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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innovative network of the yacht industry clusters and 

innovation. The methods of this study include data collec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with 43 interviewees 

from government authorities, research groups, scholars, and representative compani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f the firms and contractor's liquidity make yacht technologies diffusion. Meanwhil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engineer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exchange among suppliers accelerates the flow of 

knowledge within the field through formal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In addition, yacht technology spreads 

and innovative ideas come into being indirectly because of the transfer of employees and more and more 

new yacht factories set up by former employees. This is the embeddedness of the cluster. On the other hand, 

SOIC (Ship and Ocean Industries R&D Center) offer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MIRDC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helps firms set up industry alliance to overcome 

technological problems. Thus, the innovative learning of the yacht cluster makes the industry sticky to the 

lo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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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探究高雄遊艇產業聚落的創新發展，採用深度訪談法，輔以資料蒐集方式，針對政

府相關部門、研究單位、學者與代表性廠商共 43 位進行半結構方式的訪談。研究結果顯示，高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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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產業聚落的發展，相關廠商的地理鄰近性，加上包工的流動性大，促進遊艇整體技術的擴散。同時，

技術的外溢存在於工程師之間的情誼以及供應商的資訊傳遞，透過正式與非正式交流，加速區域內知

識的流動，並且因員工流動與自立門戶衍生出更多的遊艇廠，間接形成技術學習與創新，成為聚落中

的在地鑲嵌特性。其次，因應遊艇製造業的需求，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提供業者技術開發與人員

教育訓練，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也透過產業聯盟，協助業者克服技術的難題，提供業者交流往來的

機會，以及相關單位的支援實務人才培育，有助於知識的產生與擴散。因此，藉由遊艇產業聚落的創

新學習，形成在地的黏著性，這是高雄遊艇產業特殊的創新過程。 

關鍵詞：高雄、遊艇、產業群聚、區域創新系統 

前 言 

產業群聚之所以能促進區內廠商競爭力，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力即是其內部廠商及機構組織間綿

密的網絡關係。自 80 年代以來，無論是在舊工業城市還是在新興工業城市，新的工業區和邊緣區的

興起，都顯示群聚活動仍然是核心（Scott, 1998）。換言之，新經濟的產業群聚，不僅沒有削弱地理空

間在影響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反而更進一步表現出區域條件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對於這種空

間鄰近集中的產業生態現象，其他學者們則分別以科技區（Storper, 1997）、創新網路（Cooke & Morgan, 

1994；Antonell, 1996）、區域創新系統（Cooke et al., 1997；Boekholt & van der Weele, 1998）、工業區

（Albino et al., 1999）的名詞來描述，顯然區域產業群聚結合創新系統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從一個新

的角度來瞭解在動態的世局之下空間的生產活動。因此，區域產業的活動具有群聚與創新的發展，可

說是國家中最重要、最寶貴的資源，無論是在學術或是實務上，相關的研究與政策不斷地被提出（Fiore 

et al., 2011；Fritsch & Slavtchev, 2011；Kauffeld-Monz & Fritsch, 2013；Uyarra, 2010）。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各國在政策方面著重於科學及創新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並積極建立區域創新系統整

體性的政策架構（Benneworth & Dassen, 2011），以引導科學、技術及創新的發展。透過相關系統的

建置，強化產官學研間的關聯，以促進區域內的知識擴散，有助於產業的升級與轉型。 

回顧臺灣產業的發展，我們可知臺灣的產業界一直是創業家經濟1與產業網絡盛行的地方，產業

特色一向不是聚焦在根基厚重的大型企業，而是以其規模小、機動性與創造力的中小企業與產業網絡

著稱。不論是傳統產業的成衣、工具機、遊艇製造等，或是高科技資訊、積體電路產業，臺灣均較美、

日、韓等國相同產業，表現出來的是，分工的細緻，生產鏈的切割以及廠商間的合作生產等現象更為

顯著。面對國際經貿環境的快速變化，中、小企業的挑戰日益艱鉅。除了強化個體經營能力外，也必

須走向整體性網絡結構，將單獨經營的「點」（企業）擴散到多數企業共同經營的「面」（群聚），

更須有效運用區域經濟特色，以群聚創新發展商機，才能逆勢成長。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2013 全球競爭力評比」指出，在一百四十八個接受評比的國家

當中，臺灣於「產業聚落競爭力」項目，近三年皆排名世界第一2。因此，我們需要從產業網絡的層

次切入來觀察，才能跳脫經濟規模的思考模式，也就是臺灣經驗中「規模經濟3」的概念，是網絡規

                                                             
1 創業家經濟的特色是指以中小企業為基礎，各有專精的專家型小廠商，藉由「產業合作網路」連結起來做大生意。 
2 參閱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www.weforum.org 
3 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是指擴大生產規模引起經濟效益增加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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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而非廠商規模（張苙雲、李仁芳，1999）。 

近幾年來，臺灣遊艇產業一直持續發展，由於產品幾乎是以外銷為主，每年的總出口遊艇艘數都

保持在 230 艘左右，但是，總出口產值則逐年成長，這表示每艘遊艇之平均出口單價是在成長當中。

2007 年時，全年出口遊艇產值已達 92.6 億臺幣，平均單價更是接近每一艘遊艇可達 4,000 萬臺幣。

尤其是在出口產值部分，幾乎是追隨著國際遊艇產業的榮景而成長。目前全臺約有 38 家遊艇廠，北

部區域以基隆港為出口中心，扣除歇業與外移的廠商，主要約有 11 家遊艇廠正常運作。南部區域以

高雄港為中心，小港和大發工業區、旗津及高雄港區為發展重鎮，約有 20 家，其他則散布在臺南、

屏東一帶，約有 7 家。遊艇廠商集中在南臺灣的臺南、高雄為主要群聚地點，外銷產值約佔 85%以上

（楊名梧、黃國哲，2008）。 

臺灣遊艇產業逐漸朝向大型化的發展，以及在精細的工藝技能支持下走向客製化的生產模式（陳

振杰、吳連賞，2014），藉由地方的綿密生產網絡，產生不可替代性，使得產業得以在全球化的時代

中找到定位。而綿密的生產網絡則是建立在區域內生因素的運作上，例如人際社會網絡、策略聯盟、

地方制度等，支撐整個聚落的創新學習。本研究的目的為梳理高雄遊艇產業在空間上群聚所形成生產

網絡的緊密連結，對遊艇產業間的行動主體以及諸多重要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加以探討，並檢視區

域創新網絡的形成。 

產業區的群聚與創新 

「創新系統（innovation system）」的概念來源可追溯至 Marshall（1921）所提出的產業區（industrial 

district）概念，這是詮釋一群中小企業鑲嵌4（embeddedness）於當地環境的發展路徑而聚集形成的產

業共同體。該產業共同體創新發展所需的知識技術，可透過不同管道而在產業區內部不斷地流動，並

帶動產業區內的產業不斷地創新和發展。Lundvall（1985）用創新系統概念，來說明研發實驗室、技

術研究機構與其顧客之生產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並於 1992 年出版《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一書，提出經濟中最基礎的資源是知識，最重

要的過程是學習，而學習是一種互動式的社會過程。雖然研究的主體是以一個國家創新系統的構成與

運作，但透過國家創新系統中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繫，亦提供了區域創新系統在知識生產、擴散應用中

交互作用一定程度的解釋力，該研究為創新系統研究奠定了基礎。Nelson（1993）強調制度（Institution） 

在影響創新績效與支援科技創新機制上的重要性，以制度的觀點指出創新系統在生產與創新過程間的

互動，產業研發、大學、政府和其他機構對於影響創新績效的發展、移轉與利用方面，皆扮演重要角

色，而制度則可以形塑科技創新環境與提供一個促進區域互動需求的規範性結構。 

在全球化的加速進展和資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使得空間障礙和交易成本大降而引發全球經濟的

重組，產業之連結網絡日漸擴散而呈現既集中又分散的空間現象，這種產業連結的空間現象，到了

1990 年代逐漸被定義為「群聚」。Porter（1990；1998）提出國家競爭力的鑽石理論，其決定要素分別

是：（1）生產因素、（2）需求條件、（3）關聯和支援產業、（4）企業策略、架構和競爭。這幾項因素

                                                             
4 鑲嵌的觀點自 Polanyi 提出以來，主要是強調經濟行動乃是一個制度化的社會過程，而 Granovetter 則指出這個社會過

程應被視為人際互動過程，並在研究組織理論時強調人際互動產生的信任是組織從事交易必要的基礎，也是決定交易

成本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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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動態的交互影響的，其中在關聯和支援產業上，供應商與製造廠商除了彼此買賣的關係，更可以彼

此協調合作以提供訊息與新技術，透過彼此協調支援，進而增加國家的競爭力。類似的概念說明了區

域創新系統中的技術開發與互動創新網絡等特質，包括了知識的創造、儲存與移轉。Porter 的群聚概

念中，群聚內成員的合作交流已被認為對增強競爭力有很大的決定性影響力，但這一過程究竟如何產

生及進行卻未深入探討，而且制度面向及社會互動等作用較少涉及。 

隨著知識經濟的興起，一些學者專家5強調區域創新系統的區域性價值，這些區域性價值存在於

地域脈絡的系統中，或整合在國家的創新系統下，或互動於有計畫性的區域網絡群聚內（陳暉淵，

2009）。區域創新系統得到重視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矽谷的崛起，矽谷的成功使人們意識到區域在創新

中扮演著重要角色。Saxenian（1994；1998）分析矽谷與波士頓 128 公路兩大區域的科技公司與周邊

社區、大學、創投業者的發展經歷不同，發現矽谷是一個區域網絡化的產業體系，各個行動者（agents） 

的彈性互動與合作，不斷在新技術方面相互學習，創造出區域優勢。 

區域創新系統主要是由相互分工與關聯的生產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等構成的區域性組

織體系，而這種體系支持並產生創新（Cooke et al., 1997）。換言之，在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間與開放

性的邊界，藉由區域內組織網絡進行交流、研發、搜尋與集體學習，此皆為區域創新系統的動態網路

特色（Doloreux, 2002）。Cooke et al.（1998）進一步從三個方面來闡釋：1.相互學習使知識在生產系

統內通過交互作用結合而成的一種集體資產；2.氛圍是指開放的區域，包括規則、標準價值以及人和

物質資源；3.鑲嵌性是由系統內、外的組織所創造、生產之經濟與知識過程，這些不同形式的創造與

生產過程，透過社會互動的模式，達到難以複製。Bracrzy et al.（1998）指出，區域創新系統由知識

的供給面與需求面所組成，在供給面包括知識創造的來源機構和負責訓練、培育高素質勞動力的教育

機構；在需求面包括生產系統、廠商以及發展運用科學技術的產出組織。促進知識供需雙方進行技術

取得擴散與 know-how 的創新支援組織，包括公私立實驗研究室、大學或學院、技術轉移機構、職業

訓練組織、創新融資機構等，彼此相互支援，而帶動區域發展（Asheim & Gertler, 2005）。 

Autio（1998）對區域創新系統結構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區域創新系統有兩個子系統構成，即「知

識應用和運用子系統（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sub-system）」和「知識產生和擴散子系統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diffusion sub-system）」。基於「知識應用和運用子系統」中心的是廠商，其

周圍是客戶、供應商、合作者和競爭者。廠商與客戶及供應商構成垂直網路，廠商與合作者及競爭者

構成水平網路。「知識產生和擴散子系統」則由技術中介機構、勞動中介機構、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

組成。而在「知識應用和運用子系統」和「知識產生和擴散子系統」之間，存在著知識、資源和人力

資本的流動與相互作用。Todtlmg & Trippl（2005）根據 Autio 的理論，在知識的供給和需求構面外，

將「政策構面」納入區域創新系統，政府在區域創新系統中提供相關法令及健全財務資源，以形塑優

質創新環境，圖 1，其分析了不同類型的區域，就其創新的前提條件、網絡與創新障礙，以界定不同

的政策選擇與策略。 

 

 

                                                             
5
 強調區域創新體系的學者主要有：B. Asheim， E. Autio，A. Isaksen，P. Cooke，P. Maskell，D.Doloreux，F. Todtling & 

M. Tripp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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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區域創新系統組成 

資料來源：Todtlmg & Tripp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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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區域創新系統是一個產業的創新體系，在開放的地理空間上運作，產業聚落是其中「知識

應用子系統」之核心要素。以「知識產生和擴散」為核心之創新聚落，則更涵蓋了研發機構、大學、

中介機構等成員，格外著重於人才流動與培育，提高交易效率，達到廠商互補分工的效益。Bathelt et 

al.（2004）提出產業群聚的吸納能力與學習，產業群聚內部的知識流動與創新是學習發展的關鍵。以

此解釋透過群聚效應在地方所產生的訊息傳遞，並說明在群聚中，訊息的傳遞具有自發性與流動性等

特質，可以促進知識與學習的區域化，如此概念普遍地說明區域創新系統的特質與精神。 

根據上述闡述，本研究認為區域創新系統是研究一特定地區的創新問題。區域創新系統中的系統

係指其行動者網絡，也就是技術與知識的生產者、使用者與中介者相互之間的作用與關係，亦可稱為

區域創新網絡。在區域中，創新並不是研發投入的線性函數，也不只是單個企業或機構的行為，它是

特定創新環境中個人、企業、組織相互作用的產物，知識的產生和散播是主要維持這個群聚的優勢

（Boschma, 2005）。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訪談的對象有政府相關部門、研究單位、學者與代表性

廠商共 43 位6，依半結構方式進行訪談，以綱要為本，就訪談的狀況適時以不同形式的開放式問題，

引導受訪者針對主題進行深入陳述。在資料的來源上，蒐集相關研究單位、廠商公開資訊著手，透過

正式管道與社會網絡關係接洽訪談，進而瞭解產業情況。再由相關研究單位及產業人士協助安排受訪

者，以滾雪球的方式擴增。研究目的在於探究遊艇產業聚落各行動者的互動，以及如何透過在地學習

降低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並以 Todtlmg & Trippl（2005）的知識流動與擴散的觀點來加以分析，藉

以深入了解高雄地區遊艇產業的聚落創新網絡的建構，強調地方產業網絡發展的外部聯繫，以提升產

                                                             
6 為了匿名受訪者與受訪廠商的資訊，不讓讀者可以辨識得出，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敘述時，採取代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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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競爭力。 

高雄遊艇產業聚落的發展 

造船業是高雄的重要傳統產業，而旗津是高雄造船發展重鎮，其現在的造船工業主要是奠基於日

治時代，承襲日本造船技術，從修造漁船、巡防艇開始，聚集形成造船的產業聚落。旗津地區的造船

工業，在日治時代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以後，已經建立了相當的基礎。二次大戰時，旗津地區處於港

口位置因而成為戰時盟軍轟炸的目標，使得造船工廠受到不少的損害。但在戰後，卻有許多有造船技

術的臺灣籍造船師傅回旗津，繼續從事造船工作。有的甚至自行集資開設新的修造船廠，因而在戰後

旗津地區的造船工業仍然呈現出一種欣欣向榮的局面（黃棋鉦，2007）。依「臺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

會」於 1974 年（民國 63 年）所統計民營造船廠，全省共有 94 家，其中高雄縣市最為集中，共有 41

家。在中美基金與行庫源源的貸款下，民間造船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其中以高雄旗津區各民營

造船廠最為明顯，當時高雄占臺灣造船業約 75%的建造量，證實高雄造船業的實力與成就（黃正清，

2005）。造船工業在高雄地區為一歷史悠久的傳統產業，其本身是一個高度鏈結性的產業。因此不僅

造船廠聚集了相當數量的勞工；其他相關的船舶五金、油漆、電機、木材等產業也容納了不少的員工。

而高雄遊艇產業的發跡，也是奠基於在旗津有很強的漁船製造技術與木工技術而興起。 

「高雄是臺灣造船、拆船的重鎮，深厚的造船技術，也孕育高雄遊艇產業的發展。遊艇

製造基礎能力充沛，加上大高雄腹地廣大，可以形成遊艇產業的製造聚落；並且高雄有海空

雙港的優勢，有利遊艇五金零件設備的進出口。（訪談資料 G1001）」 

南部要開始生產遊艇是先到北部學，製造遊艇的技藝逐漸由北部傳授至南部業者手中。根據陳政

宏、黃心蓉（2010） 的調查顯示，在 1970 年初期，因大橋遊艇7業者的朋友--高雄市新高造船廠的劉

萬祠先生，看到大橋遊艇發展盛況，便興起了轉型的念頭。於是派了 25 個人去大橋遊艇接受訓練，

後來就在南部成立大洋遊艇，是南部第一家做遊艇的業者。當時大橋遊艇負責供應船模，也找了幾位

師傅過去投資。 

「大洋的股東之一就是大橋，我們的老闆那時認為遊艇有發展潛力，於是號召地方人

士，以及與有來往的大橋遊艇一起投資，我們公司的第一艘遊艇也是接大橋的訂單。（訪談

資料 B0904）」  

高雄、臺南地區因人力資源充足、土地開闊及產業鏈完整等優勢，遊艇工廠的規模一般都比北部

大，且絕大多數遊艇是出口外銷為主，需有便利且散裝船班次多的港口8將遊艇裝船輸往國外，隨著

高雄港的航運業務的成長，而基隆港的沒落，使得高雄地區的遊艇製造業持續集結壯大，而北部的家

數逐漸的減少。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Krugman，就貿易與地理條件，強調聚落對於經濟成長的重要性。在他

著作「Geography and Trade」便提到，在經濟活動中，發現一個最有利的地理特性，就是「集中」，生

產同樣類型產品的公司，聚集在同一個地區，不但不會讓報酬遞減，反而因為同樣的需求同時擴張，

                                                             
7 臺灣遊艇廠在創始之初只有大橋及陳振吉遊艇兩家，廠房座落於臺北市南京西路底附近淡水河邊的九號水門，他們的

家族可說是臺灣遊艇製造的起源（陳政宏、黃心蓉，2010）。 
8
 國產遊艇的外銷，多半利用外國船隻運載，高雄港貿易量大，外國輪船的航次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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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造規模的優勢，使得供應鏈上、下游的廠商也願意進駐，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的關係，進而增加彼此

的收益（Krugman, 1991）。聚落的另一特色，則是不建立在以量取勝的基礎上，而是利基於其在全球

市場，所扮演的獨特、不易被取代的地位。高雄小港地區的遊艇生產被列為臺灣具有競爭力的十三個

黃金小鎮之一，足以顯示出高雄地區為臺灣遊艇製造產業發展重鎮，產業群聚效應顯著（尤子彥，

2012）。目前約有 20 家9遊艇廠位於高雄地區，5,500 名從業人員，大型遊艇訂單居亞洲第一，外加主

要的五金零件製造商、設備進口商，高雄地區占了全臺遊艇業產值的 70%以上。分析遊艇製造產業群

聚於高雄地區的原因，主要在於高雄氣候條件良好、具備小港機場及高雄港之雙港優勢及周邊臨海、

大發工業區等鋼鐵、金屬加工業之產業園區輔助；再者，以臺灣地區所製造的遊艇約 90%由高雄港裝

船輸往國外的運輸優勢來看，高雄擁有絕佳的遊艇建造和輸出有利條件（孫志鵬、陳文超，2011）。

因此，完整的產業供應鏈以及地方與政府對於產業投資環境的致力改善，使得高雄相較於其他縣市更

具備發展遊艇產業優勢（李樑堅，2011）。 

「高雄地區會聚集這麼多家遊艇廠商，主要是有高雄港，因為我們的遊艇都是外銷，比

較方便運出。其次是跟這裡的五金相關供應商有關，提供完整的配套產品，還有就是報關方

便，我們有一些設備是進口的，像是引擎、發電機等，這裡有免稅倉庫，也有利於報關。（訪

談資料 B0901）」 

高雄地區遊艇產業發展，以大發工業區、小港臨海工業區及旗津為主要群聚之聚落，圖 2。在遊

艇廠方面，小港及臨海工業區周邊所聚集的廠房較多，包括臺灣遊艇產業的龍頭嘉鴻、嘉信等工廠皆

位於此，其次聚集於大發工業區主要生產較小尺寸遊艇；而旗津早期較多為漁船製造廠，大瑞遊艇為

歷史較久的遊艇廠，近來有高鼎與高港遊艇公司的進入。隨著遊艇尺寸大型化的發展趨勢，廠房除在

區位方面的臨港需求顯得迫切外，在規模上受到 2000 年後的遊艇產業發展前景高度被看好，引發業

者極大的擴廠需求，例如，中信集團於旗津購地成立高鼎遊艇，專業生產金屬船殼的豪華遊艇；嘉鴻

遊艇在旗津擴建超級遊艇廠及投資大型 CNC 切削模具系統，提升遊艇品質的實質關鍵價值。 

 

 

 

 

 

 

 

 

 

 

圖 2 高雄地區遊艇製造聚落 

資料來源：臺灣遊艇活動網站 

                                                             
9 嘉信、東哥、奎龍、大瑞、嘉鴻、高港、鴻洋、隆洋、大洋、合興、東締、亞港、強生、新海洋、高鼎、正和、禾勒、

宏海、鴻鎰、新昇發等 20 家遊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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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產業經濟活動與在地鑲嵌 

（一）遊艇產業的生產網絡 

現行遊艇廠的工班可歸納為化工、木工、水電及油漆四大族群，其中油漆工班的工作內容及所需

的材料較為單純。在化工方面，主要為船體及甲板積層所需的玻璃纖維複材之供應。中小規模的遊艇

廠多設有化工班以人工進行積層作業，因而經常出現人為修補缺陷、樹脂使用過量加重船體重量等問

題，此類誤差對於快艇船型可能影響其運行效率。因此，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10（Ship and 

Ocean Industries R&D Center, SOIC）在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經費的支持下，自美國引進真空成型法

（SCRIMP
TM）的施工法，兼具環保要求及提升成品品質，以突破現有的生產技術在人力、效率及精

密度的限制與障礙，國內已有多家遊艇業者移轉此項技術，並完成本土化的成效，改善國內遊艇業生

產結構與生產品質。在木工方面，主要為船體內部木質裝潢作業，各遊艇廠多設立木工班，以現場丈

量、裁切、訂製的作業模式，人力需求大且工期長，人工成本高。例如，大型遊艇的內部裝潢為建造

的主體工作，雖然有一定數量的組裝家具和零件，但是更多的裝修工作是在現場進行的，而且是以手

工裝修為主，週期很長，佔用了生產週期的大部分。而遊艇外觀光順平滑，主要依靠塗裝，塗裝工作

就如同給大型遊艇「塗脂抹粉」，船體及上層建築建造完工後，需要在外表面塗上數層填充塗料，每

一層都要打磨一遍，以達到表面平滑光順。這項工作十分關鍵，費工費時，而且必須依靠人工完成。

一條 100 呎長的大型遊艇，僅完成外表塗裝，就需要 5 至 6 名工人，工作 3 至 4 個月時間。為改善木

工作業流程，舒緩人工不足的壓力，有些廠商引進專業化生產進行分工，例如，嘉鴻集團設立一家專

門從事遊艇家具的快藝系統家具公司，配合電腦繪圖，精確丈量，採系統化的製作流程，所有木質家

具均在工廠內製造後，至遊艇廠現場進行組裝，可有效達到節省時間及人力的目標。 

遊艇聚落群聚在大高雄地區，而遊艇產業的技術人員也多居住於高雄地區，因此，產業內部人力

需求則變得較為便利。在招募技術人員時，最容易招募學徒的方式是從生活的地域性引進，也就是左

鄰右舍即將進入社會的青年或朋友的孩子，帶在身邊教導關於遊艇的工程施作。另一種招募學徒方

式，則是藉由各種求職管道，招募所需要的遊艇技術人員，而此種方式也多半是同地域性質的新人求

職，如同學徒求職的時候，亦從自身的居住地列入考量，可就近工作不用到外地重新適應新的生活。

由於高雄成為臺灣的主要遊艇製造聚落，遊艇的技術人員多半居住於此製造聚落的範圍，少數擁有外

地戶籍的技術人員，即使非大高雄戶籍的住戶，也會遷戶籍至大高雄地區或租屋，方便應付日後的工

作狀況（吳秉錄，2009）。 

遊艇零件五金、電料、機電等關聯產業在高雄地區現約有 25 家，表 1，其中多數與小港地區的

遊艇廠商相鄰，以及大發工業區為主要分布地，其在空間區位上以遊艇廠商為中心（各遊艇廠的規模

大小，如表 2 所示），這些周邊設備均為輔助遊艇產業而設立，產業之間存在著互補合作關係，相互

之間以一種競爭型合作的形態共存（鄭春發等，2008）。高雄地區供應商的部分，遊艇所使用的裝潢

五金供應鏈市場以緯航為首，該公司專事遊艇所需五金的製造，其產品不僅供應臺灣遊艇製造所需，

                                                             
10

 為培植臺灣自立設計船舶的能力，「財團法人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簡稱聯設或船舶中心」在經濟部與交通部等單

位支持下於 1976 年成立，提供船舶工程規劃、設計、研發與知識整合等服務，以協助國內、外船舶與海洋等相關產

業發展。有鑑於綠能環保及海洋再生能源利用成為全球重要議題，「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要將觸角延伸到綠能動

力技術、遊艇製造數位船廠技術及海洋產業關聯技術等領域，同時為了臺灣發展新興海洋產業的需求，因此於 2012

年更名轉型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又稱船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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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遍及國外多數遊艇大廠，其他尚有銘船機械、英舟、AEGIS MARINE 等船舶用品供應商。在水電

方面，包括電料、發電、推進、空調等系統，可謂遊艇的中樞神經，每一艘遊艇的機電系統，基本上

均有專業的機電工程師來設計，並由各遊艇廠的水電工班按圖進行現場測試，而後由各項系統的供應

商進行機器安裝並測試，經由測試過程確認之正確與否，以及機器本身是否正常。供應商各項系統包

括電料系統的昱臺、振輝等供應商，在螺槳系統的瑞孚宏昌及宏一，空調系統的瀛海，錨機的煌翔，

發電系統的中華機械，引擎系統的快滿柴油機、華立等均為主要供應商（姜渝生等，2008）。其後，

遊艇製程階段完成後，必須自行拖至鄰近水域下水進行測試檢驗與試航。最後，出貨階段，則利用大

型貨船或散裝輪船運送，高雄地區遊艇離廠出貨以高雄港 34、74、97 號等碼頭為主。前述這些遊艇

協力產業串連出結構完整的供應鏈，形成特殊的產業群聚。整體而言，上述供應商系統與遊艇廠在高

雄地區形成一完整的產業網絡，如圖 3，這種地域上的產業集中現象將製造上下游關聯產業聯繫起來，

不僅相關的技術勞工較容易募集，也有利於企業發展及區域創新。 

表 1 高雄地區遊艇製造關連產業區位分布（2012 年） 

所在地區 遊艇廠 供應商 

小港 
強生、新海洋、亞港造船、嘉信、

隆洋、奎隆、嘉鴻、宏海 

優升精機（五金）、煌翔（錨機）、先進（FRP）、英舟

（五金）、銘船（五金） 

旗津 高港造船、高鼎、大瑞、新昇發 宏一（螺槳）、快藝（家具） 

三民  振輝（電料） 

左營  AEGIS MARINE INC（五金） 

鼓山 鴻鎰  

前金  華立（引擎） 

前鎮 東哥 快滿柴油機（引擎）、鑫運通（運輸） 

苓雅  三美（船舶用品）、昱臺（電料）、嘉祐國際聯運（運輸）

大寮 鴻洋、合興、東締、正和、禾勒

品舟（油漆）、日昇（螺槳）、緯航（五金）、瑞孚宏昌

（螺槳）、軾詮（船舶配件）、中華機械（引擎）、億倫

塗料（油漆）、果報（船用裝備） 

鳳山  艏航（設計） 

林園 大洋  

梓官  滿水化學品（石化原料） 

註：括號為供應商業別 

資料來源：臺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網站，本研究整理 

表 2 高雄地區遊艇廠資本額規模分類 

資本額規模 遊艇廠公司 

1 億元以上 
嘉鴻遊艇（10 億）、東哥企業（7 億）、嘉信遊艇（5.3 億）、 

新海洋遊艇（1.5 億）、鴻洋遊艇（1.4 億）、高鼎遊艇（1 億） 

1 億至 0.5 億元 
宏海遊艇（0.9 億）、隆洋遊艇（0.8 億）、大洋遊艇（0.6 億）、東締企業（0.6 億）、

鴻鎰遊艇（0.5 億）、新昇發造船（0.5 億） 

0.5 億元以下 
大瑞遊艇（0.48 億）、強生遊艇（0.45 億）、合興（0.33 億）、 

亞港遊艇（0.3 億）、禾勒企業（0.22 億）、奎隆實業（0.2 億）、正和遊艇（0.05 億）

資料來源：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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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雄地區遊艇產業鏈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姜渝生等（2008） 

（二）技術的擴散 

臺灣的遊艇製造業之所以在遊艇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主要在於高超的工藝技術，經驗豐富的木工

技術，使用純手工實木製造的內部裝潢，提供客製化服務，打造出高品質工藝水準的遊艇，而這些遊

艇木工技術很多都是透過師徒的寶貴傳承下來。在遊艇廠中，有些老闆就是從木工學徒11做起，他們

集工藝技術與管理方法於一身。 

一般而言，很多進入遊艇業的外來人士都是先以學徒的身份進入業界後，才逐漸習得製造遊艇所

需的技術，其中又以木工訓練為主。遊艇木工技術的培訓中，稱學徒為「學師仔」，木工的學習基本

上是無法建立文字的教導，以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的方式口耳相傳（word of mouth）12，並

親自示範技能及實地操作，從摸索中磨練自身的經驗法則。基本上，這類的知識為個人所擁有的、非

常個性化的知識，不能透過正式規則的方式明確地表達給其他人，而且很容易隨著距離增加而削弱，

它要求直接的經驗互動，在很大的程度是依賴空間鄰近性。欲製造高品質的遊艇，所有施工人員在觀

念上、管理上、工作紀律上也需隨著工藝水準提升。豪華遊艇的品質要求主要考量在工藝細節上以及

塗裝品質上，如收尾、平順、美觀等因素（陳天、張百禹，2008）。木工在遊艇生產過程中扮演關鍵

角色，其訓練過程重視從做中學的歷程，由於遊艇尺寸朝向大型化發展，技能學習也日新月異，每一

次的遊艇製造都是一項新挑戰。臺灣遊艇能夠在國際嶄露頭角，其中木工技術的精緻度相當的重要。

遊艇界木工師傅的經驗透過早期的模仿學習，轉化成自身技能，經驗來自師徒之間的傳承、自身的技

能訓練與技術的累積，這種技術的互動是遊艇室內設計裝修的知識層面，也是一種師傅經驗的表達。

如果稱臺灣為「遊艇王國13」，那麼該王國的「特種部隊」就是這群工藝師傅（鄭少凡，2013）。 

                                                             
11 參閱鄭少凡（2013）。 
12 一些更具體的密技（know-how）、工藝與實務技術在知識的生產與累積的過程中是必要的，其互動模式會較頻繁。這

類知識外溢的效果是非常高度地方化的，因為在已建立的地方社會網絡系統中，這些外溢常會透過口耳相傳快速的流

竄，甚至有些非常有價值的知識幾乎不會在本地之外流傳（李亭林，2008）。 
13 臺灣在 1970 年代異軍突起，出口了兩萬多艘遊艇，成為全球第三大遊艇出口商，被譽為「遊艇王國」。 

設計 船體 遊艇廠 測試 交船

EX:聯設
艏帆
國外設計

五金

EX:先進複材

技術工人的流動 工程師的技術交流

電料

螺槳

裝潢 Ex:快藝

Ex:緯航
銘船

Ex:昱台

Ex:瑞孚宏昌
宏一

錨機

發電機

引擎

冷氣 Ex:贏海

Ex:煌翔

Ex:中華機械

Ex:快滿

海運
承攬

Ex:嘉祐



11 

 

1980 年初期，臺灣遊艇訂單龐大，當時遊艇產業所需的勞動力相當的高，而在 1984 年的勞動基

準法的實施，法律正式明文規定勞工權益的保障，僵化的工資工時限制並不能反應當時產業的特性，

於是，鬆綁正式勞顧關係的外包制度是一個可以提高產量與降低成本的方式。這種彈性專業化

（Flexible Specialization）生產模式，其實是資方以外包制度脫離勞動規範、工會限制，讓企業在國際

競爭之下，更具競爭力的新策略（Gerlter, 1989；Sayer & Walker, 1992）。遊艇業者顧慮到製造訂單

的數量與人力成本支出的情況下，會將一些相關工作項目外包給專業技工來進行。一般而言，外包方

式的好處在於老闆可以省錢，不需要幫工人支付勞健保，也不必發資遣費。對工人來說，若效率提高，

可以多做幾間。遊艇業者在船舶裝潢部份，多採用外包或部份外包的方式，例如，嘉信遊艇採用公司

工與外包工並行，外包工做為遊艇產生產緩衝的機制，而對於真正需要高層技術、高品質或核心工作，

主要還是由廠內雇工14（公司工）完成。雖然外包制度可以達到產量的彈性，滿足生產鏈上的彈性需

求，並避免大量的固定成本，然而外包制度也可能提高交易成本，因此，為了降低外包工作的搜尋與

交易成本，並確保取得外部資源的時效性，地理鄰近性為遊艇廠商選擇供應者的條件，亦即遊艇產業

區位聚集的重要理由。 

「我們工廠設在這裡主要是這邊的供應商多，工人也好找，如果搬到興達港，要叫料、

找人，恐怕沒有那麼方便。（訪談資料 B1003）」 

外包商的遊艇裝修經驗是相當重要，通常很多遊艇外包商都是從遊艇製造廠的木工師傅出來自立

門戶。外包制度是遊艇產業發展的一部份，會轉為外包或許是被公司裁員，也或許是木工師傅欲獨立

發展並固定與某間遊艇公司合作，以賺取更多的自身利益，這樣的產業鑲嵌與獨立發展的同時，讓遊

艇產業的製造更具彈性，也是讓技術外溢的主要原因。 

「勞基法的實施，我們就將很多工種外包出去，外包出去的這些工種，他們的老闆大部

分也是我們廠內的小股東，雖然這些工種的工人不是我們的正式的員工。不過，他們每天也

都是在我們這裡打卡上班，遇到沒有 case 時，才會到外面接其他的 case。（訪談資料 B0901）」 

陳介玄（1994）以分工合作的觀點，將供應商（或稱協力廠）分成四種類型，其中廠內外包的類

型，較符合遊艇廠工作外包的制度。遊艇製造商提供廠房、土地與原物料，至於工作機器及員工則由

承包的工頭或小頭家自行負責。實際上，這類型的外包商等於遊艇廠的生產人力，對遊艇廠而言，可

以減少機器成本的付出和勞力不足的問題；對包商而言，雖然自主性低，但可以減少廠房和土地的負

擔，且可同時與數家遊艇廠配合。 

由於遊艇廠並非長期的聘用木工師傅，當工程結束後，這些木工師傅便得再另尋其他遊艇廠的裝

修工程。木工師傅在遊艇界中流動，也認識了各大遊艇製造廠的師傅與主管，當下的情誼交流與人情

培養的建立相當重要，透過這樣的關係將人情與技術鑲嵌於生產網絡。鄭力軒（2011）曾針對高雄地

區遊艇木工進行研究，在木工的流動過程中，組長跟師傅很容易形成穩定的班底關係，但是穩定的組

內成員的同時，木工師傅跳槽在遊艇界是稀鬆平常。因此，絕大部份的木工師傅都是流動性質，非固

定的遊艇廠任職，透過木工的流動將技術擴散到整個產業。 

「木工在這裡的各家遊艇廠之間跑來跑去接 case，這種流動性，或多或少都會有技術上

的交流。（訪談資料 B0901）」 

                                                             
14 屬於公司內的正式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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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草根性學習 

臺灣的遊艇廠經常面對新的挑戰，主要來自客戶的要求，而木工師傅就必須要不斷創新來迎合客

戶的要求。當客戶需要修改時，師傅會當場看看是否可以修改，不像國外施工15需要更改設計圖，甚

至從頭再設計，例如，義大利製造遊艇最擅長的是組裝工法，預先要把所有的內部裝潢，包括臥床、

浴室、床櫃、天花板與樓梯等全部都分割成一小塊，在外部加工完成之後再搬到船艙組裝。此工法需

建立一套標準化的流程，將內裝尺寸設計到最完美，絕不容許任何一點小改變。相反的，臺灣的師傅

特別在內艙設計上，掌握現場的能力反倒比設計圖的設計更為重要。內部規劃不需重新再設計，就可

以修改。這些師傅的技能，許多技術無法從文字上理解，需要現場體會。現場學的過程是沒有課程，

從基礎開始，然後，師傅會給學徒機會，讓他們試看看這一個內艙要如何做，學徒必須要學會掌握每

個設計圖形，如果可以一個人獨立完成就算是出師了16。這種因應不同的客戶需求的創新學習，也就

是一種「草根研發」，而其主要的特性為：個人的經驗累積，透過群聚生產空間的人際接觸、人力流

動，以及外包制度的工作分派，使得技術漸漸擴散，形成草根型學習區域（謝國雄，1989；林樂昕，

2007）。換言之，客製化成為現場技術提升的重要推手17，強化木工的工藝水準。 

「要製作一艘遊艇，投入的人力三分之一是木工師傅，三分之一的工時也花在木工上，

不只裝潢，包括外觀欄杆、玻璃，還有五金、電工等，都由木工來整合安裝，相當的重要。

因此，大部分的遊艇廠廠長也都是木工出身的，為了留下公司的 key man 或一些核心人物，

我們會用配股方式來留人。（訪談資料 B1004）」 

臺灣遊艇工藝的發展，藉由木工師傅不斷反思自己既有的經驗，從自己經驗中的做法延伸，嘗試

不曾做過的材質與設計，達到提升技藝的目的，另一方面，由於木工的高流動性，一個木工在一家遊

艇廠中所經驗的新做法，很容易隨著人的移動帶到其他遊艇廠中，促進整個技術的提升，遊艇界中有

「師傅公家的，有福氣的人用」的諺語，就是指這個流動過程所帶來技術的擴散（鄭力軒，2011）。

因此，「師傅公家」是遊艇業技術擴散的具體表徵，木工師傅在各家遊艇廠商執行工程施作的同時，

不僅發揮專業的技能，也在技術交流中培養了私人情誼。 

（四）訊息的交流 

如果我們走進竹科的大樓，會看到成群高科技人才挑燈夜戰，如果走進汽車工業的研發中心，可

以看到各種精密而完整的實驗設備。可是在臺灣的遊艇產業領域裡，沒有龐大的營業額來支撐研發的

經費，也沒有高額配股，吸引高學歷的人才流入。深入地觀察遊艇產業聚落的形成，並非如新竹科學

園區以及加工出口區的廠商，是透過專業工業區的優惠設施，藉以吸引外國資本同時帶來外國的專業

技術。在這個情況下，傳統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創新活動，其實就發生在日常工廠的運作中。在工廠裡

