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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會變遷下的空間論述與實踐 

 

第一節  都市計畫法的規劃理論範型初探 

 
都市計畫之實施，必須先有法令依據，依法擬定之都市計畫始為合法

有效，且各種都市計畫建設及管制事項，亦須依據法令辦理。因此都

市計畫法令實為實施都市計畫之原始動力，必須有完善之都市計畫法

令，始能製訂都市計畫，促進都市之合理發展(美援會，1962：1)。 

 
此為美援會於推動第一次都市計畫法修訂時，對都市計畫法之於都市計畫之重要

性的說明，由於法律此一社會規範類型往往隱含著特定的價值觀，尤其是類似都

市 計 畫 法 此 種 專 業 法 規 之 訂定 ， �能符 應相 關專業者操作上的現實需要，每每依

循其主流理論之要旨而為之，從而將其價值觀投映於是項法令規範中。復以我國

規劃人員「按法令規劃(曾旭正，1994：58)」之實務慣行，致使都市計畫法暨其
內含之規劃理論範型直接成為左右我國都市空間形塑的最主要力量之一。因此，

對於都市計畫法暨其規劃理論範型之探究，便是在討論我國空間規劃論述與實踐

時所不可不談的部分，而這也是本節所欲處理者。 

 

2-1-1  都市計畫法立法沿革概述 

   

    我國都市計畫專法首見於 1939 年，係為國民政府經營大後方城鎮建設以及

戰後城鎮重新規劃、建設準備工作而設(王銘正，1990：28)；惟該法自公佈施行

後，於大陸地區並未有太多的施行實例(內政部，1954：序言；賴建良，2000：

131)。及至國府遷台後，因日治時期之都市計畫法令不僅施行已久影響層面廣

泛，且其規範內容之詳實程度亦遠非該法所可比擬 1，復以當時兩岸對峙的緊張

局勢而無暇修訂的狀況下，基於日常行政之需要乃決定沿用日律。由此可知，1939

年訂定之都市計畫法幾可謂不曾於台灣實施過(李先良，1959：17)，從而未對台
灣都市空間之形塑帶來太多的影響；惟此一沿用情形隨著時日漸久且其與中央法

令牴觸者眾，而迭遭有識之士的批評(胡兆煇，1951：23；內政部，1954：1；李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此可就法令條文數之巨大落差窺見一二。亦即，當時的「都市計畫法」凡 32條，未分章，

且無施行細則；相對的，日治時期的「台灣都市計畫令」共計 78條，而「台灣都市計畫令施行

規則」則是高達 286條，其間規範密度之粗疏程度可見一斑。 

註 2.此種說法亦見於該法修正草案總說明之中：「 … …，加強今後各地都市計劃之執行，並配合

目前政府獎勵投資，加速工業發展政策 … …。 (立法院公報第 33會期第 20期：55)」是以，該原

因應係此次修法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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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良，1961：3；酆裕坤，1963：2；姚榮齡，1963：10；高啟明，1964：15)，

另因當時國府發展經濟 2的需要(美援會，1962：1)終有 1964年修法(或說重新立

法)之舉，從而成就了我國都市計畫法適應台灣本土社會 3之始。 

 
基本上，都市計畫法的變動是因應著各國不同時期特有的都市問題，並與政

經局勢和都市化現象呈顯出互為引導的變動軌跡(楊裕富，1991：49)。因此，隨
著時代推移與社會變遷，其後都市計畫法又經歷數次修訂以及相關子法的訂定，

均對都市計畫之施行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但若就都市計畫體制之建立而言，則

以 1964 與 1973 年兩次修法為最。(詳表 2-1)亦即，64 法 4立下了都市計畫法之

框架體例，73 法則使內容章節底定。相對的，接續下來的幾次修法則多為計畫
手段之點狀修訂，不僅異動幅度未若前二次修法之鉅，往往也不涉及與規劃理論

範型相關的「計畫過程」之部分。詳言之，1988 年修法係專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取得年限解套、2000 年修法是為配合農地移轉資格之放寬而相對強化地方政府

對違規使用之制裁、2002 年第一次修法是為加速變更土地使用而更動有關計畫

過程者、至於 2002 年第二次修法則是為落實行政程序法之執行、配合台灣省政
府功能業務與組織及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而設。由是可以發現，歷次修法中

真正與規劃有關者(即都市計畫法第二章之內容)僅 1964、1973、2002 年第一次

修法等三回。(詳表 2-2) 

 

表 2-1  都市計畫法立法沿革一覽表 

年期 分章 刪除 修訂 �訂 不變 條文全數 

1939.6.8 0 \ \ \ \ 32 

1964.9.1 8 5 24 43 3 69* 

1973.9.6 9 7 56 26 5 87 

1988.7.15 9 0 3 1 84 88 

2000.1.26 9 0 2 0 86 88 

2002.5.15 9 0 3 1 85 89 

2002.12.11 9 0 24 3 65 92 
註：此列條文數總計差“1”的原因係，原條文有二條(8、9條)併改成一條(60條)之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歷次修法立法院公報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此可由兩者對應擬定都市計畫之地方的規定略窺一二，即原法所定者為市、以闢之商埠、省

會等，而修法後所定者則改為首都、直轄市、省會、省轄市、縣(局)政府及鎮公所所在地等。 

註 4.此係指 1964年修訂之都市計畫法之意，為求行文簡潔乃將 1964、1973兩次修法以此名之。 

註 5.64法第 15條規定：「都市計劃擬定呈報後，應由當地市縣(局)政府將主要計畫圖及說明書於

各該市縣(局)政府及鄉鎮 (縣轄市)公所所在地公開展覽三十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

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上級政府提出意見，作為核定各該都市計畫之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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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細究其間的演替情形則可發現：73法與 64法在計畫過程中的差異主

要存在於人民係向該管政府抑或是上級政府提出意見 5，以及增訂公開展覽地點 

和日期應登報周知之規定，而 2002 年第一次修法則是將首見於內政部 1977 年

12月 31日台內營字第 765991號函的說明會 6規定予以法制化。換言之，該等規

定皆是規劃完成後所進行的審議前置作業，與規劃本身無涉；因此，就法令當中

所可能隱含的規劃理論範型而言，可謂為 64法之一脈相承，並無異動。此外， 

 

表 2-2  都市計畫法修法說明簡表 
次別 年期 修法重點 修法動機 

一 1964 創設主要計畫、細部計劃二級制；創

設區域計劃及特定區計劃；簡化核定

程序；創設公展與審議制度；強化新

舊市區建設；創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取

得期限並依市價補償 

因營建學術演變與都市設計觀念革

新，為適應實際需要和時代潮流，並配

合獎勵投資及工業發展政策 

二 1973 刪除區域計劃另立專法；加強分期分

區建設；延長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年

限；土地徵收由市價改為公告現值；

獎勵私人辦理都市計畫事業；改進公

展程序暨簡化核定程序 

為迅速有效因應新社區建設、舊市區更

新、公共設施興闢、人民異議即計畫核

定之需要 

三 1988 刪除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期限 避免因撤銷保留地而致嚴重妨礙都市

計畫之功能，爰將保留期限之規定刪除  

四 2000 提高罰責 為避免因配合放寬農地移轉資格限制

之規定，所衍生之任意違規使用，違反

農地農用政策 

五 2002.5 提升計畫審議、核定之效率；縮短通

盤檢討辦理之時限規定 

落實經發會有關簡化土地使用變更流

程之相關結論 

六 2002.12 刪除有關省政府之權責部份、明定授

權依據、公共設施保留地得採以地易

地方式辦理 

為落實行政程序法之執行、配合台灣省

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及解決公共設施

保留地問題
* 

註：最後一項動機係李全教提案後併案審查，筆者爰予增列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歷次修法立法院公報 

____________________ 

另 73法第 19條規定：「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所在地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應將公開展覽之日期及地點登報週

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

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連同審議結果及主要計畫一併報請上級政府核定

之。 …」  

註 6.嚴格而言，該等規定已曾於 1982年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中有所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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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雖然 73 年之修訂幅度亦相當大，但真正肇致該次修法的主因實

係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期限之問題(陳威仁，1989：2-13；曾旭正，1994：59)，

只有 64法可謂全盤性之檢討修訂，由是益加突顯 64法的關鍵性。基此，本研究

認為對 64法的剖析應係探究都市計畫法之規劃理論範型的重要切入點之一。 

 

2-1-2  理性規劃論之指認 

 

    1960年代是戰後台灣都市規劃體制奠立基礎的年代。在法令上，有 1964年
都市計畫法的全面翻修；在實務上，更有公共工程局於同年透過中央政府向聯合

國申請派遣專家來台協助都市發展與住宅建設之工作，開始有系統地引入國外的

規劃觀念和技術。因此，想要探討都市計畫法隱含的規劃理論此一課題，該等時

空環境以及事件發展應能提供相當多線索。爰此，本研究將透過對修法時代背

景、規劃實務操作特性和法制內容等面向的分析，來推導出都市計畫法之理論類

屬。 

 

    近代城市規劃理念之興起可回溯至現代理性主義的啟蒙傳統(Healey，

1996：236；Sandercock，1998：169)，惟早期的規劃論述多採工程觀而單純地將
規劃視為物理環境的空間配置，企圖藉此解決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所伴隨衍生的都

市矛盾與失序發展之空間課題，以造就現代化有秩序之都市空間發展(周志龍，

1999：168)。例如Howard的花園城市 (Garden City)、Wright的廣域城市(Broadacre 

City)、Le Corbusier 的塔狀城市(Radiant City)、甚至更早的 Owen的新和睦里(New 

Harmony)、Fourier的法倫斯泰爾(Phalanstere)等「烏托邦」傳統思想源流，雖然

他們極具社會改革理想，但其環境決定論 7的實質規劃觀卻侷限了他們理想實現

的可能性(Fishman，1996；張景森 1991：12~16)；不過此一實質規劃取徑卻深刻

地影響著 20世紀的規劃實踐樣態，並具體地呈現在 1933年雅典憲章的城市機能
8觀點當中(Le Corbusier，1957，施植明譯，1996)。 

 
進一步而言，前揭實質規劃所隱含的理性、進步概念不僅與戰後城市重建及

復甦經濟之需要相契合，更與 Herbert Simon於 1945年首次提出的理性決策範型

結合成全盤理性規劃(comprehensive rational planning)，並於戰後支配規劃領域達

20年之久，其「技術與社會科學可使世界運作的更好，而規劃是社會進步的重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7.此一觀點往往強調要有美好的環境空間安排，才有道德的人與社會，從而認為改善造型與實

質環境就可以改善這個社會(丁致成，1997：4)。易言之，都市計畫不是直接在處理人的問題，

它是透過物的安排來安排人的活動，進而間接影響人的本身(黃世孟，1987：93)。 

註 8.雅典憲章認為都市計畫的本質在於展現住所、休憩、工作與交通等城市機能之秩序，並以土

地經濟效率的觀點規劃各種生活空間，以庇護個人或集體在物質、情感與精神生活上的發展，而

此等機能觀點實係建築機能主義的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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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具」之信念，更為規劃者所普遍信仰(Sandercock，1998：170)。申言之，此

一最早由Meyerson與 Banfield(1955)所提出的規劃論述係以技術理性之觀點來看
待問題，而將規劃視為一個由目標設定、替選方案研擬、方案評估以及決策執行

等四大階段組成之兼具綜合、長程和一般性的空間實質發展之計畫過程 (周志

龍，1999a：169)。至於規劃所企求的進步，則係指對自然與人類社會之控制而

使之朝向預設目標方向前進之謂(Thomas，1982：15)，其間，規劃者以其無可懷

疑的識者(knower)之自我認知，專業技術與客觀理性所塑造出的科學化形貌，去

作對公眾最好的事(Sandercock，1998：170)。這不單提供了規劃的正當性宣稱，
更因為與經濟學者其「理性的經濟人以及理性的資源配置模型」之典範相吻合而

大行其道。 

 

除此之外，另有一支源自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軍方應用在作戰管制方面的作

業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與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模式，因其逐步推廣至工

商界的成效顯著，引發都計學界之重視，乃於 1950 年代後期紛起研究，進而成

為規劃理論之主流─系統規劃(systemic planning)(倪世槐、柯鄉黨，1972：71；

辛晚教，1984：31~33；曾旭正，1990：180)。事實上，這也就是 Faludi(1973)
嗣後予以理論化，並據以提出以「過程法則」為理論主體的程序理性規劃

(procedural rational planning) (周志龍，1999a：169)。該論述視規劃為一組程序，
一系列透過理性思考與行動以決定解決問題之最佳方案，達臻維繫人類進步成長

之根本目標的過程(Faludi，1973：15)。惟其「問題取向」、「程序為主」的理論

發展(曾旭正，1990：181)，以及深受實證主義行為科學影響而大量運用量化技

術於規劃過程之結果，使該論述僅聚焦於對規劃者個別主體之理性行動方式 9的

強調和理性決策程序 10的技術面探討上，從而認為規劃最為關鍵之處即在於全面

理性地掌握與處理所有資訊(Faludi，1973：105)，相對地忽略了規劃所存在的政

治、經濟、社會與環境等現實條件，以及規劃之政治過程的本質(周志龍，1999a：

169；曾旭正，1990：191)。 

 
    總之，全盤理性規劃與系統規劃此二論述其實是啟蒙認識論之下的理論變

體，其論述內涵容或有所不同，但是對於「理性和進步」等核心信念的信仰則無

差異，爰此，可以「理性規劃(rational planning)論」此一統攝性的概念稱之。簡
言之，理性規劃視規劃為解決問題的技術操作過程，至於規劃者則是置外於政治

的中立科技操手(Raymond，1978；Kaufman，1978：180、181)，並主張在該合
理規劃程序下必能獲致最佳問題解之普同性以及親資本的效率價值觀

(Meyerson，1956；Harris，1960；Faludi，1973；Friedmann，1987：4)，從而有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9.個別主體的理性行動方式係指接收訊息、決選策略、行動與修正學習(曾旭正，1990：181)。 

