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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續空間及挹注財務觀點建立捷運車站 

土地開發機制之研究：區段徵收制度為軸之詮釋 

A Study of L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corporated with MRT 
St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Spat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Cost: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Zone 
Expropriation 

簡龍鳳
a
             賴宗裕

b
 

Lung-Feng Chien     　 Tsung-Yu Lai 

Abstract 

The MRT station located at the edge of metropolitan area will have the effect to accelerate its 

adjacent land development. If the development of MRT station is not incorporated with the adjacent 

land into overall planning, it will induce the sprawling development and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land use 

and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Moreover, the cost of MRT construction is huge and 

has the attribution of longer payback period. Most of the construction budgets are financed through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owever, the recoverable funds were only come from the fare income and 

revenue of affiliated businesses. It will cause the financial deficit and affect the efficient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resourc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benefits of MRT construction, the issue between sustainable spatial structure 

and mass transportation was first developed. Second, the l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zone 

expropriation was discuss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sustainable spatial structure. Then, the financial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from the financial point of view. Finally, the zone expropriation mechanism 

of land developing scale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financial aspect. In the future, the integrated mechanism 

could be referable by government when developing the land around MRT station located at the edge of 

metropolitan area. 

Keywords: Land Development,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Spatial Structure, 

Zone Expropriation 

                                                             
a 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副工程司、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兼任助理教授 
b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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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都會邊緣捷運場站具有加速其毗鄰土地開發時序的效果，倘若未將捷運場站及其毗鄰土地納

入整體規劃，恐誘發蔓延發展，影響土地利用效率及公共資源合理之配置。再者，捷運建設成本

龐大且回收期長，大部分建設經費係透過政府財政支出，但回收資金多僅以票箱收入及附屬事業

收入，具有相當大之財務缺口，影響政府財政資源有效配置。基於「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理念形

塑空間結構」與「將捷運建設外部效益內部化挹注建設財務」之原則，本文首先，建構永續空間

結構與大眾運輸間相互聯結之論點；其次，探究永續空間觀點下之區段徵收開發機制；再者，建

構挹注財務觀點下之區段徵收財務機制；最後，研擬區段徵收開發規模暨財務整合機制，期能作

為政府辦理都會邊緣捷運場站土地開發之參考。 

關鍵詞：土地開發、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永續空間結構、區段徵收 

前言 

捷運建設具有加速都會區擴張效果，且捷運場站會與毗鄰地區的活動產生交互作用，倘若捷

運場站未能將大眾運輸與土地開發納入整體規劃，可能造成都會邊緣地區呈現蔓延發展型態，勢

將衝擊都會邊緣之城鄉空間發展的形貌與結構。回顧美國在 1990 年代中期興起之新成長管理策

略，即是以智慧型成長作為土地改革方案，採用「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Orient Development，

TOD）」理念，沿著捷運廊帶進行「緊密式」集合住宅與購物中心之開發，強調以大眾運輸系統

與土地使用作統一規劃。因此，倘若「事前」已對都會邊緣捷運場站毗鄰土地開發有所規劃，結

合 TOD 理念以引導都市發展與土地使用，營造一個環境適意之核心地區，或可有效控制都會邊

緣地區之蔓延發展。 

再者，由於捷運建設成本龐大且無法完全自償（圖 1），大部分建設經費係透過政府財政支應，

但回收資金多僅以票箱收入及附屬事業收入，形成鉅大之財務缺口，影響政府財政資源有效配置。

為落實捷運建設之外部效益內部化及政府財源最有效配置之原則，交通部特訂定「大眾捷運系統

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應將周邊土地開發淨效益，以及稅金增額收

入等外部效益金額，納入捷運建設之自償性財源，並作為排定優先次序及審議該計畫補助比例之

參考依據，期能整合捷運建設成本與土地開發效益。 

鑒於捷運之路線和場站行經都會邊緣地區，將改變對土地資源及實質空間結構之使用方式，

倘若能對大眾運輸和土地使用規劃作有效的整合，並對都會空間上人口、產業、土地使用及地價

之重分佈效果有所規劃，除可型塑一個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都會空間結構外，亦可將開發效益挹

注捷運建設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促進捷運建設與財政資源達成最有效率之配置。申言之，整合

捷運建設的運輸效益及場站周邊地區房地產價值，一則，可利用捷運帶來的區位可及性效益，吸

引捷運周邊居住人口與產業的進駐，提升土地開發效益；再則，亦可利用土地開發引進人流及物

流，增加捷運運輸的客源，提升票箱收入。 

基於「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理念形塑空間結構」與「將捷運建設外部效益內部化挹注建設財

務」之原則，本文首先，建構永續空間結構與大眾運輸間相互聯結之論點，作為都會邊緣土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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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方式之立論基礎；其次，以特定區計畫、計畫單元整體開發、開發協議、資本門改善計畫及聯

合開發等土地使用管制暨開發內涵，探究永續都會觀點下之區段徵收（Zone Expropriation）開發

機制；再者，以公共建設納入區段徵收開發總成本、民間機構得以籌措開發資金及區段徵收規模

勘選之原則，建構挹注財務觀點下之區段徵收財務機制；最後，研擬區段徵收開發規模暨財務整

合機制，期能作為政府辦理都會邊緣捷運場站土地開發之參考。 

 

 

 

 

 

 

 

資料來源：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2011），捷運建設自償率門檻值、補助比例、補助項目及標準等分

析建議 

圖 1 國內捷運建設計畫之自償率統計圖 

永續都會邊緣土地開發之理論與推論 

（一）永續發展概念下的空間結構理論 

面對都市快速成長所造成的外部性效果，透過規劃策略的運用，規劃緊密且連續之土地使用

型態，提升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配置（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之效率，降低無秩序的蔓延式發

展，是以成長管理（Growth management）的理念因應而生。在智慧型成長理念（Smart Growth）

下，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強調緊密都市（Compact City）發展型態，進行內都市改造，

以填補式開發、都市再發展、混合土地使用，提升都市服務機能，有效利用土地資源，目的在於

抑制都市蔓延發展。 

再者，結合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之作法，透過大眾運輸場站地區調整其土地使用模式，

將都市發展型態與大眾運輸相互緊密結合，引導民眾之居住、商業與購物活動空間轉往捷運場站

毗鄰地區進行，俾利都市有效率的擴張，藉此達到公共設施、設備與功能的集中，期能提高日常

生活設施的可及性，減少對私人運具的依賴與使用，減少能源及資源的浪費（圖 2）。並且基於區

域之興起、郊區之成熟及都市中心之復甦，本應將現存充滿矛盾和複雜之邊緣都市，轉變成完善

都市和郊區環境之整合區域都市（Regional City），在節約土地、降低對自用車使用需求、有效公

共建設投資、保護自然資源、減少環境汙染之原則下，創造更具包容性之居住環境（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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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區應坐落於由周邊區域進入其核心商業區最大

出入通道處，同時不須單獨依賴主要交通幹道。兩個

開發區之其主要零售中心應至少距離 1.61 公里（1

英哩），並服務不同鄰里。當該區域設置軌道式大眾

運輸系統時，其分布應有足夠空間設置車站。 

資料來源：Calthorpe（1993:67） 

 

 

 

 

 

 

 

 

 

 

 

 

 

 

 

 

 

 

TOD 應從區域角度探究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整合大眾運輸

系統與土地使用規劃，廣範研訂 TOD 策略。 

 
資料來源：Li and Lai（2008:6） 

圖 2 永續發展概念下的空間結構示意圖 

表 1 永續發展概念下的空間結構理論、內涵與目的 

理    論 內                 涵 目       的 

成長管理 根據美國 40 年來成長管理制度發展的過程，從早期第一

波（1950s-1970s）的管制策略，以保護環境資源為目的，

到第二波（1970s 到今）以管理策略提昇生活品質為目標。

在整個制度的設計上，是以「均衡成長」之概念，協調解

決公平與效率之問題，進而達資源永續利用之目標。 

在於避免都市蛙躍發展，解決

市場失靈，避免政府失靈，調

整公共設施負擔方式，改善都

市景觀，以達到提昇土地使用

效率與生活品質之目標。 

智慧型成長 美國在 1990s 中期興起新成長管理策略的探討，這項土地

改革名為智慧型成長方案，提供抑制蔓延發展的方向。其

所採行之成長策略與原則，包括強化市中心區的機能、規

劃大眾運輸系統導向之開發型態、農業與開放空間資源的

維護及郊區工作場域環境之規劃設計等。 

在於提供抑制蔓延發展的方

向，以較少的空間，形塑一個

較緊密的居住及商業環境，並

提供生活、生產及文化休閒之

多元化機能的都市領域。 

新都市主義 1999 年所成立了新都市主義協會，正式提出一項被稱為新

都市主義的規劃設計宣言。新都市主義關心的面向很廣，

強調規劃的重點包括，都市活動多樣性之提供、人性尺度

的街道空間設計、步行環境品質及步行便利性之提升、社

區公共空間的營造，以及社區和區域的生態保育和復育。

就交通面而言，其更特別強調大眾運輸系統規劃與社區規

劃的結合，並配合舒適、安全之人行徒步空間系統的整體

規劃來減少小汽車的旅次的產生。 

在於對都市空間結構及土地

使用之整體考量，藉由鄰里單

元設計、相容的混合土地使

用、街道空間設計、多樣性住

宅規劃、大眾運輸系統規劃等

各規劃項目之整體考量與配

合，營造出一個緊湊且具活動

多樣性的都市發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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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都市 緊密都市是近年來由美國提出的都市管理理論之一，希望

都市能朝向較密集的發展，達到最節省能源與公共支出的

成本最低。緊密都市理論主張都市可在一固定範圍內發

展，都市可以提供不同之混合使用，藉此達到公共設施、

設備與功能的集中。減少居民旅次的數量，如此將可減少

對私人運具的依賴與使用；減少對水、電、熱、以及空間

的需求量，使能源消耗達到最小，生活形態可以自給自足。

在於都市能朝向較緊密的發

展，提高日常生活設施的可及

性，減少能源的浪費，減少污

染，達到資源保育。 

大眾運輸 
導向發展 

係為降低都市不當的向外擴張型態，提升內都市之土地使

用密度，以提高土地開發及公共設施配置之效益，並改善

交通運輸機能。在方法上，則配合利用調整土地使用管制

內容，運用建築設計、景觀規劃及都市設計之方式，美化

都市景觀，達到都市空間在居住、產業活動及生活機能之

適宜性。 

在於建構大眾運輸系統，引導

居住、工作、購物、休閒等活

動空間於大眾運輸路線廊帶

上有秩序之分布，以形塑高可

居性、可及性及有效率的都市

發展型態與土地利用模式。

區域都市 係基於區域之興起、郊區之成熟及都市中心之復甦，本應

將現存充滿矛盾和複雜之邊緣都市，轉變成完善都市和郊

區環境之整合。區域都市為實現從邊緣都市向區域都市的

轉變，必須重新擬定區域模式，在適當尺度上把功能和使

用結合起來，以都市和區域之節點作為中心，並建立以一

種活動為主之特區，規劃保護區以作為各類之開放空間元

素，再以走廊作為交通之連結系統。 

在節約土地、降低對自用車使

用需求、有效公共建設投資、

保護自然資源、減少環境污染

之原則下，創造更具包容性之

居住環境。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二）永續空間結構與緊密都市、大眾運輸間相互聯結之論點 

綜觀前揭永續發展概念下的空間結構理論，顯示都市空間結構、緊密都市與大眾運輸導向發

展的聯結，已成為形塑永續空間型態之要件。回顧相關文獻之論點，Register（1987）認為理想的

生態都市應具有之特點，包括其空間發展模式是緊密的、是三度空間的發展，而非平面式的擴張

模式，鼓勵高層建築及高密度的土地使用型態，以避免對都市外圍環境敏感地區產生開發壓力。

Newman（1992）認為在永續發展理念下，作為都市經濟體之空間型態，應該採取適宜步行、有

效的公共交通，以及鼓勵人們相互交往的緊密型態和規模，這是一種集中化思想（centralization）

的表現。 

另有持緊密空間型態亦具分散化之論點，Rogers（1998）認為永續的緊密都市必須圍繞在大

眾運輸節點的社區中心成長，必須提供鄰里可以發展的地區，這些地區是鄰里的網路，使都市成

為社區為主的社會之理想棲息地。經由大眾運輸效率，緊密都市可視為一複合土地利用之空間型

態，在都會範圍內形成多中心分散型網絡結構，建構商業、生活、文化與居住功能的緊密，以及

與就業地點的相對可及性。Breheny（1992）認為都會應該採取公共交通系統，將都市中心與其周

邊可自給自足的社區聚落聯繫起來，這是一種分散化思想的表現。 

再者，Calthorpe and Fulton（2001）在《區域都市：終結蔓延之規劃》（The Regional City: Planning 

for the End of Sprawl）一書中指出，為實現從邊緣都市朝向區域都市的轉變，必須重新擬定區域

模式，在適當尺度上把功能和使用結合起來。區域之建構需 4 大元素包括，以都市和區域之節點

作為中心（centers），以一種特殊活動為主型塑為特區（districts），並以保護區（preserves）作為

開放空間之元素，以基礎設施及交通之連結系統作為走廊（corridors）設計（Calthorpe and Fulton, 

2001:51）。Gillham（2002）曾歸納美國之區域規劃案例指出，只有為數不多之大都會區建立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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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域管理機構，Oregon 州 Portland 都會即是其中一例，其採用最為大膽之大都市區域發展管理

模式，當然在其他地區亦採取不同方式管理大都市區域，包括大都市區域和州之層級所推行之項

目。 

以澳大利亞 Victorian 州 Melbourne 都會 2030 年永續發展之整體計畫而言，其旨在抑制無秩

序之擴張，從內都市改造都市未來發展方向，並重新確定都市交通運輸之發展方向，強調大眾運

輸之重要性並增加其使用（此網絡以鐵路、輕軌和巴士組合而成，而巴士是主要的新系統），依

新目標引導未來都市發展方向，建立涵蓋廣泛之大眾運輸系統，加強分散於都市中主要活動中心

之串聯，網絡連結模式由 26 個首要中心，80 個主要中心和 10 個特殊中心等構成網狀體系（圖 3a）。

即至 2020 年，大眾運輸里程將佔總運輸里程之比例從 9%提高至 20%，這交通網絡已超過

Melbourne 都市之範圍，將與其他重要地區性都市作一連結，有助於控制都市邊緣地區之擴張，

並增加工作和居住之方式及機會（Niven and Wilkinson, 2005:213-214）。 

以美國 Oregon 州 Portland 都會 2040 年規劃之藍圖而言，其包括不同等級之中心：都市中心、

6 個區域中心、城鎮中心及以大眾運輸導向之中心（圖 3b）。都市中心和區域中心為交通樞紐和發

展據點，規劃未來將吸引 38%新的就業機會。沿輕軌捷運線、城鎮中心及以大眾運輸導向之中心，

採以功能混合式之土地使用模式，另大眾運輸路線及傳統商店街亦是區域內之交通走廊，大約將

吸引 19%新的就業機會。同時，規劃在此緊密中心和走廊地區佔整個區域之新住宅用地的三分之

一，預計將大眾運輸搭乘率提升 4 倍（Calthorpe and Fulton, 2001:141）。 

 

 

 

 

 

 

 

 

 

 

 

 
(a)Melbourne 都會 2030 年永續發展之整體計畫，

旨在抑制無秩序之擴張，從內都市改造都市未

來發展方向，建立涵蓋廣泛之大眾運輸系統，

加強分散於都市中主要活動中心之串聯，網絡

連結模式由 26 個首要中心，80 個主要中心和

10 個特殊中心等構成網狀體系。 

資料來源：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 
Melbourne（2003:50） 

(b)Portland 都會 2040 年規劃之藍圖，都市中心和

區域中心為交通樞紐和發展據點，沿輕軌捷運

線、城鎮中心及以大眾運輸導向之中心，採以功

能混合式之土地使用模式，另大眾運輸路線及傳

統商店街亦是區域內之交通走廊，網絡連結模式

由都市中心、6 個區域中心、城鎮中心及以大眾

運輸導向之中心等構成網狀體系。 
資料來源：Calthorpe and Fulton（2001:141） 

圖 3 永續空間結構與大眾運輸間相互聯結之論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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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空間規模形塑了當前都市生活，亦成為一個重要的關切討論之議題，必須重新思考

都市中心與邊緣、內與外、都市與郊區之觀點。永續空間發展於不同計畫的應用存在各別意涵，

包括「巨觀取向」係立基於都市或都會區層次的高平均密度、「微觀取向」為反映在鄰里或社區尺

度的高密度，以及「空間結構取向」是強調不同密度分工之多核心空間型式（polycentric spatial 

pattern）。亦即，在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實施策略下，面對抑制蔓延之政策目標，以位於內都市捷

運場站周邊提高土地使用密度之「中心化的集中」發展；或為引導成長之政策目標，以位於都會

邊緣之捷運場站為中心，建立自給自足為基礎之「分散化的集中」空間結構（圖 4）。 

 

 

 

 

 

 

 

 

 

 

 

 

 

 

 

 

 

 

 

 

 

 

 

 

 

 

圖 4 永續發展概念下不同面向所闡釋都市空間結構之綜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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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都會區域的形成及治理，並非純然是集中或分散之簡單二分法概念，在都會區域擴張

之脈動下，相關活動亦將分散至都市邊緣，同屬於都會區域影響範圍內之節點上，都市不僅是一

種純在地社會經濟之獨立政體，更是屬於都會區域網絡中之一份子，都市（urban）與鄉村（rural）

間之二分界線越形模糊，誠如 Muller（1981）所言，都會區域應被視為不同地域（realms）所組

合，經由區域交通網絡往來頻繁之流動，對於多核心區域之創造及區域內人們之互動為一關鍵要

素。此空間之新形式特徵，在於一個包含許多獨立中心之大的區域延伸，每一中心都各自擁有吸

引就業、顧客及居住人口之能力。因此，所謂多中心大都會區域（multicentered metropolitan regions）

（Gottdiener and Hutchison, 2006）、區域都市（regional city）（Calthorpe and Fulton, 2001）、巨型都

市（giant city）（Dogan, 2004）、都市邊緣（city edge）（Charlesworth, 2005）、無邊都市（limitless city）

（Gillham, 2002）、無郊區之都市（cities without suburbs）（Rusk, 1995）、集合都市（conurbation），

以及擴大型都會區（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Miller, 2002）等概念，已逐漸受到重視，並

成為空間治理策略上之重要議題。 

永續都會觀點下之區段徵收開發機制 

（一）機場捷運周邊土地開發 

審視香港鐵路公司以交通建設結合不動產開發，其物業發展係將站區開發成為交通及生活機

能便利之新社區。此物業發展與交通建設經由都市計畫作一整體規劃建設，將車站、住宅、辦公

室、購物商場、旅館/酒店、休閒娛樂、大眾運輸轉乘、停車場及景觀等設施融為一體，再配合完

善之物業管理服務機制，使得港鐵站區及周邊地區，發展成為優質之生活環境。由於香港政府對

土地資源控制非常嚴格，但賦予港鐵公司經營策略極大發展權，並出售港鐵站附近土地予開發商

進行開發及提供獎勵誘因，成就 TOD 發展願景，型塑了港鐵建設結合不動產開發之物業發展模

式（簡龍鳳、游建華，2010）。再者，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係以機場為目的地，往東至臺北

車站附近，往南經高鐵桃園車站至中壢中豐路與環北路口，全長約 51.5 公里，共設 22 座車站及

2 處機廠，路線行經台北都會近郊區、林口特定區、鄉村田野區、機場特區、鄉村田野區、高鐵

特定區及桃園都會近郊區。內政部、台北市政府、新北市政府及桃園縣政府，因應住宅政策及都

市發展需求，已在機場捷運車站周邊土地辦理大規模之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實施 TOD 之目的在於引導居住及產業活動集中於場站周邊地區，以解決住業失調及蔓延發

展之問題，並強化都市生活品質與經濟投資環境。其關鍵在於捷運場站周邊的發展腹地是否具有

規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發展規模效益，以吸引土地開發及產業投資活動之進駐。由於交通部先就

機場捷運路權內之軌道、場站及相關設施完成用地取得作業，因此桃園縣政府於場站周邊土地運

用 TOD 規劃理念，形塑翡翠珠鍊之意象，建構桃源綠活、人本綠行及永續綠都之發展目標，並

以區段徵收制度辦理相關規劃（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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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文研擬 在 Virginia 州 Arlington 縣 Rosslyn-Ballston 間之

走廊式據點開發形成「標靶（Bull’s Eye）」之

視野圖。 
資料來源：Cervero（2004:61）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 

圖 5 以區段徵收辦理捷運場站周邊土地開發理念示意圖 

 （二）區段徵收制度進行永續空間理念之整體開發 

就現行捷運建設用地取得及開發之相關規定而論，大眾捷運法第 7 條明訂，「為有效利用土地

資源，促進地區發展」，得辦理大眾捷運系統路線、場、站土地及毗鄰地區之土地開發；辦理開發

所需之土地，得依有償撥用、協議價購、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取得（表 2）。另於大眾捷運系統土

地開發辦法，定義「開發用地」係指大眾捷運系統路線、場、站土地及其毗鄰地區之土地，經主

管機關核定為土地開發之土地（第 3 條），得以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方式取得（第 12 條及第 13

條），並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申請劃定或變更為特定專用區（第 9 條）。顯示國內捷運建設

不僅是一種交通運輸工具，而其場站毗鄰土地開發更被賦予對城鄉空間結構再發展之高度期待，

隱含智慧型成長方案之 TOD 理念。就大眾捷運系統建設所需用地取得及開發方式而論，「市地重

劃」開發方式，因具「使用者付費」與「地盡其利」之性質，故適行於已發布細部計畫之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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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促其更新再現都市新風貌；另「區段徵收」係就一定區域內土地，重新分宗整理，再予出

售或出租之性質，故適行於新市鎮或新社區等新發展地區之開發。因此，以區段徵收辦理都會邊

緣捷運場站毗鄰土地開發是有其法制基礎。 

再就參與捷運建設計畫公聽會之經驗中得知 （簡龍鳳，2003），位於都會邊緣地區之民意期

望藉由捷運系統投入來創造土地開發利用與社會經濟活動，以「均衡區域發展以尋求社會公平」

為理念訴求，符合成長極理論（Growth Pole Theory）所闡釋，區域間存在著不平等的「支配效應」

而產生不均衡現象，應由政府透過計畫經濟和重點投資來主動建立「成長極」，以據點式開發加速

地區的成長或創新。因此，對於都會邊緣土地開發應結合相關重大建設計畫，得以運用現行區段

徵收制度進行 TOD 理念之整體開發，強化大眾捷運之搭乘，以形塑可及性和有效率的都市發展

型態。 

表 2 大眾捷運系統建設所需用地取得方式及開發方式綜整表 

用地取得及 
開發方式 

大眾捷運法 促進民間參與 
公共建設法 

適行地區 

區段徵收 1.大眾捷運法第 7 條 
2.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辦法第 13 條 

促參法第 13 條、第 19 條 係就一定區域內土地，重新分宗整

理，再予出售或出租之性質，故適行

於新市鎮或新社區等新發展地區之大

規模土地取得開發。 

市地重劃 1.大眾捷運法第 7 條 
2.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辦法第 12 條 

 因具「使用者付費」與「地盡其利」

之性質，故適行於已發布細部計畫之

已發展地區之大規模土地取得開發。

協議價購 
或徵收 

1.大眾捷運法第 6 條、第

7 條 
2.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辦法第 11 條 

促參法第 16 條 適行於捷運路權內之小規模私有土

地，其產權單純，且開發效益大。 

撥用 1.大眾捷運法第 6 條、第

7 條 
2.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辦法第 10 條 

促參法第 15 條 

讓售  促參法第 17 條 

適行公有土地取得，且開發效益大。

土地註記 大眾捷運法第 19 條  

設定地上權  促參法第 18 條 

適行捷運路線取得及路線穿越土地之

上空或地下之情形。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區段徵收旨在政府基於新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更新、農村社區更新或其他開發目的之需要，

政府將一定區域內之私有土地全部徵收，重新加以規劃、整理、開發。開發完成後，部分土地由

原土地所有權人按一定比例領回或優先買回，部分土地由政府供作公共設施用地或撥用給其他需

地機關使用，剩餘土地則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來償還開發成本，亦即區段徵收主要

目的在於節省政府龐大公共設施用地徵收及公共工程建設經費支出，並能促進都市整體建設發

展，其主要法令依據包括，平均地權條例第 53 條至第 55 條之 2、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 67 條

至第 80 條、土地徵收條例第 37 條至第 48 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以及內政部訂頒的「區段徵收

作業補充規定」辦理。 

美國 TRB（2002：57-61）研究發現，對於 TOD 之公共政策實施方面，地方政府對於場站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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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土地開發主要採用分區管制（zoning）、計畫單元整體開發（PUD）、特定區計畫（specific-plan）、

發展權移轉（TDR）等住宅規則和土地管制權力等。其中，分區管制通常被用以促成 TOD 成為

獎勵分區管制、績效分區管制、綜合分區管制、暫時分區管制、浮動分區和最小密度等級，以創

造公共利益並提供支付開發商改善公共設施之用；計畫單元整體開發用以設計新的社區計畫且控

制設計和土地使用；特定區計畫係提供政府控制大尺度之包裹式土地使用和設計，並鼓勵混合使

用開發和約定；發展權移轉用則以歷史古蹟的保存，將場站設計為接收區而低密度地區設計為移

出區，對於權利提供公平的補償。 

依據賴宗裕和林楨家（2003：40-42）提出 TOD 之規劃原則，包括規劃區域（planned area）、

密度、強度與混合（density and diversity）、都市設計（design）及管制（regulation）等四大面向，

並期藉由特定區計畫、計畫單元整體開發、開發協議、資本門改善計畫與合作開發等方式辦理實

施。因此，該等實施方式所具備之土地使用管制及開發的內涵，以及在 TOD 理念之應用，對於

區段徵收開發制度之適用意涵綜整詳表 3。 

綜整分析顯示，採行區段徵收開發制度將可整合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經濟活動之作為，具

引導新市鎮或新社區等新發展地區開發之功能，足具智慧型成長策略之 TOD 初步理念，其開發

規模之內涵，得依據都市計畫法、大眾捷運法及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等相關規定，於新發展

地區擬定捷運車站特定區計畫，其中規劃車站專用區、產業專用區、商業區、住宅區及公共設施

等用地，經由捷運系統投入來創造土地開發利用與社會經濟活動，建構以高效率的大眾捷運系統

為主軸，整合多元混合土地使用之整體規劃。 

表 3 以區段徵收制度作為 TOD 理念之適用意涵綜整表 

方式 土地使用管制暨開發內涵 TOD 理念 區段徵收制度之適用意涵 

 
特定區

計畫 

係為 特定 目 的 而擬 定之 都 市 計

畫，結合土地使用計畫、交通運

輸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及其他輔

助性策略以達整體發展目標。 

在智慧型成長策略下，經由

捷運場站引導成長至適當

的地方，整合土地使用政策

及交通投資方案，作為規劃

都市擴張之方式。 

依據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擬定捷

運場站特定區計畫，給予土地使用

特別規範，以整合捷運場站暨周圍

土地之發展，建構整體自足、健

康、適居的都市優質環境。 
 

計畫單

元整體

開發 

實務上包含了大規模面積之新市

鎮開發，包括建築型式和使用的

混合，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土

地細 分規 則 應 用於 整區 的 土 地

上。 

允許捷運場站周圍土地使

用設計更有彈性亦鼓勵聚

集發展，可配合特定區計畫

的需要，讓土地能夠混合使

用且和諧的發展。 

捷 運 場 站 特 定 內 劃 設 場 站 專 用

區、產業專用區、商業區、住宅區

及公共設施等用地，形成多元混合

土地使用，納入特定區土地使用管

制要點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中予

以規範。 
 
 

開發 

協議 

指在特定時間政府與業者雙方協

議， 可作 為 條 件式 分區 管 制 效

果，提供土地開發審議過程較大

的確定性，亦不會影響政府公權

力之行使。 

目的在於提升土地整體開

發效率，尊重市場機制，由

開發者提出開發計畫，經由

開發許可審查取得開發權

利，同時凍結協議後法規之

立法或變更。 

可將民間參與機制納入，由民間機

構以由下而上之規劃方式，無償取

得捷運建設整體計畫所需用地，作

為從事附屬事業使用之需要，依個

案需求劃設之市場經濟開發規模。

 
資本門

改善 

計畫 

在於使政府在財政上有效經營與

支配稅收，確保公共設施之興建

有計畫有秩序地執行，亦能夠引

起經濟發展的誘因，特別是與整

體開發計畫的結合。 

通常被運用以大眾運輸為

導向之建設計畫中，加強大

眾運輸設施的服務水準及

服務範圍，使新興地區亦能

享受大眾運輸設施的服務。

區段徵收係就一定區域內土地重

新分宗整理，適行於新發展地區之

開發，藉由捷運系統投入來創造土

地開發利用與社會經濟活動，即以

TOD 作為智慧型成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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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開發 

結合 公部 門 與 私部 門運 作 之 優

點，減少政府財政支出，推動公

共建設暨土地開發，發揮公共效

益，促使土地整體而有效利用，

增進地區經濟發展。 

公部門提供足夠的誘因吸

引業者投資，促使業者與公

部門共同開發場站及毗鄰

地區之附屬事業開發，達成

公部門償付成本與私部門

經營獲利的目標。 

捷運場站專用區得提供民間機構

從事開發，作為捷運建設附屬事業

之使用，使部分外部效益得以內部

化，增加捷運建設之財務營收。 

資料來源：本文研擬 

挹注財務觀點下之區段徵收開發機制 

（一）公共設施費用得納入區段徵收開發總成本 

依據平均地權條例第 55-2 條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經規劃整理後，其處理方式如次，

（1）抵價地發交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2）道路、溝渠、公園、綠地、兒童遊樂場、廣場、停車

場、體育場所、國民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無償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3）

前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得由主管機關依財務計畫需要，於徵收計畫書載明有償或無償撥供需

地機關或讓售供公營事業機構使用。（4）國民住宅用地、安置原住戶或經行政院專案核准所需土

地讓售需地機關。（5）其餘可供建築土地，得予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前項第二款以外之公

共設施用地，如該事業得許民營者，其用地應依前項第 5 款之規定辦理。 

再者，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第 26 條規定，本法第 19 條第 2 項所稱開發總成本，

指徵收私有土地之現金補償地價或協議價購地價、有償撥用公有土地地價、公共設施費用、土地

整理費用及貸款利息等項之支出總額。前項所稱公共設施費用，包括道路、橋樑、溝渠、地下管

道、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停車場之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材料費、工程管理費及整地費。經

主辦機關報請公共建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公共設施，亦同。 

（二）民間機構得以籌措區段徵收開發資金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 13 條第 1 項明訂「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係指經主辦機關核定之

「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所需用地」，包含公共建設及其附屬設施所需之用地，且同法第 19 條規定，

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得由主辦機關洽請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先行依法辦理區段

徵收，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一年內，發布實施都市計畫進行開發，不受都市計畫法第 52 條之限

制。且同法第 27 條規定，民間機構依規定取得之土地辦理開發，並於該土地上經營規定之附屬事

業者，其所得為該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收入，應計入該公共建設整體財務收入中。另於同法施行