                                                             
15 國外多半是模組化，若是需要修改，整個設計需要重新再規劃，廠商變更設計需要長時間。而臺灣廠商只需要兩週時

間，其施工方式為「邊做邊修」，因此，較能容許客戶的修改。 
16 成為師傅的門檻就是能夠獨立做艙，在國外的遊艇工藝與臺灣遊艇工藝的教育方式不同，國外工藝的培養是從細節開

始，製造過程過度仰賴機器的運作，而臺灣在木作師傅的培育，花費時間於學習操作上，每位遊艇師傅需可以獨立作

業，甚至完成遊艇內部的任何一個空間或家具的施作。 
17 師傅以培養隨機應變的能力，甚至不需要圖說，僅用口語的交代，便可立刻執行裝修製作，將主管或木工工頭的口述，

呈現實體的產品。木工師傅高度的適應性與應變能力，奠定了臺灣遊艇客製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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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可以看到水電工、木工等師傅與專案工程師為了符合客戶的要求，現場討論著如何修改18。遊艇

產業的研發與創新是從客戶的需求，從物料到組裝，甚至是品質或舒適性的堅持中慢慢累積而成。這

也是臺灣企業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在全球商品鏈上優質的代工技術學習和製程創新能力，唯有快速

因應全球化客戶市場需求的技術學習與創新能力，才能始終保持全球市場高委託代工佔有率（熊瑞

梅，2008）。 

創新的表現也在於同行業之間的非正式交流，遊艇技術中也包含了許多無法言說的隱性知識，透

過不同遊艇廠商員工之間面對面的接觸、工作之餘的聊天等，相互碰撞而產生新的火花。 

「遊艇廠的彈性就在於符合客戶需求，並達到法規的要求，例如，法規要求有通氣管，

但是客戶不希望通氣管的口顯露，我們就想辦法將通氣管收起來。因為剛好有一家廠商也有

這個問題，他們將排水管與通氣管結合，這樣也就符合法規。像這樣的技術是剛好聊天時知

道，或者有時遇到問題時會向其他公司的同學或學長請教，多半是遇到時聊聊，相互會問及

你那艘船做得怎麼樣呢？（訪談資料 B0904）」 

製造商與供應商的外包行為不只牽涉到實體物品的中間交易，技術外溢、隱性知識等外部性也在

其中交流傳遞。在操作過程中，技術之間的交流則必須依靠彼此的信任與合作，而遊艇廠商與技術人

員之間的人情關係影響了鑲嵌的程度。 

「供應商會與我們互相資訊交換，這些供應商幾乎都是長期配合，更換的可能性較低。

供應商對我們的幫助也很多，他們會配合我們的需求來設計，例如，客戶希望電視可以收起

來，因此升降設施要修改，我們就與供應商討論如何改變。（訪談資料 B0904）」 

供應商為遊艇廠商提供其他廠商和市場的資訊，從而加速區域內資訊的流通。 

「供應商他們的服務非常好，像是新材料的引進，以及需要的技術資料他們都會提供，

我們需要的教育訓練，供應商都會協助，並告訴我們如何使用，甚至有時會提供別家遊艇廠

做哪些改變後，使用的效果更好。（訪談資料 B1004）」 

「遊艇公司很喜歡跟我們討論，因為我們看過很多船，甚至也到國外大廠的船進行組

裝，所以遊艇公司他們想知道其他遊艇廠的內裝情形，多半會經由我們來提供訊息。（訪談

資料 S0901）」 

無論是 FRP 的遊艇或是鋼製商船的製造技術，其技術的擴散會在某些特定的時空，藉由人才的

流動以及訊息的流通而表現出來。 

（五）關係的鑲嵌 

臺灣遊艇界中，許多遊艇公司製造廠的負責人之間有姻親或親屬關係，其發展多半是原本隸屬同

一間遊艇公司，日後再另外自行開設遊艇相關資源公司或遊艇製造公司，形成臺灣遊艇各家公司間的

鑲嵌特性，例如，在俗稱為「大」字輩的船廠間，股東為一體系，高雄地區的大洋、大瑞和臺南大新

遊艇，都有交叉持股，也由於交叉持股的原因，木工會相互支援。大致上，大洋以生產帆船為主，大

橋遊艇則生產動力船，兩者間會具有市場區隔，且在面對國外客戶時，大洋、大橋、陳振吉都會讓國

外客戶以為他們是一起的，讓客戶認為他們的規模大，以取得國外船東信任。但因為市場地位區隔明

                                                             
18 筆者在訪談時，受訪者不時有電話打進來詢問專案工程師有關遇到困難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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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技術人才流通頻繁，遊艇業之間的聯盟、互助氣氛頗為濃厚（陳政宏、黃心蓉，2010）。 

「與我們有特殊關係（相互持股）的公司，東西（工具）交流會比較多，而且，如果有

客戶想要去看其他遊艇廠，我們會介紹至有相互關係的廠家去看，不會介紹他去一點關係都

沒有的公司。（訪談資料 B1004）」 

另外，1976 年由木材業者、漁船業者與遊艇業者在高雄合資設立嘉信遊艇，之後將隔壁倒閉的

遊艇公司買下擴廠，創立嘉鴻遊艇。由嘉信遊艇離職的員工或親屬創立了隆洋遊艇、冠昇遊艇、傑騰

遊艇（去大陸投資）、鴻鎰遊艇、新海洋遊艇、緯航五金等，強生遊艇則自奎龍遊艇衍生出來（訪談

資料整理，S0901、B0906）。而嘉鴻遊艇衍生出高港遊艇、鴻洋遊艇、先進複材及快藝家具等成為嘉

鴻集團。由於遊艇業者彼此間或多或少都一些關聯存在，而國內市場發展受限，反而避免了在國內的

短兵相接19，轉而在國際展覽場合，大家都抱著共同出外打拼的精神，在外銷市場上也會進行市場區

隔，成員們透過與其他成員的連結，對設備採購等訊息互通有無，以分享更多的資訊和知識（張沛文，

2008） 

區域創新網絡的建構 

進一步本文從 Todtlmg & Tripple 的區域創新系統觀點，探討遊艇聚落內行動者的互動情形。 

（一）知識的運用及應用 

在面對全球競爭壓力下，產業群聚已被視為是一項重要策略以維持區域產業永續發展，尤其是以

大量中小企業為主的地區，藉由廠商之群聚與地理上鄰近性，促進相互支援與學習，中小企業也能享

有規模經濟的利益，並持續進行研發創新（Martin & Sunley，2003）。區域創新網絡具有明顯的在地

獨特性，才能在全球經濟網絡中具有競爭優勢，而其特色依賴於在地的知識結構與存量，特別是地方

性的隱性知識。 

1. 遊艇規模的擴大與衍生 

高雄地區遊艇產業聚落是由本地的供應商、製造商及相關機構等行動者所構成，由於相關廠商的

地理鄰近性，一方面刺激了業務的往來量，一方面透過人員與技術的流動，形成以嘉鴻、嘉信等遊艇

製造商結合供應商而成的「知識的運用及應用」系統，圖 4。誠如先前的分析，遊艇公司核心的成員

以家族的親屬為主，共同出資經營，所雇用的非家族成員，往往累積了「足夠」的技術與能力，便會

伺機另行創業，或是因高薪跳槽加入別家，成為聚落中新的競爭者或合作廠商。 

高雄地區遊艇廠間的員工流動與自立門戶，衍生出更多的遊艇廠，藉由私人情誼與家族關係互通

有無，間接達到營運技術學習與資訊外溢，來提高自我利益。例如，A 遊艇公司接到大筆訂單，但公

司人手或資源不足夠，便會從 B 或 C 遊艇公司進行調派動作，因此，遊艇產業看似相互競爭對象，

但卻在內部技術與物料交流中，合作無間（吳秉錄，2009）。另外，遊艇公司開始走向企業垂直整合，

特別是擁有自己的品牌，像是嘉鴻、東哥，已涉足生產鏈的上、下游投入，甚至是遊艇行銷、售後服

                                                             

19遊艇廠間的競爭，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受制於國內法令，業者長期以外銷為主，國內的競爭並不存在。而這種幾近百

分之百外銷的特性，造成對外的連結，尤其是與國外市場、顧客的接觸，幾乎全權交由代理商、經銷商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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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例如，嘉鴻遊艇的規模朝向集團化發展，陸續成立專責製造 FRP 船身的先進複材公司，在遊

艇產業供應鏈中，提供在船體及甲板所需之玻璃纖維材質，以及遊艇內部家具製造的快藝系統家具公

司，並且再成立鴻洋及高港造船各自負責不同品牌、大小的船型，形成集團內部的子公司相互支援，

邁向技術提升。因此，嘉鴻遊艇的規模化，促成其發生領導作用，發揮磁吸效應吸引優秀的技術人才，

也較具財力引進新式技術及相關設備，帶動新的投資，強化接單能力，開拓市場。不過，另一方面，

受到大者恆大的影響，規模較小的遊艇廠，則可能面臨缺乏專業人力以及投資能力，導致技術停滯不

前，當全球經濟不景氣時，接單量銳減，在難以攤平成本的壓力下，容易遭受淘汰。 

 

 

 

 

 

 

 

 

 

 

 

 

 

 

 

 

 

 

 

 

 

 

 

 

 

 

 

圖 4 遊艇產業的區域創新學習網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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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地的黏著性 

為了面對生產訂單的彈性，遊艇公司所培養的公司工僅佔少數，絕大部分的技術人員皆屬於流動

性質，使得挖角或調派人員的動作成為遊艇界很基本的產業特性，也形成強烈的技術流動。由於包工

的流動性大，技術磨練需要依賴自身的經驗與創新，以回應客戶的要求，而打穩基礎的同時，也發展

出其私人情誼。因此，只要是身為遊艇工作的工程師或技術員，絕大部分都能對遊艇界產生基本的情

誼與熟識度，這種現象尤其是木工師傅更為明顯，形成人情與技術的在地鑲嵌網絡型態，而設備與五

金供應商的供貨支援與資訊的交流，也促使在地遊艇產業的知識與資訊的流動，強化產業在大高雄地

區的黏著性。這印證了 Malmberg and Maskell（2002）認為知識外溢係來自於製造商、供應商與客戶

之間的互動，知識運用強烈的受到當地資源、機構、社會與文化等因素影響。 

「我之前的工作是在 A 遊艇公司，現在換到這家遊艇公司，所做的事情雖然有些不同，

但其實都差不多。而且不管我在 A 公司或在 B 公司，都會遇到相同的供應廠商，大家都認

識，也會彼此交換工作的資訊，聊聊近況。（訪談資料 B0909）」 

（二）知識的產生與擴散 

產業聚落的發展要達到區域創新系統的層次，需要聚落內廠商間的創新協作，包括更多知識提供

者參與創新合作（Asheim & Isaksen, 2002），涵蓋研發機構、大學、中介機構等聚落成員。聚落各成

員除需要在空間群聚之外，亦需要相關的制度結構，促成知識產生、知識分享交流與知識商業化的發

展過程。若政府能透過政策、租稅等手段，加強廠商間的水平網絡聯繫，促使產業聯盟，強化信任的

氛圍，降低交易成本，藉由互補的人力和技術資源中獲得最大效益，促進廠商之間的知識流動。因此，

在高雄市經濟發展局委託研究報告（吳濟華等，2010）指出，為了掌握既有遊艇製造優勢聚落，創造

更高的產值，高雄市政府將遊艇應用產業列為新興核心產業主軸。遊艇公會理事長呂佳揚就曾表示： 

「遊艇產業，最適合在臺灣發展，尤其是在高雄，因為南部人勤奮，學校人力資源充足，

加上傳統工藝對遊艇的附加價值有顯著的幫助，這不是價錢的高低可以衡量，而是優質的品

牌建樹，所以我們對政府提出積極政策扶植遊艇產業，有很高的期待。引自高雄畫刊訪問實

錄（2009）」 

1. 研發聯盟 

從「知識產生與擴散」子系統來看，鼓勵廠商與學研機構之間的合作，廠商與大學和研發機構建

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充分利用大學和研發機構的技術優勢，轉化大學院校的技術，彌補自身創新

能力的不足，降低創新風險。地方政府可藉由經濟部的「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20（SBIR）」「學界協

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21」、「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22（CITD）」等，輔導本地的遊艇產業，與學術

單位等資源積極配對，滿足傳統產業或產業的需求。 

「市府可以協助國內的廠商取得優惠，例如使用在地產品給予獎勵等。產業間與學術如

                                                             
20 本計畫為鼓勵國內中小企業加強創新技術或產品的研發，依據「經濟部促進企業研究發展補助辦法」所訂定的計畫，

期望能以此協助國內中小企業研發，加速提升中小企業進行產業技術與產品之創新研究，促進產業升級與提升國際競

爭力。 
21 本計畫為導入學界豐沛研發能量進入產業，提升中小企業核心技術能量，強化產業競爭力。 
22 本計畫為鼓勵企業進行研發工作為目的及補助企業研發資金為方法，以擴大服務面及提高傳統產業研發普及率，進而

協助傳統產業提昇自主研發能力達到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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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支援與協同將來可由市府透過計畫協助廠商的合作交流。（訪談資料 G1002）」 

如圖 4，由公部門、研究機構、大學等所形成的「知識產生與擴散」，藉由研發聯盟的成立，協

助遊艇產業開發新產品，帶動產業快速轉型。例如，國內遊艇五金製品廠商約有 30 家，其中逾七成

外銷，廠商多分布於高雄地區，產值約占全國八成以上，該產業過去以委託代工生產為主，在客製化

設計能力、特殊造型金屬件成形技術、金屬鏡面與功能性塗層處理技術等高級遊艇所需的零件上，需

擁有自主開發能力。高雄的金屬工業研究中心（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MIRDC）以專款專案成立「遊艇五金產業研發聯盟」23，考量高級遊艇五金產品極為注重外觀造型及

表面質感，特別是駕駛座椅及升降桌等不銹鋼管加工產品，傳統上業者大都以手工方式或鑄造技術製

作不銹鋼管件，使管件造型複雜化具裝飾效果，以提升產品價值。然而以手工方式製造上述管件製品

常會有產品尺寸變異的問題，而採鑄造方式製作的管件表面又常有氣孔須大量銲補拋光，造成人工成

本增加，致使產品製造成本過高，獲利不易提升。而且過去多以 OEM 型態經營，欠缺產品自主開發

及缺乏機電整合能力，使得單價為義大利同級產品三分之一以下。因此，藉由金屬工業研究中心長期

累積的研發能量從旁協助，包括旭德、戴仕、銘船機械、景航、佳進、瑞孚宏昌等六家領導廠商籌組

研發聯盟，針對業者所遭遇的技術難題，定期向聯盟成員報告，透過法人單位的研發能量，輔導開發

關鍵技術，藉由解決產業共同問題，提供業者彼此之間交流往來的機會，開發高值化遊艇五金產品24。 

「剛開始，我們協助業者組成研發聯盟，後續的活動由他們來主導，我們希望他們提出

計畫，這方面政府有 SBIR 的研究經費提供，主要輔導業者的技術提升，透過這個輔導計畫

讓業者熟悉策略聯盟，之後，能自行進行合作發展，瞭解如何一起研發，形成合作的模式。

（訪談資料 G0901）」  

再者，透過產學的合作，導入學界豐沛研發能量進入產業，提升中小企業核心技術能力。 

「參與研發的過程對我們產業升級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的研發中心的建立就是由金屬中

心的曾組長來輔導，後來與我們相處不錯，我們就請他過來上班，之後，他又去了屏科大，

我們也與屏科大做合作，等於他是屏科大與我們合作的窗口。（訪談資料 S0901） 

近年來遊艇產業的興盛，船舶中心擴大在研發遊艇零件與設備的專業部門，成立遊艇組，當遊艇

公司需要新的零組件時，便向船舶中心申請，然後船舶中心會向經濟部提出科技研發專案，當政府認

可這個專案後，提撥經費給船舶中心，針對遊艇廠的要求研發相關零件，而船舶中心在技術上受到限

制時，也會和其他廠商合作，共同研發。因此，當遊艇廠商在製造能力有所不足時，將促使廠商對船

舶中心提出需求，或是採取和船舶中心合作研發，累積遊艇產業的研發能力（李琇玲，2005）。 

為發展國內電動船舶與遊艇產業，建立本土化的上中下游完整產業鏈，並開發船舶穩定器系統，

以及改善遊艇表面達到平整的效果，船舶中心成立「船舶技術研發聯盟」。並結合國內各領域廠商共

同開發，成立船舶電動推進系統研發聯盟、改質型層狀材料及不飽和聚酯奈米複合材料研發聯盟、船

                                                             
23 政府公部門委託金工中心成立的「遊艇五金產業研發聯盟」，需簽訂保密條款，專責服務廠商技術轉型之需求，以降

低廠商相關風險疑慮。 
24 2010 年金屬中心透過專案計畫輔導進一步促成大發工業區遊艇五金製造業者景航、允懋、正和、界洋及竟能等五家公

司，共同參與「遊艇五金製造產業高值化研發聯盟」。金屬中心負責提供知識應用服務、與表面處理技術輔導，協助

聯盟廠商建立產品設計與品質提升能力，整合臺灣自有的零件，把製造能量留在臺灣，將遊艇零件自製率從目前的

70%，提升至 100%，以減少對歐洲進口零件的依賴，可降低成本近五成，擺脫大陸低價競爭，最終以全球布局運籌和

自創品牌、精品設計為目標。（經濟日報，201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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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穩定器研發聯盟等三個聯盟，藉由研發聯盟的成立，帶動產業快速轉型，提升臺灣船舶競爭力。透

過聯盟的成立，建立合作關係，讓遊艇相關的關鍵技術，能從研發到移轉，一開始就由聯盟來運作。

未來，經由共同目標確認，延伸共同採購，並透過內外銷合作，協助產業發展。 

「聯設將扮演核心技術提供，及系統整合的角色，導引先進技術的研發及移轉，落實到

產業端進行量產。至於過程中所產生的專利及智慧財產權，如果是中心主導的，就屬於政府；

如果為廠商主導，則歸屬廠商。（訪資料談 G1103）」 

產業群聚除了有助於廠商互動學習，增加資訊、知識和資源交換速度與密度，可創造區域競爭優

勢（徐進鈺，1998）。因此，區域內部的廠商和研發機構，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社會關係所構成的複雜

網絡，因而強化集體的學習和地區的創新能力，就構成了學習型區域或創新環境（Doloreux, 2002）。

換言之，創新可以視為是在不同廠商或組織間，藉由相異的或互補的知識與能力互動所產生，創新績

效不僅與個別廠商和知識設施的創新表現相關，更與組織和公共部門之間對於知識產生與傳遞的互動

方式有密切的關係。 

「透過定期開會、實驗室的參數修正及工程師到現場的指導，進行技術轉移，主要是將

我們中心既有的技術用於遊艇五金的發展，如發泡鋁是新的材料，用於引擎室可以隔音，減

少噪音的形成。（訪談資料 G0902）」 

2. 人才的培育 

人才培育是創新系統中最重要的因素，創新系統內互動關係資源，來自於人力所帶的技術創新活

動。因此，無論是廠商的在職訓練或是研究機構、學術機構內充沛的研發能量，都是引領整個創新發

展的引擎。遊艇產業所需要的人才可蓋分為專業工程師級與專業技術人員級，其分類與負責之工作內

容，如表 3。 

表 3 遊艇建造人才分類與分工 

技術人員級 工程師級 

類別 負責之工作 類別 負責之工作 

木工 家具、室內裝潢 造船 
水下外型設計（流力）、船艇

性能、結構 

化工 
FRP 強化纖維複合材結構製

作 
製程 

施工圖繪製、施工方式、輪機

組裝、品質檢驗、試車 

水電工 
電纜線布裝、五金安裝、機器

安裝、管路配裝 
設計 

船艙內部設計、水線以上外型

設計 

油漆工 補土、刮磨、噴塗油漆 專案管理 
合約、建造期程、成本、人資、

材料 

資料來源：陳天、張百禹（2008） 

 

目前遊艇業界的新進人才主要來源為國內大專院校，例如，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與海洋工程學

系、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習、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系統工程及造船學系、國防大學中正

理工學院造船工程學系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造船工程學系，由於彼此多有學長學弟或同窗情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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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使得工程師之間的交流更為密切。然而受到就業導向與造船業的負面形象25造成尋覓新進人員

投入不易，多數人會選擇投入電子業或轉入其他行業26，僅有相當低的比例的畢業生會願意留在遊艇

業。因此，在市場上，欠缺合適的人力，從船舶中心或者各廠挖角有經驗的工程師27為常有的現象。 

「我們公司的人才多是國內造船系畢業居多，但嚴格來說，我們早期的人多半是從聯設

過來，也有從別的遊艇廠挖角而來。（訪談資料 B1005）」 

臺灣遊艇受到國際買主的喜愛，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工藝技術的水準優異受到市場的肯定，

因此人才培育與補充，攸關遊艇產業未來的發展。近來教育部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28（MEET）中，

補助大學校院培育海洋科技實務人才計畫，強化學生產業實務經驗及職能，促進國內學術研發單位與

業界合作，建構產學研合作之實務人才培育平臺，有助於造船相關科系投入遊艇產業的行列。 

遊艇產業發展的另一個隱憂是面臨技術勞工老成凋謝，頂尖專業師傅大多是老壯派，有待傳承青

壯派，甚至少壯派來接棒，卻無法及時的充足供應，恐怕出現斷層29，包括研發船底漆（防止蚌殼貝

類寄生在船底）的材料化工人才以及安裝遊艇發動機的電機與機械人才，但短缺最嚴重也最不好找

的，就是裝潢木工。猶記得在訪問一家廠商的經理時，他感慨地提到： 

「若你現在走進我們遊艇工廠，你看到的勞工大部分是上了一定年紀，我們對於老師傅

的技術傳承都是從做中學，需長時間的學習培養，但現在年輕人較無法投入，存活率低，大

部分會流失，這是我們很傷腦筋的一件事。（訪談資料 B1006）」 

在中央或地方與公會的協助下，透過各種訓練班包括產學合作計畫，大榮高工、岡山農工30招收

遊艇木工裝潢班，與遊艇廠建教合作的方式引進生力軍，提供技術人力的支援，而產業界也透過技術

流程的建立與製造能力的提升和環境的改善，增加產業的就業誘因，吸引人才的加入。 

「我們的技術勞工普遍年齡老化 非常需要招募新血，為了解決技術面臨到青黃不接的

問題，目前我們著手進行遊艇施工時的 SOP 流程的建立，這樣後面的人接手時就有所依循。

（訪談資料 B1111）」 

結 論 

高雄地區為臺灣遊艇製造的重鎮，全臺有 20 家遊艇廠位於高雄地區，外加主要的遊艇五金零件

製造商、設備進口商，產值幾乎佔了全臺遊艇產值的 70%以上，以大發工業區、臨海工業區及旗津為

主要聚落。本研究主要為檢視高雄遊艇聚落的互動情形，所形成的創新網絡。研究結果顯示，遊艇聚

落的發展呈現出經濟地理上的不可取代性，相關廠商的地理鄰近性，促使人員與技術的流動，形成在

地學習的創新方式，如圖 5。主要是因為國內遊艇生產製造模式幾乎採用接單式生產的方式，也就是

所謂的客製化生產，客戶的需求具有絕對的影響。因而，連帶的造成建造流程變動率高，促使木工師

                                                             
25
 薪資較低與工作環境辛苦，是長期以來造成造船相關科系畢業生不願意投入遊艇業的原因。 

26
 過去十年造船相關產業不景氣，使得人力產生斷層，國內造船相關系所，紛紛轉型，學生與教師的研究發展方向轉向

資訊、電子電機產業。 
27
 遊艇相關專業人才特殊，學校畢業後仍需在船廠歷練，才能養成獨當一面的專業技能。 

28
 其中有「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海洋科技實務人才計畫」，加強培育造船產業科技實務人才。 

29
 遊艇廠員工普遍老化，年輕人不願當學徒，從事木工、電焊工作，這將是臺灣成為遊艇王國的一大隱憂。 

30
 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開設遊艇室內設計學程，該學程由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與國立岡山農工共同推出的教育部產學攜

手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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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施做要「靈活且彈性」，不斷地創新以迎合客戶的要求，具有「草根研發」的特性。同時，由於包

工的流動性大，容易隨著人的移動將新的技術帶到其他的遊艇廠，因而這種「師傅是公家」的型態，

促進遊艇整體技術的擴散。此外，技術的外溢也存在於工程師之間的情誼以及供應商的資訊傳遞，透

過正式與非正式交流，加速區域內知識的流動。其次，高雄地區遊艇聚落的成長，來自新公司的不斷

成立，由於遊艇公司的核心成員多有姻親或親屬關係，因此往往員工累積了足夠的經驗，便另起爐灶，

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從技術支援、人員挖角到產品價格，彼此既競爭又合作的商業關係，而這種員工

流動與自立門戶衍生出更多的遊艇廠，間接形成技術學習與知識運用及應用的情形，塑造出遊艇產業

聚落中獨特的鑲嵌特性。 

由廠商、研究機構與大學等所形成的「知識的產生與擴散」系統，鼓勵廠商與學研機構之間的合

作，藉由政府所提供的各項輔導計畫，協助廠商的技術升級，來彌補自身的創新不足，降低創新風險。

例如，高雄的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以專款專案成立「遊艇五金產業研發聯盟」或船舶中心成立的「船

舶技術研發聯盟」。將過去不定時、不定期提供遊艇相關的關鍵技術，改為邀集業者加入聯盟，針對

業者所遭遇的技術難題，定期向聯盟成員報告，透過法人單位的研發能量，輔導開發關鍵技術，藉由

解決產業共同問題，提供業者彼此之間交流往來的機會，並朝向從研發到移轉，以聯盟方式來運作，

執行起來更具效率。再者，透過相關單位的支援實務人才的培育、製造環境的改善及自有品牌的建立，

有助於遊艇產業內的知識產生與擴散。 

總之，高雄遊艇產業聚落的創新學習，是知識投資與關係發展的交互並進，靈活彈性的產業網絡

促進技術創新，形成在地的黏著性，而聚落的群聚效應所帶來的區域內關係性資產，讓廠商留駐不受

其他地區低廉人工或成本的威脅而輕易外移，這也是區域內所累積出的一定程度上的製造知識與技術

的優勢。 

  

 

 

 

 

 

 

 

圖 5 遊艇聚落在地學習的技術擴散 

遊艇廠A 遊艇廠B

遊艇廠C

工人的流動

工程師的交流

衍
生

供應商 資訊交流

資
訊

交
流

學研機構

產
業

聯
盟

客戶技術平台 客製化

遊艇聚落

交
流



21 

 

參考文獻 

尤子彥（2012）：〈13 個黃金小鎮出列－－你知道嗎？臺灣產業聚落競爭力世界第一〉，《商業週

刊》，1250：146-153。 

吳秉錄（2009）：《臺灣遊艇業中之室內設計裝修體系的研究－高雄地區的個案》。高雄：樹德科技

大學建築與環境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濟華、張玉山、李樑堅（2010）：〈高雄市經濟發展白皮書〉，《高雄市經濟發展局委託之專題研

究成果報告》（編號：99A10023）。高雄：高雄市都市經濟發展局。 

李樑堅（2011）：〈高雄市產業發展面對的挑戰及推動策略〉，《城市發展》，12：119-131。 

李亭林（2008）：〈區域創新系統下談社會網絡的學習與能力建構〉，《公共行政學報》，26：141-157。 

林樂昕（2007）：《峰迴路轉還是死胡同？彰化社頭織襪產業的路徑依賴與鎖進過程》。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城鄉所碩士論文。 

姜渝生、王小娥、吳清如、余秀梅、陳勝智、林純存（2008）：〈96 年高雄市綜合發展計畫—產業

發展與都市空間布局規劃〉，《高雄市政府都發局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96）高

市都發字第 26 號）。高雄：高雄市政府都發局。 

孫志鵬、陳文超（2011）：〈高雄市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開發規劃〉，《城市發展》，22：54-75。 

徐進鈺（1998）：〈邁向一個學習性區域？臺北－新竹高科技走廊的廠商聚集與技術學習〉，《師大

地理研究報告》，29：143-159。 

張沛文（2008）：《高雄地區遊艇製造業之全球生產網絡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苙雲、李仁芳（1999）：《網絡臺灣：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臺北市：遠流。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 臺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臺北：聯經文化出版

公司。 

陳天、張百禹（2008）：〈遊艇業實作人才培訓模式研究（上）〉，《船》，65：33-49。 

陳政宏、黃心蓉（2010）：〈臺灣公營船廠船舶製造科技文物徵集暨造船業關鍵口述歷史委託研究〉，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98023）。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 

陳振杰、吳連賞（2014）：〈臺灣遊艇產業轉型之研究－－基於路徑依賴理論觀點〉，《正修通識教

育學報》， 11：109-133。 

陳暉淵（2009）：〈地方政府行銷：區域主義下的創新競爭策略〉，《文官制度季刊》，1（4）：57-78。 

黃正清（2005）：〈打狗造船業〉，載於陳朝興（總編輯）。《海洋傳奇：見證打狗的海洋歷史》

（pp.73-82）。高雄：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黃棋鉦（2007）：《高雄市旗津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產業變遷》。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

士論文。 

楊名梧、黃國哲（2008）：〈2007 年臺灣遊艇產業調查分析〉，《船》，60：3-8。 

熊瑞梅（2008）：〈臺灣企業社會學的發展與反思〉，載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臺灣社會學

發展史，1945-2005》（pp.177-242）。臺北：群學。 



22 

 

鄭力軒（2011）：〈彈性專業化作為產業轉型途徑：以臺灣遊艇製造業為例〉，《臺灣社會學》，22：

157-196。 

鄭 少 凡 （ 2013 ）：〈 直 擊 臺 灣 遊 艇 王 國 特 種 部 隊 〉，《 看 雜 誌 》。

http://m.watchinese.com/article/2013/6892?page=show。（2014/08/21 瀏覽） 

鄭春發、鄭國泰、吳連賞（2008）：〈遊艇產業聚集之空間群聚與網絡的分析〉，《環境與世界》，18：

75-102。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臺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3：137-190。 

《臺灣遊艇活動網站》。http://www.ship.org.tw/boating/。（2014/08/22 瀏覽） 

Albino, V., Garavelli, A. C. & Schiuma, G. (1999):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ter-firm relationship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role of the leader firm. Technovation, 19(1):53-63. 

Antonell, C. (1996): Localized knowledge percolation processes and informa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6(3):95-281. 

Asheim, B. & Isaksen, A. (2002):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sticky’ and 

global ‘ubiquitous’ knowledge.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7(1):77-86. 

Asheim, B. & Gertler, M. (2005):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regi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Fagerberg, J., Mowery, D., and Nelson, 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pp. 

291-3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tio, E. (1998): Evaluation of RTD in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6:131-140. 

Bathelt, H., Malmberg, A. & Maskell, P. (2004) :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1):31-56. 

Benneworth, P. & Dassen, A. (2011): Strengthening Global-local Connectivity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2011/01). Retrieved 

from OECD website: http://dx.doi.org/10.1787/5kgc6d80nns4-en. 

Boekholt, P. & van der Weele, E.（1998）: Southeast brabant: a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ransition. 

In: Braczyk, H., Cooke, P. & Heidenreich, M.(eds.),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role of 

governanc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pp.48-71). London: UCL Press. 

Boschma, R.A. & Frenken K. (2006): Why is economic geography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3):273-302. 

Braczyk, H., Cooke, P. & Heidenreich, M. (eds.) (1998):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London: UCL. 

Press. 

Cooke, P. & Morgan, K. (1994): The creative Milieu: A regional Perspective on Innovation. In M. 

Dodgson and R. Rothwell (eds.), Th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p. 25-32). 

Cooke, P., Uranga, M. G. & Etxebarria, G. (1997):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Research Policy, 26:475-491. 

Cooke, P., Uranga, M. G. & Etxebarria, G. (1998):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 evolutionary 



23 

 

perspectiv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0:1563-1584. 

Doloreux, D. (2002): What we should know about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 

Society, 24:243-263. 

Fiore, A., Grisorio, M. J. & Prota, F. (2011):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which role for public policies 

and innovation agencies? Some insight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n Italian reg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8):1399-1422. 

Fritsch, M. & Slavtchev, V. (2011): Determinants of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Regional Studies, 45(7):905-918. 

Gertler, M. S. (1989): Resurrecting flexibility? A reply to Schoenberger.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4(1):109-112. 

Kauffeld-Monz, M. & Fritsch, M. (2013): Who are the knowledge brokers in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 multi-actor network analysis, Regional Studies, 47(5):669-685.  

Krugman, P.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Combridge, MA: MIT Press. 

Lundvall, B.-A. (1985): Product Innovation and Users-Producer Interation. Aalborg: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Lundvall, B.-A. (1992):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Malmberg, A. & Maskell, P. (2002): The elusiv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economies: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spatial cluster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429-449. 

Marshall, A. (1921): Industry and Trade. (3
rd

 ) London: Macmillan. 

Martin, R. & Sunley, P. (2003): Deconstructing clusters: chaotic concept or policy panacea?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3(1):5-35. 

Nelson, R. (1993):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rter, M.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orter, M. (1998): On Competi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Saxenian, A. L. (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xenian, A. L. (1998):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California: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Sayer, A. & Walker, R. (1992): The new social economy. Cambridge, Blackwell. 

Scott, A. (1998): Regions and World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Storper, M.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London; New 

York:Guilford Press. 

Todtling, F. & Trippl, M. (2005): One size fits all? Towards a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approach. Research Policy, 34(8):1203-1219. 

Uyarra, E. (2010): What is evolutionary about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for 



24 

 

regional polic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115-137. 

投稿日期：103 年 09 月 22 日 

修正日期：103 年 11 月 06 日 

接受日期：104 年 04 月 15 日 



25 

 

地理研究 第62期 民國104年5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62, May 2015 

DOI: 10.6234/JGR.2015.62.02 

 

公園‧浴場：新北投之文化地景詮釋 

Park and Bath: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New Beitou 

林芬郁
a 

Grace Fen-Yuh Lin 

Abstract 

The Beitou Park, the first park in Taiwan that was built with a "Public Bath" purpose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t spring tourism, was once the one and only summer resort and a hot spring paradise 

for residents. As the site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settlement development in the New Beitou area, the 

park was also a place which embraced and celebrated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area. 

The New Beitou area is known for its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was shaped by multi- 

culture derived from the Beitou Park, the public bath and the hot spring attractions in the neighborhood.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Ketagalan culture, the hot springs industry, the 

railway culture,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and mining knowledge in the New Beitou area; how they have 

reconstructed the space and networking in the area; and its cultur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sense of place, cultural heritage. In addition, the paper looks back in time and deeper 

into its space to trace the multi-cultural elements intertwining at the Beitou Park and their complex 

overlapping structure via the semi-lattic the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urban homogeniz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With 

their new fou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efforts to interpret and represen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ir 

place，the residents in the New Beitou area are expected to uncover the uniqueness of their place. They 

will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ir rich and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make sure that the New Beitou area 

will not fall back to becoming a mundane and short-lived tourist recreational area. 