註 10.理性的規劃程序所指陳者為，目標設定、問題界定、方案研擬與評估、選擇與回饋(曾旭正，

199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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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公共利益的提升。此外，尤須注意的是，此一規劃論述背後所隱含的政治哲

學係公共利益的先驗性存在，以及政府乃心存良善的公共利益代理人之必然性

(張景森，1991：159；Friedmann，1998：19)。是以，此等思想不單是指導規劃
者與形塑規劃實踐的上位理念，更是規劃在政治上所宣稱之正當性的重要來源。 

 

2-1-2.1  修法時代背景的演繹推論 

 

    就台灣的歷史發展分期而言，1960 年前後係屬於經濟面之摸索調整期和高

度成長期的分野(劉進慶，1988)，政治面之威權鞏固期(陳明通，1995)以及社會

面之經濟力當道時期(蕭新煌，1992)，由是即可發現當時候的台灣係處於一政治
「穩定」，經濟蓬勃的局勢底下。申言之，此時的台灣屬於戒嚴體制下的剛性威

權國家，政治禁忌林立，參政機會閉鎖，因此民間社會只得將全副精力投注於經

濟發展之面向。相對的，國民黨政府在反攻大業日益無望的同時便將政治目標轉

向經濟成長的現實考量，以提供新的統治正當性基礎(曾旭正，1994：55、56)，
例如「十九點財經措施」與獎勵投資條例等經濟發展方案也就是此一歷史氛圍下

的產物，至於都市計畫法的修定亦是同一脈絡下的衍生措施。 

 
    由於第三期經建計畫係我國經濟發展策略轉向出口導向的關鍵，是時為求加

速工業發展，除於獎勵投資條例中規定由政府編定工業用地，以供工業發展之用

外，各都市計畫地區內工業區之修定、增設，以供工廠設置亦為重要配合措施。

惟原有之都市計畫法其內容多偏向公共衛生和建築安全為主，未能符合獎勵投資

以及發展工業等經濟成長之目標，因此，美援會乃呈請行政院促有關當局從速修

訂該法，經行政院令內政部辦理，並限於三個月內擬具修正草案，從而於 1962

年 4 月由內政部與美援會法律修編籌劃組共組「都市計劃法修訂小組」，延聘都
市計畫、土木工程、環境衛生、工業發展、市政管理等有關方面學者專家及機關

代表擔任委員，次第展開工作。其間，除參酌台灣省政府建議修正意見，以及內

政部「臺灣省都市計劃考察團」考察各地時，對各地方政府提出實際遭遇之困難

問題予以研討改進所作之建議外，並摘譯英、美、德、日、荷、比、瑞士等國都

市計畫法令以為修訂參考(美援會，1962：1、2；立法院公報第 33會期第 20期：

55、56；王銘正，1990)。要之，我們可以說都市計畫法的第一次修法係以經濟
成長為鵠的之政治計畫的產物。 

 

在對 64 法的立法經過有一初步認識後，以下將續就參與其中的行動者所可
能夾帶之價值觀或意識型態做進一步的分析。一般而言，法令的訂定過程可概分

為草擬和審議二階段，其間的各參與者往往會將他們所持的認知、立場、價值等

投射至法條當中。基此，本研究將分就法案草擬者所持的論述立場、威權體制下

近親相擇(selective affinity)以及經濟成長目標下的效率判準等三個面向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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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案草擬者所持的論述立場 

 

一如西方城市規劃專業的首批從事者之工程背景般(Friedmann，1987：4)，
戰後台灣的都市計畫先驅同樣不是所謂的都市計畫專才，多為土木建築及地政專

長者 11(許嘉緯，1999：3；呂芳上等，2000)，這些專家學者便是在邊作邊學 12  
的情況下推動台灣戰後的都市計畫發展。在這種情形下，一方面由於他們所學背

景的關係，它方面則是因為當時候國際間所流行的規劃學說係以工程觀為基礎的

全盤理性規劃，是以國內都市計畫界受此說之影響甚深。尤其直接的證明是，64

法第 3 條將都市計畫定義為：「在一定地區內有關 … …等重要設施作有計劃之發

展或指導」，此條文內容不單是與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令第 1 條所定義之「新設

或改良市街地所必要之有關 … …等重要設施之計劃(黃世孟編譯，1992b：273)」
無異，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將都市視為「物之集合」，而為環境決定論的信

仰者。事實上，這也就是 1960 年代以前西方都市規劃者所持之全盤理性規劃隱

含的假設之一(黃世孟，1987：93、94)。 

 
此外，就行政部門的決策高層而言，當時的政治菁英組成因為國際局勢和美

國態度的轉變，而由 1960年以前的革命菁英轉向其後的技術官僚(彭懷恩，1990：

160~171；曾旭正，1994：38、39、55、56)。之所以特別點出技術官僚，除了他

們在當時所擁有的決策影響力外，更因為其「工程師」出身(彭懷恩，1990：154)
對於同屬工程觀之全盤理性規劃所可能擁有的親近性和支持。因此，本研究認為

行政院版的都市計畫法修正草案所可能隱含的規劃理論範型即係，當時佔據規劃

領域霸權地位的全盤理性規劃論。 

 
貳、威權體制下近親相擇 

 
都市計畫制度不可能憑空產生，制度的出現自有其社會基礎，而都市計畫制

度設計的首要考量即為如何與政體整合(楊裕富，1991：46)。理論上，此一整合
的過程主要係發生在立法院內，因為該過程妥協了各種權力的對抗，也沉澱了各

種價值觀。因此，集「都市計劃法修訂小組」、「台灣省建設廳公共工程局之都市

計劃法修法專案小組」，以及「內政部臺灣省都市計劃考察團」等三大團隊所研

擬之修法草案，於立法院審議的過程便相當值得探究。惟就該案之審議過程中，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1.此一說法亦可由歷任美援時期工程總隊第一處處長、公共工程局總工程司、公共工程局長、

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長之職的張祖璿先生之語得證：「我是個純粹的土木工程師，真正弄都

市計畫的，在當時只有倪世槐一個人(呂芳上等，2000：120)。」此外，就當時的作業分工而言，  

地政專長者多位居中央負責政策面，至於工程背景者多身處地方從事實務推動。 

註 12.此一說法為研究者於 2002年 12月 20日訪王銘正先生(現任營建署都市計畫組組長)時，為

王組長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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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究竟由哪些委員會進行一審(立法院公報第 31 會期第 11 期：4~6)，以及對細

部計畫此一用語(立法院公報第 33 會期第 19 期：114~119)等零星爭議外，行政

院所提之修法重點幾乎是照案通過的情形來看(立法院公報第 33 會期第 20 期：

14~54)，該法案之屬性應該是與當時候的政治環境相契合的。 
 

然而，當時候的政治環境為何？誠如彭懷恩(1990)所指出的，台灣從 1950

年到 1987 年蔣經國逝世，一直是處於以兩蔣父子為權力核心的威權統治下，呈
顯出高度中央集權、行政權獨大以及強國家弱社會的一元統治特徵。至於該修正

案則係如同曾旭正(1994：55~59)所指出的，於 1960年代經濟成長需求催逼下進
行的第一次都市計畫法修訂，已然關鍵性地決定了台灣都市計畫體制之性質，它

是一套由上而下，強調管制而非主動開發引導，並結構性地從屬於經建計畫的中

央控制計畫，特別是它的非參與性和集權式的規劃操作模式，尤其能符合台灣技

術官僚威權體制的運作邏輯，故而能為身繫法統之務的立法院所接受。質言之，

此一強調非參與性的集權操作模式，其實也就是全盤理性規劃之「技術理性」的

外顯特徵，因為它將規劃視為中立的行政運作，其中立之說恰恰吻合了一個威權

官僚體制想要用非政治的“合理”意識形態來壓制衝突與矛盾的要求(張景森，

1988：15)；至於行政運作之屬性則是宣示著它所享有的形成自由，並非其他權
力所得置喙，特別是在行政權獨大的威權體制裡頭，形成自由更可能為了施政上

的需要而擴大解釋。凡此種種，皆係有利於當局進行威權統治的概念，因此本研

究認為該修正案所可能參採的理論範型應係全盤理性規劃論。 

 
�、 經 濟 成 長 目標下的效率判準 

 

    隨著 1950 年韓戰爆發，台海局勢丕變，台灣在美國軍經援的協助下逐漸穩

定。然而，1957 年前後，美國遭遇戰後最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且國際收支經常帳
亦首度出現赤字，致使美國私人資本急於往外擴張。這些背景促使美蘇朝向和

解，以經濟發展代替軍事競爭(蕭全政，1997：66)。此等國際局勢的轉變不僅促

使台灣當局制定了「十九點財經措施」13，從而確定了台灣出口導向之經濟策略

轉型，並在美國表達不支持國府以軍事手段來光復大陸後(曾旭正，1994：38)，
使得「反攻大業」此一最上位的政治目標漸次失去實現的號召力，而需要尋找新

的正當性基礎。至此，經濟計畫除了具有回應國內市場需求和中美國際政治關係

之考慮外，更被賦予新的政治意義，即經濟建設有助政治反攻(曾旭正，1994：

55、56)。於是乎，經濟成長乃成了國民黨政權正當性的重要來源之一，從而成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3.1959年美國駐華安全分署署長赫洛遜基於美國的利益考量，對我政府提出「加速經濟計劃

綱要」，允諾我國若朝向經濟開放政策，將以經援方式彌補因政策調整而導致的外匯短缺，其中

雖有與我國立場相違者，但大體仍屬有利，因此在雙方幾經協商後終有該措施之定案(蕭全政，

1997：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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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的政治目標。 

 
    在這種以追求經濟成長為國家方針的歷史背景底下，都市計畫也被視為協助

經濟發展的有力工具 (張景森，1991：156~160)，因此，何種規劃理論較能有效
達成經濟成長之目標，自然也就較可能為當局所採。而當時候流行於規劃界的全

盤理性規劃無疑是最能迎合台灣當局發展經濟之需求者，因為它強調效率的理性

進步觀與經濟學者之「理性的經濟人以及理性的資源配置模型」之典範其實有著

內在的一致性。是以，本研究相信該修正案將會選擇最能達成其經濟成長目標的

全盤理性規劃作為其理論基礎。 

 

 

2-1-2.2  規劃實務操作特性的研究歸納 

 
「法律只是提供一套遊戲規則而非替代遊戲，其作用在於構築一所欲規範活

動之平台，而不能代替人們各為其目的之決策(Clark，1989：327，轉引自楊裕富，

1991：39)。」因此，真正體現法律規範意涵的係執行者揉合時代精神價值後所
映射出的，非謂能單純地由法律條文來加以研判。換言之，我們可以由該法律之

實踐情形觀察到是項法律所隱含的理論背景和價值觀。爰此，本小節將就規劃實

踐之面向來探討都市計畫法所隱含的理論範型。然而，要窮盡台灣數百個都市計

畫案絕非研究者能力之所及，若以單一個案為例又容易衍生代表性的疑義，因

此，本研究將以實際執行都市計畫制定工作之規劃師所持有的規劃理念思想，作

為檢證實務操作的理論基礎，進而推論構築其實踐平台之都市計畫法的理論範

型。 

 
壹、都市計畫組織沿革 

 

自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精簡機構，裁撤營建司，將其都市計畫業務併

歸地政司設科辦理，迄 1973 年內政部奉准恢復營建司建制，乃由其下設之都市
計畫科掌理全國都市計畫行政業務，原地政司則負責區域綜合開發計畫之規劃監

督事項。後內政部組織法於 1981 年再次修訂，營建司擴編為署，原都市計畫科
改制為組，原地政司負責之區域綜合開發計畫之規劃監督業務亦移轉至營建署的

綜合計畫組(王銘正，1990：24、25；劉曜華，1996：33)，自此，營建署乃成為
我國最高的都市計畫行政機關。此外，由於我國都市計畫係因配合經建計畫而發

展，是以在美援時代之後，經合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66~1971)成為接
合國外規劃觀念之重要單位，並歷經都市發展處、經設會都市規劃處、經建會都

市及住宅發展處之改組，成為我國空間計畫及相關政策的重要研究、審議和協調

單位(劉曜華，1996：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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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地方政府層級，由於早期都市計畫專業人員極度匱乏(許嘉緯，1999：

23~27)，因此各縣市鄉鎮之都市計畫，除日治時期擬定公佈實行者外，其餘各地
之都市計畫悉由省建設廳公共工程局市鄉計劃組代辦，甚至若干都會區域計劃亦

多由該組主持擬定(行政院經合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67：6)，由此即
不難想見公共工程局於推動台灣都市計畫發展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後為執行台

