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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0 年之後，臺灣有許多國營事業逐漸民營化，再加上各類傳統產業
的轉型、遷廠或關廠，各地留下蘊含豐富歷史、文化並具時代性的產業閒置
空間，如鹽廠、糖廠、化學廠、水泥廠、製材廠、紙廠、酒廠、礦廠、磚窯
廠等。近年來臺灣文化創意相關的公私部門投入大量經費，推動文化閒置資
產再利用，但在產業閒置空間之文化資產再利用的相關執行經驗不足，及條
件狀況不同，欠缺永續經營策略等因素，常造成轉型過程中資源無法有效分
配運用，也無法落實閒置文化資產再利用的再生目標。
本研究即透過文獻分析、個案調查與訪談方式，檢視有關閒置空間再利
用之相關文獻及政府相關政策，除對國內外閒置空間再利用進行概略性的介
紹外，並以仁德糖廠為研究對象，探討仁德糖廠閒置空間如何結合傳統藝
術、生態環境美學及表演美學進行再利用，同時如何保有閒置空間原有歷史
意涵，蛻變成為十鼓文化創意園區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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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ntegrating Vacant Space with Artistic and Aesthetic
Concepts to Develop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 A Case of
Ten Drum Culture Village at Rende Sugar Refinery of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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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80, man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aiwan have been gradually
privatized, coupled with transformation, relocation, or shutdown of different
traditional industries.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many vacant spaces around the
island, each of which contains a wealth of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epochal
significance. Such vacant spaces are found in various kinds of factories, such as
salt plants, sugar plants, chemical plants, cement plants, lumber mills, paper
mills, distilleries, mines, and brick kilns. In recent years, Taiwan’s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ssociated with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invested a
huge amount of money, promoting reuse of vacant assets as cultural resources.
However, as for converting vacant spaces into cultural assets, there are three
tough challenges: namely, inadequat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overall
differences between premises, and lack of sustainable business strategies.
Therefor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s not re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use or rebirth of vacant cultural assets is not achieved,
either.
This study adopted analysis of main literature, case-study and interviews. In
the first phase, the study examin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reuse of vacant
spaces as well as applicable government policies. Moreover, related strategies
propos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were investigated. Also, it was explored how
reuse of vacant spaces had developed at home and broad. Thereafter, Rende
Sugar Refinery was chosen as the research target. Specifically, the author probed
into how Ten Drum Percussion Group reused the vacant sugar refinery, combing
traditional art, ecological aesthetic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
concepts. Meanwhile, it was studied how the management team kept aliv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vacant spaces and converted it into a cultural &
creative park.

Keywords: vacant space, reus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Ten Drum
Culture Villag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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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空間結合藝術美學發展文創產業之研究
以臺南仁德糖廠十鼓文化村為例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1980 年之後，臺灣有許多國營事業逐漸民營化，再加上各類傳統產業
的轉型、遷廠或關廠，各地留下具時代性，卻又閒置的大型產業空間，如鹽
廠、糖廠、化學廠、水泥廠、製材廠、紙廠、酒廠、礦場、磚窯廠等各樣產
業相關設施。這些閒置場域之中蘊含著產業發展的歷史脈絡，及時代變遷下
文化、藝術與工藝技術的發展等價值。文創工作者秉持資源再分配與利用之
永續發展理念，針對此類文化資產進行重建與再開發，也見證這些閒置場域
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興衰，並用行動來說明產業雖停滯但所遺留下來的軟硬
體等相關設施具有再利用及文化重現的價值。
臺灣目前推行的產業文化資產再利用較著重於地方性特色，許多具地方
歷史意義的閒置空間獲得再利用的重生機會，但因需花費大量經費修繕硬體
設備，且缺少經營管理人才與經驗，或因規劃不當、欠缺永續經營策略等因
素，導致文化資產再度被閒置的問題產生，使「閒置公共設施」的議題再度
被朝野抨擊。因此，文化閒置資產再利用的政策，不單單只是建築物的修繕，
更應著力於重新檢視閒置場域有形及無形的文化資產價值，利用舊產業文化
為基礎，結合創新及創意元素，以經濟附加價值的觀念創造新的文化價值與
文化產值。本文即以臺南仁德糖廠十鼓文化村（即現在臺南十鼓仁糖文創園
區）為研究對象，探討仁德糖廠此一閒置場域如何結合文化資產及藝術美
學，打造成為亞洲第一座以鼓樂主題國際藝術村，同時提升了文化創意產業
的發展。

