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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極端氣溫之季節潛在可預報度評估和氣候暖化的影響

Evaluation of Seasonal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of Temperature

Extremes in Taiwan and the Influence of Climatic W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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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季節氣候預測而言，每天的天氣變化是一種干擾，必須儘可能濾掉其影響。本研究提議用

一種數值方法可鬆弛掉對季節內天氣噪動常用的假設，進而或可提高季節的潛在可預報度

(Seasonal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SPP)。提議的方法首先被應用於台灣百年長度，去掉線性趨勢的

測站月平均地表最高溫（Tmax）和最低溫（Tmin）。不必然需要假設為線性或定常才能模擬的天氣

噪動的月平均變異量，以及其在月與月之間的相關係數，一旦放掉通用的定常假設或註記為非零

值(假若相隔在一個月或以上的話，比如介於 1 月和 3 月)，則數值解和直接使用日資料所得到的

估計值之間的一致性，與簡化方程下的解析解相比，將會好得很多。Tmax的 SPP估計值，除了冬

季略低之外，其他季節都較高。Tmin的 SPP估計值則是在秋冬兩季略低﹔但春夏較高。Tmax和 Tmin

的總體平均的 SPP估計值(47.6%)約與解析解相當（46.2％），但兩者在個別測站和不同季節呈現

有明顯差異。

新方法被用到線性趨勢保留的原氣溫序列以便檢查氣候暖化對 SPP的影響。結果顯示暖化的

上升趨勢和增加的 SPP間的一致性，Tmin明顯高於 Tmax。平均而言，夏季（冬季）Tmin的 SPP可

達 86.3％（66.8％），比原先去掉線性趨勢得到的 SPP高出 22.7％（20.3％）。其四季總體平均的

SPP估計達 75.0％，與去掉線性趨勢後相比，增加了 27.4％。相反地，保留線性趨勢的 Tmax其 SPP

的總體平均值(48.5%)則與先去掉線性趨勢後估計的 SPP值，約略相等。不分季節的迴歸結果顯示，

暖化效率，定義為改變的 SPP（保留線性趨勢減去去掉線性趨勢）與季節平均測站極端氣溫序列

的線性斜率，Tmin（Tmax）每百年增加 1.0℃時，SPP大約增加 16％（2％）。確實地，氣候暖化對

於極端氣溫的 SPP，尤其是 Tmin，是外在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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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ily weather variability is considered as a noise for the seasonal climate prediction and thus

its influence needs to be alleviated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study proposes a numerical method that

relaxes the assumptions normally made in weather noise estimations within a season, thereby likely

increasing seasonal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SPP). The proposed numerical method is first applied to the

centennial de-trended monthly-mean surface temperature maximum (Tmax) and minimum (Tmin) data in

Taiwan’s measurement stations. The numerical solutions show that both the monthly mean variances of

weather noise, not necessarily modeled by linear/stationary assumptions, and their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loosen the stationary assumption or register as non-zero values (if one month apart or even

more, e.g. between January and March). Compared to the analytic solution of simplified equations, the

numerical solutions in this studyg enerally have much better coherencies with those estimated directly

using the daily data. The estimated SPP of Tmaxis slightly lower in winter but higher in other seasons.

The estimated SPP of Tminis slightly lower in fall and winter but higher in spring and summer. The

overall means in both Tmax and Tmin(47.6%) are comparable to the estimations of the analytic solution

(46.2%),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ppear at individual stations and seasons.

The warming trend effects on the SPP are examined by applying the new method to the trend ser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herency between a warming trend and an increased SP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min than in Tmax. On average, the SPP of Tmin in summer (winter) is 86.3% (66.8%), and

22.7% (20.3%)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e-trended SPP estimations. The overall mean of the trending SPP

of Tmin is around 75%, a 27.4%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de-trended SPP. Conversely, the overall mean

of the trending SPP of Tmax (48.5%)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de-trended estimate. The all-season

regression shows that the warming efficiency,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linear slope of the changed SPP

(trend-remained minus de-trended) regressed on the trend values of seasonal-mean station temperature

extremes, shown an increase of around 16% (2%) per 1.0 ℃ /100-yr warming for Tmin (Tmax).

Conclusively, the climatic warming is an external source of SPP for temperature extremes, especially for

the Tmin.

Keywords: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Climaticwarming, Temperature extremes, Taiwan

Introduction

Due to the high marine influence on air temperature, climate variability related to seasonal

temperature extremes in Taiwan is generally not an attractive research subje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ecipitation variability. As the warming step progresses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is island nation has

experienced prolonged heat waves in recent summers and sweeping cold surges in recent winters

causing large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 and in turn increasing the risk for respiratory and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Yang et al., 2009; Wu et al., 2011). Soaring heat waves under global warming (e.g. Mee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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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baldi, 2004) and abrupt cold surges unanticipated by people who are already acclimatized to a

warmer world (Mercer, 2003; Park et al., 2011) have dire socio-economic impacts (Brown, 2011). Such

impacts can be managed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seasonal forecasts to some extent.

While using dynamical models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to make seasonal forecasts, researchers

desire to identify not only the sources of predictive skill but the sources of uncertainty as well. The

slowly varying external forcings such as changes in solar insolatio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sea

ice, soil moisture and greenhouse gases, may contribute to skillful predictions.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can also arise from the slowly varying internal atmospheric dynamics (Frederiksen and Zheng, 2007)

such as the stratospheric quasi-biennial oscillation, Arctic oscillation and other low-frequency climate

modes with the associated variability being roughly stationary within a season. Here, the word

“potential” is used to highligh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ersistence of internal atmospheric dynamics

actually may not be predictable at the seasonal time scale due to imperfect models (Feng et al., 2014).

The uncertainty arises mainly from the day-to-day weather variability, which is essentially

unpredictable beyond two weeks (Lorenz, 1963).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variance in the predictable

component exceeds that of the unpredictable counterpart raises the seasonal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SPP hereinafter) issue. Central to the SPP estimation is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redictable and

unpredictable components a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Leith, 1973; Madden, 1976; see reviews by

Palmer and Anderson, 1994; Zheng et al., 2000). While such an assumption is artificial, it allows useful

progress to be made (Leith, 1973). With this idealized assumption, SPP can be defined as the fraction of

the total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that is due to the predictable component (called slow component by

Zheng and Frederiksen, 2004).

Tw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pproaches are taken to estimate SPP. The first one uses a dynamic

AGCM model with prescribed boundary conditions (mainly slowly varying SST) to generate a

multi-member ensemble of climate realizations. All ensemble members are forced by the same boundary

forcing but started from slightly different atmospheric initial states (e.g. Rowell et al., 1995; Shukla,

1998; Kumar and Hoerling, 2000; Shukla et al., 2000). The basic philosophy is that the spread of

ensemble members can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weather noise variability, whereas the relative similarity

among ensemble members is considered the atmospheric true response to the external forcing and thus

can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potentially predictable component of variability. This dynamic approach has

a particular advantage in detecting weak signals arising from SST forcing (Rowell, 1998), but has the

disadvantage of relying primarily on the capability of a model that always has flaws.

The second approach involves estimating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of seasonal variance from

statistical models fitted to a single realization of atmospheric evolution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observed interannual variance in seasonal means to quantify SPP (e.g. Madden, 1976; Shukla and

Gutzler, 1983; Zwiers, 1987; Zheng et al., 2000; Feng et al., 2014). This statistical approach has the

advantage of relying on observation data alone and avoiding the problems due to the imperfect dynamic

models. Such a purely observation based approach also indicates that it can contain other sour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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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ability, in addition to the SST forcing (Rowell, 1998). The primary disadvantage of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requires the observed time series to be long enough to make the assumptions behind the

employed statistical model valid. This will always be an issue.

Statistical methods usually require using daily time series to solidify the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probabilistic behavior of the underlying stochastic process. Zheng et al. (2000, 2004) however proposed

a variance analysis methodology based on using the monthly mean time series and moment estimations

to quantify the weather noise variance within a specific season, and thereby SPP. From the data

availability perspective, this is impressive given that the monthly record of meteorological variables is

often much longer and more accessible than the daily information. Nevertheless, the proposed method

heavily relies on stationarity assumptions in the monthly mean variances and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of weather noise to form a closed system of moment equations by which the analytical solution can be

obtained. As noted by Zheng and Frderiksen (2004), while these assumptions are fairly true in the

solstice seasons, their applicability in the equinox seasons needs to be justified.

More recently, Grainger et al. (2009) found that the monthly mean variances in weather noise

within a specific season are not necessarily stationary, but to a first order vary linearly. They thus

proposed a modification of the Zheng et al. (2004) method and used it to estimate Australian surface

temperature extremes in all four seasons. To have the analytic solution, however, their modified method

still assumes stationarity in the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of weather noi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urther relax the linear assumption of monthly mean variances made

in Grainger et al. (2009) and the stationary assumption of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made in Zheng et

al. (2000, 2004). A numerical approach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complete moment equations of monthly

variances and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of weather noise, and thereby the SPP. This new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centennial long surface temperature extremes record in Taiwan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aforementioned assumptions.

After describing the modified statistical model and numerical approach in detail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ier works in Sect. 2, Sect. 3 reports on its application to estimate the SPP in individual

seasons for both de-trended and trend-remained surface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s in

Taiwan. Comparisons are made between the numerical solution based on the complete moment

equations and analytical solution based on simplified equations. With the centennial long record

available, this study (in Sect. 3.3) also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P and warming trend, if

it exists, and long term variability in SPP in the temperature extremes using a series of 60-yr sliding

time window experiments. Discussion and summary are given in Sect. 4.

Data and Methodology

1.Data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 in Taiwan maintains a very complete and high quality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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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aily surface temperature extremes recorded at operational synoptic stations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emperature records at seven stations with an overlapped 104-yr period, from December 1910

to November 2014, are employed in this study. Fig. 1 show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se stations

over the topography of Taiwan. As shown, they roughly constitute an observation network uniformly

covering this subtropical island. Daily data are obtained from the atmospheric research databank in

Taiwan (website: https://dbar.ttfri.narl.org.tw), which is maintained by the Taiwan Typhoon and Flood

Research Institute (TTFRI) of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NARL). Monthly-mean

temperature extremes are calculated using these daily records. Interested readers can refer to Hung

(2009) for the data quality problems and Weng (2010) for the recent trends in surface temperature

extremes in Taiwan.

Fig. 1 Map of Taiwan with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f the seven synoptic stations used in current

study.

2. Statistical model

To make the subsequent comparisons easier, we used the same notation system as Zheng et al.

(2000) to describe the statistical model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hat system was also used in the related

works of Zheng and Frederiksen (2004), Grainger et al. (2009) and Ying et al. (2014), to name a few.

We first removed the mean annual and semi-annual harmonics from the data (either daily or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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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spectral method proposed by Narapusetty et al. (2009). We then removed the long-term linear

trend as well. The existence of a warming trend in a climate time series has been suggested as an

additional source of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e.g. Speer et al., 2006, Frederiksen and Zheng, 2007). We

will scrutinize this notion in Sect. 3.3. Exploring the trend effects on the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will

benefit from the long surface temperature maximum (Tmax hereinafter) and minimum (Tmin hereinafter)

records in Taiwan. Treating it as a “regular” signal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current study, removing the

linear trend will facilitat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identific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unpredictable at

the interannual timescale.

As Zheng et al. (2000) noted, the statistical model for the observed monthly time series of an

anomalous variable x at a particular season over a number of years is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decomposition,

. (1)

Equation (1) decomposes the anomaly into a seasonal population mean in year y (y = 1,

2,…, Y, Y is the total number of years) and a residual monthly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from

in month m (m = 1, 2, 3) within a given 3-month season. The standard seasons, December-to-February

(DJF hereinafter), March-to-May (MAM hereinafter), June-to-August (JJA hereinafter) and

September-to-November (SON hereinafter) are used in this study. Note that equation (1) implies that the

month-to-month variability arises entirely from { 1, 2, 3}, which is assumed to be a stationary and
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i.i.d.) random vector with respect to year y.

We also denote the average taken over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i.e. m or y) by replacing that

independent variable with the subscript “o”. A seasonal mean can then be written as

, (2)

where the “total” field is the sum of the slow (i.e. predictable) component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external forcing (and slowly varying internal dynamics) and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which is unpredictable at the seasonal time scale. If the sample variance

of , , can be known, then the SPP can be defined as (see Madden, 1976, Zheng and Frederiksen,
1999):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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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total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seasonal mean is estimated from the sample

variance as

11 1 2∑ . (4)

In equation (4),
13 13∑ , and 1 1∑ .

As Grainger et al. (2009), let us denote the interannual variance of within a specific season as

= 2 , m = 1, 2, 3. The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 , is then defined as
, , , , 1, 2, 3, , (5)

where , is the covariance between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s in month m and month

n. Using the notation of equation (5), the interannual variance in seasonal mean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 can be expressed as13 1
3 219 1 2 3 2 1, 2 2, 3 1, 3

19 12 22 32 2 1 2 12 2 3 23 1 3 13 . (6)

Label E in equation (6) denotes the expectation value over all years.

3. Complete equations with numerical solution

To estimate , equation (6) indicates that we need to know the values of six parameters, i.e.

{ 1, 2, 3, 12, 23, 13 }. However, based on equation (1), there also exist six sample moment
equations linking the above six parameters as follows. The variance of 1 2, according to equations
(1) and (5), can be estimated as

E xy1 xy2 2
E εy1 εy2 2
σ12 2σ1σ2φ12 σ221Y y 1Y xy1 xy2 2∑ c1.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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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ly, the other five moment equations can be expressed asE xy1 xy2 xy1 xy3E εy1 εy2 εy1 εy3σ12 σ1σ2φ12 σ1σ3φ13 σ2σ3φ23
1Y y 1Y xy1 xy2 xy1 xy3∑ c2, (7b)E xy1 xy2 xy2 xy3E εy1 εy2 εy2 εy3σ1σ2φ12 σ22 σ1σ3φ13 σ2σ3φ23
1Y y 1Y xy1 xy2 xy2 xy3∑ c3, (7c)E xy1 xy3 2

E εy1 εy3 2
σ12 2σ1σ3φ13 σ321Y y 1Y xy1 xy3 2∑ c4, (7d)E xy1 xy3 xy2 xy3E εy1 εy3 εy2 εy3σ1σ2φ12 σ32 σ2σ3φ23 σ1σ3φ13

1Y y 1Y xy1 xy3 xy2 xy3∑ c5, (7e)E xy2 xy3 2
E εy2 εy3 2
σ22 2σ2σ3φ23 σ321Y y 1Y xy2 xy3 2∑ c6. (7f)

Equations (7a)-to-(7f) describe a multivariable nonlinear system:0, 1, 2,…, 6, with the unknown vector , 1, 2, 3, 12, 23 , 13 and a constant

vector 1, 2,…, 6 arising from the sample moments, which in principle can be solved numer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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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ntional steepest descent method (Press et al., 1986) i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o solve the

above numerical problem. We found that this method in most cases can achieve a satisfactory

convergence speed as long as a proper initial guess can be provided (discussed next). We also found that

it is more robust than the usual Newton-Raphson method (Press et al., 1986) in that the latter involves

calculating the matrix inversion which may not always work well for ill-posed problems.

The steepest descent method seeks a vector that minimizes the function g:g 1 2∑ , (8)

where, in our case, n = 6, and . For the function g , the steepest descent

direction in the n-dimensional hyperplane is given as g :
g 11 1 2,∑ 222 1 2, , 1 2∑∑

2 11 1
1

1
2 , (9)

where 1, 2,…,6 1, 2, 3, 12, 23, 13 , and symbolizes the Jacobian matrix of

with the superscript T indicating the matrix transpose. Once the initial guess 0 is given, based on
equation (9) we can determine the steepest descent direction g 0 and move an appropriate step size

 (> 0) in this direction to update 1 as:

1 0  g 0 . (10)

The above procedure will continue on until condition | g | τ or | 1 | τ is
satisfied after m iterations. Here τ is a predefined tolerance error (τ = 1.0 x 10-10 is used in this study).

There are various methods (see e.g. Sun and Yuan, 2006) that make an estimate of what a proper

step size  should be at a given iteration. A popular approach proposed by Barzilai and Borwein (1988)

is used here to find the adaptive step size  that minimizes function h():

h  argmin ∆ ∆ 2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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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1 and∆ g g 1 . This is an approximation to the

secant equation used in the quasi-Newton methods (cf. Section 10.7 in Press et al., 2007).

Differentiating with respect to α, the above minimization in equation (11) leads to the following explicit
formula for :

g g 1 1g g 1 g g 1 . (12)

This approach works well because the necessary iterations are usually smaller than 10, provided

that the initial guess is proper.

4. Simplified equations with analytical solution

In the works of Zheng et al. (2000, 2004), three assumptions were made to simplify the problem in

hand: 1) the monthly variances within a specific season are stationary: 1 2 3 ; 2) the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are also stationary: 12 23 , and 3) the correlation of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s between the months is negligible if they are one month apart: 13 0. Under these
assumptions, equation (6) becomes

29 3 4 , and can be arithmetically solved through the

sets:2 2 1 1[from equation (7a)] and 2 2 1 3 [from equation (7c)].
Grainger et al. (2009) argued that the monthly variances within a season are not necessarily

stationary but tend to vary linearly to a first order. A linear model: 1 2 ; 3 2 , is thus
introduced to accommodate the changes in observed variability. Note that 2 to ensure the

posi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After introducing the above linear modification, equations (7a), (7c) and

(7f) constitute a closed system with three parameters: 2, in three equations and respectively

become:

2 2 2 2 2 22 1, (13a)

22 2φ 1 3, (13b)

2 2 2 2 2 22 6. (13c)

After eliminating 2 and β from equations (13a-13c), a cubic equation for is derived and the

problem can be easily solved analytically (see Appendix in Grainger et al. 2009 for detailed formulae).

The linear variance assumption is reasonable but not universally realistic. Fig. 2 shows the daily

sample variancesfor the 1910-2014 daily Tmin at Taichung as a first-hand example (i.e. sample variances

of {Ti, j, j = 1, 2, …, n}, i = 1, 2, …, 365, where sample size n = 104 years). A pronounced annual cycle

with variance in January being about tenfold that in July is clearly observed. Although the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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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ces consist of the variability arising from both day-to-day weather noise and slowly varying

components, a nonlinear behavior is evident in the December-to-June period, in addition to the sharp

gradien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seasons. It is also arguable regarding the stationary assumption of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and negligible contributions of 13 . Nevertheless, the analytic solution
obtained from the simplified equations indeed provides a good initial guess to solve the complete

equations as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Sect. 3.

Fig. 2 The scatter plot of daily sample variances (unit: ℃2) of the 1910-2014 daily Tmin at Taichung.

To compare the current results obtained from numerically solving the complete equations with

those from analytically solving the simplified equations in the work of Grainger et al. (2009), it is

instructive to estimate the monthly variances in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directly from the daily

records. Using daily data, Trenberth (1984) and Zheng (1996) estimated the monthly variances in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the “natural variability” in their terms) as

0 0 1 1 1∑ 1 2∑ , (14)

where 0 is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independent observations:
0 1 2 1 1∑ . (15)

Under the red noise assumption, the lag-t autocorrelation 1 , where 1 is the lag-1 day to
day autocorrelation of daily sequence . The symbol is the number of days in the month m and

is the seasonal mean of over the season that contains the month m. We used a Jackknife procedure

to estimate 1 and its associated standard deviation (detailed in Buishand and Beersma, 1993).
It is also instructive to verify the stationary assumption of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using daily

data. This is fulfilled using the formula in Zheng et al. (2000): , 1 1900 1 1 2, where 1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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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g-1 autocorrelation of within both months: m and m+1. For a red noise time series, Zheng and

Frederiksen (2004) has proved that , 1 is bounded between 0 and 0.1.

Results

1. Monthly variances and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Fig. 3 shows the month-by-month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monthly variances in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estimated from the daily records (black lines; along with the estimated one standard

deviations), linear variance assumption (blue lines) and numerical solutions (red lines) for the

centennial (December 1910 - November 2014) Tmax records at seven stations. The results shown in the

black lines clearly suggest that the stationary variance assumption, in general, does not hold at all

stations and in all four standard seasons, though likely with an exception at Henchun during JJA (Fig. 3g)

over which it is approximately true. Instead, a pronounced annual cycle of monthly variances with the

maximum occurring in February and minimum occurring in August or September is evident, particularly

at those station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lains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CMR; Figs. 3a-3d, c.f.

Fig. 1). The accompanied annual amplitude is relatively large at Taipei and Taichung (Figs. 3a and 3b),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portion of Taiwan, but becomes small at Taidong and Henchun (Figs.

3f and 3g) which lie towards the southeast/south direction. Note that the name Henchun in Chinese

means that every day is a spring day.

On the other hand, monthly results based on the linear variance assumption, in some circumstances,

are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ose based on the daily data. For example, its validity is high for the four

western stations (Figs. 3a-3d) in DJF, for Taichung and Hualian (Figs. 3b and 3e) in MAM and for

Taidong and Henchun (Figs. 3f and 3g) in JJA. Nevertheless, such an assumption has problems to

detecting the nonlinearly increasing (decreasing) variance from January (July) to February (August)

revealed in most (northwestern) stations. It even results in an incorrect slope sign at some stations

during particular seasons (e.g. Fig. 3d for Tainan in JJA and SON seasons) a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based on the daily data (black lines).

Results from the proposed numerical method (red lines) are found to be able to alleviate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to a large extent. In the aforementioned examples, numerical solutions attempt

to relax the linear constraint and are capable of adjusting the erroneous slope sign. As a result,

correlations (values shown inside the parentheses; note that the symbol G denotes Grainger’s linear

assumption while W denotes Weng of current author’s numerical solution) between the monthly

variances represented by the red lines and those represented by the black lines are general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ose between the blue lines and black lines. However, the “correction” effect see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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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roblematic at Penghu station (Fig. 3c). Both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methods result in lower

correlations primarily due to the unfaithful estimates in MAM. Arguably, the proposed numerical

method seemingly cannot converge well if the initial guess deviates too much from the prompt.

Fig. 3 The estimated month-by-month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

for the Tmax (unit: ℃)at seven synoptic stations. The black lines (along with the estimated 1.0

standard deviations) are the estimates using the daily data directly (i.e. equation (14)). The blue

and red lines are the estimates using the monthly-mean data in terms of the linear variance

assumption of Grainger et al. (2009) and using the numerical method of current study,

respectively. See text for details. The symbols G andWdenote Grainger andWeng, respectively.

Similar behaviors are observed in the results of Tmin (Fig. 4). The stationary variance assumption

is unrealistic for most stations, except at Henchun during DJF and JJA seasons. The linear variation

assumption generally works well particularly in MAM, although it tends to overestimate the slopes. The

“correction effect” of our numerical approach is most significant in DJF but likely functionless in SON.

The results in Tmax, higher correlations in Tmin due to the proposed method are also found at eastern

stations (Figs. 4e-4g). Again, the results from both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methods are problematic at

Penghu station in MAM (Fig. 4c). Conclusively, the current numerical approach still heavily depends on

the initial guess provided by the linear variances as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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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Same as Figure 3, except forTmin(unit: ℃).

Using daily data the stationary assumption of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is examined in Fig. 5 for

Tmax (red lines) and Tmin (blue lines) at seven stations. Although with some “bumps” in JJA and SON,

the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for Tmax are fairly smooth at each station.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Tmin. Rather, its validity is high for the eastern stations (Figs. 5e-5g) but is lower for the western

stations (Figs. 5a-5d). We also found that, for Tmin, the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are relatively higher

as well as variable during SON and DJF seasons but lower in MAM and JJA.We can, as Grainger et al.

(2009) did, assess the induced error solely caused by this assumption in weather noise variance

estimation (i.e. ) for Taiwan stations. The maximum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djacent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in a particular season is about 0.01 (after counting the uncertainty), which occurs at Penghu

station in DJF for Tmin (between December and January, see Fig. 5c). If the true values satisfy 2312 0.01 , then the estimated error in is
19 0.02 2 2 19 0.04 22 (under linear

variance assumption, 3 2 , and 2 ). The error, based on the daily data estimates, is then
around 1% of the true V . In this regard, the stationary assumption for the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

is relatively realistic for the Tmax and Tmin across Taiwan’s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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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he daily data estimated month-by-month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 of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 , ), for Tmax (℃; red line) andTmin (℃, blue line) at seven stations.

Using monthly data, the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of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for Tmax

estimated by both stationary assumption (i.e. in eq. 13) and the current numerical method

( 12 , 23 , 13 ) are tabulated in Table 1 for individual stations and seasons. As shown, althoug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12 and 23 are generally small in DJF and MAM, a larger 0.03〜 0.04

difference, which is in the same order as 12 / 23 , can be found at Penghu, Tainan and Taidong in JJA
and/or SON seasons. Similar differences are also observed in the results for Tmin but occurred in DJF

and MAM (not shown). Also note that, for the estimates in Tmax, a nearly 0.05 difference between

and 12, which is comparable to 12 itself, can be found at Tainan and Taidong in DJF. As a result, the
stationary assumption of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cannot be universally justified for this monsoonal

island.

As for the 13 , while many circumstances indeed have a value at least one order smaller than the
accompanied 12/ 23 and thus it can be neglected, some cases in Table 1 (e.g. Tainan in JJA) actually
have values that are in the same order as 12/ 23 . In such cas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ssociated term
(i.e. 1 3 13 , see eq. 6) to cannot be ignored at all. The same conclusion is also obtained from

the results for Tmin (not shown). In this respect, it is then suggested that we need to scrutinize this

long-held notion: since day-to-day weather events are usually unpredictable beyond 10 days,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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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 noise components are irrelevant if their occurrences are one month apart (i.e. the third

assumption mentioned in Sect. 2.4). We will discuss this later in Sect. 4.

Table 1 The monthly-data estimated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of Tmax obtained from the

stationary inter-monthly assumption ( ) and numerical solutions ( , , ) for 7

stations and 4 seasons.

Taipei Taichung Penghu Tainan Hualian Taidong Henchun

DJF
0.0 5.41x10‐2 0.1 0.1 7.86x10‐2 0.1 0.1

1.93x10‐2 2.00x10‐2 7.81x10‐2 5.04x10‐2 4.21x10‐2 5.19x10‐2 7.35x10‐2

2.19x10‐2 2.90x10‐2 5.39x10‐2 5.44x10‐2 5.36x10‐2 6.09x10‐2 5.44x10‐2

3.71x10‐3 1.08x10‐2 ‐2.87x10‐2 9.70x10‐3 1.19x10‐2 1.03x10‐2 ‐1.24x10‐2

MAM
0.0 0.1 0.1 0.1 8.34x10‐2 0.1 0.1

5.10x10‐2 9.73x10‐2 0.1 8.90x10‐2 7.30x10‐2 8.36x10‐2 8.56x10‐2

5.78x10‐2 7.02x10‐2 0.1 7.36x10‐2 6.86x10‐2 6.44x10‐2 6.72x10‐2

4.60x10‐3 ‐1.56x10‐2 0.0 ‐8.14x10‐3 ‐2.65x10‐3 ‐1.14x10‐2 ‐1.15x10‐2

JJA
0.1 0.0 9.03x10‐2 0.0 8.74x10‐2 0.1 0.1

9.78x10‐2 4.01x10‐2 9.03x10‐2 9.70x10‐3 7.61x10‐2 7.62x10‐2 5.47x10‐2

9.90x10‐2 5.15x10‐2 5.37x10‐2 6.58x10‐2 4.76x10‐2 4.49x10‐2 4.36x10‐2

‐1.55x10‐8 7.98x10‐3 ‐1.99x10‐2 4.19x10‐2 ‐1.56x10‐2 ‐1.78x10‐2 ‐6.58x10‐3

SON
8.53x10‐3 0.1 0.1 0.1 0.1 0.1 0.1

6.24x10‐2 9.22x10‐2 9.69x10‐2 0.1 7.30x10‐2 8.78x10‐2 9.05x10‐2

5.50x10‐2 7.40x10‐2 6.15x10‐2 0.1 7.40x10‐2 8.80x10‐2 5.97x10‐2

‐4.03x10‐3 ‐1.44x10‐2 ‐2.13x10‐2 0.0 3.75x10‐3 ‐3.66x10‐4 ‐1.77x10‐2

2. Variance in weather noise and seasonal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SPP)

Variances in the weather noise component, , for Tmax estimated by a) the numerical method
and b) linear variance assumption are shown in Table 2. Differences in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are also shown as the percentages in changed ratios: (100 x )%. Both approaches show

that, for all stations, the of Tmax is largest in DJF and generally smallest in SON, except at the

Taipei station over which the smallest value appears in JJA. These two season-dependent extremes also

display a geographical contrast. Larger (smaller) values of are found in those stations loca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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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thwestern (southeastern) portion of Taiwan,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found in the monthly

variances (c.f. Fig. 3).

The changed ratios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numerical method, compared to the analytical approach,

tends to raise stations’ values in DJF but reduces them in other seasons. Taipei and Tainan are

two exceptions, which show a moderate increased in SON. The increased wintertime variance

ratio is about 14% on average for the northwestern stations (i.e. Taipei and Taichung), but can be up to

25% on average for the southeastern stations (i.e. Taidong and Henchun). The decreased variance ratio

is generally around 10%, but is nearly 30% reduction at Taipei in JJA.

Table 2 The estimated variability of weather noise component(i.e. , unit: ℃2) for Tmaxat stations

using the proposed numerical method (values in the l.h.s. of slash) and the linear variance

assumption (values in the r.h.s. of slash). The changed ratios are also expressed as percentages

and in bold-faced when the absolute values exceed 10%.

DJF MAM JJA SON

Taipei 0.695/0.619 12.3% 0.602/0.567 6.2% 0.173/0.246 ‐29.7% 0.445/0.418 6.5%

Taichung 0.734/0.632 16.1% 0.505/0.548 ‐7.8% 0.165/0.177 ‐6.8% 0.147/0.157 ‐6.4%

Penghu 0.579/0.583 ‐0.7% 0.184/0.234 ‐21.4% 0.190/0.203 ‐6.4% 0.177/0.179 ‐1.1%

Tainan 0.551/0.541 1.8% 0.472/0.469 0.6% 0.258/0.256 0.8% 0.109/0.101 7.9%

Hualian 0.453/0.417 8.6% 0.278/0.315 ‐11.7% 0.172/0.188 ‐8.5% 0.146/0.167 ‐12.6%

Taidong 0.336/0.259 29.7% 0.270/0.303 ‐10.9% 0.180/0.187 ‐3.7% 0.079/0.098 ‐19.4%

Henchun 0.310/0.256 21.1% 0.251/0.280 ‐10.4% 0.162/0.187 ‐13.4% 0.103/0.119 ‐13.4%

Table 3 shows the respected results for Tmin. Both the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show that

the estimated at each station is largest in DJF and smallest in JJA. As in the case of Tmax, the

variance in weather noise in Tmin also shows a similar geographical bias: higher/lower values are found

in the western/southeastern stations. As for the changed ratios, the proposed numerical method tends to

increase the stations’ values in SON and DJF but decrease them in MAM and JJA. The reduced

magnitude, ranging between -18% and -32%, is especially apparent at Taichung, Penghu and Tainan

during the warm seasons, and for Henchun in JJA. Conclusively, after relaxing the constrained

assumptions, the proposed numerical method in some circumstances does affect the previous weather

noise variance estimates (thus SPP, see below), evident for the station Tmax and Tmin in Taiwan.



18

Table 3 Same as Table 2, except for Tmin.

DJF MAM JJA SON

Taipei 0.534/0.486 9.9% 0.231/0.273 -15.4% 0.063/0.073 -13.7% 0.290/0.283 2.5%

Taichung 0.562/0.554 1.4% 0.205/0.279 -26.5% 0.059/0.072 -18.1% 0.326/0.290 12.4%

Penghu 0.321/0.287 11.8% 0.079/0.117 -32.5% 0.060/0.062 -3.2% 0.103/0.099 4.0%

Tainan 0.535/0.457 17.1% 0.267/0.309 -13.6% 0.048/0.062 -22.6% 0.290/0.259 12.0%

Hualian 0.297/0.271 9.6% 0.200/0.199 0.5% 0.051/0.049 4.1% 0.162/0.145 11.7%

Taidong 0.299/0.269 11.2% 0.192/0.209 -8.1% 0.039/0.044 -11.4% 0.125/0.118 5.9%

Henchun 0.253/0.250 1.2% 0.138/0.130 6.2% 0.047/0.065 -27.7% 0.099/0.106 -6.6%

The SPP results as a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seasonal variability estimated using the numerical

method and analytical solution in terms of the linear variance assumption (values inside the parentheses),

are shown in the first rows of Tables 4 and 5 with respect to individual stations for the Tmax and Tmin,

respectively. For the sake of providing a gross perspective, we also calculated the related annual-means,

station-means and overall mean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in , relative changes in the SPP due to the employed numerical

method indicate that, for the Tmax, it tends to lower the SPP in DJF, particularly for the northwestern (i.e.

Taipei and Taichung) and southeastern (i.e. Taidong and Henchun) stations. The averaged reduction is

nearly -10% therein compared to about -6% in the station-mean. In other seasons, our new approach

tends to raise the SPP by about +4% in MAM, +6% in JJA and +2% in SON in the station means. Such

overall promotions are especially evident at Hualian, Taidong and Henchun stations, which are more

affected by the adjacent oceanic climate. Nevertheless, the situation at Taipei is different. While the SPP

is reduced in MAM (-3.7%) and SON (-5.4%), it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37.7% to 56.2% to

reflect the large reduction in (c.f. Table 2).

Note that the station-averaged SPP estimated by the numerical approach is higher in the transitional

MAM (51.6%) and SON (55.4%) seasons than in the DJF (43.9%) and JJA (39.3%) seasons. Also note

that the Taipei and Taichung stations,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Taiwan, have the

lowest SPP estimates (33.5% and 36.9%) in the annual means. Over this region, weather is

intermittently affected by the westerly disturbances almost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fast urbanization in

both cities is another possible cause. 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heat island effect

and polluted aerosols may interfere with nature processes leading to higher noise level during the

daytime.The overall mean of estimated SPP in Tmax is 47.6% over Taiwan.

Effects of the proposed numerical method on changing the SPP estimates of Tmin are not negligible

either. The proposed method tends to reduce the SPP in DJF (-4.4%) and SON (-3.7%), especially at the

Tainan station (-9.1% in DJF and -8.5% in SON) in response to the largely increased (se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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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n the other hand, it tends to raise the SPP in MAM (+7.7%) and JJA (+6.1%), especially at the

Taipei (+11.4%, in MAM), Taichung (+20.7%, in MAM), Tainan (+11.2, in JJA) and Henchun (+14.0%,

in JJA) stations. The new method is apparently more efficient in raising the SPP during the warm

seasons.

The station-wide SPP is higher in JJA (63.6%) but much lower in SON (35.0%). Among all stations,

Taipei (70.3%) and Taidong (76.4%) stations in JJA, and Taipei (27.1%) and Tainan (19.4%) in SON,

have the highest and lowest SPP estimates, respectively. As for the annual means, the highest (lowest)

SPP of Tmin, 63.7% (37.3%), appears at the Penghu (Tainan) station. Note that the Penghu station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Formosa Strait whereas the Tainan station is located in the wind shield as

well as rain shadow region during the northeasterly monsoon seasons (c.f. Fig. 1), although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m is short. The overall SPP mean in Tmin is 47.6% over Taiwan,

ironically matching the result in Tmax.

3. Trend effects on SPP and long-term SPP variations

To examine the long-term trend effects on the SPP estimation, we have conducted the same

numerical analysis but kept the trend in the anomalous time series. The resultant SPP estimates of Tmax

and Tmin are also tabulated in Tables 4 and 5 (in shaded rows), respectively. It is clear to see that, for

Tmax, the trend-remained SPP are not always larger than the de-trended SPP, although the seasonal-mean

Tmax at stations mostly have a warming trend (c.f. Fig. 6a). The co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

warming trend and an increased SPP can be found in DJF at all stations and in JJA at some rural stations

(e.g. Penghu and Henchun). It becomes controversial in MAM and SON across individual s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herency for Tmi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at all stations and in all seasons.

In JJA the trend-remained SPP reaches 86.3% on average and 93.2% at Taidong. In DJF the estimated

SPP is lower but still reaches 66.8% on average, which is 20.3% higher than the de-trended SPP. The

overall mean of trend-remained SPP in Taiwan is around 75%, a 27%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de-trended SPP.

To further examine the warming trend “efficiency” in raising the estimated SPP of surface

temperature extrem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easonal trend slopes () for temperature anomal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differences in the SPP estimates (SPP), namely the trend-remained minus the

de-trended estimated SPP across the employed seven stations, are shown as scatter plots in Fig. 6(a) for

Tmax and Fig. 6(b) for Tmin. Different color codes represent different seasons: blue for DJF, green for

MAM, red for JJA and golden brown for SON. The “efficiencies” represented by the linear regressions

of SPP onto the  values for individual seasons are also drawn as thin dashed lines using the same

seasonal color codes. The thick solid black lines represent the “all-season” reg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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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The scatter plots between the slopes of seasonal trends ( in abscissa, unit: ℃/100-yr) and the

incremental SPP estimates (SPP in ordinate, unit: %) due to the inclusion of trend in the time

series for the (a) Tmax (℃)and (b) Tmin (℃) at seven stations. The results in DJF, MAM, JJA, and

SON seasons are marked by blue, green, red, and golden brown dots, respectively.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between the SPP and  for individual seasons are also plotted as thin dashed

lines using the corresponding seasonal color codes. The thick solid black line represents the

all-season regression line.

In spite of the limited number of stations, Fig. 6 explores three salient features. First, a warming

trend is more efficient in raising the SPP of Tmin than that of Tmax. The slopes of the all-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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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indicate a 16.1% increase in SPP per 1.0℃ /100-yr warming in the former, but only a 2.0%

increase per 1.0℃ /100-yr warming in the latter. Secondly, such a low efficiency in raising the SPP of

Tmax, though generally true in other seasons, is betrayed by an upheaval during the JJA season (red

dashed line in Fig. 6a). The efficiency becomes 21.4% per 1.0℃/100-yr warming in this season, which

is contributed mainly by two rural stations, Penghu and Henchun (c.f. Table 4 and Fig. 1). Finally, the

generally high warming trend efficiency in raising the SPP of Tmin is overwhelmed by the degradation in

JJA (red dashed line in Fig. 6b). The efficiency is less than 4.0% per 1.0℃ /100-yr warming therein,

which is contributed mainly by two outliers, Taipei and Taidong (c.f. Table 5 and Fig. 1). Those two

erratic results in JJA are intriguing and worth further discussion (see Sect. 4).

Table 4 The SPP estimations as a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seasonal variability in terms of the numerical

method (linear variance assumption) for Tmax at seven stations are shown in the first rows.

Using the numerical method, results of the same analysis but keep the long-term trends in the

time series are shown in the second rows (shaded areas) along with their differences

(trend-remained minus de-trended estimates). Differences (in parentheses) between the

trend-remained and de-trended estimated SPP are bold-faced if values in the former are

smaller than those in the latter. The relative annual-mean, station-mean, and overall mean are

also given.

DJF MAM JJA SON Annual

Taipei

w/trend

31.7 (39.2) 35.9 (39.6) 56.2 (37.7) 10.3 (15.7) 33.5 (33.0)

36.4 (+4.7) 43.1 (+7.2) 42.6 (-13.6) 13.4 (+3.1) 33.9 (+0.4)

Taichung

w/trend

18.5 (29.9) 35.2 (29.6) 35.6 (30.9) 58.2 (55.4) 36.9 (36.5)

31.5 (+13.0) 36.9 (+1.7) 25.8 (-9.8) 50.8 (-7.4) 36.3 (-0.6)

Penghu

w/trend

54.4 (54.1) 75.3 (68.6) 21.9 (16.8) 50.8 (50.2) 50.6 (47.4)

59.8 (+5.4) 63.8 (-11.5) 48.7 (+26.8) 59.6 (+8.8) 58.0 (+7.4)

Tainan

w/trend

54.4 (55.3) 52.1 (52.4) 36.5 (37.2) 79.8 (81.3) 55.7 (56.5)

58.4 (+4.0) 51.7 (-0.4) 34.8 (-1.7) 74.3 (-5.5) 54.8 (-0.9)

Hualian

w/trend

41.8 (46.5) 46.3 (39.3) 44.2 (39.2) 53.9 (47.3) 46.6 (43.1)

46.3 (+4.5) 42.2 (-4.1) 44.7 (+0.5) 50.9 (-3.0) 46.0 (-0.6)

Taidong

w/trend

49.9 (61.4) 51.7 (45.8) 46.5 (44.5) 71.4 (64.8) 54.9 (54.1)

57.3 (+7.4) 42.2 (-9.5) 47.9 (+1.4) 61.0 (-10.4) 52.1 (-2.8)

Henchun

w/trend

56.8 (64.3) 65.0 (60.9) 34.1 (24.4) 63.5 (58.0) 54.8 (51.9)

65.2 (+8.4) 57.4 (-7.6) 43.1 (+9.0) 66.9 (+3.4) 58.2 (+3.4)

Average

w/trend

43.9 (50.1) 51.6 (48.0) 39.3 (33.0) 55.4 (53.2) 47.6 (46.1)

50.7 (+6.8) 48.2 (-3.4) 41.1 (+1.8) 53.8 (-1.6) 48.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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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ame as Table 4, except for Tmin.

DJF MAM JJA SON Annual

Taipei

w/trend

35.3 (41.1) 37.9 (26.5) 70.3 (65.4) 27.1 (28.7) 42.7 (40.4)

65.8 (+30.5) 66.5 (+28.6) 90.0 (+19.7) 79.1 (+52.0) 75.3 (+32.6)

Taichung

w/trend

46.2 (46.9) 41.8 (21.1) 57.7 (48.8) 36.7 (43.8) 45.6 (40.2)

64.2 (+18.0) 54.7 (+12.9) 83.6 (+25.9) 73.6 (+36.9) 69.0 (+23.4)

Penghu

w/trend

60.2 (64.5) 83.8 (75.8) 57.2 (55.9) 53.7 (55.5) 63.7 (62.9)

69.9 (+9.7) 82.2 (-1.6) 77.1 (+19.9) 73.4 (+19.7) 75.7 (+12.0)

Tainan

w/trend

37.4 (46.5) 31.9 (21.1) 60.6 (49.4) 19.4 (27.9) 37.3 (36.2)

70.0 (+32.6) 72.5 (+40.6) 92.3 (+31.7) 80.2 (+60.8) 78.8 (+41.5)

Hualian

w/trend

49.4 (53.9) 32.2 (32.5) 57.8 (58.8) 29.1 (36.8) 42.1 (45.5)

65.8 (+16.4) 64.5 (+32.3) 90.4 (+32.6) 75.9 (+46.8) 74.2 (+32.1)

Taidong

w/trend

47.0 (52.3) 38.2 (32.6) 76.4 (73.2) 34.7 (38.3) 49.1 (49.1)

70.0 (+23.0) 72.7 (+34.5) 93.2 (+16.8) 85.5 (+50.8) 80.3 (+31.2)

Henchun

w/trend

50.3 (50.8) 52.5 (55.2) 64.9 (50.9) 44.1 (39.8) 53.0 (49.2)

62.1 (+11.8) 63.9 (+11.4) 77.8 (+12.9) 73.7 (+29.6) 69.4 (+16.4)

Average

w/trend

46.5 (50.9) 45.5 (37.8) 63.6 (57.5) 35.0 (38.7) 47.6 (46.2)

66.8 (+20.3) 68.1 (+22.6) 86.3 (+22.7) 77.3 (+42.3) 74.7 (+27.1)

The above features, on one hand, suggest the existence of an “embedded barrier” for the warming

trend of Tmax to promote the associated SPP.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oncur with earlier studies that the

warming trend is an external source of SPP (e.g. Frederiksen and Zheng 2007). This notion is especially

true for Tmi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udy. We may then wonder what would be the long-term SPP

behavior if the “regular” warming trend is excluded in advance.

Using the proposed numerical method, the above question can be partly answered by estimating the

SPP from serial 60-yr sliding time windows, beginning from the first window: 1911-to-1970 and each

time shifting one year forward within the de-trended centennial-long records of temperature extremes

until reaching the final window: 1955-to-2014. The choice of a 60-yr window (i.e. 60 samples) is

decided by the stability consideration of the employed numerical algorithm. We found that the

convergence of numerical solution is problematic as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often exceeds 100 if the

sample size is too small.

Figs. 7 and 8 show the resulting de-trended SPP time series for the Tmax and Tmin at seven stations

and in four seasons, respectively. Note that few SPP time series still display disconnected segments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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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aforementioned convergent problem. Despite fluctuations the de-trended SPP of Tmax in DJF

generally remains stable at most stations (blue lines in Figs. 7a-7f), although Taipei has a long-term

increasing tendency and Taichung and Tainan (Taidong) show(s) a recent decreasing (increasing) signal.

The SPP series at Tainan has shown a decreasing trend in recent years (blue line in Fig. 7d). A similar

decrease also appears at Penghu but it occurs in MAM (green line in Fig. 7c). In that season, four

stations, Tainan, Hualien, Taidong and Henchun, express a slowly decaying tendency (green lines in

Figs. 7d-7g). On the other hand, most stations express a slowly increasing tendency in JJA (red lines in

Fig. 7b for Taichung, and 7e-7f for Hualian, Taidong and Henchun). Here, a contrasting decreasing

tendency is found at Tainan (red line in Fig. 7d). The behaviors of the de-trended SPP at Taipei and

Penghu stations are similar: an increasing tendency switches to a decreasing tendency in recent years

(red lines in Figs. 7a and 7c). Interestingly, the switched tendency in JJA is accompanied by a nearly

concurrent but increasing tendency in SON at these two stations (golden brown lines in Figs. 7a and 7c).

Similar changes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de-trended SPP in recent years also appear at Taichung,

Hualian and Taidong (golden brown lines in Figs. 7b, 7e and 7f).

Fig. 7 The long-term changes of de-trended SPP of seasonal mean Tmax (℃, blue lines: DJF,

green lines: MAM, red lines: JJA, golden brown lines: SON) at seven stations in terms of

the 60-year sliding time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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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n the case of Tmax, the de-trended SPP time series of Tmin are quite stable in DJF (blue lines in

Figs. 8a-8g), although a recent increased signal is observed at Tainan, Hualian and Taidong. In contrast,

the series in MAM show a nearly-concurrent decreasing tendency at most stations (green lines in Figs.

8a-8f), except at Henchun which is quite stable (green line in Fig. 8g). The decreasing tendency in

MAM extends into JJA especially at Tainan and Taidong (red lines in Figs. 8d and 8f). While steady

most of the time, the de-trended SPP at Taichung and Penghu (red lines in Figs. 8b and 8c) quickly

decreased in recent years. In SON, however, these behaviors are controversial among stations. While a

recent increasing signal appears at four western stations (Taipei, Taichung, Penghu and Tainan; golden

brown lines in Figs. 8a-8d), a slowly decreasing signal superimposed on the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can be found at Hualian and Taidong (golden brown lines in Figs. 8e-8f). Meanwhile, there is a steadily

increasing signal at Henchun after 1990s (golden brown line in Fig. 8g). Interpretations on the above

results will be given later.

Fig. 8 Same as Figure 7, except for seasonal mean T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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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Summary

This study proposes a numerical method to estimate the variance in weather noise from monthly

data within a specific season, and thereby the associated SPP. Applying it to the centennial long Tmax and

Tmin records in Taiwan, the results allow us to test the degree of fidelity of three assumptions made

behind the usual analytical method in a monsoonal climate regime.

Firstly, the month-by-month variances in weather noise are not stationary and linear. The numerical

method relaxes the linear assumption and results in a better coherence with the direct daily estimates.

Secondly, the stationary assumption of inter-monthly correlations is less realistic in JJA and SON for

Tmax and in DJF and MAM for Tmin, which are qualitatively consistent with the direct daily data

estimates. Finally,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wo months which are one month apart, i.e. the 13 , are not
negligible in some cases. This non-zero 13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some low-frequency weather noise
signals regularly visiting the same place at least fo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years. Indeed, the idea of

fast annual cycle has been proposed (LinHo and Wang, 2002) to represent the climatological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CISO, Wang and Xu, 1997) resident in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regions. During the boreal summer the seasonal march of the East Asian subtropical rainfall band

(Meiyu in China and Baiu in Japan; e.g. Hsu et al., 2014) is best described by the CISO activity, which

takes about two months to advance northward from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middle of May to northern China by the end of July (e.g. Liu et al., 2008). The presence of a significant

negative 13 value in some cases, which contributes to a decreased variance of weather noise and thus
an add-on source of SPP, could reflect the passage of the alternative dry and wet phases of CISO over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13 value likely signifies the prolonged residence of
CISO activity. Put together, in a monsoonal environment the zero 13 assumption should be judged

with cautions instead of an ad hoc decision.

The estimated weather noise componentsof Tmax (Tmin) are large for stations in the northwestern

(western) portion of Taiwan in DJF but relatively small for stations to the southeast in SON (JJA). Such

a spatiotemporal contrast is attributable t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prevailing wintertime westerly

disturbances, the barrier role of CMR and thermal adjustments (e.g. through the sea breeze circulation)

from the adjacent Pacific Ocean during the summertime.

The proposed numerical approachincreases the estimates of Tmax (Tmin) in DJF (DJF and

SON) but reduces them otherwise (in MAM and JJA). The resultant SPP changes in wintertime Tmax

then show a -6% reduction on average, which are in contrast with the widespread increases in other

seasons (c.f. Table 4). Note the different response at Taipei in JJA. In response to the large decrease

of , our new approach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SPP of Tmax (from 37.7% to 56.2%), which is

most welcome considering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otential socio-economic benefits. As for the Tmin, the

new method generally reduces the SPP in cold DJF and SON seasons but raises it in warm MAM and

JJA seasons. Such a tendency in reducing the SPP of Tmin in cold seasons is intentionally not what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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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re.

Annually, the numerical method shows relatively low seasonal-averaged SPP of Tmax at Taipei

(33.5%) and Taichung (36.9%). Both cities are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ern portion of Taiwan. As well

recognized, weather in this region is intermittently affected by the mid-latitude westerly disturbances

almost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fast urbanization in both cities is another possible cause. As for the Tmin,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SPP, 63.7% vs. 37.3%, appear at Penghu and Tainan,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is short, Penghu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Formosa Strait whereas Tainan

is located in the wind shield as well as rain shadow (windward) region during the northeasterly

(southwesterly) monsoon season. In Taiwan, the overall means of SPP in both Tmax and Tmin are 47.6%.

The results of trend effect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the coherency between a warming trend and an

increased SP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min than in Tmax. The overall mean of trend-remained SPP for

Tmin in Taiwan is around 75%, a 27%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de-trended SPP. On the other hand, the

overall mean of trend-remained SPP for Tmax (48.5%) is roughly equal to that of the de-trended estimate

(47.6%).Fig. 6 further examined the trend efficiency on the SPP,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linear slope of

changed SPP (SPP; trend-remained minus de-trended estimates) regressed on the linear trend values ()

of seasonal-mean temperature extremes of the employed stations. The estimated efficiency of all-season

regression is 16.1% (2.0%) per 1.0℃/100-yr warming for Tmin (Tmax).

When the world is warming, the hydrological cycle is becoming more active. The role of the

resultant cloud seems to play a different role from day to night in affecting the Tmax and Tmin,

respectively. The increasing SPP of Tmin,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reasing nighttime cloud

amount (Weng, 2010), suggests the stabilized role (i.e. negative feedback) of hydrological cycle during

the nighttime hours. While the surface cools down after sunset, the blanket effect of nighttime cloud

tends to warm the lower troposphere thereby increasing the atmospheric stability and SPP. In SON, the

above effect may reach its climax when the water vapor is profoundly supplied from the warm oceans.

Note that in western north Pacific, the SST reaches its maximum in Septemb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almost unchanged SPP of Tmax, which is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oversial change of daytime

cloud amount in different stations and different seasons (Weng, 2010), indicates that the response of

daytime hydrological cycle is not unified yet but tends to be case dependent.

We have noticed that the trend efficiency in JJA drops to 4.0% (increases up to 21.4%) per 1.0℃

/100-yr warming for Tmin (Tmax), mainly attributable to the unusual behaviors at Taidong and Taipei

(Penghu and Henchun). Note that in JJA Taidong and Taipei rank at the top two stations of de-trended

SPP of Tmin (c.f. Table 5) whereas Penghu and Henchun have the lowest de-trended SPP of Tmax among

stations. It seems that the high (low) de-trended SPP at former (later) two stations leaves no (plenty)

room for the warming trend to increase the de-trended SPP further and our question becomes: why are

the de-trended SPP of Tmin (Tmax) at Taidong and Taipei (Penghu and Henchun) so high (low). Taidong is

located in the exit region of the East Rift Valley of Taiwan. On summer nights the local weather is

controlled by the downslope winds from the CMR to the west and frequent foehn events induc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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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iling southwestlies. Taipei is located in a basin bounded by the Yangming Mountain to the

north/northwest andthe Xueshan Mountain Range to the south/southeast. The downdraft associated with

the prevailing easterlies stabilizes the nighttime air aloft. On the other hand, Penghu and Henchun are

two islandic/rural citie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adjacent open oceans. Local weather on summer days is

controlled by the sea breeze circulation. Both cities have relatively low mean seasonal-mean Tmax but

high standard deviation in seasonal-mean Tmax. Put together, it suggest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topography and monsoon winds could be an influential factor in the SPP of temperature extremes.

Results of the 60-yr sliding time window analysis show the existence of long-term variability in

de-trended SPP time series for both Tmax and Tmin. The SPP series in both Tmax and Tmin are more stable

in DJF. Since the linear trend has been removed, such stability may be in response to the dominance of

the warming trend over other factors in supporting the SPP during boreal winters. Notwithstanding,

because it is only the linear part of trend removed, the eccentric de-trended SPP series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long term tendency and recent increasing/decreasing tendency found at different stations

and in different seasons may in parts signify the nonlinearity of warming/cooling trends in temperature

extremes (Weng 2010).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trended SPP series at some stations in some seasons

show a flip-flop between the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tendency, or vice versa. This implies that factors

other than the long term trend, such as the phase of atmospheric low-frequency modes (e.g. Arctic

Oscillation; c.f. Lorenz, 1951, Thompson and Wallace, 1998;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 c.f. Yu et al.,

2015), multi-decadal ENSO variability (e.g. Wang, 1995; Wu and Wang, 2002) and variability of CISO

possibly interacting with the ENSO and atmospheric low-frequency modes (e.g. Ding, 2007),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long term variability of SPP. For example, the CISO promotes the summertime SPP in

Taiwan, and its variabilitywould disturb its promising signal. For practical prediction needs, it would be

of interest to understand thesepossible sources of SPP and how the variations in them can affect the SPP

of local climates. Using the proposed numerical method, the above tasks are underway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reported in future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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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道地：臺北族裔風味餐廳個案研究 

Performing Authenticity: Case Studies of  

Ethnic Restaurants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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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uisines emphasizing ethnic flavors and featuring the major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are constructed and commercialized, while also discussing the performing strategies people 

use to sell these “authentic flavor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e authors show how the authenticity of 

ethnic food forms arenas of nostalgic diaspora, sites of flavor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veryday nodal 

points for trans-border exchanges that respectively align with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etal functions. 

Still, given the commercial aims of the restaurants selling ethnic cuisines, strategies to perform 

authenticity tend to strengthen particular ethnic images while revealing that ethnic delineations are not 

stable.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use of authenticity” is require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food landscape gradually formed during ethnic migration and food 

exchanges. 