灣省政府規劃完成之 233個尚未擬定都市計畫的鄉鎮公所之五年計畫，乃於 1969
年將市鄉計劃組擴編為都市計畫規劃總隊，以協助各縣市鄉鎮都市計畫之擬定，

復因都市急劇發展所帶來的公共設施建設成長，又於 1973 年將該隊擴大為市鄉

規劃處。最後，省府為因應國宅建設之迫切需要及加速都市發展，於 1979 年將
公共工程局與國民住宅委員會合併改組為住宅及都市發展局，並續設市鄉規劃處

辦理區域計劃、特定區計劃以及協助各縣市鄉鎮擬定都市計畫之業務(劉曜華，

1996：34；呂芳上等，2000：298、299)，直至精省。 

 
縱觀戰後台灣都市計畫機關的創設與改制，不論是中央層級的內政部、經建

會，抑或是地方層級的省政府，雖然迭有變革，但實際執行規劃業務者幾乎都是

公共工程局此一系統，加上當時都市計畫專業人才短缺，機關單位間的借調、兼

任更是時有所見，因此公共工程局的相關主事者對台灣都市計畫之發展實有著高

度的影響性，例如改組後公共工程局首任局長(1958)王章清便曾兼任改制後台北

市的首任工務局長，1969 年擔任局長的張祖璿亦曾兼任經合會都市發展處第一

任處長，而擔任首任營建署長的張隆盛亦是建設廳之出身等(呂芳上等，2000)。
惟如前所述的，戰後早期台灣都市計畫從事者多非都市計畫之出身，在當時資訊

不足的情況下，規劃師僅能憑著少數得自國外的教科書摸索規劃方法，例如鄰里

單元、花園城市、新鎮等概念(曾旭正，1994：58)。直至 1960 年代，聯合國顧
問團來台協助發展都會區域計畫，始對實務界之規劃觀念有所啟發，不再像從前

只管建築實體而已(呂芳上等，2000：120)。 

 
貳、思想源流：聯合國顧問團 

 
誠如張祖璿所說：「由於在光復後十餘年中，台灣地區的都市計畫規劃與都

市發展工作，一直未受到中央及省方高級長官的重視(王鴻楷、夏鑄九，1979：

61)。」因此，在行政當局如火如荼地推動都市計畫法第一次修法的同時，台灣
的經濟發展模式早已超出縣市行政界線，原有的個別性都市計畫多已不敷使用，

於是公共工程局乃著手研究區域發展的可能性(利燕伶，1991：50)，愈發突顯都
市計畫專業人才及技術之不足。時任改組後公共工程局首任局長的王章清，鑒於

國內規劃專業人才不足以及都市建設對經濟發展之重要，遂向當時主持美援與經

濟發展的李國鼎、陶聲洋等人建議，向聯合國申請協助(王鴻楷、夏鑄九，1979：

61；呂芳上等，2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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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該建議獲致同意後，台灣至此進入了戰後都市計畫發展歷程的第三個階

段：聯合國顧問參與期 14(黃世孟，1992 a：57、58)。詳述之，當局隨即於 1962 

年 8月向聯合國特別基金提出有關派遣都市計畫專家之申請，不久，聯合國駐曼 
谷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即派了一位加拿大籍的專家來台作初步勘查，並旋即將

其轉往紐約特別基金。1964 年初特別基金同意對該項申請加以考慮 15，並派遣

專家來台，對台灣都市計畫與建設情況作一初步之研究，以及協助草擬向特別基

金申請協助派遣顧問團來台進行詳細研究和提出具體都市建設計劃。同年 8 至

10月期間，Monson來台研究一般及都市建設情況，審閱《台北基隆都會區域計

劃》，並建議行政當局儘速請求聯合國「都會與都市特別基金(Special fund for 

Assistance in Metropolitan and Urban Planning )」之援助，且其《特別基金協助中
華民國台灣省區域及都市計劃與國民住宅》報告中，亦建議特別基金協助台灣發

展都會區域計畫，以健全都市建設，支持工業發展(Monson，1967：2、3)。就在

Monson的協助下，台灣當局於 1965年正式向聯合國申請經費支助和技術協助，

並於 1966年得到聯合國發展方案(United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董事會
的通過，至於台灣方面則在聯合國的要求下，提出相對配合款並於經合會下設立

「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以下簡稱 UHDC)」，配合聯合國專家工作。嗣後，

聯合國專家陸續來台，從 1966年 8月迄 1971年 6月間，在聯合國專家的協助下，

該小組完成 248種報告及建議，聯合國顧問團亦提出 495種重要備忘錄及建議(張

景森，1991：160)。 

 
    詳言之，當時行政當局為利「聯合國發展方案特別基金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

實施方案」工作計畫之進行，UHDC下設交通、土地、住宅、行政與環境五個分

組，邀請有關機關業務主管及學者專家參與，每一個問題由 UHDC 討論後，按
性質提交研究人員研究或各研究分組討論，聯合國顧問團則予以學理及實務之指

導。由於UHDC的主事者中不乏當時都市規劃機關的重要決策者，例如王章清、
張祖璿、倪世槐、李如南、都喜奎、胡兆煇、方開啟等，加上研擬林口新市鎮規

劃案的共事經驗，使得聯合國顧問團所採用的規劃方法很快地影響到各級規劃人

員(許嘉緯，1999)。例如公共工程局便於 1975 年以林口新市鎮的規劃流程編印

作業手冊(許嘉緯，1999：75)、倪世槐(1972)更翻譯了McLoughlin的《都市及區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4.黃世孟教授將戰後台灣都市計畫發展歷程分為五個時期：第一為戰後省市建設接辦期

(1945~1954)，其特徵為舊法與新制的衝突；第二為廣域區域計畫萌芽期(1955~1964)，其特徵為

全台各地市鄉鎮都市化迅速，各行政區面臨擴大並引發爭水問題，進而發展出區域供水制及區域

計畫之觀念；第三為聯合國顧問參與期(1960~1972)，此階段係台灣都市計畫專業及教育機構建

制的關鍵時期；第四為國土綜合發展體系期(1973~1991)，整體國土規劃理念逐漸受到重視；第

五為市民參與都市改革摸索期(1988~)，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年限刪除及無殼蝸牛運動突顯台灣

都市土地、住宅、環境等問題之嚴重性，開啟市民運動反計畫之階段。 

註 15.當時特別基金對於都市計畫與建設方面尚未列有預算 (Monson，1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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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系統規劃原理》，並與王章清(1978)合編《都市及區域規劃》等書，從而加
速了該規劃範型的流傳。此外，聯合國顧問團來台除協助研究都市發展問題，示

範新都市之規劃與推動外，更負有辦理在職人員及大專學生訓練計畫之責(許嘉

緯，1999：51、52)，加上與其配合作業的 UHDC後來改組為「都市及住宅發展
處」之正式編組，以及部分研究人員日後所擔任的規劃要職，使其規劃理念與方

法得以延續傳遞，例如，張隆盛、林益厚、柯鄉黨先後均曾擔任推動都市計畫政

策發展的營建署長之職，而辛晚教、李瑞麟與楊重信等人則於都市計畫學術界佔

有一席之地。綜之，我們可以說聯合國顧問團對我國規劃理論與實踐有著普遍性

的影響，而張景森甚至認為聯合國顧問團與 UHDC 的工作報告與建議不僅奠下
了台灣都市及區域計畫的基本框架，且其規劃與發展理念更因為實務界的流行以

及留學生的媒介，而成為 1970年代之後台灣規劃界的基本範型 (劉玉山，1986：

19；張景森，1988：12；夏鑄九、張景森，1993：18)。 

 

    然而，聯合國顧問團所採用的規劃理論範型究竟為何？按張景森(1988)與許

嘉緯(1999)之研究指出，聯合國顧問團所引進的規劃理論其實就是當時候歐美都
市規劃界廣泛採行的「系統規劃」，強調規劃師價值中立的技術士角色、理性的

決策程序以及數理推估預測模型的運用等，而林口新市鎮則可視為其代表之作，

當時甚至有「林口模式(Linkou Model)」之建立(行政院經合會都市發展處，1971)。

但是此一強調程序理性的作業模式，在台灣都市計畫「量產年代 16」之績效壓力

的催逼下，卻出現了制式的簡化型態，亦即根據都市計畫法規定的主要計畫與細

部計畫說明書之內容需要，將相關數據經過假設的系統分析模擬後，化約成簡單

的計算與填空，使得相關計畫的訂定淪為法定服務水準的計算，從而大量快速地

複製出類似性、無性格的計畫案(黃世孟，1992a：71)。事實上，這個簡化模式

也就是曾旭正(1994：58)所說的「按法令規劃(by- law planning)」，而其計畫型態

則係「藍圖式規劃 17」之屬。但是持平而論，若非如此似乎也不可能在短時間之

內，相關人力短缺的情形下，迅速完成所需都市計畫之建置。 

 

對此，周志龍(1997a)更進一步的說明，該藍圖式規劃之理論基礎便是上述
的「系統規劃」。因為台灣國土規劃管理係為因應空間環境所造成的資本積累威

脅而生，其體制與政策則是建構在威權式中央集權的親發展國家體制之下，透過

藍圖式的規劃引導開發理念以及法制設計，來因應發展之需要與化解部分的空間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6.戰後台灣迄今共發佈 443個都市計畫案，其中 60年代之前 52個、60年代 32個、70年代

245個、80年代 97個，以及 90年代 17個，由此即可看出聯合國顧問團初離台的 1970年代，正

是我國都市計畫的「量產年代」，而 1969年省政府公共工程局都市計畫規劃總隊之成立則可視為

該年代之肇始。 

註 17. 對於此種說法，戰後台灣都市計畫實務界之先驅者張祖璿及倪世槐先生即曾有「都市計劃

為一藍圖性之計劃(張祖璿、倪世槐，1973：77)」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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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穩定經濟積累環境。在此種特定的歷史情境底下，其規劃論述自然是構築

在能夠和當時威權官僚體制相吻合的「系統規劃理論」基礎上。之所以如此，則

是由於 

 
系統規劃本身暗含了一種存有論的觀點：它將規劃活動視為一個整體，掩

蓋了規劃過程內在的社會衝突與政治衝突，暗示它應該是一個合理的過

程。這種過程恰恰吻合了一個威權官僚體制想要用非政治的“合理”意識形
態來壓制衝突與矛盾的要求。換言之，由於威權官僚與系統規劃有近親相

擇(selective affinity)的關係，加上這種規劃方法支持的是由上而下之中央
控制的計畫，頗能合乎台灣中央集權的強勢國家作為，所以系統規劃的地

位一直屹立不搖(張景森，1988：14、15)。 

 
爰此，本研究認為我國規劃實務界所奉為主流的規劃範型應該就是系統規

劃。循此以推，基於典範之不可共量性概念(Kuhn，1962)，既然系統規劃論能與

當時候的規劃操作平台─都市計畫法配合無間，並成就 1970 年代台灣都市計畫
之量產年代，本研究相信都市計畫法所隱含的規劃理論範型應與「系統規劃」出

自同一思想源流。 

 

2-1-2.3 法制內容特性的比對 

 
基於上述對都市計畫法所隱含之規劃理論範型的推論以及理性規劃論之認

識，本研究於此部份將以都市計畫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範內容，描繪出法定計畫

過程，進而指出該等規範所代表的規劃意涵，繼之與理性規劃論的操作特性作一

比對，從而釐析出都市計畫法所隱含之規劃理論範型。一般而言，都市計畫過程

可以區分為規劃、審議與執行等三階段，至於規劃理論所指涉者主要係規劃階

段，但基於計畫方案仍須經過審議方能決定，且審議意見亦有反饋至原方案而變

更計畫之作用，因此，在探討都市計畫法之規劃理論範型時，所須考量的法律條

文勢將涵蓋審議之部份。 

 
壹、法定計畫過程之分析 

 

    從圖 2-1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定計畫過程的變遷情形，就現行體制而言，

其體例主要係成於 1973年的《都市計畫法》而定於 1975年的《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雖然其後仍有多次的增修規定，但仍未脫該範型，亦即一個

由通盤檢討前公告、計畫擬定後公展、而後送審、核定並發布實施等階段所組構

的流程。基本上，各國以法律規範計畫過程，其目的在於維持並保障計畫之正當、

公平與合理性，而其衡量標準約略有「整合各方意見、維護公共利益、公開評估

計畫、制衡與監督以及地主權益的公平維護」等數端(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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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47~69)。揆櫫該等標準，其實皆和公眾之參與(popular participation)密切相
關，因為整合各方意見、公開評估計畫、制衡與監督等標準本身已然揭示了公眾

角色的重要性，至於公共利益與公平此等流動性概念若非基於社會共識又該如何

界定，而社會共識的達成又非透過公眾之參與無由以致之，是以有效的公眾參與

實係達成上述立法目的的關鍵性方法。 

 

圖 2-1  法定計畫過程示意圖 

 圖例說明：方塊上部為法律依據，下部為程序動作；§為某法第 n 條之意；都計為都市計畫法之

意；通檢為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自歷年修法版本 

 

 
然而，參與之有效性又該如何成就？本研究認為參與之有效性乃建基於住民

的了解(資訊)、意見互動的模式(管道)以及住民意見之處理(權力)等三面向之上，
就此衡諸上述發展內容可以發現一些現象： 

 

無 無 1975年通檢§26

規劃 規劃 公告與意見徵詢

都計§60 都計§19 無

 審議 公開展覽 規劃

都計§15 都計§18 都計§19

呈報  審議 公開展覽

都計§15 都計§19、20 都計§18

公開展覽 核定  審議

都計§15、16 都計§18 都計§19、20

核定 發布實施 核定

都計§18 都計§26 都計§18

公佈實施 通盤檢討 發布實施

都計§24 都計§26

通盤檢討 通盤檢討

都計法1964年版                             都計法1973年版                     都計法2002年版

於市縣政

府及鄉鎮公

所所在地公

開計畫書圖

書面意見

供核定參考

書面

意見改

供審議

參考

增列

日期地

點登報

週知

1990年通檢§

24增列範圍

及有關書件

之規定

1976年台施

細§5增列村里

辦公處張貼佈

告 1982年台

施細§7增列說

明會

2000年台施

細§6增列地方

政府公報之刊

1996年都委§

10增列與案情

有關之公民或

團體代表得列

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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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增進住民的了解方面來說，其關鍵點在於儘早提供能被住民所理解的資