二、研究範圍
根據再利用的用途以及實施的對象與方式，大致可以分為既有功能、公
辦公營、公辦民營以及委外經營四項（漢寶德、劉新圓，2008）。
1. 既有功能
主要是針對活化再利用的古蹟而言，且在被指定為古蹟之前，此空
間就已經在使用了。如北投文物館、紫藤廬、楊三郎美術館等。
2. 公辦公營
在社會上具教育性質的空間，這些空間不乏為古蹟或歷史建築，且
包括一些地方文物館、博物館等。其主要功能為展示展覽，對建築
物造成破壞的可能性是最低的。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台
灣文學館、鐵道博物館、民雄廣播文化園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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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辦民營
這一類的空間再利用經營最困難，也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國內大
多數的藝術村主要採取公辦民營的方式經營，為政府推動的民間藝
術活動的方式之一。此類閒置空間再利用個案須仰賴政府補助，投
入大量公共資源。如鐵道倉庫、酒廠與糖廠等。
4. 委外經營
委外經營是目前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最常使用的模式，目前各縣市
的閒置空間再利用，大多數都屬於此類。由業者自負盈虧，但文化
活動仍然有政府的補助。例如台北當代藝術館以及台北故事館。
以上四項實施的對象及方式與本研究之個案皆不相符，本研究仁德糖廠
雖為公有閒置空間，但與負責人為租賃關係並採民營自負盈虧的方式經營，
因此，臺南仁德糖廠十鼓文化村規劃及經營可作為公部門推動閒置空間再利
用模式之參考。

三、名詞解釋
（一）閒置空間
空間的閒置，說明它沒有使用，沒有機能的特質，其形成的因素很多。
主要源自於一些既有或老舊的建築，隨著都市機能的擴張及使用上的改變而
於空間中呈現一種閒置狀況，然而有些卻是管理不當。這些空間除了是功能
上的產物外，往往具有獨特的文化風格、歷史淵源，同時亦能反映出當時的
建築風格及語彙、空間的使用型態、產業風華及當時營造技術所使用的素
材、顏色、構法及週邊環境所構成的社會脈絡及紋理（傅朝卿，2001；曾梓
豐，2002）。
依閒置空間再利用實施要點中，試辦閒置空間再利用應為具有文化功能
之場所，即「係依法指定為古蹟、登錄為歷史建築或未經指定之舊有閒置之
建物或空間，在結構安全無虞，仍具有可再利用以推展文化藝術價值者」。
無論何種類型的閒置空間，其產生可能因時代變遷、社會經濟結構改
變，或階段性任務消失，而導致機能式微、功能不再，形成被廢棄或遺忘的
空間。它是時代發展社會轉型之下的產物，它可能是廢置的公家宿舍、行政
辦公室、軍事設施、教育設施、交通設施，或大型的產業空間如糖廠、煙廠、
酒廠等。本研究的台南仁德糖廠即符合閒置空間的意涵，仍具有可再利用以
推展文化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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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利用
「再利用」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建築物使用機能的延續，使那些具有歷史
價值或地方特色之建築物免於毀壞或閒置，藉由經濟存活的手段來重塑建築
物的新生命（李清全，1993）。
潘璽（2000）認為再利用是一種歷史保存的觀念及手段，可使瀕臨死亡
或閒置之老舊建築重獲新生並延續生命週期的第二春。再利用是透過積極的
方式變更、活化舊建築空間的重新再使用之行動。
閒置空間「再利用」乃是將結構安全的歷史性建築，或具特殊意義的歷
史性空間，以文化保留及現代機能兼顧的原則，重新界定其功能，延續其生
命，促進其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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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國外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發展歷程
閒置空間再利用概念的興起，主要源自於國外歷史性建築再利用的運
動，1960、70 年代「閒置空間」再利用成為先進國家主要空間政策。1960
年代以前，舊建築物常被視為某些開發利益之阻礙，1960 年之後，因對舊
建築物與整體環境之涵構關係的認知逐年提高，而有了建築保存運動的萌
芽。1970 年代初期，保存運動還是相當緩和的社會運動與建築思潮，舊建
築史實性的原樣保存與修復是相當重要的中心思想。但從 1970 年代開始，
人們逐漸體會到許多被保存下來的舊建築物只是一座精美的建築軀殼而
已，並無生命與意涵。於是人們開始尋求可以讓舊建築活化的保存方式，
「再
利用」的觀念便逐漸興起，至 1980 年代以後成為廣受重視的保存方式。表
2 即歷史性建築再利用的發展脈絡（李清全，1993)。
表2
年代

歷史性建築再利用發展歷程

時期簡稱

發展概要
「建築再利用」運動的萌芽時期：
1. 受到現代建築「講求效率」及「新就是好」觀

1958-1968

發現的年代

念的影響，導致都市更新案的惡化、都市風喪
失。
2. 民眾懷舊情緒的增長及重返都市運動的促成。
「建築再利用」運動的醞釀期，主要促成的原因：

1968-1978

新策略的十年

1. 市民對史蹟保存力量的結合。
2. 能源危機所激起的經濟性因素的考量。
3. 政府政策性的獎勵措施。
「建築再利用」運動的成長期：

1978-1988

接受的十年

1. 市民參與的維護史蹟運動及文獻持續成長。
2. 成為改變美國都市的特質和原動力。
「建築再利用」運動的應用期：

1988-

新的開始

1. 擴展其應用範圍，由建築個體到建築群。
2. 成為保存工作者在保存鄰里地區、區域、甚至
整個城鎮的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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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閒置空間或舊建築的再利用已有多年經驗，藉由國外閒置空間再
利用案例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見表 3（黃水潭，2003；徐國訓，2004；
楊信州，2006)。
表 3 國外閒置空間再利用案例
案例名稱
倫敦圓房子
(Round House)

