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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國民小學為學區制，學生來源皆來自社區，二者關係密切重要，尤以目前少子化嚴重，

家長教育選擇權高張，再加上基隆市學校密度高，基隆市內出現跨學區就讀情形者眾，家長

迷思市區學校「明星」概念，影響社區型學校發展甚鉅，以基隆市 106學年度新生報到情形，

全市一年級班級數已降至 100班以下，全市總班級數相較於去年減少 32班，顯見學區內的社

區意識對學校發展有很大的重要性。 

  太平國小近年早期因基隆港興盛，校區周邊人口多，學生最多曾達 1,800 多人，十多年

前即受基隆港區貨運銳減，社區人口大量外移，學校招生情形受嚴重挑戰，考量校區地理位

置，學校學生數如要回升，除積極發展學校特色，呈現辦學績效外，必須以學校帶動社區發

展，提升學區內社區青年人口數，方可能穩定學生數，進而達成目標。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對象為基隆市太平國民小學學區中山、安平、安民、新建四里，因地理位置分布，

除中山里，其餘三里因位於罾仔寮山下，交通需以步行方式到達學校，故與學校連結較少，

主要研究對象為學校所在之中山里為主。 

  一、研究背景 

    基隆市太平國民小學正式設校於民國 57年，學生學生最多曾達 1,800多人，然僅不

到 50年光景，學生人數即驟減至不到 30人，甚至中山里於 105年全里無學齡兒童，顯

見本地區自過往曾經風華一時的罾仔寮，經基隆港港工人口眾多，到現今無學齡兒童之

困境，面臨許多課題卻未即時因應，以致發生現今窘境，故應自歷史人文之脈絡，重新

檢視本地區發展，提供具體可行之方案，帶領在地居民共同面對，方能發現問題，並動

手實踐改造。 

罾仔寮介紹： 

  罾仔寮係指漁民以罾仔網捕魚，看視及處理漁獲的棚舍。雍正元年(1723

年)閩南漳籍人士即由八里坌移墾本地，當時大部分居民即以漁撈為生，乃以

罾仔寮為指標地名。當時蚵殼河至河口漫流，一支流至石山溪合流經水輕硿

與石硬港河合流出海，另一支漫流經曾仔寮山下自現在火車站廣場前小艇碼

頭入海，而現在所見陸軍埔及火車站前一帶都是塗灘。 

  罾仔寮屬基隆堡基隆街下之大字。山下塗灘填高及排水施工逐漸成為平

地，日治不久日軍在此建下士官宿舍，列入軍用地，以鐵絲網圈圍成禁地，臺

人稱之為陸軍埔。又虎仔山頂為墓塚地陰森而該山谷則叫「鬼仔坑」，雅化之

則稱「貴子坑」。因沿山谷兩排建屋，臨海之處叫「巷仔口」。民國二十年改地

名為明治町，火車站及海港大樓一帶皆為明治町，七十七年移撥仁愛區文昌

里管轄，其他部份戰後道路編為中山一路及成功二路，基層編組則分設安民、

安平、太平、民治四里，屢經調整現在為新建、安民、安平、中山、民治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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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動機 

    研究者自 2年前通過校長遴選進入太平國小服務，常常在此地區走動，希望發現社

區與學校連結之脈絡，卻發現這個地區出奇的安靜，鮮少聽聞孩子聲音，且廢棄空屋多

任其荒廢，試想嘗試分析本地區人口結構、分布、生活方式等，以期瞭解社區居民生活

型態，及居民對學校的存在的想法，是為研究動機一。 

    中山里居民主要活動地點為 145 巷之太平宮，是社區關懷據點之所在，由里長及社

區發展協會以微薄金錢向太平宮租用一樓空間，提供里民平日上午集會唱歌，或每月二

次共餐之地點，此地點較多社區人士聚集，可推估此為里民情感聯絡，閒話家常之地點，

希望由此做為研究起點，與社區居民建立關係，進而進行採訪，以利發現本地區發展脈

絡，是為研究動機二。 

    學校存在的目的，除提供學齡兒童就學需求外，應是社區學習中心、精神堡壘之所

在，社區若與學校能共同貢獻，學校人員素質較高，應提供其專業幫助社區發展，使學

校、社區共同成長，社區發揮傳統與創新之功能協助學校發展，相互取其利，共存共榮，

方為社區型學校存在之功能，學校如何運用策略幫助社區發展，進而促進社區再生，是

為研究動機三。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學校對社區發展再生之關切，以行動研究的方式運用訪談、觀察、參與、介入

