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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趣老街～新化老街踏查與推廣方案試作 

摘要 

新化老街可以說是全臺仿西式建築當中，保留最完整的，但是與其他老街

比較起來，遊客量卻差很多。因此我們決定研究遊客對新化老街的看法。我們

採用實際踏查、遊客問卷調查與訪問新化區相關人士和居民。研究結果發現，（一）

多數遊客都喜歡新化老街，對新化老街的建築特色較感興趣；（二）遊客都因「朋

友介紹」與「網路資訊」而來。（三）遊客最了解新化老街的「特產小吃」的部

分；（四）多數遊客認為，有必要推廣新化老街，而推廣新化老街最佳的方法是

透過臉書。 

 

 

 

 

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去年過年，我們和家人一起去逛全臺南市唯一一個跟古蹟結合所舉辦的年

貨大街─新化老街，我們沉浸在古色古香的仿西式建築裡。今年過年，我們又

再度造訪，發現遊客變少了。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大家不來這個歷史悠久的

老街呢？難道是新化老街很無趣嗎？我想知道遊客對新化老街的看法，以及發

掘新化老街的吸引力，於是我們展開一連串的調查。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新化老街的歷史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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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民眾對新化老街特色的看法。 

（三）探討在地居民對新化老街的看法。 

（四）推廣新化老街的在地文化。 

 

貳、文獻探討 

一、什麼是老街？ 

一般來說，是大陸移民來台開墾，所造成的人口聚集處，其中不乏是日治

時期因產業而興起的城鎮，時間大約是從末到民初時期（黃沼元，2002），有文

獻、遺跡等可供查證（張溪南，2000）。早期渡海來台的居民來台開墾，隨著居

民人數增加，開墾範圍也愈來愈大。 

老街的成因大致分為四種：1.傳統市集；2.港口市街；3.內陸市鎮；4.便利

形成商業地方造街。新化老街屬於內陸市鎮，因地處山地和平原的交界出入口，

交通重鎮（黃沼元，2002）。 

巴洛克式建築起源於 17 世紀的義大利，有華麗、誇張的雕刻風氣，注重光

彩、光影和雕塑性。建築典型的重要特徵。 

日據時期的老街有明治時期的特徵是橢圓形、橄欖形和幾何圖形，規則的

波浪曲線和反曲線是巴洛克藝術的木造街屋、大正時期的仿巴洛克建築和紅磚

洋樓、昭和時期的現代主義建築。新化老街屬於大正時期的仿巴洛克建築的建

築（沈文台，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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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化老街的歷史 

新化的舊地名是「大目降」，是西拉雅平埔族所稱，意思是「山林之地」（黃

沼元，2015）。荷蘭治理台灣，由於新化位於鹽水溪流域，因此建「洋仔港」，

跟平埔族人交易商品（張溪南，2007）。明鄭時期，設立「感化里」，意思是感

化、歸順的番社（沈文台，2002；張溪南，2007）。日治時期大正九年（1920年）

設立新化郡，這就是「新化」的由來（黃沼元，2015）。 

新化老街的位於現今的中正路上，中的由正路和中山路交會的路口，就是

過去所稱的「三角湧」，是過去山區集貨站（張溪南，2007；黃沼元，2015）。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 

我們於 2016 年 11 月確定研究方向與研究對象後，開始蒐集相關文獻，並

藉由下列方式蒐集研究資料： 

（一）實地踏查：為了更實際瞭解新化老街，本組於 2016 年 12 月實地走

訪新化老街攝影和記錄，並徵詢社區公務單位和願意受訪之業者訪談的同意。 

（二）問卷調查：於 2017 年 2 月 25、26 日於新化老街對遊客隨機發放問

卷與回收，用 Excel 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結果作為推廣方案的設計參考。 

（三）訪問調查：2017年3月間，訪問社區公務單位兼在地居民林先生（P1）、

社區公務單位鄭先生（P2）、文創兼在地居民鄭先生（P3）、中藥房間在地居

民林先生（P4），並於訪談後打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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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3-1 是我們的研究流程圖： 