Keywords: Beitou Park, Public Bath, Culture Landscape, Sense of place, Culture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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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首座為發展溫泉觀光產業，隨公共浴場興建的北投公園，是當時市民唯一的避暑勝地與

臺灣的溫泉鄉樂園，同時也是新北投聚落發展的起點，與北投多元文化交融之匯集地。 

新北投地區因有北投公園、公共浴場、溫泉產業與多重文化在此交會，而形塑出獨特的文化

地景。本論文將從文化地景、地方感、文化資產的論點，探討凱達格蘭文化、溫泉產業、鐵道文

化、宗教信仰、礦業知識等，在新北投地區的組合、重構之空間網絡關係與文化地景。並藉由時

間、空間的脈絡回溯與半格式（semi-lattic）思維，梳理出交織於北投公園的多重文化元素，與彼

此間錯綜複雜的重疊結構。 

全球化下，都市日益均質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新北投居民的文化自明與對歷史文化的

詮釋、再現，當可尋找出地方獨特性，並善加利用其豐厚的文化資產，以避免新北投流於曇花一

現、毫無特色的旅遊休閒區。 

關鍵詞：北投公園、公共浴場、文化地景、地方感、文化資產 

前言 

迄今成立已百年的北投公園，是臺灣首座為發展溫泉觀光產業，隨公共浴場興建，有別於都

市計畫下的溫泉公園，也是當時市民唯一的避暑勝地與臺灣的「溫泉鄉樂園」。 

北投公園及其附近的新北投地區1原是凱達格蘭族北投社的社域，日治時期發現溫泉後，政府

為發展溫泉觀光產業，在新北投興建公共浴場、北投公園。新北投線鐵道的興建後，因車站附近

集結成市，而有「新北投」的地名（相較於「北投」聚落），且市況繁榮勝於先開發的唭哩岸、關

渡二地。加上許多日本人聚居新北投經營溫泉旅館，將溫泉文化、日式宗教信仰傳入，因而逐漸

形成「本島人（臺灣人）」傳統聚落與「內地人（日本人）」族群生活市街的二元城鎮空間。 

二次大戰後，新北投成為合法化的情色消費空間（風化區），但因「溫柔鄉」的污名有損國

家形象，公娼制廢除後，隨溫泉產業而沒落，新北投反璞回歸到傳統的城鎮空間。1990 年代在地

居民因地方感的凝聚，保存下來的公共浴場與周邊的文化資產抵擋了北投纜車興建的衝擊。之後，

文化轉向與外來財團休閒產業進駐所形成的新消費空間，徹底的扭轉新北投的形象。 

新北投地區因自然環境、產業活動、重要歷史事件、政治、經濟、文化等作用力下，留下可

辨識的刻痕。而在長時間演變下，依據作用力的強弱不等，在此形塑成多樣的地景與地方之獨特

性。現今新北投一地因有豐厚的文化資產與溫泉的優勢成為臺北近郊熱門的旅遊休閒區，但須強

化其文化獨特性，以避免新北投流於曇花一現、毫無特色的旅遊休閒區。 

目前與北投區相關的研究與論述，有地方文史相關書籍（平田源吾，1909；田中均，1929；

中國工商專校，1997；許陽明，2000；洪德仁，2000；林芬郁 2013a；林芬郁 2013b）、人文聚落

                                                             
1 本研究中所言「新北投」地區，是指 1916 年新北投鐵道興建、「新北投驛」設置後，車站附近逐漸

集結成市，成為「新北投」（相對於「北投」）聚落地名，範圍如圖 9「日治時期新北投地區日人所建

之宗教信仰場所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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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研究（陳瑋鈴，1996；陳惠滿，1998；陳允芳，2003）、溫泉產業專文（黃玉惠，2005；陳佳

鑫，2007；柳頤庭，2010；王譽臻 2011）與北投文化、宗教相關之論述等（林芬郁，2008、2009a、

2009b、2010、2012），此等多面向的研究，實為本文提供研究之基礎。 

也有直接針對公共浴場、北投公園與地方發展作研究（黃躍雯，2004；溫采婕，2012；江宜

錦，2013），文中皆論及 1990 年後北投因社區意識凝聚，推動設置北投溫泉博物館，與周邊古蹟

之指定才使得北投走出溫柔鄉之污名，但是對於公共浴場、新北投線鐵道對北投溫泉產業的發展，

與周邊文化資產的登錄對北投地區往後之影響，皆未多作著墨。 

然筆者認為應先說明 1913 年興建「公共浴場」對北投溫泉發展之重要性才能與 1990 年代「北

投溫泉博物館」做為「新溫泉鄉」改革指標之意義相互呼應，且須詳述文化資產登錄之後在新北

投地區朝向正面觀光休閒轉型的重要性，才具說服力。 

一區域的文化地景是過去地景的連續變化而來，且空間之形成必須放在社會歷史脈絡下才能

理解。德國地理學家 Otto Schlüter（1872－1959）也認為一地的獨特表徵是由該區域內許多特徵

相互關聯所形成的景觀構成。主張追溯該區域的歷史脈絡，並詮釋、彰顯文化如何將自然景觀轉

變為人文景觀與獨特性2。地景是地方的物質性刻痕，也是公共的記憶，無疑的文化資產登錄是將

記憶安置在地方上3。而北投的文化資產正是在地居民對當地的感知與生活經驗，因情感聯繫、依

附進而產生「地方感」後，與外地人互為集體性的「公共記憶」。 

而在不同政權下，新北投地區族群、文化、社會、經濟之權力關係互動複雜，尤其是北投公

園正位於這多重文化交會之節點，其地景反映新北投地區的生活整體與文化符徵。因之本文將對

不同時期政權下的文化與社會之變遷做深層的詮釋，並分析其對新北投地區文化地景之影響。 

因之本文擬以文化地景、地方感與文化資產等概念，以微觀的空間權力運作，透過實際空間

的日常實踐而產生之空間權力，詳述新北投地區受外力（政權）、民間團體介入等，所形塑文化地

景之實質元素，並釐清其豐富文化作用力下之地景、區域與空間彼此間之關聯性。且透過長時間

尺度的歷史回溯，發展出凱達格蘭文化、公共浴場、、溫泉產業、日本宗教遺跡、鐵道文化、北

投石等時空軸線，分述其在歷史更迭與社會文化累積下，透過不同事件、新元素加入與作用力的

強弱，解析分別隱藏於背後影響文化地景動態變遷之實質因素。並以解構主義之觀點，將時間與

地景流變整合到空間的結構，賦予空間脈絡感後，予以解構、探究歷史、文化脈絡、地理空間之

彼此多重因素的「關聯」，找出影響區域特性的要素與其流變之型態，以達拆解、分析「區域差異」

之目的，與形塑空間獨特性之成因。經抽絲剝繭「存在」的地上印記後，梳理出其「消失」的交

錯、動態糾結之文化網絡關係，與最後在北投公園共同交織成獨特空間之進路。 

現今文化遺產的知性旅遊活絡，新北投地區應充分利用過往的歷史資產與特性包裝地方，藉

以吸引遊客進入「地方中的歷史（history-in-place）」4，使之成為發展特色旅遊的利器。 

本文首先探討凱達格蘭族部落生活空間與清治時期漢人在北投地區之拓墾，其次敘述日治時

期北投公園、公共浴場、溫泉產業、宗教信仰、北投石與城鎮發展之歷史過程。再述二次大戰後

                                                             
2 潘朝陽（2005）：《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31-32。 
3 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138。（原著：Tim Cresswell，《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4 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9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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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投從情色消費空間、傳統城鎮空間再轉化至再現的文化空間之歷程，並論述新北投形塑獨特

文化地景之因素。 

凱達格蘭文化空間 

(一) 部落生活的變遷 

北投公園前端旁有凱達格蘭文化館，雖然館藏缺乏凱達格蘭文物，但仍然說明這裡原是凱達

格 蘭族 北 投 社 的社 域 。 北 投區 凱 達 格 蘭族 主 要 社 群， 包 括 北 投社 （Kipatauw）、唭 哩 岸 社

（Kirragenan）、嗄嘮別社（Halapei）。北投社約位於今清江路、三合街一帶。北投社人在荷西時

期至清代即以硫磺與外人交換日用品。而由北投社之相關地契中，可知北投社族人之土地遍及嗄

嘮別庄、北投庄、頂北投庄、竹子湖庄與八仙埔等地。但隨漢人拓墾，族人遂由狩獵採集、掘磺

易物，至清代轉變成土地業主與戍守硫磺之屯番，又歷經質借、典租、添典、杜賣、找洗等過程，

最後失去土地控制權5。 

唭哩岸社約位於今立農、東華、吉利、尊賢、立賢、吉慶、永明等里，在荷蘭時期可能已有

相當程度的發展，清代該社應已併入北投社。嗄嘮別社約位於今桃源里、稻香里一帶，該社清治

時期應已併入北投社。至日治時期除嗄嘮別、頂北投與北投地方尚有少數平埔族人外，其他地方

已無平埔族人居住。 

 清領時期，大量漢人移民臺灣，又因有犁耕稻作技術和水圳興築之優勢，相對弱勢的凱達格

蘭族開始學習漢人的農耕技術、語言與文化。凱達格蘭族在經歷經濟、社會變遷與傳統信仰之衰

微，與清廷政策等因素，加上長期接受異族文化的侵入下，數度被迫遷移後已完全融入漢人社會

體系中，文化、語言、風俗也早已湮滅。 

(二) 凱達格蘭文化見證 

約 180 年前，北投貴子坑上游凱達格蘭族嗄嘮別社之頂社，潘姓族人（姓名不可考）撿到池

府王爺神像，之後輪流供奉於潘姓平埔族爐主家中，遂成為庇佑平埔族人的神佛，因之俗稱「番

仔王爺」。 

日治時期，遷居至中社之北投社族人因政府欲興建賽馬場6，部分族人遷往「番仔厝」定居。

後來庄內雜姓漢人漸多，有感於池府王爺神蹟顯赫，1971 年庄民集資興建「北投保德宮」供奉。

1973 年番仔厝庄民共同信仰之番仔溝頂土地公廟「福神宮」因貴子坑淹大水而崩塌，北投保德宮

管理委員會於現址重建「福神宮」（大業路 517 巷 58 號）。 

1995 年信眾於「福神宮」原址擴建廟宇（改稱「北投保德宮」）），共同供奉「番仔王爺」與

「平埔社」土地公。今番仔厝內的北投保德宮7，仍是當地居民之信仰中心和兼具代表傳承凱達格

                                                             
5 林芬郁，「卷二住民篇」，收編於社團法人臺灣歷史學會（2011）：《 北 投 區 志 》。臺 北：臺 北 市 北 投 區 公 所 ，

32。  
6 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7 北投保德宮、「番仔王爺」與「平埔社」土地公的信仰，請參閱林芬郁(2008)：〈平埔族聚落之遺跡見証—北投

保德宮〉，《臺北文獻》（直字）163，99-123。2010 年 10 月 13 日保德宮遭拆除，廟內之神像與祭具暫放置原

廟址旁的屋簷下供信徒參拜。（參閱林芬郁(2012a)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資產巡禮〉，《臺北文獻》（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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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族文化之歷史意義，保德宮可說是凱達格蘭族嗄嘮別社之「文化載體」，也是凱達格蘭族聚落遺

跡之唯一見證。番仔厝曾是凱達格蘭族人之生活範圍，其地理環境仍保有原住民傳說、包括地名

番仔厝、番仔溝、宗教信仰及漢人、凱達格蘭族間之互動關係，是臺北市極少數保有部落痕跡、

集中居住、地名完整、文化與歷史脈絡清楚之處，具臺北盆地凱達格蘭族人之歷史重要見證，也

反應該地區漢人、凱達格蘭族定居之地景特色8。 

 

   

圖 1 番仔王爺 

（林芬郁攝影） 

圖 2 「平埔社」土地公 

（林芬郁攝影） 

圖 3 土地公背後刻有「平埔 

社」（林芬郁攝影） 

(三) 西方宗教的傳入 

1876 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Rev. George Lesile Mackay﹚到北投傳教，並在貴子坑上

游的嗄嘮別興建一座磚造的「北投禮拜堂」做為聚會場所。 

之後，信徒陳近奉獻建地，另一位信徒潘水生當了一個女兒得到 90 圓，奉獻給教會建教堂用。

1912 年由加拿大傳教士吳威廉（Dr. William Gauld）所設計的「北投禮拜堂」9竣工，而由教會的

「洗禮簿」得知，當時信徒多為北投附近的凱達格蘭族人，因此「北投禮拜堂」可視為西方教會

在北投發展的開端。而教堂與保德宮、番仔厝、番仔溝昔日都是凱達格蘭族人生活的範圍，因之

同時登錄為「凱達格蘭北投社」文化景觀。 

1923 年潘水土（潘水生之子）自臺北神學院首屆畢業，1946 年派令至北投教會，因凱達格蘭

族出身而受到漢人教徒歧視，被拒後退休。潘水土先設立家庭聚會所，1960 年與眾信徒醵資於中

和街興建「自立長老會新北投教會」。目前，所有北投社後裔的基督徒都在自立教會聚會，潘水土

之子潘耀慧曾與其他族親為凱達格蘭族正名運動努力不懈，因而促成 2002 年在北投公園旁原北投

神社的遺址所在地（後改建成憲兵隊）興建凱達格蘭文化館。 

                                                                                                                                                                               

179，267-269。 ） 
8 「97 年 7 月 8 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發文字號：北市文化二字第 09730178200 號。 
9 北投禮拜堂：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 77 號，後更名為「臺北市長老教會北投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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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治時期漢人之拓墾與聚落空間 

西荷時期已有部分漢人在唭哩岸開墾，鄭氏時期漢人曾在唭哩岸與關渡間屯墾。1713 年鄭

珍、賴科、朱焜侯、王謨等人，以「陳和議」戶名，請墾北投庄、海山庄、坑仔口10後，北投區

始大規模拓墾。《淡水廳志》載：「淡水開墾，自奇里岸始」11說明漢人入墾最早的據點為唭哩岸。

之後開鑿七星墩圳、八仙圳與唭哩岸圳等水利設施，聚落興盛發展，乾隆年間唭哩岸街已發展成

淡北最早的街肆，且位居淡北古道要衝，是北投的政治、商業中心12。 

雍正、乾隆之初，漳州人賴、魏、謝三姓至石牌地區開墾，與凱達格蘭族人因土地問題時起

爭端，1745-1748 年時任淡水同知之曾曰瑛督同土官，於凱達格蘭族與漢人交界處立界碑，以絕

紛爭13。而「石牌」這地名是遵奉尹秦的「各立界牌」一詞而來14。 

嗄嘮別（關渡）地區，1715 年通事賴科鳩集在北投開墾的漢人將靈山天妃廟（今關渡宮）易

茅以瓦，可知康熙末年漢人已開墾淡水、關渡一帶有成。關渡因水運暢通、形勢險要，清政府在

此設海關與驗卡，成為頗具規模的港口聚落。1728 年陳懷攜子由福建省泉州府來臺開墾，1744

年嗄嘮別已有漢人業戶林永躍等 12 人，向北投社熟番承墾。清乾隆年間（1736-1795）福建省安

溪縣高、張、林三姓族人，陸續渡海來臺發展，最早可能在今坪頂、北投稻香里一帶，向潘姓凱

達格蘭族人承購土地、開墾定居15，另外灣灣厝16
1765 年也已開發。 

清康熙末年至乾隆中葉，「南陳侯亭派」派下：大長派、相公派、宅尼派、后浦派、後壁份

派之子孫，陸續由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渡臺定居於北投地區。1755 年相江派下之陳江在北投開設陳

伯記雜貨店為業，後與凱達格蘭族人交易、買賣土地。清乾隆中葉後壁份開臺祖陳雲茶來臺，定

居在「仁記內17」務農。1890 年五大派下族親鳩資興建「陳綿隆號祖厝」，宗祠的建立代表陳氏

族人在北投地區的開墾成果18。 

清代，唭哩岸、關渡因有水運之便，聚落繁榮。但是 1901 年淡水鐵路通車未在唭哩岸設驛站、

北淡公路改道、河川淤塞等交通運輸功能衰退，因而沒落。日治時期，關渡一地也因淡水河河運

衰退、盡失舟楫之便，又因北淡路陸交通遠離舊街市，導致關渡衰微成一寂寞寒村。加上日人全

力經營溫泉產業，新北投地區由農村景致轉變為遊憩勝地，市況繁榮尤勝唭哩岸與關渡19。 

 

                                                             
10 張福壽(1938)：《樹林鄉土誌》，頁 3；溫振華(1978)：《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頁 23。 
11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二志一〈封域志〉，頁 31。 
12 林芬郁，「卷二住民篇」，收編於《 北 投 區 志 》 ，頁 40。  
13 湯熙勇（1999）：〈臺北石牌番漢分界碑〉，《歷史月刊》142，頁 26-28；湯熙勇（1989）：〈臺北石牌番漢分界碑

勒石時間之商榷︰兼論臺灣北部現存最早之古碑及其價值〉，《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1）:88-94。 
14 尹章義（2009）：〈從原住民的獵場到臺北、新北兩大直轄市—臺北開發三百年史綱〉，《臺北文獻》(直字)170，

頁 20。 
15 溫振華（1980）：〈臺北高姓—一個臺灣宗族組織形成之研究〉，《臺灣風物》30（4）:35-53。 
16 即番仔厝，大業路與淡水捷運線交差之西南角。 
17 今清江路 121 號。 
18 陳允芳（2003）：《北投傳統人文景點研究》，頁 93、96、112。 
19 林芬郁（2010）：〈唭哩岸與慈生宮歷史變遷之研究〉，頁 421﹔林芬郁「卷二住民篇」，收入《北投區志》，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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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代芝蘭二堡北投庄之移民祖籍地與開墾時間表 

街庄社 小地名 移民祖籍地 

中國福建 

開闢時間 

 

大量拓墾 

時間 

迄今最早

之地契 

唭哩岸  漳州府、泉州府同安縣 1709 年 1718 年已成莊 1713 年 

嗄嘮別 泉州府同安縣、安溪縣 1709 年  1744 年 嗄嘮別 

關渡 漳州府、泉州府、興化府 1709 年 1718 年已成莊 1752 年 

北投  泉州府 1709 年 1718 年已成莊 1743 年 

石牌  漳州府、泉州府 雍正－乾隆初期  1836 年 

山腳 泉州府同安縣、安溪縣 乾隆中葉  1760 年 

十八份 泉州府安溪縣 乾隆（1736-1795）

初期 

 1771 年 

頂北投 

紗帽山 漳州府、泉州府安溪縣 1772 年  1772 年 

竹子湖  漳州府、泉州府安溪縣 乾隆（1736-1795）

初期 

咸豐年間 

（1851-1861） 

1854 年 

林芬郁整理製表 

日治時期 

(一) 溫泉產業 

1. 公共空間 

(1) 「公共浴場」之興建 

1895 年德國商人奧里（Ouely）在北投發現溫泉，1896 年日本人平田源吾至北投開設「天狗

庵」溫泉旅館，始將溫泉產業正式導入商業用途。1898 年「臺北陸軍 衛 戍 療 養 醫 院 北 投 分 院 」
20竣 工 ，作為軍用療養地。1905 年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傷兵相繼運來此醫 院 療傷，也讓臺灣人

知道溫泉的醫療功能。 

1901 年淡水線鐵道通車後，日本人所經營的日式溫泉旅館如雨後春筍般的增加，但是北投公

園周遭的溫泉旅館皆屬於高消費，一般普羅大眾消費不起，只好在北投溪邊搭簡陋的竹籬笆或木

柵，泡免費的野溪溫泉（「公共浴場」，今北投溫泉博物館旁北投溪第一瀧瀑布的位置），此地是臺

灣浴場文化的起源地21。可是，成群男男女女在溪內泡湯有礙觀瞻，所以被警察禁止了。 

1905 年由民間團體「臺灣婦人慈善會」發起組織「浴場改良會」向政府申請興建公共浴場，

1906 年委託總督府鐵道部興建供一般民眾使用的浴場，因而稱「慈善浴場」。1907 年該會捐助改

善露天的「湯瀧浴場」22，並動員當地居民在浴場周圍種植花卉草木、美化環境，是日後「北投

公園」之雛型。 

1910 年臺北廳長井村大吉規劃將「湯瀧浴場」擴建為「北投公共浴場」，同時在其周圍興建

北投公園，摹仿東京市的上野、淺草公園，遍植櫻花、樟樹、楓樹，使北投成為「全島第一」的

                                                             
20
今之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北投區新民路 60 號)，1998 年登錄為市定古蹟「前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 

21
〈北投公園百年紀念口述歷史座談會（楊燁先生發言）〉（2013），《臺北文獻》(直字)183：19。 

22 
湯瀧浴場：溪面因有高低落差所形成的瀑布，被稱為「瀧」，「湯瀧」是溫泉與瀑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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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休閒勝地。1913 年由臺北廳仿日本靜岡縣伊豆溫泉浴場興建規模完備的「公共浴場」竣工，

一樓內有一座古羅馬式浴池供民眾使用。日本政府為增加公共浴場的「能見度」，特選在 1913

年 6 月 17 日始政紀念日當天開幕，並於《臺灣日日新報》23上登載開幕訊息大肆宣揚。因適逢休

假日，16、17 日臺北－桃園間與淡水線都加開臨時來回列車，之後鐵道部為載運蜂擁而至的旅客，

又增加火車班次。24
 

 

 

 

 

 

 

 

圖 4 湯瀧浴場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提供） 

圖 5 興建中的北投溫泉公共浴場 

（楊燁先生提供） 

(2) 全臺首座溫泉公園－北投公園 

北投公園是據 1911 年 1 月 1 日「公園管理規則」25所設立，依自然環境、地形修建，將公共

浴湯附近整建為公園。北投公園是繼圓山公園26和臺北公園27後，臺北之第三座公園，卻是全臺首

座溫泉公園。同時將北投溪納入公園，北投山傾斜面則闢建成遊樂區，建設為臺北人四季的遊樂

地與唯一的避暑勝地28。公園除觀光休閒外，還提供市政活動、民間慶典、居民集會等多重的公

共用途，成為見證歷史的場域29。 

 

 

 

 

 

 

                                                             
23
 〈北投公共浴場十七日開場〉，《臺灣日日新報》（1913/06/15）；〈北投公共浴場公開〉，《臺灣日日新報》，（1913/06/17）；

〈公共浴場開幕，鐵道部增加火車班次〉，《臺灣日日新報》（1913/06/17）。 
24〈公共浴場の第一日〉，《臺灣日日新報》（1913/06/19）；〈列車增發〉，《臺灣日日新報》，（1913/06/21）。 
25〈公園管理規則〉，《臺灣日日新報》（1911/12/16）；《臺北廳報》第 1047 號（1911/12/20）。 
26 圓山公園：1897 年啟用，又稱「一號公園」，是臺灣第一座公園。 
27 臺北公園：1908 年啟用，又稱「新公園」，即今「二二八和平公園」。 
28〈來期の公園經營〉，《臺灣日日新報》(1912/01/16)。 
29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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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北投公園與溫泉旅館（廖明睿先生提供） 

2. 經濟空間 

(1) 硫磺產地到溫泉渡假聖地 

西荷治臺時期，已有中國漢人到北投，以鹽、米、布和凱達格蘭族人交換硫磺。1696 年福州

火藥庫失火，清廷派郁永河來臺採硫磺。乾隆末年清政府因擔憂硫磺被居民製成火藥叛亂，故嚴

禁私採。1863 年福建巡撫徐宗幹為軍務使用奏請開採才解除禁令，正式由官方經營，但時採時停。

1887 年劉銘傳奏請官辦，設磺腦總局專營硫磺與樟腦，採硫則以北投為中心。可見清朝，北投地

區僅是以硫磺產地開發。 

1896 年開設「天狗庵」溫泉旅館，溫泉正式導入商業用途。1898 年軍用療養的「臺北陸軍

衛 戍 療 養 醫 院 北 投 分 院 」竣 工 ，陸軍駐守在北投，間接提高北投的知名度，臺灣人也漸知溫

泉醫療功效。之後日本人經營的日式溫泉旅館逐漸增加，如：天狗庵、松濤園、星乃湯、陸軍偕

行社等，無疑是日本本土溫泉文化的移植，與故鄉溫泉地景之「再現」，影響所及北投公園周遭成

為漢人傳統聚落中的「異質空間」。 

(2) 交通建設、休閒概念帶動北投溫泉觀光產業發展 

大稻埕－北投公路（1897）、淡水線鐵道（1901 ）、臺北－芝山、士林－陽明山公路（1903）、

臺北－北投線公共汽車（1913）、新北投線鐵道（1916）等交通建設陸續通車，縮短了旅程距離。 

昔日，農業時期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慣習，所有的歲時節俗只是配合節氣、

農閒，為調劑平常日子而創造出來的非常節慶。日治時期實施「星期制度」，定時休假、工時縮

減讓大家有休閒的生活，鐵道的興築更縮短時空旅程，促進餘暇文化30。1936 年臺北市役所成立

「觀光係」，將臺灣神社、草山、北投溫泉、大屯國立公園、淡水等規劃成觀光路線31，對北投休

閒旅遊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30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合著（2005）：《臺灣史》。臺北：五南，228-229。 
31 呂理紹（1995）：《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 北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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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新北投驛（火車站）（林芬郁收藏） 

1910 年左右粗估來北投的浴客中內地人（日本人）佔 70%，本島人（臺灣人）佔 30%，至

1920 年左右則反之。這數據顯示，臺灣人接受日本的溫泉文化，且知道溫泉療效之後的必然增加

現象32。1923 年為迎接裕仁皇太子至北投行啟，公共浴場增建特別休息室後，成為當時全日本規

模最大的公共浴場，象徵著北投溫泉鄉發展的高峰。皇太子雖短暫停留，但從此北投公共浴場名

氣大增，溫泉旅館隨之增加。 

1930 年代初期臺灣較有規模入浴設備的溫泉地不超過 30 處，其中以臺南州的關仔嶺與臺北

州的北投，是南北最具代表性之二處溫泉33。北投一帶風光明媚、交通便捷、溫泉設備完善全島

第一，堪稱臺灣的「溫泉鄉樂園」，名聲遠播日本。之後為發展北投觀光而鋪設新北投線鐵道，這

些優越的條件讓北投的溫泉更勝於南部的關子嶺溫泉。1927 年《臺灣日日新報》舉辦票選臺灣「八

景十二勝」34，草山北投榮獲十二勝之一，可謂實至名歸。 

(3) 鱗次櫛比的溫泉旅館 

繼「天狗庵」溫泉旅館後，陸續有日本人與少數的臺灣人至新北投經營溫泉旅館。目前完整

留存、仍在營業的有瀧乃湯、吟松閣與北投文物館。北投溪旁的瀧乃湯35已有 80 多年的歷史，日

治時期浴費只要三分錢，素有「三仙間」之稱，一般民眾都消費的起，當時有北投溫泉旅舍桂冠

之美譽，與瀧乃湯、星乃湯並稱北投溫泉建築三寶的吟松閣36，是目前臺北附近所存的少數日式

木造旅館，更是臺灣第一家古蹟旅館，雖經多次修建，仍保留屋前日本大正與昭和年間之庭園設

計風格，足見證北投之溫泉文化史。 

另外已登錄為歷史建築，橫跨在北投溪上游的臺灣銀行舊宿舍（原臺銀俱樂部）37，是由不

                                                             
32〈三十年前の北投溫泉駕で通ふ禪味を帶びた仙境〉，《臺灣日日新報》（1928/04/25）。 
33〈北投溫泉 北臺灣唯一の樂園〉，《臺灣日日新報》（1922/03/06）。 
34 「臺灣十二勝其二」，《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5 日，第 9857 號。 
35 瀧乃湯：北投區光明路 244 號。 
36 吟松閣：1934 年興建，北投區幽雅路 21 號。 
37 臺灣銀行舊宿舍：北投區溫泉路 103 號。日治時期是新松島旅館，戰後由臺灣銀行接收，作為俱樂部、員工宿舍

等使用，1998 年登錄為市定古蹟「北投臺灣銀行舊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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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期之建築所組成：（1）約建於 1932-1940 年的原為新松島旅館38。（2）原為小塚兼吉之私人別

墅39，約建於 1919-1922 年，推測 1938 年過戶給新松島旅館。今位於半山腰上的北投文物館40，

當時是北投最高級的「佳山旅館」，也是臺灣現存規模最大的單棟日式純木造別莊，二次大戰後為

外交部的佳山招待所，也曾是電影拍攝的場景，後歷經數度轉手於 1983 年成立文物館至今。 

新北投地區溫泉經濟活動的結果，產生新的物質地景與社會關係組合，也重新定義了北投公

園與其附近的經濟空間。 

(二) 日式宗教空間—日本宗教信仰遺跡  

日治時期日人宗教信仰傳入臺灣，北投庄因有淡水線與新北投線鐵道，間接有助於僧侶從事

弘法活動和便利民眾至廟宇參拜。加上日人多集中在新北投居住之故，除官方所設的北投神社外，

另有日人興建的七星稻荷、鐵真院、弘法大師祠、不動明王石窟、誓圓山法王院臺灣善光寺。而

宗教信仰場所又分日本神社建築（北投神社、七星稻荷）、石窟型（不動明王）、磯城神籬型（弘

法大師祠）、日式廟宇建築（鐵真院、誓圓山法王院臺灣善光寺）。新北投附近不但宗教信仰多元，

就連宗教建築樣式也可謂琳琅滿目、多采多姿，為北投庄增添人文風采。而由下述之北投神社祭

典、鐵真院新春活動與湯守觀音例祭中，明顯可看出日人與臺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之方式與活動大

不相同。 

新北投一帶，空間上外顯的日式建築物外，在精神層面上日人也將故鄉供奉溫泉神信仰移植

至新北投。北投公園內觀音堂41內供奉的「湯守觀音」，是當時新北投地區日本居民心靈寄託、守

護家鄉溫泉之社會生活而衍生的特殊溫泉文化信仰。湯守觀音（溫泉守護神）由臺灣總督府鐵道

部運輸課長村上彰一選定佛像、委託製作、命名「大慈大悲北投湯守觀音大菩薩」，並由「臺北堀

內商會」主人堀內桂光風先生捐獻「觀音堂」供奉，1905 年 10 月 17 日「湯守觀音」舉辨盛大隆

重的開光點眼敬奉儀式。 

日本殖民體制中，國家神道是殖民政府宗教政策下唯一的信仰，神社是推行國家神道的場域

與強制推行「敬神教化」思想的重要工具，透過日常生活與神社祭典活動以教化被殖民者，北投

神社即是此背景下之產物。1930 年 5 月 20 日舉行鎮座大典的北投神社（ほくとうじんじゃ），建

於遍植樹木的北投公園之神社境內，本殿、拜殿外另設有手水舍、社務所、鳥居等設備，主祭大

國主命（屬守護國土之「國魂信仰」）。 

是年 5 月 24 日上午北投神社舉行鎮座祭儀式，並在新北投驛前的北投公園舉辦相撲競賽，夜

晚則在公共浴場演戲等餘興42節目。北投神社祭典時，由每個學校輪流派頭綁白色頭巾、穿白短

褲的學生抬神轎。竹竿製的神轎，稱神輿或御輿（おみこし）並不大，神轎大部分在北投街內熱

鬧地區遶境，但也曾遶到嗄嘮別庄43。日治後期，在皇民化運動與敬神思想觀點下，依庄民之願

                                                             
38 文化資產登錄上載：A 棟，位於今北投區新民路四小段 263 號地。 
39 文化資產登錄上載：B、C 棟，位於今北投區新民路四小段 262 號地。  
40 北投文物館：約建於 1925 年左右，北投區幽雅路 32 號。日治時期是佳山旅館，1998 年登錄為市定古蹟「北投

文物館」。 
41 觀音堂的位置約在北投公園內公共浴場旁。 
42〈北投社鎮座祭する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30/05/24，夕刊 02 版）。 
43 林芬郁（2009b）：〈日治時期七星郡北投庄日人所建之宗教信仰場所〉，《臺北文獻》(直字)168，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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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盛大舉辦餘興活動，計畫 5 月 13 日下午一時開始在陸軍病院44前廣場舉行奉納學童相撲大會、

晚上舉行夜祭， 14 日上午九時開始奉幣行事、九時半開始舉行神社例祭，祭典結束後北投庄下

各小、公學校一千名學童與神輿，下午一時開始在北投檢番廣間45跳奉納手舞（手踊り46）47。 

二次大戰後，北投神社依內政部 1974 年 2 月 25 日臺內民字第 573901 號函「清除臺灣日據時

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跡要點」，第一項：日本神社遺跡，應即徹底清除之

政令下遭到拆除。北投神社遺址所在地，後來興建天月飯店（大部分）和憲兵隊，有些神社的遺

物因沒有妥善保管，現已不知去向。放置在北投逸仙國小（校址原是神社的一部份）門口的二隻

狛犬，是北投神社唯一的遺物。 

日治時期，尚有其他日本宗教信仰傳入新北投，如鐵真院（今普濟寺）：原供奉在公園內觀音

堂的「湯守觀音」，不知何時輾轉奉祀在鐵真院。鐵真院由「天狗庵」業主平田源吾協洽時任總督

府鐵道部運輸課長村上彰一籌建，並由鐵道部員工與當地仕紳等捐獻興造，之後命名為「鐵真院」。

1905 年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將大量傷兵送到「臺北陸軍衛戍療養院北投分院」療養，為了讓

傷兵心靈上能有所寄託與葬儀法事所需，鐵真院48當時只是讓無法趕回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的法

師過夜住宿的簡單派住所。1915 年改建，可能極為簡陋，直至 1934 年大規模改建，落成後始具

今日莊嚴典雅之廟貌。 

鐵真院於新春期間，例如於 1918 年 1 月 18 日舉行觀世音菩薩為眾生袪除苦難，院內提供大、

中、小型數百尊緣起達磨供參拜者抽籤，以求在新年的第一步，祝福民眾今年開運，奮起、進步

向上的起點。並在《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此消息，歡迎民眾來參加饒富趣味的開運方式，祈求延

喜達磨。鐵真院也於 5 月中旬舉行湯守觀音例祭，當日有北投藝妓表演、相撲、花火等，祭典頗

盛大。但這二項活動是否每年舉辦，亦或有臺灣人參與，並不得而知。不過可從其中得知，日治

時期日人宗教信仰生活之方式，實有別於臺灣人之廟會慶典49。 

誓圓山法王院臺灣善光寺：1931 年 11 月 28 日竣工，座落於北投山上的「誓圓山法王院臺灣

善光寺」屬淨土宗西山深草派，是為紀念在臺過世之北白川宮親王而興建的。日本信州善光寺之

如來佛備受日本歷代天皇尊崇，善光寺只派與皇室有血源關係之貴族未婚女子任住持，因之天皇

派遣誓圓尼公上人（北白川宮親王姊姊）任開基住持。1932 年，誓圓尼公上人攜如來分身佛與北

白川宮親王之牌位來臺，安奉於臺灣善光寺，庇護內地人與臺灣人，全島信眾接踵而來善光寺參

拜。  

不動明王石窟（幽雅路杏林巷二號對面）：1925 年日人佐野莊太郎為配合星乃湯溫泉旅館（今

逸邨）之經營而建不動明王石窟。利用岩石鑿洞、內供奉石雕神像，是臺灣較少見的佛教石窟。

不動明王是護法神，神態威猛，被視為大日如來化身，屬密教真言宗。 

(三) 鐵道文化—溫泉觀光產業之助力總督府鐵道部 

                                                             
44
 即「臺北陸軍衛戍療養院北投分院」。 

45
 廣間: 広間（ひろま），供音樂會、演講用之集會所、會館。 

46
 手踊り（ておどり） : 手舞，坐著只動手的簡單舞蹈。 

47
 〈北投神社例祭〉，《臺灣日日新報》（1939/05/11，夕刊 02 版）。 

48 鐵真院：1949 年甘珠活佛在此駐錫弘法，並將鐵真院改名為普濟寺。 
49 林芬郁（2009b）：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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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治時期鐵道部與北投之關聯 

鐵之湯：1905 年由「臺灣婦人慈善會」顧問長谷川謹介50、荒井泰治、議員高木友枝等人發

起組織「浴場改良會」，1906 年委託總督府鐵道部興建「慈善浴場」，因是鐵道部所建造，又有「鐵

之湯」之稱。為何慈善婦人會委託總督府鐵道部興建浴場，這可由發起人中，長谷川謹介是當時

的鐵道部部長看出端倪。 

鐵真院：1905 年平田源吾與鐵道部運輸課長村上彰一籌建，鐵道部員工與當地仕紳等捐獻興

造鐵真院，「湯守觀音」也輾轉奉祀於此。由於村上彰一先生在臺期間，促成觀音寺興建、策畫與

完成北投的溫泉管路與新北投線鐵道，為紀念村上彰一先生對北投的貢獻，因此以其諡號「鐵真」，

命名「鐵真院」。並由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宏立題額、撰文「村上鐵道翁略傳」51，而由此碑文

的內容，證實了鐵道部員工與北投開發的淵源。 

2. 新北投驛與北投公園的關係 

鐵道交通方面，1902 年有「納涼列車」輸運觀光客來北投泡溫泉52。1913 年公共浴場與北投

公園開幕後，為載運日漸增多的溫泉旅客，1916 年由總督府鐵道部規劃、興築新北投線鐵道，是

帶動北投溫泉產業發展的重要契機。 

新北投鐵道的興築強化了區域經濟，而「新北投驛」的設置後，車站附近逐漸集結成市，成

為「新北投」（相對於「北投」）聚落地名，之後其商業發展更超越了舊北投，鐵道可說是將北投

溫泉產業發展推向高峰的一大助力，也徹底改變了北投聚落之經濟發展空間。 

由是可知，公共浴場、北投公園、新北投線鐵道、溫泉產業的發展等，使新北投在臺灣的開

發史上之地位更顯重要。尤其為發展北投溫泉而鋪設的新北投線鐵道，更刻意將新北投驛設置於

北投公園面對，讓旅客一出車站旋即與溫泉產業的入口地標－北投公園銜接。

                                                             
50 長谷川謹介（1855 年-1921 年），日本山口縣人，是建設臺灣縱貫鐵路的總工程師，被譽為「臺灣鐵道之父」。  1906

年任鐵道部部長，1908 年縱貫鐵路完工後離開臺灣，對臺灣日後發展影響深遠。 
51 碑文：「村上鐵道翁略傳，明治四年出生於大阪府國分寺村，大正五年一月逝世於東京本鄉湯島……在臺灣任職

期間努力北投的開發建立湯守觀音寺，在這裡蓋一間廟宇祭祀故人的靈位，依據翁的諡號稱為鐵真院，特立碑刻

記翁的遺績流傳後世  下村宏題額並撰文」，昭和九年七月江原節郎建之。 
52〈納涼列車運轉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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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走出新北投驛即可進入對面的北投公園，右下角是「公共浴場」 

（廖明睿先生提供） 

3. 文化資產保存意識覺醒下的新北投火車站 

1916 年 4 月 1 日啟用的新北投乘降場，1930 年代擴建後稱「新北投驛」，是淡水線鐵道碩果

僅存的日治時期木造車站。1988 年為興建淡水捷運線新北投站，臺北市市長同意將淡水線上最後

一座木造的新北投火車站免費交由金景山公司，將之拆遷至彰化縣「臺灣民俗村」內，供開放參

觀之用53，之後民俗村因債務問題面臨法拍。 

新北投車站對北投居民意義非凡，是「新北投」地名的由來、將溫泉觀光產業發展推向顛峰

期，也是見證臺北都市鐵道發展的重要建築物。晚近，文化資產保存已是國際的普世價值，國民

的文化保存意識也逐漸抬頭，2007 年經北投在地組織、居民發起公益信託的全民募款活動54，希

望購回火車站重組於原址。彰化民俗村園區內新北投車站建物產權屬日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2012 年經臺北市與彰化縣政府文化局、北投與彰化熱心人士、債權人多方協商下，2013 年 4

月日榮公司去函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表明願意無償還給北投。而拆解「新北投火車站」回到北投

重組一事，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曾二次召開「新北投火車站重組公民會議」，但是對於重組位置的

議題皆未獲共識。 

新北投火車站見證居民過去的生活，這種個人與環境特性，以及和他人長期的互動而產生的

「真實性」，與北投居民從最初對新北投火車站的辨認到認同，與火車站間的互動到產生歸屬感

的「場所精神」，即是文化資產價值的基本精神。新北投火車站自有其獨特位置與場域故事，因

此在討論重組的位置時，更應尊重在地文化，回歸到場所精神的本質，將時空與在地居民的感情

                                                             
53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提供議員索取資料」（2014/07/09），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54 八頭里仁協會在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與永豐銀行信託部的協助下，在「公益信託臺北市古蹟保存與發展基金」下設

一個「北投古蹟基金」帳戶，除接受指定用於北投古蹟保存和維護的捐款外，也會在信用卡上做特別標示，讓申

辦持卡人的消費回饋金額（每筆消費金額之千分之 3.5）直接進入「北投古蹟基金」帳戶。 



39 

 

記憶、生活經驗之地方感連結，並重新建構原有的場所精神，才是文化資產保存的意義所在55。 

遺憾的是，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第 61 次文化資產審議會中文資委員們卻決議移位至離原址約