等方法，進行研究，以探究由學校帶領社區發展之可能，關心社區人士生活方式，提升學齡

兒童就近就學之比例，增進社區人士對此地區之認同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一、深入社區瞭解社區人士對土地之認同程度，以及社區發展脈絡，進而發現問題，提

供解決方案。 

  二、帶領學童深入學區巷弄，增強學生鄉土文化之認識，以及社區環境的認同感，蘊育

人文素養及關懷情操，奠基學生發現問題及解決困境之能力。 

  三、結合市府及民間資源，以專業角度提供社區再生諮詢及方案，實際帶領居民動手實

踐，增強地區再生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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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現況檢討及問題分析 

第一節 現況檢討 

  一、歷史人文 

    (一)本地區於清朝雍正時期稱為罾仔寮，當時大部分居民即以漁撈為生，並建置許

多看視及處理漁獲的棚舍，因依賴海討生活者眾，本地區因而繁華。 

    (二)日據時期改地名為明治町，火車站及海港大樓一帶皆為明治町，屬基隆堡基隆

街下之大字，因沿山谷兩排建屋，臨海之處叫「巷仔口」。 

    (三)戰後道路編為中山一路及成功二路，基層編組則分設安民、安平、太平、民治

四里，政府於民國 70年代整併太平里，留下中山里名稱，屢經調整現在為新建、

安民、安平、中山、民治五里。 

    (四)民國 80年代，因基隆港貨櫃船停駁數量多，港工、報關需求增，一時風華，臺

灣各地人士進入此地工作及生活，人口數達最高峰。 

    (五)民國 90年代以後，因臺北港興建，貨櫃船轉移至臺北港，基隆港貨運衰退，人

口又再度外移，目前設籍於中山里人口僅有 1千人左右。 

  二、地理位置 

    (一)中山里位於基隆火車站後方，過去因鐵軌分隔前後站，來往車站人潮需經天橋

或地下道始可進入此地區，較為耗時不便。 

    (二)地形為丘陵，罾仔寮山最高點為海拔 110 公尺，雖高度不高，但因巷弄狹窄，

汽車無法通行，交通僅機車勉可通行，以步行階梯最為方便。 

    (三)汽車進入罾仔寮山以通過虎仔山迴旋車道，並經 70年代以人工開鑿之道路始可

抵達，民國 98年，市府於太平國小操場興建基隆地標，成為近期欣賞市區美景

及夜景之觀光聖地。 

  三、人口結構 

    (一)社區人口以老年人居多，65歲長輩達社區人口總數 60%以上，青少年人口比例

低。 

    (二)地方里長連任三屆，以辦理傳統里民旅遊自強活動為主，以太平宮至中山一路

為主要活動地點。 

    (三)地區人口分布，以靠近中山一路之人口較多，較往高處人口愈少，太平國小周

邊及以上，人口分布最少。 

  四、未來發展 

    (一)地區接近基隆港區，基隆港規劃新建港務大樓、兩岸直航與國際郵輪旅客透過

基隆港運輸功能進入臺灣、連結東岸、海洋廣場至西岸碼頭之「微笑港灣」計

畫刻正推動中，未來前景一片看好，將是由衰轉盛的新契機。 

    (二)基隆火車站附近都市更新案列入優先國家推動指標性都市計畫之一：「基隆火車

站暨西二西三碼頭都市更新案」之先期計畫已跨步前行、基隆車站南移新建已

完工啟用、中山一、二路拓寬工程亦進行中，位處施政重大計畫「一個核心、

二個翅膀」之核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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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此地區為基隆未來交通重要樞鈕，城際轉運站、基隆火車站、國際港等功能將