 

三、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製：問卷內容依據研究目的分成「基本資料」、「對新化老街的

認識」、「對新化老街的看法」三部分。問卷如附件一。 

（二）計分方法：本問卷共 19 題，15 題單選，4 題複選，漏答或將單選題寫

成複選，視為無效問卷。 

 

肆、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全數問卷 199 份，有效問卷 185 份，無效問卷 13 份，

回收率 99%。 

（一） 基本資料： 

1.性別：男生 70 人，女生 1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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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分別：13～20歲 24人，21～30歲 42人，31～40歲 54人， 41～50

歲 46人，51歲以上 19人。 

3.居住地：新化區 13人，非新化區 172人。 

4.職業：學生 35人，服務業 56人，農林漁牧業 1人，工業 27人，軍公教

11人，待業中 5人，其他 50人。 

5.新化老街的訊息來源：宣傳單 5人，網路資訊 73人，朋友介紹 73人，

電視 3人，其他 31人。 

（二）對新化老街特色的認識 

1.您對新化老街的第一印象是？  

研究發現，多數人認為新化老街古色古香（49%），其次是很多攤販和

小吃（31%）。各年齡層中，31~40 歲對於攤販和小吃的印象較其他年齡層

少（23%），且擺設凌亂比其他年齡層略高（5%），可發現 31~40 歲不認為

此地有很多攤販小吃，反而覺得擺設較凌亂。41～50 歲較其他年齡層覺得

商品較貴（4%），推測原因是經歷過臺灣物價較低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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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最了解新化老街的資訊是哪一方面？ 

研究發現，多數人最了解新化老街的特產小吃（38%），其次是建築特徵

（31%）。各年齡層中，13~20 歲遠較其他年齡層了解特產小吃（60%）；51 歲

以上的遊客較其他年齡層了解建築特徵（38%）。歷史方面，41～50 歲以上遠

較其他年齡層高（26%）。顯示 41～50 歲的遊客對歷史方面了解較多，13~20

歲的遊客對美食較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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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會想進一步了解新化老街嗎？ 

研究發現，多數人都想進一步了解老街（92%），13~20歲較其他年齡層不

想了解老街稍多（13%），推測此年齡層較不想更深入了解新化老街。   

 

 

 

 

4.若您想進一步了解新化老街，您想了解新化老街的哪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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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遊客想了解新化老街的建築特色（31%），其次是歷史（27%）。21～

30 歲較其他年齡層不想了解歷史方面（16%）；13～20 歲則較其他年齡層更想

了解名產方面（13%）。可見 21～30 歲對歷史方面較沒興趣。 

 

 

 

（三）對新化老街的看法   

1. 您喜歡新化老街嗎？ 

多數遊客都喜歡新化老街（93%），51 歲以上較其他年齡層更喜歡新化老

街（100%）。可發現年齡較高者，較喜歡新化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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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認為新化老街哪裡最吸引您？ 

多數遊客覺得新化老街的老街建築最吸引人（83%）。 

 

 

 

3. 新化老街所舉辦的活動吸引您嗎？  

較多數遊客覺得新化老街所辦的活動有吸引力（60%），但 21～30 歲與

其他年齡層比較，對新化老街較沒感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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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您來過新化老街幾次？ 

受訪者中，多數為第一次來新化老街（49%），其次是來過4次以上（30%）。

21～30 歲與其他年齡層相較，較多數為第一次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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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曾經或過去較常利用何時逛新化老街？ 

多數遊客來新化老街為周休二日或不一定的時間，各為 41%、40%，各

年齡層中，利用周休二日的比例以 21～30 歲最多（61%）；不一定的時間則是

以 13~20 歲較高（62%）；寒暑假的時間也是 13~20 歲較其他年齡層高（8%）。

推測 13~20 歲應為學生時期，利用寒暑假期間遊玩，而 21～30 歲平日在上班，

利用周休二日進行小旅行。 

 

 

 

