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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雄做為工業城市，於 1970 年代歷經了第一次的空間重組，土地指定為生

產工具，形成其工業化地景。產業衰退後，留給高雄七十一處重度污染控制場

址，成為城市內荒廢的地景。為了維持資本循環與積累，資本積累以新的身分-

都市更新鑲崁至舊有的地理空間，舊有污染場址隨著都市更新不斷的開發再生

產，使城市逐漸轉移至後工業地景，而高雄正同時被生產、荒廢與消費的地景所

包圍。 

      本文試圖分析高雄工業化地景轉移到後工業地景的過程，包含污染場址的空

間重組、資本積累的地理差異以及縉紳化所形成的權力地景，此種再生產的地景

所造成的不均地理發展，正是揭示出資本積累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態之間內在

間矛盾的過程。 

 

  

關鍵字： 高雄 （Kaohsiung）工業地景(industrial landscape)、不均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 

development) 



 

 

 

 

 

 

一、前言 

      民國 35 年，高雄中油煉油廠在位於後勁的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荒廢的舊址

上設立，開始生產石化工業，民國 39 年，中國湖北的 26 兵工廠，隨著國民黨

拆遷撤退至高雄前鎮，轉而成立台灣首座生產化學肥料的工廠-高雄硫酸錏公

司 。接著台鋁、加工區、臺肥、南亞、台塑、南部火力發電廠相繼設立，高雄

以工業生產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生產的同時也在其地理區域之上建立工業資本主

義的地景。 

      隨著全球經濟重構（economic restructuring），如同全球其他工業城市地景

生產與變遷，舊有工業用地逐漸移離或廢除，遺留給城市大規模衰退的工業地景

與重度污染場址，如中油前鎮廠、台塑前鎮廠、中油苓雅儲運所、硫酸錏工廠

等，其廢棄工廠場址的土地與地下水佈滿汞、苯、二甲苯、鉻、砷、銅等重金屬

污染，這些土地區域位處於市中心精華地段並佔地龐大，為了連結全球資本發

展，土地必須不斷開發再生產以維持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的競爭力，政府以都市更



新(urban renewal)對都市地景大幅的去工業化，原本生產性地景在政府與專業規

劃師的大力改造下，逐一轉變為後工業（消費）地景，污染控制場址被納入市政

開發計畫，開始進行一系列公園綠化、大型購物中心、商辦大樓與水岸觀光休閒

文化設施等地景改造，這種土地再生產的過程，不只關連於都市經濟政治、空間

表徵與地景重塑，同時也反映了資本積累與空間重組的結果。 

      本研究以高雄污染控制場址與其後工業地景再生產過程為研究對象，如同大

衛．哈維指出，資本積累向來就是一個深刻的地理事件（David Harvey，

2005:23），在戰後工業經濟發展時期，高雄被指定為工業城市，生產的力量為

土地帶來創造性破壞，2010 年縣市合併之後，高雄共計有 71 處污染控制場

址，位處市中心的污染場址，在地理區位上具有鏈結資本再生產的價值，政府著

手進行一系列都市更新計畫，污染場址持續性地理擴張，加速資本積累的過程，

而位處地理邊緣的污染場址則因不具開發價值而成為都市荒廢的地景，私人工廠

的污染場址，則搭上公私合夥的都市更新列車，轉賣變更為商業區的土地而獲得

高額利潤，而其污染後果與整治成本，卻由市民共同承擔，本研究即是試圖去理

解土地不斷再生產過程中，資本積累鑲崁於城市地景的過程。資本積累作用於社

會結構與日常生活網絡之中，並加劇城市之不均地理發展。此種再生產的地景所

造成的差異景觀，正是揭示出資本主義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態之間內在間矛盾

的過程。 

 

二、差異的景觀-後工業地景再生產 

過去 20 年來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試圖準確地追蹤這樣一個過程，試圖瞭解資本如



