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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移在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開發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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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how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neoliberalism work as core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For hug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t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that the land development surrounding projects is considered a means for financial 

compensation. Thus, developing the surrounding land area of high speed rail stations has become a 

focus of both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High Speed Rail (HSR) station special districts have 

become a spatial nexus wher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housing projects mushroom.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of the special district at the HSR Taoyuan station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tion of its spatial making. We examine how the oscil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neoliberalism in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has impacted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ance, 

and local society. We further analyze how regional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serves as a catalyst for 

regional and local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districts at HSR stations. These districts have become a competitive arena where capitalistic 

interests negotiate with the governments and among themselves. The arena encompasses 

pseudo-demands for land and activities in the short run. Both short-term profit-making and spatial 

speculation make these districts high-risk environments and distort public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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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切入，探討政府為追求經濟發展，以國家權力積極干預社經

發展，當新自由主義崛起，影響各項政策改革與空間規劃，為因應國內、外政治經濟需求與國家財

政蹇促情形下，基礎建設由公轉私宛如星火燎原，在各地發酵擴散，尤以區域交通基礎設施結合周

邊土地開發追求不動產利益的過程，更成為左右臺灣空間發展的特殊經驗，從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案例中，其規劃迄今成為權力操作、發展治理，及資本流動的節點，更展現特殊面貌，各種結構性

政策與能動性要素間的共構與互相滲透，使得區域發展變遷更趨複雜，也引發政策結構再生產，突

顯國家引領都市發展的脈絡及不同行動者互動關係如何影響區域發展，研究發現國家干預並未減

弱，更以各種建設與制度框架強勢地引導區域及都市發展，但一方面又以新自由主義的都市治理方

式，納入市場規則，將市場力量引入區域的開發與治理，以維持地產開發榮景，穩固公、私間的利

益合作關係，但已形成投機空間，並扭曲公共利益。 

關鍵詞：發展型國家、新自由主義、高鐵車站特定區 

前 言 

基礎設施經常被政府視為產業帶動、刺激經濟成長的主要手段，或是與其他世界國家、城市

評比競爭力的重要項目之一，為了追求經濟成長，政府以財政補貼及提供公共設施的方式，補充

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不足，滿足私人資本發展與尋求新的投資市場，達到資本積累的目的， 常見

的就是透過科技產業、文化、觀光、不動產開發、交通建設等政策與計畫推動，以塑造都市空間

環境，企圖擠身全球舞台，政府就像隱身在決策後的主要機器，影響了都市與區域之空間領域的

塑造過程（Castells, 1985；楊子葆，1991；鍾麗娜、徐世榮，2013）。當全球資本利得階級日益

壯大，經濟發展變成社會發展與資源配置的主流意識，也衍生出新的剝削形態（Harvey, 1989），

就如 Brenner（2013）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擴張產生了巨大且複雜的的情況，連非都市範圍也被

捲入改變，都市的意義必須在理論和實際上根本性地加以重新想像。發展型國家的臺灣，政府常

以各種經建計畫、政策、誘因，將原本屬於都市範圍的邊陲地區轉變為都市發展用地，介入的程

度、規模參差不齊，也視個案的歷史軌跡與在地社會的能量（陳瀅世等，2016），整個過程中充

滿政治、經濟、利益等複雜與相互糾葛的可能因素，使都市區域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與制度的實

驗場（Brenner, 1999;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 Jonas and Ward, 2007；藍逸之，2012；張容瑛，

2014；蕭力偉、蘇淑娟，2017；蕭力偉，2018），為達目的將提升都市的競爭力或扭轉都市頹勢

視為必要（陳瀅世等，2016）。於是乎權力的運作與互動成為政策形成的關鍵（丘昌泰，2004；

鍾麗娜、徐世榮，2013；黃建銘，2015），空間又是權力的容器，空間規劃與土地開發便又再度

成為地方、中央政府改變地景的工具，其本質與利益則儼然變成一個綿密複雜的政治經濟體，地

方雖可依自身環境條件決定發展的特質，但卻很難擺脫政經發展的左右，循環不已。 

1960 年代後的臺灣，既有的城鄉關係受到國際分工與國家經濟發展影響，外銷出口為主的經

濟政策，計畫的主體是國家與技術官僚，國家的干預經濟，成為維持發展能力之合法性原則，不

但控制了臺灣社會也動員了社會（夏鑄九，1991）。臺灣的成長模式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力構成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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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產網絡，透過代工生產方式在全球商品鏈中佔有一席之地，而當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之後，

這樣的成長模式的確遭遇到瓶頸。臺灣做為一個發展型國家，政府一向對國內經濟發展扮演強勢

領導的角色，從 1980 年代起國家政策也轉向自由化，這個發展趨勢也改變了臺灣國宅政策中國

家干預之程度與方式（陳怡伶、黎德星，2010），而經濟全球化及政治民主化、加上地方勢力抬頭，

強調自由化、民營化、去管制化的新自由主義治理概念躍升為主角，藉由公、私合夥的方式，以

民間資金與彈性來提供公共建設，同時達到解決財政問題與兼顧公益之目標，卻也恰好成為提供

財團參與支配公共建設的溫床，政府的各項工程、醫療、機場、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文化設施，

都應委交民間辦理才有效率，在這樣的氛圍與包裝下，資產階級取得了參與甚至是支配國家的權

力，並以鯨吞蠶食的方式，吞噬國家資本，使得公共資源轉為私人化的過程，也間接造成對國民

的剝削。縱然如此，國家干預的力道並未減退，追求經濟發展一直是國內絕對多數的共識，而政

府對空間規劃與土地利用的態度，向來以發展主義的開發立場，都市擴張的現象早已成為資本積

累的一環，並被認為是以土地掠奪來刺激成長（Jou et al., 2012）。然而發展掛帥並未能達到促進

整體社會的和諧與進步的目的，更引發犧牲自然資源與生活環境品質的負面效應與反民主後果，

區域、都市空間結構關係變得更複雜，空間規劃受到更多的批評，縱使規劃的理論或技術亦有相

當程度的演變，仍難以避免不合理的政策成為合理性（the rationlity of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讓空間發展變成不理性（Irrationality），產生了「失序空間」（spaces of disorder）的情況。 

常見的改變空間與土地利用的手段便是土地變更與徵收，例如將農業區或保護區變更為住

宅區及商業區，擴大都市範圍，再以各種不同的獎勵提高增加容積，無視國土規劃、都市或區域

計畫、人口遞減、高空屋率、融資風險等問題，產生出鬼城與蚊子館建設的現象，當都市願景未

實現，原來的地景、人群與社會關係網絡或文化資產以經被破壞，而原有的部分人（群）也因土

地建物被徵收被迫離開，且持續不斷地藉由複製、模仿其他都市機能與設施，幻化編織地方繁榮

的美夢，難道這是全球化下每個地區的發展必須經過的新都市空間重構的過程？或者是政府刻意

的聯合資本家將都市物質化，以權力與資本對土地所進行的略奪戰爭？區域的發展終究必須面對

在地的本質與條件、社會的意識、市場供需及與其可能衍生的資本積累與居住的矛盾。這也是

Sassen（謝孟宗譯，2015）認為經濟成長是推動福利國家所必須的，成長是促進公共利益的手段、

用以增進多數人所共享的繁榮，但今日的體制與假設，卻越來越配合企業的經濟成長，危險、狹

隘的設想已經控制了我們，只要擋了追逐利潤的路，就要擔負被推開的風險，就可能被驅離，全

球經濟複雜系統的殘酷性，創造了許多被驅離者的黑暗空間；在這個殘酷性包裝在美麗願景的糖

衣中，卻無視甜味消失後的苦澀隨時會來，高鐵車站特定區的產生代表一個新的資本積累與治理

技術的空間開展，也代表著未來將面臨的新的風險與危機。 

本研究以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規劃發展歷程作為論述與實踐，高速鐵路規劃案沿線原設置臺

北、桃園、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七個站，於 1990 年提出後，從一開始的場站的選址、

到都市計畫、區段徵收，以至於目前的開發情形，均出現各方勢力的競逐。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計畫案經 1998 年 2 月送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並於 1999 年 2 月 2 日第 460 次會議審議通過，復於

1999 年 9 月 30 日公告實施，計畫面積為 490 公頃，土地使用規劃概以高鐵車站為核心，劃設車

站專用區、產業專用區及主要商業區，外圍則以住宅鄰里單元為主，並於 2005 年完成區段徵收作

業。2007 年 1 月台灣高鐵通車營運，因車站周邊之住宅區陸續開發，惟車站專用區之附屬事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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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業專用區、核心商業區等皆尚未開發。為了主導高鐵車站特定區發展，行政院經建會（今

國發會）於 2007 年 10 月召開「研商高鐵桃園站發展定位事宜」會議，將特定區定位為「國際商

務城」，未來將引入國內外企業設立營運總部及展覽館。而當時的桃園縣政府（今桃園市政府，以

下同）一方面如火如荼推動及規劃「桃園航空城計畫」，且以「經貿展覽園區」為特定區之發展目

標與短期發展重點區域，另一方面因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計畫自 1999 年發布實施後已有一段時

日，故於 2008 年辦理第一次通盤檢討，其目的主要有二，其一係將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拆離，以

達之政策目標及落實地方自治之精神，讓地方實際掌握空間開發的主控權；其二則是修訂土地使

用管制內容，增加開發投資之誘因，例如為加速發展「經貿展覽園區」之目的，增列商二與產業

專用區建築物提供獎勵容積，且不受獎勵容積 1.5 倍之限制，加速開發以形塑「國際商務城」完

整機能與意象，並達成「桃園航空城」之優先發展重點目標（桃園縣政府，2010）；此外，將管制

長達 25 年的海軍桃園基地周邊地區禁建、限建和航高放寬案於 2014 年 6 月解禁，此項禁令在多

方介入下解除和放寬，除捷運機廠用地仍受桃園機場航高限制，建築高度不得超過 12.5 公尺（約

4 層樓），中段產業專區將由現行 24.4 公尺（約 8 層樓），一舉放寬至 60 公尺（約 20 層樓），

外圍的青埔棒球場等運動休閒專區，完全沒有航高限制，不僅是航空城推動開發的大利多，更讓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開發更加速（桃園市政府，2014）。 

在都市計畫審議及規劃過程中，出現在地民眾、自救會、地方行政首長與行政機關、省級都

委會、內政部都委會、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經建會（今國發會）等各方，對於都

市的規劃、地方發展的期與自身的權益等有不同的看法（內政部營建署，1999）；高鐵通車後，政

府原計畫推動的 2008 博覽會亦中斷辦理，機場捷運計畫 2006 年動工，特定區發展不如預期，又

於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審議階段亦有民眾陳情反映區內醫療設施、學校及行政機關設置

不足、區內交通及大眾運輸規劃不明、對外交通費用（高鐵車票價格）太高、公民或相關機關團

體又相繼提出包括放寬住宅區容積，並提開發時程縮短的獎勵、國中不足、縮短建照審發時間、

產業專用區之分區改為使用、必要性服務設施計入法定空地、宗教專用區不得做納骨塔使用等陳

情意見（桃園縣政府，2010），各行動者不斷地介入形塑特定區的發展。 

同時，政府一方面再透過制度框架，以都市計畫與發展定位、產業引進口號或公共建設等手

段介入干預市場與控制地區發展，一方面又以財政問題或財務自償，將從地主手中以區段徵收取

得的土地以出售或出租、聯合開發、設定地上權等方式，進行市場化或私有化，或是尋求公私合

夥，並放寬土地使用管制、容積獎勵、甚或降低土地租金等方式來企圖帶動或維持發展，這些措

施吸引了建築開發商的囤地與大規模的推案，以政府計畫性投入之建設作為銷售賣點，吸引民眾

投資（機），而實際的進駐人口與產業引進宛如牛步，遲遲未有明顯的增長，與規劃產生極大的落

差，地方的發展美夢始終不如預期，生活機能缺乏，房價居高不下，過度的炒作更曾被央行限制

房貸成數，也顯示地方過度強調經濟發展，導致資本大量集中投入於該區域過度極化，這樣的地

區發展過程與經驗，完全顯示出政府施政不斷的在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國家之間擺盪，而其

中的過程更涉及了諸多的結構與能動因素。為了解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發展歷程，本研究一方

面藉由都市計畫規劃與審議過程的規劃與研究報告、官方公開的會議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調查報告等，以了解規劃過程中，相關權利關係人對於特定區規劃的看法與意見；另一方面蒐集