原有機能

新機能

採用策略

火車維修廠

展覽場

倫 敦 市 成立 「圓 房 子信託 組
織」
，透過場地承租進行募款，
進而成立專屬的營運基金。

溫哥華葛蘭湖

鋸木廠房

島(Granville
Island)

都會藝文樂
園及市集

文化與商業結合之策略。公私
部門及非營利法人團體共同參
與，以自行開發或出租方式，
達自給自足。

日本札幌酒廠

啤酒廠

啤酒博物館

與歷史文化結合策略，企業自
主維修及保護。

德國漢堡搖滾
工廠 FABRIK12

機械工廠

夜間為音樂
會場所，日
間為地區兒
童、青少年
活動文化中
心

文化與社區意識結合之策略。
由私人公司營運，且未被指定
為文化資產，營運開銷來自演
出與租金的收入，及文化局補
助，比一般公部門在推動上更
具彈性與創意。

舊金山由巴布
那公園(Yerba
Buena Gardens)

頹圮老舊社區

畫廊及展覽
空間

文化與社區意識結合之策略。
公部門出資，公私部門聯合規
劃，由非營利組織經營。

現今閒置空間再利用已被視為重要的環境議題之一，再利用的意義是
在延續過去，並透過改造重新賦予其生命力，創造閒置空間多元的再利用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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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現況
在文建會尚未積極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之前，國內即有一些老建築改變
機能使用中，例如淡水紅毛城改為陳列館、打狗英國領事館改為高雄市史蹟
文物館、安平德記洋行改為臺灣開拓史料蠟像館、鹿港辜顯榮宅改為鹿港民
俗文物館等。但上述案例大多屬於「再使用」原有之建築，並未積極開發原
建築之特色，與再利用之本質略有差距。
臺灣再利用案例如：高雄歷史博物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北投溫泉博
物館、臺灣文學館等，一開始都被侷限在古蹟與歷史建築之範圍。到 1997
年，藝術家爭取「華山藝文特區」後開始轉變，臺中二十號倉庫之實踐，使
臺灣之再利用從歷史建築延伸到閒置空間上。而文建會也積極推動閒置空間
再利用計劃，從 2001 年起，臺灣進入了建築再利用的高峰（邱上嘉、莊玟
琦、管倖生，2010）。
近年來臺灣文化創意相關的公私部門投入大量經費，推動文化閒置資產
遺址再利用。在產業閒置空間之文化資產再利用的相關執行經驗不足，及條
件狀況不同的因素下，常造成轉型過程中資源無法有效分配運用，也無法落
實閒置文化資產再利用的再生目標。「閒置空間」的產生大多由都市發展與
空間結構之變化，不斷向外擴張，使都市規模更為龐大，然而都市空間的利
用未臻完備，導致空間閒置或低度使用，例如市中心之舊建築物、鐵路沿線
舊倉庫及港口廢棄之老舊倉庫等，常造成社會資源之浪費。
國內閒置空間再利用正面臨到下列課題：
1. 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造成長期經營管理策略研擬之不易。
2. 藝文空間活動缺乏長期的經濟支持。
3. 在缺乏法源的情形下，部分定位不明的公共閒置空間難以有效的推
動再利用計畫。
4. 缺乏彈性的都市計畫變更，影響閒置空間再發展的時程及效率。
5. 多數閒置空間再利用著重於「點」的再發展，缺乏提供面的延伸或
線的連結，及與都市整體環境動態的融合。
再者，國內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發展，由於長期重視經濟發展成果，相對
在整個城鄉發展與空間環境塑造上常缺乏具人文的視野與關懷，使得整個公
有閒置空間的更生與再利用至今仍處於萌芽階段。以下針對國內閒置空間再
利用案例簡單分析，以了解目前再利用規劃的模式，見表 4（馬乃翔，2009；
楊信州，2006；黃水潭，2003；黃盈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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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案例名稱
光點臺北

原有機能
美國大使官邸

臺灣閒置空間再利用案例
新機能

採用策略

以電 影藝術為 與歷史文化結合之策略，由臺灣
主體 的藝文空 電影文化協會經營。
間， 包括電影 透過改變古蹟本體成電影文化展
院、電影相關產 示所。
品展示、書局、
餐廳

