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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Business Hierarchy in Dong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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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 development of a small region, Donggang, which 

transformed from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into a modern southwestern regional center. It also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Donggang port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nggang as a por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economic network using location theory and central place theory. Central place 

theory applied to Donggang includes changes in history, geography, natural resources, traffic factors, and the 

large demand for fishing in the modern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re are three areas, distinct in their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1. The southwestern fishery area specializing in fish catching; 2. The four main 

central business regions service functions including catering, social health care, retail, wholesale, finance, 

and leg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3. The transitional area of industrial dispersion dominated by manufacturing 

and transportation auxiliary functions.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districts has gradually changed 

the origin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ort functions, economic models of the old streets and commercial area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Gradually, market functions and service circles, fishery 

patterns,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ic models have presented the phenomenon of central migration of 

municipal functions and functional exchanges of integrated viewpoints. Through the expansion and change of 

businesses, there is continual differenti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nal reorganization, and Donggang is 

restructured to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is area is scattered in ditches, 

forming uneve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broken geography. Through successive economic flows, the 

contours of the earlier central regions have been distorted and gradually integrated, developing from fisheries 

to commercial services, and from ports to the interior. The development distinguishes the duality between the 

centrality and the periphery of Donggang commerce itself. The service route developed by the fis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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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as a settlement invading the inland developing areas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modern 

business process of Donggang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h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various 

functions, similar to the phenomenon of central migration, as reported by Jiang (2004).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 regions may change their centers, and structures, and have the nature of 

expanding or narrowing their regional scope. At the same time, their centers will also move. This is a clear 

case of being transformed through the deepening influence of the external economy and internal social 

identity. 

Keywords: Donggang, fishery, commercial streets, the central place, hierarchy 

摘 要 

本文聚焦小區域歷史地理發展，探討東港是如何從小漁村發展成現代西南區域中心的過程，並討

論東港港口機能轉變，與社會經濟網絡發展脈絡相互關係，運用區位理論與中地論點，檢驗東港作為

中地展演場。其影響東港的中地型態，包含歷史、地理、資源、交通因素與近代大環境對漁獲大量需

求的轉變，在人文的活動中形成屬性與機能差異的三區位：一、漁獲製造輔助專業的西南側漁業區；

二、具區域服務機能的餐飲、社會醫療保健、零售批發、金融與法律工商服務等四大主要中地機能的

中心商業區；三、工業散布的過渡區，屬製造業與交通輔助性機能居多。三區現代發展漸與原有人口

分布、港口機能、舊通商口街道經濟模式、歷史背景與地理限制迴異，並且逐漸打開市街機能與服務

圈，漁業型態、交通、經濟模式呈現市鎮機能中心性遷移現象。功能性交換整合觀點，正透過商業的

擴張與改變，不斷分化、變形與內部重整，並重新結構東港對應內外環境轉變的調適，使本區在溝渠

散布，形成破碎的地理基礎上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透過先後經濟流動，使早先中地

輪廓扭曲變形與進而漸趨向整合。從漁業到商業服務、港口到內陸鄉鎮發展，區辨了東港商業自身中

心性與邊緣的二元性。再以漁業經濟所發展的中地服務路線，做為侵入內陸發展中地的聚落，在東港

現代商業過程，極短的時間軸產生劇烈的變化，卻在各種不同作用基礎上形成，東港中心性遷移現象，

正如姜道章（2004）所言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濟區域可能會改變其中心、外圍區及結構，具有擴張或

縮小其區域範圍的性質，同時其中心也會移動，東港正是個鮮明案例，透過外部經濟性深化影響及內

部的社會一致性認同，二者共同蛻變而成。 

關鍵詞：東港、漁業、市街、中地、階層 

緒 論 

（一）研究背景 

東港現代化進程的表現，從歷史下淡水溪馱運米穀、鹿製品等貿易角色，輾轉至今佔據屏東平原

主要魚貨供應，與佔 20%醫療保健服務機能，魚貨輸出成為商業上最重要的經濟連結。同時現代建築

與閩式舊建築分層散布在東港市街中，自從東港荷蘭與清領、日據時期，經濟凝結核原由內陸而輸向

海外，至今舊有空間組織消失，貿易方向與商品完全翻轉，轉換到一級漁業生產與高密度醫療服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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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顯現東港社會生產關係，產生極大的重塑過程。Thrift（2006）認為地方商業是在地意識的延伸，

是生活經驗累積過程；王志弘（2012）認為中地模型建立了都市階層概念，階層是指商品或服務需求

門檻及服務範圍。但是這種理論過於靜態，偏向於描述空間層級分佈，難以掌握動態趨勢，也忽略了

消費「中地」層級和鄰近地區的關係，以及跟各種社會經濟條件、人口特性、就業、工資、交通和公

共設施等因素的互動（王志弘，2012：4；王鴻楷、陳坤宏，1989：3），顯現指涉經濟體研究取向，需

理解地方與區域動態性的關係，本文從聚焦東港環境與經濟活動驅動的地方商業，關注地方獨特的社

會意識與經驗，如何延伸影響地方乃至區域經驗，詮釋東港社會生產關係極大重塑過程的地理意識。 

（二）問題意識 

東港商業網絡如何呈現東港意識，為何漁業港口市鎮中，僅東港達到現有發展層級！本文試著從

東港經驗與生產關係的脈絡，地方意識影響空間生產的集中與分散，理解社會施為者意識在經濟規則

與資源共同活動，透過不同的經濟功能組合連結建構空間生產關係，觀察東港生產模式的關鍵實踐行

動，已對整個東港現代歷史角色的轉變產生影響。Lefebvre（1991）在《空間的生產》提出社會空間

是社會的產物，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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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宇良、宋承恩，2012：45）。註解了詮釋當下東港地方與商

業意識表面運作與隱密流動，需藉由透過流動社會中的各種媒介，辨證其互相穿透交疊的生產關係與

運作。近代在與新資源的重要關係為漁類生產，藉由工業造船技術與諸多區域關係基礎，形成強大漁

業經濟生產中心與資本積累流動力量，活絡與作用了整個東港商業與經濟，助長產業變革與具都市服

務的漁業社會中心，催化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的關鍵，而逐漸走向生產與社會分化分離的專業過程。從

觀察東港的經濟史活動，移民與經濟貿易機能強烈，東港經濟史焦點，至少有兩個重點：一是強調以

經濟理論為基礎的經濟實證；二為經濟現象與制度無法與歷史割斷劃分，因此，欲認識今天必須先瞭

解過去（王平等，1999：30-31），東港現代化過程，也是地方在西南地區重新中心化與區域化過程。 

（三）研究論述 

東港經濟史活動成為本文此「新」的區域地理學的重要討論，也因此文中涉及東港在經濟史地理

上的變動。因此，關注東港的角色，從東港曾為一個河口的貨物聚集地等等的重要性，與具對地方發

展的意義，今重新再以探討「漁業生產與交換連結作為入侵內陸路線」的意義。觀察劇烈變動下的東

港，以 1976 年至 2021 年期間觀察東港為研究時間軸，東港商業結構在此期間，由 1976 年主要以小型

海鮮零售與批發業、小吃餐飲服務業到次要工商服務等三項機能，到 2021 年社會結構轉型至醫療保

健、零售與批發、餐飲、金融法律工商服務、漁業專業製造輔助等，成地方五大類結構機能的臺灣漁

業生產中心之一，顯現明確的中地機能擴張與轉變。並且在市街擴散數量性質，與商業對聚集座落服

務方向具敏銳性差異表現。進入本文調查東港中地數量與規模等級，尚無法達如臺北市、高雄市商店

之層級，概以如潮州鎮，具有舊市街與新發展市街並存，5 萬人口等級中地尺度，其商店具有明確營

運設備與招牌，東港現代化的新大型餐飲服務與醫療保健服務，已與屏東市等級規模不相上下，唯獨

大型百貨，仍無法同屏東市太平洋百貨與家樂福百貨規模等相比；並且本文計算來自東港街道商店數

值採用的區位商數，尚無法將東港涵蓋為一整體，在可能忽視的研究定義出來的三區塊之外的東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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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產業內涵如農地，有待另題釐清；並且需進一步釐清在本文的「中地理論」（center place theory）

之應用，如處理類似華僑市場這種多數時候、多數人口並非本地人口的商業服務機能、與中正路和中

山路較接近後寮溪舊市中心處的商業，乃多半為當地人口而存在的服務機能之間的差異意義。大抵在

納入東港一日生活圈的晝夜市集差異，已建構出東港正處於內部與外圍的不可切割狀態，在更大的區

位因素作用的客觀影響下，其干擾整體自身的大因素，也限制組成商業單位性質的分布。由中地觀點

下觀察，受到此形塑力量的商業分布層級狀態，乃採用較能論述此分布狀態的理論檢視東港商業機制，

是基於多半反應商店與其服務機能長時間以來的惰性，或兩者之間正隨著形塑力量轉變中。從 2007

年以前分布主要市街的數 10 家釣具零售店，至今 2021 年均消失在商業街道中案例，顯現東港基於內

部與外部環境正自我重新調適中，對商店區位在一個內需型與一個外需型的城鎮，更走向不同的意義。 

（四）研究目的 

推估東港地價，與中心商業區外圍遞減現象，及與商店的機能分布動態性外移現象之間，在資本

社會的意義，就東港地區談中地理論法則存在的時代意義。相對因為實際上，以東港人口的交通移動

能力與日常生活動線而言，有許多自身無法具備機能，是透過其他相鄰或相近的城市，提供所需的滿

足，例如高雄市、屏東市、與潮州鎮等。將東港當為一個整體，並論述時間軸中區域關係的中地變化

概念，首次能觀察擴散中的東港中地的中心性與遷移，透過理論檢驗東港在社會科學方法的經驗型態

與考驗，每一組成個體單位的身分差異，其每一時期對中地作用力也存在差異，是當前東港生產與區

域機能形構下作用中的東港，對遠離其他高層級服務中心，東港社會正朝向發展更完整的自我功能，

透過逐漸分化的空間經濟結構，反射其與區域的連結愈加活絡，經由下到上每日快速的社會活動，正

慢慢再結構區域經濟網絡。由早先貿易港商街與人口分布，轉移至此當代形態，也說明一地人口空間

分布時空變化，主要受外在與內在社會經濟成長過程所影響（楊宗惠，1988：79-109）。由此，對東港

市鎮機能與內陸區域關係的再思考，本文研究目的有二： 

1. 利用東港生產與商業的空間經濟網絡，建構地方商業擴張脈絡。 

2. 實證東港生產與土地的空間關係對商業階層形成的影響。 

文獻回顧與理論 

（一）相關文獻回顧 

討論社會在空間中的擴散行為，當代五大文獻引用重量人物Thrift（Hubbard et al., 2010），受到社

會學者Latour（2005）的社會行動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影響，並參考Thompson（1961; 1980）

大量倫敦工人階級形成背景的社會動態，與介紹結構化時將Giddens（1984）的結構概念引入地理「微

觀—宏觀」（micro-macro），他提出一套結構化理論（theory of structuration），進行對結構（structure）

和行動（agency）的重新思考，Giddens認為，結構化可以被概念化為行動者在跨越時空的脈絡中，利

用規則和資源，使行動者在時空之中，維持並且結構與再生產。如Massey（1984）的空間觀提出所謂 

「生產的空間結構」觀念（spatial structures of production），主張應該基於生產的空間組織所形塑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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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形式，絕非是一個單純的階層關係，而是一種整體性的複雜關係。因為此種地理空間形式涉及了

所有權關係、技術、資金、生產分工、乃至社會結構在不同區位的分佈結果，1其後果往往造成地理空

間的不均衡發展。有構成指標意義的區域，與無關連指標上的意義，共時性、持續性（又稱系統性）

結構與變遷是相輔相成，所涉及的不外乎是任一結構中，各種層面之間密切的功能性關聯。王志弘認

為中地模型建立不能忽略消費「中地」層級和鄰近地區的關係，以及跟各種社會經濟條件的互動（王

志弘，2012：4；王鴻楷、陳坤宏，1989：3），空間的具體作用必須在特定經驗中考察（王志弘，2018：

22），觀察到空間缺乏時間的動態元素，空間成為時間的靜態表現，是一種有限空間發展的能力，無法

展現足夠的空間構件與性質（Thrift, 2006）。 

不同的漁業社會研究，李玉芬（1999）人文與生態間的相互關係，透過活動掌握人群而與其區位

環境間形成社會的、生態的適應過程，呈現在人群的活動，表現與其環境間維持均衡的關係與過程，

並透過人文生態 O、P、E、T 概念外，市場經濟對此系統的干擾是另一個天秤，使得內部的各項因素，

並非完全能決定其變化（李玉芬，1999：16）。在動態歷史地理學研究脈絡與面向，洪啟文、吳連賞（2010）

論述曹公圳形成與分布，對高雄市灌溉系統開發與區域發展，灌溉面積與產量的影響，理出產量與新

聚落誕生空間分布上的意義，港口輸出、洋商至打狗港設洋行與直接國際貿易變革：生產→輸出→貿

易→港區聚落繁榮→迅速成市街及經濟、社會中心過程，商品帶動港口貿易機能，活絡地方商業機能，

再反向觸動及引導地方的區域發展，顯現面向由內陸到港口。 

（二）應用理論 

1. 空間結構理論 

以空間結構切入理論，陳坤宏（2001）綜合分析空間結構理論觀點《空間結構－理論與方法論》，

首一為交通與空間結構關係，指出可及性影響土地使用，運輸系統掌握都市成長的命運與方向，運輸

效率的改進，會有利於外圍、中心的建立，為其理論重要因素之一；交通為經濟區間重要的基礎媒介

與表現，越先進的交通網路，越有機會連結與觸及新的環域，亦較易於造成空間經濟區間的另一角力，

及資本市場取向的經濟往往會導致產業的完全改變。此種技術與交通對空間結構的重大意義：一、它

是一個開放體系的建構，空間是會受到外在世界之科技進步的影響而改變。二、他強調空間動態性的

過程，與現實世界較為符合。三、他將空間視為人類彼此交流、相互影響下的空間模式。肯定人類活

動系統－指由居民、物品、勞務、交通、技術、訊息、知識等互動而形成，是塑造都市或區域空間結

構的基本力量之一，也是結構與施為的二元性經由經濟活動而合一。 

2. 中心地與區位理論 

再則為中地理論，經濟條件變化下中地的數目、規模分布呈現如何變化的動態研究，彼此間存在

相當複雜的層面，理論的前提假設主要有八點，1. 無限制的均質平原，且各方向的交通可及性均相同，

交通成本與距離成正比，而且只有一種交通工具，2. 人口是均勻地分布在平原上，3. 中地提供商品

                                                             
1 諸多學派與學都提出強調都市和都市的空間演變，具備四種獨特性質：（一）相關性（interdependence）、（二）不可

分割性（indivisibility）、（三）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四）不完全的預見（imperfect foresight），指出無成本

的均衡概念和分析程序，實際上無法適用永遠處在變動且每次調適皆附帶重大成本的複雜都市系統（complex urban 
system, Hopkins, 2001；賴世剛，2006；賴世剛、王昱智、韓昊英，2012；黃仲由、賴世剛，20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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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管理給周圍的腹地，4. 消費者會前往最近的中地去購買商品或獲取服務，使得旅行最小化，5. 