相關的新聞報導，並輔以在地居民質性訪談紀錄，期能從不同的資料來源，相互補充及驗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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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形塑區域轉變的多元力量，除了來自政策施為之外，還包含自然環境、歷史脈絡等結構下，不

同能動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使空間與社會關係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 

此外，為了解發展型國家或新自由主義兩者如何對臺灣的都市發展產生影響？我們將從交通

運輸政策與都市發展的過程中，去瞭解二者如何影響到政府的空間政策，以及國家在都市發展上

所扮演的角色。故從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研究案例中，本研究一方面藉由都市計畫規劃與審議

的過程的規劃與研究報告、官方公開的會議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調查報告等，以了解規

劃過程中，相關權利關係人對於特定區規劃的看法與意見；另一方面蒐集 1991 年 2017 年期間對

於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相關的新聞報導，包括中華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台灣新

生報、工商時報等 15 種報紙、新聞、報導等（如表 1），並輔以在地居民、行政官員、投資人及

專業顧問的質性訪談紀錄，期能從不同的資料來源，相互補充及驗證，解析形塑區域轉變的多元

力量，除了來自政策施為之外，還包含自然環境、歷史脈絡等結構下，不同能動因素之間的交互

作用，使空間與社會關係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 

表 1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新聞報導資料統計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報紙名稱 

新聞

則數

中華日報 17 中國時報 5 自由時報 15 聯合報 51 臺灣日報 6 

工商時報 5 青年日報 1 臺灣新聞網 2 聯合晚報 3 台灣新生報 9 

民生報 4 中央日報 1 TVBS 1 經濟日報 3 臺灣時報 3 

總計 12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就質性訪談部分，對於在地居民的訪談主要是聚焦在生活環境的影響，其問題包括了（1）高

鐵建設前後對生活環境的影響（2）特定區有很多建設計畫，還缺少甚麼？對於環境有哪些需要改

善或建議（4）河岸空間利用（5）航高限制解除後對當地房地產的影響。另就行政官員及專業技

術顧問的部分主要聚焦在願景的勾勒與實踐，主要發問則包括（1）規劃、開發高鐵特定區的過程

中，阻礙或困難是甚麼？（2）當初特定區的劃設範圍跟考量因素為何？原生環境與歷史文化（如

桃園埤塘、機場航高限制）的處理？（3）以規劃與執行的立場，對於高鐵特定區的願景是甚麼？

目前的發展密度與強度與原來的預期是否一樣？過程中首長的更迭，對於地方發展有所不同？

大的差異在哪？（4）目前中央與地方在特定區均有發展定位或產業引進建議與策略，其與市中心

區的發展或其他縣市的競合作用，有哪些具體的手段。而就投資人的部分則聚焦投資在這的理由

與開發所面臨的問題，主要發問是（1）選擇高鐵特定區投資的理由與業種引進（2）在開發的過

程中曾經遇到那些阻礙或困難？目前政府的作為是否足夠？欠缺甚麼？是否還會在高鐵特定區內

持續投資？等，相關訪談對象資料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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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訪談對象資料 

代碼 訪談對象 性別 年齡 訪談日期 

A 在地居民（里長） 男 約 55 歲 2017.7.17 

B 在地居民（里長） 男 約 70 歲 2017.7.17 

C 投資人 女 約 35 歲 2017.6.22 

D 在地居民 男 約 65 歲 2017.6.25 

E 在地居民 男 約 75 歲 2017.6.25 

F 在地居民（里長） 男 約 73 歲 2017.7.15 

G 行政機關 女 約 58 歲 2017.6.21 

H 專業顧問 男 約 44 歲 2017.6.17 

- 在地居民 女 約 58 歲 2017.6.25 

- 在地居民 男 約 70 歲 2017.6.25 

- 在地居民 男 約 60 歲 2017.7.8 

- 在地居民 女 約 75 歲 2017.7.8 

- 在地居民 女 約 30 歲 2017.7.8 

- 在地居民 男 約 70 歲 2017.7.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文獻回顧 

發展中國家成功的關鍵性因素在於國家機器主導經濟的發展，二戰後美、英福利國家政策率

先以增加公共支出、擴大社會福利範圍，並且基於穩定就業市場，政府大量雇用員工，使市場勞

動生產力提高，透過國營或合併政策提昇規模經濟、採取住宅補貼與擴大交通運輸政策以鼓勵大

量消費，強調國家支配性的領導權，主張政府應積極介入私人經濟部門，做為因應戰後景氣復甦

與實質建設的需求的手段。而在空間規劃方面，國家透過開發規劃與管制系統介入都市環境，以

刺激其他關聯產業的引伸需求，強化社會整體消費能力，有效加速福特主義大眾化生產、大眾化

消費的規模經濟發展效果（陳麗紅，1996，1999）。1960 年代末期經濟持續衰頹，福利國家因大

範圍的區域政策，大量公共支出而導致財政危機，社會大眾對政府干預計畫經濟開始產生質疑。

1970 年代歐美經濟衰退，認為干預性的經濟政策失靈，為解決大量生產的利潤下降以及財政赤字

問題，轉為擴大市場機制、自由競爭與商品化的原則來改造社會的各個部門（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新自由主義也從一種非主流學說漸漸成為主流，正式從後臺走向前臺，在商業擴展上，主

張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認為這樣將能創造出 大的社會、政治、和經

濟的利益，這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主張將政府的開支、稅賦 小化，同時也將政府的管制 小化，

他們認為自由市場的力量將能自然地在許多領域創造出 高的價值，它涉及國家治理形式的再結

構（Harvey, 2005; Brenner, Peck and Theodore, 2010），也是一股積極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力量，讓資

本能無阻礙地在世界各地流動（Guillen, 2001）。新自由主義是一種以「市場至上」重新打造世界

經濟制度的計畫，在不同的學術論述上有不同的見解，且在各個地區有著不同的形式面貌，例如

英、美的自由市場經濟與德國的協調型的市場經濟便有所不同，許多的發展模型，是在特殊的制

度演化與社會結構的脈絡，發展出適合在地的生產制度，甚至呈現一種混生或混和的發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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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了其多樣性（variety）（夏傳位，2014；蔡明彰，2014），要瞭解新自由主義的再結構過程，

必須把新自由主義發展放到不同層次的地理尺度，以瞭解真實新自由主義存在的狀態（actual 

existing neoliberalism）（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陳怡伶、黎德星，2010；夏傳位，2014）。 

「計畫」與「市場」體制間存在著矛盾現象，強調計畫體制者認為應以計畫導引市場，主張

國家計畫性的積極介入私人經濟部門，以防止市場過度的自由發展加大貧富差距，造成社會問題。

強調市場機制者認為除非能夠證明計畫後的結果比自由競爭市場更有效率地增進社會福利，否則

就不該採用此一計畫。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其特徵是明確的經濟發展

目標、一個自主而有效的官僚體系、緊密的政商關係，國家對於空間規劃具有其主導性，常以各

種不同年期的經建發展計畫主導國家的整體發展；而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退位、市場主導，減少

干預跟引進私人資本成為施政主軸，但實際上國家的干預並沒有消失或減弱，政府對政治經濟再

結構的過程並非其自我宣稱的以自由市場為導向，且時常展現在錯綜複雜的擴張與再生產市場的

規則中動用國家權力，無論在建立新自由主義市場或是在管理市場化的矛盾與結果，都可看出國

家扮演積極的角色去推動市場化，即便是國家去管制化，國家也是訂定管理規則與法令者，間接

地操控市場運作，這是涉及龐大與多變的國家干預力量，是一種國家再結構與市場再管制的相互

滲透（江尚書等，2010），在臺灣，政府的施政策略有其時代發展的背景，是游移在「以發展型國

家為主，新自由主義為輔」與「以新自由主義為主，發展型國家為輔」的兩種策略，並呈現在專

業技術向政治靠攏、市場邏輯的都市治理與不理性發展的環境危機等現象，把基礎建設、營建當

作是帶動經濟、產業發展的火車頭，將空間規劃利用完全結合房地產開發，國家機器再以政策及

制度建立，讓私人資本得以加入並左右公部門所主導的都市區域空間發展，二者形合作與相互依

賴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已經造成資產重分配，與不理性的發展，以至於扭曲公共利益，創造出投

機的城市空間，如圖 1。 

 

 

 

 

 

 

 

 

圖 1 游移在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間的空間治理之概念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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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技術向政治靠攏 

都市的發展是都市中許多部門及個人在錯綜複雜的決策行為（decision making behavior）下，

交互作用及影響所產生的綜合現象，許多的規劃邏輯與空間模式是建立在傳統的經濟理性基礎上

（賴世剛、高宏軒，2001）。都市計畫是為一個地理空間內組成的各部分作計畫的專業活動，其目

的是提供一個合理的空間結構，供給各類活動使用（Hall, 1982；引自張麗堂譯，1995），依我國

都市計畫法之解釋：「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對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 衛生、保安、

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的規劃。因而，都市計畫的

終極目標在於改善居民實質生活環境，而其基本理念即在如何制定一套有效的原則和方法以提高

都市資源的經濟效益與合理利用、改善土地使用模式、建設公共設施，使都市依據理想的發展過

程，達成一個適於居住、工作、遊憩的安全愉悅的生活環境。」（內政部營建署，2007），故創造

並維護合理的都市發展是從事都市規劃者的專業天職。而存在於專業規劃者與政府間在都市治理

的互動與角色，因專業規劃者承受理性規劃模式下的技術性立場，常被視為行政官僚，認為規劃

工作乃公共行政的一部分，於是預設自己是國家的規劃技術官僚或其他技術顧問，所負擔的使命

是如何理性有效的來管理都市空間，似乎呈現「反政治」傾向的性格，概因於國家長期主導都市

計畫以及掌控地方的空間資源與特定事業的利益分配，於是有關於土地使用的分派的決策不會是

依據專業者的判斷，而是由權威統治者與地方派系之間的「侍從政治」 關係來決定（黃瑞茂，

1998）。也呼應規劃者引入西方的規劃方法，一方面忽略了規劃所存在及所要的影響政治、經濟、

社會與環境等現實條件，另一方面則本質上涉及政治過程與特色的規劃，變成和政治無關的技術

理性活動與過程（周志龍，1999）。 

戰後隨國民黨而來的工程師來臺的外省精英是擘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加上戰後本土的專

業者，其養成教育背景多屬具有工業、財經與科學的專業人才，講求實事求是與科學理性，加上

身處當時為復原重建與經濟條件困頓、兩岸軍事對峙、戰爭動員無限期延長的時代氛圍下，專業

者將經濟生產問題視為立即的當務之急，並認為工業救國為 有效的（瞿宛文，2011），而鄉村是

都市主要的原物料的供應地，以農養工為當時的經濟基礎，故對具生產功能的農業土地，傾向以

農地農用的概念，對於都市環境品質要求不高，因此在工業化發展之前，都市發展密度較低，故

規劃者經常以技術理性的觀點來看待都市問題，並且帶有理性全盤計畫的意圖，這種規劃態度的

缺點在於以技術專家自居，計畫的過程與政經、社會分離，因此強調計量分析、建立格式化的研

究程序，經常將社會生活中複雜的現象予以簡化（蔡宜紋，2008），這也是造成臺灣都市計畫百孔

千瘡的關鍵。工業化及都市化後，臺灣初嚐工業化後所帶來經濟效益，因此更大刀闊斧的開放市

場，同時受到凱因斯理論的影響，從增加政府支出來帶動經濟成長，故提出更多的建設計畫來深

化經濟發展及穩固國家的正當性，也因此造就了臺灣經濟奇蹟，其中仍是以交通運輸設施與產業

發展計畫為主要，這些計畫均以人口做為推估基礎，但是無論是都市計畫、產業發展或交通運輸

計畫涉及空間規劃與布局的建設，都離不開政治經濟與不同的行動者，包括政治人物、民意代表、

地主、開發商、民眾等所形成的共生網絡；又當成長導向與地方發展政治經濟取徑的網絡系統相

互結合為成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與都市政權（urban regime）形成強大的成長機器，一面推

動地方發展，一面也會激化地域間競爭（Molotch, 1976; Logan and Molotch, 1987; Harding,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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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2000；周素卿、陳東升，1998；楊友仁、蘇一志，2005；李永展、藍逸之、莊翰華，2005；

簡龍鳳、賴宗裕，2007；李永展，2013）。 

而擁有專業技術的顧問，原應基於技術理性進行各種預測與規劃以作為國家施政之參考，但

卻為了服務政治，以「政策決定」取代了理性，在規劃或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誇大、膨脹人口或