臺北圓山：
臺北故事
館

私人招待所

故事館，為複合 與歷史文化結合之策略，陳國慈
式藝文空間

律師以「自然人」身分認養。
透過不改變古蹟本體成為藝文空
間，提供遊客坐在戶外參觀古蹟
的美麗體驗。

打狗英國
領事館

英國領事館

博物 館及美食 由民間承包將史蹟、文化與當代
餐廳

藝術、饗宴結合，讓歷史建築物
吻合現今健康需求與使用安全標
準及新空間機能。

臺北當代
藝術館

國小校舍

臺中二十
號倉庫

台鐵倉庫

華山文化
園區

臺北酒廠

美術館

與產業結合成為公辦民營的博物
館，將藝術、古蹟、科技結合。

多元藝文空間

委託民間團體經營，依採購法逐
年公開評選委辦營運管理單位。

多元藝文空間

文建會以 BOT 方式公開招標開
發。
結合藝文、美學、休閒等多元的
公共藝文空間。

三、國內閒置空間再利用困境
臺灣閒置空間再利用發展至今，是需要進行通盤檢討。從國內案例的發
展，目前相關法令及延伸的問題仍是值得關切及深入探討的課題（蕭麗虹、
黃瑞茂，2002；曾梓峰，2002；黃海鳴，2003；劉維公，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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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閒置空間之權屬的取得困難
目前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案例如華山藝文特區、臺中二十號倉庫、高雄駁
二倉庫，土地所有權皆為公家機關所有，且在土地使用上皆受限於使用
行為的規定，使得在整個土地所有權的取得與未來使用機能上產生困
境，即使原土地管理機關同意有償撥用或租用，金額亦相當龐大，即使
願意無償撥用，根據國有財產法之規定未來管理機關的性質與使用問題
又是一大障礙。因此整個工作皆須中央進行補助與出面協調，耗時耗
力，相對造成未來有意推動相關閒置空間再利用之團體與藝術工作者望
之怯步。
2. 相關空間法令規範的衝突
當前行政制度與法規命令落後於整體社會的發展，因此舊建築再利用經
常與原使用用途或現時的空間法令不相符合，致使用執照之核發產生困
難。這也使得目前臺灣閒置空間再利用偏向處理公部門產權為主，且產
生完成空間規劃修復後，再尋求經營者進駐管理的現象，使得空間機能
的規劃與利用產生落差。
3. 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形式缺乏多樣性
由於在公部門資源的提供是以文化部為主要單位，在閒置空間再利用的
推動上容易落入文化面的單向思考，再生方式與樣貌缺多樣性，如將舊
糖廠、舊酒廠都規劃成文化園區便是通例。參照歐美各國的發展經驗，
閒置空間再利用可能是社區講堂、活動中心、民宿，甚至市場等，以多
樣形式展現，使其貼近地方民眾需求的使用機能，並且應讓更多的團體
或利害關係人共同來參與再生形式的討論，透過集思廣益所產生的再利
用方式會更有意義。
4. 過分強調空間的供給面而忽略市場需求
臺灣目前陷入「文化園區」的迷思，過度重視空間的供給生產而忽略市
場需求的結果，導致供需失調，園區無法永續經營。臺灣的文化空間政
策仍停留在追求硬體的修繕與改造，而忽略對地區整體背景環境的考量
與評估，迫使許多閒置空間再利用個案至今都面臨到無法維持營運的窘
境。其背後成因雖然複雜，除經營管理的機制未能健全外，不考量現實
狀況而一味地對閒置建築物或設備進行改造，這是讓許多閒置空間再度
閒置的主因。
閒置空間再利用在實務操作過程中，仍有些課題值得深入探討，由公部
門直接主導閒置空間再利用，並非是最佳方式，因此宜調整相關法令，以提
升閒置空間再利用推動之誘因。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三期

10

閒置空間結合藝術美學發展文創產業之研究
以臺南仁德糖廠十鼓文化村為例

參、個案研究－臺南仁德糖廠十鼓文化村
一、十鼓文化村成立歷程
「十鼓擊樂團」的前身為「謝十鼓術擊樂團」成立於 2000 年春天，是
由謝十團長帶領著一群鼓樂愛好者所成立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傳承傳統的
鼓樂藝術，改變它的生命價值，2003 年更名為「十鼓擊樂團」。
在 2003 年，謝十鼓術擊樂團面臨一個危機。十鼓擊樂團原本在台南市
長榮路上一棟大樓的地下室約三百多坪的空間，成立音樂教室與練習空間，
樂團排練時所產生的聲響遭附近居民抗議，且樂團內部空間也無法繼續容納
日增的學生與團員，因此需另外尋找適合場地。謝十一直希望能將他們的表
演結合台南市古蹟，藉此創造一個屬於表演藝術的文化場域，億載金城是他
心中首選之地，拜訪過當時市長許添財。但由於億載金城屬於一級古蹟，承
租方式於法無據，因此無法順利承租。
十鼓擊樂團在 2004 年 8 月以及 2005 年 2 月分別舉辦臺灣國際鼓樂節，
這兩次臺灣國際鼓樂節都是在台南一級古蹟億載金城舉辦，十鼓因而遭受非
議。外界認為如此使用古蹟會破壞古蹟建築，同時質疑是否其他機關團體也
可以如此使用古蹟空間。謝十也了解即使他能夠順利的承租台南市古蹟空
間，類似的非議不會就此停歇。因此他決定放棄原本的初衷，另外尋找更合
適的場所來建立屬於打擊藝術的文化場域。
2000 年謝十為台南縣虎山國小成立打擊社團時，發現台南縣仁德糖廠
廢棄的廠房頗為適合做為練習場所，謝十雖與糖廠人員接觸希望能夠承租仁
德糖廠1閒置空間，但糖廠人員認為出租糖廠的閒置空間給民間單位可能會
引發許多問題，因此拒絕謝十的承租要求。但謝十嘗試許多管道與台糖進行
協商，由於謝十以文化發展為出發點來承租糖廠閒置空間，地方及中央的相
關單位都抱以正面的態度，也適時伸出援手，謝十才得以承租仁德糖廠廢棄
的閒置空間，進而建設屬於打擊藝術的文化場域。
2005 年十鼓擊樂團選擇在台南仁德區落腳。冀望以百年糖廠為基地，
將臺灣的鼓樂藝術推展於國際，故定名此處為「十鼓文化村」
。
「十」代表兩
支鼓棒的交疊，並象徵著十方力量的匯集。
「傳創本土擊樂，廣納世界文化」
1