細則第 25 條規定，辦理區段徵收者，應事先擬定開發計畫，報請行政院核定，在區段徵收開發計

畫應於「財務分析及計畫」乙項中敘明，區段徵收開發總成本之額度上限，並應納入徵求民間參

與公告內容。 

再者，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第 27 條規定，委託民間機構辦理區段徵收業務者，

得於委託契約中約定區段徵收開發總成本中主辦機關應負擔之資金由民間機構籌措。前項約定，

除應明定資金總額、加計之利息、利率、償還年限及期次等項目外，並得訂定如主辦機關依本法

第 19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取得之可供建築用地經依法處理，而未能完成處分，致收入不足償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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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機構所支付之開發總成本中主辦機關應負擔金額時，由民間機構按各筆土地依法估定之標售底

價，承受該未能處分之可供建築用地。但以補足應償付之數額為限。 

（三）依個案需求劃設區段徵收規模 

依據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第 25 條規定，辦理區段徵收者，應事先擬定開發計

畫，報請行政院核定。開發計畫報請行政院核定後，主辦機關會同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及都市計畫、

地政、環境保護、交通等有關機關，現場評估勘定區段徵收之範圍後，洽請區段徵收主管機關依

法辦理區段徵收。且依同法第 27 條立法意旨，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經調整或適度放寬土地管制之土

地，得提供民間機構從事開發，作為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使用，使部分外部效益得以內部化，增

加公共建設之財務營收，故附屬事業之經營項目係為有效利用公共建設所需用地，至公共建設整

體計畫所需之用地範圍則應依個案需求劃設（公共工程委員會 91.02.27.工程技字第 91006089 號

函）。 

審視前揭規定，區段徵收制度於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規範下，已賦予民間機構以市場經濟導

向取得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所需用地，並提供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使用，實現部分外部效益內部化，

期望提高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之財務自償能力。再者，區段徵收開發計畫報請行政院核定之「預定

開發地區範圍」將以最高財務效益為原則，偏重於財務計畫可行性評估，並經現場之形式評估勘

定範圍後得洽辦理區段徵收，此勘選區段徵收範圍之機制，是為期縮短區段徵收審核作業之時效

與阻力，提高民間機構參與之意願。 

（四）依市場法則作為區段徵收開發之策略思維 

近年來，盛行於美國之智慧型成長策略，不僅功能在於限制蔓延發展，更是結合 TOD 理念，

引導成長至適當的地方，協助整合土地使用政策及交通投資方案，以建構一個健康、適居的城鎮

與優質的區域環境，TOD 理念儼然形成一種新的規劃方向。依據美國一份 TRB 研究報告（2002：

68-74）指出，目前執行 TOD 的障礙和限制包括三大層面，其一為財政的（fiscal）可行性受質疑，

此肇因於市場的不確定性和缺乏穩定財政支援；其二是政府機構的（organizational）制度性阻礙，

此歸咎於缺乏運輸機構或政府（聯邦、都會區）組織的長期支持；其三是政策的（political）僵化，

此由於缺乏支持的土地使用政策和鄰避效應（NIMBY），使得低密度高級住宅區住民反對鄰近地

區興建混合使用或中高密度住宅社區。 

此等涉及財政、政策及開發意願等議題，正反映在另一份由 Cervero 所主持 TRB 研究報告

（2004：71-72）指出，14 項推動 TOD 之實施工具中，較具成效之前五項包括，資本門資金的挹

注（Capital Funding）、免稅公債（Tax-Exempt Bonds）、規劃資金的投入（Planning Funding）、協

助零散產權土地之整合（Land Assembly Help）及於開放市場中購得土地（Buy Land on Open 

Market）。 

綜上二份 TRB 研究報告顯示執行 TOD 的三大關鍵要素，其一在於政府財政的挹注，其二是

土地產權之整合及取得，其三為土地所有權人的意願。審視現行區段徵收開發制度，政府得為實

施國家經濟政策、開發新市區、社會公共利益或特定目的事業等之需要，依法將某一定區域內之

私有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加以整理規劃開發後，除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由政府直接支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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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工具 

及部分土地進行處分作為抵付區段徵收之公共工程費外，其餘可建築土地部分由原土地所有權人

領回或優先買回，以促進該地區土地利用，並達到地利共享之目標（圖 6）。 

 

 
 
 
 
 
 
 
 
 
 
      

資料來源: Cervero(2004:72) 

 

 

 

 

資料來源：本文研擬 

圖 6  TOD 實施工具之成效與區段徵收制度土地分配示意圖 

隨著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之制訂公布，區段徵收制度已擴大其適用範疇，傳統由政府主

導以由上而下（top-down）之規劃方式，為實施國家經濟政策、開發新市區、社會公共利益或特

定目的事業等之需要，視當地自然環境、使用現況、交通系統等，依實際需要所劃設之計畫經濟

（planned economy）規模，將擴大適用由民間機構與政府共同參與，以由下而上（bottom-up）之

規劃方式，為無償取得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所需用地，提供民間機構從事附屬事業使用之需要，提

高公共建設財務自償能力，而依個案需求劃設之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規模。申言之，區

段徵收大抵可依公共建設需求、地主意願及市場法則等開發策略，建立規模劃設的原則（表 4）。 

表 4  區段徵收開發策略之思維模式表 

開 發 策 略 思    維    模    式 意             義 

依建設需求  
 
1.因應公共建設估算開發規模； 
2.次徵詢地主之開發意願； 
3.最後考量開發收益。 

以公共建設需求為導向之土地

開發利用，在程序性規劃下，符

合 都 市 發 展 需 求 決 定 開 發 規

模、範圍、種類，並以財務自償

為原則。 
依地主意願  

 
1.先徵詢地主之開發意願； 
2.次估算公共建設所需開發規模； 
3.最後考量開發收益。 

以居民參與意願為導向之土地

開發利用，視地主對於土地開發

之意願決定開發規模、範圍、種

類，用地取得障礙小，惟無法因

應開發收益之需求。 
依市場法則  

 
1.先考量預期開發收益； 
2.次估算公共建設所需開發規模； 
3.最後徵詢地主之開發意願。 

以市場開發收益為導向之土地

開發利用，以開發利益決定開發

規模、範圍、種類，符合市場需

求，惟用地取得較具爭議。 

資料來源：本文研擬 

開發規模 用地取得 開發收益

用地取得 開發規模 開發收益

開發收益 開發規模 用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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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zer 和 Autler（2002）認為成功的 TOD 方案基本上混合了公私發展方案，所有投資者都期

望對其開發獲得某種形式的財務回報，公部門可能不會要求全額或直接的財務回收，而沒有一個

私部門會進行開發除非產生合理報酬和投資的適當報酬，或是獲得公部門的補助。因此 TOD 方

案的規劃應先了解公私部門分別期待何種財務報酬，並確認財務報酬的門檻條件，意即 TOD 方

案必須遵循市場法則與財務可行性的考驗。 

因此，以區段徵收制度作為 TOD 之實施工具，政府得將土地所有權先公有化，再私有化與

重分配，具有「土地儲備」（land banking）及「土地使用分區權空間重組合」之功能，將使得土

地利用與開發更具效率。亦即經由土地產權和區位的交換分合，以及開發財務自償之原則下，型

塑一個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都會空間結構外，並可將房地產價值效益內部化，經由處分收益挹注

捷運建設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促進捷運建設與財政資源達成最有效率之配置。因此，區段徵收

制度除可以滿足執行 TOD 的關鍵要素，並可降低 TOD 實施的障礙和限制（圖 7）。 

 

圖 7  在區段徵收制度擴大適用下之策略思維模式圖 

區段徵收開發規模暨財務整合機制 

審視 TRB 所指 TOD 理念執行之關鍵要素與實施之障礙和限制，凸顯現行區段徵收制度作為

TOD 理念之適用，因此建構都會邊緣捷運場站毗鄰土地開發之規模、財務自償與政策目標間之理

論評估模型，成為推動 TOD 理念付諸實現之基礎條件。本理論模型係在區段徵收滿足其財務自

償為原則下，除無償取得捷運所需用地外，並期能開創財源挹注捷運建設成本，並引入產業及計

畫人口，創造運量，增加捷運系統使用效率及營運收入，期能維持合理之大眾運輸系統票價，藉

由足夠運量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一）整合機制之理念 

本文所擬區段徵收開發「捷運場站特定區計畫」，係依據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於新發展地區擬定捷運

場站特定區計畫，其中規劃場站專用區、產業專用區、商業區、住宅區及公共設施等用地，整合

多元混合土地使用之整體規劃開發，滿足土地使用均衡效用，形塑一個優質的居住及產業環境，

達到兼具生活、生產及休閒之多元化機能的都市地區（圖 8），並在遵循市場法則並滿足財務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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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建構一都會邊緣捷運場站毗鄰土地開發之理論評估分析模型。 

 

 

 

 

 

 

 

 

 

 

 

 

 

 

 

 

 

 

資料來源：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2004） 

圖 8  在 TOD 理念下之區段徵收開發前/後比較示意圖 

其基本假設如次，區位：捷運場站位於都會邊緣之廣大均質地區；土地使用：隨規模擴大，

土地使用分區比例維持一致；場站專用區：無償取得；人口：可供建築住宅用地以 25 ㎡/人計之；

公共設施：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標準；財務參數：財務假設參數不隨規模擴

大而變動，如徵收成本單價、抵價地比例、現金補償比例、貸款利率；地價：以場站為開發核心，

隨距離增加而地價遞減；風險：暫不考慮土地市場任何風險；開發均衡：滿足一般均衡之多元化

機能的都市地區。 

（二）模型之理論基礎 

依據 Fujita（1989：151-160）以開發商角度衡量最適都市規模（optimal city size），係以開發

獲取最大利潤為原則，提出開發者形塑都市有二方式，其一為開發計畫必須滿足生產活動和居住

環境配置之安排，其二為須引進競爭市場至都市開發報償內。亦即在滿足開發者獲取最大利潤條

件下，前者須以反映所引進之人口生產總所得扣除滿足總效用成本後，產生都市開發最大剩餘

（maximum surplus），而後者以反映開發總收益扣除開發總成本後，產生都市開發利潤最大化

（profit-maximizing）為原則。 

因此，土地開發計畫除了須符合均衡土地使用（equilibrium land use）外，同時亦須滿足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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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償（financial self-liquidating ratio）。依據生產理論，在任何市場結構下，生產者可視其成本函

數及收益函數，追求最適當之生產規模，而合理最適規模存在於收益大於成本之最大差距

（Mansfield, 1997）。理論上只要能夠明確界定開發行為之成本函數、收益函數及開發規模之限制

條件，透過適當的數學規劃求解，則可推論最適開發規模。因此，本文擬以劃設開發之市場經濟

規 模 ， 係 滿 足 土 地 使 用 均 衡 效 用 之 限 制 條 件 下 （ oi ZQZ )( ）， 追 求 最 大 財 務 淨 收 益

（ )(max Q ），茲將前述概念以數學式表示如次式。 

)()()( QTCQTRQMax                                          

..ts  oi ZQZ )(  

其中， )(Q ：淨收益； )(QTR ：開發總收益； )(QTC ：開發總成本； )(QZi ：在規模 Q
下之公共設施用地、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及抵價地等 i 用地面積； oZ ：各面積之臨界值，如滿足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無償取得公共建設所需用地、足夠可建地以分配抵價地等。 

（三）理論模型之建構 

本文援引簡龍鳳、賴宗裕（2006:169-188）所建構區段徵收開發規模暨財務整合模型之操作

概念，可分三大部份，其一，擬依據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大眾捷運法、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以區段徵收方式建構複合多元土地使用型態，為

一機能自主之都市環境；其二，整合模型中以「現金流量折現模型之淨現值法」，考量每年的現金

流量，即現金收入扣除成本，再加計資金貸款利息後，將每年的現金流量加總所得結果，計算在

不同開發規模與淨收益之關係；其三，檢視滿足挹注捷運建設成本（資本投入）之開發淨收益，

其所對應之開發規模，即是區段徵收之可行開發規模（圖 9）。 

 

圖 9 區段徵收開發規模暨財務整合模型圖 

圖 9 中所列符號說明如次， iQ ： i 1,2,3,4,5，分別代表住宅區、商業（產專）區（commercial/ 

manufacturing park）、場站專用區、公共設施用地及其他分區面積； )( 1QN ：引進人口數；

))(( 14 QNQ ：滿足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1QQ
i

i  ：滿足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

開發規模； ),( 21 QQQa ：抵價地（offset land）面積； 2Q ：滿足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分配抵價地

（land apportionment）之開發規模； ),( 21 QQQb ：可標售土地面積； )(QCn ：開發成本項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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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RQTR b ：總收益； )),(( tQCTC n ：總成本； )(rR ：地價； kQ )( ：淨收益必須滿足捷

運場站專用區開發之資本投入； 3Q ：滿足區段徵收財務自償及場站資本投入之開發規模。 

（四）開發時序之地價 

就地價增值時間序列而言，約略可分為四階段（圖 10），在 1Ot 階段係因受到交通建設暨土

地開發之規劃或核定所產生「事前預期心理」的增值階段；在 21tt 階段係因面臨所謂交通建設暨

土地開發之施作之影響，形成相對增值平緩階段；直至 32tt 階段係因受到交通建設暨土地開發完

成所產生「事後實質效益」的增值階段；最後 43tt 階段係已達至市場機制下之相對增值平緩階段。

因此，交通建設暨土地開發之土地增值外部效益 30 RR ，可視為「事前預期心理」的增值 10 RR 及

「事後實質效益」的增值 31RR 兩部分總計而得。 

鑑於區段徵收開發財務計畫奉行政院核定後，在相關建設基金項下辦理區段徵收土地開發計

畫，故在擬訂財務計畫階段之地價僅是預估值 1OR ，而於辦理標售土地階段係採當期市價 3OR ，

就實務辦理而言，常見修訂財務計畫及基金盈餘。因此，本文採納地價會隨時間的起伏變化，爰

將圖 9 之 )(rR 修訂為 ),( trR ，可視為「財務計畫階段之預估地價」，或可於規劃階段先行預估

「標售土地階段所採之當期市價」。 

 

O 
0

1

3

R

R

R

4321 tttt

地
價 

時間  

圖 10 交通建設暨土地開發於不同開發時序之地價示意圖 

（五）開發總收益及總成本 

本文擬以區段徵收辦理土地開發，規劃以捷運場站專用區為核心，毗鄰土地依次規劃商業區、

產業專用區、住宅區及其他分區，扣除抵價地後之處分可標售土地作為地價收益，土地區位距離

場站愈近，地價之收益愈高，並隨著與場站遞遠加上土地規模愈大，地價之收益隨之遞減。基此，

本文假定區段徵收具規模報酬遞減（diminishing return of scale）之特性，即地價總收益隨開發規

模呈遞增漸減型之凹函數。 

由於區段徵收規定配置最小公共設施用地，當區段徵收劃設規模較小時，依法令規定仍須配

置最小面積之公共設施，以維持基本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即公共設施比例偏高，可建地比例則

相對偏低，無法達到資源有效配置，此規模之區段徵收效益不具規模經濟。在滿足配置最小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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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用地情況下，隨著劃設規模之增加，相對之可建地面積亦增加，並可經由出售部分可建地之

收益清償開發總成本，減輕貸款利息負擔，將使得區段徵收之平均成本遞減，此階段之區段徵收

效益具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效果。 

惟隨著劃設規模之增加，相對可建地超額供給（excess supply），土地市場價格下降，可能導

致土地開發時序（land development timing）的延滯，出售可建地之收益增加幅度降低，而開發總

成本貸款及利息負擔增加幅度上升，可建地持有成本增加，即收益相對於開發總成本貸款及利息

不敷支應，財務資金缺口擴大，財務利息負擔持續加重，造成平均成本遞增，此規模階段之區段

徵收效益具規模不經濟（diseconomies of scale）效果，即開發總成本隨開發規模呈遞增漸增型之

凸（convex）函數。 

（六）開發規模、淨收益與引進人口之關係 

在區段徵收規模暨財務整合模型下，本文爰引「中正國際機場至桃園都會區軌道系統建設計

畫」相關資訊（高鐵局，2004），假定在無償取得「捷運建設整體計畫所需用地」約 8.75 公頃需

求下，檢視開發規模介於 60 公頃至 280 公頃間所得資訊繪製之圖形及函數，推論區段徵收地價總

收益與開發總成本間，存在最大淨收益及開發規模（圖 11）。茲配合本文模式運用 Excel 軟體的運

算，為便於作對話式及連鎖式運算，需將開發規模以 )4(13  xQ 轉代，即以下所列函數之

自變數範圍為 171  x ，且代表 27365  Q 。經由統計回歸方式予以函數化，建立區段徵

收規模與淨收益之關係函數，以便作為決策時之數值分析基礎。由圖 11 資料顯示，淨收益（百萬

元）隨開發規模先呈遞增後轉為遞減，最大淨收益位於開發規模約 143 公頃處，即淨收益曲線呈

非對稱性拋物線型態，爰將原計算所得之資料化約成函數式，即得區段徵收淨收益函數表示如式

（1），其「契合度」約達 99%。 

51.47774.328426.423962.20574.0 234  xxxx   171  x     （1） 

 

 

 

 

 

圖 11 區段徵收之總成本、總收益及淨收益曲線圖 

就地價與成本變動對開發淨收益之敏感性分析，以開發規模 143 公頃其淨收益 4.31 億元而

言，若土地銷售價格下降 5%或成本提高 5%，將使淨收益分別下降至 1.42 億元及 1.64 億元；倘

若土地銷售價格上升 10%或成本降低 10%，將使淨收益分別上升至 10.08 億元及 9.65 億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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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此，對於徵收成本之控制與掌握土地市場價格之變化顯得相當重要。 

在可供建築住宅用地 25 ㎡/人之設定下，依據計算所得之資料顯示，開發規模與引進人口（ N ）

之關係函數型態如式（2），其契合度約達 100%（圖 13）。綜上，即可建構開發規模（ Q ）、引進

人口（ N ）、淨收益（ ）與捷運建設成本之資本投入（ k ）等四方關係（圖 14），此可模擬在

不同政策目標下開發策略之組合情境。 

1405.69161.1  xN                              171  x       （2） 

 

 

 

 

 

        圖 12 淨收益之敏感性分析圖         圖 13 區段徵收開發規模與引進人口之關係圖 

 

 

 

 

 

 

 

 

 

 

 

 

圖 14 開發規模、引進人口、淨收益與資本投入等四方關係 

（七）政策目標之開發規模分析 

若政策目標在於淨收益（ ）必須滿足捷運場站開發之資本投入（ k ）之需，亦即在滿足捷

運場站開發資本投入的淨收益下（ k ）之區段徵收開發規模，今假定所須資本投入為 3.6 億

元，區段徵收之可行開發規模約介於 117 至 195 公頃之間，且開發規模愈趨近於 156 公頃，淨收



21 

 

益約 4.31 億元（圖 11），開發商面對土地市場不確定性所可調整財務資金運用之彈性空間愈大。

因此，決策開發規模宜以損益兩平（break-even）為基礎，而應以最大淨收益（maximum-profit）

為準據。 

若政策目標在於引導成長至捷運場站毗鄰地區，避免無限制之蔓延發展，亦即因應都會擴張

之需求，在引進人口數（ N ）規模下之區段徵收開發規模，今假定政策設定引進人口約為 1.58

至 1.96 萬人之間，即可推計區段徵收之可行開發規模約介於 130 至 156 公頃之間（詳圖 13），其

所對應開發淨收益約為 4.07 至 4.31 億元之間。 

結語 

整合大眾捷運車站與周邊土地開發，即是國外行之有年之「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理念，透過

大眾運輸場站地區調整其土地使用模式，將都市發展型態與大眾運輸緊密結合，引導民眾之居住、

商業與購物活動空間轉往捷運場站緊鄰地區進行，將可促進都會地區有效率的發展。 

回顧美國 TRB 研究報告顯示執行 TOD 之關鍵要素，支持區段徵收制度可作為都會邊緣捷運

場站土地開發之最適實施方式，其可結合場站專用區投資開發動能，連結捷運場站之運輸與產業

活動核心，建構複合多元土地使用，塑造機能自主且空間合理歸屬之都會環境，在一般均衡狀態

下，可作為效用最適規模之衡量。 

如何成為一個永續的都會環境，除了優質生活環境、多元而創新的產業活動，及有效率的都

市政府經營之外，健全的財政與資金調度亦相當重要。本理論模型 1 係以區段徵收取得捷運車站

專用區之所需用地，及滿足其財務自償為原則，藉由開發都會邊緣土地以開創財源挹注捷運建設，

亦即將捷運建設成本納入區段徵收開發總成本，並引入產業及計畫人口，創造運量，增加捷運系

統使用效率及營運收入，期能維持合理之大眾運輸系統票價，藉由足夠運量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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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土地利用與人口老化對基層醫療資源分布     

之影響：以台北市為例 

The Effect of Urban Landuse and Population Aging to Primary 
Medic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in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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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by the end of 2010,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in Taiwan reached 10.74%, much higher than the standard of aging society defined 

b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 7%.With the low birth rat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ealth and primary 

medical cares, the elderly population proportion will continue to rise this will result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the population, labor shortages and other problems emerge, beside increasing demands for 

elderly nursing care services and primary medical resources. The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medical 

resources is not homogeneous, even in urban areas where medical resources are relatively abundant that 

tends to create problems of resources redundant and inefficient. It is necessary to address and explore 

the suitability of allocation an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primary medical resourc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medical resources in urban areas is affected by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land use types and other factors. In this paper, we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to explor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resources in Taipei and found 

out that the allocation of the medical clinics does not reflect the higher needs of the elderly. We also 

applie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medical resources and main factors, includi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ratio, land use type 

proportion and street density, and presented the spatial variations of these main factors graphic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provided a result than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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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regression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health resources; the spatial variations of 

distributions of main factors explain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oth the primary medical 

resources and the residuals from th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From the analysis, the 

locations of primary medical resources has high correlation with both mixed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areas, and areas with high street network density, but not closely related to areas with high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Keywords: basic medical resources, land use, population aging, spatial analysis, 

geographic weighted regression 

摘  要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2010 年底台灣老年人口比例達 10.74％，已遠高於世界衛生組織所

定義老年人口比率 7％之高齡化社會標準，且隨著少子化與衛生醫療的進步，老年人口比例將持

續上升，此現象將造成人口結構失衡、勞動力短缺等問題浮現，老年安養照顧服務及醫療資源需

求亦隨之擴大。各地醫療資源的可及性並非均質，即便於醫療資源相對充足的都市地區，其內部

亦存在空間配置不均的現象，容易造成醫療資源的重複而導致資源耗費。因此都市內醫療資源配

置的適宜性，以及影響都市醫療資源分布之因素，是亟需被探討的。 

都市醫療資源分布會受到人口組成、土地利用類型等因素影響。本文透過空間分析，探究台

北市人口特性與基層醫療資源之相關性，發現醫療診所的配置並無呼應到老年人較高的需求；並

以地理加權迴歸，分析台北市醫療資源分佈與老年人口比、土地利用類型比例的關係，將主要影

響因子的連續變化具體於空間上呈現。結果顯示地理加權迴歸較傳統迴歸更能解釋基層醫療資源

的空間分佈；主要影響因子在空間上分佈之差異造成醫療資源分布的不一致，也是造成基礎醫療

資源預測殘差在空間分布的主要原因；醫療診所傾向設立於住商混合比例高且路網密集之處，與

老年人口比例之相關性則較低。 

關鍵字：基層醫療資源、土地利用、人口老化、空間分析、地理加權迴歸 

緒  論 

過往研究顯示，年齡與醫療資源利用量呈現正相關（Grossman, 1972）。人的健康會隨著年齡

增長加速折耗，醫療服務的需求亦跟著提高；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隨著老年人口的增加，各

地醫療資源的豐缺成為社會公平性常探討的議題。台灣的醫療資源不僅存在城鄉差距，即便於醫

療資源較充裕的都市地區，人均醫療資源的分布也存在空間不均的現象。若醫療資源的分佈過於

集中，易造成醫療資源的重複與資源耗費，因此都市內部醫療資源的配置均衡性與適切性成為重

要議題。地理學在處理醫療體系運作方面，主要著重在探討醫療資源區位與空間分析，即醫療資

源是否均衡分佈、人均醫療資源是否各地皆同？ 

（一）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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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口結構老化是一種趨勢，根據聯合國的定義，「高齡化社會」係指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

口比率在 7%以上。而臺閩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比率已由 1992 年的 6.81%，增加至 2005 年的 9.7%。

又從 2005 年臺閩地區人口年齡分配金字塔圖，可以明顯發現幼年人口比例逐年減少，相對地老年

人口比例持續增加，意味著台灣的人口年齡結構正式邁入老年型階段。 

台灣的人口老化趨勢帶動相關學術論文探討。張雅華（2007）認為人口老化對臺灣社會和經

濟帶來了相當大的衝擊：如「國家退休制度下退休年齡可能延長」、「新生代努力賺錢扶養老人已

成了不可逃避的宿命」等。更重要的是，社會需提供大量的醫療資源與養護設施等來照顧日漸龐

大的老年人口。增加的老年人口形成一重要議題：老年人使用醫療資源的頻率較一般人高，而醫

療資源的空間配置是否有能夠因應人口老化的趨勢？ 

衡量人口老化程度常使用的指標有三種：「老年人口比率」係指一地老年人口數占該區總人口

之比率；「老年依賴人口指數」表示一地老年人口數占該區勞動人口數之百分比；「老化指數」則

指一地老年人口數占該區幼年人口數之相對指數（杜鵬，1994）。本文採用其中的老年人口比率，

做為老化程度的判斷依據。 

醫療資源廣義來說指可以利用的人力資源、基礎建設、資金、設備以及提供醫療保健和其相

關機構的全部總和（葛忠良等，2005）。根據衛生署 2006 年度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基準，醫

療院所可大致分為醫學中心、地區醫院、基層醫療單位三類及教學醫院體系（張雅華，2007），分

列於下： 

(1) 醫學中心：係指醫院之設置符合醫療機構設置標準，且在衛生局登記開放的急性病床（含

急性一般病床及急性精神病床）達 500 床以上，另外至少能提供家庭醫學、內、外、婦產、

兒、骨、神經外、整行外、泌尿、耳鼻喉、眼、皮膚、神經、精神、復健、麻醉、放射線、

病理、核醫、牙醫、急診醫學、職業醫學等 22 科之診療服務與符合甲類教學醫院評鑑基

準者。 

(2) 地區醫院：係指能提供一般專科看診與住院服務，針對醫院設施、醫事人員、醫療業務及

設備等詳細規定符合者。 

(3) 基層醫療單位：提供一般健保門診服務，以及持續性的醫療照顧包含診所、衛生所（群體

醫療執業中心）。 

根據歐陽鍾玲（2008）的整理，台北市醫療資源設施至 2007 年，公私立醫院診所合計 2,950

所，療養院、性病防制所各一，相關醫事人員計有 34,287 人，其中登記合格的醫師（包含西醫、

中醫、牙醫）總計 10,969 人，醫事技術人員 7,559 人。平均每一醫事人員服務市民 63 人，每萬

人執業醫師數 42 人，一般病床數加特殊病床數 20,558 床，診所病床 1960 床，合計 22,518 床。

其歸納出早期台北市立醫院的建立完全屬於延續前期醫療設施經營的面向，並無考量醫院區位問

題，近年新建的醫院才有針對區域發展與人口增長快速的地區設置。 

Meade, M. S. and Robert J. E.（2000）指出，空間性因子如實際距離（physical proximity）為

探討醫療資源易達性及利用性的重要指標，相當程度影響了民眾就醫行為。相關研究如賴文福

（2005）分析台北縣居民之地區醫院求醫行為，指出一般人就醫往往以方便性為主，民眾會期待

醫院能夠以更直接的方式來促使自己不僅能得到完善的照顧，又能更有效率的完成就醫行為。顧

漢凌（2005）發現無論門診或住院，病患對醫療資源的使用量皆與距離成反比，意即距離因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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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們就醫行為產生相當的影響力，特別是在基層醫療資源的使用上。歐陽鍾玲（2008）強調醫

療資源的易達性會影響就醫行為，其以時間距離（time distance）的概念來解釋民眾就醫行為與醫

療資源分佈的關係，並且利用問卷設計等行為地理方法及理論檢測利用者至醫療設施的情形。 

過往研究發現空間距離相當程度地影響了民眾就醫意願，特別是在基層醫療資源上，然過去

研究多以一般民眾為醫療資源需求者，並未考量到與日俱增的高齡人口對醫療資源較高的需求

性，故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基層醫療資源分布與老年人口需求間的適切性。 

此外亦有從醫療資源密度的空間分佈面向切入者，著重分析醫療資源密度分佈與人口、社經

因素、土地利用規劃之相關性。相關研究如張雅華（2007）以空間統計方法呈現台中市醫療資源

密度與村里老化程度的空間特徵，並分析兩者相關性。發現台中市基層醫療資源分布具空間聚集

性，其分布與人口密度有關，但與老年人口分布無直接相關，而人口老化村里的空間差異則受到

都市規劃與發展脈絡影響。研究顯示台中市人口老化村里之區位與市地重劃區的開發有相當大的

相關性，於 1990 年代以降，台中市人口老化區塊逐漸由市中心向外擴張，且總體的老化情形持續

增加，然與非市地重劃區的人口年齡結構相較之下，市地重劃區域的人口年齡結構顯著地較為年

輕。 

與台中市相較，台北市近十幾年來在缺乏年輕新移民的情況下，人口老化情形較台中市更為

顯著，因此其面臨的高齡人口醫療資源迫切性更甚，再者台北盆地內開發已臻成熟，近年除基隆

河截彎取直後的沿岸部分地區外少有新開發區域，故基層醫療資源的分佈紋理應與台中市有所不

同，基於上述原由，本研究將以台北市為研究區進行探討。 

歐陽鍾玲（2006）利用台北市衛生局製作之醫療院所圖資，分析台北市各里醫療診所服務級

數之空間分布情形。其以結構式問卷蒐集資料，釐清台北市醫療診所運作情形及空間分佈之影響

機制，並針對空間分布的行塑過程做詮釋，最後對醫療系統運作的發展提出評估。結果顯示台北

市醫療資源設施的分佈基本上受到地形及人口密度的影響，尤其基層診所分佈密度和人口分佈密

度有高度相關。台北市醫療設施的時空分佈，一直受到都市擴張及人口密度增加影響，醫療設施

的密度及分佈反應一區域的發展與特色，經濟的發展及政府的政策是其外顯的影響因子，而文化

因素及行為因素則為其潛在因子。這些因素隨著時間一直在改變，因此醫療設施分佈的情形跟土

地利用條件有相當大的關係。現今台北市無論哪一級醫院的分佈，大都分佈在主要的交通要道及

人口的密集區，且基層醫療診所之空間分佈，非常明顯除了人口密集區之外，土地利用的機能也

是重要的指標。然而此文對於台北市醫療設施之時空分布變遷情形，僅用描述性統計的方式論述，

再以空間分佈圖做視覺上的呈現，對於醫療資源的空間分布型態並無更深入的討論。 

白玉如（2003）以地理學人地觀點，透過空間分析的角度探討台中市人口老化與都市化發展之

關係。發現台中市人口老化與土地利用類別有密切關係，於都市化的人口老化區中商業區密度、工

業區密度與住宅區密度對老年人口的解釋力達0.64。若土地利用類型與人口老化程度相關，那麼其

又是否同樣地會影響到醫療資源之空間分布，是本研究欲討論之處。 

承襲前人之脈絡，本研究將利用空間統計技術，以里為空間單元，對具體呈現台北市基層醫療

資源與老年人口的空間分布特徵，並分析兩者的相關性。另加入土地利用現況為影響因子，透過空

間迴歸方法，探討土地利用特性如何影響基層醫療資源之分佈。希冀於過往研究基礎上做更進一步

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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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設計 

