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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論述與分析 

以租隙解釋仕紳化，雖在實證方法及內容的說明上仍有值得探討的空間，

但資本回流都市假設命題的宣示，也為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論述新增一實證的場

域。以往有關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研究多以人口、土地使用與產業變遷等因素進

行探討分析，亦發展出不同的理論與實證方法。Smith提出「資本回歸都市」的

論述觀點，歷經二十餘年實證上的測試與修正，雖仍存在著資本移動檢驗、實證

範圍、資料代表性及時間項度等測試問題，但仍替都市空間發展歷程提供了不同

的思考方向。本章將先就與租隙論述具有承繼性的論述進行探討，並針對租隙在

實證概念上引用新古典土地價值與都市空間發展的論述進行彙整，以確立後續實

證研究分析的基礎。其次將針對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方法及評估指標進行說明，

最後並就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彙整與評述，期能對租隙論述中資本回流都市之假

設命題進行較嚴謹的驗證工作。 

第一節  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論述基礎 

一、與租隙論述有承繼關係的都市空間發展論述 

在都市空間發展的論述基礎上，係以社會學的研究為濫觴。1970 年後發展

出新的思考範型（林瑞穗，1984：365），此階段係提出不同於以往人文生態或人

文區位的都市空間分析模式，依論述基礎的不同分為 1970年代 Harvey（1973）

所倡導資本積累理論及 1980年代Mollenkopf （1983）提出的「成長取向聯盟」

（Pro-Growth Coalitions）等論述，分述如后： 

（一）資本積累理論 

持唯物史觀的經濟地理學者 Harvey率先提出資本積累論述，其致力於發展

一個與馬克思學派資本積累（ capital accumulation）與流通相關的空間生產理論，

因此他非常重視空間的概念，尤其是在資本主義主張不斷擴張的前題下，更突顯

空間利用的重要性。 

Harvey 所倡導之資本積累論述，係以社會生產方式為基本出發點，探討

都市的動態變遷過程，重點在於資本的積累與動態過程。資本家的首要利益與關

注的重點，在於剩餘價值的積累，這種剩餘價值的積累，將成為資本主義與資本

家行動與發展的主力。Harvey 以美國為例，說明資本移動對都市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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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20 年代後期開始，因全國性與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工人階級的工會為保

全其職業安全，更加強了組織的運作，要求提高工資、保障工作安全及其他利益

的促進。這些活動的結果，提高了資本家的成本，使資本家開始尋求並轉移陣地，

往工資較低、工會組織較弱的南方都市發展。北方城市除了工會的問題外，由於

都市人口增加，使都市的交通更加混亂，運輸成本也增高，再加上都市中心地價

高昂，這些因素累積與綜合的結果，使資本家在都市的投資意願降低。因此，資

本家乃開始以郊區的住宅為其投資標的。這種「投資」 （investment）、「減少投

資」（disinvestments）與「再投資」（reinvestment）的過程，造成了美國北方城市

的衰落、郊區的發展蔓延，及二次大戰後「陽光地帶城市」（The rise of sun belt 

cities）興起的現象。事實上，一些學者們已開始提出所謂的「後工業城市」、「後

現代化城市」現象，這種所謂的後現代化城市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乃是對都市

中心再投資，而以重建高消費住宅與商業中心為主要目的。這是資本家在對郊區

投資到一定程度後的逆轉（林瑞穗，1984：365-366）。 

Harvey 透過資本積累的分析探究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問題。但其理論形成

的背景為世界經濟恐慌後之美國工業化城市，故其資本與人口移動的型態，應與

美國城市都市化之歷程相符，亦為 Smith提出租隙之假設命題（時空背景）。但

資本累積的產生與「投資」、「減少投資」及「再投資」的過程，並不適用於全世

界各個區域之都市空間發展歷程與空間發展型態，然而各實證研究者多未強調此

部份的差異性。 

透過前述對 Harvey資本積累的論述分析及第二章有關租隙的探討，可以發

現，Smith提出租隙的時機為 1970年代後期，由時間及 Harvey的論述重點中不

難發現，Smith提出租隙的探究途徑與 Harvey非常接近，均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

性與資本移動的概念，此外 Smith 認為都市成長與發展型態即是資本進行「投

資」、「減少投資」與「再投資」的過程，而租隙形成的最有利期間應是資本抽離

都市中心的階段。 

（二）成長機器論（Growth Machine Theory） 

   自從 1970年代新都市社會學興起後，近二十年來都市空間發展的研究將主軸

圍繞在政治、經濟與意識型態上，亦即都市政治經濟的方法論成了研究都市空間

發展的主流。Molotch 於 1976 年提出了都市成長機器論。此理論的觀點為所謂

的成長就是都市地區的人口不斷增加，這是因為勞力的增強使基本工業擴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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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零售業、批發業和商業活動機能，帶來更多土地的開發、高密度的人口比及