何在某一點上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造一種地理景觀，但最後為了調節它自己無止

境的積累動力、強大的科技變革以及劇烈的階級鬥爭形式又不得不摧毀它。

（David Harvey,2008:178） 

      1950 年代開始，台灣開始接收美國「毒物輸出」的石化工業，指定高雄做

為重石化工業生產之城市，並成為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基礎，由國家機關與外資

（美資）所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將土地資本轉換為工業資本，高雄歷經第一次

空間重組，由農村地景步入工業生產地景，從此大煙囪、黑煙、外星基地般的工

廠與滿街林立的加水站成為高雄地理景觀的代名詞。 

      1990 年代全球經濟產業重組，高雄工業生產從全球資本生產市場轉移，工

廠逐漸移至東南亞設廠，資本往地理/空間剩餘價值高的地方移動，如同 David 

Harvey 在其地理學批評性重構裡指出，地理的重新安排和重構、空間策略和地

理政治因素、不均地理發展等，都是資本積累和階級鬥爭動態的關鍵方面(David 

Harvey,2005:31)，高雄工業勞動力的減退以及工廠關廠與外移，連結經濟與社

會結構的改變，同時也造成地理景觀的重塑，而資本積累則需透過地理/空間的

重組與市場重新連接(David Harvey,2005:32)。原有土地生產功能移除與消解，

與經濟生產的衰退，使得地方政府必須做出挽救市政經濟的政策，一方面為了解

決生產所造成的創造性破壞，以及所遺留下來的都市生態環境問題，另一方面為

了搭上全球化消費性觀光經濟列車，城市開始進行大幅度地景改造，高雄從生產

性地景開始重塑成後工業地景。 

      2000 年開始，高雄為了擺脫過去重石化工業所製造出來的工業地理景觀，

開始進行第二次空間重組，政府與企業開始一連串去工業化計畫，從愛河景觀整



治開始，到水岸經貿城市再發展，以及高雄港舊碼頭港邊再造工程，龐大的市政

預算投入打造市民想像的都市美景與經濟發展神話。地理重塑過程中，變動最為

劇烈的是位於前鎮區的多功能經貿園區計畫範圍，在去工業化的政策下，前鎮區

開始進入全球化消費結構，IKEA、好市多、家樂福等大型購物中心接連設立，

並與夢時代連結形成一個廊道的消費圈，夢時代購物中心更號召週遭土地地主包

括台糖、台肥、國泰化工、東南水泥、中石化等，組成「高雄 DC21（Dream 

City 21，21 世紀夢想城市）地主開發促進會」，共同開發周遭近百頃土地1，高

雄軟體科技園區花費鉅額建設，而至現今，其產業結構唯一支撐發展的美夢是等

待鴻海集團資金的進駐，大多數高雄市民不曾進入耗資建設的軟體科技園區之

中，但卻透過電視劇痞子英雄裡的主角所住的場景，而窺見高樓瞭望海港城市的

權力美景，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計畫範圍內，遍佈污染控制場址，這些污染控制

場址因整治計畫未完成或無法完成而閒置，與周遭的購物中心及軟體園區形成強

烈的對比，民國 88 年計畫推動迄今，仍有許多土地未完成開發，整個水岸城市

與海空雙城經貿計畫所打造出來的願景藍圖，正同時被生產、消費與荒廢的地景

所覆蓋。 

從歷史與地理來看，高雄地景生產的歷經三個階段走向： 

第一階段：作為國家機關政策指定之生產性地景，同時包含勞動結構、經濟分工 

、地理擴張； 

第二階段，作為資本生產地景所帶來創造性破壞的污染整治場址與形成之荒廢地

景，形成城市生態與環境的黑暗帶； 
                                                        
1
吳秉鍇，20100329，〔夢時代組高雄 DC21 地主開發促進會〕，經濟日報，取得日期 20110824 

http://edn.gmg.tw/article/view.jsp?aid=253341&cid=47 

 

 



第三階段，以都市更新與企業體聯手開發的持續性地理擴張，大型購物中心、 

停車場、綠地、商辦大樓與中產階級房地產所建構之後工業消費地景。 

      地景生產並非只是視覺化的表徵，資本生產不只涉及歷史的進程，同時也包

含空間重構、地理擴張與資本擴張，資本積累作用於社會不斷動態積累的過程，

正是造成不均地理發展的結果。 

 