基於對上述文獻之回顧與爬梳，本文以台北市為研究區，提出兩點研究目的。一為分析台北

市基層醫療資源分布與人口老化趨勢的空間相關性。對此首先以核密度估計台北市醫療診所的空

間密度，並藉由局部性空間自相關指標 Getis-Ord Gi*呈現各里老年人口比的熱點，視覺化呈現兩

者的空間分布特徵；接著透過 Pearson 相關係數，分析基層醫療資源和人口密度、老年人口密度、

老年人口比間的相關性，以了解基層醫療資源分布之適切性。 

目的二為探究影響基層醫療資源分布的因子。本研究選定包括各里老年人口比及住宅區、住

商混合區、商業區、工業區、公共用地、道路等六種都市土地利用類型的面積比例為影響因子，

以地理加權迴歸分析探討基層醫療資源分布與老年人口及各類都市土地利用間的關係，並找出迴

歸模型難以解釋的空間異質區。 

研究方法 

（一）基層醫療資源與老年人口分布 

1. 最近鄰分析（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本研究首先以最近鄰分析判斷醫療診所分佈是否具有空間聚集性。其指標為每個觀測點與最

鄰近點的平均距離（ d ）及期望距離 E（ id ）的比值，指標值小於 1 代表空間點位聚集，愈趨於

0 聚集程度愈高；指標值大於 1 則代表空間點位分散。公式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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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密度估計（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若醫療診所分布有聚集性，再以核密度估計醫療診所的分布密度與空間特徵。每間診所對周

圍的影響性會隨著距離愈遠而漸趨於 0，對此可用核函數（kernal function），根據空間點分布特性

來估算其分布密度。h 為搜尋距離，d 為空間次方，K（x）為放射狀對稱機率密度函數。密度值

愈大代表其附近的基層醫療資源設置愈充足。公式如下（2）：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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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區域型空間自相關指標 Getis-Ord Gi* 

本研究使用 Getis A. and Ord J. K.（1992）提出的 Getis-Ord Gi*統計方法呈現台北市各里老年

人口比的空間分布特徵。其對每一個空間單元（里）皆會賦予一個指標值，代表該里與鄰近里間

屬性特徵的空間聚集程度。若某里與鄰近里的老年人口比皆為高值，則該地 Getis-Ord Gi*值即為

高值，為老年人口比例高的熱點（hot spot）所在。公式如下（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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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皮爾森相關（Pearson’s r ） 

為了解台北市基層醫療資源分布與老年人口分布間是否具有相關性，本研究以 Pearson 係數

來分析診所密度與人口密度、老年人口密度、老年人口比的關係，討論基層醫療資源配置適宜性。

Pearson 相關係數是一種去除變數單位影響，以兩變數之標準差為分母所計算的標準化關聯係數，

範圍介於－1 r  1，值愈大代表相關程度愈高，反之相關程度愈低。公式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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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層醫療資源影響因子 

1.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LR） 

本研究使用多元線性迴歸來推估基層醫療資源與人口老化、各類土地利用密度的關係，迴歸

模型如下所示： 

Y = ß0 + ßi ßi + ε ,    i = 1~7 （5） 

Y：基層醫療診所密度 （家/km2） 

X1：老年人口比例 （%） 

X2：住宅區佔里面積比例 （%） 

X3：住商混合區佔里面積比例 （%） 

X4：商業區佔里面積比例 （%） 

X5：公共用地佔里面積比例 （%） 

X6：工業區佔里面積比例 （%） 

X7：道路佔里面積比例 （%） 

ß0~7：各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數 

ε：殘差 

由於線性迴歸分析建立在殘差於空間中呈現隨機分布的假設上，因此應用於地理議題研究

時，可能會發生殘差值具有空間自相關而違反假設的情況；再者，地理現象常具有空間不穩定性

（Spatial non-stationarity），意即個別因素的影響力會隨著空間位置不同而異，使全域型的迴歸模

型出現偏誤（Fortherinham et al., 2002），對此使用地理加權迴歸來進行修正。 

2. 空間自相關檢定（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對於多元線性迴歸的殘差值，本研究以 Moran’s I 檢測存在空間自相關現象與否，Morans’I

值介於 1 與-1 之間，值愈大代表空間自相關程度愈高，愈小代表空間負相關程度愈強，趨近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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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表示空間現象隨機分布。若檢測結果顯示殘差值存在空間自相關，則表示迴歸模型受到空間自

相關與空間不穩定性的影響，需再以地理加權迴歸進行分析。 

3. 地理加權迴歸分析（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 

地理加權迴歸是一種延伸自傳統迴歸理論的分析方法，加入了空間座標作為加權變項，允許

迴歸係數隨空間而變化，且在空間上呈現連續的變化，能夠具體地呈現空間不穩定性。其將線性

回歸方程式修改如下： 

Yi = ß0 (ui,vi)+ ßi (ui,vi) Xi + εi （6） 

其中(ui,vi)表示空間點 i 的座標位置，ß0 (ui,vi)、ßi (ui,vi)為點(ui,vi)的迴歸係數，εi 為點(ui,vi)迴

歸式之誤差。各點迴歸係數可由下式推求： 

ß = (XTWX)-1XTWY （7） 

其中 ß 為迴歸係數矩陣、X 為自變數觀測值矩陣、W 為空間權重矩陣，資料點 j 於觀測點 i

的權重為： 

wij (ui,vi) = exp(dij/h)2 （8） 

dij 為迴歸點 i 與觀測點 j 的距離，h 為頻寬。頻寬選取上採用 AIC 值法，核心類型使用固定

核心（Fixed Bandwidth）。 

資料建置 

（一）基層醫療資源 

由於本研究欲探討基層醫療資源的分布特性，故選定研究對象為台北市中西醫醫療診所，地

區醫院以上層級者由於服務範圍涉及民眾就醫行為模式，因此不在研究範圍內。資料來源為

Apache POI，時間 2004~2005 年間，計有基層醫療診所 2650 家。經由空間統計技術，取得所需的

各里醫療診所密度資料1（圖 1、圖 2）。 

（二）人口資料 

研究對象以里為基本空間單元，因此需要台北市各里的分齡人口數據。配合醫療診所資料的

建置時間點，自內政部戶政司購得 2006 年 12 月底全台村里分齡人口統計表，從中加總出台北市

各里 65 歲以上人口數、總人口數，並以此計算各里老年人口比例。而後將其與 2005 年調整後的

里界圖資整合，最後透過圖層屬性值計算，取得各里人口密度、老年人口密度等資料。 

 

 

 

                                                             
1 以 arcmap 9.3.1 中的 zonal statistic 功能取得每個村里範圍內各網格醫療資源密度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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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區行政區圖                    圖 2 台北市醫療診所點位分佈圖 

（三）土地利用類型 

本研究所使用的土地利用圖資來源為 2006 年國土利用調查，依據研究目的及都市土地使用特

性，從中擷取、合併出六大類都市土地利用類型，包括： 

1. 住宅區：純住宅、兼其他使用住宅。 

2. 住商混合區：兼商業使用住宅。 

3. 商業區：批發零售、服務業。 

4. 工業區：製造業、倉儲等。 

5. 公共用地：政府機關、學校、休閒文化設施、公用設施等。 

6. 道路：各類公路、鐵路、高鐵。 

最後將土地利用圖層與村里圖層進行整合，求出台北市各里各種都市土地利用面積占里面積

之百分比，做為基層醫療資源分布的影響因子。 

結果與討論 

（一）醫療診所與老年人口的空間分布及相關性 

在探討基層醫療診所分佈前，先以最近鄰分析確認其空間分布是否有聚集性。得

R=0.388028、Z=-60.267809，顯示基層醫療診所分佈有空間聚集現象，可進一步分析空間分布趨

勢。接著以診所點位為中心，網格解析度 25 公尺、搜索半徑 1000 公尺，繪製醫療診所的核密度

分布圖（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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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3 中可見台北市的基層醫療診所主要分布於市中心的大安、大同、萬華、中正及基隆河

以南的中山區，並沿著主要交通幹道往北向北投、士林延伸；往南朝萬隆、景美連結，另外在內

湖市區易有局部高密度存在。密度較低的部分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南港木柵山區與社子島、關

渡平原等地。 

 

 

 

 

 

 

 

 

 

 

 

圖 3 醫療診所核密度分布圖                圖 4 老年人口比聚集區分布圖 

圖中 Gi*值大於 2 個標準差的 Hot Spot 有兩個地區，其一分佈於市中心的萬華區青年公園周

圍、和平東西路以南的大安區及中正區、信義區六張犁、以及大安區空軍總部附近；此外陽明山

上也有明顯的 Hot Spot 分佈。這些地方多為開發已久的舊市區與眷村聚集之處，多數眷村在改建

後往往就地重建為國宅，大量原居民仍然繼續定居，如青年公園周圍的青年新城、六張犁的四四

東村、空軍總部旁的正義國宅等，使這些地方成為明顯的老年人口比高點。 

Gi*值小於 2 個標準差的 Cold Spot 集中於內湖區與其西側的大直重劃區，以及北投石牌至復

興崗沿途。此二處皆為台北市近年來主要的人口淨移入區，特別是內湖區與中山區的大直重劃區

一帶，於 90 年代基隆河截彎取直後釋出大量土地，工商業的移入加上相對低廉的房價，吸引了大

量新居民移入，特別是年輕人口的遷入，使得本地人口結構上形成相對年輕的 Cold Spot。 

人口及老年人多的地方意味著對醫療診所的需求亦高，本研究之基層醫療資源分佈適切性，

係指醫療診所之分布是否與人口及老年人口分布有相同趨勢。故將醫療診所密度分別與人口密

度、老年人口密度、老年人口比進行相關分析（表 1）。 

從表 1 可得知診所密度與人口密度呈現中度相關性（0.40-0.69），但診所密度與老年人口比

卻僅具低度相關，這顯示基層醫療資源配置大致符合人口分布趨勢，但與老年人口比例多寡卻關

係不大，表示基層醫療資源的配置沒有特別考慮到老年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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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層醫療資源與人口組成特性相關分析 

 診所密度 人口密度 老年人口密度 老年人口比 

診所密度 1    
人口密度 0.619**  1   

老年人口密度 0.591**  0.920**  1  
老年人口比 0.189**  0.040  0.306**  1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此外雖然老年人口密度與診所密度亦呈現中度相關，但老年人口密度與人口密度的 r 值高達

0.92，而老年人口比與人口密度卻不具顯著相關性，故以老年人口比做為指標，可以排除人口密

度的影響，反映出不考慮人口密度下，老年人口比例高的里別是否擁有相對較多的基層醫療資源，

因此做為後續迴歸分析的因子，是較為適宜的。 

（二）各類都市土地利用的空間分布 

2006 年台北市各里住宅區面積比例如圖 5 所示，由圖中可看出住宅區主要分佈於台北盆地內

並往北東南山麓延伸。圖 6 為各里住商混合面積比例，相較於住宅區，住商混合區更大程度的集

中於市中心分布。圖 7 為各里商業區面積比例，與住商混合區類似，亦有集中於市區分布的趨勢，

且於台鐵沿線、以及內湖重畫區一帶有較高的比例。理論上住宅區與住商混合區反映了居住人口，

商業區則為人潮聚集之地，皆提供了醫療診所的市場需求，應為醫療資源密度的正向因子。 

圖 8 為各里工業區面積比例，可得知台北市工業區面積並不大，主要集中於南港、內湖區基

隆河沿線以及社子島一帶。圖 9 為各里公共用地面積比例，如博愛特區、台灣大學、大安森林公

園所在的各里，皆呈現明顯高值。圖 10 為各里道路面積比例，可看出其明顯地集中於市中心地區，

道路密度相當程度反映了該里的空間易達性，因此理論上也該是醫療資源密度的正向因子。 

  

 

 

 

 

 

 

 

 

 

圖 5 各里住宅區面積比例               圖 6 各里住商混合面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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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各里商業區面積比例                  圖 8 各里工業區面積比例 

 

 

 

 

 

 

 

 

 

 

圖 9 各里公共用地面積比例               圖 10 各里道路面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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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層醫療資源分布因子探討 

本研究利用多元迴歸分析法，以各里 6 種都市土地利用類型的比例及老年人口比為自變項，

與里診所密度建構多元線性迴歸模型。迴歸模型通過 F 檢定（p=0.01），Adjusted R2 為 0.689，表

2 為各變項之係數值。 

由於各個變項的 VIF 值皆甚低，可知此迴歸模型無明顯的共線性問題。各變項皆為顯著因子

（p<0.05），其中住商混合比例的解釋力最高（R2=0.577），影響診所密度的程度亦最高且為正向

關係（Beta=0.556），亦即當住商混合區比例多 1%時，診所密度預期多 0.556%。道路比例的解釋

力次高（R2=0.071），影響方向亦為正向。老年人口比解釋力再次之，但 R2 僅有 0.014，影響方向

亦為正向。此外住宅區、商業區、公共用地比例的影響方向亦為正向，但 R2 已低於 0.01。工業區

對診所密度的影響方向為負向，不過程度相當低。也就是說，台北市醫療診所的分布相當程度的

受所在地該里各都市土地利用類型比例的影響，且以住商混合比例與道路比例最為關鍵，其傾向

於分布在住商混合比例高且道路密度高之處；老年人口比雖然也有影響，但程度很小。 

表 2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 係數 標準化係數 顯著性 VIF 

老年人口比 80.889 0.113  0.000  1.020  

住宅區比例 25.488 0.148  0.000  1.314  

住商混合比例 111.590 0.556  0.000  2.100  

商業區比例 52.158 0.151  0.000  1.528  

公共用地比例 17.289 0.117  0.000  1.271  

工業區比例 -56.594 -0.060  0.029  1.092  

道路比例 42.613 0.223  0.000  2.514  

接著將迴歸模型之殘差進行空間自相關檢定，結果 Moran’s I=0.471、Z=16.336，顯示迴歸的

殘差值呈現空間自相關性，這表示殘差分佈違反多元線性迴歸中，殘差於空間上應為隨機分佈的

假設，故使用地理加權迴歸修正之。 

透過地理加權迴歸的修正，明顯地改善了多元線性迴歸模式，使 R2 值由 0.689 提升至 0.777，

提高了將近 9%的解釋力。由表 3 可知道各因子之迴歸係數變動範圍，迴歸係數有空間差異意味

著各因子對診所密度的影響會隨著區域而變化，迴歸係數的平均值則與傳統迴歸估計出的相似。

以下就影響程度前三大的因子，繪製迴歸係數分布圖以展示迴歸係數之異質性對模型的影響。 

表 3 地理加權迴歸係數統計 

MLR GWR 
變項 

係數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老年人口比 80.889 76.258  -32.177  192.457  

住宅區比例 25.488 32.618  19.685  45.498  

住商混合比例 111.590 104.807  88.337  136.462  

商業區比例 52.158 55.552  22.211  82.516  

公共用地比例 17.289 19.962  6.802  27.937  

工業區比例 -56.594 -55.365  -115.206  12.189  

道路比例 42.613 50.663  27.446  7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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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為住商混合比例迴歸係數分布圖，由圖可得知係數值於南港區、信義區、文山區等地偏

高，在士林區、北投區的市區部分則偏低，表示住商混合比例對東南方各區的診所密度影響性較

高。圖 12 為呈現出道路比例係數的空間差異，係數值以大安區、中山區、松山區、信義區一帶最

高，往四周逐漸下降，顯示愈接近市中心，道路比例對診所密度的影響程度愈大。圖 13 為老年人

口比的迴歸係數分布，係數值在盆地東緣的內湖、南港、松山區偏高，係數為正值；萬華區及陽

明山則偏低，且係數為負值，意味著這些地區老化程度與診所密度呈現負向關係，老年人口比例

提高，診所密度反而下降，應為亟需加強注意老年人基層醫療資源需求的區域。 

接著將迴歸模型之殘差進行空間自相關檢定，結果 Moran’s I=0.391、Z=9.581，發現迴歸之殘

差值的空間自相關性雖較多元線性迴歸模型下降，但仍然顯著。這表示除了空間不穩定性外，仍

有其他重要因素未被考慮進迴歸模型，可能是某關鍵性的影響因子，抑或是空間相依性（Spatial 

dependence）的問題。從圖 14 可得知，地理加權迴歸模型之殘差值於東區商圈、大稻埕、西門町、

天母、信義商圈等地偏高，也就是說此模型於台北市的主要商業區會有低估醫療資源密度的問題；

另一方面殘差值於博愛特區、臺灣大學、市政府附近、基隆河沿岸、萬華區新店溪沿岸等地區偏

低，表示模型於這些地方會高估了醫療資源密度。 

 

 

 

 

 

 

 

 

 

圖 11 住商混合比例係數分佈圖            圖 12 道路比例係數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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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老年人口比係數分佈圖           圖 14 GWR 殘差分佈圖 

結論與建議 

（一）台北市基層醫療資源分布與老年人口比例不具相關性 

利用核密度估計醫療診所分佈趨勢，統計出各里診所密度後與各里老年人口比進行相關分

析，發現兩者僅具低度相關性，顯示台北市基層醫療資源的配置並沒有呼應老年人較高的需求。

從地理加權迴歸模型中得知，老年人口比係數於陽明山區、萬華區為負值，代表這些地方診所密

度與老年人口比為負向關係，應為亟需加強注意老年人基層醫療資源需求的區域。 

（二）台北市醫療診所密度與里住商混合面積比例、道路面積比例關係最大 

以診所密度為依變項，老年人口比及 6 種都市土地利用類行為自變相建構多元線性迴歸模

型，得出影響程度最高的因子為住商混合比例、道路面積次之、老年人口比再次之，且皆為正向

關係。意即台北市醫療診所傾向於分布在住商混合比例高且道路密度高之處；老年人口比雖然也

有影響，但程度較低。 

（三）地理加權迴歸能具體呈現空間異質性，但在本案例中仍有其他因素未被考慮 

地理加權迴歸較於傳統迴歸提升了 9%的解釋力，且相較於多元線性迴歸假定各因子於不同

空間位置具有相同影響力，地理加權迴歸得以透過連續變化的係數分佈，具體呈現影響程度的空

間差異（圖 11~13）。然而模型的殘差值仍具有空間相關性，透過殘差分佈圖，可得知此模型在主

要商業區會低估診所密度，部分水利地、公共設施用地比例高的里別則高估了診所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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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續研究方向 

台北市各里老年人口比例應與眷村及國宅分佈、重劃區設置有關，唯本研究並無相關圖資佐

證，是往後研究可以著眼之處。此外由於地理加權迴歸模型的殘差值呈現空間聚集現象，代表仍

有重要因子未被考慮，或是具有空間相依性（Spatial dependence）的問題，故未來可再針對其他

因子進行討論，或以其他空間模型來分析。最後本研究僅使用 2007 年左右資料，但地理現象卻會

隨著時間有所變化，因此可進一步加入其他時間點，以探討其時空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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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chih black tea industry had developed sinc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played a important 

role in Yuchih. Black tea industry were encouraged to start growing by colonial policy, and it largely 

contributed to the foundation of black tea industry. Due to the competition in global markets, Yuchih 

black tea has been facing long-term recession since 1970s. After 921 Earthquake, people struggled to 

rebuilt Yuchih black tea industry that has been headed out of recession and became a important local 

industr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Yuchih black tea industry and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changing that affect the industry during different period. The basic relation of production 

produced from tea farmer and tea factory.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monopoly rent, Japan dominated 

Yuchih black tea industry by controlling lands, technology and factor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received and allocated power between farmers and landowners. There 

occurred geographical merger and enhancement in Yuchih. While the foreign black tea production 

became cheaper, the landscape of Yuchih tea land was also changed. Now Yuchih black tea industry has 

revived. Black tea industry transforms to refined operations, which includes holding Yuchih Black Tea 

Festival that has an orientation towards local industry. In the future, Yuchih Black Tea industry will 

develop sustainability in addition to tea factory and land ownership which limits black tea to production. 

Other black tea production area in Taiwan also enters the competition that challenge to Yuchih black tea 

industry. 

Keywords: Black tea, Relation of production, Monopoly rent, Local industry, Yuchih township 

                                                             
* 本 文 為 國 科 會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紅 茶 產 業 發 展 與 土 地 利 用 變 遷 之 研 究 - 台 灣 與 日 本 之 比 較

100-2410-H-018-035-之部份研究成果 
a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系助理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b 通訊作者：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系碩士 

Corresponding author，Maste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42 

 

摘  要 

魚池鄉紅茶產業發展自日治時期，為魚池鄉最重要的農產業，過去在日本殖民政策下快速發

展，奠定紅茶產業的基礎，1970 年代隨著全球市場的競爭，紅茶從大量外銷走向沒落，但在 921

地震後的產業重建，再度找回昔日的榮景，成為魚池鄉重要的地方產業。本研究主旨在探討不同

時期魚池鄉紅茶產業的發展過程，生產關係的改變對產業發展之影響。紅茶產業的基礎生產關係

建立在茶農與茶廠的互動上，日治時期，日本掌握土地、技術與工廠等生產資本，以壟斷地租的

形式控制魚池鄉的紅茶產業，隨著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制約生產關係的權力結構轉移，魚池鄉紅

茶產業發生地理上的重整與強化，其後不敵國外紅茶產區的低價競爭，權力結構漸趨鬆綁，茶農

將土地轉作他用，促成農業地景的轉變。如今紅茶產業再起，市場由全球轉向在地，轉型後朝向

精緻化經營，更透過阿薩姆紅茶文化季強化地方產業的定位。未來魚池鄉紅茶產業要持續發展，

除了生產上受到茶廠與地權的限制外，其他茶區的紅茶生產也掀起地域性的競爭，挑戰魚池身為

台灣紅茶故鄉的地位。 

關鍵字：紅茶、生產關係、壟斷地租、地方產業、魚池鄉 

前 言 

茶產業在台灣發展歷史悠久，一直以來也名列重要之經濟作物，綜觀台灣各茶區所產製之茶

種多以半發酵茶為主，而以紅茶為主的生產始於日治時期（1899 年），日本政府欲強化在全球茶

市場的競爭，然國外市場需求茶種以紅茶為大宗，日本國內主要生產未發酵茶種，因此嘗試在台

發展紅茶產業，其中魚池一地因氣候土壤之適宜，成為少數可大量栽培利於紅茶製作的大葉種茶

樹產區。1970 年代，伴隨台灣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轉型，農業勞動力成本高漲，茶葉價格受國際

市場供需牽動，加上外國茶葉價格競爭，台灣茶產業由外銷轉為內需市場，以外銷為主的紅茶產

業大受打擊而沒落。1980 年代開始，魚池鄉茶園紛紛轉作檳榔，促成大規模的農業地景改變。1999

年 921 大地震後，澀水社區重建推動紅茶產業再造，經數年發展，紅茶儼然成為魚池鄉最火紅的

產業，產銷結構與過去大為不同。 

本研究從關係空間（relational space）的角度出發，從全球糧食體制變遷模式，觀察魚池鄉紅

茶產業與全球市場的連動轉變，同時透過馬克思主義地理學（Marxist geography）對生產方式的

討論，進而探討魚池紅茶產業如何從生產的社會關係影響產銷結構的重組，如此產業再結構的過

程形塑當地農業地景的轉變，也影響生產者與土地的連結關係。今日紅茶成為魚池的地方產業，

強化地方與商品生產的連結，要在台灣紅茶市場保有優勢，有賴於生產關係再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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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為此，本文的研究目如下： 

（一）瞭解魚池鄉紅茶產業的發展過程。 

（二）探討魚池鄉紅茶產業的生產關係轉變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三）分析當前魚池鄉紅茶產業發展問題。 

相關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一）糧食階段（Food regime）轉變 

糧食階段是檢視部份農業地理發展的概念，在歷史政治的結構下考量更廣泛的農業商品化內

涵，包含了政治地理、商業經濟、消費者形式、零售過程、農場以及供給產業（Buttel and Goodman, 

1989）。這個概念代表自 1870 年代以來，在資本主義系統的積累與調節下，連結國際糧食生產和

消費關係，考量整個糧食系統，包含從上游農場供給、農場的基本生產連結到下游加工製造業、

市場及分配，可以支持跨國的個案研究比較，明確地包含生產空間再組織的觀點，以及體制內的

消費觀點（Robinson, 2004）。 

表 1 糧食階段 

 

 

 

 

 

 

 

 
 
 

資料來源：改繪自 Robinson（2004）Geographies of agriculture: globalisation, restructuring, and sustainability, 
p.43 

Robinson（2004）指出此概念一般被認為有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的以北美及西歐為核心

的世界都市生產為主，在殖民主義體制下供應核心未處理或半處理的糧食及原物料，伴隨冷藏技

術的出現，擴大生產供給的範圍，可長距離運輸易腐壞的奶油及肉類至殖民國家（表 1）。 

然而第一階段的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受到核心國家的進口競爭，常處於貿易障礙的

保護下被削弱，第二階段取而代之，農業工業化專注在飼料穀物、油脂及耐久性食物的發展，此

階段將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生產結合，增加專業化生產的連結並且對生產系統進行地理上

的劃分。 

Friedmann（1982）主張 1973 年，俄羅斯與美國的小麥貿易使得美國與歐洲共同體的出口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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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成長，已開發國家傳統的貿易模式開始瓦解。第三階段開始出現，主要建立跨國公司在全球資

源的生產，以及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包含其後繼

者世界貿易組織（WTO）的運作。此階段透過食物加工業及生物產業重構農業商品化的生產特性，

作物在具有彈性的全球供應源下增加多樣化食物重要性，這促使糧食生產與消費的再定位，扮演

提供更精緻的產品供給精英消費者，也建立分眾市場（niche market）。但在生產方式上包含前一

階段化學肥料使用及套裝式的蔬果生產，以及有機蔬果供應綠色消費的風潮。這導致開發中國家

農民面對實踐新體制與舊生產模式上角色的矛盾，這樣的結果形同生產主義與環境主義的拼湊

物，在鄰近的農場展現不同的生產形式（Robinson, 2004）。 

糧食階段的概念蘊含了國家脈絡的變化，這個架構可以用於說明地區變遷的軌跡，不同階段

的生產特徵也可能同時並存，甚至表現在同一農場企業，雖然現在無法描繪新階段的輪廓，也無

法清楚與前一階段分界，但此概念提供解釋個別國家在國際糧食系統的下的發展經驗（Moran et al., 

1996）。 

糧食階段的概念反映全球農業生產與市場特徵的概況，茶葉屬於經濟作物，並非糧食作物，

經濟作物在生產上與市場關係比糧食作物更為緊密，發展特徵上與糧食階段相近。魚池紅茶產業

的背景始於日本殖民統治，後受全球化市場的競爭沒落，近年產業再造與轉型的發展脈絡與糧食

階段的轉變有相似之處，糧食體制形同全球性的農業結構脈絡，從中有助於理解地方農業與世界

系統的互動與發展模式。 

（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下的生產關係 

馬克思的社會理論又稱歷史唯物論（historical materialism），主張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社會真正

的基礎，而經濟結構是由生產關係（relation of production）所構成。自然界客觀的存在，人包含

其中，與自然的第一步關係就是以人的生產力對物質進行生產勞動，因此勞動具有社會形式，藉

由物質生產勞動，人類進入不同的社會關係（黃建智，2009）。因此在馬克思的理論中，當社會的

生產力逐漸發展，會與既有的生產關係產生衝突，而生產關係會轉而束縛生產力的成長。當兩者

的矛盾造成社會分裂，人們會意識到此一衝突，且嘗試進行改革。而衝突會在利於生產力的狀況

下獲得解決，並且出現新的合適於社會生產力持續發展的生產關係。 

Peet（2005）認為馬克思在《資本論》著作中，將生產力從屬於生產關係，而社會關係被設

想為階級關係，以對剩餘勞動時間的抽取或剝削為核心。以剝削和衝突為特徵的社會，必須發展

一些制度以確保精英的支配，以及集體再生產的生產條件和基礎結構。因此生產的社會關係與國

家機器形式之間有結構性的連結。而生活在特殊時間和地方的人群，則創造了國家最精確的社會

和歷史形勢（圖 1）。Peet（2005）進一步指出人類力量和世界其餘部分之間的關係是透過感知（透

過感官直接接觸），定位（建立模式、指派價值與設定行動框架），以及佔用（appropriation）（利

用自然來實現目標的力量），佔用意味著建設性的方式利用，從而提升感知和定位，人類能動性的

程度取決於生產性的發展和社會關係。在每個歷史時期（每個既定時間裡的區域形構），被佔用的

客體，以及佔用的出處都標示人類的變遷，尤其是物質生產的變化，而自然是主要的生產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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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生產方式 

資料來源：Peet（2005）現代地理思想，頁 131 

Smith（1984）探討自然的生產觀念，他認為人最初是自然存有，其意識直接與物質、自然活

動交織在一起，而人類藉由生產的維生手段與動物區分開來，並且生產永久剩餘產品，成為階級

形構的物質基礎，人與自然的互動就由不均等的社會關係所中介，當剩餘產品成為非使用的物質

形式，就可能被用來交換其他的使用價值。因此為了交換的生產，原始或第一自然就與第二、社

會生產的自然分離，與自然的關係不再是使用價值的聯繫，而是以交換為主要特徵；第二自然的

生產加速解放，使社會的分化更趨明顯。生產自然的分離與社會分化的過程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成

的關鍵。 

在傳統的概念區分，最常被接受成空間與社會的雙元論，但 Smith（1984）認為在經濟地理

學中，這種雙元論不是問題，空間是既定的基礎（sub-stratum），社會利用空間，兩個領域彼此互

動，而馬克思主義傳統認為空間和社會是辨證地交纏。空間和社會之間關係的觀點，依然束縛於

絕對的空間概念。唯有兩者先被界定是分離的，才可能彼此互動或反映（Smith，1981）。從空間

與社會雙元辯證的觀點延續前段對自然的生產分析，Smith（1984）在空間的生產的討論中談到人

類在實踐與空間的關係，在空間概念的本身的層次上就是整合在一起的，生產力的發展在矛盾的

互動裡，將絕對（自然）空間轉變為相對（社會）空間。 

對馬克思生產概念的延續，Lefebvre（1991）在《空間的生產》提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的產物，

每個社會與生產方式都生產了自己的空間，社會空間同時是行動的手段與結果，也同時是產品。

空間由客體（自然與社會）以及他們的關係構成，社會空間互相穿透交疊，每個空間的片段都涵

蓋了眾多的社會關係（Lefebvre, 1991）。王志宏（2009）補充，從馬克思的觀點，Lefebvre 所指稱

的「社會」，更精確的說，是由「生產方式」來界定的，並有其特殊的生產和再生產之社會關係與

互動，而這些都有空間的面向，一切都包含於社會空間中，還牽涉了這些社會關係的公共正面和

底面隱密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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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克思主義地理學的觀點，看見不同生產的社會關係轉變會再現於社會空間。魚池鄉紅茶

產業從日治時期以來，受到國際茶市場的波動與競爭，從外銷導向轉以內需市場為主，紅茶產業

歷經了再結構的過程，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的轉變扮演重要關鍵。從馬克思傳統的理論框架下，