金融活動的活躍，為了達到成長，有些人運用他們掌握的資源和政治力量以達成

目標，都市就是在這些人的主導下，被視為一個「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

（ Molotch，1976：1）。 

    成長意識型態的出現肇因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許多都市不斷的擴張，隨之

帶來公共設施不足、人口增加、失業率提高及住宅缺乏等問題，都市政府在有限

的稅收之下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惟有借助成長吸引更多工商業的投資及大量

的開發，以帶來更多的稅收從事地方的建設發展。另外導致成長觀念的持續在於

資源的稀有性，因為在都市不斷發展之下，都市中可利用的土地日益減少，而每

一筆土地代表著利益，任何可利用的區位均成為利益的集合體，每一筆土地所有

權人都會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都市中的土地使用開發成了地方菁英分子的共

同興趣（Molotch，1976：1）。 

Molotch提出成長機器，認為都市空間發展歷程係為政府、資本家及地方菁

英等共同運作的結果。都市中土地開發利用係受都市發展程度（都市化、郊區化）

與都市中可利用土地強度的影響。此一論點與 Smith租隙論述中「資本回流都市」

之概念相契合，即在都市持續成長的前題下，都市中各種土地因資本投入而形成

其區位條件與使用價值，Molotch 強調的是資本（投入）移動的原因，而 Smith

則是觀察到資本移動的結果，相關的實證研究中亦指出政府、資本家與地方菁英

所主導的都市計畫內容對租隙有一定的影響程度。 

（三）都市成長聯盟 

1.成長聯盟概念的相關論述 

Mollenkopf （1983）提出了「成長取向聯盟」的概念來解釋都市政策的形

成與都市空間發展的過程，都市的發展正是「成長取向聯盟」行動的結果。所謂

「成長取向聯盟」是包括了企業家、地方政治人物、銀行家和地產商，他們因共

同的利益而緊密結合在一起，共同推動都市的成長。「成長取向聯盟」主要是由

公部門的政治企業家所主導，他們整合各種利益集團聯盟以增強其權力基礎，而

使利益集團聯盟就範的方式就是利用其掌握的政治資源制定新的政策和方案來

滿足他們，都市的發展與空間的變化也就是在這種成長聯盟的主導下產生變化

（Logan and Molotch，1987：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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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bent（1988）對日本的都市空間發展做研究發現，日本的都市空間發

展是屬於一種社團主義（Corporatism）。與美國類似，即土地和建物是市場的必

需品，成了投機的基礎。日本的財團積極運用各種手段促成土地使用分區的改

變，進行各種開發而加速都市的成長。而地方政府的稅收不足以應付成長所帶來

的各種需求，惟有靠中央政府的補助才能維持地方的發展，使得中央政府對地方

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力。故企業菁英和政府的技術官僚係促成都市成長的關鍵

（Broadbent，1988：9）。 

2.成長意識型態的形成 

成長聯盟或稱之為成長機器的行動者如何促成都市成長意識型態觀念的形

成和都市成長呢？依據Molotch的研究，地方政府決定了有利條件的開發區位、

勞工成本、稅率及其它貨物運輸成本，並提供或補助企業所需的公共設施、交通

運輸系統、制定相關的法令和福利政策，或建立新的商業和行政設施以取代舊有

的中心都市和住宅區，以形塑出有利的商業氣候（Business Climate） （Molotch 

and Vicari，1988：57-80）。另外，為了促成成長也制定合理的徵稅制度、加強地

方治安保護財產，以降低可能產生的社會衝突（Molotch and Vicari，1988：57-61）。

同時也從文化制度上著手，如興建或擴建大學以帶動鄰近地區房地產和商業的發

展，興建或保存具有價值和意義的博物館、劇院、藝術建築、畫廊，形成文化的

風氣，也是成長的策略之一。 

由成長聯盟的相關論述中可以發現，Molotch等論述強調政府與地方菁英份

子對都市空間發展的影響，其運用的手段包含政治、經濟、文化及教育等各個面

向，對都市空間發展影響程度大小亦有不同，但其目的均在創造吸引資本流入投

資的環境。此部份與仕紳化產生的論點有相似之處，因地方菁英份子對城市中心

的開發態度與政治勢力運作等因素，而使都市部份地區地景改變，若以 Smith的

租隙進行解釋時，應可視為潛在地租的提升，促使資金回流都市中心。 

二、與租隙論述驗證有關之地價形成及資本積累的論述 

   租隙論述在實證工作上首要面臨的便是如何估算資本化地租與潛在地租的大

小，雖然不同地區的實證工作者有不同的方法，但仍多從新古典都市經濟中土地

價格形成的角度進行估算或測試，故本研究以下將先針對地價構成的要素進行分

析，再就地價形成因素中期望價值與資本積累的關係進行討論分析（因期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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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租隙實證中潛在地租的概念相近，且常被實證者引用），期能使租隙在理論論

述與實證概念的討論較為完備。 

（一）地價構成因素 

地價係指土地價格，土地價格以土地價值為基礎。土地價值理論上可以再分

為都市土地未改良價值（農業土地價值）、資本投資價值、區位價值（可及性價

值）及未來期望價值（Capozza，1989：295-306）。該四項因素的組合在地理空

間上展現出來的土地交易貨幣價值謂之地價（如圖 3-1-1） ，以下茲就地價構成

因素分別說明如后（邊泰明，1991：16-18）： 

 

 

 

 

 

 

 

 

 

 

1﹒都市土地未改良價值（農業土地價值） 

新古典都市經濟往往將都市邊緣土地的價值或農業土的價值視為界定都市

土地功能的機會成本，稱此為都市土地未改良價值。並以該機會成本加列各項投

資改良價值或需求引伸價值成為計算地租或地價的基礎（Arnott and Stigattz，

1979：871-899）。至於土地本身的條件，例如坵塊大小、形狀、地勢、視覺等因

素所產生的價值，均可謂都市土地未改良價值。但一般在模式推演過程中，為求

簡化，多將該等因素忽略。 

 

都市土地未改良價值 

未來期望價值 

資本投資價值（不含空間因素）

區位價值 

（隱含空間因素） 

農業土地價值 
市
中
心  

距離 

地價 

都 市 土 地 農 業 土 地 

圖  3-1-1 地價構成因素圖 

資料來源：邊泰明，19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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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本投資價值 