訊，而這也是相關機制中進展最多的一部份，舉凡公開展覽及其地點與時

間的週知(含登報、村里辦公處之張貼佈告與刊登於地方政府公報)、通盤
檢討前的公告（即得知該議題之時程的提前）、公開展覽期間舉辦說明會

等等皆是。但是此等發展除了資訊公開的時間點有所提前外，就資訊的有

效性而言，不論是展覽期間所公開的計畫書圖，抑或是通盤檢討前將其檢

討範圍與有關書件公告之規定，卻始終沒有積極地協助住民解讀相關資訊

之明文 18。若然，在住民未能真切地知悉計畫之內容及其可能之影響的情

況下，此等法律修訂是否能增進民眾對於規劃案的認知程度恐有疑義，況

且在沒有替選方案這方面的訊息時，住民又如何能判斷行政機關所提出的

草案是最有利的？換言之，此面向的修法並未能有效地強化資訊公開以及

協助住民理解，也就是未能觸及「實質之住民參與條件之提供的問題」，

惟此種消極性作為不啻是剝奪住民在計畫作成中的發言機會(黃錦堂，

1984：7)。 
（二）以意見互動模式而言，著重的乃是多元的參與管道及其引發之溝通互動所

可能形成的願景共識。惟此部分除了民眾提出書面意見的模式之外，僅有

說明會之規定 19，因此，就參與管道的多元性而言，歷年來所累積出的「唯

二」模式實是過分呆滯。然而欠缺其他活潑而具彈性之討論會、座談會、

問卷調查、民意測驗、訪談、公聽會或聽證會、甚至住民投票等機制，實

有待商榷，因為該等方式或有補充住民參與所需之相關資訊的功能，或有

提供決議之作用，更何況在缺乏雙向溝通的限制下，要如何瞭解住民利益

之所在，又如何兼顧公益與私利之間的平衡。進言之，說明會基本上是屬

於單向式的資訊傳遞(即告知)方法而不具溝通的效果，因此與其將說明會
歸類為意見互動面向，不如劃入強化民眾認知的部分來得恰當，復以公開

展覽及通盤檢討前公告期間住民所提的書面意見，姑且不論其參採與否，

但住民卻可能因工作、文字能力等因素而無法以書面暢所欲言或適切表

達，致使其參與效果大打折扣，更遑論意見的溝通互動之層次。簡言之，

意見互動面向仍停留在單向式的資訊傳遞而無互動，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

願景共識可以形成，至於稀少的參與管道則可視為反向地在加高參與之門

檻，或說參與成本之提升。 

（三）關於住民意見的處理方面，所涉及的其實是形成決策之權力此一層次，就

此觀諸現行之所提建議僅供參考，以及得列席都委會說明之規定，我們不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8.例如 1998年德國建設法典第 3條即有「以一個月期間公開解釋計畫草案及其報告說明書或

理由書」之規定。 

註 19.揆櫫現行法令其實仍有較進步之規定，例如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2條之聽證會(2003.1.8已

修訂為公聽會)、都市更新條例第 10、19條之公聽會等；但此等規定基本上並無法援引至本研究

所欲探討的一般性都市計畫之上，因此略而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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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發現住民的無力感。申言之，都委會對於住民提出的書面意見依規定僅

須予以參考，對於審議結果不僅沒有通知提議人的義務，也無須說明為何

不予採用之理由(林明鏘，1996a：106)。此外，住民於通盤檢討前公告期
間所提之書面意見，依規定同樣僅作辦理機關檢討參考之用，受理機關亦

無答覆回應之義務。至於握有審議計畫之權力的都委會雖然在 1996年《各

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中增列與案情有關之公民或團體代
表「得」列席說明之規定，但是受限於「得」的制約，亦即住民並沒有主

動權，以及都委會之組成、安排和決議模式都有問題的情形下(陳東升，

1995：150~152；王振寰，1996：201~205；邱瑜瑾，1996：109~113)，此
等關乎公眾參與所獲得之意見成果能否落實或發揮實效至鉅的規定，幾乎

都是不具任何拘束力，這也不禁令人懷疑該等參與之實益究竟何在？  

 

理論上，住民認知或了解程度的高低是雙方互動能否獲得有效決議甚至是共識的

前提，而此等共識或決議的實踐力則是繫於行政部門的處理方式與態度，就此總

結上述計畫過程的法制變遷內容，我們或許可以說那些改變都沒有真正觸及可以

增進參與有效性的部份，且其著眼點又僅侷限於審議之階段，因此不過是在作一

些粉飾性的增修罷了。因為，就增進住民認知或了解方面，由於資訊公開以及協

助住民理解的消極而導致效果有限；就意見互動交流方面，仍不脫單向式的資訊

傳遞；至於意見處理方面更因毫無拘束力致使參與之規定流於形式或形同俱文。 

 
貳、規劃意涵之探討 

 
    在分析完計畫過程「變」的部分之後，接著要討論的是「不變」的地方，也

就是與規劃理論最直接相關的「規劃」此一階段。從圖 2-1我們可以發現在歷次
修法中，規劃此一階段始終是處於法制不備的狀態，當然也就沒有相關參與機制

可言。但是此種法制不備狀態的長期存在，本研究並不認為是偶然疏忽的結果，

反倒是某種特定規劃觀的必然反映，亦即「專家技術理性」之謂。之所以如此，

乃是因為該規劃觀將規劃視為專家的技術操作過程，專家憑藉著其客觀的科學知

識與技術，以及他無可懷疑的識者(knower)之自我認知，戮力於追求社會進步此
一既定或先驗的目標，或說是一個抽象不可知的未來烏托邦或現代化境地，人民

僅須各安其位，規劃專家便能為你我創造出所欲求的理想社會。既然規劃是這樣

的被認知，那麼一般不具備該等知識技術的小老百姓當然也就無能參與，也無須

參與，至於規劃階段的空白自然也就是理所應當的，畢竟那是保留給規劃專家的

專屬領域，而這不也和上述之非參與性的計畫過程若合符節嗎！ 

 
申言之，倘若我們將計畫過程之規劃與審議斷然劃分為二，上述規劃階段的

法制不備以及審議階段的非參與性，其實也就是表徵著規劃是行政管理之技術範

疇而審議是權力運作之政治過程的基礎假設，雖然忽略了規劃係鑲嵌於整體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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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深受既有政治體制影響，並與審議交相為用之現實，但這卻適足以說明都市

計畫法係依理性規劃論而定的事實。基本上，這種假設所意謂的就是「規劃之功

能」與「規劃者之角色」此等規劃理論探討的重點。對此，理性規劃所持的便係

行政、政治二分之觀點，亦即規劃者扮演的是諮詢角色的技術顧問，待規劃者跑

完分析、替選方案及其評估等行政程序之後，將成果“移交”給政治系統作後續的

決策，因此規劃本身並不涉入決策此一「社會選擇的過程(processes of social 

choice)」(Kaufman，1978：180、181)。至於審議的非參與性，則是訴說著威權
體制之下行政權獨大的歷史背景。兩相比較，我們便不難發現都市計畫法就計畫

過程所做的制度性安排，實乃立基於理性規劃的特定規劃觀之上。 

 
�、 歷 次 修 法 內 容 之探討  

 

    末了，復就都市計畫法歷年修法之趨勢走向來觀察，本研究發現在 6次的修

法中，除開 2000年的第 4 次 20修法係隨同《農業發展條例》之修正而不具自主

性議題外，餘下的 5次共同呈顯出兩大議題，且均被列為修正重點：公共設施保

留地與爭取計畫時效。(詳表 2-2)首先，就公共設施保留地而言，此議題可說是

我國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堆積於都市計畫之「循環的歷史債務 21」，亦即行

政當局僅將都市計畫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工具，例如取得工業用地，復以長期來

的積累性財政(張景森，1991：134~138)，造成公共支出的成長趕不上所得的成
長，致使都市建設、公害防治、文教建設、環境維護及社會福利一直處在低度發

展的狀態(徐育珠，1991：197)，從而反應在大量未能如期徵收的公共設施保留
地問題上，進而產生了都市計畫法第二、三次修法的政治解。此外，隨著國內經

濟的發展與時間的推移，地價普遍上漲的現象更使得此一財政黑洞愈形擴大，終

有第六次修法之「以地易地」之策。 

 
其次，就爭取計畫時效來說，簡化審議或核定流程以爭取時效則是歷次都市

計畫法修正中次常見的理由，具體而言，第一次修法之第 16、17、23 條係為簡

化核定程序以爭取時效而定(立法院公報第 33會期第 20期：57)；第二次修法之

第 20、23條是為簡化核定程序便利人民建築，第 19、23條雖是改進公展之程序，

但其目的乃是在避免公文往返而有礙核定之時程(立法院公報第 62 會期第 65

期：63、64)；至於第五次修法之第 19 條係為有效掌握審議時程，第 23 條係為

縮短細部計畫所需審議時程，第 27-2 條則是為縮短重大投資案審議時程而增設

之聯席審決規定(立法院公報第 91 會期第 28 期：146)。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行政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0.基本上，第 6次修法原不具自主性，僅係配合精省與行政程序法之施行所做的調整，但因

李 全 教 等 立 委 對 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 徵 收 期 限 之 提 案 �程序委員會決議為併案審查，所以該次修法仍

有其自主性議題。 

註 21.此一名詞係採擷自楊友仁研究台北市違章建築＜循環的債務＞一文之篇名，不敢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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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對計畫過程效率之重視，也就是對都市計畫產出效率的要求，惟何以如此？ 

 

本研究認為此一現象與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同係台灣發展掛帥國家性格的

反映，因為都市計畫從屬於經建計畫的這種結構性關係，致使都市計畫的發展處

處反應著促進經濟成長的思維，例如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便是以犧牲生活環境品

質所需之財政支出，來補貼獎勵投資與出口所損失巨大稅收所衍生者(徐育珠，

1991：181)；至於對計畫時效的追求則是為了迅速反應經濟市場的變化，以提升

空間效率的產物，此亦證諸第五次修法中第 26 條，有關降低通盤檢討年限以適

應社會經濟發展快速變遷需要之規定(立法院公報第 91 會期第 28 期：146)。換
言之，歷次修法所不斷強化的價值判準即係追求經濟成長的效率觀，而這正是理

性規劃論信奉不移者。 

 

更進一步來說，都市計畫(建設)往往被開發中國家視為文明或現代化的表徵

(楊裕富，1990：45)，故而身為後進國的台灣，為求超歐趕美以及發展經濟之需

要，自然會試圖以普遍地發布都市計畫來作為其追求現代化的手段 (嚴家淦，

1968：5)。然而，這種對文明或現代化的追求其實是建立在，控制自然與人類社

會而使其朝向預設方向前進的「進步哲學觀」之上(Thomas，1982：15)，亦即透
過對自然的控制來安排出最具效率的空間秩序，以及對社會的控制來穩定威權體

制的統治基礎之謂。因此，73法之行政院版第 3條 22會在原工程觀的都市計畫

定義上，再加上對土地使用之「管制」，不正反應著聯合國顧問團所引進的系統

規劃之進步觀。基此，無怪乎時任建設廳副廳長方開啟會有：「所有人口集中之

地，在性質上當地已有銀行、電話、旅館、餐廳 … …等，如果都已具備，都可以
稱為都市。今天對於具備都市性質的地方都需要加以規劃，因為有計劃的建設總

比沒計劃的建設好(立法院公報第 62會期第 59期：22)」之語，而前述之都市計
畫「量產年代」的出現當然也就不值得驚訝。 

 

 

2-1-3  理性規劃論之檢視 

 
全盤理性規劃的一個重要立論基礎就是，如果規劃要合乎理性就必須能兼顧

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規劃的範圍必須廣泛，考慮的時間必須夠長(20~30 年)，
然而這種兼具綜合、長程和一般性的實質空間發展計畫究竟如何以致之？其關鍵

之道便在於規劃者所秉持的公正無私態度，透過其科學化的分析及專業知識的判

斷，來預測並控制未來都市的發展，從而為人類之文明或現代的理想社會擘畫出

一條可達之徑(吳綱立，1998：77)。例如Meyerson與 Banfield(1955：314)便認為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2.該條條文為：「在一定地區內有關 … …等重要設施，作有計劃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

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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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理性的規劃者在作政策決定時，可以事先獲得所有的資訊，並且知道所有解

決問題的途徑；此外，一個理性的規劃者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所有解決途徑可能帶

來的影響及後果；最後，一個理性的規劃者將可以根據他的價值判斷（如效率）

來選擇最好的途徑(轉引自徐世榮，1996：87)。尤有進者，隨著 1950 年代作業

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與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的引入規劃領域(倪世槐、柯

鄉黨，1972：71)，計量模型以及本益比之效率觀的廣泛應用使其愈加符合當時
候學術界所崇信之實證論的典範，這不但深化了全盤理性規劃的科學化形象，也

強化了它的專業信心。在這種看法下，規劃基本上就是一組準備資料以便決策可

以更為理性化的方法。簡言之，論者認為規劃在中立且獨立於政治活動之外的情

況下，透過客觀科學的技術操作，將能夠實踐單一的公共利益(最佳問題解)。 
 

惟不可諱言者，全盤理性規劃此種過於依賴「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規劃觀在 1960年代之後亦遭致許多批評，並使其霸權地位逐漸動
搖，而該等質疑多針對其立論基礎與基本假設，例如規劃者真能藉由其專業知識

來正確地預測未來？或是規劃者真能中立客觀地擇定最有利於公眾的問題最佳

解？質言之，這也就是對於全盤理性規劃以實證科學為基礎發展出的工具理性，

能否適用於都市規劃及公共政策分析的質疑。那麼，何謂工具理性？其問題何

在？ 

 
事實上，此間所指的工具理性也就是，透過資料蒐集、實驗、分析以建立具

重複操作功能的預測模型，以追求效率服務市場之謂(Harris，1960)。至於其問
題則有下列數端： 

 

首先，相對於規劃所欲處理的開放系統(都市問題)，人類擁有的其實只是「有

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因為我們既缺乏足夠的知識與經驗去進行如此廣泛
浩大的社會工程，且其建立模型所需之大量完整資料的取得在時間與經費上往往