生產鏈上的生產者形構了生產的社會關係，在不同時期的社經結構下互動，影響了這些能動者

（agency）在紅茶產業的展現。 

然而魚池早期受限於政策的影響，以至於今日茶廠數量並不是很多，能達到產製銷一體的茶

農更是少數，隨著魚池紅茶的名氣越來越大，越來越多的茶農期望創立自有品牌，自行販售自家

產品。過去的魚池紅茶幾乎都為會社及農林公司的獨佔事業，茶菁的生產多由茶廠收購販售，但

隨紅茶產業的復興，產銷模式更趨多元。 

目前魚池的紅茶生產大致有三種方式（圖 2），分別為收購、代工與產製銷一體，最大宗的生

產方式還是以收購為主，收購的生產方式由茶廠主導，平日茶園由茶農經營，到茶季採收時，由

茶廠自尋茶班採收茶菁，製成後成品歸茶廠所有，偶有部分茶農會自行摘採茶菁轉售給茶廠，不

論以何種方式的收購，都採重量計價，目前大葉種茶菁行情約在 200 元/台斤。 

 

 

 

 

圖 2 魚池紅茶生產鏈 

隨著魚池紅茶漸漸打開市場知名度，越來越多茶農看見市場的契機，了解不能單靠薄利的茶

菁為生，需要有自己的市場與客源，但又苦無製茶設備與能力的情況下，找願意合作的茶廠代工

變成現今多數自有品牌茶農的生產方式。代工的生產模式其優點在於茶農可自行控管產品品質，

並且留住銷售利潤，請茶廠代工，茶農須事先與茶廠協調約定製茶日期，然後由茶農自行將茶菁

送至茶廠，以生產量最大的日月老茶廠為例，代工費以成品重量計算，一斤茶的代工費 100 元，

但製茶時委託方須出一個工的勞力，否則需另行計算 1500 元的工資。由於日月老茶廠的生產規模

大，一台揉捻機動輒要 80、90 斤的茶菁才會開動，若未達到一定產量的茶農也難以委託日月老茶

廠代工，此時就只能尋找中小型的茶廠，或者購買他人茶菁、與他人茶菁並堆製作等方式處理。 

第三種是屬於產製銷一體的茶農，這些茶農擁有中小型工廠設備，能自行生產茶葉，由於擁

有製茶設備，除了自家茶菁外，多會再向其他茶農收購茶菁，或者以契作方式向茶農訂約收購茶

菁。但茶季時因製茶繁忙，很難同時顧及茶園經營、茶廠生產與銷售通路，所以這些生產者往往

還需再另行請人照料茶園，否則單以家庭勞力難以負荷。 

在銷售通路上，過去的紅茶幾乎都為農林公司收購販售，而今走向小農經營，生產者多直接

面對消費者（圖 3），尤其是隨日月潭的觀光效應，魚池紅茶的知名度漸漸打開，許多遊客會到地

方創造在地消費，而生產者業會與民宿業者或旅行社異業結盟等方式擴張市場，有不少自有品牌

則是靠網路行銷建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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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魚池紅茶銷售鏈變化 

新的產銷方式與過去大不相同，魚池紅茶已從過去產銷分離走向產銷一體，雖然製程上仍需

經過茶農與茶廠之間不斷交錯，但整個產品供應鏈已不再明顯的由單類生產者所掌控，茶農可能

直接銜接下游的消費者，茶廠也可能以契作訂約的方式間接影響茶園經營，紅茶產業的產銷結構

相較於過去更顯得複雜且緊密，伴隨越來越多生產者的加入，未來的產銷模式可能會更趨多元。 

研究方法 

本研究自 2010 年 5 月至 2011 年 3 月，對魚池鄉茶農、茶廠經營者、社造人員以及茶葉改良

場等 13 位相關人員進行半結構式訪談（表 2），並透過參與式觀察，親身投入紅茶的生產過程，

以田野筆記與文獻資料的輔助，對紅茶產業的發展提出詮釋與問題。 

表 2 研究訪談名單 

編碼 類別 性別 編碼 類別 性別 

A1F1 茶農、自有茶廠 男 A5F6 茶農、自有茶廠 女 

A2O0 茶農 男 A6O2 茶農 女 

F2P1 茶改場員工、自有茶廠 男 F7P1 茶改場退休員工、製茶師 男 

C1O0 社造人員 女 A7O2 茶農 男 

A3F3 茶農、自有茶廠 男 P1O0 茶改場課長 男 

O1F4 大型茶廠廠長 男 A8O2 茶農 男 

A4F5 茶農、自有茶廠 男    

魚池紅茶產業發展與土地利用 

魚池紅茶始於日治時期發展，歷經國外市場的競爭導致沒落，隨著 921 大地震後的產業重建

的契機再興起，面對這一連串的波折，紅茶仍為今日魚池鄉最重要的產業之一。魚池紅茶產業的



48 

 

興衰變化直接衝擊農民的耕作意願，當地茶農多與農林公司契作茶園租約，雖然契約中明訂茶園

土地只可栽種茶樹，不得轉作他用，但在茶價低靡的年代，依舊促使茶園土地的被大量轉作他用，

其中價格甚好的檳榔更是首選，既使至今日魚池鄉諸多茶園仍採茶樹與檳榔樹間作的形式，也形

成魚池鄉獨特的農業地景。 

在探討魚池紅茶的前人研究中，幾乎皆會提及茶園轉作檳榔的問題，但因缺乏數據資料而難

加以說明土地轉作的變遷狀況，此研究透過航空照片的判釋，針對魚池鄉茶園最密集的地區進行

土地利用的調查，嘗試釐清茶園轉作的概況與變遷趨勢。 

（一）民國 65 年（1976 年）前後土地利用狀況 

1980 年代由於台灣經濟結構改變，過去以外銷為主的台灣茶產業轉為內銷型態，此茶葉市場

的轉移也引發了台灣茶園空間的變遷（余寶婷，1994）。在這波台灣茶產業的轉向下，魚池紅茶也

在 1970 年代前後達到高峰，種植面積約 800 餘公頃（表 4），隨後迅速縮減至 300 公頃左右，既

使在紅茶產業復興後，面積也尚未明顯增加。 

從魚池鄉北部地區進行航照判釋各土地利用類別的結果（表 3）顯示，1970 年代的農作利用

仍以水田為主，約佔總面積的 13.85%，多分佈於盆地中。在檳榔尚未流行之際，缺乏市場而無經

濟價值，因此早期農民多利用檳榔樹型筆直的特性，做為田間籬笆作物使用（袁榮茂等，2003），

少有專門種植生產，在第一版的照片基本圖上只可見些微種植面積。 

表 3 民國 65 年及民國 80 年土地利用分類表 

Year 第一版 第三版 第一版至第三版 

Type Area（公頃） Area（％） Area（公頃） Area（％） Change（公頃） Change rate（％）

茶 239.72 5.67 161.62 3.82 -78.10 -32.58 

檳榔 0.00 0.00 389.85 9.21 389.85 66,278,337.52 

果園 105.84 2.50 214.51 5.07 108.66 102.66 

水田 586.12 13.85 89.24 2.11 -496.87 -84.77 

其他農作 153.84 3.64 299.21 7.07 145.36 94.49 

非農業使用 3,145.48 74.34 3,076.58 72.72 -68.90 -2.19 

合計 4,231.00  4,231.00    

表 4 魚池鄉歷年茶園面積與產量 

年份 栽種面積（公頃） 收穫產量（公噸） 年份 栽種面積（公頃） 收穫產量（公噸）

1951 548 130.25 1981 550 4,070 

1954 731 196.563 1982 555 3,552 

1955 741 317.374 1983 570 3,552 

1956 741 316.1 1984 570 3,552 

1957 785 435.94 1985 430 2,865.6 

1958 810 534.64 1986 430 2,752 

1959 890 683 1987 327 2,289 

1960 850 697 1988 35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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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 4 魚池鄉歷年茶園面積與產量 

1961 890 680.85 1989 361 1,292.4 

1962 863 2,530.656 1990 370 1,132.2 

1963 865 2,729.6 1991 388 1,187.28 

1964 885 639.75 1992 413 1,371.16 

1965 885 442.5 1993 416 383 

1966 885 654.68 1994 365 402 

1967 880 797.68 1995 346 277 

1968 880 644.25 1996 337 337 

1969 870 613.2 1997 324 388 

1970 850 2,500.72 1998 319 401 

1971 830 2,464 1999 310 372 

1972 830 2,532.72 2000 304 365 

1973 665 2,464.624 2001 297 356 

1974 651 2,604 2002 296 355 

1975 650 2,860 2003 298 372 

1976 650 3,016 2004 298 373 

1977 585 3,510 2005 294 353 

1978 585 3,627 2006 294 368 

1979 555 3,552 2007 281 337 

1980 550 2,640 2008 281 338 

資料來源：南投縣統計要覽（1951-2008），南投縣政府。 

 

 

 

 

 

 

 

 

 

 

 

 

                            圖 4 民國 65 年前後魚池北部土地利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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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積的茶園在空間上的相當集中，多在農林公司的中明茶區、大雁茶區，以及鹿篙一帶，

與茶改場周邊有較密集性的茶園分布，總面積約 239 公頃，雖佔總面積 5.67%，但卻佔農業使用

面積的 22%，為僅次於水稻的重要農產業。其他農作早期以竹林與旱作為主，約佔農業使用面積

的 14%。 

（二）民國 65 年至民國 80 年前後土地利用變遷狀況（1976 年~1991 年） 

1980 年代是台灣檳榔價格水漲船高之際，以中上品質的檳榔來說，每粒價格皆有超過單價 20

元台幣的行情，此一時段也是台灣檳榔快速橫掃農田，一躍擠身台灣農村最搶手作物，以綠金之

態使檳榔園快速擴張。 

 

 

 

 

 

 

 

 

 

 

 

 

圖 5 民國 80 年前後魚池北部土地利用狀況 

從航空照片判釋的結果，魚池鄉北部在 1991 年前後，檳榔種植面積佔總體面積的 9.21%、農

業使用面積的 33.77%，意味著將近三分之一的農地皆為檳榔園，其土地利用變遷比率為各土地利

用分類之冠。透過土地利用移轉矩陣的分析來看，檳榔園的開發多數是由其他農業使用轉作而來，

自非農業使用轉作的部分只佔 5.29%（表 6-1），可見當年檳榔在農村搶手之程度。 

另外，透過地理資訊系統的套疊分析（Overlay）功能，分析 1976 年至 1991 年魚池鄉北部茶

園的轉作狀況，表 8 顯示 1976 年的茶園土地在這近十五年間的轉作以檳榔與果園為大宗，各佔近

13%，但有 40%的茶園多轉為非農業使用。從航空照片判釋，這些轉為非農業使用的茶園多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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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林地、建地等使用。 

從空間上的變遷來看（圖 4），新城村鹿篙地區的茶園集中轉作果園，大雁村澀水一帶集中轉

作檳榔，中明村與水社村交界一帶的茶園為茶業改良場所有，只有部分茶園轉為林地使用。 

其次，根據分析 1991 年茶園土地的轉作來源顯示，舊有未轉作茶園約有 76.16 公頃（表 5-2），

佔 1991 年茶園面積的 47.12%；另有 45.81%是自非農業使用土地轉作而來，多在農林公司大雁及

中明茶區的土地上，與舊有茶園相顯集中（圖 5）。 

表 5-1 魚池鄉歷年檳榔種植面積與產量 

年份 栽種面積（公頃） 收穫產量（公噸） 年份 栽種面積（公頃） 收穫產量（公噸）

1996 1128 3862 2003 1851 5915 

1997 1194 3270 2004 1,750 6,562 

1998 1403 4805 2005 1,846 6,923 

1999 570 5,886 2006 1,844 6,915 

2000 1623 4870 2007 1,878 7,041 

2001 1706 6399 2008 1,864 6,989 

2002 1691 6342    

資料來源：南投縣統計要覽 （1951-2008），南投縣政府 

表 5-2 民國 65 年至民國 80 前後土地利用面積變遷表 

第一版 第三版 

茶 檳榔 果園 水田 其他農作 非農業使用 合計 

Type Area 

（公頃）

Area 

（公頃） 

Area 

（公頃）

Area 

（公頃）

Area 

（公頃）

Area 

（公頃） 

Area 

（公頃）

茶 76.16 29.88 31.76 0.01 4.27 97.64 239.72 

檳榔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果園 1.06 29.61 19.96 0.22 20.21 34.78 105.84 

水田 7.14 132.72 34.09 56.19 164.06 191.92 586.12 

其他農作 3.22 31.20 18.57 5.96 31.05 63.84 153.84 

非農業使用 74.04 166.44 110.13 26.85 79.62 2688.40 3145.48 

合計 161.62 389.85 214.51 89.24 299.21 3076.58 4231.00 

表 6-1 民國 65 年至民國 80 前後土地利用面積比率變遷表 

第一版 第三版 

茶 檳榔 果園 水田 其他農作 非農業使用 合計 
Type 

Area（％） Area（％） Area（％） Area（％） Area（％） Area（％） Area（％）

茶 31.77  12.47  13.25  0.01  1.78  40.73  100.00 

檳榔 0.00  10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果園 1.00  27.98  18.86  0.21  19.09  32.86  100.00 

水田 1.22  22.64  5.82  9.59  27.99  32.74  100.00 

其他農作 2.09  20.28  12.07  3.88  20.19  41.50  100.00 

非農業使用 2.35  5.29  3.50  0.85  2.53  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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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民國 65 年至民國 80 年魚池鄉北部茶園土地轉作狀況 

 

 

 

 

 

 

 

 

 

 

 

圖 7 民國 80 年魚池鄉北部茶園土地轉作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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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 80 年至民國 98 年前後土地利用變遷狀況（1991 年~2009 年） 

表 6-2 民國 80 年及民國 98 年土地利用分類表 

Year 第三版 正射影像 第三版至正射影像 

Type Area（公頃） Area（％） Area（公頃） Area（％） Change（公頃） Change rate（%）

茶 161.62  3.82  79.48  1.88  -82.14  -50.82  

檳榔 389.85  9.21  893.73  21.12  503.88  129.25  

果園 214.51  5.07  39.85  0.94  -174.66  -81.42  

水田 89.24  2.11  8.33  0.20  -80.91  -90.67  

其他農作 299.21  7.07  126.11  2.98  -173.10  -57.85  

非農業使用 3076.58  72.72  3083.50  72.88  6.93  0.23  

合計 4231.00    4231.00        

從 2009 年的航照正射影像圖可見魚池鄉北部有大量檳榔園存在，經過判釋結果顯示（表 6-2），

檳榔覆蓋面積就有 893.73 公頃，佔總面積的 21.12%，更佔農業使用面積的 77.88%，在土地利用

變遷比率上仍為第一，表示過去 18 年間檳榔仍是轉作最多的農業形式（圖 8）。由於判釋技術的

限制下，難以對採用間作的農地進行判釋，魚池鄉現今的檳榔覆蓋地區，有諸多部分與茶樹、果

樹等間作，而檳榔樹型高大，在進行航空照片的判釋上會對與其間作的作物有所遮蔽，判釋的面

積會大於統計資料，同時影響茶園與果園的判釋結果。在此限制下，分類上並不考慮間作形式，

與檳榔間作的部分皆作為檳榔的種植類別，也凸顯檳榔在此區相較其他農作之優勢程度。 

 

 

 

 

 

 

 

 

 

 

 

 

圖 8 民國 98 年前後魚池北部土地利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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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民國 80 年至民國 98 前後土地利用面積變遷表 

第三版 正射影像 

茶 檳榔 果園 水田 其他農作 非農業使用 合計 
Type 

Area（公頃） Area（公頃） Area（公頃） Area（公頃） Area（公頃） Area（公頃） Area（公頃）

茶 25.96 59.93 5.73 0.00 5.41 64.60 161.62 

檳榔 5.47 248.58 4.31 2.19 14.41 114.89 389.85 

果園 8.40 121.85 8.62 0.00 8.51 67.12 214.51 

水田 1.95 21.56 0.79 3.76 24.25 36.94 89.24 

其他農作 10.28 107.50 5.70 1.04 29.20 145.48 299.21 

非農業使用 27.43 334.31 14.70 1.34 44.33 2654.46 3076.58 

合計 79.48 893.73 39.85 8.33 126.11 3083.50 4231.00 

魚池紅茶產業在歷經 1970 年代的高峰後快速衰退，連帶影響茶園的經營，從 1976 年至 1991

年的土地利用變遷分析已說明茶園面積逐漸減少，到了 1991 年至 2009 年的土地利用變遷分析更

可見茶園以更快速的變遷速率在消失（表 7）。至 2009 年，單純茶園覆蓋的面積僅剩 79.84 公頃，

從土地利用變遷移轉矩陣的分析，1991 年的茶園到了 2009 年有 37.08%轉作為檳榔，僅有 16.06%

的茶園被保留下來（表 8）。 

表 8 民國 80 年至民國 98 前後土地利用面積比率變遷表 

第三版 正射影像 

茶 檳榔 果園 水田 其他農作 非農業使用 合計 
Type 

Area（％） Area（％） Area（％） Area（％） Area（％） Area（％） Area（％）

茶 16.06 37.08 3.54 0.00 3.35 39.97 100.00 

檳榔 1.40 63.76 1.11 0.56 3.70 29.47 100.00 

果園 3.92 56.81 4.02 0.00 3.97 31.29 100.00 

水田 2.18 24.16 0.88 4.21 27.17 41.40 100.00 

其他農作 3.44 35.93 1.91 0.35 9.76 48.62 100.00 

非農業使用 0.89 10.87 0.48 0.04 1.44 86.28  

從圖層套疊分析的結果來看，大雁茶區的茶園大量轉為檳榔，中明茶區則是轉為非農業使用

與檳榔大宗，南端茶業改良場一帶的茶園因為茶業研究的需求，且為政府公家單位之土地，因而

大量的保留（圖 9）。 

進一步分析 2009 年茶園的轉作來源，其他分類轉作茶園的比例並不高，約在 1%~4%之間，

不單面積少，且空間分布上也相當分散，根據魚池鄉鄉公所的統計清冊，2004 年以後新栽茶園的

茶農有 44 位，但只有 13 位是承租農林公司的土地，多數皆為私有地或與林務局、國有財產局等

承租，因此空間分布上並未像前一期的變遷多集中在舊有茶區附近，而是相顯得零散（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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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民國 80 年至民國 98 年魚池鄉北部茶園土地轉作狀況 

 

 

 

 

 

 

 

 

 

 

 

圖 10 民國 98 年魚池鄉北部茶園土地轉作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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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茶生產關係之特色 

（一）日治時期紅茶產業的興起（1899 年–1945 年）-日資壟斷期 

台灣茶產業發展早期以烏龍茶為主，最早紅茶製作技術並非由中國大陸引進，根據當時日人

對台灣的舊慣報告書記載「1889 年台灣巡撫使劉銘傳經由廈門英商之手，從印度阿薩姆地區邀請

專門技師來台，擬將印度與錫蘭之製茶技術傳授台灣農民，不幸，計畫受到島民之反對而為未能

成功。」當時成品產量甚少，難具有商品之價值（徐英祥，1995）。而台灣紅茶有規模的生產自

1899 年，日本政府授權三井合名會社在台北與新竹開拓大規模茶園，並陸續於大豹、大寮、水流

東及磺窟等地創建新式紅茶場，主要外銷供日本國內需要（林木連等，2009）。 

世界市場主要消費茶種以紅茶為大宗，日人殖民台灣，欲強化台灣茶在世界市場的競爭力，

就必須發展現代化的經營模式，渡邊傳右衛門（1940）在擔任三庄製茶會社取締役
1
一職時，參與

1910 年英日博覽會就指出紅茶為日後世界茶葉消費之主流，而當時日本國內只有福岡縣有產製紅

茶，此外就是三井會社在台灣北部以小葉種茶樹製作的紅茶。因此日人為了在台灣發展紅茶產業，

遂引進適合製作紅茶之阿薩姆大葉種茶樹，並尋找合適地點栽培。1925 年，日人在魚池一地發現

台灣山茶，當時魚池所產之茶業被稱為「五城茶」，係以台灣山茶為主的蒔茶
2
園所生產，日人將

山茶送至早稻田鑑定，被認為係同阿薩姆品種（徐英祥，1995）。而魚池因土壤、氣候與東北印度

地區相似，為台灣少數適合大量種植阿薩姆種之地區。當時日人曾以當地山茶製作紅茶，發現成

品的香氣水色品質甚優，因而引發阿薩姆引種之爭論。最終，阿薩姆茶樹種勝出，同年由日本政

府當局配給種子給魚池業者播種，翌年大量栽培成功，奠定往後阿薩姆紅茶生產的基礎。 

除了阿薩姆的引種工作，日人在台推行茶業改良也包含品種改良、茶園管理方式等，其中製

茶方法的改良大幅降低生產成本，利於紅茶產業走向大量專業化生產模式。從當時官方的茶業改

良法
3
記載：「台灣茶葉製造法沿襲中國，而中國製茶法以不同茶工製作，品質各異，而印度錫蘭

僅以數名茶工配以時鐘、溫度計等，以機械製茶一年即可生產數十萬斤至百萬多斤茶葉，在中壢

郡、大溪郡首先進口紅茶用乾燥機，其製茶費用約半數，成茶售價亦高 10%。...可得知機械製茶

甚為有利，不僅節省生產成本同時又提高品質，但機械價格高昂，製茶工廠亦要大面積，對小農

而言無法採用，宜以共同經營方式採用機械製茶。」隨後 1928 年，三井合名會社以新式製茶法將

魚池所產製紅茶以「Formosa Black Tea」熱銷至倫敦、美國及澳洲，也促成之後日本許多茶葉公

司來台投資開拓阿薩姆茶園與新式紅茶製造廠（邱垂豐、林金池、黃正宗，2006）。 

隨著製茶方式的改良，此時台灣紅茶產業已與世界市場接軌，但世界各國受到一次大戰影響，

對於紅茶消費能力減弱，因此印度、斯里蘭卡、爪哇等國紅茶生產過剩，造成茶價低落（簡汝育，

2007）。1933 年荷印聯合印度、錫蘭等生產國家締結「國際茶葉限產協定」，規定 1933 至 1940 年

間，逐年限制紅茶的產製及輸出，此時日本政府則趁機積極獎勵紅茶增產，促進出口貿易，使台

灣紅茶竄起（林木連等，2009）。當時台灣紅茶出口量從 1933 年 823,078 公斤到翌年突增至 3,296,532

                                                             
1 取締役相當於公司董監事一職。 
2 即野生茶樹。 
3 原文載於台灣之茶業第十二卷第一、二、三號，此處採用徐英祥（1995）之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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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圖 2），與烏龍茶、包種茶不分軒輊，其後更超越兩者成為台灣主要外銷茶種。魚池鄉為台

灣阿薩姆紅茶的專業生產區，在紅茶產業盛行的年代，據曾經擔任持木會社茶廠主任的老茶農

（A1F1）表示：「以前日本人在這裡調查，覺得這裡很適合發展紅茶，就有很多日本人來這裡蓋

茶廠、種茶園，那時候有好幾百甲的土地都是茶園，光我們茶廠員工就有 300 多人，收茶的時候

大家從早做到晚，生活都在這邊，下了班就直接回到後面的員工宿舍...。」從老茶農的經驗陳述

可見當時日人投資紅茶產業的熱衷程度與規模，且當時茶廠員工需要接受教育訓練，包含日語與

機械製茶的技術，方可成為製茶師傅。 

（二）戰後紅茶產業從興盛到沒落（1945 年–1970 年代）-契重賣菁期 

1937 年為台灣紅茶生產的高峰，產量高達 633 萬公斤，輸出量更高達 580 萬公斤，該年以後

由於國際間限產協定逐年放寬，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因糧食缺乏及兵源之需要，將部

分茶園改種糧食作物與勞力移轉使用，使得茶園荒廢，出口量也日漸減少（邱垂豐、林金池、黃

正宗，2006）。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過去日治時期紅茶產業幾乎都掌握在日資會社手中，國民政

府接管台灣後，當地日資會社的生產資本（廠房、土地與技術）直接轉移到國營的台灣農林股份

有限公司。戰後農林公司將戰時損毀的茶廠陸續整修開工，產品 90%以上都是紅茶（林木連等，

2009）。茶農（A1F1）回憶道：「那時候國民政府接管，日本人就把這裡的廠房和土地給了政府，

我們要教那些來接管的人怎麼做茶...。」在同一時間，許多民營茶廠也加入生產，日治時期在殖

民政府的政策下，魚池為台灣少數阿薩姆紅茶的產地，紅茶產業多數壟斷在日資企業，隨戰後的

政治情況改變，開始有外地的製茶師傅進到魚池成立茶廠。但因為私有茶園少，茶農幾乎都是契

作，隨著產權的轉移，生產體制並無太大的改變，茶農多半照舊買賣茶菁給農林公司的茶廠，其

中一位茶農（O1F4）談到：「以前農林公司會派人來收茶菁，我們跟人家押約，...那時候的茶都

是農林公司收走了。」 

1955 年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促使農林公司轉向民營化經營
4
，民營化後的農林公

司仍然擁有魚池鄉將近 90%的茶園，但不再享有壟斷買賣茶菁的權力，茶農可自由販售茶菁給茶

廠（簡汝育，2007）。戰後紅茶產業持續發展，魚池紅茶產業在 1970 年代達到高峰，一位私人茶

廠的製茶師（F2P1）提到：「在民國 60 年前後，整個魚池紅茶產量最多，也最好的時候，當時一

斤茶的價格跟一個男工一天的工資一樣，對當時的農民有很大的誘因。」同一時期，國際主要紅

茶生產國也在戰後重整生產步調，印度、斯里蘭卡以及非洲肯亞和馬拉威等地快速發展，來自過

去殖民母國的投資，廣大的茶園面積和眾多低成本勞動人口，有利以大規模農場式的企業經營方

式大幅壓低生產成本，在產量和價格上皆挑戰台灣紅茶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 

（三）檳榔取代的生產結構段鏈期（1970 年–1999 年） 

隨 1970 年後，正值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人力工資成本上揚，製茶師（F2P1）補充道：「70 年

代是台灣經濟急性成長的階段，人力需求很高，大量的人工外移，導致這邊產茶鄉鎮人力需求不

                                                             
4 耕者有其田限制地主自有土地僅可保留三甲，超過土地一律徵收放領，政府以土地實物卷七成，四

大公營事業（台泥、台紙、工礦、農林）股票三成補償地主地價，開啟公營事業民營化之門，促進

工業發展（李鴻毅，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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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工資一直飆，從原本的兩百塊到四百、六百塊，那加工出來的成品就高於一般輸出的批發價

格...。」面對這些國外茶區強勢的挑戰，台灣紅茶在國際市場面臨削價競爭，連帶反映到在地的

生產意願，魚池的茶廠也減少產量，茶農（A2O0）說：「茶價不好的時候，茶廠不跟你收茶，你

採了茶菁也沒地方賣，只能種一些檳榔和果樹。」在紅茶產業持續低靡不振的情況下，不單茶廠

面臨轉賣廉價的低品質茶，許多茶農也無以為繼，只能將承租而來的茶園紛紛轉作或廢棄。 

（四）921 紅茶產業再造-消費者的在地連結期（1999 年迄今） 

1999 年 921 大地震後，魚池鄉也名列受災鄉鎮，災後各災區開始推動重建，政府也有許多單

位補助推行各式重建計畫，魚池鄉大雁村澀水社區在重建時提了四個主軸，其中之一就是發展有

機農業，而重建人員中有數位本身擁有茶園，提供重建紅茶產業的契機。然而紅茶復興之路在開

始時並未如預期的順利，當時提出推動紅茶產業復興的社造人員（C1O0）表示：「我們當時提紅

茶也只是一個嘗試，就連茶改場都不看好紅茶能夠再起來，畢竟都沒落一、二十年了，我們也到

茶改場找人，剛好也有茶農提供，透過地方人員的重組看看有沒有機會。」確實，災後重建提供

了紅茶產業再發展的機會，同時也是改變紅茶產業生產方式的關鍵，在產業重建的過程中，魚池

茶改場建議恢復手工採茶並擔任技術支援，也將改良的新茶種推廣，重建計畫推動下第一位嘗試

個體小戶生產的茶農（A3F3）談到：「我們那時決定說，如果真的要做就做手工的，做高級一點，

這樣路才走的長。...那時候討論要做精緻一點就是要做有機，...。」對於當時重新投入紅茶產業

的人來說，很明白以台灣小農生產的情形，如果不想辦法提高產品價值是無法與國外低價紅茶競

爭。再者，魚池紅茶的市場定位也轉向國內市場，阿薩姆紅茶有其獨特性與地方的故事性，行銷

上利於將這些地方意象轉化為符碼，使紅茶得以再商品化。 

近年來伴隨日月潭觀光的興盛，也助長魚池紅茶的轉型再發展，當地最大茶廠的廠長（O1F4）

談到茶廠轉型的過程：「2004 年我們開始做有機...，這是一種趨勢。你要發展地方觀光產業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種特產...我當時拜訪鄉長，他也很有心要推廣紅茶產業及觀光產業，魚池這裡的特

產就是紅茶、香菇...。」而鄉公所同年也舉辦了阿薩姆紅茶文化季，將紅茶與地方行銷結合，確

立紅茶在地方產業的地位。除此之外，由於當年的沒落使得茶園面積大減，以致於產量不多，也

正因為如此，魚池紅茶的行銷通路除了網購宅配等新式消費型態可取得外，在魚池以外的地區幾

乎難以購得，農林公司的廠長也坦言在台北的門市有少量販售，只有到魚池茶廠才有通路，就連

日月潭周邊一間外地大型茶公司門市，限定該門市販售與當地茶農契作生產的紅茶。地產地銷的

形式更強化紅茶產業與地方的連結，而紅茶產業的復興帶動許多小型茶廠與自有品牌出現，市場

的競爭場域從國際轉移到在地，各家品牌無不強化各自品牌形象與產品包裝，也有數家品牌開發

新的調味紅茶，企圖將自家產品形塑獨特性與差異性，今天到魚池鄉，沿路販售紅茶的招牌，可

見紅茶產業興盛程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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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魚池鄉紅茶發展階段 

 

 

 

 

 

產業結構與生產關係的轉變 

魚池紅茶發展的歷史背景與台灣的烏龍茶區發展大相逕庭，有著濃厚的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

