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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陳碧琳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館長

蘭

陽博物館在 2016、2017 年間，舉辦四次參與宜蘭空間

蘭陽博物館本身就是一個當代經典建築，除了博物館本身對宜蘭空間演變歷

通車前 ) 間，邀請參與宜蘭的空間規劃執行專業者、公務承

研究員、熟悉宜蘭史料的林正芳組長，構成蘭博對宜蘭空間和建築史料研究

經驗的資深人員座談會，針對 1981 年至 2005 年 ( 雪隧

辦、施工單位、決策者以及同時期關切宜蘭空間設施建設的
文化工作夥伴，進行歷史回顧與交流座談。

這四次「宜蘭空間三十」座談會的舉辦，歷經許多前置規劃
與整備，能夠邀請這麼多資深前輩來座談，是受到許多人的

幫忙。首先要感謝林旺根、林盛豐、王俊雄、周家安等先進
們，協助座談會規劃，邀請各方專家耆老們，擔任主持或與

談串整。蘭陽博物館作為資源整合窗口，進行四次類焦點座

談，累計 25 個主題單元、超過 80 人次與談者，橫跨不同專

業領域與經驗，提供一個多元且深度參與面的歷史回顧交流。
也因為座談舉辦，讓許多宜蘭空間參與者在多年不見後，再
次聚首暢談過往的歷史，除了增添座談會內容，也顯示過往

史的重視，舉辦過戰後宜蘭建築展覽，加上專長歷史空間研究的蘇美如助理
的契機。

回顧宜蘭空間歷史的發展，這四次焦點座談對話實錄，將曾經參與宜蘭空間
規劃與建設的資深參與者，留下不少歷史回顧與線索，是宜蘭地方空間的故

事，也是許多人一生的努力所在。為了忠實呈現座談對話，本座談會實錄
文字內容，大致上維持原發表人現場談話，並經原出席者進行反覆確認。由

於參與人數眾多，逐一校對費時，因此從 2018 年持續來回校訂，遲至 2020
年才校訂完成。

最後，在此特別向參與四次座談的資深參與者們，表達最深感謝與敬意。期

待本座談實錄出版，可以引發更多關心地方空間生產的議題，並呈現該歷史
階段的空間規劃者與執行者們之時代精神。

共同參與宜蘭空間經驗者們，存在著許多對宜蘭空間建設的
遠見、品質的要求與地方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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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形塑宜蘭區域地貌的珍貴史料
林盛豐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形塑一個區域有四種決定性的力量

第一種力量：區域的經濟與產業活動。

第三種力量：專業者的專業能力。

創造出城市的土地及建築空間的需求，也形塑出城市的核心地

程師負責基礎建設的規劃設計，建築師負責公共工程與私部門的建築設計，

區域中的城市容納了各種商業及服務性活動，創造出 GDP，

區。非都市地區的許多土地，成為各種產業活動的基地，形成
了各種產業地景。經濟活動是形塑一個區域最重要的力量。

第二種力量：政治的力量，政治人物的願景，領導能力與意
志。

偉大的政治家塑造了偉大的城市，如奧斯曼一世紀前規畫建
造了巴黎。沒有奧斯曼的遠見，就沒有今天的巴黎。政治人
物的意志主導大型建設，政治人物若是英明，則績效卓著；

若決策錯誤，則貽禍萬年。台灣每年政府有數千億的預算可
以進行各種硬體建設。政治的力量，決定在哪裡蓋機場、公

主要是工程師、建築師與都市規劃師與政府技術幕僚的專業能力與遠見。工
都市規劃師則規範土地使用的秩序，政府內部的技術幕僚，則代表民眾，制
定相關的計畫。這些專業者的專業水準，對該地區的都市形貌影響深遠。
第四種力量：土地開發的力量。

土地開發者的影響力在台灣城市特別明顯，因為房地產是華人最偏愛的投資
工具。當市民開始投資，就成為與建商立場一致的利益共同體，對市民的心
靈與城市的形貌影響深遠，也左右我們對一個城市的想像。許多民代、縣市
長的城市想像，其實與建商的利益完全一致。房價不漲，也被視為城市經濟
落後的指標。

園、高架道路、港口等等，這些建設，就形成了區域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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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為什麼宜蘭可以做出台灣最高品質的公共工程？

