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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作為治理術:政治動員藝術與建構中主體 

Urban renewal as governmentality: the art of politics and 

reconstructuring subject 

徐燕興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近年來都市更新成為國內都會區空間的重要議題，這議題雖是都市研究的老問題。但臺北都市

更新作為都市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歷史浮現，其不僅係「都市意義」爭奪，更可視為權力作

用，與政治、經濟與制度間的關係互動及脈絡化(contextulization)的過程。  

就臺北市都市更新政策而言，1970 年代係由地方政府主導，興闢公共工程，安置拆遷戶為開端；

1980 年代針對窳陋地區，由政府主導辦理都市更新計劃，但在政府財政不足與既有地方社會壓力，

成效不彰；1990 年代轉以獎勵民間投資辦理都市更新；直至 1998 年以都市更新、翻轉軸線等都市

更新選舉的政策，甚至成為政治動員計劃。顯示都市更新政策，不僅是空間再生產與建成環境改善，

更是政治動員的新場域，與新自由主義的試煉場。台灣都市更新政策內涵變遷呈現臺灣治理術

(governmentality)精緻化的過程。 

本研究意圖以都市更新理性(知識)建構、國家發展主義調節與規訓，重新審視新自由主義主體建

構，希望在與當代空間理論對話中，解秘臺灣的規劃。作為尋求替代方案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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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福柯卻認為，權力是建設性的，現代權力不是在破壞，而是在建設，特別是培育和型塑現代個體。

(劉永謀， 2009) 

當我們談論台灣都市更新熱潮，已不是 19 世紀巴黎都市更新與現代性起源的解秘

(Harvey,2003)；也非世紀末維也納理性與自由主義引發的都市主義(Schorske，1981)；更非

20 世紀珍雅各人本主義解構美國都市更新推土機的邪惡本質(Jocobs，1992)。甚至也非 20

世紀末倫敦 Dockland 或紐約 Battery Park 全球化地景下的都市更新。 

21 世紀台灣的都市更新，在後殖民現代性、後國家發展主義、後全球化與後新自由主義

的歷史實境中(夏鑄九，1997; Brenner & Theodore,2002; Jessop,2002; Peck & 

Tickell,2002)，權力施做不僅展現在國家制度中、也呈現在市民與身體。都市更新作為現代城

市的空間治理術，藉由規劃知識規訓與主體建構，鋪天蓋地影響著市民、制度、空間與國家。 

1998 年都市更新條例的公告實施，則是此一過程的產物。2000 年總統選舉，政黨輪替、

地緣政治與兩岸關係；加上臺灣總體經濟從亞洲四小龍頭，逐漸沒落的憂慮；新自由主義的力

量更強化此向力道。將 80 年代市民運動，從公共領域拉回財產權的窠臼，都市的公共性，巧

妙地以「都市更新」樣態呈現。都市更新似乎成為都市未來的救贖。 

故本文引用福柯治理術(governmenalty)的批判意識，重新解析台灣都市更新現象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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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提供另類進步規劃的可能。 

 

貳、都市更新知識建構與變遷 

民國五十六年(1967)經合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UHDC)成立後，引進聯合國規劃顧

問，為台灣都市計畫相關議題進行研究，小組另一重要的貢獻，是以教育訓練培養政府公務員

有關都市規劃相關知識，並藉由人際網絡成立規劃專業的教育單位，以擴展規劃知識。UHDC

並影響著台灣規劃知識範型轉移，其引入歐美(尤其是美國)當時規劃知識，這與日本據台時期

以殖民主義、實質環境規劃與公共衛生的知識脈絡是不同與矛盾。經合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

小組(UHDC)主要係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架構下，1推動都市計畫。當時都市更新雖不是最重要的

議題，但違建與都市發展控制仍為其重要的工作，這些規劃範型和矛盾，逐步影響後來都市更

新知識建構。 

 

一、都市更新作為都市計劃與管制架構一環 

當時都市更新定義: 
一般言之，凡有計劃之重建已發展土地或做更加之利用2，或想在實質構造方面改造它之面目，建

全它之功能，諸如對質料之不良、型式陳舊、結構不牢、或設施頹壞等房屋之改良及環境之改善等

方案皆可稱為都市再發展(urban redevelopment)或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行政院國際經

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級住宅計劃小組，1971) 

當時都市更新論述係以都市建成環境為想像，並提出重建、整建與維護三種都市實質環

境改善的方式，至今仍為都市更新所用。而其規劃認識論則仍以土地有效利用的角度與排除社

會障礙維核心。雖然前項文獻引用珍雅各(Jane Jcobes)對都市更新看法。但都市更新仍係以

排除，作為方法。 
台灣欲清除窳陋地區或貧民窟，在各方面條件未具備前，不可貿然採行大規模之重建計劃，而應先

採取較緩和之措施，美國都市計劃學者亞伯拉姆士(Charles Abrams)建議開發中國家應分兩階段

來改善貧民窟。在第一階段，盡量減少連根清除宅，而允許其住戶稠密地聚居者，並透過儲蓄和抵

押機能來提高他們之自助力，並改善地方，提供較好之交通運輸。第二階段則牽涉到改善他們之一

般生活水準和經濟發展。(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級住宅計劃小組，1971) 

上段文字可知當時認為台灣都市更新應等待市民經濟狀況好，才介入。已有傾向個人與

                                                
1 1962 年公共工程局透過中央向聯合國特別基金申請派遣都市計劃專家來台協助，1963 年中央將美援會改組為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1964 年聯合國先請孟松先生來台考察，協助製作申請書，旋即獲得聯合國特

別基金同意。1967 年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下設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Urban and Housing 

Development Committee，簡稱 UHDC) (陳湘琴,黃冠欽，2007；2008)，由孟松先生擔任計畫經理，王章清先

生為第一任執行秘書。當時經合會主委為蔣經國，而李國鼎先生則為當時經合會主任秘書。臺灣經濟發展擘劃主

要成員幾乎與此機構相關。 

2 孟松夫人(1967)「台灣都市更新政策-問題與途徑」，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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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的思維。規劃專業與技術官僚一直維持這樣的看法，但在以管制為核心的規劃知識，

這樣的種子，到後來將都市更新轉成為以民間主導為模式。這其中的生產過程，是有必要更進

一步的推敲。 
「我們也都知道，以北歐為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有完善的社會 住宅制度，值得我們羨慕。

但是他們的國民毫無怨言的把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繳給政府，我們做得到嗎？我們的國民無不想盡辦

法逃稅、躲稅，還大聲疾呼要求減稅。國家要供應住宅，錢從哪裏來？我們的國民性希望自主，不

信任政府，所以民國五十年代在聯合國顧問的支持下，曾嘗試強勢的住宅政策，並開發新市鎮，都

因鼓勵經濟快速發展的政策而放棄。我親眼看到政策的大翻轉。」「都市更新並不完全是為解決大

眾居住問題，與都市環境品質的提升有關。所謂都市破敗區域是美國的問題，肇因於大都市中心區

附近，外國移民集居，中產階級外移。台灣城市的老舊地區，只是因為建築落伍，不符合當下的居

住環境的標準，有改建的必要。但是因為產權非常複雜，又不能由政府強制執行，所以只有設法鼓

勵民間與建商合作再開發。 」(漢寶德，中國時報民意論壇， 2011,09,09) 

漢寶德為台灣空間規劃專業重要人士的這樣觀察，進一步闡釋台灣政府對於空間治理的

能力的矛盾，一方面想社會福利化與國家介入，卻心裡面認為民眾會抵抗。這樣專業自我設限，

背後的權力與社會，一開始就種下扭曲的都市更新政策。 

從制度變遷來看，1971 年都市計畫開始獎勵民間參與開發；1972 年 10 月 13 日市政府

通過萬大計劃主要道路兩側進行整建，由政府輔導協助設計，並向市府銀行貸款給民眾(台北

市政府新聞處，2003)。由此看到最早技術官僚和規劃專業對於都市更新的推動，現實地認為

要以協助與引導的方向，推動都市更新。 

但當時都市更新仍是以架構在都市計畫的控制下，取得土地方式則有徵收(區段徵收)及由

全體權利關係人組成聯合重建機構(市地重劃)，因此 1972 年 10 月 26 日政院通過都市計畫法

變更草案，增列都市更新專章，都市更新實施仍是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推動。在

此，就產生相當大矛盾，為何認為政府無法主導推動都市更新，但實施執行機制確以強制手段

為主? 