  資本投資價值包括公私部門在土地上進行的各種資本投資建設，及各種活

動所產生的價值。該部分價值是因為活動體的運作、投資行為運作所產生的，所

以又可稱為都市環境價值。都市環境和都市化程度有關，並有聚集經濟的意義，

同時顯示出都市環境資本累積程度，該資本累積允許量和土地功能有密切關係。

賦予都市土地功能允許資本投資量愈高，其聚集經濟功能愈強，相對地土地需求

程度高，土地價值便愈大。這亦表示都市環境資本累積程度不同所創造土地價值

不同的原因。 

3.區位價值（可及性價值） 

區位價值在新古典都市經濟即為可及性價值，它是運輸成本節省所反映出

來的價值，距市中心愈近，區位價值愈高，愈遠則愈低，所以它是一條由市中心

往市郊遞減的曲線。 

4.未來期望價值 

未來期望價值來自兩方面，一者為期望轉換價值，另一為允許發展價值。

期望轉換價值和都市土地功能相關。如農業土地毗鄰都市空間發展用地，未來因

都市擴張轉換成都市土地的機率高，該農業土地未來轉換價值的成分便較高；或

者在都市空間發展用地內，因都市空間發展的需要，由低使用價值期望轉換成高

使用價值，如住宅區期望轉換成商業區等，均謂期望轉換價值。 

允許發展價值係指土地指定為不同都市功能所隱含的價值。該部分價值實

現與否和土地所在地區都市資本積累程度有關29。當都市資本累積量為零時，土

地雖賦予某種功能，但因未有投資行為，土地價值無法顯現出來，土地雖有價值

係指未來價值。所以土地未來價值的具體實現和聚集規模程度有關，都市地區聚

集程度愈高，未來期望價值轉換成實質投資價值的速率愈快，這是因為聚集經濟

對未開發土地具催化效用所致。 

 （二）期望價值與資本累積時間互動關係 

當都市土地功能界定後，土地未來價值便已存在，經過投資建築才轉換成

                                                 
29 土地資本投資價值係指單宗土地投資改良所展現的價值； 都市資本累積係由都市大環境界
定，其為各宗土地資本投資累積的成果，亦可稱為都市環境價值（邊泰明，19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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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投資價值。因此，兩者間無法嚴格區分，而以虛線加以區隔（圖 3-1-1）。未

來期望價值與土地資本累積時間的長短有關，因為土地資本投資後多屬耐久財且

不可移動，土地未來期望價值經投資轉換成資本投資價值後，並不意味著土地未

來期望價值已完全消失。但是耐久財貨的拆除必須支付拆除成本，而拆除與否和

建物剩餘使用價值有關，如果投資累積時間已甚長，表示建物建造時間已久，其

使用剩餘價值較低，相對地拆除重建成本亦較低，所以隱含較高的未來期望價值

30。該關係可以用圖 3-1-2表示，縱軸表示地價，橫軸表示建築完成年期，AB線

表示地價隨著都市空間發展呈現遞增趨勢，當建築完成時，OA高度之未來價值

完全轉換成資本投資價值﹒隨著建物老舊，投資價值遞減（隱含著未來價值遞

增），當建物屆拆除年限時（C 點），建物剩餘價值可歸為零，而未來價值則為

BC。 

綜前所述，土地價值雖如 Capozza（1989）所述包括土地本身未改良價值、

區位價值、公私投資價值及未來期望價值等四部分。實則僅包括三大部分，未來

價值與投資價值因很難分割，應可視為一體。隨著都市空間發展、社會環境的變

遷，土地價值所含各項因素價值間的比例互異。都市環境投資價值是土地上已有

的各種活動，與資本投施於土地上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資本累積量愈多，土地價

值愈大，所表示的是資本投資之各種活動，比土地本身提供之機能更能滿足人們

的需要，所以投資價值和都市土地功能有關，並與都市化程度有關（邊泰明，

1991：19）。 

由新古典有關地價構成的要素分析可知 Smith 所倡導租隙之觀點，就地價

形成要素而言，較接近於土地未來期望價值與資本投資價值變動而產生的落差，

因新古典之地租為一概念上的值，不易求取。加上 Smith對實際地租與潛在地租

的界定均採直接資本化的概念（較接近於地價的概念），故實證研究者多引用地

價中的投資價值（反應於契約地租中，並引申為實際地租或資本化地租）與期望

價值（反應於買賣成交價格中，並引申為潛在地租），作為探求租隙大小量化值

之折衷作法。 

 

 

                                                 
30 此論點可由不動產房屋市場價格中獲得驗證，諸如部份老舊建物的價格會比新建築物的價格
為高，這是因為老舊建物的拆除成本較低，其土地價值隱含未來期望價值較高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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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各種都市空間發展的相關理論，係在 1970~1980年代間所提出之主張，

或多或少與 Smith 提倡之租隙有相互的關連，抑或有促使該論述生成的時代背

景，1980 年代中期所發展之「都市成長聯盟」的論述，雖與租隙論述未有直接

的關聯，但其理論中心所闡述創造優良投資環境的觀念，則與租隙欲闡釋之仕紳

化現象有些許的關連性。在租隙實證操作上常被引用地價的概念，其構成因素中

的未來期望價值及資本投資價值，與租隙中潛在地租及資本化地租的概念極為相

近，故在未有完全替代工具的情形下，常被作為驗證租隙大小的折衷工具。茲將

本節各論述內容與租隙有關的重點彙整如表 3-1-1所示。 

圖3-1-2  土地未來價值與資本投資價值變動關係 

資料來源：邊泰明，1991：20 

資本投資價值 土地未來投資價值 

B 

A 

O C 

建築年期 

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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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都市空間發展論述與租隙之關係 

理論名稱 倡導者 主要論述內容 與租隙論述的關連性 
資本積累理論 
 

Harvey
（1973） 

資本積累中扭轉工業

部門到固定資本財的

投資，並強調投資於

「建成環境」的探討 

1. 有助於資本移轉與資
本反循環投資假說的

成立 
2. 都市中心租隙形成的
最有利時機為資本抽

離階段 
成長機器論 Molotch

（1976） 
成長就是都市地區的

人口不斷增加，為了

達成成長，有人運用

掌握的資源和政治力

量以達成目標。都市

就是在這些人的主導

之下，被視為一個"
成長機器"。 

1. Molotch 討論資本移動
的原因，Smith 則傾向
結果 

2. 資本的投入往往藉由
都市計畫等政治與計 
畫工具達成目標 

都市成長聯盟 Mollenkopf
（1983） 

成長取向聯盟是指包

括企業家、地方政治

人物、銀行家和地產

商，他們因共同的利

益而緊密結合在一

起，共同推動都市的

成長 

1. 地方菁英份子對城市
中心的開發態度與政

治勢力運作等因素，而

使都市部份地區的開

發潛力提高，並促使資

金回流都市中心 
2. 租隙的形成應和區域
性不動產市場與地方

政府的資本投入密切

相關 
地價理論 
（地價構成要素） 
 

Capozza
（1989） 

土地價值理論上可以

再分為都市土地未改

良價值（農業土地價

值）、資本投資價值、

區位價值（可及性價

值）及未來期望價

值。 
未來期望價值與土地

資本累積時間的長短

有關 

1. Clark、Badcock等租隙
實證工作者多利用地

價理論中期望價值與

投資價值的概念，轉換

為市場價格與收益價

格的操作性工具。 
2. 利用土地價格作為租
隙測試的估算指標，係

為 Smith對地租名詞界
定上的應用，但實證之

租隙大小與意涵仍須

進一步討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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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測度方法分析 