6.您為什麼想來新化老街這個地方？ 

多數遊客是路過而隨便逛新化老街（34%），其次是朋友介紹（32%），各

年齡層中，13~20 歲以朋友介紹的比例最高，佔 46%。推測應為青少年時期的

同儕關係緊密，因此會經由朋友介紹而來。而 51 歲以上遊客則較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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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對老街有興趣（53%），推測此年齡層本身對新化老街有較高的興趣。 

 

 

 

7.您是否還會再來逛新化老街？ 

多數遊客均表示有再來逛新化老街的意願（75%），21～30 歲的遊客回答

不一定的比例比其他年齡層多（36%），而 51 歲以上的遊客較其他年齡層更加

有意願再次逛新化老街（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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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是否會把新化老街介紹給你的親朋好友？ 

多數遊客都願意把新化老街介紹給親朋好友（91%），尤其是 51 歲以上者

更願意（100%）。推測 51 歲以上者較希望藉由介紹給親朋好友，一同去逛。 

 

 

 

9.您覺得新化老街有必要推廣給更多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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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遊客都覺得有必要把新化老街推廣給更多人（97%），尤其是 51 歲

以上和 13～20 歲者更覺得有必要（100%）。 

 

 

 

10.您認為推廣新化老街的最佳辦法是什麼？(選出最重要的前 3 名) 

多數人認為推廣新化老街的最佳辦法依序是「成立新化老街文化專屬

網頁/臉書」（18%）、文創商品（15%）、特色食品（13%），最少的是宣傳單

（1%）。我們推測是宣傳單較容易被民眾忽略。各年齡層中，31～40 歲較其

他年齡層認為「成立新化老街文化專屬網頁/臉書」最為重要（22%），51 歲

以上者較其他年齡層更認同「當地居民有新化老街的歷史知識，可協助解答

遊客疑問」（12%）與「專業導覽員帶領」（9%）的重要性，且最不認同「政

府舉辦活動、闖關（2%）」、「成立解說志工隊」的方式（0%）。13～20 歲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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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其他年齡層認同「電視、廣播」的方式（15%），不認同「專業導覽員帶領」

（1%）和「成立解說志工隊」的方式（0%）。推測 51 歲以上者有較經濟能

力，且喜歡聆聽專業導覽者並和他們互動；13～20 歲者則最常接觸、最經濟

便捷的媒體就是電視、廣播，他們也較有自己的想法，不想被限制住。 

 

 

 

二、統計資料分析比較 

（一） 我們進一步分析統計資料發現，第一次來新化老街的遊客，多數對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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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完全不瞭解（30%），且多數因為朋友介紹而來訪的（41%）。由此得知，

他們透過朋友介紹而初次來訪，想進一步瞭解新化。 

（二） 對老街感興趣的遊客，以 2～3 次來新化老街的遊客居多（44%），推論

這些遊客已發掘新化老街對自己有吸引之處。 

三、訪問調查結果（訪問實況如圖 4-12，逐字稿如附件四） 

（一）新化老街建築物樣貌大致沒變，但街道拓寬，統一招牌樣式，許多舊的

店家停業。 

樣貌都一樣，只有做生意的人不一樣，以前老街有兩三間米店，現在

只剩一間。之前的舊醫院，現在幾乎都已經停止營業。(P1） 

許多洋樓都被拆了，68年又拓寬道路......現在招牌統一。(P2） 

落差並不大。(P3） 

以前是泥土和碎石路  現在是柏油路......沒什麼改變。(P4） 

（二）社區單位認為政府有幫助新化老街建設，如維修房屋；辦年貨大街，吸

引媒體；但住在新化老街上的人卻不完全認同，並各自的建議和想法。 

沒建設什麼，之前說要把舊屋都拆掉做停車場,市長換以後,就說不要, 

還做了幾隻水牛站在那邊...。(P1） 

政府有幫老街建築拉皮和統一招牌…(P2） 

當時政府有在新化做過一些活動，也有一些公益性的活動，但一個活

動沒做好就又推出新活動。（P3） 

房屋維修，加蓋馬路。（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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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新化老街經濟活動不符合大家的預期，建議各有不同，但都希望大