二、不均地理發展 

      不均地理發展牽涉全球化許多面向，追溯至馬克思，所謂的不均發展

（uneven development）即是一種資本積累的法則，奠基於經濟、地理進程、

階級、區域與全球化之上，而 Neil Smith 也指出，不均發展是資本主義內在矛

盾在地理系統上的反映2，David Harvey 更進一步運用歷史地理唯物論分析法來

分析。他首先就提出不均地理發展反應了不同社會群體將其社會性模式，於物質

上鑲崁到生活網絡中的不同方式，這種生活網絡就是不斷演變的社會-生態系

統。（David Harvey,2008:73）。 

       為了理解地景再生產所造成的差異，就必須理解社會-生態網絡的物質鑲崁

過程。David Harvey 認為不均地理發展建立在四個條件之下，包含資本積累過

程於社會-生態生活之網中的物質鑲崁、奪取式積累、資本積累於空間和時間中

的規律特質以及在各種地理尺度上的政治、社會與階級鬥爭 (David 

                                                        
2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1990:ch 3. 
 



Harvey,2008:70) 。本研究試圖從高雄後工業地景再生產過程，其鑲崁於經濟-社

會與空間-地理之間的關係之中，去理解其中的動態結構過程，污染場址一方面

作為工業生產時期遺留之毒，同時也承載國家經濟發展的神話，工業造成了城市

地理與土地上的生態錯亂，政府以國家、企業體、市民為名，用都市更新或開發

利益之名共同打造的集體消費神話，美其名是為地方帶來新生並重振經濟，但實

際上卻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但土地不斷再生產的結果，是促進了資本

積累並加速開發與地理擴張，而形成差異的地景景觀。 

 

 

 (一)市場與地方-污染場址與都市更新計畫 

前鎮 3 廠 先凍結處分權 （2005/08/16 聯合報） 

5 工廠廠址土壤重金屬污染  超標 100 都倍 （2005/08/16 TVBS） 

高市多功能經貿園區開發 輕污染土地先放行 （2009/03/11 大紀元） 

高雄廠解除污染管制 中石化將伺機開發 （2009/06/18 中央社） 

誘發多功能經貿園區投資 高市政府釋大量利多 （2010/08/18 中時電子報） 

 

要理解資本循環和積累的法則，必須追溯這些法則如何透過社會-生態的過程表

現出來，並積極的被重新塑造。（David Harvey,2008:73） 



      1996 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計劃案通過，全區計畫 587 公頃，計畫區

內包含了幾個著名工廠（中石化前鎮廠、台氯高雄廠、高雄硫酸錏廠、台塑前鎮

廠），2005 年開始，這些工廠陸續因重度污染而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污染程

度令人咋舌，台塑前鎮廠造成汞污染，至今仍是整治的燙手山芋，中石化前鎮廠

電解工廠所在位置，測到土壤汞濃度高達每公斤一萬一千六百毫克，是管制標準

（每公斤廿毫克）的五百八十倍。3當地環保運動團體正大力宣示環境正義的同

時，其生態「死區」（DEAD ZONE）的土地上，卻正在興建大型住宅大樓，在

規畫遠景及捷運經過的利多下，曾經汙染的廠商不願承擔汙染責任，卻還做著開

發的美夢。4  

      對土地的剝削不會因為對環境的污染而終結，為了迎接後 ECFA 時代，中央

與地方聯手規畫高雄海經貿城的綜合計畫，相繼大型計畫開啓，包含高雄多功能

經貿園區、海洋流行音樂中心、第 60 期與 65 期重劃區等國家級都市計劃，這

些再開發計畫看似打造了一片高雄未來都市經濟向榮的美景，包覆著經濟復甦的

神話，但穿透日常生活的表象去檢視土地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卻是資本生產邏

輯不斷循環與積累的結果。在高雄第一次空間重組時，工業化所造成的創造性破

壞，已付出極大的污染代價，工業移轉之後，當地的環保團體也強力要求政府重

視污染整治問題，還給市民乾淨無污染的土地；第二次空間重組，政府推動都市

更新，理當將空間與環境還給市民，並積極整治土地，但推動整治計畫進行的並

不是為了解決都市之毒，卻是資產階級投資與獲利的墊金石，都市更新的執行，

                                                        
3 朱淑娟、謝梅芬，20050816，〔高雄經貿園區 遭 4 廠重污染〕，聯合報，取得日期 20110820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5/08/4.html 
4 薛荷玉，20050816，〔環境污染，不容規避整治責任！〕，民生報，取得日期 20110820 
http://blog.udn.com/REACH/50386 