經由前述對都市空間發展歷程文獻的整理發現，大多數都市空間發展歷程

論述均假設都市是一個不斷成長與變遷的有機體，且由不同的觀點進行其成長變

遷趨動力的分析，對於都市成長變遷程度的測量則未有說明，但 Smith所提租隙

中的資本回流概念，係對傳統以人口測量都市空間發展程度的反思，故本節希望

藉由閱讀及整理都市化等相關文獻，進而能夠對都市空間發展或都市成長的變遷

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並透過相關研究的實證案例找出台北都會區都市化或都

市空間發展的歷程。 

一、都市化的定義及測量方式： 

Hawley（1981）認為都市是一種累積性與連續性的社會變遷，若過度依賴

橫斷面的靜態分析就無法掌握縱斷面組織的變化，以致獲得錯誤的結果或推論。

陳寬政（1981）認為都市化既不是行為方式的改變，也不是一種心理歷程，而是

一個總體性的社會變遷過程。Davis（1965）明確地表示都市化即人口向都市集

中的過程，但在測度指標的建立工作上，卻面臨著如何界定都市範圍的問題。最

簡易的都市化指標係指都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關係，但有關都市範圍的界定方

式。有的學者採行政區劃法，有的學者採日常生活範圍方式進行計算，但以美國

為例：在 1950 年以前，係以航照圖進行判讀（五萬人的中心城市及其週圍有建

築物連續覆蓋的地面即代表都市），但因作業程序複雜，1950年以後即以普查區

之人口密度為測量都市化指標的依據。 

Duncan（1967）提出吉尼係數做為都市化指標的主張，係應用經濟學中衡

量個人所得分配是否平均指標（檢討人口與所得分配之關係）的概念來檢視人口

與土地面積的關係。 

在台灣，所謂「都市人口」通常是指居住於「都市」範圍內之人口。有關

「都市」之理論概念，雖然眾說紛紜，但一般學者專家都以人口數、人口密度、

居住型態、主要經濟活動、公共設施特徵、及行政地位等為較客觀之認定標準進

行界定。為了彌補按照行政地位區分都市與鄉村所產生的缺點，劉克智教授乃接

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委託，首先應用「聚居地」（Locality，或稱「集居地」）

之概念，對台灣地區作詳細都市人口定義之研究（劉克智，1975）。劉氏採用村

里行政範圍為基本單位，並根據民國六十一年底的村里戶籍統計資料，輔以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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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地圖及村里之都市特徵調查資料，訂定出「聚居地」定義，並在台灣地區劃

出四百九十個聚居地，其中六十七個為人口兩萬人以上的「都市」（「聚居地」）。

根據聚居地分類結果，而按其訂定的「都市化地區」定義，在台灣地區劃出四十

二個都市化地區。最後，以具有十萬人以上的都市化地區所屬市、鎮、鄉中組成

三個大都會區和六個小都會區，其餘鄉、鎮則為「非都會區」。 

劉氏所設定之「聚居地」和「都市人口」，定義如下（劉克智，1975：3-4，

37-39）：行政上屬於同一市、鎮、鄉之村或里，合於下列標準之一，不論是一個

單獨村里，或是若干村里聚集成簇者，稱為都市性聚居地，簡稱聚居地。 

1.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就業男子為非農業就業之村里。 

2. 具有下列都市特徵三項以上之村里：幼稚園、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高中、

大專院校、醫院、診所、郵局、電影院、娛樂中心、公園。 

3.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二千人以上之村里。 

4. 未達以上標準，但為鄉鎮公所所在之村里。 

5. 未達前四項標準之村里，但其區域的四面或三面均被上述定義所劃訂之村里

包圍者。 

目前國內大多的都市化研究論述仍以行政區（市鄉鎮）為實證範圍，最小

的研究單位則採行戶口普查之村里資料，此一現象除了與資料的取得有關，由都

市化測度指標的定義也發現，都市化的測量較傾向大區域人口變動的測量評估。 

二、郊區化的定義與測度方式 

Clark（1951）在歐美的城市中發現，都會區的人口密度自中心區向外形成

遞減的指數分配模式（負指數的分配型態）。Muth（1969）、 Winsborough（1963）  

等人均利用此一概念對都市空間發展的型態進行闡述及說明。Clark（1951） 強

調人口密度函數因都市成長而產生變遷；Winsborough（1963） 指出人口密度蘊

藏著都會區人口對市中心點某種形式的平均距離，意即後來主張郊區化應可利用

都會區人口對市中心點「平均距離」之增加來表示。此亦為郊區化測度的起始。

Muth（1969）認為人口分布函數的變化有賴於人口、房屋及交通三者的關係：

一般而言，當房地產價格固定時，若邊際交通成本降低，則人口對市中心的平均

距離將逐年增加，利用此一概念，Muth對 1962∼1979年台北都會區進行實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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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結果初步發現都市人口正迅速往外擴散。 

