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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拟以社区导向发展 ( Comm unity-based dev elopmen t )理念 ,结合社会网络成长联盟 ( Grow th-

coaliti on)与都市机制理论 ( Urban-regime theories ) ,探讨政府、开发商、社区居民于再发展事业开发过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及从事规划开发时彼此间的决策结构 ,及协商再发展事业中 ,如何组成具有自足性的社区开发团体 ,

进行再发展事业之规划及开发。 希冀从往昔被动告知参与 ,甚少有影响力的社区居民 ,转变成具有自主权且可

影响开发事业之决策者 ,以主导整体再发展事业之推动 ,达到社区环境永续经营之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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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都市中的老旧社区因为开发较早 ,公共设施缺

乏 ,土地使用不符经济使用 ,建物结构老旧 ,造成都

市生活素质低落 ,寡陋地区杂布其间 ,为使都市土地

得以经济合理再利用 ,强化或合理改变都市功能 ,增

进社会公共福祉 ,提高生活品质 ,促进永续发展 ,采取

都市再发展策略 ,以更新风貌达到都市环境之再生。

为吸引民间参与都市更新事业 ,必须建立降低

业者风险的机制环境 ,以吸引私人或团体办理都市

更新 ,其中 ,较具实质奖励诱因 ,为建筑容积奖励 (王

敏颖 , 1998) ,然因属需专业的技术分析与资金投入 ,

经查于 1998年 6月已向台北市政府申请案件有 37

件 ,其中仅有 1件系由社区居民自组社区管理委员

会 ,在建筑师协助之下 ,完成更新事业 ,其余更新申

请案件 ,均由开发商负责整合后提出申请 ,其个案的

获利程度不一 ,如与未来社会效益作为评估标准 ,其

个案整体之开发效益亦为不一 (王敏颖 , 1998) ,究其

原因大多数更新申请案中 ,因社区居民缺乏直接参

与规划设计 ,故向政府申请容积奖励 ,所获得额度分

配不能为社区居民所掌握 ,而由开发商所掌控 ,固然

开发者投资于更新事业 ,须考量其兴建工程及企业

经营成本 ,但如果社区不能合理规划本身的权益 ,则

可能挑战原有更新之目的—— 增进社会整体利益 ,

而导致仅利于开发获利之更新事业。

于美国与英国之都市发展策略 ,大都采用现金

补助 ,或规划技术援助 ,虽与台湾地区所采用容积奖

励鼓励民间开发不同 ,但仍然遭遇开发利益分配不

均的问题 ,乃重新思考社区居民在开发过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 ,故于 1980年代 ,相继于地方成立社区开

发团体 ( Community Dev lopment Co rpo rtations) ,其

性质属非营利性的社区团体 ,提供贷款与经费补助

或规划技术援助 ,使社区得以自行从事再发展事业

的进行。

二、社区导向发展理念

“社区导向发展”为主体的理论强调社区民众的

参与及私部门与地方社区的合作。 然而亦有许多学

者质疑这种以社区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都市政策是

否确能较真实的反应社会课题 ,并且能适当的改变

过去利益被剥夺地区权利的重新获得。 现今的社区

参与和 1970年代的社区参与在内容上有所差异 ,前

者所经历的是社区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央集权分散化

的过程 ,其参与者包括社区工作者和提倡者 ;而新的

社区参与潮流其内容在财务限制的背景下 ,重构成

考量社会福利及人力资源投资的模式 ,其参与者加

入了资金提供的合伙人 ( Duffy and Hutchinson,

1997)。

1980年代社区导向发展的意识可以从下列几

个方面回顾: 英国 1982年所成立的 the Task Fo 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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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提出旧社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机能

的失败所造成 ,包括劳工市场、住宅市场、商用不动

产市场以及资本投机市场四个方面。 认为旧市区居

民的参与在地区持续成长改变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

的角色 ,唯有提升并建立社区本身的发展能力才能

真正使他们本身生存。另于 1988年环境部所提出的

一份报告“都市居民” ( People in Cities)强调即使在

最落后的地区 ,地区居民的热情参与是使地方再发

展最重要的因素 ( Duffy and Hutchinson, 1997)。 企

业化经营加上强调个人与家庭的成长是解决社区问

题重要的基础 ( Deakin and Endw ards, 1993: 221)。

1990年代将地方社区列为重要的地区政策推行媒

介藉由 City Challenge的政策而扩大。 这个政策明

确要求地区团体参与地方社区 ,并且发展出一套有

效的方法处理地区性的社经问题。 虽然推行的过程

中有些组织因为缺乏中央经费的补助而成效不彰 ,

但其政策所代表的含意过去由上而下的都市发展政

策逐渐转向地区性、社区导向。 而在美国 ,类似的社

区 发 展 组 织 (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 rpo ra tions, CDCs ) 亦 逐 渐 形 成 ( Duffy and

