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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與建築
中日遺風、亂中有序的街區和簡約新式建築

從1950年代起，台北以爆炸性增長速度進行建設，直至所
在的盆地已經沒有多餘的土地為止。市中心主要大道以棋
盤式排列，依照中華傳統價值來命名。觀光客雲集的中正
紀念堂、兩廳院 10 與國立故宮博物院 1 ，其仿古建築風
格反映曾經的權威時代，同時期建成的國父紀念館則是建
築師王大閎融合現代主義精神的反思之作。進入21世紀，
台北101大樓以後現代語彙繼續表現東方意象，巨大結構
體改寫了城市景觀。嘗試突破當代建築想像的作品也不斷
出現，包括由姚仁喜設計的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3 與體育
館，以及由伊東豊雄設計的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5 。漫
步在城市西邊，280年前建成的艋舺龍山寺 2 與有許多百
年老房的大稻埕，讓人看到台灣源遠流長的城市歷史。特
別是迪化街 9 上許多仿巴洛克式立面仍然被完整保存，是
這個城市在不斷前進的步伐間，為浪漫旅行者留下的美麗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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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霽
花藝設計師
土生土長的台灣居民，從事空間
與植物整合的設計，目前為質物
霽畫的主理人。

何庭安
美術總監暨平面設計師 
1991年生。2014年自實踐大學
媒體傳達設計學系畢業，同年
與友人創立影像工作室STUDIO 
411。其動畫作品曾參與威尼斯
雙年展，近期則主力從事品牌識
別、商業展演及音樂錄影帶之藝
術指導。

葉士豪
Sense30聯合創辦人
復古單車品牌Sense30的每輛單
車均由師傅幫顧客量身訂製。品
牌推廣bicycle fashion，希望大
眾把騎單車融入生活。

陳冠凱
攝影師
從事自由攝影工作，透過影像與
世界產生共鳴，熱愛無拘無束的
生活方式。

黃家賢
洋蔥設計創意總監
於香港出生，1999年在台北成
立洋蔥設計。喜歡電影、登山、
表演藝術、次文化、貓，還有周
星馳，始終擁有搖滾夢。有時也
在學學文創教授字形學。

馮宇
IF OFFICE創辦人
曾任多本雜誌的媒體創意兼藝術
指導，並涉足品牌規劃與全方位
設計服務，同時於各企業組織、
大專院校開設設計講座。

陳奕仁
仙草影像創辦人
總在挑戰自己，拍出以前沒做過
的作品。除了拍MV及廣告，接
下來還想挑戰更多領域。

這邊音樂那邊設計工作室
多媒體創意工作室
結合音樂錄製、平面設計的雙部
門工作室，為了令音樂創作者於
這個空間完成整張專輯而成立。

Riin
女孩與機器人主唱
是女孩與機器人中的女孩。既擔
任電子流行樂團主唱，也是音樂
及文字創作者。

Baboo
劇場導演
1997年開始投入劇場導演工作，
至今發表23個作品，現為莎士
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駐團導演。 

陳狐狸
插畫家 
喜歡貓，與工作夥伴擁有一個名
為Sometime-else Practice的設
計工作室。喜歡文字與圖畫，不
論分開或一起。

賀仁瑋
Pistacchi Design創辦人
皮思達奇設計（Pistacchi De-
sign）創辦人。讓人會心一笑的
幽默是其標記。旅行和美食一直
是他探索世界和挖掘靈感的不二
法門，其中高密度的“城市”匯
集了不一樣的特色與人文風景，
是他覺得最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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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人潮眾多，請留意個人隨身財物；周遭的二手古董 
文物，務必小心鑑定真偽。寺中依然保有燃香燒金， 

若眼睛容易不適，請記得攜帶眼鏡。”
 —— 陳奕仁，仙草影像

“雖說汝窯是故宮鎮館之寶，但我更推薦大家欣賞定窯。”
 —— 馮宇，IF OFFICE

艋舺龍山寺
The Lungshan Temple // 地圖 A‧P.102

龍山寺於1738年建立，所在的萬華地區，又
稱艋舺，是台北城市文化最早的發源地。從一
開始，龍山寺就香客鼎盛，不僅是居民信仰中
心，在早期還曾經是議事和訴訟時求諸神靈公
斷的地方。寺廟坐北朝南，是中式傳統三進四
合院的宮殿式建築。最前面的三川殿有全台唯
一的銅鑄蟠龍柱，光是雕刻就需數年時間。在
龍山寺，可以體會到庶民虔誠的信仰，也能夠
從歷史悠久的傳統建築和裝飾細節裡看見屬於
台北的優美歷史。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地圖 V‧P.110