家一起合作，發展老街特色。 

不符合，希望可以讓每個社區都一起到新化老街辦活動，也可以把公

家的道路租給商家擺攤…帶動經濟發展。(P1） 

有一點退步，但保留最完整的日治時期的建築物……從另一個角度看，

保留了最重要的東西。（P2） 

以前在新化的人會覺得我把自己顧好就好，不想管社區的活動，因此

在社區發展上有一些阻礙…我們是希望把新化老街推出去，讓更多人知道新

化，而不是只把商品推出去而已。（P3） 

有落差（P4）                                                                                                                                                                                      

（四）對於增加新化老街遊客的方式，大家各有建議。行政方面要加強管理與

遊客便利性；其他方式則是透過與老建築與產業結合，發展新商品。 

要熱鬧就要有停車場…停車場才是最重要的…蘇家古厝已有 180年，

可以擺個攤子或插個牌子,才會有遊客…政府之前有說要把蘇家古厝重建，

但都只有表面,內部還是要住家自己建…武德殿旁邊的廁所也沒人清掃,都

是靠我們社區的志工幫忙。（P1） 

上午做菜市場的生意，如果下午要轉型觀光景點，就要符合遊客的期

待…我覺得欠缺整潔，店家要對騎樓的管理…讓遊客覺得我是來到觀光景

點，不是來到菜市場…也可以在假日變成徒步區。（P2） 

可以藉由廟宇活動、文獻，串起記憶回想，讓別人覺得來新化不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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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可以把季節限定的名產竹筍，做一個長效性的食品，也可以把新化

的代表物蟋蟀卡通化。（P3） 

要看地方公所有沒有機會，可能要拷貝其他縣市有單車（P4）  

（五）建議政府可推廣的活動方面，有部分共同想法，如：老照片、在地特色

市集；在結合老街歷史與建築的方式，各有不同的建議，如：導覽志工、地

圖，老建築照片展示，文創商品。 

在老街的商店裡放上老照片…建議蓋一個多功能的停車場，可以在辦

活動的時候比較方便…把各個社區的特色結合起來，這樣對社區和老街都

幫助，也可以封街，讓大家走走看看。（P1）                                                                                         

過去就已經有年貨大街了，楊逵館三月也會有春風音樂會，十月還有

館慶路跑，可以先從市集活動開始推。在武德殿和楊逵文學館都有志工，

也會製作導覽手冊以及導覽地圖，希望以後店家都可當導覽員，組成業者

的聯盟，希望以後可從外圍帶動。（P2） 

融入新創商品、文創融入食品及商品、將建築物變成貼紙。過手機宣

傳，文宣廣告，透過網路把自己去過的地方分享出來，讓很多人知道原來

新化有這個地方，可以做一個 Q 版人物，讓大家覺得我來到新化就是有這

個象徵性，也可以把新化名產做成卡通化人物，讓人覺得這是否新化的商

品…政府可以辦蟋蟀路跑、地瓜藝文活動，讓店家推出一項地瓜特色料理、

讓業者發揮創意將地瓜融入商品中…。（P3） 

把楊逵館跟老街做結合…收集老照片活動。（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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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當地居民認為新化老街是家鄉，但以行政單位來說，認為所帶來的意義

是無法取代的特色建築。 

我已經在老街住了 40 幾年,可以說是新化的原住民。(P1) 

是全台南市最完整的仿西方的日式建築，所以是無法取代的。（P2） 

是我的故鄉，介紹給更多喜歡台南的人。（P3） 

老房子可以留給以後的人看。（P4） 

 

 

四、推廣方案設計    

（一）設計想法開始： 

問卷統計之後，我們發現多數受訪者較希望透過臉書宣傳新化老街，但

我們考量部分長輩較不習慣使用 3C 產品上網查資料，也希望遊客們能在更短

時間內瞭解新化老街，所以我們決定要設計與眾不同、有特色且淺顯易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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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地圖（圖 4-13），設計完後，再將導覽地圖上傳至區公所的新化老街臉書