 

二、都市計劃從經濟發展的再生產管制走向擴大內需的調節機制 

60、70 年代在 UHDC 的規劃知識建構，經相當大的努力，於 1982 年容積管制全面啟

動。都市計劃架構在國家經濟發展模型下的再生產管制角色下，都市更新機制逐漸形成。但同

時政府無法都市土地改革的治理矛盾，也逐步影響都市更新知識及技術官僚。1985 年 3 月 4

日行政院回應立法委員質詢並藉由中央社向外說明，容積管制不會影響都市更新， (中央社社

稿，1985,03,04)。顯見容積管制會影響都市更新，在當時議會系統已經敏感地開始對於行政

專業進行質詢。並認為都市計劃管制將影響都市更新的推動。 

但隨著臺灣經濟快速成長，1988 年 12 月 28 日內政部部長許水德於國民黨中常會報告

政策(圖一)( 台灣新生報，1988,12,28)，當時在房地產高漲高峰，加強都市更新與眷村改建，

其背後的思維是擴大供給，讓房價可以下跌。這樣的思維也隨著 UHDC 的技術官僚紛紛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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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修，部分進入學術領域。帶進美國實證主義和經濟方法論，將經濟學的自由市場與效率，

巧妙地連結到產權複雜和政府主導都市更新的能力不足。將都市更新從老舊社區、生活品質與

房地產景氣掛勾，而房地產景氣又等同於城市經濟，於是推動城市經濟，就要推動房地產成長。 

 
圖一 都市更新提高供給已抑制房價 

 

三、都市更新作為擴大內需的調節機制到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修補 

90 年代當時政府還是認為都市更新應該由政府主導興設 (台灣新生報，1988,12,29)。

1990 年代以來歐美、日本與中國大陸等國家的都市更新政策3，以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為內

涵，啟動全新的都市更新政策。然而其係以大規模、引進新的都市服務與機能的方式展現，以

迎合九 0 年代新的全球化國際情勢，並巧妙接合當地政治經濟結構。但是，臺灣九 0 年代，

接續國家編入世界體系，都市面臨快速都市化的集體消費不足的窘境，正巧一連串都市運動與

社區營造相關政策，與狡訐政治活動複雜交互結果，看似市民社會浮起的同時。都市更新卻悄

悄從都市環境窳陋命題，藉都市運動與社區營造的歷史機遇，鬆動了國家發展下的集體消費與

再生產的角色，巧妙地將都市更新轉化為尊重市民權利的論述，將新自由主義的都市更新，送

上歷史舞台。 

1998 年 03 月 02 日立法院初審通過行政院的「都市更新條例」，據報導都市更新條例為

當會其重要法案，「兼顧公平正義原則，以經濟誘因引導民間活力和社區參與機制，改善都市

面貌；且因應精省後的組織調整，將由地方政府全權主導，中央政府則只扮演仲裁角色。」(中

國時報，1998,03,03)(圖二)。從此都市更新不僅是空間修補的制度，更是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

                                                
3 這可從倫敦 2012 奧運、東京六本木、北京奧運、上海世博會、香港西港文化與紐約 High Line Park 等…都市

更新計畫得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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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中心。 

 
圖二 都市更新草案通過報導 

都市更新從窳陋環境改善的意義，不到 20 年從擴大土地供給的均衡房地產政策，的經濟

政策，都市更新意義變化是令人瞠目結舌。 

 

參、都市更新政策與國家發展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化 

一、國家發展主義與都市更新政策 

(一)國家發展主義從計劃經濟到成長導向經濟 

1996 年 12 月 22 日行政院院長連戰參加經濟部與大學合辦的座談會指出，宣示市場重要

性，政府不應干預市場。在這個經濟座談會並提出加速都市更新條例法制化。(中國時報，

1996,12,21)顯見都市更新從資本積累與地方成長機器的遮羞布，進一步成為國家經濟發展重

要計畫。(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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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都市更新首次成為國家經建政策 

1997 年行政院院長連戰年終記者會宣示都市更新、公營企業釋股與國家基礎通訊設施三

項重要行政工作。並進一步闡釋都市更新是提供生活品質重要政策 (中國時報，

1997,02,02) 。這一個徹底新自由主義的宣示，也宣示都市更新不是從非新自由主義轉向新自

由主義化，而它就是新自由主義本身。 

 

(二)國家發展主義內涵變遷 

1998 年 06 月 04 日行政院長表示政府為了擴大內需，除現階段處理砂石短缺和眷村改建，

下階段要推動都市更新(聯合報，1998,06,05)，在國際金融不穩定，以都市更新方式擴大內需。

此套凱因斯主義思維，有別計劃經濟和基礎建設投入方式，而是由政府提供制度，讓民間參與，

進行空間修補的政策。這樣改變與當初都市計畫的都市更新想像，是完全不一樣的思維與發展。 

2002 年陳水扁總統在經濟高層會議討論經濟議題更以降低失業率、擴大公共建設、檢討

外人投資上限等凱因斯理論來推動經濟建設。並且推動都市更新以帶動建築業與相關產業。(自

由時報，2002,12,10)  

陳水扁總統組織總統經濟顧問小組研議推動都市更新，此次建議並不是採取 BOT 方式，

而是一種純民間的開發案4，顧問建議政府可以針對民間廠商提供融資，或放寬建地容積率，

讓廠商風險能夠降到最低 (自由時報，2003,06,25) 。2002 年 7 月 9 日總統經濟顧問小組提

出 500 億信保基金，並且推動不動產證卷化，推動都市更新。 

2008 年馬英九總統上任宣示推動五大政策，「第三個方向是振興新興產業，包括都市更

新、文化創意產業、醫療、生物科技產業、綠色能源及觀光旅遊等新興產業，會是未來政府的

施政重點。政府提振新興產業可以幫助服務業發展，同時也能嘉惠其他產業。」(青年日報，

2008,07,13) ，這與李登輝時期、陳水扁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型與都市更新政策內涵幾乎一致。

但在國家的都市政策，從 1980 年代為基礎建設與再生產空間的打造，90 年代都市更新已成

為國家發展的產業政策一環。國家發展主義的模型並未改變，但都市政策已經悄悄地新自由主

義化。 

 

(三)國家發展危機與選擇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機，肇因房貸產極度擴張，造成金融流動危機，進而使全球經濟衰退。

全球各個國家面臨危機，都採取凱因斯主義方式，由國家擴大內需方式辦理，但各個國家執行

方式，由於國家條件不同，也有不同的經濟與政治選擇。 
「鹿篤瑾(時任行政院主計長)表示，依過去的預測經驗，加上目前相關的資訊綜合研判，情況不會像

大家想像的這麼悲觀，國外經濟情勢不好，台灣以外貿為導向，當然也就不會好到哪裡，但台灣真正

                                                
4 都市更新是民間的開發案，也不是 BOT 的公共建設，這與前期都市更新為老舊社區實質環境改善與改善都市

機能的公共性完全迴異，但卻暗渡陳倉，以都市更新公共意義，逐漸建構民間參與都市更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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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注意的是中長期的情況下，還有哪項產業可以維持台灣 20 年的成長動能？從前大家講 DRAM、面

板，但這一波風暴撼動了這個概念，60 年代台灣靠石化紡織、70 年代到 80 年代靠資訊科技產業，

未來要靠什麼產業接續這個成長動能？這是重要的問題。」(工商時報，2009,01,23)  
「鹿篤瑾表示，以今年而言，他反而不擔心，因在政府投入 700 多億元進行老舊橋樑改建工程、發放

800 多億元的消費券、加上鬆綁法規創造 500 多億元的都市更新，合計今年「振興經濟新方案」總共

投入高達 2,000 億元，占 GDP1.6％，這個動能足可使今年經濟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上。」(工商時報，

2009,01,23) 

台灣面臨 2007 金融風暴，都市更新成為國家擴大內需的政策之一，政府藉由鬆綁來引動

與加速都市更新。但忽略由金融風暴就是來自房地產的炒作，及高房價的社會代價。 

 