Hutchinson, 1997)。

现今都市政策的形成必须由公私部门合作以决

定地区发展的优先顺序、策略并且加以落实。 然而 ,

在实际的公私部门合作上 ,仍然产生许多的课题 ,依

据 Hayton( 1996: 1)的说明 ,这些课题包括 “社区”的

定义为何 ,社区合作组织的成员 ,他们的权限与能

力、参与的程度 ,不同的背景与不同的任务与工作形

态。在美国 ,社区发展组织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在于经

费有限情况下 ,其功能转变所产生之冲突。大部分最

初的成立宗旨皆在强化社区的发展 ,包括实质的建

设与心灵的教育 ,然在经费来源有限的情况下 ,大多

数社区发展组织开始接受各层级政府单位 (或私人

出资机构 )之补助 ,形成政府 (或私人出资机构 )推行

政策执行系统的一环。然而 ,政府 (或私人出资机构 )

的政策长期以来多着重于实质建设为主 ,要求所补

助经费的使用实质建设 ,如住宅的兴建 ,导致于其功

能逐渐成为出资者执行实质建设的工具 ,而缺乏整

体社会的教育与发展 ( Rubin, 1995: 131)。

地方需求与出资者认知上的差距 ,形成“社区导

向都市政策”发展的课题。 因此 ,如何确实反应地方

社区的需求 ,同时确保出资者持续的资金提供成为

社区发展组织之一环 ,身为地方社区的代表又同时

接受政府 (或私人出资机构 )经费者所必须面临之课

题。 由于地方团体大多不愿作为出资者推行政策执

行系统 ,许多策略逐渐形成 ,以下三种为主要的方式

( Rubin, 1995: 152- 158):

1. 合作方式的重新定义 ( A Reinterpr etation of

O stensible Compliance )。 社区发展组织可藉由许多

的方式满足出资者的要求 ,例如房屋的兴建、购买社

区商用不动产等 ,并且雇用职员。社区发展组织在与

出资者建立信用关系后 ,可藉由这些硬体设施所提

供的空间进行社区民众的教育活动 ,达到藉由实质

建设的进步使民众克服社会问题。

2. 藉由横向联盟对出资者形成压力。许多社区

发展组织藉由地区性、全市性或全国性甚至国际性

的结盟形成更大的力量 ,并造成舆论 ,以确保“社区

导向”的都市政策可以执行。

3. 藉由小规模发展组织提供人力再造计划。部

分规模较小的社区发展组织 ,其人力资源及能力皆

有限 ,在无法如一般出资者所要求的进行实质建设 ,

如房屋之兴建的背景下 ,反而可以着重教育训练活

动 ,以提升民众之技术水准。

三、都市再发展本质与内涵

都市再发展或称都市更新 ,与一般个别基地拆

除重建的行为 ,有其都市机能与个别基地改建层次

上的差异。 一般个别基地拆除重建通常是个别零星

小规模基地个别改建 ,透过不动产市场机制 ,纯粹以

个体开发利润作为投资决策之准则 ,牵涉的土地与

人类较为单纯 ,对于都市环境影响亦较小。 然而 ,都

市再发展之本质 ,系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除

考量投资报酬率外 ,同时也考量拆迁安置 ,维持原有

人际网络关系 ,以及改善公共设施与都市景观等 ,调

整都市机能 ,达到改善整体环境之目的 (吴志伟 ,

1997)

在更新衰退地区 ,因资源无法合理配置 ,急需政

府干预 ,以弥补自市场的缺憾 ,导致市场失灵的现

象 ,使得资源获得最有效的配置 ,而导致市场失灵的

原因 ,主要是外部性的存在与公共财的提供。就更新

地区实质环境之衰退及隐藏社会 、经济问题 ,所产生

的外部成本促使政府必须介入都市更新的运作 ,对

于参与更新者有助社区整体改善 ,给予补贴鼓励 ,使

得参与者在衡量成本利得之情况下 ,愿意配合更新

事业推展 ,另一为更新地区公共财之提供 ,没有人愿

意对公共财奉献一已之力 ,均希望搭便车 ( Fr ee-

rider) ,免费使用 ,如此公共财供给愈形不足 ,此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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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必须介入都市更新 ,负起或要求提供公共财之责

任 ,以解决地区公共设施之不足与颓败。

都市再发展的目的是多重的 ,而且是相互关联 ,

故黄健二 ( 1984)定义都市再发展有四大目的: (一 )