影響，在日治時期可謂半官方的產業，從生產設備到土地資本，幾乎無不都為日本人所掌控，而

今日延續著這樣壟斷式的歷史脈絡發展，也造成茶農在生產上面臨土地的矛盾問題。 

日治時期的茶業租耕延續自清朝時代土地制度，有行大租戶與小租戶、小租戶與現耕佃人之

間的履行慣例，又以佃作存續時間分為兩者，二十年以上為永租耕權，二十年以下之佃權改稱為

租借權。當時的茶業租耕有埔地租耕（備用山林原野由個人加以開墾種植茶園）與茶園租耕（既

成茶園的租耕）兩種，前者擁有永租耕權，後者則行租借權。 

魚池一地的阿薩姆茶園在殖民政策的導向下，透過日本殖民政府的阿薩姆種茶園開發補助計

畫，補助企業化的經營開墾，也形塑早期魚池的茶園多為日資會社所有。在當時的補助方法中明

訂： 

「阿薩姆種茶業之經營以大規模經營之農場組織為目標，每一企業至少擁有兩百甲以上之茶

園，茶園有兼製茶者，另外補助開墾費及種苗費一百七十圓。」（徐英祥，1995） 

同時也規定補助企業者需限定為土地所有者，若土地取得是依國有財產法賣渡、讓與或租借

以及台灣官有林原野預約賣渡規則或租借規則取得皆加以認定。在此一條件下，日資會社多依循

台灣官有林原野賣渡規則向殖民政府購得林野土地開闢茶園。 

從阿薩姆種茶園的開發補助中不難見到，目的在獎勵組織大規模經營之集團農場制，同時吸

引企業在當地兼營茶廠，這對欲從事小農經營的個體散戶有極大的障礙，也奠定日資會社對魚池

紅茶生產的壟斷。至 1940 年，魚池庄的紅茶經營分屬八個單位所有，面積已達 1,376.7 甲（表 10）。

同時台灣總督府計畫自 1940 年起，以十一年的時間開發中南部山地約一萬一千甲的土地作為阿薩

姆茶園，其中魚池至埔里一帶的獎勵面積就高達 2500 甲，為各個州廳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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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940 年魚池庄紅茶園經營面積 

經營單位 茶園面積 

中村農園 558 甲 

持木農園 319 甲 7 分 

中野農園 41 甲 

貓欄農園 55 甲 

三庄農園 149 甲 

總督府紅茶試驗所 55 甲 

蓮華池 1 甲 

台灣拓殖會社 198 甲 

合計 1376 甲 7 分 

資料來源：整理自徐英祥，1995 

在日治時期的政策發展下，魚池庄一帶茶園幾乎都成了會社所有，會社茶園多依茶園租耕之

慣行法招佃茶農開墾，此時的承租茶農多屬租借權，對農地的租耕期短且租金較埔地租耕高。其

租耕有下列四項特性（古澤悌次，1940）： 

1. 茶園租耕為有償契約，地主將既成茶園，即負擔茶園土地及栽種茶樹之使用義務，而租耕人

則負責支付租金之債務。兩者債務互相對立。 

2. 茶園租耕之使用收益的目的乃以他人之茶園土地以及茶欉為目的。 

3. 茶園租耕，乃契約行使土地之使用與收益。 

4. 茶園租耕人需負擔茶園土地以及茶樹使用收益之代價而支付租金之義務。 

而茶園租耕之年限，則以設定的限年瞨耕唯依據，但限年瞨耕的期限相當凌亂，有以一年為

期限者另稱現年瞨耕，但通常都定為三年或六年左右者為多，十年、二十年則是少數，年限到期

須得續訂租約。 

1946 年日治時期的結束，國民政府來台，將原本屬於日資會社茶業相關的資本、土地與設備

等一併接收，改組成立台灣農林股份有限公司茶業分公司，而魚池茶園地權關係也跟著轉移，租

耕契約則延續日治時期之制度。 

台灣光復初期，約有 41％為佃耕地，為強化農業生產與促進地主轉投資工業，國民政府於 1949

年推行一系列的土地改革政策，期望做到地盡其利、農地農有與農地農用的目標（李鴻毅，1996），

其中耕者有其田的推動更是增進台灣農業發展的重要關鍵。 

當時耕者有其田的規定耕地徵收以私有出租者為範圍，政府徵收之出租耕地包含：地主超過

條例規定保留標準之耕地、共有之耕地、公私共有之私有耕地、政府代管之耕地、祭祀公業、宗

教團體之耕地、神明會及其他法人團體之耕地，耕地徵收後，由現耕農民承領，附帶徵收之定著

物及基地亦同。耕者有其田限制地主自有土地僅可保留三甲，超過土地一律徵收放領，政府以土

地實物卷七成，四大公營事業5股票三成補償地主地價，開啟公營事業民營化之門，促進工業發展，

期望做到農地所有權平均分配，使農業生產增加，提高農民所得。 

的確，耕者有其田的改革政策使台灣的農地所有權發生大轉變，然而對於茶園土地的影響卻

                                                             
5 即台泥、台紙、工礦、農林四大公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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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無幾。根據耕者有其田條例第六條： 

「本條例所稱地主，指以土地出租與他人耕作之土地所有權人，其不自任耕作，或雖自任耕

作而以僱工耕作為主體者，其耕地除自耕部份外，以出租論；但果園、茶園、工業原料、改良機

耕與墾荒等雇工耕作，不在此限。」 

理由在於這些作物種植範圍較大，當非土地所有人自身及其家屬勞力之所能適應，這種帶有

企業經營意味的耕作，其需雇工以種植 （劉應瑞、羅孟浩，1953）。 

因此耕者有其田的結果只是使農林公司轉向民營，茶園土地的權力關係從公營企業轉向民營

企業手中，並未能解決茶農在農地生產上的矛盾。今日魚池多數茶農仍和農林公司保持租約關係，

每六年需重新訂約，在茶園的放租合約中，農林公司將其擁有之茶園按生產力分為十二個等級（圖

11），而承租茶農須依承租不同等級之茶園繳交代租之茶菁。 

 

 

 

 

 

 

 

 

 

 

 

 

 

 

 

 

 

圖 11 台灣農林股份公司茶園手採茶菁交菁標準表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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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代繳租金的茶菁外，契約上也寫明所收穫之茶菁應全部繳送農林公司作為製茶原料，不

得據為己有或讓渡他人，此外還對茶菁摘採方式、茶園經營管理及茶樹補植等都有一定規範，且

承租茶園不得間作或改變用途，這意味著茶農只有對茶樹耕作的使用權，並無土地之使用權。 

在放租契約下，過去茶價好的年代可說是茶農收入的保證，透過地權租約確立茶菁的保證收

購，同時在茶園經營上農林公司也提供了相當大的協助，這對茶農而言不外乎是個節省經營成本

的好方式；但逢茶價下跌，紅茶產業崩盤之際，卻也大大的限制了以地維生的農民生計。 

茶農（A1F1）陳述家中茶園的繼承過程： 

「我阿公當時的契作，承租的土地原先非種茶，多數是竹筍，後來日本人輔導種茶，還有一

些林地，任人將原住民趕走，再將土地轉租給漢人，租約定為幾年，真正土地所有權是屬於日本

政府的。戰敗後國民政府接收，很多阿薩姆茶園屬於租賃的，變成我們沒有實質的地權，前一陣

子農林公司有要收回，但這些老茶園屬於契作的地，老農民都耕作 60 多年，要收回去是相當不公

平的，很多人在繼承租約權的時候都停止繳納租金，像我爸爸那年代的人，十個剩兩個在交租…。」 

在魚池紅茶產業沒落的那段時間，隨著市場萎縮，茶廠減產，農林公司也未按契約收購茶菁。

對於茶農來說，承租而來的茶園形同沉澱成本，加上農林公司也並未嚴加控管茶農的契作狀況，

使得契約的約束力量逐漸式微，茶農紛紛將土地轉為他用。但隨著紅茶產業的復興，紅茶產業逐

漸被看好。在復興初期，仍有許多舊茶農不敢貿然再次投入茶產業，而是將從農林公司承租而來

的茶園在轉契作給其他經營者，也有舊時的老茶農無意再經營茶園，將茶園轉租給他人，然而這

卻又再次觸及到契約的紅線。 

「那時候剛推動產業再造有成立產銷班，後來市場有這需求，價位也不低，所以都包給人家

採，像那間 OOO 就包了 5~6 年，前兩年則是包給 OOO，那都是一年契…」（茶農 A6O2） 

按與農林公司的租約，轉契作的狀況實屬違約，在紅茶產業漸露曙光的時期，對再次投入生

產充滿不安全感的茶農們只能遊走在毀約的風險邊緣，地權的問題再次浮現，人與土地的矛盾也

漸漸轉化成衝突。 

另一位茶農（A9O2）談到與農林公司租約的問題時也說到： 

「從民國五十幾年的時候農林就說要賣地，一甲地開價六、七十萬，以前生活比較困苦，大

家哪裡買得起。...現在就沒有要收租，就是要跟我們討回土地，我們這邊在抗議說，我們從日本

時代就種到現在，你應該是要配合農民，先給他做才對。他現在就不給你做，就是要整個都賣給

人家，現在我們農民就一起抗議說不要還他，看他是要買土地，用公告的價錢賣我們，我們也願

意；現在就是說他們要用建地的價錢賣給我們，我們哪裡買的起。」 

老茶農（A2O0）不但對承租狀況忿忿不平，同時也道出在此一制度下不對等的關係： 

「他們現在就是說以前茶園裡有多少叢茶樹，現在因為很久沒整理照顧，有些茶樹會死掉，

他就說這是沒有標準的茶叢，要陪給他茶叢，茶樹也算是他們的。說以前放給我們租，茶樹現在

不標準，就說一叢要賠多少，這點就條件來說是不合理，人都會老死了，更何況茶樹？你又不跟

我們收茶，我們要給他硬作，照顧也不合成本阿！我們農民的生活是要放給大家死，難不成要這

樣子？我們人都快沒飯吃還跟你去照顧茶樹。」 

從茶農的口中不難體會他們對這樣的土地制度無奈與不滿，茶農提到有許多人並非間作轉作

而面臨土地被農林公司收回的命運，而是未將枯死的茶欉補植，視同違約，也有許多茶農是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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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茶價低靡之時未按約交租，而面臨失去耕作土地的可能。 

對於擁有地權的農林公司來說，立場甚為鮮明，土地是公司的資產，按照租約放租出去，也

按約來處理租地問題。農林公司的廠長（O1F4）認為： 

「有些人中途違約，沒有辦續約，但他們還是佔在那邊使用，...，合法的是六年租約一次，

結果你是種了檳榔樹，那就是違約，與作物的精神不一樣。」 

「我們也有跟農民契作，一般不超過十年，大多都六年以內，至於那些轉了好幾手的契作都

是違法，但那要有證據，這些私下轉讓的合約書他們也不可能拿出來給你看阿！...他們違約，我

們要收回來又不好收，所以就有跟農民打官司阿！」 

茶農面對茶園的土地問題，也多次將這些意見訴諸抗議行動，嘗試捍衛自身的空間權益。對

他們而言，茶園不只是作為生產空間，也是生活空間，包含數代人的經營的生活累積，有許多老

茶農是從小就跟著祖父輩學種茶，照顧一甲子的老茶樹象徵兩、三代人的生活記憶，當農地淪落

為土地權力支配下的空間，他們爭取的是使用空間的正當性。魚池茶園因為日治時期殖民主義的

政策而被壟斷，進而透過土地制度與契約支配茶園的生產空間，今日的茶農並非為了殖民政府或

者企業需求而從事生產，生產的目的已經轉變，土地已不只是生產價值的資本，而是自身歸屬的

生活空間。但從農林公司的角度來看，茶園是有價值的生產空間，應要提供最大價值的生產，兩

者在對茶園空間使用性上的認同差異，是造成此項矛盾的主因。 

終於在 2010 年 8 月，在南投縣長與行政院長的協調下，農林公司承諾將 600 多公頃的土地以

公告市價加五成的方式售予農民6，使得魚池茶園問題得以一見曙光。然而，土地問題尚未完全解

決，有茶農抱怨道購地的認定條件太過嚴苛，光以需要持續納租的條件就使許多人被排除在資格

外，也有茶農對於申購的程序大有意見。承辦至今，魚池的茶園土地的問題仍舊還未解決，農地

的權力關係尚未完全轉至農民，仍待更進一步的發展。 

農業生產本身就是農人對自然資源的佔用，並將其作為生產資料用以生產使用價值，從茶葉

的生產來看，農人從事茶菁生產是為取得交換價值，以半成品的形式出售給茶廠，透過茶廠加工

的成品才能創造消費者需求的使用價值，單就茶菁的生產是無法直接銷售到市場，必須經過加工

製造才得以成為商品。而且紅茶在製程上屬全發酵茶，揉捻與發酵的過程對生產設備十分講究，

若非有茶廠設備很難生產出一定品質的成品。因此紅茶的生產上勢必產生兩個不同的生產階段：

農業茶葉與工業茶葉7，分屬不同階段的生產者形構了基礎的生產關係。 

（一）日治時期 

魚池紅茶產業在資本主義歷史地理的發展脈絡中萌芽，由殖民國家主導的發展策略，根植於

殖民者對海外殖民地治理的再現（representation），將殖民地納入國家創造積累的空間，從中抽取

剩餘價值，如同 Harvey （2010）所言是一種資本主義下擴張地理尺度（expanding geographical scale） 

的積累。因此在日治時期，殖民背景的社會脈絡形成生產的上層結構，透過政策與會社資本的力

量來壟斷生產，並對紅茶產業生產的社會關係創造結構性的影響。前田長太郎（1933）對當時的

                                                             
6 依據當時的公告現值每公頃約三百萬元，如依公告現值加 5 成，總價不超過 450 萬元。 
7 范増平（2001）：「茶葉商品的生產分為兩部分，「農業茶葉」與「工業茶葉」，即一般常見的茶菁生

產與茶成品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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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業發展寫道： 

「...今後紅茶生產顯然朝向增加之傾向。即利用機械製茶乃以製造紅茶為第一，因為紅茶為

完全發酵茶係一種得以行大量生產的茶葉，故從輸出之單位價格與生產成本而言，生產紅茶比其

他茶葉有利。」 

這段紀錄說明了日人在台的紅茶生產方針，同時又在文中言明：「近代經濟結構之成長資本主

義經濟社會下，...經營朝向大量生產與生產物均一化，茶業經營亦需要利用機械。...機械生產費

用為手工之一半，...這即很明顯地係資本主義經濟所誕生之經營型態。」 （前田長太郎，1933） 。 

以馬克思所言，每個社會的生產方式決定了社會的生產關係，為求福特主義式的生產模式，

日本扶植本國資本投資台灣茶業，投資資本從日本流動到在地，建立生產的固定資本。以殖產局

對阿薩姆種茶園開發補助來說，補助對象茶園面積須在 200 甲以上，且兼有製茶者，同時經營者

為土地所有權者，包含台灣官有林原野地賣渡規則或租借規則取得之土地者（古澤悌次，1940）。

然日治時期大片山林地都列屬台灣官有林地，殖民政府以低價承租或賣渡予日資會社開發，因此

新闢大面積茶園都屬日資所有，且具製茶設備者往往也都是日資會社。在政策的鋪路下，日資得

以無阻礙地取得土地（包含茶樹），並建立廠房與製茶設備，鞏固其在地生產的固定資本。再者，

導入機械製茶，日人也排除小農的製茶生產，「如此小農戶摒棄製造後可增加茶園面積。」（前田

長太郎，1933），確立小農戶負責生產茶菁，牽制了兩者間的生產關係。 

擁有土地、生產設備與技術的固定資本，但勞動的供給必須仰賴在地，小農戶或農場契作者

生產茶菁，契作土地往往又屬於日資會社，而製茶的勞力也僱請當地人，不論人與土地或是茶農

與茶廠的勞動關係也都被納入生產體制的結構中。據老茶農（A4F5）的描述祖父當時的情形： 

「以前的人跟著日本人種茶作茶，他們會分配工作，日本人要你才能進去工廠做，要有人介

紹...。那時候種的台灣人很多，日本人都要請台灣工...，日本人會請自己的工人採茶，採的品質

怎樣、要採多長都有規定。」 

另一位老茶農（A1F1）則道：「以前日本人經營，土地都日本人的財產，放租出去...。」 

而在當地經營私人茶廠（F8O0）許久的廠長提到： 

「在日據時代與台灣光復初期，紅茶是屬於半官方的產業，一般民眾生產的紅茶都是和農林

公司契作，市場完全被獨佔，當時還自設紅茶警察，專抓未按契作而私自交易的農民，而這些紅

茶警察都是由退伍軍人擔任，一板一眼頗有威權，嚇阻了當時茶農私下的交易，也讓農林公司的

紅茶獨霸市場甚久。」 

從以上陳述反映，在紅茶生產過程中，高品質手採茶難以機械化，此處的勞動一定需要人工，

茶農從土地生產出的價值，又以地租和茶菁的形式流回日資會社，透過積累擴大再生產，增加經

營規模。在此過程中，生產形塑的階層關係同時又反過來鞏固生產，加速日治時期紅茶產業的發

展，同時也壟斷了產業的生產。 

（二）戰後至 1970 年代 

二次大戰戰後，日本人離開台灣，但土地、設備等無法轉化成可流通的資本，來台的國民政

府接收了這些資本與權力關係，隨著台灣農林公司的成立，再度將資本與權力集中化，舊殖民時

代創造的生產權力結構並未消散，而是伴隨政治權力的移轉再重組。面對國際茶市場繼續打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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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需求的大門，不一樣的是魚池紅茶產業在區內產生地理上的整併與強化，在過去殖民政府的獎

勵、補助政策下，魚池地區製茶日資計有台灣農事、三庄、中野、東橫及持木等五家株式會社來

台發展（簡汝育，2007），如今這些會社在魚池擁有的廣大土地與生產設備都集中到農林公司手上，

強化了生產積累的能力。不僅如此，在土地改革政策後，「耕者有其田」只是促成農林公司民營化，

但茶園土地的所有權並未能下放到茶農手中，農林公司仍舊掌控土地的權力關係。 

地權關係則限制茶農在土地上生產的行動力。在茶農與茶廠生產鏈結的部份，雖然農林公司

轉民營化後，不再享有壟斷茶菁收購的權力，但透過土地租賃關係，絕大多數茶農維持契作，仍

舊以地權的力量制約茶菁收購，確保原料的供應能持續生產。 

茶農與農林公司的茶園租賃契約中寫明，承租茶農每年應分三期繳交茶菁。其中春茶四成，

每年五月底之前繳納；夏茶四成，每年八月底前繳納；秋茶兩成，每年十一月底前應繳納，若未

如期繳納，則以當季茶菁平均價格，折收代金，且茶農生產之茶菁，農林公司優先以市價予以收

購。 

茶農（O1F4）說到： 

「地是跟農林租的，以前茶價好的時候農林保證價格收購，...早期農林公司會配一些肥料，

如果不夠肥自己再買來灑，跟現在的經營不太一樣。」 

不只是有契作關係者，既便是小規模私有地栽種的經營者也是如此： 

「農林公司那麼大間，茶菁都賣給他，埔里那也是做紅茶做到沒落阿，魚池這邊幾乎都交農

林公司。」（茶農 A5F6） 

原因在於農林公司規模夠大，能消耗的茶菁量大，同時對外市場有能力行銷，能最有效地維

持生產的流通，持續掌握生產區位的壟斷能力。魚池紅茶產業發展至此可謂巔峰時期，然而透過

地權連結生產模式的壟斷，加速資本積累的能力，但從馬克思資本主義成長理論來看，積累是推

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長的引擎，擴大再生產的積累蘊含著危機的壓力，這體現在三個方面：剩

餘勞工、足夠的生產資料與有效需求市場（Harvey，2010），在積累遇到阻礙就可能會促成某種危

機，進而將積累過程轉移到另一個新的層次，改變其生產的活動形式。 

（三）1970 年代至 1999 年 

1970 年代台灣經濟結構轉型，加上國外競爭對手壓低市場價格，導致紅茶產業的經營漸趨困

難，缺乏有效需求的市場使得紅茶產業面臨成長危機，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中，面臨過度積累

最常見矯正方式就是透過貶值來度過危機，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台灣的紅茶價格加入紅海廝殺，

而逐漸每況愈下。 

在此過渡階段，紅茶的生產方式也開始轉變，茶菁生產由手採茶轉為機採與剪採，過去一片

茶園採收人工約需 10 人左右，但轉為機剪採後，只需約 2 到 3 人的家庭勞力即可，可有效大幅壓

低採收的人事成本，而機剪採的茶菁收購價格也不斷壓低，以確保成品價格的競爭。最終在對外

市場的萎縮下，魚池紅茶生產的有效需求也隨之減少，減產的結果使紅茶產業無法完成有效的生

產流通而逐漸沒落。 

茶農（A6O2）談起：「紅茶沒落，幾乎沒人在收，...當時都是剪碎形茶菁去賣，一公斤 5 塊

10 塊而已，剪一天茶菁的價錢大概只夠一個人的工資，聽我爸爸說那時候剪一整天工資也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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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茶農（A5F6）也回憶道：「那時候就是茶價不好，很多茶園都拿去轉作阿，有種水果和其他

東西，但是都賠錢，最後還是種檳榔。」。 

紅茶沒落的結果，以土地維生的農民不得不轉作生產其他農產，有些農民甚至將茶園棄作向

外尋找新的工作，這促成了魚池鄉茶園大規模的農業地景變遷（圖 12），而當時正值檳榔價格水

漲船高之際，且種植檳榔相當省工，家庭勞力即可負擔。 

老茶農（A2O0）感嘆道：「又不跟我們收茶，把茶園放在那怎麼會合本，...檳榔價格好，大

家都搶著種阿，...農林也不管契約，我們要繳租他們也不收，轉作他們沒說話我們也都惦惦做。」 

 

 

 

 

 

 

 

 

圖 12 魚池鄉歷年茶園與檳榔栽種面積變化 

資料來源：南投縣統計要覽 （1951-2008），南投縣政府。 

從上述的經驗可見當時檳榔強勢的競爭，對農家而言，地權關係對生產壟斷的約束能力也隨

市場轉變而削弱，當紅茶的生產鏈結被打斷，只能選擇轉向其他農產的生產鏈結。從紅茶產業沒

落導致地景的轉變，生產的社會關係再現於茶農空間的實踐上，在全球競爭體制下，紅茶生產的

權力結構日漸鬆散，此時的紅茶產業只能靜靜等待變革再起的機會。 

（四）1999 年至今 

921 大地震後，紅茶產業復興可謂生產者的行動再造，茶農過去受制於茶廠的生產關係，在

供給鏈（supply chain）上無法直接連結市場，紅茶沒落意味著生產體制減弱控制，卻也提供紅茶

產業再造的社會行動機會，災後產業重建可見社會脈絡下行動者的互動。魚池紅茶再次出發，挑

戰的不是國外的大眾市場，競爭的場域轉移到國內消費市場，轉型後的生產模式追求高附加價值，

精緻化的生產，小農戶的互動串連，茶改場提供技術協助與產銷輔導，當時協助輔導的茶改場退

休製茶師（F7P1）說到當年狀況： 

「921 是個痛苦的再造，...有機精緻是趨勢，我剛開始幫忙他（A3F3）要做有機，還要認證

是很大的方案，但製造過程是農民的最大隱憂，要輔導茶農達到產製銷，這樣利潤才不會都被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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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拿走。」 

在重建過程中輔導小農產製銷一體化，將過去茶農與茶廠生產供需關係打破，茶農可以直接

面對市場完成生產流通，也將生產的剩餘價值自行吸收來擴大再生產。一度被當成夕陽產業的紅

茶再度漸漸露出曙光，新一波生產形式轉變吸引了越來越多的農家復耕。而然產製銷一體是否打

破整個紅茶產業茶農與茶廠的生產關係？顯而易見的，基礎的生產關係沒有消失，也不過是伴隨

這次產業的變革再重組。紅茶產業復興後，在魚池像這樣能達到產製銷的小農沒有幾戶，原因在

於製茶設備與茶廠土地的投資成本並非一般小農可負擔，同時考量勞動的時空限制，茶季時若要

兼顧採茶與製茶，勢必要有一定的勞動力補充，再者，製茶技術的學習也是需要關鍵，過去的茶

農很習慣種茶賣茶菁，就是不會做茶。一位小有規模的茶農（A7O2）談到這趨勢： 

「之後我想來蓋有機茶廠，但那投資很大，有機認證的補助很不完善，它要等你自己先蓋好

茶廠，再檢驗認證是有機之後，才會有補助的經費。」 

而面對製茶技術的難關，茶改場的課長（P1O0）說到：「只要是魚池的茶農要學做茶，我們

可以免費輔導他們，但做茶要有自己的設備...。」 

因此在製茶必要的固定資本限制下，魚池既有的茶廠仍舊站穩他們的生產角色，但與以往不

同的是，今天既使是小農也具有與市場直接面對面的能力，拜科技進步之賜，觀光旅遊、廣告行

銷、網購宅配等新消費形式縮減了消費空間的障礙，利於消費者與在地生產者直接連結，對此時

的茶農來說，與茶廠的生產關係可以轉為代工，未必要維持以往的生產方式。擁有自有品牌的茶

農（A6O2）表示： 

「...我們家的茶量也不小，就請 XX 茶廠代工，像我有自己的品牌，走的是精緻路線，品質

要控管好，在市場上推也只有一定的量而已，... 所以像這些茶的話，就是以品牌為準啦，要讓消

費者知道說你看到這品牌，就會知道這茶是有控管的...。」 

茶農直接面對市場，生產模式轉型，企圖從茶菁生產到成品販售能自行掌控，同時以品牌形

象建立產品差異，與其他競爭對手作區隔，在目前魚池有許多小農既使他們沒有自己品牌，但跟

茶廠有代工關係的也不在少數，多數農家仍舊摘採茶菁給茶廠，成品大部分直接轉賣批發商，少

部份自行販售。 

另外，茶改場新茶種的推廣，不論是打著帶有台灣山茶香的台茶十八號，或是阿薩姆種的台

茶七號與八號，在紅茶生產行銷上與地方意象相輔相乘，如同前段所論述，紅茶產業在魚池地區

具有壟斷生產的形式，從自然環境的適宜性造就魚池地區適種阿薩姆茶種的獨特性，而產業發展

的歷史形塑具有故事的特殊性，新茶種皆屬大葉種8，目前也只有魚池鄉能大量栽種，其他紅茶產

區缺乏如此的生產區位優勢，這也是造成阿薩姆紅茶難以在其他地方進行複製與模仿，也具備成

為地方產業的基礎。新茶種在作物特性上比較強勢，被當作生產資本投入，產量相較於同茶齡的

茶樹要大很多，市場價格也不差，加速生產積累與生產效率。也因為如此，過去紅茶沒落時期有

許多茶樹卻乏照料老死，新茶種變成補植的首選；除了茶園復耕，近年來新茶園的開闢也都紛紛

選作新茶種，茶農講到這樣的趨勢： 

「921 之後把整個產業做起來，…後來一直打廣告，種的都是 18 號，18 號產量很可怕，你種

                                                             
8 根據作物學的分類，茶樹的品源可分為大葉種與小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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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到可以採，那個產量是每年倍增...。」（A6O2），「現在種的都 18 號，量太多了，之後要再

種的話我要來種阿薩姆，那以後量比較少，價錢會比較好。」（A2O0）。 

在這一波紅茶產業重振的風潮中，農業地景也正漸漸轉變，茶園的樹種也經歷大換血，很多

與檳榔間作的茶園，因為檳榔生產的生命週期可達十餘年，多數茶農仍舊不願放棄這樣的固定成

本，但也有不少茶農朝有機或安全農業的精緻化經營而將檳榔砍掉，且未來在這波潮流下，茶園

的面積也正在逐漸增加。 

紅茶產業問題分析與討論 

（一）茶廠制約生產關鍵 

如前文所述，現在茶廠的生產角色已與過去大不相同，但一般茶農在產業供給鏈仍無法達到

產製銷一體，依舊處在茶農與茶廠的基礎生產關係，茶廠是兼任代工與生產批發，雖然茶農自己

擁有品牌與市場，在茶季時仍要與茶場協調製茶時間，若兩者時間上無法配合，產銷一體的茶農

就得另行尋找合作對象，否則當季收成就要功虧一簣。茶農與茶廠生產製程的接軌相當重要，當

茶樹萌生採摘芽，當週未及時採收，則採摘芽生長過久開展，就喪失一心二葉的摘採時機，只能

剪採做廉價碎茶。而魚池紅茶過去生產多半集中在單一大茶廠，因此中小型茶廠未能順利發展，

空間上不像其他茶區如此密集，當茶季忙碌時，要代工的茶農需要於製茶前一天採收完畢，送至

茶廠萎凋處裡，次日才得以繼續生產流程。往往代工的人數眾多，茶廠本身也收購茶菁生產批發

用茶，彼此製茶時間要排開，一旦茶廠臨時不願代工，茶農就必須面臨收成的風險。茶農（A8O2）

抱怨道：「（某茶廠）真的很可惡，跟他說茶要採了，要排工，他就態度很高傲說他沒空做，還說

有本事你去找其他茶廠，反正魚池就這幾間茶廠...，後來我好不容易找到 X 茶廠願意幫忙，時間

都排下去了，他才回來找我說叫我去那做，以前在那邊做好久了，有時候他看你的茶好，做出來

就跟你說他要一半抵代工費，還是拿解塊下來比較好的那一半去，那我要賺什麼？真是吃人不吐

骨頭耶！」茶廠數量過少仍舊反映生產的權力結構，而對茶農來說，維持生產茶菁給茶廠收購的

形式仍佔多數，既使在今時紅茶價格水漲船高，利潤分配相當不均，現在魚池紅茶茶菁收購價為

一斤兩百元，五斤茶菁製成一斤茶乾，意味著茶廠生產一斤的成品茶農可獲利一千元，但成品的

市價少說都在兩三千以上，茶廠賺取超過一半的價格，且茶廠在生產投入的勞動時間成本遠比茶

農要來的低，茶農生產的剩餘價值被茶廠抽取，要突破這層生產制約的關係，茶農須再強化與市

場的直接連結，並增加與茶廠競爭的能力，譬如轉換生產方式，發展休閒農業，讓遊客體驗手工

製茶，將部分茶菁轉為更高價值的產品，而非只能做半成品原料的使用，或者聯合小農生產，集

資興建共用茶廠，透過集體資本重構生產鏈。 

（二）地權關係與再生產 

從魚池紅茶的發展歷程來看，茶農雖為與土地直接連結的生產者，但對土地的掌控能力仍舊

十分受限，過去紅茶沒落使得地權制約的結構鬆動，茶農得以轉換土地的使用方式，然隨紅茶產

業再起，土地所有權仍多在農林公司手中，承租農民被要求恢復茶園使用，轉作間作的使用則屬

違約，會面臨失去承租的權利，因此在農業生產上無法彈性使用，更無法促進農業多樣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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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農地的生產能力。此外，承租而來的茶園，茶農也不敢貿然投資其他生產設備，「在我的觀念

裡地還是要屬於自己的，你才有辦法自己運用...，像農林公司的地，我要牽水到那邊就不行，你

叫自來水公司牽，你沒那個所有權他也不會幫你牽，電力公司他也不要阿！這樣就很不方便，像

你要弄噴水是好管理，但你要弄就要特別跟他說，弄下去的時候，如果農林公司要收回去，這樣

的投資就會讓我很沒有安全感阿！像契作的地比較沒有在建設的原因是這樣。」（茶農 A6O2），

既使投資設備能增加收益，但只有土地使用權的狀況下，茶農無法提高再生產，未來要增加茶園

的生產效率，解決地權關係造成的生產矛盾顯得相當重要。 

（三）茶區外的紅茶競爭 

現今魚池紅茶產業發展前景看好，再造轉型後的市場定位已經從國際轉向國內，隨競爭場域

的移轉與生產模式的轉變，魚池紅茶面臨的挑戰也有所不同。雖然國外廉價紅茶與魚池紅茶市場

定位不同，但隨魚池紅茶價格高漲，有些生產者將魚池紅茶混廉價進口茶販售，進口紅茶價格一

斤從 50 元到 100 多元不等，與動輒兩三千起跳的魚池紅茶相去甚遠，在混茶高利潤的誘因下，卻

也可能打壞魚池紅茶的行情。另外，台灣的紅茶也並非魚池一地所獨有，近年來流行將製作東方

美人的茶菁製成紅茶，因帶有蜂蜜花果香而被稱之蜜香紅茶，而蜜香紅茶產地主要以台灣東部的

舞鶴和鹿野為主，但因市場接受度高，連中部鹿谷、阿里山等茶區也相繼加入蜜香紅茶的生產。

雖然魚池紅茶因阿薩姆茶種為其獨到之處，是其他茶區在自然的生產條件上難以複製，台灣只有

舞鶴和名間等地有少量栽培，加上缺乏歷史文化性，發展程度可能不比魚池更來的有優勢。但就

生產的時序來說，小葉種茶樹在夏季才會製作蜜香紅茶，冬茶和春茶因生長時節差異，茶胺酸和

氮化物會增加，使得茶葉香氣較好，多用來生產東方美人茶為主。以往這些生產半發酵茶的茶區，

因夏茶品質不適合製作，往常都讓茶樹休眠，但製作紅茶的茶菁條件不同，夏季兒茶素（Catechin）

轉換效率高，適合用來製作全發酵的紅茶，對這些茶區的生產者來說，相較過去只生產半發酵茶，

多了蜜香紅茶的生產可說是額外的收入。生產蜜香紅茶的茶區相當多，其中能生產高品質紅茶者

也不在少數，在產量上總加起來遠大於魚池紅茶之產量，不論在削價競爭或者市場供給量上都更

具優勢，面對茶區外強烈的挑戰，魚池紅茶該如何繼續保持競爭優勢，將會是要不斷面對的問題。 

結論 

（一）研究發現 

本文嘗試從生產關係切入，探討魚池鄉紅茶產業發展過程中，其背後的社會脈絡引導生產關

係的形塑，並將生產關係的轉變展延到產業的空間結構。魚池紅茶的發展不斷地回應全球市場的

轉變，早期可以看見殖民國家的力量主導，透過資本技術的流動與土地的掌控，建構紅茶產業的

生產關係，並壟斷了生產空間。伴隨政治情況的轉變，權力關係轉嫁到國家企業，生產資本進行

地理上的收編，生產關係創造出來的權力結構始終沒有消失，只是重組並以不同形式展現到地景

變遷與產業鏈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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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紅茶產業轉型再造，是競爭場域轉換及權力結構鬆綁後，能動者發動社會行動重組產銷空間

結構的結果。即使時至今日，魚池鄉紅茶產業要突破生產關係的牽制，朝向產製銷小農經營，仍

需先解決茶園地權的矛盾問題，才得以提升茶農的再生產，使紅茶產業更加完善發展。 

產業的再結構鑲嵌於地方發展，加深紅茶產業對在地的根著性，但茶農與茶廠間的生產關係

制約當前紅茶產業進一步的發展，同時面對茶區外部的強勢挑戰，魚池紅茶能否再創新生產方式，

為未來開創新契機，守住台灣紅茶故鄉的招牌，仍值得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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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主義與開發新樂園的辯證 : 台中公園地景的型塑 

Dialectics of Escapism and Paradise Deuelopment :         
Shaping Taichung Park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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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s modern urban park landscapes reveal colonizers, citizens, and tourists’ hope and 

imagination to escape real-life. The symbolic buildings and public constructions became a place for 

recre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scapism” and “utopia creation”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reation of human culture. The research site is Taichung Park. The research used 

context analysis to analyze references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park design, historic images, 

discourses, park leisure activities and ceremonies. Through in-site investigation and drafting, we 

analyze colonizers, citizens, and tourists’ active experiences,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cultural 

motive power in Taiwan’s urban parks. This research results found （1） people “created utopia”, where 

they can relax and escape from daily life. （2） Escapism encourage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tainment 

landscape and new paradise, development of a new landscape for the provision escapism place of 

human. Culture fled to the natural, eventually the culture could be extended because of the natural. The 

culture and nature were complementary. Escapism and created were complementary. 