Keywords: Ethnic Economy, Ethnic Representation, Ethnic Identity, Migration, Authenticity 

摘 要 

本文探討臺灣主要族群，即原住民族、客家、「外省」、閩南及東南亞新移民等，其族裔風味

料理的建構和商業化，以及「道地口味」的展演策略。筆者梳理既有文獻，指出族裔飲食的道地

性，既是離散懷鄉的場域，也是文化經濟的口味區位，以及跨域交流的日常節點，分別對應著文

化、經濟與社會功能。然而，商業脈絡下族裔風味餐廳展演道地的策略，既強化了特定族裔形象，

卻也透露了族裔劃界的不確定性。最後，作者主張進一步考察「道地之為用」，方有助於了解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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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和食物交流下的複雜飲食地景。 

關鍵詞：族裔經濟、族群再現、族群認同、遷徙、道地。 

前 言 

飲食承載了人群與地方長久共構下的生活記憶與習慣印痕，也是風土氣候、社會組成及生產

關係的體現。飲食地景（foodscape）凝聚了特定地域中，特殊群體的身體感知、家族生活，以及

社會生存條件。當族群開始遷移，人群與地方分離，既有的飲食之道（foodways）同時發揮了在

異鄉延續認同的效果，也隨著跨界交流而轉換功能、變化形式，從而反映了認同邊界的協商與重

組。因此，飲食是探討族裔遷移與認同塑造的重要素材。 

飲食隨著遷徙者入駐新土地，可以概分為文化與經濟因素。遷徙者仰賴故鄉口味作為懷鄉和

調適新生活的認同維繫之道，也經常利用飲食作為門檻較低、容易上手的謀生策略，將家常菜轉

化為異國美食。這兩重因素交錯的具體展現，往往形成以族裔風味（ethnic flavor）為特色的餐飲

販售，服務對象除了同族裔者，也有新土地上的其他成員，使得餐飲活動成為多元族裔跨界交流

的重要場域，並導致飲食口味的融合創新。族裔飲食可說是落居於溯源傳承的懷鄉式文化認同，

以及前瞻創新的謀生式商業策略之間，體現了族裔認同的劃界凝聚和跨界重組的同時並陳。 

在這個複雜動態中，飲食的「道地」（authenticity，或譯為正宗、純正、真實性）成為論述和

實作的焦點。例如，王斯（2016）檢討「正宗菜餚」的商業性建構，認為必須拆解正宗的兩重意

義，區分作為當代餐飲文化的「風味菜餚」跟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食事」。傳統食事應當

遵循「博物館原則」而善加研究與保存，但風味菜餚可以用「適口珍原則」來創新變革，並延伸

傳統食事的生命。相對於王斯的傳統保存與當代創新的區分，陳玉箴（2016）以座落於文化與商

業之間來掌握道地的意涵，但她更強調道地的定義權和歷史演變，指出其受到生產者認同及其所

處歷史脈絡，以及消費端的身體經驗和媒體符號塑造，是持續協商的所在。美國都市學者朱津

（Sharon Zukin）也指出，純正（道地）既是權力的工具，也是培力的手段，既召喚了起源，也創

造了新開端（Zukin, 2010）。 

總之，飲食的道地性宣稱和實作，迂迴於文化與商業、傳統保存與創新求變、劃界與跨界、

生產與消費，以及起源與開端之間，成為族裔認同維繫、跨域和連結的重要操作場域。在道地乃

是建構的產物，而且有其歷史演變過程的普遍認識下，道地已經不是某種恆定本質和邊界；但這

種認識卻無礙於道地論述與實作的盛行。因此，我們需要考察道地到底有何用處，從而持續成為

飲食與認同塑造的重要策略。作者主張，道地的展演（performance），也就是道地的展示及操演

性實作，是探討道地何用的切入點。 

在臺灣，不同族群皆有於特定歷史條件和生活環境中形成的飲食習慣，但特定料理的「族裔

化」（ethnicization）1及其認同關聯，在 1990 年代以來的本土化與臺灣主體建構、歷史懷舊與文

化消費，以及東南亞移民與移工人數增長等趨勢下，才更加彰顯作為族裔身分展演的場域。族裔

飲食的塑造不僅是文化經濟潮流中的營生策略，也是講求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氛圍中，確立自身

                                                             
1 「族裔化」這個用詞乃強調特定飲食和族裔群體的關聯是動態塑造的過程。 



33 

 

族裔價值的象徵資本。然而，在這個脈絡下，飲食演變的複雜軌跡，特別是跨族裔交流融混的菜

色和口味，往往在道地展演下被納入族裔邊界而鎖定於特定再現形式中，甚且形成刻板印象。商

業化的族裔風味餐廳，是建構和協商道地的關鍵場所，是飲食地景中引人注目的制高點。作者選

取以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眷村及東南亞族裔風味為號召的餐廳，探討其道地展演策略，

並討論這些族裔風味餐飲如何呼應了不同族群的社會位置、文化認同及經濟處境。 

作者收集新聞報導、飲食專書和網站等文獻資料，並前往餐飲店從事觀察和訪談（共訪問臺

北都會區的 11 間餐廳，見附錄），來掌握典型族裔形象劃界下的飲食再現，以及道地展演中的族

裔認同工作（identity work）。後文先梳理既有文獻，指出飲食族裔化的三種情境，即族裔飲食作

為認同協商的場域、符號經濟的標記，以及社會交流的節點等，並藉此探討「建構出來的道地」

在實作中有何效果。接著，作者回顧晚近臺灣各種族裔化飲食的漸次浮現，特別是族裔風味餐飲

在文化經濟及多元文化脈絡中的盛行。作者繼而分析不同族裔風味餐廳的具體道地展演策略，如

何既刻意彰顯族裔元素的情感意涵（懷舊、懷鄉）而具有劃界效果，但也因為經濟考慮而跨界調

整口味，從而理解「道地」飲食對於族裔群體及消費者而言，具有協商文化認同、經濟處境及社

會位置的多重意義。由於選取的族裔風味餐廳案例不多，本研究並未呈現經驗的全面性與代表性，

而是嘗試凸顯道地展演策略的多樣性，以及這些策略與族裔處境之間的可能關聯。 

文獻回顧：族裔化飲食的「道地」建構 

族裔與飲食的研究不少，多數學者從食材、菜餚命名、烹調與食用方式，以及族裔餐飲階層

化和商品化等特質，討論文化與商業脈絡下，通過飲食而展開的族裔劃界、交流、懷鄉、記憶及

認同協商（王志弘，2008；王欣，2007；巫達，2012；林開忠，2006；段穎，2012；師秀珍，2010；

陳玉箴，2008，2013，2014，2016；曾品滄，2015；曾齡儀，2015；蕭新煌、林開忠，2011；賴

守誠，2006，2010；蘇恒安，2013；Crang, 2003; Gabaccia, 1998; Mannur, 2007）。不過，臺灣社會

雖然早有族裔群體的區劃，但是格外強調族裔化飲食特質，並成為學術研究重點，則是相對晚近

的現象。 

早期臺灣針對飲食文化的探討經常以地域（locality）為焦點，講述地方口味特色和歷史變遷

（張玉欣，2000，2001，2002，2004），或是探討特定地區中飲食特徵的融會，如何體現了個人、

家庭、乃至於整個社群的變遷（曾品滄，2013；陳玉箴，2016）。飲食在這類分析中既是社會生活

的體現，也因為具有銘刻集體記憶的文化象徵意涵，成為觀光經濟資源（蘇恒安，2013；江柏煒，

2013）。這類以地理空間為飲食劃分依據的文獻，凸顯地域對飲食文化想像的重要性（如食材產地

或製作生產技術的原生地想像），說明了當有人說食物「道不道地」時，其意涵往往指其是否接近

「原鄉」口味。陳玉箴（2016）便主張，authenticity 雖有各種中譯，但帶有「地方」意味的「道

地」一詞，最能顯現人們在設想菜餚的真實或純正特質時，往往以地理區位作為重要判斷依據。 

然而，隨著臺灣本土化運動與族群意識高漲，「族裔」成為地域之外另一種區辨飲食特殊性的

符號。臺中、臺南、澎湖等地域性詞彙，依然是想像飲食源頭與道地性的取徑，但臺灣菜、原住

民料理、客家菜、東南亞餐飲等，跨越地域且涵納異質群體（原住民和客家標籤都有其內部差異，

臺灣和東南亞更是如此）的飲食類別，卻逐漸成為劃分族裔邊界的依據，即使其中涉及複雜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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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創新。在遷徙的脈絡下，族裔化飲食想像更是橫跨廣大幅員（閩南人與客家人遍佈全臺，東

南亞移民指涉了泰國、越南、緬甸、印尼等國），難以定位於一處。於是，除了訴諸原鄉口味的接

近性，各種抽象符號（裝潢風格、菜名、用餐方式等）的挪用、拼湊和展示，也成為餐飲販售者

營造「道地」可信度的手段。 

族裔餐飲道地性的建構，近年已有數篇研究。例如針對客家菜，林淑玲（2015）探討其如何

在產、官、學共構的認證制度中發明；賴守誠（2006，2010）則以文化經濟取向強調其在消費社

會崛起下的符號建構，客家菜無法完全溯及客家族裔經驗，反而是雜揉傳統與新創的客家菜塑造

了客家意象。葉秀燕（2009，2013）探討商業脈絡下原住民風味餐飲的形成和展演；許景秀與葉

秀燕（2015）描寫臺東原住民部落飲食，指出專為觀光客準備的餐飲與日常飲食的差異，以及原

住民如何創造遊客期待的原民口味，塑造差異化的飲食商品。王志弘與沈孟穎（2010）則以東南

亞餐廳在報章媒體及自身名片的再現差異切入，區分「異國時尚化」、「己異化認同」（self-othering 

identity）和「展現族裔身份」三種取向，對應於餐廳業者預設的顧客身份（與相同族裔者、本地

人或觀光客），梳理出族裔經濟與文化經濟的匯流光譜；其中，為謀求市場青睞而發展的己異化傾

向，特別能彰顯文化經濟與族裔認同疊合的複雜狀態（王志弘，2008）。 

上述族裔飲食研究多半著重單一族群，解構「道地」餐飲建構過程，本文則嘗試整合臺灣族

裔化飲食的既有分析，並針對其文化、經濟與社會意涵從事綜合性探討，據以呈現族裔化飲食的

多重性質，以及道地建構的實質效用。為此，作者梳理族裔化飲食的三種主要作用，亦即以離散

遷徙的懷鄉為背景的認同協商場域，以奇異風味的對照性劃界為特色的符號經濟標記，以及，不

同族群口味融會創新的跨域交流節點。 

（一）族裔化飲食作為認同協商的場域：從故鄉到新家園 

飲食對於離散遷徙的族裔而言，扮演著連繫自身與故鄉的角色，是知性和情感的定錨（Mannur, 

2007: 11）。陳玉箴（2014）認為，臺灣早期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創造出一個溝通記憶的

空間，不僅凝聚了相同處境者的社會網絡及認同，也藉由飲食記憶的文本化和知識化，將溝通記

憶轉變為讀者所接納的更廣泛文化記憶。陳其澎（2012）梳理離散族裔如何以飲食作為流離生活

的定錨，例如長期四散流離的猶太族裔依然遵循傳統的 Kosher 飲食；美國黑人自南方北移至芝加

哥時，也保留了南方烹調方式、用餐儀式以確立新住地和故鄉的聯繫。這些西方案例鋪墊了陳其

澎真正在意的「臺北味覺地圖」演變，即戰後飲食書寫者先是因為被迫來臺的背景，而有貶抑臺

灣料理、緬懷中國故土美味的傾向，下一代書寫者卻因久居臺灣而逐漸將本地小吃納入必嚐佳餚，

甚且構成新的家鄉味。如陳其澎（2012）引韓良露所言：「上海菜是爸爸的滋味，臺灣菜才是阿嬤，

媽媽及我從小長大的家鄉滋味」（韓良露，2001：116）。於是，飲食作為認同協商的場域，既是離

散族裔延續懷鄉情感的線索，通過飲食召喚的情感和滋味，來連結實際上已然離散的族群，卻也

是新生代塑造新認同與地方連結的媒介。 

其實，究竟什麼是故土道地滋味，難有定論，但藉著在日常實作（採買、烹調、宴客、回憶）

中尋求和複製原鄉的口味，便保持了與故鄉的牽繫。再者，除了滿足個人懷鄉之情，對於原鄉口

味的探尋，往往也能在異地他鄉維繫同族裔者的社會生活場域（林開忠，2006），乃至於跨越族裔

邊界而成為文化交流媒介（王志弘，2008）。例如，戴秋怡（2013）探討 1958 年前後落腳屏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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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鄉的印尼華僑發展出來的娘惹糕（印尼千層糕），描述這群華僑因思念家鄉口味而自行製作這道

費工點心，先是分送給其他印尼華僑，然後擴大分送給臺灣本地同事。於是，原本僅在印尼華僑

圈流傳，維繫族裔認同的娘惹糕，逐漸發展出本地的小眾特產市場。然而，隨著飲食串接的領域

擴大，尤其是商業化拓展，原來召喚懷鄉記憶和社群認同的「道地」口味，往往需要配合顧客喜

好調整，產生食物口味的融混衍異，並捲入商品行銷的符號經濟，增添了劃界與跨界的實質與修

辭性風味。 

（二）族裔化飲食作為符號經濟的標記：奇異風味的劃界與跨界 

戴秋怡（2013）描寫長治鄉印尼華僑改良娘惹糕的過程時，指出原本娘惹糕內餡的斑斕色彩

仰賴人工色素。隨著養生意識興起，加上屏東當地食材的利用，娘惹糕展開了在地化過程，發展

出以芝麻、芋頭、紅豆、可可等材料作為內餡與上色的方式，甜度也比印尼口味大幅降低。改良

過的娘惹糕放在遊客經常光顧的萬巒豬腳店前寄賣，因而標上「萬巒馬來千層糕」字樣。於是，

命名符號（馬來千層糕）與鮮艷色彩增添了食物的異國感受，但內裡其實已針對臺灣口味作出調

整，並強調是「萬巒」特產，這是比印尼千層糕更具臺灣味，又比臺灣點心更有異國風的娘惹糕。 

許景秀與葉秀燕（2015）則在臺東原住民飲食的研究案例中指出，野菜在原住民傳統裡其實

就是山林路上採集的蕨類，一旦稱為「野」菜，似乎就能跟超市的「蔬」菜有所區別，更具野地

風味。實際上，當地原住民為了穩定供應來源，開始在自家土地種植原住民青年也不甚青睞的「野

菜」，出售時則必須調整不講究調味，僅丟入大鍋共煮的傳統做法，才能讓觀光客接受。這種不再

是野生、也不受當地族群愛戴，食用方式已然改變，卻仍強調野味命名的食材，更凸顯了其差異

化「原住民」產品的用意。這也顯示除了食材與烹調的口味，食物的命名、餐具、用餐方式，以

及用餐地點的裝潢風格，都是補足味覺辨識度不足的有利策略，以便在原本或許無甚差別的飲食

中展演奇異風格。 

於是，原本只供日常食用或流離族裔懷鄉，甚至已經從日常生活退卻的飲食，在面臨經濟考

量時，卻經常成為特意挪用的文化符號，使得族裔化飲食進入符號經濟領域，轉化為切離了實質

連繫或物質客體的象徵標記。這些擁有族裔標誌但面向跨族裔市場的飲食口味，往往必須經過調

整才能獲得接納。娘惹糕的口味改造，野菜烹煮方式的改變，都是在奇異口味中尋求熟悉感的平

衡嘗試，體現了族裔化飲食同時從事劃界（保有陌生獨特性）和跨界（考慮口味接受度）的幽微

之處。然而，也正是在不同族裔群體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口味協商調適過程中，新的飲食風貌才

能開創出來，並促使族裔化飲食場域成為不同族裔交流融會的節點。 

（三）族裔化飲食作為跨域交流的節點：飲食之道的融會創新 

蘇恒安（2013）以高雄岡山「特產」羊肉飲食文化為例，描繪了飲食跨域融會的案例。他說

明作為當地食材的羊肉之所以取得特產地位，實源於戰後來臺中國軍眷的羊肉消費習性。如今具

有「在地」標籤的岡山羊肉，是四川口味豆瓣醬和臺式甜味豆瓣醬共融創新後才聲名遠播。這種

臺灣與中國飲食習慣合流後再創的羊肉新口味吃法，體現和銘記了中國軍眷落腳臺灣的遷移軌跡

與地方風土的交纏。曾齡儀（2015）則敘說了潮汕移民如何隨著多重的遷移與落腳，將南洋沙嗲

帶回家鄉改良為沙茶，再帶到臺灣而轉化成為高雄沙茶牛肉爐的區域性飲食文化。換言之，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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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地域特產，往往有著曲折的流移身世。 

除了「地方特產」的創造，飲食商品市場也體現著不同族裔為了擴大商機而協調口味的跨域

交流。Gabaccia（1998）梳理北美移民帶動的飲食演變，特別強調在懷舊、情感與文化之外，「飲

食產業」更是促成遷徙族裔飲食習慣在美國雜容交匯的重要因素。他以原本只有東歐猶太人吃的

貝果（bagel）逐漸成為美國人日常飲食的演變為例，指出： 

要是我們不理解貝果如何能夠有時候是猶太的，有時是「紐約的」，有時候又是美國

人的，或者，我們不曉得為什麼是巴基斯坦的傢伙在休斯頓向盎格魯人和德州墨西哥人

兜售貝果，這有部分是因為我們過早認定，我們跨越文化界域去品嘗族裔飲食這件事是

一個新近的發展〔……〕並非如此。〔……〕〔貝果的故事〕正好凸顯了創造新興身份認

同的是食物的生產、交易、行銷和消費——食物或食用者，皆是如此（Gabaccia, 1998: 5）。 

這段引言有兩個重點。首先，飲食的跨文化交流顯然不是一蹴可幾，跨界品嘗奇異風味的族

裔化飲食也非當代社會才有的現象，尋常生活中的飲食交流歷經長久歲月才積澱形成飲食文化認

同；這也意味著族裔化飲食的鮮明文化標記背後，實有不同族裔的真實處境。其次，Gabaccia 也

強調，飲食的文化認同歷經交易流通的跨界，從而含納了跨族裔的消費者與生產者；不僅銷售對

象不侷限於同鄉，製作者也不一定是與食物附掛著相同族裔身分的人。族裔化飲食通過包裝符號

來標舉獨特身分、對外販售的同時，也開啟了異質文化相遇而共塑新興飲食文化認同的過程。於

是，族裔化飲食既涉及劃界的工作，也是跨界的媒介，形成不同族裔群體開展社會交流的節點。 

前文梳理了族裔化飲食在文化、經濟和社會場域中的角色，試圖整合既有研究貢獻，釐清滿

足遷徙者情感性懷鄉的族裔化飲食，如何在接壤日常的經濟與社會生活時，開始有了刻意的符號

劃界，卻又交疊生產與消費的不同軌跡。所謂道地口味的建構，也逐漸從對於原鄉口味的追尋，

轉變為經濟與社會實作的一環。道地的修辭與實作，既支撐著故鄉與新家鄉認同的協商，又成為

經濟謀生的區辨性符號，同時捲入交流、調整和轉化的過程，在飲食跨域融混中創造出新的道地。

然而，在商業化餐飲的脈絡下，我們經常見到展演道地的策略塑造出近似刻板的形象，而模糊了

交流的痕跡。再者，不同族群的飲食族裔化特質，也因為其族裔處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臺灣族裔風味料理的商業化浮現 

臺灣在不同時期逐漸凝聚的幾種主要族裔化飲食，特別是商業化的餐飲，都呈現了作為認同

協商場域、符號經濟標記，以及跨域交流節點的特質。然而，緣於這些族裔群體各自的不同處境，

不同族裔化飲食的出現脈絡及其各項特質的運作方式，也有所差異。後文首先概述原住民餐飲、

臺菜、客家菜、眷村菜和東南亞料理作為族裔化飲食的現身與特質，再以田野觀察和訪談材料說

明其操作方式。 

（一）原住民餐飲：山野風味的召喚 

原住民族在臺灣擁有最長遠的生活經驗，但其料理以族裔化飲食面貌成為面向其他族裔的觀

光導向營生策略，卻是晚至 1990 年代中期的事。原住民餐飲的族裔化，與政府推廣原住民廚藝培

訓課程、鼓吹原住民青年投入餐飲業息息相關（顏瓊真，1995）。當時主流論述認為，這能提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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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謀生管道以挽救其經濟頹勢： 

原住民失業率超過三分之一，政府引近外勞後，更嚴重侵奪原住民就業市場，面臨

存亡關鍵，成為過著吉普賽生活的都市邊緣人，明年週休二日實施後，若能有效培育花

東原住民觀光餐飲人才，將可帶來一線生機（林倖妃，1997）。 

原住民餐飲的推廣最初並未高舉晚近的文化創意修辭，反而以輔導援助模式凸顯原住民族的

社經弱勢。再者，以原住民口味為標誌的餐廳多位於郊外風景區，特別是與原住民生活領域連結

的地方；都市原住民餐廳數量很少，並經常與燒烤、飲酒、歌舞等挾著刻板、甚或負面印象的活

動有關（楊士範，2012）。於是，原住民餐飲的再現模式往往框限於邊陲山林或特定文化印象。這

種地域與文化束縛仍持續銘刻於原住民族裔化餐飲中，後文將以實際案例詳述。 

此外，泛稱的原住民餐飲的發展，也使得原住民族的內部差異開始混同、甚而均質化，同時

在符號經濟推動下產生新的道地面貌。林妙娟（1997）針對原住民族飲食的早期研究仍採用九族

分類，說明各族因氣候地理位置而形成特定食材與料理方式的習慣，並舉出「傳統」上符合原住

民形象的菜餚，如竹筒飯、野菜、奇那富、炒飛魚干，以及不同於漢人的主食如小米、甘薯、芋

頭等。這種回溯各族傳統、帶有本質化色彩的飲食書寫，忽略了原住民族在當代社會的實際日常

飲食，其實已與漢人無甚差異。不過，在晚近的原住民餐廳中，餐飲形式已有更多的符號標記和

創新內容（許景秀、葉秀燕，2015），促使不同部落的傳統飲食經過轉化而雜揉進入「原住民餐飲」

這個大家族式菜單，既形成他人方便辨識的集體族裔形象，也成為持續創新的傳承。 

（二）臺菜：庶民口味的國族化 

料理傳統的建構和創新，也是其他族裔投入族裔化飲食之符號經濟的基礎，但所謂臺菜卻因

為冠上臺灣名號而增添了國族意涵。針對臺菜或臺灣菜的形構歷程，已有陳玉箴（2008）和曾品

滄（2013）的細緻梳理，兩人的研究剛好串起從清領、日治至戰後的臺菜發展歷程。他們區分了

菁英階層的宴席菜和庶民清粥小菜的差異，並指出日治時期宴席類臺菜，往往難以和「支那料理」

區別。事實上，大型酒樓儘管極力強調臺菜獨特性，但其料理方式仍師法或承繼中國各省菜系，

對用餐者而言區別並不明顯。真正體現臺灣本地特性的民間小菜，則是皇民化時期因戰事厲行食

物簡約，才由少數臺灣知識份子納入民俗調查，解析臺灣庶民食材及其節約智慧的烹飪方式或文

化內涵（曾品滄，2013）。 

經歷戰爭期間的調和，臺式庶民家常菜雖然已有更多機會進入餐館銷售範圍，但其文化品味

階序的提升，仍因國民黨執政下的中華文化情結而遲滯。俞美霞（2011）探討臺灣國宴菜單演變

史，從蔣介石到李登輝時期，中式菜色多為有外省典故的料理，如醬豬肉、富貴雞、左宗棠雞等；

直到陳水扁主政，方有「遍地開花的小吃宴」，採用當地食材、不用保育類動物（如鯊魚翅），以

營造平民總統形象（俞美霞，2011：22）。這個配合四季物產設計菜色的四季宴／小吃宴，納入陳

水扁家鄉臺南的特色小吃，彰顯了地方吃食進入國宴菜單的象徵意義： 

受到陳水扁當選的影響，臺菜無形也在各菜系中抬頭，迎合這股趨勢，大企業家們

的宴會，臺灣小吃也不再是配角，亞都麗緻飯店的外燴早把臺灣小吃端上枱面，但是在

總統就職的大典宴會上，臺灣小吃能夠露臉，相當罕見，可說是沾了阿扁總統的光（潘

秉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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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菜在各菜系中抬頭」的描述，既顯示中國「菜系」（川菜、湘菜、粵菜）觀念的深遠影響，

也透露臺菜足以抗衡中華意識下各省菜系的新地位，以及庶民小吃對照於官宦口味的親切感。經

此前例，即使 2008 年政黨再度輪替，馬英九總統的國宴也延續本地特產主題，展演著本土意識的

確立。於是，日治時期膠著於中國料理陰影下曖昧難明的「臺菜」，經過本地「辦桌」宴客傳統的

長期淬鍊，以及日常小吃的精緻化，儼然已經自成一格。 

臺菜指涉範圍廣闊，立足於臺灣各地特色名產，菜色包羅萬象。但是，臺菜雖然經常跨越了

閩客邊界，卻又呼應著閩南族裔的主導地位，也大異於社會處境居於弱勢的原住民族飲食。因此，

臺菜既非狹義的閩南（鶴佬）菜，也不盡然是融合臺灣各族裔的「臺灣菜」。於是，臺菜所對應的

族裔想像較為模糊，似乎因此能理所當然地挪用各類菜色，或是拆解成為各地特色口味的組合，

使得其飲食族裔化操作經常轉化為以地域意識為基礎的料理。 

（三）客家菜：文化復振的符號經濟 

1980 年代以前，主流媒體並未特別凸顯客家菜這個範疇。1970 年代末期，零星幾則工商報導

提及的客家菜，經常與廣式或粵式口味有關，如廣東菜餐廳嘗試在臺灣推出「客家菜」（經濟日報，

1977），這透露了客家認同的跨地域性和原鄉連結。賴守誠（2006，2010）指出，客家菜的媒體再

現與意義，是從族裔內部個別化的鄉愁憶往，轉移到 1980 年代現代化導致文化失落與焦慮下，客

家族裔對自身根源的探尋和再建構。1990 年代以後，隨著資本主義深化與消費社會崛起，客家菜

成為休閒消費對象，與觀光旅遊、符號經濟及節慶化的地方產業串接而逐漸多樣化。 

1990 年代以後大增的客家菜餚報導，往往已預設讀者對客家菜有一定熟悉度，也凝聚形成特

定印象，如客家菜體現早年客家人刻苦勤儉、珍惜資源，善用素樸食材烹調家常美味等，是常見

的族群再現模式。彰顯這些特質的典型料理，有豬腸炒薑絲、梅干扣肉、客家小炒等（何來美，

1992）。於是，相較於範圍廣闊、邊界模糊的臺菜，客家菜似乎更容易以幾道特定料理和主食（特

別是粄條）作為族裔文化標記。但是相對於原住民族餐飲帶有冒險一試「原始」口味所暗示的邊

界感，客家菜除了口味稍重及某些傳統醃漬產品外，還是位於「家常菜」範圍，並與臺菜有所匯

流，較容易為一般消費者接受，（林淑玲，2015：108）。這種具有強烈標誌性菜餚，但口味廣獲接

納的特質，也呼應了客家族裔的處境：雖占居少數且與主導的閩南族裔交流甚深，但近年有塑造

鮮明族裔形象的企圖。 

於是，在本土化過程中，客家飲食兼為客家文化復振運動和文化經濟的環節。2001 年「以振

興客家語言文化為使命」的中央級客家委員會成立，客家飲食建構有了更明確的體制支撐，也與

文化創產潮流迅速接合。客委會網站有專為「客家美食」開設的頁面，除介紹客家飲食，還指出

目標是「透過創新改良，提升其精緻度，進而帶動客家美食新風潮，更期許客家料理能邁入國際

市場，讓國內外人士深刻體驗客家美食的新感動」（客家委員會，2015）。不過，林淑玲（2015）

反思官方推動的「客家美食」，指出其刻意創新的飲食建構和藍衫、紙傘、花布、桐花等「客家」

再現元素，共同塑造的其實是新興的客家印象。她也認為，作為消費對象的客家餐飲的發揚，不

等於傳承客家文化。家常菜與美食、認同與生意、傳統與創新之間，仍有著難以化解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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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客家美食館網頁（客家委員會，2015） 

（四）（外省）眷村菜：二度流離的認同營造 

眷村菜這個飲食範疇的出現，與 1990 年代以後眷村陸續改建、居民遷至國宅的變遷密切相

關。店家的開店溯源論述，以及媒體再現中，經常以感懷已然逝去的眷村氛圍和記憶，作為開設

餐館的主要動機。某則報導指出：「對曾經生活在眷村裡的人來說，眷村菜代表了道地的家鄉口味、

樸實無華的料理、合宜划算的價錢及貧窮卻美好的日子」（吳雨潔，2007），另一則報導則言：「賣

眷村菜的老闆大都和眷村淵源很深，從小吃慣聞慣，食物的氣味根深柢固在生命裡，一旦入行，

道地的本家菜就顯露出來，吸引眾老鄉上門，撫慰腸胃，也撫慰鄉愁」（葉英豪，2007）。筆者實

際訪談店家時，也接收到類似的「懷舊」理由。 

不過，晚至 2000 年代初期，特別是 2007 年以後，眷村菜才湧現了較多媒體報導，成為餐飲

市場上為人熟知的一門族裔化飲食。眷村予人的刻板印象，是戰後外省籍軍公教人員聚居之地而

自成一個世界，但其實眷村內也有不少臺籍人士。本地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甚至東南亞女

性和外省軍眷聯姻，時有所聞。再者，所謂外省口味接續的中國大江南北想像，如八大菜系（魯

川蘇粵湘皖浙閩），也和晚近「眷村菜」特色大不相同。相較於有建構的傳統可考、展現於宴席菜

色的中國料理，眷村菜以家常、隨意的小品出名。相對於外省菜系，眷村菜除了體現外省族裔流

離與在地立足的融混，更透露臺灣本土化趨勢與眷村改建後，外省族裔新一波流離失落感或邊緣

意識下，以眷村（新的懷鄉對象）為寄託的新族裔認同邊界營造。 

從大江南北、多元混雜的「外省」，到收攏於眷村名號底下，眷村菜的族裔意涵充分體現了跨

域融會後的地方銘記。重要的不再是發源於哪一省，而是來自哪個眷村；懷想的不是 1949 年以前

的中國，而是戰後初期的威權肅殺、艱困簡樸，卻令人難忘的過往。於是，在眷村菜商品化成為

餐館菜單後，融合本省、外省大江南北菜色的眷村口味（師秀珍，2010），卻不會特意強調其內部

異質性，反而在餐館裝潢上更加倚賴刻板印象的早期眷村元素，如國民黨徽、反共抗俄的圓形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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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白色字樣等，符合大眾期待、緊繫於特定空間形像的再現元素。眷村菜的族裔特質因此具有多

重而曖昧的指涉，既有遙遠模糊的中國外省流離痕跡，以及戰後眷村經驗鎔鑄的外省二代意識，

又有當前現代化、民主化的忙亂襯托出來的，以眷村為寄託象徵的跨族裔歷史懷舊情結。 

（五）東南亞餐飲：多元文化的多重網絡 

東南亞餐飲包括源自越南、緬甸、雲南（滇）、印尼及泰國等地的料理，因為地域接近，或是

反映經營者的生命軌跡，時常見到一間餐廳將不同地區菜色合併，例如泰緬料理、滇緬料理等。

這也透露了早期臺灣的東南亞風味餐飲，其實多由具華僑或僑生身分者代理。他們在家鄉、原僑

居地，以及二度遷移的臺灣的不同口味之間協調，甚且新創了臺式東南亞菜餚（如月亮蝦餅）。 

1990 年代以後，東南亞各地的移工與外籍配偶（部分是華人）進入臺灣，替新的東南亞料理

發展奠定了基礎，令道地的論述或營造策略更加多樣化。臺灣本地人、華僑及原東南亞籍人士開

設的東南亞風味餐廳，隨著主要客群和價位差異（精緻高檔餐飲、本地顧客為主的平價餐廳，或

是以東南亞移工和移民為主的餐飲店），而有偏向於符號化文化經濟，或凝聚認同之族裔經濟的差

別，而道地展演則游移於體現於菜單及裝潢的符號化與食材調味的本真性之間（王志弘，2008）。

例如，泰式料理店經常採用金紅色裝飾，越南料理店招牌以黃底紅字或藍底居多，店內可能播放

越南流行歌曲。另一方面，某些店家會特意強調食材和調味料來自家鄉，並區別於華僑開設餐廳

的口味。 

此外，相對於本地的族裔化飲食，東南亞料理特別會連結上晚近盛行的健康養生論述，若是

配合食材的講究，就形成另一種與自然食療有關的道地論述。伴隨族裔政治而來的多元文化論述，

也格外會彰顯於東南亞族群，從而使東南亞餐飲具有更強烈的多元文化交流涵意（王志弘、沈孟

穎，2010）。於是，媒體報導除了涵蓋披掛「南洋風味」、強調異國風情的飯店或精緻化餐廳（劉

秀英，2001；陳英姿，2006），也越來越常觸及源自謀生考量，由東南亞華僑和移民配偶開設的越

南、印尼及泰國餐廳或小吃店。蕭新煌與林開忠（2011）調查全臺各地越南小吃和餐館，指出約

有七成經營者是越南裔配偶；基於臺灣夫家相對弱勢的處境，以及娘家需要的財務支援，經濟往

往是她們開設餐館的主因。但是這並不意味對東南亞新移民而言，餐飲店只有經濟功能。維繫文

化認同、舒緩懷鄉情緒、同鄉人際社交場所（邱琡雯，2007），都是重要的衍生效果。隨著東南亞

族裔落地扎根，遍佈大街小巷的東南亞料理也逐漸成為兼具異國風味和本地風情的場域。換言之，

東南亞族裔化飲食與東南亞新移民、新臺灣之子及移工一樣，已是臺灣城鄉地景難以分割的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餐飲店的數量遠遠超過同為少數族裔的原住民料理。這反映了東南亞

新移民的城鄉分佈廣闊，也見證了晚近東南亞飲食多仰賴女性家務勞動操持的延伸，以及臺灣與

東南亞飲食口味的接近性而廣受接納。相對的，原住民餐飲店的現代經營並未明顯接續其傳統營

生方式，而其飲食風味的塑造，若非植基於部落傳統，致使漢人顧客不易接受，就是還有待挪用

原住民族元素而加以創新發明。此外，相較於原住民和客家餐飲文化有政府刻意扶助或推動，東

南亞餐館的發展與符號化則是在日常經濟中形成，顯示其自身的旺盛活力。不過，我們也要注意

到，相較於越南和泰式餐飲數量眾多且滲入臺灣社會，印尼餐飲的穆斯林宗教規範，以及菲律賓

餐飲的美國遺緒，都還未能克服臺灣本地口味習慣，其發展仍局限於移工聚集的特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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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風味餐廳的道地展演 

為了在更具體的場景中，勾勒族裔化飲食的道地展演，本節以臺北都會區標榜族裔特色的餐

廳為對象，觀察店家網站設計、店面裝潢、菜單與名片呈現、用餐經驗等，並從中挑選一至二家

進行隨機或深度訪談，藉此探索不同族裔化飲食之道地建構方式的異同。 

（一）在劃界與跨界間拿捏的原住民風味餐 

以「原住民」、「餐廳」和「臺北」為關鍵詞搜尋網路，所獲結果很少。除了兩三間主要餐廳

特意呈現原住民特色餐飲（合菜和簡餐），其餘多為居酒屋和燒烤店。這些店家中，有些確實僱有

原住民員工或老闆是原住民，但也不乏餐廳和原住民毫無關聯，只因店內裝潢採用大塊木桌，就

被消費者冠以「原住民風格」。若把除去「臺北」後重新搜尋，則出現不少原住民餐廳與風景區地

名並排，像是「花蓮馬太鞍溼地旁的原住民餐廳」、「日月潭『瑪蓋旦』（邵族語的美麗之意）餐廳」、

「桃園那桑麻谷泰雅風味餐」等。這些餐廳往往也擺設大塊木桌椅和裝飾品，部族圖騰充塞於店

內桌面或牆面。於是，原住民餐飲帶有濃烈的原鄉想像，實際上也多坐落於山林風景地區，鑲嵌

於自然鄉野的遊憩消費中。相對的，原住民餐飲似乎與都市不易搭配，主要以居酒屋及燒烤店型

式現身，召喚的是「原住民」作為野味燒烤、飲酒歡樂的符號，彷彿「擁有山野淵源之人」更能

製作道地的烤物。為了探索其他可能，作者特意挑選臺北地區幾乎唯二不是燒烤店和居酒屋的原

住民餐廳從事訪談。兩位店主也是本研究中最積極樂意接受訪問者，有極佳的論述表達能力。 

以「臺北原住民餐飲」搜尋網路，A1 必定位居前幾筆。A1 約自 1999 年在八里開設迄今，雖

易主數次，但經營者皆是原住民。A1 稱自己匯集「九族」，融各種典型原住民元素於一身：入口

處有身著達悟族傳統服飾的巨大男性雕像、大塊原木桌椅、圖騰牆面裝飾、懸掛於挑高屋頂的達

悟族獨木舟、野鹿木雕等（圖 2），建築則是「請阿美族藝術家共同創作的作品」，以「工寮」為

原型： 

原住民族人工作後在哪裡休息？是在工寮，大家就聚在一起，一間很小的房子，大

家在裡面一起聊天休息，很開心。〔A1 的〕樣子就是工寮放大以後的樣子。就像工寮晚

上從外面看的時候，是一個黃色的、光亮的。這裡也是，從外面看，我們希望它給人溫

暖的感覺，就是去擁抱客人（A1 店長）。 

此外，A1 店員皆穿著原住民傳統服飾，製作「主題餐廳介紹折冊」（圖 3），名片文字圖樣也

以原民雕像圖騰為元素。餐廳每晚皆有歌手演唱原住民歌曲，週末可能還有原住民歌舞活動，特

定時日則舉辦原住民文化相關節慶式活動。不過，店家表示，雖然一開始希望僅聘用原住民員工

及歌手，但招募有困難，因此近年是原住民與漢人員工各半。 

菜色方面，A1 的口味調整頗能呈現原住民餐飲嘗試融入漢人口味時，必須跨越的門檻。受訪

者表示，早期推出「真正」的原住民食物，但「太有特色了，客人可能來朝聖過一次，就不來了。」

後來，有一任老闆積極上山下海，尋覓原住民部落食材，並與一位漢人廚師合作改良口味，終於

修正至目前的「創意」菜單。例如「飛魚雷貢糕」其實是加入飛魚醬的漢人蘿蔔糕，因為改良成

功，甚至能以伴手禮方式販售。這種改良也與餐廳面向非原住民顧客的定位有關，其長期目標是

接待「國際客群的原住民餐廳」。相對的，受訪者認為，原住民本身應該不會想吃這種修改版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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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餐飲。 

儘管位於都市邊緣風景區的 A1 經營已近 17 年，兼取土地廣大而地租廉價的優點，但營運情

況難稱順遂。比起對岸的淡水，此地遊客人數較少，淡旺季也很明顯。面對成本控管壓力，受訪

者表示，自己不斷設法發明各式活動吸引顧客，例如夏季推出貼上紋面貼紙，就能一直喝小米酒

的小米紋面祭。再者，在族裔化飲食的符號操作外，更嚴峻的或許是如何拿捏菜色口味邊界，要

夠陌生而令顧客可以嘗鮮，卻又夠熟悉而願意持續光顧。 

 

 

 

 

 

 

 

圖 2 原木桌椅裝潢、獨木舟裝飾 

 

 

 

 

 

 

 

 

圖 3 原住民圖騰為底的折冊 

相對於在城郊風景區融會「九族」元素以彰顯「泛原住民餐飲」的 A1，位於市區「原住民族

文化產業推展中心」大樓的 A2，則以文化知識推廣為要，不刻意呈現符號化的原住民風情。A2

店主是漢人，也是經驗老道的文史工作者，曾在原住民部落從事許多調查，承接餐廳經營是最近

的事。有別於一般原住民餐飲印象，A2 除了入口展示櫃和名片上有圖騰元素，其他裝潢乍看之下

猶如一般簡餐咖啡廳，這也正是店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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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應該融合原住民餐飲與現代生活，而非凸顯傳統印象，而且飲食不是重點，傳

達原住民文化才是要務。鋪在桌上的餐紙，就印有臺灣原住民族介紹：「大家知道『臺灣原住民』

目前一共有幾族呢？共 16 族」，除了菜單，還擺放了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出版的《原視界》

（圖 4）。「如果有人想嚐嚐真正的原住民菜，我再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嚇嚇他們。」這些東西是

店主請原住民從部落寄來的重口味食物，但他表示，自己也正嘗試將這些單吃令人怯步的食物融

入現代輕食，像是鬆餅（圖 5）。 

 

 

 

 

 

 

 

 

圖 4  A2 餐桌上的餐紙、菜單與《原視界》 

  

 

 

 

 

 

 

圖 5 重口味的原住民食材，以及結合這些食材的鬆餅 

A2 和 A1 都是以漢人顧客為主的原住民風味餐，卻採取了不同的策略。A1 採取族裔元素符

號化的意象經營和展演，提出立足原住民生活的元素（工寮），但關鍵的菜餚必須加以變化，融合

容易辨認的原住民元素（飛魚），並改變口味及樣貌以利跨越接受度的門檻。A2 則嘗試跳脫原住

民族的刻板印象符號，以飲食作為引領顧客認識原住民的媒介，但更不強調食物本身的族裔特質。

兩者都在劃界標示原住民族特質之餘，更重視跨界吸引漢人顧客的效果。因此，這兩間原住民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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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餐廳都不是以建立原住民自身交流場域為重點，亦非以懷鄉為招徠，而是在奇異風味劃界或跨

界的拿捏上著墨。 

（二）大宴小酌的古早味與精緻臺菜 

如前文所述，臺菜範圍龐雜而邊界模糊，但可以分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傳統宴席菜色為主

但納入家常小吃，提供宴客式或辦桌料理，尤其是涵蓋對早期漢人而言比較昂貴的海鮮，也有不

少以內臟入食和油炸的家常菜（圖 6），重視菜色「澎湃」。另一個類型則是在此基礎上，納入精

緻化的臺灣地方料理，有時也搭配經過轉譯的懷舊古早味，整體裝潢往往具有現代美學風尚，強

調創意菜色和精緻化的餐飲體驗。 

  

 

 

 

 

圖 6 豬腦煎蛋與油炸甜點芋棗 

針對前者，作者選擇至 2016 年已歷 80 年，傳承至第三代的 T1 為例。T1 仍保持早期兩層街

屋樣式，近年並未更新格局與裝潢，一樓接待檯的玻璃隔板上貼著各式菜色，以及「酒席外燴、

和菜便餐」字樣，橫梁則貼著紅字「百年臺菜老店」，這大抵就是 T1 定義自家餐廳的方式，未以

任何鮮明裝飾來標榜。T1 店主表示，早期附近只此一間餐廳，除了店內生意，辦桌外燴也是主要

工作。如今各式餐廳開了滿街，外燴也有專門業者，自己「做外燴沒他們人手夠」，老舊餐廳空間

也辦不了大酒席，其他類似餐廳更分散了客源，現在「就是這樣加減做。」 

T1 客源除了吃慣的老客人和散客，就是以附近公司或家庭聚餐為主。每道菜價位不如大飯店

昂貴，但菜量豐盛，擺盤方式也予人熱鬧喜氣之感，符合傳統宴客注重的「豐沛」或「腥臊」（豐

盛）。聚餐者也常在吃食之外點酒，飯席間情緒高漲，比酒划拳助興皆是常態。一般高檔餐館無法

忍受的喧鬧，在此卻是客人盡興開心、店家生意熱絡的象徵，其他客人接受度也較高。熱鬧氛圍

也成為非刻意為之的道地展演，烘托了老派臺菜的氣味。 

另一種類型臺式餐廳 T2 位於臺北行天宮附近，當地也有不少老派臺式餐館，但這種環境卻

成為 T2 替餐廳營運提出特殊論述的依據。T2 官方網站製作精美，具備英語和日語選項，描繪店

家的「臺式風味源起」： 

天生擁有敏銳嗅覺與味蕾的朱媽媽只要吃過、看過的料理，便知道該要如何尋找對

的食材，變出美味佳餚。除了對料理的天份，朱媽媽還有良師指導，過去擔任「總舖師」

（大廚）的婆婆，將一道道經典的臺灣美味，傳授給朱媽媽〔……〕1991 年，朱媽媽離

開家鄉，遠從臺南北上，在行天宮商圈落了腳，吉林路一個滿載美味的小吃攤，就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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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張了（古都食堂，n.d.）。 

這段故事性論述，串接了民間廚藝（總舖師）、庶民生活（小吃攤）和南部傳統口味傳承，召

喚著往昔「道地」口味懷想。但網頁緊接著表示，這間擁有老廚藝的餐廳已重新裝潢，「打造為現

今『燈光美、氣氛佳』風格簡潔乾淨的現代化餐廳」，業者認為這有助於令料理跨越國界、吸引外

地客人（古都食堂，n.d.）。為了佐證其成功，世界各地名人消費留下的磁盤簽名陳列於店內，並

展示於網站。 

T2 菜單的多數料理皆是臺灣家常菜、點心或日常小吃的精緻創意版，份量較小，不似典型臺

菜餐廳大桌大份量的豐沛。菜色中有不少援用地方小吃如臺南米糕，有些則屬於臺式日本料理，

如生魚片、手捲、味噌湯、炒烏龍麵等，顯示這間面向國際的臺式餐館不吝展示「臺」菜跨域融

合的多元性格。 

兩相比較，T1 並未刻意訴諸特定符號來展演道地，而是仰賴傳承三代的口碑，以及日復一日

實作中，料理口味與樣式的維繫，藉此吸引老客人或盡興熱鬧的宴席，顯示 T1 也是具有濃厚歷

史感的社會交流場所。T1 店主受訪時，不僅能詳述店家起源，也期許「很辛苦啦，但還是希望我

兒子繼續接下去」，反映了老店既依附於家族勞動譜系，也是凝聚家人記憶的處所。相對的，T2

積極挪用文化展演，並從事臺式菜色的再建構，以懷舊論述搭配現代風格用餐空間，並運用名人

簽名（如盧貝松、張曼玉、史嘉娜喬韓森等）以添加時尚感。T2 的不吝跨界，除了納入現代料理

元素，也毫不遲疑展現日式飲食影響，顯示臺式料理作為臺灣主流社群的飲食之道，本身已是跨

域雜揉的場域。總之，相較於其他族裔化飲食相對鮮明的族裔標記，T1 和 T2 的特徵則是宛若臺

灣社會共有的傳承和懷舊，但呼應了閩南族裔及其主導代理的臺灣意象，邊界寬泛而模糊。 

（三）挪取族裔標記的客家菜 

典型臺菜強調擺盤豐盛喜氣，炸煎是常見烹調方式，客家菜則多立基家常料理，多以慢火燉

熟的「炆」及拌炒處理食材。但儘管食物口味（客家菜常用重鹹漬物入菜如梅干）和料理方式確

實有所區別，仍有許多客家餐館的招牌菜色也會在臺菜餐廳中出現，如白斬雞和菜脯蛋；原住民

餐廳用以作為特色菜的山蘇（召喚「野菜」意義）、鹹豬肉、檳榔花等，也會出現在客家菜單，顯

示標榜族裔的各式料理其實早已交互浸染。 

然而，相較於臺菜不訴諸清晰的口味劃界，以及原住民料理、眷村菜和東南亞餐飲各自擁有

的相對鮮明區分，客家菜色邊界的易滲透性，致使許多強調「客家」特徵的餐廳，挪取食物料理

以外的族裔元素來展演道地。作者觀察兩家標榜客家口味的餐廳 H1 與 H2，前者以近期宣揚的「客

家傳統」花布作為裝飾元素，並提供擂茶；後者則借用另一項晚近才清楚連結上客家意象的桐花，

作為店名典故和主導裝飾元素（圖 7），網站中也以桐花為藍本塑造典型印象下的客家人性格：「油

桐花的花開花落，年年紛飛，從來不向命運低頭，象徵著客家人硬頸和刻苦耐勞的精神，五月雪

油桐花順理成章成為客家人的最佳代言」（五月雪，n.d.）。詢問 H1 經營者認為哪道菜色最具「客

家特色」，僅回答某幾道菜「客人都很喜歡，來了都會點」，透露他們在菜色族裔特質上並未準備

一套說法，而是以已經客家化、無須說明的符號來取代複雜論述，一如餐廳牆面貼的北埔擂茶報

導。H2 店主則認為，生意好是因為「我們的菜都是費工的」，同樣未在客家飲食特徵上多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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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店內的花布裝飾與桐花圖案桌巾 

值得注意的是，兩邊受訪者儘管都挪用新興的客家文化元素，但講到菜色特性時在意的皆是

料理口味，而未提及料理與「客家人」的關聯，大不同於原住民餐廳挪用原住民文化元素時，還

得準備族裔故事的情形。這似乎意味了族裔化符號的挪用，對於販售主流族裔飲食的餐廳而言，

僅是口味以外的附加效果，而非建立飲食特色的主力。這也透露「客家飲食」對於臺灣多數消費

者而言，已是日常菜色的選擇，而不像原住民餐飲（甚至眷村菜和東南亞餐飲）是偶一為之的、

對奇異風味的嘗鮮體驗。 

（四）眷村菜的懷舊符號與人際網絡 

臺北許多眷村菜館出現在 2007 年前後，並非偶然，除了消費者的高接受度引發開店風潮，也

源於這些餐館店主彼此經常是原眷村的鄰居朋友，有著相互幫忙開業、訓練廚藝的關係。這使得

眷村餐館成為既有人脈的社會網絡節點，眷村餐館維繫了遷離眷村者的「眷村認同感」。當然，類

似情形也出現在其他族裔風味餐廳，特別是部分東南亞新移民開設的餐廳，也是族裔社群網絡的

節點。不過，相較於其他族裔風味餐廳的分布廣泛且形式多樣，就本文掌握的案例而言，臺北標

榜眷村菜的餐館出現較晚、數量稀少，處於正在萌發且相互學習的階段而有相對一致的風格。 

作者觀察的著名眷村餐館 C1 和 C2，外觀刻意呈現樸實的低矮平房樣態，呼應物資不豐的舊

日空間氛圍。C1 牆面是青藍色油漆過的木板，塗以白色油漆的「還我河山」字樣，還有圓藍底白

字的「莊敬自強」和「處變不驚」，類似標語在店內還有兩三對。C2 運用的元素更多，除了同樣

使用青藍色木板外牆，也陳列不少 1950 或 60 年代的物品，如奶粉罐、明星花露水、《今日世界》

雜誌，以及黨國元素如小型蔣公雕像、國旗、國民黨徽、陸軍官校合影老照片等。除了這兩間眷

村餐館，標榜眷村菜的其他餐廳也運用類似符號，在互相仿效下建構昔日眷村生活的典型印象（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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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眷村菜餐館外貌與內部擺設物品 

C1 是周邊眷村餐飲店的先行者，裡面的師傅稱 C1 是「職業訓練所」，一些朋友工作一段時

間後，會到附近開店。店主表示，因為「大家都是朋友，想做點小生意但不會做的，我先生就想

幫個忙」，C2 便是由此衍生的一家店。C1 店主直言開店的懷舊動機：「因為眷村沒了，那時就想

有當時習慣的味道的話很好。」除了標語及外牆顏色，C1 的裝潢並未如附近其他眷村餐館納入多

樣裝飾元素。因為 C1 店主一開始並未特意要塑造「眷村菜」，他表示店面建築矮小，與周圍相比

似乎刻意保留舊時樣態，但全然出於經濟考量，因為「想找地方開店的時候，這裡地段的店租剛

好便宜。」至於牆上裝飾的標語，則是因為「當時眷村裡面都會有」，呼應店主的懷舊動機。C1

現在雖然以「眷村菜」聞名，但當初只是隨機拼湊舊時生活印象，後續效法的店家沿用這些元素，

並因為坊間出現「眷村菜」一詞而特意強化其再現強度。於是，原本具備多元跨界特質的眷村文

化，在凝縮為眷村菜的轉譯中逐漸偏向於均質想像，也讓我們見到族裔化飲食的塑造過程： 

〔眷村菜〕就是我們那時候眷村裡面，幾個外省媽媽、客家媽媽、本省媽媽，自己

做啊，有什麼就做什麼，也就是人家在說的家常菜，也還有越南和泰國來的媽媽。現在

常說什麼國際化，其實我們那時候就很國際化了〔……〕那大概我們這裡離電視台很近，

他們來吃過後幫忙宣傳。不過其實眷村菜…你看嘛其實就是這樣叫出來的（C1 店主）。 

眷村菜作為帶有族裔特質的新料理類別，既奠基於眷村內部異質而漫長的歷史沉積，也以眷

村作為一個地方的集體形象而召喚興趣，但更重要的或許是懷舊的記憶。就此而論，對於黨國威

權時期的政治符號與當時日用品的強調，極有可能是漫溢到眷村以外的人群經驗，具有跨越族群

邊界的吸引力。相反的，少了這些歷史符號和物件，眷村菜其實與各處可見、帶點外省色彩的麵

飯館並無明顯差別。 

總之，眷村菜的族裔特色主要來自特殊群體的獨特居住經驗，以及眷村改建引發的二度流離

所激發的懷舊之情。眷村菜餐館確實成為召喚特定族群共同記憶的媒介。C1 和 C2 店主都在眷村

成長，也經常有為了緬懷過往而特地前來的顧客。例如有位已遷居美國的 70 歲老人，特地來 C1

品嘗「家人」味道，邊吃邊流眼淚；C2 店主則表示有不少老眷村朋友常結伴而來。因此，相較於

前述其他餐廳案例，這裡的眷村菜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構成鮮明的離散懷舊場域，維繫著記憶，

也牽絆著人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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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東南亞餐飲的多元文化展演與實作 

東南亞餐飲涵蓋了前述各種族裔化飲食的特質：範圍廣闊、時有融混（滇緬、泰緬），有時帶

有某種冒險的「野性」（鴨仔蛋、昆蟲入菜），擁有鮮明的族裔或國族符號（國旗、色彩、音樂、

文字），但是在符號或文化經濟的劃界操作，以及面向本地顧客調節口味以利跨界之外，某些店家

也是同族裔者從事社會交往、建立人際網絡的重要場域，甚至是推動公共事務的所在。東南亞餐

飲之所以兼納各種特性，主因乃是其類型和檔次繁多。即使是由東南亞配偶或華僑經營，也有偏

向本地顧客或偏向同族裔顧客，或兼取兩方的區別，分別對應於符號經濟的奇異風味與口味調整、

劃界式認同的懷鄉場域，或凸顯其作為跨國交流節點的角色（王志弘，2008）。後文僅以東南亞籍

人士開設的餐廳為例。 

越南餐廳多為小規模、平價且數量眾多，目前在東南亞各國料理中最為普及，既與東南亞新

移民中越南裔人士數量較多有關，也涉及口味接受度。越南餐館開業門檻低、能滿足迅速賺取收

入的需求，菜色也以家常小吃為主，較少精緻宴席菜，符合本地顧客對於麵飯館經濟實惠的印象，

卻帶有異國風味。特定料理如河粉、越式春捲、越南法式麵包是常有的選項，皆是以澱粉配肉類，

添加特殊香料或菜類佐味，接近本地漢人習慣的麵湯吃法，春捲也適合作為配菜，即使較具異國

風的法式麵包（麵包夾肉加蘿蔔絲等），也受到熟悉麵包產品的顧客歡迎。以作者探訪的開張已歷

7 年，兩位姊妹共同經營的 S1 為例，除了有醒目的天藍底色招牌，其餘裝潢一切從簡，擺了 6 張

4 人桌，牆上電視播放著新聞，與一般麵飯小館無異。但每到用餐時間總須排隊等待，是當地名

店，顧客多為附近上班族。受訪顧客表示，該店「CP 值高」、「味道好」，或肯定其道地的保證：「滿

越南的口味，酸辣的……老闆越南人」。 

比起越南和印尼餐飲的平價，泰式料理有更多高價精緻餐廳，這與泰國政府推廣泰國美食的

政策有關（盧美淑，2013）。再者，泰國本地經濟情況改善後，來臺泰國移工減少，也不利於移工

聚集區的平價泰國料理經營。目前高價位泰式餐廳經常是由泰國華僑或臺灣人經營，菜色往往是

所謂創意料理，顧客以臺灣人和國際旅客為主，經常減少酸辣程度，並以簡餐型式擺盤（一道肉

類主菜、米飯及其他配菜共盛一盤），或搭配西式料理方法如焗烤。這類餐廳也傾向在呈現現代風

格化用餐空間的同時，融入泰國元素如泰皇字樣、泰國佛像或金色裝飾浮雕。 

平價泰式餐廳則和越南餐館一樣，經常是跨國婚姻副產品。如受訪的專賣清真料理的泰式餐

廳 S2，店主妻子表示開餐廳是為了謀生、讓日子過得下去。這家店由夫婦共同經營，丈夫是泰國

華裔穆斯林，妻子是臺灣人，兩人相識後輾轉來到臺灣落腳。因為是「清真」料理，店雖然位於

臺北市中心，但主要客群是穆斯林，接待對象有來自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穆斯林觀光團。

至於臺灣本地的散客，不少是住附近、長久光顧而與店家熟識的老顧客。店主表示自己從未主動

宣傳，儘管在牆面也掛上大象刺繡等泰國元素（圖 9），但並未刻意以異國符號來拓展本地客群。

於是，S2 是以飲食為媒介的穆斯林交流場域，以清真為標誌的宗教飲食劃界取代了地域與族裔分

界，而有助於特定宗教內部的跨地域與跨族裔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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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S2 的泰國元素裝飾 