提供各項功能的供應者是經紀人，他們設法從最大的市場銷售中得到最大的利潤，6. 能夠提供較多功

能的中地謂之高層級的中心，而只能提供少數功能的中地謂之低層級中心，7. 高層級中心提供一些低

層級中心所無法提供的高層級功能，而低層級中心所提供之所有功能，在高層級中心都可以找到，8. 所

有的消費者都有相同的收入，而且對於商品與服務都有同樣的需求；此論點成為塑造中地型態與空間

結構的基本力量（Christaller, 1933；陳坤宏，2001：27-70）。姜道章（2004）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濟

區域可能會改變其中心、外圍區及結構，具有擴張或縮小其區域範圍的性質，同時其中心也會移動（姜

道章，2004：471）。經由此三種中心性、外圍及結構動態面向呈現，捕捉東港地方與區域的相互關係。 

3. 新的區域地理學架構與方法 

新的區域地理學研究取向，Wigen（1995）在日本歷史地理實證研究，對日本下伊那地區的區域

形塑，利用日本前工業時期經濟史活動，解析日本近代歷史地理過程，描繪下伊那地區在面對居交通

系統內外區域整合過程變化的脈絡，以瞭解日本當代意識如何走向現代化，而成東亞重心的歷史地理，

反思日本的轉變經驗絕非是安逸而偶然，乃是透過經濟活動與外部的世界影響，及內部的民族一致性

認同轉變而形成（Wigen, 1995）。其重要概念，以經濟需求產生的互補關係，生產與交換體制形成的

區域整合為研究體，而連結在一起的貿易體系，經濟互補關係不斷的改變時，區域亦不斷的重新整合

與變動，透過經濟互補關係在時間軸所建立起共同的經濟體系，成為現代新的區域地理學研究的主要

關注內涵之一。其建立地理變遷的時、空間研究分析法，為本文採用的觀念與時間架構，觀念架構應

用的三種分析法：人地關係分析、空間分析、區域分析。人地關係分析：即是以時間觀點看地理，透

過時間軸檢視人地關係。人地關係其一為環境對人類活動的限制，其二為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其

三為人類影響環境，乃至環境再次改變，造成人地關係間不斷的相互影響。空間分析：從空間分析政

治與經濟，政治劃分的空間有明確界線，而住民生活必要的經濟活動構成的經濟空間，則無明顯界限。

區域分析：所謂「區域」為不同地區因經濟互補功能，透過生產與交換使得不同經濟功能區整合成一

大個體，使區域內有核心地區與邊陲地區角色的產生。時間軸的架構有二：在同一時期，因地方的生

活機能互補產生的生產與交換，形成不同空間的共時性層面，分工卻又交換所需的實質不同經濟功能

地區。即以互補的概念所連繫而成的經濟共同體，凝結成一經濟網絡。時間縱深為透過歷時性重塑一

個地區史的經濟轉變，在時間地理的變化與外在因素的干擾，在一地區時間前後產生出不同以往的變

化，而產生區域重整（Wigen, 1995: 1-20 ; Thrift, 1996），再以 Thrift et al.（2014）港口影響城市則從經

濟，文化，社會和環境的角度著眼，針對在此上述作用中的東港商業，依賴港口影響經濟再加以實證

分析。綜合上述相關理論架構，透過相關論述觀察研究區兩重點，1.東港生產與市場因子的變動，與

今由港口向內陸影響層面呈現不同面向，正如何影響整個東港現代經濟圈演變動脈，2.詮釋過程與商

業地景分布脈絡，流通的產業經濟對區域整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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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漁業轉向與文化地景 

（一）漁業與文化想像 

本文根據新區域地理學區域整合，透過對導致地景變遷的歷程（processes），整合人文地理與自然

地理，通過對地表可見之地景的研究，由顯而易見的空間關聯（spatial association）而非若干隱而不彰

的因果關係，建立現象間的結合，地理學可以成為一門實證科學方向概念（Gregory, 1994；王秋原等，

1997：86；施雅軒，2000：73）。與 Sauer（1925）認為文化是作用力，自然地理是媒介，文化地景將

是結果；蔡淑真、李素馨（2014）認為整個動態區域化（dynamic regionalization）的過程中，可看見

空間不斷再尺度（rescale）的過程，而且空間所具有的經濟性質，其實才是理解地方社會的關鍵（蔡

淑真、李素馨，2014：65）；Massey（1995）的地方概念，意指地方是社會關係和行動網絡中接合時

刻的所在，王志弘（2012）再以商品與產地的消費為社會地理軌跡（王志弘，2012：1-4）。從此理解

東港多數市街建築，均以具有商業經濟面向基礎，以此反射東港脈絡與性質層面切入，研究理論應用

並以 Wigen（1995）採用發展與進行對應事物，關注在對世界觀察、體驗、建構，多樣的文本解釋，

包含地景、檔案資料、地圖、文章、視覺想像等（Wigen 1995: 25-45），可導出對東港生活與經驗上的

瞭解。在本文研究時間架構，採 Wigen 提出地區史研究的策略性與邏輯性的因素考量，環境上的改變

非一夕之間，亦即時間層的必須性，乃能夠捕捉東港 40 年內該時期，正是地方商業變動最劇烈時期；

另一邏輯性考量，本時期對當地觀察與商業調查中，留存大量代表當期的地區性經濟活動紀錄，針對

當時期的地區性經濟活動紀錄獲得，主要涵蓋當地經濟環境、商業活動、路線地區、方式、船舶工業

化內容與地區、環境與限制等，理解在東港自然環境破碎與經濟整合下的社會活動。不同時期的地區

性經濟活動紀錄應用，即為本文質性方法中的時間架構。調查東港經濟的行為，透過地理的商業實踐，

即觀察記錄不同時間層干擾東港經濟地景、商業活動、路線與地區、方式、環境與限制、經濟生產變

革內容因子、都市與區域機能。檢驗方法以 Fujita（2012）認為的重新詮釋屠能模式概念，大部份影

響地理學方式，需透過使用區域科學態勢與區位理論，乃涵蓋後續眾多理論支線之發展，包含（一）

產業集聚理論（The Marshall-Weber theor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二）中地理論（The Christaller- 

Lősch theory of central place system）、（三）新經濟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黃仲由、

賴世剛、2015：36；Fujita, 2012）。在能針對某些區位問題做有效的分析預測，但亦可能因資料斷續性

而非連續性的特性，產生不同的解讀。本文以大部份影響地理學區位分布方式的相關區位理論，作為

嘗試檢證區域實證科學態勢的方法依據，以上為質性與量化模式立論檢證的應用。 

（二）文化地景應用與檢驗 

質性方法在以進入東港街道密集觀察商店分布，將所調查商業活動標的分類，並以繪圖軟體呈現，

讓多數人瞭解議題內容，在本文深入田野實察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特別關注每一個體經濟，在數化後

的空間圖像分布點意義，即是組成商業網絡的構成單位地景，透過時間軸的變化形態，成本文以投入

田野調查的方式記錄、解釋與關聯商業的有形的社會性與經濟性材料。就田野收集的樣本做統計、解

釋；幾種相關理論架構基礎，採 Wigen 區域整合概念，Thrift 當地人文空間的擴散與商業性足跡為社

會足跡，中地理論均質環境假設基礎，區位商數法區辨機能性，屠能模式表現商業性空間經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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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收集採用指標影響亦可能產生不同的差異結果；以醫療保健為例，存在三種數值意義：三種

界定醫療數比例差異，一為實際就業人口數，二為營業家數，三為營業樓地板面積數，三種數值在相

同地區具有不同影響的百分比。以餐飲小吃常僅有家庭夫妻 2 人為主，單層樓地板面積，單一店門面；

醫院與醫診檢所恰好成多倍數比，醫療具更多專業人員從事，醫診所門面與樓地板樓層較寬與多層，

與實際地景統計數值家數低於從業員工數與建築樓地板面積相較比例，數值存有較保守現象。 

據此本文採用新的區域地理學對主體的認識方式，量化方法則透過質性調查，所得資料以敘述統

計法與區位商數法，了解東港經濟空間機能與分布劃分，東港街道因位居西南漁獲與東北側屏東平原

稻米，貿易互補的交易路線中心，因之產生內部的經濟活動特性，由此檢視東港內部活動與海岸、平

原城市間的區域關係。透過 Wigen 描繪日本邊陲形塑可辨識的區域化歷程關注焦點，運用新區域地理

概念與各時期地區不同功能活動史料，與黃仲由、賴世剛討論區位影響都市發展抽象化與概念化因素，

了解東港在環境基礎下所感受，發出的各種語言符號、肢體活動、經濟想像，透過此藉以表達當地環

境對東港的影響，與東港商業對受環境影響程度的表現程度在時間軸中的變化，探討東港社會性的空

間化，其經濟性的空間分布、區位、擴散與凝聚，藉由全體行動完成時間軸的地理實踐，而呈現欲探

討的文化地景過程。東港商業地景擴張變化，表現空間變遷與由下到上的每日社會連結，鄒克萬、張

曜麟（2004）認為由於受到歷史空間資料取得，及資料調查的研究限制，並無法獲得在時間序列上更

多年期的資料，所以無法掌握變數在時間序列上的變化過程，因此建議後續在土地使用變遷研究議題

上，不論是在公部門的資料建置或相關研究計畫的資料調查，均可朝此方向進行研究參考（鄒克萬、

張曜麟，2004：35-51），提供建構此方向的思考脈絡。得進一步思維東港區域形塑的論述轉折與脈絡，

歸納以參考相關聚落文獻、日治時期聚落地圖及田野調查、應用電腦製圖呈現商業地景，分布網絡與

發展的關係等，同時也採用 1974 年都市計畫文獻分析法、歷史地理法、統計分析法、電腦製圖法、及

地圖化分析法（Lee, 2000）、與屠能模式假設、區位商數法等相關研究法交互應用，區位與土地使用

（Alonso, 1964）。早期之區位理論普遍假設於一個各自同性的平原（isotropic plain）或直線段（linear 

segment），忽略非均勻分布與交通可及性差異（Weber, 1929 ; Lösch, 1954），因此在中地理論均質無方

向下與假設調查路段圖 1，比較本文東港與其港口機能在不同時期限制因子，形成的區域型態，透過

微觀東港商業、經濟在地理上結構化的展演，商業建築在日常人文的規則和意義（Bourdieu, 1973），

使本文更深入了解東港小區域歷史地理過程（表 1）。 

 

圖 1 商業均質無方向的分布與擴張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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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 年調查路段與商店非商店數密度 

 
路段 

商店數 
（a） 

非商家數 
（b） 

密度（d） 

d=（a/a+b） 

調查距離 
（公里） 

中山路進德橋到東港高中北側 98 8 92.5 0.7 

中山路進德橋到東港高中南側 89 10 89.9 0.7 

中正路東港橋到後寮溪東隆宮東港溪側 186 48 79.5 1.95 

中正路東港橋到後寮溪東隆宮 181 52 77.7 1.95 

新勝街中正路口到光復路北側 22 15 59.5 0.3 

新勝街中正路口到光復路南側 21 6 77.8 0.3 

朝隆路中山路口到華僑市場 33 18 64.7 0.7 

新生路到延平路口左側 48 40 54.5 1.1 

新生路到延平路口右側 33 36 47.8 1.1 

光復路東隆宮起遇中山路口左側 43 38 53.1 0.9 

光復路東隆宮起遇中山路口右側 58 30 65.9 0.9 

光復路過中山路接臺 17 左側 45 33 57.7 1.2 

光復路過中山路接臺 17 右側 48 29 62.3 1.2 

延平路到中山路口左側 47 50 48.5 1.1 

延平路到中山路口右側 45 55 45.0 1.1 

博愛路朝隆路起到中正路口 14 49 22.2 1.2 

船頭路不老排到郊區北側 47 122 38.5 0.7 

船頭路不老排到郊區南側 47 111 42.1 0.7 

新興街右側到中正路口 18 37 32.7 1.35 

新興街左側到中正路口 8 26 23.5 1.35 

臺 17 中正橋到船頭路左側 22 36 37.9 1.7 

臺 17 中正橋到船頭路右側 35 60 36.8 1.7 

延平路過中山路左側 8 30 21.1 0.4 

延平路過中山路右側 5 35 12.5 0.4 

說明：（a）商店數（b）非商家數（d）商店密度換算方式 d=（a / a+b）及參考單位距離。 

資料來源：野外實查（時間：2021.03.20-28）。 

東港生活圈的變動與遷移 

（一）東港自然環境與產業發展背景 

東港在各時期經濟競爭的自然機制，產生流動的網路，影響選擇這些路線因素，如兩岸、港口間、

與內陸間，有政治背景因素，政權常處於變動狀態；與地理因素，地形的限制與河道不利航行，受限

於時空背景下的交通運輸工具。在以上這些因素交叉影響，經濟動線在地理空間的形成與不斷改變並

非偶然（戴寶村，1988）。討論東港的區位變動角色，不僅在市場區位，也在生產區位的內部外部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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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更大的適應機能，蔡淑真、李素馨（2014）強調東港自荷蘭時期的經濟鏈的以多尺度商品，建構