亦不可行，是以理性規劃通常須藉由諸般的假設前提來作分析預測，但現實環境

豈能有該等假設！ 

 
其次，自然科學所使用的實證方法根本就不適用於動態、多變的規劃決策環

境，因為現實環境不像實驗室一般可以對諸多變數進行控制，況且環境規劃需要

處理的除了實質的物理空間之外，更有承載著記憶、情感、文化等網絡關係的社

會空間，可是對於社會空間的觀察、研究與評量是無法單憑專家所依侍的量化技

術便得以完成，反而是得融入具有生活經驗的住民意見才能獲致相對完整的輸入

（input）。此外，社會空間裡充斥著價值的選擇，而價值是主觀的，不能將其化

約為簡單的價值�事實二元關係，從而益加弱化其實用性。簡言之，此等植基於
自然科學實證論的計量預測模型所欲建立的普世通則，其實是忽略了社會實體多

元複雜本質的過度簡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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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Rittel與Webber(1973)認為規劃者所面對的是邪惡的(wicked)問題，其
界定問題的本身即是一最大的問題，因此很難訂定明確的規劃目標，也沒有絕對

正確的問題解決方法，更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亦即規劃所欲追求的係複雜的綜

合目標，因而其考量因子勢須納入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美學等無法量化之價

值標的，而不只是理性規劃所揭櫫的單一經濟效率準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經

濟效率的追求本身並不是目的，其目的應在於更高位階的增進人類福祉，而人類

福祉絕非經濟效率之物質滿足所能概括的，倘若將其誤植為最終目的的全部，其

實也就是犯了韋伯(Weber) 所指出的「理性化弔詭(paradox of rationalization)」現

象之偏差。申言之，此間所指陳的也就是工具理性(達成目的與價值的方法或手

段)，以及價值理性(對於目的之堅持與信守的態度)的區辨，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

盲目追求經濟效率的經驗，一如韋伯對近代西方社會理性化(現代化)發展之觀察
般，皆係由價值理性開展出工具理性，但卻從價值理性走向工具理性，並因工具

理性的快速發展而傷害到價值理性，從而衍生出「非理性(irrationality)」的結果。

要之，也就是陷入手段日益發達，而目的卻逐漸被遺忘的主客倒置迷霧當中(王

湧泉，1997)，至此，理性化的發展所提供者將不是可欲的解放，反倒是另一種

宰制形式(黃瑞祺，1990：149~182)。 

 
最後，在這樣多元複雜的規劃環境裡，規劃者面臨的往往是相互牴觸或對立

的目標及價值觀，規劃者很難絕對客觀中立的作決策而不受其個人偏好的影響，

因為那是去人性化的假設。退一步而言，規劃者至少會希望他所擬定的計畫草案

能夠被採納施行而非束諸高閣，若然，他便有投入政策議題、說服決策者以影響

決策產出 (output)的使命，否則其專業的有效性將日漸衰退而喪失自主性

(Kaufman，1978)。由是觀之，規劃者實難以如同理性規劃所主張的那般獨立於
政治範疇之外，絲毫不帶任何個人主觀偏好地擔任行政技術士之角色。 

 
總之，對於理性規劃的批評並不在於視之為自始惡意，只是它太過強調其理論方

法的絕對性或單一性，不能見容其他價值觀，因此迷失於「理性化弔詭」的歧路

當中，亦即工具理性逾越價值理性乃至形成另類的宰制而非解放，所以在歷史情

境的檢視下往往不能為多數民眾所接受而難逃失敗的命運，特別是弱勢者之屬。

正因為如此，使得先前規劃理論定於一的狀況漸趨多元並呈的新階段，而有待進

一 �地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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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性規劃之後�多元典範階段的到來 

 
城市規劃成為一種專業、形成相關論述乃至具體提出所謂的規劃理論，其實

並沒有太長的歷史。作為一種知識與專業運動，實質空間規劃代表了對十九世紀

城市罪惡的一種回應(Hall，1988：7)，城市規劃的歷史因而成為處理工業革命衍
生問題之歷史。然而，城市規劃所涉及者並非僅關於操作技術，而是「具有道德

與科學的雙重本質(Benevolo，1975：35，轉引自謝慶達，1995：2)」，但是在現
實的發展歷史中卻呈現出道德本質逐漸喪失，科學技術面向不斷受到強化甚至成

為唯一標準的狀況，這或許可以看作規劃之人性面的消退；一直到了 1960年代，
歐美社會產生的都市政治經濟危機與社會動盪，始動搖了人們對「科學」規劃的

信心，進而出現了以 Davidoff為代表的「倡導式規劃(advocacy planning)」等人
道主義取向的論述，並引發了一連串的規劃理論辯詰，至於它們的共同特徵則是

對公眾參與的強調，期望藉此為規劃專業重新取得正當性或存在基礎。以下茲就

西方規劃思潮之發展作一簡單的回顧，藉以尋繹出當代規劃理論內容建構的若干

線索。不過須要特別說明的是，下文所提的這些規劃理論範型並未能涵括現代規

劃理論之全部，因為那既不是本研究的重點，也不是本研究所能負荷得起，爰此，

乃將焦點投注在關心公平、民主、差異等社會轉變議題的理論之上。 

 
壹、全盤理性規劃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歐美工業先進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致使一般規劃師與

社會科學家多樂觀的認為科技會帶來穩定且無止境的成長，加上學術界普遍受到

實證論的影響，使得規劃的實務與學術一直秉持價值中立的態度而排斥政治價值

的介入。正因為受到經濟效率及科技決定論兩大思潮的強烈影響 (徐世榮，

2001)，規劃學者往往將規劃理論的重點集中在如何有效建立預測模型的技術之
上，至於那些無法量化納入，但與政治及社會有關的價值觀則應該儘量少去觸

及，效率因此成為規劃者心目中最重要的價值判準，而協助市場運作也就成了他

們的主要任務，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算得上是理性的規劃（Meyerson，1956；Harris，

1960）。質言之，全盤理性規劃不僅強調理性的規劃過程，並假設有一個整合了

的單一觀 23「公共利益」之存在，由是規劃者將能藉其專業技能來改良現狀以維

繫人類的進步。因此，規劃的一般性目標往往被界定為：追求效率、改善市場機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3.這裡的「單一觀公共利益」係指整體(都市)社會具有唯一的最高共同利益，而不僅是指個

別團體組織所追求者，它是規劃的終極目標，為求達臻此一目的，便須仰賴中央集中、獨立於政

治活動之外的規劃(政府的第四權)。此一觀點係由西方規劃思想巨擘 Rexford Tugwell於 1930年

代所提出，對當時飽受合理性及合法性質疑的規劃界而言，此一擲地有聲的宣言無疑是一劑強心

針(吳綱立，19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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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擴大決策者的選擇範圍、確保公共利益等；但也因為這些一般性目標致使規 

劃者在角色認定上，往往自視為該單一觀社會公益的守護者，要求自身應保持超

然中立的立場，並能遠矚未來社會之利益。在這些觀點之下，主流規劃理論傾向

於與政治劃清界線，主張政治�規劃分工，規劃者僅負責研究問題與提出方案，

由政治人物作出決定後才又由規劃者執行（曾旭正，1990：184、185；徐進鈺，

1990：158）。 

 

    惟如上文所述，全盤理性規劃於 1960 年代遭到許多公共政策學者以及社會
學者的批評而動搖其霸權地位，但是它的真正危機則是來自現實的實踐結果。亦

即，自六 O年代開始陸續發生於歐美工業先進國本土內的都市政治與經濟危機，

使得這個看似完美的理論模型之假設與預期遭受到嚴重的挑戰。詳言之，六 O
年代歐美工業先進國的社會運動揭露了福利國家的兩難與危機，而第三世界的低

度發展(development of under development)與工業先進國內衰退地區的不平等發
展之現實則粉碎了現代化論者所宣揚的福音，因為規劃實踐結果所肇致的不公

平、不正義促使組織起來的社區對抗著技術官僚的安排，使得沉迷於經濟效率和

技術理性的都市及區域規劃遭致強烈的質疑與挑戰，同時一些所謂的區域發展專

家也已經開始懷疑成長的意義，並思索著是否應透過就業及所得重分配政策來解

決貧窮等社會問題，也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底下，相對應的人道主義規劃論述，

如倡導式規劃、市民參與、分權式決策等觀點紛紛被提出。簡言之，對主流規劃

理論的質疑與討論，其實是規劃專業因應六 O 年代以來發生於歐美等工業先進
國之社會危機而起的典範轉移過程。 

 

貳、倡導式規劃(advocacy planning) 

 

Davidoff（1965）認為價值是無法從所謂的理性規劃中去除的，規劃者必須
去探尋他所屬的價值觀並為之倡導，而規劃與政治的分離則是導致規劃無效性以

及與市民生活脫節的主因，因此規劃者應該積極投入外在的政治環境。此外，他

主張「誰得到什麼」這個有關分配正義的基本政治問題則是規劃所不能迴避的核

心議題，且政策的制定通常是「一種主觀的價值選擇，而非客觀事實的認定（a 

matter of choice，never of fact）(1965：279)」，所以公民在制定公共政策與規劃
此等政治過程中應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更遑論將其排除在外，因為在一個民

主社會裡，選擇的權力應該要保留在公民的手中，也唯有經由民主的參與程序才

可以促進理性目標的達成(徐世榮，1996：87)，而這也就是他所提出的倡導式規
劃之真意所在。 

 
基本上，由於倡導式規劃強調民主制度的落實以及弱勢者的照顧，因此規劃

並不是從社會整體的需要考量出發，而是在為社會的弱者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

換言之，倡導式規劃拒絕規劃者作為單一觀公共利益守護者的歷史性角色，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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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他們認清了社會組成的異質性以及公共利益分歧的必然性，舉凡宗教、階

級、年齡、性別、種族等團體，皆有其不同的利益立場，從而正視規劃實乃公共

政策產出之政治過程的本質，以及公共利益原係一不確定概念而其界定則是存在

於公眾觀點和參與的領域中。故而，一個置外於政治領域的中立規劃者，其技術

士的角色對於公共利益實現的助益便十分有限，這也是何以 Davidoff的主張被認

為對於從 1960 年代以後族群不和諧的美國都市社會與規劃界帶來極為正面影響

的原因之所在(周志龍，1999a：171)。 

 

雖然倡導式規劃對於傳統規劃之去政治性與工具理性的除秘化(demystify)
貢獻甚鉅，但也不能忽略其多元民主之環境假設所造成的缺憾，也就是說該理論

未能正視政經結構所造成的權力不對等，因此這些規劃者往往會發現他們所提供

的技術性能力並不是弱勢群體之所以持續弱勢的關鍵，而是他們沒有控制相關政

策的權力。進一步而言，這些規劃者雖然明確地考慮並試圖代表弱勢者，但在實

際上卻沒有給那些真實的生活者發言權，仍舊以專家的思維壟斷規劃，從而成為

另一個剝奪者而非賦權的角色。這也就是 Robert Goodman為何將他們描寫成「社

會控制的媒介(agents of social control)」以及「溫和的警察(soft cops)」的理由

(Sandercock，1998：171)。 

 

�、 接 觸 式 規 劃(transactive planning) 

 

Friedmann 在 1952 年加入田納西河谷行政部門的規劃行列，1955 年任教於

巴西，以及參與韓戰之後的經援南韓行動，並於 1960 年代加入消滅拉丁美洲貧
窮問題的改革運動，一連串的實務與教學經驗所遭遇的挫折與矛盾使其逐漸意識

到規劃所具有的政治面貌，同時也對傳統規劃的意識形態：強調烏托邦式思考、

對理性的熱衷以及對秩序與權力的神秘夢想等，一一開始動搖(徐進鈺，1990)。

基此，Friedmann（1973）提出了「接觸式規劃」，他指出規劃的工作往往僅由技
術人員來完成，具有專業技能的規劃者與擁有生活經驗知識的被規劃者之間出現

了一道鴻溝，二者之間因為專業語言與角色的隔閡而無法有效溝通。因此，

Friedmann認為規劃者與被規劃者之間的關係必須進行結構性的調整，二者之間

必須多進行對話（dialogue），經由此種對話接觸，彼此將可以交換知識，進而相

互學習（mutual learning），一起把知識轉化為行動(徐世榮，1996：88)。雖然此

種社會學習傳統並沒有質疑統治階級的價值觀(Friedmann，1987：307)，但在認

識論上，其專家的「實驗室知識(客觀、抽象)」相對於市民「生活經驗的知識(主

觀、具體)」並不具備優勢之批判性論點，卻對規劃僅係專家技術之操作的思維
起了扭轉的作用。 

 

    詳言之，Friedmann所質疑的是，知識具有去脈絡化之通則性以及知識壟斷
的概念，亦即知識始於觀察，凡是可觀察者才是研究的對象，因此經驗知識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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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科學知識的主要成分，而所謂可觀察的現實則是獨立於心靈之外的既存客

體，它是有規律、次序的，其間所隱含的自然法則是非歷史性的，也是非心性的，

復以該等知識是在相關環境條件被控制的情況下，經過科學化的反覆測試驗證所

得(模型)，因此被認為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以及非歷史的特性。然而，就規劃所面
對的真實世界而言，既不是實驗室裡的試管環境而得以控制相關變數，社會事件

於歷史進程中也無法反覆測試。是以，規劃不能僅憑科學化的客觀知識作出去脈

絡化的判斷，必須結合住民生活經驗的主觀認知，唯有如此才能對所欲處理之社

會空間環境有一相對較完整的認識，從而提出較合適有效的計畫。於此，我們可

以說 Friedmann所持的知識論立場已遠較理性規劃者寬廣，甚至有知識係社會建

構(Berger & Luckmann，1966，鄭理民譯，1991)的思想概念隱藏其中。 

 

肆、進步式規劃(progressive planning) 

     
    雖然倡導式規劃擴展了規劃者所應扮演的角色，並指出替選方案之間的多元

競爭將有助於公共利益的界定，惟其多元民主的環境假設，卻使得該理論忽略了

規劃此一政治過程中「權力」所佔居的關鍵性位置，亦即，那些被認為有益於公

眾的替選方案如何能有實踐的機會，而不會陷於左派理論家所說的結構�體制限

制 24？對此，Pierre Clavel與 John Forester各有其理論上的著墨之處，不過他們

都肯認規劃從屬於政治的現實(Sandercock，1998：173)，因此不必排除體制內改
革的可能性。 

 