與公開在臉書，期待透過這樣的作法，讓更多人點選和分享。 

（二）新化區導覽地圖摺頁（圖 4-13 或詳見附件二、附件三） 

1.景點路徑圖 

一般的街道地圖或 google 地圖無法顯示當地特色商店或景點，尤其是特色

小吃店家。以下是我們設計的特色景點路徑地圖的內容： 

(1)特色小吃店家的插圖（圖 4-13-1） 

為了使遊客一眼就能看到特色店家，因此我們依照店家的主要販賣的物

品做設計插圖。 

 

 

(2)公車站資訊（圖 4-13-2） 

為了使遊客了解公車站牌的位置以及辨識出停靠新化的公車車種，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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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圖上註明了這些資訊。 

(3)古蹟圖示（圖 4-13-3） 

我們標示了新化市區內的重要景點與古蹟位置，並在背面的資訊簡介中

介紹。 

(4)新化區的吉祥物（圖 4-13-4） 

因為新化區舉辦了充滿地方特色的鬥蟋蟀，因此我們將可愛的蟋蟀列為

旅遊摺頁的主角，讓導覽地圖更有親切感。 

 

(5)公共廁所與 ATM 位置（圖 4-13-5） 

我們設計的導覽地圖考量遊客的需求，標示了公廁和自己設計的 ATM 圖

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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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光資訊簡介 

(1)店家資訊（圖 4-13-6） 

我們彙整了一些特色店家與營業時間、電話與地址在上面，供遊客查詢。 

(2)店家 QR Code（圖 4-13-7） 

如遊客對該店家有興趣，可藉由店家 QR Code 點閱該店家的粉絲專頁。    

(3)公車 QR Code（圖 4-13-8） 

如遊客要查詢更詳細的公車時刻、路線等資訊，可利用公車 QR Code 進

行瞭解。 

 

(4)古蹟廟宇簡介與地址（圖 4-13-9） 

讓遊客初步認識新化有哪些不錯的古蹟景點，若感興趣可再按照上面的

地址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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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旅遊諮詢（圖 4-13-10） 

如果遊客有困難需要協助，可向警察局詢問與求助。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無論是第幾次來新化老街的遊客，都覺得新化老街古色古香。 

（二）多數遊客都喜歡新化老街，對新化老街的建築特色較感興趣。 

（三）大部分遊客都認為有必要推廣新化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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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數遊客認為，推廣新化老街最佳的方法是透過臉書，此結果與「因

朋友介紹而來新化老街」的項目統計結果與「如何得知訊息來新化老街」的統

計結果相呼應，他們都因「朋友介紹」與「網路資訊」而來。 

（五）多數遊客最了解新化老街的「特產小吃」，感興趣的程度也很高。 

（六）無論是遊客或受訪的社區單位、業者，都認為要從新化老街在地特色

發展，才能受到歡迎。 

二、 建議 

（一）由於遊客問卷結果發現，新化老街的古蹟建築是很受重視的部分，因

此建議社區方面努力保持完整性以吸引遊客；未來的研究者可研究如何將新化

古蹟建築融入文創商品。 

（二）遊客問卷結果發現，遊客最了解新化老街的就是特產小吃部分，因此

建議社區或相關單位將新化老街特產小吃的內容設計為導覽地圖或簡介，並加

入臉書宣傳。 

（三）本次問卷的發放數量不太大，主要是因為受到自己的能力範圍限制。

未來有機會從事問卷調查的研究，問卷的數量應該要再多一些，發放時間也應

為一週，或許會發現不同的結果。 

 

陸、心得與感想 

1 號組員：我在這次獨立研究終於知道發問卷的辛苦， 也知道完成一篇研

究報告的難度。原來得了諾貝爾獎的偉人們是把自己的時間貢獻給研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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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遇到瓶頸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偉人們是多麼的辛苦，而我只負責小小的部分。