東港的區域角色，與顯示地理區位的重要功能（蔡淑真、李素馨，2014：63-86）。陳正祥（1997）認

為以適應環境為基礎，與人的生活需求綜合，對環境產生的應用，顯現地景在應用的背景，人必須了

解此區域的各種相關型態，如水文、曆法、季節性氣候變化、作物本身的屬性、對環境的干擾與因應

等，而形成為適應區域屬性的區域性格。歷代整體經濟環境，對改造與形塑港口機能，從未間斷影響，

因此港口與腹地生活機能，對經濟市場的重要程度有多高，對港口社會的發展就有多大，以致因市場

變動，形成港口機能不斷以動態存在於靜態景觀，水岸自然和都市發展的具體關係，是極複雜的歷史

和地理過程，需要針對不同時期的特定案例深入探討（王志弘等，2014：65）；市鎮機能在此脈絡下，

賴世剛等（2012：67）提出都市發展中自我組織與空間形構，在受到如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在型態

上呈現了碎形，並且區位仍是都市發展過程重要元素，在這些要點上提出都市發展自我組織的可能性。 

東港位處於屏東平原等高線 5 公尺以下的「低濕沼澤帶」，最高海拔 2.3 公尺，最低 1.2 公尺，原

屬最後浮出水面的海灣部分，在沿岸流攜帶泥沙堆積下，日久形成沙洲和沙嘴，逐漸將海灣隔離成潟

湖，並由平原內陸河流注入泥沙，部分地區陸續浮出水面而成一片低濕的沼澤帶（劉寧顏，1992：119），

因此特別低濕。西北方有東港溪及高屏溪兩大溪流，東港溪主流全長 47.7 公里，發源於中央山脈北大

武山西側真笠山（1,166m）北坡，上游為牛角灣溪、萬安溪，於老埤附近匯流後始稱為東港溪，7 月

到 11 月為最大逕流量時期。因河流匯聚自然形成一港灣，惟港口日漸淤塞，每逢大水暴雨沿河聚落，

遇洪水崩潰的記錄於文獻中時有所聞，沿海地區為海水吞噬的災情亦見於志書、廟宇碑文記載中，對

於居住品質而言，東港實不是適合移居之處（李俊宏，1997：15）。清同治 13 年，沈葆楨於此築砲臺

以固海防，光緒 21 年，清廷割台灣與日本，民兵不屈，曾聚此抵抗日軍，戰事甚烈（侯丁富，1970），

在以農業為主的漢民族進入本區開墾前，此地的原始景觀應是熱帶性密林（杜奉賢，2000），清代末期

的墾殖區應為志書所載，位置大約在下淡水溪（高屏溪）與東港溪之間（今新園鄉鹽埔仔地區），東港

7 月至 10 月為洪氾高峰期，兩大溪流同時在此期間出水口易固定氾濫，後因下淡水溪與東港溪洪水氾

濫頻率甚高，造成移居大鵬灣北面與東港溪出口南岸，日治時日人整堤治防，始免於兩溪洪氾，但港

口已因洪水夾雜大量泥沙淤塞，功能大打折扣，居民因此並未再遷回；再以日治末期，選擇東港作為

軍事基地，以大鵬灣為水上機場（杜奉賢，2000：107-153），大肆興建軍事設施，並驅逐大鵬灣沿岸

居民塭田，之後以聚居今東港現址墾殖為主，現今東港墾殖圈發展基礎大底成型。 

至日治臺斷東港與大陸間貿易，導入殖民、漁法技術、經濟，原以鯔魚、米穀、鹿製品貿易的東

港（蔡淑真、李素馨，2014：63-86），高雄港的崛起，整個區域能量轉瞬間被替代與消失（Knapp, 1995）。

日據臺時期日人投入發展東港的漁業基礎，重新植下東港漁業日後茁壯的深基，雖在二次大戰時遭重

創（杜奉賢，2000：139），但至今漁撈技法，仍以日漁民傳入的技法為基礎，擁有較能捕獲高經濟價

值的大型魚種技法：鮪魚、旗魚、鯊魚等，使沒落中的舊港口，在更廣大的海洋資源上與魚類消費需

求轉變，得以延續一線署光，後續更因規模強大的現代捕撈能力，使特定魚種捕獲量往往受到國際配

額限制。戰後東港形成的漁業環境，顯現東港在歷史脈絡演進的地方角色，歷經閩粵漢人移墾開發，

及割讓給日本與成為漁業移民殖民基地，及戰後國民政府政策的介入，政治環境的改變一再重構東港

經濟的貿易區與型態，環境的變遷與不適，不斷迫使墾殖東港的族群遷移，導入今東港農業不良發展

下，以海洋環境為基礎，發展出高度專業取向的漁業。東港由於日人先進漁撈技法基礎、後續先進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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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與倉儲技術的增升，與日人早先修築貫穿高屏溪的鐵道，打開被封閉在高屏溪南側的窘境，2使經濟

圈向北突進，又修築東港東向的東港鐵道支線，以漁獲與一向以農業經濟的屏東平原交換，有了再次

東西向交易的契機，重新建構與屏東平原的區域關係，而形成東港與內陸的區域經濟整合體。 

東港現代地理狀況不同於歷史地理事物，應是經歷幾番蛻變形成，所謂"歷史"包含著過去的地理

和地理變化兩重意含。東港近代的轉變，港口機能基於與外界經濟連繫，重新開始區域內部的分工形

態，本文為聚焦以上歷程細微而劇烈的影響，從東港中地發展、都市機能分布與中心性遷移脈絡變化，

描繪此實證案例的清楚輪廓，觀察東港小區域地理特殊型態與經驗。也是少數居都市邊緣，不受擴散

與反吸效應影響中地發展的漁業聚落，究其何種作用力扭轉致趨於沒落的困境，又如何呈現動態性的

轉移，為深入討論漁業強勢發展對市街影響，瞭解市街分布與活動網絡，有助討論港口漁業經濟對東

港社區與商業演化的了解，確實與港口漁業機能密不可分，觀察東港須從大區域經濟角色與小區域內

部活動著眼，以獲今東港內外經濟網絡形成的一致性。林玉茹（2000）研究清代竹塹社會，從地域區

別郊戶、鋪戶、小販、番割裡的數量，證明在地商業的發展，作為檢證發展的指標，透過商人大量介

入土地買賣與商品控制，強化竹塹地區在地資本及其活動網絡，呈現清代竹塹港地區性商人、區域性

商人以及大陸客商在竹塹地區之活躍。早期屏東地區的砂糖大都集中於東港，觀察東港具有轉運中繼

擴張演變，清代到日治初期與自 1976 年都市規劃地圖，顯示東港的幾種擴散面向（林玉茹，1996：291），

再到 1976 年到 2021 年的東港擴張，每 15 至 20 年間展示不同的地景分布，是本文捕捉的焦點，利用

區位觀點與圖能模式理論檢視有關層面，東港擴張與中心遷移現象，早先研究篇幅主要放在東港漁業

空間配置、水上軍事基地功能、宗教、市街密度，但未有剖析東港漁業經濟影響商業結構化到社區內

涵，並且再著眼拉近觀察東港在破碎的地理基礎上，商業客體單位仍積極在經濟建立區劃與整合，正

表現東港新中心化不斷的形成、遷移與整合模式相關性現象。這種地景不僅成為痕跡，而且可成一種

歷史撰述，通過觀察檢視實體存在和異動。對社會空間的看法是流動和原始的，強調質量上的異質性

（qualitative heterogeneity），不僅因地而異（place to place）、因地區而異（region to region）（Thrift, 

1983）；但它並未鎖定在一種原始結構中，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空間被認為在社會內部存在爭議。

這種社會空間，作為經濟表現進行中的生產和再生產（Shields, 1991: 148）。 

（二）內部差異機能分化與劃分 

1. 交通區位與整合 

觀察東港，首要了解交通變化對東港的意義，對東港地區的孤立與連結影響，1969 年前，主要侷

限在西南一隅，內部東港溪、後寮溪與其眾多溝壑塭池，將東港切割為破碎的單位（林雪美，1996），

近 40 年間，東港幾次交通丕變，扭轉東港位居交通外的劣勢，除 1983 年自穿越高屏溪、東港溪的臺

17 線沿海公路雙園大橋通車，南部第一、二高速道路系統與鄉道屏 63 線等交通網，將東港與消費市

場完整的連結，使市場與產地不再有劃時空的區隔，改變東港地理的邊緣性，成就漁業區域核心的要

角。此歷程對外將東港漁貨的腹地重新劃分，對內形塑鄰近東港港域的交通系統與商街，臺 17 線通行

後方將東港打開南北區塊連結，但主線仍未過境東港舊市街，僅靠鄉道屏 63 中山路與屏 187 縣道中正

                                                             
2 跨越高屏溪間的橋道，計有國道 3 號與 88 快速道路、省道臺 17 線、省道臺 88 線、臺 1 線高屏大橋、臺 22 線里嶺大

橋、臺 3 線及鐵道等，跨越高屏溪的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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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連接臺 17。2003 年，國道 3 號貫穿高屏兩平原內陸與鄰接山麓聚落通車，3主線銜接臺 17 通過東港

南境，僅 5 分鐘車時得以直接入大鵬灣國家風景區與東港，頓使內陸鄉鎮得以 1 小時車時往返東港。

並透過 88 快速系統銜接國道 1 號完成高速環網，經快速道路入高雄市，實際完成南部環網交通，此二

高速系統加速對高屏地區時空收斂與整合，直接蓬勃漁業網絡配發與銷售，易達性大大提升。陳國川

（1988）新竹市非農產業活動的性質與分布，交通為空間優勢發展重要因素之一，此同樣對東港區位

發展產生加速與導向，使佔市場重要性的魚鮮運輸，得以將豐富漁產完成運銷配送的機制。 

2. 研究區與功能劃分指標  

本文從地景、商業服務機能量種與區位商數法，劃分顯示東港變異中的產業內涵與研究範圍。地

景則為主觀意象的田野實察，如環東港海域朝隆路與新生路漁獲生產作業製造，海鮮零售販賣，中正

路與中山路等顯現主要商業行為，臺 17 線沿海路則出現商業街容與塭田工業同路相鄰；商業服務種類

區劃，在於漁業區以捕撈、海鮮餐飲、相關工商服務為主，中正路、中山路、光復路等商業種類，呈

現都市機能服務為主，沿海路與船頭路多出現交通輔助性、工商休閒服務與工業製造為主，以外以北

為農田分布，東南為溝渠、大鵬灣、紅樹林地景分布的行政區為主；區位商數法為實際商業機能檢定

方法，乃檢驗機能屬性之科學方法，根據調查數量與種類予以探討產業屬性與優勢機能，根據以上三

劃分指標得研究區與實際行政區存在略小範圍，所差距部分屬行政區農田、東南方紅樹林溼地圈與大

鵬灣，三劃分指標得以藉由不同構件與活動性質，觀察東港實踐其空間經濟差異（圖 2）。 

 

圖 2 研究範圍與地區功能劃分 

                                                             
3 國道南二高速系統所通過高屏鄉鎮市區計有，田寮、燕巢、大社、旗山、美濃、里港、九如、鹽埔、長治、麟洛、內

埔、竹田、經南州進入林邊、東港。山麓聚落一線，透過南二高速系統進入東港僅需約 25 分鐘，行駛平面道路至東

港購買漁貨，則需 1 小時以上時程，其差異在高速系統無燈號管制，道路水平優，平面道路燈號管制多，車流量阻滯

高、彎曲性大，大大限制購買意願，未通車前與東港市場連結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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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舊市街分布，1991 年代前集中住宅、商業、漁撈運作在環港域社區一角，主要分布中正路、