宜蘭幾任縣長任內，成功的營造出一系列高品質的公共工程，並且提出有遠

見的城鄉規劃。這些案子，涵蓋鄉鎮級、縣級的公共建築、地景工程、都市
設計、都市計劃、區域規劃，絕對足以構成一個台灣地區公共建設的典範，
被稱為宜蘭經驗。宜蘭經驗，就是上述的第二種力量，政治人物的願景，領
導能力與意志，與第三種力量，專業者的專業能力的緊密合作，長期與第四

種力量，土地開發的力量周旋的結果。宜蘭經驗，避免了以下六個偏差，這
六個偏差，常常是政治人物、專業者、以及一般市民共同摧毀城市的方法。
偏差一：迷信發展神話，忽視永續發展
偏差二：缺乏策略性的規劃
偏差三：缺乏整合性的規劃

差，經營出一個又一個高品質的公共工程，證明了台灣人也能像日本人或新
加坡人一樣，營造出高品質的公共設施、建設適宜居住的城市。這在台灣的

空間營造歷史中，絕對是一個極為珍貴的公共行政教材。參與宜蘭經驗或受
宜蘭經驗啟發的公務人員及專業者很多，這些人與他們的正面經驗，擴散到
全國各個角落，對台灣的影響非常深遠。
形塑宜蘭區域地貌的珍貴史料

宜蘭空間三十是這一段宜蘭經驗的共同協作者的回憶與對話。這段歷史很龐
雜，是由相當多的基礎建設、大型公共建設及計畫一起編織出來的。這一段

歷史，有很多故事。有些是小故事，有些是大論述，但都是講述宜蘭是如何
被設計、被營造的過程實錄。

蘭陽博物館找出參與的關鍵人物進行幾輪的座談，把那幾個大計畫、大建設
的來龍去脈勾勒出來，收齊每個建設及計畫的圖文資料。把這些資料鋪排出

偏差四：拙劣的城市治理

來，正是形塑宜蘭區域地貌的珍貴史料，可供後來者擷取其中諸多寶貴的經

偏差五：缺乏空間感

驗。

偏差六：缺乏城市魅力與城市美學

在幾任縣長所建構起來的工作平台上，宜蘭縣政府竟然能夠避免掉這六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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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Place : Yilan Symposia (1981-2005)

第一次座談會：

回顧與前瞻

圖 1.0.1「 第 一 次 座 談 會： 回 顧 與 前 瞻 」 合 照
（2016.11.4），第一排左至右：王鴻裕、陳繼鳴、郭年
雄、林盛豐、林旺根、洪賢德、陳木水，第二排左至右：
謝宏仁、黃志良、陳育貞、王俊雄、周家安、潘寶珠、
陳登欽、蔡聰琪、宋宏燾。（蘭陽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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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 1 次座談會引言

引言

第一次座談會

主題：回顧與前瞻
時間：2016 年 11 月 4 日
地點：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主持人：林盛豐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林旺根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局長
陳碧琳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館長
1.1 從縣綜合計畫、總體規劃到縣國土計畫
主講人：蔡聰琪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 ( 股 ) 公司主持人
1.2 從縣綜合計畫、總體規劃到縣國土計畫之綜合座談
座談人（依發言順序）：
陳木水 前宜蘭縣政府計畫室主任
洪賢德 前宜蘭縣政府計畫室主任
王鴻裕 前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課長
郭年雄 前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組長
陳育貞 前台大城鄉基金會宜蘭工作室負責人
宋宏燾 欣境工程顧問公司負責人
陳登欽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都市計畫課技士
黃志良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都市計畫課課長
陳繼鳴 前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組長
周家安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今天機會非常難得，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利用這個

場合聚會。座談會名稱訂為「宜蘭空間三十」，
是因為要回顧 30 幾年前至今在宜蘭空間作為的實
現。

1983 年，我在台大土木研究所念書。有一天，我

/ 林旺根 \

的老師說有兩位宜蘭縣政府同鄉來找我們做一個

案子，你是宜蘭人，應該要參加。因為這樣，我與
家鄉在空間發展上結緣。

那兩位同鄉是陳定南縣長時期的計畫室陳木水主

任和建設局陳章銘技正，他們為啟動「宜蘭縣觀光

發展整體計畫」而來，並在兩年後開啟第一次的
「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陳主任當時負責統籌縣
級計畫，之後任環保局長，現在退休了。在座的洪

