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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主要探討在快速都市發展下，地方宗教空間轉化對個人與集體記憶

之影響，並嘗試說明現今社會中，廟埕空間轉變的文化意涵。藉由比較新

莊地藏庵廟埕與新莊公園改建前後的使用狀況，本研究試圖來發掘居民集

體記憶與地方感的建構與轉化。研究結果顯示：決策者在相當程度上能夠

決定空間的使用性，並選擇性地形塑集體記憶，以建構「正當性認同」。

然而，這個舉動反而強化了居民社區集體記憶，並逐漸出現「抵抗性認

同」的建構，而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社區意識的形成。雖然社區的回應仍不

足以發展「計畫性認同」，但是至少為未來開啟了對話空間，並鬆動了決

策者與使用者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摘

要

(英) 

The study explores how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religious places influence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It also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definition and tendency behind the transform of 

temple squar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y understanding users responses to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injhunag Park,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ense of places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conclus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policy makers not only decided the function of the park and temple square 

but also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for users. However, changing of space could 

reinforce local collective memories based on personal memories. In this case, while 

the responses of the community did not suggest the rising of any alternative local 

identity, it did open up a dialogue space between policy makers and local residents, 

which might be a first step toward community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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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縣城鄉發展局

http://www.planning.tpc.gov.tw/web/Home?command=display&page=flash 新莊文

史工作會 http://home.educities.edu.tw/hcchorg/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hk/Wikipedia/ 新莊報導

http://bigboat.typepad.com/hcnews/ 98 年度中港大排社區規劃師

http://community98.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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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3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0/11/11 

轉

檔

日

期 

2010/11/23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5826043 2010.11.11 15:32 111.83.109.191 new 01 495826043 2010.11.11 15:32 

111.83.109.191 new 02 495826043 2010.11.11 15:41 111.83.109.191 new 03 

495826043 2010.11.11 15:49 111.83.109.191 new 04 495826043 2010.11.11 15:51 

111.83.109.191 new 05 495826043 2010.11.11 15:58 111.83.109.191 new 05 

495826043 2010.11.11 15:59 111.83.109.191 new 06 495826043 2010.11.11 16:00 

111.83.109.191 new 07 030540 2010.11.23 9:11 140.136.208.75 new 01 

異

動

記

錄 

C 495826043 Y2010.M11.D11 14:29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5:29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5:31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6:02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48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49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50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50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51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51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54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55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57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1 17:57 111.83.109.1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5 14:55 

111.83.7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5 14:55 111.83.79.1 M 495826043 

Y2010.M11.D18 14:01 111.82.25.170 M 495826043 Y2010.M11.D18 14:03 

111.82.25.170 M 030540 Y2010.M11.D18 14:13 140.136.208.42 M 030540 

Y2010.M11.D18 14:13 140.136.208.42 M laar2391 Y2010.M11.D18 14:15 

111.82.25.170 M laar2391 Y2010.M11.D18 14:22 140.136.125.4 M laar2391 

Y2010.M11.D18 14:22 140.136.125.4 M 495826043 Y2010.M11.D19 12:58 

111.83.89.12 M 495826043 Y2010.M11.D19 12:58 111.83.89.12 M 495826043 



Y2010.M11.D19 12:59 111.83.89.12 M 495826043 Y2010.M11.D19 13:00 

111.83.89.12 M 030540 Y2010.M11.D23 8:59 140.136.208.42 M 030540 

Y2010.M11.D23 9:12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0.M11.D23 9:12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0.M11.D23 9:20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0.M11.D23 9:20 140.136.208.75 I 030540 Y2010.M11.D23 9:22 

140.136.20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