印尼餐廳在東南亞族裔餐廳中數量最少，幾乎全是平價自助餐館，並且以服務印尼移工為主，

傾向聚集於車站和清真寺附近，形成異國「飛地」。面向本地顧客宣傳的情況較為罕見。原因可能

是穆斯林飲食的劃界效果，縮減了擴張營運所需的本地客群，也可能與可以擔任經營者的印尼華

僑或配偶人數較少有關。於是，臺北市區僅有的幾家印尼餐館，以族裔經濟和同族裔社交網絡節

點為主要功能，缺乏文化經濟（將印尼元素抽象化、精緻化以吸引本地顧客）面向。同樣情形也

出現於中山北路金萬萬名店城及鄰近街弄形成的小菲律賓群聚（王志弘，2011；吳比娜，2003），

以及新北市各處工業區旁以服務移工為主的小商業群落（王志弘、沈孟穎、林純秀，2009）；越南

餐館雖然分布較廣，但文山區因為越南華僑的一度聚集，也有比較明顯的越南商業群聚（王志弘、

沈孟穎，2009）。 

臺北市區兩處著名印尼餐廳聚集點，是臺北車站前北平東路的小印尼，以及鄰近的臺北地下

街；週間空蕩的兩處地點，周末都塞滿大批印尼移工（陳虹穎，2008）。除了餐廳，這兩處都有專

為印尼移工服務的雜貨店、手機卡專賣店、美容店等，形成一次購足的族裔商圈，更強化印尼餐

廳面向同族裔人士的性質：餐廳招牌和菜單皆以印尼文為主，中文為輔，或乾脆略去中文。率先

於臺北地下街開設，已有 15 年歷史的印尼餐廳 S3，店主為印尼華裔配偶。她指出，儘管也有本

地散客，但印尼顧客才是主要考量對象： 

臺灣人有時會抱怨這個太貴啊，覺得 100 多塊才一小碗。但我這個沒辦法，這東西

（指食材）我都是從印尼進貨的，會貴一點，但味道才對。〔……〕我不會為了臺灣人調

味道啊，調了我印尼的吃不慣，不來吃，不行啊。 

再者，除了店主，店內其他員工也以印尼籍為主，華語不太通順，遇到臺灣顧客往往須請出

店主來應對，這也使 S3 成為儘管不會刻意排斥本地顧客（有歡迎光臨中文字樣），但臺灣人容易

退卻裹足的同族裔取向餐廳，平常日生意比較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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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結論：「道地」之為用 

各種商業性族裔化飲食的道地展演策略，既涉及餐廳名稱、菜單設計、菜餚命名、空間裝潢

元素與氛圍、網站設計與店家溯源故事等符號化面向，也有烹調方式、菜色口味，以及店主員工

和顧客之間人際互動的物質與社會面向。除了符號、社會與物質之分，這些道地展演也可以概分

為「劃界式道地」和「跨界式道地」。劃界式道地往往是對溯源和傳承的強調及再現，蘊含著「原

鄉」親近感，或是對某些本質化（食材、口味）事物的堅守與見證，因而有助於召喚集體記憶、

維繫文化認同。但劃界式道地傾向於鞏固族裔飲食的邊界和特質，卻模糊了道地實為複雜曲折的

交流融合產物。相反，凸顯異質元素混雜的跨界式道地，不避諱改造傳統而且以標榜獨特創新為

要旨，嘗試以族裔化或獨創元素來有效區隔商品，也以兼納顧客熟悉感和陌生嚐鮮的刺激來增加

消費者接受度。然而，跨界式道地的操作也可能過度偏離族裔特質，或為了吸引顧客而轉向「己

異化」（或奇觀化），卻阻礙他人或自我對於族裔處境的確切認知，使得餐飲作為多元族群交流節

點的功能不彰，徒留抽象符號化的刻板印象。 

總之，無論劃界式道地或跨界式道地的建構，都可能展現於料理口味（菜色、食材、調味與

烹煮方式）、用餐環境與經驗（空間設計裝潢與符號運用），以及穿流其間的情感宣洩和人際交流

（業主與員工之間、店家與顧客之間）。不過，就族裔化飲食而論，各種道地的展演基本上仍架構

於族裔化飲食的三種主要定位，也就是以離散遷徙的懷鄉或扎根新家鄉為背景的認同協商場域、

文化經濟邏輯下以奇異風味的對照性劃界或跨界為特色的符號經濟標記，以及多元族群接觸融合

的跨域交流節點。每一種族裔化飲食定位下都有不同程度的劃界式道地與跨界式道地操作，但它

們在不同族裔化飲食範疇與案例中的呈現方式有所差異（表 1）。再者，道地的展演方式也涉及不

同族裔群體的處境與地位。 

參見表 1，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每一種族裔化飲食都有劃界和跨界式的道地展演。然而，

如果將這些族裔化飲食類型和次類型，概分為認同維繫與協商主導（懷舊與傳承，以穩固自身社

群人際網絡為先），以及文化經濟主導（藉族裔符號標榜商品獨特性，以擴展客群為先）兩大類，

則明顯有不同的劃界與跨界式道地運作。第一種類型往往立基於真切的懷舊情感和認同維繫動

機，並以文化認同內涵、口味與菜色的堅守傳承，以及賦予本真性的物件來從事道地式劃界；這

類餐廳不特別強調跨界式道地，若稱得上有跨界融混，往往出於族裔生命經驗的演變和處境（如

眷村菜的外省流離和眷村融混），或是因應局勢而彈性調節（例如，東南亞餐廳以本地類似食材替

換不易取得的材料，或是傳統臺菜餐廳隨著社會發展而納入過去少有的海鮮菜色，或具有文化推

廣理念的原住民餐廳，將特殊食材包裹於漢人熟悉的食品樣式中）。 

至於第二種由文化經濟主導的族裔化飲食，其劃界式道地往往不在於真確的文化認同、傳承

綿延的口味菜色或真實物件，反而立足於符號化的族裔再現、敘事或空間裝飾氛圍；口味菜餚本

身的道地不僅落居次要，更是跨界調整的重點。換言之，為了招徠更多（非同族裔）顧客，必須

大幅調整口味而在奇異陌生感與熟悉感之間拿捏。同時，中高價位餐廳通常會刻意強調現代時尚

感和精緻化的獨特創意，在少許傳統元素上大幅增添創新成分，以便確保時尚感和獨特性，投入

新道地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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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族裔化飲食的主導定位與道地策略 

類型 次類型 族裔化飲食定位 展演道地的策略 

風景區高價位創意餐廳 符號經濟的標記 

跨域交流的節點 

劃界標記：原住民血統身分、圖騰意

象、歌曲；特殊食材與料理方式 

跨界創新：口味調整改良與創新 

傳達理念的咖啡簡餐店 認同協商的場域 劃界標記：原住民文化 

跨界創新：將不易接受的食材納入熟

悉食品 

原住民料理 

燒烤店與居酒屋 符號經濟的標記 劃界標記：燒烤飲酒的刻板印象和野

性狂歡意味 

跨界創新：納入居酒屋和燒烤店的框

架 

客家菜 家常菜及其精緻化的餐館 符號經濟的標記 

跨域交流的節點 

劃界標記：花布、桐花及客家勤儉性

格論述；特殊食材與料理方式 

跨界創新：調整口味與精緻化創新 

傳統老店 認同協商的場域 劃界標記：傳統口味、食材和料理的

傳承實作 

跨界創新：納入海鮮食材 

臺菜 

創新臺菜時尚餐廳 符號經濟的標記 

跨域交流的節點 

劃界標記：納入地方小吃；傳承論述

跨界創新：時尚化的裝潢、臺式日本

料理 

眷村菜 麵飯滷菜小吃店 認同協商的場域 

符號經濟的標記 

跨域交流的節點 

劃界標記：口味傳承；空間格局、政

治口號與舊物件 

跨界創新：眷村多元族裔的融混 

面對本地顧客為主的餐廳 符號經濟的標記 

跨域交流的節點 

劃界標記：族裔和國族符號；異國風

味 

跨界創新：調整口味與精緻化創新 

東南亞料理 

面對同族裔或同宗教顧客

為主的餐館 

認同協商的場域 

跨域交流的節點 

劃界標記：道地食材與烹調方式；族

裔和國族符號 

跨界創新：以本地食材取代難以取得

的原食材 

參見表 1，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每一種族裔化飲食都有劃界和跨界式的道地展演。然而，

如果將這些族裔化飲食類型和次類型，概分為認同維繫與協商主導（懷舊與傳承，以穩固自身社

群人際網絡為先），以及文化經濟主導（藉族裔符號標榜商品獨特性，以擴展客群為先）兩大類，

則明顯有不同的劃界與跨界式道地運作。第一種類型往往立基於真切的懷舊情感和認同維繫動

機，並以文化認同內涵、口味與菜色的堅守傳承，以及賦予本真性的物件來從事道地式劃界；這

類餐廳不特別強調跨界式道地，若稱得上有跨界融混，往往出於族裔生命經驗的演變和處境（如

眷村菜的外省流離和眷村融混），或是因應局勢而彈性調節（例如，東南亞餐廳以本地類似食材替

換不易取得的材料，或是傳統臺菜餐廳隨著社會發展而納入過去少有的海鮮菜色，或具有文化推

廣理念的原住民餐廳，將特殊食材包裹於漢人熟悉的食品樣式中）。 

至於第二種由文化經濟主導的族裔化飲食，其劃界式道地往往不在於真確的文化認同、傳承

綿延的口味菜色或真實物件，反而立足於符號化的族裔再現、敘事或空間裝飾氛圍；口味菜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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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道地不僅落居次要，更是跨界調整的重點。換言之，為了招徠更多（非同族裔）顧客，必須

大幅調整口味而在奇異陌生感與熟悉感之間拿捏。同時，中高價位餐廳通常會刻意強調現代時尚

感和精緻化的獨特創意，在少許傳統元素上大幅增添創新成分，以便確保時尚感和獨特性，投入

新道地的發明。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認同協商或符號經濟的族裔化飲食類型，其道地展演都可能導向跨域

交流節點，但模式不太一樣，關鍵正在於其道地操作方式。就認同協商型場域而言，在本文討論

的眷村菜餐館及服務同族裔為主的東南亞料理餐廳案例中，其飲食特質乃源於族群生活的經驗與

處境，因而可說是在強烈的劃界框架下吸引其他族裔顧客嘗鮮，從而成為不同族裔跨界交流的場

域。至於以符號經濟為主的類型，其跨界式道地往往著重於特意創新，致使其跨域融合顯現於菜

色口味的創意變化，從而實質降低了食物的族裔色彩和嘗試門檻；換言之，這是將跨界內建於創

新菜餚之中，看似促進了文化交流，卻也使得族裔口味徒留名號。 

若從不同族裔群體的一般處境來探看商業化族裔風味飲食的道地展演，我們也可以發現幾個

趨勢。首先，臺菜的族裔化程度最不明顯，因為它可能代表了人數最多的閩南族裔，而最大族裔

群體往往會「去族裔化」而不刻意彰顯族裔邊界。再者，臺菜也可能被視為臺灣整體社會的代表

性飲食，因而在從庶民餐點提升至國族菜餚地位的同時，卻也因為廣納不同地域及族裔料理（特

別是地方小吃）而再度模糊了其族裔特徵。因此，對臺菜而言，主要的分界可能在於傳統口味和

創新融合之間，而不是獨特的族裔標誌。簡言之，臺菜似乎是「去族裔化」的族裔化飲食範疇，

懷舊之餘的美味好吃才是重點。 

相對的，居於次位、但仍相對具備族裔優勢的客家群體，其族裔特質雖較為鮮明且刻板，但

是菜色與臺菜之間頗有重疊，多數口味邊界不甚明確，因而必須在凸顯少數幾道特殊族裔化菜餚

之餘，格外訴諸客家符號形象，包括晚近新創的客家象徵，有鮮明的族裔符號主導的道地展演。

某些奠基於客家早期生活型態的傳統料理，特別是醃漬品，則往往被劃出迎合非同族裔顧客的菜

單，只能停留於自家領域內部。就此而論，原住民餐飲其實有著類似處境，但情形可能更為窘迫。

簡言之，原住民餐飲若要面對非同族裔的顧客，比起客家菜餚更需要改變傳統飲食方式，增添更

多創新料理，方能跨越原漢之間的口味門檻。這時候，原住民族裔成分往往只剩下特定食材元素，

或只是命名與符號性的修辭效果。然而，這種特意操作符號經濟和刻板原住民形象的策略，可能

使顧客更為忽視或誤讀了原住民相對弱勢的處境。 

至於眷村菜晚近的萌發，不僅溯源自國共內戰後中國族裔流離與本地生活的融合，更是眷村

拆遷改建後二度遷徙的產物。搭配著威權及簡樸時代的符號，眷村菜凸顯了比前三種族裔化飲食

更濃烈的懷鄉（但不是中國大陸，而是眷村）及懷舊（不只是眷村人，還是集體時代氛圍）之情。

再者，雖然眷村菜餐館也會運用符號標記，但這種標記比較不是客家菜或原住民餐飲常用的抽象

化符號，反而本身經常具有見證意味，甚至是從過往脈絡切割下來的物件。再者，正因為這種濃

烈的懷舊與懷鄉，眷村菜餐館往往成為相同經歷者的認同協商場域及社會交流場所。在本文的案

例中，幾間系出同門的眷村菜餐館之間便形成了經驗傳承的社會網絡。這種既內在於餐館，又顯

見於餐館之間的認同協商和同族裔社交網絡特質，以及形象上的一致性，或許可以歸因於眷村菜

正處於初期階段，尚未形成臺菜、客家菜及原住民餐飲因為逐漸普及而衍生的多樣形態。 

性質上類似眷村菜的是以同族裔者為主要顧客的東南亞料理餐廳，它們幾乎不必從事任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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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上的折衷妥協，而是以同族裔的懷鄉式消費為訴求。於是，本真性的劃界式道地自是其特意維

持的重點，也發揮了排除非同族裔顧客的效果。在相對於本地顧客劃界而構成同族裔社交場所的

同時，這些東南亞族裔餐廳也是移民與移工跨國流動網絡中的重要節點。不過，東南亞餐廳類型

多樣，其中面向臺灣本地顧客的中高價位東南亞餐廳（業主多為臺灣本地人士或華僑），則頗為類

似臺菜、客家菜和原住民料理中，那些著眼於跨界創新式道地、標榜較多符號化族裔元素的餐廳。

當然，如前所述，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緬甸等不同國度的風味餐廳，也有因為地域文化

及宗教因素而形成的重要差異。 

無論哪一種類型，道地都是文化展演的策略性工具，並隨著店家定位、消費客群，以及更廣

泛的族裔社會處境而有所變化。族裔化餐廳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建構或參與口味、用餐環境及

經驗的道地展演時，承載了對道地之為用的不同期待。他們可能寄望道地口味或經驗能滿足對家

鄉或舊時記憶的思念，經由某種口感味覺或氛圍，延續自己難以真正觸及的時空領域。或者，生

產者與消費者也可能希望擺脫既有束縛，開創新局或體驗異域文化，在大環境已然變遷的同時，

以新口味面臨新挑戰（拓展客群），或是以新口味滿足現代需求（如養生）和新鮮刺激的追尋。堅

守過往的延續性，與再創未來的獨特性，經常是道地的一體兩面。各種族裔風味餐廳因應自身族

群處境或個人生涯規劃，經常擺盪於兩端，持續重塑著何謂「道地」。 

本文選取的案例不多，不能宣稱具備全面性和代表性，而是著眼於呈現族裔化餐飲的多重樣

貌。再者，本文局限於商業化餐飲的道地展演策略，並以店家為分析單元，缺乏對於特定菜餚及

烹調方式演變的考究，也難以深入族裔化飲食構作的細緻過程。作者的意圖在於呈現臺灣飲食地

景中並置著對於遷徙族群很重要，既有利於經濟營生，又能召喚懷鄉認同的各式族裔化飲食，各

有隨著處境不同而有所差異的道地展演策略。 

多樣的飲食地景透露了臺灣新舊族裔群體之間，已經藉著各種銘刻著族裔邊界、卻又相互跨

界的飲食生產與消費，串接起難以盡數的關係。然而，在文化多元性增長的樂觀期許之外，我們

也應該重視飲食關係背後喻示的真實社會處境，了解許多研究已經指出的族裔印象、族裔口味、

族裔地景塑造，受到何種文化想像、經濟需求或跨域實作的推動。有了這層理解，我們才能更貼

近不同族裔的處境，進而立足於遷徙族群及其飲食傳承和創新所體現的亞太流動網絡，重新看待

臺灣社會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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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受訪族裔餐廳概況 

編號 開業年 業主身分 經營型態 料理特色 空間特徵 

原住民風味餐 

A1 1999 原住民 高 價 位 主 題

餐廳 

桌菜；刻意呈現族

裔特性的創意料理

各族原住民元素拼貼、工寮

意象、大型裝置；泛原住民

印象。三層樓，有方桌和包

廂，約容納 200 人。 

A2 2015 漢人 中 價 位 咖 啡

簡餐 

將族裔食材融入現

代口味的輕食簡餐

近似一般咖啡簡餐店，較少

原住民傳統元素。約容納 40

人 

臺菜 

T1 1938 閩南人 中 價 傳 統 澎

湃桌菜 

豐盛、喜氣、熱鬧

的呈盤；多油炸料

理 

老舊店屋、較少特殊文化元

素。兩層樓，約容納 50 人。

T2 不詳 閩南人 中 高 價 時 尚

化 小 吃 式 桌

菜 

精緻化臺灣地方小

吃 

現代時尚裝潢，約容納 80 人。

客家菜 

H1 約 2006 客家人、中國

新移民女性 

中 價 位 家 常

菜小餐館 

份量較少的家常菜 花布作為主要裝飾，約容納

35 人。 

H2 約 2010 客家人 中 高 價 位 家

常菜，空間大

適合宴客 

份量較多的精緻化

家常菜 

桐花作為主要裝飾，約容納

50 人。 

眷村菜 

C1 2007 原眷村住

民；外省人 

中 價 位 家 常

菜小餐館 

滷味、家常小吃、

有什麼煮什麼 

眷村標語，約容納 35 人。 

C2 2008 原 眷 村 住

民；外省人 

中 價 位 家 常

菜小餐館 

滷味、家常小吃、

有什麼煮什麼 

眷村標語、黨國意象與早期

舊物品，約容納 35 人 

東南亞餐飲 

S1 

越南 

2011 越南華裔； 

新移民女性 

平 價 的 經 濟

實惠小餐館 

越式小吃如河粉、

法式麵包、春捲 

天藍色招牌，約容納 24 人。

S2 

泰國 

1990 

中期 

泰 國 華 裔 穆

斯 林 丈 夫 與

臺灣妻子 

平 價 泰 式 桌

菜 或 經 濟 套

餐 

清真料理，配合臺

灣而清淡化的泰式

口味 

穆斯林合照、泰國宮殿圖，

約容納 35 人。 

S3 

印尼 

約 2000 印尼華裔； 

新移民女性 

平 價 印 尼 菜

自助餐 

印尼自助餐，食材

由印尼進口 

招牌上印尼文與中文並陳，

約容納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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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uses are a part of human geography, and a produc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natural and human 

geographies. Because numerous influential factors construct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use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are difficult to clarify. Although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uses and geography cannot be established, the hermeneu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can be anticipated. This study mainly attempts to re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uses and geography based on a hermeneutic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This study takes houses located along the south bank of the Choshui River as examples. A total of 

175 farm houses in 95 villages of 6 townships of Yunlin County are investigat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re recorded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are analyzed. This study selects 4 geographical 

factors, i.e. topography, climat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to make comparative analyses with the 

distribution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outcomes are as follows: 

1.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of hous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categorized as 

"mountain-sea prominent mode" and "plain prominent mode". The former mostly correlates with 

topography categorized as natural geography. The later correlates with an agricultural economy 

categorized as human geography.  

2. Som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strongly correlating with geographical factories, can be termed 

"Basic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others, reproduced by basic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termed 

"Composit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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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addition to topography and economy, the influences of other selected geographical factors, i.e. 

climate and population, are not significant. 

This research is merely focused on the 6 townships along the south bank of the Choshui River.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s are limited. More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in various geographical situations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deeply inspe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uses and geography. The 

socio-economical situations are transforming, and traditional farm houses are adapting to the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uses and geography are still worth 

observing. 

Keywords: House Space, Geographical Factors, South Bank of the Choshui River 

摘 要 

民居建築歸屬於人文地理一環，應是自然與人文條件交互影響的產物。但當影響因素眾多，

而影響因素本身又自成複雜的因果脈絡，便難以釐清地理因素與民居建築特徵之間的關係。雖然

民居建築與地理條件之間的實證關係難以建立，但二者間的詮釋關係仍值得探究。本文嘗試以地

理學觀點詮釋民居空間之特徵，重新連結地理與民居之間的關連性。 

本文以濁水溪南岸的傳統農舍合院為例，調查雲林縣境內六鄉鎮的 95 村里的傳統農舍民居共

計 175 件案例，記錄其空間特徵並分析各種空間特徵的地理分布趨勢。本文選取四項地理因素，

分別是地形、氣候、人口、產業經濟，與民居空間特徵變化趨勢進行比對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1. 民居空間特徵分布趨勢可分「山海突出模式」與「平原突出模式」。前者大多與自然地理中的地

形條件較為相關；而後者與人文地理中的農業需求有關。 

2. 若干民居空間特徵與地理條件的關係較緊密，稱為「基本空間特徵」；若干空間特徵則建立在其

他空間特徵上，與地理因素較為疏遠，屬於「複合空間特徵」。 

3. 除地形與經濟產業外，氣候與人口因素對濁水溪南岸民居空間的影響並不明顯。 

本研究對象僅限濁水溪南岸六鄉鎮，地理條件有限。若要深究民居與地理的關係，仍須在各

種不同地理條件下進行比對。而且經濟、社會日益變遷，傳統農舍民居都不斷調適外在環境的變

遷，民居與地理的動態影響關係仍待持續觀察。 

關鍵詞：民居空間、地理條件、濁水溪南岸 

動機與目的 

建築做為地表面數量最多、佔地最廣的人造物，是屬於人文地理的一部分，與地理條件應有

密切的關連。建築學者劉敦楨認為：「古代人民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創造了不同風格的建築。」

（劉敦楨等，1987：1）這種建築觀點主張「地」（地理條件）是因，建築風格是果，地理與建築

之間存在一種因果關係。 

地理思想或地理學傳統研究有三大取向，包含空間、人地關係、區域複合體。本文所稱之地

理學主要是使用傳統的地理空間的角度來解釋民居空間。以傳統地理空間來看，地理條件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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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二大部門，前者探討自然環境的形式和活動，研究氣候、地形、海洋、河

湖、土壤、生物等自然形成現象的相互關係；後者則探討建成環境的種種因子，研究地球上人類

一切社會經濟活動，諸如人口、心理、社會、經濟、政治、歷史等皆可列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範

疇。總括而言，自然地理是環境先天生成條件，而人文地理則為環境後天附加條件，二大部門形

成了自然現象與人文景觀交互影響之複雜脈絡。倘若以此觀點判斷，一地區的民居建築類型應為

社會文化產物，歸屬於人文地理的一環。然而，民居建築類型的形成絕非人為創造可以概括解釋

的，民居建築類型應是自然與人文條件交互影響的產物。但當影響因素眾多，而眾多影響因素本

身又是自成複雜的因果脈絡，便很難以實證（positive）科學的角度釐清某些地理因素與某個建築

特徵之間是否有絕對的因果關係。雖然民居建築類型與地理條件之間的實證科學關係難以建立，

本文仍嘗試以地理學觀點對臺灣傳統民居建築特徵進行解釋。因民居建築的特徵甚多，包含空間、

材料、匠師法則、工藝技術、功能使用、圖騰符號等，基於篇幅限制並使討論聚焦，先以民居建

築的「空間特徵」著手。 

濁水溪為臺灣最長河川，全流域經過南投、嘉義、彰化、雲林四縣。下游自彰化二水、南投

竹山以下，形成廣闊的濁水溪沖積平原，溪北屬彰化縣，溪南屬雲林縣。沿濁水溪南岸沖積平原

由西向東，依序包含雲林縣之麥寮、崙背、二崙、西螺、莿桐、林內等六鄉鎮，此帶狀區域西臨

臺灣海峽，東倚斗六丘陵，地形變化從濱海、平原到丘陵臺地，地理條件多元，因此出現各色各

樣的農舍合院，因此本研究選擇此帶狀區域之民居建築為研究對象，使研究能在有限的範圍內操

作，但又有充分的地理條件變化。 

研究方法 

本文所討論的「民居」係指該地區最常見的傳統農舍合院類型，大多興建於 1920-80 年代的

60 年之間。除麥寮鄉沿海有近海與養殖漁業，以及填海造陸所建成的石化工業區外，此帶狀區域

大多以農業為主、畜牧業為輔，都市化情形僅限於各鄉鎮之行政中心周邊街區，其餘地區之傳統

農舍合院保留完整，為該地區主要的民居類型。 

本研究原則上從六個鄉鎮的村里內各篩選 1 至 4 件具代表性之民居建築進行平面空間調查，1

所選擇案例皆須以「傳統合院」、「建築保存完整者」、「同意接受調查」等原則進行篩選。本

研究在六鄉鎮 95 村里中，共計調查 175 件民居案例（表 1）。 

表 1 各鄉鎮調查案例數量表 

鄉鎮 

數量 
麥寮鄉 崙背鄉 二崙鄉 西螺鎮 莿桐鄉 林內鄉 總計 

村里數 12 村 14 村 18 村 27 里 14 村 10 村 95 村里 

案例數量 27 例 21 例 47 例 31 例 24 例 25 例 175 例 

調查內容限於民居之空間特徵，不包含材料、匠師法則、工藝技術、功能使用、圖騰符號等

                                                             
1 部分都市化較為明顯之村里，如各鄉鎮之市區等，多數傳統合院已被拆除改建，故未能取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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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空間特徵則可分為正身與伸手的間數、簷廊形式、正身與伸手接法、埕深寬比例、護龍排

數等。詳細的空間特徵說明請參閱後文。 

本文分析各鄉鎮民居空間特徵在此帶狀區域的分布趨勢，根據分布趨勢找到該項特徵的高點

或低點，彙整成該空間特徵的「空間現象」。爾後將空間特徵分布趨勢與該地點的地理特徵進行

比對，嘗試連結此特徵分布趨勢高點或低點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條件，試圖由地理觀點解釋各

空間特徵的地理分布成因，即為「地理解釋」。最後彙整各「空間現象—地理解釋」之關係，找

出具影響力的地理條件，與其所影響的空間特徵。 

 

圖 1 雲林縣濁水溪南岸六鄉鎮位置圖  

文獻回顧 

有關各地傳統民居的相關研究文獻甚多，然以傳統民居與地理條件之關係為主題的研究文獻

鮮少。無論是傳統民居的概括性研究文獻，或者區域性的調查成果，大多會以若干文字篇幅說明

民居與地理的緊密關係。例如汪之力等人便認為環境與建築的空間關係是研究民居的核心（汪之

力主編，1995：13），而環境與建築的空間關係包含四個方面，包含：「第一，天空，上面的自

然，從中吸取光和熱；第二，大地的環境，周圍的自然，包括山、水、林木及人類社會生活；第

三，室內空間，上下左右，變化與聯繫；第四，庭院空間，與室內、天空的聯繫，自然物的人工

設置。」（汪之力主編，1995：13）其中有二項與本文所述之地理有關，包含第一，民居上方的

自然環境，其提供的光、熱、雨水、風均可能影響民居建築；第二為民居四周的自然環境，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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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林木，以及自然環境所產生的人文、社會、經濟條件所形成的生活。此二項涵蓋了自然地

理與人文地理的範疇。該書便是以地理氣候及功能需求為基礎，以民居空間布局為中心來討論中

國傳統民居。孫大章則認為：「空間組合是指民居按照社會制度、家庭組合、信仰觀念、生活方

式等社會人文因素安排出的民居建築空間形制，它具有鮮明的社會特徵。」「而平面布置、結構

形式則往往受經濟水平、地形地貌、氣候、材料及技術發展等具體條件的影響。」（孫大章，2004：

65）該書所稱之「空間組合」，是民居中屋與屋之連接排列關係，與本文所討論之空間主題有關；

而「平面布置」則是各種功能空間的安排，亦是本文所探討的內容。依照孫大章的觀點，空間組

合與人文地理的範疇相關，而平面布置則是部分受到自然地理影響（地形地貌、氣候）、部分受

到人文地理影響（如經濟水平）。 

在臺灣傳統民居類型之研究，徐明福（1990）認為由歷史角度來看，建築是社會文化的一面

鏡子，應釐清「為何（Why）某類人為環境（或建築）（What）如何（How）於何時（When）何

地（Where）被某群人（Who）建造出來」？此五項課題即為建築史研究所涉及的課題（徐明福，

1990）。此架構概括了「地理」（where）與「人為」（why, how, who）兩大部門，體現自然環

境（地）及社會文化（人）與建築之形成具有密切的關係。 

相對於前述學者所提出民居類型對於社會文化環境的依賴關係論點，拉普普（Amos Rapoport）

則於《住屋形式與文化》（Rapoport, 1969；引自張玫玫譯，1985）一書提出略為不同觀點。拉普

普針對住屋形成過程及其決定因素的觀點提出質疑，其中包含物理性因素，如氣候與遮蔽（shelter）

之必要、材料、技術與基地等，以及社會性的因素，如經濟、防禦、宗教等。並針對上述決定因

子舉例說明並提出懷疑。住屋之形成有許多因素，各因素之間有著複雜的交互作用，且在不同時

空背景裡，可能僅受某單一因素影響，但亦可能改受其他因素影響。總括而言，拉普普認為建造

房屋是一種文化現象，其形式應受到所屬文化背景的強烈影響，亦即「社會文化」應是住屋形式

的主要影響力，而上述地理條件所提供得物理性因素是次要的、修改性的因素。 

近年來有學者著手探討民居類型如何具備地理條件的調適能力，探究民居如何調適於地理環

境的條件。如 Huang（2002）以三峽老街之「街屋」類型為研究對象，將街屋之構成分為「房屋

單元規則」、「單元組合規則」，形成街屋之「內在成長法則」（inner mechanism）。內在成長

法則賦予街屋向外無限成長的機制，但街屋的成長會受到外在環境（即自然與人文地理條件，如

地形、道路、經濟等）條件的限制而停止。因此街屋之現狀可視為內在成長法則與外在環境限制

（outer constrains）的平衡。該研究顯示，建築類型具有內在的自主成長能力，而這種能力不必然

受到環境束縛，建築類型與環境的關係雖然密切，但外在環境限制因素並無法全盤解釋民居類型

的樣貌。 

黃衍明（2006）又以彰化八卦山腳下的農村民居、嘉義沿海的農村民居，以及臺南市灣裡等三

地民居為案例，分別說明三地的合院式民居類型具有「成長」（以既有的衍生邏輯進行擴張）、「增

生」（以附加空間的方式擴建）與「異化」（進行局部拆除、改建）等三種環境調適模式，從中釐

清在不同環境條件的變遷之下，三地區農村民居所採取的三種調適模式，並分析各自的環境調適效

能與結果。其彰化八卦山腳下民居位於山腳下，僅屋後方受到山坡影響，每座民居相距甚遠，左右

發展腹地大，在大家族制度的發展動力下，合院式民居發展成多院落、多護龍式的外貌；嘉義沿海

農村多採集村發展，近二、三十年來人口成長有限，但各村戶數增加，戶均人口數下降，意味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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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家庭制轉為小家庭制，因此合院住宅藉由「增生」加建廚房、浴室等服務空間，以解決家庭服

務設施不足的問題。臺南灣裡地區面臨臺南都會區擴大問題，灣裡逐漸由邊遠漁村轉型為都會邊

緣，都市計畫將其納入重劃，使得原來合院民居所形成的聚落紋理被迫轉換為以街屋為主的都市紋

裡，合院民居調適能力不足以回應如此重大的轉變，因此受到局部拆建、改建的處理。 

陳耀如（2008）以蘇門答臘 Batak Karo、Batak Toba 與 Minangkabau 等三地區的民居類型為

案例，推論民居類型的興衰起因出於其各自具有不同的類型調適能力，除了社會、經濟、文化等

無形因素之外，類型調適能力也來自建築內在的有形因子。該文特就上述三個地區民居類型的構

造層級複雜度、構築迴路的有無、構材尺寸的限制、空間形制等部分探討三種民居類型的調適優

勢與劣勢。該研究發現，Minangkabau 民居類型有最佳的調適能力；Batak Toba 民居類型可適應

小家庭化的趨勢，調適能力亦佳；Batak Karo 的民居類型調適能力最差，導致 Batak Karo 民居類

型的案例數量日漸稀少，未來社會變遷之後將幾乎沒有存留的機會。 

劉亞蘭（2007）以濁水溪南岸六鄉鎮之民居類型為例，藉由「成因思考」（causal thinking）

及「族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兩種理論來探討建築類型與地理條件之關係。「成因思考」

與「族群思考」兩種假說是哲學家 Elliott Sober 所提出的兩種觀念。所謂「成因思考假說」在建

築學領域的應用則是強調地理條件是民居類型的形成條件，對民居類型有主動影響的能力；而「族

群思考假說」在建築學的應用則視民居類型自身是具有衍生能力（generation）的族群，具有環境

調適力（adaptability）。劉亞蘭的論文首先藉由民居類型之空間格局、構造及裝飾等特徵來比對

當地地理條件以驗證成因思考假說，發現並非所有特徵皆能為地理條件所解釋；其次，該文視民

居類型具內在生長機制，進行民居類型之衍生分析以驗證族群思考假說，發現六鄉鎮的地理條件

各不相同，其民居皆各有不同的衍生規則，卻產生共同的民居類型，此表示該類型可以擺脫環境

條件之限制。因此該文提出族群思考之解釋效力優於成因思考之結論，並點出成因思考之解釋限

制。 

透過上述民居研究相關文獻探討可發現，雖不能否認民居類型之形成與其所處地理條件有

關，但地理條件並非影響民居類型的充分條件，而且在交錯複雜的各種地理因素之中，甚難將單

一民居特徵視為單一地理因素之參數表現，更何況民居本身充滿了建造者或建造群體的意識表

現。既然地理對民居的因果關係甚難辨認，但民居與地理之間的詮釋（hermeneutic）關係仍是值

得探究的。 

地理條件描述 

本文將地理條件分為自然地理及人文地理二大部門。二者包含項目皆十分眾多，本文選取與

民居建築較為相關的四個項目進行分析，選擇項目主要以基礎性且具有可度量之項目為主，為進

行雲林縣濁水溪南岸六鄉鎮之地理條件及民居類型之關聯比對。 

（一）自然地理 

雲林縣之自然地理條件乃依據《雲林縣綜合發展計畫》（雲林縣政府，1993）所提供之資訊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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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形 

濁水溪南岸之地形特徵變化明顯，地勢由東至西逐漸降低，可分為三區： 

(1) 丘陵臺地地區－僅林內鄉，海拔 100 公尺以上未及 400 公尺之山坡地，地勢起伏，並有坪頂

臺地一處，故屬丘陵臺地地形。海拔雖然不高，但坡度變化明顯，尤其是林內東半邊，坡度

超過 30%的土地不在少數。 

(2) 平原地區－包含崙背、二崙、西螺、莿桐四鄉鎮，大多數土地為海拔 100 公尺以下之平坦緩

坡平原地區，僅二崙、崙背北邊少數沙崙坡度超過 5%。 

(3) 濱海地區－僅麥寮鄉。濱海地區主要由濱海沖積平原、海埔新生地及外海沙洲地所組成，坡

度均在 5%以下。 

 

 

 

 

 

 

 

 

 

 

 

 

 

 

圖 2 雲林各鄉鎮坡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98 年雲林縣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中華鄉村發展學會。本計畫重繪。 

2. 氣候 

雲林縣位於臺灣西南部平原區，氣候受緯度與暖流影響，屬亞熱帶氣候區。但因地形地勢關

係，南北氣候差異較小，東西之差異較大。雲林縣氣候區亦可劃分為三區（圖 3、4、5）： 

(1) 丘陵臺地區：東側林內鄉屬之，特徵為雨量多，風害旱災極少。 

(2) 平原地區：中部莿桐、西螺、二崙等鄉鎮屬之，特徵介於丘陵臺地與沿海區域之間，雨量適

中，風害較少。 

(3) 濱海地區：西側之麥寮、崙背等鄉鎮屬之，特徵為雨量較少，冬季乾燥且季風強烈，旱災頻

率較高，暴風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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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地形高度趨勢圖 圖 4 雨量高低趨勢圖 圖 5 年均風速趨勢圖（示意）

（二）人文地理 

六鄉鎮之傳統民居多數興建於 1920-1980 年不等，屋齡約 20-90 年，新舊差異甚大，且若干

案例之興建年代久遠，受訪者已無法回答確切興建年代，因此無法將人文地理的背景資料回復到

興建年代。然傳統民居的狀態並非凍結在新建落成之時，大多會隨著家庭人口增減、產業、經濟

等變化進行空間調整，包含增建、改建、拆除等，因此本研究視每件調查個案皆為經過一連串空

間調適至今日所得到的結果。由於本研究的調查期間為 2005 至 2007 年之間，因此有關人文地理

之相關資料以雲林縣政府主計處所公告的 2002、2009 年統計資料為根據。2本研究亦比對 2017 年

的數據，發現數據走勢與 2002 年及 2009 年並無太大差異。 

1. 人口 

就六鄉鎮之人口數比較，2009 年、2012 年鄉鎮人口數變化並不大，六鄉鎮之人口數排序依次

為：西螺鎮＞麥寮鄉＞莿桐鄉＞二崙鄉＞崙背鄉＞林內鄉。麥寮鄉在台塑六輕宣布在麥寮設廠的

隔年（1986），人口數為 34,612 人，2002 年人口數為 32,599 人，2009 年 35,053 人，至 2018 年

4 月底，人口數已達 45,598 人（麥寮戶政事務所資料）。麥寮的人口數是 6 鄉鎮中變化最明顯的

鄉鎮。 

而戶均人口數方面，在 2002 年的資料顯示，崙背、二崙、西螺、莿桐、林內五鄉鎮的戶均人

口數大致維持在每戶接近 4 人的水準，而麥寮則僅 3 人；2009 年六鄉鎮的戶均人口數多有下降，

麥寮戶均人口數已不及 3 人，其餘五鄉鎮約維持 3.5 人／戶，五鄉鎮的差異不大（圖 6、7）。 

  

圖 6 2002、2009 年人口數趨勢圖     圖 7 2002、2009 年戶均人口趨勢圖 

                                                             

2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主計處網站 http://www4.yunlin.gov.tw/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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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經濟 

六鄉鎮之產業皆以一級產業為主，本研究以傳統農舍合院類型為研究對象，因此選取各鄉鎮

農業做為本地區經濟活動的分析對象。依照 2002 年與 2009 年的統計數據均顯示，二崙鄉、西螺

鎮從事農業的人口最多，其次是麥寮、崙背與莿桐，林內的農業人口則在 2009 年降至六鄉鎮最低。

若從耕地面積來看，2002 年與 2009 年 6 鄉鎮的耕地面積變化不大。二崙鄉的耕地面積是六鄉鎮

之冠，其次是崙背、莿桐與西螺，而麥寮與林內的耕地面積略少。因此從農業人口或耕地面積來

看，位於平原區的二崙都是六鄉鎮中，農業最為興盛者，莿桐、西螺與崙背的農業也占重要的產

業比例（圖 8、9）。 

 

圖 8 2002、2009 年農業人口數趨勢圖       圖 9 耕地面積趨勢圖 

（三）小結 

濁水溪南岸之地理條件多元。本研究蒐集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各兩個基本項目，包含自然地

理的地形與氣候，以及人文地理的人口與產業經濟。在自然地理條件項目中，地形、雨量和風速

有清楚的數據，且濱海地區與丘陵臺地區二者有明顯差異，呈現東西兩端對比的樣態。在人文地

理條件方面，主要為人口、產業經濟。人文地理的變化速度雖遠快於自然地理，但比對 2002 年與

2009 年統計數據後，僅農業人口的變化較為明顯（2009 年少於 2002 年），人口與耕地的變化有

限。但整體皆呈現平原區中段（西螺與二崙）高於丘陵臺地區與濱海區的樣態。 

藉由趨勢圖大致可觀察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之間的差異。自然地理條件以麥寮及林內較為極

端，由東向西成直線上升或下降；而人文地理條件則以西螺或二崙為基準向東、西兩端上升或下

降。 

由各地理條件之趨勢圖可發現六鄉鎮皆有特殊的地理條件（表 2）。東西兩端之麥寮鄉及林

內鄉，在地形、風速兩項自然地理條件之特徵相當極端，而雨量則以林內偏多；而居於平原區之

中段的西螺鎮及二崙鄉在人口、農業人口、可耕地三項人文地理條件特徵較為突出。因此六鄉鎮

之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變化趨勢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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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鄉鎮特殊地理條件比較表 

  項目 

鄉鎮  

地形 氣候 人口 產業經濟 

濱
海
區 

麥寮鄉 
土地面積最大 

地勢最低 

東北季風最強勁 

冬夏雨量差異小 

人口變化大 

目前人口僅次於西
螺 

漁業人口最多 

耕地面積高於林內 

農業人口下降幅度少 

崙背鄉 地形平坦 

風勢次大 

夏季雨量較大，與冬
季雨量差異大 

人口僅多於林內 

耕地面積僅次二崙 

農業人口下降幅度
大，僅高於林內 

二崙鄉 地形平坦 
雨量最少 

冬夏雨量接近 
人口與莿桐鄉相當 

耕地面積最多 

農業人口僅次於西螺 

西螺鎮 地形平坦 冬夏雨量接近 人口最多 
農業人口最多         

耕地面積排第 4位 

平
原
區 

莿桐鄉 

土地面積最小 

地勢次高 

地形平坦 

冬夏雨量差異大 

風勢次小 
人口與二崙鄉相當 

耕地面積與農業人口
均排第 3位 

丘
陵
臺
地
區 

林內鄉 
地勢最高 

坡度變化最明顯 

冬夏雨量皆最多 

風勢最小 
人口最少 

耕地面積最少 

農業人口最少 

資料出處：本研究整理。 

民居空間特徵描述 

（一）空間特徵描述 

傳統民居的空間基本組成由正身、伸手、護龍等「屋單元」所組成。只有一座正身則被學者

歸為「一條龍」；一座正身加上一座伸手形成「Ｌ型」的配置，則歸為「單伸手」；一座正身前

方有對稱的二座伸手形成「ㄇ型」配置，則被學者歸類為「三合院」3。若干三合院案例在伸手後

方還有護龍，常被稱為「多護龍合院」。 

無論正身、伸手或護龍，每一座「屋單元」均由「間」所組成。所謂「間」，是由兩面平行

的「分間牆」上方架設樑桁、屋瓦所界定的空間。一般民居的分間牆可由木、竹所構築的穿斗式

「架扇」所組成，亦可以由磚、石、土埆所疊砌而成。間則因開門、開窗的差異區分為明間與暗

間：明間有大門（一關雙扇或三關六扇）開向屋前方的埕（門口埕）。若明間在正身，則作為大

廳（神明廳）。若明間在伸手，則作為偏廳（人客廳、起居間）；暗間則僅有開窗或開小門，作

為臥室、閒間（多用途空間）、儲藏室、灶腳（廚房與餐廳）、洗浴間與便所（浴廁）等服務性

空間。 

1. 正身間數  

本研究案例之正身明間均居中，左右對稱增加次間形成三開間。持續左右對稱增加間數，則

可形成五開間、七開間及九開間等情形（圖 10）。 

                                                             
3
 這些合院的分類僅見於學術文獻。本研究調查地區受訪民眾並未有此分類或稱呼。為行文明瞭，暫採學術慣用分

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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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間 五開間 七開間 九開間 

圖 10 正身間數  

2. 伸手間數  

各案例之伸手間數以一至九間不等，且數量分布分散，故本研究將伸手分為四間以下及五間

以上，作為區分伸手長短的分界。若左右伸手間數不一者，則以最多間數之伸手為主（圖 11）。 

 

  

四間以下－短伸手 五間以上－長伸手 

圖 11 伸手間數  

3. 正身簷廊形式 

屋身之簷廊形式可分為四種，一為「出屐起」，即簷廊不立柱，以出屐支撐屋簷，因此簷廊

寬度受限；二為「出步起」，即簷廊立柱，因此簷廊寬度較大；三為「出屐+火庫」，即正身中

段有挑簷但不立柱，左右稍間轉為火庫起收尾；四為「出步+火庫」，即正身中段的簷廊立柱，

但左右稍間轉為火庫起（圖 12）。一般正身簷廊左右對稱，形式較為嚴謹；伸手常因增建、改建

情形，造成單一伸手的簷廊變化過多，或左右伸手的簷廊形式不一致。因此本研究是以正身的簷

廊形式為調查基準。 

 

    

 

出屐起 出步起 出屐+火庫 出步+火庫 

圖 12 屋身簷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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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伸手以三間為單位 

以三間為單位增長伸手，並進行屋頂落規（或稱落鵝、落額）的作法，亦即伸手在近正身的

前三開間為「一明兩暗」—二間房間之間配置一偏廳（起居室）。在三間單位之後，可增加一間

並收尾，或者再三間增加等情形（圖 13）。 

 

落
規

   

增加一間 

落
規
第
一
次

落
規
第
二
次

連續三間增加 

圖 13 伸手間數以 3 間為單位  

5. 伸手收尾 

將伸手最末間之簷廊收尾，即末間之出簷形式轉為火庫起，使原有簷廊可直接進入突出之房

室（圖 14）。此收尾方式表示伸手終止向前方擴建，若要繼續擴建，則另外興建一段分離的伸手，

動線上無法與原有伸手串連。 

 

   

四間以下－短伸手 五間以上－長伸手 

圖 14 伸手收尾 

6. 正身與伸手接法 

正身與伸手之接法可由民居正面及背面來觀察，正面接法即為正身與伸手之接觸關係，可分

為「接觸」及「分離」兩種。又因正身與伸手之簷廊形式不同，可再細分為「簷廊相通」（簷廊

直接相連接）、「轉間相接」（簷廊透過屋角轉間連通）及「兩屋分離」（正身與伸手分離，二

者簷廊斷開）等三種情形（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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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簷廊相接 接觸—轉間相接 分離—兩屋分離 

圖 15 正身與伸手之接觸關係  

7. 正身與伸手對齊關係 

正身與伸手銜接處可觀察正身山牆面與伸手背面的對齊關係。以正身山牆為基準，伸手背面

可對齊或向外突出，分為「對齊」、「突出 1/2」、「突出 1/3」等三種情形。其中「突出 1/2」

含突出 1/2以上，「突出 1/3」含突出 1/3以下（圖 16）。在本地區僅極少數的正身山牆突出伸手

背面。 

 

    

對齊 突出 1/2 突出 1/3 

圖 16 正身與伸手之對齊關係（本研究繪製、拍攝） 

8. 埕的深寬比例 

正身與伸手所圍塑的開放空間稱為「埕」。埕之深度與寬度比例取決於正身與伸手之間數，

正身間數大於伸手間數，則埕之比例為「橫寬型」；若正身間數小於伸手間數，其埕之比例則為

「縱深型」；若正身與伸手間數相當，其埕之比例為「方形」。正身與伸手之對齊關係，亦會影

響埕比例（圖 17）。 

 

橫寬型（正身>伸手） 縱深型（正身<伸手） 方形（正身=伸手） 

圖 17 埕深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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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護龍排數 

若干民居會在伸手之外增建護龍，外護龍之地位又較伸手次之，為更晚輩之居室或作為牲畜

圈舍。若伸手之外有增建護龍者，護龍數量不含伸手本身可分為 1 排、2 排及 3 排。左右護龍之

增建排數不一者，以最多排數為主（圖 18）。 

 

 
 

1 排 2 排 3 排 

圖 18 護龍排數  

（二）特徵分析 

根據本研究針對濁水溪南岸田野調查所蒐集之案例，觀察其民居平面格局特徵，以趨勢圖分

析各特徵在各鄉鎮分布的比例，進而瞭解各鄉鎮民居平面格局類型特徵。 

 

圖 19 正身間數比例趨勢圖 

 

圖 20 伸手間數比例趨勢圖 

 

圖 21 正身簷廊形式比例趨勢圖

 

圖 22 伸手以三間為單位比例

趨勢圖 

圖 23 伸手收尾比例趨勢圖 圖 24 正身與伸手接觸關係比

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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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正身與伸手對齊關係比

例趨勢圖 

圖 26 埕的深寬比例數量比例

趨勢圖 

圖 27 護龍排數比例趨勢圖 

 

1.在正身間數方面：多數民居的正身開間數為五開間與七開間。正身五開間的比例由西向東遞增，

越接近丘陵臺地區的鄉鎮，正身為五開間的比例偏高；正身七開間的比例由東向西遞增，在接

近丘陵臺地區的鄉鎮，正身為七開間的比例偏低。越接近濱海區的麥寮、崙背，民居正身五開

間與七開間的比例差距並不懸殊，但位於丘陵臺地區的林內鄉，二者比例差距便十分懸殊（圖

19）。 

2.在伸手間數方面：各鄉鎮的伸手以三至五間的比例較高。其中接近濱海區的麥寮、崙背兩鄉鎮，

伸手四開間比例遠多過五開間。而平原區的西螺反而是五開間遠多過四開間，二崙的伸手間數

分布較為平均，且四至八開間的比例略高於一至三開間。亦即平原區中間的西螺與二崙的伸手

偏長，其餘鄉鎮則偏向於短伸手（圖 20）。 

3.正身簷廊形式方面：各鄉鎮正身簷廊為「出屐＋火庫起」的比例均偏低，而正身簷廊為「出步

＋火庫起」的比例大致都高於其他簷廊形式，唯有丘陵臺地區的林內鄉例外。林內鄉的正身為

「出屐起」的比例近六成，遠超過其他簷廊形式。「出屐起」的比例雖然在丘陵臺地區的林內鄉

所占比例最高，但在濱海區的麥寮鄉所占比例卻低於一成。而平原區的西螺，正身簷廊為「出

步起」、「出屐起」、「出步＋火庫起」的比例十分相近，但「出步＋火庫起」的比例略高（圖 21）。 

4.在伸手以 3 間為單位的特徵方面：除丘陵臺地區的林內鄉，其餘鄉鎮的民居伸手大多有以三間

為單位的特徵。其中以二崙鄉的特徵最為明顯，接近八成的民居伸手以三間為單位（圖 22）。 

5.在伸手收尾的特徵方面：在麥寮、崙背、莿桐三鄉鎮，伸手收尾的比例偏高；在西螺、林內二

鄉鎮，伸手不收尾的比例偏高，而丘陵臺地區的林內鄉最為明顯；而二崙的伸手收尾與不收尾

的比例相當，均接近 50%（圖 23）。 

6.在正身與伸手接觸關係方面：正身與伸手間的「簷廊相通」者以濱海區麥寮鄉居多數，丘陵臺

地區的林內鄉比例最低；正身與伸手「兩屋分離」者，以丘陵臺地區林內鄉的比例最高，濱海

區麥寮鄉比例最低。換言之，山岳丘陵區的林內與濱海區的麥寮在正身與伸手的接觸關係有很

大的差異。正身與伸手以「轉間相接」者，崙背鄉的比例略高，但並未高於以「簷廊相通」者

（圖 24）。 

7.在正身與伸手對齊關係方面：幾乎六處鄉鎮的正身山牆與伸手背面對齊的比例都高於其他的狀

況。尤其在崙背鄉，正身與伸手對齊的比例超過 90%，遠遠超過其他狀況。在西螺鎮正身與伸

手對齊的比例是六鄉鎮中較低者，約 50%（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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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埕的深寬比例方面：縱深型的埕在六鄉鎮中皆較占多數，僅有在濱海區麥寮的比例與橫寬型

極為相近。在二崙鄉的民居個案中，縱深型埕的比例遠高於橫寬型與方形，是六鄉鎮中比例最

為懸殊者（圖 26）。 

9.在護龍排數的特徵方面：六鄉鎮民居大多沒有護龍。有護龍者，多數為一條護龍，其中林內鄉、

西螺鎮、麥寮鄉的民居若有護龍，均只有一條護龍。崙背、二崙、莿桐都出現二條護龍的案例，

其中莿桐更出現三條護龍的案例。莿桐鄉的民居若有護龍，護龍數為一條、二條、三條的比例

較為相近（圖 27）。 

觀察以上民居空間特徵在各鄉鎮的變化，可以歸納出二種基本變化模式：山海突出模式、平

原突出模式。 

1.山海突出模式：即在靠近丘陵臺地區（林內與莿桐）或鄰近濱海區（麥寮、崙背）的鄉鎮在某

方面的特徵較其他鄉鎮為突出。這些民居空間特徵說明如下： 

(1) 正身間數 

a. 空間現象：近海的麥寮、崙背的民居正身五開間與七開間的比例差距並不懸殊，但在近

山的林內鄉之比例差距十分懸殊，五開間遠多餘七開間。 

b. 地理解釋：林內位於丘陵臺地區，建築腹地較小，正身開間數受限，故五開間比例高於

七開間。反之，麥寮、崙背地形腹地較大，較有出現七開間正身的條件。 

(2)正身簷廊形式 

a. 空間現象：若僅針對正身為出屐起的比例來看，丘陵臺地區的林內出屐起比例最高，反

之，在濱海區麥寮的比例偏低，山海地區的正身出屐起的比例懸殊。 

b. 地理解釋：出步起的屋身深度要大於出屐起，因此需要較大的建築腹地，因此出步起較

容易出現在濱海或平原地區，在丘陵臺地區的林內便多為出屐起。 

(3)伸手以 3間為單位 

a. 空間現象：所有鄉鎮的伸手以三間為單位的比例均高於不以三間為單位伸手，唯獨林內

鄉恰好相反。 

b. 地理解釋：伸手以三間為單位的條件需要有足夠的伸手間數，位於丘陵臺地區的林內缺

乏足夠的建築腹地興建長伸手，因此伸手以三間為單位的特徵便不明顯。 

(4)伸手收尾 

a. 空間現象：林內鄉伸手不收尾的比例最高，收尾的比例最低。 

b. 地理解釋：伸手要超過 3 間才有收尾的條件，且屋身出步起加上火庫收尾的作法遠比出

屐起以火庫收尾的比例高出許多，因此伸手有收尾的屋身大多為出步起，也需要較大的

建築腹地。位於丘陵臺地區的民居較無法提供長伸手、大屋深的建築腹地條件，因此伸

手出現收尾比例偏低。 

(5)正身與伸手接觸關係 

a. 空間現象：正身與伸手之間「簷廊相通」者以麥寮居多數，林內比例最低；正身與伸手

「兩屋分離」者則相反，以林內的比例最高，麥寮的比例最低。 

b. 地理解釋：因林內的正身屋身大多是出屐起，正身出屐與伸手在構造上不易直接相接，

故使得林內的正身與伸手多數分離；而麥寮正身多為出步，以及出步＋火庫，提供正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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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伸手以「簷廊相接」的條件。因此正身與伸手接觸關係雖未直接與地理條件有關，但

透過正身屋身的特徵間接與地理條件產生關係。 

(6)埕的深寬比例 

a. 空間現象：橫寬型埕比例較高的鄉鎮則是麥寮和林內，前者位於濱海區，後者位於丘陵

臺地區。其中麥寮縱深型埕的比例與橫寬型極為相近。 

b. 地理解釋：埕是由正身與伸手包圍而成，故埕的深寬比例與正身、伸手的間數有關：正

身間數越多，則埕傾向於橫寬型；伸手間數越多，則埕傾向於縱深型。濱海區麥寮的正

身間數為五開間或七開間，伸手則四開間多過五開間，因此橫寬型埕的比例多於其他鄉

鎮。林內的正身絕大多數為五開間，伸手間數以三、四、五間居多，因此埕的深寬比也

趨向於橫寬型。埕的深寬比透過正身與伸手的間數間接與建築腹地（地理條件）有關。 

2.平原突出模式：在平原區中間的鄉鎮（如西螺、二崙）在某些空間特徵較丘陵臺地區、濱海區

鄉鎮突出。 

(1) 伸手間數 

a. 空間現象：西螺與二崙的伸手偏長，其餘鄉鎮的偏向於短伸手。 

b. 地理解釋：腹地廣闊，濱海區與平原區出現長伸手的機會遠較丘陵臺地區為高；其次，

若家庭人口眾多，或者有工作事業需要，則有需要擴建伸手、護龍的需要。若觀察六鄉

鎮歷年戶均人口數（圖 28）可以得知，除了麥寮戶均人口略低以外，其餘五鄉鎮的差異

並不顯著，因此家庭人口影響伸手間數的假設並不成立。但觀察各鄉鎮的農業人口數（圖

29）可以得知，西螺與二崙從事農業的人口較多，屋宅處理農務的空間需求相對較高，

因此有建造長伸手的產業需求條件。 

 

              

圖 28 2002、2009 年戶均人口趨勢圖    圖 29  2002、2009 年農業人口數趨勢圖 

 

(2)伸手以三間為單位 

a. 空間現象：二崙以三間為單位的比例最高。 

b. 地理解釋：長伸手是伸手以三間為單位的基本條件。二崙位於平原區，又為農業重要鄉

鎮，有長伸手的內在需求與環境外在條件。從伸手間數的特徵來看，二崙的長伸手的比

例確為六鄉鎮中較長者（四至八開間的比例高於一至三開間），故伸手有三間為單位的

條件。 

(3)正身與伸手對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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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空間現象：西螺的正身與伸手對齊的比例最低。 

b. 地理解釋：正身與伸手之簷廊以轉間相接者，正身山牆面與伸手背面對齊的機會較高；

或者，正身屋身為出屐起者，正身與伸手之間便具有分離的條件，一旦正身與伸手分離，

則正身山牆面與伸手背面不對齊的機會增高。西螺則因為兩屋分離的比例為六鄉鎮之

二，正身出屐起的比例為六鄉鎮之二，皆僅次於林內，因此兩屋對齊比例偏低。林內具

有的兩屋分離條件應比西螺更加充分（兩屋分離、正身出屐起的比例均居六鄉鎮之冠），

但正身與伸手對齊的比例卻為比西螺高，顯示此空間特徵並沒有完全顯現出來。 

(4)埕的深寬比例 

a. 空間現象：二崙鄉縱深型埕的比例遠高於橫寬型與方形。 

b. 地理解釋：縱深型埕的條件是正身（露出）間數比伸手間數少。二崙民居的伸手間數較

多，傾向於長伸手特徵，故埕的深度大於寬度的機會較高。因此縱深型的埕透過伸手長

度間接與產業條件產生關連性。 

(5)護龍排數 

a. 空間現象：本地民居若有護龍，多為一條護龍。位於平原區的崙背與莿桐，二條護龍的

比例略高，但比例增加並不明顯。其中莿桐則是唯一出現三條護龍的鄉鎮。 

b. 地理解釋：興建護龍，需要腹地較大的地區，平原與濱海地區的鄉鎮較具有此條件。護

龍數多，顯示空間需求多。平原地區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多的鄉鎮，則較有機會出現此