運量成長或稱產業用地不足，廠商投資需求殷切、帶動地方發展等理由，以進一步劃設更大範圍

的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土地及開闢更多的道路、軌道建設等，更加速資本積累與環境破壞。

由於利益的驅動在都市發展的概念相當具有主導性，也 容易得到民眾的支持與共鳴，因此「開

發至上」的意識形態更受擁護（Harding, 1994；藍逸之，2007；鍾麗娜、徐世榮，2012）。政治人

物或政府更不斷的利用專業技術顧問持續性的數字美化與願景擘劃，爭取預算在各地進行基礎建

設與徵地，並與金融及地產資本聯盟，透過金融與地產市場刺激經濟，而地主、政客、開發者、

房地產仲介、顧問公司與媒體的結盟以獲取交換價值的機會，甚至以「價值中立」的自由市場論

者背後指點政府政策（Logan and Molotch, 1987；鍾麗娜、徐世榮，2013），如此循環不已。因此，

建設、都市計畫檢討與變更以鬆綁土地開發限制、提供獎勵誘因、公私合夥、引介私人資本進行

房地產開發等，成為臺灣都市擴張成為都市建設主流模式，職是之故，政策就經常以公共利益為

名，介入空間規劃改變都市地景，實際的本質與利益則形成一個綿密複雜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

體制。 

（二）市場邏輯的都市治理 

新自由主義興起於 1970 年代的凱因斯福利國家危機，為了解決利潤下降以及財政赤字問題，

主張自由化、市場化、去管制化，以國家退位及市場主導來改造社會的各個部門（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主。在空間上都市及區域發展經常受到兩種政治經濟力結構特徵的影響，其一

為地方政府需透過稅收制度（如財產稅、營業稅與其他稅收）來增加地方財政，故需吸引資本家

與商業投資，以維繫地方政權之運作，同時地方上低收入者，也需仰賴地方政府稅收，汲取部分

資源以維繫生存。其二則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由私部門掌控生產，因此國家政策需促進資本積

累，以達到改善人民經濟與物質性利益（Fainstein, 1983）。所以在形塑都市過程的結構特徵，可

視為是國家與市場的分工，都市政治過程是國家（或地方國家）與市場在都市分工的結果，國家/

地方經由一批民選的政治人物掌控公權力，提供集體財貨，市場則由私部門企業提供對都市發展

的經濟投資。因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分離，各部門具有相對自主性，因此要有效的統治都市，

政府部門必須與非政府部門合作，形成統治聯盟（governing coalition），過程中公部門在有限資源

下，尋求其他非正式資源管道來達成政策目標（Stone, 1989）。因此，都市政策議題便由商業利益

團體與政黨組成的「都市政體」所組成與主導，當政府任務日趨複雜時，就更需要各種不同的非

政府行動者的合作，同時為了有效解決問題，政府與各方力量混合使力形成體制，組構共同治理

增加力量達成目標（李長晏，2010），以因應不同時空脈絡下社會經濟環境的問題與變動，在不同

的時空與事件，會造就不同的聯盟與關係結構及其型式與資源交換對都市政策產出的重要性（王

光旭、熊瑞梅，2014）。故政府、都市菁英與企業間的聯盟治理關係，並非固定不變，社會是複雜

的，由許多制度與作用者交織相互而成的關係網絡，因為國家不是扮演權威或社會控制的角色，

而是不同資源、利益推動者或協調者與支配者，以促成彼此間的合作與相互支應，使政策得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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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王佳煌，2005）。 

新自由主義化使財政金融管理成為了經濟過程中的一部分，且在過程中具有凸顯的地位，財

政金融的管理成為了經濟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甚至是決定性主宰的地位，這使得新自由主義

經濟有著「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之稱。換言之，資本（或資金）的滲透力遠比看

得見的貿易行為來得更具決定性與宰制性（黃應貴，2014）。新自由主義所採取市場導向、追求成

長、地產開發、創新、去管制、地區行銷與民營化等模式，遂成為政府部門於都市政策制定的核

心價值（Harvey, 1989; Hall and Hubbard, 1996；藍逸之，2007），尤其都市的各項建設或地產開發

與金融資本息息相關，公、私部門間的相互依存與合作協調的公私協力關係（Stoker, 1995; Jessop, 

1997; Hodge and Greve, 2007）也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放權讓利使政府向資本家靠攏，將市場機

制、商品化標的與擴張視為重要的手段，向企業傾斜與尋求市場導向的策略被政府塑造為振興都

市經濟的必要條件，而口號式的促進地方發展 容易使地方上各種不同利益關係人形成的共識，

特別是以都市化來擴充房地產市場或透過基礎設施興建賺取工程利益的土地開發，成為聯盟 常

見的獲利手段，因為這對私部門行動者在土地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上，深具誘因，土地成為都市

政府推展經濟發展與社會政策的設施，概因土地可以創造都市的發展與成長，累積都市財富及私

人利得，當都市社區產生不同的意見，而提出各自不同或相互抗衡之政策主張或土地使用計畫，

於是乎基礎建設或是空間規劃與土地開發就成為地方政經勢力的競逐焦點，而產生不同的成長類

型與發展策略或政策工具（Molotch, 1976；吳文彥、謝宏昌，2002；李長晏，2010）。房地產的開

發與工程建設也為地方政治人物在經濟發展上帶來豐富資源、稅收、行銷政績的管道及就業機會，

在成長意識的主導下，地方政治人物更樂於推動基礎設施，於是乎都市行政體系成為少數經濟與

政治菁英追求經濟成長的工具，都市變質為成長機器（Molotch, 1976；陳東升，1995；李承嘉，

1998；徐世榮、廖麗敏，2011），「建設牌」更成為政治人物選舉常見的政見主張，一方面，中央

政府規劃的開發案成為選舉利多消息，也是地方政治人物用來動員選票的工具（何明修，2010）。 

儘管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意味著市場能夠自我調節產生 佳的投資和資源分配，但實際上

新自由主義本身就普遍存在市場失靈、新的社會和環境退化、加劇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及空間發

展不平衡與地方治理的失敗（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新自由主義對市場化改革的舉措，

一方面破壞既有一部或全部的制度和社會妥協，另一方面，又創造出新的基礎設施，市場導向發

展規範和以資本為中心的規則。然政府從未審慎考量不同層級的國土規劃、不同類型房地、產業

的實際供需情形、都市與區域間的差異及競合的重要性，忽視在地的歷史文化背景等，卻常以不

斷的複製、模仿，以及提升區域競爭力、地方發展為由，提供集體空間消費的出路，但這樣的都

市治理模式，是否以公共利益為核心，倍受爭議，也高度受到政治過程影響（鍾麗娜、徐世榮，

2013），尤其是政府從過去對勞動力的支持轉向對資本家的支持，造成政府提供集體消費的供給成

本社會化、所得利潤私有化，然而地方居民與環境卻未因此受益，而且「促進地方發展與繁榮地

方經濟、產業」的訴求下，土地開發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及對傳統文化與歷史脈絡的破壞是經常

被漠視的。國家以大規模基礎建設進行都市改造，利用土地與大型金融及地產資本聯盟，再以金

融與地產市場刺激經濟，追求經濟、財務效益的市場導向策略被政府塑造為振興城市經濟的必要

條件，創造資本流動需求的有利條件，都市治理的本質在過程中產生了質變，公、私部門緊密合

作互相依存，意味著私人開發商在都市地景的塑造上取得更大的影響力，但卻更加速都市建成環



165 

 

境的創造性毀滅。 

（三）不理性發展的環境危機 

臺灣的各種市鎮、鄉街或特定區的都市計畫，均訂有該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其目

的是透過規劃管制，來達到對社會整體利益的合理性（例如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確保良好之

都市生活環境…等），避免因自由放任產生難以控制的後果（如環境破壞、城鄉發展不均…等），

以「公共理性」來制衡「市場理性」，但因受利益影響及都委會決議的約束力與後續執法的效能不

彰，前者經常被降格成為市場的扈從，例如實施容積管制及訂定容積獎勵上限原本希望能夠控制

都市發展密度與滿足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但開發商卻是為了避免興建及所得到的獎勵量體變少，

便開始搶建，又或者是在新興開發區為了避免開發商養地、囤地，政府又以去管制化的方式，於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中制訂縮短開發期程提供容積獎勵、或是解除航高限制等，後果

卻是造成區域性房屋供給量大增變成空屋閒置；又如在都市計畫分區、容許使用項目的變更及放

寬、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導致引進不合在地的設施；或者是國土計畫法的功能分區劃設造成更

多的農地被納入城鄉發展區，所產生的圈地效應；以及農地違規就地合法化…等等，不勝枚舉，

而當政府政策讓「公共理性」與「市場理性」轉變為「公共不理性」與「市場不理性」，新自由主

義空間讓市場快速的變動、投資風險增高、投機短視與不穩定等混亂的危機，地方經濟發展變成

「人為刀殂，我為魚肉」的弱勢位置，城市定位功能缺少創新，彼此相互模仿複製，變現性高與

短期逐利式的招商引資策略，使得城市發展產生諸多的空間爭議，產生都市治理亂象，才是現階

段國內普遍「真實存在」的新自由地理風貌。縱然當前在對政治、社會、經濟與政策等諸多問題

的討論之中，都以是否合乎正義、公平原則來評論政府的作為，公平與正義概念無疑的成為當今

國家、社會 受矚目也 為核心的概念之一。Masser（1980）也指出「土地使用管制主要是關心

公共利益及配合社會需求，且在社區經濟與社會福利的利益下，各種活動的空間分佈，需從整體

的觀點來考量」，成長中的社區，必須面對成長所帶來的需要，大規模的成長與擴張雖然可能會讓

政府財政稅收增加，但卻造成的環境品質下降，諸如環境污染問題、漸增的汽車帶來擁擠與空氣

污染、學校、圖書館、公園等公共建設的不足，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

成長的腳步，也容易引起民眾對環境品質的不滿，同時快速的成長與擴張也產生一些反動的力量，

政府又再花更多的經費去從事建設及採取一些措施，以確保社區的生活品質。 

公共設施的開闢涉及到多方的權益，如土地的財產權、政府財政問題、開發的時序等因素，

均會影響公共設施的興建，國內常以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的方式來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再透過處

分剩餘的可建土地來平衡開發的費用及財務自償，看似兼顧政府財政及民眾財產權的制度下，卻

成為破壞生產用的農地、都市蔓延與擴張，形成政府對土地市場的不當干預，造成預期未來土地

增值的假性需求，並且促使地主閒置土地拒絕釋出以待價而沽，更進一步加劇土地炒作，而區段

徵收或市地重劃的財務能否自償，是建立在政府所取得的剩餘可建土地其未來的處分收益能否滿

足成本的基礎條件上，但很多地方的土地市場並不熱絡及成熟，甚至土地價格很低，就把辦理區

段徵收或市地重劃的範圍更加擴大，以徵收取得更多的土地來估算未來的自償性，並訂定更高的

容積率（例如很多發展緩慢地區的住宅區跟商業區容積率與都市地區一樣），期能讓土地處分更順

利來改善財政，但卻導致財政並未得到舒緩反而更趨惡化，公共設施開闢的品質也相對低廉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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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後無力維護的情形，只能持續讓已經開闢好的公共設施閒置不用，任其破損敗壞。證明了追求

成長得到稅收助益經常是國家政府所期待達成的目標，但仍必須面對市場的現實，顯然預期土地

處分或是稅收無法達成缺口，因此，必要重新思考與衡量追求成長所必須付出的環境代價與危機。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發展歷程與爭議 

（一）特定區的背景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主要位於桃園市中壢區（青埔里、洽溪里與芝芭里）與大園區（橫峰里），