(五)新自由主義與都市更新公司政策 

1990 年市府開始積極推動土地開發公司，主要針對非公用市府土地進行開發，土地開發

主導為市政府財政局，因此主以開發效益為評估(台灣新生報，1990,7,16)。1997 年 06 月 26

日行政院通過都市更新條例草案，同時政府開始推動成立都市更新公司。並以權利變換、土地

信託及不動產證券化等創新機制，推動都市更新。(中央日報，1997,06,27)這些創新機制除權

利變換確實落實執行，其他屬於金融、財政機制，都尚未有完善機制。這與財政部門過去與經

濟發展部門未有強度關係有關，但也由於財政與金融配套相對嚴謹，使得都市開發部門趨向成

中小資產階級分配，而非大規模的都市發展資產分配現像。 

1997 年 07 月 25 日行政院通過成立都市更新公司，資本額五億元、官股佔四分之一，政

府資金以開發基金為主，股東則以營建業 (經濟日報，1997,07,25) 。而當時政府要成立都市

更新公司。主要思考是對土地開發，並非以舊社區生活機能與品質為核心的政策。隨後，1997

年 09 月 04 日行政院成立都市更新公司:巨眾都市更新公司，由原設想董事長張隆盛5，改由其

同班同學費宗澄建築師擔任。(工商時報，1997,07,25)這主要是都市更新公司成立，引起媒體

與社會反彈，反對成立都市更新主要是為參與該公司的建商害怕會由少數人操作。可見都市更

新涉及龐大利益，建設相關政商關係，是不希望少數人壟斷。因此 1997 年 11 月 25 日在官

商勾結疑慮下，政府出資成立部過半的都市更新公司解散(工商時報，1997,07,28)。部分建商

則轉投資成立都市更新基金會6。政府第一次成立都市更新公司受到挫敗。 

2007 年台北市宣布年底前成立公民營合資的都市更新開發公司，首波鎖定大同、萬華區

等建商介入意願低，卻有更新急迫性的老舊地區，展開大規模都市更新開發(中央社，

2007,08,07)。台北市政府成立都市更新公司的規劃，是希望針對老舊地區的更新，公司組成

除了建商，針對都市更新相關專業(金融、信託、建經公司)也納入為董事會成員。但到台北市

                                                
5 張隆盛營建署第一任署長，為 UHDC 首批訓練的空間規劃技術官僚。同期蔡勳雄、林益厚分別擔任過經建會

主委與營建署署長。 
6 都市更新基金會截至成立至今已十四年，為台灣推動都市更新重要智囊與知識建構者。董事長為張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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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仍應為害怕與民爭利，害怕會由少數人操作，經議會表決而再次遭到挫敗。 

同期，不同政黨的中央政府也籌組都市更新公司，2008 年 01 月 07 日報導「經建會籌組

都市更新公司 資本額 60 億廣邀業界投資國發基金持股將不逾 40%」 
「台灣都市更新公司最快於 4 月籌組完成，包括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國泰建設、冠德建

設等國內大型建商，都表達高度參與興趣，這些建商將籌組一個小型的控股公司，再間接投資台灣都

市更新公司。」(經濟日報，2008,01,10) 

這些表達有意願的建商與上次 1997 的中央政府希望籌組的建商幾乎是同一批，仔細來看

不同政黨組成的行政院，其都市更新公司籌組的內容是差不多。 

 

肆、規劃知識建構與規訓 

臺灣目前都市計畫制度，以系統規劃方法論為支柱。然而，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開放性

的系統與原規劃理論及方法論間的矛盾，使社會質疑規劃的正當性，並侵蝕規劃本體。在今日

市場、權利高漲的物質世界，都市更新條例除為臺灣都市治理危機的制度回應，也同時是都市

規劃回應其自身危機的制度7。因此，從都市更新制度化過程中的困境，將像一面鏡，更清晰

理解臺灣都市規劃的迷思。 

1998 年中央公告都市更新條例第一條明訂「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

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這些法律文字的規劃意涵，與

都市計劃法第六章都市更新專章(第 63 條-第 73 條)所主張的差距不大。那為何要於都市計劃

法外，另訂都市更新條例?8 

都市更新條例為回應都市計劃困境的另類提案，卻仍由同樣的規劃知識與技術官僚所建

立，其建立五大重要機制:實施(開發商)都市計劃的變更權、獎勵民間參與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權利變換、公有土地強制參與。其背後所認為的規劃理性為何? 

(一)都市更新公共性的挪移與轉化 

1997 年 12 月報導行政院經建會通過「促進獎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草案)」，開啟台灣

由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報導特別指出都市更新與購物商場被排除在外。(工商時報，1997,12,11)

顯示公共建設不包含都市更新和購物商場，這階段都市更新做為推動土地規模開發的政策，雖

告中斷。然而都市更新不被視為公共建設，卻矛盾地建構出「都市更新條例」，違反「促進獎

                                                
7 臺灣都市計劃變更權僅自於政府(都市計畫法 27 條)，都市更新條例則賦予細部計劃變更權。相較日本、香港推

動都市更新，都市計劃提案仍以政府為主。 
8 1997 年 12 月 27 日由於市政府的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與台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修訂，台北市議會舉辦公聽

會。報導中認為都市更新實施辦法從原有一千平方公尺，縮小成五百平方公尺，且部分地區非老舊窳陋地區亦可

辦理都市更新，認為應該調整 (中央日報，1997,12,28) 。這些不同看法最後還是以市府版本通過，但是在市府、

議員和專業者共識，都市更新應該服膺都市計劃法。但後來中央都市更新條例通過，都市更新則成為特別法，獨

立於都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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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論述脈絡，「都市更新條例」以 60 年代老舊實質環境改善的公共性

假象，實際建構新自由主義的主體，讓資本積累的空間治理術得以穿透。並以更為暴力以凌駕

都市計畫管制方式、容積獎勵、個案都市計劃變更和減稅方式，打造都市更新公共性的假象。 

 

(二)效率的知識建構與政治規訓 

臺灣都市計畫是架構在土地使用分區及管制的方法論上，亦即採工具理性與技術官僚做基

礎，由政府主導都市發展，都市計劃變更權係屬於政府。故常面臨僵化不具彈性及未能配合市

場的壓力。但都市更新條例做為特別法，則賦予更新實施者(開發商)有細部計畫變更權9，這似

乎與規劃方法的開發許可思維不謀而合。 

效率這個經濟字眼，在政治、資本邏輯下，絞接規劃知識經濟方法論，開始從規劃知識專

業討論，並且逐漸形成論述，須要擬定特別法推動都市更新條例。1991 年內政部開始研議都

市更新條例，一開始政策就朝向凌駕都市計劃法的方式，並且開始思考以強制參與的機制(聯

合報，1991,5,6)。10這個過程，從都市計劃體制不夠彈性，卻不從都市計劃內部機制變革著手，

導致創建都市更新條例，進而毀壞原有都市計劃體制，恐怕始料未及。 

由於都市更新為特別法，等於凌駕原有都市計劃的控制，導致都市發展控制失控。都市更

新一旦可以架空都市計劃，變成住宅重建亦可架空都市計畫。另外都市更新已與房地產景氣搭

上線，則逐漸打造住宅重建與房地產可以架空都市計畫的論述，於此更有力資本積累。 

除了規劃知識與技術官僚規訓，政治被新自由主義的規訓也起了相當大作用。 
1999 年 5 月馬市長在面對市政不滿意，都市更新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自我檢討則認為主要是效

率問題。(聯合報，1999,05,04)。 

「萬華都市更化緩慢 馬要求公權力介入」「看不下去的馬英九當場裁示，要發展局將目前定期在市

政會議尚提報的都市更新報告，單獨成立專案會報，每月召開會議，一項一項來盯…」(自由時報，

2003,11,07) 

隨著政治對於都市更新注重，老舊地區環境不良與都市機能調整的協助，一方面為老舊地

區帶來資源，但卻更鞏固新自由主義的主體與結構。 

 

(三)獎勵民間參與知識建構與政治 

                                                
9 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涉及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者，應於依法變

更主要計畫後，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其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不違背其原規劃意旨者，或僅涉及細部

計畫之擬定、變更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先行依第十九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據以推動更新工作，相關都市計

畫再配合辦理擬定或變更。」 
10有趣當時報紙報導是政府強制收買，並非後來以政府行政協助民間。這當然涉及另外一個機制，即當時將都市

更新開發形式，分成政府規劃、地主出地與民間出資、政府主導與民間協助三種，依報導內政部傾向地主出地與

民間出資。這也是後來都市更新條例的形式。(聯合報，199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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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民間參與都市更新論述，係奠基於民間較政府有效率的意識。以此論述所建立的制