於 3 年內逐步到位，原火車站後站概念消失，交通即為便利，將可能出現人口

結構改變，進入此區域居住人口增加情形。 

第二節 問題分析 

  一、歷史人文 

    (一)居民對「罾仔寮」、「罾仔寮山」的名稱有認同感，太平宮的旗幟都改成「罾仔

寮 太平宮」，但對罾仔寮的歷史脈絡，出現各自解讀，內容不盡相同，產生時

空錯置的情形。 

    (二)原太平里的名稱因里鄰整併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山里」，居民對此名稱認

同程度不佳，似乎感覺是威權政治下的產物，反而對太平里的情感較濃厚。 

  二、地理位置 

    (一)地理環境條件不適合大規模開闢計畫道路，反而以現況優勢發展，讓居民或遊

客以步行階梯方式上山，較不影響居民安寧生活。 

    (二)現況巷弄環境居住條件較不佳，部分區域較雜亂，廢棄空屋易容易成為治安死

角。 

    (三)里長及居民法治觀念較差，常可見房屋自行搭建鐵皮屋，甚至無申請建照即私

挖土方運出，自行興建鋼筋水泥建物居住，不僅違法雜亂，且影響市容景觀。 

  三、人口結構 

    (一)人口年齡過於老化，平均年齡已達 70歲，日漸凋零，因身體及地理環境因素，

不喜外出，無法得知外界最新訊息。 

    (二)地方里長原為協和里民，因政治原因進入本地區，非在地居民，對地方文史認

識有限，以辦理傳統里民旅遊自強活動為主，在此地區雖有些許活動進行，但

頻率低，且僅集中於少數人，亦無意全面推展，以注重個人身分及利益是否得

存續為優先考量。 

    (三)社區發展協會功能差，淪為里長分配居民職位及辦理活動請領經費之橡皮圖章，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亦非在地居民，為議員選舉舖路考量，對社區耕耘有限。 

    (四)地區空屋率高，且常有警方到此地區尋查吸毒人口，居民對此地區治安有疑慮。 

  四、未來發展 

    (一)市府建設藍圖已現，且刻正進行，在此施工過渡時期，居民的態度消極，里長

對市政配合度不高，常未經了解實際情形，即出現帶領居民向市府抗爭數次，

損壞市府形象，居民民智未開。 

    (二)未來如中山一路拓寬、基隆火車站周邊、國道客運城際轉運站等重要交通建設

完成，此地區之前景一片榮景，但居民面臨之「改變」尚無感覺，里長亦無格

局及能力帶領居民面對問題即早適應及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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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改善內容結果 

  太平國小位於社區上方，平時校區周邊鮮少有社區居民停駐，社區過去與學校的連結方

式，僅以辦理一年一次中秋節慶活動時借場地而已，連校慶活動邀請社區參與，里長及居民

投入程度皆不足，因此，如何突破學校與社區過去合作型態是件重要課題。 

  研究者思考，學生來自社區，卻與社區連結不深，是很大的危機，未來能有可能出現一

旦孩子長大外出讀書或工作，即不再回來這片蘊育生命的土地，因此，重新帶領孩子建立與

社區的關係即為重要，研究者與教師共同討論對話，以學生主體性規劃各項課程活動，帶領

學生自觀察、認識、關懷、認同、實踐，主動規劃並邀請社區居民參與，深入社區破除居民

思惟，期待孩子能主動發現現況問題，提出疑問，並動手實踐，以學生為主體的「擾動」社

區行動於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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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太平提燈點亮罾仔寮 

  一、時間：105年 2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6時至 9時 

  二、地點：安民、新建、安平、中山四里境內。 

  三、活動方式： 

    (一)結合元宵傳統節慶活動，師生以提燈踩街的方式遶行罾仔寮四里。 

    (二)邀請四里里長，口述在地人文歷史，了解罾仔寮的昔日風華。 

    (三)由里長擔任關主並提供獎品，主持猜燈謎活動，與社區居民師生共同歡慶元

宵。 

  四、參加人數：全校師生及社區居民，約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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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元宵花燈重組展新貌 