特徵。莿桐、西螺、二崙、崙背均為平原地區，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較高，均具有此條

件。但西螺與二崙以長伸手（增加伸手間數）來解決空間需求問題，而莿桐與崙背的部

分民居則是選擇以興建護龍來增加空間。 

（三）小結 

1.在正身間數方面：丘陵臺地區建築腹地限制了正身間數，因此林內的正身間數偏少。 

2.在伸手間數方面：丘陵臺地區建築腹地限制了伸手間數，因此林內的伸手間數偏少。農業產業

所需的大家庭、產業設備存放都需要伸手空間，因此在平原區發展了長伸手民居類型。 

3.正身簷廊形式方面：丘陵臺地區建築腹地限制了屋身深度，使得多數民居屋身為出屐起；濱海

區的腹地遼闊，出屐起的比例偏低。 

4.在伸手以三間為單位的特徵方面：丘陵臺地區缺乏長伸手的興建腹地，因此伸手以三間為單位

的特徵不明顯；平原區腹地大，農業發達，有長伸手的環境條件，也有產業設備空間需求，故

伸手以三間為單位的條件充足。 

5.在正身與伸手接觸關係方面：丘陵臺地區腹地不足限制了屋身深度，屋身多為出屐起，使正身

與伸手的構造不易相連；麥寮民居的正身多為出步或出步＋火庫，提供正身、伸手「簷廊相接」

的條件。正身與伸手接觸關係雖未直接與地理條件相關，但透過正身屋身的特徵間接與地理條

件有關。 

6.在正身與伸手對齊關係方面：林內因建築腹地小，正身出屐起、正身與伸手相離的比例最高，

正身與伸手不對齊的條件較為齊全，但此空間特徵並未顯現出來；反而位於平原區的西螺，雖

然民居正身出屐起、正身與伸手分離的比例均次於林內，但兩屋對齊的比例卻是六鄉鎮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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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腹地條件並非正身、伸手對齊關係的充分條件。 

7.在埕的深寬比例方面：濱海區麥寮的腹地大，正身間數多，因此橫寬型埕的比例多於其他鄉鎮。

但同樣位於平原區的二崙，伸手偏長，因此出現縱深型的埕。反之，林內的腹地小，伸手短，

因此埕趨向於橫寬型。建築腹地多的濱海區、平原區都可能產生橫寬型、縱深型的埕，因此腹

地大小並不能成為埕深寬比例的充分影響因素。 

8.在護龍排數的特徵方面：莿桐、西螺、二崙、崙背均為平原地區，建築腹地寬闊，且從事農業

的人口比例較高，需要較多農事空間。但解決空間需求的方案有二，一是增加伸手間數，如西

螺與二崙的民居；二是增建護龍，如莿桐與崙背的部分民居。換言之，建築腹地大、農事空間

的需求並不一定是興建護龍的充分條件。 

經過雲林縣濁水溪南岸六鄉鎮之地理條件及民居平面空間特徵比對之後，均可發現眾多民居

空間特徵中，地形因素與農業產業對民居的影響較大。 

在自然地理方面，地形因素影響民居興建的腹地，進而影響民居正身間數、正身簷廊形式（決

定出步起或出屐起）、伸手三間為單位、伸手結尾等因素，間接形成正身與伸手接觸或分離關係，

以及正身與伸手的對齊關係的背景條件。其影響關係可以表示如下： 

若 坡地腹地小 則 正身少間數比例高 

   且 正身簷廊出屐起比例高 

   且 短伸手比例高 

   且 伸手 3間為單位比例低 

   且 伸手無結尾比例高 

若 正身簷廊出屐起比例高 則 正身與伸手分離比例高 

     且  正身與伸手對齊比例低 

在人文地理方面，農業產業較為興盛的鄉鎮，對農事空間需求較多，民居傾向於長伸手或加

建護龍。而伸手長度則形成埕深寬比例的背景條件。其影響關係可以表示如下： 

若 農業較為興盛 則 農事空間需求多 

若 農事空間需求多 且 長伸手比例高  

    或 加建護龍比例略高 

若     長伸手比例高  或  正身少間數比例高 則 縱深型埕比例高 

從以上的邏輯式表示可知，自然地理條件中的「坡地腹地小」可影響的空間特徵較多，且其

所影響的空間特徵還可產生其他的空間特徵；人文地理條件中的「農業較為興盛」可影響的空間

特徵較少，且其所影響的空間特徵必須配合其他的空間特徵才會產生。 

 



80 

 

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1. 山海突出與平原突出的空間特徵有不同的影響因素 

從上述的分析結果可再歸納得知，山海突出模式的民居空間特徵大多與自然地理中的地形條

件（建築腹地）有較為直接的關係，如正身間數、正身簷廊、伸手三間為單位、伸手結尾等；而

平原突出模式的民居空間特徵則大多與人文地理中的農業產業需求有關，例如伸手間數、護龍排

數等。因此山海突出模式與平原突出模式的空間特徵各有不同的影響因素。 

2. 基本空間特徵與地理條件的關係直接，複合空間特徵與地理條件的關係較為間接 

從前節末的邏輯式可以看出，若干空間特徵直接與地理條件、產業條件相關，可稱為「基本

空間特徵」，例如「正身簷廊出屐起比例高」直接受「坡地腹地小」地理條件影響，則「正身簷

廊出屐起比例高」的空間特徵可列為「基本空間特徵」。基本空間特徵直接受到地理因素影響，

所以與地理條件的關係較為密切；若干空間特徵則建立在基本空間特徵之上，可稱為「複合空間

特徵」，例如「正身與伸手分離比例高」受到「正身簷廊出屐起比例高」的影響，則可稱「正身

與伸手分離比例高」為「複合空間特徵」。複合空間特徵可能因為複合較多空間特徵或受到較多

因素影響，與地理因素的關係則較為間接。藉著區分「基本空間特徵」、「複合空間特徵」，便

可以辨別空間特徵與地理因素的關係是否密切。 

3. 若干地理因素對民居空間特徵的影響並不明顯 

除了地形因素與產業因素之外，其餘的地理因素，如自然地理中的雨量與風害，以及人文地

理的人口（包含戶均人口）等因素，對濁水溪南岸民居空間的影響並不明顯。甚至若干分析結果

與一般經驗並不相符。按建築學常理判斷，年雨量多的地區，應以簷廊較深的出步起因應，可增

加雨天時活動或產物堆放的空間；反之，年雨量少的地區，應可採簷廊較淺的出屐起。但根據調

查結果，反而年雨量較多的林內鄉採用出屐起的民居比例較出步起高（圖 21）。也依建築學常理

判斷，風害較嚴重的濱海地麥寮鄉，應以沒有出簷的火庫起或出簷較淺的出屐起來減少出簷被風

上掀的機會（圖 21）；反之，風害較少的地區，簷廊應使用出簷較深的出步起。但根據調查結果

卻顯示，風害較大的濱海地區，麥寮鄉出步起的比例仍遠高於出屐起與火庫起；反之，風害較少

的丘陵臺地區林內鄉，民居簷廊使用出屐起比例反而高於出步起（圖 21。在人口數方面，西螺人

口最多（圖 6），但也沒有反映在正身間數、伸手間數、護龍排數的空間特徵上。而戶均人口數

方面，麥寮的戶均人口數一向低於其他五鄉鎮，但正身七開間的比例卻是六鄉鎮第二（圖 19），

伸手三至五間的比例並未低於鄰近的崙背鄉，短伸手（伸手間數一、二間）比例亦低於崙背鄉（圖

20）。因此戶均人口數對正身與伸手開間數的影響並不明顯。 

（二）討論 

1. 地理條件的局部性 

大體來說，濁水溪下游南岸六鄉鎮多數為平原，濱海與丘陵臺地的範圍較小，而且自然地理

條件並不嚴苛。整體來說，民居空間受到地理條件的影響程度並不明顯。在檢視兩項自然地理因

素、兩項人文地理因素之後，可概略得知自然與人文地理因素對民居空間特徵的影響有限。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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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區的地理條件不同，地理條件的嚴苛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對民居空間特徵的影響程度應有

差異。 

2. 人文地理的轉變 

本地區農舍興建時間約末在 1920-1980 之間，與調查時間已經相隔數十年之久，其間歷經臺

灣經濟與社會轉型，大量勞動力由農村移向都市。雖然調查地區的產業仍以農業為主，但與農舍

當初興建的年代相比，人口與從事農業的人口均已減少。加上多數農務工作已由機器取代，或由

專業人員代勞，因此農務空間的需求已不若以往。人口減少、農務空間需求降低，因此農舍空間

閒置情形嚴重，或者空間轉做他用。例如埕、農具間改為停車場、車庫，伸手房間改為起居室、

卡拉 OK 等。占地較大、大家庭制的合院也逐漸被鋼筋混凝土樓房式農舍取代。經濟、社會所代

表的人文地理已經轉變，合院農舍做為人文地理的一部分，民居空間與地理之間形成動態影響關

係，它們的發展與轉型也需要以地理學、建築學的觀點持續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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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專門化程度、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關係之研究：      

以登山與攀岩為例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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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untain hiking and rock climbing have been popular recreation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in 

Taiwan. Many participants have become specialized in these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participating in these activities to gradually become specialized is called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of mountain 

hiking and rock climbing,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 internet survey was 

conducted through convenience sampling and snowball sampling. A total of 281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112 mountain hiker samples, 58 rock climber samples, and 111 samples for 

participants who do both. The results of clustering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on the three classes of 

sample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in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including 

cognitive,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specialization between mountain hikers and rock climbers. The 

aforementione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were found for both mountain hikers and rock climbers; 

however, the cluster analysis for the samples who do both activities showed two clusters: the 

mountain-hiking preference cluster and the rock-climbing preference cluster. For mountain hik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pecializ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the ability of adopting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to predict environmental behavior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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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ab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aforementioned relationships were not found for rock climbers. For 

the samples of participants who do both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pecialization did not affect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however,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bility of 

adopting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to predict environmental behavior was remarkable. Results showed 

that specialization of mountain hiking and rock climbing indeed existed; specialization level for 

mountain climbers had a remarkab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but the 

aforementioned influence did not exist for rock climbers. Therefore, the two activities should be 

identified into different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s a results, we suggested that the policy manager should 

assure the objectiv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identify certai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respectively for mountain-hiking and rock-climbing activiti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f 

rock-climbing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operate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r 

climbing walls’ owners to avoid any climbing that destructs the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apply appropriate promoting methods for groups with different specialization levels to enhance the 

group members’ positiv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Keywords: 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 adventure recreati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cluster analysis 

摘 要 

登山與攀岩皆為臺灣近年來盛行的活動，且在活動的發展上產生了不同的專精程度。根據過

去學者的研究，這種隨活動參與與學習而逐漸熟練專業的情形被稱為遊憩專門化，本研究意圖了

解活動參與者在登山與攀岩的專門化程度、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便利抽樣

與滾雪球抽樣方式，收集 112 份登山者、58 份攀岩者、111 份皆學習者，共 281 份有效樣本。分

析上將樣本分為登山、攀岩、兩者皆學習共三類別，集群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登山與攀岩遊憩專

門化的認知、行為、情感彼此間互有相關，僅學習登山或僅學習攀岩者有較明顯的專門化程度區

分，但皆學習者則區分出攀岩傾向或登山傾向的集群。僅學習登山者的專門化對環境態度及環境

行為的解釋力較強，且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的預測力也較顯著；僅學習攀岩者的專門化則對環境

態度及環境行為沒有顯著解釋力，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的解釋力亦不顯著；皆學習者的專門化對

環境態度及環境行為解釋力也較不顯著，但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的則有顯著的解釋力。研究驗證

登山與攀岩的專門化情形確實存在；登山專門化程度對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攀岩則不明顯；登山與攀岩應已區分為不同的遊憩活動，故建議：政府應確定環境管理之目標，

並將兩種遊憩活動的管理辦法做明確的區分；對於攀岩活動之環境教育可與民間團體或攀岩場管

理者合作，減少對環境破壞性的使用；針對不同專門化程度的團體進行適切的宣傳方法，以提升

團體內成員的正向環境態度。 

關鍵詞：遊憩專門化、冒險遊憩、環境態度、環境行為、集群分析 



85 

 

前 言 

登山與攀岩都是臺灣在近年來積極推廣的戶外遊憩活動，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近年來

國人參與旅遊類遊憩活動的比例已提升至九成以上，在國內的遊憩目的大多是以自然賞景為主，

因此帶動了登山健行與自然賞景類型活動的發展。從 2016 年的調查結果來看，全國民眾旅遊目的

統計中比率占最高的是「自然賞景活動」占了 62.8%，從 2007 年至 2016 年，登山、步道健行等

的人數比例從全體的 15.5%增加至 36.6%（交通部觀光局，2007，2012，2015，2016，2017），可

見其成長的幅度，也顯示出民眾對於戶外活動的參與確實逐漸提高，但同屬登山系統分支出的攀

岩運動卻一直都十分低迷，2007 年至 2017 年之參與人數均不到 1%（交通部觀光局，2007，2012，

2015，2016，2017）。 

登山與攀岩都是屬於較有風險及挑戰性的遊憩活動，在國外研究中常將此類型活動稱為冒險

性遊憩，此種遊憩活動是在於強調以冒險性、刺激性的活動方式來體驗自然環境，顯示出與一般

休閒遊憩活動的差別（Ewert and Hollenhorst, 1997）。由於這種類型的遊憩活動在過程中，帶有一

定程度上的危險性，而且在參與活動時，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技術與練習，也因此參與者會有逐

漸精熟的情況，並會投入更多時間參與活動，而這種逐漸由初學者逐步專精而進階至專家的過程，

Bryan（1977）提出一專有名詞—遊憩專門化（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其定義為「參與者從一

般的參與遊憩活動，到對活動產生特殊參與的連續性行為，這樣的行為可以從活動的設備、技術

以及對於環境的偏好中反映出來。」，後續研究也大多依循此定義，或依照此定義進行延伸性之探

討（歐雙磐、侯錦雄，2007；吳崇旗等，2012；Bricker and Kerstetter, 2000; Bryan, 2000）。 

在遊憩專門化的定義中，提出參與者會隨著遊憩活動的專精，逐漸衍生出保護環境的想法，

亦即環境態度會隨著專門化程度的提高而有所變化，這也使活動參與者產生對於環境較為友善的

態度跟行為（Bryan, 2000），不過有部分研究指出這樣的想法會隨著不同的遊憩活動而有所區別

（Wellman et al., 1982; Virden and Schreyer, 1988）。現今臺灣社會，由於遊憩需求增加，對觀光環

境衝擊相當大，對於環境的保護意識更要積極推廣。透過環境教育的方式可以增加受教育者的環

境知識，並使環境態度提高，進而產生負責任、對環境友善的行為。在過去學者的研究中顯示，

環境知識與態度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影響的，提高環境知識之後會更了解現在的環境，使環境態度

提高以及產生保護環境的想法，而為了付諸想法會去學習更多的環境知識，造成正面的相互影響

（李思屏、林晏州，2001）。環境行為與環境態度之間的關係，許多研究結果都呈現正相關性，總

結出環境態度越正面會有較負責任的環境行為（潘振彰等，2012；Kaiser, 1996; Bissing-Olson et al., 

2013），然而部分研究指出環境態度與行為之間雖具有一定相關性，但因為態度與行為之間並非因

果關係，因此態度對於行為僅能進行預測，無法真正贈成實質影響，亦即預測行為與實際行為之

間存有差距（吳忠宏，2006；Ajzen, 1985, 1991, 2005）。 

臺灣島上擁有豐富的山林資源，帶動登山健行等戶外活動的蓬勃發展，但隨著近年來的發展，

登山、溯溪等活動的參與者人數雖逐年增加，與之發展起步時間相近、活動背景亦相關的攀岩活

動卻一直處在參與人數低迷的狀態，本研究以遊憩專門化的角度探討登山及攀岩遊憩活動的此一

現象。另外，由於戶外活動的興起帶來大量的觀光遊客，各地的環境遭受的衝擊愈來愈大，根據

過去學者的研究，不同戶外遊憩活動的參與者在環境態度上有著差異性（吳崇旗等，2015；Nelb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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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ster, 2008），本研究期望藉由測量遊憩專門化的方式，探討出參與者的專業程度對於環境態度

與環境行為之間的關係，進一步了解臺灣的登山及攀岩活動的內涵。 

研究理論與架構 

（一）遊憩專門化 

遊憩專門化（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最早由 Bryan 於 1977 年提出，意指「參與者從一般

的參與遊憩活動，到對活動產生特殊參與的連續性行為，這樣的行為可以從活動的設備、技術以

及對於環境的偏好中反映出來。」Bryan（1977）指出當釣客的遊憩專門化程度提高，會對於環境

的參與行為有所改變，甚至會產生保育環境的行為與認知；另外遊憩專門化程度相當的參與者之

間會彼此聚集，彼此會相互討論與共同進行遊憩，形成次文化圈，這樣的情況被稱作是休閒社交

圈（Leisure Social World）（Devall, 1973; Bryan, 1977; Hughes et al., 2016）。Scott and Shafer（2001）

對遊憩專門化的方面提出更進一步的解釋：其一，個人在參與戶外遊憩活動時所展現之傾向與行

為的範圍；其二，個人在參與休閒活動一段時間後，技巧上的增加與對該活動的承諾（參與者投

入之時間、金錢和精力之程度），該研究認為專門化是指行為、技術和承諾的發展。 

 

 

 

 

 

 

 

圖 1 遊憩專門化環 

資料來源：McIntyre and Pigram, 1992；歐雙磐、侯錦雄，2007。 

Bryan（1977）的遊憩專門化概念中是以認知系統與行為系統作為支持，但是缺乏對於在心理

與情感方面的探討，後續學者則延續其架構作更進一步的探討，Bryan（2000）則整理了截至當時

的遊憩專門化概念，在休閒社交圈的部分作了更進一步的解釋，並根據此一特性建議管理者應該

依照活動之特性與專門化程度做區分，方便對參與者的管理與環境的保護。Kuentzel and McDonald

（1992）的研究則是將經驗、技巧、生活型態、活動承諾等因素作進一步的研究，採用因素分析

將這些變數整合，轉化成三個構面，分別為過去經驗（Past Experience）、承諾（Commitment）和

生活型態（Lifestyle），其結果也顯示這三構面之間都具有足夠的獨立性。McIntyre and Pigram

（1992）在遊憩活動中加入情感構面，藉由引用 Little（1976）的整合系統，提出了包含對環境認



87 

 

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及行為（Behavioral）的「遊憩專門化環」之概念（圖 1），並

以此概念了解參與者在活動中的承諾及涉入程度，而隨著專門化程度的改變，遊憩參與者在認知、

情感及行為表現會有所差異（歐陽慧真、侯錦雄，2002；Bricker and Kerstetter, 2000; Lee and Scott, 

2004; Kim and Song, 2017）。遊憩專門化環的概念中，認知系統包含了對活動的環境特質、知識以

及技巧三個內容的認知瞭解；行為系統則是專門化程度的行為頻率、強度、行為模式以及旅遊模

式（所攜帶之裝備、花費的時程等），包含了對活動的過去經驗、對遊憩環境的熟悉程度以及擁有

的設備以及投資；情感系統則是指持續性的活動涉入，表現在活動的重要性、從活動中得到的快

樂、在活動中的自我表現以及在活動在生活中的地位等（McIntyre and Pigram, 1992）。 

過去的遊憩專門化研究常將遊憩專門化簡化成總和之測量指標，並由各個變數的標準化分數

來區隔（Donnelly et al., 1986; Wellman et al., 1982）。使用總和作為由高至低的連續指標，優點是

能夠簡單地透過加總的過程而進行比較，但是在探討專門化過程或用以解釋樣本特質時，此種衡

量方式可能在不同面向之間互補而遮蔽了個別的變化（例如：高認知程度與低行為程度之互補），

因此在測量時勢必要針對此問題進行考量（歐雙磐、侯錦雄，2007）。因此部分研究者主張遊憩專

門化的概念並非連續性的指標，而應將其視為多元的架構，且須更深入地去探討每個面向之間的

差異，如此即可改善單一指標的缺點，並可進一步探討個別面向對其他變數的影響，因此應該針

對專門化架構中的各面向分別作分析（Kuentzel and McDonald, 1992; Bricker and Kerstetter, 2000; 

Kim and Song, 2017）。歐雙磐、侯錦雄（2007）對登山者作了登山偏好與專門化程度的研究，發

現登山者的喜好會隨專門化程度提高而改變，喜歡挑戰更高難度的登山環境，與 Williams and 

Huffman（1986）結果相符。亦有不少研究指出登山者會隨著專門化程度的提高，進一步產生良

好的環境態度和友善的環境行為（梁峰豪，2009；吳崇旗等，2012；Dyck et al., 2003），此一特性

呼應 Bryan（1977）所提出的概念。 

（二）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 

環境態度一般是指個人對環境或與環境相關事物所抱持喜好或厭惡的心理反應，具有一致性

與持久性，是一種行為傾向，可以從社會化過程中學習而形成（Hines et al., 1987；周少凱、許舒

婷，2010）。侯錦雄、郭彰仁（1998）則認為環境態度是指遊客對環境內涵所抱持的態度，環境內

涵則指環境關心、環境倫理之環境觀。目前學者對於環境態度的測量，主要是藉由 Dunlap et al.

（2000）提出之新生態典範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 NEP）進行測量，此為一普遍性的量

表，因此在效度的檢定上問題較小，本研究對環境態度參考前人文獻後定義為：個人對自然環境

或與環境相關事物之內涵所抱持的一種持久性的行為傾向。在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的研究

中，Hwang et al.（2000）對於環境行為研究中，發現個人對於環境議題的正向積極的態度愈高時，

其對於負責任環境行為也越高，Hungerford and Volk（1989）的研究指出，當人們獲得較多的環境

相關知識愈高，愈有可能產生較高的環境知覺或環境態度，並更加願意在行動上展現出正向的環

境行為。本研究對於環境行為的部分傾向於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 LNT）之概念，環境行為

部分則修改吳崇旗等（2009）用無痕山林的概念作的問卷加以修改，刪去其研究中不顯著的題項，

並參考其他研究配合攀岩活動的整合性，修改少部份問項。在本研究對於環境行為之定義為：進

行野外活動時對於環境友善或低擾動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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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門化與環境態度、環境行為的關係間，吳崇旗等（2015）對於百岳登山者的專門化與環

境態度進行研究，結果顯示遊憩專門化對環境態度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再參考吳崇旗等（2012）

對於專門化與環境行為的研究，雖然尚無法確定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間的影響因素，但也確認了

環境態度可以透過由專門化來影響環境行為。王聖文（2016）的研究中也發現一般衝浪者與衝浪

教練的海岸環境態度雖然都抱持保護環境的正面意義，但在海岸環境行為的部分，衝浪教練似乎

較能反映出正向的環境行為。 

（三）研究架構與假設 

透過文獻回顧，本研究以專門化環的概念構成遊憩專門化的架構（圖 2），本研究假定專門化

程度正向影響環境態度，且環境態度正向影響環境行為，故提出以下三項假設。 

首先，自 Bryan（1977）提出遊憩專門化之後，許多學者對遊憩專門化的屬性進行探討，並

了解對於專門化程度是否產生友善的環境行為，Miller and Graefe（2000）探討打獵活動的專門化

與承諾，以及 Lepp and Herpy（2015）對於划船活動的專門化屬性及地點還有動機等，主要都是

希望找出專門化屬性之內涵與可測量的變數。McIntyre and Pigram（1992）藉由結合 Little（1976）

之概念，提出以認知、行為、情感三個構面所組成的遊憩專門化環作為測量遊憩專門化程度的基

礎，後續有許多學者相繼以不同遊憩活動探討此一概念（鄭育雄等，2005；歐雙磐、侯錦雄，2007；

吳崇旗等，2015），本研究也同樣採用此一遊憩專門化環之概念系統，用以驗證遊憩專門化程度對

於環境行為的正向影響。而在過去研究中發現，登山者會隨著專門化程度的提高產生良好的環境

態度和友善的環境行為（Dyck et al., 2003；梁峰豪，2009；吳崇旗等，2012）。Bentz et al.（2016）

則是將賞鯨與潛水兩項活動綜合，並以單一項目自我評量方式進行此兩種活動的專門化研究，其

結果也發現專門化程度確實會影響環境態度。因此提出假設，H1：遊憩專門化系統之三因素構面

會正向影響環境行為。 

最早 Bryan（1977）提出遊憩專門化的概念時，便發現遊憩參與者在遊憩活動的專門化程度

提高之後，便會提高正向的環境態度，不過此一現象會隨活動類型而有所差異，Liu et al.（2015）

認為若觀光業提供較具品質的服務，遊憩管理者便可專注於遊憩活動本身，也能讓遊憩者進行更

深入的專門化發展，Thapa et al.（2006）也發現潛水者的遊憩專門化程度會影響環境行為。其研

究的結果發現，專門化中的情感構面對於環境行為的預測具有較佳的預測能力。吳崇旗等（2015）

研究也發現百岳登山者之專門化行為、認知、情感三個系統對於環境態度有正向顯著相關性，Bentz 

et al.（2016）同樣採用行為、認知、情感作為測量構面，發現潛水活動的專門化會影響環境態度。

因此，本研究假設登山與攀岩的遊憩專門化認知、行為、情感三因素對對環境態度具正向影響。

並提出假設，H2：遊憩專門化的三因素構面會正向影響環境態度。 

董家宏（2002）研究指出，遊客對於環境的關懷程度會影響其對於環境衝擊的認知高低；在

張怡萱等（2011）的研究中也對此表示認同。Burgess et al.（1998）提及對於環境相關知識與了解

程度會產生對環境的關懷，亦即環境態度，而這些態度則會逐漸轉化成親近環境的行為模式，吳

崇旗等（2012）對登山者的研究中也有證實環境態度會透過專門化的程度進而影響環境行為。Golob 

and Hensher（1998）針對綠色氣體排放的態度與行為之間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環境態度確

實能夠預測環境行為的模式，因此本研究亦假設環境態度的能正向影響環境行為。最後提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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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假設，H3：環境態度會正向影響環境行為。 

 

 

 

 

 

 

 

 

 

 

 

 

圖 2 研究假設架構圖 

研究方法 

（一）問卷設計 

遊憩專門化之測量方式採用架構中遊憩專門化環做測量概念，並參照過去文獻之問卷內容作

修改（許辰維，2004；歐雙磐、侯錦雄，2007；黃淑君，2010；蔡瑋庭，2010；潘振彰等，2012；

吳崇旗等，2015），以符合本次研究目的。根據過去文獻回顧，在風險認知的部分發現與遊憩參與

程度確實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朱笠瑄，2003；賀力行等，2005；黃淑君，2010；潘振彰等，2012；

Ewert and Hollenhorst, 1989, 1997），遊憩風險的概念與專門化環的認知系統較為相近，且賀力行

等（2005）的研究結果亦顯示風險認知與參與頻率有正相關，而遊憩專門化中的程度高低亦會影

響活動的參與頻率，在概念上能相互融合（區忠揚，2007），因此將「遊憩風險」加入認知系統中；

情感認知部分，過去的文獻提出專門化者會有各自的差異性，產生次文化圈（Bryan, 1977），而參

與的動機或目的會呈現在專門化程度的差異上（劉明全等，2003；歐雙磐、侯錦雄，2007；Chipman 

and Helfrich, 1988; McFarlane, 1994），而 Hwang（2009）的研究也提出情感認知對於環境態度有

顯著影響，由於情感認知接近遊憩動機中重視度與忠誠度概念，因此納入相關變數驗證影響效果。 

登山與攀岩專門化的部分為單選題與複選題，單選題以 Likert 五等尺度計分；複選題有部分

行為系統 

認知系統 情感系統 

環境態度 

環境行為 

遊憩專門化 

H1：專門化影響環境行為 

H2：專門化影響環境態度 

H3：環境態度影響環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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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設計加權，其他皆為每個項目 1 分，該題目分數為所有項目分數加總；技術部分，定位導航、

繩結技術、繩索垂降、野外急救、野外求生、營地生活」等 6 項屬於較為基礎的技術，各以 1 分

計；定滑落制動、確保技術、搜救技術、攀岩技術、冰雪攀登、雪中行進等 6 項為進階技術，因

此以 2 分計，分數為填答加總。對於技巧的操作熟練程度以 Likert 五等尺度計算分數；知識部分

則以複選題填答，並計算加總為總分；環境屬性的部分，以複選題每個項目皆以 1 分計，續答對

於環境的了解程度則以 Likert 五等尺度計算分數。活動風險部分改寫自黃淑君（2010）研究中探

討管理者與一般登山客的風險認知問卷，原研究中採用五等尺度作評估，考慮到將多個題項縮減

為單獨題項之後可能產生的評估誤差，因此在計算的方面採用七等尺度。 

行為構面有三道題項，分別為對環境熟悉度、過去活動經驗、裝備與投資，本研究主要參考

Cox and Fulsaas（2003）的登山聖經第七版、Eng（2010）的登山聖經第八版，以及王伯宇（2003）、

王仲凱（2008）等相關研究，將登山的環境與裝備等進行揀選，並在攀岩的部分將不同的攀岩風

格與技術作統整，分數統計以複選累計，每一個項目 1 分，對於技巧的操作熟練程度同樣以 Likert

五等尺度計算分數。環境熟悉度部分，登山的部分以攀登過的登山路線作為計算，攀岩的部分則

因為不同場所與攀岩路線的定奪難以判斷其難易度或熟悉度（王仲凱，2008；Caber and Albayrak, 

2016），故將此部分併入攀岩場地的區域，以複選題的方式進行計算。過去活動經驗的部分，登山

的活動經驗以 Likert 五等尺度作計算。攀岩的過去活動經驗除了以順序尺度估算次數以外，活動

地點則根據蔡瑋庭（2010）與臺灣攀岩資料庫網站所彙整之攀岩地點列表，並採用「其他」項目

以自填方式加入，分數統計以複選累計，每一個項目 1 分。裝備與投資部分，登山裝備採用複選

方式，裝備項目則參考 Cox and Fulsaas（2003）的登山聖經一書與歐雙磐、侯錦雄（2007）之研

究，分數統計以複選累計，每一個項目 1 分，在平均花費的部分則以 Likert 5 點尺度做估算。而

攀岩裝備亦採用複選方式，裝備項目除了參考 Cox and Fulsaas（2003）的登山聖經一書，還有王

仲凱（2008）所整理之項目，分數統計以複選累計，每一個項目 1 分。在平均花費的部分則同樣

以 Likert 五等尺度作計算。情感構面則採用潘振彰等（2012）提出關於參與程度與風險管理的研

究，而攀岩專門化情感部分則參酌曹勝雄、林濰榕（2011）研究作整理與修改。 

環境態度測量方式參考 Dunlap et al.（2000）提出之新生態典範量表（NEP）並進行翻譯，詳

見表 1 之內容。參考前人研究結果，在個人屬性部分加入符合登山與攀岩活動的環境態度問項作

對照參考。環境行為部分則修改吳崇旗等（2009）用無痕山林（LNT）的概念作的問卷加以修改，

刪去其研究中不顯著的題項，並參考其他研究配合攀岩活動的整合性，修改少部份問項（見表 1），

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均採用 Likert 五等尺度作為計算。 

為了減少單選與複選題之間的分數差異影響，將研究樣本中各個題項的分數進行標準化，並

依照問卷設計時的變數分別加總為各個變數的標準化分數，專門化的部分依照認知、行為、情感

作為變數分別加總標準化分數，環境態度則依照因素分析結果再分別進行加總，環境行為的問項

則因設計為單一面相僅作標準化分數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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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之環境態度與行為量表 

構面 題項 

目前的人口總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夠承受的極限 

人是最重要的，可以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改變自然環境 

人類對於自然的破壞常常導致災難性後果 

地球環境狀況完全可以由人類智慧去改善 

目前人類正在濫用和破壞環境 

只要我們知道如何開發，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是很充足的 

動植物與人類有著一樣的生存權 

自然界復原能力足夠抵擋現代工業社會的衝擊 

儘管人類有著特殊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規律的支配 

人類正在面臨環境危機是一種過分誇大的說法 

地球就像宇宙飛船，只有極有限的空間和資源 

人類注定統治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與資源 

自然界的平衡極為脆弱，很容易被打亂 

人類終將知道更多的自然規律，從而有能力控制自然 

環境態度 

如果依照現況，人類很快將遭受嚴重的環境災難 

出門前會先查清楚目的地區的環境及規定 

為預防緊急狀況，會準備適當裝備並知道如何使用 

進行戶外活動會善用地圖或指北針，以減少綁路標做記號 

會仔細擬定食物攜帶的數量以防浪費或不足 

戶外活動時會使用對環境破壞較小的裝備或工具 

會事先規劃以避開尖峰使用時段或熱門地點 

會避免集中於同一戶外地點活動以分散對環境的干擾 

登山健行時會行走在步道上以減少土壤流失發生 

當在沒有步道的地區，會走在較堅固的地表上 

在遊客常去的地方，會選擇在已被人使用過的地點活動 

若不得已在野外生火，會撿取較細的枯木並避開草地 

會把帶來的食物或裝備帶走，不會留在目的地 

如果需要在野外如廁，會儘量遠離水源地及步道區 

會以照相來記錄戶外體驗，而不會帶東西回去紀念 

會避免干擾戶外環境原有的秩序 

觀察野生動物時會保持距離並避免餵食 

倘若帶著寵物至戶外時，會看管好自己的寵物 

環境行為 

會將自己的物品放好以防擋住其他遊客行進或休息 

資料來源：修改自 Dunlap et al.（2000）；吳崇旗等（2009）及 LNT 無痕山林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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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登山遊憩專門化量表 

構面 子構面 題項 填答內容 

登山技術的學習廣度（複選）1 

定位導航、繩結技術、繩索垂降、野外急救、野

外求生、營地生活、滑落制動、確保技術、搜救

技術、攀岩技術、冰雪攀登、雪中行進 
技術 

登山技術的熟練度 Likert 五等尺度 

知識 登山知識的學習程度（複選） 

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登山安全、登山裝

備、登山糧食、定位與定向、營地生活、領導與

統御、高山氣象、高山地質、其他 

對登山環境的熟悉廣度（複選） 無、地質、地形樣貌、水文、植物、動物、氣象
環境屬性 

對登山環境的了解深度 Likert 五等尺度 

對登山裝備的重視度 

對登山團隊合作的重視度 

認知 

活動風險 

對登山氣候環境的重視度 

Likert 七點尺度 2 

對環境熟悉度 走過的登山路線 順序尺度 

近年內的登山頻率（出隊次數） 順序尺度 行為 
過去活動經驗

最常攀登的海拔高度 郊山、中級山、高山 

裝備與投資 登山裝備的準備程度（複選） 

個人餐具、個人炊具、個人水壺、保暖帽、登山

衣物、雨衣、睡袋和睡墊、帳篷、露營燈、頭燈

和手電筒、保暖帽、登山鞋、綁腿、登山杖、大

背包、小背包、定位用具、攀登裝備、急救用品、

無線電、雪地裝備、水袋 

 

 對登山的平均花費（元/年） 順序尺度 

對登山活動的忠誠度 
重要性 

對登山活動的重視度 

快樂 登山能獲得樂趣 

登山為生活的重要活動 

周遭親友亦喜歡登山活動 中心性 

參與登山活動的積極度 

自我表現 登山活動能帶來成就感 

體驗自然環境 

親友邀約 

熱愛冒險 

訓練體能 

紓解壓力 

欣賞拍攝自然景緻 

情感 

參 與 登 山 活 動

的動機 

其他原因 

Likert 五等尺度 

資料來源：修改自許辰維（2004）；歐雙磐、侯錦雄（2007）；黃淑君（2010）；蔡瑋庭（2010）；

潘振彰等（2012）；吳崇旗等（2015）及本研究整理之相關文獻。 

註：1.定位導航、繩結技術、繩索垂降、野外急救、野外求生、營地生活等六項屬於基礎技術，各以 1 分計；滑落

制動、確保技術、搜救技術、攀岩技術、冰雪攀登、雪中行進等六項為進階技術，各以 2 分計。 

2.在風險的衡量部分採用 Likert 七點尺度，由於是修改自其他文獻之項目，為了維持原有的題項數目以及變數

的效果，因此採用 Likert 七點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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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攀岩遊憩專門化量表 

構面 子構面 題項 填答內容 

登山攀岩的學習廣度（複選） 

頂 繩 攀 登 （ Top-roping ） 、 先 鋒 攀 登
（Leading）、動態確保（Dynamic belay）、
先鋒撤退（Descent）、傳統攀登（Traditional 
climbing）、抱石（Bouldering）、確保點架
設 

技術 

攀岩技術的熟練度 Likert 五等尺度 

知識 攀岩知識的學習程度（複選） 
攀岩安全、攀岩裝備、攀岩種類與風格、繩
結技術、攀岩地點、其他 

對攀岩環境的熟悉廣度（複選） 無、人工岩牆上攀場、天然岩壁上攀場、人
工抱石場、天然抱石場、登山攀登。 環境屬性 

對攀岩環境的了解深度 Likert 五等尺度 

對攀岩裝備的重視度 

對攀岩團隊合作的重視度 

認知 

遊憩風險 

對攀岩氣候環境的重視度 

Likert 七等尺度 1 

近年的攀岩頻率（次/週） 順序尺度 

過去活動經驗 
曾參與的攀岩地點（複選） 

龍洞天然岩場、臺北 STONE 抱石館、臺中
B-plus（B1）岩場、Y17 攀岩場、內湖運動
中心岩場、信義運動中心抱石館、南港運動
中心攀岩館、國立政治大學攀岩場、新竹風
城 iClimb 攀岩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攀岩
場、東海大學攀岩場、國立嘉義大學攀岩場、
嘉義攀岩協會岩場、關子嶺天然岩場、國立
中興大學攀岩場、壽山國中攀岩場、國立東
華大學攀岩場、臺中建野岩場、蘭州街山協
抱石場、新店瑠公攀岩場、蕃薯藤岩場、逢
甲大學岩場、臺中鄉野情抱石場、樹林極限
攀岩場、北投運動中心岩場、其他 

擁有的攀岩裝備（複選） 

吊帶、快扣組、自動鎖安全扣環（自動鎖大
D）、一般安全扣環（大 D）、8 字環確保器、
ATC 確保器（豬鼻子）、GRIGRI 確保器（含
GRIGRI 2）、主繩與繩袋、攀岩鞋、岩盔、
粉袋、液態粉、抱石墊 

行為 

裝備與投資 

對攀岩的平均花費（元/年） 順序尺度 

對攀岩活動的忠誠度 
重要性 

對攀岩活動的重視度 

快樂 攀岩能獲得樂趣 

攀岩為生活的重要活動 

周遭親友亦喜歡攀岩活動 中心性 

參與攀岩活動的積極度 

自我表現 攀岩活動能帶來成就感 

挑戰極限的成就感 

親友邀約 

訓練體能 

自我肯定 

紓解壓力 

情感 

參 與 攀 岩 活 動 的
動機 

其他原因 

Likert 五等尺度 

資料來源：修改自許辰維（2004）；詹前志（2005）；歐雙磐、侯錦雄（2007）；黃淑君（2010）；

蔡瑋庭（2010）；潘振彰等（2012）；吳崇旗等（2015）。 

註：1.在風險的衡量部分採用 Likert 七點尺度，由於是修改自其他文獻之項目，為了維持原有的題項

數目以及變數的效果，因此採用 Likert 七點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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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對象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設定研究對象為各大專院校與民間團體的登山與攀岩相關社團成員，並

將目標對象分成三類群，分別為僅學習過登山活動、僅學習過攀岩活動、兩者皆學習過三者，此

分類目的在於了解純粹學習單一活動與皆學習的樣本特性。採用「學習」作為分類基準乃是根據

現階段臺灣的大專院校社團所設定，由於多數大專院校社團將登山與攀岩合併進行活動，因此目

標對象在活動參與方面較不易觀察出差別性；在一般民間團體多有明確的區分，如各地區登山與

攀岩協會或是同好會等，在野外活動的參與上比較單純，但相對來說，數量就比大專院校的社團

少，因此在目標對象的區分上採用學習過相關知識作為分類標準。 

實證分析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 

由於在臺灣此類型的社群團體受限於活動的場域及參加難易度，相較於其他活動成員較為稀

少，因此抽樣方式採用滾雪球抽樣，藉由同好之間的相互交流收集樣本。問卷收集方式則以網路

問卷網址以收集樣本，發行電子郵件或以社群網站傳播等方式徵求同意，並由該團體之負責人與

成員進行發放。問卷由 2014 年 3 月 10 日開始發放，收集樣本時間約 6 個月，登山者收集 112 份

問卷，攀岩者收集 58 份，兩者皆參與者收集 111 份，共收集 281 份有效樣本。表 4 為本研究之樣

本類型分布結果，其中攀岩的樣本數約為登山的一半，此部分為只學習過攀岩而沒有學習過登山

的樣本，雖然此兩項活動經常會同時接觸與教授，因此多數攀岩的學習者也會學習到登山的知識

而分布在皆學習的樣本中。在集群分析的部分，為了減少各題的差異因此採用標準化，並在迴歸

分析的部分同樣採用標準化後之分數進行探討。 

表 4 本研究之樣本類型分布結果表 

類型 樣本數量 所佔比例（%） 

登山 112 39.86 

攀岩 58 20.64 

皆學習者 111 39.50 

總計 281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於本研究之全體樣本基本屬性如表 5 所示，本次抽樣結果顯示男性參與者（64%）多於女

性參與者（36%），比例約為 2：1。年齡區間最多分佈在 16-24 歲（40%），其次為 25-32 歲（26%），

最少者為 50 歲以上（5%）。所屬團體則以大專院校社團最多（41%），民間團體（31%）與兩者皆

非則相近（27%）。職業類別以學生（41%）最多，其次為勞工、技工、製造業（18%）與服務業

（16%），比例最少為農、林、漁、牧相關（1%）。每月平均收入為 20,000 元以下最多（47%），

其次為 20,001-40,000 元（34%），再次之為 40,001-60,000 元（13%），100,000 元以上最少，僅 1

人。在參與過活動的部分，分布最多為兩者皆參與者占 53%，僅參與過登山為 34%，僅參與過攀

岩為 13%。在學習過活動的部分，分布最多為登山參與者占 42%，兩者皆參與者為 37%，僅參與

過攀岩為 21%。最後為考相關證照的取得部分，有取得證照部分為複選，故百分比加總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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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攀岩能力檢測（CBT）僅 20%，其次為教練、裁判或定線員（11%）、登山嚮導員（10%），

都沒有者占 73%之多數。 

表 5 本研究樣本之社經背景變項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 

變數 內容細項 次數（所占百分比） 
男 179（64） 

性別 
女 102（36） 
16-24 歲 113（40） 
25-32 歲 73（26） 
33-40 歲 39（14） 
41-50 歲 30（11） 

年齡 

50 歲以上 14（5） 
軍、警、公、教 22（8） 
商業 17（6） 
勞工、技工、製造業 50（18） 
農、林、漁、牧相關 4（1） 
服務業 46（16） 
學生 114（41） 
家管 7（2） 
無（含待業、已退休） 14（5） 

職業 

其他 6（2） 
20,000 元以下 131（47） 
20,001-40,000 元 96（34） 
40,001-60,000 元 37（13） 
60,001-80,000 元 8（3） 
80,001-100,000 元 7（2） 

年收入 

100,000 元以上 1（0） 
民間團體 88（31） 
大專院校團體 116（41） 社團類型 
其他 77（27） 
登山 96（34） 
攀岩 36（13） 曾參與活動 
兩者皆有 149（53） 
登山 119（42） 
攀岩 58（21） 曾學習活動 
兩者皆有 104（37） 
基礎攀岩能力檢測（CBT） 55（20） 
教練、裁判或定線員 30（11） 
登山嚮導員 28（10） 

考取相關證照 

都沒有 206（7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 6 所示，登山專門化構面下的認知子構面部分，全體樣本中對登山環境方面了解為

2.69，選擇最多為地形地貌（46%），其次依序為植物（37%）、氣象（33%）、動物（32%），僅有

14%的人選擇完全不了解。對於登山環境了解的分數平均為 3.03，表示參與者認為自己雖知道但

卻不一定深入了解，僅在普通範圍。登山知識方面分數為 5.3，選擇最多為登山裝備（64%）與登

山安全（64%），其次為登山糧食（59%）與營地生活（55%），最少者為高山地質（14%），此結

果顯示參與者對基礎的登山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在其他部分有些在意見反映為當中沒有完全沒學

習過的選項。在登山技術學習部分，從表 4-2-2 可以看出，學習過最多的是營地生活（64%），其

次為繩結技術（51%），再次為繩索垂降（45%）、定位導航（44%）、確保技術（43%），搜救技術

（11%）、冰雪攀登（11%）、雪中行進（15%）則為較少人學習過的技巧，由於此題為複選，技術

的學習也因人而異，故會出現分數相近但選項分布不同的結果，因此樣本會有較大的標準差產生。

在操作技巧的熟練度分數則是 3.07，表示參與者多認為自己屬普通程度。活動風險認知部分，採



96 

 

用 Likert 七等尺度，裝備風險部分平均分數為 5.75、團隊因素風險為 6.14、環境氣候風險為 6.13，

顯示活動參與者皆有一定程度的風險認知。行為子構面部分，登山路線平均分數為 2.61，表示大

部分參與者的登山路線落在 6–15 條之間，比例最多的是 0–5 條（25%），其次為 6–10 條（21%）。

而過去一年登山頻率分數為 1.77，在此題則是 5 次以下最多（44%），次之為 6-10 次（22%），顯

示出參與者一年的登山次數並不算多。而攀登最多的種類排序分別為中級山（32%）、高山（25%）、

郊山（22%），顯示出登山參與者的偏好為中級山。表 4-5（續）則是登山裝備種類部分，總分為

12.78，表示參與者的裝備平均有其中 12~13 樣，持有比例最高的是個人餐具（73%）、個人水壺

（73%），其次為登山衣物（69%）、雨衣（69%），再次之為頭燈和手電筒（64%）、保暖帽（62%）、

登山鞋（61%），另有部分回應認為應將雨鞋作為獨立項目列出。此題亦為複選，裝備的持有同樣

會因人而異，故樣本會有較大的標準差產生。登山花費分數為 2.13，表示參與者平均一年花費大

約在 5,000–10,000 元的區間（31%），其次為少於 5,000 元（26%），再次之為 10,000–15,000 元

（14%）。情感子構面部分，平均值最高的是「登山能獲得樂趣」，平均分數 4.37；其次為「登山

活動能帶來成就感」，平均分數 3.97；再次之為「登山為生活的重要活動」，平均分數 3.84。在參

與登山活動的動機部分，則是「體驗自然環境」，分數為 4.27；其次為「攝影與欣賞自然景緻」，

分數為 4.01；再次之為「紓解壓力」，分數為 3.92，這個部份顯示出參與者參與的目的主要是在

於體驗自然與攝影，而現實中許多登山參與者也是攝影師或是會攜帶攝影器材至各處拍攝，這部

分結果可以相互印證。 

表 6 本研究樣本之登山專門化題項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 

子構面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對登山環境的熟悉廣度 2.69 1.63 

對登山環境的了解深度 3.03 1.03 

登山知識的學習程度 5.03 2.67 

登山技術的學習廣度 7.33 5.11 

登山技術的熟練度 3.07 1.01 

對登山裝備的重視度 5.75 1.28 

對登山團隊合作的重視度 6.14 1.04 

認知 

對登山氣候環境的重視度 6.13 1.09 

曾參與的登山路線（條） 2.61 1.52 

近年的登山頻率（次/年） 1.77 1.13 

最常攀登的海拔高度 2.04 0.77 

登山裝備的準備程度 12.78 5.31 

行為 

對登山的平均花費（元/年） 2.13 1.12 

對登山活動的忠誠度 2.60 1.02 

對登山活動的重視度 3.84 0.88 

登山能獲得樂趣 4.37 0.71 

登山活動能帶來成就感 3.97 0.76 

登山為生活的重要活動 3.27 0.96 

周遭親友亦喜歡登山活動 3.44 0.94 

參與登山活動的積極度 3.80 0.89 

體驗自然環境 4.27 0.74 

親友邀約 3.74 0.90 

熱愛冒險 3.88 0.93 

訓練體能 3.74 0.98 

紓解壓力 3.92 0.88 

欣賞拍攝自然景緻 4.01 0.93 

情感 

參與登山的動
機 

其他原因 3.17 0.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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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為攀岩遊憩專門化之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認知子構面部分，對攀岩環境方面了解分數

為 3.15，選擇最多為人工岩牆上攀場（55%），其次為人工抱石場（52%），再次之為天然岩壁上

攀場（40%），其他依次排序為天然抱石場（22%）、登山攀登（18%），僅有 2%的人選則無（表

示完全不了解攀岩），此題項表示攀岩參與者至少了解 3 種以上的攀岩環境，而平均數為 3.38，

表示參與者認為自己的了解程度偏向普通。攀岩知識方面分數為 4.05，選擇最多為攀岩裝備

（56%），其次為登山安全（53%），再次之為繩結技術（50%），後續排序為攀岩種類與風格（43%）、

攀岩地點（40%）、其他（1%），此結果顯示參與者對基礎的攀岩知識平均了解 4 項技術。在攀岩

技術學習部分可以看出，學習過最多的是抱石（50%），其次為頂繩攀登（49%），再次之為先鋒

攀登（47%），由於此參與類型算是最常見，入門難度也是最低的參與方式，因此比例上十分相近，

後續排序為先鋒撤退（28%）、動態確保（28%）、確保點架設（24%），傳統攀登（16%）則為較

少人學習過的技巧。在操作技巧的熟練度分數則是 3.37，表示參與者多認為自己屬普通程度。攀

岩活動風險認知部分採用 Likert 七等尺度，裝備風險部分平均分數為 6.36、個人因素風險為 6.43、

環境因素風險為 5.68，顯示參與者對於攀研風險認知程度偏向高度重視。行為子構面部分，在一

週的攀岩時間題項，平均值為 2.01，表示受訪者多數一週平均攀岩時間為 1–2 日。在所持有的攀

岩裝備題項，平均值為 5.71，表示參與者至少持有其中 5 件以上的裝備，比例最高的是攀岩鞋

（44%），其次為吊帶（42%）與一般安全扣環（大 D）（42%），再次之為粉袋（40%），其他依序

排序為 ATC 確保器（豬鼻子）（33%）、快扣組（27%）、自動鎖安全扣環（自動鎖大 D）（25%）、

主繩與繩袋（22%）。此外 8 字環確保器（17%）屬於較舊型的確保器，岩盔（17%）則是在天然

岩場較常使用，液態粉（11%）與 GRIGRI 確保器（含 GRIGRI 2）（11%）則是近年較新型的產

品，價格也較高。抱石墊（8%）則是在天然抱石場較有機會使用，臺灣的場地不多，因此持有的

人較少。最後是攀岩平均花費，平均分數為 1.74，顯示出參與者多花費為少於 5000 元（31%）至

5,000-10,000 元之間（20%）。情感子構面部分，分數最高的是「攀岩能獲得樂趣」，平均值 4.15；

其次為「攀岩活動能帶來成就感」，平均值為 3.84；再次之為參與攀岩活動的積極度」，平均值為

3.53。在參與攀岩活動的動機部分，最高是「挑戰極限的成就感」，分數為 4.15；其次為「自我肯

定」，分數為 3.92；再次之為「訓練體能」，分數為 3.85，相近的有「紓解壓力」，分數為 3.83，

此外「其他原因」在所有動機中為最低分（3.14），表示在動機中即使有其他理由，也不是最顯著

的動機。這個部份顯示出參與者參與的目的主要是在於體驗極限的挑戰與成就感，能過跨過這些

挑戰，參與者會感受到一定程度的自我肯定，另外參與攀岩運動有一定程度的體能需求，故在訓

練體能部分也是重要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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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本研究樣本之攀岩專門化題項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 

子構面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對攀岩環境的熟悉廣度 3.15 1.26 

對攀岩環境的了解深度 3.38 1.03 

攀岩知識的學習程度 4.05 1.34 

攀岩技術的學習廣度 4.08 1.89 

攀岩技術的熟練度 3.37 1.00 

對攀岩裝備的重視度 6.36 1.02 

對攀岩團隊合作的重視度 6.43 0.84 

認知 

對攀岩氣候環境的重視度 5.68 1.30 

曾參與的攀岩地點 4.65 3.29 

近年的攀岩頻率（次/週） 2.01 0.81 

攀岩裝備的準備程度 5.71 3.78 
行為 

對攀岩的平均花費（元/年） 1.74 0.98 

對攀岩活動的忠誠度 2.90 1.16 

對攀岩活動的重視度 3.51 1.10 

攀岩能獲得樂趣 4.15 0.86 

攀岩活動能帶來成就感 3.84 0.83 

攀岩為生活的重要活動 3.17 1.13 

周遭親友亦喜歡攀岩活動 3.36 0.97 

參與攀岩活動的積極度 3.53 1.04 

挑戰極限的成就感 4.15 0.85 

親友邀約 3.77 0.93 

訓練體能 3.85 0.93 

自我肯定 3.92 0.85 

紓解壓力 3.83 0.94 

情感 

參與攀岩的動

機 

其他原因 3.14 0.9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全體樣本的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認知之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呈現於表 8，本研究採用新生態

典範量表以 Likert 五等尺度衡量受訪者的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認知。環境態度部分，其中分數最

高的題項為「動植物與人類有著一樣的生存權」平均值為 4.58，其次為「目前人類正在濫用和破

壞環境」分數為 4.41，再次之為「如果依照現況，人類很快將遭受嚴重的環境災難」分數為 4.37。

反向題中分數最低的為「人類注定統治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與資源」分數為 1.67，其次為「人是最

重要的，可以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改變自然環境」分數為 1.81，再次之為「人類正在面臨環境

危機是一種過分誇大的說法」分數為 1.88。環境行為部分，分數最高為「會把帶來的食物或裝備

帶走，不會留在目的地」平均值 4.62，其次為「如果需要在野外如廁，會儘量遠離水源地及步道

區」平均值 4.51，再次之為「會將自己的物品放好以防擋住其他遊客行進或休息」分數為 4.48；

由於環境行為問卷設計為探討單一面向，即為認知的環境行為所用，故此部分後續研究將以將總

分作分析，而不使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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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本研究樣本之環境態度與行為變項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表 

構面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目前的人口總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夠承受的極限 3.95  0.98  

人是最重要的，可以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改變自然環境 1.81  1.05  

人類對於自然的破壞常常導致災難性後果 4.28  0.75  

地球環境狀況完全可以由人類智慧去改善 2.48  1.25  

目前人類正在濫用和破壞環境 4.41  0.87  

只要我們知道如何開發，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是很充足的 2.75  1.26  

動植物與人類有著一樣的生存權 4.58  0.68  

自然界復原能力足夠抵擋現代工業社會的衝擊 2.51  1.42  

儘管人類有著特殊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規律的支配 4.17  1.12  

人類正在面臨環境危機是一種過分誇大的說法 1.88  1.00  

地球就像宇宙飛船，只有極有限的空間和資源 4.27  0.86  

人類注定統治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與資源 1.67  0.95  

自然界的平衡極為脆弱，很容易被打亂 4.08  1.00  

人類終將知道更多的自然規律，從而有能力控制自然 2.43  1.09  

環境態度 

如果依照現況，人類很快將遭受嚴重的環境災難 4.37  0.74  

出門前會先查清楚目的地區的環境及規定 4.12  0.76  

為預防緊急狀況，會準備適當裝備並知道如何使用 4.24  0.71  

進行戶外活動會善用地圖或指北針，以減少綁路標做記號 4.00  0.87  

會仔細擬定食物攜帶的數量以防浪費或不足 4.23  0.78  

戶外活動時會使用對環境破壞較小的裝備或工具 4.26  0.73  

會事先規劃以避開尖峰使用時段或熱門地點 4.17  0.85  

會避免集中於同一戶外地點活動以分散對環境的干擾 3.62  1.00  

登山健行時會行走在步道上以減少土壤流失發生 4.12  0.75  

當在沒有步道的地區，會走在較堅固的地表上 4.14  0.74  

在遊客常去的地方，會選擇在已被人使用過的地點活動 4.07  1.03  

若不得已在野外生火，會撿取較細的枯木並避開草地 4.25  0.79  

會把帶來的食物或裝備帶走，不會留在目的地 4.62  0.60  

如果需要在野外如廁，會儘量遠離水源地及步道區 4.51  0.72  

會以照相來記錄戶外體驗，而不會帶東西回去紀念 4.36  0.76  

會避免干擾戶外環境原有的秩序 4.14  0.87  

觀察野生動物時會保持距離並避免餵食 4.43  0.68  

倘若帶著寵物至戶外時，會看管好自己的寵物 4.26  0.90  

環境行為 

會將自己的物品放好以防擋住其他遊客行進或休息 4.48  0.6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因素分析 