我期待我們的研究能帶給新化繁榮與遊客。 

2 號組員：這次是我在資優班第一次做獨立研究報告，在做報告的過程中，

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也在訪問的過程，了解一些新化老街以前的事情，我覺得

最難的部分是在分析資料，因為要去想怎麼規畫重點。希望這次的報告，能夠

讓大家知道新化這個地方！ 

3 號組員：我覺得這次的報告對我來說，是一次很棒的經驗，不過過程中也

會遇到一些瓶頸，需要大家一起克服，我覺得最難的部分是訪問居民，因為我

都不認識，有時候還會結巴，不過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就可以克服，完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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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沼元（2015）。台灣老街歷史漫步。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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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wtainan.net/zh-tw/Attractions/ListByTownship#新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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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老街研究問卷調查 

您好： 

     我們是○○國小五年級的學生，目前我們要調查研究民眾對於新化老街的

認識與感受，這沒有標準答案，對於您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填答。請

您將您認為最符合想法的選項，在□內打 V。請注意：白色區塊題目是單選題，

灰色區塊的題目為複選題。感謝您的協助！ 

                                       ○○國小  

                                       學生 ○○○、○○○、○○○ 敬上 

                                       指導老師：○○○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 

  □12歲以下 □13～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3.居住地：□新化區  □非新化區 

4.職業：□學生 □服務業 □農林漁牧業 □工業 □軍公教 □待業中 □其他： 

5.您如何得知訊息要來新化老街? (單選) 

  □宣傳單   □網路資訊   □朋友介紹   □電視   □其他：           

 

二、對新化老街特色的認識 

1.您對新化老街的第一印象是? (可複選) 

  □熱鬧   □古色古香  □很多攤販和小吃   

  □交通不方便 □商品賣的貴 □擺設凌亂   □沒感覺 

2.您最了解新化老街的資訊是哪一方面？(單選) 

  □歷史方面  □特產、小吃  □建築特徵  □完全不瞭解 

3.您會想進一步了解新化老街嗎?  □想   □不想(請跳到「背面」繼續填答) 

4.若您想進一步了解新化老街，您想了解新化老街的哪個部分? (可複選) 

  □歷史  □建築特色   □特色小吃   □名產  □特色店家  

※ 背面尚有題目！請翻面填寫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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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新化老街的看法 

1.您喜歡新化老街嗎? □喜歡  □不喜歡  □沒感覺 

2.您認為新化老街哪裡最吸引您?  □老街建築 □特產 □其他：                 

3.新化老街所舉辦的活動吸引您嗎? □吸引  □不吸引 □沒感覺 

4.請問您來過新化老街幾次？ (單選)    

   □第 1次來(請跳到「第 6 題」填答)   □2~3 次  □4次以上 

5.您曾經或過去較常利用何時逛新化老街？ (單選) 

   □平日 □週休二日  □國定假日  □寒暑假  □不一定 

6.您為什麼想來新化老街這個地方？(單選) 

   □朋友介紹  □對老街有興趣  □路過，順便逛  □其他：       

7.您是否還會再來逛新化老街？(單選) 

   □會  □不會  □不一定 

8.您是否會把新化老街介紹給你的親朋好友? (單選) 

   □會  □不會  □不一定 

9.您覺得新化老街有必要推廣給更多人嗎？(單選) 

   □有  □沒有 

10.您認為推廣新化老街的最佳辦法是什麼？(選出最重要的前 3 名) 

   □ 把新化老街特色輸入為 QR Code 條碼，供遊客點閱。 

   □ 透過電視/廣播媒體宣傳 

   □ 成立新化老街文化專屬網頁/臉書    

   □ 當地居民有新化老街的歷史知識，可協助解答遊客疑問。  

   □ 成立新化老街的線上遊戲，挑戰成功者能獲得老街店家的優惠。 

   □ 文創商品 

   □ 特色食品 

   □ 宣傳單 

   □ 導覽地圖 

   □ 政府舉辦活動、闖關。 

   □ 成立解說志工隊   

 □ 專業導覽員帶領 

感謝您的協助！  請您填完之後，檢查是否每一題都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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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區導覽地圖摺頁縮圖(景點路徑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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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區導覽地圖摺頁縮圖(觀光資訊簡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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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社區公務單位（P1、P2）與業者（P3、P4）題目與回答紀錄 

1.請問新化老街以前的樣貌和現在有些什麼樣的改變? 