延平路、新生路及中山路，靠後寮溪海岸邊緣為主。本研究在 2001 年到 2021 年二十年間，就東港市

街型態與商業分布種類記錄實查，歸納今東港市街分布，1996 年主要集中於中山路、中正路、新勝街、

延平路、新生路，2007 年調查則增加填海造堤後的朝隆路、後寮溪畔整治的光復路到中山路部份、及

零散的半開發狀態工廠居多的臺 17 船頭路與沿海路。經 15~20 年的擴張，於 2021 年調查，則增加東

港溪畔南岸的博愛路段、成功排水渠新興街，原光復路東隆宮起，後寮溪擴建商業到中山路與新勝街

零星部份，大幅擴展至東側銜接臺 17 沿海路段。在上述幾個不同時期出現的市街，其商業地景漸漸受

到差異的地理條件與經濟活動調適，以及商業性質的限制，不僅建築風格的差異，分布種類與數量的

豐富性亦增高。可歸納在資源型態基礎與交通功能差異大因素，使上述街道內部資源、外部經濟與區

域關係的綜合影響，逐漸形塑今市街分布與區位特性。翁淑芬（1997）先前未分辨業種機能，僅實查

東港市街密度，中正路、中山路、新勝街、延平路、朝陽街與中興街市街發展等，共測得總商店數 723

家，大抵仍連結港區作業環境不遠。本文於 2007 年野外實查共測得 1,052 家，發現除原中正路、中山

路、新勝街，仍是主要商街，朝陽街與中興街商店狀態幾乎沒落，代之而起的是 2007 年直達港口與魚

市場，道路擴張後的朝隆路與新生路，以及原塭田、溝渠、紅樹林密布的臺 17 船頭路與沿海路，則出

現散布新商街。再於今 2021 年所記錄商業街道與店種類得 1,075 家，看似差異不大的表面，深入分析

東港數字的實質組成，顯現內部差異逐漸分化，使機能分化與集中（圖 3、圖 4）。 

 

圖 3 2007 年主要調查路段與商店街的商店密度分布與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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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21 年主要調查路段與商店街的商店密度分布與地景 

經濟活動與機能差異化結構 

（一）調查路段與不同地方機能 

1. 路段與調查業種數量分布 

本研究除關注東港近 40 年間，業種類別與數量變化外，更深入了解今東港市街中地機能的次序與

整合、港口與交通的空間發展，空間可以作為因果概念的各種可能性探討（施添福 ，1990：118），藉

實查與地圖比對市街空間（1974）的實體分布，與 2007 年與 2021 年三時期空間比對，1981 年前舊社

區混合漁業、居住、商業為一體，而能明顯觀察當期市街分布特性與差異均小，今日東港商業分布，

已達原佈滿沼澤、紅樹林的臺 17 線沿海路、船頭路、光復路、新興街、鵬管處附近，因此從商街營業

店種服務機能與數量，界定主要市街中地功能與空間分布機制，不僅是整個東港社會，也是個體單位

的運作基礎，在破碎地理時間軸的實踐。據此，根據調查統計家數種類與區位商數法，將東港市街概

分以功能、屬性與區位皆有所區隔的三區：西南漁業區、中心商業區、東側過渡區。整個演化形成今

漁業區，主要涵蓋街道，舊中正路社區、延平路、新生路、朝隆路、環港南岸堤防後寮溪、及新生路

等；商業區主要有中正路、中山路、新勝街，新興次商業區則有，東隆宮起光復路兩側到銜接臺 17

線處、新興街、博愛街等；東側過渡區，則為農田、塭圳、工業、交通輔助業分布為主的沿海公路，

與漸漸銜接中山路的船頭路商店，其不同年度業種的地景變化與遷移，從原舊塭田溝渠到今燈火通明

的強烈對比，顯現東港社會與經濟性活動的變化，資本積累、土地利用、勞力階層，表現在空間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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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擴張與海面上的鉅數船舶。以上不同年度街道所測實得總商店業種與數量，1997 年至 2007 年以商

店數量增加變化，1997 年度至 2021 年度呈現商業結構變化、空間擴張與區域整合，再以圖表匯整呈

現為主，依據 2011 年工商普查行業標準分類（行政院主計總處，1976-2019），得表 2 與表 3。 

2007 年以工商普查中分類標準大綱分類所得，2007 年其中所佔百分比最高為零售業 38.9％，次為

餐旅業佔 22％，交通、金融、休閒、技術、維修、社會、教育、工商服務等業共佔 24.8％，其中公共

行政業 14 家，水電燃汽業 6 家，製造業 52 家，餐旅業 231 家，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37 家，休閒服務業

37 家，法律工商服務業 12 家，技術服務業 33 家，社會服務業 16 家，個人服務業 47 家，教育服務業

25 家，維修服務業 34 家，其他未分類 42 家，由此可知 2007 年東港商業主分為零售業、餐飲業、工

商服務與漁捕撈製造等業種的商業機能，而非大型商業型態。此外與 2021 年調查分類比較，2021 年

醫院、醫檢醫療資材、診所與中西藥房增至 80 家以上，並且小吃餐飲業與光復路大型餐飲店總體增加；

原集中布疋、衣著、服飾類與 3C 產品在中山路進德橋側居多的現象，均大幅減少，由 91 家減為 54

家，2007 年家電產品 13 家，至 2021 年資訊與 3C 家電產品增為 40 家（佔 3.7%），資訊業增幅大；原

2007 年食品什貨 145 家，在 2021 年減少為 81 家，2007 年汽車及零件僅佔 10 家（1.0%），2021 年汽

車及零件家數加至 33（3.1%），增幅明顯（表 3）；大型汽車販賣維修廠，以臺 17 線與船頭路交通機

能與場所方向需求選址為主，資訊與交通輔助業類升幅明顯。百貨部份，較具規模百貨零售變化由 1

家增至 8 家，顯示百貨需求上升；2007 年遊覽公司、計程車行、貨運公司共 34 家至 2021 年減少為 17

家，玻璃纖維、船具五金、船舶修配、網具製造業由 2007 年 61 家（5.8%）至 2021 年轉為 32（3.0%），

2007 年金融保險法律工商服務業，自 74 家數減少為 33 家；分布變化走向更內陸方向，市街與漁作業

港域更加區別分化，中地意義為資訊、交通、零售百貨、醫療等較高中地服務，呈現等級升高與正成

長現象。所以整體觀點，因商店空間分布差異，促使東港境內商業區位，因資源型態與機能影響，展

現三差異經濟模式，並且呈現集中、分化、轉移現象，可進一步從內部資源與商業網絡釐清。翁淑芬

（1997）聚焦主要商街的發展現象，羅光智（2002）則專注在漁業的市場運作與時空配置，將兩區位

視為分離的面向，前者忽略漁業發展對商街結構影響，後者則排除商街運作對漁業經濟的意義，本文

試圖從施為者與結構關係詮釋其實二者是一體兩面性，社會活動者同於應付流動此經濟體下的不同面

向，以經濟互補調適最能在其區位活動的方式，由於網絡活動中流動者的施為差異，致販售物品分布

與需求頻率變化在每個時間軸的差異，逐漸強烈產生商業區位最適性變化與轉換。透過每一單位的商

業據點實踐觀察，逐漸顯現社會的流動串聯整個組織單位，對東港作功能性的區域分析，如東港的農

作區、漁業養殖區、海域捕撈、商業區、文教區、交通過渡區等，彼此獨立卻又經過日常生活的生產

交換運作機制而連結。調查發現，原在 2007 年時期中正路、中山路交會處，各類商店分布種類與商業

機能，為當期全區之冠現象，在 2021 年呈現逐漸遷移與轉變，服飾布疋家數大幅減少，高機能商業轉

往中正路與新勝街交叉方向，大量減少原中正路與中山路十字交會中心位置，開始遠離漁作業中心往

內陸轉移（圖 5、圖 6）。其現象呼應 Thrift et al.（2014：84-96）認為港口發展外部性，以及港口和運

輸活動的功能,會被重新調整到更廣泛的市鎮區域層面，和沿著動線朝向內陸發展取向。 

調查另依商店數、非商業住宅家數分布、與以中正路中段以南中山路以北右內陸側，為基準單位

距離，商業與非商業密度在單位距離內密度指數，2007 年以中正路新勝街以南，與中正路右側的中山

路北側最高，沿海公路外側方向最低。至 2021 年調整為中山路北側最高但商業層級降低，中正路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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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最多，層級高，數量往內陸攀升，商街距離、密度皆高；密度低、商店少商街，則為東港溪南岸博

愛路、沿成功大排抽水站新興街、船頭路起不老排橋排水渠沿線零星商店，到郊區部份仍較多住宅。

本時期顯現，眾多商店興起處皆有排水渠，顯然東港面對水患問題，已有規劃整治能力，這些商業與

建築分布在 1991 年到 2007 年前仍未出現，東港 30 年間積極的整治了空間的不適宜性，有效整合了

1991 年前仍受溝渠、塭瘴、紅樹林切割零散的破碎狀態。 

表 2 2007 年與 2021 年中分類各類營業場所數 

服務行業別 
總商店數 (％) 商業區數 (％) 漁業區數 (％) 過渡區數 (％) 

2007 年 2021 年 2007 年 2021 年 2007 年 2021 年 2007 年 2021 年 

公共行政業 14 (1.3) 20 (1.9) 6 (0.6) 12 (1.9) 4 (0.4) 3 (0.9) 4 (0.4) 5 (4.7) 

水電燃汽業 6 (0.6) 9 (0.8) 3 (0.3) 4 (0.6) 1 (0.1) 4 (1.2) 2 (0.2) 1 (0.9)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37 (3.5) 51 (4.7) 27 (2.6) 22 (3.4) 3 (0.3) 14 (4.2) 4 (0.2) 15 (14) 

休閒服務業 37 (3.5) 48 (4.5) 25 (2.4) 27 (4.3) 7 (0.7) 9 (2.7) 5 (0.5) 12 (11)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17 (1.6) 20 (1.9) 17 (1.6) 18 (2.8) 0 (0.0) 1 (0.3) 0 (0.0) 1 (0.9) 

法律工商服務業 12 (1.1) 21 (2.0) 11 (1.0) 5 (0.8) 1 (0.1) 14 (4.2) 0 (0.0) 2 (1.9) 

技術服務業 33 (3.2) 20 (1.9) 27 (2.6) 4 (0.6) 2 (0.2) 13 (3.9) 4 (0.4) 3 (2.8) 

社會服務業 16 (1.5) 9 (0.8) 7 (0.7) 5 (0.8) 7 (0.7) 3 (0.9) 2 (0.2) 1 (0.9) 

個人服務業 47 (4.5) 56 (6.1) 23 (3.1) 44 (6.9) 11 (1.0) 12 (3.6) 3 (0.3) 10 (9.3) 

教育服務業 25 (2.4) 12 (1.1) 22 (2.1) 8 (1.3) 3 (0.3) 3 (0.9) 0 (0.0) 1 (0.9) 

零售批發 409 (39) 329 (31) 303 (29) 235 (37) 63 (6.0) 76 (23) 40 (3.8) 18 (16.8) 

維修服務業 34 (3.2) 28 (2.6) 21 (2.0) 14 (2.2) 3 (0.3) 1 (0.3) 10 (1.0) 13 (12.1) 

製造業 52 (4.9) 66 (6.1) 15 (1.4) 12 (1.9) 30 (2.9) 41 (12.3) 7 (0.7) 13 (12.1) 

餐旅業 231 (22) 315 (29) 191 (18) 170 (27) 31 (2.9) 134 (40) 9 (0.9) 11 (10.2) 

醫療保健服務業 40 (3.8) 71 (6.6) 35 (3.3) 64 (10) 5 (0.5) 6 (1.8) 0 (0.0) 1 (0.9) 

其 他 42 (4.0)  32 (3.0)  7 (0.7)  3 (0.3)  

合 計 1,052 家 1,075 家 778 (74) 634 (59) 184 (17.) 334 (31) 90 (8.6) 107 (10) 

資料來源：野外實查（2007/04/21-27；2021/03/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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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7 年與 2021 年東港市街細分類各類營業場所數 

服務與販售物品 
數量（％） 

2007 年 

數量（％） 

2021 年 
服務與販售物品 

數量（％） 

2007 年 

數量（％） 

2021 年 

行政、文教 15（1.4） 20（1.9） 小吃店、餐廳 174（16.5） 247（23） 
飲料店 48（4.6） 37（3.4） 旅館業 8（0.8） 6（0.6） 
金融保險法律工商

服務業 
74（7.0） 33（3.1） 

玻璃纖維、船舶修

配、網具製造業 
61（5.8） 32（3.0） 

醫院、醫檢所、醫療

資材、診所 
36（3.4） 47（4.4） 

遊覽公司、計程車

行、貨運公司 
34（3.2） 17（1.6） 

化妝品 6（0.6） 4（0.4） 文康用品 24（2.3） 23（2.1） 
加油站業 3（0.3） 9（0.8） 小件五金製造業 15（1.4） 3（0.3） 
布疋、衣著服飾 91（8.7） 54（5.0） 食品什貨 145（13.7） 81（7.5） 
超級百貨 1（0.1） 8（0.8） 汽車及零件 10（1.0） 33（3.1） 
機踏車及零件 27（2.6） 35（3.4） 海鮮零售批發 70（15.8） - 
包裝資建材零售 5（0.5） 6（0.6） 中西藥房 31（2.8） 27（2.5） 
理髮、美容、洗衣 39（3.7） 44（4.1） 首飾銀樓 10（1.0） 10（0.9） 
家庭五金 16（1.5） 22（2.0） 釣具零售 10（1.0） 5（0.4） 
超商 25（2.4） 14（1.3） 資訊與 3C 家電 13（1.2） 40（3.7） 
壽材香紙禮儀用品 12（1.1） 9（0.8） 鐘錶眼鏡 10（1.0） 14（1.3） 
鮮花店 12（1.1）  休閒遊藝 13（1.2）  
其 他 109（10.4）     