根據過去研究，新生態典範量表能夠萃取出 3 至 5 個因素，視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可能有所

不同，表 9 呈現 KMO 與 Bartlett’s 球形檢定結果，檢定此分量表結果是否適合因素分析，Bartlett’s

球形檢定結果卡方值為 984.684，達顯著水準（p<0.000），KMO 值為 0.777，表示此樣本具有相當

的適合度，足以進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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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環境態度與行為構面題項之 KMO 與 Bartlett 檢定結果 

構面 KMO 與 Bartlett 球形檢定結果 

Kaiser-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0.777 

近似卡方分配 984.684*** 環境態度 
Bartlett 球形檢定 

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df） 78 

Kaiser-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0.867 

近似卡方分配 2613.609*** 環境行為 
Bartlett 球形檢定 

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df） 1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p value < 0.001, ** p value < 0.01, * p value < 0.05。 

 

進行環境態度之因素分析過程中，其中的兩道題項「動植物與人類有著一樣的生存權」與「地

球就像宇宙飛船，只有極有限的空間和資源」由於同時在兩個以上的因素都達到顯著的特徵值（皆

0.5 以上且相差不到 0.01），無法區分故予以刪除，並以剩餘 13 個變數做因素分析。根據因素 KMO

與 Bartlett 檢定的成果，顯示本研究之環境態度構面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表 10 為最後的因素分析

成果矩陣，因素萃取方法採用主成分分析法，轉軸法為最大變異（Varimax）法，結果共萃取出四

個因素。以下敘述各因素之組成與命名原因：因素 1 包含「人是最重要的，可以為了滿足自身的

需要而改變自然環境」、「地球環境狀況完全可以由人類智慧去改善」、「只要我們知道如何開發，

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是很充足的」、「人類正在面臨環境危機是一種過分誇大的說法」、「人類注定統

治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與資源」、「人類終將知道更多的自然運作和規律，從而有能力控制自然」共

五題，這五題皆反向題，由題目敘述可得知此部分屬於偏向科技與人類的發展，較不重視自然環

境的改變，依據過去學者的研究最後命名為「人類發展至上」；因素 2 包含「人類已經濫用和破壞

環境」、「自然界的平衡極為脆弱，很容易被打亂」、「如果依照現況，人類很快將遭受嚴重的環境

災難」三題，依照題目敘述此因素比較偏向重視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與危機，同樣參考過去研究

結果命名為「環境危機」；因素 3 則由「目前全球人口數已經接近地球能夠承受的極限」、「自然界

復原能力足夠抵擋現代工業社會的衝擊」所組成，其中後者為反向題，照題目敘述表示在此因素

內部有一正一反的意見，表示此因素顯示填答者對於發展與環保之間的平衡，其中以正向題分數

較高，故命名為「發展限制」；因素 4 則由「人類對於自然的干擾常常導致災難性後果」、「儘管人

類有著特殊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規律的支配」兩題項所組成，這兩個題項的意涵比較接近崇敬

自然，故命名為「敬畏自然」，表 11 則顯示各個因素所解釋的變異量分別為多少，四個因素共解

釋整體樣本的 6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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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環境態度與行為構面之因素分析矩陣表 

構面 題項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人是最重要的，可以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改變自然環境 0.811 -0.049 0.001 -0.064

人類注定統治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與資源 0.773 0.170 0.033 0.130

人類終將知道更多的自然規律，從而有能力控制自然 0.740 0.006 0.034 0.140

人類正在面臨「環境危機」是一種過分誇大的說法 0.670 0.321 0.068 0.127

地球環境狀況完全可以由人類智慧去改善 0.541 -0.132 0.479 -0.238

只要我們知道如何開發，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極為充足 0.507 0.373 0.213 -0.219

自然界的平衡極為脆弱，很容易被打亂 0.001 0.841 -0.008 0.178

如果依照現況，人類很快將遭受嚴重的環境災難 0.135 0.796 -0.046 0.172

目前人類正在濫用和破壞環境 0.092 0.633 0.111 0.019

自然界復原能力足夠抵擋現代工業社會的衝擊 0.323 -0.013 0.784 -0.097

目前的人口總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夠承受的極限 -0.210 0.176 0.75 0.257

儘管人類有著特殊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規律的支配 0.056 0.207 -0.192 0.805

環境態度 

人類對於自然的破壞常常導致災難性後果 0.114 0.109 0.361 0.750

會把帶來的食物或裝備帶走，不會留在目的地 0.809 0.069 0.111 0.111

如果需要在野外如廁，會儘量遠離水源地及步道區 0.802 0.142 0.28 0.116

會將自己的物品放好以防擋住其他遊客行進或休息 0.782 0.041 0.373 0.174

會以照相來記錄戶外體驗，而不會帶東西回去紀念 0.664 0.353 0.17 0.142

若不得已在野外生火，會撿取較細的枯木並避開草地 0.657 0.467 -0.05 0.144

觀察野生動物時會保持距離並避免餵食 0.64 0.265 0.288 0.16 

戶外活動時會使用對環境破壞較小的裝備或工具 0.592 0.438 0.289 0.108

在遊客常去的地方，會選擇在已被人使用過的地點活動 0.13 0.831 0.056 0.038

會事先規劃以避開尖峰使用時段或熱門地點 0.236 0.649 0.261 0.059

進行戶外活動會善用地圖或指北針，以減少綁路標做記號 0.248 0.548 0.363 0.243

出門前會先查清楚目的地區的環境及規定 0.22 0.033 0.835 0.272

為預防緊急狀況，會準備適當裝備並知道如何使用 0.258 0.351 0.806 -0.007

會仔細擬定食物攜帶的數量以防浪費或不足 0.482 0.328 0.552 0.086

倘若帶著寵物至戶外時，會看管好自己的寵物 0.309 -0.177 0.173 0.843

會避免集中於同一戶外地點活動以分散對環境的干擾 0.023 0.331 0.069 0.834

環境行為 

當在沒有步道的地區，會走在較堅固的地表上 0.398 0.405 0.166 0.4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1 環境態度構面因素分析結果表 

 總數 解釋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因素 1：人類發展至上 2.993 23.021 23.021 

因素 2：環境危機 2.118 16.291 39.312 

因素 3：發展限制 1.641 12.623 51.934 

因素 4：敬畏自然 1.509 11.604 63.5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命名參考蕭文偉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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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分析 

本研究將登山及攀岩二種活動之樣本，進行構念之交叉相關分析，此交叉之相關分析是想了

解登山活動與攀岩活動本身的關係。根據過去的文獻回顧，登山與攀岩的活動背景相似，在部分

的文獻中亦有提及相關性，因此本研究在此進行相關分析以了解此兩項活動發展至今是否仍為相

關的活動。本研究全體樣本之遊憩專門化構面與環境態度的相關分析如表 12 所示，從整體來看，

登山、攀岩遊憩專門化的三構面之間都具有顯著的相關性，登山遊憩專門化的認知、情感、行為

三者皆互有相關性；攀岩遊憩專門化的情感、認知、行為三者間也互有顯著相關性，另外登山與

攀岩之間的各構面部分也互有相關性。顯著水準 0.01 以下，如「登山認知」對「登山行為」、「登

山情感」相關係數分別為 0.524、0.557；「登山行為」對「登山情感」之相關係數為 0.459，此外

「登山行為」對攀岩專門化之認知、行為、情感皆有相關性，係數分別為 0.597、0.582、0.381；

「登山情感」對「攀岩情感」則為 0.308；「攀岩情感」對「攀岩認知」、「攀岩行為」之相關係數

則分別為 0.498、0.544。顯著水準 0.05 以下有「登山認知」對「攀岩行為」、「攀岩情感」相關係

數分別為 0.221、0.201。相關性不顯著的部分有「登山情感」對「攀岩認知」、「攀岩行為」。 

除遊憩專門化活動之相關性以外，專門化與環境態度之間的因素也具有相關性。相關性顯著

水準 0.01 以下有「登山認知」與「人類發展至上」、「環境危機」、「敬畏自然」，相關係數分別為

-0.193、0.309、0.192，「登山情感」與「環境危機」之相關係數則為 0.238。相關性顯著水準 0.05

以下為「登山行為」與「人類發展至上」，係數 -0.171，「攀岩情感」對「敬畏自然」之係數為 0.188。

此外，專門化與環境行為的部分，環境行為對「登山認知」、「登山情感」、「攀岩情感」皆有顯著

相關性（p<0.01），相關係數分別為 0.394、0.251、0.204。而環境行為對環境態度因素則全都具有

顯著相關，環境行為對「人類發展至上」、「環境危機」、「發展限制」、「敬畏自然」之相關係數分

別為 -0.188、0.149、0.202、0.473。 

最後為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部分，環境態度可分出四個因素，根據全體樣本萃取的四個因素

將應用於後續分析使用，此外，在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因素 1「人類發展至上」與「環境危機」、「發

展限制」皆呈現負相關性，因素 4「敬畏自然」與因素 2、3 則呈現正相關，而環境行為與環境態

度的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環境行為與環境態度之因素皆有顯著相關性，且僅有因素 1 為負相關。 

由全體樣本結果來看，基本屬性與遊憩種類的結果顯示，僅有年齡、所屬團體、每月平均收

入、參與過活動四項有相關，表示活動種類在這四項是有差異的。即學習過該種活動的年齡層分

布、所屬團體、月平均收入、參與過團體並不相同，其中特別是在參與過活動的部分，學習過相

關知識與實際參與活動是有強烈相關性的。環境態度各個因素間的相關性則有部分顯著，推測是

由於因素 1 以反向題計分表示為負向的環境態度，與因素 2、3 的正向態度意涵相反，因此呈現出

對立的相關性；延伸因素 1 的推論結果，由於因素 4 比較偏向正向的環境態度，因此結果也會呈

現正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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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遊憩專門化、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構面變項之相關分析結果表 

 登山  攀岩 環境態度 1 
 

 認知 行為 情感  認知 行為 情感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環境行
為 

認知  1            

行為  0.524** 1           登山 

情感  0.557** 0.459** 1          

認知  0.493** 0.597** 0.162  1        

行為  0.221* 0.582** -0.052  0.670** 1       攀岩 

情感  0.201* 0.381** 0.308**  0.498** 0.544** 1      

因素 1  -0.193** -0.171* -0.085  -0.131 -0.081 0.001 1     

因素 2  0.309** 0.073 0.238**  0.05 -0.107 0.132 -0.22** 1    

因素 3  0.018 -0.009 0.006  -0.058 0.031 0.107 -0.406** 0.082 1   

環境
態度 

因素 4  0.192** 0.009 0.089  0.133 0.133 0.188* -0.094 0.34** 0.162** 1  

環境行為  0.394** 0.108 0.251**  0.122 -0.005 0.204** -0.188** 0.549** 0.167** 0.473**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因素命名依數字 1 至 4 分別命名為：人類發展至上、環境危機、發展限制、敬畏自然。 

    2. *** p value < 0.001, ** p value < 0.01, * p value < 0.05。 

（四）集群分析 

1. 登山者 

根據登山遊憩專門化結果，依照研究方法所述將認知、行為、情感三構面中各題項的分數標

準化為 Z 分數後再加總，加總後的分數先以階層式集群分析，經樹狀圖與集群分析中心點判斷之

後決定集群數，最後決定分成 3 個集群，再以 K 平均數法將樣本分為 3 個集群，呈現結果如表 13。

經過集群分析後之結果，集群 1 有 39 人、集群 2 有 33 人、集群 3 有 40 人，以下分別敘述之。 

(1) 集群 1：初學型登山者 

此集群的登山者在三構面 Z 分數都是最低的，顯著低於其他集群，表示在登山這方面屬於未

接觸或是初學者的類型，故命名為初學型登山者。 

(2)集群 2：中間型登山者 

此集群的登山者在三構面 Z 分數皆屬於中間值，不過在情感層面分數為正，表示未來有可能

會更加投入登山活動，但現階段可能暫時止步於知識或經驗不足，故此集群命名為中間型登山者。 

(3)集群 3：專業型登山者 

此集群在三構面的 Z 分數皆是最高的，應該具備有相當程度的登山能力與經驗，故將此集群

名為專業型登山者。 

表 13 登山參與者之專門化集群分析結果表 

集群分類 集群 1：初學型 集群 2：中間型 集群 3：專業型 

類別樣本數 39 33 40 

認知 -4.35 -0.58 4.72 

行為 -2.59 -0.08 2.59 Z Score 

情感 -8.37 0.54 7.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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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於登山遊憩專門化與個人基本屬性的關係如表 14 所顯示，由於本研究遊憩專門化的

集群項目與個人基本屬性項目皆為名目尺度，故採用卡方檢定來探討其關係。統計結果顯示遊憩

專門化程度在年齡、所屬團體與職業類別之間有顯著差異，不同專門化程度的登山參與者在年齡

與所屬團體會有差異，在專業程度較高的族群中年齡層較輕，所屬團體的在大專院校社團分布也

較多，而專業程度較低則是在民間團體的部分較多，且年齡層也較高。 

表 14 登山專門化與基本屬性關係 

分類樣本數 
基本屬性變項 

集群 11 集群 21 集群 31 
卡方檢定值（χ2） Cramer's V 值 

性別 – 0.119 0.033 

男 21 18 23 

女 18 15 17 
– 

年齡 – 17.795* 0.282 

16-24 歲 11 16 25 

25-32 歲 7 7 8 

33-40 歲 8 1 5 

41-49 歲 8 5 1 

50 歲以上 5 4 1 

– 

所屬團體 – 13.019* 0.241 

民間團體 15 6 8 

大專院校社團 7 15 22 

兩者皆非 17 12 10 

– 

職業類別 – 26.729* 0.345 

軍、警、公、教 2 1 3 

商業 3 2 0 

勞工、技工、製造業 8 2 6 

農、林、漁、牧相關 0 0 1 

服務業 10 5 4 

學生 10 18 23 

家管 4 1 0 

無（含待業、已退休） 1 4 1 

其他 1 0 2 

– 

每月平均收入（元） – 14.96 0.258 

20,000 以下 15 19 23 

20,001-40,000 13 11 12 

40,001-60,000 8 0 5 

60,001-80,000 1 0 0 

80,001-100,000 2 2 0 

100,000 以上 0 1 0 

– 

曾參與過活動 – 2.244 0.142 

登山 32 25 27 

兩者皆有 7 8 13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集群 1：初學型；集群 2：中間型；集群 3：專業型。 

    2.*** p value < 0.001, ** p value < 0.01, * p value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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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攀岩者 

根據攀岩遊憩專門化結果，同樣依照研究方法所述將認知、行為、情感三構面中各題項的分

數標準化為 Z 分數後再加總，加總後的分數先以階層式集群分析，經樹狀圖與集群分析中心點判

斷之後決定集群數，最後決定分成 3 個集群，再以 K 平均數法將樣本分為 3 個集群，呈現結果如

表 15，集群 1 有 26 人、集群 2 有 11 人、集群 3 有 21 人，並依照其專門化的分數差異進行命名。

由於攀岩樣本數過少，在許多項目分析上皆沒有顯著差異，因此結果僅適用於本次研究或做個案

討論。 

 

表 15 攀岩參與者之專門化集群分析結果表 

集群分類 集群 1：初學型 集群 2：中間型 集群 3：專業型 

類別樣本數 26 11 21 

認知 2.68 0.53 -3.60 

行為 2.08 -0.50 -2.32 Z Score 

情感 6.30 -9.54 -2.8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對於攀岩遊憩專門化與個人基本屬性的關係詳列於表 16，與登山樣本相同，區分的集

群與基本屬性各項目皆為名目尺度，故採用卡方檢定了解其關係。性別項目分為男、女，統計結

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0.273（p>0.05），Cramer's V 值為 0.069。此結果顯示性別與遊憩專門化之間

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年齡項目區分由 16-24 歲起共分為五個區間，統計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7.282

（p>0.05），Cramer's V 值為 0.251，此結果顯示年齡與遊憩專門化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所屬團

體項目分為民間團體、大專院校社團、兩者皆非，統計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7.537（p>0.05），

Cramer's V 值為 0.255，此結果顯示所屬團體與遊憩專門化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職業變項統計

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25.772（p>0.05），Cramer's V 值為 0.471，此結果顯示職業類別與遊憩專

門化之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但此部分有許多職業類別之樣本數為 0，可能受限於分離的樣本數

太少所致，因此結果的顯著性仍有待驗證。平均月收入項目以 20,000 元以下開始至 100,000 元以

上為止，共分為六個區間，但此樣本中 100,000 元以上的人數為 0，故不列入表格中，統計結果

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14.96（p>0.05），Cramer's V 值為 0.258，此結果顯示性別與遊憩專門化之間並

沒有顯著的差別，但此變項類別下之樣本數有多個為 0 之項目，因此結果的顯著性仍有待驗證。

曾參與過活動變項分為攀岩、兩者（登山與攀岩）皆有，統計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0.456

（p>0.05），Cramer's V 值為 0.089，此結果顯示性別與遊憩專門化之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從以

上結果綜合來看，不同專門化程度的攀岩參與者在個人基本屬性的各個項目上都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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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攀岩遊憩專門化與基本屬性關係 

分類樣本數 
基本屬性變項 

集群 11 集群 21 集群 31 
卡方檢定值（χ2） Cramer's V 值

性別 – 0.273 0.069 

男 17 7 15 

女 9 4 6 
– 

年齡 2 – 7.282 0.251 

16-24 歲 5 2 9 

25-32 歲 9 4 9 

33-40 歲 10 4 3 

41-49 歲 2 1 0 

– 

所屬團體 – 7.537 0.255 

民間團體 3 5 5 

大專院校社團 16 5 8 

兩者皆非 7 1 8 

– 

職業類別 – 25.772 0.471 

軍、警、公、教 1 2 3 

商業 3 0 3 

勞工、技工、製造業 5 7 4 

農、林、漁、牧相關 0 0 1 

服務業 7 0 0 

學生 6 2 9 

家管 1 0 0 

無（含待業、已退休） 2 0 1 

其他 1 0 0 

– 

每月平均收入（元）3 – 5.738 0.222 

20,000 以下 7 2 9 

20,001~40,000 13 4 6 

40,001~60,000 4 4 3 

60,001~80,000 1 6 3 

80,001~100,000 2 1 3 

– 

曾參與過活動 – 0.456 0.089 

攀岩 16 6 14 

兩者皆有 10 5 7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集群 1：專業型；集群 2：短期學習型；集群 3：初學型。 

2.由於 50 歲以上之樣本人數為零，因此不列入表中。 

3.由於收入 100,000 元以上之樣本人數為零，故不列入表中。 

4.*** p value < 0.001, ** p value < 0.01, * p value < 0.05。 

 

3.皆有學習者 

皆學習者部分則根據登山、攀岩的遊憩專門化結果，依照研究方法所述將認知、行為、情感

三構面中各題項的分數標準化為 Z 分數後再加總，將加總後的分數與先以階層式集群分析，經樹

狀圖與集群分析中心點判斷之後決定集群數，最後決定分成 4 個集群，再以 K 平均數法將樣本分

為 4 個集群，集群 1 有 18 人、集群 2 有 45 人、集群 3 有 30 人、集群 4 有 18 人，其結果與集群

命名如表 17 所示，以下依照其專門化的分數差異進行命名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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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群 1：初學型參與者 

此集群在登山、攀岩的三構面 Z 分數皆是最低分，應該在各方面沒有特別的了解，也因為初

學緣故，所以在三個構面的分數差異皆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此類型參與者在攀岩情感的分數相當

低，故將此集群名為初學型參與者。 

(2)集群 2：平均型參與者 

此集群在登山、攀岩三構面的 Z 分數加總是最高的，且分數全為正值，應該具備相當程度的

登山與攀岩能力與經驗，這也表示此類型參與者對於攀岩與登山兩者皆是有興趣參與的，故將此

集群名為平均型攀岩者。 

(3)集群 3：登山偏好型參與者 

此集群的 Z 分數分布情形較為特殊，在登山構面的分數較高，接近平均型參與者，而攀岩構

面的分數較低，顯示出此類型的參與者雖然都學習過相關的活動內容，但實際參與層面與喜好則

是偏向登山，故命名為登山偏好參與者。 

(4)集群 4：攀岩偏好型參與者 

此集群的 Z 分數情形與集群 3 類似，只是方向相反，是在攀岩構面的分數較高，而登山構面

的分數較低，特別是在於登山情感的部分顯著低於其他，顯示出此類型的參與者在兩者皆學習過

相關內容的情況下，實際上的喜好與從事活動則是攀岩為主，故命名為攀岩偏好參與者。 

表 17 攀岩參與者之專門化集群分析結果表 

集群分類 
集群 1： 

初學型 

集群 2： 

平均型 

集群 3： 

登山偏好型 

集群 4： 

攀岩偏好型 

類別樣本數 18 45 30 18 

登山認知 -2.66 1.06 1.49 -2.48 

登山行為 -2.34 1.79 -0.16 -1.85 

登山情感 -3.10 3.50 3.00 -10.65 

攀岩認知 -5.19 3.41 2.36 0.61 

攀岩行為 -3.38 2.05 -2.03 1.64 

Z Score 

攀岩情感 -12.61 7.31 -2.77 -1.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皆學習者遊憩專門化與個人基本屬性的關係如表 18 所示，與登山者、攀岩者樣本相同，因區

分的集群與基本屬性各項目皆為名目尺度，故採用卡方檢定了解其關係。性別項目項目分為男、

女，統計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6.916（p>0.05），Cramer's V 值為 0.25，此結果顯示性別與遊憩

專門化之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年齡項目，區分由 16-24 歲起共分為五個區間，統計結果顯示卡

方檢定值為 24.979（p<0.05），Cramer's V 值為 0.274，此結果顯示年齡與遊憩專門化之間有顯著

的關係；所屬團體項目分為民間團體、大專院校社團以及兩者皆非，統計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17.953（p<0.01），Cramer's V 值為 0.284，此結果顯示所屬團體與遊憩專門化之間有顯著的關係；

職業類別統計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52.037（p<0.001），Cramer's V 值為 0.395。此結果顯示職業

類別與遊憩專門化之間有顯著的關係。但此變項有類別之樣本數為 0，因此抽樣統計結果的顯著

性不一定準確；曾參與活動變項統計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13.428（p<0.01），Cramer's V 值為

0.348，此結果表示各專門化程度的參與者在參與過活動與學習過活動之間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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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結果來看，年齡、所屬團體、職業類別、月收入及參與過活動都有顯著的差異，在兩

者皆學習過的情況下，不同年齡層與不同的遊憩偏好有其相關性；由於集群分析結果有分離出偏

好的集群，因此在參與團體上也出現了不同的差異，登山偏好型在大專院校社團較多，而攀岩偏

好型則是民間團體略多；在月收入的部分顯示出平均型的參與者月收入略高，推測可能因收入較

高而較有餘裕在其他遊憩活動上持續參與；在參與活動的部分，皆學習的情況下幾乎兩種活動都

會參與，但其結果的差異產生是由於在該集群的總人數。 

表 18 登山與攀岩皆學習者遊憩專門化與基本屬性關係 

基本屬性項目 集群 11 集群 21 集群 31 集群 41 卡方檢定值（χ2） Cramer's V 值

性別 – 6.916 0.25 

男 9 33 20 16 

女 9 12 10 2 
– 

年齡 – 24.979* 0.274 

16-24 歲 9 12 19 5 

25-32 歲 1 16 6 6 

33-40 歲 2 12 3 3 

41-49 歲 4 4 1 4 

50 歲以上 2 1 1 0 

– 

所屬團體 – 17.953** 0.284 

民間團體 3 14 3 10 

大專院校社團 8 20 22 6 

兩者皆非 7 11 5 2 

– 

職業類別 – 52.037*** 0.395 

軍、警、公、教 1 7 2 1 

商業 0 5 1 0 

勞工、技工、製造業 5 3 2 8 

農、林、漁、牧相關 1 1 0 0 

服務業 0 14 4 3 

學生 9 11 20 6 

家管 1 0 0 0 

無（含待業、已退休） 1 4 0 0 

其他 0 0 1 0 

– 

每月平均收入（元） 2 – 25.012** 0.274 

20,000 以下 11 19 20 6 

20,001-40,000 5 20 8 5 

40,001-60,000 1 4 1 7 

60,001-80,000 0 0 1 0 

80,001-100,000 1 2 0 0 

– 

曾參與過活動 – 13.428** 0.348 

登山 6 3 1 1 

攀岩 0 0 0 0 

兩者皆有 12 42 29 17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集群 1：初學型；集群 2：平均型；集群 3：登山偏好型；集群 4：攀岩偏好型。 

2.由於收入 100,000 元以上之樣本人數為零，故不列入表中。 

3.由*** p value < 0.001, ** p value < 0.01, * p value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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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迴歸分析1 

1.登山者 

本研究登山專門化與環境態度、環境行為的迴歸分析如表 19 所示，第一部分先檢定認知、行

為、情感三構面對環境態度因素的影響力；第二部分則將專門化構面與環境態度作為變數，檢定

專門化與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的影響力。迴歸採用強迫進入法，除了加入前述專門化與環境態度

之因素以外，再加入個人基本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進行分析。 

「人類發展至上」為依變數與攀岩專門化三構面，與個人基本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為自變數

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值為 0.026，表示僅解釋 2.6%的樣本，且 F 檢定結果顯示該

迴歸式的顯著性不高，以及僅有常數項有顯著性；「環境危機」為依變數與登山專門化三構面，與

個人基本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為自變數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176，表示此迴

歸式解釋的百分比為 17.6%，F 檢定結果良好表示此迴歸式具有統計意義（p < 0.001）， Β值以登

山認知具有顯著的影響力（p < 0.001），行為面與情感面則不顯著且對於樣本解釋力影響過小；「發

展限制」為依變數與登山專門化三構面，與個人基本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為自變數之迴歸分析，

F 檢定結果顯示此迴歸式具有統計意義（p < 0.05），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077，因

此表示此迴歸式解釋了 7.7%的樣本；「敬畏自然」為依變數與登山專門化三構面，與個人基本屬

性中的收入與年齡為自變數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136，表示此迴歸式解釋的

百分比為 13.6%，F 檢定結果表示此迴歸式具有統計意義（p < 0.001），而Β值在認知面（p < 

0.001）、行為面（p < 0.001）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以環境行為作為依變數，環境態度四個因素、

登山專門化三個構面及個人基本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等，共九個自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從 F 檢定

結果表示此迴歸式具有意義（p < 0.001），根據迴歸分析的結果， 調整後 R 平方為 0.56，表示此

迴歸式解釋了樣本的 56%。從專門化的自變數Β值來看「登山認知」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而「登

山行為」、「登山情感」擇沒有顯著影響力；再看環境態度的Β值變數的結果，「人類發展至上」、「發

展限制」皆無顯著影響力；因素「環境危機」（p < 0.01）、「敬畏自然」（p < 0.001）則有相當顯著

的影響力。 

就迴歸分析整體的結果來說，遊憩專門化中的「登山認知」對於環境行為有較為顯著的影響

力，表示登山者若加強對於登山技術或是相關知識，較有可能產生正向的環境行為。而在環境態

度中的「環境危機」與「敬畏自然」對於環境行為的影響力相當強，表示登山者對於環境的態度

較趨向於保護環境與維持現有的自然環境，並有可能進一步展現較友善正向的環境行為。 

 

 

 

                                                             
1 本研究將三類樣本混和分析之意義主要在比較其間的差異，若合併為一份樣本雖可簡化內容，但不

同活動樣本的差異也會因此互相影響，導致變數的無法觀察到顯著性，故採用分析複雜的三類樣本

混和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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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登山參與者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迴歸分析結果 

環境態度 
 

人類發展至上 環境危機 發展限制 敬畏自然 
環境行為 

常數項 4.123*** 4.507*** 3.315*** 4.242*** 1.689*** 

登山認知 -0.002 0.018** 0.050* 0.078*** 0.035** 

登山行為 0.070 -0.033 0.030 -0.064* -0.024 

登山情感 -0.011 0.008 -0.014 0.007 0.013 

月收入 -0.183 -0.082 -0.200 0.007 0.005 

年齡 -0.005 -0.017 0.031 0.053 0.035 

人類發展至上 0.009 

環境危機 0.233** 

發展限制 0.086 

敬畏自然 

– – – – 

0.253*** 

R2 0.070 0.213 0.119 0.175 0.596 

Adjusted R2 0.026 0.176 0.077 0.136 0.560 

F 1.588 5.740 2.857 4.502 16.722 

p Value 0.170 0.000*** 0.018* 0.000*** 0.000*** 

Durbin-Watson  2.064 1.686 1.558 2.113 1.72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p value < 0.001, ** p value < 0.01, * p value < 0.05。 

2. 攀岩者 

本研究攀研專門化與環境態度、環境行為的迴歸分析如表 20 所示，「人類發展至上」為依變

數與攀岩專門化三構面，與個人基本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為自變數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017，表示解釋了 1.7%的樣本，但 F 檢定結果表示此迴歸式不具有統計意義（p > 0.05），

因此認定遊憩專門化無法預測此因素影響效果。「環境危機」為依變數與攀岩專門化三構面，以及

個人基本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為自變數之迴歸分析，結果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029，表示

此迴歸式解釋了 2.9%的樣本，同樣在 F 檢定結果也顯示此迴歸式不具有統計意義（p > 0.05），因

此認定遊憩專門化無法預測此因素影響效果。「發展限制」為依變數與攀岩專門化三構面，以及上

個人基本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為自變數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155，表示此迴

歸式解釋的百分比為 15.5%，但 F 檢定結果表示此迴歸式不具有統計意義（p > 0.05），標準化後

的Β值僅有認知面具有影響力（p < 0.05），因此環境態度因素無法以專門化程度進行預測。「敬畏

自然」為依變數與攀岩專門化三構面，以及個人基本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為自變數之迴歸分析，

結果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負值（-0.035），表示此迴歸式無意義，因此認定遊憩專門化無法預

測此因素影響效果。攀岩參與者之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迴歸此部分以環境行為作為依變數，以環

境態度四個因素及攀岩專門化三個構面等七個自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從 F 檢定結果表示此迴歸式

具有意義（p < 0.001），根據迴歸分析的結果，調整後 R 平方為 0.437，表示此迴歸式解釋了樣本

的 43.7%，從專門化的自變數Β值來看，「攀岩行為」與「攀岩情感」皆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而

「攀岩情感」則是沒有顯著的影響力；再看環境態度的Β值變數的結果，除了「發展限制」無顯

著影響力以外，因素「人類發展至上」、「環境危機」、「敬畏自然」都有顯著的影響力（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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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特別的部分是因素「人類發展至上」是負向影響，此因素的內涵在經過反向題重新計算之後，

因素影響力已轉為正向，卻又與「環境危機」的因素呈現相反的影響力，表示攀岩者對於環境態

度較傾向於發展面向，或認為人為能力可以控制環境，推測此部分的結果可能與攀岩場地的特性

有關。另外也可以看出常數項亦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表示除了攀岩專門化與環境態度以外，對

於環境行為的解釋除了此七個變數以外，可能還有其他未知的自變數存在。就整體的結果來說，

遊憩專門化中的「攀岩行為」與「攀岩情感」對於環境行為有較為顯著的影響力，但在「人類發

展至上」則呈現負向，表示攀岩者對於環境的態度雖抱持保護與維持現有的自然環境之傾向，但

也不排斥對於環境的持續利用與開發。 

表 20 攀岩參與者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迴歸分析結果 

環境態度 
 

人類發展至上 環境危機 發展限制 敬畏自然 
環境行為 

常數項 3.853*** 4.029*** 3.862*** 4.075*** 2.311*** 

攀岩認知 0.005 0.040 0.107** -0.015 -0.004 

攀岩行為 0.033 -0.057 -0.126 0.051 -0.074** 

攀岩情感 -0.014 0.012 0.007 -0.006 0.030** 

月收入 0.301 0.299 -0.036 0.233 0.075 

年齡 -0.247 -0.170 0.032 -0.195 0.097 

人類發展至上 -0.193* 

環境危機 0.224* 

發展限制 0.115 

敬畏自然 

– – – – 

0.137* 

R2 0.103 0.114 0.175 0.055 0.526 

Adjusted R2 0.017 0.029 0.096 -0.035 0.437 

F 1.195 1.336 2.206 0.609 5.926 

顯著性 0.324 0.264 0.068 0.693 0.000*** 

Durbin-Watson  1.663 1.890 1.911 2.112 1.5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p value < 0.001, ** p value < 0.01, * p value < 0.05。 

 

3. 皆有學習者 

本研究皆學習者-登山、攀岩專門化與環境態度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於表 21，檢定登山、攀

岩的認知、行為、情感三構面，共六個變數對環境態度因素的影響力為何。而後再加入個人基本

屬性中的收入與年齡，共 12 個變數以強迫進入法選入並以環境行為作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 

「人類發展至上」為依變數之迴歸模型，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066，解釋了 6.6%，F

檢定結果表示此迴歸式不具有統計意義（p > 0.05），標準化後的Β值顯示六個變數與常數項皆沒

有顯著影響力，因此認定此迴歸式無法解釋專門化與此因素的影響與關聯性。「環境危機」為依變

數之迴歸模型，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143，解釋了 14.3%變異量，F 檢定結果表示此迴歸式

具有統計意義（p < 0.01），專門化的Β值顯示六個變數僅有攀岩行為（p < 0.01）與攀岩情感（p < 

0.01）較具影響力，係數分別為-0.092、0.033，表示迴歸結果可能會造成互補導致解釋力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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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表示在攀岩專門化的部分，還有需要深入探討的內容。「發展限制」為依變數之迴歸模型，結

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負值（-0.018），表示此迴歸式無意義，因此認定遊憩專門化無法預測此因

素影響效果，且此模型常數項達顯著影響，顯示可能還具有其他的解釋變數。「敬畏自然」為依變

數之迴歸模型，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073，表示此迴歸式解釋的百分比為 7.3%，F 檢定結

果表示此迴歸式具有統計意義（p < 0.05），專門化的Β值顯示六個變數中僅有攀岩情感（p < 0.05）

與常數項有顯著影響力。以環境行為作為依變數之迴歸模型，結果顯示調整後 R 平方為 0.325，

表示此迴歸式解釋了樣本的 32.5%變異量，從專門化Β值來看，不論是登山或是攀岩的專門化變

數皆不具有顯著的影響力，環境態度的變數部分則是環境危機（p < 0.001）與敬畏自然（p < 0.001）

具有顯著的影響力，表示在皆學習者的環境態度應屬於較為正向的態度，另外在常數項有相當顯

著的影響力（p < 0.001），表示可能有其他隱藏的自變數存在。 

表 21 皆學習者專門化、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迴歸分析結果 

環境態度 
 

人類發展至上 環境危機 發展限制 敬畏自然 
環境行為 

常數項 4.041*** 4.477*** 3.686*** 3.936*** 1.95*** 

登山認知 0.034 0.028 0.015 0.005 0.005 

登山行為 0.017 0.038 -0.05 -0.035 -0.013 

登山情感 -0.012 -0.014 -0.01 -0.010 -0.003 

攀岩認知 0.017 -0.007 0.029 0.031 0.015 

攀岩行為 -0.01 -0.092** -0.031 -0.03 0.002 

攀岩情感 -0.001 0.033** -0.007 0.032* -0.001 

月收入 0.037 -0.001 -0.052 0.038 0.064 

年齡 -0.142* -0.11 0.054 0.059 0.001 

人類發展至上 0.015 

環境危機 0.304*** 

發展限制 0.049 

敬畏自然 

– – – – 

0.153** 

R2 0.134 0.205 0.056 0.140 0.399 

Adjusted R2 0.066 0.143 -0.018 0.073 0.325 

F 1.975 3.294 0.759 2.075 5.419 

p Value 0.057 0.002** 0.940 0.045* 0.000*** 

Durbin-Watson  1.489 2.059 1.475 2.557 1.8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p value < 0.001, ** p value < 0.01, * p value < 0.0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對於基本屬性與遊憩專門化關係之結論，在三個樣本之間的結果皆不相同。在僅學習

登山樣本的結果中，年齡的項目呈現出專門化程度愈高但年紀愈輕的結果，此外，不同的專門化

程度所參與的團體也有所差異，而在職業類別也顯示出職業會影響對於休閒知識的涉獵與專門化

程度。而前述的結果皆顯示年輕的登山者有較多的學習經驗和參與機會，但年長者對於接觸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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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機會則較低。但在此樣本中，職業為學生的比例佔了樣本的 45%，因此對於僅學習登山樣

本的結果僅能推論至年輕的學生族群。僅學習攀岩的樣本數較低，因此在遊憩專門化與個人基本

屬性的結果並不顯著，考量到樣本數不足的原因，在攀岩專門化的結果可能還有待商確。皆學習

者的樣本分布與皆學習登山的樣本類似，但學習過的類別較多，因此在集群分析的過程中產生了

因活動而有所區別的結果。在年齡項目的部分顯示在皆有學習的情況下，參與者仍較偏好於登山

活動，由於大多數較年輕的樣本集中於平均型與登山偏好型兩種，顯示出年輕參與者對於登山活

動的偏好。在所屬團體的部分也有顯著的差異，可以結論出專門化程度的差異也會與參與團體有

關。而在職業類別的部分，皆學習者與僅學習登山的樣本相似但差異明顯許多，在此分布有許多

職業類別人數為 0，在結果上便不可過度推論。最後在參與過活動的部分，僅學習過其中一種活

動的情形下，兩者皆參與的比例會降低，但在學習過多種活動之後，參與者能透過學習相關知識

比較出偏好的活動類型。值得注意的是皆學習過的參與者並沒有僅參與攀岩的，但有僅參與登山

的，因此攀岩可能相較於登山的吸引力較為低下。 

此外就本研究的結果來看，攀岩相較於登山應屬於參與者偏好較低的活動類型，由於本研究

採用網路問卷，在結果推論上也僅能套用至經常使用網路的相關社群，又本研究在全體樣本的結

果中 16-24 歲與 25-32 歲的比例較高，因此對於個人基本屬性與遊憩專門化的結果較適用於經常

使用網路的青少年網路社群。 

在遊憩專門化與環境態度關係的結果上來說，本研究的登山活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能以專

門化的程度預測環境態度。從相關分析結果來說，僅學習登山的樣本的環境態度與登山專門化大

多有相關，而在迴歸分析的結果亦有反映出專門化認知構面能預測正向的環境態度，此現象有部

分反映在皆學習者的登山結果中。僅學習攀岩者雖然研究結果有待商榷，但也發現攀岩專門化與

環境態度並沒有明確的關係。在迴歸分析結果中顯示攀岩和環境態度可能還有其他的變數影響，

因此可作為後續研究之探討目標。在皆學習者的專門化與環境態度部分，「環境危機」對攀岩行為

產生了負向影響，此結果推測在兩者皆學習過的情形下，對於攀岩偏好可能做出對環境較不友善

的行為，除此之外，共同作為變數後，登山專門化對於環境態度的影響力則不顯著，就本研究整

體的結論上來說，將不同遊憩活動結合後的專門化對於環境態度僅有部分的預測能力。 

另外本研究結果發現登山專門化對環境態度有一定程度的解釋能力，且在環境行為也具有相

當高的解釋力。僅學習登山者的解釋力較強（Adjusted R
2
 = 0.56），而且在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的

關係上也較為顯著；但在僅學習攀岩的專門化對環境行為的解釋力則相對較弱（Adjusted R
2
 = 

0.496），且與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的關係顯著性較低，甚至多為負向相關；而在皆學習者的部分

則比上述兩者還低（Adjusted R
2
 = 0.325），且遊憩專門化之影響力反而不顯著，僅突顯出環境態

度與環境行為的關係。從結果上來說，攀岩者要學習登山活動之後有增加正向環境態度與環境行

為的趨勢，換言之，登山者學習攀岩活動之後對於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的趨勢有可能偏向負向。 

就本研究之目的來說，登山者與攀岩者之專門化確實出現差異，透過集群分析後皆有顯著的

區別，認知、行為、情感其交互影響作用也影響了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本研究在專門化與環境

態度的結果中顯示，雖然登山專門化對於環境態度的影響較為明顯，攀岩專門化則沒有顯著的預

測能力，且將兩種活動共同作為變數進行預測時產生了交互影響效果，使得專門化對於環境態度

與環境行為的影響力降低。而在登山與攀岩參與者之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之影響中，登山的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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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對於環境行為的影響力較為明顯，且從迴歸分析的結果來看，專門化變數透過環境態度能產生

更強的影響力和解釋力。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應將登山與攀岩視為兩種不同的遊憩活動，從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的

影響力來看，兩種活動的參與者已分化出一定的差異，因此未來進行相關探討時，應登山與攀岩

的參與者也應視為遊憩屬性不同的族群。 

（一）研究假設驗證 

表 22 研究假設結果 

假設項目 假設內容 成立與否 

H1 遊憩專門化系統之三因素會正向影響環境行為 部分成立 

H2 遊憩專門化的三因素會正向影響環境態度 部分成立 

H3 環境態度正向影響環境行為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1：遊憩專門化系統之三因素會正向影響環境行為。 

根據本研究之假設，在遊憩專門化的因素之間彼此應具有交互影響力（Bryan, 1977），由於本

研究加入冒險遊憩與遊憩風險評估的問項，因此也重新進行信度分析並通過檢定。而本研究在遊

憩專門化測量的概念取自 McIntyre and Pigram（1992）所提出的遊憩專門化環系統，以認知、行

為、情感三構面組成並用於測量遊憩專門化程度。在分成三樣本各自分析之後，本研究以認知、

行為、情感三構面所進行的集群分析結果亦相當良好，有確實分離出不同的專門化層級（鄭育雄

等，2005；歐雙磐、侯錦雄，2007；吳崇旗等，2015）。另外在進行相關分析的部分，各樣本在遊

憩活動的認知、行為、情感三構面彼此之間都具有顯著的相關性（McIntyre and Pigram, 1992；Bentz 

et al., 2016），因此確實證明本研究對於遊憩專門化系統之假設成立，但在迴歸分析的結果中，僅

有登山的專門化對於環境行為有較為顯著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在此假設的結果僅有部分成立。 

H2：遊憩專門化的三因素會正向影響環境態度。 

由於 Bryan（1977）提出遊憩專門化的概念時，便發現遊憩專門化程度提高會提高正向的環

境態度，在本研究的結果中，此現象在整體來說僅有部分顯著。在僅學習登山的樣本中，專門化

構面與環境態度因素之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的結果大致符合，皆是在認知的構面會顯示出環境態

度有正向的影響力（吳崇旗等，2015）；而在僅學習攀岩的樣本中，類似登山樣本的結果，僅有少

部分具相關性，大多數構面皆無顯著相關性，但在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的部分則相符合（Schuster 

et al., 2001）；但在皆學習者的樣本中，僅有情感構面有顯著相關，在迴歸分析結果亦同。而三類

樣本共通的結果，便是專門化構面與人類發展至上此一因素的迴歸不具顯著性，亦即無法進行判

斷其影響力。另外，由於 Thapa et al.（2006）提及環境態度在遊憩專門化與環境行為之間可作為

中介變數，因此在整體的效果亦需要再視其與環境行為的影響結果而定（蕭文偉等，2013；王聖

文，2016），故此假設在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僅有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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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環境態度正向影響環境行為。 

本研究對於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的關係驗證結果，在僅學習登山的樣本中，登山認知、情感

以及環境態度的部分因素會對環境行為會有顯著相關性，且在迴歸分析的結果亦相去不遠，表示

作為環境態度作為中介變數確實能夠解釋對於環境行為的影響力（Burgess et al., 1998；張怡萱等，

2011）；而在僅學習攀岩的樣本則亦具有顯著的相關性，而其迴歸分析的結果顯著甚至有部分是負

向的影響力（Watson et al., 1994; Miller and Graefe, 2000; Nelb and Schuster, 2008）；在皆學習者的

部分，專門化的構面雖然不具顯著影響力，但在環境態度的因素面確實有顯著影響環境行為，且

迴歸式能解釋約 32.5%的樣本變異量，故本研究在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的影響來說，確實符合過

去的相關研究之結果，且驗證活動類型的不同會有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故此假設成立。 

（二）研究對管理建議 

以下根據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對於政府與登山及攀岩相關經營管理單位提出相關建議，作為

後續改善此類型活動的經營管理之決策參考。 

1.管理者應明確設定對於登山活動環境管理之目標，並與其他團體增加交流與合作，修改相關登

山與攀岩的管理辦法，將兩種遊憩活動的管理辦法做明確的區分。 

本研究將登山與攀岩之遊憩專門化以集群分析做出區隔，在皆學習者的結果已經顯示出登山

與攀岩活動的差異性，除了性別以外的各項基本屬性變項都在專門化有顯著差異性。過去登山與

攀岩雖然被列為同一系統，但自休閒社交圈的概念被 Bryan（1977）提出之後，顯示遊憩活動的

參與者會物以類聚並演進出各自的特性（詹前志，2005；Hughes et al., 2016）。而臺灣的登山與攀

岩活動已經往不同的遊憩專門化方向演進，但現行法規對於攀岩活動的管理主軸仍規範在登山活

動之中，自 2011 年起便沒有做更動，因此，本研究建議應在管理的部分做出區隔，明確定義登山

與攀岩活動的管理，例如玉山、雪山、太魯閣等國家公園管理處建構之「臺灣國家公園線上申請

服務網」，已明定臺灣百岳的登山分級路線與雪訓期間之申請規則等。攀岩活動現行活動方式多為

運動攀登，但在管理的法則上並未統一，建議將攀岩場建置、使用認證等訂出通則，並與民間現

行管理單位以討論後，將法規增修於體育活動相關法規。 

2.對於攀岩活動之環境教育推行需再加強，透過與民間團體或各地攀岩場管理者合作推廣，進而

減少對環境破壞性的使用方式並永續經營。 

對於攀岩活動，現階段的攀岩者大多都是在人工攀岩場進行的運動攀登，因此直接從現有地

點做課程教學效率應該較佳（王伯宇等，2006），根據本研究之結果，攀岩的遊憩專門化者對於環

境的態度並沒有特別顯著的差異，因此本研究提出建議，藉由攀岩場地的管理方與政府合作推行

課程，並實際體驗天然攀岩場與一般人工攀岩場的差異，並藉此機會教育，讓課程的學員了解對

於環境維護的重要性。另外，攀岩活動現階段仍是屬於對新手較不友善的遊憩活動，在沒有裝備

與教學者在場的情形下有很多活動方式無法學習與體會，詹前志（2005）的研究發現攀岩參與者

喜好與技術相當的同好共同活動，而且攀岩者多半有自己的喜好而前往特定的攀岩場（陳玠穎、

歐聖榮，2002），故在各攀岩場地由管理者發起教學相關活動，再配合政府的協助應是較能節省成

本並最有效果的推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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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不同專門化程度的登山團體進行適切的宣傳方法，以提升團體內成員的環境態度。 

臺灣對於登山路線的難度劃分，除玉山、雪山、太魯閣等國家公園管理處建構之登山路線分

級外，多以民間自組團體或登山嚮導口傳體授，雖然登山者自有其難度與偏好與自我能力評估，

但在政府全民登山的推廣下，不同程度的登山者對於登山環境會造成衝擊，因此由政府與民間團

體合作，訂定登山路線難度等級是一種可行之辦法，或者藉由與大專院校的的社團聯繫，將各類

型環境保育之宣導品發放，如光碟片等於出隊前撥放，讓專門化較低的初學者能夠先行了解該登

山路線的環境（吳崇旗等，2015），並由簡單的路線開始接觸登山活動，進而培養其興趣並發展出

較為保育環境的態度與行為（梁峰豪，2009）。另外也可以針對於年紀較輕的兒童或青少年設計相

關的學習經歷課程，藉由從小開始的學習引發其興趣進而成長發展出對環境正向的態度。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1.抽樣方式應可再考慮其他方式，或者先至活動地點實地觀察後再行決定，以減少抽樣造成之誤

差而影響研究結果的客觀性。 

本研究發現此類活動參與者的數量雖然不少，但有接受過專業教學課程的參與者卻不多，因

此決定採用滾雪球抽樣方式期望藉由成員間的交流達到取樣目的，加上現今網路發達因此選用網

路問卷預計能取得較多的樣本。本研究在問卷發放過程中，發現許多網路社團成員有（一）實際

實際參與的活躍度不高，以及（二）許多社群內之成員有彼此重複之情形。 

由於網路社群的加入或創立並不困難，因此很容易吸引有相關興趣的同好，但實際運作時仍

會以現實有接觸的社群成員為主，例如以大學社團為名的網路社群，在社團行程的實際執行上多

以在校的社團幹部為主要規劃者，而實際參與者也就不如預期的多。已畢業者不一定會退出網路

社群，但會加入其他相關的社團交流，造成了成員重複的現象。民間團體的組成以現實早有接觸

的同好為主，因此參與活動的活躍度相對於大專院校會較高。且在民間團體則有登山社團衍生出

的子團體、或以攀岩場為聚集地而產生的團體等，若都在鄰近區域內就會產生成員參加複數團體

的情形。此為當初研究並未考慮周全之部分，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依照地域性進行，如臺北地區

的攀岩場、各大專院校登山社團發放實體問卷作為輔助。 

2.進一步探討登山與攀岩之遊憩專門化構面與環境態度、環境行為間之關係，以確實了解專門化

的其他屬性對於環境態度、環境行為的關係以及解釋能力。 

雖然本研究之結果驗證出對於環境態度及環境行為的解釋能力，但在迴歸分析結果中顯示常

數項的顯著性高，表示還有其他隱藏的變數可做解釋，因此本研究的成果應還有再延伸探討出其

他的變數的可能性。遊憩專門化的部分來說，本研究的測量概念採用遊憩專門化環之概念，而後

再進行集群分析作探討，最後再採用典型相關分析驗證線性關係，由於本研究的環境行為量表採

用 LNT 之概念，對於攀岩的關係仍不明確，且結果顯示僅在登山的專門化與環境行為較有關係，

在攀岩的部分則不顯著，因此，建議後續的研究者除了採用不同的專門化概念來探討環境態度與

環境行為的關係以外，對於環境行為的量表選用也應針對遊憩活動的特性進行設計解釋能力。 

3.以遊憩專門化的概念探討不同的遊憩活動時，需要了解活動在現行社會中的發展樣貌，在專門

化項目應設計更詳細實際的遊憩活動內容，以期更準確的區隔活動參與者的專業性。 

本研究分別以不同遊憩活動的方式作探討，雖然針對不同遊憩項目設計出不同的項目，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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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深入探討該遊憩項目不可取代的專業屬性，而是以較為概括的方式平均問項的分數並依此作為

分群的基準，並僅僅找出遊憩活動之間的差異，故建議後續研究可先透過文獻回顧找出該遊憩活

動的重要特徵，再以此作為錨點擴展探討。而對於整合多種遊憩活動的概念部分，應先了解活動

過去的背景與發展脈絡，再視現在活動的發展狀況才能確定，如本研究雖已進行登山與攀岩的遊

憩發展脈絡，但未對天然岩場或人工岩場等地理屬性進行探討，甚至再延伸還有溯溪或是野外健

走等活動，建議後續的研究者能再針對此部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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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信仰的發展與空間性 

The Development and Spatiality of Wandering Ghost Worship 

in the Xi’nan Area, Yilan 

林銘昌 a
 

Ming-Chang Lin 

Abstract 

Yilan’s has many folk religious traditions, inherited partially from social customs in China’s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One of which is the worship of wandering ghosts,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Wandering ghost worship is considered as a system of Yin temples in folklore, Yin temples are 

numerous and widely distributed. The present study uses reference analy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induc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materials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type and 

development of wandering ghost worship in Yilan’s Xi’nan area.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spiritual hierarchy of the ghost temples in this region. The study material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les in terms of geographic spatial distribution, architectural 

space, and worship space to comprehe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mpl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communities, and geographic space. 

The following are the conclusions formulated in this study. Firstly, there is a wide variety of 

wandering ghost temples in the Xi’nan area. By means of repeated renovation, some of the temples have 

upgraded their status as well as the spirits worshipped in them. The twelve Cheng-huang (City God) 

temples in the Su’ao area are excellent examples of this phenomenon. Secondly, with respect to these 

temples’ geographic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bones worshipped at temples located near bodies of water 

primarily came from victims of flooding or the fury of the sea. The bones worshipped at temples located 

near burial sites were likely to have come from the areas. Furthermore, the large numbers of temples 

situated at the edges of settlements or in remote locations show that ghost temples are shunned by the 

local people. Thirdly, the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space of the temples shows those temples 

dedicated to spirits or deities with higher statuses tend to be larger and more intricate.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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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lacement of temples are facing south and east. This is related to the surrounding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the location of burial sites and so on. Lastly, Ghost 

Festival rituals at City God temples are conducted and arranged wi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man, man and ghost, and humans and the land. 