50 公尺處重組，這「一步之遙」的位移，違反了文化資產的基本精神—場所精神與真實性，可說

是「功虧一簣」，令人扼腕。新北投車站必須回歸到歷史脈絡的「真正原址」，方能銜接火車站與

新北投人文、歷史與關連，也才是迎回新北投火車站的核心價值。 

目前，新北投火車站的重組位置仍在協調中。 

4. 日治時期之二元化城鎮空間 

日本殖民統治下，日本文化因夾帶行政管理優勢，而成為強勢文化，其傳統文化習俗、宗教

信仰、生活習慣隨之傳入臺灣，而最顯而易見的即是表現在建築型式上。由圖 9「日治時期新北

投地區日人所建之宗教信仰場所示意圖」中，明顯可見日人所建之宗教場所皆集中在新北投日人

居住地區，形成殖民地統治象徵之日人「族群生活空間」56。 

 

 

 

 

 

 

 

 

 

圖 9  日治時期新北投地區日人所建之宗教信仰場所示意圖57
 

底圖：「北投溫泉附近圖」局部，《臺灣鐵道旅遊案內》（1939）。 

（1、北投神社，2、觀音堂，3、鐵真院(今普濟寺)，4、七星稻荷，5、不動明王，6、善光寺） 

 

由表 2「日治時期北投庄人口數表」可知當時居住在北投庄的日本人人數並不多，但是由《臺

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22 日第 3833 號（三版）「北投水道の布設」新聞：「…水源引用來自距

北投約 10 町土名十八份與土名山仔腳的噴泉，水源通過陸軍衛戍病院建地北投公共浴場（瀧の湯）

由松濤園出街道敷設至停車場，此外尚敷設支線延長至本島人市街…」，可知北投庄有「本島人（臺

                                                             
55 林芬郁（2014/06/02）：「歷史與地景的縱深 談新北投火車站」，《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84099（2014/10/29 日瀏覽）。 
56 詳細資料請參閱林芬郁 2009a〈日治時七星郡北投庄日人所興建之宗教信仰場所〉，《臺北文獻》(直字)168，頁

159-202。 
57 資料來源：林芬郁（2009b），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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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市街」、「內地人（日本人）市街」之分，文中也清楚說明「內地人市街」是「停車場」（火

車站）附近，這證實了日治時期日本人幾乎都聚居在新北投。且當時日人所經營的溫泉旅館也都

建在新北投驛附近（ 圖 12）  

新北投地區不同的社會群體與個人，以不同的方式置放於與流動相互連結的社會關係裡，同

時牽涉流動與移動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力。新北投地區因日本人的移居而傳入溫泉文化、日式

宗教信仰，並逐漸形成「內地人」族群生活市街（ 圖 10），區內溫泉旅館、火車站（和風建築）、

日式宗教建築、衛戍療養醫院北投分院（和洋混合式建築）等建築型式，形成空間再結構，也改

變了北投的地景。北投其他地區的漢人以土埆厝、紅磚、安山岩或唭哩岸石造屋之「本島人」傳

統聚落型（ 圖 11） 建築景觀、機能與「內地人」市街截然不同，宛若成一條無形之人文界線，

在社會主導力下北投形塑成二元城鎮空間。 

表 2  日治時期北投庄人口數表（單位：人） 

年代 1921 年 1925 年 1930 年 1935 年 1937 年 1943 年 

總人口數 12,197 13,794 15,174 17,021 17,810 21,422 

日本人人口數 434 542 664 885 1,078  1,588 

資料來源：七星郡役所(1937)，《七星郡要覽 昭和十二年》，頁 6-7 

          林萬傳(1986)，〈北投地名沿革〉，《臺北文獻》(直字)75，頁 83-97 

 

 

 

 

 

 

 

 

 

 

 

 

 

 

 

圖 10  1930 年代北投溫泉町 

（今溫泉路，兩旁都是日式建築）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提供） 

圖 11 北投火車站（今淡水捷運線北投站），

車站旁邊是漢人村落。 

（楊燁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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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北投溫泉附近圖 

 

(四) 礦業知識—北投溪蘊育國際級北投石 

「北投石」是北投溪源流地熱谷湧出極高溫青磺，流出後溫度漸降，溪內岩石因常期浸泡在

硫酸溫泉水中，在高溫的硫酸腐蝕下安山岩表層經過白化，產生黏土礦物質吸附溪水中礦物質後，

產生沉澱、結晶，其聚合狀結晶體即是「北投石」。 

1899 年來臺任教的教岡本要八郎（1876-1960），常利用公餘閒暇研究臺灣的礦物。1905 年，

岡本氏到北投溪採礦石並拍照記錄，有一次將拍好的底片放置在北投溪的石頭上面，回家後發現

底片曝光，於是將北投溪石送往東京化驗後，證明「北投石」含有微量放射性鐳，1912 年日本政

府即在北投溪沿岸立牌禁採。1913 年經國際礦物會正式命名為「北投石」（Hokutolite），是目前

唯一以臺灣地名命名之礦石。 

1908 年，岡本氏任總督府礦務課技師與川上瀧瀰共同創立「臺灣博物學會」，並發行《臺灣

博物學會誌》。此後，岡本氏在博物館成立礦物室，將自己收集的 300 種礦物標本全數捐出，為臺

灣礦物採集之創始人。  

1923 年 4 月 25 日皇太子參觀北投公共浴場，觀賞北投石標本，還涉渡北投溪踏勘。事後，

在北投溪畔立「皇太子殿下御渡涉記念」石碑以茲紀念，此碑原立於瀧乃湯前的北投溪畔，後來

才移到瀧乃湯庭院裡。 

岡本要八郎發現北投石，而成為臺灣稀有元素礦物與放射性礦物的權威。1940 年「日本礦物

趣味の會」為表彰岡本氏發現北投石與礦物學成就，原擬在北投公園內立「岡本翁頌德碑」，石碑

刻好後送到天狗庵（岡本氏在北投作調查時的固定住處），但因戰爭期間而未能立碑，戰後卻失落

不知其蹤跡。1953 年 8 月，岡本氏接獲臺灣友人張洪蚶信函，提及「岡本翁頌德碑」被立在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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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坤泉所經營的文士閣庭院裡。9 月 28 日徐坤泉招待前來文士閣的賓客，拍照留念後由臺北洪長

庚醫師說明北投石相關研究。徐坤泉述說在天狗庵廚房遺跡的地板上發現這石碑，直覺這應該是

日本某位科學家的紀念碑，所以豎立保留。岡本氏很欣慰石碑被保留在他渡過 30 年人生的第二故

鄉臺灣裡，並書〈北投石碑後日譚〉一文致上謝意58
 。 

洪致文所書之〈北投石百年〉載：承蒙徐坤泉慷慨捐贈，石碑從北投被搬到岡本的學生洪長

庚醫師位於大稻埕圓環的達觀眼科醫院宅邸內，暫時保管。由於這紀念碑應該屬於北投的，與善

光寺協商後，1963 年 3 月 29 日由國際學者為「岡本翁頌德碑」舉行安座紀念儀式與揭幕式，安

置在俯瞰北投風光的善光寺院中。 

1933 年臺灣總督府依「史蹟名勝及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指定「北投石」為「天然紀念物」，

日本政府將北投石視為國寶，且早已立法明令禁止開採。反觀臺北市政府，經北投居民多次陳情

後，卻因「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無「礦物」這一項目，而轉由產業局動物保護處辦理，因此該處

始於 2013 年 12 月 26 日公告「北投石自然保留區」（含北投石）59，保育範圍：北投溪第 2 瀧到

第 4 瀧間的河堤內行水區，與部分毗鄰河岸地（北投溫泉博物館至熱海飯店前木棧橋為界），面積

約 0.2 公頃，明令保護之。由上觀之，二個不同的政權對文化資產保存之態度，尤顯見臺灣的「文

化資產保存法」法令不夠周延之窘境。 

蜿蜒流過北投公園的北投溪，因底片曝光的意外，岡本氏在溪中發現了北投石。之後，皇太

子涉渡踏勘、設立紀念碑，與表彰岡本氏發現北投石與礦物學成就而設置「岡本翁頌德碑」。北投

石、「皇太子殿下御渡涉記念」石碑與「岡本翁頌德碑」的歷史事件，可說是人與自然環境交互關

係，經文化營力刻畫下，呈現自然與人類的多樣性組合，在長期演變下所遺留的文化地景。設立

「北投石自然保留區」明令保護外，更應維護與強化該區域的歷史文化。 

 

 

 

 

 

 

 

 

 

圖 13  1942 年立於北投溪畔的「皇太子殿下御

渡涉記念」石碑 (楊燁先生提供) 

圖 14 瀧乃湯庭院內的「皇太子殿下御渡涉記

念」石碑（林芬郁攝影）           

                                                             
58 參閱岡本要八郎（1953）：〈北投石碑後日譚〉，《地學研究》6(2)，京都：日本礦物趣味の會；岡本要八郎（1999），

《生活環境博物園雜誌》節譯），〈北投石碑後日譚〉，《生活環境博物園雜誌》2：19。 
59「北投石自然保留區」，臺北市政府公告，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6 日，發文字號：府產業動字第

102337656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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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 

(一) 變調與蛻變重生的溫泉鄉 

 1. 變調的溫柔鄉時期 

日治時期，北投已開發成頗富盛名的溫泉旅遊勝地，戰後雖短暫沉寂，待 1951 年臺北縣通過

《特種侍應生管理辦法》，旅館、公娼可以公開營業，1954 年核准成立「女侍應生住宿戶聯誼會」

後，北投成為合法的風化區，這是北投從「溫泉休閒地」到「溫柔鄉」的重要轉折點。 

「溫泉」與「美人」是溫泉業者促銷的賣點，北投轉變成極盛一時的情色消費空間，服務美

軍與臺商。此事經 1967 年 12 月 22 日《Time》雜誌專文報導後，北投以「溫柔鄉」之名揚名於

海外，此後「溫柔鄉」遂成為北投的代名詞，更有日本團特地包團來北投尋歡作樂。政府擔心「溫

柔鄉」有損臺灣國際形象，加上臺灣輿論壓力，因之在 1979 年 2 月 5 日廢止北投公娼制度。廢娼

後北投區的溫泉觀光業從此一蹶不振，連帶周邊依附生存的商家也受到衝擊。 

 

 

 

 

 

 

圖 15 專文報導北投溫泉觀光（圖片來源：1967 年 12 月 22 日《Time》雜誌）  

「風化區」時期，集中住在「侍應生住宿戶」內的侍應生（公娼），皆由機動性高的「限時專

送」機車服務載送到飯店或溫泉旅館內接客，也包括幫忙購物、送貨或載侍應生到美容院的業務，

可說是依附於色情產業而衍生的行業。廢娼後，北投溫泉產業沒落，連帶周邊產業也隨之蕭條。

面臨困境而能生存下來的機車服務站，於是利用北投特殊崎嶇地形、交通不便，與熟悉巷弄複雜

性的優勢，轉為服務當地居民，服務項目包括接送、代辦雜事、巡守之社會服務等，成功的洗刷

「限時專送貓仔（侍應生）」的汙名，轉型為北投居民溫馨服務的行業。 

目前，新北投區仍有 6 家機車服務行在營業，北投公園內的涼亭下即有一個「機車限時專送

站」，而其他 5 家也都分佈在離公園不遠處。現存的機車服務行都未經政府認可，卻因其區域服務

之獨特性而被默許存在的行業，更是北投的在地特色產業與發展旅遊的利器。 

2. 從廢墟中蛻變的溫泉博物館 

二次大戰後，「公共浴場」曾做為國民黨北投黨部辦公室、中山堂、臺北縣議會招待所、圖

書閱覽館、民眾服務站、民防指揮部、光明派出所等用途。1981 年初光明派出所遷出後成廢棄空

屋，年久失修、遭雜亂增建的北投公共浴場荒廢十多年，直至 1995 年北投國小黃桂冠、呂鴻文老

師和資優班同學進行鄉土教學時，發現破敗的「北投公共浴場」後，發起搶救將遭北投纜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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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起站的公共浴場。 

當時由北投國小蔡麗美老師為文「北投公共浴場，整建成溫泉博物館」陳情書，建議政府將

這棟廢棄的房子整修、列為古蹟，並將之規劃為溫泉博物館。北投居民對即將失去的公共浴場，

才意識到曾經擁有的生活經驗。因而對保存公共浴場有高度的地方認同感，熱愛鄉土的菁英們於

1995 年 9 月 24 日成立「臺北市八頭里仁協會」，開始推動古蹟保存運動。1997 年經內政部公告

為國定三級古蹟，1998 年 10 月 31 日完成修復後，以「北投溫泉博物館」之型式進行古蹟再利用。 

公共浴場不僅建築優美，對老北投人而言這是他們立足生根的地方，是兒時跟親朋好友或學

校戶外教學美好的日常生活經驗（everyday life experience）與記憶之所在。這種在地「局內人」

（insider）60的真實感、歸屬感與對地方情感的凝聚進而產生的地景認同，早已超越了建築物本身

的文化價值，而經地方認同、再現（representation）的公共浴場則成為今日北投之精神地標。 

 

 

 

 

 

 

 

 

圖 16 修復前的北投溫泉公共浴場 

（楊燁先生提供） 

圖 17 北投溫泉博物館現況 

（2012 年林芬郁攝影） 

(二) 走出情色空間邁向「清新」
61
之觀光休閒地 

1998 年公共浴場修復後以博物館的型式再利用，從此成為北投居民驕傲的精神地標，當時也

將北投溫泉博物館周邊與溫泉歷史文化相關之建築一併申請文化資產鑑定，1998 年 3-10 月間陸

續登錄的有草山公共浴場62、長老教會北投教堂、普濟寺、北投臺灣銀行舊宿舍、吟松閣、前日

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北投文物館、不動明王石窟等。此際的北投人利用重新發現的文化資產，

企圖以文化轉向作為再造「文化再現」空間與文化詮釋。 

公共浴場這孤立的歷史空間，經由北投公園連結其附近的歷史資源點，形成一個有系統的序

列保存，使得再利用的「北投溫泉博物館」不再只是單一的古蹟或歷史故事，而是能與周圍的古

                                                             
60 Relph, E. (1976)《Place and Placelessness》， Pion Limited，頁 50。 
61 「清新」一詞是與溫柔鄉的「風塵味」做比對。 
62 草山公共浴場：為紀念 1923 年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1930 年 10 月 31 日竣工的公共浴場眾樂園（臺北州七星郡

北投庄頂北投字紗帽山 3260 番地），是為庶民舒活筋骨、同享歡樂，因而命名「眾樂園」。戰後，眾樂園改為陽

明山管理局辦公廳舍，現在是臺北教師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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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群相互輝映，互相對話的歷史空間。文化轉向後的北投溫泉博物館在周圍古蹟群眾星拱月般的

襯托下，外地人（outsider）對新北投地區的地方形象轉為「清新」，在褪除情色印象後的北投人

（insider），始能徹底走出「風化區」的陰霾，讓新北投重新定位為充滿溫泉與文化的溫泉鄉。 

1998 年，皇普建設歷經 5 年將南國飯店改裝成精緻的春天酒店開幕，以價格區隔了消費市場，

但是高消費的休閒會館與大眾化的旅館區隔了休憩空間，造成消費空間階級化，帶動其他旅館改

建風潮（黃躍雯 2004：76-77；柳頤庭 2010：108-111）。春天酒店新穎的經營型態，可視為北投

溫泉業轉型的指標，朝向正面發展的觀光休閒於焉興起。1999-2003 年間，以休閒產業為主的財

團駐進改變了新型的集體消費型態，新北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力集體再生產的單位
63，此後休閒型的「新消費空間」使新北投地區在外人的眼中已完全翻轉了溫柔鄉的負面形象。

新北投線捷運與其他路線的捷運系統陸續通車，到北投的易達性增加，再者 2001 年實施周休二

日，更有助於提高休閒旅遊之興致，在諸多有利條件下造就今日北投的旅遊風潮。 

(三) 盤根錯節、亂中有序的文化牽連 

北投公園位於凱達格蘭族北投社的社域，經凱達格蘭族人後裔努力而興建的凱達格蘭文化館

則建於北投公園內北投神社之原址上。昔日，信仰基督教的北投社人，都在「北投臺灣基督長老

教會」參加聚會。1960 年之後，北投社後裔自建「自立長老會新北投教會」作禮拜。而與同屬北

投社後裔信仰「番仔王爺」與「平埔社」土地公的部分潘姓族人，皆生活在原北投社之社域內。

尋著這些脈絡，我們足以回溯凱達格蘭族北投社之歷史文化與生活空間。 

日治時期北投公園、公共浴場設置後，帶動北投溫泉業的發展，公園周邊除前日軍衛戍醫院

北投分院屬陸軍療養院外，圍繞在其四周陸續興建多間溫泉旅館。昔日位於公園內奉祀湯守觀音

的觀音堂，後來不知何故被移至今普濟寺內供奉。而日治時期公園內是舉辦北投神社祭典、觀音

堂祭典等之場所。1998 年後，北投溫泉博物館與周圍的古蹟群相互輝映，文化轉向後成為新文化

空間，扭轉了污名化的地方形象，轉為「清新」之溫泉休閒業。因之，北投公園、公共浴場與前

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日式宗教信仰（北投神社、觀音堂、普濟寺、不動明王石窟）、溫泉產業

（瀧乃湯、北投臺灣銀行舊宿舍、吟松閣、北投文物館）有了深厚的淵源。 

北投公園內，由「臺灣婦人慈善會」顧問長谷川謹介（鐵道部部長）等人發起興建的「鐵之

湯」，與公園旁鐵道部運輸課長村上彰一籌建的「鐵真院」，皆由鐵道部承接興建工程。再者，村

上彰一先生曾策畫與完成北投的溫泉管路與新北投線鐵道，對北投之發展貢獻良多。尤其是新北

投線鐵道，不僅提供旅客便捷的交通設施，也是將北投溫泉業推向高鋒之助力。新北投驛是「新

北投」地名的由來、淡水線最後一座木造火車站，更具進入北投溫泉入口之銜接點的重要歷史意

義。由上所述，總督府鐵道部是北投發展與建設之至要關鍵，不理自明。 

蘊育北投石的北投溪流經公園，北投溫泉博物館內展示國際級北投石。而原本立於北投溪畔

的「皇太子殿下御渡涉記念」，戰後被移到瀧乃湯的庭院中。為表彰北投石現者岡本要八郎的「岡

本翁頌德碑」，最後輾轉安置於可以俯瞰北投風光的善光寺院中。於是北投石與北投公園、公共浴

場、溫泉產業（瀧乃湯）、日式宗教場所（善光寺）有所關聯。 

                                                             
63 王志弘、張華蓀、宋郁玲、陳毅峰合譯（2005），《現代地理思想》，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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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依附於溫泉產業而衍生的機車服務站，因經濟環境之變遷，目前僅存六家仍在

經營，除北投公園涼亭下的「3181」64外，還有位於公園以東的「0077」（公館路 63 巷口）與「9669」

（公館路 25 巷口），與公園以西的「9855」（珠海路 27 號）、「2488」（中和街 251 號）、「4733」（大

同街 300 號），此五處「在地特色」的機車服務站，皆離公園不遠。 

北投公園本身的文化元素就是重疊的關係網絡，看似「盤根錯節」的文化，經梳理後已呈現

「亂中有序」的牽連，也給予公園空間結構。而公園與新北投地區不斷適應外來的影響力，內部

產生轉變，以容納社會再生產的新空間實踐。 

 

 

 

 

 

 

 

 

 

 

 

 

 

圖 18 北投公園（綠色範圍）文化地圖 

（底圖：1974 臺北市舊航照影像，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提供） 

（日式宗教：1 觀音堂、2 鐵真院(今普濟寺)、3 善光寺、4 不動明王、5 北投神社(今凱達格

蘭文化館) 

溫泉產業：A 鐵之湯、B 臺北陸軍 衛 戍 療 養 醫 院 北 投 分 院 （今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C

天狗庵、D 瀧乃湯、E 吟松閣、F 新松島旅館（今北投臺灣銀行舊宿舍）、G 佳山

旅館（今北投文物館）、H 公共浴場（今北投溫泉博物館） 

機車服務站：a（3181）、b（9669）、c（0077）、d（9855）、e（2488）、f（4733） 

北投溪：（石）北投石 

                                                             
64 每家機車服務行都以電話號碼之後 4 碼作為名稱，如「3181」電話號碼：28913181，「0077」電話號碼：28910077，

「9669」電話號碼：28919669，「9855」電話號碼：28919855，「4733」電話號碼：28914733，「2488」電話號碼：

28912488。（請參閱王譽臻 2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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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文化：ㄅ鐵之湯、ㄆ鐵真院、ㄇ新北投線鐵道、ㄈ新北投驛 

凱達格蘭文化：I 凱達格蘭文化館(原北投神社遺址)、II 北投教堂、III 自立教會、VI 保德宮) 

結語 

日治時期，歐美近代都市公園制度引進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的臺北，公園的設立具有避暑、

保健功能，戰爭時期又可供防空、防災、避難之用。臺北第一座公園－圓山公園（1897 年落成），

是 1896 年臺北縣知事橋口文藏因應公共休閒需求，向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提出申請，將自然勝景公

共化65。第二座臺北新公園66（1908 年完工），是 1899、1900 年臺北城內市區計劃，基於公共衛

生、改善環境等因素，在城內設置公園預定地。然而，位於市郊勝景地的第三座北投公園是隨公

共浴場為發展北投溫泉休閒產業而設置的，與圓山公園、臺北新公園無論是建立方式與使用定位

皆不相同。 

新北投地區昔日是凱達格蘭族北投社人之居住地，日治時期日本人善用得天獨厚的溫泉資

源，公共浴場、北投公園的設置與新北投鐵道的興建，加速溫泉產業的繁榮發展。然而受到殖民

的政治、文化影響，新北投在多方權力、微妙複雜的社會角力下形塑為二元化的城鎮空間。日治

時期遺留下的宗教場所、溫泉旅館、新北投火車站、戰後的綠建築圖書館、獨步全臺的機車服務

業等，北投公園可說是由北投各文化元素匯集與空間網絡交織而成的特殊之節點。（請參閱圖 18、 

20） 

1990 年代北投人集體記憶、文化表徵的公共浴場，經當地居民肯定自我的文化覺醒與地方認

同而保存下來。文化再現後的北投溫泉博物館，不再只是單一、孤立的歷史故事，而是能與周圍

的前日軍衛戍醫院北投分院、普濟寺、北投臺灣銀行舊宿舍、吟松閣、北投文物館、不動明王石

窟、長老教會北投教堂等文化資產登錄後的歷史資源點相互輝映，互相對話，詮釋歷史的空間。

而北投公園是在地社會關係匯聚於「會遇地方」之獨特混合的焦點，一切的關係網絡都與此地累

積的歷史互動，界定了新北投的獨特性。 

北投公園的文化地景是社會產物、政治因素、社會文化等不平等的力量關係在空間的投射與

反映，與居民對所處的環境和他人關係不斷的創造、再現與詮釋的呈現67。對當地居民而言，北

投公園、公共浴場承載著過往生活的記憶，是情感的依附、歸屬與「認同」的場所。當外力欲破

壞環境時，當地居民選擇了運用地方的文化自明性，抵抗外來勢力。 

而北投公園精采之處在於表面上看來平淡無奇的公園，背後卻隱藏著豐厚的歷史與社會、文

化衝擊的角力。（請參閱表 3）如果我們將北投公園比擬成一座小城市的話，恰可用 Christopher 

Alexander 在《A City Is Not a Tree》(1965) 中所說的重疊（overlap）、多義性（ambiguity）、多重

性（multiplicity）的半格式(semi-lattic)組織方式思考後，這厚實、難解、複雜的結構，反而是更

                                                             
65「臺北公園設置及共同墓地變更ノ儀稟請」(1896 年 7 月 14 日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 22

卷之 1。 
66 因晚於圓山公園成立，民眾慣稱「新公園」。 
67 Karen M. Morin 〈Landscape：Represen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World〉，Clifford, N., Holloway, S., Rice, S. & 

Valentine, G. (2009)《Key concepts in Geography》，Sage Publications Ltd，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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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秩序性68。（請參閱圖 19） 

一座城市的結構與網絡是經由悠久的歷史演化而來，看來無規律、雜亂無章，卻環環相扣、

自有邏輯。這正好解釋了北投公園，各種社會、文化元素以不同方式組合、重疊，外表看似無重

疊之處，事實上卻發生重疊之實的結構。本文藉半格式（semi-lattic）的思考來探索文化地景的空

間史，尋找根源（roots）與傳播的路徑（routes），以研究不同文化的相互關聯與彼此之重疊69，

並畫出路徑、人群與文化交錯所構成獨特的文化空間地圖。（請參閱圖 18） 

現今時空壓縮與全球化趨勢下，都市景觀日漸走向均質化、去在地化。財團的駐進對新北投

雖產生新的消費空間，但是單調的「平景（flatscape）」70，逐漸喪失地方感。擁有溫泉優勢、歷

經順應、調整與內化而形成今外顯之獨特地景的新北投，須回首觀看過往歷史所積蓄下的豐厚文

化資產，重構在地文化主體性，與運用地方獨特性，始能在一片同質的旅遊中一枝獨秀，也才能

迴避被同質化的危機。 

 

 

 

 

 

 

 

 

 

 

 

 

 

 

 

 

 

 

 

 

 

 

 

                                                             
68 Christopher Alexander (1965)，〈A City Is Not a Tree〉，《The City Reader》，Architectural Forum，頁 124。 
69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2006），《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頁 227。 
70 Relph, E. (1976)《Place and Placelessness》， Pion Limited，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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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新北投地區的半格式（semi-lattic）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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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新北投地區空間發展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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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北投文化地景變遷之歷程 

歷史縱軸 空間特性 地景 
地景變遷之 

作用力 

歷史階段 

特質 

清代以前 

(1682年以前) 

凱達格蘭 

文化空間 

凱達格蘭族 

部落生活 

聚落(番社)、 

生活領域 
社會 

清代 

(1682-1895) 
聚落空間 漢人聚落 土地開墾 移民社會 

鐵之湯(1906) 臺灣婦人慈善會 民間團體介入 

北投石(1905) 岡本要八郎發現 礦業知識 
公共空間 

北投公共浴場

(1913) 
臺北廳長井村大吉興建 國家權力介入 

經濟空間 
溫泉旅館 

(1896-1945) 
經濟發展 自由經濟發展 

交通空間 
新北投線鐵道與新

北投驛(1916) 
新北投線鐵道興建 

國家權力介入經濟

發展 

二元城鎮 

空間 

「內地人」市街與

「本島人」市街 

日人聚居新北投的族群

空間 

社會主導力、空間

再結構 

 

 

 

 

日治時期 

 

(1895-1945) 

宗教空間 
日人宗教信仰 

建築(1905-1945) 
日人宗教信仰進入  

情色消費 

空間 

溫柔鄉、 

情色產業 
合法「風化區」(1951) 經濟發展 

傳統城鎮 

空間 
溫泉業沒落 

廢止北投公娼制度

(1979) 
 

文化再現 

空間 

北投溫泉博物館

(1998) 

(insider)地方的認同、歸

屬感 

文化轉向、地景認

同 

新消費空間 觀光休閒地(1998) (outsider)休閒產業駐進
自由經濟發展、消

費空間階級化 

 

 

二次大戰後 

 

(1945-迄今) 

文化再現 
新北投火車站回娘

家(2014) 

文資保存、 

地方感 
文資保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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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災害重建的後政治民粹主義 

：臺東縣之個案研究 

Post-Political Populism in the Disaster Recovery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Case Study of Taitung County 

王文誠
a
 

Wen-Cheng Wang 

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 concerns on the environmental hazards over the context of spati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pace of ‘the political’ in the disaster recovery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Inspired by the post-political researchers, with consen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issues of 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post-political conditions in political-spatial theory. This study reviews 

the contemporary ‘post-political’ Zeitgeist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n environmental hazards.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via onsite observation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to stakeholders, aim to analyze the post-political choreography after the environmental 

hazards, to discuss how to shape, in terms of the disaster recovery, a specific arrangement of the 

‘post-political populism’. They are, firstly, it invokes the state capital as intermediary of cement 

constructions; secondly neo-liberal government mobilizes consolidation in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finally, the intervention of state policies by providing the act, the budget, and the power of land-use to 

form a consensus constitu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Hazard, Disaster Recovery, Post-Political, Popul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摘 要 

為回應對全球環境議題的關懷，本研究就空間治理的脈絡，檢驗自然環境災害過後，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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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空間。每當環境災害後，媒體傳播災難畫面，隨即大量的經費投入重建「災區」；沒有

太多的土地規劃討論、沒有太多的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也沒有太多的政策評估、更沒有環境影

響評估來探討和審議「重建」對環境的衝擊。這樣的災後重建，某些程度上呈現出一種所謂「後

政治」的狀況。對於「抵抗環境災害」採取一致性認同的策略，超越中央地方尺度、超越黨派對

立，強調「救災」共識的凝聚與建構。並且，據此動員國家、企業、居民、社區團體及專家學者

參與重建。本文受到當下「後政治」學者的啟發，以臺東縣做為災後重建的個案研究，透過現地

考察及訪談的田野經驗，就後政治狀況和民粹主義交織的架構，配置在重建過程的計畫與實踐，

討論災後重建如何型塑「後政治民粹主義」的特定編排。亦即，由於水泥工程中介所挪用的國家

資本；新自由主義在國家動員市場的機制中愈加鞏固；以及，國家透過政策的介入，無論在法令、

預算、和土地使用的權力上，提供共識政治的建構。 

關鍵字：環境災害、災後重建、後政治、民粹主義、永續發展 

緒 論 

近年來地理界興起對「共識政治（consensus politics）」的探索與討論。例如，哈維指出：美

國因反恐政策的動員，新保守主義在政上治獲得優勢地位，同時新自由主義鞏固全球霸權，取得

人民共識而同意國家進行高壓政治（consent to coercion）(Harvey, 2003)，形成某種「後政治 

（post-political）」的狀態。在民主的框架下權力爭鬥是政治的核心，自始存在於政治共同體的本

質中，政治性過程是慕芙所強調：「爭勝的（agonistic）1 多元民主模式（Mouffe, 1993; 2005）」。

共識政治意味著某種後政治的狀態，不需要協商、爭議、敵對、鬥爭與角力過程，國家獲得（部

份）人民共識而進行的某種施為（Mouffe, 1993; 2005; Rancière, 1998; Swyngedouw, 2009; 2010;  

2011）。共識政治也是某種特殊的編排與操作，沒收正當性的民主程序，遂行某種政策、政治、經

濟的目的，如同洪席耶指出的一樣：「為藉由菁英所啟蒙的政府、對群眾信心的鼓舞，以實現共同

利益的一首政治牧歌（idyll）（Rancière, 1998 : 93）」。 

然而，學者警告性地指出，強調共識政治所建立的後政治條件，「可能並沒有解決對抗性認同

的問題，卻掩蓋了『真實』政治中所必須之在不同論述、黨派與階級間的爭鬥，及多元價值間的

辯證或溝通（林文一、邱淑宜，2014：89）」。並且，後政治條件容易形成民粹主義的溫床；民粹

主義幽靈，藉由後政治條件在各式權力間遊蕩，民粹主義成為後政治的表現。這些後政治與民粹

主義接軌的政治策略，調動及改變政治應該存有的「理想」（Swyngedouw, 2009 : 611）。 

近年來，全球環境變遷成為全球主要關懷的議題（Swyngedouw, 2010）。尤其，如何在自然災

害後，面對重建的「真實」世界？如何理解政治在某個層面、在某個時空、生產自身主體意義？

對哈維來說，他在《全球資本主義空間：邁向不均地發展理論》一書的封面，使用 2005 年 8 月月

29 日卡催娜颶風所淹沒的紐奧良市，指出環境議題存在於不均地理發展的脈絡中。卡催娜引發的

政治討論，哈維認為新自由資本主義體制下，「租（rent）」吞噬了所有；他聲稱，新自由化之資

                                                             
1 ‘agonistic’ 一詞接近中文意義中的「良性競爭」，一般中文亦譯為「爭勝」；稍後文章中的 ‘antagonism’ 則是「惡

性鬥爭」，在中文翻譯中有譯成「戰鬥」、「抗爭」、「敵對」（見江宜樺，2005）。然而為了與目前文獻中的譯法、

及本文上下文脈絡，則有不同的譯法，文中則附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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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使得政治撤退、甚至沒收政治，形成「共識政治」，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利益動員紐奧良市的

重建（Harvey, 2006）。 

臺灣位於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大陸板塊聚合邊界，一個造山作用活躍的構造區，颱風、地震、

豪大雨經年累月侵襲這板塊交錯的區域，環境災害與政治空間所對應的課題，值得考掘。爰此，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查共識政治在環境災害後重建議題在空間治理的生產與再現。就臺東縣做為

個案研究，對共識政治崛起及其所鞏固的後政治條件，分析環境災害後的救災政治行動，及某種

特定民粹主義特殊的編排與操作。 

以臺東縣作為個案研究的理由討論如下。第一、個案研究法的採用：本研究探用個案研究法

乃因為本文是一種經驗探究，強調當前的現象，適用在討論實際生活和環境背景之下「為什麼

（why）」及「如何（how）」的問題，亦即個案研究能夠幫助研究者釐清特定的真實情境脈絡，達

成整體而通盤的瞭解（Yin, 2014）。本研究透過臺東縣的個案研究並蒐集相關資料，來源包括了文

件、檔案紀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等五種。雖然這五種資料來源各有其優缺點，不同資

料來源也具有互補性，個案研究會盡可能的使用多種資料來源，藉以增加研究的完整性（Yin, 

2014）。在個案研究方法論中，本研究涵蓋 Yin（2014）所謂「對現有理論進行批評與檢驗」、「有

代表性或典型的事件」及「啟示性事件，科學無法探究的現象」等三項闡述本個案研究適用的條

件，做為本研究擬採取的個案研究途徑。 

第二、多元族群文化社會背景：臺東縣因為開發較晚，所以保留有豐富的臺灣原住民文化，

縣內的阿美族、卑南族、魯凱族、布農族、排灣族、達悟族等六族佔全縣人口比例三成以上，為

全臺灣最高。在族群結構上，除原本定居於此的原住民外，居民為近一百五十年陸續移居的後代。

最早漢人開拓者多直接來自於福建省，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安排部分榮民和外省人在此定居，1959

年八七水災後西部災民部分亦遷居於此，以及部分從六堆區域遷來的客家人。如此眾多族群在此

定居生息，當下臺東成為一個多元族群文化社會。 

第三、臺東縣個案的代表性：臺東縣位於臺灣東南方，地理位置位於北回歸線南方，東臨太

平洋，南面和西面與屏東縣、高雄市以中央山脈為界，北面接鄰花蓮縣。臺東縣是一個離國家中

心相對遙遠，相較本島其他縣市，目前是一個沒有高速公路、高鐵及電氣化鐵路2的區域。臺東縣

相對偏遠，救災不易，檢驗環境災害後救災與重建的遠端政治行動（Latour, 1996; MacKinnon et al., 

2009），希冀能呈現顯政治空間狀態。以 2009 年莫拉克風災為例3，臺東縣即為最嚴重受創的區域

之一。其次，臺東縣面積約 3,515 平方公里，僅次於花蓮縣、南投縣，為臺灣第三大縣。臺東縣

總人口有 224,675 人（2014 年 3 月），為人口密度為全臺最低，每平方公里僅 64.74 人。臺東縣相

對稀少的人口在政治上卻能獲得大量災後財源的挹注，更何況其他的縣市。因此，選擇臺東縣偏

遠、人口密度低做為後政治的討論對象，或許更能解釋（decipher）、瞭解環境災害後政治權衡

（regime）的端倪。 

本文接著疏理後政治狀態作為理論架構，回顧災後重建、後政治狀況與民粹主義所浮現的課

                                                             
2 花東鐵路電氣化於 2014 年七月一日起正式啟用。 
3 莫拉克風災，又稱八八水災、八八風災，是 2009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0 日間發生於臺灣中南部及東南部的一起嚴

重水災，起因為颱風莫拉克侵襲臺灣所帶來創紀錄的雨勢（許多地方 2 日的降雨量，相當於一整年份的雨量）。

是臺灣自 1959 年八七水災後，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水患，期間臺灣多處淹水、山崩與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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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次，討論環境災害的研究背景，及田野資料收集方法。第四部份為調查結果，討論災害地

點的區位條件、災害狀況、治理模式及後政治條件與民粹主義的編排。最後，結論就臺灣政治發

展的進程，反思後政治理論與地理學的對話，並建議在後政治狀況下，我們似乎需要「地理學想

像（geogrpahical imagination）」。 

災後重建、後政治狀況與民粹主義 

本文受到當下後政治學者及地理學者的啟發，將討論後政治狀況與民粹主義的特徵，及其如

何體現於災後重建的課題。每當環境災害後，媒體即時傳播災難畫面，國家隨即將大量經費投入

「災區」；沒有太多的土地使用規劃、沒有太多的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沒有太多的環境政策評估、

更沒有環境影響評估來探討和審議「重建」對環境的衝擊。這樣的災後重建，某些程度上呈現出

一種所謂「後政治」的狀況。試圖對於「抵抗環境災害」產生一致性認同、超越中央地方不同尺

度、超越黨派的抗爭對立，強調「救災」共識之凝聚與建構，並且據此動員國家、企業、居民、

社區團體和專家學者參與重建。 

理解何謂「後政治性（the post-political）」時代精神，慕芙以「政治性（the political）」為核

心建構「基進和多元民主」概念，她區分「政治性」與「政治（politics）」，指出：「政治性」意指

「組成人類社會抗爭的維度，可以採取許多不同的形式，可以在不同的社會關係出現抗爭」；另一

方面，「政治」則是指「實踐、論述、和制度的整體，因為其受到『政治性維度』的影響，在始終

是潛在衝突條件之下，尋求建立一定的秩序和組織人類共存（Mouffe, 1993; 1999 : 754; 2005 : 

9）」。就政治性的空間治理，Swyngedouw（2011: 373）指出：「政治性指的是一個廣泛共用的公共

空間，一種理性的、共同生活的理念，和基於某個政體或社會基礎上，標誌著在社會、文化或政

治哲學中基礎或本質的缺乏；政治性表示社會的不存在，代表社會缺席的理由。相反地，政治是

指權力運行在政治行動者和政策制定的日常編排之間，當中某特定的體制和程序配置，個人和群

體追求自身的利益」。換句話說，「政治是根據經驗、可檢證的，和體制上接軌的行動、策略、管

理和公共領域治理的組合」。 

當代西方政治意義的脈絡來理解，「後政治」浮現於後冷戰時期，在全球尺度的某種「共識政

治」，接受資本主義市場和自由國家社會組織基礎之「後意識形態」共識（Fukuyama, 1992）。一

群激進的理論家，如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巴迪歐（Alain Badiou）、紀傑克（Slavoj Žižek）、