回顧兩個地區的發展開拓史，中壢區與大園區，約 1800 年前凱達格蘭人即已在今桃園至宜蘭的沿

海與鄰近平原上生活，桃園的平埔族包括了南崁社、霄裏社、龜崙社、坑仔社（又稱南崁四社）

外，還有乃乃社（分佈於茄苳溪中游的丘陵地帶）與芝芭里社（分佈於桃園台地西，老街溪中下

游流經的地區），芝芭里為原住民語發音的舊稱，範圍包括桃園、中壢、平鎮、南崁一帶之統稱（桃

園市政府文化局，2017）。另據《桃園縣志》記載約於清雍正期間，福建龍溪人郭光天從許厝港上

岸，請墾老街溪與新街溪中下游地區，之後沿老街溪上溯，先後建立芝芭里庄與澗仔壢庄（清代

中壢地區的舊稱），其後陸續老街溪及新街溪下游（今大園）洽溪（今中壢洽溪里）、三座屋（今

中壢舊明、新明、三民、五權諸里）、坑仔口庄及八里分沿海地區拓墾，建立大坵園庄、圳谷頭庄

及橫山莊等共十三個莊園產業以今大園區為中心（張翰璧，2004）；日據時期，因地理位置適中、

鐵路建設與市街發展，使得中壢在政治經濟的地位日顯重要，1931 年升格為街，光復後改為鎮，

於 1967 年升格為縣轄市，2014 年隨桃園市升格為直轄市改為中壢區。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位於中壢市北方約 7 公里處，東南距桃園市中心約 10 公里，距中山高速

公路約 3 公里，北距中正國際機場約 6 公里，計畫範圍之東、西兩側分別以新街溪、洽溪中心線

為界，北界則以桃園軍用機場 1990 年日夜均能音量 60DNL 噪音為界線，南側銜接現有高速公路

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都市計畫範圍為界，行政區域包括中壢市青埔里、洽溪里、芝芭里

及大園鄉橫峰村所屬部分村里，計畫面積為 490 公頃，如圖 2。特定區之地貌原屬非都市土地農

業區，受限於地質屬於紅土礫石堆積層，地下水源缺乏，加上區內主要河川老街溪、新街溪及洽

溪汙染嚴重，而區內池埤水塘分布羅列，故為主要農業灌溉水源，區內有 5 處主要的社區聚落，

於高鐵區段徵收時被保留下來，包括皇家社區、新皇家社區、瑞士社區、民生社區與石上清泉社

區及小型工廠零星分布；因受到桃園國際機場及其南側的海軍軍用機場航高限制，區內建物不高，

多以 4 層樓以下透天厝為主，私有土地達 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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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 

（二）高鐵桃園站設站的政治過程 

1. 中央與地方設站選址的歧異 

發展型國家首要關注的是和經濟發展相關的生產領域，都市的交通運輸政策往往是維繫勞動

力再生產，而城際運輸更擴大了再生產的功能，不僅降低廠商的運輸成本，也提高產業競爭力。

1974 年臺灣鐵路管理局成立「發展建築超級鐵路專題研究小組」，就發展建築超級鐵路進行專題

研究，開啟了國內高速鐵路研究的序幕，過程雖因政府預算的排擠而中斷，時至 1987 年於行政院

會第 2025 次會議，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協助各有關機關推動公共建設計畫先期規劃工作」案提

示辦理「臺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可行性研究」，規劃案於 1990 年 3 月提出後，1991 年的國家建

設六年計畫將「臺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以特別預算方式納入辦理，郝柏村並指示：「高速鐵路

建設應配合新市鎮及其他交通建設計畫，研選沿海路線，以均衡地方發展」（蕭力偉、蘇淑娟，

2017） 。場站的選址於當時便出現各方勢力的角逐，而傳聞可能設站的地點，其周邊土地飆漲並

集中少數地方派系和政治首長手中甚囂塵上，甚至也有認為是因為兩派人馬角力，當時的縣長劉

邦友輸給了交通部長簡又新，雖然還在爭議中，但利益關係人已讓事情發展漸趨複雜，就像如下

報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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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路線尚未規劃定案，但預定設站的幾處土地地皮已「炒翻了天」，交通部長

簡又新昨天主張把高鐵桃園站改設在中正機場，新竹和嘉義站可能被淘汰出局，更使高

鐵設站增添變數，部分縣市民眾對高鐵設站的看法：假使高速鐵路桃園段改線，八德站

改為中正機場站，地方各界認為將引發桃園縣內重大歧異…，而首當其衝的，將是已被

「炒」成天價的高鐵八德站場預定地投資熱。高鐵桃園站原本預定於八德，已使八德地

區土地發飆多月，附近房屋市場幾乎只要有新工地推出，立刻創新銷售紀錄，連農地也

被炒得創下一公頃近一億元的天價。如八德站取消，房屋及土地市場勢將遭受重大影響，

炒過了頭的農地地價嚴重崩盤將可預見。擁有十三萬人口的八德鄉各界昨天已開始反

彈，認為政府施政不應朝令夕改。人口剛滿六萬的中正機場所在地大園鄉地方人士卻對

中正機場「封閉式繁榮」，未與地方結合共榮感到厭惡，希望高鐵站不是又一個「畫餅」…。

桃園縣長劉邦友的看法則是，大園腹地不大，八德比較適宜設站，中央不應草率改變計

畫（聯合報地方新聞中心，1991a）。 

而後高鐵籌備處在站址評估階段，就桃園設站的地點將中正機場、八德、及青埔三個地區進

行評估，評估的指標包括營運市場需求、促進新市鎮及大工業區開發、土地取得難易度、重大交

通建設與路網、工程特性、房屋拆遷、環境影響、建造時程、旅客到站所需時間、服務人口數等，

而從排序積分的比較，八德的排序積分優於其他兩個地點，但 後勝出的卻是青埔，並以附近多

屬私有農業區，可以區段徵收取得用地，發展腹地有數千公頃，位居桃園、中壢及觀音工業區之

中心地帶，新市鎮發展條件佳，藉由捷運系統可銜接，可提供中正機場旅次轉運，被評定為設站

之 佳方案（詳表 3，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1），並且於 1991 年 10 月 8 日向當時行政

院院長郝柏村簡報後，對外公布。 

而當設站改為青埔後，時為縣長的劉邦友及八德鄉長呂新民感到不解或失望，特別是桃園縣

長認為第一，青埔並非人口集中區，聯絡附近鄉鎮市功能較低；第二，高鐵走內陸與沿海的中間

路線，用地取得與工程費用都會增加（聯合報地方新聞中心，1991b），此外，亦認為設置於八德

站較合理，概因當時桃園地區重要交通建設，均以八德高鐵車站為規劃，部分已著手進行，而沿

海地區不適合設置住宅區，且該地區與中正機場相距不遠，受噪音干擾，因此在該地區規劃設置

新市鎮，生活品質令人擔憂，並對以路線存疑（黃興隆，1991），但青埔地區居民卻因為突然雀屏

中選而感到興奮，更流傳著青埔王公顯靈保佑的神蹟，就如： 

高速鐵路桃園站，在幾乎沒有任何人出面力爭之下，突然「自動」自八德北移十公

里，移到青埔來，青埔地方民眾穿鑿附會，認為是「青埔王公」顯靈。依據地方居民的

說法，桃園縣各地的土地近幾年來飛漲不止，有的在十年中漲價二十倍以上（以中正機

場用地徵收價每公頃四十六萬元來計算，現在漲了約一百倍）。但青埔地方，上漲有限，

各種重大建設，也從未有人傳說要設在青埔，甚至是工業區、新市鎮，或一般地方建設，

這裡從來沒有被考慮過，此次突然中選，有種麻雀變鳳凰…青埔喜獲佳音，不少民眾認

為是「王公」保佑地方…。（聯合報，19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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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鐵桃園車站替選站址初步評估 

中正機場 八德 青埔 站址 

評估準則 說明 
排序

積分
說明 

排序積

分 
說明 

排序

積分

營 運 市 場 需

求（2011 年

每 日 車 站 進

出量） 

23,674 人次 /日（其中

5,215 人次/日為機場屢

次） 
2 

40,367 人次/日（原規

劃案路線） 
1 12,975 人次/日 3 

促 進 新 市 鎮

及 大 工 業 區

開發 

位於飛航管制內，新市

鎮發展受到限制，附近

多為工業發展，西北緊

鄰砂崙工業區 1 公里 

3 

鄰近為農地、住宅區

及少數工廠，具發展

潛力，鄰近中壢、桃

園市區約 6-10 公里 

2 

鄰近多為農地，腹地廣

大 空 曠 ， 發 展 潛 力 雄

厚，且鄰近中壢內壢 4-5

公里，距桃園 11 公里 

1 

車 站 用 地 取

得 

航站大廈地下層，為公

有土地 1 

現 況 多 為 農 地 及 少

數農舍、住宅，可區

段徵收取得土地 

1 同左 1 

配 合 重 大 交

通建設 

緊鄰中山高、西濱快速

公路，並與捷運銜接 1 

距北二高、觀音大溪

線快速公路 3.5 公

里，並與捷運銜接 

1 

距中山高、西濱快速公

路 4 公里，距觀音大溪

線快速公路 8 公里 

2 

進 出 路 線 及

工程特性 

位於航站大廈地下層，

並考慮飛航管制限制，

需構築地下化隧道 8.6

公里 

2 

路 線 進 站 前 須 跨 越

臺 4 號省道，車站高

層將略為提高 
1 

路線進站前需跨越中山

高機場聯絡道，車站高

程略高 
1 

房屋拆遷 現有航站大廈部分須配

合改建，二、三期航站

大廈設計須配合修訂 

2 

僅少數農舍、住宅，

拆遷容易 1 同左 1 

環境影響 地下化施工，對機場外

之環境影響小 
1 

對附近民眾、住宅，

拆遷容易 
1 同左 1 

建造時程 地下隧道施工，且須維

持 機 場 營 運 ， 工 期 較

長，且不易掌握 

2 

無特殊工程，時程掌

握較易 1 同左 1 

旅 客 平 均 到

站時間 
34 分鐘 3 20 分鐘 1 29 分鐘 2 

車站 20 分鐘

等 時 圈 內 服

務人口 

644,223 人 3 1,280,506 人 1 904,929 人 2 

總積分 20 11 15 

綜合意見 地下化車站構築不易，且位於飛

航管制區內，發展受限，另國際

機場之旅次行為較為特殊，以捷

運系統較符合其需要性，且工程

進行時將嚴重影響航站大廈之

正常運作，故不建議設站 

附近多屬私有農業區，可以區

段徵收取得用地，發展廣闊，

且位居桃園、中壢及大溪中心

地帶，新市鎮發展條件佳，工

程無特殊困難，為次佳方案 

附近多屬私有農業區，可以區段

徵收取得用地，發展腹地有數千

公頃，位居桃園、中壢及觀音工

業區之中心地帶，新市鎮發展條

件佳，藉由捷運系統可銜接，可

提供中正機場旅次轉運，為 佳

方案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今鐵道局），1991。 

備註：排序積分 低者為第 1 名（即為 優申請人），次低者為第 2 名（即為次優申請人）。其排序

積分相同時，以獲得序位「1」 多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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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轉折的主因當六年國建大興公共工程，部分地方土地財團在徵收之前得以用低價取得土

地，再坐享政府投資公共建設增值與超額利潤，然後透過幾次的轉手這些位處偏僻的車站設置周

邊土地價格大漲，增加政府徵收土地的困難，迫使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為了遏止土地炒作，因而

要求變更路線規劃（溫蓓章，2001），而交通部也為了配合行政院指示「車站不一定要設在市區，

可考慮以新市鎮為設站地點。」，但也反映出中央與地方對於路線與設站位址完全不同調，縱使八

德也符合新市鎮設站之地點，但由於土地已經被炒作，為了避免增加政府徵收土地的困難，因而

改變設站地點。由於運輸系統的改善，促進交通可及性，使人口、產業、土地價值等地區經濟產

業結構和都市型態的產生改變，相較於其他公共建設，對空間發展的衝擊更大，在土地利用與都

市發展的過程中，作為管理者的國家，經常以權力來控制與分配土地資源與維繫政權，並進一步

導引空間發展，土地的管理與空間塑造受到各種不同的外部結構力量所影響（凃函君，2013）。而

當站址確認後，相關單位遂開始展開各項作業準備與溝通，行政機關肩負著高鐵建設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的政策宣示，除了建立法令制度框架及頃全力協助高鐵融資外，亦開始同步規劃各車站

特定區之聯外道路計畫、公共設施、都市計畫、區段徵收等作業。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政

府在高鐵建設計畫推動的過程隨處可見，原規劃由政府編列預算直接興建，因政府財政問題轉由

民間投資興建的民營化的轉折過程，例如高鐵歐系與日系機電系統之爭、跨國的融資、國際性的

招商等，都發生在新自由主義化的全球架構下，此時國家不再退位，更是挺身而出主導介入融資

與建設開發，發展型國家的政府干預又再度回到幕前，包括各種治理與管制措施、地方自治、公

私合作等，而跨國性的新自由主義也持續不斷地向國家或地方層級擴張與施壓，全球與地方持續

互動及磋商，一方面形塑地方的新自由主義多樣性（variegated neoliberalization） ，另一方面也

回饋與強化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同質性（藍逸之，2012）。 

2. 農村地景改變的煎熬與回報 

國家政策或公共建設可說是開啟改變農村地景 重要的關鍵，高鐵建設也是一樣，按照區段

徵收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區段徵收作業前必須先完成都市計畫程序，因此，為了加速推動都市計