度，忽略臺灣房地產結構上其交易、資訊之不透明，房地產為非完全競爭市場，以此概念所建

立的制度，必結構性地影響都市更新推動，導致都市更新爭議。且臺灣都市更新制度設計，更

將都市更新重建的權利關係人合意、空間計劃、分配與實施，都交由民間主導。完全地放任市

場，能否取得效率?因此，市場的不透明、權利價值期待不同，使得都市更新過程，未蒙其利

先受其害。另外，交由民間實施，市場將會以利潤導向，針對亟須改善地區，往往市場不會介

入，這點可以看到目前都市更新多偏向房地產價值高的地段，老舊社區(萬華、大同)反而案件

稀少。再者，整合、計劃、分配與實施，都由利潤導向民間主導，造成制度不透明，信任度降

低，原來設定的效率，也大打折扣11。也因為市場不透明，造成少數權利人或民間於更新地區

圈地，或因為不信任造成混亂。但這樣的制度設計，卻符合臺灣房地產業者規模小及複雜政經

關係。這點可以從法令規定更新單元，從一個完整街廓為原則，在議會逐步修法成五百平方公

尺也有機會進行都市更新，可一窺真實。12 

容積獎勵的論述基礎，是希望藉由獎勵，一方面降低投入成本的門檻，一方面藉由正面列

表的獎勵方式，引導都市較公共性的發展。目前獎勵共有七項獎勵13，此種制度設計第一個矛

盾，政府認為明訂容積獎勵項目，可以降低制度不確定性，但個別獎勵間選擇與資訊落差，往

往因增加制度成本，而增加實際投入的獎勵額度，造成公共利益的增加和投入是有落差。第二

                                                
11 日本住宅更新重建係由區分所有權法為基礎，於 2002 年訂定重建促進法，其更新過程是先由區分所有權決議

完成，才由民間實施者進入計劃提出。香港重建(都市更新)則由政府成立行政法人，依法取得權利關係人同意，

並由政府核准計劃公開招標民間投入實施。 
12 1991 年 12 月 22 日台北市「台北市獎勵民間興辦都市更新申請須知」送市政會議通過，開始揭開以獎勵容

積方式與放寬高度方式，獎勵民間參與都市更新。這個轉淚點，其實開啟開發部門與都市更新政策真正接觸點。

一旦接觸資本積累力量開始調節整合。(中國時報，1988,12,23) 
13依目前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共有六項(目前送議會增加一項，為七項)。

第一項△Ｆ１：針對更新重建前建物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給予獎勵容積(所稱原建築容積，指建築物建造時，

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所核准之建築容積。)；第二項△Ｆ２：針對更新重建後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低於標準，

則將給予容積獎勵；第三項△Ｆ３：鼓勵劃定都市更新加速更新，所謂時程獎勵(更新地區（單元）公告後，一年

內 申請實施更新者，給予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七之獎勵容積；二年內申請實施更新者，給予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六

之獎勵容積；其餘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等相關規定，在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所定時程內申請實 施更新者，

給予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五之獎勵容積。 )；△F４：公益設施、協助公共設施開闢及拆遷安置之成本，給予獎勵措

施所需成本經費，經換算成容積給予獎勵(目前採正面表列，包含公益設施捐贈本市之建築成本；協助開闢毗鄰

基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所需工程；拆遷安置經費；捐贈道路用地成本及協助附近市有建築物進行整建及維護事業

所需相關經費，其額度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十為限。 )；△F５：都市景觀與開放空間獎勵(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

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建築設計、開放空間廣場、人行步道、 保存具歷史、紀念性或藝術價值

之建築及更新單元規模等因素)；△Ｆ６：安置舊違章建築戶(包含現地、異地安置或協議以 現金補償基地內舊違

章建築戶核計之樓地板面積，其額度以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二十五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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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矛盾，由於由各更新案提出計畫及獎勵項目，非以都市整體考量，而以基地權利關係人所提

出的建築計畫，忽略總體空間品質是否提升?造成獎勵結果並非最適的規劃。這好比容積獎勵

設置停車位，但最須要停車供給地方，並不見得會因此增加停車供給。第三項矛盾，獎勵項目

是由實施者(開發商)選擇，因此獎勵所產生的公共效益，是為了市場與開發利得，而非屬於社

區。第四項制度矛盾，由於權利所有權和實施者都希望得到最高獎勵容積值，希望專業者協助

取得最高容積，壓縮更新公共性與專業角色。最後一項矛盾，雙方(實施者與權利關係人)表面

爭取容積目標相同，但由於期望的時間與成本的投入不同，和取得容積的分配歧異，造成囚犯

選擇的困境，實施者與權利關係人最後反而無法取得共識。 

權利變換制度係由學術界將日本經驗納入引用，並經由技術官僚納入引用，在臺灣係主要

解決實施者(開發商)與地主與建築物擁有者之間財產權處分的問題。但權利變換在日本係放置

都市再發展或受地震威脅的老舊房屋，係一種立體市地重劃的觀念，係取得都市轉型的工具，

但在臺灣偏向有產階級其住宅改建的更新模式，缺乏正當性狀況。加上房地產交易不透明、鑑

價制度尚未成熟等…，實際上權利變換的權利價值計算與真正交易實有落差，且資訊不透明，

造成雙方不信任，更增加交換的成本，都是權利變換運用的盲點。更甚者若臺灣都市更新核心

為住宅的重建，著眼於應該是私權交換，私權交換為何要政府介入?另外若更新重建過程的財

產增值是實施者(開發商)的投入，又為何要以平等的權利交換。而這些未思考清晰的制度，政

府一味以公共財補貼(容積)，是無法得以解決。導致最後回到地方社會與政治的解決。 

 

(四)公有地強制參予都市更新 

公有土地強制參與係在過往都市建設，公有土地常不配合，所建立的制度。但公有土地不

參與原因除本位主義所造成的不配合，仍涉及該筆土地都市發展定位、歷史建物及都市土地儲

備等問題…，這涉及制度與組織學的問題，確簡化成為效率問題，而訂定法律，要求公有土地

一定參與都市更新。 

這樣制度，確造成私部門想圈地，如一筆小私人土地圈一大筆公有土地，逼公有土地強制

參與，反造成土地不能有效利用。而公有土地在此制度影響，則從消極管理公有土地調整成取

得土地利益極大化的思維，公有土地部門也將政府土地當作私有財產般，希望尋求最大利益，

公地公用的思維幾無存在。某種層面都市更新這項機制，加速公有土地管有機關的私有化的進

程，從房產處分，進一部內化其市場自由化的思維。 

從上面的整理可以了解，都市更新體制建立過程，似可反思臺灣本土規劃方法論的困境與

迷思。但這樣知識墮落，其實是新自由主義與現代性，對於規劃專業者的知識規訓，進而被政

治穿透與動員，讓治理權力穿透並進一步建立異化的現代性主體。 

 

(四)媒體作為治理術的傳聲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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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06 月 10 日建築投資相關公會代表面見行政院長蕭萬長，處理砂石短缺，希望政

府鬆綁都市計畫、放寬容積，加速推動都市更新(工商時報，1998,06,11)。這則報導在有記載

的報紙新聞，是第一次建商公會直接與行政院院長會面與施壓。新聞報導更以建築為火車頭工

業、選舉與建商密切關係，指出都市更新應該受重視。之後媒體以都市更新帶動發展與成長的

報導持續報導。都市更新在媒體報導從 60 年代理性規劃、70 年代 80 年代處理都市化危機，

已成為國家產業發展與資本積累調解的解決藥單與通路。這樣論述成為媒體報導，進一步傳達

都市更新與個人發展息息相關訊息，逐漸影響大眾對於都市更新的看法。 

 

(五)技術官僚與專業的矛盾 

1996 年 08 月 28 日報導經建會劉玉山14副主委說明推動都市更新是因應房建業低迷，都

市更新要朝向容積放寬方式鼓勵都市更新，會後劉玉山說明「租稅優惠與低利貸款的提供，財

政部等部會都有意見」，所以才(不得已)容積獎勵方式推動都市更新。並選定七處辦理都市更

新。(聯合報，1996,08,28)，這段新聞可以了解台灣財政手段不在經濟與規劃掌控的現實，而

且規劃部門技術官僚是了解以容積獎勵等公共財投入的問題。但技術官僚是同意以民間參與都

市更新的觀點。 

 

伍、都市更新與政治動員的藝術 

一、都市更新作為空間不均衡發展困境的政治動員 

1984 年 12 月 12 日民生報 陳明竺說明東區新建設與西區發展落差的問題，開始建議西

區都市更新。(民生報，1984,12,12)，這項報導顯示空間專業界已經注意台北市地理不均衡發

展。1994 年成立台北市第一家由企業家與政府官員組成「都市發展基金會」，市長黃大洲擔任

名譽董事長、都市發展局長蔡定方擔任顧問，並有 20 家營造建設公司發起，籌資一億元新台

幣。執行長則為大學都市發展相關教授，其機構目標即是推動都市更新 (經濟日報，

1994,03,09) 。可見相關都市更新法令調節，以漸符民間資本邏輯，並且開始進行民間社會的

整合與制度化。1994 年 04 月 08 日報導一方面鼓勵市政府獎勵容積方式，並且引用建築業界

的看法，除鼓勵市府朝這方向推動都市更新，更希望中央都市更新條例有關強制法條通過，讓

都市更新更為有效率。(經濟日報，1994,04,08)顯見都市更新意義已經成為營建市場的一部

分，民間參與從協助都市更新，逐步被引導成為掃除民間參與更新障礙的法令。 

在 1980 年代快速都市化後，城鄉不均衡發展、資本積累已逐漸改變台北市城市地景，空

間專業界與技術官僚開始討論老舊西區的都市更新議題。1996 年 12 月 30 日台北市政府說明

1997 年為都市更新元年 (中國時報，1996,12,30) 。都市更新遂因空間不均衡發展，成為市

政核心。 

                                                
14 劉玉山曾是 UHDC 當時訓練規劃技術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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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0 月第二任民選市長選舉，首次以都市更新為攻防重點，不同陣檔雙方陣營都