    Clavel(1986)所主張的進步式規劃係植基於 1970、1980年代中，幾個美國城

市的實際規劃經驗，例如 Hartford、Cleveland、Berkeley、Santa Monica 等，其
官方都市規劃師看透了資本主義體制中規劃的不公平性，對社會中的弱勢者特別

同情，因而不願意假理性中立之名繼續扮演維持現有權力結構及保障特權的傳統

角色(Beauregard，1978)。因此，在 1970年代西方經濟危機所連帶引發的緊縮政
策，地方社會福利不斷被削減的歷史情境下，這些規劃者在市政當局的支持下，

戮力於為城市中的弱勢群體提供較為公平的選擇機會或再分配政策。此間，規劃

者不僅在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採取主動，也在作建議時利用其技術能力與政治

手腕有效地發揮影響力，這當中的關鍵便在於進步的規劃者不再將自己的角色侷

限於傳統的框架裡，能夠與社區草根組織保持密切的互動，並透過草根社區組織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4.此種結構性限制主要係由新馬克思主義學者，例如 David Harvery 和Manuel Castells 等，於

1970 年代所提出，其要旨在於：規劃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固有的政治活動，它本身就是世界資本

主義系統的一部分，是為服務權力、資本或說優勢階級而存在，亦即，規劃者受限於資本主義國

家之社會作用者的角色，因此本質上就無法成功地處理由資本積累所造成的問題。事實上，這種

對於「規劃是為公共利益而運作」之概念所進行的除秘化工作，固然有助於規劃者看清不平等的

結構關係，但卻無能提出一個規劃者能做些什麼的新定義，空留此一使規劃無用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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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民眾參與來達成所謂的「公平的規劃」。簡言之，此種對體制採取批判態度

但不完全脫離體制的規劃型態即 Clavel之進步式規劃之謂。 

 

然而，Clavel對於進步的地方政府之期許，固然可為現實中的運動者與專業

者開拓有別於既定都市政治過程之可能。但不可諱言的，進步式規劃是歐美六 O
年代後歷史經驗的理念與實踐結晶，進步的政治家、草根社會的自主力量、階級

鬥爭與社會運動等歷史土壤，都是不可或缺的實踐條件，而進步的規劃者之所以

能發揮其進步意涵，實係植基於成熟的社會民主與足夠的草根動員，以及為此二

者所擠壓出的地方政府進步性之上(彭揚凱，1998：92)。換言之，該等植基於進
步政府的理論建構係有其侷限性，因為政府革新的力量是外來而非內生的

(Clavel，1999：115)。因此，這種藉由規劃者與進步的政治人物結盟，或說為其
工作的進步式規劃，其體制內的改革多靠少數個人的熱誠在推動，往往會有政隨

人亡的疑慮，即便透過進步份子同盟參與選舉，也將面臨當反對者變成主政者時

新生的問題與困境，從而造成實踐上的重大限制(邢幼田，1990：104、105)。 

 

相對於 Clavel對於進步的政治人物�地方政府的樂觀，Forester則是較務實地
強調資訊所可能賦予的批判性力量，因為資訊本身即是一種權力的來源。申言

之，資訊本身地塑造、呈現、傳遞與詮釋皆是不同形式與階段的溝通，但規劃過

程中的資訊往往因為政治及經濟等結構性因素而被扭曲，因此 Forester 以

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為基礎，說明進步的規劃者之機會在於有系統地修正
政治過程中被扭曲的資訊，讓民眾能夠接觸到正確而充分的資訊，同時有組織地

將其他可能性呈現出來，以免弱勢者的權益繼續被忽視，該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持續被複製，而真正的民主規劃過程也才有可能達成(Forester，1982；Forester，

1989，江明修、劉梅君譯，1995)。惟值得深入探究的是，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

何以重要？於此，Forester更進一步地說明，倘若規劃者脫離了民主的規劃過程，
規劃中類似的扭曲將可能愈形嚴重，因為民主的規劃過程所鼓勵的政治性辯論，

不同問題界定的批判，以及新設計和政策提案的集體建構等特性，將有助於預防

或矯正該等扭曲(Forester，1985，林鍾沂，1991：56)，從而獲致真正有助於良好
社區生活環境實現的方案。 

 

由是，我們不難發現 Forester所描繪出的進步規劃者，是一個意識到政治化

之權力運作，親弱勢者的公眾注意力組織者(organizers of public attention)，而不

再是權威性的問題解決者(Forester，1989，江明修、劉梅君譯，1995：34)；於是

乎，規劃在其界定之下，亦轉而成為一種形塑注意力的(attention-shaping)溝通行

動，不再被狹隘地視為達成特定目標的手段(Forester，1985，林鍾沂，1991：40)。
這似乎意味著規劃問題與目標的多樣可能性，也就是說，它們並不是客觀既有的

存在，反而可能是一種社會建構的 (social constructed)產物，須要透過詮釋

(interpretation)才能確定其意義或樣態 25(Berger & Luckmann，1966，鄭理民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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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基本上，此間所謂的詮釋其實即係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之意，因為

在 Forester看來，Habermas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就是公共生活的領域(area of 

public life)，其重點在於社區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是故公共領域的核心在於公共

論述，而資訊的溝通行動則是規劃過程的關鍵(夏鑄九，1994：29)，因其形塑注
意力的潛能，讓它可以將不公平的政經結構所暗藏的支配、權力不對等、扭曲的

溝通現實暴露出來，進而使得其他論述與自我反省成為可能。 

 

就此以觀，Forester所謂的進步式規劃，根本就是一個對他人談話(含非語言

性舉止)的批判性傾聽之形式，它是一個立基於言談行動、聽與問的介入性範型

(Sandercock，1998：175)。職是之故，Forester 對於在任何規劃情境中「什麼故

事被說(what story is being told )」最感興趣，因為他認為過去以科學為主的化約
方法根本無法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唯有透過用心溝通，並仔細傾聽民眾所講的

故事，才是規劃的真正內涵(徐世榮，2000：247)。簡言之，進步式規劃是個藉
由移除溝通的障礙物、創造開放的論述以及消除扭曲的民主計畫，其思考典範已

由工具理性轉向溝通理性，因而也是一個更具包容性(including)的規劃實踐理論。 

 

 
基本上，上述不同規劃理論的爭辯仍在進行中，新的觀點也不斷地被引進，

就整體而言，在理性規劃理論之後，一個 Kuhn定義下的規劃典範（paradigm）

可能還不存在(徐世榮，1996：89)。不過有趣的是，在這一系列中的每一個競爭

理論都主張其知識上或道德上的優位性(highground)，並試圖對「規劃究竟是在

做什麼」作出再定義(redefine)，而且它們所定義者並不只偏重於實質的領域，更

及於方法、過程與忠誠等面向(Sandercock，1998：169)。但可以確信的是，在規
劃理論思潮的演進過程中，最大的一個轉變就是把規劃中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決

策，從過去的技術理性主張，轉為強調應由政治決策來認知(周志龍，1999a：

172)。事實上，這當中所涉及之「公�私領域」的認知及其變動，同時也關係著
規劃者的角色選擇，如辯護者、協商者、社會運動者、中介斡旋者等，也就是在

此等範疇界定與認知的變動過程中，規劃理論發生了對應的更迭起伏。進言之，

這也就意味著多元典範之間仍有某些共通的認知取向，即肯認作為規劃之理性基

礎的公共利益 26(吳綱立，1998)概念並不是先驗性地固定存在，反而是一種社會
的集體建構產物，因此須得打破理性規劃強調的技術性格及其中立客觀之偏狹自

我定位，認清規劃不是在真空狀態中的技術複製，而係鑲嵌於整體政經環境脈絡

底下的政治過程，亦即將規劃過程重新界定為公共政策輸出的政治過程，並賦權

（empower）予社區住民，使其規劃主體的角色能夠被重新正視，以擺脫傳統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5.事實上，筆者於此所欲表達的也就是一種迥異於傳統理性規劃的問題認知型態：邪惡的

(wicked)問題，對此，將於第三節作一較為詳細的陳述。 

註 26.例如我國大法官會議即持該種見解，83年 2月 4日釋字第 336號解釋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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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客體或受體之囹圄。這也就像 Jacobs 所主張的，在理性規劃之後，技術專
家與政客官僚已不再能完全掌控土地使用的決策，土地使用規劃已成為實踐公共

論述的重要場域，同時也是民主與社會正義理念施行的所在（Jacob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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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空間規劃之溝通路徑選擇 

 
以都市計畫與區域計畫為代表的空間計畫及其規劃論述，它們的存在基礎或

言假設前提在於公共利益(吳綱立，1998)，惟公共利益並非既定的或固定不變的
存在，事實上它是在充滿弔詭、衝突與辯論的動態社會過程中之建構，亦即它為

權力關係所不斷地重塑與改變，其界定的關鍵在於政治的特質(夏鑄九，1994)。
因此，雖然在理性規劃之後，空間規劃領域處於一「多元典範並呈」的階段，但

對於規劃所涉及之公共利益決策(界定)的 政 治 屬 性 ， 基 本 上 係� 各理論 家們 所 共

同肯認者，惟其界線乃一浮動性的存在，所關乎的係特定歷史時勢下的社會變遷

以及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關係。例如，Friedmann即曾指出美國公共利益建構之

三階段歷史脈絡：首先，以公共手段支持私人企業成長(公私利益之衝突在當時

並未被顧及)；繼之，國家的技術官僚守衛公共利益(30年代大蕭條後規劃師成為

公共利益的守護者與社會進步的利器)；最後，由另類計畫與自我授權的共同體

重新界定公共領域與公共利益(以民主自治的政治共同體之恢復為策略，尋找能

在國家與大公司權力之外的另類計畫) (夏鑄九，1994：31、32)。 

 

    然則，空間規劃於台灣所實踐出的公共利益又是何等模樣？回顧 1980 年代

以來層出不窮的土地使用抗爭事件 27似乎反映著某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表

面上，這些抗爭事件是在訴說著該等規劃未能取得民眾的認同與支持，以及都市

計畫長期以來為財團、地方派系掌控的負面印象(陳東升，1995)，所複合而成的
個別社會現象；但深究之下即可發現，實則是因為長期以來由國家單方面所界定

的公共利益已經不能符應民間社會之所需，進而匯聚成的普遍不信任感或信心危

機。質言之，前揭現象也就是民眾對於是項規劃所代表之公共利益、共同需求或

公意的質疑，因為被排除於決策過程的住民，既不能肯定規劃目標是符合公共利

益或違反其個人利益，也不能確知規劃內容是否考慮周密，並能切實有效地達成

目標，但他們卻得承受計畫所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甚至是不利益所致。事

實上，此種人民對於公共事務無從介入之景況，或可視為 Habermas所稱的公共

領域(public sphere)消逝的形式之一，它將於生活空間肇致諸如「毀滅性創造

(destructive creation)28」之類的異化現象(問題)，至於諸般抗爭事件則可視為住民
對此之不滿的表達以及扭轉的嘗試。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7.例如貢寮反核四、宜蘭反六輕、後勁反五輕、鹿港反杜邦、美濃反水庫、搶救台南安平延

平街、反濱南、反香山海埔地開發、台北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爭議、台北慶城社區反對變更為商

業區、內湖社區反對保變住 … … …等等。 

註 28.所謂的「毀滅性創造」係指，資本主義受到資本積累饑渴的催逼，在歷史的某一點上按自

己的形象創造出地景(landscapes)，稍後再將之摧毀，以便為進一步的資本積累開路而形成的一種

反覆上演之現象(Harvey，19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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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公共利益的界定應該建構在「社會共識」的基礎上(吳綱立，1998：

84)，而 Habermas所提出的「溝通」概念則係指引了思考的重要方向，它不但有
助 於 �逐 漸 逸脫 於人 民掌握的公共事務復行覓回鍵結的可能，就空間規劃而言，

亦 �社 會 共 識 所 潛 藏 的 「 正 當 性 」 及 「 合 理性」價值重新找到實現的機會，從而

確立了公共利益此一空間規劃的立論根底。以下將分就此二思考脈絡進行說明： 

 
壹、正當性 

 

誠如學者郭秋永所指出的，民主政治係一本質上可爭議的概念(an essentially 

contestable concept)，迄未獲致一共同的概念定義，惟「政治參與」此一共同核

心則為論者所普遍肯認(郭秋永，2001：9、10)。之所以如此，除了民主政治發
展史顯現出的共通性之外，更由於透過參與方能形成公意，指導公共事務的推

展，成就公共利益，從而建構起緣於公民積極認同與支持的正當性基礎。因此，

民主國家中的公共事務，理論上皆應服膺於此一原則，而空間規劃亦不例外

(Sandercock，1998，鄭文良等譯：24)，因為它原是公共政策的一種類型。循此
以推，我們即可發現，正當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就係是否服膺公意或公共利益之

謂。然而，問題是該怎麼參與才可以形成所謂的公意？過去以票決處理公共議題

的方式，雖然不能說它不民主，但直接訴諸票決往往容易連帶引發情緒性對立，

乃至於造成消極抵制的現象。倘若就公民的積極認同與支持的角度而言，單純的

多數決似乎仍有未盡之處，是以有必要另覓良方。 

 

    對此，當代社會理論巨擘 Habermas所提出的溝通行動理論似乎是指出了一

個重要的思考方向：溝通。按其說法，正當性(legitimacy)意指著一種值得被人們

所認同的政治秩序(Habermas，1973，陳學明譯，1994：xx)；既然該秩序的成就
係以人們的「認同」為要件，人們意見之表達與鎔鑄便不可免，於是乎對話或溝

通此種最原始的意見合致手段也就成了其理論建構上的核心。基此，我們可以說

正當性係植基於參與者透過實際對談所達成之合理共識，而該對談是向所有被影

響的當事者開放，不施予外在限制的(Habermas，1973，陳學明，1994)。雖然這
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概念陳述，但其間卻已點出民主國家的基本前提：「每個個人