畫與土地徵收程序，便由當時的交通部高鐵籌備處（今鐵道局）編列經費於 1992 年 5 月便開始著

手委託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市鄉規劃處辦理都市計畫規劃，而範圍的劃定亦曾評估過不

同的方案，包括從需求面、政策考量供給面以及都市發展供給面三個不同方案進行評估12， 後

選擇以從需求面為劃定原則之方案（計畫範圍 340 公頃），提供予交通部鐵籌備處（今鐵道局）做

為報核依據（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5）。而後又歷經了規劃內容的討論、程序協商、特

定區面積調整、作業分工與效益分配協商、財源籌措、確認都市計畫擬定機關等協商後，經臺灣

省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43、544 次會議審決通過，於 1998 年 2 月報內政部審議，經內政部都委會

專案小組密集的召開 11 次審查會議13，獲得具體結論（內政部，1999），再提內政部都委會大會

                                                             
12 以需求面為劃定原則，計畫範圍 340 公頃，計畫容納人口 55,754 人；以政策考量供給面為劃定原則，計畫面積

200 公頃，計畫容納人口為 30,000 人；以都市發展供給面為劃定原則，以一般徵收協議方式開發車站專用區用

地，計畫範圍為 20 公頃。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5），”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綱要計畫”，

1995 年 3 月。 
13 專案小組成員為包括有馮委員正民、施委員鴻志、許委員坤南、黃委員世孟、黃委員武達、歐陽委員嶠暉、李

委員威儀、夏委員正鐘、林委員大煜、倪委員世標、張委員元旭等，並由黃委員武達擔任召集人。復經內政部

都委會專案小組 1998 年 4 月 8 日、17 日，6 月 5 日、12 日、19 日、8 月 28 日、9 月 11 日、25 日、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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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審議時，對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之規劃內容的討論包括縮小區內產專

區面積、溜池保留、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用地位置的調整、退縮綠帶與親水性開放空間、增加商

業使用與開放空間、劃設部分小街廓住宅區以利小地主得以分配、提高綠化比例及增加公園、道

路調整、共同管道或其他公共工程、財務計畫、防災避難、寺廟規劃為宗教用區、高鐵路線高架

或地下化以及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等， 後在內政部都委會 1999 年 2 月 2 日第 460 次會議審議通

過。惟就在地居民或自救會所關心的住宅區、商業區容積率提高部分，內政部都委會則認為仍應

以維持計畫區內必要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計畫品質，其他關於涉及區段徵收抵價地比例、房地

分配原則、大型社區保留、拆遷戶租金補貼、未達六成以上地主同意不得區段徵收、農用機具補

償、地上物違章建物補償、公有土地承租戶、農民土地徵收後農保資格與購買農地權利..等，非

屬都市計畫審議事項，則不予討論，交由地政單位參處。 

當行政機關開始進行規劃與區段徵收過程中，適逢「精省」的政治工程，特定區居民一方面

擔心「人亡政息」原來規劃的都市計畫與承諾事項是否會跳票，一方面也意識到自身的權益，提

出包括提高抵價地發還比例、原地主優先分配、廢土、垃圾及地下水汙染問題處理等建議，盼政

府重視（吳佩玲，1998），更組成「高鐵站區全省聯盟區段徵收地主權益自救會」串聯五個車站特

定區居民，凝聚訴求爭取權益，在都市計畫尚未發布實施前，車站以高架或地下方式規劃，以至

於產業專用區面積縮減，並將釋出的土地分配予地主，行政機關也在地中原大學學者、研究人員

及當地民眾溝通，而當都市計畫於 1999 年 3 月 26 日公告後，預定一個月內展開土地徵收作業時，

自救會為爭取權益便開始展開行動: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地主代表近二百人，一日上午到縣府陳情抗議，不滿中央、地

方互踢皮球，漠視地主權益，…並提出十一項訴求 3...民眾抱怨最多的是抵價地發還比例

偏低，且航空城發還抵價地比例為 42%，同屬桃園縣的高鐵車站特定區只發還 40%，一

縣兩制民眾難以接受；協調過程中，有人要求專案辦理都市計畫延期公告、或撤銷公告…

陪同陳情的國大代表認，逼縣府毫無用處，為這不是縣府能解決的，如果高鐵全線七個

站區串聯，發動一萬人到行政院絕食抗議，不相信行政院不點，到場關心的民代還有立

法委員、縣議員等（毛秋琴，1999）。 

區段徵收時各種問題層出不窮，民眾 關心的莫過於徵收補償費及分回土地比例問題的權益

問題，例如新購房屋卻變為高鐵用地、無照老屋爭取補償、道路拓寬與樁位偏差導致土地徵收不

公平、河川整治費用、拆遷戶拒絕搬遷及安置、程序違建戶放寬補償費請領標準等，縱然有民意

                                                                                                                                                                               
12 月 4、11 日召開 11 審查會議。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60 次會議紀錄，引自：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filedownload&view=filedownload&Itemid=68&filter_cat=5&
filter_gp=5&filter_year=1999&limitstart=15。（2017/8/17 瀏覽）。 

3 這些訴求重點包括：發還地主抵價地由四成提高到五成；建蔽率提高到 70%，容積率提高到 300%；合法建物及

有案農舍百分之百配回土地；對徵收戶之房舍採先建後拆方式辦理；在諸多程序未合法，應延長公告期限；不

能種植的稻田，依休耕辦法補助至配還土地為止；拆遷戶安置地點，以里為單位分配安置，且須先建後拆；無

法符合房屋認定的既成建築，按合法房屋發給救濟金；區內水利會水塘應一併納入區段徵收，不得保留；提高

區內土地公告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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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出面協調 4，相關單位對於居民的訴求則以法規、區內公共設施多與財務平衡等回復（詳表

4）。其他尚包括將特定區的行政區調整為同一個行政區、土地汙染與建築廢棄物清理、用地取得

進度落後遭糾正、施工塵土、治安問題、興闢高鐵支線延伸機場或改以輕軌替代，機場捷運延伸

至青埔、 小基地開發規模…等。此外，如台灣高鐵公司也委由專業技術顧問辦理車站附屬事業

用地規劃，並以美國紐澤西州、日本千葉縣的航空城定位為規劃主軸下發展經貿園區及主題休閒

遊樂園區之構想與桃園縣政府交換意見，縣府（市府）更將高鐵桃園車站的規劃藍圖擴大到桃園

與中正機場未來發展的核心，站區應該包括有航空物流產業、客貨運園區、經貿園區、大型國際

會展中心，並全力支持配合台灣高鐵（湯學新，2002；沈榮昌，2002）。 

表 4 高鐵桃園車站區段徵收時民眾主要訴求 

主要陳情訴求 相關單位回應或主要作為 

1.建蔽率提高到 70%，容積率提高到 300%、

土地發還比例從 40%提高到 50%，以照顧地

主權益。 

2.合法建物及農舍應百分之百配回土地。 

3.對於需拆除房舍，採先建後拆方式來安頓居

民。 

4.諸多程序未合法前應延緩拆除，再與民眾溝

通。 

5.辦理徵收的農地，因無法再種植，故得依照

休耕法補助至配還土地為止。 

6.無法認定是否為合法之老舊房舍，應依合法

房舍標準發給救濟金、若在期限內拆除建物

者，應按救濟金五成，發放自動拆獎勵金。

7.水利會所屬水塘也應納入徵收作業內不得保

留，以示公允。 

8.老街溪需截彎取直，河面做綠化，不可為特

權保留某些建築物。 

9.提高區內土地公告現值。 

1.縣議員彭添富就抵價地比例召開協調會，建議不得低

於 50%，並暫緩審議高鐵車站特定區都市計畫。 

2.臺灣省議會第 10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也曾函請臺灣省政

府對於地主領回比例現行規定是 40%~50%，本案地主

集體陳情要求領回 45%，在中央政府未具體回應前，

應請暫緩相關作業，以維護地主權益。 

3.內政部以決議將錄案請都委會審議參考及決議範圍及

內容由權責機關認定之，涉及中央由省府報中央核

辦，再由中央主管機關核處。而交通部則以地價地比

例係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 54 條規定辦理、公共設施面

積多、財務平衡等理由下回復無法提高。 

4.其他有關地上物補償、房租補助等皆依相關規定辦理，

5.縣府因特定區範圍內土地建地目公告土地現值介於

2,000-6,000 元/㎡，其餘土地約 1,200-1,700 元/㎡不等，

為避免差距過大，造成領回抵價地面積懸殊，引發爭

議，將建地目土地調整為 5,000 元/㎡，其餘土地調整

為 1,700 元/㎡。 

資料來源：1.內政部（2011），高速鐵路桃園、新竹、臺中、嘉義及臺南等五個車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實錄。 

2.作者整理。 

被認為是跨世紀的國家重大建設的高鐵建設計畫，不僅是中央機關，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在

規劃與建設初期，為執行的角色，為了實現及早通車營運之目標，利用所能掌握的各種資源與權

力運作，使得各項作業得以進行，而且也積極的提出更擴大的願景擘劃；對在地原本務農維生的

民眾而言，當被選中做為站址更是猶如鹹魚翻身與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般的喜悅，又當面臨與切身

相關的權益問題時，更不吝於爭取權益，並且企圖積極參與行政機關主導的站區規劃，無論是成

立自救會、訴諸民意代表施壓、陳情抗議、或以都市計畫人民或機關團提陳情等各種方式，使得

自身的權益不再消失在沉默之中，也迫使國家政府不得不重視，並研擬相關的規定以因應後續徵

                                                             
4 縣議員彭添富就抵價地比例召開協調會，建議不得低於 50%，並暫緩審議高鐵車站特定區都市計畫；又如臺灣

省議會第 10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也曾函請臺灣省政府對於地主領回比例現行規定是 40%~50%，本案地主集體陳情

要求領回 45%，在中央政府未具體回應前，應請暫緩相關作業，以維護地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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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時的需求，縱然政府所提出的補償沒有完全能夠符合被徵收戶的訴求，但至少對於自身權益的

保障已經取得了法令保證，且預期未來的增值回報，便配合徵收作業，從相關的報導與本研究的

田野調查過程，也證實這樣的結果，例如： 

從地圖上來看，高鐵沿線過了青埔車站的這個區域，剛好就是中壢市芝巴里的腹地，

農地從 1 坪 6,000 元漲到 16 萬，漲了 25 倍，地主輕鬆身價上億。芝巴里的這些農夫都

有可能是「意外富翁」，房仲業者初估，光是高鐵青埔站附近因為土地徵收的億萬富翁，

就多達 800 位。（古彩彥、柳中屏，2006） 

高鐵建設帶來生活上跟經濟上的改變，可說是 360 度大翻轉，在生活上，早期這裡

都是務農種田的，現在除了一期稻作外，二期都是休耕，不然就是免費提供給想種的人

去種，一方面是農民年紀大了，體力漸漸衰退，加上年輕人都外出工作，沒辦法再務農

了，一方面是有些農民的土地在高鐵區段徵收後，地主也領到一些補償費或是分回一些

土地；另外在經濟上，因為有高鐵跟區段徵收，有公共設施，土地也就增值，資產增加

了，農民身價大漲，漸漸就不務農了…這邊的農地也跟著漲了好幾倍，大約一坪喊到 4-5

萬元，但是這邊的農民大多都不想賣地，因為是祖先留下來的祖產，所以賣的不多。（A

君） 

政府經常藉由重大建設計畫，以改善生活環境、提升人民生活與進步城市為號召，進行土地

重劃，讓民眾土地由一般農地或公共設施等低價值土地藉由都計變更與整體開發，又再以社會公

平與使用者付費的說法，將公共設施用地與費用轉嫁於地主負擔，地主取回建地，政府則藉由剩

餘建地平衡財務，達到地利共享之目的。從前述的開發過程確實達到「土地增值」的成效，猶如

古人所云:「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賁、諸。」5，利益的驅使在都市發展的概念擁有決定