  一、時間：105年 3月 

  二、地點：基隆地標周邊、太平國小操場。 

  三、活動方式： 

    (一)將元宵燈會展示花燈於活動結束後，載運回學校重新排列組合，分別為西遊記

取經、蜘蛛精公車站牌、罾仔寮山入口意象、太平愛情樹等 4個主題。 

    (二)吸引外地遊客到基隆地標除欣賞美景外，並可增加不同觀光特色，提升社區居

民認同感。 

  四、參加人數：基隆市及外地遊客，人數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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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太平宮媽祖遶境罾仔寮 

  一、時間：105年 4月 29日、106年 4月 19日 

  二、地點：中山里境內。 

  三、活動方式： 

    (一)結合農曆三月廿三日媽祖聖誕，帶領全校師生參與境內宗教中心太平宮遶境活

動。 

    (二)實際走訪中山里各巷弄，了解社區重要地點及風俗民情，並認識社區長輩。 

  四、參加人數：全校師生及社區居民，約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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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罾仔寮四里運動大會路跑賽 

  一、時間：105年 5月 13日 

  二、地點：基隆地標至大德國中折返。 

  三、活動方式： 

    (一)邀請中山、安平、安民、新建四里里民到基隆地標停車場集合，統一出發以路

跑方式，至大德國中後折返。 

    (二)師生需沿途認識社區巷弄及學區國中，並帶領社區長輩共同完成。 

  四、參加人數：全校師生及社區居民，約 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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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罾仔寮境內校慶大探索 

  一、時間：105年 5月 14日 

  二、地點：罾仔寮四里境內。 

  三、活動方式： 

    (一)規劃 12~16個關卡設置於校區及學區內各重要地點，內容包含童玩、遊戲、美

展、領域教學、在地文化等，由親子及家族成員共同參與闖關，通過關主認可

後，於護照上蓋章後即可過關。 

    (二)邀請社區居民擔任各關關主，藉其對地方人文熟稔的常識，教學相長，讓居民

與學生共同參與，提升對地方認識及關懷情感，寓學習於遊戲中。 

  四、參加人數：全校師生、家長及社區居民，約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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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基隆山海工作營 

  一、時間：105年 8月 3日至 8月 21日 

  二、地點：罾仔寮中山里、安平里境內。 

  三、活動方式： 

    (一)邀請元智大學藝設系進駐，訪談社區居民，整理紀錄，以了解社區發展脈絡。 

    (二)辦理講座邀請社區居民共同參與。 

    (三)邀請藝術家、設計家、建築師等擔任導師，帶領社區居民、太平國小師生、基

隆市民、基隆學子等，透過討論對話，製作有關社區內涵的藝術創作。 

    (四)成果展邀請市長、處長及基隆市民，共同參與，透過遶行巷弄，重新認識社區

並進行導覽，向參觀民眾發表創作概念及心得，展示美化鄰里的成果。 

  四、參加人數：約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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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太平宮製作土地公枴 

  一、時間：105年 9月 13日 

  二、地點：太平宮。 

  三、活動方式： 

    (一)邀請太平宮總幹事擔任講師，說明土地公爺爺及土地公枴故事。 

    (二)帶領師生共同製作土地公枴及進行土地公著色比賽。 

    (三)完成後展示於太平宮內，並奉獻予土地公。 

  四、參加人數：太平國小師生及社區居民，約 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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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重陽敬老奉茶送祝福 

  一、時間：105年 10月 4日 

  二、地點：太平宮。 

  三、活動方式： 

    (一)邀請社區居民於重陽節至太平宮，由附幼學生唱跳，並贈送長輩重陽糕，祝福

長輩身體健康，再次運用節慶活動，深入社區與居民互動，建立感情。 

    (二)太平宮主委並宴請社區長輩午餐。 

  四、參加人數：太平國小附幼師生及社區居民，約 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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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四十五號時光憶棧 

  一、時間：106年 1月至 5月 

  二、地點：中山一路 189巷 45號及太平國小。 

  三、活動方式： 

    (一)由太平國小建文校長、老柯、書豪、火明會長、屋主淑敏等人組成「點亮山丘

工作隊」，申請專案經費，帶領社區居民以參與式討論方式，進行老屋整建。 

    (二)自規劃、施工，全程邀請里長、社區居民共同參與，並邀請居民自主動手清理

環境，106年 5月完工辦理發表會。。 

  四、參加人數：點亮山丘工作隊及社區居民，約 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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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謝！太平」感恩回顧展 