贊成辦理都市更新，陳水扁陣營希望可以加速與容積獎勵推動都市更新。馬陣營則針對老舊社

區都市更新提出策略(中國時報，1998,10,24)(圖四)。據當初參與選舉的訪談: 
當時陳水扁團隊認為他們缺乏中產與東區的支持，而老舊社區一直支持民進黨。於是馬英九團隊討

論選舉，覺得應該從老舊社區窳陋的問題切入選舉。…最後並提出「翻轉軸線 再造西區」的選舉

口號。(訪談記錄) 

 
圖四都市更新成為選舉爭論的話題 

 

二、新自由主義化與中央的選舉動員 

(一)中央選舉動員與鬥爭 

2006 年 8 月 15 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通過「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框定 46 處具更

新開發潛力的地區。並規劃編列國家翻展基金 20 億元作為都市規劃前置作業的貸款，並規劃

提供 2000 億元的低利貸款給投資者 (經濟日報，2005,08,16;民眾日報，2005,11,11) 。2007

年總統選舉前行政院推「一周一利多」，7 月 4 日宣布啟動四大「指標性都市更新案」，粗估可

創造三千八百億元商機，超過十萬個就業機會。根據當時內政部規畫，「基隆火車站暨西二、

西三碼頭」、「台北華光社區」、「台北南港高鐵沿線再開發」及「台鐵舊高雄港站及臨港沿線再

開發」等四大指標性都市更新案，將被打造成「商旅新都心」、「金融管理及數位通訊中心」、「台

灣智埠中樞」及「優質住商新天地」 (聯合報，2007,07,05) 。政府推動都市更新匡定的方案，

從 1997 年起已經有三次，每次匡定案量數與經費一次比一次高，但幾乎都在選前一年提出來，

但最後這些計畫都只是空中樓閣。「政院擬大力推動都市更新，取代建商不斷推出新案，以刺

激內需」(工商時報，2006,04,06)。但每次方案都經過行政院院會，媒體大肆報導，但對於實

際執行機構、專業人力、取得土地與關係人的協調等…因素，都未提及。表面上是空包彈的都

市更新政策，但一次次推升都市更新與經濟成長的想像連結，確再次強化植入發展與成長意識。 

2007 年在總統大選前一年，政府高喊股市「一周一利多」的決心下，日前內政部規劃的

四大指標都市更新案，預計將為創造 3,800 億元商機，造就 10.5 萬個就業機會。投信法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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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產股受惠將最直接，其次則為營建、金融類股。(經濟日報，2007,07,08)都市更新更成

為了資本市場的動員，更進一步影響進入資本市場相關人。2007 年 11 月 14 日行政院院會通

過「放寬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暨健全都市更新推動執行機制擬議」，「策略性再開發地區」建

築容積率放寬後，估計未來五年將有兩百案，每案投入新台幣五十億元，共計一兆元，經濟效

益可達兩兆元，有助國家整體發展。內政部長李逸洋說，未來將由中央統一明確訂定都市更新

建築容積獎勵規定，包括項目和額度，擴大獎勵範圍，納入省源、節能、綠建築與無障礙等項

目。針對策略性再開發地區建築容積獎勵範圍，由原訂「『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

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分別擴大為「兩倍」

之法定容積，或「零點五倍」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營建署長林欽榮指出，有關都更執

行機制，將增訂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之一，明定主管機關得委託或委任其他政府機關或公

營事業機構辦理公開評選作業，其程序適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此外，也將請工程

會修正促參法，將都更納入促參範圍。(中央社，2007,11,14) 

當然這樣的將都市更新視為經濟成長一部分，在政治想像與動員，也逐漸讓經濟專業引起

議論，在 2007 年 07 月 22 日工商時報社論「…張內閣開張後，不管是行政院自己發動，或是

來自總統府、民進黨內部的策動，諸多政策明顯偏向活絡股市、房市，應是全體國人看得到，

乃至感受得到的「業績」。在大大小小的決策中，曾經引起朝野注意以及期待的至少有以下幾

件：中央銀行道德遊說相關業者把資金留在台灣，用投資國內股市的行動證明「愛台灣」，具

體的政策包括管制匯率與利率，「強迫」資金投資在台幣資產上；政策決定放寬自用住宅土地

增值稅優惠稅率一○％的使用限制，由原「一生一次」放寬為「一生一屋」，當然有利促進房

地產的換手與週轉；放寬外籍員工租稅優惠，包括外籍員工返鄉支出等都不列入薪資課稅；同

意將物流業五年免稅列為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雖然數十億元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可能因而泡

湯；五百坪以上的國有財產地恢復釋出，增加房地產業者的「原料」供應與揮灑、炒作空間；

選定南北四大區塊推動大規模的都市更新，商機號稱數千億元；推出農村改建方案及法案，研

議斥資一千億元改善農村及釋出一萬公頃農地興建田園住宅社區，給予忙著興建豪宅的國內營

建業者及民眾更大、更美、更有利可圖的發展願景；放寬保險業者投資限制，為股市及房市增

添活水；勞退基金提早進入股市；放寬境外資金匯入審查機關及程序，藉著縮短時間便利外資

來台投資；研議修改貿易法，將以往補貼贊助工商團體的措施，放寬為補貼個別廠商，以利出

口拓銷；研擬撥用龐大預算照顧中小企業及推動醫療服務國際化計畫…等。」，社論進一步論

述「坦然言，此些一周一利多的政策，很多早就應該列入例行的、制度化的改善投資環境施政

中推動，譬如放寬外人及外資來台規定，但不知為何延宕迄今；有些決策，我們認為雖然立意

良好，譬如推動都市更新及加強輔導出口廠商，但涉及法規鬆綁及改善行政效率，即使立即著

手實施，恐怕也要假以時日才能看到成果；有些政策，主要以提供稅負減免為誘因，譬如放寬

自用住宅土增稅優惠稅率適用為一生一屋、提供興建田園住宅社區租稅優惠、放寬物流業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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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課徵，乃至持續、大量標售國有土地，不思採取包括設定地上權等方式來有效、永續利用國

有地，我們認為對國家財政、資源的傷害及威脅甚大，遑論助益經濟成長率的提升，中經院乃

至未來其他經濟機構的預估數據不能反應一周一利多政策，也就理所當然了。」(工商時報，

2007,0722)，選舉語言和治國成了口號。 

在經濟界對這樣經濟議題成為政治選舉，也開始憂心 2007 年 10 月 7 日聯合報社論「就

在世界各大經濟體全力預防房地產泡沫化的當口，台灣的主政者卻是反其道而行，頻頻動用各

種可能的工具撐持房地產市場景氣於不墜。房地產與經濟景氣緊密連動，交互影響，健康的房

市蓬勃發展自所樂見；但供需有其市場法則，景氣循環亦有定軌，健康的調整原是經濟發展可

長可久所必須，逆向而行反將招引市場更大的反撲，強撐景氣的政府應有所警惕。」「在明年

總統大選爭戰日烈的關鍵時刻，執政黨那能容忍房地產在此際啟動景氣循環，那怕是良性的、

健康的、必要的，也依然被視為無法接受的眼中釘。因此，素有經濟瞭望台之稱的經建會，竟

刻意低調發布房市警訊，主委何美玥更特別召開記者會，撇清委外性質的住宅需求報告非經建

會指標等，完全失去立場及有負經濟預警之重責；行政院更藉了解美國次級房貸風暴衝擊之

名，暗示銀行不得緊縮房屋貸款，迫使公股行庫遵行；財政部、金管會等則承意對民營銀行業

者進行道德勸說，全力為房市景氣掃毒。」。(聯合報，2007,10,07)，可見經濟界市場派開始

產生疑慮。但平心而論作為公平正義或介入市場派的都市規劃相關知識界與專業，卻僅有少有

的批評聲浪。 

2007 年總統選舉期間，兩個主要整黨候選人的經濟政策，馬英九主張「經濟成長、就業、

穩定物價」三位一體，而以「愛台灣」12 項建設，作為他的行動方案。謝長廷認為一味追求

經濟成長率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將就業排第一，穩定物價排第二，經濟成長排第三。 

當時在報紙社論報導: 
「雖然一味追求高經濟成長率，引發通貨膨脹不好，但沒有經濟成長，哪能創造就業機會？台灣在

民國 50 年至 61 年的 12 年間，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 10.2%，是工業國家平均成長 4.6%的兩