性與主導性，也輕易的得到所有社會大眾的支持。 

3. 地產主義的都市計畫 

在都市規劃的初期，特定區用地規模的討論，當時的桃園縣政府曾經主張特定區朝新市鎮發

展，並以 1,000 公頃為大小的規模 6，但並未被採納；其主要的推估上採取兩個方式，第一種方式

為以特定區所在地區之人口及產業發展為基礎，並配合每人 小居住樓地板面積、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通盤檢討標準所進行的推估。第二種方式則以財務及安置做考量的推估，此等推估方式的考

量構想有二，一則是財務之考量，即依行政機關共同出資投入區段徵收成本比例取回可供標售的

建築用地，以挹注高鐵建設自償性財源；二則是安置的考量，即為平衡高鐵車站用地業主與一般

徵收用地之業主之權益不均情形，以取得之可標售建地或另行開發公有土地，透過「等價換屋」、

「等價換地」…等方式，予以安置一般徵收業主，並再依照前述兩種構想，分別研擬出不同的模

擬方案，在策略的採取上，就是希望能擴增區段徵收的範圍，其中桃園計算後擴充的範圍約 93.5

公頃~148.67 公頃 7。上述兩種方式所得出的結果，在桃園站部分，第一種方式原本的特定區的規

                                                             
5 韓非《儲說上》：鱣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

賁諸。 
6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3），「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計畫」之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案研商會議紀錄。 
7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1993），依獎參條例規定安置一般徵收業主用地方面須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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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小約 333 公頃，但 後於卻膨脹到 490 公頃（表 5、圖 3），而其中住宅區就約有 153 公頃（新

增的有 146 公頃，原有保留的 6.7 公頃）、商業區約 37 公頃（包括商一的 8.5 公頃、商二 28 公頃）

以及產業專用區約 22 公頃，此三種分區合計約有 212 公頃，佔特定區面積的 43%，主要就是原

高鐵籌備處（今鐵道局）預估特定區範圍也將土地證券化構想、成長中心概念納入，以達到高鐵

建設自償性的財源。 

表 5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計畫人口與面積規劃過程 

 項目 人口/面積 

原計畫人口 91,500

修正後計畫人口 55,000

為取得高鐵交通用地

辦理區段徵收面積 

高鐵籌備處修正後計畫面積（公頃） 333

高鐵籌備處原推估面積（公頃） 176配合土地證券化構想 

高鐵籌備處修正後計畫面積（公頃） 96

成長中心 高鐵籌備處修正後計畫面積（公頃） 120

原計畫面積（公頃） 490合計  

高鐵籌備處修正面積（公頃） 490

計畫人口 60,000

區段徵收面積（公頃） 448.94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 

都市計畫面積 490.00

資料來源：1.內政部（2011），高速鐵路桃園、新竹、臺中、嘉義及臺南等五個車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實錄，2011 年 4 月。 
          2.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1999），擬訂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計畫書。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自 1999 年 9 月發布實施都市計畫後，亦歷經多次的專案變更、通盤檢討

或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8，這些變更、檢討、修訂均具有法定位階與效力，尤以 2010 年 1

月變更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 2011 年 4 月發布實施的修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告解除「桃園縣大園鄉軍事管制區」禁、限建範圍及其

航高限制等 3 次影響特定區發展 鉅；此 3 次的作為，在第 1 次的作為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主要係以發展「經貿展覽園區」之目的在住宅區合併開發可以增加容積獎勵，於商業區（二）與

產專區也可以從申請建照到完工於 3-5 年內可以增加 5-10%的容積，甚至不受 1.5 倍的限制，產

專區也取消以完整街廓整體開發的規定，並且將分區改為使用…等；第 2 次主要作為則是延長開

發時程獎勵年限，從 3-5 年修改 5-7 年；第 3 次則是一舉將國防部從 1987 年 7 月發布禁限建及航

高限制以來，管制長達 25 年的海軍桃園基地周邊地區禁建、限建和航高放寬案，讓高鐵桃園車站

特定區的容積與建築物高度大幅度的增加，確實也引起開發商前仆後繼地興建大樓。（圖 4、5） 

這裡以前的航高管制主要是因為海軍軍用機場的限制，已經解禁了，像太子建設之

前搭配容積獎勵都蓋到 26 樓了，現在可能獎勵比較少，所以新蓋的都比較低一點。（B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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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2011）修訂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圖 4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2003 至 2018 發展變化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飛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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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建築開發現況 

拍攝日期：2018 年 4 月 29 日 

從前述都市計畫規劃得以作為土地開發的面積（無論是興建住宅、辦公大樓或是商場等），以

至於專案變更、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修訂、航高解禁等，讓土地開發不僅成為權貴階級的

資本競逐的遊戲，更演變成為是全民的運動，而都市計畫儼然變成為「地產主義」、「土地開發」

服務的 佳手段與致富路徑。就如同遠雄建設趙藤雄曾於 2011 年 9 月 29 日於「房市金磚論壇」

時表示：「拉長時間來看，從 1971 年到 2011 年間，臺灣房地產面臨過各項危機，但都是漲幅比跌

幅多很多，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房價漲 100%回跌 20%，第二次石油危機房價漲 70%回跌 10%，

廢核四房價跌 15%，這次金融海嘯，房價還漲 40%，不跌反漲。」、「臺灣房地產的報酬率高於

GDP、股市及石油價格的漲幅」（林美芬，2011），房地產成為在百業蕭條中仍然可以一枝獨秀的

產業。 

（三）美夢成真抑或非理性榮景？ 

1. 建設拉抬-誰的城市美夢 

 高鐵桃園站的開發定位早期便因區位上鄰近桃園國際機場及大臺北都會區，加上桃園市的工

業發展型態之特定，故在 2002 年由經建會（今國發會）委託專業技術顧問辦理的「以國土規劃觀

點擬定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整體發展策略之研究」案，即以「機場經貿特區」作特定區之發展定

位，而後於 2003 年 8 月因當時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主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第 1143 次會議討論

「2008 臺灣博覽會規劃構想」時，各地方政府積極爭取， 後評選出高鐵臺南站及桃園站為主展

場場址，嘉義縣為輔助展場，並於 2003 年 12 月高鐵新市鎮開發建設推動小組第二次會議，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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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調整為「國際經貿會展中心」，復因「2008 臺灣博覽會」10 在條例與預算遲遲沒有通過的情

形下，地方首長也積極介入向立法院請命： 

政府為了不讓北京 2008 年奧運專美於前，正積極規劃舉辦 2008 臺灣博覽會，只是

耗資 195 億元，在野陣營質疑民進黨是為了 2008 年總統大選展開選舉綁樁，所以預算一

直卡在立法院沒有進展，今天謝長廷陪著國民黨籍的桃園縣長朱立倫等人，出面爭取希

望經費過關。日本愛知博覽會盛大開幕，吸引上百國家參與，反觀備受國人期待的 2008

臺灣博覽會，卻面臨難產的危機。謝長廷院長帶領桃園臺南嘉義 3 個主辦縣市首長，親

自到立法院爭取 195 億元預算，甚至喊出不惜停辦的最壞打算，不過除了立法院長王金

平捧場之外，在野黨有很多意見，其中要參選縣長的周錫瑋就找上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

理論為什麼不在臺北縣舉辦。親民黨更近一步質疑臺博會，為了是選舉綁樁。日本愛知

博覽會吸引觀光人潮，臺灣博覽會似乎引來的是更多的政治角力！（樊啟明，2005） 

當時在青埔地區，也因為「2008 臺灣博覽會」的關係，建商開始進場興建住宅，起初以小規

模基地為主，且邊蓋邊賣屬預售個案，多屬透天型別墅，如圖 6，土地面積在 20~40 坪，建築面

積約 70~110 坪，總價 800~1,500 萬元。因新建案產品設定與價位皆超過特定區內舊有社區，在未

來長期房價看漲的情勢下，預期中古透天別墅價位也水漲船高。以屋齡 10 年的「皇家社區」透天

別墅為例，2004 年每戶價位僅 400~500 萬元，2005 年已漲到 600~700 萬元（交通部高速鐵路工

程局，2006）。 

  

 

 

 

 

 

 

 

 

 

 

 

圖 6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2006 年房地產廣告與興建中建案 

拍攝日期：2006 年 6 月 20 日  

                                                             
10 依據 2002 年 5 月行政院提出「挑戰二００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觀光客倍增計畫，及 2003 年 9 月 15 日行政院

臺經字第 0920047429 號函核定「二００八臺灣博覽會規劃構想」辦理；博覽會舉辦期間經當時行政院長裁示為

2008 年 5 月至 9 月，展出主題為「科技 前線、文明新視野」，計畫經費共計 195 億，規劃以中型國際博覽會

規模辦理，為能繁榮高鐵沿線區域，帶動總體經濟發展，於高鐵沿線場站舉辦，經 2004 年 3 月 4 日「二００八

臺灣博覽會場址評選委員會」評選，選出二個主展場分別為臺南縣（沙崙站）及桃園縣（青埔站），以及輔助展

場為嘉義縣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預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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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臺灣博覽會」停辦後，行政院 2007 年將南港定位為第二代展會中心，又為了避免與

南港國際展覽館功能競合，改以「企業營運中心」為整體定位構想，朝向優質之企業辦公園區發

展，並結合區域性商業、娛樂、文化等功能，爰規劃大型展覽場可調整為地方型之規模。經建會

（今國發會）於 2007 年 10 月又再度重新檢討，自此以後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就定位為「國際商

務城」（詳表 6）。由於車站特定區發展定位的時常因為不同的主事者而有所更迭，從 2001 年 7 月

迄 2008 年間，經過了多次的討論，身為高鐵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交通部與執行機關的高速鐵路

工程局（今鐵道局），亦必須配合進行檢討與規劃，包括周邊土地產業發展整體規劃、11 都市計畫

檢討，12 以及核心區規劃等，13 期能進一步引導並加速高鐵新市鎮的發展，惟這些規劃預計引進

的設施與產業計畫並未實際的落實，以至於高鐵通車後特定區發展仍然不見起色。直到都市計畫

開始進行檢討，將土地使用強度、容積放寬、容許使用項目均予調整放寬後，加上地方積極介入

解除航高管制及大幅放寬容積獎勵，而塑造出後來的區域地景。 

2008 年政黨再度輪替，高鐵車站特定區的發展與開發仍然受到執政者的重視，亦並被列為「愛

臺十二建設」總體計畫中的「都市及工業區更新」子計畫及「桃園航空城」範圍內，定位又再度

改為「經貿展覽園區」，而 2010 年時為桃園縣政府提出航空城計畫，但因為計畫面積廣達 6,000

餘公頃，所涉徵收、拆遷補償、分期分區開發、聽證等爭議，都市計畫始終未通過，但也讓原本

屬於都市計畫農業區或是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的農地價格掀起一陣的炒作及飆漲，從 1996 年每坪

8,000 元到 2018 年 4 月的每坪 7.62 萬元，上漲了 9.5 倍，詳表 7，縱使整個航空計畫延宕，區內

農地價格下跌，使得投資客套牢，但 2018 年 3 月 27 日都市計畫再審通過後，土地價格又開始上

漲。 

 

 

 

 

 

                                                             
11 為使高鐵五大車站特定區內車站週邊大面積公有土地之產業發展能有整體性的策略，依行政院 2014.1.5 政務委

員指示進行研究，並整合經建會（今國發會）、高鐵公司、台糖公司及高鐵局（今鐵道局）之意見，提出各站核

心區整體發展定位，其中桃園站以國際會展城作為發展定位 
12 依照行政院經建會（今國發會）於 2004 年 12 月 16 日會議中決議，「鑒於特定區之開發與西部地區之都市意象

與發展願景息息相關。為有效進行土地開發，高鐵特定區計畫應重新全面檢討」…請交通部高鐵局（今鐵道局）

於 2005 年 9 月底前完成全部各高鐵車站特定區計畫（含公共設施配置、都市設計準則等） 之檢討作業，各計畫

之檢討並得因地制宜，依循新市鎮開發之程序辦理，使檢討後之特定區得適用新市鎮開發條例相關稅捐減免及

優惠融資等規定，經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委託專業技術顧問進行檢討，其主要建議方向包括調整