  一、時間：106年 6月 25日至 7月 1日。 

  二、地點：太平國小。 

  三、活動方式： 

    (一)邀請太平國小歷屆師長、校友及社區居民，返回學校由師長們進行最後一堂課。 

    (二)校舍一樓所有空間辦理太平風華、太平特色、太平共學及罾仔寮太平社區故事

展覽，並邀請歷屆校友與師生合影留念。 

  四、參加人數：太平人約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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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預期效果及建議 

第一節 預期成效 

  一、強化居民社區意識 

    透過學校積極多重面向的課程活動，帶領師生引導社區居民重新認識社區，由學生

家庭開始發揮影響，擴大至地方信仰中心太平宮，再拓展至社區全面，自點、線、面逐

步向外擴展，將逐漸影響社區居民對在地認同，願意動手付出，把社區當成是大家的，

不再自掃門前雪，社區意識將強化穩固。 

  二、提升學生在地認同 

    社區如能穩健發展，紮根工作很重要，學校應規劃鄉土課程，帶領學生共同認識社

區及在地文化，自觀察、關懷、探索，進而動手實踐，將更有效幫助學生提升在地認同

感，在孩子心中埋下種子，細心灌溉，有一日長大後，孩子不會離鄉背景，將會返回故

鄉，共同為社區發展盡一份心力。 

  三、促使罾仔寮人自覺 

    罾仔寮地區曾經風華一時，人文薈萃，臺灣各地人士爭相進駐此地區，投入建設基

隆，見證基隆港區風華興衰，如今基隆願景再現，城市將躍升，身為罾仔寮人應感驕傲，

並認清現實狀況，自我覺醒重新再起，相互鼓勵，共同為罾仔寮風華再現而努力，動手

讓社區再生，重現罾仔寮風華榮耀。  

  四、正向面對西岸改變 

    本地區位於基隆重大施政計畫「一個核心、二個翅膀」之核心區域，基隆火車站附

近都市更新案、中山一、二路拓寬工程、城際轉運站、國際郵輪母港、微笑港灣計畫刻

正推動中，未來基隆的前景一片看好，在此過渡時期，應建立居民正確觀念，信心正向

期待未來改變，即早準備，協助市府推動重大公共建設。 

  五、鼓勵青年返鄉發展 

    在此地區提供各式青創業一處發揮的舞台，不同於一般引入企業、財團進駐方式，

鼓勵在地青年返鄉發展，讓山城聚落的各角落都有能烘托在地氣質的私房小店，從在地

的景觀、據點、氣味、色彩等細節中，體驗在地新生活，從生活中窺見機會，建立屬於

基隆的山與海的產業品牌。 

第二節 建議 

  一、給市府的建議 

    西岸山城聚落未來拆除國光客運大樓後，將更清楚呈現於市民眼中，整體景觀需再

處理，尤其過去這個地區被基隆火車站遮擋，又交通不便利，以致許多狀況遭隱藏不見，

可再盤點社區相關資源，整理地方文史脈絡，排除阻礙發展障礙，將有利整體市政發展，

並建立基隆城市美學，讓搭乘郵輪進入臺灣之外國旅客，有最美好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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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給社區居民的建議 

    中山里居民長期保守，安於現狀，無領導者帶頭為社區盡一份心力，以致淪為樁腳

政治的地區，發展長期停滯，身為土身土長的罾仔寮人應自我提升責任與使命，共同承

擔社區的發展，方能永續長久，若持續維持現狀，不僅地方資源將耗竭，不久的未來又

將面臨里鄰整併，地方名稱將永不復見。 

  三、給太平國小的建議 

    太平國小雖因社區人口結構及發展取向而面臨停辦，但文教用地如能不變更，校舍

建物暫不拆除，提供有志人士進駐，在此高點為基隆市進行整體或局部地區規劃，或提

供藝術人士創作並予市民互動，或提供做為市民學校使用，都將使空間獲得活化而存續；

再加上主客觀條件，及學生從小建立的在地意識與實踐，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這地區可

能再度因就學需求而復辦，成為社區發展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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