、廣安宮、開基天后宮、元

和宮等 4 處宮廟所附屬之廟埕。旅遊者藉由廟埕廣場引入的宗教與民俗活動，將能深入體

驗傳統信仰在舊城區所扮演的角色(參見圖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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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分析評估指標、準則與等級劃分 

Table 2. Assessment indicators, criteria, and grading of the suitability analysis of historic routes 
for cultural tourism 

構面 指標 評估準則 評估內容 評估等級 

城市歷史面

向 

與古蹟歷史建築

鄰接 

歷史路徑鄰接之古蹟歷

史建築數量愈多，愈能

展現該路徑於城市歷史

發展之重要性，指標得

點也愈高。 

8 處以上 
6-8 處 
4-6 處 
2-4 處 
0-2 處 

5：100 分 
4：80 分 
3：60 分 
2：40 分 
1：20 分 

與廟埕廣場鄰接 

鄰接廟埕廣場之數量愈

多，愈能展現該路徑於

常民生活與文化活動之

重要性，指標得點愈高。 

4 處以上 
2-4 處 
0-2 處 

3：100 分 
2：70 分 
1：40 分 

生活觀光面

向 

鋪面與環境的一

致性 

鋪面符合地區特色且與

街區環境一致者，其空

間的可辨識性愈高，指

標得點愈高。 

透水磚鋪面 
部分透水磚鋪

面 
柏油 

3：100 分 
2：70 分 
1：40 分 

路徑空間形態 

路徑與兩側建築物所構

成的空間形態，愈能呈

現歷史路徑風貌者，指

標得點愈高。 

生活服務街巷 
計畫道路 

2：100 分 
1：50 分 
 

騎樓、人行空間設

置 

提供行人完整的步行空

間，並能有效降低人車

衝突者，指標得點愈高。 

騎樓 
部分騎樓 
人行鋪面 
部分人行鋪面 

4：100 分 
3：75 分 
2：50 分 
1：25 分 

與重要商業設施

鄰接 

與重要商業設施如市

場、商圈、百貨公司等目

的性購物場所鄰接數量

愈多者，指標得點愈高。 

2 處以上 
1-2 處 
0-1 處 

3：100 分 
2：70 分 
1：40 分 

植栽遮蔭效果 

路徑沿線栽植喬木數量

與路徑長度比值(株/公
里)，比值愈大者，指標

得點愈高。 

45 以上 
30-45 
15-30 
0-15 

4：100 分 
3：75 分 
2：50 分 
1：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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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 城市歷史面向指標適宜性分析圖，(a) 與古蹟歷史建築鄰接，(b) 與廟埕廣場鄰接 

Fig. 2. Suitability analysis of the indicator of city history. (a) Being adjacent to historic buildings. 
(b) Being adjacent to temples 

 
 
(二)生活觀光面向指標適宜性分析 

生活觀光面向指標包括鋪面與環境的一致性、路徑空間形態，以及騎樓、人行空間設

置、與重要商業設施鄰接、植栽遮蔭效果等 5 項，目的在於瞭解旅遊者在臺南舊城區從事

遊憩的主要考量因素。經計算各指標在文化遊憩的潛力，結果顯示鋪面與環境一致性項目，

得分最高者為路徑 D-2、E-1 與 E-2，其主要原因為該等路徑鋪面皆為透水磚鋪面，容易與

一般道路使用柏油或水泥之材料有所分隔，不僅能反映土地使用機能，也充分顯現其歷史

路徑的特殊性(參見圖 3.a)。至於尺度仍維持生活服務街巷者，則是因為旅遊者得以體驗舊

城居民過往因生活所需而形成之建築外部空間，並透過歷史街巷和景觀的塑造，強化空間

的自明性，因此在路徑空間形態的指標項目得分較高(參見圖 3.b)。 
騎樓、人行空間設置指標在於檢驗舊城範圍內之路徑是否提供行人完整的步行空間，

以降低人車之衝突。經計算結果顯示，路徑 A-1、A-2 與 B-2 雖為歷史路徑，但經過都市

計畫開闢為計畫道路後，道路沿線兩側之建築物已依現代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設置騎樓，提

供旅遊者安全步行且得以遮雨、遮陽的空間，因此指標項目得點較高(參見圖 3.c)。另與重

要商業設施鄰接項目，分數最高者為路徑 A-1，係因為該路徑聯結臺南火車站，而其周遭

即為臺南重要的商業發展地區，百貨公司與其他商業行為興盛，易於滿足旅遊者購物及逛

選行為(參見圖 3.d)。此外，路徑適當的植栽綠蔭，有助於遊客在舊城遊走時，能免於戶外

強烈的日輻射量，同時也為舊城帶來綠意。而在植栽遮蔭的指標計算結果，路徑 A-2 的得

點最高，其次為路徑 A-1，其原因來自於已經開闢為計畫道路，因此在臨街面尚有栽植喬

木的空間，可以形塑都市綠意。但是屬於生活服務街巷的路徑，因為道路曲折、路幅狹窄，

以致缺乏適當空地可以栽植喬木，在此指標的得點計算數值偏低(參見圖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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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3. 生活觀光面向指標適宜性分析圖，(a)鋪面與環境的一致性，(b)路徑空間形態，(c)騎