毫無疑問，國立故宮博物院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
中華文物典藏。這個觀光客必訪的景點，建築本
身是1960年代興建的仿古式樣，真正欣賞的重
點是裡面的珍寶。距今超過3,000年的商朝與周
朝出產的青銅器、唐代文人書畫、宋代的陶瓷與
繪畫，以及近代的工藝品，讓人待上一天也看不
完。故宮博物院針對70萬件以上藏品，經過縝
密研究與策展，不斷推出主題展，是中華文化入
門的最佳途徑。商店也很有看頭，近年故宮開發
出許多受歡迎的創意商品，讓古代文物增添了趣
味與現代實用功能。

  0600-2200（周一至周日）
  萬華區廣州街211號
  +886 2 2302 5162
  www.lungshan.org.tw

  0830-1830（周日至周四），0830-2100（周五及
周六）   NT$250/ 150     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886 2 2881 2021    www.np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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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慢慢走，看這曲折的階梯將引你去哪一個秘境。 
是一堵半傾的頹牆、開闊河景、高速道路上的 

尾燈車河，或是近河邊的草原地？”
 —— 黃家賢，洋蔥設計

“建築師透過開放式校門與大樓間相連的空橋，巧妙解決
了校景、空間、動態設計的難題。在首度踏進校門的瞬
間，我便已深受震撼。”

 —— 何庭安

寶藏巖 
Treasure Hill // 地圖 O‧P.109

新店溪福和橋畔的小山坡上，走過一條隱密的巷
道，就能進入這個見證城市發展史的獨特聚落。
這裡原本有一座寺廟和日本統治時期留下的兵
舍，在1960年代，眾多外省士兵和眷屬在寶藏
巖違法興建了自己的住所，形成有數百居民的小
村落。經歷過漫長的社會運動，寶藏巖在1990
年代末逃脫被完全拆除的命運，許多藝術家在這
裡進行創作計劃，最終在2010年成為台北國際
藝術村的一部分。現在這裡有13間供駐村藝術
家工作和生活的房間，也定期舉辦各類型展覽，
晚上來此還可和藝術家一起在音樂酒吧談天。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College of Design @SCU //  
地圖 Y‧P.111

近20年來，實踐大學培養出不少設計和藝術界
的人才。雖然這是一所私立學校，但其對設計創
意教育的專注，吸引了許多個人風格強烈的老師
和學生。位於大直的校園面積不大，著名的設計
學院大樓就在南門入口。由姚仁喜負責建築設
計，以清水混凝土和垂直線條鋁板形成的立面，
在白天與夜間呈現出光與影的流動，是建築物
最主要的特色。設計學院大樓由兩個三角形量體
組成，形成45度對角線大道，室內空間的流動
與開放也充滿趣味，提升了建築裡人與人之間的
社交活動。高達三個樓層的內部中庭便連結了三
個系所。

  中山區大直街70號
  +886 2 2538 1111
  www.scdesign.usc.edu.tw

  展覽空間 1100-2200（周二至周日），公共空間 
1100-1800（周二至周日）   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30巷  

  +886 2 2364 5313     www.artistvillage.org    
  各商戶開放時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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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天窗讓自然光透入室內，使閱覽室營造出最接近
自然的閱讀氛圍。”

 —— 賀仁瑋，Pistacchi Design

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Koo Chen-fu Memorial Library // 
地圖 K‧P.107

由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的圖書館，位於台灣
大學的復興南路側門，通透輕盈的建築外觀設計
和一旁由各種橢圓形組成的綠地廣場，構成校園
裡美麗的風景。一樓的開架式閱覽室有88支白
色樹狀柱結構，形成130個形狀不一的天窗，在
陽光充足的日子，特別有在樹林裡閱讀的感受。
竹製的圓弧形書架使用由著名的台灣大學實驗林
管理處研發的材質，與竹藝家劉文煌合作生產。
除了這座社會科學院圖書館，1928年建校、前
身是台北帝國大學的台灣大學校園也很適合散
步，高聳的椰林大道是台大人共同的回憶。

  0820-2100（周一至周五），0900-2200（逢周六）， 
0900-1700（逢周日）

  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886 2 3366 8300
  web.lib.ntu.edu.tw/koolib
  寒暑假期間的周日不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