合 計 1,052 1,075    

資料來源：野外實查（2007/04/21-28；2021/03/20-27）。 

2. 地方之宗教文化與觀光 

東港東隆宮建築之宏偉，為地方富庶與信仰中心，相關研究則專注東隆宮的建築空間及其裝飾藝

術、迎王陣頭的籌組、陣頭迎王繞境除崇祈安、迎王傳統與王船藝術等，使地景調查出現數量眾多的

壇寺廟宇，具有相當的地方信仰色彩，寺廟史料的重要性，也是當地信仰上的社會關係。東港信仰的

中心性與經濟性不一致，大抵以東隆宮為重要祈祀中心，具有為當地帶來文化觀光人潮，成為屏東平

原重要移民入口與信仰擴散的地方，泉漳移民自東港進入屏東平原後，其變化與發展形態呈現何種差

異與轉變，在相關研究具有非常嚴謹的討論面向，顯示東港文化角色與屏東平原墾殖歷史的不可切割

性，須具備文獻史料佐證才可貼切掌握，也是東港不同地方面向的社會關係。 

再從朝隆路至華僑魚市場處，出現眾多的交通公司與停車場、計程車、船舶人力仲介服務等，已

明確反應作為東港-小琉球渡口的朝隆路，從填堤造陸出現到通往魚拍賣市場角色，再成為船舶停靠的

小琉球渡口。本區角色與變遷，商業除原支援漁業製造與魚拍賣市場商業的網具五金、魚副食品、海

鮮零售攤業外，受到強烈東港─小琉球對渡機能影響，具有混合強烈的觀光銷售、漁獲製造輔助、魚

副食品、交通人力輔助業混合地景。其在大鵬灣亦開闢航班紓解繁忙船務，規劃以觀光整合更大的東

http://www2.read.com.tw/cgi/ncl3/ncl3detail?732c632c51756572793d41393833353533342c5a615047414b4a69694c485a6a5a2c32302caa46b4e40101aa46b4e401010101
http://www2.read.com.tw/cgi/ncl3/ncl3detail?732c632c51756572793d41393833353533342c5a615047414b4a69694c485a6a5a2c32302caa46b4e40101aa46b4e401010101
http://www2.read.com.tw/cgi/ncl3/ncl3detail?732c632c51756572793d41393833353533342c5a615047414b4a69694c485a6a5a2c32302caa46b4e40101aa46b4e401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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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視野，大鵬灣 BOT 開發計畫於 2021 年走入仲裁，後續影響仍需以生態服務系統觀點建構評估。 

 

圖 5 2007 年東港綜合商業分布 

 

圖 6 2021 年東港綜合商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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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漁業專業區 

1. 漁業地景與機能專業化 

1969 年前，東港鎮內及與高雄市交通運輸變化，仍受限環境條件強大的制約。自興建沿海公路後，

從地圖上觀察臺 17 線，乍看直接穿越東港街市，然卻非如此，臺 17 至 2001 年止，大型載具仍難藉舊

進德橋，直接由東港魚市左轉鹽埔仔入舊橋進高雄往返。至 1991 年代後期，擴建鄉道屏 63 線與進德

橋，並同時拓寬中山路及中正路近 25 米路寬，此項工程，將臺 17 道路系統聯接屏 63 線，方使具直接

穿越東港街市與商業中心的實質功能，藉此隔東港溪西接林園、新園的雙園大橋入高雄，南有臺 17

線接林邊入墾丁，原靠近東港溪畔築堤護河，填海造地，此區新生地，臨海位置佳，經長期發展漁業

經濟與東港小琉球往返交通，使街道機能商種，皆以輔助港口生產與轉運機能為主。4 

分辨「漁業」前提，為如何劃屬界定。以行業種屬性與漁業輔助商店主要有，製冰廠、船舶修配

製造廠、漁網具五金製造、漁拍賣零售市場、漁會合作金融、漁船停泊港、漁工會組織、漁業展示館、

海巡所等。另以魚類為販賣商品的主副食品加工、製造、海鮮餐廳等，觀察確實以輔助流通港口經濟

形成的專業區，名符其實為以漁業衍生的本區強勢業種。根據圖及相關程度高低，加上散布製冰廠、

造船廠、漁網具廠、魚市場、漁會金融等，均分布西南側環港街道，中正路東隆宮舊市場、朝隆路、

延平路、新生路等。本區總商店數共 334 家，有關漁業的商店家數高達 116 家，再以華僑市場換算相

當 100 間數計海鮮零售家數，以本區 2007 年在全區漁業區位商數達 2.4，在 2021 年扣除內需外仍達

3.2，可知本區不僅完全以漁業為主要機能，並且朝向更專業化的集中方向（圖 7、圖 8）。與商業區的

漁業區位商數僅有 2007 年 0.32 至今 2021 年仍無轉變機能現象，其功能的差異，鮮明強烈（表 4）。 

 

圖 7 2007 年東港漁業機能區業種服務比率 (說明：圖例數值為道路寬度水平公尺。) 

                                                             
4 雙園大橋重要性可從 2009 年 88 風災斷橋得知，高雄地區魚販無法跨越高屏溪，直接轉向前鎮漁港與興達港批貨，待

重建後方得以漸漸恢復，不過也有部分魚販已適應前鎮港漁市，未再選擇東港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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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021 年東港漁業機能區業種服務比率 

說明：原新生路於 2021 年調查，舊式矮房已拆除重建新式建築，原商業種類與數量大幅異動。 

為了解東港道路系統動脈前提，東港的中山路大抵為西北東南向，交叉斜向東北的中正路，以三

角形方式銜接臺 17 線，此區與海位置緊鄰的街道則有，中山路與中正路交會的左段進德橋，中正路交

會中山路後的和平街南段，及延平路、博愛街、新生路、朝隆路，其他如延平路過豐漁橋後的商街，

則多為船具五金、造船修配、東港水試所水產學校、超商，及四處林立的寺廟、住宅、林墓、與散佈

其中的埤塭等，屬較少開發的郊外地區，乃因後寮溪排水渠，劃開其與東港當地街市的相連，也長期

將其發展屏除受阻在外，至今因漁業交通發展，已幾可整個重新納入漁業生活圈中。依據 2007 年對此

區的實查，不難將本區與中心商業區明顯區劃，因所從事商業種類、數量及地景，對比非常鮮明，而

此區街道個別特性，東港溪畔朝隆路內側，屬漁用五金網具、海鮮及魚類副食品販賣商店，外側東港

溪畔為船理貨區及渡輪口，至華僑市場則為餐飲、魚販、海鮮肉類零售、夜間外地及本地魚拍賣市場；

早先新生路則為製船業用五金、機具、修配資材，2021 年經道路擴建後，商店屬性走向多樣性變化。

此中山路段於 2020 年道路第三次重新擴建，老舊建物拆除，重建中建物商業屬性未明，尚待住民的商

業想像與重新定位。 

沿港岸為製冰與冷凍、船舶建造、電機、釣具、及塑膠裝材等，百分之七十屬漁用商行。延平路

因交會中山路以北段多住宅，不列入討論，中山路以南路段，到豐漁橋是舊店街行商主要分布，密集

程度尚不及中正路會接中山路後，至東隆宮附近東港第一排水渠的中正路南段，延平路業種與數量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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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近中心商業區，人潮數量亦隨著增加。以上道路水平皆在 10 公尺以下，尚可見到閩式風格建物，屬

老式舊建築商街，道路狹窄，分布商店種類與數量，佔一半以上以輔助漁業為主，以及與港內用於漁

撈所需船用五金、漁具、冷凍製冰、塑膠、食品相關等一應俱全，每年捕獲數千萬噸的漁產，除魚類

資源豐富外，無非依賴齊全的船舶設備及作業漁具，更重要於剛靠岸漁獲，屬高價值卻極易腐爛商品，

魚貨新鮮程度直接影響價格，因此保鮮需求限制作業距離，快速處理節省運費，又提高生鮮經濟，所

以連鎖製造、配銷、加工作業，不約而同分布於此，正符合製造工廠與原料易腐性，距離存在直接關

聯。支撐漁業功能，可分上下游連鎖關係，捕撈作業所需生產製造，均為上游關係，下游則為漁獲銷

售、加工製造通路過程，因此與漁業關聯程度分為三級，一級屬無關或低相關，如一般工商或小吃店，

二級為中度相關，以魚為販賣商品的主副食品加工、製造、海鮮餐廳，三級為與漁撈作業直接關聯，

主要有製冰廠、造船廠、漁網具廠、魚市漁會金融，相關程度高，歸屬三級，也是漁業區佈滿上下游

產業的原因（圖 9-圖 10）。網路資訊提供現有地景基礎，涉入田野則為地景內涵，包含聲音、氣味、

影像，與進行中的商業網絡活動，文化與服儀等等，每日施為差異，具有深刻文化地景進程與客觀性。 

2. 走向類工業化生產的漁產業變革 

東港漁撈技術與船舶遠洋作業規模，在 40 年間從沿岸近海作業為主的小型船筏動力，經高雄台中

等大型工業城市製造提供的遠洋漁船，與自身製造能力提升，搭配捕撈技法，躍升世界大量捕獲黑鮪

魚專業區，此種生產變革的能力，將海洋資源大量應用成為可能，改變市場的競爭力，與成具大量提

供重要海鮮物資的生產中心，冷凍倉儲、魚探機、作業能力與專業知識，大大修補了東港沿岸近海域

漁源枯竭問題，空間性資源的擴展，同樣展現在資本積累、海上腹地、外籍勞力密集的轉換方式。船

舶價值性異常高，以 2020 年鹽埔港燒毀的 6 艘漁船，每艘均報價 6,000 萬到 9,000 萬之間，船主常以

先貸款方式，待捕撈作業收成，再後續償貸。台灣年輕勞力則多已不跑船，呈現以外籍移工為主要勞

力角色，佔百分之 90 以上為主，船舶規模影響海上作業距離，捕獲規模亦與作業距離相關。年代表現

極短，歷時整個漁產工業製造規模變革，耗費之工程頗鉅，每年港口產量與浮動年產值 30 到 100 億元，

造就不僅成西南區域，也是台灣漁獲集散貨中心要角，在高專業能力下，均已打開分布海域所有能收

穫的魚種。經驗型態的無法複製與巧合，在日人漁業殖民東港，雇用當地住民做捆運漁工，非正式的

受到日人特有漁業技術耳濡目染，戰後該經驗資工轉而嘗試將知識重新投入捕撈作業，非常成功的傳

承日經驗知識，東港經驗產生對漁撈環境時間與空間運用的正面作用，正如今日雇用東南亞漁工，有

朝一日當漁工帶著相當資本回故鄉時，極有可能運用東港雇主，在長時間的非正式傳授經驗返回海洋，

投入東港經驗，甚至超越東港的經驗。東港及林邊地區外籍漁工有 5,000 多名，高比例漁業人口與為

數眾多的移工，成南臺灣漁業重鎮，長期仰賴外籍移（漁）工的勞力，佔全國境外漁工總人數 30%，

讓其角色與地方漁民在勞動市場與組織中，展現強大的經濟實踐力量（內政部移民署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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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1 東港各區屬性與區位商數 

 全區（1,075） 商業區（LQ）（LQ-1） 漁業區（LQ）（LQ-1） 過渡區（LQ）（LQ-1） 

餐飲服務 284 217（1.3）（0.3） 168（1.2）（0.2） 14（0.5）（-0.5） 

零售批發服務 283 218（1.3）（0.3） 167（1.2）（0.2） - 

醫療保健 74 60（1.4）（0.4） 13（1.0）（0.0） - 

工商服務 111 75（1.1）（0.1） 17（0.5）（-0.5） 19（1.7）（0.7） 

運輸倉儲輔助 91 36（0.7）（-0.3） 23（0.8）（-0.2） 32（3.6）（2.6） 

海鮮漁業輔助 176 - 161（4.2）（3.2） - 

資料來源：根據調查路段家數歸類以區位商數法換算得。5 

  

圖 9 2007 年一般商業與漁業製造輔助商店分布 圖 10 2021 年一般商業與漁業製造輔助商店 

（三）中心商業區的商街機能及其發展 

1. 商街機能劃分與種類 

劃分東港中段東北住宅區開始，到達光復路三段西南東隆宮止，為次級商街，商街道路水平，已

由 1992 年後期拓心商業，主要以東港整體與本區的行業種類及分布數量界定，即以金融、醫療體系、

商街密度、零售、餐飲、法律工商服務結構機能數量等，做為符合商業需求，也是行政、文教機能分

布的中心，合此界定路段，2007 年時期，東港溪以東的中山路到交會中正路達東港國中，中正路段則

為屏 187 縣道自臺 17 線交會東港橋南段開始，到穿越中山路到達東隆宮第一排水渠止，及中正路右側

新勝街到交會光復路段，自新勝街以南的光復路二寬 20 至 25 米寬，本調查以步行方式，於 2007 年與

2021 年實際了解商街商店密度、住宅數、空地等在地商街的分布型態機能，並紀錄主要土地現值利用

變動程度，依據兩年度現行公告土地價格，2007 年以東港段每平方公尺 20,000 元平均最高，新仁段、

                                                             
5 以區位商數法計算基本部門比例的公式是：〔（ei/Ei）－1〕/（ei/Ei）；式中 ei：某市區 i 行業就業人口數佔該市總就

業人口數的百分比；Ei：全國 i 行業就業人口數佔全國總就業人口數的百分比；本處「區位商數」，就是「一路段某種

商業活動家數佔該路段全部商業家數之比例」，與「全區該種商業家數佔全區商業家數比例」之比值（陳國川，1988：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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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孝段次之，依序向右外圍的大潭新庄段每平方公尺 3,800 元、船頭段每平方公尺 2,200 元，到下廍