賢德先生，當時擔任專員，之後繼任計畫室主任。

當時在台大土木所，比我資深的是專案助理林盛
豐，他是助理頭，我是研究生，在一起工作 1 年

多的時間裡，我們執行了宜蘭縣觀光發展整體計畫
與 6 個觀光遊憩點的細部規劃。

我畢業後，留在研究所當 1 年多的助理，之後到

省住都局當約聘公務人員，結識綜合規劃處的王鴻
裕課長。我因負責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到企劃處當
承辦，除宜蘭外，還負責高雄及其他縣市的綜合發
展計畫。

當時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中央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營建署綜合規劃組，組長是郭年雄，郭組長後來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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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 1 次座談會引言

為台開總經理，現在是董事。現任營建署城鄉分署的陳繼鳴分署長原來

台大城鄉基金會陳育貞老師是我們早期的工作夥伴，因為台大在宜蘭執

綜合計畫內容後來慢慢地納到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裡。

宜蘭工作室。陳老師長期在宜蘭工作室，這幾年活躍於宜蘭社區營造，

是營建署綜合規劃組組長，負責國土計畫及縣市綜合計畫。早期的縣市
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完成後，游錫堃縣長為因應北宜高速公路的開闢，

啓動「2001 年新蘭陽計畫：宜蘭縣實質發展整體計畫」，該計畫盤點了
宜蘭的總體資料，當時的計畫室主任是洪賢德。之後，游縣長認為北宜

高速公路對宜蘭的衝擊非常大，須要有國際視野的國際專業團隊來協助，
所以透過欣境工程顧問公司負責人宋宏燾先生牽線，找到新加坡前總規
劃師、市區重建局的劉太格局長。宜蘭縣政府空前地編列其他縣市都沒

有的 2 千 5 百萬元大手筆預算，委託新加坡的國營股份公司 - 雅思柏設
計事務所與駟馬國際公司，進行「宜蘭縣總體規劃」，這個規劃案與因
應北宜高速公路的開闢有很大關係。

進行總體規劃時我是建設局都市計畫課長，現任文化部文化資源司陳登欽

司長是都市計畫課技士，他原來在復興工專建築科教書，被我「騙」到縣

府負責承辦總體規劃，後來他還去雅思柏設計事務所待了 2 年。我、縣
政顧問林盛豐、營建署綜合規劃組長郭年雄也去新加坡討論總體規劃，討
論重點包括要如何公告 1 萬公頃的發展區？這件事雖經過 20 年，還是讓

我想到要提醒陳繼鳴分署長，公告國土計畫城三區時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北、中、南、東等 4 個區域計畫在台灣有法定地位，宜蘭屬於北部區域
計畫。縣級計畫或總體規劃因為沒有法定地位，所以無法落實，經過多
年時間，才訂定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來操作縣級計畫，中央也開
始重視國土計畫法與國土計畫的法制化。

行「宜蘭縣觀光發展整體計畫」及「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所以成立
擁有豐富經驗。

林盛豐顧問在陳定南縣長任內開始擔任歷任縣長的縣政顧問，游錫堃當
行政院長時，他擔任政務委員，積極推動國土計畫。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國土計畫法終於三讀通過，現在落實的任務就落在營
建署城鄉分署的陳繼鳴分署長身上。因為區域計畫本來就有法定地位，
所以營建署原先希望各縣市先擬區域計畫進行推動。没想到，區域計畫
推到一半時，國土計畫法通過了，所以現在要開始推縣市級國土計畫與
中央級國土計畫。縣級國土計畫的責任就落到黃志良參議身上，我當建
設局長時，黃參議是都市計畫課長，後來成為建設局長。
表 1.0.1 1983-2016 年宜蘭縣全縣性主要空間計畫一覽表

計畫名稱

備註

1983-1984

陳定南縣長時期
（1981.12-1989.12）

1. 北部區域計畫的公告實施

1983

3. 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

1984-1987

2. 宜蘭縣觀光發展整體計畫
4. 2001 年新蘭陽計畫：宜蘭縣實質發展整體計畫
5. 宜蘭縣觀光發展整體計畫 - 通盤檢討
6. 宜蘭縣總體規劃

1992-1994
1992-1996

游錫堃縣長時期
（1989.12-1997.12）

1999-2002

劉守成縣長時期
（1997.12-2005.12）

1993-1994

7. 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總體規劃後，劉守成縣長任內由游靜秋擔任計畫室主任，負責進行「宜