關於郊區化的度量方式主要係以人口密度為基礎，之後分別加入就業機會、

區位條件與行政區變動等因素考量，雖反映了不同的都會發展型態，但各測度郊

區化模型仍面臨著實際運用與如何精確解釋都市空間發展歷程之課題。 

三、Hall城市演變模型（同時測量都市化及郊區化的理論模式） 

Hall（1984）的城市演變模型，係涵蓋都市化與郊區化各城市發展階段的人

口變遷趨勢。該論述將一個國家分成都市和非都市兩部分，又把都市分成首位城

市體系和一般城市體系兩部分，都市區由中心區和郊區組成。城市的演變共分為

六個階段，分別說明如下： 

（一）都市中心化階段 

工業化集中於首都或港口等大城市，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現在大城市體

系的發展。 

（二）絕對中心化階段 

工業化遍及大部分城市，吸引了大批勞動力，鄉村人口繼續大量減少，都市

化程度增加迅速，各都市區的人口規模都在絕對增加，人口主要向中心市聚集。 

（三）相對中心化階段 

都市化高速發展的階段，都市區人口增長迅速，中心市人口增加速度雖高於

郊區，但已產生郊區化現象。 

（四）相對去中心化階段 

都市化模式發生了重要變化，即都市人口在繼續增加的過程中，中心市人口

儘管仍有增長，但郊區的人口增加速度已超過中心市，中心區在整個都市區人口

的比重開始下降。 

（五）絕對去中心化階段 

都市區內人口的主要流動方向發生逆轉，即在都市區人口繼續增長的過程

中，中心市的離心分散力量超過了向心聚集力量，人口由中心市往郊區遷移，絕

對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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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市的衰退階段 

大都市的中心市人口大量外遷，除部分被周圍郊區吸引外，另一部分則向非

都市化區擴散，大都市區人口總量下降，表示進入逆都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 

階段。此時，Hall認為都市地區將產生明顯的衰敗現象，而衰敗將持續一定期間。 

Hall（1984）以六個城市演化階段解釋都市體系之轉變，強調的是都市在規

模和人口集中性等型態上的差異。但應用 Hall的演化模式，說明台灣的都市空

間發展變遷，事實上也有問題存在。再者，有關反都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

現象是否可印證都市衰退，仍有爭論餘地。 

但此一城市演變模型，完整地闡釋了各階段人口流動的情形，而 Smith提出

資本回歸都市運動的概念，係指都市空間發展已經歷前述五個階段並產生中心  

都市衰敗的現象（即資本已由市中心抽離），在租隙夠大的情形下，資本將重回

都市不動產市場，且引發人口的回流。但其論證內容亦以歐美都市發展歷程為

主，是否適用於台灣都市，則還有進一步討論空間。 

台灣地區因受都市化、工業化及其他現代化的衝擊，整個社會的結構和形

貌都處在轉型或蛻變之中，人口的空間結構和分布也產生極大的變化。在都市化

水準的提昇和都市成長、工業化的進展與經濟成長等方面的現象與問題，已有許

多學者進行描述（蔡勇美、章英華，1997；謝高橋，1985；林瑞穗，1986；Tsai，

1984；孫清山，1985；陳寬政，1985；廖正宏，1985；蔡宏進，1985；Liu，1986；

Meyer，1986）： 

1. 都市化水準迅速上昇；若按兩萬人口以上都市總人口的比例而言，由光復初

期的 50%左右，增至 1986 年的 78%。若按五萬人口以上都市總人口的比例

而言，則由 1950 年的 25%，增至目前的 70%左右。簡言之，台灣地區的都

市化水準已達到成熟階段，類似工業先進國家的情形，爾後都市化的腳步將

趨於緩慢，甚至呈現人口去中心化的現象。 

2. 都會區的形成和蔓延；台灣地區都市化的過程中，首先經歷人口中心化

（centralization）的運動，大都市成為人口大量集中的地區。因此，在 1960

年代和 1970年代，台北和高雄兩大都市及其附廓地帶相繼連成一體，形成社

會經濟相互依賴的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兩大中心都市居於支配的地

位。隨著都市化的進展，台灣地區都會區不但數目增加，而且範圍也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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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蔓延的結果使個別都會區藉著附廓地帶的連署而併成一體，台北基隆

都會區和台南高雄都會區即為顯例。 

3. 縣轄市和中型都市的快速成長。台灣地區都會區的形成也意謂大都市的附廓

地帶經歷人口大量�集，其人口成長率高於中心都市的現象。換言之，人口

集中的逆轉已明顯呈現。 

4. 首要型的都市結構模式不存在；首要都市（primate city）一向被認為是開發

中國家都市結構的一大特徵。台灣地區自光復以來，由於經濟的自主，都市

的大小分布已脫離首要模式（primate pattern），而接近等級大小規則（rank-size 

rule）。因此，台灣地區的都市體系如同 Hawley（1981）所說的都市大小在功

能上成階層模式（a hierarchical pattern），而不像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

所揭示的空間分布在幾何上成對稱模式。實際上，台灣都市體系首位比例

（primacy）之增減與工業化所造就的工業衛星市鎮和外圍工業市鎮之消長是

互為表裏的。若以 Fridman的「中心－邊陲」（core-periphery model）而言，

政治和經濟菁英所�集的首要都市是中心地區，其他地區則劃歸為邊陲（或

外圍）。台灣自從 1960 年代邁入快速工業成長，先後歷經進口替代製造業和

出口導向勞力密集製造業，並努力促進工業昇級。其間台北市的霸權地位雖

未受到動搖，但外圍地區的市鎮因受工業發展之惠，人口成長迅速。不過，

工業衛星市鎮和外圍工業都市只扮演專業化的角色，首要都市仍居於控制和

協調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在人口遷徒（尤其鄉城遷徙-rural-urban 

migration）過程中，都市成長配合人口轉型和經濟結構等轉變，勞動力適時

為工業部門所吸納，並沒有造成所謂「過度都市化」（over-urbanization）的現

象。 

5. 都市化帶來許多惡果；都市化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造成不少問題，在

台灣這個新興工業化國家也不能避免。台灣地區都市化帶來的問題，較明顯

的有人口分布不均，城鄉差距顯著，及外部不經濟所引發的土地問題、住宅

問題、交通問題和環境問題。 

藉由前述對都市化、郊區化與都市變遷模型與都市化相關研究，本研究發

現，都市化與郊區化係都市空間發展持續成長前題下一種動態的變遷過程，都市

化較強調人口的集中趨勢，郊區化則在測量人口的分散狀況。在測量的方法上人

口與人口密度為最基本的測量指標，不論是都市化或郊區化的測度都面臨著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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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郊區應如何界定的問題。Hall提出的城市演變模型雖完整地解說都市空間發展