段每平方公尺 1,100 元最低（東港地政事務所，2021），地價高低以中心中山路與中正路交會「十」字

區最高點，依次向北、向東側遞減，2007 年「十」字區中心位置是該期商業與人潮密集程度之冠，擁

東港最高層級中地機能。中心商業區中山路段，分布商行種類與數量，計有大小型海鮮及餐飲 44 家、

服飾 20 家、輔英教學醫檢院所 4 家、診所藥局 10 家、動物醫院 1 家，金融銀行則有 4 家，及種類眾

多，各約 1~3 家數不等零售商店，緊鄰密集，歸納中山路整體機能，主要是以醫療、金融服務、服飾

與日常生活需求為主，共計店家 170 餘家，文教與日常生活機能熟絡，但此與中正路現況，種類、商

街長度與機能，仍不及中正路的優勢發展。 

再經 2021 年調查，中山路到東港溪進德橋段，當年道路再次拓寬，商業種類層級呈現餐飲化現象，

其他百貨零售、服飾、資訊 3C、釣具、醫療等，大量減少，並且現值地價中心往中正路新仁段移動，

新仁段中心地段商業層級呈現，零售批發層級高、商業種類多，並且與中山路業種呈現差異化服務。

中正路為屏 187 東港與潮州主要連接幹道，與進入屏東市的連接道路，商街發展正沿此方向展現新商

圈的轉移，最明顯處為與臺 17 交會後的屏 187 東港橋下中正路，開始向中山路方向中心遞增各類服務

與零售商業，但從本路段商行種類與數量，本區與魚關係較淺，與交通、醫療、飲食、文教、工商資

訊服務、金融、服飾產品等，較有密切的關係。乃此路段功能與所連結區域，除東港溪畔，主要為東

港往西北高雄與東北方屏東市、潮州等，交通聯外幹線與經濟路線，近年分布於此路段興東里人口增

加率，已達百分之四百以上，為歷年人口增加率最高地區，比對 1974 年公佈之東港現行都市計劃，明

確發現原集中西南一隅的人口與商街，皆有往內陸東側擴散狀態。統計 2007 年中正路自中山路以北，

及交會臺 17 東港橋以南的中正路商店種數，得到以下初步結果，合計總店家數 220 餘、住家 64 間，

自新勝街以南的中正路段，店家密度幾乎達 95%以上，而種類則計有餐飲食品 54 家、房仲、事務所 6

家、汽機車修理 11 家、資訊通信 18 家、銀行 2 家、醫院診所醫療器材共 13 家等，及其他密集分布的

店種，工商機能完整，是該年中正路商街的角色，也是當期東港其他街道一時之間不能取代的，因其

具連接高雄、屏東、潮州的進出路線，是以往進入高屏間交通主線的重要轉線路段，可見交通區位上

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時至 2021 年，中正路過東港陸橋往潮州方向發展，難想像的並未如中正路市區層

級發展，反而東港的現代建築、金融保險不動產、大型海鮮餐飲、醫療保健業等集中光復路二段銜接

到臺 17 線段發展，延伸等級與擴展數量，原以為以沿海路與船頭路，以交通優勢路線為次商業中心的

發展，於 2007 年初步評估顯現尚難以準確預測，至 2021 年乃光復路全段成為東港商業延伸內陸的選

擇路線。以 2007 年時期另一環商業中心東側新興商街光復路，其實道路中間被東港後寮溪排水渠所分

隔，中山路將其截為西段的東隆宮南北側，與光復路過中山路東段的南北側，中山路西段光復路北側

商街種類，主要有大型海鮮餐廳 16 家，及疏落住宅與空地，穿插零星服飾、沖印、茶行等；南側則偏

向漁業區外圍延伸產業，在光復路三段東隆宮處，是清晨小型魚販市集中心；中山路以東光復路段業

種樣式則較多變化，但偏向東段南側發展及延伸大型海鮮餐廳，計有海鮮餐廳 7 家、藥局、人壽及產

險、資訊、娛樂等，北段排水渠北岸則未開發。至 2021 年，光復路商街商店率已貫穿臺 17 線路段，

具有完整棋盤化的次中心商業網絡。因此從 2007 年中正路與中山路交會區，扮演東港核心街道的要

角，而現今 2021 年東隆宮起至臺 17 線路段光復路的商業地景，比較像是東港內陸區域空間路線需求

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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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地位與商街功能觀點，雖然分布業種多數與漁業無太大關聯，但能否因此斷定其與港口機能

就不存在著關聯性，一般過境東港交通車流會有兩種狀況，也就是東港的車流量，是否因高雄過境東

港到墾丁所形成，由市街與臺 17 的分離現象，一為過境環經東港市郊的臺 17 進入恆春、墾丁，二為

魚販或消費入東港市中心主線中正路，此路段提供入東港與在地日常生活的服務機能，若非以上目的，

一般過境車流入市區，將多耗近半小時過境車時，故本路段大抵以提供高屏等地，日常運作與東港具

漁業經濟交換等區域關係的對象為主的施為，若了解東港街市是離位於濱海公路臺 17 主線外，歷史演

變發展才會因屏除在交通要道外而沒落，近代方因漁業資源與交通發達帶來的時空收斂，而又重新產

生足以改變市街發展的經濟，若以因位於高雄與墾丁中途點功能，臺 17 船頭路與沿海路經 2007 年到

2021 年應當漸漸商業薈萃，但顯然並非如此，從數家大型倒閉餐旅會館地景，推定因此而帶動發展因

素不足。以其鄰近水底寮，居臺 1 線與臺 17 更優越交會點，今 2021 年代又加入南二高支點中線，理

應功能強過東港交通節點，但觀察水底寮發展，事實則不然，水底寮繁榮現象僅限交會點位置，其他

並未見與東港相同等級的商街，目前西海岸同類型居交通中途點區位，與鄰近都市邊緣聚落眾多，都

未曾有因交通中間節點功能而足以撐起市鎮經濟，反而呈現都市反吸效應。因此，東港交通節點中間

功能，既不如潮州與水底寮，可說並未為高雄與墾丁的交通動脈間，提供特殊效應，交通是帶動東港

前進的因子，卻未為蓬勃的完全動力，應解釋為交通是使魚類資源，得對其他地區產生更易於交換的

時空收斂，成魚集散貨功能更加強化的漁業中心，進而帶動經濟。如東港未提供魚貨生產中心與拍賣

集散功能，必同所有西海岸聚落，將被更快速的南北交通系統屏除在外與邊陲化。到 2021 年當地進一

步伸延越來越廣泛地區，光復路與沿海路拓展完成的商業角色，具有現代意義，也最能展現東港商業

資本、土地、勞力提升層級的積累展演。 

2. 不同時期中心商業區機能的發展與變化 

原 1996 年以前，東港仍以餐飲、海鮮什貨零售批發、工商服務為主的小漁業聚落，近三十年間，

東港魚貨拍賣市場年度數十億總交易值、進出車流量、人潮等，均不輸一般觀光地區所湧入的車潮與

人潮，發展三十年的經驗，使東港純熟於此方向的變化。檢視 2007 年期中正路商街經驗的累積，應是

閩式舊街的新式延伸，為適應此區位更能存在與被需求的業種而生，也是精準投射經濟活動與利益所

趨，不被政策左右而為市場導引，展演此區與漁業區迴異的商業機能。由此可知，小區域與大型都市

成長所需，商品中地法則同樣存在因需求與市場而產出與再生，正如以魚貨供應及食品餐飲再生機能

強化東港，使餐飲業、海鮮零售業成為當地重要經濟機能。2007 年該期東港商業區的餐飲表現，餐飲

業共計 184 家，其中小吃店有 119 家佔 64.7％，飲料店 44 家佔 23.9％，大型海鮮餐廳 21 家佔 11.4％，

大型速食店肯德基與麥當勞各一家，餐飲機能佔商業區機能近三分之一，乃是原料易於取用的魚類產

地與加工區，即使至 2021 年，餐飲三種型態小吃店、飲料店、海鮮餐廳的分布位置，仍鮮少出現中正

路與中山路中心「十」字商業區，而緊鄰中心「十」字外周緣分布；飲料店則重疊小吃店或更外圍，

大型海鮮餐廳建築多二層樓地板面積，主要新創分布次商業中心光復路兩側現代大型建物，建築多相

當新穎，乃後期所增建，市估計值大數均約千萬元。博愛路則為餐飲、五金、冷凍、工商服務等，避

開中正路車潮直接進入漁市場路徑。東港商業種類輪廓下流動的不可見力量，顯然存在相當作用力，

區隔著商業網絡中每一組織單位，使看似隨機分布的單位點，逐漸梳理出集體組織作用的力量。 

分析餐飲業分布變化，推測此原因與存在的環境，與地租、人口流動相關，中山路與中正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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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店與飲料功能，大型海鮮餐廳、燒烤、牛排館等則沿光復路兩側分散至臺 17 銜接處為止，既是供

應社會流動五萬餘人口消費基礎，亦有群聚經濟效益，其次是物料產地原料取得容易，以及更重要因

素，則是每日流入進行漁貨交易與慕名而來的文化觀光人潮，及僱用大量漁工的勞動社會基礎，因此

為配合此目的，2007 年與 2021 年兩時期被形塑的小吃店餐飲，多選在交通線兩旁，又因中心「十」

字區地價最高，地價與容積人數限制的雙重考量，排除中心「十」字區段，卻又不可遠離人潮與交通，

基於方便服務與購取原則，使商品價值與區位，推測環「十」字商業中心區的周緣產能淨值最好；海

鮮餐廳屬大型消費類，非一般生活圈消費型態，已飽和的商業中心地，自然無法成最佳區位，而選擇

新開發卻又緊鄰商業區、交通便利、離原料近、建築樓地板面積充裕等，條件適宜與符合商業要件，

光復路一、二段是目前能符合限制的最佳區段，從顯現中心商業區分布，並不適合從事競爭激烈的餐

飲業環境，而是五花八門的中小型零售服務業、資訊、工商與醫療保健藥局醫檢服務。雖說如此，餐

飲業每年為東港帶進高淨值營業額，成三大機能的原因並非巧合，乃多魚餐飲特色，確實迴異於其他

地區，更在當地在地租與商業活動性質變化，對凝聚東港社會經濟，建立了規範基礎與結構力量。 

3. 地方服務機能明顯的專業發展與變化 

運用「中地理論」闡述東港產業活動及其分佈情形，主要為探討東港市鎮機能中各種產業的集中

性，以及商業間因規模、功能及距離之差異與服務設施不同而形成的階層體系空間分布關係，可以作

為判斷商業階層的指標，也可應用於解釋規劃公共設施、空間規律、擬定東港地方生活圈等。東港中

小型零售業可說為東港商業機能中，原分布中心商業區首要表現，而眾多零售業中，2007 年服飾業是

商業區最明顯偏多家數，共 85 家佔 27.8％，分布非常聚集與偏靠中山路左側進德橋，總數近商業區

零售業三分之一，因商港時期與臺灣早期成衣業發達，布類交易早有行之，使商業內容專精於此類商

品，服飾為某一程度奢侈品，若非經濟許可，消耗量便會偏低，這高比例的商種，直接闡明該時期東

港產業，具有令漁民日進斗金的能力，是分布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商業區最多數的零售業種，而首飾銀

樓與鐘錶眼鏡也是聚集分布在十字中心商業區，是最美侖美奐的店門面，其他為數不少的檳榔店，明

顯分布在中心區外與交通線銜接節點附近，如東港橋、進德橋、臺 17 船頭路往鵬管處路段。其他在

2007 年期中心位置的零售商品，則有食品什貨、電器行、超商、資訊資材等以上商品，最常出現「十」

字中心區，也是當時零售業數量最多，堪稱東港市街門面的黃金商品，所代表的行政商業層級最高表

現的中地，即入門值與支付路段，具第一線最佳地租償付與產能業種，這類商品就鮮少出現在漁業區

與農塭過渡區的業種，惟獨藥房家數多達 21 家佔 6.9％，分布偏向港口區位，與瘴癘關係愈來愈直接，

不難想像因環境不適居住，與作業船隻出海醫藥衛生需求，而必須依賴的藥劑，確實有存在必要與產

生的原因，亦是違背中地均勻分散原則，乃因應惡劣環境與產業而生；2007 年魚副食品與食品什貨分

布點，呈現明顯差異，食品什貨並無特別聚集，反而呈均勻分散，接近中地理論六角蜂巢形，魚副食

品則強烈聚集漁業區朝隆路，乃主要針對漁產下游配銷與近華僑市場消費對象多，其餘零售商業零散

分布商業區，多為 10 單位以下家數，並且不再有明顯偏向。雖說東港零售業種類繁多，深入中地層級

數量與分布觀點劃分，剖析其空間的分布點，完全與今東港各區，區位經濟優勢商品，存在絕對關係，

都在尋找最適性區位。直到 2021 年，東港商業中心性與 2007 年期層級中心性變化，具有轉移現象（圖

11、圖 12），可歸納出三種變異條件：高商業層級往新勝街口分布、現值公告地價往新仁段移動、主

要人口分布與增加率往中正路新勝街口外移。本區大抵分布中正路新仁段與到新勝街口，行政，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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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零售如：首飾銀樓、服飾名牌精品、資訊 3C 服務、屈臣氏等批發零售樣種服務，醫療保健、金融