樓、人行空間設置，(d)與重要商業設施鄰接，(e)植栽遮蔭效果 

Fig. 3. Suitability analysis of the indicator of life tourism. (a) Consistency of shops and 
environment. (b) Spatial patterns of routes. (c) Setting of arcades and pedestrian space. 
(d) Being adjacent to important commercial facilities. (e) Shade effect of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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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分析 
綜合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之城市歷史面向與生活觀光面向指標檢討(參見圖 4)，

路徑 A-1 的城市歷史面向分數最高，顯示該路徑不僅能有效串連文化資產點，使遊客容

易建構城市歷史發展的輪廓，同時也因為連結了舊城區常民生活重心的廟埕廣場，因此

在遊憩的過程中，得以充分探索城市特有的歷史人文氛圍，因此旅遊者對於該路徑的文

化主題遊憩接受度也相對為高。 
而在生活觀光面向指標的討論，所面對即是旅遊者觀光遊憩行為的導入，因此對於

路徑的鋪面是否與所處的區域一致，形塑特有的城市風格等因素，就顯得格外的重要。

同時在遊走城市內部的巷弄中，若能有效降低人車衝突，進而提供安全的步行環境以及

適當的遮陰場所，也是影響旅遊者規劃城市旅遊的重要考量。計算相關指標後，路徑 A-
2 最能滿足以上要求，因此得點最高。此外，綜合分析城市歷史面向與生活觀光面向的

相關指標，路徑 A-1 最符合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的條件，亦即旅遊者在臺南舊城區

的旅遊過程中，不但能在其間感受傳統城市空間的歷史氛圍，也滿足逛選時的行為安全

與購物需求。 

 
 

 
 
圖 4 歷史路徑文化遊憩適宜性指標面向得分 

Fig. 4. Scores of the indicators of suitable analysis of historic routes for 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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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旅遊者體驗城市整體的文化面貌，需仰賴路徑所提供的行為模式，例如直接到達參

訪點或經過間接的引導而到達目的地，而不同歷史路徑在城市的遊憩操作，也塑造出不

一樣的空間關係。城市文化遊憩適宜性考慮的因素，除了街巷鋪面與環境的一致性以及

路徑空間形態所形塑的空間氛圍，至於城市是否能提供安全的人行空間，以及適當的植

栽遮蔭與鄰接重要商業設施的便利性，都影響旅遊者探訪城市的可行性；若路徑能配合

與古蹟歷史建築及廟埕廣場之鄰接，將有助於旅遊者探索城市歷史與生活旅遊兩大目標

結合的文化主題遊憩。 
本研究以臺南舊城區為實證範圍，探討城市歷史路徑的文化遊憩適宜性，並分別從

城市文化資源與遊憩行為等不同面向進行討論。研究結果如下： 
（一） 古蹟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的形成與城市的發展或文化累積的過程有關，無法藉

由人為的因素創造，但是古蹟歷史建築與廟埕廣場等城市歷史空間的集中，則較易形塑

城市文化主題遊憩。其原因在於文化遊憩的主題，反映歷史街區時空延續性的歷史文化

元素，以及城市具特殊故事背景的空間情境，而古蹟歷史建築與廟埕廣場無疑是在地空

間歷史情境演化的具體展現。透過歷史路徑之城市歷史面向指標得點(參見圖 5)顯示，該

面向指標得點高的路徑，所串接的歷史景點或伴隨宗教信仰、民俗等無形文化資產活動

的廟埕廣場數量較多，換言之可提供旅遊者更多訪問與接觸城市空間記憶或其文化獨特

性的機會。關於保存維護地標性歷史建築的重要性，吳綱立、郭幸萍、趙又嬋(2007)在
「歷史街區環境改善綜合性評估架構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地標性歷史建築係促進歷史

街區文化觀光發展的重要觸媒；維護地標性的歷史建築，不僅可強化在地民眾對歷史街

區維護工作的信心，並可吸引參訪的人潮，帶動地區之觀光發展。雖然廟埕空間對於現

代鄰里公共活動的重要性已不若既往，但是宗教信仰與民俗節慶的導入，仍賦予該場域

豐富的文化資產價值，也成為城市文化活動豐富而精采的表現場所。因此，面對文化遊

憩適宜性的課題，若能妥善規劃歷史路徑的選擇，旅遊者將能深切體認城市歷史並強化

其旅遊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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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歷史路徑之城市歷史面向指標 