慕芙（Chantal Mouffe）等，他們關懷政治做為激進、積極平等制度，聲稱該後意識形態的共識政

治，伴隨著一系列政府「後政治的」治理技術，已經系統性地引發政治性的排除。當「政治」減

少對社會管理、「政治性」消失，伴隨而來的是後政治的時代精神。然而，慕芙指陳共識、和解、

政治消失與政治撤退等這些後政治的具有政治危險性，該理論充其量只是「政治在道德中的註冊」

而已（Mouffe, 2005）。她主張所謂與政治對手之間的「爭勝的（agonistic）多元民主模式」才是

解放政治的方法，否則將會導致與敵人之間「敵對的（antagonistic）關係」，所以民主政治必須有

黨同伐異的特性，抵抗「超越左與右」政治（Giddens, 2009; Mouffe, 2005）。 

然而，Swyngedouw（2011）指出，後政治的狀況往往與民粹主義的政治策略接軌，民粹主義

也通常挪用後政治狀況，以煽動理想與價值的變換。對於紀傑克（Žižek, 2008b : 268）來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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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主義浮現在制度化的後政治本身，為後政治的內在替身」。共識政治所形成的對話形式、技術官

僚的管理、和聚焦問題的治理所結構的，為民粹主義論述體制所維繫（Mudde, 2004）。民粹主義

政治是個提升假想的「人民」和「環境」利益，成為普遍化的共識政治，因此，Swyngedouw（2009）

羅列了七個後政治民粹主義與環境關係，概述民粹主義在花樣不斷翻新的後政治狀態的組成方法。 

首先，民粹主義召喚「特定」城市和「特定」人。所有的人都受到環境問題，和整個人類和

非人類都在環境災害的威脅之中。藉由自然和人類共同威脅和挑戰（如環境災害），民粹主義讓意

識型態保持沈默、讓組成社會差異不再紛擾、和讓利益衝突無聲掩飾。第二，民粹主義是基於「人

民最懂」的政治。藉由「中立的」科學專家背書，倡導人民與政治的直接關係（Canovan, 1999）。

民粹主義的治理架構需要利害相關人的參與，在沒有爭議的新自由資本主義秩序的庇護之下，超

越國家、多重尺度的參與式治理，以及，自我管理、自我組織和自我控制的自律性形式（Dean, 1999; 

Lemke, 1999; Swyngedouw, 2005; 2008）。第三，民粹主義總是召喚「如果沒有直接和立即行動」，

將會導致毀滅性的後果（Swyngedouw, 2009; 2010; 2011）；當然，「直接和立即行動」已經成為象

徵性民粹主義的說法。第四，民粹主義的策略並不指認某個特權主體，而是召喚一個共同的條件

或困境，需要人類共同行動和相互合作（Žižek, 2006）。所以，沒有內部的社會矛盾或內部生成的

衝突；相反地，敵人總是外在化和客觀化。民粹主義的根本想像是「入侵者」，或者是「一群入侵

者」，破壞了系統，如「環境災害」即是一個根本的「敵人」。第五，民粹主義的訴求總是精英的；

民粹主義作為計畫，需要賦予統治精英。第六，沒有適當的名稱分配給民粹政治（Badiou, 2005）。

後政治民粹主義僅關於某個未命名的政治聯繫，其行動領域只有模糊的概念，如創意城市、永續

城市、綠色城市、生態城市、競爭力城市和包容性城市，取代政治的專有名詞。第七，民粹主義

表達某特別要求，避開城市權利（right to the city）的問題，以作為一種城市代謝的工具（Harvey, 

2012; Swyngedouw & Heynen, 2003）。 

以上，民粹主義所關注的目標，可以透過共識政治來管理和對話，因此，要求成為去政治化

和政治歸化。這是哈維所謂：「鑲嵌在資本主義空間發展邏輯中，...... 一個外部的強制法則（Harvey, 

1989: 12，重點為本文作者所加）」。總之，國家的施為如何發展民粹主義作為政治性策略，關鍵

在「論述操作」和「語言運用」，試圖說服政策行動是唯一和適當的方向。本文將繼續從臺東環境

災害個案的田野經驗，討論國家如何挪用並召喚民粹主義，做為後政治狀態的安排。 

近一百年 190 次登陸臺灣的颱風中，有 31 次在臺東至恆春之間登陸，而有 34 次在臺東至成

功之間登陸，統計上臺東縣境內約有 34%機率受到颱風直接登路之衝擊與風險。根據中央氣象局

臺東站統計，2001 至 2004 年間曾受到 12 次的颱風侵襲，平均每年達三次之多。除了風災、水災

之外，亦有乾旱、寒流、焚風等天然災害，因此使農業、漁業、水利工程、房屋、交通設施、電

力、電信以及經濟活動等遭受到嚴重的損害，並造成許多人命傷亡。1995 至 2004 年間，臺東因

崩塌而喪生者 34 人，以海端鄉、太麻里鄉最多；崩塌類型以地滑型臺東違規利用山坡地居多，土

石流型其次。土石流型災害在東河及卑南兩鄉為害甚多，危險溪流河床坡度 15%以上、集水區面

積五公頃以上、有大量淤積之河川，在臺東境內就有 160 條（洪政耀，2013）。 

臺東地區目前人口集中在縱谷狹長丘陵地區及海岸山脈之出河口所沖積的三角洲，都巿人口

集中。但是，由於政策、經濟、及都市蔓延，都巿周圍原先不適宜居住或使用的山坡地、低窪行

水區陸續開發利用形成社區。所以，不時發生的山崩、落石、洪水、土石流等災害，成為工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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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壓力，也造成人員的傷亡。1992 年曾發生大規模土石流，太麻里鄉華源村幾乎全受波及。2002

年發生的土石流災害，東河鄉泰源村下游多戶民宅均遭土石流所淹沒，造成嚴重的財產損失。近

年來災害有增加的趨勢，2004 年敏督利颱風就造成三件重大災難事件，2009 年八月莫拉克颱風重

創臺東縣，包含延平鄉紅葉村、金峰鄉嘉蘭村、太麻里金崙村、知本等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產損

失等。本文將針對以上這些聚落－包括紅葉溫泉、南橫公路利稻段、知本溫泉、嘉蘭村、太麻里

溪、愛國埔、和大鳥村等七個災害嚴重區域－進行調查與分析。 

然而災害學為一門跨學科、跨領域的綜合性新興科學，因此田野調查針對研究主題，蒐集報

紙檔案資料，組成專家學者團隊田野實查及進行焦點座談，並訪談在地相關的知情人士（key 

informants），試圖透過多重視角（triangluating），獲得逼近真實的答案。分析資料來源包括第一、

報紙檔案蒐集：本研究蒐集聯合報檔案資料自 1952-2010 年的報紙記載，並以 EXCEL 建立檔案，

以便索引。關於按坡地災害案例分類臺東縣計有：地滑（landslides）160 處（1952-2009 年）、崩

塌（landfalls）66 處（1956-2009 年）；和土石流（debris flows）47 處（1991-2010 年）。第二、專

家學者現勘：專家學者、當地社區及政府的面對面訪談，包括地理、地形、地質、氣象、環境行

為、海岸、生物、河川、林業、地政、政治、經濟、公共事務、及在地臺東大學的二位學者。本

研究團隊整合自然與人文地理專長的研究團隊，一同於 2011 年 12 月 10 至 11 日二日進行田野考

察。第三、面對面訪談：本研究於 2012 至 2014 年間，前往臺東訪談包括在社區發展、當地非政

府組織、學術社團、與社區（五個單位）、地方官員（文化、觀光旅遊、建設、都市計劃、城鄉環

境、水利、土木等單位）等累積 27 人次在地知情者或單位訪談，作為分析基礎。 

環境災害後的臺東區域政治與空間治理 

（一）臺東縣環境災害個案 

表 1. 本文建立了以下七個基地個案考察與災後現況表，說明如下。第一、紅葉溫泉：紅葉

溫泉親水公園建置在山溝地形4之中，因紅葉產業道路開發而整地之土石所堆積而成的平坦基地，

此處擁有溫泉露頭屬高溫溫泉，產能及產量充足，屬中性碳酸氫鈉泉，泉水清澈，泉質甚佳，地

方政府開發為溫泉公園，以公共造產方式收費營運（地方政府）。1997 年當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成立後，管理處在紅葉溫泉溪谷上方興建了一座溫泉親水公園。管理單位由地方政府移轉至觀光

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管理處（中央政府），管理處則委外經營，由娜路彎大酒店（私人）經營，提

供遊客泡湯及露營等活動。園區設置五座溫泉池、三座冷泉池和一般溫泉池等設施，以及露天咖

啡座、原味屋、醫護站、販售站、衛浴設備等附屬設施。 

2009 年八月莫拉克颱風帶來大量的雨勢，土石掩埋紅葉溫泉親水公園所有人為設施，因而公

園無法再使用。莫拉克水災所帶來的大量土石一方面為順著山溝滑動的土石流而成；另一方面為

緊臨的鹿野溪支流北絲闇溪河水暴漲，挾雨勢所帶來的大量砂石堆積，將整個公園基地與基礎設

                                                             
4 山溝是山區小流域的排水溝道，是山裡面被沖蝕出來的，雖然山溝所在的流域受到地質、氣候、地形、土壞、及

植被等自然條件，和人類活動的影響而不同，但山溝卻是發生洪水、土石流災害的潛在好發感敏區域（王鑫，1989；
張瑞津，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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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掩埋。根據參與現勘的學者們指出，以這個區域的土地使用適宜性來說，該基地位於山溝地形，

上方有土石流、下方有河川攻擊坡的砂石堆積，是不適宜開發做為觀光與遊憩使用的土地（亦見

於洪政耀，2013；賴定煌、藍振皓，2013）。 

然而，於 2011 年底現地考察時我們可以見到挖土機、新建中的擋土牆仍在與河川搶地，溫泉

公園在災後仍在重建中。在 2012 年經訪談，這是由管理單位花東縱谷國家風景管理處進行重建，

預計重建後循原本委外合約，繼續委外經營。這個基地由於環境敏感不適宜開發，所以存在著很

高的開發風險，一旦遇到豪雨，土石流將會漫淹全區。但是委外的管理模式將後續環境災害風險

又再次全加諸在政府（經費來自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而委外經營公司（私人）坐享其

成。這個過程是一種新自由主義後政治的尺度政治實踐（Brenner, 2001; Sayre, 2005; Smith, 1992; 

Swyngedouw & Heynen, 2003）：也就是說，紅葉溫泉從地方政府的公共造產移轉到中央政府管理、

再轉手委外私人經營，災後政府重建，再轉手私人經營，坐享壟斷租。 

根據本文的訪談，作為駐守在地方的中央政府管理單位妥協地方政治的作法，即使在不適宜

的基地上，透過重建滿足地方選出的立委政績需求、政治人物在發展觀光、及在地就業的要求：「再

現紅葉溫泉風華」，民粹地滿足了政治共識。亦即，透過「投入工程建設發展地方經濟」民粹式的

共識政治作為藉口，新自由主義因而愈加鞏固（Swyngedouw, 2011）。雖歷經 2009 年八八水災洪

峰漫過，中央政府不氣餒地重建，重建經費來自「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5」。才接近完工，

2013 年九月的天兔颱風6又帶了深厚的淤泥，再次回到殘破的園區景象。這個區域，形成一種（國

家）重建（B）－委外（私人）（O）－環境災害（H）－重建（B）－委外（O）－環境災害（H）

的循環。 

尺度政治的另一個光譜是臺東縣政府正在進行「紅葉溫泉風特定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這是地方政府對新自由主義的鞏固。新自由主義指的是國家對市場機制的動員（Peck & Tickell, 

2002），在溫泉區重建的敏感時刻，於 2013 年地方政府提出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試圖動員

市場，寬鬆化土地使用管制（去管制化）。變更內容，包括部份保護區變更為公園、保護區變更河

川區、社教區變更原住民產業專業區等，民粹地並未增加管制，反而動員市場機制，鞏固新自由

主義的市場教條。「紅葉溫泉風景特定區」位於鄉內紅葉村及桃源村，計畫面積 387 公頃，包括公

有地 241 公頃（其中 104 公頃尚未登錄）和私有地 146 公頃。該計畫遭到當地民眾的反對，紅葉

村居民擔心土地因而將落入財團手中。雖然縣政府表示7，「紅葉溫泉屬原住民保留地，須具有原

住民身分者才能擁有土地，任何土地開發都需要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政府及財團都無從剝奪」。然

而人頭戶借用市場盛行，如同本文訪談一位原住民所指出的：「事實上，十多年來，該地的土地已

遭到以人頭戶的方式買賣，因此縣府若真要部落放心，就需著手面對放任多年的人頭買賣土地問

題」。 

第二、南橫公路利稻段：南橫公路在利稻段位於破碎的廬山層（主要由黑色到深灰色的硬頁

                                                             
5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4）統計，單單「中央政府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就分四個會計年度（2009-2012

年）編列約新臺幣 1165 億元，其中除了 2872 萬是歲入之外，其餘全部舉債。 
6 天兔颱風是 20 年以來強度第二強的襲臺颱風，期內最強為 1994 年的道格颱風。 
7  臺東縣政府公共事務科，2014，紅葉溫泉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民眾疑慮  縣府提說明，2014-03-03，

http://www.tait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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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板岩及千枚岩和深灰色的硬砂岩互層組成，含有零星散布的泥灰岩團塊），這個區段同時許多

板塊構造線及斷層在此交錯。現場田野考察時，在該段中的碧山隧道裡可以看到外露的鋼筋水泥

結構被斷層撕裂，是環境極為脆弱的區段。利稻段在舊路與新路、舊工程與新工程、和舊新隧道

與舊新橋樑的不斷過程中，環境修補工程的刻㾗烙印在山壁與岩層之間，這個區段修補工程永不

間斷。根據現勘的地形與地質專家指出，該區段道路目前無法透過現有的工程技術克服環境脆弱，

所以凡是下雨、颱風或地震就會造成環境災害。維持南橫公路的「通車」，政策不斷投入經費於無

止無盡的工程中，政治性的爭論在該工程上止步，無論花費、無論工法、無論環境永續性，「搶通

道路」是唯一的共識政治。如同一位受訪者所指出的一樣：「這個路段是南橫公路每颱必災、每災

必修的『永續』工程（訪談，2013）」。形成一種（國家）重建（B）－環境災害（H）－重建（B）

－環境災害（H）的循環。 

第三、知本溫泉：知本溫泉位卑南鄉，因為八八水災，知本溪河床的土石因而嚴重累積，知

本森林遊樂區的露營區已沒入河床，吊橋離河床高差也因土石的堆積愈來愈低。環境變遷同時衝

擊地區觀光經濟活動，由於莫拉克颱風帶來的水患，河流淘刷坡崁，河水匉訇翻騰，使堅固的六

層樓金帥溫泉大飯店，在攝影機鏡頭並透過螢光幕從世人面前倒塌，傾倒在知本溪中。 

根據林偉信、黃力勉（2014）指出： 

金帥的負責人指責縣政府救災疏失，向縣政府申請國賠，縣府聲辯稱當天雨量過大導致

提防潰堤屬天災，不能全部歸責人為疏失，且搶救人員都積極全力救災。然而向縣府請

求國賠不成，飯店負責人透過官司向臺東縣政府求償 2,600 萬餘元，最高法院於 2014 年

04 月 11 日判縣府要國賠金帥 1,300 萬元定讞。法院認為，縣府雖派員警戒封橋，同時在

左岸救災，卻忽略更容易成災的右岸，導致右岸短時間內路基掏空，造成金帥飯店被溪

水沖倒，縣府確實有疏失。一、二審法官計算金帥建物、生財器具及營業損失後，判縣

府要賠償金帥共 1,300 餘萬元，臺東縣府上訴最高法院，被駁回確定。 

然而，金帥飯店倒塌後意外地發現三十年前埋在相同基地底下的房子。也就是說，金帥飯店

當年是建造在沒有地基的房子之上。透過訪談及報紙的檔案資料，瞭解 1967 年娜拉颱風曾造成臺

東地區重大傷亡與損失，金帥底下的房子正是因為將近四十年前，一樣的河水匉訇、土石堆積所

淹沒了的。幾年之後，現地重建，連基礎下的房子沒有除去，居然在原地重建飯店，並且當年政

府竟同意重建。 

實地勘察可知，此地區並非是穩定性高的河階地，而是屬於敏感性高的脆弱河流高灘地，並

且基地位於知本溪的河川攻擊坡，是非常脆弱的承災體、極高的環境災害危險區域。但是，當下

居民仍希望重建，政策的回應將是很重要的「政治性」指標。金帥負責人強調： 

法院判決還他一個公道，尤其金帥倒塌近 5 年，他的父母完全沒有收入，判決賠償金他

打算在原址重建 2 層樓民宿，也盼望縣府不要刁難，讓他早日重建根基（引用自林偉信、

黃力勉，2014）。 

這無非又將落入某一個環境歷史循環的泥淖：即形成一種（私人）重建（b）－環境災害（H）

－國家賠償（C）－重建（b）－環境災害（H）的循環。居民為何無法記取教訓而原地蓋房子？

是否了解這個區域潛在的高環境危險性？而政府與環境政治如何在此區域結構力量為何？為什麼

技術官僚會同意核發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答案很明顯，這個循環弔詭地似乎是沒有太多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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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牧歌」：亦即，後政治的狀態。 

第四、嘉蘭村：嘉蘭村位於太麻里溪畔，原名「布魯布魯深」（譯：多霧窪地），由原住民七

大部落所聚成。日本殖民時期對各族原住民實施理番政策，於 1939 年所謂「集團移駐」，強迫居

住於知本溪、麻立霧溪、馬奴蘭溪、麻利都部溪上游各部落遷居於此。嘉蘭村各部落均屬原住民

排灣族，約 1955 年屏東縣霧臺鄉部分魯凱族陸續遷居本村，造成本村腹地不足，遂於 1975 年闢

建新富社區，形成嘉蘭村，包括新富與嘉蘭兩社區（臺東縣金峰鄉公所，2013）。 

嘉蘭部落與新富部落位在太麻里溪主流北岸，支流都拉利吉溪與另一條無名溪匯入主流的交

會處，兩部落位於兩溪的聯合沖積扇上，為土石扇地形8，新富部落所在位置為扇階，嘉蘭部落則

位在現生的土石扇上，緊鄰太麻里溪。從地形單元透露出嘉蘭部落易受洪水影響，故近年來每逢

颱風大雨，該區有不少住戶遭洪水侵襲。新富部落與嘉蘭部落皆屬於土石流潛勢溪流的影響範圍，

故該區屬於易致災地區（洪政耀，2013）9。 

日本殖民藉著「去政治的」理蕃政策，迫使原住民「集團移住」於土石扇或土石流潛勢區，

危機同時也來自河川（太麻里溪）砂石的攻擊。就自然環境條件來說，就跟原住民的智慧「多霧

窪地」一般，土地使用是不適宜發展的災害好發區域，也就是該區域原本就不該有聚落的地方。

近年來，2005 年海棠颱風流走了 16 房屋，排灣族的大頭目的家也在列，我們訪談大頭目「勇士

的家」，瞭解重建於旁永久屋的歷史過程，頭目家是依賴多元就業方案的經濟生活，失去了獵場也

失去傳統領域的原住民部落。接著，2009 年八八水災流走 64 戶房屋，目前嘉蘭教會成為河水與

土地的標界。然而大量的重建工程，包括駁崁、擋土牆、道路、臨時屋及永久屋，仍在這裡個不

穩定的土石扇上持續進行中。 

另外，透過由國家所捐助設立的「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東分會的律師代表，在 2011

年 12 月向臺東地方法院民事法庭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由於金峰鄉嘉蘭部落族人歷經海棠及莫拉

克風災肆虐，無法忍受政府以天然災害的方式處理善後，認為是政府行政怠惰。自從 2005 年海棠

颱風後就沒有做好太麻里溪的疏濬才會讓莫拉克颱風來襲時造成更嚴重的災害（訪談，2012）。」

莫拉克風災造成嘉蘭部落 46 戶房屋受到沖毀，67 位居民財務損失，請求賠償總金額高達一億四

千多萬，也是莫拉克風災後首件正式由災區申請國賠進入司法訴訟的案件。而一定的程度上，該

訴訟提供了國家做為水泥工程的理由措辭：即，不需要太多的環境敏感地評估、不需要太多的環

境影響評估、不需要太多的議會討論及太多居民的協商10，逕予以興建駁崁、擋土牆、道路、臨

時屋或永久屋，看得見的工程投入，才能證明「政府」並非「行政怠惰」。但是，由於沒有適當的

區位評估，現地重建，可能將落入一種重建與災害的循環。 

所以，大頭目指出該區域發展的困境：「海棠颱風沖走 16 戶、莫拉克颱風沖走 64 戶，我的祖

先就一直在重複這樣的災難。那麼為什麼部落還是選在這樣的位置落腳？（訪談，2011）」頭目提

出該區域土地使用適宜性的問題，一個不太可能的長久安身立命之處，但重覆重建在脆弱的環境

                                                             
8 土石流在形態上，源頭發生部經常為崩塌作用所產生的漏斗狀凹槽，接著順著溝谷流出，常造成河谷中有大量的

「埋積物」，至平緩開闊的位置則類似沖積扇般，將沖積物展開而以扇狀平鋪於地表，稱作「土石扇」。土石扇與

沖積扇的差別在於，沖積扇從扇頂到扇端顆粒明顯由大到小，而土石扇則是由小到大，但粒級分布並不顯著，都

為崩壞地形（王鑫，1989；張瑞津，1997）。 
9 針對臺東地區的聚落之地形環境（geomorphology），洪政耀（2013）在他的論文裡，有很詳細的分析。 
10 原住民受訪中指出，他們通常都只有被動式的告知重建的內容，而非真正的實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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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賠並無法解決環境災害，只有提供水泥工程式的民粹政策；而不是長遠的社區、社會、經

濟、環境等總體營造的政治考慮。這個區域，形成一種（國家）重建（B）－環境災害（H）－國

家賠償（C）－重建（B）－環境災害（H）的循環。 

第五、太麻里溪下游河床：在進入嘉蘭村之前，我們考察八八風災嚴重受創的太麻里溪下游。

諸多的挖土機正在整地，像都市計劃重劃區一般地整地，大規模整地後加上水泥的排水溝設施，

提供農民種植提供基礎建設，與河爭地。國家一方面透過莫拉克颱風災後「農業產業重建」進行

農業補貼，另一方面在河床行水區上大量投入「基礎建設」，民粹地討好極少數在水利地上承租土

地的農民。這是違反大自然力量的見證，當然也是環境不永續的民粹主義式經濟發展政策；但這

裡有合法的藉口，即為了水利地合法的承租戶。 

在這裡政治撤退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在 2009 年八八風災，位在臺東太麻里溪河床上的一

家知名、很大量體的牛肉麵店全毀，在同年年底重新開幕。2010 年九月遇到凡那比大水淹進店內，

於是店家北上向立法委員陳情：「希望政府治水工程不要拖拖拉拉，一再延宕」。於是，一小群民

意的壓力，政府民粹地回應，水泥工程更加地被鞏固其正當性，加快工程速度與規模。隔年年底，

2011 年十一月太麻里溪堤防「艱鉅重建」的工程完工，總共花費新臺幣 46 億元，只是為了蓋在

河川行水區上的商家及少數農戶。形成一種（國家）重建（B）－環境災害（H）－國家賠償（C）

－重建（B）－環境災害（H）的循環。 

第六、愛國埔：愛國埔位於大武鄉大竹村，社區坐落於土石扇上，土石流11的生產區、搬運

區、及堆積區在愛國埔社區上方活動中的具體動態模型；亦即，這是一個環境相當脆弱的區域。

臺東大學受委託在此提供在地環境識覺的培力、社區營造，培養該社區居民的防災意識。愛國埔

受莫拉克颱風影響成災，部落後方發生塊體崩壞，大量土石往部落處掩埋，造成民宅與財產受損。

除了受到土石流的威脅及持續威脅之外，愛國埔的年輕人幾乎都到城市打工，這是沒有年輕人常

住的社區。我們訪談社區居民發現，五十幾歲的鄰長是社區常住居民中年長者年紀最輕的；除了

高齡的老人外，這個社區常住人民的組成還有隔代的孩童。我們見識委身在都市工作的原住民的

家鄉。座落在環境非常脆弱的區域，愛國埔聚落由於部落後方的塊體崩壞每當颱風季節就再次活

動，例如 2010 年的萊羅克颱風造成部分民宅受損。愛國埔部落緊鄰土石流有座公墓，但公墓已經

遷移，並立牌公告公墓屬土石流危險區域。然而，但是「祖先」遷走了，為什麼這麼多居民不遷

走呢？即便居民深知危害，但根據訪談居民指出，因為一方面維繫部落文化的土地情感、另一方

面經濟能力限制等因素，而不願搬離。政府除了大量不斷地投入水泥擋牆之外，就預備災害來時

疏散式的社區營造。這裡形成一種（國家）重建（B）－環境災害（H）－國家賠償（C）－重建

（B）－環境災害（H）的循環。 

第七、大鳥村：大鳥村位於大武鄉，坐落在土石扇，土石滑動層，這個村的居民明顯地仍曝

                                                             
11土石流基本上是岩屑（包含土、石或泥）混合著大量的水，並且順著溝谷流動的現象。土石流的地形較為特殊，

可分為最上部的「生產區」、中間的「搬運區」以及最末端的「堆積區」三大部分。「生產區」通常是崩塌地或者

地質較為破碎的區塊，形成一個內凹漏斗狀的小盆狀地，可以匯集大量雨水；「搬運區」則是上部發生區土石與

水混合後，依重力作用往低處搬運的路徑，通常為溝谷，土石流發生後，常出現溝谷被強大側蝕力所加大的現象，

並會在溝谷中留下大量土石，稱為埋積物，可能成為下次土石流的材料；「堆積區」則是溝谷開闊處或地形平坦

處，流能降低，搬運力減弱，因而出現扇狀堆積，類似沖積扇而另名為土石扇，其顆粒排列較為混雜，不像典型

沖積扇的扇頂顆粒大、扇端顆粒小，土石扇並不具有明顯的流水淘選作用（王鑫，1989；張瑞津，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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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於潛在災害的脆弱區域。大鳥村部落受莫拉克颱風影響，發生土石流掩埋災害，並且近幾年來

曝露量與危害度皆有提升（洪政耀，2013）。大鳥村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期間因部落後方發生土

石流，造成 16 戶住宅慘遭掩埋。由於政府在部落上方大舉興建擋土牆，所以多數居民不願離開家

園，上方受掩埋住戶仍選擇留至大鳥部落，遷移至部落下方區域。根據訪談，居民相信「經過政

府投入相當大的經費建設堤防防護措施後，部落將能達到安全，並認為公部門防護措施穩固，配

合短暫撤離方式將能避災」，因這個識覺上的「堤防效應」使居民對環境脆弱度安全認知逐漸下降。

但由於此處屬土石流好發地區，地方政府曾經詢問大鳥部落居民是否要遷移至臺東市，多數居民

皆不願意，然而假如設計錯誤或未來自然的作用超越預期，則將會失去作用，產生更大的損害（洪

政耀，2013）。大鳥部落形成一種（國家）重建（B）－環境災害（H）－國家賠償（C）－重建

（B）－環境災害（H）的循環。 

表 1 個案研究基地與災後現況表 

災害區域 孕災環境 

敏感性 

致災因子 

風險性 

承災體 

脆弱性 

空間治理 

紅葉溫泉 道路開發之廢土

填方 

發現溫泉 

山溝土石流 

北絲闇溪攻擊坡 

北絲闇溪河水暴漲砂

石堆積 

山溝非常脆弱 

潛在土石流區 

政府重建 

委外經營 

尺度政治 

後政治 

B-O-H-B-O-H 

南橫公路利

稻段 
南橫公路開發 板塊構造線及斷層交

錯 
破碎地質區 持續的修護工程 

B-H-B-H 

知本溫泉 國家森林遊樂區 

溫泉觀光區 

河川高灘地 

知本溪攻擊坡 

知本溪河水暴漲砂石

堆積 

洪水 

砂石 

重建堤坊 

營建許可 

b-H-C-b-H-C 

嘉蘭村 集團移住 土石扇 

太麻里溪攻擊坡 

太麻里溪河水暴漲砂

石堆積 

潛在土石流區 

潛在地滑區 

重建堤坊 

重建道路 

興建永久屋 

社區營造 

B-H-C-B-H-C 

太麻里溪 經濟作物種植 河川下游行水區 洪水 

砂石 

重建堤坊 

整治河床 

B-H-C-B-H-C 

愛國埔 集團移住 土石扇 

土石流 

潛在土石流區 

潛在地滑區 

社區營造 

B-H-C-B-H-C 

大鳥村 集團移住 土石扇 

土石流 

潛在土石流區 

潛在地滑區 

重建擋土牆 

社區營造 

B-H-C-B-H-C 

註：B：國家重建，b：私人重建，H：環境災害，C：國家賠償，O：委外經營 

（二）後政治的民粹主義體制下的空間治理 

從上述區域探勘、訪談與問題意識分析，雖然極端氣候再現如末日情景般的啟示，環境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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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以某種文化力量與共識政治支配著後政治的民粹主義。從研究個案中發現，誠然環境災害和

其引發後果在公共關懷與政策領域被提昇，但重建政策過程之公共討論與民主過程卻式微，同時

亦揭示著在政治條件撤退的諸多爭議課題：包括，第一、水泥工程的中介；第二、新自由主義的

鞏固；及，第三、國家法規的介入。 

1. 水泥工程的中介 

環境災害後迅速轉化為一致對水泥修補重建的發展模式、及水泥背後為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

為基礎所支配的共識政治。重建即民粹主義下的水泥發展策略，而非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與環境

永續性考量，聚焦在國家經費的即時投入，民粹地如 Swyngedouw（2010 : 215）所指出的：「這

後政治架構圍繞在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市場經濟作為社會秩序的基本建構，是別無選擇的。治

理性所對應模式則為共識的對話、技術官僚的管理、和聚焦的問題所結構，並且為民粹主義論述

所牽制」。以水泥干預發展為主軸的重建共識，因為環境災害所呈現特定的生命形式，該形式所呈

現的『困境』是非常可能的狀況。所以，這個過程沒有摩擦、沒有溝通、沒有審議，救災迅速地

發生，基於救災與人道的理由轉化為理性的普遍共識，歸因到所謂『道德的角度來看』特權（Mouffe, 

2005 : 9）。這也正是後政治狀態的價值安排，如紅葉溫泉公園重建、太麻里溪口整地工程、嘉蘭

永久屋重建等。而單是太麻里溪堤防的 46 億元的重建究竟為了誰？豈不成為如慕芙所謂「政治性」

議題，特別假救災之名的編排與急迫時限的操作，就不需要在政治的榫口上討論。一位受訪臺東

縣政府科長指出： 

八八風災後，中央就給馬上我八億，我拿到手時腳都軟了……因為，我根本不知道怎麼

用！（訪談，2013） 

對慕芙來說，政治的本質就是「抗爭」、是「衝突、對抗、權力關係、以及各種從屬與壓迫型

態」（Mouffe, 1993 : 49）。這位科長指出根本性去政治本質的對應方法，他說： 

由於會計制度與執行效率的雙重要求，發包在工程上最有效率，也因為來不及做計畫，

因此就以擋土牆及山溝、土石流防治工程等消化預算（訪談，2013）。 

2. 新自由主義的鞏固 

在重建的過程中，我們目賭新自由主義在政府動員市場的機制中而更加鞏固（見 Swyngedouw, 

2010）。包括：一、透過尺度政治縫隙進行委外經營重建果實，是新自由主義最堅固的方法。二、

後政治也在都市計劃通盤檢討中，以形式告知的方法，遂行（觀光）市場的意志。三、無論透過

民意代表、商家或水利地承租戶農戶，都在鞏固一個市場的邏輯。四、國賠則是透過災害重建資

本化的過程，療癒國家的擔當與責任。五、委託外包給非政府組織（如臺東大學）的社區營造，

雖然從當代臺灣的脈絡來說，也就是從制度改革的努力出發，召喚公民社會力量的社區集結，以

改變文化社區犁耕，以支持共識社會發展（王文誠，2011）。然而，林文一、邱淑宜（2014）指出，

「支持共識社會發展」的社區營造某種意義上是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後政治的狀態，並且在這個營

造的過程，依賴於特定專業者之論述與指引。並且，非政府組織的社區培力仍依賴在政府預算支

配的軸線上，加諸在災害重建也意味著國家責任的分散，社區需要轉型、自求多福，以及某種程

度新自由主義式的政府卸責，來進行自主性的社區營造。六、關於原住民扮演重建被告知的角色，

水泥式的重建方法取得一致性的優勢，如同本文受訪的原住民大頭目所表達的，重建過程使得與

環境及土地有密切利害關係的原住民「言而無聲 (speaking without voice)（見 Pug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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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法規的介入 

國家政策透過法規的參與，在預算、土地使用權力的介入。在法規方面，根據「莫拉克颱風

災後重建特別條例」（2009 年 8 月 28 日，30 條例），第六條及第二十一條分別指出，因莫拉克颱

風災後重建不受預算法、及諸多土地使用法規的限制。在特別條例中第六條： 

各機關應於總預算範圍內，本移緩濟急原則優先調整支應災民救助、緊急搶救及復建工

作等各項支出，不受預算法第六十二條及第六十三條規定之限制。……在新臺幣一千二

百億元限額內，以特別預算方式編列；所需經費來源，得以舉借債務方式辦理，不受公

共債務法第四條第五項有關每年度舉債額度之限制。 

其次，在第二十一條： 

辦理安置災區災民所需之土地，合於取代環境影響說明書之環境保育對策，於一定規模

以下，經土地使用、地質、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水利等機關會勘認定安全無虞者，

有關土地變更、開發事項，不受區域計畫法、都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環境影響評估

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之限制。 

從本研究個案討論中，就環境災害「重建」論述、體制、與脈絡，公共領域的縫合是制度上

編排於後政治輪廓的形式（Crouch, 2004）；這裡以重建為名，政治條件撤退，快速通過超越「政

府預算」及「土地使用管制」不受政治管轄的「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所適用期間之災

區範圍與範疇，作為合法性的依據，以及民主本質與公民權的式微。 

在這個意義下，如同洪席耶所謂：「反對的結束和災難的思考，我相信它是可能和必要不穩定

反對政治思想的工作（Rancière, 1998 : 8）」。重建的水泥模式、新自由主義鞏固和國家法規介入，

環境政治沒收政治環境，是支持後政治民粹主義的特別編排（choreography）。對原住民來說，從

日本殖民主義時期「集團移住」統治政策，藉由環境災害的措辭，弔詭地像幽靈一般籠罩在後政

治民粹主義的空間治理氛圍中。也就是「去政治化」和「撤出政治（共識政治）」在持不同政治或

政策意見者，對於臺東地區的原住民具體圍繞著環境災害協商，失去參與談判權，而環繞的卻是

不同利益和非爭執以市場（水泥、委外）為基礎。一種消除了基本衝突或把它提升到對立的超政

治，在這裡共識的後政治就誕生，許多環境永續性參數已撤離可能的替代未來社會環境、及可能

的社會自然的安排。 

結 論 

臺灣的政治環境究竟有沒有「後政治」？從廢核遊行、臺東美麗灣事件、文林苑事件、大埔

抗爭、洪仲丘事件、兩岸政策爭議、太陽花學生佔領立法院，到在臺灣各地的社區營造運動，學

生、婦女、居民、文化人士走上街頭，或在社區文化深耕細耘。從這層意義面向來看，似乎如慕

芙所強調「政治性」的本體論：第一、在臺北街頭中12，市民表達城市權、表達對公共事務看法，

是臺灣社會力浮現而誘發的公民社會，公民不只是被威權統馭與支配的角色；第二、面對國家機

                                                             
12
臺北是中心的象微，如大埔抗爭地點雖在苗栗，但臺北仍是很中心性、重要性的戰鬥場域；對應於社區營造後福

特的式的文化改造運動，都是尺度不同的民主社會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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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公民挺身對抗 （antagonism）角色，透過民眾集結、示威遊行、口號訴求，甚至爆發攻堅等

福特主義式的政治運動；第三、透過議題社區營造，改變社會文化，再塑認同，站在政黨與國家

對立面，旨在搖撼制度結構、改變政治政策與經濟系統（王文誠，2011；Paddison, 2009）。這是

臺灣在面對具當下「政治性」的政治，共識政治在政黨對立環境中一點都未曾稍緩的政治性泥淖，

如同反對後政治體制的慕芙所說：「不但是概念上的錯誤，而且是政治上的危險」。 

然而，在本個案經驗研究中，「後政治民粹主義」因著水泥工程的中介、新自由主義的鞏固、

及國家法規的介入而一覽無遺。所以，究竟我們如何界定臺東災後重建個案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我們似乎需要再進一步思考，政治意義的解釋並非一成不變、真空地存在，必需鑲

嵌在某個時空，就不同地方、空間、及尺度之地理的意義上來討論政治差異（Coe & Jones, 2010; Coe, 

Kelly & Yeung, 2007; Flint, 2003; Gregory, 1994; Harvey, 1990; McFarlane, 2004; Newman & Paasi, 

1998; Sparke, 2004; 2008; Taylor, 1999; Yeung, 2005）。換句話說，後政治狀態的見解是有其地理條

件的，就本研究來說僅在臺東縣的災後重建過程的範疇中，並且就臺東的個案，可以發現的是後

政治民粹主義是去地方性和再地方性尺度的，如此編排，令中央主導法令規章、財源分配及新自

由主義，表現出民粹的後政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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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河土地覆蓋時空變遷分析 

：以第二次截彎取直計畫範圍內為例*
 

 Keelung River Land Cover Changes in Space and Time  

：A case study of the second Keelung River-straightening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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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s (LUCCC) demonstrat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nvironment. For several decades, along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the increasing demands on 

limited lands not only change land surfaces, but also increase the risk of disasters' impacts. In additio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s ar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the early years, field work 

was the widely accepted method to acquire data; however, it was laborious and time-consuming, so 

research depth and extension are limited. With the advances in Remote Sensing (R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researchers nowadays are able to acquire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to 

build land change models to simulate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is study applied these technologies, RS 

and GIS, to examine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s. We chose the Keelung River in Taipei as the 

study area since its channel has fewer changes after two straitening of the channel curves project and 

more human activities influenced on this area. Starting in 2006, we used FORMOSAT-2 imagery and 

Markov Chains to analyze land cover changes in the Keelung River. Additionally, hot-spot analysis was 

used to characterize land change patterns. We expect this study will allow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s how human activities influence on the Keelung River after the second straightening project, and 

how land covers change over space and time. 