P1：「樣貌都一樣，只有做生意的人不一樣，以前老街有兩三間米店，現在只

剩一間。之前的舊醫院，現在幾乎都已經停止營業。」                                                                                             

P2：「街道改正，許多洋樓都被拆了，後來 68年又拓寬道路，現在招牌統一。」 

P3：「我覺得落差並不大，只是差在怎麼樣去把技術產業做改變。」 

P4：「以前是泥土和碎石路，現在是柏油路，沒什麼改變。門前有放沙包因為

軍事用途，在門旁邊挖洞裝水。」 

2.政府之前有為新化老街建設了那些事物，對發展、推廣新化老街有所幫助? 

P1：「沒建設什麼,之前說要把舊屋都拆掉做停車場，市長換成賴清德以後,就

說不要，來做一個運動的場所,卻變成種樹，還用了一個大目降廣場的牌子，還做

了幾隻水牛站在那邊，但這些對老街都沒有什麼影響，要熱鬧就要有停車場，有人

潮才有錢潮，有人來就要有停車場，因為現在的人都不喜歡走路，總而言之，停車

場才是最重要的。」 

P2：「政府有補助，幫建築物拉皮，還統一招牌。」 

P3：「當時政府有在新化做過一些活動，也有一些公益性的活動，但一個活動

沒做好就又推出新活動，講難聽一點是沒意義，可以把季節限定的名產竹筍，做一

個長效性的食品，也可以把新化的代表物蟋蟀卡通化，新化年貨大街也可以賣一些

年節商品。」 

P4：「房屋維修，加蓋馬路，還有媒體推薦。」 

3.請問您認為新化老街目前的經濟活動是否有帶動社區的經濟發展? 

P1：「有，但不符預期。新化共有 8 個里， 稱為「八寶」，現有發展協會。」 

P2：「大概最熱鬧的就是早上的傳統市場，便宜，東西又很多。還有最近也開

了民宿，讓更多外地人能住民宿，體驗新化。」 

P3：「以前在新化的人會覺得我把自己顧好就好，不想管社區的活動，因此在

社區發展上有一些阻礙，像地瓜每個業者做的味道不同，而客人喜歡的也不一樣，

這樣就可以得到雙贏，而帶動發展。」                                                                                      

P4：「還好。」 

4.請問您認為新化老街目前的經濟活動和狀況是否符合您的預期?為什麼? 

P1：「有點不符合，里長想像中希望可以讓每個社區都一起到新化老街辦活動，

也可以把公家的道路租給商家擺攤，這樣可以帶動經濟發展。」                                                                                         

P2：「現在好像有一點退步，因為沒工業區，人口有點減少，就會引響都市計

畫，如果時間拉長一點，他沒進步，但反而保存了一些傳統的東西，是保留最完整

的日治時期的建築物，當初蓋新化分局就把郡役所拆掉，也保存了武德殿，來新化

還可以看到奉安殿，從另一個角度看，保留了最重要的東西。」                                                                                                                                                                                 

P3：「新化老街有自己生存的模式，不能跟別人做比較，我們是希望把新化老

街推出去，讓更多人知道新化，而不是只把商品推出去而已，新化之前比較特別的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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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山區，也有像虎頭埤的園區，只是大家都只想發展比較特殊的，可以藉由廟宇

活動、文獻，串起記憶回想，讓別人覺得來新化不會很無聊。」                                                                                                                                                                                 

P4：「沒有，有落差，做吃的可能比較好，如果以商業的角度來說還是有差。」 

5.請問您認為新化老街應該要再增加那些資源或設施可以增加遊客? 