原車路墘糖廠，1969 年 8 月，該廠配合所在行政區更名為「仁德糖廠」，2003 年 7 月仁
德糖廠關廠併入善化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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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鼓永續的志業，它代表台南子弟對藝文的執著，更象徵著改寫臺灣鼓樂
藝術的奇蹟。謝十創立十鼓文化村主要兩大理由，除了創造屬於打擊藝術的
文化場域外，另一重要的理由便是希望這個文化場域能創造更多表演機會，
進而帶來更穩定的收入。
2005 年 12 月，十鼓正式進駐仁德糖廠進行十鼓文化村的建設，經過將
近一年的建設，2007 年春天十鼓文化村正式營運。謝十認為應該把閒置空
間的文化資產挖掘並加以利用，提昇文化軟實力，永續經營這塊土地。為讓
這個文化場域能夠自給自足，他希望這個文化場域能夠兼具觀光休閒的功
能，因此結合臺南仁德糖廠的歷史、人文及藝術美學概念，將舊有糖廠空間、
器具、機械、建物加以改造再利用。同時讓臺灣這個島嶼，能夠因鼓術文化
而永恆，從表演藝術推廣出發，並延伸發展生活與生態美學。
藝術進駐成為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推手，鐵道倉庫、廢棄鹽倉、閒置酒廠
糖廠倉房屋舍相繼成為地方藝文活力場域，政府捨棄中央集權，改為分散多
元發展文藝進駐策略是落實臺灣本土化、在地化的重要關鍵（江冠明，
2002）。以藝術進駐改造空間，也帶動地方藝文活力，進而成為國際文藝活
動推手。
十鼓擊樂團成立以打擊樂為主題的文化村，是臺灣第一座由單一表演藝
術團體獨立經營及運作的文化場域與觀光景點。而十鼓擊樂團，也可說是世
界最具有規模及完整的擊鼓文化表演藝術單位，每年都會有來至世界知名擊
樂家，前來十鼓文化村，藝術巡演或文化交流。十鼓每年也應邀至世界各地
演出，是臺灣推動鼓樂藝術的工作單位。十鼓希望將這座文化村建設為臺灣
表演藝術的重鎮，同時打造十鼓雙文化園區(另一園區為高雄十鼓橋頭文創
園區)為觀光亮點，達成文化部落實「一鄉一特色」及推展文化觀光定目劇
的期許，並藉此實現他們傳承並發揚臺灣鼓樂的使命。

二、十鼓文化村園區概況
十鼓文化村位於舊台南縣市交界處，縣市合併後位於台南市仁德區，園
區共有 16 座日據時代所建築之舊倉庫。2005 年由十鼓接手重新規劃，在謝
十先生與國際知名設計師劉國滄先生精心規劃下，在有限的資金，以活化閒
置空間並結合藝術美學的概念，將閒置多年臺灣糖業公司仁德車路墘糖廠，
賦予百年歷史的糖廠風華重現，融入十鼓獨創之臺灣特色鼓樂，化身為亞洲
第一座鼓樂主題國際藝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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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除保留過去糖業歷史原貌與展現十鼓特色等設施外，亦有園區導
覽服務，提供參觀遊客有系統的進行參觀，透過導覽人員的仔細介紹，更能
了解十鼓文化村園區內的精髓，並將園區內的各項藝術及美學完整呈現，讓
遊客體會到十鼓文化村創造出的歷史、藝術、生活與生態美學。更重要的十
鼓文化村內之十鼓擊樂團積極地與國際接軌，深獲國際藝壇高度重視，不斷
獲邀參加國際重要藝術節表演，揚名海外成為臺灣之光，十鼓文化村也躍身
為國際知名藝術村。表 5 為園區內主要設施（十鼓文化村網站），園區廢棄
的閒置空間經由改造及再利用，創造出新的價值。
表5