Fig. 5. The indicator of city history for historic routes 
 

（二） 提供友善且安全步行空間的歷史路徑，有助於旅遊者體驗城市特有的空間文化。

生活觀光面向指標得點(參見圖 6)顯示，當歷史路徑的鋪面與環境一致性愈高，路徑的空

間型態愈具有歷史巷道氛圍。特別是街巷鋪面的改善與植栽綠美化，不僅可以改善視覺景

觀，更可營造街區特色(胡杏璋，2007)。雖然部分歷史路徑因為道路空間形態的關係，無

法大幅度的於路旁栽植喬木、灌木等，但是如果街巷能透過居民共同參與，選擇適當的閒

置空地或私有地，並藉由環境整理而營造多層次的植栽景觀，使整體環境意象與歷史巷道

的空間情境配合，也就愈能吸引旅遊者探訪城市的好奇。另一方面地方傳統市場的存在，

亦能提高旅遊者基本購物需求的滿足，而在逛選的過程中，促使旅遊者能品嘗地方特色美

食或購買紀念品。從指標得點的統計結果指出，旅遊者在舊城區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為步

行，所以當歷史路徑可以提供安全舒適的步行環境時，自然提高旅遊者遊憩的意願。 



 

 

 

-76- 

 
 
圖 6. 歷史路徑之生活觀光面向指標 

Fig. 6. The indicator of life tourism for historic routes 
 
 
（三） 比較歷史路徑之城市歷史與生活觀光面向指標的文化遊憩適宜性(參見圖 7)發
現，城市的文化資產與城市的開發或形成的過程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也是旅遊者拜訪城

市、體驗城市獨特文化的動機。一個好的路徑所連結的空間，往往就是活動最為豐富而精

采的場所。換句話說，活動是發生在路徑空間的一部分，活動也同時建構群眾對路徑環境

公共性的認知(郭俊良，2004)。如果城市路徑能提供舒適的步行環境或串接地方具特色的

購物市集，同時形塑城市街巷的歷史特色，突顯歷史路徑的空間形態差異，就能滿足旅遊

者探索城市的企圖。因此，在臺南舊城文化主題遊憩的規劃上，適切檢討城市歷史與生活

觀光面向的指標，提供旅遊者在文化認知、空間探索與逛選行為目標的滿足，不僅提昇城

市的整體遊憩品質，同時也因為城市的歷史文化特色與自明性，吸引更多不同領域的旅遊

者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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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歷史路徑之文化遊憩適宜性 

Fig. 7. Suitable analysis of historic routes for cultural tourism 
 
 
綜合上述，新美街、自強街展現了臺南舊城區的歷史文化價值，而中山路至臺南火

車站前圓環路段的生活觀光價值較高，至於中正路則兼具歷史文化與生活觀光價值。根

據此研究結果，建議臺南舊城區的文化遊憩路徑，可規劃自火車站前圓環銜接中山路、

中正路後，轉新美街、自強街至公園南路口。此一路線不僅穿越舊城區歷史場域的文化

資產與常民生活重心的廟埕廣場，又能提供舒適安全的步行環境與具地方特色的購物市

集，充分滿足旅遊者在文化認知、空間探索與購物逛選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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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uitability of Historic Routes of Historical City 
Area of Tainan for Cultural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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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ultural theme recreation, combining both recre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a hot 
travel pattern in booming recreation. Diversified viewpoints 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reflect the 
deep value of cultural recrea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ancient cities worldwide, Taiwan is still 
lack of overall city cultural preservation plan in terms of its city development. Hence, this study 
intended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city and its 
cultural asset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and city space in order to enrich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humanity histor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like aesthetics, history, and economy. 
This study centered on the historical city area of Taiwan and selected five important existing 
historic routes, based on the "Map of the Streets of Tainan" in 1875, as its subjects for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suitable analysis for cultural recreation. Through weighted linear combination 
method, it analyzed the suitability of historic routes from the aspects of "city history" and "life 
touris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a city is the motivation of a 
visitor to visit the city and experience its unique culture. Therefore, mor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ic buildings and temples and historic routes brings about more suitable city cultural 
theme recreation. Besides, history routes with friendly and safe walk space help improve tourists' 
recreation willingness. After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proposed a cultural recreation route for 
Tainan historical city area from Tainan Station, Zhongshan Rd., Zhongzheng Rd., Xinmei St., and 
Ziqiang St., to Gongyuan S. Rd. It connects the history of Tainan, provides comfortable walking 
environment and market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ets diverse recreation needs of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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