（宜蘭縣政府建設處提供）

蘭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當時配合劉縣長提出科技縣及大
學城的縣政目標，並提出一些專案計畫。
18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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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大歷史雖然講完了，但是計畫過程中前前後
後的關係有很多眉角，比如縣市綜合發展計畫要推
到什麼程度，每一個計畫的落實及效果，才是我們
後續要談的。假使我們可以花精神檢討每一個計
畫，把經驗如實提出來，將會記錄一段歷史。

/ 林盛豐 \

因為計畫型態不一樣，所以目標不一樣。以前我們
在執行時，不見得想得那麼清楚。後來每一階段的
提案又變成什麼計畫？最後落實到什麼程度？之
後又覺得欠缺什麼？為什麼又跑出下一個計畫？
我覺得這部分是最重要的。趁我們這些參與的人都
還在，我們應該把整個經驗如實地檢討出來，這樣
有助於後續推動縣市國土計畫。
陳繼鳴目前正在推動國土計畫，因為他長期參與及
主導，大家都很放心，萬一換另外一個人時，有時
真的不容易抓到重點。推國土計畫時，有哪些事情
要非常小心，我們幾個人的經驗很寶貴可以參考。

宜蘭空間三十計畫

宜蘭空間三十計畫是以 1981 年後，有關空間形塑

與宜蘭經驗的關聯性、在地性與創造性的討論。
三十是大概的年限，重點是關鍵人物的影響，將由
研究人員進行關鍵人物的訪談口述。

/ 陳碧琳 \

針對宜蘭經驗，我們提出初步看法，一是對於整體
規劃的遠見，這也是今天這場座談的主軸；二是對

公共工程品質的要求；三是設計團隊自主性創意發
想的過程；四是宜蘭在地民眾參與實踐的過程。座
談及口述希望可從這幾點切入。

空間主題列出六大分類 ，分別為：全縣性整合與
總體規劃、都市與區域空間規劃管理、重大建設部
門開發計畫、公共空間與公共建築設施、自然與生
態環境保育、人文與地域風貌維護。

林旺根剛剛講到非常可怕的事，就是我們在推縣市
國土計畫的都市發展區時，縣市長最在意的就是擴
大將來的都市發展用地。它可怕在哪？第一是除了
少數外，沒有一個都市是不擴大的。我目前在新竹
協助國土計畫，我感覺不出新竹市長有擴大的意
圖，這是非常難得的，他只想把品質做好而不在
意是否擴大都市發展區。我不是說擴大就是錯的，
但要考量擴大是不是合理？第二是，假使劃設大量
都市預備用地的話，都市會擴大很多，在台灣會變
成炒作地皮的誘因。這些事我們都還沒有想清楚，
但這是要小心的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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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宜蘭空間分類架構表

6：重要公共空間與公共建築設施
6-1：公園綠地與運動休閒設施
6-2：校園規劃與校園建築
6-3：文化設施
6-4：政府機構
6-5：宗教與社會福利設施
6-6：警政消防設施
6-7：衛生醫療設施
6-8：環保與汙染防治設施

1：國內外大事紀
2：縣內大事紀

3：全縣性整合與總體規劃

4：都市與區域空間規劃管理
4-1：重大空間政策與法規措施
4-2：變更及新擬都市計畫
4-3：非都市土地分區劃 ( 編 ) 定與管理
4-3-1：全縣整體
4-3-2：個別分區

7：自然與生態環境保育

8：人文與地域風貌的維護與再利用
8-1：地域風貌調查與記錄
8-2：宜蘭建築風格形成與推廣計畫
8-3：古蹟與歷史空間保存與再利用
8-4：社區營造
8-5：推動產業文化化與文化產業化

5：重大建設部門開發計畫
5-1：交通建設
5-1-1：公路
5-1-1a：道路工程
5-1-1b：橋梁工程
5-1-1c：車站設施工程
5-1-2：鐵路
5-1-2a：軌道工程
5-1-2b：車站設施工程
5-1-3：港口
5-2：水利建設 ( 治山防洪 )
5-3：都市開發及住宅開發
5-3-1：都市開發
5-3-2：住宅開發
5-4：工商發展與開發建設
5-5：農業發展與開發建設
5-5-1：漁業
5-5-2：農業
5-5-3：畜牧業
5-6：觀光發展與開發建設