P1：「我們這裡有一間蘇家古厝,已有 180 年左右,旁邊還有一條小巷子,我的小

孫子常常說那是他們的秘密通道,裡面也可以擺個攤子或插個牌子,才會有遊客,政

府之前有說要把蘇家古厝重建,但因金費不足,所以就放棄了,現在有了 400萬,又重

新開始興建,但都只有表面,內部還是要住家自己建,而且政府用的東西都沒有那麼

好,而武德殿旁邊的廁所總是會積水,也沒人清掃,都是靠我們社區的志工幫忙的。」 

P2：「我覺得不用增加，上午做菜市場的生意，他可以亂，如果下午要轉型觀

光景點，尤其是假日下午，就要符合遊客的期待，我覺得欠缺整潔，店家要對騎樓

的管理有自信，讓遊客覺得我是來到觀光景點，不是來到菜市場，有耳目一新的感

覺，我覺得附近的停車場已經足夠，可以讓遊客在店家前面臨時停車，也可以在假

日變成徒步區。」 

P3：「現在人手一支手機，可以透過手機宣傳，文宣廣告，透過網路把自己去

過的地方分享出來，讓很多人知到原來新化有這個地方，可以做一個 Q 版人物，讓

大家覺得我來到新化牠就是有這個象徵性，也可以把新化名產做成例如:地瓜寶寶，

卡通化人物，讓人覺得這是否新化的商品。」                                                                                           

P4：「其實要看地方公所有沒有機會，可能要拷貝其他縣市有單車，因為現在

的人比較不想走路，應該比較可以帶動，是一個方向，因為現在是夏天，天氣比較

熱，所以走路的人可能會比較少。」 

6.請問您認為能讓新化老街的歷史、建築特色與老街結合的方法是什麼? 

P1：「在老街的商店裡放上老照片。」 

P2：「我們現在的處理方式是有志工隊做導覽，遊客就會了解，在武德殿和楊

逵文學館都有志工，也會製作導覽手冊以及導覽地圖，協助旅客了解地方特色，希

望以後店家都可當導覽員，在老街咖啡點有老街知識，可能需要更多人投入，也組

成業者的聯盟，希望以後可從外圍帶動。」 

P3：「融入新創商品、文創融入食品及商品、將建築物變成貼紙。」 

P4：「現在有在做，有把楊逵館跟老街做結合，推廣是地方政府有在做，可能

要十年後才看的出來，短時間看不出來，以後變化怎麼樣那很難說。」 

7.如果您可以向政府建議的話，您會建議政府舉辦那些跟新化老街有關的推廣活動，

讓新化老街更有特色? 

P1：「現在政府有辦了六年新化老街，里長覺得一年只有一次，其他時候就不

會很熱鬧，建議蓋一個多功能的停車場，可以在辦活動的時候比較方便，而且可以

收費給政府，把各個社區的特色結合起來，這樣對社區和老街都幫助，也可以封街，

讓大家走走看看。」                                                                                                                                                                                   

P2：「過去就已經有年貨大街了，楊逵館三月也會有春風音樂會，十月還有館

慶路跑，可以先從市集活動開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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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蟋蟀路跑、地瓜藝文活動 、 店家推出一 項地瓜特色料理、讓業者發揮

創意將地瓜融入商品中、舉辦地瓜嘉年華。」                                                                                         

P4：「收集老照片活動。」 

8.請問新化老街對您來說，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P1：「現在政府有辦了六年新化老街，里長覺得一年只有一次，其他時候就不

會很熱鬧，建議蓋一個多功能的停車場，可以在辦活動的時候比較方便，而且可以

收費給政府，把各個社區的特色結合起來，這樣對社區和老街都幫助，也可以封街，

讓大家走走看看。」                                                                                           

P2：「因為她是全台南市最完整的仿西方的日式建築，所以是無法取代的。」 

P3：「這邊是我的故鄉、把著邊介紹給更多喜歡台南的人、它是一個養老的地

方。」 

P4：「留給以後的人看，房子只是用來當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