十鼓文化村園區設施

十鼓簡介館

擊鼓體驗教室

鼓博館

十鼓蔬苑

紀念品館

仁德糖廠煙囪

親子草原

水槽劇場

生態池步道
（生態池原為蔗渣
處理槽）

森呼吸步道

十鼓祈福館

室內中型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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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主題館

天井紅屋（日據時期建物）

鼓之眼（水舞廣場）

榕池（為日據時期貯水
池）

大水槽秘境
（原二號冷卻池）

蔗香碳烤區
（原靈芝養殖場）

夢糖蜜道

十鼓居會館

靈芝乾燥室

糖蜜槽以磚造構成為日據時期建築，不同於後期之鐵製糖蜜槽。牆面為斜向立
面，柱體有尺刻標示為其特色。建築體一半在地底下，一半在地底上為貯存糖
蜜恆溫設計而成。糖蜜為製糖流程之液態成品，因能製成工業酒精，在二戰時
期為美軍轟炸日軍之重要標地，因此很多防空洞座落在臺糖廠區中。

資料來源：十鼓文化村網站，照片為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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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鼓閒置空間改造結合藝術美學之探討
十鼓文化村將閒置空間改造後結合各種藝術美學概念，包括：生態美
學、環境美學、藝術美學、表演美學等皆融入於文化村內，園區內包括食、
衣、住、行、育、樂六感體驗，跳脫傳統園區單一經營的面向，更增加不同
創意元素及多元活動，滿足遊客新鮮感，同時提升傳統「鼓」的地位，並改
變國人對傳統鼓藝的刻板印象，引發觀光熱潮，提升地方產業特色，成為南
臺灣新地標。表 6 為閒置空間改造前後對造圖；表 7 為園區內各種裝置藝術
及景觀造景之照片。
表6
改造前

十鼓文化村閒置空間改造前後一覽表
改造後

藝術美學概念
重新整地，鋪設磚道，種
植樹木，綠化環境，結合
景觀元素，重新造景。

大門附近景觀

大門附近景觀
重新改造並種植樹木、重
新粉刷，徹底改變原本荒
蕪的氣息，依稀能見舊有
糖廠斑駁的歷史，結合藝

舊大門

新大門

術家荒蕪創作氣息。
鋪設步道並加入景觀藝
術，依稀可見原有鐵軌。

糖廠內之鐵道

園區內之參觀步道
保留舊糖廠警衛亭的外
觀，改造成收票亭，就如
同過去進入糖廠時必須
經過的第一道關卡。

舊警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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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煙囪下無任何景
觀，現加入了各項景觀藝
術供遊客觀賞。

糖廠煙囪附近景觀

改造後之景色
荒廢的槽體改造成為蓮
花池，並飼養觀賞魚種形
成小型生態鏈，結合生態
美學概念。

蔗渣處理槽

蓮花池
廢棄倉庫改造，外部加入
各項景觀元素，內部則改
造成小劇場場館。

小劇場外

小劇場外
雜草重生的地點加以整
地後，利用廢棄不用的木
板做成椅子。

小劇場前旁

小劇場旁景觀
原廢棄不用的倉庫，改造
成一間別具獨特風格的
化妝室，化妝室內部滿各
種裝置藝術。

廢棄倉庫

化妝室
原廢水處理槽腹地改造
成為親子草原，利用原有
的廢水輸送管路設計成
為親子遊樂場地，且植草

廢水處理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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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處理槽改造成蓮花
池後，於蓮花池周圍鋪設
鐵軌，增加糖廠文化之意
象。
廢水處理槽

蓮池火車
原是一座大型的冷卻
槽，是用來將工廠熱水冷
卻排放使用。保有廢棄冷
卻槽原有景觀，改造成一
座戶外的表演劇場，長長

大型冷卻槽

水槽劇場

的排水導管是傳聲筒，座
位是紅磚頭砌成的。
廢棄原料作業區改造後
加入各種大小的鼓，每個
鼓都象徵各種意義。鼓～
自千年來就是一個祈求
平安的法器，台南是台灣

原料作業區

祈福館

歷史文化的開端，藉由在
地豐厚歷史文化源，塑造
台南成為「擊鼓祈福」聖
地。
廢棄不用的砂糖倉庫改
造成供表演的中劇場，遊
客觀賞仍可感受到該場
地建築的原有歷史。

中劇場

中劇場
廢棄不用的倉庫及五分
車改造成供飲食的十鼓
蔬苑，結合歷史、藝術造
景、美學概念，成了特有

廢棄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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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之肥料倉庫，結合燈
光佈景後，成為表演舞
台。