的變遷歷程，但在實證工作上仍須面臨都市與郊區範圍界定的問題。若就 Smith

租隙論述的基礎進一步分析，資本回流都市的概念，在歐美各國的實證工作中因

選定為仕紳化發生的地區，故僅須驗證資本有回流的現象即可說明資本先於人口

回流至都市。但台灣都市空間發展歷程與歐美都市之空間發展歷程並不相同，人

口移動之情形亦有差異，故在進行租隙驗證時，如何進行資本與人口移動因果關

係的討論，為實證工作上的一項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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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都市空間發展歷程之實證與檢討 

中心都市在都市空間發展的過程中通常是扮演啟動都會發展的角色，所以

常會成為思考都會區課題時的核心。西方傳統的都市研究也一直是以中心都市為

研究重心，並發展出一些都市化理論來解釋都市變遷的過程。因此，一般在都市

空間發展歷程的研究中多是以討論中心都市的機能與區位條件的演變及其如何

影響區位變遷為主，進而解析出如何影響都會空間結構轉變的因子。本研究後續

實證將以台北都會區為範圍，故在彙整有關都市空間發展實證研究的論述後，將

以台北都會區相關經驗研究為主，由都會區發展與形成 、 都會區郊區化經驗及

政治經濟取向等三個面向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有關台北都會區發展與形成的經驗研究 

台北都會區的形成及發展歷程，在一些相關的經驗研究中，多將其視為中

心都市擴張的結果，大部分的研究者認為在都市化過程中，由於中心都市高度集

中後再趨分散，使中心都市的機能藉此過程輸出或擴散，加上衛星市鎮的輔助效

果，也讓原有的社會、經濟等結構不斷隨著中心都市的擴展而發展（郭妙英，

1978；謝英俊，1985；江文顯，1987；管志明，1989）。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從

人口的遷徙與增長型態來看，認為衛星市鎮的發展與歐美的郊區發展現象相類

似。主要是因為交通系統的改進與市郊土地、工商業的開發，鼓勵了中心都市的

居民向外遷移，而工商業也因為勞力充足與地價便宜等因素趨向於移至郊區，並

帶動郊區的發展（郭文雄，1978；陳寬政，1981；蔡宏進，1985）。 

章英華（1986）利用都市化程度、地區間都市化程度比較、地區間不同規

模之都市成長情形與台灣都市間的等級大小關係等面向，討論台灣不同時期都市

體系的特質，並藉此分析各時期社會經濟特質與都市體系間的關聯性。研究結果

顯示台北地區成形於清末，在日據時期才形成都市化優勢，並促成優越地位而發

展成全台灣第一大都市；政府遷台後更增強其首要地位，同時也帶動了區域衛星

市鎮的成長與發展（章英華，1986：233-243）。 

陳紹馨（1979）則以人口成長為主題，研究 1950∼1960年間台北的中心地

帶、鄰近地帶及外圍地帶的發展趨勢，認為台北都會區主要是形成於 1950∼1960

年間，並發現此期間都會區人口成長最快的是鄰近地帶（圍繞台北市的十一個鄉

鎮），其次是中心地帶（台北市的舊市區），最慢的是外圍地帶（陳紹馨，1979：



第三章  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論述與分析  

 63 

537-572）。 

林瑞穗（1972）的研究則以人口及行業的標準來探討 1960∼1970年間台灣

的都會發展狀況，認為台北都會區在 1950年代即已成形，1960年代仍持續擴張

中，但並未更進一步解釋其形成原因；他又用工業與商業的組織功能來說明都會

區的中心都市是以商業功能佔優勢，而其周圍市鎮則以工業為重心，中心都市之

商業功能優勢使得都會區快速地向外擴張（林瑞穗，1972：49-59）。 

二、有關台北都會區郊區化經驗的實證討論 

檢視歐美郊區化的經驗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一為二十世紀初期都

市中上階級家庭為追求較好的居住及生活品質產生具體遷移的行動。第二個時期

則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為因應資本積累的危積，一方面國家大量投入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的建設、並提供開發商與家戶長期的融資或貸款以刺激經濟的

復甦；另一方面是為因應資本積累危機所導致的積累體制變革 —福特主義、泰勒

主義式的生產模式，促進大量生產、大量消費與自動化生產等社會特性，以維繫

下一階段的資本積累；所以在大量興建高速公路、提供長期購屋貸款、以及配合

民間土地開發商在郊區地帶大量開發具特定功能的新市鎮等情況下，更加速了全

面郊區化的趨勢（Hall，1988：91-135；Johnston，1994：605）。但台北都會區之

空間發展歷程，其時空背景與歐美的都市化不盡相同，以下茲就有關台北都會區

郊區化的經驗研究分析如后： 

根據蕭新煌（1993）等人對台北縣移入人口的研究中可知，台北縣人口的

社會增加雖然發生的較台北市為遲，但人口增加的速度卻逐漸超過台北市；台北

市早已進入負成長的階段，台北縣卻仍是全台灣人口增加最為快速的縣市之一。

台北縣吸收移民的歷史可追溯到民國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開始出現人口大量

湧入的趨勢。從人口遷徙資料的分析中顯示，過去四十年內出現了三波移民潮，

而每個階段的移民來源和特性也有明顯的差異。四十、五十年代是以隨政府從大

陸遷台經台北市移入的外省籍移民為主（外省移民期）；六十年代則進入以台灣

其他縣市移民為主的階段，尤其是中南部的縣市（島內城鄉移民期）；到了七十

年代則又轉為以吸收台北市移出人口為主，呈現了大台北都會區內人口再結構的

現象（都會內部移民期）（蕭新煌，1993：5）。 

就移入人口的特性來看，根據陳東升（1993）以民國六十九年和七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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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普查資料分析所得的結果，台北縣移入人口的年齡大部分集中在青壯人口