Keywords: Folk faith, wandering ghost worship, Xi’nan area in Yilan, deification, spatiality 

摘 要 

宜蘭民間信仰承襲部分中國閩粵漢人風俗，其中無祀孤魂信仰源遠流長，在臺灣民間信仰中

屬於陰廟系統，其廟祠數量龐大、分布廣泛。本文研究以田野調查之文獻分析、觀察、訪問以及

對研究資料的歸納分析，試圖理解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信仰的類型與發展歷程，特別是升格現

象在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所扮演的重要性；並藉由各項資料剖析該類廟祠在地理空間分

布、建築空間與祭祀空間的特性，以期理解廟祠與周圍人群、社區與地理空間的關係。 

研究成果如下：其一，無祀孤魂廟祠在溪南地區種類繁多，部分廟祠翻修數次，藉由升格手段

提升廟祠位階，使其神格提升；在蘇澳地區的12座城隍廟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二，在廟祠的地理空

間分布上，鄰近水域空間的部分廟祠其骨骸來源與河川氾濫、海難背景相關；而鄰近墳塚區的廟祠

其骨骸源自墳塚的可能性較高；此外，多數廟祠位於主要聚落邊緣或偏僻位置，顯示民眾對於陰廟

的設置多採迴避策略。其三，就廟祠的建築空間分析，通常神格階層較高之廟祠，其建築規模較大，

建築元素多元；另就座向分析，以座北朝南、座西朝東者最為普遍，此與周圍地理環境空間特性、

聚落分布、墳塚座落位置等相關。其四，就城隍廟的普渡祭典的儀式進行與空間配置，理解人與人、

人與鬼以及人與地的關係。 

關鍵詞：民間信仰、無祀孤魂信仰、宜蘭溪南地區、神格化、空間性 

緒論 

（一）研究動機 

村莊的角落存在數量眾多、不見飛簷、陰暗小巧呈三面壁的陰廟，這些陰廟具有不同的別名，

有應公、大眾爺、萬善公、萬善爺、百姓公、金斗公、水流公、有應媽、姑娘、姑、媽、

夫人等，陰廟是臺灣傳統靈魂崇拜的文化，廟宇祭祀無祀孤魂，是基於對鬼魂的恐懼，轉而祈求

對民眾的庇佑。清朝開墾拓荒的先民，孤身至蘭地，難免遭遇意外或其他因素而死亡，若無親友

的安葬，容易成為厲鬼而對居民產生威脅，祭祀祂們無非是安慰亡靈，繼而乞求庇佑，從畏懼轉

為崇拜的過程，體現先民的悲憫胸懷。 

一般民眾對陰廟的印象多為陰森幽暗，對此類型廟祠常抱持敬而遠之的態度，而其普及性卻

令人訝異，默默隱身於巷弄間。宜蘭溪南地區部分有應公廟經由改建整修而升格，升格背後的緣

由為何有待釐清，部分大眾爺廟經過翻修後升格為城隍廟，尤以蘇澳地區最為普遍，某些城隍廟

與周圍社區互動密切，定期辦理固定社區集體性宗教活動，例如：繞境、普渡、酬神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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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傳統有應公廟或其他無祀孤魂廟祠因陋就簡，多為三面壁建築、單開間，形式簡單、占地面

積不大的「廟仔」格局。1陰廟信仰是自然崇拜、植物崇拜與靈魂崇拜的集合，其寺廟的區域分布

之廣泛與信仰的普及性不亞於土地公。溪南地區的陰廟頗為可觀，故則此區作為研究的範圍。本

文研究首先探討鬼魂崇拜的相關典籍，經由調查陰廟的過程，輔以開發拓墾歷史的資料、自然環

境的分析，以釐清溪南陰廟的發展歷程、空間分布與宗教儀式。故本文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1.探討宜蘭無祀孤魂信仰的歷史沿革及剖析與歸納無祀孤魂的類型。 

2.分析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在空間分布上的特色。 

3.釐清周圍環境、聚落發展與陰廟的關聯性。 

4.探究無祀孤魂廟祠的祭典儀式、祭祀空間，了解宜蘭溪南地區之無祀孤魂信仰與社區信眾的生

活、人際與地理空間的關係。 

（三）研究觀點 

1.「神、祖先、鬼」與「神格化」 

Wolf 將民間信仰的祭拜對象分為「神」、「鬼」、「祖先」，此三分法反映農民對於外在社會世

界的投射（Wolf, 1974；Jordan 著、丁仁傑譯，2012）。渡邊欣雄指出神明即為官僚，象徵現實的

政府體系，祖先為家族成員，受到家族後代的祭拜與供養，鬼魂為外人，透過「冥婚」使未婚而

亡的女性成為家族的祭祀對象，藉此「鬼魂」的地位轉變為「祖先」之地位。（渡邊欣雄著、周星

譯，2000）在民俗宗教的宇宙觀將世界分為「天」、「地」、「人」三界，祖先與鬼魂列入「地」界，

鬼與祖先可藉由信眾的崇拜而升格為「神明」。（關華山，1980）鬼與祖先在民間信仰的體系中具

備「動態性」的發展特質，試圖去了解「鬼」如何透過某些手段升格為「神明」，以去除「鬼」的

灰暗色彩。 

2.空間分析 

地理學是「研究地表各種現象的空間分布與空間關係」的一門學科，其核心問題為事件或現

象地空間特性。探討地理「空間」並非只是處理空間所在的點、線、面的幾何特性，尚須關注社

會與周圍世界的面向。因此，對於某地理現象的分析，乃藉由分析其分布之特性去探究此現象與

空間的連結性。（施添福，1990） 

地理學的空間分析需劃出研究區域範圍，範圍尺度的大或小影響分析的方式與內涵。範圍之

內的某種地表現象如何分布？此現象為何呈現如此的分布特徵？相同景觀現象在不同空間的分布

特徵上有何差異？相異的景觀現象在空間分布是否具有相似性？透過地表現象的空間分析能否得

出其原則與規律性？抑或探討人為與自然因素如何影響地表現象的空間分布？這些事物、景觀現

象的空間分布表面或許不相關，但卻互相作用，藉由現象與空間的水平關係展現空間分析的特性。 

3.人地關係 

「人地關係」為地理學的三大傳統之一，透過理解人類與生活、自然環境（地）之間的機能

                                                             
1 本文所述之「廟仔」係以閩南語發音，意指規模較小、建築格局簡易、無三川門/非三開間之「陰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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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認識人類如何利用環境、改變環境或適應環境，在人類適應地環境過程中與社會組織的相

互關係如何？（施添福，1980）人類生存與發展佔據地表的部份空間，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相互

影響與相互制約，隨人類社會發展，人與自然關係的內涵發生變化。人類為生存需要不斷改變與

利用自然環境（地），同時地理環境亦影響人類活動發展，產生地域性特質。人地關係的研究取向

既要關注人類活動的發展，亦須了解環境特質與人類活動的互動關係。 

（四）名詞定義 

1.無祀孤魂信仰 

(1)臺灣民間信仰中普遍以「陰廟」、「廟仔」或「鬼祠」稱呼此類廟祠。 

(2)其祭拜對象名稱為有應公、百姓公、金斗公、人頭爺、校地公、萬善同歸、萬善公、萬應公、

大眾爺、大眾媽等。 

(3)其廟宇曾經或現今仍供奉無祀枯骨，以及祭祀無後嗣祭拜之孤魂。 

2.宜蘭溪南地區 

蘭陽溪以南之平原地區（圖 1），包括的行政區：羅東鎮、冬山鄉、三星鄉、五結鄉與蘇澳鎮

之部分里，2此為本文研究之區域。 

 

 

 

 

 

 

 

 

 

 

 

 

 

 

 

 

 

 

 

圖 1 宜蘭縣溪南地區範圍示意圖 

                                                             
2 研究調查區未納入不屬於蘭陽平原的蘇澳鎮東澳里、南強里與朝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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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格化 

(1) 無祀孤魂廟祠祭祀對象以無祀枯骨與無主孤魂為主，本質為「鬼」。 

(2) 藉由廟祠翻修升格，從有應公或萬善公等升格為大眾爺，再進一步升格為城隍爺，3由此從

「鬼」晉升為「神」的過程。 

4.空間性 

指無祀孤魂信仰在空間形構上之特色，包括：廟祠在地理空間上的分布、廟祠建築的空間性

與祭祀儀式的空間性。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大眾爺與有應公之意涵差異 

「有應公」與「大眾爺」同屬無祀廟祠，其本質上皆屬孤魂或厲鬼信仰，然而其名稱起源相異。

目前臺灣民間多以有應公作為臺灣地區無祀祠的主要通稱，戴文峰考察清代文獻未有「有應公」

之名，4因此有應公名稱的源由最早可能根據鈴木清一郎的說法，早期收留無緣枯骨的小廟於廟楣

懸掛「有求必應」之紅布條，故取「有應」兩字而得名（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2004），此稱

亦凸顯臺灣信眾將無祀祠之類的小廟作為祈求財富之取徑。有應公廟數量龐大，其來源主要有二：

其一源自古代厲祭之風俗，厲祭本意在祭祀厲鬼，在臺灣則衍生成為民眾與官府停柩、寄棺之處，

甚至淪為掩埋枯骨的塚墳，並且最初短暫祭祀的祭壇轉化為長久奉祀的廟祠（盛清沂，1971）。另

一主要來源為清代義塚設立之普及，義塚通常是指大片的公有之塚仔埔（或稱塚山），另可指為大

墳塚，主要埋瘞無主骨骸（戴文鋒，1996），大抵義塚處多建有無祀祠，故義塚與有應公廟可謂相

伴而生，然亦有部分有應公廟附近並無義塚、或與之無關，僅發現為數甚少的無主枯骨便建立小

祠，甚至在宜蘭當地田野調查中發現有家族墳墓旁建立萬善同歸祠的案例。與有應公類似之無祀

祠廟為大眾爺廟（或稱大眾廟），部分大眾爺的來源與有應公雷同，和義塚的設立或者厲祭的舉行

相關。大眾壇的出現或許能說明大眾廟或大眾爺名稱的來歷，此名稱可見於《重修臺灣縣志》：「鄉

厲壇二：一曰大眾壇，在大南門外。康熙五十五年，里民眾建（前堂供厲鬼，後堂奉佛。其右立

萬緣堂，寄貯遺骸，男東女西。仍設同歸所，以瘞枯骨）。一曰萬善壇，在安平鎮一鯤身（建年未

詳）。乾隆十五年，水師協鎮沈耀增建（壇前建庵奉佛，庵西南隅蓋瓦屋五間，周繚以垣）」（王必

昌，1752/1958：166）。增田福太郎曾假設「大眾」之名可能源自佛教的用語（增田福太郎，1934；

引自康豹，1997：131-132），埋藏無主骸骨的風俗或許與此不無關係。此外，「萬善同歸」祠之名

稱由來應緣自「萬善壇」與「同歸所」的設立，「萬緣堂」與「同歸所」本質相同，5皆收埋無主

                                                             
3 城隍爺於民間信仰中屬於正神，其廟祠不歸納於陰廟中，然本研究旨在探究無祀孤魂廟祠的發展，故將縣內原

先屬於陰廟之城隍廟納入其中討論。 
4 清代無祀祠中以「萬善」為名所占比例最高，其次為「大眾」，以「萬善」為名者，包括：萬善祠、萬善廟、萬

善堂、萬善同歸、萬善宮。至日治時期，曾景來統計之無祀祠 78 座中，以「有應」為名者達 27 座，高於以「萬

善」為名的無祀祠，故以此推論日治時期有應公逐漸散播全臺，成為無祀祠之主要代稱（戴文鋒，1996：58-66；

曾景來，1938/1995：98-108）。 
5 同歸所即「同歸所祀壇」，據福建省《漳州府志》記載：「同歸所緣厲祭而起也，壇設於城南里許，歲以春清明

日、秋七月十五日，凡二祭，以祀本郡遭厄幽魂。順治九年，海寇圍郡城半載，餓死甚眾，及圍解男女暴得食

斃者尤多。里人李耀宗等捐貲，同僧聞曉遍收遺骸約七十二萬，火葬于此，仍置祀壇，壇前建庵，曰萬善（今改

庵為寺）……。」（沈定均、吳聯薰，1877/1965：4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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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骸，並加以祭祀；而「萬善壇」與「大眾壇性質相近，皆為祭祀無祀孤魂或厲鬼，其旁空地可

能收埋枯骨或暫放客死者之棺槨。總之，論起源，清代臺灣本省之「萬善壇」、「萬善同歸祠」、「同

歸所」最早可能源自福建省，後由漢人移居臺灣而帶來，而「有應公」與「大眾爺」與「祭厲」

行為息息相關，性質上兩者無太大差異，同屬厲鬼、孤魂信仰或無主枯骨的崇拜。 

與有應公、萬善公相較，大眾爺背後隱涵身分相當多元，據增田福太郎（黃有興譯，2005）、

林富士（1995）、高賢治（1989）、戴文鋒（2011）、鍾華操等學者的研究，大眾爺的面貌舉有數項

特點：其一，依據新莊「地藏庵」的地藏王配祀大眾爺的案例中，大眾爺成為管理孤魂野鬼的特

殊神祇，具有城隍爺的性質，可仲裁陽世生者與陰間死者的糾紛，這也顯示民間信仰的「厲鬼」

信仰結合佛教的地獄冥神之說（高賢治，1989）。其二，大眾爺乃為大將爺的轉化，「大眾」是由

「大將」的閩南語諧音轉變而來，如臺南四草大眾廟的主祀神為「鎮海大元帥」，傳說其原是吞金

跳海自盡的陳酉（或陳友）將軍，當地居民多稱呼為「大將爺」或「大眾爺」，從厲鬼的大眾爺。

其三，依據梶原通好、鈴木清一郎、鍾華操、蔡懋堂等諸多學者的說法，大眾爺乃是孤魂野鬼中

的將領或酋長，例如鍾華操（1979：384）曾說明：「『大眾爺』，傳說中就是陰司鬼王長的統稱；

也有說，就是鬼中的厲鬼。……而有應公卻是那祀於小祠的無主骸骨和那些無主孤魂。」最後，

回歸無祀祠信仰的基本信仰特質，大眾爺本質上與有應公無異，均為群體孤魂野鬼的總稱。儘管

有應公與大眾爺均屬無祀孤魂信仰，大眾爺的神格地位與有應公相較仍然較高，具有類似將軍的

較高位階，故經由田野調查發現，許多有應公廟在眾人運作並獲得廟方同意下升格為大眾爺廟，

由此可見有應公廟仍帶有較多的鬼魂色彩。 

（二）宜蘭地區的城隍信仰 

宜蘭地區的漢人移民晚於西部地區，至 18 世紀末期吳沙率三籍墾民前來，亦不過兩百餘年。

因清朝官方的統治，宜蘭地區建立官祀城隍廟，最早於嘉慶 18 年（1813）宜蘭市舊城區創建城隍

廟，由當時擔任噶瑪蘭通判的翟淦捐出薪俸，邀集地方仕紳與民眾合資興建（增田福太郎，1999），

迄今仍是宜蘭地區唯一的官祀城隍廟。 

日治時期，宜蘭地區出現羅東與頭城兩座私祀城隍廟。頭城城隍廟最早出現於道光 25 年

（1845），當時，5 月某日福德溪洪水爆發，一尊城隍爺金身塑像隨流水漂至林投樹上，居民發現

將之迎奉於舊稱佛祖廟的開城寺，供民眾祭拜。同治 3 年（1864），大水沖毀寺廟，村民決議集資

重修，即今日頭城鎮吉祥路之「開城寺」。至日治大正 2 年（1913），拔雅里將軍廟乩童忽遇神靈

降乩，自稱城隍爺，於是民眾發起興建城隍廟（不著撰者，1997）。羅東城隍廟亦稱「慈德寺」，

其前身為大眾爺廟，始建於嘉慶 20 年（1815），現今廟址對面原為墓地，故該廟內收容無主枯骨。

期間曾被日人徵收作為日語傳習所分教場與羅東公學校設用地，至明治 34 年（1901）始歸還廟地。

日治中期，羅東、宜蘭蘇澳同設郡，地方仕紳以為羅東行政層級既已提升，故以「陽有郡守，陰

無城隍」之由設立城隍廟。昭和 8 年（1933）改主祀城隍爺，卻因殖民政府「抑道揚佛」，合議將

廟名定為「慈德寺」，主祀觀世音菩薩。（游謙、施芳瓏，2003；許純蓮等，2002）儘管羅東大眾

爺早已升格為城隍廟，大眾爺與觀世音菩薩仍受奉祀，成為該廟之同祀神（副祀神）（阮昌銳，1982）
6，顯見釋道融合之特質。概括日治時期共有三間城隍廟，除宜蘭市城隍廟外，其餘兩間皆為地方

                                                             
6 根據阮昌銳（1982：2-20）的觀點，同祀神意指與主神同祀於廟中，彼此無從屬或宗教上的關係，亦可稱副祀神。 



131 

 

民眾發起建立，而羅東城隍廟基於行政階層升格為由，在當時街長陳純精與地方仕紳的奔走下推

動城隍廟，可見地方政治力量與地方民眾宗教意識、神格較高的地方公廟修建，一直有密切的互

動關係。 

戰後至 1980 年代之間，宜蘭城隍廟大致維持三間，其中頭城城隍廟與開城寺合併，於民國

84 年（1995）重建竣工，廟名改為「宜蘭頭城開成寺城隍廟」，樓上主祀觀音菩薩、諸佛菩薩、

陪祀「吳沙」先賢神位、開蘭眾賢祿位等，樓下頭城城隍，安溪城隍、文武判官、玄壇元帥、神

農大帝、文昌帝君等諸神。羅東城隍廟仍主祀城隍爺，而於民國 63 年（1974）將左廂房改建為功

德堂，奉祀地藏王菩薩，配祀功德主牌位，其牌位奉祀拓墾羅東之功德主潘賢文、茅格以及先賢

林烏全等。1980 年代之後，宜蘭縣內城隍廟數量呈顯著增長，尤以蘇澳為甚。目前根據田野調查

與內政部登記資料歸納，溪南地區共有 15 座城隍廟，計蘇澳鎮 12 座、冬山鄉 1 座、五結鄉 1 座

以及羅東鎮 1 座。蘇澳鎮城隍廟分列如下：頂寮城隍廟、龍德城隍廟、大坑罟城隍廟、山海關城

隍廟、南方澳城隍廟、蘇澳城隍廟、蘇澳港城隍廟、出水口城隍廟、隘丁城隍廟、聖湖城隍廟、

港口城隍廟、北濱城隍廟。冬山鄉為大興城隍廟，五結鄉為八大庄一百甲城隍廟，羅東鎮則為羅

東城隍廟（即慈德寺）。 

蔡明志（2015）認為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神格化為城隍的廟宇，大抵是循兩種途徑所形

塑：其一，有應公祠廟可藉由至少三次重建，以「有應公→大眾爺→城隍爺」的次序而逐步提升

其階級，最後「由鬼轉神」升格為城隍。其二，為顯示其由鬼轉神之正當性，行政首長常被要求

參與落成祭典，並有權冊封、贈匾予新科城隍。惟此類城隍廟不同於官祀正統之城市城隍具備「當

境城隍」的職能，反而與土地公的職能較為相近，以「祈安」為主。 

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信仰發展 

（一）宜蘭的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 

宜蘭地居臺灣本島東北一隅，東側瀕臨太平洋，北側與西側緊鄰雪山山脈，南側則倚靠中央

山脈，形成三面環山、一面向海的的地理區域。山地面積約達 1,638 平方公里，約佔全縣總面積

75%以上。平原大致以頭城、蘇澳、三星為頂，約略呈等邊三角形，每邊長 30 公里（張秋寶，1975）。

就地理環境而言，宜蘭是相對較封閉的區域，在社會文化環境上自成體系（游宏彬，2002）。 

宜蘭平原主要由蘭陽溪等河川沖積形成，其地形組成包含三角洲、聯合沖積扇兩部分。宜蘭

平原因山地地勢起伏大，斷層線通過平原西側形成斷層線谷，岩層脆弱易受沖刷侵蝕，且宜蘭地

區降水豐沛，蘭陽溪流域與周遭河川發育出數量高達 30 個的沖積扇。其聯合沖積扇含括數個大小

不一的沖積扇，分布於山麓地帶與縱谷地區（如圖 2）。三角洲平原區自聯合沖積扇以東，直達海

岸，以 5 公尺等高線為界，以西為沖積平原區（高平原區），海拔高度約在 5-20 公尺，以東則為

沿海低地區（低平原區），海拔高度在 5 公尺以下（張慶森，1969）。沖積平原區位於聯合沖積扇

之扇端，係湧泉帶，為宜蘭平原主要灌溉圳道的水源之一（黃雯娟，1990），7且此區地勢較高，

                                                             
7 清代宜蘭地區 43 條灌溉水圳中，有 26 條水圳位於沖積平原區，其中有 13 條水圳的水源來自湧泉（黃雯娟，

199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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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受洪災沖毀，成為漢人進入宜蘭平原開墾的主要路線，屬宜蘭地區的精華地帶。沿海低地區

地勢低窪，沿海沙丘高過附近平原形成阻礙，因此每當颱風、梅雨季豪雨來襲時，常因河水宣洩

不及或海水倒灌而積水成災，尤以得子口溪、宜蘭河、冬山河下游一帶最為嚴重（官治平，1973）。

此外，冬季盛行風向與河流流向相反，導致排水功能下降，積水嚴重（張慶森，1969）。 

（二）溪南地區無祀孤魂信仰廟祠的發展 

民間信仰隨時間不斷轉變，在社廟神祇發展方面，余光宏對臺灣民間宗教發展概略分成三個

階段，依序為：1.明清移民拓墾期，此時為臺灣民間宗教的萌芽期，移民承襲自閩粵原鄉地區的

信仰；2.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權以政治干涉宗教，切斷臺灣與閩粵間的宗教聯繫，注入更多的

佛教信仰，臺灣開始獨自發展出特有體系；3.戰後光復時期，民間信仰復興且蓬勃發展，寺廟建

築規模擴大、宗教祭典活動盛行（余光宏，1982）。 

上述地區是可能依據西部平原開發歷程與信仰背景而得出之總結發展，不一定符合宜蘭地區

的發展脈絡，而關於宜蘭民間信仰的演進歷程，游謙依據宜蘭的人文歷史背景，將該區的信仰劃

分為四個時期，依序是（游謙、施芳瓏，2002）： 

1.拓墾時期 

先民啟程前往宜蘭，往往攜帶從唐山帶來之香火或神像，且漢人初期建立聚落時，必會奉祀

土地公；另一方面，有應公等無祀孤魂廟祠的建立，有應公或大眾爺的崇拜在宜蘭甚為普遍，反

映拓墾初期宜蘭地區因意外、械鬥、生病或其他因素的死亡機率較高。 

2.定居時期 

清末平原拓墾大致完成後，至日治中期實施皇民化政策之前，居民定居，聚落已穩定，社區

逐漸成形。此時村落人丁眾多，且已累積較多財富，有能力興建庄廟以為村落信仰的中心。 

3.壓迫時期 

基於統治需求，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皆有宗教信仰的管制政策，主要針對民間信仰領域，且

非完全拆除或禁止，這時期的宗教活動固然遭受打壓，但信仰基礎仍未有真正的動搖。 

4.蓬勃時期 

60 年代後，臺灣經濟起飛，人民所得提高，在充實的經濟基礎下，諸多小廟改建為大廟，同

祀主神之廟宇聯誼會亦蔚為風潮，如頂寮城隍廟。 

廟祠與聚落可謂同步發展，聚落的經濟基礎是否堅實決定廟祠的規模大小，人力與經濟財富

的充實擴大廟宇規模，廟宇規模的擴展進一步吸引更多的香客，廟宇成為實質利益的收穫者。另

一方面，寺廟聯誼交流開啟與建立廟際網絡關係，不論是同縣間或全國間的聯誼，寺廟聯誼有助

廟宇聲望與地位的提升、獲取社會資本（范正義，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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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宜蘭平原沖積扇分布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施添福，1996。 

無祀孤魂廟祠的地理空間分布 

廟祠是宗教信仰的核心，為宗教信念的具體象徵與實踐，在臺灣民間信仰中，一庄一廟或多

廟的情形極為普遍。無祀孤魂廟祠以崇拜無主孤魂、枯骨為主，作為無祀孤魂崇拜的陰廟遍及臺

灣各地，因無地毯式的普查，無法確認真正的數量。然而，由於其為數龐大，自然在空間分布上

可歸納出其特徵。這類廟祠神格位階較低，祭祀者通常較少，眾多陰廟分布於相對偏遠區域，遠

離主要聚落。傳統臺灣社會有「宮前不宜住家」的觀念（林晉德，1998），宮為宮廟略稱，泛指一

般寺、廟、宮、祠等廟宇，在鄉村型聚落，一般宮廟前忌諱興建住宅。本節將透過田野調查資料，

輔以文獻資料，探討無祀孤魂廟祠在宜蘭溪南地區分布的特徵，以及與周圍環境、聚落間的關聯

性。 

（一）陰廟與水域空間 

水域泛指河、湖、海、沼澤、水圳、排水溝渠等自然與人為的地理環境，宜蘭全年降雨充沛，

造就多水域的環境。無祀孤魂廟祠的本源為枯骨與鬼魂的崇拜，部分陰廟所奉祀的枯骨於水域環

境發掘，傳統上稱之「水流公」，這些枯骨可能於河畔、海域、溝渠等處由居民發現，經整理置放

於某處，因對枯骨的憐憫與畏懼，立一小廟祭拜。枯骨出現的原因或許由於河川氾濫沖刷周圍墓

地的無名骸骨至下游的發現地，抑或是水難之下的屍體漂流至河岸，倘若為海邊聚落的漁民，則

較易海上或海濱處發現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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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溪南地區的水系以蘭陽溪流域面積為最大，其流經溪南五鄉鎮的支流為羅東溪、安農溪

與冬山河等，而流經蘇澳鎮北部平原區的水系為新城溪。以氾濫規模而言，蘭陽溪洪泛影響範圍

大，包含五結、三星、壯圍、員山等區域皆曾深受其害，尤以未興建現代化堤防前。根據清代《噶

瑪蘭廳志》的史料記載（陳淑均，1852/1958），嘉慶（1795-1820）與道光年間（1821-1850）曾有

數次的水患紀錄。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亦記錄宜蘭地區水患情形多達百餘則，在清代與日

治時期蘭陽溪與其支流，為昔日宜蘭洪患主因。由於清代政府較不注重堤防整治，水患頻仍，地

方民眾籌資建造土堤防洪，然而效果不彰，遇大水土堤易崩，導致傷亡人數眾多，衍生出河畔無

人認領之屍骨；遲至日治時期，藉由現代技術築堤，有效約束蘭陽溪兩岸的網狀河道的氾濫，並

擴大兩岸耕地。因此，宜蘭河岸附近的陰廟許多與早期河堤潰決、洪水氾濫所帶來之枯骨有關。 

依據田野調查資料歸納，目前調查的廟祠約 13 座與水流屍相關（表 1、圖 3）8，多數位處河

川或溝渠旁，少數屬於海岸地帶，這些廟祠所奉祀的枯骨未必放置於廟祠。對於洪患與陰廟遺骨

的關聯性，受訪者幾乎無法確切說明哪些年分曾發生水災而導致無名屍骨四散，唯五結鄉錦眾村

萬善堂在其廟祠沿革碑文詳載明確時間。該廟原初位置在今日蘭陽溪畔的河灘地，因政府疏導河

川遷移至現址。依據廟祠沿革碑文，該廟奉祀以金斗甕盛裝之枯骨，其金斗甕乃跟隨蘭陽溪（即

昔日濁水溪）的洪水漂流至此。為還原這段歷史，乃查閱《臺灣日日新報》的文獻，其廟祠沿革

記載的洪汛年份大致符合史料，例如大正元年（1912）9 月 1 日〈宜蘭之水害彙聞〉記錄：「宜蘭

地方去月廿六日以來，天氣忽變，乍雨乍晴，越至廿七日，驟雨淋漓，是晚益甚。及廿八日早朝，

大雨愈降，各處溪川，增水數尺……各地橋梁流不少，頭圍羅東等處，交通斷絕，宜蘭川溪水，

漲滿流溢……羅東濁水溪凱旋橋流失、輕便鐵道，損壞十餘處，壯二庄半路店，全部倒壞……。（臺

灣日日新報，1912）」從上述報導摘要得知，大正元年的水災規模大，屬極端氣候災難事件，無論

財物損失、人員傷亡均甚為慘重，使蘭陽溪兩岸居民深受其害，錦眾村萬善堂所供奉之骨骸即源

自此水患，且從萬善堂面向蘭陽溪的方向也象徵該廟遺骨與蘭陽溪的自然災害緊密連結。 

從地理環境觀之，宜蘭平原降雨量大，且四季降雨無顯著乾季，水域環境隨處可見，包括：

天然河道、埤塘、灌溉水圳、排水溝渠等。河川帶來無名屍骨，居民將屍骨發現處立廟祠，故河

灘地、河堤附近偶可見到陰廟；同樣屬於水域環境的海洋，海岸附近發現之水流屍或濱海路地挖

掘之無主骨骸處亦立廟祠奉祀。由於，水在宜蘭甚為普遍，廟祠分布於河岸、海濱、圳道附近的

比例自然較高。分布於水域環境旁是否代表該廟祠的成立乃是因水流屍、無主骨骸之發現而產生，

得視個別廟祠歷史發展的脈絡而定，未必分布於水域旁即與水流屍相關。其實，因沖積平原地勢

低窪，早期土堤時期無法有效控制洪水溢流，淹水範圍廣大，水流屍隨洪水流散平原各處，未必

沿著河道、水圳被發現，亦可能出現於一般農田。部分與水流屍相關之廟祠，因政府政策而被迫

遷移，例如頂寮城隍廟因應利澤工業區開發，合併舊頂寮兩間有應公廟，遷往內陸之現址處，從

地圖來看，無法直接判斷是否與水流屍相關。此外，早期三星一帶堤防尚未建置，此區的網狀河

道散布，易生水患天送埤，有應公祠安置安農溪、蘭陽溪氾濫挾帶之水流屍。如今，蘭陽溪受堤

防約束，廟祠與水患的關連性彷彿遭切斷。從比例上分析，三星鄉陰廟與水流屍相關的比例較高，

反映早期三星鄉水難頻仍的歷史背景。 

                                                             
8 部分廟祠年代久遠，受訪者的說法可能無法完全吻合當時建廟的原因與枯骨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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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與水域關係之基本資料 

 

 

 

 

 

 

 

 

 

 

 

 

 

 

圖 3 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分布圖 

行政區 所在 

村里 

廟祠 

名稱 
面向 與水域關係 備註 

羅東鎮 仁愛里 萬善公祠 背對溝渠 鄰近萬長春圳四結段 相傳萬長圳曾發生水患，出現大量水流屍。

行健村 
石頭城 

大眾廟 
面對河川 鄰近安農溪 

據說日治時代後期安農溪氾濫成災，將無
人處理之罹難者遺骸集中安置。 

天福村 
天送埤有應公

祠 
背對河川 鄰近蘭陽溪與安農溪

昔日蘭陽溪與安農溪網狀河道經常氾濫，
故時有水流屍之遺體。 

貴林村 紅柴林萬善祠 面對河川 鄰近蘭陽溪 
據傳日治時期蘭陽溪氾濫潰堤，洪水沖毀
墳塚，骨頭散落。 

三星鄉 

尚武村 大眾爺廟 背對河川 鄰近蘭陽溪 
蘭陽溪洪泛成災，堤防崩毀，遭大水沖走
的罹難者遺骸散落土裡。 

冬山鄉 得安村 英雄祠 面對湖泊 鄰近梅花湖 奉祀湖底罹難者之孤魂。 

成興村 姑娘廟 背川面海 鄰近冬山河 
相傳一百多年前冬山河飄來一具女性水流
屍。 

季新村 清安堂 面對海洋 鄰近太平洋 昔日，漁民於牽罟中發現人的頭骨。 

錦眾村 萬善堂 面對河川 鄰近蘭陽溪 
大正元年（1912），蘭陽溪溪水氾濫，三
個盛裝骸骨的金斗甕隨溪水漂流至先今廟
址對面的堤防邊。 

五結鄉 

錦眾村 
八大庄一百甲

城隍廟 
面對河川 鄰近冬山河 

位於冬山河與蘭陽溪交匯處，早期渡船者
眾，每遇汛期常有船難發生，故廟祠奉祀
罹難者骸骨。 

頂寮里 頂寮城隍廟 面對海洋 鄰近太平洋 
清代牽罟時，發現沖到海岸之骸骨，當地

漁民集中後建廟安置。 

港邊里 港口城隍廟 面對海洋
鄰近無尾港（新城溪

舊河道） 

無尾港鄰近太平洋，廟祠後方供奉海上水

流屍之骸骨。 

蘇東里 蘇澳港城隍廟 面對海洋 鄰近蘇澳港灣 蘇澳港港邊發現無主骨骸。 

蘇澳鎮 

南建里 南方澳城隍廟 面對海洋 鄰近蘇澳港灣 
大正 10 年（1921）年開闢第一漁港時，港

區範圍掘出為數眾多的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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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墳塚與陰廟的空間關係 

墳塚為祖先骸骨的掩埋處，沒有後嗣祭祀的骸骨亦埋入其中，或者原有子嗣祭拜，而後因子

嗣的忽略或搬移而成無主骸骨，上述無主骸骨可能在居民的合議下另外集中加以安置，並立廟祭

祀以求平安順遂。另外，偶有工程單位或民眾拓墾時挖掘古代墳塚，這些墳塚的骸骨年代久遠，

無法辨識其身分，同樣的可能整理後建廟安置。因此，凡有墳塚處，附近經常可以發現矗立一座

有應公祠或大眾爺廟，說明墳塚與陰廟的關係密切。 

觀察陰廟與墳塚的空間關聯性，方位與距離遠近是觀察指標。依據資料統整的表 2，表中共

50 座廟祠，計有 33 座廟祠內部安置無主遺骨，是謂祠塚合一，所占整體比例約 66%，顯示廟祠

中安置枯骨的普遍，祠塚合一表示廟祠本身即為墳塚，此為一般陰廟常有之現象。枯骨常安置於

神桌底下，或置於後方隱密處，若完整封存則不易覺察。基於空間使用效率，祠塚合一是主流趨

勢，倘若骨骸數量非過於龐大，則可置於廟中，部分廟祠內部後方的空間或左右兩側放置骨骸，

並且需透過專屬的門得以進入整理。其次，前祠後塚的廟祠計有 9 座，比例約為 18%。其後方墳

塚為掩埋骨骸處所，前方設立祠廟作為祭祀場域，前祠後塚以大眾爺廟與有應公、萬善公祠較為

常見。此外，前塚後祠與左祠右塚的類型僅各發現一個個案，即五結三興村大眾爺廟，後者則為

季新村馬良大眾爺廟。三興村大眾爺廟建廟緣由乃是早期居民時有不祥之事，在經由鄰近國聖廟

之「國聖公」的降乩指示下，在廟祠現址對面發掘出為數眾多的無主骨骸，不過，在廟埕土地的

水泥化下無法窺見墳塚樣貌。另一方面，馬良廟的左祠右塚亦屬罕見，在廟祠的右側水泥築起的

圓筒即為放置骨骸之處，其靠近欄桿前方地面上插有數支香，據受訪者表示，該廟甚為靈驗，推

測為某些賭博客、樂透彩券或特殊行業為求發財而前來上香。羅東城隍廟廟址對面原屬墓地，但

在日治時期已清理遷移，目前對面為商業騎樓，已難一窺昔日面貌。至於大洲村義洲路二段之萬

善祠與大眾爺廟，兩者並列於陳定南家族墓園旁，墓園原有的無主枯骨已經整理加以奉祀，但不

確定是否置於廟祠中。整體而言，在廟塚空間結構上祠塚合一佔絕大多數，其次為前祠後塚，其

他如前塚後祠、左祠右塚則較為少見。 

公墓與陰廟經常相伴而生，據表格統計資料，整體而言，陰廟與公墓的空間關係大致可以分

為緊鄰、稍遠以及疏遠三層次。參照表 2、圖 4 可知，緊鄰現今公墓區者僅 12 座，約佔整體比例

的 25%，這 12 座廟祠所供奉的骨骸不全然出自於鄰近之公墓，以利澤村姑娘媽廟為例，其由來

為 100 多年前附近河川（冬山河）發現一具女性遺體，村民將之葬於廟祠現址的後方沙地，故與

對面的五結第一公墓並無直接關聯。當廟祠緊鄰公墓區時，可以合理推測該廟祠的骨骸可能源於

公墓區，當然必須透過當地人的確認始能理解兩者間是否存在直接關聯。此外，距離公墓稍遠的

廟祠處計 11 座，約佔 22.9%，其中確認與附近公墓有直接關係者僅約為 5 座。此說明陰廟骨骸來

源眾多，未必源自鄰近公墓區。細究其中細節，以緊密關係而言，其廟祠骨骸來源於緊鄰之墓地，

共計 8 座廟祠，約佔 12 座廟祠的 66.7%；稍遠者其廟祠骨骸源於附近公墓者約為 5 座，比例較低，

約佔 11 座廟祠的 45.4%，顯示與墓地距離愈近者，其廟祠的骨骸愈可能源自於鄰近墓地，說明廟

祠的骨骸與鄰近墳塚區的相關性與距離成正比，反之亦然。然而疏遠者，共計 27 座，佔全數之

54%，表示有超過總體半數，其廟祠骨骸來源與公墓區無直接關聯性，其廟祠座落區位另有其他

因素決定。 

從陰廟與墳塚的分布地點分析，部分陰廟的分布區域與墳塚重疊，以冬山、五結以及蘇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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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最為普遍。就五結鄉而言，成興與季新二村為五結第 1 至第 3 公墓的所在區域，鄰近區域的

陰廟數量多，且分布較密集，形成陰廟與公墓的緊密關係。公墓區選址通常與主要聚落的相距較

遠，常位於經濟生產力較低、土地利用價值不高之土地，例如海濱、近山平原、山區或鄰近河道

處，安置公墓無主骨骸之陰廟常坐落於墳塚附近。以「中心—四方」的觀念剖析，陰廟與公墓（公

共墳塚）屬於「邊陲」、「陌生」、「陰森」、「畏懼」、「危險」的區域，與之相對一般民眾居住之聚

落則具「核心」、「熟悉」、「和煦」、「親近」、「安全」的特質，故陰廟與公墓的形象相近，關係亦

相近。或許由於陰廟與公墓的冥幽特質，使多數民眾不願親近，無形中架起一道隔閡。此外，陰

廟與公墓（墳塚）的區位關係非固定不變，陰廟可能因馬路開挖、工業區開發必須遷移；而墳塚

亦可能因（早期小型亂葬崗）消失、農地重劃、工業區開發或道路興建而被迫遷徙、合併或消失，

使陰廟與墳塚的分布區位產生轉變。同樣，聚落的發展、擴張也會使原先孤立的墳塚與陰廟距離

拉近，形成聚落房舍面對或鄰近陰廟、墳塚的情形。 

表 2 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與公墓距離統計表 

a 表中數值係根據林銘昌（2017：63-65）表 3-9 內容統計而得。距離公墓 20 公尺以內為「緊鄰」，距離公墓 20-500

公尺為「稍遠」，距離公墓 500 公尺以上為「遠」。20 公尺與 500 公尺的空間意涵分別指：與公墓間隔 4 線道公

路及其附屬設施的距離；500 公尺約為研究區兩個相鄰主要聚落（指《臺灣堡圖》已存在的小字或清末土名）中

心的平均距離。 

 

 

 

 

 

 

 

 

 

 

 

 

 

 

 

圖 4 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與墳塚分布圖 

     鄉鎮 

類型 
羅東鎮 三星鄉 冬山鄉 五結鄉 蘇澳鎮 合計 比例 (%)

緊鄰 a  0  1  3  4  4 12  24% 

稍遠  1  1  1  5  3 11  22% 

遠  1  8  3  7  8 27  54% 

合計(鄉鎮)  2 10  7 16 15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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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落與陰廟的空間關係 

聚落（Settlement）乃是人類集體生活的空間，以人為主體，並與周圍環境互動，形塑人與自

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段的聚落以參照行政村範疇與所在地名，並以住宅群落為比較

依據。聚落與陰廟的空間關係藉由陰廟在空間上的分布得以獲得較完整的脈絡。本文試圖以四種

分布型態釐清聚落與陰廟的空間脈絡（參圖 5 至圖 9），亦即：1.分布於主要聚落內部；2.分布於

主要聚落邊緣；3.分布於相鄰主要聚落交界處；4.與主要聚落之間有明顯間隔，呈現孤立狀態。 

1.主要聚落內部 

冬山村南興大眾爺廟位處南興村，昔日該廟位於竹篙厝與溪壩（仔）間，9其前身為羅東信用

販賣利用組合之所在地，據村民表示，日治時期竹篙厝一帶曾為日軍刑場，犯人行刑後之遺體與

其他亡者遺骸葬於近郊安平路之墓地，原廟祠奉祀之無主骨骸已移至第二公墓區。隨冬山市區的

人口擴張，目前廟址位於冬山市區聚落之中，為少見位於主要聚落內部之陰廟。 

2.主要聚落邊緣 

宜蘭平原區常見散村型聚落，集村型聚落則以羅東鎮及周圍地區以及各鄉鎮的生活中心較為

常見，且規模較大，不過在宜蘭鄉村地區的「城仔」聚落眾多，亦成為地圖上較易觀察到的小型

集村聚落。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散村屋舍分散，其聚落範圍不易確認，難免在觀察上出現判斷上

的誤差，必須考察其行政村範圍與地圖的資料進行比對，以利聚落與陰廟間在空間分布關係的確

認。 

整體而言，宜蘭溪南地區的居住人口趨於集中，聚落發展傾向集村化，因此無祀孤魂廟祠在

主要聚落邊緣分布上，以較高比例分布於集村附近。顯示這些廟祠屬於鬼魂崇拜的陰廟，本質上

令村民感到畏懼，將此類型廟祠建置於聚落中恐招致厄運，村民為迴避通常將廟祠設於聚落外圍，

亦可就近祭祀無主枯骨與亡靈。 

3.偏僻位置（村里交界與孤立位置） 

如同先前所述，無祀孤魂廟祠在空間分布上具遠離住家的特性，兩個村里中間位置稱為「村

里交界」，其腹地較廣，且距離兩個主要聚落中心點相對較遠；離主要聚落建成地至少在 20 公尺

以上，稱為「孤立位置」，這兩種「偏僻位置」常為無祀孤魂廟祠的分布所在。 

概括來說，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的空間分布以主要聚落邊緣之比例最高，佔所有廟祠

57.6%。作為鬼魂色彩濃厚的無祀孤魂廟祠，即使升格為大眾爺或階層更高的城隍廟，仍無法脫

離完全褪去原先的陰廟本質。對於居住或商業空間而言，民眾追求安心的生活環境，傳統上對於

陰廟的禁忌使得民眾將之設置於主要聚落邊緣，以此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迴避陰廟奉祀之無主

孤魂可能帶來潛在的災厄。 

比例居其次者為「偏僻位置」（「村里交界」與「孤立位置」的合併」，據表 3 所統計共計 24

座，含括：羅東鎮 2 座、三星鄉 5 座、冬山鄉 5 座、五結鄉 7 座及蘇澳鎮 6 座，兩者合佔所有廟

祠 40.7%。其中位於「村里交界」的廟祠約佔 28.8%，村里交界地帶常為人口分布的稀疏區，住

                                                             
9 竹篙厝位於冬山路後方聚落，過去民房建一長條形，其狀似竹竿，即臺語之「竹篙」，故稱之竹篙厝；溪壩（仔）

則位於冬山鄉公所西北方，南興路旁，其地名緣起不詳。（施添福總纂，20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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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零散分布，陰廟設置於此亦以避開各個主要聚落為目的，且能兼顧多個聚落間信眾的共同祭祀

需求。在溪南地區 5 鄉鎮中，三星鄉人口密度相對較低，部分廟祠孤立於主要聚落之外，距離主

要聚落相對較遠，例如：天送埤有應公祠、阿里史大眾廟、紅柴林萬善祠以及尚武村先人公祠等。

從另外一方面思考，陰廟所奉祀之骨骸常源自周圍的墓地，以民間風俗而言，墓地必然設於主要

聚落外圍或村里交界之郊區位置，則與之緊密關聯的陰廟亦隨墓地遠離聚落。居於「孤立位置」

的陰廟約占 11.9%（林銘昌，2017：68），比例相對較低，該區域出現陰廟的機率較低反映這些區

域平時人跡罕至，居民鮮少至這些區域活動，相對地發現骨骸的機率較低。其次，由於人口增長、

經濟活動的發展使聚落建成區擴張，使部分原本偏僻位置的陰廟與主要聚落的距離拉近，統計上

被歸於「主要聚落邊緣」，如五結鄉季新村加禮宛大眾爺廟等。 

表 3 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的分布位置與聚落關係之歸納分析表 

a 
表中之廟祠單位為「座」，百分比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 1 位。

 

b
 表中統計數值係根據林銘昌（2017：69-71）之表 3-11 內容統計而得。側身於主要聚落（現存《臺灣堡圖》

出現的小字或清末土名）之間隙地者稱為「主要聚落內部」；距離主要聚落建成地 20 公尺以內為「主要聚落

邊緣」；距離主要聚落建成地 20 公尺以上稱為「孤立位置」，兩相鄰村里界線兩側各約 100 公尺的邊際空間

稱為「村里交界」，兩者合稱「位置偏僻」。 

 

 

 

 

 

 

 

 

 

 

 

 

圖 5 羅東鎮無祀孤魂廟祠分布示意圖 

 

  鄉鎮 

類型 
羅東鎮 三星鄉 冬山鄉 五結鄉 蘇澳鎮 合計 比例 (%)a 

主要聚落內部  0  0  1  0  0  1   1.7% 

主要聚落邊緣 a  2  5  5 11 11 34  57.6% 

村里交界  2  2  2  6  5 17  28.8% 

孤立位置  0  3  2  1  1  7  11.9% 

合計(鄉鎮)  4 10 10 18 17 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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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少有陰廟分布於住宅區或商業區的核心位置，以前文所述之冬山鄉南興大眾爺廟為例，比

對臺灣堡圖以可發現南興大眾廟所在之地──竹篙厝與溪壩仔，日治時期的聚落僅小範圍分布，

其周圍多為農地，但隨冬山市街的發展，該廟已被鄰近屋舍簇擁，形成位於聚落內部的情形。一

般而言，陰廟對面少有住家，直接面對住家正面的情況更為少見，傳統上以此避煞氣，反映宮廟

前不宜住家的風俗。不過部分市區在人口增加下建地難尋，許多新建住宅面對陰廟情形無可避免。 

 

 

 

 

 

 

 

 

 

 

 

 

 

 

圖 6 三星鄉無祀孤魂廟祠分布示意圖 

 

 

 

 

 

 

 

 

 

圖 7 冬山鄉無祀孤魂廟祠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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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五結鄉無祀孤魂廟祠分布示意圖 

 

 

 

 

 

 

 

 

 

 

 

 

 

 

 

 

 

 

 

圖 9 蘇澳鎮無祀孤魂廟祠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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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南地區無祀魂信仰的空間性 

（一）無祀孤魂信仰廟祠建築的空間性 

1.廟祠建築的座向方位空間 

廟祠座向採八方位法，可分為座北朝南、座南朝北、座東朝西、座西朝東、座東北朝西南、

座西南朝東北、座西北朝東南及座東南朝西北。目前所田野調查的 59 座廟祠中（參表 4、圖 10），

其座向以座西朝東的比例最高，約佔 28.8%，共計 17 座廟祠；座北朝南居次，約佔 23.7%，共計

14 座；位居第三則為座南朝北，約佔 15.3%，共計 9 座。座西朝東者以蘇澳鎮、五結鄉數量最多，

各為 8 座與 5 座，以五結鄉為例，座向為座西朝東之廟祠集中於沿海村落，如五結鄉季新村、利

澤村與蘇澳鎮沿海各里。從地理環境分析，蘇澳鎮與五結鄉東側瀕臨太平洋，座西朝東之方位暗

示廟祠奉祀的骨骸源於海岸或河川地勢低窪處，且面向海洋一則避開面向住宅聚落的禁忌風俗，

二則表示祭祀海上或郊外空間之孤魂。另一方面，地形可能影響廟祠座向，以五結鄉成興大眾廟、

利澤姑娘廟為例，皆位於五結沿海南北向之沙脊東側，朝向前方之公墓。座東朝西之廟祠僅有 4

座，分別是蘇澳鎮 2 座，冬山鄉與羅東鎮各 1 座。蘇澳鎮出水口城隍廟與金斗公祠皆背靠丘陵，

面向河川，前者背倚九股山、面向武荖坑溪；後者則背倚礮臺山，面向蘇澳溪，形成「背山面溪」

的空間形式。 

臺灣與中國地區住宅多以座北朝南之作向為佳，「面南」得以獲取陽光與暖濕空氣，座北則可

避北方寒風直入家宅，以達冬暖夏涼之目的，此為適應季風氣候之地理環境因子之作法。就鄉鎮

廟祠分析，五結鄉計 5 座，三星鄉計 4 座，其餘各鄉鎮則為 1 座至 2 座。座北朝南之廟祠其所面

對之道路泰半為東西向，少數廟祠與道路平行，雖無法確認這些陰廟興建時是否考量風水堪輿之

原則10，但調查結果顯示多以道路所在位置進行座向規劃，故以面對道路最為常見。與之相反者

為座南朝北，座南朝北者以三星鄉的 3 座廟祠居首，其次為五結鄉、蘇澳鎮各為 2 座，冬山鄉與

羅東鎮則各為 2 座。在建物座向選擇上，座南朝北被視為不佳，乃因冬季面對北風的吹拂，南方

的陽光與暖濕空氣未能有效進入住宅，使座北朝南者顯著多於座南朝北者。以三星鄉為例，張公

圍萬善祠與紅柴林萬善祠街面向河川，前者面向安農溪，後者則面向蘭陽溪水域。此外，五結鄉

之錦草萬善堂亦面向蘭陽溪，暗示廟祠奉祀之枯骨源於蘭陽溪。 

座西北朝東南與座東南朝西北者各有六座，前者以蘇澳鎮 3 座與三星鄉 2 座為最多；後者則

以五結鄉 4 座居冠，三星鄉與冬山鄉則各 1 座。以三星鄉為例，三星鄉的義洲路萬善祠暨大眾爺

廟緊鄰義洲路一段，屬於陳定南家族所有，原先其家族之墓地在蘇澳地區，後遷移至三星大洲，11

由此可以推論，面向東南方意謂陳氏家族起源於東南方的蘇澳，同時該廟祠亦背對周圍主要聚落，

符合文化風俗。此外，面向安農溪之石頭城大眾廟，其奉祀之枯骨與安農溪氾濫導致村民死於水

難相關，故面向河川隱含枯骨來源，以及撫慰附近無主孤魂之意，以祈風調雨順、保衛村民的生

活安平。另一方面，蘇澳鎮計有三座廟祠面向東南方，南方澳城隍廟與蘇澳港皆鄰近、面向海洋，

且兩地廟祠奉祀之骨骸與港口建設相關，例如：南方澳分別於日治時期與二戰後興建第一漁港與

                                                             
10 道路通常也是風水勘輿考慮的因素之一，如同水邊陰廟之朝向與流水有關。道路與流水均可能納入勘輿之考量

元素，只是在此我們無法肯定其情況。 
11 依筆者 2015 年 10 月田野調查所得，上述資料依據村民耆老陳靈淮先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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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漁港時，挖掘出為數眾多的無主骨骸。12
 

比例最低者為座東北朝西南與座西南朝東北兩方位，前者為南興大眾爺廟與大坑罟城隍廟，

後者則為得安英雄祠與加禮宛大眾爺廟。以面向西南為例，《易經》視「西南」為坤卦，坤為「陰

物」，即「地之道」（潘朝陽，1994），土地祠常面向南方或西南方，使土地孕育村民。由此觀之，

陰廟亦含「陰物」特質，或使廟祠面向南方或西南方較普遍。此外，以面朝東北之座向為例，得

安英雄祠面梅花湖（即大埤），主祀湖居公，從字義上理解其用意為祭祀湖中罹難者之孤魂，使環

湖周圍區域得以安寧，有安魂鎮煞之作用，而除得安英雄祠外，梅花湖後山地區建有臺灣道教總

廟三清宮，亦朝梅花湖方向而建。五結鄉加禮宛大眾廟舊稱馬良廟，據稱廟祠奉祀宜蘭平埔族噶

瑪蘭族加禮宛社民眾之無主骨骸，從地圖上發現其廟祠略為朝向東北，恰巧避開前方的住宅，使

之朝向開闊的農田。 

整體而言，羅東鎮與三星鄉以南北向之座向為主；冬山鄉以座西朝東、座北朝南比例較高；

五結鄉亦以座北朝南、座西朝東比例座高；蘇澳鎮則以座西朝東的座向比例最高，或許與其行政

區南北狹長，西側為山、東側臨海的地理環境相關。以座向類型豐富度而言，冬山鄉、五結鄉與

蘇澳鎮具最多樣的座向類型，顯示廟祠數量愈多或地理環境複雜，則座向類型豐富性較高。除傳

統風水堪輿觀念外，歸納影響座向因素約有以下幾項：一、地形：緊鄰山坡地者，廟祠座向通常

為背對山地，面向前方開闊的平原。以蘇澳鎮為例，前者山地為南北縱走，廟祠多呈座西朝東或

座西北朝東南的座向；此外，沿海沙丘地形亦影響廟祠座向，例如五結鄉之清安堂、成興大眾廟

與姑娘廟，即是倚靠南北縱走之沙丘而呈現坐西朝東之方向。二、道路規劃：調查的多數廟祠面

對道路方向，假設道路為東西向，則廟祠大致呈南北向；倘若道路為南北向，則東西向的可能性

較高。以三星鄉、五結鄉為例，靠近蘭陽溪河堤之道路設計為東西向，廟祠常呈坐南朝北或坐北

朝南之座向。三、河川、水圳、湖泊、海洋：由於宜蘭多雨，水域環境遍布，廟祠面對或背對河

川、水圳或海洋等情況較普遍，這些廟祠面對水域環境未必反映其建廟原由與水患間的直接關聯，

僅是凸顯水域環境經常出現於廟祠周圍，故村民築廟時必須考慮與水域環境間的空間距離。四、

聚落位置：聚落是人類聚居之處，如前一章節所述，為避煞氣，陰廟常遠離聚落，或背向聚落，

因此聚落的位置可能影響廟祠座向的選擇。然而在調查的廟祠中，部分廟祠面對聚落的方向，可

能是這些聚落房舍的興建晚於廟祠，或者廟祠改建後轉變坐向，例如羅東城隍廟與冬山市街的大

眾爺廟。 

影響廟祠座向因素大抵歸納為人文與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含括：道路規劃、聚落位置、風水

堪輿等，自然因素則包含：地形起伏、水域環境、氣候條件等。藉由小地形或微地形的判識，了

解地形起伏的微小變化影響廟祠的座向，例如河川的自然堤防與網流系統、沿海的風成沙丘等。

就氣候條件而言，座北朝南可避開冷冽的東北季風，迎接較溫暖的南風，故表 4 可發現此座向的

比例較高。此外，七至九月為主要的颱風季節，颱風的行進多從東方太平洋而來，倘若廟祠朝向

                                                             
12 南方澳城隍廟位於內埤漁港旁，約創建於民國 44 年（1955），前身為大眾爺廟。在南方澳尚未建港前，內埤一

帶是低窪沼澤地，附近的一位居民黃碰毛先生墾田時發現些許骸骨，遂收集後建一小祠安置。日治大正 10 年

（1921）年開闢第一漁港時，港區範圍挖出為數眾多的骸骨，當時先將其安置於今蘇澳區漁會漁市場旁。民國

44 年（1955）年開闢內埤第二漁港時，在港域範圍又挖出一些骸骨，於是將兩處的骸骨合併，並在內埤大眾爺

廟原址修建較大的廟祠安置。民國 80 年代初，大眾爺廟因年久失修，地方仕紳組成委員會決定重建，至民國 83

年（1994）新廟落成，骸骨重新裝填，安放於新廟後方山洞中，同年邀請當時縣長游錫堃主持晉殿安座大典，其

後大眾爺廟改為城隍廟（廖大慶，2003：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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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勢必直接面對強風暴雨的正面襲擊。然而這類座向廟祠比例甚高，說明地方群眾建廟時可

能不考慮颱風的來向，但考量風雨的影響，許多廟祠設以拜亭或遮雨棚。自然條件改變，人為設

施可能隨之調整。比如，河道遷移促使廟祠被迫搬遷，座向因此改變。 

表 4 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廟祠座向之比例分析表13
 

註：表中方位整併以八方位標示。 

 

 

 

 

 

 

 

 

 

 

 

 

圖 10 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座向示意圖 

2.廟祠建築的型制 

為有效理解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的發展脈絡，以建築格局、建築風格、建築裝飾元素

加以歸納分析，藉不同發展階段的建築特色探討廟祠的階層性與宜蘭在地信仰的特質。 

首先，以建築主體格局而言，區分為簡單式、單落式、雙落式。簡單式即為建築規模小、型

                                                             
13 表 4，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廟祠座向比例分析表之廟祠單位為「座」，百分比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 1 位。 

    鄉鎮 

座向           
羅東鎮 三星鄉 冬山鄉 五結鄉 蘇澳鎮 合計 比例(%) 

座北朝南  2  4  2  5  1 14  23.7% 

座南朝北  1  3  1  2  2  9  15.2% 

座東朝西  1  0  1  0  2  4   6.8% 

座西朝東  0  0  3  5  8 16  27.1% 

座東北朝西南  0  0  1  0  1  2   3.4% 

座西南朝東北  0  0  1  1  0  2   3.4% 

座西北朝東南  0  2  0  1  3  6  10.2% 

座東南朝西北  0  1  1  4  0  6  10.2% 

合計 

(鄉鎮) 
 4 10 10 18 17 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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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最為簡單的三面壁建築或約一公尺立方的神龕，14屬於最原始、發展最早的無祀孤廟祠類型，

多數的無祀孤魂廟祠都經歷過此階段；單落式為規模較大之單一結構主體，僅有一進，從廟門前

方即可望穿至廟祠後方牆面，屬於常見之陰廟廟祠結構；雙落式具備兩間主體結構，又稱兩落式，

亦即兩進15，雙落式結構常見於規模大、香火鼎盛之陽廟，在宜蘭地區的陰廟中則少有，通常見

於位階較高之大眾爺廟與城隍爺廟。從表 5 分析，簡單式結構之廟祠僅 5 座，全屬有應公廟相關

類別，表示有應公廟位階較低。這些廟祠仍保留廟祠最初的發展狀態，可能與地理位置偏遠，導

致祭祀者為數不多，例如：紅柴林萬善祠稍遠離貴林村的主要聚落，抑或因隸屬私人廟祠，緊鄰

民宅，以致發展空間受限，多年來維持規模小的簡單式結構，例如：番婆洲萬善堂。單落式結構

為溪南地區最普遍的無祀孤魂廟祠型態，約佔全體廟祠的 86.7%，從有應公廟、大眾爺廟，至於

城隍廟皆有為數眾多的案例可作探討。單落式廟祠多由簡單式廟祠發展而來，僅管型制簡單，但

內部空間擴大，建築格局繁複程度提升，且施以內外雕塑、彩繪等元素，使單落式廟祠的風格不

一，呈現樣貌多元的特點。此外，雙落式結構為單落式的晉升版，目前根據調查結果，僅 3 座廟

祠符合，分別是大興城隍廟、頂寮城隍廟與忠義堂。其中以頂寮城隍廟的格局最接近一般村廟，

其結構宏大、廟埕廣闊，廟內前方為祭祀空間，安奉城隍爺、城隍媽、註生娘娘、土地公、文昌

帝君、五路財神等神祇，後方空間則安置早期坐落於頂寮海岸之有應媽廟與有應公廟之無主枯骨。

忠義堂則是唯一雙落式之大眾爺廟，前方為放置天公爐的祭祀空間，後方則安置神像與枯骨，但

廟方人員說明枯骨已移至他處。 

其次，由建築風格觀察，絕大多數廟祠屬簡單式或單落式，而且屬應公廟與大眾爺廟比例最

高。這些小型廟祠空間位處小廟階段，在缺乏龐大信眾與廟方預算的基礎下，進一步發展宮廟式

建築的可能性低。值得一提的是，蘇澳地區的 3 座城隍廟屬於小型廟祠風格，究其原因可能在於

3 座城隍廟地處偏遠，平時祭祀者少，雖然廟方設有管委會，但缺乏地方民眾支持，使得廟祠升

格為城隍廟，外觀卻無宮廟型式。宮廟式建築總計 19 座，以北方宮廟稍占優勢，計有 11 座。北

方宮廟式建築分屬於有應公廟、大眾爺廟與城隍廟，以有應公廟數量稍多，計有 5 座，其中 2 座

為丁軍廟與周爺廟，原不屬於有應公或萬善爺一類之神祇，但為統計方便納入有應公廟祠類型中。

大眾爺廟中以阿里史大眾廟、安平大眾廟建築規模較大，阿里史大眾廟不屬地方村廟，但自地方

信眾基礎上獲得支持，得以多次改建成現今格局，接近村廟格局16。另外，三間城隍廟亦屬北方

宮廟型式，分別座落於羅東鎮、五結鄉以及冬山鄉，以羅東城隍廟的階層最高，為溪南地區最早

成立之城隍廟，現今羅東城隍廟祀典繞境遍及溪南各鄉鎮顯示其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屬於南方