工商服務等，形成本區商業中心四大核心機能現象，乃今東港商業核心，對比過渡區的商業地景與種

類，即使小區域的發展中，同樣存在核心與邊陲化差異。此外，並逐漸擴散與其他主要機能，餐飲、

醫療、金融、維修、法律工商服務類，同有向往內陸路線擴充中的商業中心機能表現，而服務機能種

類又逐漸擴充項目到維修、技術、社會、通信、休閒服務及公共行政等，各式各樣的工商服務匯聚中

正路到中正東港溪陸橋止，以供應今社會活動最熱絡幹道。 

東港的醫療與漁拍賣生活圈服務機能，具有西南區域核心的角色，特別以漁業為主體經濟的聚落，

新園鹽埔仔、林邊、枋寮等，因海緣與漁業集散關係，多以此為中心，少以潮州等陸運節點機能崛起

角色為生活圈，以東港為基地集中，再擴散機能，向西南連成漁業生產與餐飲專區，主打區位資源優

勢。透過商業活動與性質分析，呈現與他區最核心與鮮明的差異，東港商街機能與人口的重心，由早

先商港商街與人口分布，轉移至此 2007 年中山路與中正路十字中心商業區，再至今 2021 年離開漁業

區作業環境，說明一地人口空間分布時空變化，主要受外在與內在社會經濟成長過程所影響。原商業

中心機能，因受北側東港溪阻隔，擴張現象強烈受到北向限制，使中正路偏往潮州方向，商家與人口

成長佔東港各項之冠，環境與社會活動因素同時影響中正路與商業中心相連的發展，至東港其他各里

飽和後，才轉向選擇此區，2021 年人口分布更伸向內陸的轉移，正意味社會活動在整體環境中的改變。

1996 年前早先東港最外圍東側過渡區，農田魚塭工業製造商街原並不存在，可從其道路與建築様式地

景，鮮明的差異辨識，2007 年後此區人口與商業陸續誕生，印證此一觀點，至少東港的經驗型態，已

描繪人口與商街機能變化與轉移，先由舊街人口分布與老式建築，移至今中正路的商業與高成長率的

人口，而今又有船頭路以交通機能崛起的商業角色，再到 2021 年光復路全段興起，使人口遷移與商業

中心遷移，呈現重新凝聚東港內部結構，吳連賞（2009）認為研究高雄地區，空間、時間與社會三面

向缺一不可；及吳連賞（2008）高雄市人口流動動態，移動、成長、變動類型對區域發展影響內涵，

吳連賞（1996）並討論高雄市工業空間結構演變與變遷機制，先集中發展，並且開始分散各小區，再

來往外往內擴散與集中成工業帶，同時產業結構正走向服務業為主的都市機能，高雄市的現代北向遷

移，提供東港小區域市鎮服務機能擴張，仍可見想像其雛形與發展輪廓（附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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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07 年商業區主要服務機能 

 

圖 12 2021 年商業區主要服務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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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側農塭工業交通輔助為主的過渡區 

1. 過渡區功能 

上述二區商店數，在 2001 年後均涵蓋總商店數量 90%以上，本區街道分布，主要以東港國中右

側中山路至接臺 17 線的船頭路近鵬管處止，商業分布大抵為零散單一服務機能，自 2007 年主要以機

車修理、汽車資材、美髮、家具、國術、花店、彩券及學校，為一般日常生活需求服務，至東港第一

排水渠，幾無商店；而銜接臺 17 線後的船頭路，特別呈現汽車工業的選擇，總計汽車買賣、修理、資

材等（圖 13、圖 14），就共有 16 家，貨運 2 家、加油站 1 家，在 2007 年僅有 50 餘家數，商街中已佔

近三分之一，顯現此路段具有地區間，交通中途點修配輔助機能，也是東港臺 17 沿海公路，汽車零售

與維修服務業最發達地區，這個具明顯功能的地區，乃是過境東港車流必經之地，關於此現象，顯然

和此類商品販售場所空間及販售物品需求性質有關，在販售場所空間需求方面，以上店面均須擁有較

大貯藏（建材）或展示（汽車）空間，因此寸土寸金競爭激烈的中心商業區，非此類商品零售活動的

最佳區位所在；在本區路段，特別呈現一般聚落少有的理容服務集中現象，屬性如紅燈區；另一方面，

此類商品性質，比較經久耐用，消費者購買率較低與隱密，與新竹行業的性質與分布，汽修及零件散

佈，具有類似現象（圖 15）。基於此理由，離市中心不遠的船頭路，又是外環道路與市中心銜接處，

交通聯絡方便與過境流量眾多（交通部統計處 1999~2019），成此類商業零售與維修的最大集中地，原

2007 年期預測，易達程度之冠的中正路，將因完成南二高進入船頭路，可能使船頭路易達程度高，商

業發展急起直追。至今 2021 年檢證結果並未如此發展，反而船頭路往南二高鵬管處方向路段，商店並

未大幅衍生增加，而有停止態勢。此外，海鮮餐飲與香紙行除十字交會中心商業區外，至今仍是分布

遍及東港每一處角落的業別，在此亦不例外，本區工商維修以需較大場所為主汽車維修運輸居多，個

人服務則以休閒理容業居多，批發零售業與運輸倉儲製造業則次之。其他至今分布不太密集的屬廣告、

食品、情趣、補教、超商等機能不明確業類。此區多為道路擴寬 30 米後新式住宅與建築，至 2021 年

嘗試在本區建立的大型餐飲會館、餐飲旅宿中心，於今均歇業中，其行業殘酷需龐大消費的適應屬性

與規模，不僅是地租限制，應是更大的消費市場不易驅動。 

交通區位與大鵬灣開發計劃的重要觀光政策完成後，將產生另一宰制人口遷移的力量，極可能為

此區吸引更多注意，本可能改變與商業區原本絕對中心與邊緣的結構關係 6，但至今 2021 年發展結果，

人口與商店數並未在此增加，卻呈現了另一種選擇，即使水上軍事基地及蚵棚消失，居民仍興趣缺缺

於此活動，而是轉向更接近商業中心的光復路全段、新興街。其他自鵬管處後南側靠海方向，涵蓋大

鵬灣及南側魚塭帶、紅樹林與空地，北側除少許海釣業與車流絡繹不絕，幾已無零星商業。另一條則

為始終未穿越東港市街，僅交會縣道 187 往西南穿越的臺 17 沿海公路，其實其僅穿越東港右境外圍塭

田與數條排水渠，兩側產業多空地、野叢、塭圳、少數農田與住宅，及至今 2021 年規模頗大的鋼鐵廠、

纖維玻璃、食品加工、釣具、汽車買賣資材、寵物美容、理容及現今呈現歇業的海鮮餐廳等，除釣具

店理容服務偏多外，餘家數皆屬單一計，商店總數含食品加工僅共近 50 餘，因此，本路段大部分屬半

開發塭田處女地，也是今東港遠離經濟核心的邊陲產業，過境車流量肯定尚未對此形成的商街，同臺

                                                             
6 中心與邊緣（Center / Periphery）是一組相對立觀念，存在任何結構中，不同領域學者均會從中心∕邊緣觀念瞭解分析

研究對象。此觀念成用以分析空間結構最有用觀念之一（陳坤宏，2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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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武以交通休憩點機能，產生足以改變的影響力。今 2021 年本區發展極異於漁業區與商業區，顯然

區位屬性框架下，適宜商業有汽車及零件買賣有 22 家（20.0%），塑膠瓦斯鋼鐵冷凍製造業 15 家

（11.4%），理髮理容服務 16 家（15.0%），有關運輸倉儲與交通服務輔助業種，東港出現的種類，主

要有貨運行、計程車行、遊覽車、客運公司、汽機車零售維修及零件、加油站、礦油資材等。三種行

業性質相當迴異商業中心與漁業區的眾多商業屬性機能，若能得知其消費服務對象的性質，或許能了

解本區更深的社會意涵。 

  

圖 13 2007 年交通輔助製造為主的過渡區 圖 14 2021 年交通輔助製造為主的過渡區 

 

圖 15 2007 年與 2021 年運輸倉儲輔助行業分布路段與地價關係 

資料來源：東港地政事務所（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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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結 

結構─施為的爭議，Thrift 主張重構區域地理（reconstructed regional geography）將人視為施為者

（agency），將地方當作脈絡（contexts），將因果關係視為快速行動與慢速結構變化互動的重複過程

（Thrift, 1991；王秋原等，1997：94）。確立「重構區域地理」基本概念，1. 需要對地理變異具敏感

性，2. 社會並非固定，而是持續為人類行動所再創造的，3. 地方轉型發生在較廣泛的社會關係脈絡

之下進行，4. 區域並非是固定的領域區分，而是變化中的社會建構。透過居民延伸創造內部同質性的

思考和行動方式，而能區辨一個區域，以此解釋東港每日社會足跡，不斷重複互動結構變化過程的基

本概念。總結東港自 1976 年舊市街，歷經 1996 年 2007 年 2021 年期至今，閩式建築與 2000 年期建築，

以及 2021 年光復路現代商業建築，三種分層可辨識的建築地景，同時存在東港與海遠近距離的差異，

並且越往內陸商業表現中地層級越高。 

東港社會處在現代與過去舊市街，呈現了先集中發展，再與主交通幹道連結發展，現階段則走向

內部整合，透過市街出現時期意義，最早集中漁業區的住商漁時期，主要受到交通與市場限制；再與

主交通幹道連結發展時期，諸多交通高速系統為東港建立市場新聯結，漁工業能力大幅提升捕獲量與

呼應市場需求同時，確立漁獲生產中心與建立散貨圈；現階段則走向內部整合的小型類工業化社會，

機能不一致的基礎上，回應著在此脈絡下共同生活的結構與施為，以漁產專業為類工業發展專區所發

展出來的中正路、中山路、光復路主要商業中心，折射出東港透過漁經濟生產規模，膨脹的資本、土

地、勞力更專業擴散與整合凝聚中，即使為小區域地理的東港仍受溝渠所切割為破碎的地表，在當代

突破限制的雄厚資本基礎下，破碎的阻隔已不能再阻擋穿針引線般的經濟，東港經濟的實踐也是地理

的實踐。拉近 Thrift 理論與東港實踐，試著從建構東港社會生活詮釋結構與施為，一般與特殊，個體

與整體，同時影響於外也影響於內。東港地區所生產的貨物與平原地區為不同屬性的產品，為能彼此

交換而產生中正路與中山路的交通線，因為其中影響經濟效益的變數不同，成本高低的客觀性也直接

影響了商業種類路線的選擇（圖 16-1～圖 16-6），為結構與施為的相互辯證做了最清晰的說明。 

東港在漁業社會的形成，揭示本文意義：（一）探究東港地理發展在現代化變遷上的意義，（二）

東港在介於之前和通過現代化期間兩者間的發展，並非僅是經濟理性模式的簡單結論或歷代政治導因

的泛之論，而是地方商業是漁業經濟與區域間激烈競爭的產物，（三）這樣的商業空間模式轉變，不僅

僅是消極的社會變動投影，更是形構中的地區政治、經濟空間景緻，因商業投資的穿透政策性，乃被

引導與強迫考量在更具吸力的需求與轉變方向上，具體批判性的表現了東港區域概念：1. 區域視為資

本主義作用過程的地方回應、地方與時間中生產關係的具體關連，2. 區域視為認同的焦點、定義區域

為一個族群及和個別地方間一組特定的文化關係，3. 區域視為社會互動的媒介與基礎等面向。在此動

向，王志弘（2018）嘗試建立社會—空間辯證經驗平衡引導，空間指涉了同時並存，因而，不同於時

間所指涉的變化，然而，空間是事物同時並存的現象（展現為特定配置、安排、布局、型態、形式、

關係），或是使得同時並存成為可能的條件（虛空、位置、框架、脈絡），解釋了東港社會與空間經驗

的主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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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1986 年、1997 年、2007 年、2021 年金融法律工商服務業分布 

 

圖 16-2 1986 年、1997 年、2007 年、2021 年批發與零售業分布 

 

圖 16-3 1986 年、1997 年、2007 年、2021 年製造業分布 

 

圖 16-4 1986 年、1997 年、2007 年、2021 年餐飲業分布 

 

圖 16-5 1986 年、1997 年、2007 年、2021 年醫療保健社會服務業分布 

 

圖 16-6 1986 年、1997 年、2007 年、2021 年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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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港口社會基礎的資本、土地、勞動，走向靈活分散的結構 

1. 市街演化階段與商業階層的形成 

透過微觀東港資本社會的組成，拆解東港市街機能特徵，由商店種類與分布，不約而同的對應新

竹市 1988 年非農產業活動性質與分布，舊東港市街尚未出現此趨勢，可見東港現 2007 年發展階段，

正類似 1988 年新竹地區都市發展歷程，今 2021 年東港小區域的都市機能發展現象，有著小型工業都

市商業結構分化與分布的雛型，東港漁業技術的類工業革命，與類工業港口的漁業角色，驅動整個社

會經濟運作，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共同需求，催生不斷擴充的東港商業中心，漁業活動、商業中心、交