肥料倉庫

室內表演劇場
雜草叢生不用的地方經
整地後成為一大片遼闊
的草原。

廣大的廢棄地

南大草原
原本進入困難的野林經
改造後成為遊客漫步的
走廊，並保存糖廠舊有景
觀，為一條名副其實的藝

雜草叢生的野林

藝文走廊

文走廊。
將藝術元素加入舊有倉
庫隧道景觀中，呈現出不
同以往的視覺衝擊。

舊的糖廠倉庫隧道

建設後隧道
原廢棄不用之倉庫，裝修
改造後每個倉庫皆有其
代表的意涵，如鐘磬館。
現鐘磬館於十鼓園區內

廢棄倉庫

鐘磬館

整修中。
原是仁糖靈芝養殖場，現
改造為蔗香碳烤空間。全
區共 28 座爐灶，中間之
網構及建築為靈芝養殖

戶外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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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為仁德糖廠內砂糖倉
庫間的秘道。因是通往糖
蜜槽必經步道，故命名為
夢糖蜜道。秘道內有血桐
自然原生於其中，恰巧與
倉庫間的秘道

夢糖蜜道

秘道相形為一線天之生
命奇景。終景端點有機房
為秘道徒增歲月時空。
廢棄不用的倉庫改造成
十鼓文化村簡介管，簡介
館外之景觀亦重新整理
改造。

廢棄的倉庫

十鼓簡介館

資料來源：改造前照片由十鼓文化村提供，改造後為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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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十鼓園區內裝置藝術及園藝造景藝術美學概念說明表

園區內藝術美學造景照片

照片說明
入口＜守護百年糖廠＞告示牌
說明：運用巧思建設守護告示牌，上面訴說著為了
後代子孫及這社區百年的記憶，讓荒廢的糖廠不用
被拆除，不用成為汙染的工業區，讓我們共同以藝
術的種子來護溪護生態護百年糖廠，希望這故事能
永遠流傳。
星光音樂廣場
說明：於糖廠荒蕪的一角建置簡易舞台，舞台的設
計結合裝置藝術概念，於星光下欣賞著鼓樂藝術，
聆聽著鼓樂為百年糖廠細訴著興衰故事。

入口意象
說明：運用一些廢棄不用的鼓器，推疊造景而成裝
置藝術，一入園區即可看到此意象，一如廢棄糖廠
經改造後亦能創造出不同感受的藝術場域。

蝴蝶生態館
說明：結合生態教學的文化園區，充分地表達生態
的美學，介紹蝴蝶如何從毛毛蟲蛻化成美麗的模
樣，有如暗喻十鼓文化村就如同蝴蝶生態一般，逐
漸進化成藝術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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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路線之裝置藝術
說明：參觀路線上佈置不同的裝置藝術，讓入園民
眾有如置身藝術展示館的參觀感受。各項的裝置藝
術都是園區工作人員運用巧思結合各項藝術或生
態美學建置而成。
隨處可見之園藝景觀燈
說明：此一園藝景觀燈於園區內隨處可見，充分顯
見出十鼓團隊對此廢棄糖廠空間再利用導入各項
藝術理念的重視，提升園區內藝術價值。

參觀路線之裝置藝術
說明：參觀路線上佈置不同的裝置藝術，讓入園民
眾有如置身藝術展示館的參觀感受。此一裝置藝術
利用漂流木及廢棄鼓器、燈飾來呈現十鼓團員擊鼓
時之姿態。
化妝室內之裝置藝術
說明：運用各種裝置藝術改造廢棄倉庫而成的化妝
室，讓身在其中方便的參訪民眾也有如置身藝術殿
堂一般的感受。

電影加油！男孩拍攝場景
說明：電影「加油！男孩！」以廠區為主要時空背
景，荒廢多年的製糖機器將重新啟動入鏡，希望透
過珍貴的畫面，喚起各界對歷史文化的重視與保存
文化資產的急迫性。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三期

21

現代桃花源學刊 民 102 年 12 月 第三期 頁 1-26

小劇場外之景觀造景
說明：廢棄的造型鼓經巧思製成一對鼓造型的公
仔，一大一小置於由漂流木製成的長椅上，有種情
侶般的感覺，研究者認為這是另類藝術意象的呈
現，端看參訪民眾如何細味品嘗這意象。
仿臺灣地圖景觀造景
說明：利用園藝造景拼湊出一張臺灣的地圖，利用
植栽的方式來加以呈現臺灣地形風貌，以大地為繪
本，運用巧思將園藝景觀繪製成圖畫，充分展現出
藝術氣息。

煙囪下的景觀
說明：煙囪為糖廠重要的地標，也為參觀民眾必看
的景點，於煙囪下佈置平安鐘及意象告示牌的裝置
藝術，為敲了平安鐘的民眾祈福，餘音繞煙囪，就
如同祈福聲浪一波接著一波。
櫥窗藝術
說明：參觀路線上有多處廢棄倉庫改造的櫥窗，加
以裝飾而成櫥窗藝術，讓參訪民眾有如置身藝術展
覽館一般的感受。