土地使用強度、容積放寬、容許使用項目放寬；公有地予以整併與集中，土地適度交換整合、增加退縮建築留

設帶狀開放空間及指定留設架空走廊與指定留設廣場；新市鎮因涉及修法等作業，故建議採容積獎勵之方式鼓

勵開發。 
13 行政院於 2005 年 11 月、12 月與 2006 年 1 月於相關會議指示：「應辦理高鐵車站特定區核心區整體規劃及建立

高鐵車站特定區土地開發顧問機制。」、「規劃設計顧問應整合外國專業團隊及本國顧問公司，以提出務實可行

之規劃方案，協助建立高鐵車站核心區未來發展願景，確立整體發展策略，避免區內公、私部門無效率的競

爭，並兼顧政府整體財務需求。」，本次檢討，專業技術顧問仍以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發展為國際會展城之發展

定位進行規劃，整合大面積之公有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劃設為以高鐵車站為中心的核心地區，結合國內外土地

開發、建築規劃、財務分析等專業顧問進行整體規劃、效益評估並研擬招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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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高鐵各車站特定區發展定位表 

臺 灣 南 北 高 速 鐵 路

車 站 特 定 區 區 域 機

能 檢 討 研 究 報 告 初

稿 （ 經 建 會 委 託 交

大，2002） 

以國土規劃觀點擬

定高速鐵路車站特

定區整體發展策略

之研究（經建會委

託森海，2002） 

行政院經建會

對高鐵新市鎮

開 發 之 定 位

（2007）14 

加速高鐵車站特定區開發策

略方案（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仲

量聯行，2011） 

高鐵站區整體開

發推動計畫（高鐵

局 委 託 仲 量 聯

行，2012） 

機場門戶的功能性 

各工業區的機能充

實提昇工業發展 

臺北等郊外都市 

桃園區：國際經

貿流通中心 

車站區：機場經

貿特區 

國際商務城 國際商務城 國際商務城 

空中樞紐中心、巴士

總 站 、 田 園 都 市 生

活、物流中心、購物

中心等 

物流及人流中心、

國際經貿會議展覽

中心、超區域型休

閒娛樂中心 

企業營運園區

(Office park）

、展覽館 

跨國企業（臺商）運籌辦公營

運中心、商業零售服務設施、

國際觀光旅館、其他服務設施

（如文教休閒、醫療服務等設

施） 

桃園航空城先導

計畫、跨國企業/
臺商營運決策總

部、國際村社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7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及航空城周邊農地價格變化 

年度 1996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4 月

農地價格（萬元/坪） 0.8 5.08 7.92 7.28 7.05 6.94 7.20 7.62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桃園航空城土地（房地）交易透明化平台，作者整理。 

2010 為了因應醫療服務國際化及產業化之潮流，國家政府又推動臺灣醫療服務國際化行動計

畫，將「醫療服務國際化旗艦計畫」列為重點發展項目，更將其納入六大新興產業發展之重點項

目，並為國家十大重點服務業之一（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0），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在總統府

財經月報簡報國際醫療產業發展策略，建議桃園航空城的高鐵青埔站區，打造為北部首座指標性

國際醫療專區，吸引大陸及國際人士來臺進行健檢美容等醫療觀光活動，原預定作為國際商務開

發的特定區，在行政院與衛生署提出需求後，交通部亦同意做國際醫療專區（呂雪彗、林淑惠，

2011），並且把位於高鐵桃園車站旁 22 公頃的產業專用區，列入國際醫療為必要的招商條件，但

經過對外公告招商後，因無人投標流標，經過重新檢討又再度公告，把國際醫療改列為加分選項

後，2012 年才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50 年地上權，並以美式露天型的 OUTLETS（華

泰名品購物城），結合國際商務辦公大樓、企業總部、國際觀光旅館、水族館等設施做為主要的開

發內容，國際醫療並未納入開發計畫內容，其考量因素在於： 

當初沒有選擇做國際醫療，就是配套沒有完整，若是一般醫院的話，反而比較不擔

心，縱使雖然國泰人壽集團也有醫療的團隊，隸屬同一個集團，但不見得會與他們合作，

因為考量的點不同，此外國際醫療有很多法令仍不確定，若貿然地去做，對國泰人壽而

言風險很大，特別是母法的不確定性，如對於國際醫療的定義在母法上也不清楚，哪些

                                                             
14 依照行政院經建會（今國發會）於 2007 年 3 月 13 日會議中決議略以：「…順應產業發展所需，大型會展中心之

建置有其必要性，請擴充南港國際展覽館面積及攤位。有關高鐵桃園站之發展，為避免與南港國際展覽館功能

競合，爰建議以「企業營運中心」為整體定位構想，朝向優質之企業辦公園區發展，並結合區域性商業、娛樂、

文化等功能，爰規劃大型展覽場可調整為地方型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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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哪些不能做，這些都不清楚，蓋一棟建築物是很簡單，但是重點是後續的營運，

或是甚麼樣的人可以來，很多狀況不明確，就沒有去考慮國際醫療，而既然高鐵局（今

鐵道局）的招商條件是以商業為主，當然就是傾向以商業為主；另一方面，壽險業的不

動產開發只能做出租、租賃的部分，而租金是主要收入。（C 君） 

國泰人壽的 OUTLETS 的進駐及營運，使得地方房地產市場又再度活絡起來，加上鄰近高鐵、

機場捷運，對於附近社區居民而言，交通便利性提高及房地產的增值使資產增加，感到滿意，但

是卻對當地的生活機能不足以及商業活動人潮所帶來的交通阻塞及停車問題感到不滿意： 

這裡有高鐵、像百貨公司的商場（OUTLETS）、機場捷運交通算是很方便…國泰人

壽來這裡投資蓋 OUTLETS，對社區的整個房價都有上漲，我們社區都是透天厝，…一

棟大概還需要 1600 萬左右，前陣子有一戶賣到 2,000 萬，早期在還沒蓋高鐵時，社區很

多都是中南部上來的人，因為房價便宜，一棟才 100 多萬，現在上漲很多，不過因為特

定區房子蓋很多，以後要增值更多可能有限，加上社區的一些房子也是比較老舊了，大

概再 20-30 年就可能需要做都市更新了，壞處是車子變多了…附近一到假日，車就很多，

經常塞車…。（D 君） 

近幾年來，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發展，政府透過各式各樣的政策與計畫的推波助瀾更是不

餘遺力，不僅是原有的高鐵桃園車站設站與聯外道路的闢建，還包括了機場捷運亦於 2017 年 3

月通車營運（特定區內有 A17、A18 及 A19 三個車站），以及特定區內公有土地的規劃與開發，

直接或間接策動民間資本持續的有新題材，投入土地開發，如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

與桃園市政府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也左右了特定區的發展，因特定區土地係以區段徵收取得，早

於 1996 年即由行政院核定未來特定區開發如有盈餘，依中央、省、縣之間按 30%、30%、40%之

比例分配，故地方政府便以此為由，及掌握相關審議准駁的權力，搭配民選首長的政見或政策，

逕為提出各種產業或建設規劃，部分向中央爭取興建預算，或要求其他部會配合，中央與相關部

會礙於地方首長的政治壓力，也不得不配合，或改由民間投資，並配合變更都市計畫或修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也樂於配合地方發展，也藉此提升區段

徵收財務自償性，且因應台灣高鐵公司的財務改善方案所收回的事業發展用地未來也將進行招商

開發，還有部分區段徵收後政府所取得的剩餘可建土地的標售、開發等，這些措施都是提供滋養

投機者的持續炒作的養份，如同在地居民所說的： 

這裡現在房子蓋很多，整個特定區目前大約有 60-70 家大小建商在特定區內蓋房

子，…有一家建商，早期在附近買了上千坪土地，當時一坪土地大概是買 16 萬，漲到

78 萬才賣掉，一坪淨賺 62 萬，賺了好幾億，又像青山祠土地公廟旁邊的土地，一坪喊

到 120 萬，…還會再發展，價格應該還會再上漲，像早期，很多人以為漲到 10 幾萬一坪，

已經是很不錯了，所以就賣掉，現在都後悔。（E 君） 

因房價居高不下，居住正義議題發酵，政府亦陸續推出相關的平抑房價措施（如貸款成數降

低、奢侈稅、降低容積獎勵上限為 20%……），青埔地區一度被列入管控區域的名單中，諸多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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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祭出房貸緊縮措施，如房貸利率提高、貸款成數降低、取消寬限期等，加上機場捷運延遲通車

多次，確實也對當地房地產炒作產生降溫的效果。而新市長鄭文燦上任後，為了實現政見及推動

政策，又相繼提出諸多建設計畫，更對外宣示市府會加大力度進行青埔的公共建設，打造青埔為

進步指標的新興城市。然而這個繁榮與發展的夢，究竟是國家政府的？抑或是個別政治人物？或

是地方勢力？或是開發商？又或者是在地居民？ 

高鐵來之後，這裡的土地價格上漲，加上後來的航空城，把地價炒高了，去年在特

定區範圍內，房價一坪約 35 萬，今年有比較下降，但也要 29 萬~30 萬，當然地價上漲

對地主來說是好事…能有建設當然是很好，像特定區內現在有很多的建設，包括

OUTLETS，以後還有大飯店、水族館等，生活環境也比較好。（F 君） 

而根據統計，從 2011 年至 2017 年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之住宅交易價格資訊（表 8），縱然實

際交易價格相較於民眾對於市場行情價格出現差異，惟已被炒作上漲的房價卻難以回復，即使政

府提出抑制房價的措施讓市場降溫，又隨著政府推出各式各樣的建設題材，讓房價有所支撐甚至

緩步上漲，可見政府是助漲房價的主要推手。 

表 8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2011 年至 2017 年住宅交易價格變動表（單位：坪⁄萬元） 

2011 年 2012 年 
2011- 

2012 帳幅
2013 年 

2012- 

2013 帳幅 
2014 年

2013- 

2014 帳幅
2015 年

2014- 

2015 帳幅
2016 年

2015- 

2016 帳幅 
2017 年 

2016- 

2017 帳幅

17.5 24.2 38.3% 26.4 9.1% 24.9 -5.7% 24.2 -2.8% 23.5 -2.9% 25.1 6.8% 

資料來源：1.蕭力偉、蘇淑娟（2017），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空間開發之結構歷程分析-新自由主義都

市治理案例研究，地理學報（84）：55-88。 
2.作者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統計至 2017 年 12 月底止。 

2.華麗的空城幻化成典範城市 

為了因應產業轉型的經濟不景氣，政府再度以「擴大內需」的策略，投入公共設施來促進經

濟活動，不論是各地方與中央政府經常藉由政治力量提出各式五花八門的建設計畫，以桃園市亦

不例外，其中屬於特定區內的計畫主要有航空城世貿中心、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計畫，以及如

橫山書法公園、美術館、國家級原住民博物館、以及國泰人壽的水族館、辦公大樓、旅館興建，

冠德建設 A19 車站環球購物商城、IKEA 等計畫（詳圖 7），其他特定區內規模較小的公共建設或

是私人的土地開發計畫則尚未包含其中，行政機關也認同政治力的介入反而可以帶動地方發展： 

就不動產開發而言，政治力的干預，其實對我們來講有時候是歡迎的，所謂的歡迎

是指開發的主導性，就是供給方的開發策略，那政府本來政治力就要進來，因為不是私

人土地，特別是車站特定區大面積的開發，如果要有主題、主體或主導性策略，確實是

必要的，…供給方的主導策略的政治力介入，私人投資者才會進來，政府起帶頭作用是

很重要的，廠商才會跟進，若要走供給方，政府定位策略一定要有，第一次與第二次的

產業、資金就會跟進。（G 君） 

此外，長期協助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規劃及招商開發的專業顧問仲量聯行，



182 

 

對於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的空間發展思考應該涵蓋到雙北地區： 

以桃園站而言，桃園是大臺北都會區的延伸，隨著臺北市與新北市都市發展逐漸成

熟的情況下，軌道建設也陸續完成，臺北與桃園的距離一直在縮短，就專業顧問的角度

來說，桃園站的發展可以成為一個大臺北城市廊帶多核心的其中一個點，也可以說是桃

園市未來在發展商業或金融的一個中心，畢竟現在桃園的產業仍以工業為主，未來勢必

要朝向不論是 2.5 級產業或是服務業的方面，還是需要有足夠的空間去發展，因桃園站

還是一個連結臺北最快的地方，它還是有它的發展潛力在，應該朝向這個方向去發展會

比較有競爭力。（H 君） 

 

 

 

 

 

 

 

 

 

 

 

圖 7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之主要土地開發計畫與公共建設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今鐵道局）、桃園市政府網站。 

前述的計畫主軸環繞著航空城計畫，企圖讓區域的發展不僅是跳躍起來，更試圖飛躍國際，

也藉由都市計畫、都市設計主導特定區建築的風貌與地景塑造，但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卻是人口