宜蘭空間三十計畫在執行上，首先邀請 30 年來重要空間計畫案例的關鍵

人參與主題座談，今天是第一場，之後會持續舉辦不同主題座談，並進
行關鍵人的口述訪談，同時也會收集重要案例資料，希望累積宜蘭空間

的在地知識。這些成果，可做為研究宜蘭空間地景形成的基礎資料，讓
大家瞭解在宜蘭空間地景的發展過程中，在地性與創造性的累積經驗。

時間範圍先以陳定南、游錫堃及劉守成等 3 位縣長任內為主，未來可能

延長。對象包括公部門的主導者與推動者、私部門的計畫執行者、以及
專家顧問群與民間參與者。

在重要案例收集上，如果各位有資料文獻或照片，歡迎提供給蘭陽博物
館收集彙整。未來希望計畫成果可以公開使用，所以請訪談者能同意授
權。

計畫的短期目標是邀請關鍵人參與座談會及口述訪談，並進行案例的資
料收集；中期目標希望能完成成果出版與空間史料展示，同時也能將成

果整合至宜蘭縣政府的 GIS 系統；長期目標希望能建構宜蘭空間在地知
識庫與空間人才庫。

這項計畫的主要推手是召集人林盛豐顧問和林旺根前局長；蘭博是執行
單位，計畫主持人是我和館內研究人員蘇美如；顧問群包括：周家安、
潘寶珠、陳育貞、王俊雄和陳登欽等多人；執行部分由蘭博組成研究團
隊進行，並由宜蘭縣史館提供文獻資料，國立宜蘭大學建研所謝宏仁教
授團隊協辦座談會。

接下來由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公司主持人蔡聰琪以回顧宜蘭縣區域計

註：本表由林旺根提出後，作為本計畫收集空間資料及進行分類之依據，空間資料成果詳附錄「宜蘭空間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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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方式，為空間三十計畫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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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Place : Yilan Symposia (1981-2005)

第二次座談會：

宜蘭經驗的發軔
上午場：
陳定南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
下午場：
陳定南縣長時期的空間團隊與具體實踐

圖 2.0.1「 第 二 次 座 談 會： 宜 蘭 經 驗 的 發 軔 」 合 照
（2017.1.20），第一排左至右 ) 郭繼宗、江惠珍、周家
安、林旺根、林盛豐、江淳信、黃世孟、陳進傳、林光義、
張智欽，第二排左 6 至 10 陳育貞、劉逸文、石村敏哉、
北條健志、陳仁杰。（蘭陽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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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地方：宜蘭空間論壇實錄（1981-2005）

第二次座談會

主題：宜蘭經驗的發軔
時間：2017 年 1 月 20 日
地點：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主持人：林盛豐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林旺根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局長
上午場：陳定南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
2.1 我所認識的陳定南縣長
主講人：林光義 財團法人陳定南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2.2 1980 年代環境氛圍下的陳定南
主講人：陳進傳 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退休教授
2.3 宜蘭經驗
主講人：林盛豐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2.4 宜蘭觀光計畫的形成與發軔
主講人：黃世孟 前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2.5 陳定南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之綜合座談
座談人（依發言順序）：
江淳信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江惠珍 前交通部觀光局技正
劉逸文 前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建築師
郭繼宗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觀光課課長
陳仁杰 財團法人陳定南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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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陳定南縣長時期的空間團隊與具體實踐

2.6 象設計集團在宜蘭的實踐
主講人：北條健志 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建築師

2.7 宜蘭景觀發展：陳定南縣長的布石
主講人：石村敏哉 日商日亞高野景觀規劃 ( 股 ) 台灣分公司負責人
2.8 不作英雄的驕傲年代
主講人：張仲堅 張仲堅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2.9 黃建興建築師事務所在宜蘭的具體實踐
主講人：黃建興 黃建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2.10 陳定南縣長時期的空間團隊與具體實踐之綜合座談
座談人（依發言順序）：
江淳信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郭繼宗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觀光課課長
張智欽 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教授
林光義 財團法人陳定南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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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地方：宜蘭空間論壇實錄（1981-2005）

Making Place : Yilan Symposia (1981-2005)