通機能，在生產中心的基礎上，得以漸漸突破環境與經濟制約形成商街。此外，其他如交通服務部門

分布、零售商品價值的高低與離中心商業區分布距離，越來越存在從高度中心向外遞減次序規律，內

部的商業對話與社會中心性共同進程，不僅表現也是形塑東港今商業中心，呈現動態、擴張與不斷轉

移中的主因。市街的形成社會中心性與其機制，因各時期有別，不同地區的市街機能組成商業基礎而

出現以下的空間秩序： 
(1) 自 1974 年現行都市計畫，商業區、市街主要密集分布西南側、中山路與中正路交會區，此時的經

濟狀態，因已失商港性質，交通被陸運取代，又與高雄港斷港與港的轉運關係，港口機能成地方

性小漁港，與外界聯繫程度低，臺 17 沿海公路尚未擴建，該時期境內受溝渠切割嚴重、區位環境

遠離交通線與市場，捕魚技術規模尚未發達，維生僅靠港口漁業小市集機能，內外經濟、交通均

不利發展，眾多不良因子為最大限制，居住、商業、小型漁業生產相連，即其社會中心。 

(2) 1997 年沿中正路與中山路兩側為主的中心商業區，此時期突破上述限制因子，莫過於 1983 年臺

17 沿海公路興建與通車，改變東港一直屏除在交通主線外窘境，中正路與中山路因銜接沿海公

路，成進出東港境外銜接北向市場運作出入口，中正路東北接潮州與屏東，沿海公路開通，更重

要為直接打開進入高雄市場的窗口，早期以北部地區的經濟腹地，開始配給轉向高屏地區，其二，

工業城市造船與東港建堤擴港，提升革命性漁業技術的捕獲能力，其漁業經濟，促使具備強大競

爭力基礎，在外部需求漁獲增加，內部漁撈專業力不斷提升，藉交通、漁業機能提升、新的市場

連結，逐漸打開封閉的沿海區位。 

(3) 至 2007 年穿插農田、濕地、工業分布的過渡區，主要出現交通輔助業與製造業，形成環外稀疏商

業，多數與交通需求特性的商業，紛紛在此建立。本區該時期溝渠、紅樹林、濕地瘴癘現象其實

並未完全消除，大抵仍不適居住，南二高速系統，強化此區原本已有的交通過渡價值，讓原已通

往林邊、墾丁要道的船頭路，因交通與觀光價值倍增，道路水平與新建築空間為本時期三區之冠，

興起原因完全不以東港主要漁產業機能，卻以製造業、交通與互補的角色竄起，成為超大型貨運

倉儲、汽車展售維修等交通服務業商圈，交通性的區位機能主導本路段優勢商品的誕生，製造業

則為船舶作業所需的化學塑膠射出、冷凍倉儲工廠為主。 

(4) 2021 年商街，自後寮溪延伸的排水渠光復路兩側銜接臺 17、東港溪南岸博愛街、成功抽水站排水

渠整治新興街出現。在東港排除溝渠阻隔整治沼澤後，市街呈現整合與商業中心性往內陸遷移現

象。東港商業活動並未大量擴建在臺 17 外環道上，與往林邊船頭路，而呈現 1996 年前先集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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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隅，2007 年約再建立西南隅為中心的三角扇形面，至今本時期 2021 年，再將內部中溝渠切割

破碎的零散濕地，完整去濕地陸化，商業的中心性與社會的中心性轉向內陸新中心凝聚，原預測

大鵬灣國家風景規劃建設完成，與銜接南二高速交通優勢會帶動過渡區發展，顯然東港近 15 年間

交通因素並非本時期考量，而是整合了長久以來，一直被破碎地表所切割的溝壑，從光復路漲退

潮水域、博愛路東港溪堤岸、新興街成功排水渠整治堤堰。在東港歷史的眼中一直以來的破碎，

頭一次在經濟、地表、新社會中心性與區域得到較完整的整合。直接導向東港商業中心性往上述

地區推進，地價與人口亦大幅增升，確實觀察東港商業重心，從舊市街中正路、延平路商業中心，

走向中正路與中山路交會十字中心。更在整治三大切割東港完整性的後寮溪排水渠、東港第一排

水渠、成功抽水站排水渠、不老橋排水渠後，東港凹陷零碎的地表首次呈現是水平的，使商業意

識上的想像，終能轉化為平整空間性的地理，也預告東港的需求將使商業核心與社會中心性持續

往內陸遷移（圖 17），東港資本主義再一次平滑整體空間，抓住每一個機會，延伸資本、土地、

勞力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推土機的項目（楊振富、潘勛，2005），不斷為其角色發聲，呈現與再現

社會性的空間新形式。 

 

 

圖 17 1969 年、1997 年、2007 年、2021 年東港市街在空間中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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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顯著移動的社會中心性與不斷結構化的空間經濟最適機能發展 

在東港每日行動者和其日常生活足跡，使分布有了更深層的對話，以上商業種類及機能產生的三

差異區位關係，中心商業區以醫療、零售批發、餐飲、金融工商服務、行政文教等機能為主；漁業區

以配合今港口機能為輔，港口與商業機能乍看的確是分離的，但另一經濟運作，是單一日夜間，所有

數以千計轉入東港的車流，並非為東港金飾、服飾、文教等，一般市鎮具有的機能而來，而是東港漁

業生產強大獲利性對當地的影響，魚貨、餐飲、漁業集散功能；每日為魚而來數以千百計入東港的車

流，與區域間魚消費產值金流，方是加速東港社會資本進程的要素，否則西海岸濱海聚落，類似區位

為數不少，但少有以五萬人口，全年卻能創造達百億產值，漁業機能已非僅地方，而是區域性集散地，

東港漁業機能也是高屏地區的漁獲機能，已是平原強烈需求及不可或缺的產物。 

其次，進入東港右境的交會屏 187 縣道的臺 17 沿海公路，因商業服務對象主要以過境的車流為主，

選擇多以運輸、餐飲、釣遊業，與鋼鐵工業分布為主，與東港產業功能，驗證大型餐飲業無法穿透在

此維生，鋼鐵、化學塑膠、冷凍倉儲則為漁業生產與交換製造；船頭路則提供交通「過境」的功能為

主，與具有象徵性的社會紅燈區服務，因大鵬灣開發，及導入交通政策，正快速影響人口與商業成長，

此區新興的觀光與交通，原本將產生不同其他二區的服務機能，經濟表現將因二項政策，而首當其衝

的轉變，然而發展至今，本區並未成東港另一高密度環外商區。原 2007 年前東港街道的商業機能、住

宅、文教及過渡區分布，仍強烈受瘴癘環境與海鮮、餐飲、零售批發產業機能影響，發展導向基於當

代西南沿海該期經濟環境資源、交通與區域關係，使當時商業功能也朝向此類需求而強化，即商業中

心既是生產消費地，以應付一週生活中心的功能為主，漁業區以漁業資源及港口機能，產生輔助行業

與相關主副產品，並提供其他地區魚貨匯聚中心機能等。直至今 2021 年東港地景，改觀了上述 1997

與 2007 年時期的資源與規則，而有了新詮釋，並且更加劇由外往內部作用，不再受強烈瘴癘零碎環境

影響，商業等級分布分層更加明顯，增加的商業種數不再以小資本性型態，而以大型餐飲、醫療、金

融資訊產業等現代商業服務為主，同時凝聚為最高商業中地等級的商業中心，也是社會中心。 

從中地理論相應與悖論，中地的數目與分布的規模變化，東港並未呈現六角形發展，東港溪從先

前阻隔東港北進，至今仍呈現僅些許發展，往鵬管處段路線猶未大量商業化，大抵出郊外往林邊船頭

路，紅樹林、溼地、沼澤環境漸漸密布道路兩側，洪氾機率漸高，限制商業發展，在土地利用與商業

效益不高前提，尚僅止於填塭造陸；東港漸漸隨著對內交通網絡系統整合能力的提高，原本的街道由

零碎開始轉向可及性差異小，主要人口由港口往內陸遷移，商品服務分布與差異化增加，地租與距離

因素影響由小變大，內外部商業自我對話不斷的調整，中心性向內陸移動，商業以同性質聚集出現，

大多商業區業種無法在漁業區與過渡區經營；漁業區輔助產業密集與更加減少出現在商業區；臺 17

沿海路兩側過渡區，仍以具區位性需求業種為主，往外側崁頂鄉路線幾無商業分布。 

東港自身發展，因處下淡水溪與東港溪西南小區域區位特性，及內外部經濟形式差異影響，早先

不均質地表衍生內部不均質的商街機能，透過今東港對小區域環境的生產與再造，強大生產與交換作

用，主導東港社會結構與空間形式的形塑力量，改變環境長久對東港的社會與商業制約，使東港的商

業流動空間更加通行無阻，也是東港不對稱、不均質的結構關係，藉擴張的生產力量推向更深的海洋

到漸高的內陸，原先集中後寮溪港口水域的人口、商業、地價也漸漸往內陸轉移，並且透過所有分布

商業中地法則效用最大化、純利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競爭等，呈現了多種不規則圓形、扇形、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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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邊形商業雛型等，從土地利用現象觀察出強烈的邊界與方向性的複雜發展，進而形成今港口與街市

機能發展不一致現象，但其實東港中地機能與港口的功能，是相輔相成一體多面的經濟體，須透過產

業分布機能，社會、經濟活動、交通與自身對外區位角色的分析，方能了解市街與港口機能，在東港

社會延伸經濟的功能中缺一不可，是面對區域化時空間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圖 18）。 

3. 理論與實踐 

東港早先人地關係受到環境相當制約，密布零散溝渠切割地表破碎，於 2007 年期國家交通政策導

入後，改善東港環境侑限因子，加入鄰近城市與自身造船工業能力的提升，並築堤造陸，轉化東港長

久洪氾的生產環境。並於 2021 年出現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現象，不僅向外擴大生產中心船舶修配製

造，向內改善原限制零散的破碎地理，推平長久以來阻隔限制商業發展的溝渠，同時整合地表與商業

的一致性，顯現東港不同時間軸下的人地關係，東港利用文化、技術、資本轉變早先位處破碎零散的

地理，資本、勞工階層形成的過程，與 Thompson 大量倫敦工人階層形成背景的社會動態不同，而以

企業主型態累積生產資本，不斷重新擴大規模化生產，透過資本與大量移工勞力生產再複製，建立

Massey 強調的生產空間的再結構，使延伸社會結構在不同區位的分布結果，呈現內部不均衡發展，又

透過一日生活圈彼此聯繫。 

理解東港消費地理在商業運作脈絡，存在各種區位條件的調適，既是地方性，也是區域性機能，

透過東港居民由下到上的每日施為，不斷複製結構與創造，展現發達經濟體轉向更深廣海域，更寬平

內陸商業服務，東港商業與小區域環境過程，顯現漁業社會不僅是人文經濟與環境相互關係的過程，

其生產文化與技術經驗，亦受到市場經濟強化在新的區域關係下，形成東港不同時期商業階層與顯象

變動的地方社會關係，不同高雄在地商品帶動高雄港貿易機能，而以內部生產型態與提供區域漁獲供

應的集散機能，共同形塑東港現代商業階層與一日區域機能。中地現象因不同時期干擾因子差異，因

而表現不同，反而在現今整合切割零碎環境後，由早先中地輪廓零碎破散變形，而經經濟發達走向中

地表現的中心性明顯與遷移現象，現代東港內部透過完整的交通系統，呈現無限制的平原與可及性相

同的商業環境，中心性呈現更具有提供較多功能的高層級的中心性與外圍差異。使得本文東港現代商

業，同時推進存在於區域和網絡這兩種空間系統中活動。 



36 

 

 

   

圖 18 1969 年 2007 年 2021 年商業中心性遷移 

（二）東港漁業的發展反思與建議 

所有工業城市發展結果均常產生汙染性的環境，如隔岸林園工業區汙染性廢氣密罩天空，東港的

漁業類工業發展向外海汙染與擴散，正如其市街往內陸擴建剷平整治溼地，其污染性並非在天空而在

海面海下，東港歷年築堤擴港，改變海洋沿岸潮流，使海水內外潮替程度大幅降低，船舶重油嚴重干

擾水質，港內海水既無法正常內外流動，作業船隻規模年年遽增，港內綠色海洋生態，正在類工業環

境污染的海面向下向外侵蝕，影響沿海生態魚類棲地，與促使處在高汙染性重油風險；並且市街的腹

地取得，來自原佈滿東港的零散潮間溼地、紅樹林沼澤帶，今日街道發展，均呈現以人工整治原紅樹

林溼地分布溝渠，大量建築深溝高堤取代渠岸兩側紅樹林濕地生態，兩側地價高漲產生原溼地空間生

態縉紳化（ecological gentrification）鮮明，東港需深入思考，原賴以維生的海岸內海岸外海洋與溼地

圈，需有制度外的組織監督與教育，應投入更高的綠色環境愛護永續思維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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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976 年~2019 年東港鎮各里人口變化 

年度 
里別 

1976 1986 1996 2001 2014 2019 
43 年 

增加率% 

興東里 2,062 3,696 7,389 8,428 9,005 11,293 547.7 

船頭里 1,422 3,214 4,419 5,407 5,851 6,721 472.6 

鎮海里 2,171 3,007 3,746 3,569 3,632 3,425 157.8 

興漁里 2,267 2,723 2,989 2,687 2,736 2,178 96.0 

興和里 1,074 1,189 1,248 1,269 1,258 1,245 115.9 

嘉蓮里 2,023 2,161 2,062 2,332 2,355 2,124 105.0 

南平里 2,110 2,230 2,179 2,405 2,385 1,847 87.5 

興農里 923 999 1,077 1,060 1,005 1,604 173.8 

盛漁里 1,911 1,569 1,661 1,855 1,906 1,611 84.3 

朝安里 2,651 3,343 2,845 2,512 2,608 1,862 70.2 

下廍里 2,587 2,664 2,654 2,597 2,528 2,282 88.2 

中興里 1,292 1,018 960 1,154 1,166 793 61.4 

共和里 1,139 1,137 1,046 927 1,006 826 72.5 

東和里 1,204 1,365 1,154 1,035 1,058 750 62.3 

新勝里 3,474 4,344 3,542 3,153 3,055 2,330 67.1 

大潭里 2,481 2,524 2,246 2,160 2,142 1,787 72.0 

頂新里 1,117 1,020 812 781 769 582 52.1 

東隆里 2,951 2,505 2,233 1,961 1,873 1,419 48.1 

頂中里 1,031 967 741 689 607 436 42.3 

八德里 2,309 1,948 1,401 1,232 1,267 919 39.8 

興台里 1,368 1,118 858 755 711 599 43.8 

豐漁里 1,751 1,238 1,066 944 911 666 38.0 

大鵬里 856 674 470 359 354 329 38.4 

資料來源：東港鎮戶政事務所 197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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