宮廟型式者合計 8 座廟祠，皆分布於蘇澳地區，且全數為城隍廟，顯示蘇澳地區民眾對於南方宮

廟型式的喜好。平頂式建築為其中最少數者，總計 4 座，其中 3 座為有應公廟與萬善公廟，另 1

座為城隍廟。其結構單純，頗具現代民房建築特點，以出水口城隍廟最具規模，也最具特色，平

頂式屋頂以紅漆裝飾，垂直外牆則漆以白色，為一紅白相間之建築。這些平頂式廟祠建築線條簡

潔，不具傳統斜頂屋瓦特色，成為廟祠建築的另類特質。 

                                                             
14 「簡單式」廟祠是指成年人勉強可進出，但空間大小不足以擺放供桌；或廟身小於人身，祭拜時還需要蹲下身的

規格。「單落式」廟祠是指廟內勉強可拜擺放供桌的大小，或更進一步廟前有拜亭可擺放供桌或天公爐的規格。 
15 在陰廟之雙落式結構中概分為兩種，其一，前後皆為祭祀空間，其二，前方為祭祀空間，後方為骨骸存放處。 
16 阿里史大眾廟位於拱照村，該村庄以顯微宮為信仰中心，顯微宮位於南側，大眾廟則位於東北側，兩者較遠，

且主祀神祇不同，空間上較不具競爭關係，能夠獨立發展為規模大、具「準村廟」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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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建築元素分析無祀孤魂廟祠的階層性，表 5 中涵括翹脊（燕尾）、屋脊神獸、拜亭、

三川門/三開間、17龍柱與金銀爐 6 項建築元素，藉此理解建築元素與廟祠發展的互動關係。擁有

翹脊者多屬階層高的城隍廟，共計 9 座，皆分布於蘇澳鎮。有應公廟中計有 2 座，大眾廟則無，

表示階層較低之廟祠多數不以翹脊作裝飾。就三川門/三開間而論，三川門常見於規模較大之村

廟，陰廟多屬規模較小之廟祠，若非地方群眾的財力支持，泰半無法負擔興建與維修大型廟祠建

築。因此，表 6.中僅有 13 座廟祠具備三川門/三開間，僅佔全體 2 成左右。大多為城隍廟，計有

9 座，絕大部分位於蘇澳鎮；其他則屬大眾爺廟、丁軍廟與周爺廟。此外，以龍形裝飾廟柱凸顯

廟祠的階層較高。龍柱建築元素主要出現於城隍廟，唯一非城隍廟者為周爺廟，而周爺廟具村廟

之格局，聚落附近以其為規模最大者。藉由與三川門/三開間進行比對分析，龍柱與三川門/三開

間共同出現者總計 10 座，龍柱與三川門/三開間相伴而生的比例甚高，兩者關係緊密相依。 

表 5 宜蘭溪南地區無祀孤魂廟祠建築型制之歸納分析表 

a
 表中的有應公廟包含有應公祠、萬善公廟、萬靈公祠、萬仙公祠、金斗公祠、清安堂、先人公祠、校地公廟、姑

娘廟、黃吉公廟、福連堂、信老大大眾廟（非大眾爺廟）、忠孝祠、蕭靈堂、周爺廟、丁廟等非屬大眾爺廟與城

隍廟之廟祠，為便於統計皆納入有應公廟統計。 
b
 鎮山廟、靈顯堂、大埔萬善堂、忠義堂、忠善堂、上四萬應廟供俸大眾爺，乃計入大眾爺廟。 

 

從金爐、銀爐的設置得以了解廟祠主祀的神祇類型。早期一般陰廟設置銀爐，或完全不設，

暗示祭祀對象為有應公或萬善公，由於其鬼魂特質，須焚經衣、銀紙。陰廟發展至今，同時存在

金爐、銀爐的比例大為提升，焚燒金紙、銀紙皆有之。從紙錢的意義分析，銀紙、經衣的使用對

象為祖先與無主孤魂，金紙用於一般神祇，倘若同時使用一則表示廟祠供奉神祇除有應公、萬善

公等，另祀土地神、佛祖、菩薩、關公等神祇，金紙主要供予這些神祇；二則顯示陰廟升格，例

如升格為城隍廟、大眾爺廟後以焚燒金紙為主，以表 5 為例，所有城隍廟皆不設銀爐，以示其為

陽廟之象徵。只設銀爐者絕大多數為位階較低之陰廟，例如萬善公、有應公等廟祠，顯示這些陰

廟具備早期發展之特徵；金、銀爐兩者皆設者暗示其陰廟處在轉型、升格之狀態；而只設金爐者

                                                             
17 正常來說，「三川門」應獨立於正殿，理論應該只有雙落式廟祠有三川門，但由於三開間的廟祠，從廟祠規模來

看，已經具有準村廟的格局，故統計時與有三川門的廟祠合併成「三川門/三間開」。 

建築格局 建築風格 建築元素 
建築

型制

廟祠 

類型 

簡單

式 

單落

式 

雙落

式 

傳統 

小祠 

北式

宮廟

南式

宮廟

平頂

式

翹脊

(燕尾)

屋脊

神獸
拜亭

三川

門及

三開

間
 c

龍柱 銀爐 金爐

有應公

廟 a 
 5 22  0 19  5  0  3  2 13 23  2  1 15 18

大眾爺

廟 b 
 0 17  1 15  3  0  0  0 13 15  2  0  7 17

城隍廟  0 13  2  3  3  8  1  9 14 14  9  9  0 15

合計  5 52  3 37 11  8  4 11 40 52 13 10 23 50

比例 8.3% 86.7% 5.0% 61.7% 18.3% 13.3% 6.7% 18.3% 66.7% 86.7% 21.7% 16.7% 38.3%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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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通常為階層較高之大眾爺廟與城隍廟。然而，亦有為數不少的較低階陰廟僅設金爐，無法真正

表示廟方管理人員或地方民眾已認同它為陽廟，或已經升格為皆較高之陰廟，卻能藉此一窺祭祀

者對於主祀對象的崇拜程度的微妙變化。 

宗教建築空間體現人類文化精髓，隱含在地民眾的宗教信仰價值觀，藉由分析建築格局、廟

祠建築風格以及建築元素，建構無祀孤魂信仰的在溪南地區的發展脈絡。整體而言，本區單落式

之小廟祠為主流，規模通常不大，信仰群眾多侷限於當地村里，與其他陽廟或香火廟的互動較少，

成為類似孤立的信仰狀態，愈處於偏遠地區的陰廟，其周圍聚落人口少，因此信眾少，互動關係

較弱，則形成較大規模廟祠的可能性相對較低。觀察陰廟邁向陽廟發展的指標為宮廟式建築，藉

三川門/三開間、龍柱、華麗屋頂等陽廟元素增強廟祠的正面形象，給予信眾靈力提升之外在形象，

有助於無祀孤魂廟祠的長期經營。從中地理論理解廟祠建築的發展，廟祠等級高低與廟祠能否提

供較多元的服務有關，每一廟祠的服務範圍通常局限於周圍聚落地區，倘若其靈驗事蹟廣佈，隨

信眾與日增加，廟祠必然翻修，不僅建築規模擴大、外觀壯麗，其提供之服務相對應更形豐富，

它所服務的群眾來源愈廣，藉此可能涵蓋其他廟祠的服務範疇與人群，達到提升廟祠階層的目的。 

（二）無祀孤魂信仰祭祀儀式的空間性 

本節以蘇澳鎮龍德城隍廟的普渡祭典與作為論述的案例，透過祭祀科儀的執行過程的空間分

析，理解居民與廟祠的互動關係，民間宗教信仰與社區生活的緊密依存，以及人與周圍生活空間

的關係。 

蘇澳鎮龍德城隍廟為龍德社區唯一城隍廟，1985 年在縣長主持下晉封為城隍廟（林銘昌，

2017：47），每年農曆 7 月 1 日舉辦普渡暨城隍爺聖誕千秋祭典，是日地方信眾群集，乃是地方民

眾之大事。祭典活動由廟方管理委員會籌辦，參與者為龍德里的第 1 鄰至第 26 鄰的村民，其經費

由廟方預算與參與信眾共同支出，然因龍德城隍廟非為龍德里村廟，在規模有限下部分經費仰賴

鄰近龍德廟（福德廟）的捐輸。 

其祭典舉辦以廟埕廣場為主要空間，共分第 1 普渡區（孤棚區）、第 2 普渡區、小普渡區、野

臺戲區以及主普壇五大區域（圖 11 所示）。祭典舉行時間從國曆 8 月 3 日下午 2 點 30 分持續至 4

點 40 分，約莫為 2 小時的祭典。主持祭典為一名烏頭道士與其 2 位助理，其他主要廟方高層管理

人員亦參與其中。第 1 普渡區為贊普區，設置四張供桌擺放祭品，前三桌前方放置 3 隻豬公作為

牲禮，贊助者分別為城隍廟值年爐主羅俐棱女士與神將會值年爐主何信樺先生，爐主產生方式為

廟方管委會成員以擲桮產生。豬公一致朝外面向道路，表示以隆重牲禮普渡老大公或孤魂野鬼，

習俗上常以生食祭祀鬼魂，在現今社會熟食、生食不嚴格區分皆可用來祭祀四方孤魂。第 2 普渡

區為鄰里居民提供祭品祭祀之區，由於祭品甚多，設置 7 張供桌擺放，供桌前方依舊擺放豬公款

待諸鬼，其方向亦一致朝外面對道路。小普渡區則設置於廟埕入口處，其前方放置黑令旗，簡化

象徵五營之兵將駐守，此區設置目的亦是普渡老大公18。在廟埕入口左前方另放置一輛大卡車，

其上堆疊數十包白米，意在普渡施濟道路周圍之孤魂。主普壇桌上前方放置祭品，以供道士施灑

祭品普濟孤魂野鬼之用，後方則置放祭祀之法器與經文。 

 

                                                             
18 與一般孤魂野鬼不同，死於械鬥者之孤鬼常被稱為「老大公」（廖漢臣，196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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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蘇澳鎮龍德城隍廟普渡祭典空間配置示意圖 

 

龍德城隍廟從大眾廟升格，視中元普渡為其最大祭典事件，將城隍爺聖誕千秋與普渡合辦，

除可節省廟方支出預算，亦藉普渡凸顯其陰廟的形象。普渡祭典的祭祀空間體現「空間秩序」，以

主普壇為核心，其右、左兩側分別第一與第二普渡區，前方為黑令旗所在之小普渡區，右前方稍

遠處為戲臺區；主要爐主贊助、籌辦之贊普區位於第一普渡區，一般鄰里民眾參與贊助者位於第

二普渡區，其他則位於小普渡區。道士首先至黑令旗所在之小普渡區進行祭祀，黑令旗代表簡化

的五營空間，祭祀此區召喚四方兵將前來享受人間的祭品，陰間的孤魂野鬼實際為兵將的來源之

一，例如可藉招軍請火儀式使流落四方的孤魂野鬼成為五營兵將（高怡萍，1998）。道士接著率眾

進入第二區與第三區祭祀，再繞行供桌時皆以逆時針由右側（外側）至左側（內側）方向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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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空間移動上的順序一致性。回到主普壇，道士主導整場祭典的程序與內容，若將該廟祭祀空

間視為權力空間，則無疑道士藉由主導科儀進行的權力與知識，形構人與祭品的空間配置，祭品

如何擺設，參與人群如何祭祀、在何處祭祀，並使道士等神職人員與祭祀民眾形成權力上的不對

等關係。在普渡祭典的歷程中，人所處的具體空間與鬼魂的抽象空間透過宗教儀式獲得連結，人

以祭品溫暖無依的孤魂，使原先令人害怕排斥的鬼魂親近由人所打造的宗教祭典空間，享受人世

空間的饗宴。此外，籌辦與參與普渡祭典的過程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串聯拉近，而人進入廟埕的

祭祀空間，在祭祀空間行走、交談、祭神、觀戲、爭奪祭品等，與周圍環境間產生互動，進一步

增強小範圍的「人地」關係，特別是在省道 2 號人行道放置白米祭祀，顯示廟祠周圍常有車禍發

生，寓意在祭祀因車禍喪身之鬼魂，以祈求生人在現實環境的安全。從神聖空間的角度切入討論，

傳統漢人空間含括中心與四方的空間模型（潘朝陽，1995），城隍廟與主壇本體為中心，第一普渡

區與第二普渡區、小普渡區與野臺戲區則象徵四方空間，儘管此四座空間並非按照東西南北四大

方位而設立。藉由中心的主普壇與四方的普渡區建構人、神、鬼交錯重疊的神聖空間，道士以道

教科儀召請四方孤魂幽鬼前來享食，信眾參與其中感受祭典氛圍與神鬼的靈力，城隍爺等諸神則

掌控陰間的秩序，道士穿越其中作為人與鬼神的溝通橋樑。總歸而言，普渡祭典融合佛、道與民

間信仰的觀點，以宗教科儀將信仰觀點實際操演、具體展現，其祭祀空間與周圍環境結合，成為

信眾祭祀孤魂與神祇之所在，「人與人」、「人與鬼」與「人與地」的關係透過祭典的籌辦過程產生

互動與連結。 

結論 

廟祠在地理空間的分布特性常為宗教地理學的討論議題，本研究試圖以水域環境、墳塚與聚

落等要素，歸納、推論溪南地區的陰廟在地理空間上的特性，以期瞭解地理空間的環境特質與廟

祠的分布是否具關聯性。藉由表格歸納的整理顯示： 

1.水域環境周圍較常出現陰廟，以三星鄉、五結鄉與蘇澳鎮最為普遍。這些陰廟奉祀的骨骸

多數源於河川氾濫或溝渠所帶來的無主骨骸，以及海岸附近發現之遺骸，表示廟祠的所在與周圍

的水域環境產生連結，反映水患災情在宜蘭地區的普遍性。 

2.墳塚區與陰廟常比鄰而居，墳塚區所挖掘之無主遺骨經整理安置，再以簡易廟祠奉祀枯骨，

以五結鄉與蘇澳鎮的較普遍。墳塚區與陰廟的距離遠近能推論陰廟的枯骨來源是否與墳塚相關，

距離近者其陰廟奉祀之遺骨源於此墳塚區的可能性較高。 

3.聚落發展是地方拓墾與生活的歷史脈絡的具體實證，聚落地點的選擇常與地理環境相關。

聚落發展初期，農民的拓墾過程中無意發現之枯骨成為立廟之因，受傳統風水觀影響，陰廟設立

之處周圍多不設房舍，以避鬼魂之煞，因此主要聚落邊緣或偏僻位置常為陰廟所在，然少數陰廟

隨周遭的都市化發展，反而位居主要聚落內部，故陰廟與聚落的相對位置並非永恆不變。 

從廟祠建築的座向與建築要素剖析陰廟的發展歷程與階層性： 

1.本文將廟祠的座向分為八種類型，座向選擇考慮道路、山脈、河水、房舍等周圍空間配置

的特點，同時暗示枯骨的可能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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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陰廟建築的發展歷程涉及聚落人口的數量、經濟規模、住民的職業類別、信眾的崇拜程度

與從眾仿效之風等。建築的規模隨翻修次數趨於擴大，廟名與神祇名稱（尊稱）亦可能轉變，陰

廟階層亦隨之提升。倘若村莊無村廟或信仰中心，則該地之陰廟升格為村廟或準村廟的可能性高，

透露廟祠的升格與地理空間上的競爭程度相關。上述研究結果與蔡明志（2015）的觀點可相呼應。 

3.祭典儀式在道教的架構下，融入佛教的思維與民間信仰的地域特質，使臺灣各地發展出多

樣性高的祭典活動。本研究以普渡祭典科儀作為探討祭祀空間的「人人」關係、「人鬼」關係以及

「人地」關係，宗教祭儀透過道士、道眾、廟方委員、參與信眾等人員形成與在地空間對話的場

域，人際互動與人鬼交流以宗教活動為主要範疇。普渡祭典的儀式程序體現空間的秩序以及中心

與四方的結構，祭典的權力空間則是社會與宗教階層性結構的折射，且由宗教專業人士主導的祭

典呈現出祭典的空間結構、時間脈絡。人與廟祠空間在日常生活下是疏離的，唯有特定節日或祭

典才得以對話，或許是源於人對宗教空間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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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移在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開發與治理： 

以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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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High 

Speed Rail Taoyuan Station Specia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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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how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neoliberalism work as core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For hug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t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that the land development surrounding projects is considered a means for financial 

compensation. Thus, developing the surrounding land area of high speed rail stations has become a 

focus of both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High Speed Rail (HSR) station special districts have 

become a spatial nexus wher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housing projects mushroom.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of the special district at the HSR Taoyuan station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tion of its spatial making. We examine how the oscil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neoliberalism in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has impacted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ance, 

and local society. We further analyze how regional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serves as a catalyst for 

regional and local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districts at HSR stations. These districts have become a competitive arena where capitalistic 

interests negotiate with the governments and among themselves. The arena encompasses 

pseudo-demands for land and activities in the short run. Both short-term profit-making and spatial 

speculation make these districts high-risk environments and distort public interests. 

Keywords: Developmental State, Neoliberalism, HSR Station Special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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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切入，探討政府為追求經濟發展，以國家權力積極干預社經

發展，當新自由主義崛起，影響各項政策改革與空間規劃，為因應國內、外政治經濟需求與國家財

政蹇促情形下，基礎建設由公轉私宛如星火燎原，在各地發酵擴散，尤以區域交通基礎設施結合周

邊土地開發追求不動產利益的過程，更成為左右臺灣空間發展的特殊經驗，從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案例中，其規劃迄今成為權力操作、發展治理，及資本流動的節點，更展現特殊面貌，各種結構性

政策與能動性要素間的共構與互相滲透，使得區域發展變遷更趨複雜，也引發政策結構再生產，突

顯國家引領都市發展的脈絡及不同行動者互動關係如何影響區域發展，研究發現國家干預並未減

弱，更以各種建設與制度框架強勢地引導區域及都市發展，但一方面又以新自由主義的都市治理方

式，納入市場規則，將市場力量引入區域的開發與治理，以維持地產開發榮景，穩固公、私間的利

益合作關係，但已形成投機空間，並扭曲公共利益。 

關鍵詞：發展型國家、新自由主義、高鐵車站特定區 

前 言 

基礎設施經常被政府視為產業帶動、刺激經濟成長的主要手段，或是與其他世界國家、城市

評比競爭力的重要項目之一，為了追求經濟成長，政府以財政補貼及提供公共設施的方式，補充

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不足，滿足私人資本發展與尋求新的投資市場，達到資本積累的目的，最常見

的就是透過科技產業、文化、觀光、不動產開發、交通建設等政策與計畫推動，以塑造都市空間

環境，企圖擠身全球舞台，政府就像隱身在決策後的主要機器，影響了都市與區域之空間領域的

塑造過程（Castells, 1985；楊子葆，1991；鍾麗娜、徐世榮，2013）。當全球資本利得階級日益

壯大，經濟發展變成社會發展與資源配置的主流意識，也衍生出新的剝削形態（Harvey, 1989），

就如 Brenner（2013）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擴張產生了巨大且複雜的的情況，連非都市範圍也被

捲入改變，都市的意義必須在理論和實際上根本性地加以重新想像。發展型國家的臺灣，政府常

以各種經建計畫、政策、誘因，將原本屬於都市範圍的邊陲地區轉變為都市發展用地，介入的程

度、規模參差不齊，也視個案的歷史軌跡與在地社會的能量（陳瀅世等，2016），整個過程中充

滿政治、經濟、利益等複雜與相互糾葛的可能因素，使都市區域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與制度的實

驗場（Brenner, 1999;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 Jonas and Ward, 2007；藍逸之，2012；張容瑛，

2014；蕭力偉、蘇淑娟，2017；蕭力偉，2018），為達目的將提升都市的競爭力或扭轉都市頹勢

視為必要（陳瀅世等，2016）。於是乎權力的運作與互動成為政策形成的關鍵（丘昌泰，2004；

鍾麗娜、徐世榮，2013；黃建銘，2015），空間又是權力的容器，空間規劃與土地開發便又再度

成為地方、中央政府改變地景的工具，其本質與利益則儼然變成一個綿密複雜的政治經濟體，地

方雖可依自身環境條件決定發展的特質，但卻很難擺脫政經發展的左右，循環不已。 

1960 年代後的臺灣，既有的城鄉關係受到國際分工與國家經濟發展影響，外銷出口為主的經

濟政策，計畫的主體是國家與技術官僚，國家的干預經濟，成為維持發展能力之合法性原則，不

但控制了臺灣社會也動員了社會（夏鑄九，1991）。臺灣的成長模式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力構成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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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產網絡，透過代工生產方式在全球商品鏈中佔有一席之地，而當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之後，

這樣的成長模式的確遭遇到瓶頸。臺灣做為一個發展型國家，政府一向對國內經濟發展扮演強勢

領導的角色，從 1980 年代起國家政策也轉向自由化，這個發展趨勢也改變了臺灣國宅政策中國

家干預之程度與方式（陳怡伶、黎德星，2010），而經濟全球化及政治民主化、加上地方勢力抬頭，

強調自由化、民營化、去管制化的新自由主義治理概念躍升為主角，藉由公、私合夥的方式，以

民間資金與彈性來提供公共建設，同時達到解決財政問題與兼顧公益之目標，卻也恰好成為提供

財團參與支配公共建設的溫床，政府的各項工程、醫療、機場、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文化設施，

都應委交民間辦理才有效率，在這樣的氛圍與包裝下，資產階級取得了參與甚至是支配國家的權

力，並以鯨吞蠶食的方式，吞噬國家資本，使得公共資源轉為私人化的過程，也間接造成對國民

的剝削。縱然如此，國家干預的力道並未減退，追求經濟發展一直是國內絕對多數的共識，而政

府對空間規劃與土地利用的態度，向來以發展主義的開發立場，都市擴張的現象早已成為資本積

累的一環，並被認為是以土地掠奪來刺激成長（Jou et al., 2012）。然而發展掛帥並未能達到促進

整體社會的和諧與進步的目的，更引發犧牲自然資源與生活環境品質的負面效應與反民主後果，

區域、都市空間結構關係變得更複雜，空間規劃受到更多的批評，縱使規劃的理論或技術亦有相

當程度的演變，仍難以避免不合理的政策成為合理性（the rationlity of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讓空間發展變成不理性（Irrationality），產生了「失序空間」（spaces of disorder）的情況。 

最常見的改變空間與土地利用的手段便是土地變更與徵收，例如將農業區或保護區變更為住

宅區及商業區，擴大都市範圍，再以各種不同的獎勵提高增加容積，無視國土規劃、都市或區域

計畫、人口遞減、高空屋率、融資風險等問題，產生出鬼城與蚊子館建設的現象，當都市願景未

實現，原來的地景、人群與社會關係網絡或文化資產以經被破壞，而原有的部分人（群）也因土

地建物被徵收被迫離開，且持續不斷地藉由複製、模仿其他都市機能與設施，幻化編織地方繁榮

的美夢，難道這是全球化下每個地區的發展必須經過的新都市空間重構的過程？或者是政府刻意

的聯合資本家將都市物質化，以權力與資本對土地所進行的略奪戰爭？區域的發展終究必須面對

在地的本質與條件、社會的意識、市場供需及與其可能衍生的資本積累與居住的矛盾。這也是

Sassen（謝孟宗譯，2015）認為經濟成長是推動福利國家所必須的，成長是促進公共利益的手段、

用以增進多數人所共享的繁榮，但今日的體制與假設，卻越來越配合企業的經濟成長，危險、狹

隘的設想已經控制了我們，只要擋了追逐利潤的路，就要擔負被推開的風險，就可能被驅離，全

球經濟複雜系統的殘酷性，創造了許多被驅離者的黑暗空間；在這個殘酷性包裝在美麗願景的糖

衣中，卻無視甜味消失後的苦澀隨時會來，高鐵車站特定區的產生代表一個新的資本積累與治理

技術的空間開展，也代表著未來將面臨的新的風險與危機。 

本研究以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規劃發展歷程作為論述與實踐，高速鐵路規劃案沿線原設置臺

北、桃園、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七個站，於 1990 年提出後，從一開始的場站的選址、

到都市計畫、區段徵收，以至於目前的開發情形，均出現各方勢力的競逐。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計畫案經 1998 年 2 月送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並於 1999 年 2 月 2 日第 460 次會議審議通過，復於

1999 年 9 月 30 日公告實施，計畫面積為 490 公頃，土地使用規劃概以高鐵車站為核心，劃設車

站專用區、產業專用區及主要商業區，外圍則以住宅鄰里單元為主，並於 2005 年完成區段徵收作

業。2007 年 1 月台灣高鐵通車營運，因車站周邊之住宅區陸續開發，惟車站專用區之附屬事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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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業專用區、核心商業區等皆尚未開發。為了主導高鐵車站特定區發展，行政院經建會（今

國發會）於 2007 年 10 月召開「研商高鐵桃園站發展定位事宜」會議，將特定區定位為「國際商

務城」，未來將引入國內外企業設立營運總部及展覽館。而當時的桃園縣政府（今桃園市政府，以

下同）一方面如火如荼推動及規劃「桃園航空城計畫」，且以「經貿展覽園區」為特定區之發展目

標與短期發展重點區域，另一方面因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計畫自 1999 年發布實施後已有一段時

日，故於 2008 年辦理第一次通盤檢討，其目的主要有二，其一係將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拆離，以

達之政策目標及落實地方自治之精神，讓地方實際掌握空間開發的主控權；其二則是修訂土地使

用管制內容，增加開發投資之誘因，例如為加速發展「經貿展覽園區」之目的，增列商二與產業

專用區建築物提供獎勵容積，且不受獎勵容積 1.5 倍之限制，加速開發以形塑「國際商務城」完

整機能與意象，並達成「桃園航空城」之優先發展重點目標（桃園縣政府，2010）；此外，將管制

長達 25 年的海軍桃園基地周邊地區禁建、限建和航高放寬案於 2014 年 6 月解禁，此項禁令在多

方介入下解除和放寬，除捷運機廠用地仍受桃園機場航高限制，建築高度不得超過 12.5 公尺（約

4 層樓），中段產業專區將由現行 24.4 公尺（約 8 層樓），一舉放寬至 60 公尺（約 20 層樓），最

外圍的青埔棒球場等運動休閒專區，完全沒有航高限制，不僅是航空城推動開發的大利多，更讓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開發更加速（桃園市政府，2014）。 

在都市計畫審議及規劃過程中，出現在地民眾、自救會、地方行政首長與行政機關、省級都

委會、內政部都委會、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經建會（今國發會）等各方，對於都

市的規劃、地方發展的期與自身的權益等有不同的看法（內政部營建署，1999）；高鐵通車後，政

府原計畫推動的 2008 博覽會亦中斷辦理，機場捷運計畫 2006 年動工，特定區發展不如預期，又

於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審議階段亦有民眾陳情反映區內醫療設施、學校及行政機關設置

不足、區內交通及大眾運輸規劃不明、對外交通費用（高鐵車票價格）太高、公民或相關機關團

體又相繼提出包括放寬住宅區容積，並提開發時程縮短的獎勵、國中不足、縮短建照審發時間、

產業專用區之分區改為使用、必要性服務設施計入法定空地、宗教專用區不得做納骨塔使用等陳

情意見（桃園縣政府，2010），各行動者不斷地介入形塑特定區的發展。 

同時，政府一方面再透過制度框架，以都市計畫與發展定位、產業引進口號或公共建設等手

段介入干預市場與控制地區發展，一方面又以財政問題或財務自償，將從地主手中以區段徵收取

得的土地以出售或出租、聯合開發、設定地上權等方式，進行市場化或私有化，或是尋求公私合

夥，並放寬土地使用管制、容積獎勵、甚或降低土地租金等方式來企圖帶動或維持發展，這些措

施吸引了建築開發商的囤地與大規模的推案，以政府計畫性投入之建設作為銷售賣點，吸引民眾

投資（機），而實際的進駐人口與產業引進宛如牛步，遲遲未有明顯的增長，與規劃產生極大的落

差，地方的發展美夢始終不如預期，生活機能缺乏，房價居高不下，過度的炒作更曾被央行限制

房貸成數，也顯示地方過度強調經濟發展，導致資本大量集中投入於該區域過度極化，這樣的地

區發展過程與經驗，完全顯示出政府施政不斷的在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國家之間擺盪，而其

中的過程更涉及了諸多的結構與能動因素。為了解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發展歷程，本研究一方

面藉由都市計畫規劃與審議過程的規劃與研究報告、官方公開的會議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調查報告等，以了解規劃過程中，相關權利關係人對於特定區規劃的看法與意見；另一方面蒐集

相關的新聞報導，並輔以在地居民質性訪談紀錄，期能從不同的資料來源，相互補充及驗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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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形塑區域轉變的多元力量，除了來自政策施為之外，還包含自然環境、歷史脈絡等結構下，不

同能動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使空間與社會關係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 

此外，為了解發展型國家或新自由主義兩者如何對臺灣的都市發展產生影響？我們將從交通

運輸政策與都市發展的過程中，去瞭解二者如何影響到政府的空間政策，以及國家在都市發展上

所扮演的角色。故從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研究案例中，本研究一方面藉由都市計畫規劃與審議

的過程的規劃與研究報告、官方公開的會議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調查報告等，以了解規

劃過程中，相關權利關係人對於特定區規劃的看法與意見；另一方面蒐集 1991 年 2017 年期間對

於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相關的新聞報導，包括中華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台灣新

生報、工商時報等 15 種報紙、新聞、報導等（如表 1），並輔以在地居民、行政官員、投資人及

專業顧問的質性訪談紀錄，期能從不同的資料來源，相互補充及驗證，解析形塑區域轉變的多元

力量，除了來自政策施為之外，還包含自然環境、歷史脈絡等結構下，不同能動因素之間的交互

作用，使空間與社會關係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 

表 1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新聞報導資料統計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中華日報 17 中國時報 5 自由時報 15 聯合報 51 臺灣日報 6 

工商時報 5 青年日報 1 臺灣新聞網 2 聯合晚報 3 台灣新生報 9 

民生報 4 中央日報 1 TVBS 1 經濟日報 3 臺灣時報 3 

總計 12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就質性訪談部分，對於在地居民的訪談主要是聚焦在生活環境的影響，其問題包括了（1）高

鐵建設前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2）特定區有很多建設計畫，還缺少甚麼？對於環境有哪些需要改

善或建議（4）河岸空間利用（5）航高限制解除後對當地房地產的影響。另就行政官員及專業技

術顧問的部分主要聚焦在願景的勾勒與實踐，主要發問則包括（1）規劃、開發高鐵特定區的過程

中，阻礙或困難是甚麼？（2）當初特定區的劃設範圍跟考量因素為何？原生環境與歷史文化（如

桃園埤塘、機場航高限制）的處理？（3）以規劃與執行的立場，對於高鐵特定區的願景是甚麼？

目前的發展密度與強度與原來的預期是否一樣？過程中首長的更迭，對於地方發展有所不同？最

大的差異在哪？（4）目前中央與地方在特定區均有發展定位或產業引進建議與策略，其與市中心

區的發展或其他縣市的競合作用，有哪些具體的手段。而就投資人的部分則聚焦投資在這的理由

與開發所面臨的問題，主要發問是（1）選擇高鐵特定區投資的理由與業種引進（2）在開發的過

程中曾經遇到那些阻礙或困難？目前政府的作為是否足夠？欠缺甚麼？是否還會在高鐵特定區內

持續投資？等，相關訪談對象資料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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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訪談對象資料 

代碼 訪談對象 性別 年齡 訪談日期 

A 在地居民（里長） 男 約 55 歲 2017.7.17 

B 在地居民（里長） 男 約 70 歲 2017.7.17 

C 投資人 女 約 35 歲 2017.6.22 

D 在地居民 男 約 65 歲 2017.6.25 

E 在地居民 男 約 75 歲 2017.6.25 

F 在地居民（里長） 男 約 73 歲 2017.7.15 

G 行政機關 女 約 58 歲 2017.6.21 

H 專業顧問 男 約 44 歲 2017.6.17 

- 在地居民 女 約 58 歲 2017.6.25 

- 在地居民 男 約 70 歲 2017.6.25 

- 在地居民 男 約 60 歲 2017.7.8 

- 在地居民 女 約 75 歲 2017.7.8 

- 在地居民 女 約 30 歲 2017.7.8 

- 在地居民 男 約 70 歲 2017.7.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文獻回顧 

發展中國家成功的關鍵性因素在於國家機器主導經濟的發展，二戰後美、英福利國家政策率

先以增加公共支出、擴大社會福利範圍，並且基於穩定就業市場，政府大量雇用員工，使市場勞

動生產力提高，透過國營或合併政策提昇規模經濟、採取住宅補貼與擴大交通運輸政策以鼓勵大

量消費，強調國家支配性的領導權，主張政府應積極介入私人經濟部門，做為因應戰後景氣復甦

與實質建設的需求的手段。而在空間規劃方面，國家透過開發規劃與管制系統介入都市環境，以

刺激其他關聯產業的引伸需求，強化社會整體消費能力，有效加速福特主義大眾化生產、大眾化

消費的規模經濟發展效果（陳麗紅，1996，1999）。1960 年代末期經濟持續衰頹，福利國家因大

範圍的區域政策，大量公共支出而導致財政危機，社會大眾對政府干預計畫經濟開始產生質疑。

1970 年代歐美經濟衰退，認為干預性的經濟政策失靈，為解決大量生產的利潤下降以及財政赤字

問題，轉為擴大市場機制、自由競爭與商品化的原則來改造社會的各個部門（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新自由主義也從一種非主流學說漸漸成為主流，正式從後臺走向前臺，在商業擴展上，主

張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認為這樣將能創造出最大的社會、政治、和經

濟的利益，這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主張將政府的開支、稅賦最小化，同時也將政府的管制最小化，

他們認為自由市場的力量將能自然地在許多領域創造出最高的價值，它涉及國家治理形式的再結

構（Harvey, 2005; Brenner, Peck and Theodore, 2010），也是一股積極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力量，讓資

本能無阻礙地在世界各地流動（Guillen, 2001）。新自由主義是一種以「市場至上」重新打造世界

經濟制度的計畫，在不同的學術論述上有不同的見解，且在各個地區有著不同的形式面貌，例如

英、美的自由市場經濟與德國的協調型的市場經濟便有所不同，許多的發展模型，是在特殊的制

度演化與社會結構的脈絡，發展出適合在地的生產制度，甚至呈現一種混生或混和的發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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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了其多樣性（variety）（夏傳位，2014；蔡明彰，2014），要瞭解新自由主義的再結構過程，

必須把新自由主義發展放到不同層次的地理尺度，以瞭解真實新自由主義存在的狀態（actual 

existing neoliberalism）（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陳怡伶、黎德星，2010；夏傳位，2014）。 

「計畫」與「市場」體制間存在著矛盾現象，強調計畫體制者認為應以計畫導引市場，主張

國家計畫性的積極介入私人經濟部門，以防止市場過度的自由發展加大貧富差距，造成社會問題。

強調市場機制者認為除非能夠證明計畫後的結果比自由競爭市場更有效率地增進社會福利，否則

就不該採用此一計畫。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其特徵是明確的經濟發展

目標、一個自主而有效的官僚體系、緊密的政商關係，國家對於空間規劃具有其主導性，常以各

種不同年期的經建發展計畫主導國家的整體發展；而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退位、市場主導，減少

干預跟引進私人資本成為施政主軸，但實際上國家的干預並沒有消失或減弱，政府對政治經濟再

結構的過程並非其自我宣稱的以自由市場為導向，且時常展現在錯綜複雜的擴張與再生產市場的

規則中動用國家權力，無論在建立新自由主義市場或是在管理市場化的矛盾與結果，都可看出國

家扮演積極的角色去推動市場化，即便是國家去管制化，國家也是訂定管理規則與法令者，間接

地操控市場運作，這是涉及龐大與多變的國家干預力量，是一種國家再結構與市場再管制的相互

滲透（江尚書等，2010），在臺灣，政府的施政策略有其時代發展的背景，是游移在「以發展型國

家為主，新自由主義為輔」與「以新自由主義為主，發展型國家為輔」的兩種策略，並呈現在專

業技術向政治靠攏、市場邏輯的都市治理與不理性發展的環境危機等現象，把基礎建設、營建當

作是帶動經濟、產業發展的火車頭，將空間規劃利用完全結合房地產開發，國家機器再以政策及

制度建立，讓私人資本得以加入並左右公部門所主導的都市區域空間發展，二者形合作與相互依

賴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已經造成資產重分配，與不理性的發展，以至於扭曲公共利益，創造出投

機的城市空間，如圖 1。 

 

 

 

 

 

 

 

 

圖 1 游移在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間的空間治理之概念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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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技術向政治靠攏 

都市的發展是都市中許多部門及個人在錯綜複雜的決策行為（decision making behavior）下，

交互作用及影響所產生的綜合現象，許多的規劃邏輯與空間模式是建立在傳統的經濟理性基礎上

（賴世剛、高宏軒，2001）。都市計畫是為一個地理空間內組成的各部分作計畫的專業活動，其目

的是提供一個合理的空間結構，供給各類活動使用（Hall, 1982；引自張麗堂譯，1995），依我國

都市計畫法之解釋：「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對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 衛生、保安、

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的規劃。因而，都市計畫的

終極目標在於改善居民實質生活環境，而其基本理念即在如何制定一套有效的原則和方法以提高

都市資源的經濟效益與合理利用、改善土地使用模式、建設公共設施，使都市依據理想的發展過

程，達成一個適於居住、工作、遊憩的安全愉悅的生活環境。」（內政部營建署，2007），故創造

並維護合理的都市發展是從事都市規劃者的專業天職。而存在於專業規劃者與政府間在都市治理

的互動與角色，因專業規劃者承受理性規劃模式下的技術性立場，常被視為行政官僚，認為規劃

工作乃公共行政的一部分，於是預設自己是國家的規劃技術官僚或其他技術顧問，所負擔的使命

是如何理性有效的來管理都市空間，似乎呈現「反政治」傾向的性格，概因於國家長期主導都市

計畫以及掌控地方的空間資源與特定事業的利益分配，於是有關於土地使用的分派的決策不會是

依據專業者的判斷，而是由權威統治者與地方派系之間的「侍從政治」 關係來決定（黃瑞茂，

1998）。也呼應規劃者引入西方的規劃方法，一方面忽略了規劃所存在及所要的影響政治、經濟、

社會與環境等現實條件，另一方面則本質上涉及政治過程與特色的規劃，變成和政治無關的技術

理性活動與過程（周志龍，1999）。 

戰後隨國民黨而來的工程師來臺的外省精英是擘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加上戰後本土的專

業者，其養成教育背景多屬具有工業、財經與科學的專業人才，講求實事求是與科學理性，加上

身處當時為復原重建與經濟條件困頓、兩岸軍事對峙、戰爭動員無限期延長的時代氛圍下，專業

者將經濟生產問題視為立即的當務之急，並認為工業救國為最有效的（瞿宛文，2011），而鄉村是

都市主要的原物料的供應地，以農養工為當時的經濟基礎，故對具生產功能的農業土地，傾向以

農地農用的概念，對於都市環境品質要求不高，因此在工業化發展之前，都市發展密度較低，故

規劃者經常以技術理性的觀點來看待都市問題，並且帶有理性全盤計畫的意圖，這種規劃態度的

缺點在於以技術專家自居，計畫的過程與政經、社會分離，因此強調計量分析、建立格式化的研

究程序，經常將社會生活中複雜的現象予以簡化（蔡宜紋，2008），這也是造成臺灣都市計畫百孔

千瘡的關鍵。工業化及都市化後，臺灣初嚐工業化後所帶來經濟效益，因此更大刀闊斧的開放市

場，同時受到凱因斯理論的影響，從增加政府支出來帶動經濟成長，故提出更多的建設計畫來深

化經濟發展及穩固國家的正當性，也因此造就了臺灣經濟奇蹟，其中仍是以交通運輸設施與產業

發展計畫為主要，這些計畫均以人口做為推估基礎，但是無論是都市計畫、產業發展或交通運輸

計畫涉及空間規劃與布局的建設，都離不開政治經濟與不同的行動者，包括政治人物、民意代表、

地主、開發商、民眾等所形成的共生網絡；又當成長導向與地方發展政治經濟取徑的網絡系統相

互結合為成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與都市政權（urban regime）形成強大的成長機器，一面推

動地方發展，一面也會激化地域間競爭（Molotch, 1976; Logan and Molotch, 1987; Harding,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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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2000；周素卿、陳東升，1998；楊友仁、蘇一志，2005；李永展、藍逸之、莊翰華，2005；

簡龍鳳、賴宗裕，2007；李永展，2013）。 

而擁有專業技術的顧問，原應基於技術理性進行各種預測與規劃以作為國家施政之參考，但

卻為了服務政治，以「政策決定」取代了理性，在規劃或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誇大、膨脹人口或

運量成長或稱產業用地不足，廠商投資需求殷切、帶動地方發展等理由，以進一步劃設更大範圍

的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土地及開闢更多的道路、軌道建設等，更加速資本積累與環境破壞。

由於利益的驅動在都市發展的概念相當具有主導性，也最容易得到民眾的支持與共鳴，因此「開

發至上」的意識形態更受擁護（Harding, 1994；藍逸之，2007；鍾麗娜、徐世榮，2012）。政治人

物或政府更不斷的利用專業技術顧問持續性的數字美化與願景擘劃，爭取預算在各地進行基礎建

設與徵地，並與金融及地產資本聯盟，透過金融與地產市場刺激經濟，而地主、政客、開發者、

房地產仲介、顧問公司與媒體的結盟以獲取交換價值的機會，甚至以「價值中立」的自由市場論

者背後指點政府政策（Logan and Molotch, 1987；鍾麗娜、徐世榮，2013），如此循環不已。因此，

建設、都市計畫檢討與變更以鬆綁土地開發限制、提供獎勵誘因、公私合夥、引介私人資本進行

房地產開發等，成為臺灣都市擴張成為都市建設主流模式，職是之故，政策就經常以公共利益為

名，介入空間規劃改變都市地景，實際的本質與利益則形成一個綿密複雜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

體制。 

（二）市場邏輯的都市治理 

新自由主義興起於 1970 年代的凱因斯福利國家危機，為了解決利潤下降以及財政赤字問題，

主張自由化、市場化、去管制化，以國家退位及市場主導來改造社會的各個部門（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主。在空間上都市及區域發展經常受到兩種政治經濟力結構特徵的影響，其一

為地方政府需透過稅收制度（如財產稅、營業稅與其他稅收）來增加地方財政，故需吸引資本家

與商業投資，以維繫地方政權之運作，同時地方上低收入者，也需仰賴地方政府稅收，汲取部分

資源以維繫生存。其二則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由私部門掌控生產，因此國家政策需促進資本積

累，以達到改善人民經濟與物質性利益（Fainstein, 1983）。所以在形塑都市過程的結構特徵，可

視為是國家與市場的分工，都市政治過程是國家（或地方國家）與市場在都市分工的結果，國家/

地方經由一批民選的政治人物掌控公權力，提供集體財貨，市場則由私部門企業提供對都市發展

的經濟投資。因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分離，各部門具有相對自主性，因此要有效的統治都市，

政府部門必須與非政府部門合作，形成統治聯盟（governing coalition），過程中公部門在有限資源

下，尋求其他非正式資源管道來達成政策目標（Stone, 1989）。因此，都市政策議題便由商業利益

團體與政黨組成的「都市政體」所組成與主導，當政府任務日趨複雜時，就更需要各種不同的非

政府行動者的合作，同時為了有效解決問題，政府與各方力量混合使力形成體制，組構共同治理

增加力量達成目標（李長晏，2010），以因應不同時空脈絡下社會經濟環境的問題與變動，在不同

的時空與事件，會造就不同的聯盟與關係結構及其型式與資源交換對都市政策產出的重要性（王

光旭、熊瑞梅，2014）。故政府、都市菁英與企業間的聯盟治理關係，並非固定不變，社會是複雜

的，由許多制度與作用者交織相互而成的關係網絡，因為國家不是扮演權威或社會控制的角色，

而是不同資源、利益推動者或協調者與支配者，以促成彼此間的合作與相互支應，使政策得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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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王佳煌，2005）。 

新自由主義化使財政金融管理成為了經濟過程中的一部分，且在過程中具有凸顯的地位，財

政金融的管理成為了經濟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甚至是決定性主宰的地位，這使得新自由主義

經濟有著「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之稱。換言之，資本（或資金）的滲透力遠比看

得見的貿易行為來得更具決定性與宰制性（黃應貴，2014）。新自由主義所採取市場導向、追求成

長、地產開發、創新、去管制、地區行銷與民營化等模式，遂成為政府部門於都市政策制定的核

心價值（Harvey, 1989; Hall and Hubbard, 1996；藍逸之，2007），尤其都市的各項建設或地產開發

與金融資本息息相關，公、私部門間的相互依存與合作協調的公私協力關係（Stoker, 1995; Jessop, 

1997; Hodge and Greve, 2007）也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放權讓利使政府向資本家靠攏，將市場機

制、商品化標的與擴張視為重要的手段，向企業傾斜與尋求市場導向的策略被政府塑造為振興都

市經濟的必要條件，而口號式的促進地方發展最容易使地方上各種不同利益關係人形成的共識，

特別是以都市化來擴充房地產市場或透過基礎設施興建賺取工程利益的土地開發，成為聯盟最常

見的獲利手段，因為這對私部門行動者在土地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上，深具誘因，土地成為都市

政府推展經濟發展與社會政策的設施，概因土地可以創造都市的發展與成長，累積都市財富及私

人利得，當都市社區產生不同的意見，而提出各自不同或相互抗衡之政策主張或土地使用計畫，

於是乎基礎建設或是空間規劃與土地開發就成為地方政經勢力的競逐焦點，而產生不同的成長類

型與發展策略或政策工具（Molotch, 1976；吳文彥、謝宏昌，2002；李長晏，2010）。房地產的開

發與工程建設也為地方政治人物在經濟發展上帶來豐富資源、稅收、行銷政績的管道及就業機會，

在成長意識的主導下，地方政治人物更樂於推動基礎設施，於是乎都市行政體系成為少數經濟與

政治菁英追求經濟成長的工具，都市變質為成長機器（Molotch, 1976；陳東升，1995；李承嘉，

1998；徐世榮、廖麗敏，2011），「建設牌」更成為政治人物選舉常見的政見主張，一方面，中央

政府規劃的開發案成為選舉利多消息，也是地方政治人物用來動員選票的工具（何明修，2010）。 

儘管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意味著市場能夠自我調節產生最佳的投資和資源分配，但實際上

新自由主義本身就普遍存在市場失靈、新的社會和環境退化、加劇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及空間發

展不平衡與地方治理的失敗（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新自由主義對市場化改革的舉措，

一方面破壞既有一部或全部的制度和社會妥協，另一方面，又創造出新的基礎設施，市場導向發

展規範和以資本為中心的規則。然政府從未審慎考量不同層級的國土規劃、不同類型房地、產業

的實際供需情形、都市與區域間的差異及競合的重要性，忽視在地的歷史文化背景等，卻常以不

斷的複製、模仿，以及提升區域競爭力、地方發展為由，提供集體空間消費的出路，但這樣的都

市治理模式，是否以公共利益為核心，倍受爭議，也高度受到政治過程影響（鍾麗娜、徐世榮，

2013），尤其是政府從過去對勞動力的支持轉向對資本家的支持，造成政府提供集體消費的供給成

本社會化、所得利潤私有化，然而地方居民與環境卻未因此受益，而且「促進地方發展與繁榮地

方經濟、產業」的訴求下，土地開發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及對傳統文化與歷史脈絡的破壞是經常

被漠視的。國家以大規模基礎建設進行都市改造，利用土地與大型金融及地產資本聯盟，再以金

融與地產市場刺激經濟，追求經濟、財務效益的市場導向策略被政府塑造為振興城市經濟的必要

條件，創造資本流動需求的有利條件，都市治理的本質在過程中產生了質變，公、私部門緊密合

作互相依存，意味著私人開發商在都市地景的塑造上取得更大的影響力，但卻更加速都市建成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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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創造性毀滅。 

（三）不理性發展的環境危機 

臺灣的各種市鎮、鄉街或特定區的都市計畫，均訂有該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其目

的是透過規劃管制，來達到對社會整體利益的合理性（例如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確保良好之

都市生活環境…等），避免因自由放任產生難以控制的後果（如環境破壞、城鄉發展不均…等），

以「公共理性」來制衡「市場理性」，但因受利益影響及都委會決議的約束力與後續執法的效能不

彰，前者經常被降格成為市場的扈從，例如實施容積管制及訂定容積獎勵上限原本希望能夠控制

都市發展密度與滿足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但開發商卻是為了避免興建及所得到的獎勵量體變少，

便開始搶建，又或者是在新興開發區為了避免開發商養地、囤地，政府又以去管制化的方式，於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中制訂縮短開發期程提供容積獎勵、或是解除航高限制等，後果

卻是造成區域性房屋供給量大增變成空屋閒置；又如在都市計畫分區、容許使用項目的變更及放

寬、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導致引進不合在地的設施；或者是國土計畫法的功能分區劃設造成更

多的農地被納入城鄉發展區，所產生的圈地效應；以及農地違規就地合法化…等等，不勝枚舉，

而當政府政策讓「公共理性」與「市場理性」轉變為「公共不理性」與「市場不理性」，新自由主

義空間讓市場快速的變動、投資風險增高、投機短視與不穩定等混亂的危機，地方經濟發展變成

「人為刀殂，我為魚肉」的弱勢位置，城市定位功能缺少創新，彼此相互模仿複製，變現性高與

短期逐利式的招商引資策略，使得城市發展產生諸多的空間爭議，產生都市治理亂象，才是現階

段國內普遍「真實存在」的新自由地理風貌。縱然當前在對政治、社會、經濟與政策等諸多問題

的討論之中，都以是否合乎正義、公平原則來評論政府的作為，公平與正義概念無疑的成為當今

國家、社會最受矚目也最為核心的概念之一。Masser（1980）也指出「土地使用管制主要是關心

公共利益及配合社會需求，且在社區經濟與社會福利的利益下，各種活動的空間分佈，需從整體

的觀點來考量」，成長中的社區，必須面對成長所帶來的需要，大規模的成長與擴張雖然可能會讓

政府財政稅收增加，但卻造成的環境品質下降，諸如環境污染問題、漸增的汽車帶來擁擠與空氣

污染、學校、圖書館、公園等公共建設的不足，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

成長的腳步，也容易引起民眾對環境品質的不滿，同時快速的成長與擴張也產生一些反動的力量，

政府又再花更多的經費去從事建設及採取一些措施，以確保社區的生活品質。 

公共設施的開闢涉及到多方的權益，如土地的財產權、政府財政問題、開發的時序等因素，

均會影響公共設施的興建，國內常以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的方式來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再透過處

分剩餘的可建土地來平衡開發的費用及財務自償，看似兼顧政府財政及民眾財產權的制度下，卻

成為破壞生產用的農地、都市蔓延與擴張，形成政府對土地市場的不當干預，造成預期未來土地

增值的假性需求，並且促使地主閒置土地拒絕釋出以待價而沽，更進一步加劇土地炒作，而區段

徵收或市地重劃的財務能否自償，是建立在政府所取得的剩餘可建土地其未來的處分收益能否滿

足成本的基礎條件上，但很多地方的土地市場並不熱絡及成熟，甚至土地價格很低，就把辦理區

段徵收或市地重劃的範圍更加擴大，以徵收取得更多的土地來估算未來的自償性，並訂定更高的

容積率（例如很多發展緩慢地區的住宅區跟商業區容積率與都市地區一樣），期能讓土地處分更順

利來改善財政，但卻導致財政並未得到舒緩反而更趨惡化，公共設施開闢的品質也相對低廉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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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後無力維護的情形，只能持續讓已經開闢好的公共設施閒置不用，任其破損敗壞。證明了追求

成長得到稅收助益經常是國家政府所期待達成的目標，但仍必須面對市場的現實，顯然預期土地

處分或是稅收無法達成缺口，因此，必要重新思考與衡量追求成長所必須付出的環境代價與危機。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發展歷程與爭議 

（一）特定區的背景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主要位於桃園市中壢區（青埔里、洽溪里與芝芭里）與大園區（橫峰里），

回顧兩個地區的發展開拓史，中壢區與大園區，約 1800 年前凱達格蘭人即已在今桃園至宜蘭的沿

海與鄰近平原上生活，桃園的平埔族包括了南崁社、霄裏社、龜崙社、坑仔社（又稱南崁四社）

外，還有乃乃社（分佈於茄苳溪中游的丘陵地帶）與芝芭里社（分佈於桃園台地西，老街溪中下

游流經的地區），芝芭里為原住民語發音的舊稱，範圍包括桃園、中壢、平鎮、南崁一帶之統稱（桃

園市政府文化局，2017）。另據《桃園縣志》記載約於清雍正期間，福建龍溪人郭光天從許厝港上

岸，請墾老街溪與新街溪中下游地區，之後沿老街溪上溯，先後建立芝芭里庄與澗仔壢庄（清代

中壢地區的舊稱），其後陸續老街溪及新街溪下游（今大園）洽溪（今中壢洽溪里）、三座屋（今

中壢舊明、新明、三民、五權諸里）、坑仔口庄及八里分沿海地區拓墾，建立大坵園庄、圳谷頭庄

及橫山莊等共十三個莊園產業以今大園區為中心（張翰璧，2004）；日據時期，因地理位置適中、

鐵路建設與市街發展，使得中壢在政治經濟的地位日顯重要，1931 年升格為街，光復後改為鎮，

於 1967 年升格為縣轄市，2014 年隨桃園市升格為直轄市改為中壢區。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位於中壢市北方約 7 公里處，東南距桃園市中心約 10 公里，距中山高速

公路約 3 公里，北距中正國際機場約 6 公里，計畫範圍之東、西兩側分別以新街溪、洽溪中心線

為界，北界則以桃園軍用機場 1990 年日夜均能音量 60DNL 噪音為界線，南側銜接現有高速公路

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都市計畫範圍為界，行政區域包括中壢市青埔里、洽溪里、芝芭里

及大園鄉橫峰村所屬部分村里，計畫面積為 490 公頃，如圖 2。特定區之地貌原屬非都市土地農

業區，受限於地質屬於紅土礫石堆積層，地下水源缺乏，加上區內主要河川老街溪、新街溪及洽

溪汙染嚴重，而區內池埤水塘分布羅列，故為主要農業灌溉水源，區內有 5 處主要的社區聚落，

於高鐵區段徵收時被保留下來，包括皇家社區、新皇家社區、瑞士社區、民生社區與石上清泉社

區及小型工廠零星分布；因受到桃園國際機場及其南側的海軍軍用機場航高限制，區內建物不高，

多以 4 層樓以下透天厝為主，私有土地達 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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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二）高鐵桃園站設站的政治過程 

1. 中央與地方設站選址的歧異 

發展型國家首要關注的是和經濟發展相關的生產領域，都市的交通運輸政策往往是維繫勞動

力再生產，而城際運輸更擴大了再生產的功能，不僅降低廠商的運輸成本，也提高產業競爭力。

1974 年臺灣鐵路管理局成立「發展建築超級鐵路專題研究小組」，就發展建築超級鐵路進行專題

研究，開啟了國內高速鐵路研究的序幕，過程雖因政府預算的排擠而中斷，時至 1987 年於行政院

會第 2025 次會議，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協助各有關機關推動公共建設計畫先期規劃工作」案提

示辦理「臺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可行性研究」，規劃案於 1990 年 3 月提出後，1991 年的國家建

設六年計畫將「臺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以特別預算方式納入辦理，郝柏村並指示：「高速鐵路

建設應配合新市鎮及其他交通建設計畫，研選沿海路線，以均衡地方發展」（蕭力偉、蘇淑娟，

2017） 。場站的選址於當時便出現各方勢力的角逐，而傳聞可能設站的地點，其周邊土地飆漲並

集中少數地方派系和政治首長手中甚囂塵上，甚至也有認為是因為兩派人馬角力，當時的縣長劉

邦友輸給了交通部長簡又新，雖然還在爭議中，但利益關係人已讓事情發展漸趨複雜，就像如下

報載： 



168 

 