景觀裝置藝術
說明：擊鼓意象的裝置藝術於園區內也到處可見，
園區用心的將環境改造成充滿藝術氣息的文化場
域，將十鼓文化村的精神充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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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造型之園藝景觀
說明：廢棄的鼓器經巧思製成園藝景觀的盆器，用
另類的廢棄物再利用來呈現藝術意象，讓藝術氣息
充滿整個園區。

資料來源：照片為研究者於十鼓文化村內拍攝。

肆、結論
空間是具有歷史與生命的，閱讀歷史建築不僅是分析建築本身的特色或
形式上的美學，還能從這些老空間閱讀到前人的經驗。因此十鼓創辦人以糖
廠舊有空間為基礎，運用巧思將空間再造，結合生活讓它活化，即歐美稱之
為「整合性保存」
，日本稱之為「活的保存」
（夏鑄九，1998；劉銓芝，2004），
兼具建築再利用中史實性與現代功能性。
十鼓文化村之所以成功的原因除活化廢棄的空間仁德糖廠外，更利用不
同的方式包裝傳統鼓藝，使傳統鼓藝以創新的方式呈現於觀眾眼前，如：台
南十鼓仁糖文創園區-雙旋轉舞台、高雄十鼓橋糖文創園區-水舞台等。經過
多年的努力，十鼓文化村創造展現鼓樂表演、鼓樂教學、表演規劃、休閒產
業等價值，透過樂曲創作與表演方式的重新發想，與不同專業領域的合作、
行銷包裝、與生態、空間美學藝術的結合等方式，提供遊客更多樣的體感活
動，讓原本單純的藝術活動可以產生不同的樣貌呈現。同時藉由舉辦十鼓節
邀約國外團體同臺演出、推展文化觀光定目劇、發展影視產業等，創造其多
元價值，達到永續經營。
臺南仁德糖廠十鼓文化村不只是一個文創園區，更跳脫單一經營的面
向，增加了經濟效益，提升傳統鼓的地位，並改變國人對傳統鼓藝的刻板印
象。在經營團隊努力下，又打造「十鼓橋糖文創園區」，將閒置空間結合藝
術美學概念再利用，成為南臺灣文創產業新地標。並可搭配社區總體營造，
將十鼓文化村、虎山國小、虎山森林步道、保安車站、舊文賢派出所、車路
墘教會、都會公園、台南都會博物館園區奇美館，甚至結合臺南府城古蹟，
成為南臺灣文化休閒之都，同時提升地方產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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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背後，十鼓文化村仍須面對現實的問題。仁德糖廠雖為公有閒置
空間，但與負責人為租賃關係並採民營自負盈虧的方式經營，租約一期為十
年，租金費用不低，對十鼓文化村經營團隊而言是一個承重的負擔，且在租
約到期後能否繼續承租得視仁德糖廠的意願，並無保障。在資金部分，十鼓
文化村是以「自營」方式經營，門票是收入主要來源，雖向公部門申請經費
或是有贊助廠商，資金方面仍顯不足，經營團隊需要再努力尋求更多資金來
源管道。

伍、建議
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最大隱憂是投入相當多資源後，卻再二度閒置，因此
如何讓空間再利用之後，發揮最大效益並能永續經營，成為重要課題。十鼓
文化村現今面臨的最大難題即永續經營與財務控制，創辦人雖致力於永續經
營，但因仁德糖廠屬租用地，經營中隱藏著危機，而財務控制也是十鼓文化
村營運管理的弱點，畢竟表演藝術產業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有穩定的財
源。公部門應以公共利益為前提，介入並尋找替代政策，包括現行制度與法
令的突破，如建築法與消防法；租地的租期、租金與修繕的協助及補助等，
十鼓文化村才能有保存及永續使用的契機，藉以帶動台灣城鄉文化及觀光發
展，並將台灣的鼓樂藝術推向國際舞台。
同時經營團隊更應加入風險管理，目前十鼓各項建設及藝文空間持續進
行中，經營團隊又開發高雄橋頭糖廠十鼓文創園區、積極發展影視產業，雖
為十鼓創造知名度，提升文化價值，但代價就是龐大資金的付出。因此，資
金籌措能力及財務管理是經營團隊首應重視的問題，不僅應將資源妥善分配
與安排，避免過度投資，更應以企業經營理念進行營運，有效分配資源，提
升整體績效，避免造成資金周轉不靈。
閒置空間再利用是人文城鄉環境的塑造，如何凸顯地方城鄉的特色與氣
質成為地方競爭最重要的考量，人文性的城鄉環境塑造則成為展現城市魅力
與競爭力最重要的手段。十鼓文化村改造閒置空間融合美學及藝術創作的演
出，藉由感官體驗，引領參訪民眾深入其中，體驗、感受、碰觸及品味園區
內每個驚喜。若只討論閒置空間活化，不考慮其他因素，十鼓文化村結合表
演藝術及空間美學概念，在國內閒置空間再利用方面成果是相當豐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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