Keywor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 symbol of space, romanticism, leisure and recreation  

摘 要 

台灣近代都市公園地景的形塑揭示出殖民者、市民和旅遊者逃避現實的願望與想像，也顯示

具象徵意義的建築設施及公共空間成為人們遊樂休閒好場所。本研究探討「逃避主義」與「開發

新樂園」對人類文化創造原動力的關係辯證，以台中公園為研究基地，研究方法採文本分析相關

圖像、文獻論述，包括近代都市計劃、都市公園規劃設計、公園遊樂、儀式活動等資料，及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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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以了解殖民者、市民、與旅遊者對台灣都市公園活動的經驗，及其對當地的改造及其文化

創造原動力。研究發現（1）清領時期：逃離嚴苛環境，尋找新天地；（2）日據時代：逃離寒冷與

逃避鎖國的衰弱困境，建立溫暖南方殖民帝國的想像；（3）戰後至解嚴前中華民國時期：逃離戰

敗與建立復興祖國的想像；（4）近現代：逃離統治的陰影與去殖民化，以新台灣作為一個新精神

世界。（5）「開發新樂園」在都市計畫中創造一個市民暫時脫離日常生活的場域；（6）逃避主義是

創造娛樂地景或新樂園的原動力，新地景的開發也提供人類逃避的去處，文化逃向了自然，最終

自然也讓文化延續，逃避與創造相互辯證而成。 

關鍵詞：殖民政府、空間象徵、浪漫主義、休閒遊憩 

緒 論 

遷徙到別處和改造當地的環境，構成了人文地理學研究的兩大主題，揭示出人類對現況的不

滿足，也揭示出人類逃避現實的願望。……人類逃往的目的地也發生著不斷的變化。……人們逃

避的途徑主要有：空間移動、改造自然、根據想像建造出有特定意義的物質世界，用於滿足某種

精神訴求、及創造精神世界。 

                                                 （Tuan, Yi-Fu, 1998）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由於帝國主義興盛、航海技術興起，再加上國土境內環境惡化，促使殖民行動倍起，台灣的

地理位置介於歐亞大陸、日本與東南亞間，是各國船隻的停泊與貨物轉運站。十五世紀，鄭和下

西洋，台灣成為中國殖民地的開始。接者葡萄牙、荷蘭、西班牙人入侵台灣後，在此建立重要的

堡壘（熱蘭遮城），以保護他們的商船，也開始使用「台灣」作為對此島的稱呼。因此台灣在東方

與西方國家領域擴展上，為拓荒者、殖民者和旅遊者短暫駐足或做為逃避之棲身之處。 

人文地理學者段義孚曾指出逃避自然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好幾種力量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

力量分別是人類勞動合作的力量、技術的力量，以及隱藏在這兩種力量之下的想像與思維的力量。

然而，現實社會讓人更沮喪，更忙碌；人們便開始再次逃避，這次卻是「逃向自然」，或者說回歸

自然，是人類古老與悠久的情感。第二點是久居城市的人們會普遍地對自然懷有親切的嚮往。第

三點是人類回歸自然所採取的規模相差很大，規模最小的是人們所熟悉的日常活動，而另一個極

端的例子是歐洲人經過長途跋涉，遷移到美洲，並永遠定居下來（Tuan, 1998）。 

從十六世紀西方與東方國家殖民者來到台灣，仍舊懷念祖國的環境，又面對現實的壓力與陌

生，因此他們將代表祖國的象徵物及精神轉向以建築物、紀念碑、公園等實體建物重現。除了建

築物型式風格外，日治時期的統治者將台灣當成現代化的實驗基地，故在台灣進行都市計畫便將

都市公園1納入重要建設。這些都市公園的空間分布多半在市郊近便處，有些距離市中心很近，有

                                                             
1 於台灣建立多座公園，像屏東公園（1902 年）、台中公園（1902 年）、彰化公園（1905 年）、台北公

園（1905 年）、嘉義公園（1910 年）、南投公園（1912 年）、大溪公園（1912 年）、北投公園（1912
年）、草屯公園（1912 年）、台南公園（1917 年）、新竹公園（1921 年）、白河公園（1923 年）、斗六

公園（1925 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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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地形關係設置在都市近郊山麓或山腰。回顧日據時期所興建的公園有的已經不再繼續發展，

有的已經改變空間用途而消失，而目前仍為大型都市之主要公園，則有台北公園（二二八公園）、

新竹公園、台中公園、嘉義公園、台南公園等。 

在日治時期殖民體制下，日本當局為強化統治恩典或歌功頌德，除了將台灣西部縱貫鐵路的

鐵道全通式於台中公園舉辦，也將昭忠碑、總督或民政長官的銅像，而且還配合植樹，將公園形

塑成一種儀典性、神秘的空間氣氛，在意識型態的控制意圖相當明顯，甚至連神社都搬進公園，

象徵日本皇室的精神（賴志彰、張興國，2004）。 

相同的，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台灣成為反共復國的基地，以大中華民族的立場來說，關乎「前

朝、異族」的地景皆須「刮除重寫」（夏鑄九，2000），台中公園亦經「整肅」，民政長官被置換成

國父孫中山、日本神像被重寫成孔子像，物質內容被替換，精神與意涵更是被重新形塑。在不同

統治時代，統治者將其自身的想像透過擬像，投射在公園實質空間規劃中，台中公園就是一個很

典型的案例，因此本研究以此為案例。然而公園空間的規劃真的只是統治者的理性治理過程？生

活在其間的市民，又如何反應日常生活的需求，營造成為市井小民的「新樂園」？ 

（二）研究目的 

台灣近代都市公園地景的型塑揭示出殖民者和旅遊者逃避現實的願望與想像，規劃設計具象

徵性意涵的建築及公共建設，卻成為人們遊樂休閒好場所，本研究基於「逃避主義」是人類文化

創造原動力的論述，以都市公園為研究主體，藉由文史資料搜尋圖像、論述等，分析近代都市計

劃與都市公園規劃設計的理念，及相關在公園的遊樂、儀式活動等。本研究目的為：（1）分析台

灣近代都市公園發展、地景變遷與政治治理之關係。（2）分析殖民者、市民、旅遊者對台灣都市

公園活動的經驗，及其對當地的改造及其文化創造原動力。（3）辯證逃避主義或開發新樂園如何

形成人類文化創造原動力。本研究以台中公園為案例，經由現地訪查、繪圖，了解台中公園型塑

過程，及其與政治、常民的生活經驗的關係。 

文獻回顧 

（一）逃避主義 

1. 定義逃避主義 

段義孚在《逃避主義》一書將人文地理學的兩個研究主題：「遷移」和「人地關係」有機地

融合進了「逃避」當中，為了逃避，人類可能會有意或無意的創造新的文化，更進一步說，人是

一種天生就討厭接受現實的動物，所以會產生逃避的想法（Tuan, 1998;周尚意、張春梅譯，2006：

3）；然而正是由於人類內心與生俱來的逃避心理，推動了人類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創造與進步，

並且在逃避的過程中，人類需要借助各種文化手段，所以「逃避」的過程，也是文化創造的過程。 

2. 逃避的對象 

逃避的對象之一是「自然」。段義孚認為逃避既是指人類為逃避惡劣環境而進行的地理遷移，

也是指人類採取一定的措施去改變或掩飾一個令人不滿的環境（Tuan, 1998）。以美國加州迪士

尼樂園為例，即是可以滿足想逃脫威斯康辛州在冬季寒冷的天氣，享受加州溫暖的陽光、恢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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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人類會因惡劣環境產生本能的遷移，因此自然是最初人類逃避的對象，而城市是逃避主義者

最理想的選擇，因為它遠離了自然及其四季更替（Tuan, 1998：周尚意、張春梅譯，2006：序 17）。

雖然如此，人類為了滿足自己所建造的一切，卻又想在周休二日時「逃離都市、奔向自然」，這

顯示著人類逃避心理的矛盾性。這種矛盾現象是人類最初逃避自然，盡其所能地創造另一個令人

滿意的環境，但因為現實社會讓人更沮喪、更忙錄，所以人們便開始再次逃避，但這次卻是逃向

自然。 

逃避的對象之二是「文化」。人不僅屈從於環境、適應環境，這是所有動物的共性；而且，

人還會按照事先所設想的方案去改造自然。也就是說，在人類改造自然之前，人類會做出一些不

可思議的舉動，也就是說他彷彿看到了即將發生的事物，而這些事物實際上當時並不存在，這就

是「想像」，而想像是人類文化的基石（Tuan, 1998），因此創造出許多特屬於人類的文明，比

如物質文明、都市文明等。但後來卻又為了逃避喧鬧的城市生活、逃避苛政、逃避嚴厲的宗教禁

錮，人類認為在自己所處環境中處處受到限制，便開始期望從自己世界逃避。 

逃避的對象之三是「混沌」。混沌、不清晰的狀態容易令人感動困惑，當我們的日常生活處

於一個自己無法掌握的空間狀態，便會感到身心焦慮。人們會試圖為自己找到可以接受，並且隨

時是清晰明朗的狀態，所以寧願採取抽象虛幻的模式，也不願接受毫無頭緒的「現實」（Tuan, 

1998），因為清晰與明朗會給人「真實存在」的感覺（李育任，2007）。在這個部份，人類想從

混沌未明的現實情境中掙脫出來，便又選擇「逃向文化」，比如聽一首舒服的音樂，希望可以暫

時緩和不確定感；或者假日上教會做禮拜，藉著神聖的宗教儀式洗滌罪惡感，從中得到足夠的清

楚度，這從繁雜的狀態逃向簡化澄清的生活（周怡岑，2006）。 

逃避的對象之四是「人類自身」。人類自己充滿著動物性與獸性，某種情境下人類會對自身

粗魯的特徵感到羞恥和厭惡，所以，做出很大的努力試圖要逃離或掩蓋這些事實。比如希望透過

整形外科的手術，改變自己身體不滿意的部份，或是修正自己外貌上的缺點。然而這樣對自己身

軀的修補，人類希望滿足對自己的期待，也希望滿足別人對自己「應該像什麼」的期待。 

3. 逃避的途徑 

 透過逃避，逃離不滿意的空間，逃進一個新想的領域，人類才能安然自得。在這過程中，人

類要如何逃避？段義孚點明了四個逃避的途徑： 

(1) 空間移動：從一個熟悉但不滿意的地方，移到另一個不太了解的地方。透過個體空間的移

動，可以逃避過去的不滿意，到一個新的境地去開創自己想要的新世界。 

(2) 改造自然：除了空間移動外，人類有靈巧的雙手與具運思能力的大腦，所以可以針對不滿

意的自然環境本身加以改造。改造自然或是模仿自然便成為一種可行性。 

(3) 營造新物質世界：根據「想像」營造出有特定意義的物質世界，用以滿足自身某種精神訴

求。如在遊樂園，「人們在園區中如同進入超真實的世界，時間與環境是清晰地被設在美

好的昨天與明天，跳脫了充斥著混沌的今日，在迪士尼世界裡沒有犯罪搶劫，眼底盡是美

好的景緻及友善的人群。」（周怡岑，2006） 

(4) 創造精神世界：相較於上述，此為真正地實現逃避，並且使這個逃避為永恆的一個命題，

所以逃避的最高理想即是創造精神世界，這個屬於心靈層次的精神世界不但足以使人類得

以延展逃避的連續性，也可以開創新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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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逃避後的擬像理論（simulation theory） 

精神世界是被創造出來的，精神世界就是擬像存在的空間。擬像是法國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用來描述二十世紀末期很多社會文化現象的一種重要概念。布希亞認為擬像是一種

模仿實體東西的過程，可以是實體物質的複製品。越到後期，擬像已超越實體本身，模擬不存在

的東西，成為「過度真實的」（Hyperreal），甚至比實物看起來還要「真實」，在這之間，想像

與真實的界線開始模糊，甚至在特許的情況下崩解。美國建築學者 Michel Sorkin（1992）認為在

主題環境中擬仿各種歡樂的情境，以規範性的愉悅取代了不愉悅的、麻煩的民主公共領域。 

段義孚為逃避提供了四個明確的途徑，布希亞則提供了擬像的理論架構，經過雜揉與嫁接，

建構出本文的觀看與分析視角：主體的逃避性、移動的必要性、優越的主導性、和擬像的必然性。

空間移動代表逃避主體具有移動性，逃避主體主動或被動移動到他地，本身對原地的環境認同或

熟悉感，使其會積極地將他地改造成自己所意想的環境，營造出的新物質世界是依憑人類的想像，

所以逃避主體在這過程中，人的改造是具有主導性的，主導改造的過程甚至會設法改造自然。另

一方面「我有能力改造自然」代表著「仿造物自然而然比『自然』還要『自然』」的微妙關係，

「人比自然優越」的想像關係就此建立。換句話說，這是一個「我造故我在」主體性確立的辯證

過程，逃避的結果讓人創造出另一番的我欲環境，我欲的環境被我確立，也解救了我自己的精神

世界，理想的「新樂園」也在擬像中再現。 

5. 逃避落腳地方的後續─開發新樂園 

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的演變，生活在都市裡的人們除了平日穿梭遊走於水泥叢林裡，一有空

閒最希望的就是往「自然」的地方去。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越趨惡劣的環境產生自省式的

反動，引發各種強調自然、追求自然的各式活動蔓延。Macnaghten 與 Urry（1998）認為當代社會

氛圍中，自然是被各種社會實踐所生產、再製與轉換，「自然」是多重、歧異的並存，各種「自然」

的關係都是被不同社會過程或文化脈絡所組織。Macnaghten 與 Urry 在〈Bodies of Nature〉（2000）

中強調，為了體現自然，自我身體的經驗過程是唯一的途徑，透過不同日常生活的時空或者特殊

的身體實踐方式，提供差異的空間認知，進而產生「自然感」（sense of nature）。這種競逐自然

（contested nature）的概念成為具特性的「感覺景觀」（sense-scapes），其不僅鑲嵌於特定的時空

脈絡，而且一定要透過身體經驗來體現 （陳思樺，2007），在都市中創造一個「類自然」環境，

就是都市公園的誕生，公園是一種人類創造出來的想像，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 

（二）逃避與殖民／移民的空間政治學 

段義孚提供一個如何看待「遷移」和「人地關係」的方法，若爬梳逃避四大途徑的脈絡，可

對應到歷史發展上的殖民進程，殖民指涉著對另一國家領土的侵略，或以軍事與政治之直接壓迫

為機制建立的不對稱關係（夏鑄九，2000）。代表著一個強權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土地佔領、資源侵

奪的過程，被殖民者的歷史進程隨著殖民者的發展而牽引或關聯，十五世紀末地理大發現開始，

台灣就是「殖民熱點」（hot spot）。西元一八九五年後，開始了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在日本殖民

下幾個大城市的發展，夏鑄九（2000）發現，台北的空間形式被徹底的「刮去重寫」（palimpsest），

就是要抹除市民生活的空間記憶，台灣總督府利用「刮去重寫」的手法，以新的權力形式取代舊

有，企圖將「前朝」遺留下來可憑弔的地景地物全然地刪除，本文認為台灣島內任何一個角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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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樣的形式操弄，特別是在各大城市市街改正計畫的實施。 

藉由宏大的都市計畫、建造壯麗的建築物、建設完整的都市設備，以安定台灣人，這些都是

殖民統治的必要條件，為的是使日本移民興起永住之心（張景森，1993）。另外，為配合都市功能

改造的層次，殖民者用：（1）鐵道建設，（2）市區改正，做為殖民者協助界定區域與都市管理的

工具（黃蘭翔，1995）。在都市象徵支配的層次，殖民者對舊城的刮去重空，空間肢解與抹除重拼

（respell），使得新記號塗銷（erasure）了舊標記的「落後汙點」，更符合矢內原忠雄所說的：「使

台灣脫離中國而和日本結合」的目的（轉引自夏鑄九，2000）。  

David Harvey 將上述的經驗理論化，稱之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Harvey, 

1989:16），認為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現。日本殖民台灣的城市與建築，藉由「刮去重寫」

的創造性破壞，對台灣的被殖民者而言，卻是一種破壞性創造（destructive creation），從殖民城市

中的街道布局、街廍對稱、建物類型等都可以清楚發現這個破壞性創造的歷史過程（夏鑄九，

2000），筆者認為這也是逃避途徑中營造新物質世界的方法。作為殖民城市的台中，日本人將京都

的範型模擬至台中，企圖將台中塑造成另一個「小京都」，所以綠川與柳川的原形就是京都鴨川與

白川的樣貌，配合幾個大城市的都市計畫，一方面實行日本與其殖民地的現代化，另一方面也藉

此貫穿國家之精神。 

後來國民政府播遷來台，也是以同樣的歷史態度對待「前朝」地景，跟日本殖民時代相關的

物件、符號都遭撤換，除了「刮除重寫」的慣習手法外，也另疊加了自身政權的想像於其上，比

如將台中公園內後藤新平的銅像改換為孫中山國父的肖像，鏟平日本神社等等，地表景觀唯有透

過創造性的破壞，才能讓當權者能夠有破壞性的創造。 

（三）都市規劃與公園地景之變遷 

自 19 世紀初開始，西歐在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發展下，都市化現象日益凸顯也因而產生許多

問題，如都市環境品質惡化、戶外休閒空間缺乏，以及新興都市勞工所造成都市社會亂象…等。

一些社會改革者乃提出反都市的理念以及重回田園的看法，於是在 19 世紀中期興起了都市公園浪

潮，至此才有正式供公眾使用的｢公園｣，一個由政府當局負責、專為公共使用而設計的市立公園

（municipal park）。此時期的公園可稱為｢革命公園｣（The Reform Park），但此時期公園只允許｢

主題意識正確的遊憩活動｣，如政治集會活動便被排除在外；此外，有些公園訂定了昂貴的收費，

使得勞工階級的民眾不得其門而入（魏慶嘉，1996）。到了 1930 年代左右，為｢遊憩設施時代（The 

Recreation Facility）：1930-1965｣，關注公園內實質遊憩設施內容，間接淡化公園原來的社會教化

目地。1965 年之後則展開｢開放空間系統時代（The Open-Space System）」，此時期包含了三個特

色：（1）開放空間是任何人、事、物皆可自由進出的場所，並允許任何適合的活動在其中發生；（2）

都市土地有限，公園趨向迷你化（mini park）、遊戲場（play lot）、帶狀公園（vest-pocket park）、

小型公園（small park）…等；（3）新的公園不以圍牆來界定範圍，或具有固定的形式、範圍與設

施內容。 

而日本的近代都市公園系統歷史可回溯至西元 1873 年，公園的公（共）字蘊含著民主政治的

道德觀、自由平等的思想色彩、公共利益的價值等多重意涵，因此｢公園｣顯然是明治維新改革運

動下的附產品（蔡厚男，1991）。1895 年臺灣被日本接收後，在明治 30 年（1897）於臺北市的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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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臨基隆河河畔建造了首座公園－圓山公園，不過在臺北第一座依據都市改正計畫所設立都市

公園是｢臺北公園｣。光復後臺灣的都市公園建設進入停頓倒退期，1949 年國民政府戰敗自大陸遷

臺，都市中湧入了大批渡海移民，造成許多公園預定地被違建盤據。此外，為了穩定戰後的經濟

積極投入工業基礎建設，公園的建設被視為奢侈品，公園用地也遭各式軍事單位和政府機關挪用，

直至 1968 年，臺北市訂定了｢臺北市綱要計畫｣才扭轉了停滯時期。 

台中公園也受這樣的影響，日人對台中公園的規劃和台中市的發展密不可分，日人引進歐美

都市計劃概念，將台中市築成一個棋盤形街道城市，以台中公園為中心，台中市每條道路的起點

都是台中公園內小丘上的石墩。公園建於 1903 年，初建於舊市區東方，並由台中地方仕紳籌募經

費擇定建地；1905 年縱貫鐵路路線修正，導致火車站佔用園公園預定地（賴志彰，1991），經仕

紳斡旋，台中公園遷往原大墩省城東北端之砲台山與部分霧峰林家土地（蔡厚男，1991），公園規

劃甚具現代性，非但具有休閒、娛樂、賞景之價值，更兼具涵養水源與保護古蹟的作用（施淑宜，

1997）；1908 年縱貫鐵路通車，擇於台中公園舉行慶祝典禮，因日本皇族於湖心亭（今中正亭）

停憩，後被當成紀念物永遠保存下來，日久成為台中市的徽記與台中公園的代表性符碼（蔡厚男，

1991）。1953 年興建湖心亭（今中正亭）為園中中樞，同時亦成為台中市象徵性地景。 

綜上所述，在人類文化發展過程中，人類充份運用了「想像」的能力，透過「想像」，人類

得以逃離自然，創造自己滿意的空間與自身獨特的文化。所以我們可以說，為了逃避，人類激發

想像的可能，想像創造出文化，並推動了文化的蓬勃發展（Tuan, 1998:序 20）。本文認為從逃離

到營造新樂園的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空間移動、（2）改造現實、（3）營造新樂園、與

（4）創造新精神世界，並以此為文章基本假說。 

 

 

 

然而，本文關注的是，究竟逃避與想像的美好兩者之間存在著什麼樣關係？抑或逃避與想像

其實是一體兩面，須要不斷的辯證與互賴才能相衍而生？本文以台中公園為案例，剖析各期政府

當局如何在台中都市空間中建造出他們想像的空間？他們利用什麼手法或是途徑創造自然空間？

這些自然空間背後代表什麼意義？然而在城市生活中的市民又如何透過公園遊憩來形塑「自然感」

的身體經驗？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文由逃避主義觀點來論述拓荒者、殖民者與旅遊者，逃避現實環境禁錮的心理，藉由各種

文化﹝組織、交通運具﹞手段，遷徙到另一環境，創造和改變當地的物質文化及精神文化。以台

灣的近代都市公園為例，深入探討過去拓荒者、殖民者與住民對於環境及現實逃避，是如何在台

灣這塊土地建立他們的想像天地，以歷史記錄與相關文本分析，建構逃避主義新樂園開發的迴旋

式辯證探討台中公園地景景觀如何被形塑的印記，如何印記到地表景觀的公園當中。 

空間移動 改造現實 營造新樂園 創造新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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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中公園為研究範圍，以時間軸分為四個階段，清領時期、日據時代、戰後至解嚴

前中華民國時期、近現代中華民國時期，進行資料收集分析、現地調查、繪圖，了解台中公園設

置或內部設施所具有之象徵精神與代表意義，及其發展、改變歷程所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等

之背景因素，及相關在公園舉辦之活動，如殖民者統治恩典、歌功頌德的政治宣揚活動，及日常

平民百姓、仕紳在都市公園的文化聚會活動、休閒遊樂活動等，了解都市公園對統治者與被統治

者的活動意義，及是否影響當時的文化創造動力。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用之方法有： 

1. 文獻整理與分析：在各種文獻與論述中的台中公園，是一個歷史性的空間，也是當時物質與

社會生產出來的感知經驗空間，藉由文獻整理當時台中公園的使用的政治與社會活動。 

2. 專家深度訪談：城市或公園的空間規劃，通常依上位者的期待來設計，透過符號的操弄，再

現或貫徹其意識型態。規劃師的想像，經由專業知識的展演，除了承接治理的統治意念，也

讓空間的規劃多了複雜的構想性。本研究分別訪談市府活動管理單位代表、對台灣公園有深

入研究之學者、曾參與台中公園規劃改造案景觀工程顧問公司負責人，這三者代表著產、官、

學對台中公園的想像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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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野實地考察：台中公園位在都心地區，平日與假日遊人如織，遊客與附近居民在公園內的

活動，透過身體親自經驗空間，雖是被動融入客觀環境，也可以是顯現主動抵抗現實世界，

從公園空間的使用活動可以看出「活生生的生活經驗」。實地考察除了觀察其活動項目與特

徵，也對空間使用者做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訪談，以了解其空間使用的目的與意義。

本研究自 2009~2012 多次次進入場域實際田調，記錄公園內的活動並訪談活動者四人，素人

外拍（受訪者Ａ）、戲偶外拍（受訪者Ｂ）、划船遊湖（受訪者Ｃ）、折造型氣球（受訪者Ｄ）、

婚紗取景、樂器表演、閒躺、棒球運動。 

（三）研究範圍 

 

 

 

 

 

 

 

 

 

 

 

 

圖 2 台中公園範圍圖 

台中公園遊樂地景的形塑與變遷 

（一）清領時期：逃離嚴苛環境與尋找新天地（西元 1683 年～1895 年） 

清朝在鄭氏政權後領有台灣，領台前期雖明令禁止百姓攜家帶眷移居台灣，不過中國大陸東

南一帶山多田少，環境負載力低，台灣因緊鄰閩、粵，遂而形成大陸沿海居民為了逃離嚴苛的生

活環境，進而逃進了尚未開發的新天地。領台後期清廷的態度由消極轉為積極，加上中法越南戰

爭的影響，於是企圖將台灣府城設置在台中。雖然台灣城從未真正扮演省會或府城的角色，但台

1.正門  

2.網球場  

3.日月湖  

4.林蔭區  

5.神社區  

6.教堂草坪區  

7.北門樓  

8.音樂電台  

9.博愛園  

10.兒童遊樂場  

11.操場  

12.國立台中博物館  

13.中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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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城的舉動有兩點是值得重視的：第一是地方行政中心的確立，第二區域中心的雛形（葉韻翠，

2005）台灣全島空間區位透過台中建城而形成一個新的政軍中心，透過行政轄區的重新規劃，增

添一府、二廳、三縣及新置一隸州，將台灣分為北、中、南三府，破除長久依賴或偏安台南的局

勢，或者將南北對峙的狀況做為一個權衡的折衝地。以三種尺度分析台中城建城之考量因素，小

尺度衡量台中城，其像蛛蜘結網般的「八卦」形狀，作為省治中心的規劃與營建，代表鎮宅、抵

禦入侵的可靠「天羅地網」；中尺度來看在台中設省城的整體考量，軍事第一，政治第二，而經濟

則非主要因素（台中文獻，1993）；大尺度來看台中建城後可更精確的掌控區域性經濟的空間脈動，

比如替代鹿港淤積後海運輸出的樞杻，大墩街等地成為農產品轉運出海的中繼站，更是東側山林

資源集散的重要轉運地。 

 

 

 

 

 

 

 

 

 

 

 

 

 

圖 3 清代台灣城（資料來源：改繪自台中文獻，1993） 

簡單而言，清朝政府原本預定在台中建造的台灣省城，雖然後來無疾而終，不過其透過空間

移動的逃避途徑，逃避了北、南的政治重心，另起了一個人為的中心性疊加在大墩的自然空間上，

所以其後也透過城門、城牆的建造，適度的改造自然空間，讓地景空間更符合規劃者或掌權者「八

卦」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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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據時代：逃離北國寒冷疆域之限制，建立溫暖南國殖民帝國的想像（西元