（特別是 21 歲到 35 歲之間），教育程度則以高中高職以下的藍領（勞工）階級

為主要的組成份子，因此移入人口多集中在台北縣內的製造業部門。民國 69 年

的資料也顯示台北縣人口遷出的主要地點為台北市（佔遷出人口的 53﹪）；所以

遷入台北縣的人口在生涯規劃上是屬於向上流社會流動的一群，這些人最初選擇

台北縣是因為北縣就業機會較多，而他們在事業有所成就之後，通常會遷入生活

環境較佳的台北市（陳東升，1993：38-40）。 

此外，台北縣雖是一個移民接收地，其人口移入區卻只集中於台北市西南

方的鄉鎮（及後期位於北市東方的汐止），這些鄉鎮在不同年代分別成為移民主

要的移入地：50年代是三重、永和；60年代是板橋、中和、新店、新莊、永和；

70年代到 80年代則為樹林、汐止、土城、五股、蘆洲（詹麗芬， 1993：78-81）。 

根據章英華對台北縣都市空間發展的研究發現，他認為台北縣在民國 50年

代後的人口成長，與其在地理位置上鄰近台北市及其產業特性有密切的關連。根

據工商普查資料顯示，台北市、縣在產業結構上有極為明顯的分化現象：台北市

是以三級產業為發展主力，而台北縣則為二級產業。在這種分化的情況下，台北

縣從事二級產業的人口是以本身所在的或鄰近的市鄉鎮為工作地點，但三級行業

人口工作的地點卻大多是以台北市為主，在幾個縣轄市中這種傾向更是明顯。此

外，由住家旅次資料的分析結果亦指出：台北縣民除了在三級行業的工作活動與

台北市相關緊密外，其在非工作活動（如教育、醫療等集體消費）上對台北市的

依賴程度也相當大，如此顯示了北縣居民在日常活動上的各方面都與台北市有著

密切的依賴關係（章英華，1993：57-65）。 

由相關實證研究檢視台北都會區郊區化過程，可發現其與歐美的經驗現象

並不相符。首先，衛星市鎮的形成並不全是由郊區化的現象所啟動，從統計資料

上所看到的人口流動情形是：衛星市鎮常是島內移民遷徙過程的中繼站，中心都

市（台北市）才是遷移的終點。其次，衛星市鎮雖然急速地發展，但是其都市機

能並未能隨著人口的增加而轉型，反而更加依賴台北市，致使中心都市的中心性

機能不斷地集中與增強。此外，就遷徙人口的特性及遷徙的方向來看，和歐美的

經驗也有相當大的差異。以美國的例子來看，最先是中產白領階級自發地從中心

都市向郊區遷移，但台北都會區的衛星市鎮則大多是接納來自其他縣市的藍領階

級人口及被中心擠壓出來的中產階級人口（因為無法負擔中心都市的居住消



第三章  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論述與分析  

 65 

費）。民國 70年代中期之後，雖可見台北市的中產階級人口有自願外移的現象，

但多是往特定的地點遷移、選擇特定類型的住宅居住，表面上看起來是類似於美

國郊區化的形式，但是郊區化的原因及過程並不相同。 

三、政治經濟取向的實證與討論 

台灣早期都市空間發展的研究皆偏向於芝加哥人文生態學與都市地理學的

領域，直至 1980 年代後期才開始有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從事都市空間發展

的相關研究。 

    廖春生（1988）以清代三市街（艋舺、大稻埕與城內）三個地方從事台北市

1863年至 1945年轉化的研究。研究中發現生產方式、外來政權政治的干預以及

民間團體的競爭和衝突是台北市於此歷史期間轉化的原因。 

張景森（1991）從事 1895-1988年台灣城市規劃政治經濟史的考察。研究內

容主要在於台灣的城市如何受到殖民主義、規劃理念、殖民都市社會運動、威權

政體之都市計畫體制及地方派系介入等影響而被形塑。尤其是在戰後國家為了配

合資本生產、經濟發展及聯合國顧問規劃的理念，建立了都市計畫體制。1970

年後因實施都市計畫，造成地方派系與財團對都市空間發展的強力介入，更扭曲

了都市的空間結構。 

    曾旭正（1994）探討戰後台北地區的都市空間發展過程，其認為戰後外省的

政治移民促使台北市都市擴張。1960年代後國家體制的改變，促成第二次移民。

1970 年後，則是民間資本（包括民間菁英、地產商和移民家庭等）主導了都市

的擴張。 

   陳東升與周素卿（1994）研究台北都會區住宅土地發展的影響機制，係從台

灣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中進行分析，發現地方派系、國家與財團是影響空

間發展的主要操作者。 

陳東升（1995）在「金權城市」一書中，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台北縣的

空間發展從事研究分析，研究顯示房地產的交易及土地炒作是一種政治與經濟結

合的過程，各種行動者透過此過程對空間發展造成影響。國家因為掌握大部分的

權力與經濟資源，也成為空間形塑最重要的行動者。地方派系、財團、政治人物

與地方政府部門也是重要的行動者，他們以政策動員政治資源與財力而獲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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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並影響都市空間發展。 