Keywords: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LUCCC), Markov Chain, Hot-Spo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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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遷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展現。隨著都市化的快速發展，人們對土地

的使用需求增加，改變了原有的環境地貌，提高災害發生的風險。因此，土地利用變遷分析與預

測模式為學術界所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早期的土地利用變遷研究大多透過田野調查來獲取資

料，需耗費較多人力與時間，限制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近年來，隨著遙測科技與地理資訊系統

的發展，讓研究者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高解析度的遙測影像將資料進行分析、模擬地表環境變遷。

本研究以 2006 年為起始點，利用福衛二號影像與馬可夫鏈模式建構基隆河臺北市段的土地覆蓋變

遷分析模式，並透過熱點分析探討土地覆蓋的空間分布特性。本研究分析之地區為基隆河臺北市

段，係因基隆河自第二次截彎取直計畫結束後，河道環境已少有重大變革，加上截彎取直後的新

生地有利於人為經濟活動的介入，並改變既有的土地利用。期望透過本研究瞭解人類活動對基隆

河二次截彎取直後的土地覆蓋變遷影響，以及在時空上的分布特性，作為日後土地利用變遷相關

研究的參考。 

關鍵字：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遷、馬可夫鏈模式、熱點分析 

前 言 

 臺北市的都市發展與擴張，使人們對土地開發的需求日漸增加，但既有的土地趨於飽和，無

法再容納更多市民居住與進行相關經濟活動。基隆河為孕育臺北盆地文明的三大河流之一，長期

以來的氾濫造成臺北市民生命財產損失，因此如何治理基隆河流域為歷任臺北市長必須謹慎面對

的課題。根據經濟部水利署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基隆河曾歷經兩次截彎取直，第一次於 1964

年至 1965 年進行基隆河士林段的截彎取直工程，將原河道東岸改為基河路，西岸為士商路接承德

路四段。第二次於 1991 年至 1994 年，完成基隆河大直、松山、內湖、南港段截彎取直計畫，並

獲得舊基隆河行水區 501 公頃的新生地，其中 277 公頃作為工商業用地，224 公頃作為堤防內的

河濱公園。時任臺北市長黃大洲在「改造──基隆河截彎取直紀實」一書中表示這是人定勝天的

表徵。然而，鄭明修（2002）認為透過這樣人為的方式來改變自然環境，不僅降低基隆河原有的

儲水功能，也使其邁向洪患的不歸路。故第二次截彎取直計畫完成後雖改善了基隆河臺北市段的

洪患，但中游的汐止、五堵等地區在颱風季來臨時發生洪患的頻率增加。因此，為了解決中上游

的洪患問題，中央政府於 2003 至 2005 年間興建員山子分洪道，將部分上游的河水經由分洪道引

入太平洋，此舉對中游地區的洪水防制具有相當效果。歷經多年來的河川治理，基隆河水文環境

已有相當大的改善，同時也促成兩岸土地利用的改變。其中變化最多的地方是截彎取直後的獲得

之新生地（今北市中山區金泰段與內湖區舊宗段），當時被規劃為都市重劃區，包含居住、商業、

娛樂、工業等需求，如今已成為臺北市繁華地區的一隅。有鑑於此，本研究著重在 2006 年後臺北

市範圍內的基隆河流域之土地覆蓋變遷，透過多時序衛星影像與馬可夫鏈模式探討土地覆蓋時空

變遷趨勢，並進行熱點分析找出土地覆蓋在時空中的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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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土地利用變遷（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LUCC）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下在具體空

間的表現。施添福（1980）認為人類的分佈、活動、文化和社會特徵深受自然環境的控制和影響。

雖然環境影響人類活動，但人類毫無疑問的也改變自然環境，兩者間的交互作用不僅微妙且複雜、

更是難以辨別的。因此，如何透過土地利用變遷之研究瞭解人與環境間的互動機制，一直是學術

界所關注的課題。根據 IGBP（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me）的定義，土地利用變

遷研究主要有三個目的： 

1. 瞭解人類與生物圈對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的影響 

2. 建立可靠的全球土地利用變遷模式來預測未來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遷 

3. 透過系統整合的案例研究來瞭解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的動態變化 

以及兩個核心： 

1. 瞭解人類和生物活動如何影響土地利用？ 

2. 土地覆蓋與土地利用變遷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是什麼？ 

在進行土地利用變遷研究前，必須先瞭解土地覆蓋（Land Cover）與土地利用（Land Use）

兩者的差異。土地覆蓋指的是地球表面上所涵蓋的地物，舉凡植被、水體、裸露地等。土地利用

則是指人類活動投入在土地的方式，任何一塊土地覆蓋都能滿足多個土地使用目的。故土地利用

能比土地覆蓋提供更多的資訊，透過這些資訊能讓研究者瞭解人類行為與經濟活動對地表環境的

影響。另外，可靠的土地利用資料為進行土地利用變遷研究之關鍵。朱健銘（2000）認為土地利

用資料相當複雜與龐大，因此建立可靠的土地利用資料庫是進行土地利用變遷研究前的趨勢。我

國最早在日治時期進行土地利用調查，如台灣土地調查、農業基本調查等等，當時的土地利用資

料大多以文字或地圖來記錄之。隨著地理資訊科技的發展，現階段已有能力將舊有的土地利用資

料數值化並建立資料庫。目前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負責之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

畫，將我國百年來的土地利用調查資料（包含紙本地圖與遙測影像）數值化，對今後土地利用變

遷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 

 在土地利用變遷的研究主題方面，Turner 等人（1995）提出土地利用變遷的科學計畫，該計

畫中指出 Land Use Dynamics、Land Cover Dynamics、Global and Regional Models 為土地利用變遷

研究的三大主題。Land Use Dynamics、Land Cover Dynamics 指的是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的動態變

化過程，代表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在時序上（Temporal）及空間上（Spatial）的變化，研究者可

以透過變遷分析來探討其背後的驅動力（Driving Force）為何？Global and Regional Models 是指建

構全球、區域尺度模式來模擬預測土地利用變遷的情形，藉此讓研究者瞭解過去土地利用變遷的

情形，並以此為基礎來預測未來土地利用如何改變？ 

 模擬土地利用變遷的模式相當多，如細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馬可夫鏈（Markov 

Chain）、碎形理論（Fractal Theory）、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s）等。細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CA）是一個網格式的資料結構，其最小的空間單元稱為一個網格或細胞（Cell），每一

個細胞的內容是由一組特定的狀態（States）來顯示。隨著時間的改變，細胞的狀態會根據鄰近細

胞的狀態以及相同的規則來演化，因此如何定義空間鄰近與演化規則將會影響 CA 演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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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進貴（2004）結合 CA 理論與空間自相關分析，探討土地利用空間相依性與變遷趨勢之關係，

並作為界定 CA 演化規則之參考。雷祖強（2008）運用鄰近特徵分析方法進行地區土地類別間特

性之分析，將其分析結果將作為細胞自動機的演化規則，並模擬台中市土地利用變遷。 

馬可夫鏈（Markov Chain）是一種具有馬可夫性質的離散時間隨機過程。Binkley（1980）認

為其有兩個特色，一為「下一個狀態決定於上一個狀態裡的機率」；二為「馬可夫鏈轉移機率為一

穩定性過程」，亦即假設在變遷過程中該機率固定不變。在土地利用變遷研究上，丁志堅（1997）

表示運用馬可夫鏈模式分析土地利用變遷能夠彌補傳統利用絕對面積改變量而無法從事之分析。

黃書禮（2000）結合景觀生態學、地理資訊系統與馬可夫鏈模式分析臺北盆地土地利用變遷之趨

勢，並將變遷趨勢值加總至空間單元中，以瞭解土地利用在空間上的分布情形。周天穎（2003）

認為利用馬可夫鏈模式可獲得整體土地利用變遷之趨勢，但無法處理在變遷過程中新增之土地利

用類別，即後一年度存在的某種土地利用類別如果不存在於前一年度，便無法訂出此種土地利用

轉變為其他種土地利用的機率。張正亮（2006）認為馬可夫鏈可作為比較、預測一地不同時期地

貌變遷、土地利用的分析方式，並可結合地理資訊系統讓土地空間管理更加完善。然而，馬可夫

鏈模式只能度量土地利用在時序上的變化，無法探討土地利用變遷的空間特性。故晚近結合馬可

夫鏈模式與細胞自動機理論之時空馬可夫鏈（Spatio-temporal Markov Chain）被提出，據以分析

土地利用在時空間上的變化。張政亮、張瑞津（2006）表示運用時空馬可夫鏈模式比單一的馬可

夫預測模式能更有效地模擬土地利用變遷。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模擬研究區內土地覆蓋在時序

上的變化並與影像分類結果作比較，雖僅採用單一馬可夫鏈來模擬土地覆蓋變遷，但同時配合空

間分析，卻能進而補足傳統馬可夫鏈忽略空間變遷因子的缺憾。換言之，在空間向度上，本文透

過熱點分析探討土地覆蓋在村里單元上的分佈情形，以及都市建成地熱點與鄰近捷運站之空間關

係，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研究設計 

（一）研究區概述 

 基隆河發源於新北市平溪區菁桐附近，流經平溪區、瑞芳區、基隆市、汐止區、臺北市，於

關渡注入淡水河，為淡水河水系三大支流之一。幹流長達 86 公里，流域面積 490 平方公里。歷

經兩次截彎取直，臺北市內的基隆河河道大致上已確定，其截彎取直後產生的新生地：中山區金

泰段與內湖區舊宗段為近年來改變較大之區域。故本研究將分析範圍設定如圖 1、圖 2，大致上包

含基隆河臺北市段以及兩側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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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區範圍 

 

 

 

 

 

 

 

 

 

圖 2 研究區衛星影像（由台師大福衛中心提供） 

基隆河行水區 

研究區範圍 

台北市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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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材料 

1. 福衛二號衛星影像 

福爾摩沙衛星二號（福衛二號）是我國第一顆自主性遙測與科學衛星，於 2004 年升空，次年

開始提供影像服務。福衛二號每天可經過同一地區兩次，白晝時進行衛星影像拍攝，夜晚則記錄

高層大氣活動，因此具有資源探測與科學研究雙重任務。 

表 1 福衛二號影像簡介 

發射日期  2004 年 5 月 21 日（臺北時間）

衛星機動性 前後照±45°；側照±45° 

像幅寬  24 公里（nadir） 

光譜解析度 0.45~0.52μm（Blue） 

0.52~0.60μm（Green） 

0.63~0.69μm（Red） 

0.76~0.90μm（Near Infrared） 

空間解析度 全色態 : 2 meters （nadir） 

多光譜 : 8 meters （nadir） 

時間解析度 每日 

輻射解析度 8bits/pixel 

                              （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影像拍攝時間表 

拍攝時間 雲覆率 拍攝條帶 

2006/04/05 < 5% S6 

2006/07/19 < 5% S5 

2007/05/07 < 5% S5 

2007/05/09 < 5% S6 

2010/01/14 < 5% S5 

2010/02/24 < 5% S6 

2013/03/08 < 5% S5 

          （作者自行整理） 

由於 2006、2007、2010 年的影像橫跨兩個條帶，故必須進行兩次影像分類再將其結果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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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圖 3 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方法 

1. 影像切割（Image Segmentation） 

 傳統影像分類是基於像元式（Pixel-based）的分類方法，僅單純考慮影像的光譜特性。然而，

傳統像元式的分類容易受到混合像元的影響，而產生許多細碎的像元分類，對於有特定規則的地

物之分類效果較差；同時也不利處理具有豐富訊息的高解析度衛星影像。相較傳統的分類方式，

物件導向（Object-based）分類法能更容易偵測出地物的邊界，減少不必要的雜訊，且較能貼近真

實地表樣貌。進行物件導向式分類之前，必須建立整幅影像切割（Image Segmentation），將影像

切分為好幾個物件（object）。其中物件的產生可以加入許多參數來控制，如形狀、範圍、主題圖

層 等 。 本 研 究 使 用 eCognition Developer 8.0 建 立 影 像 分 割 ， 採 用 多 尺 度 影 像 切 割 演 算 法

（Multi-resolution Segmentation），依序建立尺度 10m、25m 的影像切割，其中 25m 的影像切割是

由尺度 10m 融合到 25m 所得到的結果，接著計算與影像分類特徵值並進行影像分類。 

2. 影像分類（Image Classification） 

 在土地覆蓋變遷過程中，由於機場、公園綠地與水體（基隆河河道與蓄水池）的變動幅度不

大，其功能性也不易變動，因此本研究在分類前將涵蓋此兩類別的物件剔除，並以都市建成地、

植被、裸露地作為分類類別。在影像分類參考特徵值方面，本研究計算整幅影像切割的光譜特性

（Blue、Green、Red、NIR）與常態化植生指數（Normalized Deviation Vegetation Index，ND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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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分類每個物件的參考特徵值，並圈選出合適的訓練樣區（Training Site），最後進行監督式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分類。 

3. 馬可夫鏈（Markov Chain） 

 馬可夫鏈最早由俄國科學家 Andrei A. Markov 提出，是數學中具有馬可夫性質的離散時間隨

機過程。在多次研究試驗中發現，某些事件的機率轉換過程中，其第 n 次試驗的結果，常決定於

前一次（即第 n-1 次）試驗的結果，而與前二次（即第 n-2 次）以前的結果無關，而以後在學術

研究上對於由一種狀態轉換至另一種狀態的過程中具有移轉機率（Transition Probability）者，且

此種轉換機率可以依據其緊接的前次狀態而推算出來，即稱為馬可夫過程。馬可夫過程依受過去

試驗結果影響的多寡分為一階與高階馬可夫過程： 

(1) 一階馬可夫過程（First-Order Markov Process）：係指在馬可夫過程中，其第 n 次試驗的結

果僅受其前一次（即第 n-1 次）結果的影響，而與前二次（含第 n-2 次）以前結果無關。 

(2) 二階馬可夫過程（Second-Order Markov process）：為其第 n 次試驗結果僅受其前兩次（即

第 n-1 次與第 n-2 次）結果的影響，而與前三次（含第 n-3 次）以前結果無關。 

此種一連串的整體轉換過程稱為馬可夫鏈（Markov Chain），常用來推測未來事件的狀態。在

進行馬可夫鏈模式推估之前，必須先建立轉移機率矩陣與初始機率值，並假設各年度間的轉移機

率是固定的。轉移機率矩陣的大小由分類的土地覆蓋數目決定之，而轉移機率值則由前一年度的

各土地覆蓋面積除以當年度的各土地覆蓋面積求得。本研究以一階馬可夫鏈模式模擬土地覆蓋變

遷，並利用 2006～2007 年的土地覆蓋變遷矩陣計算出轉移機率矩陣與初始機率值，接著將初始機

率值乘上轉移機率矩陣 999 次求得穩定機率值與穩定平衡矩陣，最後將每個年度的土地覆蓋面積

（影像分類結果）乘以穩定機率值，求得各年度土地覆蓋變遷趨勢值。該趨勢值能夠反應出研究

區內土地覆蓋演變的最終狀態。 

4. 熱點分析（Hot-Spot Analysis） 

雖然透過影像分類能夠量化土地覆蓋的變化量並呈現在地圖上，但此法無法度量各土地覆蓋

類別間的空間相依性，亦即土地覆蓋在空間上的分布型態（群聚、分散、隨機）。有鑑於此，本研

究透過核密度估計（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與區域空間自相關指標 Getis-Ord Local G-Statistic

來探討土地覆蓋在空間上的分布與群聚強度。 

(1) Getis-Ord Local G-Statistic 

Getis-Ord Local G-Statistic 為一區域空間自相關指標（Local Autocorrelation Index），該

指標有兩種形式：Gi 與 Gi*。雖然兩者都是由 Art Getis 跟 Keith Ord 提出，但 Gi 計算時

不包含自己這個空間點；Gi*計算時則會包含，也經常被用在偵測熱點（Hot Spot）與冷點

（Cold Spot）。其數學關係式如下： 

 

 

 

wij（d）表示在距離 d 的範圍內相鄰空間單元間權重的大小，相鄰為 1，反之為 0。 

xi、xj 表示不同空間單元內變數之屬性值大小。 

該指標對每一個空間單元 i 皆會賦予一個指標值 Gi*，此數值的高低能夠代表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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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與鄰近單元之屬性特徵的空間群聚強度。Gi*值越高，表示該屬性在空間的群聚強度越

強，代表很可能是高值集中的熱點（High-High：Hot-Spot）或是低值集中的冷點（Low-Low：

Cold-Spot）。因此必須將 Gi*值轉為 Z 值並透過門檻值界定熱點與冷點，在本研究中以

Gi*Zscore > 1.96 作為判定熱點之門檻。 

(2) 核密度估計（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核密度估計是一種空間內插方法（Spatial Interpolation），其在空間上建立均勻網格，

並以每個網格中心點為圓心，透過搜尋半徑建立搜尋範圍，最後估算點資料其屬性值在空

間上的密度。密度值愈大表示有越多點聚集現象，因此適合用來推估土地覆蓋在空間上的

密度。其數學關係式如下： 

 

 

 

n 為資料點的數量；h 為搜尋半徑；d 為空間次方 

研究成果 

（一）土地利覆蓋變遷分析 

1. 各年度土地覆蓋變遷概況 

根據 2006~2013 年影像分類結果（表 3、圖 4），裸露地、植被面積逐年遞減，都市建成地面

積則逐年遞增。然而，僅從各土地覆蓋面積的變化無法分析這些變化是由哪些土地覆蓋轉變而來，

必須透過變遷矩陣與轉移機率矩陣來探討（表 4～表 9）。 

表 3 各年度影像分類結果（單位：公頃） 

年度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2006 52.03  2185.77  779.95 

2007 51.38  2214.06  752.30 

2010 10.15  2278.68  728.91 

2013 4.22  2495.37  5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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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7 

  

2010 2013 

  

圖 4 各年度影像分類結果 

表 4 2006-2007 土地覆蓋變遷矩陣（單位：公頃） 

2007 

2006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總計 

裸露地 37.81  8.23  5.99  52.03  

都市建成地 8.33  2065.80  111.64 2185.77  

植被 5.24  140.03  634.67 779.95  

總計 51.38  2214.06  752.30 3017.75  

表 5 2006-2007 轉移機率矩陣（單位：%） 

2007 

2006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總計 

裸露地 72.68  15.81  11.51  100.00  

都市建成地 0.38  94.51  5.11  100.00  

植被 0.67  17.95  81.37  100.00  

總計 73.73  128.28  97.99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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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表 5，在 2006 至 2007 年間，裸露地的面積沒有太大變化，主要集中在內湖科學園

區第五期重劃區。其中約 14.22 公頃轉變為其他土地覆蓋類別，都市建成地 8.23 公頃、植被 5.99

公頃。根據臺北市都市計畫書——「變更臺北市「基隆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南段地

區）」及「內湖區新里族段羊稠小段附近地區都市計畫案」計畫案」，內湖科學園區五期重劃區至

2007 年 7 月才完成都市重劃（圖 5），且建築基地至此才陸續申請中。在此之前無法進行任何建築

開發，因此 2006~2007 年裸露地轉變為都市建成地的面積不多。 

 

 

 

 

 

 

 

 

 

 

 

 

 

 

 

 

 

圖 5 大內科都市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市計畫書--變更臺北市「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計畫案（南段地區）」

及「內湖區新里族段羊稠小段附近地區都市計畫案」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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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建成地的部分，111.64 公頃轉變為植被，8.33 公頃轉變為裸露地，同時裸露地也有 8.23

公頃轉變為都市建成地。表示這一年間都市建成地的增長與裸露地的轉變較無相關，主要由 140.03

公頃的植被轉變而來，其轉換機率為 18%。 

表 6 2007-2010 土地覆蓋變遷矩陣（單位：公頃） 

2010 

2007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總計 

裸露地 1.02  27.48  22.89  51.38  

都市建成地 7.10  2,111.30  95.66  2,214.06  

植被 2.03  139.90  610.36 752.30  

總計 10.15  2,278.68  728.91 3,017.75  

表 7 2007-2010 轉移機率矩陣（單位：%）  

2010 

2007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總計 

裸露地 1.98  53.47  44.55  100.00  

都市建成地 0.32  95.36  4.32  100.00  

植被 0.27  18.60  81.13  100.00  

總計 2.57  167.43  130.00 300.00  

 

根據表 6 與表 7，發現 2007 至 2010 年裸露地依舊主要轉變為都市建成地，其轉移機率為

53.47%。顯示裸露地已進入大量開發階段，但建物可能剛通過法令核准正在進行興建，因此還有

將近一半的裸露地尚未完全轉變為都市建成地。裸露地轉變為植被的比例也大幅增加（11.51％ => 

44.55％），但很可能只是暫時性地，係因建商養地或氣候因素而導致裸露地上方覆蓋淺層植被，

待裸露地進行開發後，這些植被便會消失。都市建成地則有 7.10 公頃轉為裸露地、95.66 公頃轉

為植被，但其總面積增加 64.62 公頃，係因 27.48 公頃的裸露地與 139.90 公頃的植被轉變而來。

不過 2007~2010 年間植被轉換為建成地面積雖略有減少（0.13 公頃），但轉換機率卻增加 0.65%

（17.95% => 18.60%）。整體而言，裸露地、都市建成地、植被依舊維持 2006 至 2007 年間的土地

覆蓋變遷趨勢。 

至 2010 至 2013 年（表 8&表 9），裸露地主要轉換為都市建成地之轉換面積僅有 9.85 公頃，

但轉換機率高達 97.04%。表示此時期裸露地可開發總面積很少，但有約 97%的 2010 年裸露地至

2013 年時已轉變為都市建成地，僅剩 0.01 公頃的裸露地尚未轉變為其他土地覆蓋。都市建成地

在此階段快速成長，由 2010 年 2,278.68 公頃增加為 2,495.37 公頃，其中由植被轉變而來的面積

高達 229.53 公頃，比 2007 至 2010 年植被所轉換至都市建成地的面積多了 1.6 倍。然而，由於衛

星影像僅能記錄地表覆蓋（land cover）的資訊，因此植被所轉換為都市建成地的面積不一定能完

全反應真實情況。從功能性來看，建商或地主可能為了等待建物申請核准、土地價格上漲或其他

人為因素而將部分裸露地閒置一段時間。這段期間內裸露地表層可能會有淺層植被覆蓋，導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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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時有些植被的部分被高估，而與實際情形略有不同。整體而言，當年基隆河截彎取直後產生的

新生地（金泰段與舊宗段），在 2013 年時大致已開發成都市建成地，僅剩的裸露地面積為 4.22 公

頃。若與 2006 年相比，研究區內的裸露地面積減少 47.81 公頃，植被面積減少 261.79 公頃，但

都市建成地卻增加 309.6 公頃的面積，反映出 2006 至 2013 年間研究區內都市化的結果。 

表 8 2010-2013 土地覆蓋變遷矩陣（單位：公頃）  

2013 

2010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總計 

裸露地 0.01  9.85  0.29  10.15  

都市建成地 3.57  2255.99  19.12  2278.68  

植被 0.65  229.52  498.74 728.91  

總計 4.22  2495.37  518.16 3017.75  

表 9 2010-2013 轉移機率矩陣（單位：公頃） 

2013 

2010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總計 

裸露地 0.06  97.04  2.90  100.00  

都市建成地 0.16  99.00  0.84  100.00  

植被 0.09  31.49  68.42 100.00  

總計 0.31  227.53  72.16 300.00  

2. 以馬可夫鏈模式探討土地覆蓋變遷 

本研究以 2006~2007 年的變遷機率矩陣為依據，應用一階馬可夫鏈模式模擬 2006 至 2013 年

土地覆蓋變遷。結果顯示當各類別之初始機率值（表 10）達到穩定平衡狀態時（表 11），其穩定

機率值為裸露地 0.02、都市建成地 0.76、植被 0.22。若將此穩定機率值與各年度土地覆蓋面積相

乘，得到變遷趨勢值（表 12），此趨勢值能夠反應出研究區內土地覆蓋演變的最終狀態。當研究

區內的土地覆蓋變遷達到穩定狀態時，裸露地與植被面積逐年遞減，都市建成地面積逐年遞增。 

表 10 初始機率值 

2007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初始機率 0.02 0.73 0.25 

表 11 穩定平衡矩陣 

2006-2007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裸露地 0.02 0.76 0.22 

都市建成地 0.02 0.76 0.22 

植被 0.02 0.76 0.22 

 ＊穩定機率值：（裸露地 0.02, 都市建成地 0.76, 植被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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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時期土地覆蓋趨勢值 

年度 裸露地 都市建成地 植被 

MC2006 0.84  1670.81  171.23 

MC2007 0.83  1692.43  165.16 

MC2010 0.16  1741.83  160.02 

MC2013 0.07  1907.46  113.76 

 

為了比較以馬可夫鏈模式模擬與影像分類之土地覆蓋變遷結果，本研究將各年度之趨勢預測

值與影像分類結果進行比對（圖 6）。結果發現兩者之變遷趨勢相符合，裸露地與植被皆逐年遞減，

都市建成地逐年遞增，表示以馬可夫鏈模式能夠有效模擬本研究區內土地覆蓋變遷勢。 

 

影像分類結果（單位：公頃） 馬可夫鏈模擬結果（趨勢值） 

  

  

  

圖 6 土地覆蓋變遷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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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熱點分析 

1. 土地覆蓋在村里單元中的分布概況 

 本研究以 2006、2013 各土地覆蓋占村里單元面積之比例作為屬性值進行 Local G-Statistic 分

析。分析結果（圖 7）顯示裸露地的熱點在此期間有明顯的改變，2006 年集中在南港區、內湖區，

至 2013 年中山區與松山區也有裸露地集中的現象，但內湖區、南港區部分村里的統計顯著性略有 

 

2006 裸露地 2013 裸露地 

  

2006 都市建成地 2013 都市建成地 

  

2006 植被 2013 植被 

  

圖 7 土地覆蓋於村里單元中的熱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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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99%=>95%）。係因基隆河第二次截彎取直後產生之新生地至 2013 年時幾乎已開發為都市

建成地，僅留下面積較小之裸露地以及都市內部其他零星的裸露地。此外，由於熱點分析會考慮

到各個地區單元間的空間鄰近性，因此其視覺化後的效果容易被誤解為該村里裸露地的面積很

高，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若透過進一步空間分析（表 13），發現 2006 年裸露地占村里單元面積百

分比最高的地方是內湖區石潭里（33.35%, 31.97 公頃），至 2013 年則變成松山區莊敬里（0.83%, 

1.30 公頃），是因為受到行政區單元面積大小的影響。都市建成地的熱點在此期間並無太大變化，

大致集中在中山區、松山區與信義區。尤其是松山區的都市建成地具有高度群聚的現象，其中松

山區自強里（99.99%）之都市建成地所占比例最高。植被的熱點明顯地分布在臺北盆地周圍山區，

在 2006 至 2013 年間並沒有熱點轉移的現象，僅部分地區統計顯著性略有變動。不過由於本研究

事先假設公園綠地在土地覆蓋變遷的過程中其功能性幾乎不會改變，因此進行分析前已予剔除，

故在村里單元下僅偵測到市區以外的植被熱點。但植被冷點在松山區、信義區有減少，可能與熱

點分析時的參數設定，或由於 2013 年松山區與信義區的植被覆蓋增加有關。 

表 13 土地覆蓋占村里單元面積百分比 

 

 

 

 

 

 

 

 

 

 

 

 

 

2. 土地覆蓋的空間群聚強度 

雖然透過前一小節 Local G-Statistic 的分析能夠探討土地覆蓋在村里單元的空間分布，但由於

村里單元大小及邊界的區隔問題，使得某些較細緻的土地覆蓋變化無法被偵測。因此，本研究在

研究區範圍內建立 50 公尺的漁網圖（Fishnet），並將 2006、2013 年之土地覆蓋加總至每個網格中，

計算各種土地覆蓋面積占每個網格面積之百分比，最後將漁網圖轉為點資料型態並進行核密度推

估（圖 8）。 

 

 

 

 

          排名 

類別 1 2 3 

內湖區石潭里 內湖區週美里 中山區成功里 2006 裸露地 

33.35% 17.66% 2.91% 

松山區莊敬里 松山區精忠里 內湖區石潭里 2013 裸露地 

0.83% 0.67% 0.45% 

松山區自強里 松山區東勢里 南港區萬福里 2006 都市建成地 

99.99% 99.98% 99.88% 

松山區東勢里 中山區行孝里 松山區富泰里 2013 都市建成地 

99.99% 99.98% 99.80% 

中山區北安里 內湖區湖興里 內湖區金龍里 2006 植被 

61.17% 52.27% 48.58% 

中山區北安里 內湖區湖興里 內湖區金龍里 2013 植被 

61.58% 52.21% 48.01% 



87 

 

2006 裸露地 2013 裸露地 

  

2006 都市建成地 2013 都市建成地 

   

2006 植被 2013 植被 

    

圖 8 核密度估計結果 

根據圖 8，裸露地在 2006 年時在內湖區舊宗段與中山區金泰段一帶有較高的核密度值，表示

這裡有裸露地的群聚現象。至 2013 年，裸露地的群聚則發生在松山機場北邊一帶，此一轉變與臺

北市都市發展有關，因此必須討論都市建成地的變化。若比較 2006 與 2013 年的都市建成地核密

度估計結果，可以發現主要的轉變是由於捷運文湖線的興建，而帶動了沿線的土地覆蓋變遷，包

括中山區金泰段原有的裸露地，也隨著捷運的興建而轉變為都市建成地。為了進一步探究捷運站

與都市建成地熱點的空間關係，本研究利用 Local G-Statistic 找出都市建成地的熱點分布，接著進

行環域分析，以研究區內每個捷運站點為圓心，依搜尋半徑: 100、300、500 公尺向外尋找在此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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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內的都市建成地熱點並統計其數量（圖 9）。分析結果顯示隨著距離增加，都市建成地熱點數量

呈現上升趨勢；又 2013 年之都市建成地熱點數量多於 2006 年，表示此期間都市建成的群聚強度

有沿著捷運線而提升。另一方面，裸露地的轉變在舊宗段的內湖科學園區第五期重劃區最為明顯，

在 2006 年有高核密度值，但 2013 年裸露地幾乎轉變為都市建成地，故呈現低核密度。另外松山

區的都市建成地核密度增加，係因有臺北市林蔭大道之稱的敦化南北路行道樹隨季節改變而消

長，故此一轉變可能是暫時性的。 

2006 都市建成地 2013 都市建成地 

與捷運站之距離 100m 內 與捷運站之距離 100m 內 

 

 

 

 

 

 

 

熱點數量: 167 

 

 

 

 

 

 

 

熱點數量: 175 

與捷運站之距離 300m 內 與捷運站之距離 300m 內 

 

 

 

 

 

 

 

熱點數量: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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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Local G-Statistic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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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基隆河第二次截彎取直後取得之新生地，為近年來臺北市內土地利用變遷較明顯的區域，因

此本研究嘗試以物件導向式分類法、馬可夫鏈模式與熱點分析探導基隆河第二次截彎取直計畫範

圍內之土地覆蓋時空變遷。在時間向度上，物件導向式影像分類結果與以馬可夫鏈模式模擬結果

有一致的土地覆蓋變遷趨勢：裸露地與植被面積逐年遞減，都市建成地面積則逐年遞增，反映出

此時期臺北市都市化作用仍持續地進行。在空間向度上，本研究透過熱點分析與空間分析探討土

地覆蓋在村里單元中的分布特性。結果顯示 2006 年裸露地熱點分布在南港區、內湖區，至 2013

年松山區、中山區也呈現裸露地的群聚。此一轉變是由於本研究區內裸露地主要轉變為都市建成

地，次為植被，且裸露地逐漸碎片化，原本較大的裸露地（如內湖科學園區第五期重劃區）至 2013

年幾乎已轉變為都市建成地，僅剩下零星地裸露地集中在松山機場北側一帶。都市建成地、植被

熱點在村里單元中的分布並無太大改變，前者集中在中山區、松山區與信義區，後者集中在臺北

盆地周圍山區。另一方面，為了降低村里單元大小與邊界的區隔問題，本研究透過核密度估計法，

在研究區範圍內建立 50 公尺漁網圖，用比村里更細緻的空間單元來探討土地覆蓋的空間分布。結

果發現植被的熱點無太大變動，僅在敦化南北路有較明顯的變化，但在裸露地與都市建成地則有

較明顯的轉變，其中以內湖科學園區第五期重劃區最顯著。2006 年時此區域裸露地的核密度很

高，至 2013 年轉為低核密度。係因原有的裸露地轉幾乎完全轉變為都市建成地，故 2013 年都市

建成地在此區呈現高核密度。同時，都市建成地核密度有沿著捷運線增加的趨勢。為了進一步探

討此現象，本研究透過熱點分析與環域分析探討都市建成地熱點與鄰近捷運站之關係。結果發現

距離捷運站 100、300、500 公尺的範圍內，2013 年的都市建成地熱點數量皆大於 2006 年，表示

這段期間捷運文湖線沿線的都市建成地熱點數量增加、空間群聚強度提高。 

 後續研究方面，由於本研究假設以三年為間隔分析土地覆蓋變遷，期望能找出較大的土地覆

蓋變化。故建議後續研究能分析中間缺漏年度的土地覆蓋變遷，並與馬可夫鏈模式模擬結果比較。

第二，本研究無法取得可靠的工商普查資料，故無法進行空間關聯性分析，建議後續研究能取得

相關資料並進一步探討土地覆蓋的空間特性。最後，雖然馬可夫鏈能夠度量土地覆蓋變遷在時序

上的變化，但卻無法對土地利用變遷的空間分佈進行模擬、預測。因此若能導入細胞自動機的概

念，建立時空馬可夫鏈模式模擬與預測土地覆蓋變遷，可作為日後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遷相關

研究之參考，以及後續進行空間關聯性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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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Guandu Nature Park and its neighbor communities as a case study area, th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1)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community attachments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2)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mmunity attachments,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local attitudes toward the protected area. The findings show that younger 

and more educated interviewees have higher environmental concern. Besides, the longer the people live 

in the communities, the stronger the social attachment. However, this trend does not show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ttachment. Furthermore, people who have higher environmental concern also have higher 

natural environment attachment.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community 

attachments are predictors for both loc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protected 

area, but environmental concern is a predictor only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protected area.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hyperopia” phenomenon and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this study 

believes community attachments are better predictors than the pro-environmental concern scale in 

predicting loca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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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關渡自然公園與周遭社區為研究區域，探究人口統計特徵、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的

關係，並討論社區依附、環境態度，與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關連。結果顯示，年紀越輕、教育

程度越高，環境意識也越高。在社區依附方面，居住時間越長，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程度也增加，

但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程度並非如此。而環境態度越高，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程度亦增加。在社

區依附、環境態度與對於保護區看法的關係上，預測居民對保護區看法的結果，不同面向社區依

附分別是預測對於保護區自然與經濟議題的因子，環境態度僅在對於保護區自然議題中顯著。由

於「環境遠親」現象及統計結果，包含不同面向的社區依附，會比環境態度更適合做為地方環境

關懷的指標。 

關鍵詞：關渡自然公園、保護區、環境態度、社區依附、新生態典範 

前 言 

有鑑於著生物多樣性的快速喪失，從 19 世紀開始，由英美兩國所領導，展開了以設立保護區

作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運動。保護的活動與保護區密不可分，因為保護區可以使棲地遠離破壞，

保留殘存的自然系統（Pullin, 2002: 150）。事實上，保護區也是保護生物多樣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有效的防止了棲地破壞、過度擷取資源、污染與非本土種等保育上的主要威脅（Sekhar, 2003: 339; 

Possingham et al., 2006: 509）。 

保護區（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體系，從過去由上而下、科學管理、菁英為基礎的方式，轉變

成為現今由下而上、參與式的保育方式，特別是社區保育的形式，是學術界廣為接受的共識。在

過去，保護區中的居民被視為保育上的「問題」，在管理上常忽略在地居民存在的事實（McNeely, 

1994；Dudley et al., 1999）。實際上，確保民眾對於保護區的支持是生物多樣性保育重要的一環

（Walpole & Goodwin, 2001），瞭解地方民眾對於保護區的看法，才會有適當的保護區政策（Cihar 

& Stankova, 2006），故許多的研究透過問卷或是質性的研究方法，瞭解民眾（特別是地方居民）

對於保護區或是保護區實施社區保育政策的看法（Trakolis, 2001a; 2001b; Walpole & Goodwin, 

2001; Cihar & Stankova, 2006; Xu et al., 2006）。Xu 等人（2006）指出，地方居民對於保護區的識

覺，取決於居民所認知到保護區對他們的損失或好處、依賴地方資源的情況，以及對於保護區經

營管理的知識。 

心理學家們則關注於影響民眾支持保護區態度的因素。瞭解驅動人們支持或反對保護區的心

理過程是環境－行為研究討論的議題（Carrus, Bonaiuto & Bonnes, 2005），一些文獻均透過問卷，

討論環境關懷（environmental concern）、依附（attachment）與民眾對於保護區態度的關係（Bonaiuto 

et al., 2002; Carrus et al., 2005）。Bonaiuto 等人（2002）討論地方依附、區域認同與在地/非在地居

民對於保護區態度的關係；Carrus 等人（2005）則是討論環境態度、區域認同與民眾支持保護區

態度的關係。結果發現，在地居民有較高的地方依附與區域認同，但是對於保護區持負面的態度

（Bonaiuto et al., 2002）；或正向的環境態度與較高的區域認同是預測民眾支持保護區的兩項主因

（Carrus et al., 2005）。由上述的文獻可知，透過問卷調查，可以獲得在地居民對於保護區、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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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實施政策的看法，心理學家也發現依附、環境態度與居民看法之間的關連性，而瞭解居民的看

法則有助於保護區的經營管理。 

然而，近期社區依附研究的進展，讓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審視居民的依附與對於保護區態度之

間的關連性。在過去，社區依附所指涉的大多為社會面，即透過長時間的社會關係所形成的社會

凝聚（Kasarda & Janowitz, 1974; Goudy, 1990; Brehm et al., 2004），但近期的研究陸續指明，社區

依附應該要包含居民對於自然特徵的情感依附，換言之，社區依附應包含社會面向與自然面向兩

者（Clark & Stein, 2003; Stedman, 2003; Brehm, Eisenhauer & Krannich, 2004; 2006; Brehm, 2007）。