倍以上；而同時期台灣物價每年祇上漲 3.3%，與工業國家上漲 3.5%比較，毫無遜色。如此在穩

定的基礎上，追求較高的經濟成長，才能將失業率降至 2%以下，人人有工作，大家都能安居樂業，

那有什麼不好？那段時期才是真正的幸福經濟。」 

「謝長廷批評馬英九的「愛台 12 項建設」，以公共工程帶動經濟成長的凱因斯理論已不合時宜，

未來大建設應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很顯然謝長廷未看「愛台 12 項建設」內容，就盲目提出批評。

馬陣營之所以提出「愛台 12 項建設」，最重要的是彌補民進黨執政七年多來公共投資年年負成長

的不足。而且在政府投資 2.65 兆之中，除部分硬體建設外，也有許多軟體的配合，如人才培育、

建設全世界第一無線寬頻國家、建構智慧交通系統及智慧生活環境、綠色造林、農村再生等等；而

謝長廷強調的要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重視中小企業及都市更新等，「愛台 12 項建設」都已包括

在內。(經濟日報，2008,01,24) 

從這裡看到都市更新也成為中央選舉競逐的政策，雙方所提出經濟模型差異不大。但社

論所揭示人人有工作和經濟的緊密掛勾，不也正打造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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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2007 年台北市宣布年底前成立公民營合資的都市更新開發公司(中央社，

2007,08,07)。同年 2007 年 11 月 2 日分屬不同政黨的中央與台北市政府開始也在都市更新

公司政策主導權(工商時報，2007,11,02)。這樣新自由主義化的的都市更新政策，並不是新鮮

事，但重點都市更新公司，確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針對藍營立委質疑都更公司是另個鐽震案，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表示，說都更公司是另個鐽震案

「簡直是鬼扯」，都更公司必須要政府涉入，才有公信力協調都更過程中各種複雜的事情，全世界

都是如此做，台北市也要成立。他呼籲不要到了選舉就抹黑。」(中國時報，2008,03,05) 

不僅地方，中央選舉都市更新亦成為選舉議題爭奪重要場域。而其爭奪似乎脫離

不了建商關係網絡。 
「包括遠雄建設副總經理蔡宗易、華固建設總經理廖文山、冠德建設董事長馬玉山等近百位國內知

名建築界代表，昨天上午齊聚國民黨中央來挺馬。」「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王

光祥在致詞時，肯定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推動都市更新的成績」(經濟日報，2008,03,05) 

 

(二)兩岸關係、政治動員與都市更新 

在國家發展主義的主軸，形構都市更新政策，成長意識成為共識下，都市更新成

為政治動員訴求。同時，全球化與大陸快速成長，在兩岸競爭的矛盾，新自由主義的意

識將現象簡化，都市更新成為兩岸經濟政策一環。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昨（4）日再提出開放陸資來台購買不動產時間表，馬英九表示，就任

之後半年內開放陸資來台購買不動產，應該沒有問題。」「馬英九說，兩岸關係正常化，是他施政

的主要目標，只要政策改變，就可以立竿見影帶來商機，他向業者保證，很快就可以實現，同時強

調，他個人別的長處沒有，但是「一定說到做到」。」(經濟日報，2008,03,05) 

「準副總統蕭萬長在「兩岸經貿圓桌論壇」上向大陸 TCL、中遠集團等十家實力型陸資企業介紹「愛

台 12 項建設」，鼓勵他們多看台灣的投資機會。」「台灣的兩岸經貿政策蘊含在全球連結的思維下，

未來不只有開放政策，也有更多的鬆綁措施，「台灣歡迎大陸觀光客，也將開放陸資來台長期投資。」」

「蕭萬長說，台灣將在未來八年內，投入 3.9 兆元推動包括交通、都市更新、產業創新走廊等公共

建設，扣除政府投入的 2.6 兆元，剩餘的 1.3 兆元要鼓勵私人投資或採行 BOT。一旁的陳德銘笑

說，現場有很多的大陸實力型企業，可以一起來挖掘台灣的商機。」(經濟日報，2008,04,14) 

「侯博文委員在會中質疑萬劃區都市規劃進度，認為老舊社區公寓改件速度太慢，他舉上海、北京

的舊城改造為例，一年下來可以更新三千萬坪的土地，…公權力應強制介入」。(自由時報，

2003,11,07) 

經濟市場與效率，開始成為兩岸發展比較，甚至操作不可以落後大陸思維，而加速鬆綁與

開放，已鞏固經濟發展治理術。權力巧妙利用兩岸關係，持續生產與治理身體。 
 

三、地方選舉動員與都市更新 

1997 年 02 月 04 日陳水扁市長參加中山區都市更新事業開工儀式，報導說明都市更新

應該更私有化、獎勵容積，並且開始與不同政黨的中央的都市更新進行批評。(聯合報，

1997,02,05)都市更新已經成為政治競爭與語言，有趣是中央/地方、執政黨/反對黨，都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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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都市更新，雖然相互批評，但朝向民間參與、獎勵容積與效率地推動的方向卻一致。 

1998 年 10 月第二任民選市長選舉，首次以都市更新為攻防重點，雙方都贊成辦理都市

更新，陳水扁陣營希望可以加速與容積獎勵推動都市更新。馬陣營則針對老舊社區都市更新提

出策略(中國時報，1998,10,24)。並且提出「翻轉軸線再造西區」的政策，對於老舊社區進行

相當精準的動員，但由於一般民眾將「翻轉軸線再造西區」想像是東區那種現代化高樓地景，

這樣政策雖吸引對於西區的資源分配與政府的投資，但卻強化現代化地景的意義，為未來以房

地產導向的都市更新型態提供養分。1998 年 11 月在市長競選期間，台北市政府審議通過二

十多處、十六公頃的都市更新地區。並提出都市更新五大政策:「成立都市更新處」、「設置都

市更新基金」、「執行大同、萬華都市更新整體計畫」、「購置成屋作為都市更新安置住宅」、「訂

定都市建設暨都市更新基金收支及保管管理要點」。但學者卻提醒這樣以開發導向之都市更新

是不符合趨勢(中國時報，1998,11,10)。這則報導是有記載的報紙新聞中第一次都市規劃學者

反對此項政策。但諷刺過去幾十年都市更新向資產與市場的轉向，為何沒有被反對?難道是新

自由主體以規訓專業與學術? 

2002 年年底第三屆民選市長選舉，都市更新仍為選舉議題的討論，李應元以松山機場遷

建與中山大同都市更新為選舉核心策略 (自由時報，2002,11,07) 。執政馬英九市長則以翻轉

軸線都市更新為選舉策略。可見都市更新背後都市意義想像，是愈來愈深入市民。雙方差異不

大的都市更新策略，卻在松山機場開放大陸直航的想像，松山機場都市更新支持與不支持，巧

妙動員兩岸關係。但雙方不同都市更新細節，卻巧妙的向資產建商輸誠，其推動房地產的決心。 

2006 年 7 月第四屆台北市市長選舉，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競選台北市市長，以「Taipei

正向思考」為主題文宣，文宣強調「5 個月來走遍台北市 449 個里…，陽明山現建、設子島遲

不開發也不改建、容積率管制阻礙都市更新、市府應幹羅斯福路公車專用道、室內中央政府土

地辦濫賣建商財團…」(中國時報，2006,07,26)。2006 年 8 月 9 日參選宋楚瑜市長更以「市

政府可以讓台北一○一容積高達八○○％，卻只給這些低收入戶改建容積二二五％，這是社會

的不公平」(自由時報，2006,08,10)，這個高明政治語言，透過媒體傳播，將都市容積公共分

配，巧妙轉化成為土地財產，並將容積差異對比不公，讓都市更新給與容積成了正義，一旦正

義成為都市更新獎勵容積。而過去新自由主義知識系統下的都市更新獎勵民間投資，則正巧地

結合，正當化了都市更新的資產遊戲。都市更新儼然是一個歷久彌新的治理術。從這些報導可

以了解，民選市長的選舉策略，主要是回應多數人的訴求，而此時的「人」，則成為重點。在

過去發展型國家模型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人從傳統走向現代，而現代台北人，卻被知識、土

地觀被異化，加上資本邏輯火上添油，市民從殖民現代性下規訓的人，變成異化的現代人，成

為追逐房地產邏輯的現代台北人。這樣交互作用下，選舉都市更新往往成為動員人的重要工具。 

2007 年 7 月 24 日台北市長郝龍斌昨日宣布，北市將推動「合理調整容積率、促進都市

再生」政策，將放寬容積獎勵，透過分區、分階段，釋出目前尚未利用、約三千公頃容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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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為主、政府為輔的方式，促進老舊社區都市更新，進而帶動都市再生，強化北市競爭力。」