將原本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私人工廠土地增值數倍，無法根除整治的污染土地

以綠化或停車場方式覆蓋，周遭房地產土地價值倍增，中華路成了購物大道，家

樂福、IKEA 與好市多形成了市民的一日生活圈，夢時代前的大廣場是跨年煙火

的新興場景，購物中心與科技園區昂立的文化/經濟表徵，與矗立在旁的污染場

址形成強烈對比，然而諷刺的是大多居住於周遭的市民，從沒想過污染就在咫尺

之遙。 

污染場址與都市更新計畫表 

編號 場 址 名 稱 場址面積 土壤/地下水污染物 都市更新計畫 

1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
煉油廠內介於該廠南三路與南四路間 P-

1.6 公頃 污染範圍:P-37 油槽區圍堤內範圍土
地 

2015 後勁五輕遷廠 

2 高雄市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武
廠 

353866 1,2-二氯乙烷;順-1,2-二氯乙烯;四氯
乙烯;氯乙烯/苯;四氯化碳;1,2-二氯
乙烷;四氯乙烯;順-1,2-二氯乙

  

3 高雄市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園
廠 

320000 無/1,2-二氯乙烷;氯乙烯   

4 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園廠 66000     

5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
煉油廠工廠區 4 筆地號土地(本事楠梓區

8.465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苯;/無 2015 後勁五輕遷廠 

6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段 410 地號土地 0.0564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2015 後勁五輕遷廠 

7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苓雅寮儲運所
（公一北）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1.1697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變更為公園用地 

8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苓雅寮儲運所
（廣停）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1.3322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廣停用地 

9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苓雅寮儲運所
（特貿一 1）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1.28124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特定核心經貿專用區 

10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苓雅寮儲運所
（特貿一 2）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0.43056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特定核心經貿專用區 

11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苓雅寮儲運所

（特貿二北）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1.137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特定核心經貿專用區 

12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苓雅寮儲運所
（273 地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0.0697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60 期重劃區 

13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苓雅寮儲運所
（291 地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0.4536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60 期重劃區 

14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段 328 地號土地 0.2644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60 期重劃區 

15 原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憲德段二小
段 7 地號)交通局停車場 

0.777392 鉻;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31 重劃區（商 4） 



16 原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憲德段二小
段 33 號)交通局停車場 

0.823532 砷/無 31 重劃區（商 4） 

17 原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憲德段二小
段 34 號) 

2.650091 砷;鉻;銅/無 31 重劃區（商 4） 

18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
煉油廠工廠區後勁段月眉小段 758-1、

2.4964 公頃 苯;甲苯;二甲苯;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無 

 

19 高雄市前鎮區興邦段 62-5 地號土地 0.6736 公頃 鉻;銅;鎳;鉛;鋅/無   

20 原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前鎮分廠
廠區 

10.8088 公
頃 

鋅;汞/無  

21 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場址 0.4462 公頃 鋅/無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特貿 5Ｂ 

22 原國泰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場址 1.8703 公頃 鋅;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23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
煉油廠工廠區東門區域場址 

32.7903 公
頃 

苯;二甲苯;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乙苯/
無 

2015 後勁五輕遷廠 

2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
煉油廠工廠區後勁段月眉小段 756、

5.724 公頃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2015 後勁五輕遷廠 

25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
煉油廠北側綠帶(後勁段四小段 146-1、

6.527 公頃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2015 後勁五輕遷廠 

26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
煉油廠工廠區 

1,032,876
平方公尺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無 2015 後勁五輕遷廠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本研究整理 

 

      此種對土地的剝削與再生產，就如同生態馬克思主義者 David Pepper 所指

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分析表明，應該責備的不僅僅是個性

“貪婪”的壟斷者或消費者，而且是這種生產方式本身：處在生產力金字塔上的構

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David Pepper，2005:133）資本主義在剝削土地與