社區依附不同面向與居民對於保護區態度之間的關連為何，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 

為了要瞭解不同面向社區依附與居民對於保護區態度之間的關連性，本研究選擇關渡自然公

園與其周遭的三個里作為研究區域。位於臺北市北投區的關渡自然公園，為一個都市的保護區（綠

地），有別於多數研究中所研究的鄉村保護區。近二、三十年來，關渡地區進駐了許多外來居民。

過去研究指出，外來居民與世居居民對於社區的依附來源並不相同，外來的新進居民重視社區的

自然特徵，而產生自然面向社區依附；世居居民的社區依附則來自於長時間涉入在地社會網絡所

產生的社會面向社區依附（Brehm et al., 2004; 2006; Brehm et al., 2007）。因此，討論不同面向社區

依附與在地居民對於保護區態度的關連性，關渡地區是個適合的地點。除了將不同面向社區依附

作為考慮的變項，本研究也參考過去居民對於保護區或都市綠地的問卷調查，加入環境態度作為

探討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影響因素（Carrus et al, 2005; Balram & Dragićević, 2005）。 

在分析不同的社區依附傾向與環境態度之居民對於公園看法差異性之前，本研究先進行受訪

者屬性（環境態度、社區依附與人口統計特徵） 之間的交叉比對，以瞭解不同面向社區依附、環

境態度與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時間）之間的關連性，並與相關文獻進行

討論。 

本研究以臺北市關渡自然公園與周遭社區作為研究區域，社區里民作為研究對象，具體來說，

研究目的為：(1)比較社區依附及環境態度於在地人口統計特徵的差異；(2)討論不同面向社區依

附、環境態度，與在地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看法之間的關連性。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於前言之後，說明環境態度與社區依附兩個研究概念，接著為研究區

域與研究方法，之後為結果的呈現，最後則是討論與結論。 

研究概念 

（一）環境態度 

態度指的是對於一些事物或現象的正負面評斷（Heidmets & Raudsepp, 2001），其包含了情感

的、行為的與認知的三個面向（Baron & Byrne, 2000）。環境態度指的是人們對於自然特徵的態度

或關懷（Bonaito et al., 2002）。 

長久以來，環境心理學有一個傳統，在於討論環境態度或識覺的影響因子（Brody, Highfield & 

Alston, 2004）。許多的討論著重於個人社經背景與環境態度的關連。大致而言，居住於都市，教

育程度較高，並傾向支持自由政治意識的年輕人，擁有較高的環境關懷（Fransson & Gä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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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然而，地理因素對於環境態度的影響，逐漸受到心理學界與地理學界的重視。心理學家很

早就發現都市與鄉村居民的環境態度差異。理論上，都市居民較鄉村居民擁有較高的環境意識，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都市居民更容易與環境退化接觸（Howell & Laska, 1992, Fransson & 

Gärling, 1999）。不過，這樣的說法受到一些挑戰，若將環境意識視為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鄉村

居民反而比都市居民更為關心地方環境事務（Foster & McBeth, 1994; Brody et al., 2004）。 

30 年來，最為廣泛使用的環境態度指標是「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 

簡稱 NEP scale）（Dunlap & Van Liere, 1978），新環境典範考慮的是全球尺度的、抽象的環境關懷

（Bonaiuto et al., 2002: 633），它是一個一般性的環境態度指標（泛環境態度），而非針對特定的價

值觀（Schultz & Zelezny, 1999）。隨著環境問題日漸受到重視，新環境典範也顯示了人們對於環境

愈來愈關心（Dunlap et al., 2000）。為了跟上時代變遷，Dunlap 等人（2000）更新此指標，稱為「新

生態典範」（New Ecological Paradigm 或 revised NEP scale），修改處包含增加「拒絕人類除外主義」

（the rejection of exemptionalism）與「生態危機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ecocrisis）兩個面

向，擴增至 15 題，並加入了正向、負向的說法以及修改過時詞彙。  

在過去研究中，新環境典範被當作是環境態度（或環境關懷）的指標，用來瞭解居民的環境

態度與對於保護區態度之間的關係（Carrus et al., 2005），或是瞭解民眾的環境態度與對於都市綠

地看法間的關連性（Balram & Dragićević, 2005）。 

雖然新環境典範被廣為使用，但也有其缺點，如並未討論形成環境態度過程中的社會－心理

變項（Bonaiuto et al., 2002），而且許多研究均顯示新環境典範與人口統計特徵、行為之間的關連

並不高（Fransson & Gärling, 1999）。 

（二）社區依附 

依附（attachment） 的研究，主要來自環境心理學與人文地理學。最早期的依附研究，可以

追溯自人文地理學者如 Tuan（1974）、Relph（1976）等作品，人文地理學者大多使用「地方感」

這個詞彙，來解釋對於特定場景的正面認知，讓人們可以獲得對於地方的歸屬感，而使他們的生

活產生意義（Brehm, 2007: 478）。然而，在研究取向上，至少可以區分為現象學的或是實證的兩

種取向（Lalli, 1992），不同學科對於依附也使用不同的詞彙，要整理出一個有共同的定義並不容

易（Stedman, 2002）。 

首先，「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 是一個討論人對於地方情感投入的切入面向。地方依

附是：「個人或群體與特定地域之間，意義、信仰、特徵、價值與感覺的合體」（Williams & Stewart, 

1998: 19，引用自 Payton, Fulton & Anderson, 2005: 513）。地方依附可由分為兩個面向來討論：地

方依賴（功能性的依附）與地方認同（情感的依附）（Williams & Vaske, 2003）。地方依賴指的是

地方提供特徵或情況滿足人類特殊目的或需求的活動的重要性；地方認同則是指出地方做為提供

人們生活上的意義之重要性（Williams & Vaske, 2003: 831）。 

而由地理的面向來說，一個人可以對特定的地理場所（locale）產生連結（Hay, 1998），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Cuba 與 Hummon（1993）透過住宅、社區與區域等不同空間尺度的比較，認為不

同尺度的依附內容並不相同。多數的文獻以社區作為一個適當的空間單元，也就是所謂的「社區

依附」的討論。經過實證發現，對於社區情感的投入，來自於涉入社區人際網絡的多寡，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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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依附是長時間的人際互動與地方社會網絡下所構築的社會凝聚產物（Hummon, 1992; Brehm et 

al., 2006: 145）。由於社區依附的討論相當複雜，Hummon（1992）提出社區依附應該與社區滿意

度、社區認同一起做為社區感（community sentiment）的一環。 

社區依附的文獻也探究社區依附程度的影響因素。最早將社區依附透過實證的方法進行系統

性檢驗的是 Kasarda 與 Janowitz（1974）的研究，結果發現形塑社區中社會網絡所形成的認同－

也就是社區依附－與居住時間長短最有關係，社會地位與年齡則是次要有關的因子。居住時間愈

長，社會階級愈高，年齡愈大，則社區依附也愈強，愈不願意離開現居地，並愈有意願參與地方

事務（Goudy, 1990: 189）。 

社區依附作為一個分析人們對於地方情感投入的研究，包含了人與地方兩者。然而，如上所

述，社區依附的討論多著重於社會面向，對於地方（環境）的討論相當的缺乏。Hummon（1992: 

262） 認為社區依附除了與個人涉入地方的社會關係最有關之外，也與人們是否認為建成環境是

令人喜愛的有所關連。同樣地，Stedman（2003）的研究，透過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運算三個模式的結果，包含地景元素作為某種意義，回饋到地方依附與地方滿意度的「意

義媒介模式」（meaning-mediated model） 是唯一被接受的模式，因而證實了地方感與物理環境之

間的關係。Brehm 和她的同事的一系列的研究（Brehm et al., 2004; 2006; Brehm, 2007）透過統計

分析與質性調查方法，並說明社區依附應該包含社會面向與自然面向，而兩個不同面向的社區依

附分別是預測地方文化、健康事務（社會面向）與資源保護（自然面向）的指標（Brehm et al., 2006）。

在一個類似的研究中，Clark 與 Stein（2003）的研究也發現認同社區中自然地景的居民，相較於

認同社區社會、文化要素的居民，他們較常造訪周遭的公共自然區域，也認為居住於公共自然區

域附近是居住於此的重要理由。 

研究區域 

本研究選擇位於臺北市北投區的關渡自然公園（圖 1）作為研究區域。關渡自然公園為一個

都市綠地 (保護區)，並且有憑身分證明免費開放給周遭三個里（北投區關渡里、八仙里和一德里）

居民作為對於社區回饋的政策，三個里的里民可作為問卷發放的對象。在三個里之中，本研究選

擇距離關渡自然公園較近，里民與公園互動較頻繁的關渡里與八仙里作為問卷發放的對象。 

關渡自然公園位於關渡平原的西南角，位處淡水河與基隆河交會處，57 公頃的沼澤、水塘、

濕地、水田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特別是鳥類聚集之處（盧道杰，2004）。1970 年代起此處即

為賞鳥的絕佳地點，也是保育人士極力爭取作為保護區的地方。1986 年行政院農委會將關渡堤防

外之 55 公頃區域劃設「關渡自然保留區」，而臺北市政府也在同年度成立自然公園推動專案小組。

歷經 10 年，臺北市議會在 1996 年通過 150 億元預算並完成土地徵收與補償。2000 年，公園的經

營管理模式由市政府核定，採民間參與經營管理方式辦理，經過公開招標，最後由臺北市野鳥學

會取得經營權。 

2001 年 7 月關渡自然公園開始營運，同年 12 月臺北市野鳥學會開始進行經營管理，為國內

首座政府單位委託非政府組織進行經營管理的保護區，自 2001 年開始至今年（2015）已有 14 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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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區域圖 

研究方法 

（一）問卷設計、樣本大小與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分析，輔以深度訪談擬定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如下：(1) 居民對於關渡

自然公園的看法，包括公園成立對於在地經濟與生活品質的影響、對於公園宗旨的認同、對於禽

流感的感受與對於公園定位的看法。這些瞭解在地居民對於保護區或都市綠地看法的問卷題目，

主要參考以下括弧內文獻的研究（Trakolis, 2001a; 2001b; Mehta & Heinen, 2001;Bonaiuto et al., 

2002; Balram & Dragićević, 2005 ;Carrus et al., 2005; Xu et al., 2006；林敬妤、廖學誠，2006），並

輔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2 位里長、1 位自然公園管理處之組長），瞭解在地的脈絡，以修訂問

卷內容；(2) 居民的社區依附傾向，本研究沿用 Brehm 等人（2006）討論社區依附面向的變項，

從其 14 個變項中，選擇達到顯著水準的 8 項1，詢問居民這些變項對他們居住於本里之重要性，

包括：家族與親戚等社會關係、地方文化、參與地方事務、地方就業機會、良好自然環境、野生

動植物與戶外活動機會等；(3) 居民的環境態度，則是使用 Dunlap 等人（2000）所發展的新生態

典範量表。新生態典範量表原有 5 個面向共 15 題，為了控制問卷的題數，本研究選擇研究者認為

題意較容易理解的變項，從每個面向中各選擇 2 題，共計 10 題2；(4) 居民的基本資料（人口統計

                                                             
1 在 Brehm 等人 (2006) 的量表中，原作者依照因素負荷值 (factor loading) 與表面效度 (face validity)，在 14 個變

項之中，分別選擇了其中的 4 個、3 個變項，成為社會面向社區依附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指標。雖然經濟面向

的兩個變項因素負荷值也很高，但因為重點是放在社會面向社區依附上，因而沒有將經濟面向的兩個變項加入指

標中。本研究使用原作者選擇進入社會面向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 7 個變項，並選擇了一個經濟面向的指標，成

為本研究討論社區依附的量表。 
2 這 10 題為新生態典範量表中的第 1、2、3、4、5、7、10、11、13、14 題 (Dunlap et al, 20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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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受訪者在本里居住時間長短等。 

在量表的使用上，均使用李克特五分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構成矩陣式的問題。至於樣

本數的取決，則是依照樣本精確度的觀點，決定樣本數的大小（袁方，2002）。在 95%信心水準，

允許誤差 5%之下，需要 384 份問卷，依此為所需最少樣本數。由於母體為臺北市北投區關渡里

與一德里的里民，本研究依照 2007 年 6 月底兩個里的人數比例，計算各里最低之所需問卷量（表

1）。計算結果，關渡里至少需要 238 份有效問卷，一德里至少需要 146 份有效問卷。 

表 1 關渡里與一德里所需最低問卷量 

 人口數 比例 
最少所需 

問卷量 

實際發放 

問卷量 
實際比例 

關渡里 11254 62% 238 277 63.2% 

一德里 7017 38% 146 161 36.8% 

資料來源：兩里人口數資料來源為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2007 年)   

註：兩里人口數為 2007 年 6 月底人口數。 

本文以 15 歲（含） 以上的在地居民為對象（參考林敬妤、廖學誠，2006）。資料的蒐集方法

則是透過便利抽樣的方式在關渡的街頭進行面對面的調查。問卷發放之前，經過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理系大學生、碩士生與關渡里居民共 7 位的預試，目的是為了考核題意的表達的清晰度，以

及修正其他可能的錯誤。本研究以受過訓練的訪員進行調查，調查日期從 2007 年 7 月 31 日至同

年 10 月 23 日止，其中包含平日與週末（星期六、日），以力求接觸到各層面之居民。每份問卷填

寫時間約 5 分鐘，訪問員讓受訪者自行填寫，必要時提供說明，少數受訪者要求訪員念題作答，

也都逐題念答。 

（二）統計方法 

本研究使用 Statistics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PSS）13 版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居民對於保護區態度的統計方式，首先進行 Cronbach’s α 信度檢驗，刪除內部一致性欠佳的

變項（透過 SPSS 軟體中內建的「刪除項目後之量尺摘要」選項），以求取量表較高的內部一致性。

接著將一致性較好保留下的變項進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軸，透過直

接斜交法3（Direct oblimin）進行轉軸。在轉軸後，將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較高的變項分

別歸類給（所轉出來的） 不同的軸，被選擇的項目歸類為此軸。另外，在轉軸的同時，也一併產

生因素分數（factor scores）做為居民對於保護區態度的代理指數。 

社區依附的處理方式，是參考 Brehm 等人（2006）的方法，將 8 題變項進行因素分析。透過

因素分析，將可以瞭解在地居民社區依附的不同面向。本研究接著同樣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軸，

透過直接斜交法進行轉軸。此外，也利用 Cronbach’s α 係數進行同軸內變項的信度分析，評估變

項的可靠程度。之後，將不同軸內變項的（五分量表）測量分數加總，做為社區依附的代理指數。

指數的數字越大，表示依附的程度越強。 

環境態度的處理方法，是先計算 10 題的測量分數總分（第 2、4、7、10 題為負向問法相反給

                                                             
3 選擇直接斜交法是因為斜交轉軸法較直交轉軸法，比較能保留潛在特質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關係 (邱皓政，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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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做為環境態度的代理指數。此外，為了瞭解環境態度與不同面向社區依附之間的關連性，本

研究參考 Kim, Borges 和 Chon（2006）的方法，依照總分的四分位差分為三組：後 25％、25－

75％與前 25％，分別代表低環境態度組、中環境態度組與高環境態度組。 

經過上述的處理後，本研究透過 t 檢定（t-test）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瞭

解民眾的人口統計特徵、社區依附傾向與環境態度的關連，並以 Scheffe 法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的事後比較（posteriori comparisons）。而在討論社區依附傾向、環境態度與對於保護區看法的

關係上，本研究使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以不同的社區依附總分、環境態度總分

作為自變數，對於保護區的看法之因數分數作為依變數，以探究影響居民對於保護區態度的因子。 

問卷設計、問卷處理與統計方法的整理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內容、量表來源與統計方法 

問卷內容 1. 居民對於保護區的

看法 

2. 社區依附 3. 環境態度 4. 基本資料 

量表來源 主要參考前人文獻，並

以 訪 談 內 容 將 問 卷 在

地化。 

Brehm 等  (2006) 

的量表。 

新 生 態 典 範 (revised 

NEP scale; Dunlap et 

al., 2000)。 

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居住時間。

量表處理 cronbach’s α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 

計算不同軸內的測

量分數總分 

計算測量分數總分 

依 照 總 分 四 分 位 差

分三組 

 

統計方法 人口統計特徵、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之關連：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社區依附、環境態度與居民對保護區看法之關連：多元迴歸分析。 

結 果 

（一）問卷的處理 

1. 受訪者的屬性 

(1) 受訪者的人口統計特徵 

受訪者的人口統計特徵整理於表 3（共發出 438 問卷，完全有效問卷 403 份，有效率 92%）。

在居住里別上，關渡里共獲得 277 份問卷，占 63.2%，一德里共獲得 161 份問卷，占 36.8%。在

性別上，女性（52.4%）比男性（47.6%）稍多。在年齡層方面，50 歲以下的居民約佔四分之三 

（74.2%）。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則是以大學、研究所學歷最多（44.5%），國小與國中學歷最少（17%），

居住在本里的時間長短則是以 0-20 年最多（61.8%），41 年以上最少（11.9%）。 

 (2) 受訪者的社區依附 

首先，將社區依附的 8 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表 4）。此 8 個變項的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 

0.784，Bartlett 球形檢定卡方值為 1287.569，並達到顯著（p<0.001），均表示這些變項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 

因素分析採用的轉軸法為直接斜交法，其結果如表 4。轉軸結果為兩個軸，分別屬於社會、

經濟面向的社區依附與自然面向的社區依附，與 Brehm 等（2006）相同。社會、經濟面向社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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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包含第 1、2、3、4、5 題，前 4 題屬於社會面向，第 5 題屬於經濟層面；自然面向社區依附則

包括第 6、7、8 題。由於本研究專注於討論社會面向社區依附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居民對於保

護區態度的差異，本研究沿用 Brehm 等人（2006）的作法，將屬於經濟面向的第 5 題去除，只保

留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變項。如此，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789，自然面向社

區依附為 0.824，呈現良好的信度。之後，本研究分別計算社會面向社區依附（變項第 1、2、3、

4 題）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變項第 6、7、8 題）之總分，作為兩個面向社區依附的代理指數。 

表 3 受訪者的社經背景 

社經背景 人數 百分比(%)  社經背景 人數 百分比(%)

居住里別    教育程度   

關渡里 277 63.2  國中以下 73 17 

一德里 161 36.8  高中職 165 38.5 

性別    大學以上 191 44.5 

男 208 47.6  個人居住時間   

女 229 52.4  0-20 年 270 61.8 

年齡    21-40 年 115 26.3 

15-29 歲 155 35.7  41 年以上 52 11.9 

30-49 歲 167 38.5  

50 歲以上 112 25.8  
 

註：問卷總數居住里別為 438 份，性別為 437 份，年齡為 434 份，教育程度為 429 份，個人居住時間為 437 份。 

表 4 社區依附的因素負荷值  

成分因素負荷值 

變項 

社會面向社
區依附 

(因素 1，
α=0.789) 

自然面向 
社區依附 
(因素 2， 
α=0.824) 

平均 標準差 

1.朋友都住在附近，聯繫與拜訪容易。 0.782 -0.038 3.67 0.916 

2.家族親戚就住在附近，聯繫與拜訪容易。 0.817 0.027 3.71 0.910 

3.本地的文化、傳統、信仰、生活方式對您的

重要性。 
0.704 -0.009 3.57 0.874 

4.方便參與社區活動與社區事務。 0.786 0.071 3.44 0.861 

5.本地區的就業機會。 0.597 -0.066 3.47 1.021 

6.好的自然環境。. 0.021 -0.866 4.24 0.735 

7.有很多野生動植物。 -0.028 -0.857 3.94 0.893 

8.有很多戶外活動的機會。 0.019 -0.860 4.14 0.814 

變異量(%) 44.43 17.99   

累積變異量(%) 44.43 62.42   

註：(1) Kaiser-Mayer-Olkin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 = 0.784； Bartlett 球形檢定卡方值為 1287.569，p=0.000；(2) 因

素負荷值為樣式矩陣 (pattern matrix)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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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環境態度的分組 

 理論百分比 分數分布 人數 實際百分比 

低環境態度 後 25% 22-33 123 28.4% 

中環境態度 25-75% 34-40 210 48.5% 

高環境態度 前 25% 41-50 100 23.1% 

(3) 受訪者的環境態度 

關於新生態典範量表，在計算總分做為環境態度的代理指數後，參考 Kim 等人（2006）的方

法，以總分的四分位差之方式，將環境態度分成三組：高環境態度組（前 25%）、中環境態度組 

（25-75%） 與低環境態度組（後 25%），其結果如表 5。由於同分內有不同的次數分配，實際的

百分比與理論次數百分比有些微差異。分組結果，低環境態度組有 123 人（28.4%），中環境態度

組有 210 人（48.5%），高環境態度組有 100 人（23.1%）。 

2. 居民對於保護區的看法 

關於居民對於保護區的看法，首先，將 11 個變項進行信度檢驗（Cronbach’s α）。11 個變項

的 α 值原為 0.736，本研究刪除內部一致性欠佳的 3 個變項，餘下 8 變項的 α 值提升到 0.813。之

後，將此 8 個變項進行因素分析（採直接斜交法），其結果見表 6。 

因素分析轉軸結果為兩個軸，分別命名為「保護區的自然議題」與「保護區的經濟議題」。保

護區的自然議題包含 6 個變項，α 值為 0.866，保護區的經濟議題包含 2 個變項，α 值 0.466。後

者的信度很低，原因是兩個變項的內部一致性較低。為維持累積變異量不至於太少，本研究仍保

留此因素軸，但在本文後續分析與討論詮釋上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 

此外，在因素分析的同時，本研究以迴歸的方式取得因素分數，作為因素的代理指數。 

表 6 居民對保護區看法的的因素負荷值 

                        成分因素負荷值 

變項 

保護區的自

然議題 

(因素 1，

α=0.866) 

保護區的經

濟議題 

(因素 2，

α=0.466) 

M SD 

8.關渡自然公園是進行環境教育的場所。 .848 -.041 4.14 0.79 

9.關渡自然公園是都市居民休閒的去處。 .828 -.002 4.14 0.75 

7.關渡自然公園保護了關渡的自然生態。 .823 -.085 4.09 0.74 

11.關渡自然公園是臺北市重要的自然保育場所。 .821 -.015 4.18 0.75 

10.關渡自然公園是關渡地區重要的景點。 .766 .045 4.13 0.77 

5.關渡自然公園的成立提升本社區的生活品質。 .477 .364 3.83 0.83 

3.關渡自然公園的成立直接/間接促進附近居民的就
業機會。 

-.068 .843 3.10 1 

4.關渡自然公園的經營除了保護自然以外，還要考慮
帶動地方的商機與就業機會。 

.027 .744 3.74 0.91 

變異量 (%) 47.76 14.93   

累積變異量 (%) 47.76 62.69   

註：(1) Kaiser-Mayer-Olkin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 = 0.873； Bartlett 球形檢定卡方值為 1263.05，p=0.000；(2) 因

素負荷值為樣式矩陣 (pattern matrix)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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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社區依附傾向、環境態度與人口統計特徵的交叉比對 

在瞭解受訪者的屬性與對於保護區的看法後，本研究進行受訪者社區依附傾向、環境態度與

人口統計特徵的交叉比對，以進一步瞭解三者之間的關連，結果如表 7。 

表 7 人口特徵、環境態度與社區依附的交叉比對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居住 

時間 
環境態度組 

社會面向社區依附 0.514 0.681 0.099 0.005** 0.246 

自然面向社區依附 0.381 0.500 0.735 0.007** 0.000** 

環境態度 0.525 0.000** 0.000** 0.218  

註：(1) *表示 p<0.005，**表示 p<0.001；(2) 性別的交叉比對使用 t 檢定，其餘人口特徵的交叉比對均使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交叉比對結果，性別與不同社區依附傾向、環境態度之間均未達顯著差異；年齡、教育程度

在環境態度上有顯著差異；居住時間長短與兩個面向社區依附達到顯著水準；不同的環境態度組

也在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以下將達到顯著水準之項目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1. 年齡 

不同的年齡層擁有相異的環境態度，經事後比較結果顯示（表 8），15-29 歲的受訪者的環境

態度平均分數最高，50 歲以上的受訪者平均分數最低。換言之，有年齡層越低，環境意識越高的

情形。 

表 8 年齡與環境態度的事後比較 

年齡 環境態度 

15-29 歲 38.1883a 

30-49 歲 36.3818b 

50 歲以上 35.3909b 

            註：(1) a、b 表示各組別所屬的同質子集 

2.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與環境態度達到顯著水準，經事後分析結果 (表 9)，以大學以上學歷之受訪者的環

境意識最高，國中以下學歷之受訪者的環境意識最低，亦即有學歷越高，環境意識越高的趨勢。 

表 9 教育程度與環境態度的事後比較 

教育程度 環境態度 

國中以下 34.3750a 

高中職 36.9541b 

大學以上 37.7884b 

            註：a、b 表示各組別所屬的同質子集 

3. 居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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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時間長短與社會面向社區依附、自然面向社區依附都達到顯著差異，事後分析結果如表

10 所示。在社會面向社區依附方面，有居住時間越長，依附程度越強的情形。至於自然面向社區

依附，則是以居住 21-40 年者的依附程度最強，41 年以上者次之，0-20 年者最弱。 

    表 10 居住時間與兩個面向社區依附的事後比較 

居住時間 
社會面向 

社區依附 

自然面向 

社區依附 

0-20 年 14.12a 12.08a 

21-40 年 14.66ab 12.81a 

41 年以上 15.38b 12.42a 

       註：a、b 表示各組別所屬的同質子集 

4. 環境態度組 

不同的環境態度組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達到顯著差異，事後分析結果（表 11），以高環境態

度組的依附程度最強，低環境態度組的依附程度最弱，也就是有環境意識越高，自然面向社區依

附程度越強的趨勢。 

表 11 環境態度組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事後比較 

環境態度組 自然面向社區依附 

低環境態度組 11.3496a 

中環境態度組 12.4429b 

高環境態度組 13.32c 

            註：a、b、c 表示各組別所屬的同質子集 

（三）不同面向社區依附、環境態度與對於保護區態度的關連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探究社區依附傾向、環境態度與對於保護區態度之間的關連。社區依附

量表經過因素分析，分為社會面向社區依附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兩個面向，並以量表的總分作為

代理指數；環境態度同樣以量表總分作為代理指數。而在居民對於保護區的看法中，經過因素分

析，分為「保護區的自然議題」與「保護區的經濟議題」兩項，以下依照此兩項分別討論。 

首先，以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環境態度三者的總分作為自變數，保護區

的自然議題為依變數，迴歸結果如表 12。 

表 12 影響居民對於保護區自然議題看法之多元迴歸分析 

依變數：保護區的自然議題 
自變數 

Beta p 

自然面向社區依附 0.403 0.000 

社會面向社區依附 0.199 0.000 

環境態度 0.226 0.000 

註：R2=0.378; F（3, 425）=86.129; p<0.000 

此迴歸模式解釋了對於公園看法約 38%的變異量，迴歸效果達到顯著水準（F[3, 425]=86.129; 

p<0.000）。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社會面向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皆是預測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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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自然面向社區依附是最具解釋力的因子（Beta 係數為 0.403），其次為環境態度（Beta 係數

為 0.226）。最後，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解釋力為三者之中最小者，Beta 係數為 0.199。 

其次，以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環境態度三者的總分作為自變數，保護區

的經濟議題為依變數，迴歸結果如表 13。 

此迴歸模式解釋了對於公園看法約 10%的變異量，迴歸效果達到顯著水準（F[3, 425]=16.33; 

p<0.000）。三個自變數之中，僅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為預測保護區經濟議題的因子（Beta 係數為

0.290），自然面向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均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表 13 影響居民對於保護區經濟議題看法之多元迴歸分析 

依變數：保護區的經濟議題 
自變數 

Beta p 

自然面向社區依附 0.072 0.173 

社會面向社區依附 0.290 0.000 

環境態度 -0.028 0.574 

註：R2=0.103; F（3, 425）=16.33; p<0.000 

 

總結而言，對於保護區自然議題的看法的影響因子中，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社會面向社區依

附與環境態度都是達到顯著水準的因子，但以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解釋度最佳，其次為環境態度，

再次才是社會面向社區依附；對於保護區經濟議題看法的影響因子中，僅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為影

響因子，自然面向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均未達顯著水準。 

討 論 

（一）人口統計特徵、社區依附傾向與環境態度之間的關連 

受訪者的社區依附傾向、環境態度與人口統計特徵的交叉比對結果，有年紀越輕、教育程度

越高，環境意識也越高的情形。在社區依附方面，居住時間越長，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程度也增

加，但自然面向社區依附則非如此，以居住 21-40 年的受訪者的依附度最強。最後，環境態度越

高，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程度隨之增加。 

過去的研究指出，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擁有較高的環境關懷（Fransson & Gärling, 1999: 

371-372)，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由於本研究中年齡與環境態度之間呈現負相關的趨勢，故教

育程度的高低是可能的解釋原因。教育程度愈高，則環境態度愈高，因為年輕一輩的教育程度較

高，因此擁有較高的環境態度。 

Clark 與 Stein（2003: 875）指出，瞭解不同面向社區依附傾向的影響因素是一個尚缺乏討論

的主題，而這樣的討論至今仍相當少見，本研究因而針對這個主題進行討論。 

首先，討論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部分。過去的研究指出，居住時間長短、年齡與社會地位（收

入） 是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影響因子。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居住時間越長，依附的程度越強。如

此的結果，支持過去的研究結論（如 Kasarda & Janowitz, 1974; Goudy, 1990; Brehm et al., 2004）。

然而，在本研究中，社會面向社區依附與年齡、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的另一特徵）之間均沒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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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顯著差異，與早期社區依附的研究結果（如 Kasarda & Janowitz, 1974; Goudy, 1990）不同。固

然過去的研究使用收入而非本研究的教育程度代表社會地位，而可能有不同的結果，但整體來說，

這也表示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影響因子之複雜性。 

其次，在自然面向社區依附方面，並未如社會面向一樣，呈現居住時間越長，依附程度越強

的情形，而是以居住 21-40 年的受訪者依附程度最強，41 年以上者次之，0-20 年者最弱。0-20 年

者與 41 年以上者相比，後者的依附程度有增加，應表示時間的因素仍有一定的解釋性。居住 21-40

年的受訪者依附程度最強，可能是受到居住時間以外的因素所影響，若考量關渡地區的在地社區

脈絡，21-40 年的受訪者中很有可能包含受到關渡的自然景觀所吸引而遷居關渡的新進居民，由

於他們受到關渡的自然特徵所吸引而來，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程度自然較強。 

過去甚少有研究指出環境態度與社區依附傾向之間的關連性。本研究的結果指出，環境態度

與社會面向社區依附之間並未有顯著差異，但環境態度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間，有著環境意識越

高，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程度越強的趨勢。 

總結來說，本研究支持居住時間長短是影響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影響因子；居住時間在自然

面向社區依附上應也扮演一定角色，但受到新進居民所影響，而非呈現居住時間越長，依附程度

越強的情形。最後，本文也指出環境態度與社區依附傾向之間的關連性。 

（二）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與社區依附傾向、環境態度的關連 

多元迴歸的結果顯示，在預測居民對於保護區自然議題的因子中，兩個面向社區依附、環境

態度三者皆是預測看法的因子，其中以自然面向社區依附最具解釋力，環境態度次之，社會面向

社區依附最弱。在預測居民對於保護區經濟議題的因子中，僅社會面向社區依附一項是預測因子。 

Brehm 等人（2006）發現，兩個不同面向的社區依附分別是預測地方文化、健康事務、土地

利用保存（社會面向）與資源保護（自然面向）的指標。關渡自然公園作為一個生物多樣性保育

的地點，涉及社區內的保育、環境、休閒事務（保護區的自然議題），也涉及社區內的經濟事務（保

護區的經濟議題）。在本研究中，自然面向社區依附是預測保護區自然議題的最佳因子，社會面向

社區依附是預測保護區經濟議題的唯一因子，本研究支持 Brehm 等人（2006）的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這些預測對於保護區看法的因子，其 Beta 係數皆是正值，亦即依附

越強，環境意識越高，對於保護區的看法也就越正向。過去的研究指出，地方認同（包括對於地

方的依附在內）與對於保護區的看法之間，隨著不同的地方脈絡有不同的結果。若是保護區由一

個外來機構所設立，並影響到地方居民的自然資源採集，則居民的地方認同越強，對於保護區的

看法也越負面；若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有較多的社區參與，並且未影響到居民對於自然資源的採集，

或是居民不依賴保護區的自然資源為生，則擁有較高地方認同的居民對於保護區會抱持更正向的

看法（Bonaiuto et al., 2002; Carrus et al., 2005）。以關渡地區的地方脈絡而言，目前仍有少部分居

民以依賴自然資源的一集產業（捕魚、農業）為生，但多數的居民並非如此，因此社區依附越強，

對於保護區的看法也就越正面。 

Carrus 等人（2005）的研究指出，環境態度（新環境典範）並非直接預測居民對於特定保護

區看法的因子，而是先影響到居民對於一般保護區的看法，才間接影響到對於特定保護區的看法，

而區域認同則是直接影響到對於特定保護區看法的因子。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環境態度雖然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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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護區自然議題的預測因子，但解釋力不及自然面向社區依附，更非為對於保護區經濟議題的

預測因子。本研究與 Carrus 等人（2005）均顯示地方認同的指標（如地方依附、社區依附）比泛

環境態度指標更適合預測地方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指標。 

因此，更進一步地，若是考量環境態度與社區依附作為地方環境關懷的指標，本研究認為社

區依附會比環境態度（新環境典範或新生態典範）更為適用。一方面，根據「環境遠親」

（environmental hyperopia）的現象，必須注意新生態典範量表應用於地方環境議題時的可能限

制。新環境（生態）典範是討論受訪者的環境世界觀，考慮的是全球尺度的、抽象的環境關懷 

（Bonaiuto et al., 2002: 633）。過去有心理學家的研究指出，人們對於全球環境事務的關懷，高於

對於地方環境事務的關心，這就是所謂「環境遠親」的現象（Uzzell, 2000: 314）。環境遠親的情

況會造成環境參與的阻礙，因為地方環境事務，相較於全球環境事務，被認為是比較不重要的 

（Lima & Castro, 2005: 25-26）。另一方面，多元迴歸結果顯示，自然面向社區依附與社會面向社

區依附分別是預測居民對於保護區自然與經濟議題的最佳因子與唯一因子。基於此兩點，本研究

認為包含不同面向的社區依附指標，會比環境態度更適合做為地方環境關懷的因子。然而，在本

文中，環境態度是使用新生態典範 15 題中的 10 題，並未全部採用，加上「保護區的經濟議題」

之低信度，未來必須要針對兩個面向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作為對於地方環境事務的預測因子進行

更多的研究，以進一步瞭解三者做為地方環境關懷的代表性。 

結 論 

本研究以臺北市關渡自然公園與周遭社區作為研究區域，社區里民作為研究對象，瞭解本研

究中人口統計特徵、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之間的關係，以及討論不同面向社區依附、環境態度，

與在地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之間的關連性。 

在人口統計特徵、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的關連上，年紀越輕、教育程度越高，環境意識也就

越高。在社區依附方面，居住時間越長，社會面向社區依附的程度也增加，但自然面向社區依附

則非如此，以居住 21-40 年的受訪者的依附度最強，若考量研究區的情況，很有可能是受到新進

居民因關渡自然特徵吸引而遷居此地所影響。最後，環境態度越高，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程度隨

之增加。 

至於社區依附、環境態度與對於保護區看法的關係，在預測居民對於保護區自然議題的因子

中，兩個面向社區依附、環境態度三者皆是預測看法的因子，其中以自然面向社區依附最具解釋

力，環境態度次之，社會面向社區依附最弱。在預測居民對於保護區經濟議題的因子中，僅社會

面向社區依附一項是預測因子。由於環境遠親的現象，以及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本研究認為，

包含不同面向的社區依附指標，會比環境態度更適合做為地方環境關懷的預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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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裝都市論與都市政治經濟學之辯 

The Debate between Assemblage Urbanism  

and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王志弘
a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ments on the recent assertion of assemblage urbanism in the filed of urban studies, 

as well as its debate with the asserters of political economy. Focusing on the Urban Assemblages and 

the journal of City, the author compiles the arguments of both sides and concludes with mainly two 

types: one argues to learn merits from each other while the other claims that assemblage urbanism 

should replace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sensu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however, is that while 

assemblage urbanism could assist in extending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mplements the 

methodology regarding the once overlooked issues, it nevertheless lacks or neglects theoretical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 There are also disputes that cannot be reconciled, which center mainly on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political ground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besides taking political 

economy to frame up the analysis of assemblage, one should also offer persuasive explanation via the 

probing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a stance for the current urban challenges if he or she wants to 

make assemblage a distinctive theory or paradigm rather than mere methodology. 