(工商時報，2007,07,25) 2007 年 8 月 7 日繼宣佈台北市在年底前將分區、分階段釋放三千公

頃容積，以推動都市更新(中央社，2007,08,07) 

台北市推動都市更新與招商動作連連，市長郝龍斌今天與國內多位開發與建商代表在市

府座談，重申放寬容積獎勵，促進老舊社區更新的政策。他也表示，已指示相關單位，雖然釋

出容積相關規劃預計年底完成，但「明年一定要有建案動工」，更新過程中也不容許有釘子戶

拖延開發時程。(中央社，2007,08,27) 
 

四、都市更新作為都市治理策略 

上節的分析，在前三屆台北市長選舉，都市更新議題核心為老舊窳陋地區的環境改變為

核心。到 2006 年 7 月第四屆台北市市長選舉，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競選台北市市長，以「Taipei

正向思考」為主題文宣，文宣強調「5 個月來走遍台北市 449 個里…，陽明山現建、設子島遲

不開發也不改建、容積率管制阻礙都市更新、市府硬幹羅斯福路公車專用道、室內中央政府土

地辦濫賣建商財團…」(中國時報，2006,07,26)。 

到 2007 年 7 月 24 日台北市長郝龍斌昨日宣布，北市將推動「合理調整容積率、促進都

市再生」政策，將放寬容積獎勵，透過分區、分階段，釋出目前尚未利用、約三千公頃容積，

以民間為主、政府為輔的方式，促進老舊社區都市更新，進而帶動都市再生，強化北市競爭力。」

(工商時報，2007,07,25) 

2009 年台北市政府為了舉辦國際花卉博覽會以及推動都市改造，選擇一個以視覺想像的

都市治理策略。於 2009 年 4 月 1 日推動「台北好好看」政策。 

「北市明年舉辦花博，為了更新市容，北市府推出「台北好好看」計畫。根據評估，透過

公私部門合作，將增加 30 公頃開放空間，並創造新台幣 6000 億元的經濟效益、1 萬多個工

作機會。」、「郝龍斌表示，藉由「台北好好看」計畫，政府投入少數預算補助，以容積獎勵為

觸媒，簡化行政流程，以及配合行政協助，帶動民間擴大參與及投資效應。」、「北市府表示，

「台北好好看」涵蓋 8＋3 個系列，預定期程由今年 3 月直到明年底。8 項系列計畫為 「台北

地標建築，增加開放空間」、「北市環境更新，減少廢棄建物」、「好區位新風貌，清理老舊牆面」、

「好店家美招牌，美化廣告招牌」、「看見友善校園，亮麗學校圍籬」、「都市空地利用，綠化閒

置空地」、「市容夜景魅力，照亮夜間景觀」、「展現公共藝術，彩繪公有建築」。3 項整合計畫

為「 新穎道路街景，整合道路景觀」、「風華水岸景觀，整合水岸資源」，以及「貌現政府活力，

整合公產領航」。」(中央社，2009,04,01) 

此時都市更新已經不是老舊窳陋環境與不均衡空間發展調整，從選舉藉由都市更新向成長

聯盟輸誠，並進一步從景觀美化驅動現代性的幽靈，動員著市民。 
 

陸、都市更新矛盾背後的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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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運動對於都市更新的影響 

在都市更新政策成為政治的重要角色之前，台北市有幾場重要的社區運動。1980 年代台

灣解嚴以來，社會力量的釋放。台北市從爭取集體消費供應和環境品質（無住屋者運動、交通

服務、七號公園開發方式、關渡平原生態保育、大理街地區發展等）、反對鄰避設施與開發風

險（垃圾掩埋場、色情行業、加油站、變電所、山坡地開發等）、史蹟保存（紫藤蘆、剝皮寮、

四四南村、建國啤酒廠、松山菸廠、北投溫泉博物館等）、反違建拆遷（十四、十五號公園、

寶藏巖），乃至於特定弱勢群體的生活和工作權益（公娼、同志）等議題，累積形成了臺北市

民抗爭與社會運動的豐富經驗，培養出不少投身運動的組織和團體，形成萌芽中市民社會的骨

幹。1990 年代中期以後，另類認同的社會運動，如寶藏巖、反廢公娼運動及樂生案，顯現社

會運動多元性（黃麗玲，2003）。以上這些社會運動呈現都市與社區危機，為何九 0 年代卻有

獎勵民間參與都市更新、容積移轉、開發容積獎勵、聯合開發等創新的制度?15 這些都市社會

運動其複雜且豐富經驗的背後，展現的是臺北市空間再現過程中市民社會的浮現?還是有一隻

「看不見的手」，在那或隱晦或張揚地主導著都市空間的生產。 

1997 年 03 月 02 日台北市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抗爭報導，以市民主義為競選口號的

第一任民選市長陳水扁市長，面對以排除為核心的現代都市計畫，卻執意推動開闢公園計畫(聯

合報，1997,03,02)。經訪談當時認為民進黨給人有反商、反中產階級的印象，所以希望藉由

開闢公園來打破印象，而且公園上的原佔戶都是眷戶，不太會投民進黨的票(訪談記錄)，顯見

都市計畫並不是理性工具，而是政治動員的工具。而十四十五號公園的開闢，最後衍生出社會

運動，但當時正逢第二任民選市長選舉，於是成為選舉的宣示場所。  

另外一個重要老舊社區的社區運動-「大理街社區」。大理街位於台北歷史發源地萬華區，

過去在日據時代為農業工業化，為台北糖廠所在地。1960 年代則成為台北快速都市化，城鄉

移民的落腳地，由於鄰近萬華火車站。故大理社區並提供城市中心的工業用地，如印刷業(中

國時報總部與工廠)、成衣批發與鐘表批發。隨著城市經濟再結構，台北市政府開始推動大理

街都市計劃案，剛開始是政府想以醫院來引動地區發展，但卻與社區需求脫節，於是居民開始

以社區公園為訴求，進行社區運動。2000 年 11 月 21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大理街都

市計畫。社區運動爭取到公園用地。 

社區以此為起點，並逐步與地區文化認同(糖產業文化)結合，發起保存運動。並順利指定

製糖工廠為歷史建築。但大理街社區運動的過程，其運動策略以市長與中央選舉的矛盾中，取

得資源並持續動員，順利取得公園用地、成立文化協會並保存古蹟。但由於政治壓力，公園用

地取得是以台糖用地容積移轉到他處，以及中國時報總部違規使用合法化，讓中國時報回饋開

闢經費。於是政府也用政治解決問題。而這樣的政治藝術背後，則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巧妙

                                                
15 黃麗玲(2002)在臺北與香港都市更新政策的比較，發現香港在七 0年代消失的社會規劃師取向，卻在九 0年代

介入，成為香港推動都市更新重要機制，這與臺北經驗是相當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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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運動、文化認同與古蹟保存接軌。 

於是由在地社區運動爭取的公園與古蹟，確以培育文創之名，提供給非社區的明華園歌

仔戲團經營管理，原有的社區運動者則被排除在外，以文創之名收編文化保存活動。另外，以

都市更新容積移轉所取得的公共社區，亦啟動社區現代化的想像，社區認同卻轉化成為重建蓋

高樓的都市更新運動。 

另外，在台北市西區另一邊，信義計畫區也同時進行眷村保存運動，四四南村位於台北

市信義計畫區旁，為早期眷村，都市計畫為學校用地，眷村保存運動一開始就面臨現代性的矛

盾，保存運動與居民希望開闢為公園的需求產生矛盾，「在昂貴的信義區拿三公頃當古蹟 老

人、小孩卻無處去 專家學者的歷史觀點 為打動公聽會上的居民…」。(自由時報，2001,03,10)。

四四南村在保存運動奔走，最後得以保存，但失去社區脈絡的地方(place)，今日卻成為文創

跳蚤市場，是一個文創飛地。 

同樣在台北精華地段大安區，錦華里林務局宿舍面臨拆除重建，里民開始整合並保存(自

由時報，2004,01,15)，社區運動不但保存了宿舍，變成社區中心。2010 年都市更新熱潮，大

量體的都市更新案，社區開始集結反都市更新。 
元利建設打算在北市和平東路、金山南路口，興建 38 層樓的超高豪宅，周邊住戶質疑，這個建案，

獲得北市府 56%的停車、都市更新、及開放空間容積獎勵，今天(2 號)十多名周邊居民，到北市府

大樓前抗議，居民質疑，住宅區不應該有開放空間的容積獎勵，另外建案距離捷運站只有 330 公

尺，北市府還給予停車容積獎勵，根本是濫發獎勵，建商則回應，一切都是依法申請。(中國時報，

2010,04,02) 