1895 年～1945 年） 

1. 初期－軍事重地 

西元一八九五年馬關條約的簽訂，台灣成為日本的海外殖民地。日本政府認為此地位居台灣

之中，因此命名為台中。隨後順利攻克抗日勢力，日軍將台灣民政支部遷至東大街街內，正好可

以接續使用清朝政府原台灣省城留下的官署使用。除此之外，城內因為大墩土丘地形較高，所以

日軍也在大墩土丘上興建軍事工程。 

2. 前期－台中市街改正計畫 

地處高緯的日本，溫帶季風氣候在冬季時仍然寒冷，

低緯熱帶的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國土後，讓日本人可以逃

離本島的寒冷，逃進台灣熱帶溫暖南國的懷抱，不過，台

灣的熱帶暖溼氣候也讓台灣的自然環境容易滋生蚊蟲病

菌，衛生條件明顯不佳，台中一帶甫被日本軍隊接收後甚

至還被稱為「全島最不健康之地」（林良哲，2003）。當時

候臺灣總督府的土木技術在規劃台灣城市時，為了改善台

灣當時的衛生問題，在街道方向與寬度特別考量到氣候條

件（鄭涵娟，2009）。日本政府希望改善台中市街的衛生情

況，加上首任的台灣民政支部長官兒玉利國也有意改造台

中成為新興都市，把「現代化」的城市規劃擬像在台中實

驗，道路規劃採放射狀，公共設施高度集中於市中心的行政支配，所以設計出以「圓形放射道路」

狀的都市格設計，類似芝加哥學派同心圓的都市規模，以公園做為中心的預定地，準向外放射出

十六條道路，看得出來這是統治者欲建立其威信，以及確立政治信仰的中心性，所做出來的一種

政治性圖示符號宰制。西元一八九六年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派英國籍顧問巴爾頓（W. K. Barton）來

台改善台灣都市的衛生問題，巴爾頓一行人隨後也向日本政府提出「台中市街區計劃報告書」，修

正兒玉利國的圓形放射都市形式，改以棋盤式的街道為都市設計的基礎，企圖讓整個都市朝方形

都市的發展進行，街區中心地為官方使用，這些想法後來都成為台中都市計畫的基藍圖（張勝彥，

1999）。西元 1900 年台中縣經總督府核可後，發布全台第一個市區改正計劃，規劃的管轄範圍跨

足六個街廓，而且也有一個公園用地的想法，其氣派也足以為中部政治中樞。 

這些改變或是「刮除重寫」，就像羊皮紙一樣，台中市街的空間意義隨著時代的更迭或者政權

的轉換，被一層一層的刮除，也一層一層的重寫它的內涵。待都市改革告一段落，市民生活日漸

穩定，有閒有錢的中上階層開啟了台中公園的遊樂地景。 

 

 

 

 

 

 圖 4 1896 年兒玉利國的台中街

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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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00 台中市街改正圖與清代省城疊圖 

3. 中期─遊樂地景、儀典性空間 

除了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外，逃離日本本島的環境後，逃進了一個沒人束縛，而且可以「盡情

放肆」的台灣，庶民生活的遊樂地景也在抗日運動被弭平後漸漸展露，包含了當時娛樂場所--春

樓酒店、台中櫟社的成立，及在西元一九一０年四月三日台中公園舉辦了史上規模最大「全島自

轉車競走」活動的愛輪會。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儀典性空間，透過擬像，把一些「效忠」的紀念

物銘刻在公園的空間中，如昭忠碑、兒玉源太郎鑄像、鐵道全通式與池亭（今湖心亭） 及台中神

社皆為此時期重要的變遷。 

 

 

 

 

 

全台腳踏車競賽 

（賴志彰提供；轉引自林良哲，1999） 

 

 

 

 

 

鐵道全通式日本親王休憩所 

（楊川明提供，轉載自林良哲，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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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為此次的鐵道全通式，興建台中公園湖心亭名氣大噪，加上此次全通式整理台中公

園內外的街景，使得台中公園的景觀更美麗。幾篇新聞報導加上全通式的「加持」，也使得台中公

園的中地機能增加了觀光的層次，成為台中市的一大名勝，更因距離車站不遠，往來交通或觀光

可利用火車，使得台中公園的旅客或觀光客的腹地範圍更加擴大。 

4. 後期-觀光名勝 

對日本而言，台灣南國的溫暖深深吸引了日本本島人的關注，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發行了一本

《台灣鐵道名所案內》（臺灣總督府，1908）旅遊指南，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台灣島內的熱帶景

緻與風景名勝，除了記載沿著縱貫線鐵路各站的地理位置外，也詳細描寫各地自然與人文景觀，

台中驛附近的台中公園正是書中描述的主角之一，搭配火車旅行，台中公園更成為到台中不能錯

過的重點景點。日治時代後期在台中公園內部興建了動物園、《台灣鐵道名所案內》及中部台灣共

進會。動物園提供了學校老師一座生物教學的好教室（林良哲，1999）。帶學生參拜完神社，都會

順道來參觀此處。 

西元一九二六年在台中公園內舉辦「中部台灣共進會」2，其詳細的展覽名目如：A.行啟紀念

館 B.台中公園 C.物產陳列館（林良哲，1999：44-46）。除了硬體的展覽之外，公園內也有演藝館

的節目表演。這些展覽無外乎就是日本政府為了宣揚其產業發展的能力，該展覽也為日本時代台

灣中部一個很重要也很盛大的展覽，展覽期間吸引不少民眾前往觀賞。 

5. 末期-另種政治空間再現 

(1) 廣播放送塔 

西元一九三五年四月一日，台中放送局成立，簡稱 JFCK，是繼台北放送局（JFAK）與台南

放送局（JFBK）後成立的全台第三座廣播電台，開始了台中市的無線電廣播事業。台中公園內的

放送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揮了很大的功用，在公園中設置此等施頗有在日常生活中對民眾

思想潛移默化的意味，「讓民眾即使是在公園中，也不要忘記心懸皇室，為天皇效忠」（趙玲瑜，

1999）。 

(2) 神社遷移 

公園內的台中神社也因為日本政府想要增加台灣人民的榮譽感（林哲良，1999），將原有的縣

社升格為官幣小社，此舉代表原來縣社乃地方出資供養轉變成由國庫支付祭祀費的官幣小社，其

地位不僅提高許多，也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體制管轄內，也因為配合升格，台中神社於 1942 年搬

遷到水源地附近（今台中忠烈祠）。 

（三）戰後至解嚴前中華民國時期：逃離戰敗與復興祖國的期待（西元 1945 年～） 

1. 反攻大陸的暫時收容處 

當時台灣回歸中華民國政府管轄，加上國共內戰，後來國民政府搬遷來台，台灣剛歷經世界

第二次大戰，各地區的建築物都受到不小的摧毀，戰後民生凋蔽、百廢待興，逃離「戰敗」的國

民政府把台灣當成是一個暫時棲住的地方，將來有一天一定會再復興祖國大陸領土，所以對台灣

                                                             
2 這個活動源於一九二二年仍是皇太子的昭和天皇到台中旅行，台中市為了紀念這趟旅行特別建了「行

啟紀念館」，該館於一九二六年舉行落成典禮，所以台中市配合這個典禮也展覽了台中州的產業發

展、教育活動、衛生保健、交通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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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設或想法，都是消極且無所作為的（陳鴻圖，2011）。不僅如此，台中公園因為空地廣大，戰

後因撤守來台的軍隊與家眷數量龐大，剛好可以暫棲台中公園，除了軍隊單位進駐台中公園外，

也有其他政要單位暫（佔）用台中公園，比如台中氣象站、空軍精武新村、思恩堂等等。 

2.「刮去重寫」－地景重塑 

(1) 名稱更換 

為了營造台灣人對國族意識或統治階級的服從，對地表空間的「刮除重寫」正是最好的手段。

西元 1946 年時台中市參議會同意將台中公園正式改為名「中山公園」，這個名稱一直延用到西元

2000 年市議會才又通過市議員黃國書提案，將名稱再次改為「台中公園」。 
   

  1903              1947               2000 

       台中公園           中山公園           台中公園 

 

(2) 刮除「前朝」地景 

台中市政府依照黨國治理的精神指標，以在中華民族的國族國家角度，認為凡是有關日本殖

民時代的地景都要拆除，有關日本思想、日本精神的標語符號都要抹除，所以盡可能的將「前朝」

地景刮除重寫，重新寫上當時代的治國目標，所以提案獲得市議會的通過，台中公園地景的改變

如下： 

原有物 改建物一 改建物二 

 

 

 

 

 

 

 

 

 

1912 台中神社 

1947 抗日陣亡將士紀

念碑 

（備註：紀念碑後遷至

大墩土丘上兒玉源太

郎銅像原址） 

 

 

 

 

 

 

 

 

 

 

1975 孔子銅像 

 

 

 

 

 

 

 

 

 

 

 

1912 後藤新平銅像 

 

 

 

 

 

 

 

 

 

 

1947 孫中山塑像 

（戒嚴時期） 

 

 

 

 

 

 

 

 

 

 

 

1970 孫中山塑像（解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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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於 1974 年頒布了〈清除台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念遺跡要

點〉，神社在這當中被認為是具有政治意識型態的建物，指示日本神社遺跡應立即徹底清除，拆除

後的神社空間除了政治性被刨除，空間的神聖性也因此蕩然無存，利用擬像，將自己的大中華主

義投射在空間規劃上，取而代之是中華民國國軍抗戰陣亡將士紀念塔。 

國民政府播遷來台，將台灣視為反攻大陸的臨時基地，雖然如此，但為了塑造一個最有利於

其統治地位的環境，對台灣民眾建構了國族意識型態，此意識型態大綱包括中國認同意識、法統

神話、全民革命政黨、領袖崇拜、恐共心理及同舟共濟等幾組相互增強的語句說詞（吳金鏞，1994），

在這些意識型態的推行上，公園正是這種對民眾實施歷史記憶建構的最佳場所，所以抗戰陣亡將

士紀念塔的設立，其背後隱藏著對國家歷歷史記憶的重構與黨政權力的鞏固控制（周玲瑜，1999）。

公園中不管是紀念碑、銅像，如後藤新平銅像、孫中山先生塑像，設立這些銅像的最終目的其實

都是為了塑造一個崇拜偶像、教化民眾的政治空間。 

3. 公園整頓 

(1) 觀光評比第一 

國民政府在台中公園內刮除了日本時代的痕跡，當然也順勢改造公園內的新物質環境，並企

圖營造出一種觀光新樂園想像。西元 1957 年台中市政府成立「中山公園改進委員會」，配合第十

屆台灣省運動會在台中市舉辦與台灣省政府經費挹注希望改變市容，隔年（1958）開始整修公園

內的老舊設施，以及設施景觀綠美化工程。後來公園大門整修、環湖道路舖設、路燈更替，煥然

一新，公園吸引了大批觀光客。不僅如此，台中公園在 1960 年初被台灣觀光協會評比為全省旅遊

區第一名，這是台中公園設立以來獲得觀光界的首肯，也是最高榮譽的封榜（林良哲，1999）。 

(2) 另類新樂園─娛樂地景再現 

除了搬得上台面的觀光評比外，其實台中公園也是庶民生活的新樂園。庶民生活其實展現出

該都市的活力與內涵，庶民活動的多元與多層次性，更讓台中公園建構出不同的社會意義。台中

公園因緊鄰內城精華區，長期以來流鶯、外籍勞工或是老年人佔領公共空間聚賭、下棋等就被認

為是「公園之瘤」（趙玲瑜，1999）。既然公園屬公共空間，所以其空間使用權應是人人平等，公

園內的「毒瘤問題」，其實反應非主流族群在這裡建構了另類新樂園，專屬於他們自己小群體的新

樂園。雖然這些不合時宜的舉動出現在公共場合，不符大眾規範的行為，但是若以他們的角度來

看，外籍勞工平常工作量大，難得可以逃避工作壓力，假日在公園內聊天小敍。或者老年人聚眾

下棋，可以砌磋棋藝，也可以舒解現實家中無人陪伴的無聊，更重要的是，平常城市裡車水馬龍，

沒有地方可以縱聲大唱，公園正好提供良好的 KTV 環境，只需簡單的空間移動到公園裡，隨便

一個角落，就可以解放自己，創造「唯我的快樂天堂」，聲音地景的擬像，解構了生活中的真實的

憂悶與虛假的快樂，「真」跟「假」的界線在公園中蕩然無存。所以說，對這群人而言，雖然無法

改造自然，也無法營造新物質環境，但在日常生活裡或是精神世界，其實就屬逃離現實，躲進公

園裡「做自己」是最快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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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鶯/外籍勞工的歡樂時光 聲音的娛樂地景 下棋 

   

（四）近現代：逃離統治的陰影與去中國化─以新台灣作為一個新精神世界 

隨著兩岸政局的穩定，台灣本土化意識的崛起，也因國際情勢的改變，近現代台灣政府當局

不再是以「光復大陸、復興中華」等為領導的首要目標，除了積極的逃離或擺脫昔日政治一統的

思想與氛圍，也逐漸的去中國化，開始對台灣本土的歷史或文化開始有了新的了解與詮釋，希望

以台灣做為一個新精神世界的起點，重新走出屬於台灣人的路。在台中公園的治理上，也希望不

要再泛政治化，或者，讓文化注入台中公園的血脈，使台中公園做為台中市民的另一個新精神世

界，以這幾年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舉辦的湖心亭假日活動就是很好的指標，文化活動如火如茶的展

開，其實也是去中國化的一種擬像的再現。西元 2003 年台中市政府為了慶祝台中公園開園 100

週年紀念，在公園內舉辦了一系列的文化活動，隨後西元 2008 年台中公園的地標─湖心亭建亭 100

年，延續 2003 年的傳統，文化局也為此舉辦慶祝活動，根據訪談文化局專員表示： 

「公園內的硬體設備都已經完善，缺乏的就是文化素養，所以我們認為湖心亭是台

中公園人氣最旺的景點，如果把文化活動舉辦在這裡應該會有不錯的效果。雖然一開始

人不會很多，而且這些觀眾流動性很高，不過我們也慢慢發現後來的幾次活動，有些人

都會固定來看，這是讓我們很欣慰的事。（2010.1.20）」                         

湖心亭假日表演的甲團體表示： 

「能夠在這裡表演很棒，因為平時租其他場地都要付錢，若是像我們這種學生團體

很難籌出這些錢，但我們又想表演，剛好文化局提供這些機會，不僅可以秀出我們自己，

也可以賺點車馬費，雖然不多，但又不需付場地、音響的錢，有夠貼心的。（2010.2.26）」 

 

2009 湖心亭活動 布袋戲演出 小提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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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在湖心亭的系列表演可以說是政府單位想要在公園內創造文化氛圍的最佳代表，也想

利用舉辦文化活動塑造出大眾喜好的遊樂地景，文化局湖心亭假日活動承辦員表示，這些系列活

動將來會持續進行，其一就是讓台中市的文化團體能夠有表演的場域，也讓這些活動能夠提升台

中公園內的文化氣息。除了政府大力宣傳台中公園的美之外，公園的社會價值乃在於「城市生活

節奏快速，日常生活如果在空間的規劃上留點白，對城市生活的壓力有舒解的功能」（訪談蔡厚男，

2010），台中公園的使用人群與使用性質也呈現多元化的狀態，除了遊園的旅客或市民會到湖心亭

走走之外，比如遊湖、素人外拍、戲偶外拍、婚紗取景、樂器表演、折造型氣球、閒躺、棒球運

動等。公園內的遊樂地景呈現多元化的樣態，透過逃避的途徑來塑造的。 

台中素人外拍、戲偶外拍與婚妙取景常以台中公園內的地景為取景點，這代表著公園內的景

觀受到民眾喜愛，素人外拍Ａ小姐認為： 

「公園內的景色超漂亮，所以我就約了幾個喜歡攝影的好朋友，一起到公園這裡來

拍照，不過喔，假山與假水還是要配真人才好看，所以我認為這裡拍出來的照片一定要

有人，才會好看。（2010.2.26）」 

相較之下，戲偶外拍的Ｂ同學認為： 

「這裡的景色很漂亮，沒有人吵，特別是這些樹下很適合拍戲偶，不管是Ｑ版娃娃

或是布袋戲的，都很適合，而且，最好不要拍到人，拍到人就太假了，我們還可以模擬

布偶們是行走在草原上，很棒。（2010.2.26）」 

婚紗取景攝影師也認為，公園內處處都是很棒的取景點，特別是湖心亭，充滿著古色古香的

氣息，顯然日本時代改造自然營造出來的新物質環境，經過時代變遷，在台中市民的心目中的地

位仍然是不會改變。而且，以外拍的行為來說，公園內「類自然」的景色，是逃避過後的結果，

這些取景者透過空間移動到公園內取景，素人外拍逃進了「自然」空間中拍照，與戲偶外拍一樣，

逃避了人類自身的獸性與醜陋，而選擇以戲偶為代表，在公園內「自然」的時空中，都已創造出

屬於他們自己的娛樂地景。 
 

婚紗取景 即興街頭表演 折創意氣球 

   

另一方面，對於現實世界的不滿與消極，逃進公園中人們，也創造出他們自己的娛樂地景。

遊湖的Ｃ民眾認為： 

「在這裡遊湖，雖然這個湖有點小，但是假日來公園裡玩玩，可以自己划船，在湖

中沒有其他人干擾，平日上班也很累，來公園放鬆放鬆，雖然說自己划水也很累啦，不

過有趣好玩就好，不要這麼嚴肅。（2010.2.26）」 

現實世界的工作疲勞，似乎透過划船遊湖的動作就可以減輕消散；或者，現代社會的你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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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會透過另一種方式，在公園裡找到宣洩的出口，以摺創意氣球的Ｄ先生來說，他會到公園裡

折創意氣球，並發送給路過的小朋友，他認為： 

「現代的社會喔，只剩小孩子最沒心機，他們所講的話都不會騙人，也最天真，我

都會利用假日或有空的時間來這裡摺氣球給小朋友們玩。這些材料與充氣的東西都是我

自己款仔（準備）的，只是想來公園裡親近小朋友而已。（2010.2.26）」 

在公園中透過改造自然的途徑，也為了體現自然，Phil Macnaghten 與 John Urry（1998）提出，

自我身體的經驗是唯一的途徑，透過在公園中與一般工作活動不同的時間空間，以身體實踐方式

替自己找到差異的空間認知，以自身的想像或認知的自然感（sense of nature）來形塑自然，Ｃ先

生透露出唯有自己划船才能體會遊乘在「自然」當中，或許自己划船才是「回歸自然」，「自然」

的味道在湖中才能覓得，在親自操作（do）之後，自己也親近自然了，所以說，人類逃避自然，

終究還是得逃回自然。Ｄ先生更是透露出人類社會創造出醜陋的文化，是人類自身醜陋人性，公

園是小朋友可以追趕跑跳的天堂，他們的純真也代表著「自然」的天性，若要接近自然，或者若

要接近天堂，唯有在公園中碰到他們，與他們交往，才有可能。Ｄ先生代表著逃離混沌的欲望，

營造新的物質空間，讓「自然」得以在摺氣球的自身操演過程中延續下去，也讓渴望逃避現實世

界的心靈，暫時得到慰藉。 
 

划船遊湖 舒適閒躺 棒球比賽 

   

結論－逃避主義與開發新樂園之辯證 

段義孚認為壓力是文化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想像是文化創新的基礎，文化就是我們逃避自

然的願望以及實現這種願望的能力（Tuan, 1998），唯有透過空間移動；改造自然，營建新的物

質環境，進而創造精神的理想國度。 

台中市從早期先住民在大墩市街的開發、清代台灣省城的構想曇花一現、日本殖民時代台中

公園開園、戰後國民政府播遷來台、到今日湖心亭假日活動的舉辦，台中公園的成長伴陪著台中

市的發展，與台中市民交織出不可取代的歷史記憶。 

清代領台，台灣成為中國大陸東南沿海居民為了逃避嚴苛的生活環境而以身體的空間移動方

式逃進了台灣，隨後清廷治台的態度也從消極轉為積極，從台灣省城的設立可以看出，當權者信

仰八卦陣能夠替省城帶來正面的作用，所以企圖改造現實的自然環境，營建出意識中的相生相剋

的實際城型。日本殖民時代，不僅日本人從寒冷的高緯國度移到低緯溫溼的台中定居，透過空間

移動「逃離」了日本本島，進而「逃避」到台灣來，也將新興的都市計畫概念引進台中，雙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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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移動與嫁接，替台中的都市形式奠定基礎。不僅如此，另一方面也積極的改造台中的自然環

境，依據擬像「自然」，把「自然」搬進台中，可以看出日本人透過改造自然與營造新物質世界的

手段，完成了台中市街改正的規劃，新式城市屬於人為的營造文化，逃避了自然，又想逃回自然，

所以最初在市中心規劃了一座「類自然」的台中公園，當然也在公園裡擺設了動物園等娛樂性地

景，此舉顯示當政者改造了自然，後來又創造了自然，莫非就是想逃離自己所創造的物質文化，

或是其實是想逃避人類自身的「醜陋」；日後台中廳或台中州政府把一些具紀念性的典禮或活動也

都在台中公園內舉辦，任何的物質建設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傳達殖民思想，創造出一個共屬的精神

世界，也就是執政者的烏托邦樂園。 

戰後國民政府「逃避」來台，當局者認為有天總會再回歸大陸、一心要復興祖國，所以對於

台中公園的使用是粗俗不堪的，因為當時政治局勢的需求，對公園沒有多做規劃與維護，除了公

家單位進駐公園外，有關「前朝」的公園地景不是被更名，就是被「刮除重寫」，比如孔子像與孫

中山先生塑像的設立，此舉與日本殖民時代一樣，都是要透過營造新的物質環境，來達到控制思

想的目的。隨著民風漸開與全省的觀光評比，雖然台中公園一度受到民眾的矚目與喜愛，後因管

理單位缺乏長程規劃與遠見以及當時台灣的發展強調經濟成長，公園的維護與管理每況愈下。不

過，近現代的台中公園由於主事者有心經營，特別從文化層面著手，透過各種文化活動的舉辦，

陶冶遊園民眾，除了增進公園的藝術氣息，也企圖營造一種新型的精神世界。 

此外，庶民生活在逃避主義的透鏡下，在台中公園內共同營造出另一種新文化地景。日治時

期，台中文人雅士們與台中公園共同譜出詩詞，詩詞的創作本身即是一種假以文詞來逃避混沌的

現實世界之精神想像，創造出的詩詞也是一種娛樂地景的體現，當然更深層的來剖析，也是文人

們逃避人性醜陋，甚至是自己本身的一種最好的途徑。此外，動態的自行車大會也在公園的「腳

踏車專用道」競速，城市中的公園中的自行車道，就好像不自然景觀中的自然景觀，混沌的空間

意義也疊加在庶民的生活記憶裡。近現代的台中公園遊樂地景的多樣化，如遊湖、外拍等娛樂地

景，顯示著人們逃離了自然，終究還是得逃回自然，這兩者之間的相關輪迴，在台中公園內一直

循環上演著；另外一個不協調的空間觀感，就是近現代台中公園裡的流鶯、外籍勞工與下棋的活

動景觀，在這群人的認知裡，台中公園就是最好的逃避場所，外在現實環境的規約、束縛，在公

園中都可以暫時卸下，也許這樣解開自我行為，解開心房／心防，就是最快樂的天堂。 

最後，再回歸以段義孚《逃避主義》所提的逃避對象與逃避途徑雙重向度，來討論台中公園

在各階段的逃避性所衍生的文化創造，而規劃開發的新樂園設施與景象，彙整為表 1。 

總結上述，新樂園與逃避主義兩者意義相互辯證，可互斥也可不互斥，有國家機器的意識型

態樂園，也有屬於庶民社會的逃避樂園，或者可以說，矛盾的逃避主義塑造出矛盾的遊樂地景，

兩者相互辯證而成。本文認為新樂園營造的手法，其實最深刻的仍是須要從庶民生活文化方面著

手，而非政治意識型態的刮除疊加，或是宗教文化意義的銘刻。所以，逃避主義助長娛樂地景或

新樂園的發展，娛樂地景或是新樂園則須透過逃主義來支持，文化逃向了自然，最終自然也讓文

化延續，兩者其實是相互辯證而成，畢竟，「逃避是為了新樂園的創造、新樂園的大門必須藉由

逃避的途徑來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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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中公園各時期由逃避對象、逃避途徑到開發新樂園之營造內涵 

時代 逃避對象 逃避途徑 開發新樂園 

清領時期 
1.逃離嚴苛生活環境 

2.尋找新天地 

空間移動 省城建立 

日據時代 

1.逃離寒冷 

2.逃離狹小島國疆域 

3.對於溫暖南國的想像 

1.自身的移動 

2.殖民式的改造現實自然環境

3.營造新樂園 

1.市街改正計畫、公園成立、

設立動物園、單車道、神社、

擴播塔、偉人鑄像 

2.櫟社吟詩 

戰後中華

民國時期 
1.逃離戰敗 

2.期待祖國的復興 

1.空間移動 

2.刮除前朝地景，重新書寫 

設施改名、設立偉人鑄像 

現代 

1.逃離統治的陰影 

2.去殖民化 

3.以新台灣作為一個新精

神世界 

1.空間移動 

2.創造新精神世界 

多元、拼貼的後現代觀光、休

閒活動，如湖心亭假日活動、

素人與戲偶外拍、婚妙取景、

遊湖、折創意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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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津 臺灣島諸流域的水流等級及水系網比值 112-156

陳憲明 臺灣稻米生產力的區域特性 157-178

陳國彥 屏東縣林邊佳冬枋寮地區地層下陷與海水倒灌之初步探討 179-194

杜智弘 臺灣地區死亡人口之季節性及區域性研究 195-218

孟 靜 臺北市人口分布與成長之空間變化 219-232

蔡文彩 從地理學觀點來看臺灣東北地區各聚落生活圈及濱海公路通車後之變化 233-264

地理研究報告第九期 民國 72 年 4 月 

陳國章 陳憲明 臺北市書店的區位與消費者購買行為 1-19

石再添 張瑞津 

黃朝恩 石慶得 

楊貴三 孫林耀明

臺灣北部與東部活斷層的地形學研究 20-72

楊萬全 地下水開發對環境的衝擊－臺北盆地的個案研究 73-118

張瑞津 臺灣網流的分布及其地形特徵 119-134

孟 靜 臺北市犯罪現象之空間組織 135-165

歐陽鍾玲 學童空間概念的發展 166-204

黃世祝 臺南市蔬集散的空間結構 205-239

蔡文彩 從地理學觀點來看澎湖群島的交通網路及生活空間 240-278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期 民國 73 年 3 月 

陳國彥 臺灣之空梅與水分平衡 1-16

施添福 地理學研究在臺灣地區的發展與變遷 17-48

石再添 鄧國雄 

張瑞津 石慶得 

楊貴三 許民陽 

臺灣西部與南部活斷層的地形學研究 49-94

徐達蓉 臺中港特定區的水資源問題 95-137

江雅美 三重市人口遷移及其決策行為 138-187

丘逸民 香港大氣飄塵的污染 188-214

丁 驌 新疆的植物研究 215-279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一期 民國 74 年 3 月 

李薰楓 臺灣五大都市就業區位變遷的計量分析 1-40

施添福 地理教育的情意教學目標設計：一個整合的模式 41-72

孟 靜 臺灣的犯罪現象與地區環境之空間分析 73-100

陳憲明 臺灣青果運銷的區域結構：東勢卓蘭兩產地市場的例子 101-126



98 

丘逸民 臺北市冬季二氧化硫的空間分布超限日數及設定值之研究 127-144

蔡文彩 臺北地區夜市之研究 145-172

石再添 楊貴三 八卦臺地的活斷層與地形面 173-182

陳國彥 金門的氣候 183-198

張瑞津 濁水溪平原的地勢分析與地形變遷 199-228

陳國川 臺灣主要作物的地區性集中和耕地利用的雜異化 229-252

吳家彧 臺北都會區外圍市鎮的發展－樹林鎮的研究 253-272

李明燕 臺灣北端漁港及漁業活動的發展 273-335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二期 民國 75 年 3 月 

石再添 鄧國雄 

張瑞津 石慶得  

楊貴三 

臺灣活斷層的地形學研究 1-44

陳國彥 臺灣的柯本氣候機率分類 45-56

陳國川 臺灣人口年齡結構空間分布的變化：1956～1983 57-86

翁國盈 臺北氣候變化的趨勢及其都市氣候特性 87-102

陳憲明 臺灣北部高冷地區農業土地利用的研究 103-142

潘朝陽 臺灣民俗宗教分佈的意義 143-178

陳秀芬 彰化平原鮮食葡萄栽培的擴散 179-220

張智欽 屏東縣佳冬枋寮地區地層下陷之研究－力力溪沖積扇的水平衡探討 221-260

鄭勝華 食物地理研究 261-286

曾國雄 吳水源 臺灣地區市鎮鄉都市化程度特性之研究 287-323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三期 民國 76 年 3 月 

石再添 張瑞津 

黃阿有 陳美鈴 

曾正雄 

臺北市動態環境的綜合研究 1-56

陳國彥 臺灣的季節分類試論 57-70

陳憲明 臺灣北部番子澳漁撈活動的時空間配置 71-104

曾國雄 連文光 臺灣地區家庭旅運動態及燃油消費結構分析 105-126

陳富美 中國地圖之研究 127-150

歐陽鍾玲 行為地理的內涵與發展 151-166

潘朝陽 地理學方法論中的非實證論傳統 167-192

吳劍蘭 居民對環境污染的識覺與調適－臺北市南港內湖地區的研究 193-248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四期 民國 77 年 3 月 

石再添 鄧國雄 

許民陽 楊貴三 

臺灣花東海岸海階的地形學研究 1-50

陳國彥 臺灣的河川流域之降水量與逕流量形式 51-68

徐勝一 陳國彥 

丘逸民 

自然地理野外實習資料記錄器 69-78

楊宗惠 小區域內部人口分佈的時空變化：大溪鎮的個案研究 79-108

陳富美 臺灣近年來的人口成長和都市發展 1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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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川 新竹市非農產業活動的性質與分布 123-164

潘朝陽 儒家哲學的環境思想 165-188

歐陽鍾玲 「圖片」在地理教學上的應用 189-200

孟 靜 洛杉磯大都會一個市郊聚落演化之探討－以喜瑞都 ( Cerritos ) 為例 201-218

曾國雄 世界能源消費類型之分析－OECD 及其他某些國家 219-234

劉乃綺 北港地區地下水水質變化之研究 235-278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五期 民國 78 年 3 月 

石再添 張瑞津 

陳美鈴 林清泉 

曾正雄 

臺北盆地動態環境的綜合研究 1-72

陳國彥 臺灣之乾燥度 73-88

陳憲明 臺灣東部漁撈活動的時間地理學研究 89-116

吳信政 漸層色在地圖表示的應用 117-128

黃朝恩 香港東灣的沙堤堆積物及其地史學意義 129-144

陳國川 新竹地區中地系統結構和消費行為的地點指向 145-180

潘朝陽 觀念論地理學－一個人文主義地理學方法論 181-198

沈淑敏 臺灣北部地區主要瀑布群的地形學研究 199-258

鄧振源 馮正源 

曾國雄 

公共部門多目標投資計畫選擇之研究－以貨物配送中心為例 259-276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六期 民國 79 年 3 月 

石再添 張瑞津 

沈曼華 林清泉 

臺北盆地周緣坡地的坡度與土地利用 1-32

陳國彥 徐勝一  

丘逸民 

臺北盆地的降雨特性及與水文災害關係的研究(I)－概念、目的與方法 33-62

蔡文彩 臺北市補習班街的研究 63-90

陳憲明 臺灣東部漁港的機能與區位 91-114

施添福 地理學中的空間觀點 115-138

黃朝恩 臺灣中部火炎山沖積錐群的地形學研究 139-166

陳國川 我國國中地理課程設計的運作模式和內容選擇原則 167-198

鄧國雄 沈淑敏 臺灣海岸山脈泰源盆地河流地形之研究 199-224

楊萬全 歐陽鍾玲 

呂鋒洲 

烏腳病地緣關係之研究 225-246

潘朝陽 苗栗嘉盛庄村廟的空間配置及其內涵 247-276

丁 驌 中國聚落稱謂續編 277-314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七期 民國 80 年 3 月 