   蔡采秀（1995）結合新都市社會學與傳統人文生態學由國家干預與殖民歷史

等角度，進行板橋市由 1895-1985之經驗研究，主要研究發現如下：在日據時代

由於日本殖民政府之都市規劃理念及為達成殖民地資本積累目的，板橋被整合為

對外聯繫的經濟體系。戰後政府為因應世界市場需求的改變，透過社會剩餘的分

配、都市利益的創造及社區權力運作協調等方式，介入都市空間發展過程，形成

板橋空間結構的改變，創造其為台北市重要的衛星城市。都市空間發展的改變替

板橋帶來大量的外來人口、家庭結構的擴大效果以及第二世代職業地位流動。 

由前述三大研究取向及實證內容發現，台北都會區的形成與擴張係各研究

所發現的不爭事實。但是從台灣經驗研究的觀察中發現，台北都會區的發展與轉

變並不完全跟隨西方都市的發展經驗，因為中心都市外圍的衛星市鎮常是都會擴

張與變遷最為快速之處。而衛星市鎮的形成並非人口外移所產生，故雖至 1990

年代的相關實證研究雖指稱台北都會區仍處於郊區化階段，但人口遷移的型態與

國外都市發展不盡相同。1980年後期都市的空間發展分析轉向「都市成長聯盟」

等政治經濟過程論述。雖都市空間發展的論述型態很難與政治經濟分離，但基礎

研究資料的建立與分析仍應持續進行，否則都市空間發展的全貌與趨勢也不易掌

握。就台灣 1980 年後期的碩博士論文研究主題中發現，以都市空間發展歷程概

念為研究前題之論著約七百餘篇，但多僅視郊區化、都市化或逆都市化為實證研

究已存在之假設命題，再者 Smith 租隙論述主要命題─資本回流都市中心的概

念，在與歐美都市空間發展經驗不盡相同的台北都會區，資本是否已由中心都市

抽離，或資本與人口間之互動關係是否能符合租隙之假設命題？在台灣租隙經驗

研究及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相關實證中亦未進行。故本研究在進行台灣租隙變動

型態的驗證之前，將先就台北都會區之都市空間發展歷程進行檢視，並嘗試與相

關的經驗研究結合，由不同的指標測試台北都會區的發展階段，並以時間序列之

共積模式檢定資本與人口間的互動關係，以確立租隙假設命題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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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有關「資本回歸都市運動」的命題（資本回流都市）與都市空間發展歷程

的論述應有密切的關係。本研究在進行 1970 年代後新都市社會學相關理論彙整

後，亦發現部分理論與租隙的承繼關係。在租隙實證工作的研究上地價往往為實

證工作的重要指標，本研究亦發現租隙之實證概念與地價的構成基礎有著密切的

關連性。 

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討論或評估指標，可分為都市化（人口集中過程）及

郊區化（人口分散過程）二大部份進行說明，Hall（1984）並整合兩者的概念提

出城市演化模型。但不論基礎理論或實證研究大多以歐美之都市發展經驗為主，

有關台北都會區空間發展歷程的研究工作部分，1980 年代前多以傳統人文生態

與人文區位的觀點進行分析研究，至 1980 年代後才導入成長聯盟的分析概念，

以政治經濟分析觀點討論都市空間發展歷程。 

以下茲將本章所分析的重點彙整如后： 

一、在都市空間發展的論述基礎上，1970 年後發展出新的思考範型，依論述基

礎的不同分為，1970 年代 Harvey（1973）所倡導資本積累理論及 1980 年

代 Mollenkopf （1983）提出的「成長取向聯盟」論述。其中 Harvey 資本

積累的論述為 Smith（1979）提出租隙假設命題的重要概念。 

二、成長機器論述中心視都市的擴張與成長是一個機制運作的結果，但就都市空

間發展的現象進行觀察時，歐美各大都市在 1970年代已歷經都市化、郊區

化甚或逆都市化的階段，Smith僅利用此一基礎為租隙假設命題「資本回流

都市」的概念進行闡述，之後並引發歐美部份仕紳化地區或都市的實證研

究。Molotch等成長聯盟論述者強調地方菁英份子對都市空間發展的影響，

因地方菁英份子對城市中心的開發態度與政治勢力運作等因素，而使都市

部份地區的開發潛力提高，並促使資金回流都市中心。若以租隙概念進行

闡述時，應可視為潛在地租的提昇而使資本回流。 

三、新古典經濟學分析地價構成的要素為：土地未改良價值（農業土地價值）、

資本投資價值、區位價值（可及性價值）及未來期望價值等四部份，而 Smith

所倡導租隙論述的觀點，就地價形成的要素言，類似於土地未來期望價值

與資本投資價值變動而產生的落差，而租隙的論述中潛在地租與資本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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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僅是一個概念上的值，常引用地價中的投資價值（反應於契約地租中）

或期望價值（反應於買賣成交價格中），為探求租隙大小的測試指標。 

四、若以租隙中資本流動的命題進行討論時，各階段人口的流動應與資本投入有

因果關係的存在，但是否適用於不同於歐美都市空間發展歷程的台北都會

區，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五、台灣地區都市化、郊區化經驗研究的共同發現： 

（一）台灣地區的都市化水準已達到成熟階段，類似工業先進國家的發展情形，

爾後都市化的腳步將趨於緩慢，甚至呈現人口去中心化的現象。 

（二）都會區的形成和蔓延：台灣地區都市化的過程中，首先經歷人口中心化的

運動，大都市成為人口大量集中的地區。因此，在 1960年代和 1970年代，

台北和高雄兩大都市及其附廓地帶相繼連成一體，形成社會經濟相互依賴

的都會區。 

（三）縣轄市和中型都市的快速成長：人口集中的逆轉已明顯呈現，並造成台灣

地區在都市化過程中人口離心化或人口反集中的現象。衛星都市的林立和

郊區化趨於明顯即是結果。 

（四）首要型的都市結構模式不存在：首要都市一向被認為是開發中國家都市結

構的一大特徵。台灣地區自光復以來，由於經濟的自主，都市的大小分布

已脫離首要模式，而接近等級大小規則。 

（五）都市化帶來許多惡果：都市化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造成不少問題，

在台灣這個新興工業化國家也不能避免。台灣地區都市化帶來的問題，較

明顯的有人口分布不均，城鄉差距顯著，及外部不經濟所引發之土地問

題、住宅問題、交通問題和環境問題等。 

六、由相關實證研究檢視台北都會區郊區化過程，可發現其與歐美的經驗現象並

不相符。因衛星市鎮的形成並不全是由郊區化現象所啟動，台北都會區內的

衛星市鎮常是島內移民遷徙過程的中繼站，中心都市（台北市）才是遷移的

終點。其次，衛星市鎮雖然急速地發展起來，但是都市機能並未能隨著人口

的增加而轉型，反而更加依賴台北市，致使中心都市的中心性機能不斷地集

中與增強。此外，就遷徙人口的特性及遷徙的方向來看，和歐美的經驗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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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大的差異。台北都會區雖有看起來類似於美國郊區化的形式，但是郊區

化的原因及過程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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