錦華里社區運動經驗的主體，是以當地社區生活為核心。因此，新自由主義化的都市更

新無所遁形，集結與抵抗。目前逐漸形成打破都市更新霸權最具破壞力，一股力量。 
緣抗告人等為臺北市政府准予都市計畫實施者即訴外人元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利公司）擬

具之「變更臺北市○○區○○段○○段 963 地號等 12 筆為 2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

稱系爭更新計畫案）之附近居民。系爭更新計畫案經相對人於 99 年 2 月 5 日以府都新字第

09930060502 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准實施。抗告人主張渠等雖非原處分之相對人，但各抗告

人之住家分別距離系爭更新計畫案約 4 公尺至 442 公尺不等，相對人准予元利公司實施系爭更新

計畫案，將影響抗告人等鄰近居民通行便利、日照、景觀、公共設施使用及房屋安全等環境權益，

並影響鄰人之生命、財產權益，乃引介鄰人訴訟觀念，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法院裁定駁回後，

提起本件抗告。…(四)綜上所述，原審以本件起訴為不合法，而裁定駁回，既有違誤，抗告論旨求

予廢棄，即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予以廢棄，由原法院重為妥適之審理。(最高法院行政裁定，

100,08,04) 

經由社區努力，都市更新獎勵是否僅為民間與權利關係人的私人領域還是公共領域，開始

有了挑戰。 

從上面社區運動的分析，都市社會運動所鬆動的制度空檔，有可能被新自由意識穿透與轉

譯(Mayer, 2006)，將都市環境品質不良的改善轉變成市場導向的都市治理方式。因此，建構

一個批判性的主體解釋學，是相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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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過去討論都市更新或從全球化、政權理論、新自由主義或新制度論者，都協助釐清資本積

累、空間修補與政治經濟條結的關係。但對於都市更新作為現代城市特殊霸權形式。為何如此

無網不利，甚至鋪天蓋地成為生活? 

此篇研究主要嘗試回到當下政治進行反思，過去都市更新的批判集中在資本積累與國家霸

權的反抗，於是以社區主義做為另類方案。但是政治背後的權力仍如影隨行，不斷變形穿透，

而這個最大幽靈不就是現代性下的主體。 
權力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征服，而被描述為一種無所不在、人人深陷中的「場」，個體深處知識-權力

「場」中被重新塑造和被徹底奴役。(劉永謀，2009) 

起源研究深入肉體。譜系學認為，過去的事件在肉體上深深地打上了烙印。歷史最直接的作用不是

思想，而是肉體以及所有深入肉體的東西，比如食物、氣候和土地。 (劉永謀，2009 ,P92) 

Harvey 認為，一旦此特定內容及意涵的「公義」概念或得其時空的社會共認，制成律例

(constituted)，便會客觀地在這社會中對人們施加控制；同時，這特定的「公義」落實成為「建

制」(institutialize)，則所有相關的社會組織及進程(social process)，皆要受其法律上的監控。(郭

恩慈，2011,p:54-55) 

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都市更新意義經由空間治理術的穿透，作用與再作用在空間、制度。

本文有幾項初步發現。 

首先，台灣國家發展主義的主導下，都市計劃體制為維持空間再生產，由歐美引入台灣，

但在地方社會、資本、階級治理結構後的現代性主體，都市計劃一直只有部分得以施行。面對

全球經濟、兩岸等歷史變遷，都市更新作為都市計劃另類空間治理，都市更新打造成國家產業

發展的一環，以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呈現。 

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從 80 年代是以舊社區環境改造，到 90 年代係由規劃專業界，在新自由

主義影響，研發都市更新的空間治理術。新自由主義在媒體推波與舊有治理權力重整與再生

產，一方面強化有土斯有財的概念，另一方面，改造個人成為一個經濟想像的個體。於是政治

在這個過程，一方面動員房地產的經濟與社會，一方面也動員個人投入選舉。都市更新不僅是

都市政策，更成為政治動員的要角。 

台灣欠缺規劃知識主體的殖民歷史特殊性，在規畫專業與學術，潛藏著新自由主義的身

體，專業是不是受政治壓迫?還是身體的規訓。本文在規劃知識與身體規訓的討論，明顯地是

受規訓的規劃專業，亦扮演著都市更新意義的詮釋要角。只是當新自由主義主體建構深入市

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甚或則被新自由主義選擇或排除。 

台灣都市更新作為政治動員的政策，是因為特殊台灣土地、社會之物質基礎所引發。而不

僅強化資本積累，更鞏固強化新自由主體。現代的主體將土地與自然割裂出來，有土斯有財與

人定勝天生活與土地也同時被主體建構，於是生活風格黏著規劃知識、媒體、政治都在進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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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龐大的主體建構計畫，治理且再創造的現代「人」。這個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體制，不僅是

國家、資本與階級的霸權，更應已具主體批判的問題疑旨，解構異化的主體，能回應當代台灣

問題。 

 

 

 

參考書目: 

Brenner, N. and Theodore, N. (2002) Space of Neoliberalism: Urban Restructuring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 Europe: Blackwell Synergy.  

Carl E. Schorske, Fin-De Siècle Vienna, 1981（黃煜文中譯，2002 年，世紀末的維也納） 

Harvey, D. (2003)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黃煜文中譯（2007）巴黎：現代性之都，

群學。 

Harvey. D.(2008) Space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衡地理發展理論; 王志弘 譯. 

群學出版社 

Jacbs, J.(1992)”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Jessop, B. (2002) “Liberalism, Neoliberalism, and Urban Governance: A 

State-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tipode 34:452-472: Blackwell Synergy. 

Mayer, M. (2006) ‘Contesting the Neoliberalism of Urban Governance’: 

Contesting Neoliberalism: Urban Frontiers: Guilford Publications. Chapter5 

Peck, J. and Tickell, A. (2002)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24:380-404: 

Blackwell Synergy. 

孟松夫人(1967)「台灣都市更新政策-問題與途徑」，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1)「臺灣都市更新之課題與

政策」，臺北: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夏鑄九（1997）「（重）構公共空間」『身分認同與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論文集』p107-139，

牛津大學：香港 

夏鑄九(1994）「都市象徵之理論摘要」『都市中國之建築發展：1898-1937 國際研討會』

（4-6/11/199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夏鑄九（1993）『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 1987-1993』台北：台灣社會研究 

陳湘琴,黃冠欽(2007)「台灣區域計劃制度的研擬以及都市及住宅計畫小組(UHDC)顧問團

參與過程之研究」，中國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九屆第一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陳湘琴,黃冠欽(2008)「都市與住宅計畫小組(UHDC)研擬台灣都市計劃法之研究」，中國民



Urban Renewal as Governmentality 頁 23 

國建築學會第二十屆第一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郭恩慈(2011)『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田園城市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黃麗玲(2002)都市更新與都市統理:台北與香港的比較研究，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

士論文 

臺北市政府新聞處（1975）『萬大計畫』，臺北：臺北新聞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處（1984）『臺北工專北側地區更新計畫簡介』，臺北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0）「翻轉軸線再造西區」，臺北：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983）「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臺北：臺北市政府 

劉永謀，2009，福柯的主體解構之旅-從知識考古學到”人之死”，江蘇人民出版社 

漢寶德，中國時報民意論壇， 2011,09,09 

工商時報，1997,07,28 

工商時報，1997,12,11 

工商時報，1998,06,11 

工商時報，2007,07,22 

工商時報，2009,01,23 

中央日報，1997,12,28 

中央社社稿，1985,03,04 

中央社，2007,08,07 

中央社，2007,11,14 

中央社，2009,04,01 

中國時報，1988,12,23 

中國時報，1998,03,03 

中國時報，1996,12,21 

中國時報，1996,12,30 

中國時報，1997,02,02 

中國時報，1998,10,24 

中國時報，1998,11,10 

中國時報，2006,07,26 

中國時報，2008,03,05 

民生報，1984,12,12 

民眾日報，2005,11,11 

自由時報，2001,03,10 



Urban Renewal as Governmentality 頁 24 

自由時報，2002,11,07 

自由時報，2002,12,10 

自由時報，2003,06,25 

自由時報，2003,11,07 

自由時報，2004,01,15 

台灣新生報，1988,12,29 

青年日報，2008,07,13 

最高法院行政裁定，100,08,04 

經濟日報，1994,03,09 

經濟日報，1994,04,08 

經濟日報，2005,08,16 

經濟日報，2007,07,08 

經濟日報，2008,01,10 

經濟日報，2008,01,24 

經濟日報，2008,03,05 

聯合報，1998,06,05 

聯合報，1991,05,06 

聯合報，1996,08,28 

聯合報，2007,07,05 

聯合報，2007,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