勞動力上獲得極大的利潤，為了持續資本積累，則必須不斷再生產，在自由市場

中，資源保護、再循環和污染控制由於提高生產率和使用價值最大化的動力而受

到阻礙。（David Pepper，2005:135）一方面環境主義者都指出了資本主義的

內在矛盾與成本外在化的觀點，而從 Pepper 的觀點則更明確的指出生產過程所

造成的地理矛盾與差異，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將成本轉嫁於市民，在高雄市民欣

喜於「高雄變美了」的同時，看不見的環境破敗正鑲嵌於地理之上。 



      差異的景觀與內在矛盾，也可以從延伸的都市建設計畫顯現出來，2009 年

完工的世運主場館，除了是 2009 高雄世運的地方權力象徵之外，一邊打造市民

榮耀同時，一邊承載空間神話與敗壞，政府宣稱打造後勁溪與都會公園做為世運

主場館的後花園，然而中產階級式後花園景觀背後卻是不同的故事，沿著後勁溪

自行車道水岸工程一路往上延伸，下游是後勁五輕中油煉油廠，繼續往上是台塑

仁武廠，後勁五輕與林園六輕仍是城市中運作中的怪物，後勁居民與當地環保團

體仍持續為 2015 年後勁五輕遷廠抗爭，仁武台塑廠相繼出現污染殺人事件，以

及大寮大發工業區發生的師生集體中毒等工安意外。這些工程看似打造了都市桃

花源，提供市民想像一個美好城市的可能性，都市更新形塑的美麗景觀，使得高

雄變成表面上宜居的城市，但實際上卻無法解決最根本的地理/環境問題。而敗

壞環境問題的根源，卻巧妙的經由都市更新的建設手段、綠化、美化的覆蓋被當

做治療城市文明崩潰與瓦解的萬能藥。（David Harvey，2005:134） 

 

（二）資本積累與地理差異的生產 

      Sharon Zukin 指出「經濟權力地景」的生產結構過程，是一種市場與地方的

中介結果，經濟權力地景所造成的創造性破壞，必定伴隨著與「去工業化」。地

景的重複和獨特性的潛在原因是獲利動機，將資本移轉於工業投資及地產投資，

循環進入新的營造或重建（Sharon Zukin,2010：23），政府所推動的國家級建

設計畫，提出的願景皆是復甦經濟，以解決高雄長久以來的失業率問題，這種重

塑國際級都市的做法，更普遍的產生了資本強度上的地理差異，確保資金充裕的

地區越來越富，而資金貧乏的地區越來越窮，這種級差過程是純經濟的，同時又



是生態、社會的。（David Harvey，2005:74）在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計畫中，

指出開發的預期效應為居住人口 13,000 人、就業人口 160,000 人，但在調查報

告書結果看來，從民國 88 年執行計畫以來，成效明顯落後很多，直至今年 2

月，已完成之土地開發面積比率僅 29.2%，5 仍因園區內大片污染的土地而使開

發嚴重停滯，然而此區域的土地價格卻已翻漲數倍： 

高雄石化廠，土地資產變黃金，中石化利益 110 億，位高雄經貿園區，中石化

前鎮廠區用地已由原本工業區轉為商業開發用的經貿核心區，加上鄰近高雄捷運

紅線，擁有率先通車的優勢，目前土地價格每坪已飆上 25~32 萬元，光出售土

地的潛在利益就達 85~110 億元。……隨著高雄市的開發及下游加工廠遷往到大

陸設廠，前鎮區的廠區早在 10 年前就已經外移台灣。若同樣以每坪 25 萬元來

估算，台塑集團前鎮舊廠的潛在開發利益高達 50 億元。6 

緊鄰高雄港國際旅運大樓的 60 期重劃區，是高雄市第一個臨港重劃區，地政局

長謝福來保守估計，未來每坪土地售價約 60 萬到 70 萬元，不過，建築業界估

計，面臨海港第一排土地，每坪有可能飆破 150 萬元。 7 

      開發商與房地產商樂見原本是生態死區的土地變成金雞母，但檢視城市的社

會與經濟結構，高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市中心商圈蕭條、商辦大樓凋零，大樓

紛紛貼起招租的看板，然而企業體與投資商卻從都市更新計畫中獲得極大的利

益，高雄硫酸錏工廠變更為三十一期重劃區後，「市府建管處證實三十一期重劃

                                                        
5 高雄市政府：100000203 高雄經貿園區調查報告 

6姚惠珍，20070410，〔高雄石化廠  土地資產變黃金〕，蘋果日報，取得日期 2011/8/19 
HTTP://TW.NEXT MEDIA.CO 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83354/ISSUEID/20070410 
7顏瑞田，20110707，〔60 期重劃區地  每坪上看 150 萬〕，工商時報，取得日期 2011/8/19 
HTTP://119.160.244.204/NEWS_ARTICLE/ADBF/D_A_110707_3_2O57I< 
 