的不足；特定區在行政界線上主要由四個里組成，包括中壢區的青埔里、洽溪里與芝芭里，以及

大園區的橫峰里；依照臺灣省政府（1999）曾就區內之人口進行調查，當時的居住人口大約為 1,500

人，主要以民生社區、皇家社區與瑞士社區三個社區及縣 113 道路兩側，而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於

2017 年發布的營建統計年報，特定區內 2016 年底人口數為 10,019 人，與特定區的都市計畫人口

60,000 人，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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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觀察特定區的建案推案情形，區內目前約有 69 家建商推案，共計推案 203 案，佔地面積約

57 公頃，推案戶數約 16,000 戶，其中以宜誠集團、威均（晨豐）建設、寶佳集團、新潤機構、

鋒橋（樺龍）建設的推案數量佔前 5 名（如表 9 ），許多建商屬於在地建商，但也不乏大集團、

黨政關係良好的建商，諸多建商於早期區段徵收後，就以相當便宜的價格向地主收購土地並進行

養地，或是隨著政府建設投入後買地養地，隨著高鐵、機場捷運陸續通車營運，再配合政府救經

濟的施政方向，結合媒體、房地產商、仲介業者、投資客等吹捧促漲及炒作，讓房價欲小不易；

而特定區的都市計畫，住宅區與商業區（不含再發展區與產業專用區）合計劃設約 183 公頃，以

目的開發程度約只進行了 1/3，若比照現階段建案推案情形全數開發完成，將近約有 50,000 戶，

以桃園市的平均戶量 2.77 人計算，全部住滿將有 138,500 人。 

前述各種數據的調查，顯示在都市規劃初期，便以誇大、膨脹人口或運量成長，以及為了滿

足財務的自償，劃設過多的住宅區及商業區，所建構出的不理性的都市發展，凸顯都市計畫不合

理及地區房地產地的高風險性，也無怪乎青埔地區被譏為鬼城： 

近年高鐵桃園站青埔特區，因為餘屋過多使得房價直直落，造成空房比人多的窘況，

因此青埔特區一度還被房產人士戲稱為「鬼城」。一名 PTT 網友在網路上發文表示，去

年買的青埔預售屋即將交屋，全家卻沒有擁有新家的喜悅。（聯合新聞網，2017.2.8） 

儘管地方首長不斷的對外宣示該區域內將引進各種公共建設，同時吸引民間投資，預計將可

進駐數十萬人口，並使該區域未來將成為新都會區等說詞，但一個都市的發展至成熟階段往往歷

經數十年而不易達成，如此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思考城市空間的意涵與價值，政府的公共投資

成為支撐房地產價格的法寶，而不是促進城市正義的公共利益（殷寶寧，2016），當國家政府不斷

的以各種建設計畫去鄉村化後，只見放寬鬆綁的管制，卻沒有適當的管控，使得地區發展淪為大

量房地產開發商的炒作，這種非理性的榮景所形塑出的華麗空城，其所代表的意涵是否單純意味

著只是都市計畫的形式錯估、失靈？抑或是政府藉由土地開發或交通建設帶動地方發展的處方箋

不再具有療效，抑或是大眾對政治人物的縱容，仍然以為推動都市建設發展是政府的德政，幻化

成為城市的典範，卻尚未看清它的暴衝失控後的而帶來多種反撲的風險，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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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特定區建商推案統計表 

編

號 

建商及 

子企業 

建案

數 

面積

（坪） 
戶數 

編

號 

建商及 

子企業 

建案

數

面積

（坪）
戶數

編

號

建商及 

子企業 

建案

數 

面積

（坪） 
戶數

1 宜誠集團 24 29279 
2,31

7 
23 麒寶開發 2 1,165 60 46 中國建經 1 824 121

2 
威均、晨豐

建設 
22 15,640 

1,18

1 
24 寶台建設 2 896 24 47 群耀建設 1 796 84

3 寶佳集團 15 12,564 
1,40

1 
25 寶竣建設 2 831 93 48 尊贏建設 1 741 55

4 新潤機構  11 11,797 
2,14

4 
26 居聖建設 2 609 16 49 富俋建設 1 650 20

5 
鋒橋、樺龍

建設 
10 8,060 420 27 圓方開發 2 1,000 45 50 鼎營建設 1 600 78

6 順儷建設 8 3,581 279 28 冠德建設 1 5,095 666 51 昱群建設 1 570 16

7 春億建設 7 4,884 396 29 禾林建設 1 1,700 231 52 元誠建設 1 560 21

8 玖都建設 5 3,228 366 30 璞園建築 1 1,676 356 53 宸康建設 1 559 50

9 昆旺建設 5 3,050 232 31 寶徠建設 1 1,659 318 54 和旺建設 1 525 68

10 巨京建設 5 2,540 57 32 神風開發建設 1 1,566 110 55 泰豐建設 1 508 9

11 
欣城開發

建設 
4 1,694 65 33 富宇建設 1 1,374 151 56 力璞建設 1 500 57

12 築圓開發 4 1,334 54 34 川睦建設 1 1,234 76 57 創信建設 1 487 20

13 竹風建設 4 6,044 769 35 定豐建設 1 1,219 74 58
七星峰建

設 
1 483 25

14 太子建設 3 4,272 351 36 才碩建設 1 1,143 24 59 珈美建設 1 433 33

15 璟都建設 3 3,965 409 37 永福營造 1 1,053 31 60 尊騰建設 1 427 44

16 

捷寶、八京

國際（中

悅） 

3 2,734 252 38 峻丞建設 1 1,051 33 61 群聯建設 1 424 29

17 輝泰建設 3 2,270 118 39 高帝建設 1 1,035 40 62 兆暘建設 1 395 9

18 聯上開發 2 2,358 279 40 昌峰建設 1 1,000 25 63 人合營造 1 390 14

19 京懋建設 2 1,720 154 41 華固建設 1 998 112 64 將伯興業 1 311 18

20 育嘉建設 2 2,450 71 42 興富發建設 1 998 220 65 高誠開發 1 270 9

21 太睿建設 2 1,548 141 43 
翔譽建設（龍

邦） 
1 966 204 66 集方建設 1 190 4

22 宏普建設 2 1,758 216 44 國票建設 1 960 32 67 亨冠建設 1 150 6

23 元隆建設 2 1,533 69 45 鉅陞建設 1 925 168 68 淞達建設 1 149 4

24 大築建設 2 1,357 169 46 翔陽建設 1 916 136 69 仲城建設 1 914 103

建案數 203 面積 172,585 戶數 16,05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備註：資料調查截止時間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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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970 年以前，臺灣在政治上從軍政一元化逐漸採以黨領政與中央集權，在經濟上由戰後重

建，轉為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發展策略，在美援保護下發展經濟建設，並有計畫的進行交通建設，

從農業社會的系統性的復建、重點改善，在因應都市化的轉變下，轉為需求跟進與供給領導。此

時，黨國仍是國家體制的基底，成就了統治的正當性，局部的開放與自由化，使得臺灣從自給自

足的社會，逐步邁向工業量產基地，讓外銷的成功強化了國家對市場的信任度，成為新自由主義

重要的底蘊。 

1970~1980 年間，政治經濟環境較為動盪，黨國機關雖仍然扮演著指導的角色，在退出聯合

國及缺乏美援下，政府不得不藉由部份的政治改革來尋求國內社會的支持。為求自給自足的經濟，

陸續各項經建計畫，發展出口工業，加強重化工業的發展。能源危機及全球經濟不景氣確實造成

衝擊，政府遂提出十大建設及綜合性工業區等政策，奠定臺灣的經濟基礎建設，而這些轉型之所

以成功，有賴於發展型國家模式的成功運作，國家掌握了各項發展資源與方向。1980~1990 年代，

在國家的介入下，經濟逐漸轉型為高科技產業為主的出口經濟，擺脫簡單加工的層級，資訊電子

業逐漸成為出口主流，並成為資訊電子產品的主要生產國家。此時期的臺灣正處於經濟加速自由

化、都市化成熟的時期，受到國、內外的壓力，「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

主軸，政府開始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並開放如電信、電力、航空、大眾運輸、石化業中游、煉

油等產業。 

1990 年代起邁入已開發國家的轉型期，各項改革掀起社會澎湃的浪潮，經濟與國民所得也快

速提升，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民選政府首長更紛紛推動基礎建設，在各級民意代表推波助瀾下，利

用不同的口號所投入公共工程的經費相當龐大，每一階段都會喊出令人感動的目標與承諾，且建

設經費往往都超過數千億，也因為如此，政府財政卻開始面臨極嚴重的困境，讓政府不得不引進

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作，同時亦深化了國族國家對於都市及區域發展等

內部空間經濟策略的負擔，因而衍生出普遍的財政赤字壓力，使得臺灣的財政日趨惡化，於是新

自由主義的「自由化」、「私有化」與「市場化」被視為是國家經濟發展的 佳路徑，也能為社會

帶來有秩序的發展及財富，故政府積極將的開支、稅賦與管制 小化，因此為了彌補此財政缺口，

即透過強調市場機制的活化，使民間資本力量得透過「民營化」的包裝流入諸多重大經濟活動中。 

高鐵建設計畫由公轉私，再由私轉公的政策轉變過程，國家的角色從未缺席，將交通建設結

合土地開發的大型造鎮計畫，看似合理規劃的車站特定區政策背後，也代表著決策者對當地區域

的想像與企圖，故圍繞在高鐵車站旁的事業發展用地、產業專用區與商業區、住宅區，這些用地

雖然受到法令的規範，但也會受到如政治力、政策、開發商或是其他能動力量的干預，對於原本

期望高鐵與高鐵特區能帶來就業機會的在地居民，卻可能面臨他們預想未到的後果，如開發的期

程的快慢及開發後所引發不動產價格波動、或賦稅的增加而削弱其居住權，反而未蒙其利先受其

害；又市場環境的變化亦左右政府期望政策上得以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似乎也是欲速則不達，

或緣木求魚，迫使政府又再持續的進行去管制化。 

在臺灣經濟的再結構、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脈絡下，空間發展重心與土地開發模式快

速轉向與蛻變，既有市區的建成環境土地價格高且受限於諸多桎梏，轉而移轉到新興發展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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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為舊市區透過都市更新或再發展），再加上國家機器投入大型計畫與建設，促使不動產市場受

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更成為整座城市、甚至是國家經濟的發展動力。驅動這種都市政策的主要動

機並非是社會福利或其分配，而是國家所採取的治理策略是游移在「以發展型國家為主，新自由

主義為輔」與「以新自由主義為主，發展型國家為輔」的兩種策略，將促進營建業景氣所衍生的

經濟發展與空間重構策略，視為國家 重要的發展策略，透過國家機器的政策及制度建立，迎接

私人資本加入公部門所主導的都市區域空間發展，並在開發過程中形成依賴房地產市場的開發模

式，進一步穩固國家政治機器與房地產之資本利益間的合作關係，但實際上已經造成資產重分配，

甚至因為不斷投機而埋下資產貶值或泡沫化危機，而多數高鐵車站特定區及新地區正是如斯模式

的試金石。 

政府一方面採取發展型國家的策略強勢地引導區域及都市發展，並干預市場，一方面又以新

自由主義的都市治理方式之矛盾場景，本研究以高鐵桃園車站進行分析，其整體空間政策的背後，

代表著不同的能動者對當地區域的想像與企圖，透過政治與各種權力的施展取得可操控性的資源

而影響空間的發展，從規劃到目前的發展狀態，可以見到專業技術從理性規劃到為政治服務、公

共利益與市場利益的失衡、及財務估算操縱空間發展所產生的後遺症，即夢想與現實顯然有相當

大的落差，並且呈現不合理的發展及失序的空間，造成空間治理的困境。 

交通建設結合土地開發是各國常用的站區開發手段，惟政府卻藉此片面式的達成實質面的政

府承諾事項，完成集體消費的提供以補充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不足的公共設施與服務供給，也創造、

維持積累的條件，以利私人資本發展及尋求新的投資市場，但當土地資源成為國家迴避提供集體

消費與空間控制的操控工具，更進一步使房地產成為全民熱衷的投資運動，而政府又為了維持市

場的高價值與財務目的，再投入更多的基礎建設，政府的公共建設變成不再是促進公共利益，而

是驅離、掠奪及支撐（助漲）房地產市場。車站特定區的發展只能持續地往財務效益及價值高的

房地產商品發展，模仿、複製其他城市機能與經驗，成為自身發展模式，如此循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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