Keywords: assemblage, actor-network theory, assemblage urbanism, critical urban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摘 要 

本文評述晚近都市研究領域中，拼裝都市論者的主張，以及他們與政治經濟學陣營之間的爭

論。聚焦於《都市拼裝體》和《城市》期刊的專輯論文，作者整理了兩方論點，梳理出雙方各取

所長、交流合作，或是以拼裝都市論代替政治經濟學這兩種基本主張。爭議各方的共識是，拼裝

分析乃有助於延伸經驗分析至過去遭忽視課題的方法論補充，但可能缺乏或不關注理論性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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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解釋。相對的，爭執焦點則在於兩方的存有論、認識論和政治立場，有著根本差異而難以調

和。本文則主張，除了以政治經濟學為分析架構來納編拼裝分析的路線，拼裝分析若要建立獨特

的理論模型或典範，而非僅止於方法論地位，就必須針對歷史發展的經驗，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以及能夠對應當前都市難題的行動方針。 

關鍵字：拼裝體、行動者網絡理論、拼裝都市論、批判都市理論、政治經濟學 

前 言 

城市（city）與都市生活，向來是迷人的場景，也是各種問題的淵藪。19 世紀以降的快速都

市化迄今不歇，人類據稱已經進入過半人口群聚於城市中的都市社會（urban society），於是城市

更顯得是個迫切的研究主題。然而，「城市是什麼？」的基本問題，看似單純，卻缺乏明確答案，

學界更是爭議不休。因為這個問題涉及了方法、理論及政治立場的差異，還隨著歷史演變而不斷

變動，迭有創見，留下後人可以不斷回頭探討的都市研究史。 

本文旨在討論最新一波的都市研究創新嘗試──主要汲取自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後文縮寫為 ANT），並歸結於拼裝體（assemblage）概念的拼裝都市論（assemblage urbanism）

──及其引發的爭議，尤其是跟持續茁壯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派的批判都市論（critical 

urbanism）之間的爭論。相關概念與討論雖然可以追溯到更早，但是 2010 年出版，由 Ignacio Farías

和 Thomas Bender 主編的《都市拼裝體：行動者網絡理論如何改變都市研究》（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是迄今最全面且野心最大的嘗試。隨後，在《城

市：都市趨勢、文化、理論、政策、行動分析》（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這個期刊上，連續幾期刊登了爭論拼裝都市論和批判性都市實踐的專文1。以上這些素材，

便構成本文評述的基礎。 

「拼裝」（assemblage，或譯：拼裝體、組裝、裝配）源自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里

（Félix Guattari），法文是 agencement，可譯為組合、安排、配置、安裝等。但是，agencement 並

非靜態的詞語，不是指安排或組織本身，而是安排、組織、組裝的那個過程。若是在德勒茲和瓜

塔里的著作脈絡中，英文往往譯為 assemblage，指拼裝起來的東西（故譯為拼裝體）。拼裝體並非

一整套事先確定的零件，按照已經構想好的結構來組裝；但拼裝也不是雜亂隨意的一堆事物，因

為拼裝還是能表現某種同一性，並宣告其領域。於是，這個術語遊走於偶然和結構、組織和變動

之間（Wise, 2005: 77）。簡言之，拼裝是異質元素（物件、屬性、情感、實作、效能、線條、速

度、模式、符號）的集合，彼此間有所關連，還能夠有所作用，並創造出不斷塑造、解離、拆散

和重塑的領域，即「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動

態過程（Wise, 2005: 78-80）。 

                                                             
1 這些文章分為四次刊登。首先，第 15 卷第 2 期刊載了 McFarlance (2011a) 討論拼裝思考對於批判都市論之貢獻

的論文，以及 Brenner et al. (2011) 的回應。接著，第 3 期及第 4 期合刊，刊登了 Dovey (2011)、Simone (2011)

和 Farías (2011) 的論文，以及 McFarlance (2011b)的中間回應；第 5 期刊載了 Acuto (2011)、Rankin (2011)、Angelo 

(2011)、Russell et al. (2011)、Tonkiss (2011)等五篇評論。最後，第 6 期刊載了 McFarlance (2011c) 和 Wachsmuth et 

al. (2011)的總結論文。此外，Swanton (2011a, 2011b, 2011c) 針對後面三期的文章，分別提供了導論。換言之，

McFarlance 和 Brenner 等人之間的交鋒，是這串辯論的核心，其他人則是延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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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眾多強調異質、彈性、變動和關係性（relationality）的術語，像是流動（flow, fluid）、

跨界（cross-bordering）、逾越（transgression）、混種（hybridity）、賽伯格（cyborg）、湊合修補（bricolage）

等，拼裝屬於廣泛的後結構主義批判或後啟蒙問題意識的陣營。這些觀念質疑了穩固且均質的本

質、邊界、主體、認同及意義，挑戰終極或單一的真理與善惡標準，拋棄深度、結構、系統、因

果、決定性之類的明確範疇，甚至質問語言、再現、理論、歷史和批判這些概念本身。簡言之，

這種後結構主義立場反對各種宏大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以及後設敘事的支配性解釋力量。 

這些後啟蒙立場所批評且拒斥的研究典範，除了啟蒙理性、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人

文主義價值，以及實證主義方法論外，主要是嘗試解釋歷史演變規律、並指引行動方向的馬克思

主義理論。馬克思是啟蒙之子，但也嘗試批判他歸結為資本主義的現代體制的根基和演變律則，

並謀求超越與解放之道。這種強調整體性（totality）、基礎和超越性的立論，雖然保留了辯證、矛

盾、鬥爭，以及關係性思考，而有助於掌握世界的複雜變化，依然未能免於後結構主義思潮的抨

擊，從而開啟了纏鬥達半世紀的理論與實踐爭辯。拼裝都市論與立足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都市論

之間的爭議，只是這場漫長戰爭中的最新戰役；或者，像某些論者主張的，這種爭辯反而是個謀

求合作、相互增補的契機。 

後文首先彙整拼裝都市論陣營的主張，包括他們對於 ANT 和拼裝概念的理解與挪用，以及

據此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市研究的批評。接著，本文概述政治經濟學陣營的回擊和批判。

第三，相對於徹底替代政治經濟學派的立場，某些學者主張兩種研究取向的匯流可能；但是，其

他學者認為，這種匯流只能選擇性地發生於某些層次（亦即經驗研究與方法論層次，而非存有論

和認識論層次），甚至可能有害。這部分的討論直接牽涉了兩種都市研究取向在方法、理論和政治

觀點上的差異。最後，本文主張，如果拼裝思考要成為都市研究、乃至於一般社會分析的依據，

超越僅僅是方法論層次的提醒或補充，進而建立一套獨立的理論性解釋，必須進入歷史，從過往

與當下的現實中，提出令人信服且能夠對應當前人類難題的解說及行動方針。 

拼裝都市論宣言 

Ignacio Farías 在《都市拼裝體》導言中，一開場便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批評對象，指

出其囿於過時的結構主義式綱領而有三大缺點，藉此倡議有必要援引 ANT 的拼裝概念來發展新

典範。這三項缺點是：(1) 以結構變遷這樣的後設敘事，來解釋都市生活；(2) 忽視我們生活其間

的、真實的複雜多重城市；(3) 與當代社會變遷的理論發展脫節（Farías, 2010: 1）。他還引述 Thrift

（1993）的話，指出這是一種「都市僵局」（urban impasse），必須勇於挪用當代社會科學的新理

論工具，方能脫困。 

這個新理論工具，指的正是 ANT。Farías（2010）認為採取了 ANT，可以質疑將城市看成有

邊界之客體、脈絡、或場地的傳統觀點，主張城市的存有乃是異質的人類與非人類行動體的拼裝

體，進而徹底改寫都市研究典範。他認為過去的都市研究，無論是將城市看成一種空間形式、經

濟單位，還是文化形構，都犯了將城市預先實體化、僵固化、均質化的錯誤。即使後來有試圖將

城市複雜化、甚至跨越城市邊界來設想都市生活的努力（例如，都市區域〔urban region〕這樣的

概念），卻反而是拋棄了城市概念，而非予以重新界定。相反，Farías（2010）認定根據 ANT 及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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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體概念，可以提出替代性的城市存有論，將城市界定為多重的（multiple）客體。所謂多重客體，

並不是指認識論上針對同一個客體採取了多重視角，而是在存有論層次，隨著拼裝網絡而變化的

多重現實；不是外在於複雜行動者網絡的外部實存（out-thereness），而是內蘊於其中（in-hereness）。

城市並非外來的社會、文化、論述、結構或經濟等強大力量或行動者的建構產物，而是在身體、

物質、科技、物體、自然和人類組成的網絡之中促動生成的（enacted）（Farías, 2010: 13）。 

Farías（2010）主要是在 ANT 的脈絡中談拼裝，但他也歸納了其他相關思想和研究系譜，包

括了廣泛的科技與都市研究、賽伯格都市化（cyborg urbanization）、都市政治生態學2、非再現性

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等，指出它們都反思既有的僵化固定城市觀念，倡議跨界、流

動、混雜、非本質的立場。除了爬梳譜系，這也有拉幫結黨、擴大陣營聲勢的效果。不過，他提

及的各派立論，是否真的共享了相同的認識論與存有論，則不無疑問。尤其抱持都市政治生態學

及賽伯格都市化等觀點的學者，不見得完全拋棄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解釋邏輯，而是

採取了折衷互補的態度（例如：Gandy, 2005; Swyngedouw, 1996; 2006）。 

Farías（2010）說明了拼裝取向強調徹底的關係性思考，將事物與現象都視為關係性的存有，

並主張人和非人行動者的對稱處理，亦即必須同等看待非人行動者（動植物、人造物、制度、自

然等）的能動性（agency）。再者，拼裝取向並不致力於提出某種解釋性的理論建構，而是投入非

常細緻、跟著網絡及其元素走的描述，或者說，解釋就在於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中。Farías

指出，ANT 採取的是平坦存有論（flat ontology）立場，城市和社會是宛如地下莖般的水平糾結，

而沒有階序、層級、結構等，並且排斥任何預設的分析範疇（如空間、尺度、結構等）及其賦予

的外部因果解釋力，認為那都是拜物教的結果（Farías, 2010: 6）。他還強調了行動者網絡的生發

效果（generative effect）或迸現（emergent）性質，亦即「實作存有論」（ontology of practice）的

立場，拋棄預設的結構和實體等概念，專注於持續變動的行動者－網絡之生成、穩定、黑箱化、

破裂，以及新可能性的創生過程。於是，能動性即是拼裝體的迸現能力，而拼裝體會持續促成新

的活動和能動性類型。再者，Farías 強調拼裝體並非一種整體，因而構成拼裝體的元素，並不是

由其整體來界定，而是持續迸現的事件或流變，組成元素也會拆解而轉接到其他網絡，彼此是一

種外部性的關係（relation of exteriority），而非內蘊固有的關係。 

相較於 Farías（2010）建立新都市研究典範的宣示，採取折衷立場的 Colin McFarlane（2011a）

則認為，拼裝思考可以在三個方面有益於批判的都市論。首先，拼裝思考提出了詳細的描述取向，

藉此可以掌握城市如何具體地由各種人事物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所構成，包括各種權力關係和結構

性階序是如何形成的。換言之，McFarlane 並不排斥結構性階序的概念，但避免其先驗存在的預

設，而主張必須從細節描述中來逐步掌握結構。他特別強調，要通過描述已成定局的真實歷史，

與未來可能潛力之間的關係，來探索新的城市如何可能產製出來。他也以對於新可能性的尋求，

來回應批判的都市研究所要求的社會實踐和轉型；就此，他描述了都市共有地（urban commons）
3的拼裝，以及具有產生批判之潛能的拼裝，來跟批判的都市論對話。 

                                                             
2 政治生態學本身也有其長遠的發展歷程，涵蓋了不同理論和概念。Farías 應該是指受到了建構論、混種、ANT 等

觀點影響，強調自然和社會（或文化）無法二分，而是混雜且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立論（政治生態學的

發展，可以參見 Robbins, 2012）。 
3 Common 有很多種意思，可以指特定群體的共有土地、資產、資源或共有財；若是複數，往往指一般平民或公眾，

地位平等但彼此差異之個體的集合。這裡則兼具這兩種意思。 



113 

 

簡言之，McFarlane 強調，拼裝體或網絡的生發和迸現作用，使得批判與創新成為可能。他

就此比較了辯證和拼裝的差別。他認為，辯證思考雖然能以矛盾與鬥爭為核心來激發變革，但基

本上預設了一種全體或整體，以及內部相互對抗的獨立元素、因果關係及真理的確證等。但是，

拼裝體中的共生狀態，則不是以矛盾與衝突來界定，而是以穿越性的逃逸路線（line of flight）來

界定，總是有著創新的可能性。再者，拼裝的批判意涵和效果，就不是傳統左翼的揭露既有秩序

的存在條件，或是增添人性面貌等，而是指涉了有多少參與者群聚在一起而能夠成事（McFarlane, 

2011a: 211-3）。 

其次，McFarlane（2011a）認為，拼裝可以突破我們對於能動性與批判概念的既定看法，因

為拼裝觀點聚焦於社會物質（sociomaterial）的互動和配置，從而納入了物質與非人行動者，並看

到了它們的能動作用；但這種能動性並不是事物本身的特定屬性，而是在持續建構與重組的動態

中，才能辨認出來的。同時，他特別區分了 ANT 與拼裝概念的差別。McFarlane（2011a）指出，

ANT 比較傾向於強調整個網絡的能動性，但拼裝基於其外部性關係的看法，同時考慮了網絡的能

動性，以及構成網絡之元素的能動性。此外，拼裝概念也會考慮人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不順

暢、缺乏協同一致關係的情況。相對的，ANT 可能比較專注於成功網絡化且順利運作的情形

（McFarlane, 2011a: 215）。 

第三，他認為，拼裝作為一種拼貼、組合和聚集，為批判都市論提供了想像進步的寰宇城市

的極佳方法。寰宇主義或寰宇城市，並非只是單純的包容差異或異類共存，更是一個創新實驗的

過程，是令新的集體和政治得以迸現的存有論計畫（McFarlane, 2011a: 220）。總之，無論是描述

方法、物質能動性，或是進步的想像，McFarlane 都強調拼裝取向可以讓我們更好的掌握創新與

可能性的生發過程，從而有益於批判的都市理論和實踐。 

在實際操作方面，Simone（2011）則嘗試展示如何運用拼裝體概念，來掌握都市生活的表面

（surface）。他以雅加達的 Tanah Abang 市場為例，詳細描述了都市生活相互蘊含又分歧的複雜關

係，如何拼裝而成，以及這種拼裝體如何將都市生活穩定化，形成了不均等的能力模式（patterns 

of capacity）。他描述了都市居民如何仰賴各種社會（關係）形式與營造（物質）形式，認知到這

種不均等、充斥著相同與差異的特質，兼具限制與可能性的複雜狀態，並且與之互動，從而產生

既穩定又臨時、不確定，但具有真實效果的實驗性空間與時間。換言之，他示範了都市拼裝體的

樣貌與描述方式，據此展現都市拼裝論的操作可能性與貢獻，亦即：通過厚描來掌握過度結構化

的政治經濟學視角所忽略的複雜而動態的都市生活，並從中發現新的政治可能性。 

政治經濟學派的質疑 

面對拼裝都市論對於深厚描述、複雜、不確定與變動的極度強調，通常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

政治經濟學派，卻有著深刻的懷疑。譬如，Madden（2010）在針對《都市拼裝體》的書評中，就

提出頗為嚴厲的批判。Madden（2010）認為該書所支持的 ANT 取向，是一種非政治性的、反諷

的立場，因其堅持懷疑論、價值中立的探討，卻批評、甚至放棄了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

Madden（2010）認為，ANT 過於強調「徹底的」關係性思考，但流於寬泛，納入了太多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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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加以區分，反而模糊了差異、混淆了不同的互動方式，因而未能聚焦於重大的差異4。他認為，

這種立場無法辨認出排除、否定、敵對等關係；即使 ANT 注意到網路或拼裝體的衰敗或崩解，

但依然不足以探討不平等和衝突等現象，因而避開了種族歧視、父權體制、剝削、支配、排他等

重大課題。於是，描述的方法雖然重視細節，卻無法呈現拼裝體的政治性質。結果，研究者往往

必須援引 ANT 和拼裝取向以外的理論概念，才能夠處理政治與不平等的議題。最後，Madden

（2010）直言，「一點 ANT」可以提醒都市研究者反思都市現象的性質，但「太多 ANT」卻會令

批判的都市研究變得不可能（Madden, 2010: 586-8）。簡言之，拼裝體概念所立足的平坦存有論，

跟政治經濟學派倡導的結構性差異和權力階序，顯然是大相逕庭，難以為謀。 

在《城市》期刊的論辯中，Brenner, Madden 和 Wachsmuth（2011）則主張，必須在面對當代

全球都市發展的新情境，也就是他們所謂的行星（地球）都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的態勢

下，來理解拼裝體或其他概念對於批判的都市研究事業的用處。換言之，他們主張必須在當前的

社會現實與學術任務中，來評斷理論觀點的良窳。於是，他們關注的顯然是如何將拼裝式思考連

結上政治經濟學觀點。但是，他們立即指出，並沒有單一的拼裝都市論立場，因而很難一概而論。

不過，他們還是辨認出三種嘗試串接都市政治經濟學和拼裝思考的方式，分別是經驗上的、方法

論的，以及存有論的層次（表 1）。經驗層次與方法論層次的結合，也就是以都市拼裝體為對象的

政治經濟學研究，以及以拼裝作為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延伸或補充，在他們看來，確實有不

少正面洞見可以參考；但是，存有論層次的拼裝論，在他們看來卻有著深刻的缺陷。 

表 1 拼裝體分析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接合 

 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典型研究焦點 

層次 1：經驗的 

都市拼裝體的政治經

濟學 

拼裝體可以視為特殊類型的研究對象，可

以通過政治經濟架構，並安置於具歷史與

地理特殊性之政經趨勢脈絡中來分析。 

城市內部與城市之間的科技網

絡（例如：電力網）；城際網絡；

領域、權威和權力的拼裝體。 

層次 2：方法論的 

拼裝體是都市政治經

濟學的方法論延展 

 

拼裝體（通常結合了關係密切的「新陳代

謝」概念）是一種方法論定位，可藉以探

查 以 前 遭 到 忽 視 的 資 本 主 義 都 市 化 向

度。批判的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關切，

依然位於中心，但現在延伸到了新的探究

領域。 

社會自然的生產；基礎設施的斷

裂或崩潰；能源、價值、物質、

微生物、人群和觀念的流動。 

層次 3：存有論的 

拼裝體是「替代性的城

市存有論」 

拼裝體分析取代了對於資本主義都市發

展的探究，以及都市政治經濟的核心關切

（例如：都市空間的商品化、不平等和權

力關係、國家干預、兩極化、不均空間發

展）。 

都市物質性與基礎設施，包括建

築物、公路、人造物、非正式聚

落、通訊系統、交通流動、都市

間網絡。 

資料來源：Brenner, Madden and Wachsmuth (2011: 231)。 

首先，他們認為拼裝取向拒絕了結構的概念，因而失去了關鍵的解釋工具，從而偏向於一種

                                                             
4 在此，Madden 引述《都市拼裝體》的共同編者 Thomas Bender（2010）所撰後記中的反思，來反將一軍。Bender

指出了幾點將城市界定為多重網絡或拼裝體的缺點，包括：(1) 無所區別的將各種元素納入網絡，攤平了所有行

動者的重要性，因而產生責任和因果關係歸屬上的難題（p. 305）；(2) ANT 往往只適用於界定明確的情境，但 ANT

偏偏又反對邊界；但城市不是明確界定的情境，因而不易分析（p. 306）；(3) 拼裝體之間的連結似乎是水平的、

並置的，但社會不必然是平坦且非歷史性的（p. 312），而是有著制度性的權力（p.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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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客觀主義」，將網絡中所有行動者的重要性予以攤平，因而難以區別，而且無法解釋各種

網絡或拼裝體鑲嵌所在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制度，亦即所謂的「諸脈絡之脈絡」（context of contexts）

課題。再者，拼裝取向無法掌握當前的都市化特質，尤其無法說明，都市化如何持續遭到資本主

義矛盾的階層化社會關係和制度形式的塑造。 

第三，拼裝取向的規範性基礎，或是其所宣稱的創新與批判，乃是奠基於寬泛的去脈絡化立

場，而不是針對實際存在的社會關係與制度安排，提出內在的、反身性的批判。換言之，針對

McFarlane 倡議以深厚描述真實與可能的關係來提出批判，Brenner 等人（2011）主張，真正的議

題是真實與可能這兩方如何連結起來的條件。在拼裝思考那邊，所謂的可能性或創新，都只是存

有論上的預設（來自網絡或拼裝體本然具有的迸現動態），而不是奠基於歷史性的社會物質條件；

但批判本身卻恰好不能抽離結構性的脈絡，反而必須清楚知道自身提出批判的可能條件。總之，

他們認為，拼裝取向若要能夠對批判的都市理論有所貢獻，就必須要更好的扣接到源自地緣政治

經濟學（geopolitical economy）的理論、概念、方法與研究議程。 

Wachsmuth, Madden 和 Brenner（2011）在《城市》期刊論辯的最後一篇回應文中，進一步整

理了針對拼裝都市論的七點批評，分別是：(1)拼裝體概念界定不夠精確，過度延伸而納入過多連

結鬆散的意義：(2)忽視涉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過程，以及批判的地緣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工具和

後設敘事；(3)過度重視微觀層次的互動與城市內部位址，忽略了更大的結構脈絡；(4)忽視城市內

外那些中介日常生活之基礎設施的結構性與制度性權力關係；(5)未經反省地擁抱描述的分析方

式，將具體事件和位址的意義當成自明的，不需要詮釋和理論化；(6)過度堅持社會空間形式的開

放性、偶然性、可塑性和不確定性，卻沒有具體且脈絡化的鑲嵌，或是以理論來支持的探究；(7)

將以拼裝為基礎的分析視同批判，卻未能詳述其批判的內容，或是究竟如何能導向批判都市研究

的重構（Wachsmuth et al., 2011: 742）。 

他們再度強調，理論、概念和方法的選擇，必須框架於具體的解釋與詮釋難局中，而不是奠

基於某種一般化的存有論。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找到新的分析工具，來理解當前「行星都市化」

正在浮現的模式，因為這些新的都市化趨勢，確實突破了早期知識架構的連貫性與可行性。換言

之，都市理論的變革必須對應到都市化的實際變動，並用於掌握正在崛起的，橫跨各種空間尺度、

涵蓋不同地方及領域的社會空間區隔、衝突、鬥爭及轉型。再者，長遠來看，資本主義的都市化

依然持續進展，我們也必須持續加以分析、批判和超越（Wachsmuth et al., 2011: 748-9）。 

Wachsmuth（2011）等人也主張，拼裝取向過於強調要描述多重都市現實的複雜性，卻陷入

了一種以複雜描述來模仿其所分析之對象的複雜性的後果。極為複雜的地域卻以同等複雜的地圖

來再現，終究會耗盡力氣而一無所成（Wachsmuth et al., 2011: 747）。相對於拼裝取向對於複雜性

的強調，他們則重視抽象化（abstraction）（及其產生的結構性認識），認為抽象化依然是必要的方

法論階段，不能輕廢，方能據以理解當前行星都市化的地緣政治經濟狀態。我認為，這個批評充

分展現了馬克思主義陣營對於以提綱契領方式來掌握整體性（totality）的關切。世界非常複雜，

但可以運用思辨及其他工具來繪製據以掌握地形全貌的地圖，而且地圖必然是抽象的，選擇性的

再現了關鍵差異和特徵。相反，如果鉅細靡遺地描述每一個地方，就無法掌握全貌，甚至會陷入

細節迷霧之中而不知所終，迷途難返。 

拼裝都市論的其他批評者，則聚焦於能動性概念。例如，Angelo（2011）認為拼裝都市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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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引導我們去關注「社會物質性」（sociomateriality）或事物（thing）的中介角色。她認為，社

會物質性在宏觀結構與私人生活之間，形成了重要介面，可以提供「脈絡之脈絡」與日常都市生

活之間的實質連結。社會物質性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確實可以挑戰及補充批判都市論的傳統研究

取向與範疇。因此，Angelo（2011）認為，拼裝思考在分析和政治上，都具有生產力，可據以揭

顯城市的多重尺度和過程。但是，Angelo（2011）質疑拼裝都市論的社會物質性之能動性問題。

她指出，社會物質性的能動性，在拼裝思考中往往講得不清不楚或是過於寬泛。她認為，我們不

應該預先就給定任何物質或非人行動者一定的能動性，而是必須在經驗上逐步地追溯特定物質之

所以能夠發揮作用的歷程。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保持主觀與客觀的差別，也就是人類意識及其

能動性，與社會物質的能動性之間的區別（Angelo, 2011: 574）。就此，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描述，

還有解釋，才能掌握物質造成的差異為何重要，並且將特定的社會物質狀態，連結到其他歷史與

空間脈絡，才能夠辨認出關鍵行動的潛在時機。 

同樣對拼裝取向抱持懷疑立場的 Tonkiss，則檢視了拼裝都市論的能動性、描述、脈絡及因果

性等概念。他也認為，拼裝取向的能動性概念說明不清楚，往往和過程這個概念混淆在一起，將

動態變化本身就當成了能動性，而且，沒有區分有所意圖的人類能動性，以及物質的效能之間的

差別。他也批評描述作為一種方法有所不足，因為深厚描述的方法在實際操作上，往往沒有區別

積極主動與消極被動的行動體，也未區分捲入其中的事物與只是環繞周遭的事物，還經常淪為一

種讓事物本身自說自話的方式（天真的客觀主義），卻忽略了描述必須搭配必要的詮釋或解釋。至

於政治經濟學派所關心的脈絡性結構和因果關係，在拼裝取向那邊往往是將結構化約為拼裝與網

絡，而無法確認解釋上的因果關聯（Tonkiss, 2011: 584-7）。當然，誠如前述，拼裝都市論的堅決

倡議者可能會指出，解釋上的因果關聯，人與物的先驗區分，或是城市、社會、結構這類概念範

疇的穩定性，正是他們想要避免的僵化預設。 

總之，Tonkiss（2011）認為拼裝理論沒達到它提出來的允諾，反而言過其實，可能只是個最

新學術流行時尚，甚至會導致簡單套用既定格式的樣板都市論（template urbanism）（Tonkiss, 2011: 

588）。他認為，我們必須了解拼裝體在其間行動的文化、政治與經濟脈絡，並納入拼裝分析框架

以外的其他分析範疇，才是有效的研究方案。換言之，拼裝取向本身還不成氣候，或者，如 Brenner 

et al.（2011）所論，拼裝都市論只是在研究對象與方法論方面的提醒與補充，它必須和都市政治

經濟學的批判性範疇結合在一起，方能加入批判的都市理論陣營。 

當然，某些堅持拼裝都市論的創新和用處，甚至是獨立典範地位的學者，反對這種收編或結

合，而倡議以拼裝都市論來取代奠基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都市論。 

兩種研究取向的結合或替代？ 

（一）拼裝都市論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耦合 

不少學者在這場論辯中，都認為拼裝都市論和都市政治經濟學，有相互參照、接軌的可能。

不過，前述的 Brenner et al.（2011）、Wachsmuth et al.（2011）和 Tonkiss（2011），都是以都市政

治經濟學為樞紐或基底，來吸納作為研究課題與方法論取向的拼裝體概念。相對的，以下學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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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同情拼裝取向的立場，倡議其描述方法和批判潛能的價值，值得批判都市論重視。 

原本就採取折衷立場，並且念茲在茲要令拼裝都市論加入批判都市論的 Colin McFarlane，在

面對 Brenner et al.（2011）的批評後，針對存有論問題、拼裝取向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以及脈

絡之脈絡等課題，提出了三點回應。首先，McFarlane 聲稱，他提出拼裝的存有論，並不是要替

代都市政治經濟學，而是為了要強調社會物質性的存在，並用以描述作為拼裝體的城市這樣的研

究對象，以及通過多重的社會物質歷史和過程，來拼裝出都市狀態（McFarlane, 2011b: 377）。其

次，McFarlane（2011b）以價值、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跨界移動等政治經濟學概念和議題為例，

說明拼裝取向的描述，可以掌握價值（及新自由主義、政策等）如何以多重而偶然的方式，在複

雜的人與非人行動者關係中促動生成；再者，資本主義也不是環繞著某種本質或核心事物來結構，

反而是多重而複雜的拼裝過程，具有偶然和迸現的能動性。換言之，拼裝思考還是能與政治經濟

學結合，並有助於釐清，原本過於簡化看待的概念和現象，其實都是複雜的拼裝體（McFarlane, 

2011b: 377-80）。 

第三，為了駁斥天真客觀主義的批評，McFarlane 指出拼裝思考並未忽略脈絡，反而有注意

到拼裝和網絡的歷史痕跡；同時，拼裝也有其結構和歷史模式，而不是平坦一片（McFarlane, 2011b: 

380-1）。不過，他還是強調，拼裝概念有助於超越既定的分析架構，質疑特定位址與其脈絡之間

的武斷二分，從而注意到因果力量並非來自更大的底層脈絡，而是內蘊於特定脈絡之中（McFarlane, 

2011b: 383）。 

 面對《城市》期刊中其他批評的聲音，McFarlane（2011c）於他的總結論文中，進一步提出

了三組拼裝思考的貢獻與限制，再度聲明其折衷立場。首先，他再度強調，拼裝思考有助於我們

面對和掌握複雜的都市生活；其次，他承認描述有一定的侷限，除了描述，還必須有所判斷、解

釋、敘事、詮釋、預測等；最後，他再度強調，建立基進的都市共有地的可能性，以此作為批判

的都市理論的志業。他主張，拼裝思考確實可以針對都市狀態的概念化和介入，提出有用的視角。

但是，他認為，這種潛能必須連結上各種不同的理論性、批判性、行動派及邊緣化的知識，方能

奏效。我們可以想見，這些其他理論與行動派知識中，最主要的還是政治經濟學這個支派。同時，

McFarlane 的立論，其實有將拼裝思考簡化為經驗研究之操作路線或方法論的結果，限縮了描述、

拋棄了平坦存有論，並承認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其他理論性解釋，有其難以駁斥的效力。 

Acuto（2011）則強調，ANT 是具有反身性、合作式的批判事業，而非一個統整一致的理論

巨廈，因此，它無法提出批判都市論的替代性存有論。但是，他特別為 ANT 的批判立場辯護，

指出 ANT 自始就嘗試分析權力的戰術與戰略，鬆動根深柢固的既有思考範疇，因而具有批判的

潛能。總之，他也認為 ANT 是一個方法論取向，可以處理混亂的、關係性的都市世界（這個世

界猶如千層糕），掌握多尺度的過程，以及橫跨許多層次之社會組織而產生的權力幾何學。跟隨網

絡，我們可以發掘諸脈絡之脈絡如何於實際上展開。就此，都市政治經濟學所在意的資本主義構

成，就不是一種自由漂浮的支配性邏輯，而是通過社會物質實作與轉換行動，在特定的都市位址

體現出來的事物。 

最後，Rankin（2011）則評論道，我們必須更好的結合政治經濟學和日常生活領域，而拼裝

思考的厚描方法，對此大有貢獻，還可以藉此凸顯資本主義本身構成的偶然性。她認為，政治經

濟學不應該壟斷批判的都市理論，我們還需要其他各種理論工具來分析「情境中的從屬經驗」。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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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思考和厚描可以掌握資本藉以重塑城市的那些複雜又矛盾的方式，可以探知哪些拼裝體比較有

利根植於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政治組織和干預，因而有益於政治行動。不過，她也承

認，拼裝思考在面對貧窮與排除的結構性基礎時，比較缺乏分析效力。於是，這就確認了拼裝體

的厚描方法，還是必須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接軌。 

（二）存有論與實踐議程的替代路徑 

相較於前述的結合或接軌主張，倡議必須脫離政治經濟學派，另行建立新都市研究典範的

Farías（2011），力主拼裝都市論與政治經濟學取向的批判都市論，彼此有著深刻差異，無法輕易

結合，反而必須強調兩者的差別，才能開創出新的研究道路。就此，他提出了四項基本差異，分

別是：兩者在研究介入上的風格不同（拼裝都市論從事探究，都市政治經濟學從事批判）；對於

研究對象的界定有異（拼裝都市論探討的是城市，政治經濟學討論的是資本主義）；對於「社會」

（the social）的基本概念化方式不同（是採取拼裝概念，還是結構概念）；以及，對於政治計劃的

展望有所不同（拼裝都市論追求的是民主化，政治經濟學派追尋的卻是革命）。Farías（2011）主

張，我們必須強調這些差異，才能凸顯出都市拼裝體政治的獨特性，了解其作為替代取向的潛能，

而不會持續陷入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中。 

Dovey（2011）同樣認為，不需要將拼裝都市論納入政治經濟學取向底下，反而要強調它是

一種全新的批判都市論。他認為，批判的都市理論關注的應該是城市和都市空間如何糾纏於權力

實作之中。就此，拼裝都市論乃是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權力概念，因而它本身就是一種批判的都

市理論。Dovey（2011）指出，拼裝都市論脫離了政治經濟學的舊框架，不再追溯某種解釋性的

基礎或根源（root），從而倡議採取不同以往之權力與地方概念的拼裝存有論。拼裝都市論結合了

多尺度、多學科的都市研究，提出了更好的批判，並且能連結到都市設計與規劃實務，因而更具

有推動都市轉型的潛能。若硬是要將拼裝都市論納入政治經濟學底下，反而是扼殺了拼裝都市論

的潛能，甚至有保守的後果。 

最後，相較於多數關注於方法論和存有論議題的辯論，Russell, Pusey 和 Chatterton（2011）

則特別在意學術研究本身的政治與行動價值。他們訴諸介入性的行動，關心拼裝思考能否提出一

些概念與工具，來拆解和重構當前的事物秩序。Russell 等人認為，批判都市論應該超越法蘭克福

學派的批判理論，轉而推動社會變遷和基進的政治組織。他們提出了七項提議以便邁向這個目標，

但其實這七點可以歸結為：知識生產必須與政治行動緊密扣連。簡言之，他們首先強調，基進的

觀念本身應該是戰鬥性的知識，要和特定社會運動有關，捲入物質性的鬥爭。再者，他們強調要

將大學恢復成為政治鬥爭的場域，而不是製造溫馴勞工的工廠，研究也必須導向於拆解既有的事

物秩序。最後，他們討論了拼裝思考如何可以政治化，主要的線索是拼裝思考乃專注於探問社會

實體如何得以成形，因而可以挪用來促成共有地（commons）──亦即協作、合作和社區的空間

──的生產與流通，在城市中探索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以外的其他替代性出路。 

結 論 

拼裝都市論和都市政治經濟學之間，到底是持續交鋒，或是有合作空間，還是拼裝都市論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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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政治經濟學派整編吸納，關鍵還是在於兩者到底是各自獨立、因而是替選性的研究典範；或

者，拼裝都市論只是萌芽中、有創意的新興概念、方法及研究議題，但必須選擇性地納入主導性

的研究典範──無論那是都市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都市論，或是後殖民理論等──方能發揮功

效。 

作為一個研究典範，通常有其存有論、認識論、方法論、政治與倫理立場、實踐策略等。根

據前述的各家爭論，我們可以將拼裝都市論和都市政治經濟學各自的立場，歸納如表 2，顯示出

雙方的基本差異。然而，除了存有論、認識論、方法論，以及政治和倫理立場的一般主張以外，

作為一個有效或有影響力的典範，更重要的可能是經驗研究的範例。理論或典範最核心的內容和

觀點，乃是通過作為範例的經驗研究而體現出來的（Kuhn, 1970）。存有論、認識論、方法論，甚

至政治、倫理立場及實踐策略的辨析，都必須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展開，才有確切的立足點，以

及和其他流派或立場辯論的依據。 

換言之，我同意 Brenner et al.（2011）的觀點，我們必須面對當前資本主義（或擴大來看，

當前的異性戀霸權、工業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都市化的持續擴展，追溯其何以至此的軌跡和

原因、運作機制，以及未來的可能前景與變化。這就需要有面對歷史性現實的扎實經驗研究，而

非只有一套概念、存有論和認識論主張、方法提議，以及過於寬泛的規範性期待（例如，期許拼

裝體取向能開啟實驗性的政治可能）。換言之，少了具有解釋力及指引行動效果的、對於歷史現實

的具體考察，無論是作為理論，或更深廣的研究典範的地位，就很難以確保。但是，扎實的歷史

性經驗研究，正是拼裝都市論陣營目前還有待加強之處。 

表 2 拼裝都市論與都市政治經濟學的比較 

項目 拼裝都市論 都市政治經濟學 

存有論與認識論 平坦存有論：不存在階序性的結構，

只有異質元素的水平拼組或網絡形

成； 

實作存有論：實體的存在與性質都取

決於實作過程，而沒有預先的實存或

屬性。 

非人能動性：對稱看待非人行動體和

人類行動者的能動性。 

批判實在論：表象底下有更深層的實

存結構；縱使結構本身有源自矛盾辯

證的動態與轉型，但具有相對穩定性

而成為諸脈絡之脈絡，並且具有因果

力量。 

人類殊異論：雖然注重物質層面的分

析，但強調人類能動者與非人能動者

的根本差異，亦即意圖或意向性的有

無，以及相應的責任歸屬。 

方法論與研究策略 不從事仰賴既有分析範疇的解釋，而

是投入細緻的描述，追蹤網絡的拼組

和形成（及崩解）過程（去領域化與

再領域化）。 

嘗試掌握抽象層次的因果力量，並提

出解釋，追蹤結構的作用力與內蘊矛

盾，以及結構與行動的張力。 

倫理觀與政治意涵 專注於開啟各種新的可能性，邁向更

為異質多樣、多元開放、民主的境

地。 

批判的要點在於指出社會秩序和既

有概念的建構性質。 

專注於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剝削和貧

困等問題；嘗試通過批判性的分析，

以及政治動員來達成社會的結構性

轉型。 

批判的要點在於揭露自然化的權力

關係與意識形態。 

更具體的說，誠如 Brenner et al.（2011: 230）所論，都市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套立基於經驗

研究和現實問題的概念化和研究對象，像是資本積累、階級、財產關係、地租、剝削、商品化、



120 

 

國家權力、調節模式、領域聯盟、成長聯盟、結構連貫性、不均空間發展、空間分工、危機、縉

紳化、尺度政治等等。相形之下，目前的拼裝都市論，顯然還缺少這類豐富概念（除了從 ANT

那邊借來的若干指涉網絡形成階段的詞彙，像是問題化、利害與共、納編、動員及強制通行點等

概念；參見 Callon, 1986），來搭建具有歷史解釋力，以及引導社會轉型之政治實踐作用的理論。

雖然《都市拼裝體》（Farías and Bender, 2010）書中收錄了一些經驗研究，探討特定都市場景的拼

裝、都市中非人行動者或科技物的樣態與作用，以及城市多重並存的複雜現實，但還是缺乏夠分

量的歷史性經驗研究，來建立拼裝都市論的可能性與研究典範。 

然而，到底是因為拼裝思考才剛起步，尚未累積足夠的經驗研究，而無法從中孳生一套都市

分析的概念家族，作為建立典範的根據；或者，正是因為 ANT 和拼裝體思考的堅定支持者，堅

決採取一種平坦、開放、持續變動的實作存有論，以深度描述來取代由後設敘事引導的解釋或詮

釋，並認為拼裝狀態不斷重組的動態本身，就是批判和開啟新可能性的本源──簡言之，採取了

一種反結構，乃至於反理論、反典範的立場──因而扼殺了明確的理論化和研究典範構造的建立，

就還有待斟酌了。 

不過，從比較務實的角度來看，我們確實可以先嘗試運用拼裝都市論的啟發、方法及概念，

來增補或調整都市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架構，探索這種結盟能否為當前的都市複雜經驗與治理困

境，帶來具有前瞻性的成果。就此，我贊成 Brenner et al. (2011)的看法，可以先從拼裝體作為一

種研究對象，以及拼裝體作為一種方法論入手，來探索拼裝都市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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