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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地方發展過程中，為滿足決策者與居民之需求，並創造具有地方價值

與認同的環境及發展方式，可以當地居民之地方認知與期望，作為未來

發展之依據。 本研究於朝山與海山地區，以居民繪製認知地圖及訪談為

方法，調查其地方認知與期望，再依「1.日常生活與休閒場所」、「2.路

徑與道路」、「3.地方活動與聚會場所」、「4.特殊地景與機構」四類，



分析、整理於居民地方認知中，較為重要或深刻的場所與元素，居民與

場所之關聯，與對未來發展之期望，以此檢討當地未來觀光發展計劃，

並提出建議。 透過繪製認知地圖與訪談之方法進行調查，能夠得知居民

範圍性的、長期的使用習慣與強度，特性與關聯，甚至是評價；而超出

研究者預期之資訊，亦同樣能夠獲得。於研究歸納出香山天后宮、朝山

國小、富禮國中、那魯灣街、土地公廟等為當地最重要的生活場所；並

發現海山地區所缺乏的場所為社區活動及日常休閒場所。 今市府計劃以

全國性為目標的休閒觀光發展方向，與當地居民之生活屬性及場所使用

與需求並不相符；且對於認為「以地方人文與生態推展觀光」、「藉由

觀光帶動地方基礎建設」與「仍希望注重於生活環境與品質」等較多數

的發展觀點而言，不符合期待。朝山與海山地區未來發展的方式，應以

實地參訪體驗當地農、漁村生活文化與產業，發展人文與生態之旅遊；

並減低對文化、地景、生活、產業與生態等現況之衝擊與改變，同時以

居民最初「活化地方機能」、「提升居住環境品質」的期望為目標，協

助營造社區環境，建立居民對地方的認同。  

摘要

(英) 

In the course of local development, to fulfill the demand of Policy-maker and the 

residents and create a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mode with local value and 

identification, the cognition and expectation of local resident can be a basi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o learn about the local identification and expectation, this 

case study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gnitive map and interview and applies 

it in Chao-shan and Hai-shan in Hsinchu. The four items are bring up for subject 

analyze：1. daily life and leisure place, 2. path and corridor, 3. local activities and 

facility to get together, 4. special landscape and facilities. Base on the four items to 

find out the elements of an important place、the relationships of residents and 

facilities、the expect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and review the future projects 

of public policy. By making cognitive map and interview to understanding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towards their living space,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Xiang- shan Mazu Temple、Chao-shan Elementary School、Fu-li 

Junior High School、That Lu Wan Street、Tu Di Gong Templ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and Hai-shan needs a place for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leisure 

time. The government projects intend to development a leisure tourism plan, it is 

against the attribute of local life mode and usage and requirement of place；

Moreover, there are three issues brought up for the project:「promoting the 

tourism by local context and ecology」、「to push forward the local 

Infrastructure by tourism」and 「considering the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but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items are not conformed with the 

expectation, it suggest the better way should be more stress the experiment of local 

agriculture and fishing village lifestyle, and reduce the impact and chance of 

Present situation, and establish the goal of 「arouse local function」、「increase 

the quality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to assist building a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build up a identification of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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