高速鐵路路線尚未規劃定案，但預定設站的幾處土地地皮已「炒翻了天」，交通部長

簡又新昨天主張把高鐵桃園站改設在中正機場，新竹和嘉義站可能被淘汰出局，更使高

鐵設站增添變數，部分縣市民眾對高鐵設站的看法：假使高速鐵路桃園段改線，八德站

改為中正機場站，地方各界認為將引發桃園縣內重大歧異…，而首當其衝的，將是已被

「炒」成天價的高鐵八德站場預定地投資熱。高鐵桃園站原本預定於八德，已使八德地

區土地發飆多月，附近房屋市場幾乎只要有新工地推出，立刻創新銷售紀錄，連農地也

被炒得創下一公頃近一億元的天價。如八德站取消，房屋及土地市場勢將遭受重大影響，

炒過了頭的農地地價嚴重崩盤將可預見。擁有十三萬人口的八德鄉各界昨天已開始反

彈，認為政府施政不應朝令夕改。人口剛滿六萬的中正機場所在地大園鄉地方人士卻對

中正機場「封閉式繁榮」，未與地方結合共榮感到厭惡，希望高鐵站不是又一個「畫餅」…。

桃園縣長劉邦友的看法則是，大園腹地不大，八德比較適宜設站，中央不應草率改變計

畫（聯合報地方新聞中心，1991a）。 

而後高鐵籌備處在站址評估階段，就桃園設站的地點將中正機場、八德、及青埔三個地區進

行評估，評估的指標包括營運市場需求、促進新市鎮及大工業區開發、土地取得難易度、重大交

通建設與路網、工程特性、房屋拆遷、環境影響、建造時程、旅客到站所需時間、服務人口數等，

而從排序積分的比較，八德的排序積分優於其他兩個地點，但最後勝出的卻是青埔，並以附近多

屬私有農業區，可以區段徵收取得用地，發展腹地有數千公頃，位居桃園、中壢及觀音工業區之

中心地帶，新市鎮發展條件佳，藉由捷運系統可銜接，可提供中正機場旅次轉運，被評定為設站

之最佳方案（詳表 3，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1），並且於 1991 年 10 月 8 日向當時行政

院院長郝柏村簡報後，對外公布。 

而當設站改為青埔後，時為縣長的劉邦友及八德鄉長呂新民感到不解或失望，特別是桃園縣

長認為第一，青埔並非人口集中區，聯絡附近鄉鎮市功能較低；第二，高鐵走內陸與沿海的中間

路線，用地取得與工程費用都會增加（聯合報地方新聞中心，1991b），此外，亦認為設置於八德

站較合理，概因當時桃園地區重要交通建設，均以八德高鐵車站為規劃，部分已著手進行，而沿

海地區不適合設置住宅區，且該地區與中正機場相距不遠，受噪音干擾，因此在該地區規劃設置

新市鎮，生活品質令人擔憂，並對以路線存疑（黃興隆，1991），但青埔地區居民卻因為突然雀屏

中選而感到興奮，更流傳著青埔王公顯靈保佑的神蹟，就如： 

高速鐵路桃園站，在幾乎沒有任何人出面力爭之下，突然「自動」自八德北移十公

里，移到青埔來，青埔地方民眾穿鑿附會，認為是「青埔王公」顯靈。依據地方居民的

說法，桃園縣各地的土地近幾年來飛漲不止，有的在十年中漲價二十倍以上（以中正機

場用地徵收價每公頃四十六萬元來計算，現在漲了約一百倍）。但青埔地方，上漲有限，

各種重大建設，也從未有人傳說要設在青埔，甚至是工業區、新市鎮，或一般地方建設，

這裡從來沒有被考慮過，此次突然中選，有種麻雀變鳳凰…青埔喜獲佳音，不少民眾認

為是「王公」保佑地方…。（聯合報，1991.10.9） 

 



169 

 

表 3 高鐵桃園車站替選站址初步評估 

中正機場 八德 青埔 站址 

評估準則 說明 
排序

積分
說明 

排序積

分 
說明 

排序

積分

營 運 市 場 需

求（2011 年

每 日 車 站 進

出量） 

23,674 人次 /日（其中

5,215 人次/日為機場屢

次） 
2 

40,367 人次/日（原規

劃案路線） 
1 12,975 人次/日 3 

促 進 新 市 鎮

及 大 工 業 區

開發 

位於飛航管制內，新市

鎮發展受到限制，附近

多為工業發展，西北緊

鄰砂崙工業區 1 公里 

3 

鄰近為農地、住宅區

及少數工廠，具發展

潛力，鄰近中壢、桃

園市區約 6-10 公里 

2 

鄰近多為農地，腹地廣

大 空 曠 ， 發 展 潛 力 雄

厚，且鄰近中壢內壢 4-5

公里，距桃園 11 公里 

1 

車 站 用 地 取

得 

航站大廈地下層，為公

有土地 1 

現 況 多 為 農 地 及 少

數農舍、住宅，可區

段徵收取得土地 

1 同左 1 

配 合 重 大 交

通建設 

緊鄰中山高、西濱快速

公路，並與捷運銜接 1 

距北二高、觀音大溪

線快速公路 3.5 公

里，並與捷運銜接 

1 

距中山高、西濱快速公

路 4 公里，距觀音大溪

線快速公路 8 公里 

2 

進 出 路 線 及

工程特性 

位於航站大廈地下層，

並考慮飛航管制限制，

需構築地下化隧道 8.6

公里 

2 

路 線 進 站 前 須 跨 越

臺 4 號省道，車站高

層將略為提高 
1 

路線進站前需跨越中山

高機場聯絡道，車站高

程略高 
1 

房屋拆遷 現有航站大廈部分須配

合改建，二、三期航站

大廈設計須配合修訂 

2 

僅少數農舍、住宅，

拆遷容易 1 同左 1 

環境影響 地下化施工，對機場外

之環境影響小 
1 

對附近民眾、住宅，

拆遷容易 
1 同左 1 

建造時程 地下隧道施工，且須維

持 機 場 營 運 ， 工 期 較

長，且不易掌握 

2 

無特殊工程，時程掌

握較易 1 同左 1 

旅 客 平 均 到

站時間 
34 分鐘 3 20 分鐘 1 29 分鐘 2 

車站 20 分鐘

等 時 圈 內 服

務人口 

644,223 人 3 1,280,506 人 1 904,929 人 2 

總積分 20 11 15 

綜合意見 地下化車站構築不易，且位於飛

航管制區內，發展受限，另國際

機場之旅次行為較為特殊，以捷

運系統較符合其需要性，且工程

進行時將嚴重影響航站大廈之

正常運作，故不建議設站 

附近多屬私有農業區，可以區

段徵收取得用地，發展廣闊，

且位居桃園、中壢及大溪中心

地帶，新市鎮發展條件佳，工

程無特殊困難，為次佳方案 

附近多屬私有農業區，可以區段

徵收取得用地，發展腹地有數千

公頃，位居桃園、中壢及觀音工

業區之中心地帶，新市鎮發展條

件佳，藉由捷運系統可銜接，可

提供中正機場旅次轉運，為最佳

方案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今鐵道局），1991。 

備註：排序積分最低者為第 1 名（即為最優申請人），次低者為第 2 名（即為次優申請人）。其排序

積分相同時，以獲得序位「1」最多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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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轉折的主因當六年國建大興公共工程，部分地方土地財團在徵收之前得以用低價取得土

地，再坐享政府投資公共建設增值與超額利潤，然後透過幾次的轉手這些位處偏僻的車站設置周

邊土地價格大漲，增加政府徵收土地的困難，迫使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為了遏止土地炒作，因而

要求變更路線規劃（溫蓓章，2001），而交通部也為了配合行政院指示「車站不一定要設在市區，

可考慮以新市鎮為設站地點。」，但也反映出中央與地方對於路線與設站位址完全不同調，縱使八

德也符合新市鎮設站之地點，但由於土地已經被炒作，為了避免增加政府徵收土地的困難，因而

改變設站地點。由於運輸系統的改善，促進交通可及性，使人口、產業、土地價值等地區經濟產

業結構和都市型態的產生改變，相較於其他公共建設，對空間發展的衝擊更大，在土地利用與都

市發展的過程中，作為管理者的國家，經常以權力來控制與分配土地資源與維繫政權，並進一步

導引空間發展，土地的管理與空間塑造受到各種不同的外部結構力量所影響（凃函君，2013）。而

當站址確認後，相關單位遂開始展開各項作業準備與溝通，行政機關肩負著高鐵建設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的政策宣示，除了建立法令制度框架及頃全力協助高鐵融資外，亦開始同步規劃各車站

特定區之聯外道路計畫、公共設施、都市計畫、區段徵收等作業。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政

府在高鐵建設計畫推動的過程隨處可見，原規劃由政府編列預算直接興建，因政府財政問題轉由

民間投資興建的民營化的轉折過程，例如高鐵歐系與日系機電系統之爭、跨國的融資、國際性的

招商等，都發生在新自由主義化的全球架構下，此時國家不再退位，更是挺身而出主導介入融資

與建設開發，發展型國家的政府干預又再度回到幕前，包括各種治理與管制措施、地方自治、公

私合作等，而跨國性的新自由主義也持續不斷地向國家或地方層級擴張與施壓，全球與地方持續

互動及磋商，一方面形塑地方的新自由主義多樣性（variegated neoliberalization） ，另一方面也

回饋與強化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同質性（藍逸之，2012）。 

2. 農村地景改變的煎熬與回報 

國家政策或公共建設可說是開啟改變農村地景最重要的關鍵，高鐵建設也是一樣，按照區段

徵收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區段徵收作業前必須先完成都市計畫程序，因此，為了加速推動都市計

畫與土地徵收程序，便由當時的交通部高鐵籌備處（今鐵道局）編列經費於 1992 年 5 月便開始著

手委託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市鄉規劃處辦理都市計畫規劃，而範圍的劃定亦曾評估過不

同的方案，包括從需求面、政策考量供給面以及都市發展供給面三個不同方案進行評估12，最後

選擇以從需求面為劃定原則之方案（計畫範圍 340 公頃），提供予交通部鐵籌備處（今鐵道局）做

為報核依據（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5）。而後又歷經了規劃內容的討論、程序協商、特

定區面積調整、作業分工與效益分配協商、財源籌措、確認都市計畫擬定機關等協商後，經臺灣

省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43、544 次會議審決通過，於 1998 年 2 月報內政部審議，經內政部都委會

專案小組密集的召開 11 次審查會議13，獲得具體結論（內政部，1999），再提內政部都委會大會

                                                             
12 以需求面為劃定原則，計畫範圍 340 公頃，計畫容納人口 55,754 人；以政策考量供給面為劃定原則，計畫面積

200 公頃，計畫容納人口為 30,000 人；以都市發展供給面為劃定原則，以一般徵收協議方式開發車站專用區用

地，計畫範圍為 20 公頃。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5），”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綱要計畫”，

1995 年 3 月。 
13 專案小組成員為包括有馮委員正民、施委員鴻志、許委員坤南、黃委員世孟、黃委員武達、歐陽委員嶠暉、李

委員威儀、夏委員正鐘、林委員大煜、倪委員世標、張委員元旭等，並由黃委員武達擔任召集人。復經內政部

都委會專案小組 1998 年 4 月 8 日、17 日，6 月 5 日、12 日、19 日、8 月 28 日、9 月 11 日、25 日、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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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審議時，對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之規劃內容的討論包括縮小區內產專

區面積、溜池保留、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用地位置的調整、退縮綠帶與親水性開放空間、增加商

業使用與開放空間、劃設部分小街廓住宅區以利小地主得以分配、提高綠化比例及增加公園、道

路調整、共同管道或其他公共工程、財務計畫、防災避難、寺廟規劃為宗教用區、高鐵路線高架

或地下化以及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等，最後在內政部都委會 1999 年 2 月 2 日第 460 次會議審議通

過。惟就在地居民或自救會所關心的住宅區、商業區容積率提高部分，內政部都委會則認為仍應

以維持計畫區內必要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計畫品質，其他關於涉及區段徵收抵價地比例、房地

分配原則、大型社區保留、拆遷戶租金補貼、未達六成以上地主同意不得區段徵收、農用機具補

償、地上物違章建物補償、公有土地承租戶、農民土地徵收後農保資格與購買農地權利..等，非

屬都市計畫審議事項，則不予討論，交由地政單位參處。 

當行政機關開始進行規劃與區段徵收過程中，適逢「精省」的政治工程，特定區居民一方面

擔心「人亡政息」原來規劃的都市計畫與承諾事項是否會跳票，一方面也意識到自身的權益，提

出包括提高抵價地發還比例、原地主優先分配、廢土、垃圾及地下水汙染問題處理等建議，盼政

府重視（吳佩玲，1998），更組成「高鐵站區全省聯盟區段徵收地主權益自救會」串聯五個車站特

定區居民，凝聚訴求爭取權益，在都市計畫尚未發布實施前，車站以高架或地下方式規劃，以至

於產業專用區面積縮減，並將釋出的土地分配予地主，行政機關也在地中原大學學者、研究人員

及當地民眾溝通，而當都市計畫於 1999 年 3 月 26 日公告後，預定一個月內展開土地徵收作業時，

自救會為爭取權益便開始展開行動: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地主代表近二百人，一日上午到縣府陳情抗議，不滿中央、地

方互踢皮球，漠視地主權益，…並提出十一項訴求 3
...民眾抱怨最多的是抵價地發還比例

偏低，且航空城發還抵價地比例為 42%，同屬桃園縣的高鐵車站特定區只發還 40%，一

縣兩制民眾難以接受；協調過程中，有人要求專案辦理都市計畫延期公告、或撤銷公告…

陪同陳情的國大代表認，逼縣府毫無用處，為這不是縣府能解決的，如果高鐵全線七個

站區串聯，發動一萬人到行政院絕食抗議，不相信行政院不點，到場關心的民代還有立

法委員、縣議員等（毛秋琴，1999）。 

區段徵收時各種問題層出不窮，民眾最關心的莫過於徵收補償費及分回土地比例問題的權益

問題，例如新購房屋卻變為高鐵用地、無照老屋爭取補償、道路拓寬與樁位偏差導致土地徵收不

公平、河川整治費用、拆遷戶拒絕搬遷及安置、程序違建戶放寬補償費請領標準等，縱然有民意

                                                                                                                                                                               

12 月 4、11 日召開 11 審查會議。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60 次會議紀錄，引自：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filedownload&view=filedownload&Itemid=68&filter_cat=5&

filter_gp=5&filter_year=1999&limitstart=15。（2017/8/17 瀏覽）。 
3 這些訴求重點包括：發還地主抵價地由四成提高到五成；建蔽率提高到 70%，容積率提高到 300%；合法建物及

有案農舍百分之百配回土地；對徵收戶之房舍採先建後拆方式辦理；在諸多程序未合法，應延長公告期限；不

能種植的稻田，依休耕辦法補助至配還土地為止；拆遷戶安置地點，以里為單位分配安置，且須先建後拆；無

法符合房屋認定的既成建築，按合法房屋發給救濟金；區內水利會水塘應一併納入區段徵收，不得保留；提高

區內土地公告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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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出面協調 4，相關單位對於居民的訴求則以法規、區內公共設施多與財務平衡等回復（詳表

4）。其他尚包括將特定區的行政區調整為同一個行政區、土地汙染與建築廢棄物清理、用地取得

進度落後遭糾正、施工塵土、治安問題、興闢高鐵支線延伸機場或改以輕軌替代，機場捷運延伸

至青埔、最小基地開發規模…等。此外，如台灣高鐵公司也委由專業技術顧問辦理車站附屬事業

用地規劃，並以美國紐澤西州、日本千葉縣的航空城定位為規劃主軸下發展經貿園區及主題休閒

遊樂園區之構想與桃園縣政府交換意見，縣府（市府）更將高鐵桃園車站的規劃藍圖擴大到桃園

與中正機場未來發展的核心，站區應該包括有航空物流產業、客貨運園區、經貿園區、大型國際

會展中心，並全力支持配合台灣高鐵（湯學新，2002；沈榮昌，2002）。 

表 4 高鐵桃園車站區段徵收時民眾主要訴求 

主要陳情訴求 相關單位回應或主要作為 

1.建蔽率提高到 70%，容積率提高到 300%、

土地發還比例從 40%提高到 50%，以照顧地

主權益。 

2.合法建物及農舍應百分之百配回土地。 

3.對於需拆除房舍，採先建後拆方式來安頓居

民。 

4.諸多程序未合法前應延緩拆除，再與民眾溝

通。 

5.辦理徵收的農地，因無法再種植，故得依照

休耕法補助至配還土地為止。 

6.無法認定是否為合法之老舊房舍，應依合法

房舍標準發給救濟金、若在期限內拆除建物

者，應按救濟金五成，發放自動拆獎勵金。

7.水利會所屬水塘也應納入徵收作業內不得保

留，以示公允。 

8.老街溪需截彎取直，河面做綠化，不可為特

權保留某些建築物。 

9.提高區內土地公告現值。 

1.縣議員彭添富就抵價地比例召開協調會，建議不得低

於 50%，並暫緩審議高鐵車站特定區都市計畫。 

2.臺灣省議會第 10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也曾函請臺灣省政

府對於地主領回比例現行規定是 40%~50%，本案地主

集體陳情要求領回 45%，在中央政府未具體回應前，

應請暫緩相關作業，以維護地主權益。 

3.內政部以決議將錄案請都委會審議參考及決議範圍及

內容由權責機關認定之，涉及中央由省府報中央核

辦，再由中央主管機關核處。而交通部則以地價地比

例係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 54 條規定辦理、公共設施面

積多、財務平衡等理由下回復無法提高。 

4.其他有關地上物補償、房租補助等皆依相關規定辦理，

5.縣府因特定區範圍內土地建地目公告土地現值介於

2,000-6,000 元/㎡，其餘土地約 1,200-1,700 元/㎡不等，

為避免差距過大，造成領回抵價地面積懸殊，引發爭

議，將建地目土地調整為 5,000 元/㎡，其餘土地調整

為 1,700 元/㎡。 

資料來源：1.內政部（2011），高速鐵路桃園、新竹、臺中、嘉義及臺南等五個車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實錄。 

2.作者整理。 

被認為是跨世紀的國家重大建設的高鐵建設計畫，不僅是中央機關，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在

規劃與建設初期，為執行的角色，為了實現及早通車營運之目標，利用所能掌握的各種資源與權

力運作，使得各項作業得以進行，而且也積極的提出更擴大的願景擘劃；對在地原本務農維生的

民眾而言，當被選中做為站址更是猶如鹹魚翻身與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般的喜悅，又當面臨與切身

相關的權益問題時，更不吝於爭取權益，並且企圖積極參與行政機關主導的站區規劃，無論是成

立自救會、訴諸民意代表施壓、陳情抗議、或以都市計畫人民或機關團提陳情等各種方式，使得

自身的權益不再消失在沉默之中，也迫使國家政府不得不重視，並研擬相關的規定以因應後續徵

                                                             
4 縣議員彭添富就抵價地比例召開協調會，建議不得低於 50%，並暫緩審議高鐵車站特定區都市計畫；又如臺灣

省議會第 10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也曾函請臺灣省政府對於地主領回比例現行規定是 40%~50%，本案地主集體陳情

要求領回 45%，在中央政府未具體回應前，應請暫緩相關作業，以維護地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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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時的需求，縱然政府所提出的補償沒有完全能夠符合被徵收戶的訴求，但至少對於自身權益的

保障已經取得了法令保證，且預期未來的增值回報，便配合徵收作業，從相關的報導與本研究的

田野調查過程，也證實這樣的結果，例如： 

從地圖上來看，高鐵沿線過了青埔車站的這個區域，剛好就是中壢市芝巴里的腹地，

農地從 1 坪 6,000 元漲到 16 萬，漲了 25 倍，地主輕鬆身價上億。芝巴里的這些農夫都

有可能是「意外富翁」，房仲業者初估，光是高鐵青埔站附近因為土地徵收的億萬富翁，

就多達 800位。（古彩彥、柳中屏，2006） 

高鐵建設帶來生活上跟經濟上的改變，可說是 360度大翻轉，在生活上，早期這裡

都是務農種田的，現在除了一期稻作外，二期都是休耕，不然就是免費提供給想種的人

去種，一方面是農民年紀大了，體力漸漸衰退，加上年輕人都外出工作，沒辦法再務農

了，一方面是有些農民的土地在高鐵區段徵收後，地主也領到一些補償費或是分回一些

土地；另外在經濟上，因為有高鐵跟區段徵收，有公共設施，土地也就增值，資產增加

了，農民身價大漲，漸漸就不務農了…這邊的農地也跟著漲了好幾倍，大約一坪喊到 4-5

萬元，但是這邊的農民大多都不想賣地，因為是祖先留下來的祖產，所以賣的不多。（A

君） 

政府經常藉由重大建設計畫，以改善生活環境、提升人民生活與進步城市為號召，進行土地

重劃，讓民眾土地由一般農地或公共設施等低價值土地藉由都計變更與整體開發，又再以社會公

平與使用者付費的說法，將公共設施用地與費用轉嫁於地主負擔，地主取回建地，政府則藉由剩

餘建地平衡財務，達到地利共享之目的。從前述的開發過程確實達到「土地增值」的成效，猶如

古人所云:「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賁、諸。」5，利益的驅使在都市發展的概念擁有決定

性與主導性，也輕易的得到所有社會大眾的支持。 

3. 地產主義的都市計畫 

在都市規劃的初期，特定區用地規模的討論，當時的桃園縣政府曾經主張特定區朝新市鎮發

展，並以 1,000 公頃為大小的規模 6，但並未被採納；其主要的推估上採取兩個方式，第一種方式

為以特定區所在地區之人口及產業發展為基礎，並配合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通盤檢討標準所進行的推估。第二種方式則以財務及安置做考量的推估，此等推估方式的考

量構想有二，一則是財務之考量，即依行政機關共同出資投入區段徵收成本比例取回可供標售的

建築用地，以挹注高鐵建設自償性財源；二則是安置的考量，即為平衡高鐵車站用地業主與一般

徵收用地之業主之權益不均情形，以取得之可標售建地或另行開發公有土地，透過「等價換屋」、

「等價換地」…等方式，予以安置一般徵收業主，並再依照前述兩種構想，分別研擬出不同的模

擬方案，在策略的採取上，就是希望能擴增區段徵收的範圍，其中桃園計算後擴充的範圍約 93.5

公頃~148.67 公頃 7。上述兩種方式所得出的結果，在桃園站部分，第一種方式原本的特定區的規

                                                             
5 韓非《儲說上》：鱣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

賁諸。 
6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3），「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計畫」之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案研商會議紀錄。 
7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3），依獎參條例規定安置一般徵收業主用地方面須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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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小約 333 公頃，但最後於卻膨脹到 490 公頃（表 5、圖 3），而其中住宅區就約有 153 公頃（新

增的有 146 公頃，原有保留的 6.7 公頃）、商業區約 37 公頃（包括商一的 8.5 公頃、商二 28 公頃）

以及產業專用區約 22 公頃，此三種分區合計約有 212 公頃，佔特定區面積的 43%，主要就是原

高鐵籌備處（今鐵道局）預估特定區範圍也將土地證券化構想、成長中心概念納入，以達到高鐵

建設自償性的財源。 

表 5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計畫人口與面積規劃過程 

 項目 人口/面積 

原計畫人口 91,500

修正後計畫人口 55,000

為取得高鐵交通用地

辦理區段徵收面積 

高鐵籌備處修正後計畫面積（公頃） 333

高鐵籌備處原推估面積（公頃） 176配合土地證券化構想 

高鐵籌備處修正後計畫面積（公頃） 96

成長中心 高鐵籌備處修正後計畫面積（公頃） 120

原計畫面積（公頃） 490合計  

高鐵籌備處修正面積（公頃） 490

計畫人口 60,000

區段徵收面積（公頃） 448.94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 

都市計畫面積 490.00

資料來源：1.內政部（2011），高速鐵路桃園、新竹、臺中、嘉義及臺南等五個車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實錄，2011 年 4 月。 

          2.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1999），擬訂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計畫書。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自 1999 年 9 月發布實施都市計畫後，亦歷經多次的專案變更、通盤檢討

或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8，這些變更、檢討、修訂均具有法定位階與效力，尤以 2010 年 1

月變更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 2011 年 4 月發布實施的修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告解除「桃園縣大園鄉軍事管制區」禁、限建範圍及其

航高限制等 3 次影響特定區發展最鉅；此 3 次的作為，在第 1 次的作為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主要係以發展「經貿展覽園區」之目的在住宅區合併開發可以增加容積獎勵，於商業區（二）與

產專區也可以從申請建照到完工於 3-5 年內可以增加 5-10%的容積，甚至不受 1.5 倍的限制，產

專區也取消以完整街廓整體開發的規定，並且將分區改為使用…等；第 2 次主要作為則是延長開

發時程獎勵年限，從 3-5 年修改 5-7 年；第 3 次則是一舉將國防部從 1987 年 7 月發布禁限建及航

高限制以來，管制長達 25 年的海軍桃園基地周邊地區禁建、限建和航高放寬案，讓高鐵桃園車站

特定區的容積與建築物高度大幅度的增加，確實也引起開發商前仆後繼地興建大樓。（圖 4、5） 

這裡以前的航高管制主要是因為海軍軍用機場的限制，已經解禁了，像太子建設之

前搭配容積獎勵都蓋到 26 樓了，現在可能獎勵比較少，所以新蓋的都比較低一點。（B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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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2011）修訂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圖 4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2003 至 2018 發展變化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飛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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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建築開發現況 

拍攝日期：2018 年 4 月 29 日 

從前述都市計畫規劃得以作為土地開發的面積（無論是興建住宅、辦公大樓或是商場等），以

至於專案變更、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修訂、航高解禁等，讓土地開發不僅成為權貴階級的

資本競逐的遊戲，更演變成為是全民的運動，而都市計畫儼然變成為「地產主義」、「土地開發」

服務的最佳手段與致富路徑。就如同遠雄建設趙藤雄曾於 2011 年 9 月 29 日於「房市金磚論壇」

時表示：「拉長時間來看，從 1971 年到 2011 年間，臺灣房地產面臨過各項危機，但都是漲幅比跌

幅多很多，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房價漲 100%回跌 20%，第二次石油危機房價漲 70%回跌 10%，

廢核四房價跌 15%，這次金融海嘯，房價還漲 40%，不跌反漲。」、「臺灣房地產的報酬率高於

GDP、股市及石油價格的漲幅」（林美芬，2011），房地產成為在百業蕭條中仍然可以一枝獨秀的

產業。 

（三）美夢成真抑或非理性榮景？ 

1. 建設拉抬-誰的城市美夢 

 高鐵桃園站的開發定位早期便因區位上鄰近桃園國際機場及大臺北都會區，加上桃園市的工

業發展型態之特定，故在 2002 年由經建會（今國發會）委託專業技術顧問辦理的「以國土規劃觀

點擬定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整體發展策略之研究」案，即以「機場經貿特區」作特定區之發展定

位，而後於 2003 年 8 月因當時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主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第 1143 次會議討論

「2008 臺灣博覽會規劃構想」時，各地方政府積極爭取，最後評選出高鐵臺南站及桃園站為主展

場場址，嘉義縣為輔助展場，並於 2003 年 12 月高鐵新市鎮開發建設推動小組第二次會議，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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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調整為「國際經貿會展中心」，復因「2008 臺灣博覽會」10 在條例與預算遲遲沒有通過的情

形下，地方首長也積極介入向立法院請命： 

政府為了不讓北京 2008年奧運專美於前，正積極規劃舉辦 2008臺灣博覽會，只是

耗資 195億元，在野陣營質疑民進黨是為了 2008年總統大選展開選舉綁樁，所以預算一

直卡在立法院沒有進展，今天謝長廷陪著國民黨籍的桃園縣長朱立倫等人，出面爭取希

望經費過關。日本愛知博覽會盛大開幕，吸引上百國家參與，反觀備受國人期待的 2008

臺灣博覽會，卻面臨難產的危機。謝長廷院長帶領桃園臺南嘉義 3個主辦縣市首長，親

自到立法院爭取 195億元預算，甚至喊出不惜停辦的最壞打算，不過除了立法院長王金

平捧場之外，在野黨有很多意見，其中要參選縣長的周錫瑋就找上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

理論為什麼不在臺北縣舉辦。親民黨更近一步質疑臺博會，為了是選舉綁樁。日本愛知

博覽會吸引觀光人潮，臺灣博覽會似乎引來的是更多的政治角力！（樊啟明，2005） 

當時在青埔地區，也因為「2008 臺灣博覽會」的關係，建商開始進場興建住宅，起初以小規

模基地為主，且邊蓋邊賣屬預售個案，多屬透天型別墅，如圖 6，土地面積在 20~40 坪，建築面

積約 70~110 坪，總價 800~1,500 萬元。因新建案產品設定與價位皆超過特定區內舊有社區，在未

來長期房價看漲的情勢下，預期中古透天別墅價位也水漲船高。以屋齡 10 年的「皇家社區」透天

別墅為例，2004 年每戶價位僅 400~500 萬元，2005 年已漲到 600~700 萬元（交通部高速鐵路工

程局，2006）。 

  

 

 

 

 

 

 

 

 

 

 

 

圖 6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2006 年房地產廣告與興建中建案 

拍攝日期：2006 年 6 月 20 日  

                                                             
10 依據 2002 年 5 月行政院提出「挑戰二００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觀光客倍增計畫，及 2003 年 9 月 15 日行政院

臺經字第 0920047429 號函核定「二００八臺灣博覽會規劃構想」辦理；博覽會舉辦期間經當時行政院長裁示為

2008 年 5 月至 9 月，展出主題為「科技最前線、文明新視野」，計畫經費共計 195 億，規劃以中型國際博覽會

規模辦理，為能繁榮高鐵沿線區域，帶動總體經濟發展，於高鐵沿線場站舉辦，經 2004 年 3 月 4 日「二００八

臺灣博覽會場址評選委員會」評選，選出二個主展場分別為臺南縣（沙崙站）及桃園縣（青埔站），以及輔助展

場為嘉義縣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預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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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臺灣博覽會」停辦後，行政院 2007 年將南港定位為第二代展會中心，又為了避免與

南港國際展覽館功能競合，改以「企業營運中心」為整體定位構想，朝向優質之企業辦公園區發

展，並結合區域性商業、娛樂、文化等功能，爰規劃大型展覽場可調整為地方型之規模。經建會

（今國發會）於 2007 年 10 月又再度重新檢討，自此以後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就定位為「國際商

務城」（詳表 6）。由於車站特定區發展定位的時常因為不同的主事者而有所更迭，從 2001 年 7 月

迄 2008 年間，經過了多次的討論，身為高鐵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交通部與執行機關的高速鐵路

工程局（今鐵道局），亦必須配合進行檢討與規劃，包括周邊土地產業發展整體規劃、11 都市計畫

檢討，12 以及核心區規劃等，13 期能進一步引導並加速高鐵新市鎮的發展，惟這些規劃預計引進

的設施與產業計畫並未實際的落實，以至於高鐵通車後特定區發展仍然不見起色。直到都市計畫

開始進行檢討，將土地使用強度、容積放寬、容許使用項目均予調整放寬後，加上地方積極介入

解除航高管制及大幅放寬容積獎勵，而塑造出後來的區域地景。 

2008 年政黨再度輪替，高鐵車站特定區的發展與開發仍然受到執政者的重視，亦並被列為「愛

臺十二建設」總體計畫中的「都市及工業區更新」子計畫及「桃園航空城」範圍內，定位又再度

改為「經貿展覽園區」，而 2010 年時為桃園縣政府提出航空城計畫，但因為計畫面積廣達 6,000

餘公頃，所涉徵收、拆遷補償、分期分區開發、聽證等爭議，都市計畫始終未通過，但也讓原本

屬於都市計畫農業區或是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的農地價格掀起一陣的炒作及飆漲，從 1996 年每坪

8,000 元到 2018 年 4 月的每坪 7.62 萬元，上漲了 9.5 倍，詳表 7，縱使整個航空計畫延宕，區內

農地價格下跌，使得投資客套牢，但 2018 年 3 月 27 日都市計畫再審通過後，土地價格又開始上

漲。 

 

 

 

 

 

                                                             
11 為使高鐵五大車站特定區內車站週邊大面積公有土地之產業發展能有整體性的策略，依行政院 2014.1.5 政務委

員指示進行研究，並整合經建會（今國發會）、高鐵公司、台糖公司及高鐵局（今鐵道局）之意見，提出各站核

心區整體發展定位，其中桃園站以國際會展城作為發展定位 
12 依照行政院經建會（今國發會）於 2004 年 12 月 16 日會議中決議，「鑒於特定區之開發與西部地區之都市意象

與發展願景息息相關。為有效進行土地開發，高鐵特定區計畫應重新全面檢討」…請交通部高鐵局（今鐵道局）

於 2005 年 9 月底前完成全部各高鐵車站特定區計畫（含公共設施配置、都市設計準則等） 之檢討作業，各計畫

之檢討並得因地制宜，依循新市鎮開發之程序辦理，使檢討後之特定區得適用新市鎮開發條例相關稅捐減免及

優惠融資等規定，經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委託專業技術顧問進行檢討，其主要建議方向包括調整

土地使用強度、容積放寬、容許使用項目放寬；公有地予以整併與集中，土地適度交換整合、增加退縮建築留

設帶狀開放空間及指定留設架空走廊與指定留設廣場；新市鎮因涉及修法等作業，故建議採容積獎勵之方式鼓

勵開發。 
13 行政院於 2005 年 11 月、12 月與 2006 年 1 月於相關會議指示：「應辦理高鐵車站特定區核心區整體規劃及建立

高鐵車站特定區土地開發顧問機制。」、「規劃設計顧問應整合外國專業團隊及本國顧問公司，以提出務實可行

之規劃方案，協助建立高鐵車站核心區未來發展願景，確立整體發展策略，避免區內公、私部門無效率的競

爭，並兼顧政府整體財務需求。」，本次檢討，專業技術顧問仍以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發展為國際會展城之發展

定位進行規劃，整合大面積之公有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劃設為以高鐵車站為中心的核心地區，結合國內外土地

開發、建築規劃、財務分析等專業顧問進行整體規劃、效益評估並研擬招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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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高鐵各車站特定區發展定位表 

臺 灣 南 北 高 速 鐵 路

車 站 特 定 區 區 域 機

能 檢 討 研 究 報 告 初

稿 （ 經 建 會 委 託 交

大，2002） 

以國土規劃觀點擬

定高速鐵路車站特

定區整體發展策略

之研究（經建會委

託森海，2002） 

行政院經建會

對高鐵新市鎮

開 發 之 定 位

（2007）14 

加速高鐵車站特定區開發策

略方案（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仲

量聯行，2011） 

高鐵站區整體開

發推動計畫（高鐵

局 委 託 仲 量 聯

行，2012） 

機場門戶的功能性 

各工業區的機能充

實提昇工業發展 

臺北等郊外都市 

桃園區：國際經

貿流通中心 

車站區：機場經

貿特區 

國際商務城 國際商務城 國際商務城 

空中樞紐中心、巴士

總 站 、 田 園 都 市 生

活、物流中心、購物

中心等 

物流及人流中心、

國際經貿會議展覽

中心、超區域型休

閒娛樂中心 

企業營運園區

(Office park）

、展覽館 

跨國企業（臺商）運籌辦公營

運中心、商業零售服務設施、

國際觀光旅館、其他服務設施

（如文教休閒、醫療服務等設

施） 

桃園航空城先導

計畫、跨國企業/

臺商營運決策總

部、國際村社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7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及航空城周邊農地價格變化 

年度 1996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4 月

農地價格（萬元/坪） 0.8 5.08 7.92 7.28 7.05 6.94 7.20 7.62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桃園航空城土地（房地）交易透明化平台，作者整理。 

2010 為了因應醫療服務國際化及產業化之潮流，國家政府又推動臺灣醫療服務國際化行動計

畫，將「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列為重點發展項目，更將其納入六大新興產業發展之重點項

目，並為國家十大重點服務業之一（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0），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在總統府

財經月報簡報國際醫療產業發展策略，建議桃園航空城的高鐵青埔站區，打造為北部首座指標性

國際醫療專區，吸引大陸及國際人士來臺進行健檢美容等醫療觀光活動，原預定作為國際商務開

發的特定區，在行政院與衛生署提出需求後，交通部亦同意做國際醫療專區（呂雪彗、林淑惠，

2011），並且把位於高鐵桃園車站旁 22 公頃的產業專用區，列入國際醫療為必要的招商條件，但

經過對外公告招商後，因無人投標流標，經過重新檢討又再度公告，把國際醫療改列為加分選項

後，2012 年才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50 年地上權，並以美式露天型的 OUTLETS（華

泰名品購物城），結合國際商務辦公大樓、企業總部、國際觀光旅館、水族館等設施做為主要的開

發內容，國際醫療並未納入開發計畫內容，其考量因素在於： 

當初沒有選擇做國際醫療，就是配套沒有完整，若是一般醫院的話，反而比較不擔

心，縱使雖然國泰人壽集團也有醫療的團隊，隸屬同一個集團，但不見得會與他們合作，

因為考量的點不同，此外國際醫療有很多法令仍不確定，若貿然地去做，對國泰人壽而

言風險很大，特別是母法的不確定性，如對於國際醫療的定義在母法上也不清楚，哪些

                                                             
14 依照行政院經建會（今國發會）於 2007 年 3 月 13 日會議中決議略以：「…順應產業發展所需，大型會展中心之

建置有其必要性，請擴充南港國際展覽館面積及攤位。有關高鐵桃園站之發展，為避免與南港國際展覽館功能

競合，爰建議以「企業營運中心」為整體定位構想，朝向優質之企業辦公園區發展，並結合區域性商業、娛樂、

文化等功能，爰規劃大型展覽場可調整為地方型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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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哪些不能做，這些都不清楚，蓋一棟建築物是很簡單，但是重點是後續的營運，

或是甚麼樣的人可以來，很多狀況不明確，就沒有去考慮國際醫療，而既然高鐵局（今

鐵道局）的招商條件是以商業為主，當然就是傾向以商業為主；另一方面，壽險業的不

動產開發只能做出租、租賃的部分，而租金是主要收入。（C君） 

國泰人壽的 OUTLETS 的進駐及營運，使得地方房地產市場又再度活絡起來，加上鄰近高鐵、

機場捷運，對於附近社區居民而言，交通便利性提高及房地產的增值使資產增加，感到滿意，但

是卻對當地的生活機能不足以及商業活動人潮所帶來的交通阻塞及停車問題感到不滿意： 

這裡有高鐵、像百貨公司的商場（OUTLETS）、機場捷運交通算是很方便…國泰人

壽來這裡投資蓋 OUTLETS，對社區的整個房價都有上漲，我們社區都是透天厝，…一

棟大概還需要 1600萬左右，前陣子有一戶賣到 2,000萬，早期在還沒蓋高鐵時，社區很

多都是中南部上來的人，因為房價便宜，一棟才 100多萬，現在上漲很多，不過因為特

定區房子蓋很多，以後要增值更多可能有限，加上社區的一些房子也是比較老舊了，大

概再 20-30年就可能需要做都市更新了，壞處是車子變多了…附近一到假日，車就很多，

經常塞車…。（D君） 

近幾年來，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發展，政府透過各式各樣的政策與計畫的推波助瀾更是不

餘遺力，不僅是原有的高鐵桃園車站設站與聯外道路的闢建，還包括了機場捷運亦於 2017 年 3

月通車營運（特定區內有 A17、A18 及 A19 三個車站），以及特定區內公有土地的規劃與開發，

直接或間接策動民間資本持續的有新題材，投入土地開發，如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

與桃園市政府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也左右了特定區的發展，因特定區土地係以區段徵收取得，早

於 1996 年即由行政院核定未來特定區開發如有盈餘，依中央、省、縣之間按 30%、30%、40%之

比例分配，故地方政府便以此為由，及掌握相關審議准駁的權力，搭配民選首長的政見或政策，

逕為提出各種產業或建設規劃，部分向中央爭取興建預算，或要求其他部會配合，中央與相關部

會礙於地方首長的政治壓力，也不得不配合，或改由民間投資，並配合變更都市計畫或修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也樂於配合地方發展，也藉此提升區段

徵收財務自償性，且因應台灣高鐵公司的財務改善方案所收回的事業發展用地未來也將進行招商

開發，還有部分區段徵收後政府所取得的剩餘可建土地的標售、開發等，這些措施都是提供滋養

投機者的持續炒作的養份，如同在地居民所說的： 

這裡現在房子蓋很多，整個特定區目前大約有 60-70 家大小建商在特定區內蓋房

子，…有一家建商，早期在附近買了上千坪土地，當時一坪土地大概是買 16 萬，漲到

78 萬才賣掉，一坪淨賺 62 萬，賺了好幾億，又像青山祠土地公廟旁邊的土地，一坪喊

到 120萬，…還會再發展，價格應該還會再上漲，像早期，很多人以為漲到 10幾萬一坪，

已經是很不錯了，所以就賣掉，現在都後悔。（E君） 

因房價居高不下，居住正義議題發酵，政府亦陸續推出相關的平抑房價措施（如貸款成數降

低、奢侈稅、降低容積獎勵上限為 20%……），青埔地區一度被列入管控區域的名單中，諸多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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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祭出房貸緊縮措施，如房貸利率提高、貸款成數降低、取消寬限期等，加上機場捷運延遲通車

多次，確實也對當地房地產炒作產生降溫的效果。而新市長鄭文燦上任後，為了實現政見及推動

政策，又相繼提出諸多建設計畫，更對外宣示市府會加大力度進行青埔的公共建設，打造青埔為

進步指標的新興城市。然而這個繁榮與發展的夢，究竟是國家政府的？抑或是個別政治人物？或

是地方勢力？或是開發商？又或者是在地居民？ 

高鐵來之後，這裡的土地價格上漲，加上後來的航空城，把地價炒高了，去年在特

定區範圍內，房價一坪約 35 萬，今年有比較下降，但也要 29 萬~30 萬，當然地價上漲

對地主來說是好事…能有建設當然是很好，像特定區內現在有很多的建設，包括

OUTLETS，以後還有大飯店、水族館等，生活環境也比較好。（F君） 

而根據統計，從 2011 年至 2017 年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之住宅交易價格資訊（表 8），縱然實

際交易價格相較於民眾對於市場行情價格出現差異，惟已被炒作上漲的房價卻難以回復，即使政

府提出抑制房價的措施讓市場降溫，又隨著政府推出各式各樣的建設題材，讓房價有所支撐甚至

緩步上漲，可見政府是助漲房價的主要推手。 

表 8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2011 年至 2017 年住宅交易價格變動表（單位：坪⁄萬元） 

2011 年 2012 年 
2011- 

2012 帳幅
2013 年 

2012- 

2013 帳幅 
2014 年

2013- 

2014 帳幅
2015 年

2014- 

2015 帳幅
2016 年

2015- 

2016 帳幅 
2017 年 

2016- 

2017 帳幅

17.5 24.2 38.3% 26.4 9.1% 24.9 -5.7% 24.2 -2.8% 23.5 -2.9% 25.1 6.8% 

資料來源：1.蕭力偉、蘇淑娟（2017），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空間開發之結構歷程分析-新自由主義都

市治理案例研究，地理學報（84）：55-88。 

2.作者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統計至 2017 年 12 月底止。 

2.華麗的空城幻化成典範城市 

為了因應產業轉型的經濟不景氣，政府再度以「擴大內需」的策略，投入公共設施來促進經

濟活動，不論是各地方與中央政府經常藉由政治力量提出各式五花八門的建設計畫，以桃園市亦

不例外，其中屬於特定區內的計畫主要有航空城世貿中心、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計畫，以及如

橫山書法公園、美術館、國家級原住民博物館、以及國泰人壽的水族館、辦公大樓、旅館興建，

冠德建設 A19 車站環球購物商城、IKEA 等計畫（詳圖 7），其他特定區內規模較小的公共建設或

是私人的土地開發計畫則尚未包含其中，行政機關也認同政治力的介入反而可以帶動地方發展： 

就不動產開發而言，政治力的干預，其實對我們來講有時候是歡迎的，所謂的歡迎

是指開發的主導性，就是供給方的開發策略，那政府本來政治力就要進來，因為不是私

人土地，特別是車站特定區大面積的開發，如果要有主題、主體或主導性策略，確實是

必要的，…供給方的主導策略的政治力介入，私人投資者才會進來，政府起帶頭作用是

很重要的，廠商才會跟進，若要走供給方，政府定位策略一定要有，第一次與第二次的

產業、資金就會跟進。（G君） 

此外，長期協助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規劃及招商開發的專業顧問仲量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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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空間發展思考應該涵蓋到雙北地區： 

以桃園站而言，桃園是大臺北都會區的延伸，隨著臺北市與新北市都市發展逐漸成

熟的情況下，軌道建設也陸續完成，臺北與桃園的距離一直在縮短，就專業顧問的角度

來說，桃園站的發展可以成為一個大臺北城市廊帶多核心的其中一個點，也可以說是桃

園市未來在發展商業或金融的一個中心，畢竟現在桃園的產業仍以工業為主，未來勢必

要朝向不論是 2.5 級產業或是服務業的方面，還是需要有足夠的空間去發展，因桃園站

還是一個連結臺北最快的地方，它還是有它的發展潛力在，應該朝向這個方向去發展會

比較有競爭力。（H君） 

 

 

 

 

 

 

 

 

 

 

 

圖 7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之主要土地開發計畫與公共建設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桃園市政府網站。 

前述的計畫主軸環繞著航空城計畫，企圖讓區域的發展不僅是跳躍起來，更試圖飛躍國際，

也藉由都市計畫、都市設計主導特定區建築的風貌與地景塑造，但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卻是人口

的不足；特定區在行政界線上主要由四個里組成，包括中壢區的青埔里、洽溪里與芝芭里，以及

大園區的橫峰里；依照臺灣省政府（1999）曾就區內之人口進行調查，當時的居住人口大約為 1,500

人，主要以民生社區、皇家社區與瑞士社區三個社區及縣 113 道路兩側，而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於

2017 年發布的營建統計年報，特定區內 2016 年底人口數為 10,019 人，與特定區的都市計畫人口

60,000 人，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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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觀察特定區的建案推案情形，區內目前約有 69 家建商推案，共計推案 203 案，佔地面積約

57 公頃，推案戶數約 16,000 戶，其中以宜誠集團、威均（晨豐）建設、寶佳集團、新潤機構、

鋒橋（樺龍）建設的推案數量佔前 5 名（如表 9 ），許多建商屬於在地建商，但也不乏大集團、

黨政關係良好的建商，諸多建商於早期區段徵收後，就以相當便宜的價格向地主收購土地並進行

養地，或是隨著政府建設投入後買地養地，隨著高鐵、機場捷運陸續通車營運，再配合政府救經

濟的施政方向，結合媒體、房地產商、仲介業者、投資客等吹捧促漲及炒作，讓房價欲小不易；

而特定區的都市計畫，住宅區與商業區（不含再發展區與產業專用區）合計劃設約 183 公頃，以

目的開發程度約只進行了 1/3，若比照現階段建案推案情形全數開發完成，將近約有 50,000 戶，

以桃園市的平均戶量 2.77 人計算，全部住滿將有 138,500 人。 

前述各種數據的調查，顯示在都市規劃初期，便以誇大、膨脹人口或運量成長，以及為了滿

足財務的自償，劃設過多的住宅區及商業區，所建構出的不理性的都市發展，凸顯都市計畫不合

理及地區房地產地的高風險性，也無怪乎青埔地區被譏為鬼城： 

近年高鐵桃園站青埔特區，因為餘屋過多使得房價直直落，造成空房比人多的窘況，

因此青埔特區一度還被房產人士戲稱為「鬼城」。一名 PTT 網友在網路上發文表示，去

年買的青埔預售屋即將交屋，全家卻沒有擁有新家的喜悅。（聯合新聞網，2017.2.8） 

儘管地方首長不斷的對外宣示該區域內將引進各種公共建設，同時吸引民間投資，預計將可

進駐數十萬人口，並使該區域未來將成為新都會區等說詞，但一個都市的發展至成熟階段往往歷

經數十年而不易達成，如此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思考城市空間的意涵與價值，政府的公共投資

成為支撐房地產價格的法寶，而不是促進城市正義的公共利益（殷寶寧，2016），當國家政府不斷

的以各種建設計畫去鄉村化後，只見放寬鬆綁的管制，卻沒有適當的管控，使得地區發展淪為大

量房地產開發商的炒作，這種非理性的榮景所形塑出的華麗空城，其所代表的意涵是否單純意味

著只是都市計畫的形式錯估、失靈？抑或是政府藉由土地開發或交通建設帶動地方發展的處方箋

不再具有療效，抑或是大眾對政治人物的縱容，仍然以為推動都市建設發展是政府的德政，幻化

成為城市的典範，卻尚未看清它的暴衝失控後的而帶來多種反撲的風險，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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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特定區建商推案統計表 

編

號 

建商及 

子企業 

建案

數 

面積

（坪） 
戶數 

編

號 

建商及 

子企業 

建案

數

面積

（坪）
戶數

編

號

建商及 

子企業 

建案

數 

面積

（坪） 
戶數

1 宜誠集團 24 29279 
2,31

7 
23 麒寶開發 2 1,165 60 46 中國建經 1 824 121

2 
威均、晨豐

建設 
22 15,640 

1,18

1 
24 寶台建設 2 896 24 47 群耀建設 1 796 84

3 寶佳集團 15 12,564 
1,40

1 
25 寶竣建設 2 831 93 48 尊贏建設 1 741 55

4 新潤機構  11 11,797 
2,14

4 
26 居聖建設 2 609 16 49 富俋建設 1 650 20

5 
鋒橋、樺龍

建設 
10 8,060 420 27 圓方開發 2 1,000 45 50 鼎營建設 1 600 78

6 順儷建設 8 3,581 279 28 冠德建設 1 5,095 666 51 昱群建設 1 570 16

7 春億建設 7 4,884 396 29 禾林建設 1 1,700 231 52 元誠建設 1 560 21

8 玖都建設 5 3,228 366 30 璞園建築 1 1,676 356 53 宸康建設 1 559 50

9 昆旺建設 5 3,050 232 31 寶徠建設 1 1,659 318 54 和旺建設 1 525 68

10 巨京建設 5 2,540 57 32 神風開發建設 1 1,566 110 55 泰豐建設 1 508 9

11 
欣城開發

建設 
4 1,694 65 33 富宇建設 1 1,374 151 56 力璞建設 1 500 57

12 築圓開發 4 1,334 54 34 川睦建設 1 1,234 76 57 創信建設 1 487 20

13 竹風建設 4 6,044 769 35 定豐建設 1 1,219 74 58
七星峰建

設 
1 483 25

14 太子建設 3 4,272 351 36 才碩建設 1 1,143 24 59 珈美建設 1 433 33

15 璟都建設 3 3,965 409 37 永福營造 1 1,053 31 60 尊騰建設 1 427 44

16 

捷寶、八京

國際（中

悅） 

3 2,734 252 38 峻丞建設 1 1,051 33 61 群聯建設 1 424 29

17 輝泰建設 3 2,270 118 39 高帝建設 1 1,035 40 62 兆暘建設 1 395 9

18 聯上開發 2 2,358 279 40 昌峰建設 1 1,000 25 63 人合營造 1 390 14

19 京懋建設 2 1,720 154 41 華固建設 1 998 112 64 將伯興業 1 311 18

20 育嘉建設 2 2,450 71 42 興富發建設 1 998 220 65 高誠開發 1 270 9

21 太睿建設 2 1,548 141 43 
翔譽建設（龍

邦） 
1 966 204 66 集方建設 1 190 4

22 宏普建設 2 1,758 216 44 國票建設 1 960 32 67 亨冠建設 1 150 6

23 元隆建設 2 1,533 69 45 鉅陞建設 1 925 168 68 淞達建設 1 149 4

24 大築建設 2 1,357 169 46 翔陽建設 1 916 136 69 仲城建設 1 914 103

建案數 203 面積 172,585 戶數 16,05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備註：資料調查截止時間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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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970 年以前，臺灣在政治上從軍政一元化逐漸採以黨領政與中央集權，在經濟上由戰後重

建，轉為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發展策略，在美援保護下發展經濟建設，並有計畫的進行交通建設，

從農業社會的系統性的復建、重點改善，在因應都市化的轉變下，轉為需求跟進與供給領導。此

時，黨國仍是國家體制的基底，成就了統治的正當性，局部的開放與自由化，使得臺灣從自給自

足的社會，逐步邁向工業量產基地，讓外銷的成功強化了國家對市場的信任度，成為新自由主義

重要的底蘊。 

1970~1980 年間，政治經濟環境較為動盪，黨國機關雖仍然扮演著指導的角色，在退出聯合

國及缺乏美援下，政府不得不藉由部份的政治改革來尋求國內社會的支持。為求自給自足的經濟，

陸續各項經建計畫，發展出口工業，加強重化工業的發展。能源危機及全球經濟不景氣確實造成

衝擊，政府遂提出十大建設及綜合性工業區等政策，奠定臺灣的經濟基礎建設，而這些轉型之所

以成功，有賴於發展型國家模式的成功運作，國家掌握了各項發展資源與方向。1980~1990 年代，

在國家的介入下，經濟逐漸轉型為高科技產業為主的出口經濟，擺脫簡單加工的層級，資訊電子

業逐漸成為出口主流，並成為資訊電子產品的主要生產國家。此時期的臺灣正處於經濟加速自由

化、都市化成熟的時期，受到國、內外的壓力，「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

主軸，政府開始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並開放如電信、電力、航空、大眾運輸、石化業中游、煉

油等產業。 

1990 年代起邁入已開發國家的轉型期，各項改革掀起社會澎湃的浪潮，經濟與國民所得也快

速提升，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民選政府首長更紛紛推動基礎建設，在各級民意代表推波助瀾下，利

用不同的口號所投入公共工程的經費相當龐大，每一階段都會喊出令人感動的目標與承諾，且建

設經費往往都超過數千億，也因為如此，政府財政卻開始面臨極嚴重的困境，讓政府不得不引進

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作，同時亦深化了國族國家對於都市及區域發展等

內部空間經濟策略的負擔，因而衍生出普遍的財政赤字壓力，使得臺灣的財政日趨惡化，於是新

自由主義的「自由化」、「私有化」與「市場化」被視為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佳路徑，也能為社會

帶來有秩序的發展及財富，故政府積極將的開支、稅賦與管制最小化，因此為了彌補此財政缺口，

即透過強調市場機制的活化，使民間資本力量得透過「民營化」的包裝流入諸多重大經濟活動中。 

高鐵建設計畫由公轉私，再由私轉公的政策轉變過程，國家的角色從未缺席，將交通建設結

合土地開發的大型造鎮計畫，看似合理規劃的車站特定區政策背後，也代表著決策者對當地區域

的想像與企圖，故圍繞在高鐵車站旁的事業發展用地、產業專用區與商業區、住宅區，這些用地

雖然受到法令的規範，但也會受到如政治力、政策、開發商或是其他能動力量的干預，對於原本

期望高鐵與高鐵特區能帶來就業機會的在地居民，卻可能面臨他們預想未到的後果，如開發的期

程的快慢及開發後所引發不動產價格波動、或賦稅的增加而削弱其居住權，反而未蒙其利先受其

害；又市場環境的變化亦左右政府期望政策上得以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似乎也是欲速則不達，

或緣木求魚，迫使政府又再持續的進行去管制化。 

在臺灣經濟的再結構、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脈絡下，空間發展重心與土地開發模式快

速轉向與蛻變，既有市區的建成環境土地價格高且受限於諸多桎梏，轉而移轉到新興發展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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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為舊市區透過都市更新或再發展），再加上國家機器投入大型計畫與建設，促使不動產市場受

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更成為整座城市、甚至是國家經濟的發展動力。驅動這種都市政策的主要動

機並非是社會福利或其分配，而是國家所採取的治理策略是游移在「以發展型國家為主，新自由

主義為輔」與「以新自由主義為主，發展型國家為輔」的兩種策略，將促進營建業景氣所衍生的

經濟發展與空間重構策略，視為國家最重要的發展策略，透過國家機器的政策及制度建立，迎接

私人資本加入公部門所主導的都市區域空間發展，並在開發過程中形成依賴房地產市場的開發模

式，進一步穩固國家政治機器與房地產之資本利益間的合作關係，但實際上已經造成資產重分配，

甚至因為不斷投機而埋下資產貶值或泡沫化危機，而多數高鐵車站特定區及新地區正是如斯模式

的試金石。 

政府一方面採取發展型國家的策略強勢地引導區域及都市發展，並干預市場，一方面又以新

自由主義的都市治理方式之矛盾場景，本研究以高鐵桃園車站進行分析，其整體空間政策的背後，

代表著不同的能動者對當地區域的想像與企圖，透過政治與各種權力的施展取得可操控性的資源

而影響空間的發展，從規劃到目前的發展狀態，可以見到專業技術從理性規劃到為政治服務、公

共利益與市場利益的失衡、及財務估算操縱空間發展所產生的後遺症，即夢想與現實顯然有相當

大的落差，並且呈現不合理的發展及失序的空間，造成空間治理的困境。 

交通建設結合土地開發是各國常用的站區開發手段，惟政府卻藉此片面式的達成實質面的政

府承諾事項，完成集體消費的提供以補充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不足的公共設施與服務供給，也創造、

維持積累的條件，以利私人資本發展及尋求新的投資市場，但當土地資源成為國家迴避提供集體

消費與空間控制的操控工具，更進一步使房地產成為全民熱衷的投資運動，而政府又為了維持市

場的高價值與財務目的，再投入更多的基礎建設，政府的公共建設變成不再是促進公共利益，而

是驅離、掠奪及支撐（助漲）房地產市場。車站特定區的發展只能持續地往財務效益及價值高的

房地產商品發展，模仿、複製其他城市機能與經驗，成為自身發展模式，如此循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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