區近來很受建商青睞，被視為新興發展區，迄今已核發十一張建照，包括九張是

大廈、兩張透天豪宅，包括北京建設、太普建設、福懋建設等，新推出的預售屋

每坪售價都訂在十二萬以上，甚至一些豪宅一棟要千萬元。」8  

      政府花費 26 億建設高雄軟體科技園區、60 億建設世運主場館，這些巨大的

投資並沒有成為城市集體消費的神話，反而成了 David Harvey 所稱的「餵養市

區怪物」（David Harvey，2005:135）與此同時，眼見開發計畫的停滯，政府

為了加速計畫開發與誘發投資，同時釋放利多，「六年內申請開發者，新版回饋

負擔比例規定，特文區將調降百分之十，特倉區及特貿七調降百分之七、其餘特

貿區則調降百分之四；而六年內申請建築者，特倉區及本次新增特貿七基地，將

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之容積獎勵，其它位於特貿區基地，則將有法定容積百

分之二十之容積獎勵。」9 這正是典型政府補貼，私人受益的例子。（David 

Harvey，2005）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分析表 

                                                        
8王淑芬，20050816，（高雄市硫酸錏廠開發區 已發出十一張建照）中央社，取得日期
2011/8/20 
http://www.epochtimes.com/b5/5/8/16/n1020569.htm 
9 王正平，20110716，（多功能經貿園區 提 6 年開發優惠），中華新聞網，取得日期 20110822 
http://www.cdns.com.tw/20110727/news/dfzh/86008000 
 

權屬別 面積（㎡） 佔全區比例 
公
有 

、 

高雄市 7,959 3.81% 
中華民國 467 0.22% 
台灣電力（股） 7,020 3.36% 
小計 15,446 7.39% 

私
有 

大洋塑膠工業（股） 12,344 5.91% 
台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股） 20,478 9.81% 
台灣塑膠工業（股） 110,203 52.77% 
南亞塑膠工業（股） 11,168 5.35% 
信義金屬（股） 2,538 1.22%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從上面表格來看，整個經貿園區計畫私人土地就占了 92.61﹪， 第二十屆的

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地方新聞報導獎，也給了名為經貿計畫的空想的報導，報

導標題明確指出高雄 3 園區 200 億買個口號，軟體園區：26 億剩一潭死水 ；物

流園區：開幕隔年就熄燈10，資深經建會官員回憶，從前國民黨最喜歡開發工業

區，搞到現在還有上千公頃土地賣不掉。民進黨執政後花樣不同了，不在搞工業

區的老套，但改名的新花樣物流園區、空運園區、軟體園區、生醫園區等全是換

湯不換藥。拿些政治創意重新包裝，都被當成選舉吸票機的再次推出。11 但不論

如何，不管是公園綠地、文化休閒設施或是購物廊道，都是企業與開發商直接獲

利的工具，企業在工業生產時期毀壞土地，而創造資本剩餘價值，卻在地景重塑

的同時，土地持續不斷的擴張與再生產，而持續獲得利潤，資本積累與地緣政治

影響地理生產差異，在此更是清楚顯現出來。 

 

高雄失業率表 

                                                        
10第二十屆的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地方新聞報導獎胡宗鳳等五十七人， 聯合報
http://www.vivianwu.org.tw/02c.php?ser=120&ser1=5 
11 丁萬鳴、謝梅芬、林保光，20050815，（高雄三園區 200 億買個口號）聯合報，取得日期
20110822 

國泰化工廠（股） 33,193 15.90% 
台灣糖業(股) 377 0.18% 
其餘私有地主 3,070 1.47% 
   
小計 193,374 92.61% 

總計 208,820 100.00%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失業率 3.8 3.8 5.0 5.5 5.2 4.6 4.2 4.2 4.2 4.3 5.9 5.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三）空間重組與縉紳化 