與其他個人一樣，均係應受同等尊重的道德判斷主體，就政治及法秩序的形成，

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參與及決定權限(陳愛娥，1995：196)」，以及建構正當性基
礎之合理共識的形成法門。反面而論，我們亦無法想像如何在未經參與的情形

下，所作成的決定判斷可以稱之為共識，且又能符合尊重每個人均係同等的道德

判斷主體之民主原則 29。簡言之，Habermas 認為人與人之間理性的溝通互動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9.不過，就現實民主政治之操作而言，代議決定輔以充分且有效的輿論討論或許在某種程度

上亦可屬之；但不可忽略的是，該等輿論亦是某種形式的公意，因此類似於溝通的意見交換仍佔

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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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社會公意、共識的不二法門，也是邁向更理性化生活的解放途徑(陳墇津，

1988)。 

 
    然則，此間所述的「理性」與「理性化」究竟意指為何？它們對於「合理共

識」的成就又具有何等意義？基本上，在 Habermas的理論藍圖中，「理性」一辭
所指涉的係包含溝通理性在內的行動依據，而「理性化」則是用以代表社會規範

日益朝向協商式共識的發展趨勢 (顧忠華，1999a：97、98)。也就是說， 

Habermas(1985，洪佩郁等譯，1994)在其《溝通行動理論》一書中，透過對於

Weber理性觀念的批判，進而依人類行動取向(成功或獲致瞭解)以及行動情境(社

會或非社會的)兩個面向，提出一個行動論架構，將人類行動區分為工具性行動、
策略性行動與溝通行動三種，並採擷語言學的研究分析，主張在社會生活中，由

於群體互動面臨了協調的必要性，對溝通產生了根本性的需求(1985，洪佩郁等

譯，1994：347)，而溝通行動所預設的言談作為一種不受限的溝通媒介，說者與

聽者從他們預先詮釋的生活世界脈絡出發，協商共同的情境定義(Habermas，

1985，洪佩郁等譯，1994：141、142)，作為溝通對話的共同認知基礎。 

 

由此可知，Habermas 所標舉的溝通並不是任意的，而係有著可理解

(comprehensibility)、真理(truth)、適當(rightness)和真誠(truthfulness)等四項聲稱
30(claim)的有效基礎(validity basis)為前提。在溝通行動中，雙方必會互相提出這
四種有效聲稱，也唯有在彼此承認該等有效聲稱的前提下，溝通互動才能順利進

行，但在實際生活中，這種聲稱的提出與承認往往沒有言明，只是隱約提出而實

際上承認而已，因此可謂之溝通行動的預設。一旦任一有效聲稱遭受質疑而未謀

補 救 ， 將 致 溝 通 中 斷 ， 因 此 �求 溝 通 的 持 續，勢須戮力化解該等質疑，或釋譯、

或論證與反論證的理性討論、或證明，以求恢復到先前所預設的共識狀態。換言

之，此四種有效聲稱共同構成了溝通行動得以持續進行的背景共識，或說理性基

礎之所在(黃瑞祺，1990：206)，而此種細緻的活動規則也就是意見合致之所繫。

故而我們可以說，溝通行動(理性)之所以有效，乃是因為它獲致相互瞭解的取向
特性，本身含有一種結論未定的假定，具有對話的開放性，有益於協調行動的進

行以及某種程度共識的達成；不似取向於成功的工具性行動與策略性行動，預設

了行動者於進入公共場域前已經具有絕對的固定偏好，並以追求此等偏好的實現

為目的，在無法說服他人的情況下，也不容易開誠佈公地與他人進行對話以及協

調行動，因此無法在考量多重觀點的情形下重塑其偏好，而有轉化彼此的機會，

遑論共識之形成。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0.所謂「可理解」意指言辭的意義是能夠被知悉的；「真理」意指說話者提供聽者的那些“了

解”的素材(即命題內容)係真實的；「適當」意指言辭的使用對說話者的身份關係而言係得體而符

合 規 範 的 ； 「 真 誠 」 意 指 說 話 者 的 意 向 是 懇 摯 的， 要 使 自己能�聽者所了解(黃瑞祺，19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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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說明其間有關理性觀轉變的意義。Weber在其考察
西方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歸結出作為西方文明基礎的兩種理性類型：工具理性

與價值理性，但在他深入探究西方近代理性化之發展趨勢(如科層化、資本主義)

後，卻悲觀的認為人類終將陷於「理性化弔詭」的歷史困境，無法自拔(1920，

于曉等譯，2001；黃瑞祺，1990：149~182)。之所以如此，其實是因為在他的分

析架構中太過側重「工具性理性化」的部分 31(Habermas，1985，洪佩郁等譯，

1994：346)，而其價值理性又流於個人良心式的主觀抉擇，欠缺社會共謀的意義
所致。也就是說，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都是一種獨白式的理性，一個是基於個人

的計算，一個是訴諸個人的良心，缺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因此不能形成共同

意志，以駕馭工具理性(如科技力量)的發展，成為造福社會的力量，甚至墮落成

人支配人的工具(黃瑞祺，1990：247)。對此，Habermas 則以語言溝通的理性潛

能作為社會理性化的指標，主張現代生活仍有邁向更理性形式的可能性存在(顧

忠華，1999a：95)。申言之，Habermas 認為 Weber 悲觀地指出的非理性未來，
其實是可以用「溝通理性」來超脫的，亦即，透過取向於相互了解的溝通行動，

能夠促進人群之共同意志的合理形成，引導工具理性發展的價值理性也可以有意

義地由社會建構出(黃瑞祺，1990：183)，使得工具理性能確實發揮其襄助人類

解放之物質基礎的作用，而不致演變成人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工具(如科學主義)。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Habermas主張的理性觀已經由Weber所揭櫫的「主體理性」
轉向「主體間的理性」，經過這樣的重構，理性便不再是自我封閉的主體對自然

或社會的控制手段，而成為一種克服偏見，向其他主體敞開的溝通管道(徐賁，

2001)。易言之，Habermas 所主張的理性是一種「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
的理性，並預設了一種溝通對話的可能性。 

 
至此，我們可以想見溝通之於共識或說公意之前身的重要性，但是正當性所

奠基者，並不僅止於共識，更要求係合理的共識或說真理的共識。惟何謂合理的

共識？該等共識又要如何獲致？事實上，這裡所指陳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由

於前揭共識僅係行動者之間理性互動下的建構，但該共識可能以不合理的方式獲

致，例如政治壓迫之類的制度環境囹圄，從而產生扭曲。因此，凡是一個溝通結

構存在有系統的限制，使參與者不能在不同的溝通方式 32之間自由作選擇，不能

在自由意志下進行對話，Habermas 便稱之為「有系統地扭曲溝通(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在制度層次上，這種扭曲性主要是由於權力關係進入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1.新教倫理的生活引導代表了文化中的理性成分被釋放出來，供給制度面朝向現代性發展所

需的動力與文化資源；然而在社會互動層次上，其理性化概念卻將個人行動窄化為工具取向(顧

忠華，1999a：95)。當然，這與Weber堅持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物質」因素具有根本的影響力，

是歷史變遷的原因之一的思想觀點有關(Giddens，1976：VI)。 

註 32.溝通行動或理性討論、語言的溝通使用或認知使用、非口語或口語的表達(黃瑞祺，1990：

23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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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過程所致，是以舉凡 Lukes(1974)所提及的三種權力面向，不論是多元主義式

的赤裸角力，或是議程安排(特定參與者與事件的排除)，乃至於意識型態的模
塑，均會導致特定的扭曲態樣，進而造就假溝通、假共識或無共識。相對的，唯

有在「理想的言談情境(the ideal speech situation)」中所達成的共識，才是合理的

共識，也才能符合正當性的民主參與要求(Best & Kellner，1991，朱元鴻等譯，

2002：296)。要之，理想的言談情境呈顯在個人層次上是充分自我了解的個人，

於社會或制度層次上則是充分開放的社會(黃瑞祺，1990：235)，這在某種意義
上不啻是一種理想生活形式的宣稱。 

 

    尤有進者，Habermas 於其溝通行動理論的論證末了更規範性地指出，理想
言談情境之假設一方面是現存之生活形式的構成要素，否則現實的社會互動將無

由進行，另一方面又預示了一種理想的生活形式，這種生活形式使人類得以自覺

地掌握其命運進而獲致解放，亦即它既是內存於任何生活實體，同時其實現又意

味著超越任何現實的社會秩序(黃瑞祺，1990：140~142)。換言之，理想的言談
情 境 �現 實 世 界 提 供 了 一 個 烏 托 邦 式 的 對 照組，用以照顯現實社 會 中 存 在 之 扭曲

的溝通結構，該扭曲的結構所反映的其實也就是社會的現實狀況：制度安排、權

力關係、意識形態等。因此，Habermas 對於體制問題的關注，往往集中在如何
使人暢所欲言，如何在公共場域中防止諸如政治權力、市場和意識型態等外力干

擾理性討論。再轉個角度來看，理想的言談情境所預示的理想生活形式：沒有扭

曲、自由、自主、解放、民主，不正是任何公共政策所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標！ 

 

    質言之，Habermas所 建 構 的 溝 通 理 性 不 僅� 現 代 性(工具理性的支配性)提供

了選擇的可能，而得以避免落入宿命式的悲觀論點(陳墇津，1988)，更替民主國

家的正當性課題指引了希望的方向。誠如 Warren所說的，民主值得強調之處，
不在於促使個人政治偏好及利益的極大化，而在於它具有促進個人自我轉換

(self-transformayion)的功能，透過在公共場域自我治理以及參與的過程，個人可
以發展自主性，並鼓勵他們在利益的選擇中朝向公共性的利益方向作實質的改

變，同時將衝突轉為共識(1992：12)， 這 無 疑 �規 劃 之 溝 通 路徑 的選 擇 作了 最 佳

的實踐詮釋。 

 
貳、合理性 

 
    事實上，前述之溝通路徑除了有助於空間規劃之正當性的構築，同時也對規

劃的合理性有所增益，所謂的合理性問題於此係指，問題界定與方案研擬等規劃

內容的正確性之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空間規劃或公共政策所面對的問題

特質所致，由是，以下將試就豐富規劃所需知識之輸入的角度，對溝通於此部分

所能發揮的效益作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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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空間規劃之公共政策產出的政治過程本質而言，問題取向為其重要特質之

一，因此問題的界定於該過程中至為關鍵(Sandercock，1998，鄭文良等譯：29)，
一旦找到問題的癥結，因應方案便容易浮現，否則恐有「針對錯誤的問題提出正

確的答案」或說「解決了一個錯誤的問題」的疑慮(丘昌泰，1995：95 )。那麼空
間規劃所面對的又是何種問題？基本上，這個問題可以從空間規劃所欲處理者作

一初步的觀察，也就是說，空間規劃處理的對象可以概分為實質的物理空間，以

及承載著文化、情感、記憶等網絡關係的社會空間，因此按其屬性應可區分為自

然與社會兩大類型。此就Rittel與Webber(1973)的觀點來說，也就是溫馴的(tamed)

與邪惡的(wicked)問題 33之別，其間的主要差異即在於「客觀存在等待發現」與

「互賴、主觀、人為與動態性交織成的集體認知建構」等問題屬性的不同(丘昌

泰，1995：94~102、220~230；徐世榮，2001：319~322)。事實上，這也就意味
著兩者所探究的對象其實是有本質上差異的。 

 
    申言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重要差異即在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不

具意識的物理現象，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則是包含有意識、意義、動機的人類行

動或社會現象，因此後者不若前者可以單純地從外部觀察所得，而必須深入脈絡

由內部來加以體會、詮釋(顧忠華，1997：161~164)。但這並不表示由外部觀察
所的知識係無用或錯誤的，只是強調社會科學在發展上所擁有的多元可能性，不

論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上皆可能存在著多樣的觀點，由此建構出的多元途

徑與知識都有可能增進我們對社會現象的瞭解(陳東升，1995：365~397)，其實

這正是社會科學之「多元典範(顧忠華，1999b：34)」特質的如實反映。相對的，

如欲對社會問題作出(相對而言)正確的判斷或界定，同樣也就需要多元的途徑與
知識方足以致之；然而，研究者的識見閱歷以及專業訓練畢竟有限，往往無法涵

蓋完成一(相對而言)正確的判斷或界定之所需，因而衍生出集體建構的必要性。 

 
    換言之，社會科學的多元典範特質不單是表徵著社會現象或社會問題的複雜

性，同時也透露出研究者也就是「人」之有限理性的事實。爰此，集體建構所揭

示的便是“多元的參與者及其擁有的價值觀、熱情、生活經驗與知識”交融之要
求，因此空間規劃此等社會工程也就不是單一專家或學科所能負荷，例如實證論

者或理性規劃；至若前揭邪惡問題的界定則可理解為專家、官僚與住民三方面交

流互動下，獲致的整全性(holistic)思維產物。由此我們可以引申出一個重要的觀

念：真理不再是定於一尊的知識壟斷，而是不斷溝通互動的協商成果(顧忠華，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3.按 Rittel 與 Webber 對於邪惡的問題的描述，該概念共計有十項特性(1973：161~167)：1.