陳國川 我國國中地理教材的主題和地理概念分類 1-38

施添福 臺灣竹塹地區傳統稻作農村的民宅：一個人文生態學的詮釋 39-62

陳憲明 澎湖北海一帶無人島紫菜採集的領域管理 63-84

石再添 張瑞津 

許民陽 沈淑敏 

琉球嶼的海階及珊瑚礁定年研究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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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津 石再添  

曾正雄 高鵬飛 

陳美鈴 

海岸山脈東坡河階的地形學研究 99-146

張燦穩 蘭嶼椰油村雅美族人儀式性漁撈活動之漁場利用形態 147-192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八期 民國 81 年 3 月 

汪明輝 Hupa: 阿里山鄒族傳統的領域 1-52

薛雅惠 高雄縣茄萣鄉漁民生活世界的探究 53-108

陳憲明 一個珊瑚礁漁村的生態：澎湖鳥嶼的研究 109-158

潘朝陽 莊子的空間論─「秋水」的詮釋 159-192

石再添 張瑞津  

張政亮 林雪美 

連偵欽 

臺灣北部海岸沙丘之地形學研究 193-240

張瑞津 石再添 

沈淑敏 張政亮 

花東縱谷北段河階的地形學研究 241-292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九期 民國 82 年 6 月 

潘桂成 人地關係與文字起源 1-22

陳國川 翁國盈 高中高職聯考地理科試題的品質及其對國中地理教學正常化的影響 23-50

連日清 歐陽鍾玲 臺灣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幼蟲的分布及季節消長 51-68

潘朝陽 粵東原鄉「三山國王」神祇的性質 69-98

石再添 張瑞津 

張政亮 林雪美 

連偵欽 

臺灣西部海岸沙丘之地形學研究 99-148

鄭勝華 Marginal Lands in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149-164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期 民國 82 年 9 月 

潘桂成 耶儒釋道之空間智慧－哲學地理之初探 1-30

潘朝陽 粵東原鄉三山國王崇拜現象－一個文化歷史脈絡的析論 31-56

陳憲明 汪明輝 臺灣山地鄉的酒類消費與飲酒問題 57-100

徐勝一 香港吐露港地區空氣環流之研究 101-146

Marianne 

Rolshoven 

A Field Trip to Taiwan in 1993 147-156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一期 民國 83 年 3 月 

石再添 張瑞津 

張政亮 連偵欽 

林雪美 

臺灣南端與東部海岸沙丘之地形學研究 1-42

張瑞津 石再添 

楊淑君 林譽方 

陳翰霖 

花東縱谷沖積扇的地形學研究 43-74

韋煙灶 陽明山南、北磺溪源流區坡地水土流失特性之探討 75-114

潘桂成 佛國空間－歷史地理學之體會 115-138

陳憲明 1990 年臺灣農業區域劃分 139-172

黃朝恩 地理科戶外環境教學之實驗研究 17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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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二期 民國 83 年 10 月 

潘桂成 棋局－文化地理之空間透視 1-30

陳國川 美育的發展與地理教材的設計 21-36

孔慶麗 嘉南沿海養殖村落的生態變遷－以虎尾寮為個例研究 37-64

吳素蓮 大屯火山西南坡面地下水流動體系與水資源利用之研究 65-122

Eckart Ehlers 原撰 

楊宗惠編譯 

德國農業與歐體－從保護到競爭 123-139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三期 民國 84 年 3 月 

楊宗惠 臺灣地區人口老化空間變遷與特性分析 1-26

林聖欽 日治時期戶籍資料的內容及其史料價值：以玉里、池上為例 27-54

陳國川 中學地理教學的「體育」和「群育」實踐 55-72

潘桂成 人本主義地理學與形而上學之差異 73-82

潘朝陽 「中心－四方」空間形式及其宇宙論結構 83-108

石再添 張瑞津 

林雪美 張政亮 

劉明錡 陳政典 

臺灣西南部河口地區之地形學研究 109-150

張瑞津 石再添 

楊淑君 楊淑君 

陳翰霖 董德輝 

蘭陽地區沖積扇的地形學研究 151-191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四期 民國 84 年 10 月 

石再添 張瑞津 

林雪美 張政亮 

劉明錡 陳政典 

臺灣東部河口地區之地形學研究 1-38

張瑞津 石再添 

楊淑君 林譽方 

陳翰霖 董德輝 

高屏溪谷與潮州斷崖沖積扇的地形學研究 39-86

徐勝一 陳國彥 

翁國盈 丘逸民 

談中國古籍裡的雨異現象 87-96

潘桂成 儒學空間之理論與實踐 97-118

黃朝恩 環境問題及永續發展的全球尺度研究 119-170

趙建雄 從都市叢林裡的新新人類談後現代的人地關係 171-189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五期 民國 85 年 5 月 

潘朝陽 大湖地方性的構成－歷史向度的地理詮釋 1-42

黃玉容 包籜箭竹筍野生採集與農業栽培活動的空間特性 43-80

潘桂成 以文字地理學談上古中國主食作物 81-116

陳憲明 澎湖群島石滬之研究 117-140

楊宗惠譯註 史脫貝之「福爾摩沙島內地旅行暨新高山(摩里斯山)首次攀登(1898 年聖誕節)記行」 141-196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六期 民國 85 年 11 月 

姜道章 泰州地理學家沙學浚教授－壽沙教授 90 榮慶 1-18

張瑞津 石再添 

陳翰霖 

臺灣西南部臺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之研究 19-56



102 

石再添 張瑞津 

林雪美 

臺灣北部河口地區之地形學研究 57-116

陳國章 李玉芬 

韋煙灶 

宜蘭地區閩南語使用情形調查報告 117-138

蔡玉琴 淡水河流域降雨時空分析及推估－地理資訊系統的應用 139-206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七期 民國 86 年 11 月 

徐勝一 釋古人之「雷」及「無雲而雷」 1-10

潘朝陽 池永歆 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 11-44

任 茹 鄭勝華 臺灣稻作品種的演化過程及分布趨勢 45-80

楊萬全 高屏溪流域和屏東平原的水資源 81-104

張瑞津 石再添 

陳翰霖 

臺灣西南部嘉南海岸平原河道變遷之研究 105-132

余寶婷 臺灣茶園空間變遷之研究 133-174

陳富美 德國巴伐利亞的地理教育 175-192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八期 民國 87 年 5 月 

吳賽樂 鄉村工業仍存在於臺灣嗎？ 1-12

潘朝陽 臺灣關帝信仰的文教內涵：以苗栗區域為例詮釋 13-36

潘桂成 "環境"在人本主義地理學的意義 37-52

張嘉慧 臺灣甘藷食物供需特性研究 53-82

張瑞津 石再添 

陳翰霖 

臺灣西南部嘉南平原的海岸變遷研究 83-106

鄭勝華 周學政 

陳哲銘 

地理學科網路教學的發展潛力與資源中心建構的概念 107-134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九期 民國 87 年 11 月 

黃朝恩 環境新聞的報導內容及其時空特性－以臺灣地區（民國 75 至 84 年）為例 1-32

歐陽鍾玲 地理醫療體系網研究：以 1981－1990 年臺灣中部醫療體系網為例 33-62

韋煙灶 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居民維生方式的轉變 63-96

張瑞津 鄧國雄 

劉明錡

苗栗丘陵河階之地形學研究 

 

97-112

陳憲明 李玉芬 綠島漁業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文化生態 113-142

徐進鈺 邁向一個學習性的區域？臺北－新竹高科技走廊的廠商聚集與技術學習 143-160

王 魯 中國大陸的第四紀冰河 161-184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期 民國 88 年 5 月 

賀忠儒 李薰楓 沙學浚教授對地理教學研究的貢獻為例 1-10

吳信政 沙學浚教授的地圖觀 11-20

王爾敏 沙學浚先生歷史地理學之理論綱領 21-32

李國祁 由澳門興衰析商業殖民所需之地理與歷史條件 33-52

陸寶千 地位價值的隱顯與轉變－以菲律賓為例 53-64

施添福 開山與築路：晚清臺灣東西部越嶺道路的歷史地理考察 65-100

姜道章 「姚譯方校中國地圖學史」糾謬－兼論學術著作的翻譯 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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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朝陽 從赫特納到沙學浚的地理學本質論 125-158

楊宗惠 地緣政治研究今昔 159-174

陳其南 臺灣地理空間想像的變貌與後現代人文地理學－一個初步的探索（上） 175-220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一期 民國 88 年 11 月 

陳國彥 

Manfred DOMROES 

徐勝一 

Dirk SCHAEFER 

丘逸民 胡金印 

臺灣地區現代氣溫上昇現象與全球溫暖化比較的研究 1-14

王礎儀 廣東西江低窪漬水地環境變遷與基塘資源永續利用 15-30

周學政 王宜珍 

黃士訪 

全球資訊網在國中地理科教學上應用之研究 31-46

葛滿龍 王乾盈 華江高地是否存在？ 47-60

張瑞津 鄧國雄 

劉明錡

頭前溪階地之地形學研究 61-82

汪明輝 臺灣原住民民族主義的空間性：由社會運動到民族發展 83-110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二期 民國 89 年 5 月 

陳憲明 日本串木野之鮪釣漁業發展 1-22

張智欽 礁溪溫泉安全出水量之研究 23-50

黃朝恩 國民中小學課外活動現況的研究：以環境教育為例 51-80

丘逸民 臺北盆地降雨的空間特性的研究(II)：暴雨的分布、深度與面積雨量 81-124

陳柳均 新竹科學城的迷思 125-147

蔡文芳 星巴克人的誕生－都市咖啡消費空間的解讀 147-166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三期 民國 89 年 11 月 

陳國川 日治時代雲林官有原野的土地開發 1-52

黃朝恩 國民中學地理科環境價值教學之研究 53-102

胡金印 恆春地區農業活動在種植時序方面對落山風氣候之調適進展 103-128

吳進喜 羅漢門地區的開發與中心移轉 129-162

陳哲銘 主成分分析與最小雜訊區段轉換對減少超光譜影像維數之比較 163-178

張瑞津 鄧國雄 

劉明錡

新店溪河階之地形學研究 179-198

陳憲明 琉球嶼之鮪釣漁業發展 199-220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四期 民國 90 年 5 月 

胡金印 恆春地區農作空間對落山風之調適 1-34

袁榮茂 經濟再結構及其地方能動性的探討－以大鵬灣地區觀光開發計畫為例 35-62

劉盈劭 沈淑敏 

張瑞津 

陳有蘭溪四個小流域崩塌與土石流發生頻率之研究 63-84

陳憲明 半島馬來西亞的漁業發展：柔佛州的一個華人漁村龜咯的個案研究 85-116

張國楨 地理資訊系統與都市環境災害評估 117-144

林雪美 張喬盛 臺灣東部河口地形的變動時距與循環 145-179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五期 民國 90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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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學誠 黃正良 

夏禹九 

福山及扇平森林集水區飽和土壤水力傳導度之比較 1-20

丘逸民 大臺北地區水利開發的歷程與河岸地利用問題的研究 21-64

陳佳筠 臺灣量販店─一個新零售地理學的討論 65-84

張瑞津 楊貴三 臺灣中部活斷層的分布與地形特徵 85-120

陳哲銘 結合空載超光譜和雷達資料增揚都市地表特徵 121-138

黃朝恩 跨世紀的美國地理教育新貌 139-162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六期 民國 91 年 5 月 

鄭秀蘭 都市郊丘綠地資源利用的時空變遷－以臺北四獸山市民森林為例 1-32

黃朝恩 陳燕釗 

王淑芬 洪肇呈 

國民中學師生的環境意識及環境教育需求研究 33-58

劉瓊如 林若慧 

蔡財興 

遊客遊憩體驗因果關係之研究－以東北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為例 59-74

費 傑 侯甬堅 

張青瑤 

基於水文證據的七至八世紀黃河流域氣候推斷 75-84

張瓊文 新店丘陵的土地經營(1810-1890) 85-102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七期 民國 91 年 11 月 

林雪美 彭佳偉 

張喬盛 

颱風事件對臺灣河口地形的影響分析－以水璉溪及中港溪為例 1-22

潘朝陽 周易的環境倫理及其大地關係 23-48

葉宛錡 阿蓮區域祭祀圈的空間結構 49-72

廖依俐 桃園都市景觀的詮釋－以巨蛋、景福宮為例 73-94

廖學誠 金恆鑣 

黃正良 劉瓊霦 

1999-2000 年臺灣南部六龜森林集水區溪流水離子濃度與流量關係之研究 95-112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八期 民國 92 年 5 月 

徐勝一 北魏孝文帝遷都洛陽與氣候變化之研究 1-12

牟重行 王彩萍 中國歷史上的「瘴氣」考釋 13-30

丘逸民 從世界氣候分類系統看中國大陸與蒙古的氣候區劃(1)：柯本分類法 31-54

譚鴻仁 民眾參與與永續發展 55-66

沈淑敏 張瑞津 圖像資料在臺灣地區地形變遷研究上的應用與限制 67-88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九期 民國 92 年 11 月 

林聖欽 臺灣常民命名文化的歷史地理分析－以日治時代鹽水港廳學甲堡學甲寮庄為例 1-36

陳翰霖 張瑞津 曾文水庫對流量及輸沙量的影響 37-54

何洪鳴 周 傑 基於 RS 與 GIS 技術的毛烏素沙漠邊緣地帶環境變化研究—以無定河中游的榆林、

橫山、米脂交界帶為例 

55-66

丘逸民 從世界氣候分類系統看中國大陸與蒙古的氣候區劃(2)：桑士偉分類法 67-94

沈少文 東亞地區植生指標之空間與時間分析：1982～2000 95-104

陳哲銘 Geocaching－高科技的大地尋寶遊戲 105-112

地理研究報告第四十期 民國 93 年 5 月 

陳哲銘 

George F. Hepner 

高光譜資料中都市地表物質的辨別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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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聖欽 九年一貫課程的鄉土空間界定方法 21-44

陳成鐘 臺中縣大里溪鳥類景觀資源研究－以大衛橋至中投公路大橋河段為例 45-66

張政亮 鄧國雄 

吳健蘭 

臺北地區漢人聚落拓墾與地形之相關研究 67-90

韋煙灶 張智欽 新竹市南寮地區的區域開發、聚落及宗族發展之探討 91-120

張芳梅 臺東高中職生對鄉土景觀及特產的認知與看法 121-146

地理研究報告第四十一期 民國 93 年 11 月 

高崇真 周素卿 資訊城市空間組織形式之制度基礎分析：以臺北市寬頻網路的空間形構為例 1-24

歐陽鍾玲 地理與醫療行為模式 25-48

葛滿龍 張瑞津 

王乾盈 

以折射震測法探討新社河階群 49-60

鄧屬予 劉聰桂 

陳于高 劉平妹 

李錫堤 劉桓吉 

彭志雄 

大漢溪襲奪對臺北盆地的影響 61-78

林聖欽 九年一貫課程教師的鄉土資源調查方法 79-98

林雪美 臺灣地區近三十年自然災害的時空特性 99-128

地理研究第四十二期 民國 94 年 5 月 

楊貴三 馮鈺棋 嘉義地區活斷層之地形學研究 1-22

潘朝陽 整全生機論自然宇宙觀：人與自然和諧的環境倫理－以《聖經‧創世記》為主的

詮釋 

23-48

林顯榕 臺北市地下街的空間區位與消費者行為 49-72

黃素真 邊陲區域與「慚愧祖師」信仰－以林屺埔大坪頂地區為例 73-104

譚鴻仁 王俊隆 鄰避與風險社會：新店安坑掩埋場設置的個案分析 105-126

藍淞地 陳哲銘 自導式野外實察教學模組之設計 127-148

地理研究第四十三期 民國 94 年 11 月 

鐘龍治 廖學誠 

陳宛君 劉瓊蓮 

陳美惠 

羅東地區民眾對林業經營的認知與態度 1-20

徐勝一 北風去南風回－論鄭和七下西洋之新說與舊說 21-42

池永歆 洪堡德所奠立之地理學的一種美學傳統 43-60

李瑞陽 姜如憶 應用遙測技術於水稻田判釋之研究 61-82

李明燕 衛星影像融入高中地理試題之研究 83-100

張政亮 張瑞津 

紀宗吉 

遙測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大甲溪流域之崩塌災害的調查與分析 101-122

地理研究第四十四期 民國 95 年 5 月 

王景平 廖學誠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中環境正義與媒體地方感之分析：以「斯土安康」影

集為例 

1-22

葛滿龍 張瑞津 

王乾盈 

利用淺層反射震測法探討公荖坪斷層 23-33

梁炳琨 原住民族觀光發展的地方建構：鄒族山美社區個案 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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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真 清代番屯政策與鹿谷鄉清水溝溪下游的區域性 59-87

洪佩鈺 沈淑敏 

陳浦淮 

應用大比例尺影像地圖辨識沙礫質海灘的濱線：以臺東海岸為例 89-106

地理研究第四十五期 民國 95 年 11 月 

陳憲明 印尼巴里島台灣漁業基地的區位分析 
1-22

林聖欽 苗栗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環境認知分析 
23-50

歐陽鍾玲 台北市醫療設施分佈之地理研究 51-72

莊永忠 陳永寬  

詹進發 

不同流向演算法與集流閥值對數值地形模型河川網路萃取之影響 73-92

林天人 清初河防政策與河工研究：以靳輔的治河為考察重心 93-122

張政亮 張瑞津 運用馬可夫鏈模型與細胞自動機理論模擬植生復育之研究：以九九峰地區為例 123-142

地理研究第四十六期 民國 96 年 5 月 

楊貴三 張瑞津 

沈淑敏 石同生 

埔里盆地的地形面、活動構造與地形演育 1-16

林聖欽 臺灣王爺信仰文化的陸域性格初探：新竹、苗栗長興宮地域的考察 17-46

李明燕 沈淑敏 

林聖欽 

6-9年級學生的世界地理知識：以「地理知識大競賽」為例 47-64

王文誠 赫爾辛基：一個都市地理的分析嘗試 65-80

王冠棋 台北之家誰的家？台灣電影全球在地化的軌跡 81-104

林怡芳 日治時代蒜頭製糖所職住型聚落的生活方式 105-128

地理研究第四十七期 民國 96 年 11 月 

榧根 勇 環境的哲學觀 1-16

鮑曉鷗 西班牙帆船行經太平洋抵達馬尼拉並順著黑潮返航(十六和十七世紀) 17-38

黃誌川 高樹基 

郭鎮維 李宗祐 

地形指數模式在台灣北部山地集水區降雨逕流之模擬：以橫溪集水區為例 
39-58

歐陽鍾玲 概念構圖應用於中學地理教學策略之研究 59-78

洪醒漢 臺北都市空間性的遞嬗：以中華路為例 79-100

鄭漢文 王桂清 雅美族海洋文化感知的生態實踐 101-122

地理研究第四十八期 民國 97 年 5 月 

葉昕佑 韋煙灶 雲林縣口湖地區土壤鹽化現象的研究 1-24

林美慧 廖學誠 台北市景美溪下游河川環境教育發展現況與策略規劃 25-46

李南衡 一九二○年台灣地名變更及語音變化 47-62

周士堯 陳哲銘 高中地理科全球教育的實踐：兩岸學生網路合作學習的教學設計案例 63-84

莊翰華 歐洲整合的「空間」概念之演變 85-104

康培德 東南亞－地名變遷與地理規劃 105-124

地理研究第四十九期 民國 97 年 11 月 

洪醒漢 現代化發展下西安都市策略的空間批判 1-26

吳俊賢 陳溢宏 

林俊成 許秋雁 

居民對試驗林轄區發展社區林業的態度研究：以六龜鄉及茂林鄉為例 
27-40

池永歆 哈特向的地理學方法論研究：回顧與審視 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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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明 清領至日治時代梓官地區的農漁墾殖 61-92

劉怡君 陳國川 戰前新加坡農業土地利用的特色：以義順地區為例 97-122

孫稜翔 蔡衡 八卦山背斜集水區地形計測指標於活動構造意義之探討 123-141

地理研究第五十期 民國 98 年 5 月 

葉韻翠 新加坡組屋政策中的國族政治 1-20

林聖欽 清代淡水廳竹南一保街庄名的社會空間意涵--試論慈裕宮五十三庄宗教組織的形

成 
21-46

林雪美 黃翊翔 
沈淑敏 

台灣東北部福隆海灘類型和裂流分布 
之長期變動研究 

47-66

洪銘志 用 V-I-S 模式描述都市土地覆蓋：以猶他州鹽湖城為例 67-91

地理研究第五十一期 民國 98 年 11 月 

梁炳琨 資源社區的產業轉型：台灣地區的四個個案分析 1-22

謝琦強 莊翰華 台中市都市土地使用強度「區位特性」之研究－以容積移轉制度為例 23-44

葉爾建 Pre-Colonial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n Formosa:Preliminary Study based on Japanese 

Cited Materials 
45-66

葉韻翠 新加坡華人聚落地景變遷與國族意涵 67-86

地理研究第五十二期 民國 99 年 5 月 

張珍悅 徐勝一 永續發展教育脈絡探討：「聯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年計畫」之回顧 1-26

李明燕 高慶珍 台灣中小學生地圖繪製能力之探究：以 2008 年環境觀察能力測驗為例 27-41

溫在弘 劉擇昌  
林民浩 

犯罪地圖繪製與熱區分析方法及其應用：以 1998-2007 年台北市住宅竊盜犯罪為例 
43-63

凃函君 蘇淑娟 台灣沿山地區檳榔業的生產空間與社會：以嘉義縣中埔鄉為例 65-84

地理研究第五十三期 民國 99 年 11 月 

陳憲明 帛琉台灣漁業基地：漁場與日本市場的連結 1-22

李瑞陽 陳勝義 台中市搶奪犯罪熱點與犯罪區位之空間分析 23-48

張伯峰 陳國川 權力、空間與象徵：大甲鎮瀾宮的進香路線 49-70

沈淑敏 陳映璇 經建版地形圖和像片基本圖在濱線繪製上的應用與限制 71-89

地理研究第五十四期 民國 100 年 5 月 

黃燕儀 馬來西亞柔佛麻坡降雨事件時間序列分析及預測模式 1-18

賴鳳霙 譚鴻仁 臺中合樸農學市集的形成過程：行動者網絡理論的觀點 19-42

蔡怡玟 以石川欽一郎、木下靜涯、陳澄波、陳慧坤、李永沱筆下之淡水作品詮釋地方及

其精神之意象 
43-68

吳鄭重 王伯仁 節慶之島的現代奇觀：台灣新興節慶活動的現象淺描與理論初探 69-95

地理研究第五十五期 民國 100 年 11 月 

廖學誠 陳宛君  

莊永忠 

宜蘭海岸地區永續發展綜合評估與策略規劃之研究 
1-20

林雪美 朱明人 

黃映慈 

沙質海岸海灘劣化與復育策略：以宜蘭海岸為例 
21-46

梁 平 莊永忠 多源遙測影像於宜蘭海岸濱線變遷偵測之應用 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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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宗儀 宜蘭海岸永續經營之沙丘劣化評估指標 69-88

莊永忠 廖學誠 PPGIS 與傳統民眾參與方式在社區議題討論與居民參與程度上之比較研究：以宜蘭

縣龜山島社區為例 
89-119

地理研究第五十六期 民國 101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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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約 
 

一、 本刊以地理學及相關研究之學術性論文、報導新知等為主，並以未在國內外任何刊物發表過文章

為限。版面公開，歡迎提供各類稿件。 

二、 本刊定於每年五月及十一月出版，並全年徵稿。 

三、 論文含圖表以不超過三萬字（十六開規格，9.5 號字，行距 16.3pt，版面二十頁）為原則。 

四、 本刊文稿請參考「撰稿格式」。(論文若經錄用，格式不符者，本刊有刪改權) 

五、 稿件中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三百字以上之引文），請事先徵得原作者或出版者（書面）同

意，本刊不負版權責任。 

六、 文稿中圖片以黑白印刷為原則，若需彩色印刷，每篇以四頁為原則，超過圖幅印刷費由作者負擔。 

七、 來稿先經編輯委員進行初審作業，唯注意避嫌原則，經認可後送外審兩名（審查採雙匿名制）。

通過審查之稿件，始刊登在本研究報告上。 

八、 投稿經審查通過後刊登者，每篇酌收審查費 2,000 元，每篇奉贈本刊五本及抽印本二十份，PDF

檔一份。 

九、 來稿請寄文件稿二份及以 Word 儲存之電子檔案（圖片請注意其清晰度）。郵寄地址為： 

10610 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162 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地理研究》編輯委員會 

電子郵件信箱： jgr@dep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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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格式 
 

一、中、英文論文題目名稱，中文使用標楷體 16 號字；英文使用 Time new Roman 體 14 號字。論文

如有副標題使用「：」或「:」與題目隔開。 

二、中、英文作者姓名，中文使用標楷體 11 號字；英文使用 Time new Roman 體 11 號字。姓名後加

上標之 a 或 b，c，並於論文第一頁（英文摘要之頁）下註明作者服務機關、職稱。 

三、內文之中、日文字體以新細明體 9.5 號字，標楷體為副；西文字體以 Time new Roman 體 9.5 號字；

註釋部分則以 8 號字為主。中、日文之標點符號採用全形符號，西文則採用半形之後空一個字元

為宜。對齊方式以「左右對齊」為宜。 

四、投稿論文如曾獲某機關之經費補助、或曾獲學位、或曾在公開場所口頭發表（註明時間和地點）

必須聲名、或有申謝之意思等情形，一律在文後以上標之*表示。如： 

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 
The Sociocultural Space of Taiwan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Period: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Zhu Yigui Incident 

潘朝陽 a               池永歆 b  

Chao-Yang Pan          Yeong-Shin Chyr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1997 年 6 月第一屆臺灣地理學術研討會暨陳國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一、範例 

a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教授         二、範例（8 號字體） 

b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五、附中、英文摘要，置於正文之前(中、英文摘要，各不超過五百字為原則)，使用 8 號字。並請列

出關鍵詞 Keywords（粗體字），以五個為限。 

 

六、主標題如前言、研究方法…等，不需加註項次，置中排列 14 號粗體字體。主標題下之次標題以：

(一)置左排列 11 號粗體字體。 

1. 置左排列 9.5 號粗體字體。 

(1) 置左排列 9.5 號粗體字體。 

 

七、圖表格式如下： 

(一) 文中插圖與表，請予以分開編號，如圖 1、，圖 1-1、，圖 2、，表 1、，表 1-1、，Fig.1.，Tab.1.，…，。

名置於圖下方置中對齊，表名置於表上方置中對齊。 

(二) 論文中統計數字以阿拉伯數字書寫，所有度量衡單位以西文書寫，並採用國際 10 進位為原則，

如 cm、kg、ppm 等。 



 111

(三) 附圖及表格繪製與配置請參照十六開規格（19 公分×26 公分）加以設計，加上圖號及圖名，並

儘量直接插入論文檔中適當位置。如需掃瞄、縮製，應先注意其清晰度。 

 

八、文中附註請頁下註形式，請在該段文句末，句點或逗點前右上方註明編號。如： 

     ……因此五千年前史書已有種稻記載 11，…… 

11
曲禮（下），禮記五。 

 

九、文中引文格式 

(一)文中引文請在該處以括弧註明作者姓氏、年份及引用之起迄頁碼。 

      1.「直引」（文引）的寫法。如： 

……寺廟是臺灣漢人社會文化的基象徵（key symbol），寺廟與漢人聚落的建立是亦步亦趨

地相伴出現（余光弘，1988：155）。  中文之刪節號共 6 小點 

…Jude when these generalizations are no longer sustainable…（Smith, 1978b: 67）  西文之

刪節號共 3 小點 

2.「意引」的寫法。如： 

……目前頭前溪之計畫排洪流量為 11,200m3/sec（水利局，1997），… 

……，並使對都市結構性問題的挑戰得到有力的解決（Castells, 1983），… 

3.「間接引用」的寫法。如： 

……「在臺灣，漳州、泉州二語，發音略有差別，泉州系語音較重，而安溪、頂郊尤甚，

漳州系語音則較為輕清。」（吳槐，1976；引自林再復，1985） 

   (二)文中網路引用文獻，如：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2003/02/17）…… 

   (三)其它文中引文格式 

1. 作者為三人以上或作者為主編，則寫成如： 

潘朝陽等（1999：20-24）…… 

董忠司編（2000：5）…… 

2. 引用該文章中該作者所引用的文章或圖表，請在該處以括弧註明：原作者姓氏，年份：起

迄頁碼；引文作者，年份：起迄頁碼。 

3. 引同一作者在一年中有一篇以上論著，則在年代之後以小寫英文字母 a, b, c 表示出版先後。 
 

十、文末引用文獻  置中對齊，14 號字 

(一) 全部引用文獻移至文末，年代用西元，不同語文之文獻按中文、日文、西文順序編排。 

(二) 文獻如為期刊或論文集論文，則文獻內各項排列次序為：作者姓名（年份，用西曆）：〈篇名〉，

《刊物或論文集名稱》，卷數（號數）：頁數起迄。 

1.中文，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而多排列。如： 

林朝棨（1963）：〈臺灣之第四紀〉，《臺灣文獻》，14（1-2）：91。 

2.日文，按論文出版年代，先後順序排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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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高幸‧前田 昇‧井上 茂‧高橋達郎‧與田也誠一‧守田 優‧岡 義記‧池田 碩‧大

橋健‧加藤瑛二（1965）：〈阪神とのそ周邊との地形〉，《地理學評論》，40(11)：585-600。  

第二行以後內縮兩個全形字 

3.西文，西文按作者字母先後順序排列。如： 

Findlay, A. M., Wenelblat, A. & Graham, E.(1991):The challenge facing popul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5(4):149-162.  第二行以後內縮 4 個半形字，篇名僅字首大

寫，其餘一律小寫。 

(三) 文獻如為專書，則文獻內各項排列次序為：作者姓名（年份，用西元）：《書名》（版次，如使

用第二版以上時）。出版地（以都市名為準）：出版社，起迄頁數。 

1.中文，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而多排列。如： 

劉金和（1994）：《臺灣地區教育與研究網路整體規畫研究》。新竹：交通大學資訊管理研究

所碩士論文，106-107。  第二行以後內縮兩個全形字 

2.日文，按論文出版年代，先後順序排列。如： 

板倉勝高（1981）：《地場產業の發達》。東京：大明堂。 

3.西文，按作者字母先後順序排列。如： 

Wenelblat, A. (1993):Virtual reality applications and explorations. (2nd) N. Y.: Academic Press Inc. 

第二行以後縮 4 個半形字。如為第二版以上則加括弧說明。 

Chung, Raung-fu (1996):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臺北: 文鶴出版

社.  中文字仍以西文標點符號處理。 

(四) 文獻如為網路資料，則文獻各項排列次序為：作者姓名（年份，用西曆，如年份不詳則以「？」

表示）：〈檔案名〉，《網址或網站名》。網址。（瀏覽或摘錄日期）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2003/02/17）：〈博碩士論文授權書〉，《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

技術資料中心》。http://www.stic.gov.tw/。（2005/12/25 瀏覽） 

 

十一、論文附謝辭、後記者，請置於論文末尾，以新細明體 9.5 號字書寫，以不超過五百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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