第三次座談會：

宜蘭經驗的催化
上午場：
游錫堃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
下午場：
游錫堃縣長時期的空間團隊與具體實踐

圖 3.0.1「 第 三 次 座 談 會： 宜 蘭 經 驗 的 催 化 」 合 照
（2017.5.5），第一排左至右：陳碧琳、陳鑫益、陳忠
茂、林旺根、林盛豐、游錫堃、江淳信、陳其南、陳賡
堯，第二排右 2 至 8：石村敏哉、黃建興、民眾、莊秀梅、
李吾胡、陳育貞。（蘭陽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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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地方：宜蘭空間論壇實錄（1981-2005）

第三次座談會

時間：2017 年 5 月 5 日
主題：宜蘭經驗的催化
地點：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主持人：林盛豐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林旺根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局長
上午場：游錫堃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
3.1 我在宜蘭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
主講人：游錫堃 宜蘭縣第 11、12 屆縣長
3.2 游錫堃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之綜合座談
座談人（依發言順序）：
陳忠茂 前宜蘭縣政府機要秘書
陳鑫益 前宜蘭縣政府農業局局長
陳賡堯 前中國時報記者
陳其南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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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游錫堃縣長時期的空間團隊與具體實踐
3.3 我與宜蘭的公路交通建設
主講人：李吾胡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局長
3.4 境群與境向在宜蘭的具體實踐
主講人：蔡元良 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3.5 台大城鄉所與基金會在宜蘭的具體實踐
主講人：陳育貞 前台大城鄉基金會宜蘭分會會長
3.6 游錫堃縣長時期的空間團隊與具體實踐之綜合座談
座談人（依發言順序）：
陳永興 前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建築師
北條健志 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建築師
石村敏哉 日商日亞高野景觀規劃 ( 股 ) 公司台灣分公司負責人
陳忠茂 前宜蘭縣政府機要秘書
黃建興 黃建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莊和雄 前宜蘭縣政府教育局局長
莊秀梅 前宜蘭縣政府主計處主任
林德福 前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游錫堃 宜蘭縣第 11、12 屆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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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地方：宜蘭空間論壇實錄（1981-2005）

Making Place : Yilan Symposia (1981-2005)

第四次座談會：

宜蘭經驗的熟成
上午場：
劉守成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
下午場：
劉守成縣長時期的空間團隊與具體實踐

圖 4.0.1「 第 四 次 座 談 會： 宜 蘭 經 驗 的 熟 成 」 合 照
（2017.6.17），第一排左至右：李綠枝、王俊雄、林旺根、
林盛豐、劉守成、江淳信、陳忠茂、黃欽勇，第二排右
2 至 7：潘寶珠、周家安、潘宇翔、黃聲遠、石村敏哉、
甘銘源。（蘭陽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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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地方：宜蘭空間論壇實錄（1981-2005）

第四次座談會

時間：2017 年 6 月 11 日
主題：宜蘭經驗的熟成
地點：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主持人：林盛豐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林旺根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局長
上午場：劉守成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
4.1 漫談我的縣政經驗
主講人：劉守成 宜蘭縣第 13、14 屆縣長
4.2 劉守成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對空間發展之影響
主講人：潘宇翔 前宜蘭縣政府計畫室綜合規劃科科長
4.3 劉守成縣長時期重大空間計畫與建設
主講人：林旺根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局長
4.4 劉守成縣長時期的施政理念與空間發展之綜合座談
座談人（依發言順序）：
陳忠茂 前宜蘭縣副縣長
江淳信 前宜蘭縣副縣長
潘寶珠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黃欽勇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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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劉守成縣長時期的空間團隊與具體實踐

4.5 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在宜蘭的具體實踐
主講人：李綠枝 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4.6 Making Places 活出場所
主講人：黃聲遠 田中央工作群主持建築師

4.7 劉守成縣長時期的空間團隊與具體實踐之綜合座談
座談人（依發言順序）：
黃志良 前宜蘭縣政府建設局局長
劉守成 宜蘭縣第 13、14 屆縣長
甘銘源 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石村敏哉 日商日亞高野景觀規劃 ( 股 ) 公司台灣分公司負責人
潘宇翔 前宜蘭縣政府計畫室綜合規劃科科長
陳登欽 前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陳忠茂 前宜蘭縣副縣長
王俊雄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周家安 前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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