缺乏固定的定義；2.無止境的；3.解決方案沒有對錯只有好壞；4.無法對解決之道作立即與最後

的評判；5.問題必須有一矢中的運作，沒有試誤的機會；6.沒有絕對的判準而是一組答案以供選

擇；7.個案式的本質；8.一個問題往往被視為另一個問題的徵兆；9.多樣的解釋方法，解釋方法

的擇定也就決定了解決的途徑；10.沒有錯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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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a：117)，相對的，知識也不純然是由科學及技術的層次而來，乃是一種社

會建構(Sandercock & Forsyth，1992：52；Berger & Luckmann，1966，鄭理民譯，

1991)。綜之，知識的來源係多元的，人們日常生活之間的經驗，也是充滿了知
識，規劃者因此必須透過對話、傾聽、以及仔細的觀察，來獲取知識，不能如同

實證論 34般地自我設限於經驗主義的實驗室知識，而為了獲得能夠對治邪惡問題

的共識真理(consensual truth)，辯詰、說故事等溝通技巧便成了必要條件。 

 

舉例而言，Habermas透過「認知旨趣(cognitive interest)」或「知識構成的旨

趣(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概念的提出，以人類的社會文化生活為根據，
發展出知識論的架構。所謂的認知旨趣，即引導知識研究的基本生活興趣，它能

決定學術研究的注意方向，從而構成知識的一個先決條件，也因為它結合了知識

與生活，故認知旨趣的目的就是要將知識落實到生活上，避免將知識孤立化、絕

對化(顏良恭，1998：167)。因此，在 Habermas看來，人的認知旨趣決定了人的

科學活動，而每一種科學活動又有其特殊的認知旨趣，亦即其知識論架構 35是以

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三要素：勞動、語言(互動)與權力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由此
衍生出的工具性、溝通、被有系統扭曲的溝通等三種行動，及其所對應的技術、

實踐、解放等三種旨趣，不但決定了經驗性─分析性、歷史性─詮釋性、批判取

向等三種科學的研究取向，也形構了不同性質的三種知識：資訊、解釋、批判

(1968，郭官義、李黎合譯，2001)。 

 

就此以觀，相對於 Habermas植基在生活世界的知識體系建構，實證論所持

的經驗律則性知識其實只是知識形式之一，絕非全部(金耀基，1993：20)。此外，

由於三種知識各有其「知識�科學�行動�生活」之連貫，其檢討評判亦須落實
在生活的基礎之上，如果強以其中一類知識的判準來衡量其他的所有知識，勢必

導致謬誤。因此實證論那種不再將經驗科學理解為一種可能的知識形式，而是與

知識等同的觀點 (Habermas，1968，郭官義、李黎合譯，2001：2、3)，其實是

一種狹隘的知識論，甚至是知識論的終結者(徐世榮，2001：15)，因為它成了唯
一合法的知識來源，也切斷了其他可能獲得知識的管道，乃至於形成所謂的科學

主義 36(黃瑞祺，1990：123；Habermas，1968，郭官義、李黎合譯；葉闖，1996)。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4.實證論主張，科學方法是單一的，知識僅來自於經驗科學或說可觀察者，追求的是放諸四

海皆準的自然法則(Johnston、Gregory、Smith編，1994，王志弘譯，1995：122~125)，因為社會

與自然世界都是相同的。亦即，科學研究的對象或所謂的事實是給定的(given)，不是認識主體所

構成的(constitution)，因此不必追究主體之認識能力 (黃瑞祺，1990：123) 。  

註 35.黃瑞祺對此有詳盡的說明，參照氏著《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1990年，頁 126以下。 

註 36.簡言之，科學主義具有下列主張：首先，在整個人類精神文明體系中，科學具有最重要的

地位與價值。其次，在所有知識對象的研究中，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論)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自

然科學是一切知識確定性的基礎和衡量標準。最後，(經驗)科學可以解決過去由各種文化型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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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言之，科學主義所代表的是一種偏狹的理性觀，將科學侷限於可驗證或可測量

者，但這並不符合科學活動的真相，同時也是一種將科學認定窄化的說法。尤有

進者，科學主義往往以這種偏狹的科學理性當作萬能的尺度，凡不符合該標準者

即詆之為不科學，甚至不理性。此種狀況投射到公共政策領域所呈顯出的便是，

認為規範、價值之類的問題無從理性討論起，因為它們是個人主觀決定的，於是

在科學主義的心態下，很容易將這類政治性的問題化約作技術性問題來處理，主

張由少數的官僚政客與技術專家來決定，從而成就了科技統治的盛行(黃瑞祺，

1990：248)。 

 

對此，Habermas 相當不以為然，認為公共事務的非政治化或問題界定的技
術化，將重蹈理性化弔詭之覆轍，導致支配的惡果，因為對技術問題而言，討論

或辯論原屬多餘；惟一旦自由的溝通、討論被排除於政治領域之外，眾人之事遂

被官僚政客與技術專家所把持，公眾被牽著鼻子走，無法自覺地掌握其命運，進

而形成宰制(Habermas，1973，陳學明，1994)。於是乎，Habermas乃主張規範及
價值有其理性基礎，它們必須符合公共的利益與共同的需求，而其成立則須透過

公眾的溝通與討論，亦即係屬於歷史性─詮釋性科學或說溝通理性之範疇。基

此，我們可以說 Habermas所建構的知識體系，其實是在說明社會科學不應僅追
求經驗律則性的知識，更需要一個更高的觀點來指導其應用，亦即實踐和解放之

認知旨趣所蘊含的自由、自主、自知之謂(黃瑞祺，1990：130)。 

 
    循此以推，不論是空間規劃或是公共政策，由於它們面對的都是難以馴服的

邪惡問題，為了滿足其參與者、目標、價值觀、判準、方案以及複雜因果網絡關

係的特質，所需要的知識也就不單是經驗性�分析性科學之資訊型或技術型知識

而已，居於更關鍵性位置的反而可能是歷史性�詮釋性科學的解釋型知識，因為

若僅以觀察所得的資訊作為思考的全部，將囿於其人類行為的外顯(經驗)觀點，
致使其忽略了同一表現背後所可能隱藏的不同理由、原因、意識、認知觀點，正

因為少了詮釋的認知，該種化約式的歸納往往導向偏差的問題建構。相對的，解

釋型知識其以互為主體之瞭解為取向的旨趣屬性，意味著該等知識(用以界定與

解決問題者)係靠進入研究對象的情境來經歷(理解)，亦即要求一個研究者必須盡

量地和研究對象進行溝通，設法互換社會位置，以避免盲點 37的問題，也才可能

產生超越主客二元對立的研究(石之瑜，2003)，進而尋繹出切中問題關鍵的有效
方案。基本上，這也就點出了溝通在豐富界定問題與方案研擬所需之知識的有效

____________________ 

別面對的有關認識意義的全部問題。於此，可以「科技萬能」的概念來理解之(葉闖，1996)。 

註 37.每位專家都有來自其各自的專業背景與學術訓練，也必然存在特定的世界觀以及由於專業

訓練所必然存在的偏見，因此並沒有絕對的中立專家，他們的利益及價值必然影響到他們科學判

斷，而任何科技專家所提出的方案也都是許多選擇中的一種而已(陳俊宏，1998：98)。因此，對

單一專家而言，其研究盲點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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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尤其重要的是，這種進入情境的溝通對話方式，因為深入研究對象所持有(想)
的這個問題是從什麼歷史脈絡演化而來，所以能對理解以及同理心的生成有所增

益，從而有助於歧見的消弭與問題共識的建構。 

 

這也就是為什麼 Forester 強調，在進行溝通的過程中，應該區別聽(hearing)

與傾聽(listening)的不同。傾聽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每一意見的脈絡(context)，不
同住民的語言與行動之意義，並解釋其社會政治的效果。因此，紛雜的意見對於

一個傾聽者而言，所代表的不是全然的對立衝突，更意味著不同的社會位置與生

活方式之差異，於是乎，可能的相應之道也就不是專業者的權威式判斷，反而是

詮釋、溝通居於更為有效的關鍵。透過詮釋，溝通將是一種集體意義的塑造過程，

經由對每一發言背後脈絡的解讀，立場與利益之發掘，參與者可以創造出新的共

同意義(Forester，1989，江明修、劉梅君譯，1995)。至於詮釋與溝通之所以能將
矛盾轉化為共識，則是因為社會實體是透過感知而被確認，我們可以藉著改變那

些知覺，以及評價社會實體的那些範疇，以調動那些建構了我們世界的認知與評

鑑架構，而那也就是共識溝通之所以可能的基礎(楊霈儒，1993：4-5)。 

 
至於對策方案研擬的部分，由於問題已經在集體建構的過程中形成，相關的

情境脈絡也有了相當了解，亦即各種協助思考的輸入(input)多已粲然大備，接下
來的方案擬定幾可謂是於既有的討論素材中，擷選適合的部分予以整合。因為在

問題界定時，參與各方勢必提出自己的思考見解作為溝通討論的素材，為求增加

其說服力，往往也會附帶說明其因應對策，是故既然能夠界定出(相對而言)正確
的問題病灶之所在，其相應的解決之道自然亦多已蘊含其中，事實上這也是邪惡

的問題的另一大特性：「問題的定義與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同時在進行的，只有在

解決方案確定之後，問題的定義才會成形 (Rittel & Webber，1973：161)。」就

此以觀，Friedmann的接觸式規劃其理念即與溝通路徑之思維若合符節。 

 

 
整體而言，以上對於正當性與合理性的分析，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亦即，在

追 求 正 當 性 得 以 成 就 的 同 時 ， 因 為 溝 通 參與的作用，基本上也已經�問題的界定

作出了集體的判斷，復以邪惡問題之「問題的定義與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同時在進

行的，只有在解決方案確定之後，問題的定義才會成形」的特性，規劃之合理性

亦已達成。由此可見溝通之於空間規劃乃至於公共政策實有著深層的意義，至於

其外顯形貌也就是所謂的「公共參與」，但必須澄清的是，有參與未必有溝通，

要溝通則非有參與不可，因此我們或可說參與係確保理性溝通得以有效實踐的形

式要件。 

 
理論上，空間規劃之屬的公共政策，應該不斷反映民眾變動不居的共同需求

或公共利益，惟真正的共同需求必須由個人的需求聯貫(articulate)而得，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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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也必須由個人的利益推展(generalize)而來，然則此種聯貫與推展都需要
透過溝通來加以實踐。換言之，個人的需求與利益可以藉由溝通來聯貫與推展，

以形成真正的共同需求及公共利益。當然，並非所有的個人需求都可以聯貫成共

同的需求，也不是任何的個人利益都能夠推展成為公共的利益；但我們不能先驗

的否定此種可能。事實上，溝通就是一種嘗試尋求可聯貫的需求及可推展的利益

的努力，因為溝通潛藏著一種預設，每個人願意在聽取他人不同意見之後，擴展

自己的觀點，不僅要試圖說服他人改變立場，也有改變自己立場的意願，這也就

�共 同 需 求 或 公 共 利 益 創 造 了 可 能 性 的 基礎。 要 之 ， 共 同 的需求或公共的利益應

該是公共政策之價值或規範的理性基礎 38，為其形成的依據，因此在公共政策或

集體行動的層次上，價值或目標的形成還是有其理性根據。相反的，倘若由少數

人掌控決策，其個體理性往往容易轉而成為集體的非理性(黃瑞祺，1990：182)，
對此問題，根本的救濟之道就是將溝通加以制度化，透過溝通來形成真正的共同

意志，決定集體的目標，對抗科技統治所形成的由少數專家與政客官僚決定等既

不正當又不合理的行為，掌握共同的命運。 

 
進一步而言，公共論述的成就需要一得以免除支配、權力等鎮制性力量所造

成的系統性扭曲的溝通情境(陳忠信，1997：41)，然而這種理想的溝通情境也只
有在民主社會才有可能予以制度化，因為民主國家需要政治參與以維繫其正當

性。惟其一方面要兼顧異質社會的不同需求，它方面也得避免由此而生的衝突對

立，爰此，建立某種經常性、公開性的討論機制，以避免民主政治淪為個人原始

利益的直接衝突自有其必要性。因此，當選擇了溝通路徑的規劃取向，也就意味

著對於參與的肯認，於此種過程中，規劃不僅能夠奠下正當性與合理性的基礎，

並能回應一個崇尚差異且有社會正義的基本關懷(Young，1990)，亦即不同的個
人、團體有不同的需要，普同的施予會帶來不平等的結果，一個正義的政治必須

創造一個異質的公共性：「讓參與者可以一起討論所面對的議題並根據正義的原

則達成決議，團體的代表意味著這種公共性是靠著讓所有提出要求者當著與他們

來自不同社會地位的其他人說明其要求(Young，1990：190)。」換言之，此種溝
通路徑的規劃取向意味著一種對利益及價值選擇開放的探索過程，而非一種對已

經確定的立場加以認可或批准(陳俊宏，1998：106)。 

 

最後，以空間規劃的一大難題：鄰避(not in my backyard簡稱 NIMBY)現象

作為結束。陳俊宏(1999)於鄰避現象的研究中指出，鄰避現象意味著住民們不僅
在反對專家以他們的家園作為政策規劃的目標，同時也反對專家對於問題的界定

方式，以及由技術官僚與科技專家掌握政策最後決定權的決策模式。在此種認知

底下，乃進而主張將原本屬於公眾必須積極參與的政治議題，轉變為科學及技術

的問題，並以科技專業為理由，阻止住民參與的做法其實正是造成鄰避現象無法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8.空間規劃或公共政策於完成法定程序後，往往形成某種規範性或表彰著某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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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的主因。由於沒有參與，缺乏對話，致使意見各方欠缺溝通得以順利進行的

基礎，亦即上述四項有效聲稱之謂，進而陷入一相互喊話而非對話的窘境，因為

他們連問題究竟為何都沒有共識。例如核四議題的僵持不下，與其說是興建與否

之爭，不如說是「科學爭議」與「社會信念」此等問題界定的對峙來得恰當(胡

湘玲，1995：137~141)，而那種以工具理性為基底的政策產出，由於排除了住民
的價值、生活經驗、記憶、情感等豐富的知識，又欠缺有意義的公共論述，只得

以社會控制的方式推銷政策，從而有害於民主政治(丁仁方，1993：216)，至於

它陷於僵局實是意料之事。由此觀之，溝通參與之於規劃實兼具手段(合理性)與

目的(正當性)的雙重效果，將溝通制度化為規劃參與的法定要求(對規劃者而言)

或權利(對住民而言)則係反饋(feedback)歷來規劃實踐經驗的重要思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