縉紳化在幾種意義上指涉深刻的空間重構。首先，它意指往往以內城為代價的市

中心實質地區擴張，更微妙地暗示從市中心文化權力的地理中心往外擴散。最

後，看似重申純粹地方認同的縉紳化過程，就國際市場文化而言，代表市中心的

社會轉變。（Sharon Zukin,2010：231） 

      空間重組的結果，往往是為城市帶來片斷化（fragmentation）風景，而高雄

地景正是由生產、消費與荒廢所帶來的一連串片斷化所組成，資本積累加速的房

地產開發，臨海港挑望大高雄的地理優勢，正符合中產階級對於住宅的想像，建

設計畫化為都市景觀商品，成了開發商與房地產商最愛的包裝盒，購物中心接連

林立成一條城市黃金廊道，此種空間重組的結果讓此區域迅速的縉紳化，如 Neil 

Smith 指出，縉紳化是復仇主義 (revanchist) 都市政策，政府透過這種方式來活

化老舊市區，而這樣手段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為世界各大城市的地方政府

所挪用 (Smith, 2002)， 對地理空間生產與消費更提出進一步分析，縉紳化分階

段成形，從專注於物質生產的製造商和勞工階層，轉變為耗費相當精力於文化生

產及消費的專業、管理與服務階級（Sharon Zukin,2010：242）。後工業地景的

再生產，一方面是資本積累與社會結構兩者之間動態變動的結果，一方面地景生



產也是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下文化資本所形塑的想像，都市開發更新的

地理擴張，以權力清除與重塑地景，但無論是企業擴張或縉紳化，都未能改變都

市經濟衰退（Sharon Zukin,2010：232），反而是更深刻的加劇不均地理發展的

過程。 

      Sharon Zukin 更進一步提出臨界空間的論點，市中心在開發的橫跨公私權

力，在開發過程中將區段化的風土消滅或混入權力地景中（Sharon 

Zukin,2010：241），重工業為高雄土地帶來重大破壞，但政府緊接著在打造一

個占地 255 公頃的高港外海石化專區填地計畫，「該石化專區將建造 4.2 萬公噸

級以上的石化碼頭十座，中油將擁有 41.3 公頃及石化碼頭六座；台塑等現有石

化業者搬遷用地則為 53.5 公頃。投資初估約四、五百億元。」12 政府一方面將

舊有的工業用地再生產開發，變更土地使用區獲得利潤，並打造成市民與選票共

同築購的後工業地景，與此同時，卻將具有破壞性的工業，移往都市的邊陲，並

打造一個島嶼上的石化王國。原有工業廢地，正是藉由再開發的過程，逐漸轉為

一種迪士尼式的地景，由美輪美奐的大樓、社區公園與購物中心所取代，而縉紳

化更是清除地理歷史的工具，掩蓋了舊工業區的破壞與環境污染的惡名，並將此

區域轉變為新的城市發展中心。但另一頭高雄港邊的城市邊陲孤島，相同生產循

環過程卻持續進行著。 

  

三、結論 

                                                        
12吳秉鍇，20100701，〔高港石化區 填海工程開動〕，經濟日報，取得日期 20110822 
http://www.cseia.org.tw/industry.php?industry_id=23 



      再次回到 David Harvey 所強調，「地理差異遠遠大於純歷史地理的遺產。

它們總是不斷被當前發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態過程所再生、維持、破壞及重

構。思考地理差異如何在眼下被生產出來非常重要。」（David Harvey，

2005:74）如果再次重申與總結高雄後工業地景的再生產過程是如何被生產，並

造成不均地理發展，可提出總結三個方向： 

一、都市更新的權力藍圖背後，是用以清除並重塑地景、遮掩社會結構、環境等

日益嚴重問題根源； 

二、地理擴張加速的資本積累，是擴大區域的貧富差距，並確保投資開發商獲

利，但卻將成本未來化給市民的方式； 

三、空間重組後伴隨的縉紳化現象，是地景清除與權力地景的移轉結果； 

      在許多的城市研究中，都會視都市更新為都市治理與文化表徵的轉型過程，

但所有的地理擴張與空間重構結果，其源頭都是根植於資本積累與生產，後工業

再生產的過程，也並非只有高雄如此，各地的 NGO 與環保團體不斷的伸張「環

境正義」，台灣的城市與鄉村正接連面對這種地景連根拔起，轉而以各項工程填

塞的例子，如同 David Harvey 一再宣稱，唯有透過不斷辨識出生產與再生產的

過程，並識別其根植於日常生活社會與權力結構之中的運作方式，我們才能在

「退步的烏托邦」中，找出一種替代性方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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