实质性目的 ,如消除寡陋地区 ,改善生活环境 ,增加

合宜的住宅供应 ,扩充公共设施 ,更新都市机能等。

(二 )经济性目的 ,如减缓贫穷 ,振兴中心都市活力 ,

改善政府财政结构 ,创造就业机能 ,增加公共投资的

效率等。 (三 )社会性目的 ,如消除贫穷所引致的社会

问题 ,提供就业机会 ,改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机能

等。 (四 )政治性目的 ,如作为政府施政的象征。唤起

民众意识 ,促进参与意愿等。

四、都市再发展有关机制理论之问题

1980年代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如 Stone( 1989)等

学者观察认为: 建立与维续地方政治力以推动都市

政策 ,应在都市政治结构中创造一种稳定的 “机制”

( Reg ime) ,让政治结构中的组织 ,能拥有体制内的

资源以成为政策决定上的固定角色。 而都市政治结

构包括对政策决定有影响力之组织:包括政党 、地方

民意代表、政府官员 、社会权力核心组织 ,如企业团

体、劳工团体、宗教团体、环保团体、支持女性主义的

组织。而都市机制理论强调政策推动的效率 ,在于政

府与非政府部门角色间 ,透过横纵联盟达到彼此的

利益 ,并且认同私人企业在地方政治上之重要性 ,但

也兼顾并纳入各利益权益团体及其意见整合。 在

1980年代中期 ,此理论研究者多着重在机制的多样

性 ( v ariety )与地方政府机制的个案研究上。 后因都

市发展的实施策略有了趋势上的转变 ,转向强调公

私合伙、弱化政府功能以强化私人经营的机会与效

率、鼓励营利与非营利机构合作等等方式 ,该理论逐

经归纳各都市政治运作模式之个案研究 ,以概念性

的理论架构 ,建议扩大都市政策决策参与角色的多

元化、平等化 ,以提升都市政策推动的效能。 而一种

良好而有效率的机制有几点特质:

1、非阶层化 ( nonhie rarchical):由各利益团体不

是一种隶属关系 ,也没有权力多寡之分 ,每个政策影

响法人、组织均能介入决策过程。

2、复杂性: 因机制中的决策参与角色较多 ,包括

专业者、非专业者、政府、民意代表、利益团体、社区

民众 ,各以不同模式介入决策过程 ,故整个都市政治

机制复杂性较高。

3、联盟的组成: 机制运作要透过公私部门 、专业

与非专业人员 ,建立内部合作联盟 ,藉由内部的政治

力形成决策影响力。

都市机制理论 ( U rban reg im e theor y)系为政治

经济学中强调以社区力量方式 ( community-pow er

approach )促进地方经济力之发展 ( Ward, 1997:

1493)。 依 Stone定义“机制” ( Reg ime) ,为公部门与

私部门因彼此利益契合 ,透过非正式之沟通、协调及

谈判程序 ,共同执行政府之政策。 其意味着在政治、

社会、经济的总体环境中 ,结合公部门与私部门间不

同利益之方式 ,完成政策之任务。但是 , Ward( 1997:

1494)指出都市机制理论亦有其缺点: 该理论系属于

实务与地方化现象 ,故非常强调政策之执行效果 ,但

缺乏对于整体机制运作之解释与建构。纵然如此 ,都

市机制理论仍强调如何以联盟方式来完成任务 ,并

且对于不同的机制如何作适切之管理 ,故有以企业

化政府 ( Enterprises city )方式来寻找工作伙伴 ,伴

随民间资金之投入 ,来振兴地方经济 ,达成都市更新

之总体目标。

在复杂的都市环境中 ,有千息万变的利益的交

错结合 ,有非正式关系的合纵联盟 ,机制是很难形

成 ,而且呈现不稳定的状况。 John and Co le ( 1998)为

说明有机制现象存在的条件 ,从美国的经验中 ,归纳

为以下五项假说: 地方层面上存在有商业利益 ,商业

利益必须适度的整合 ,存在于大都市会之某地区 ,由

历代的政治运作成效取得信任 ,在不同城市有不同

的作法。 事实上 ,在台湾地区从事土地开发事业 ,开

发商需长期与民意代表、地方派系或财团建立长期

结盟合作关系 (陈东升 , 1995) ,因有地缘关系、商业

利益与地方政府之社会人脉 ,颇符合前述 John and

Cole所归纳之假说条件 ,惟必须强调的事 ,这种结

盟关系 ,如何能建立于社会大众之利益上 ,而摒弃已

往侧重于个体间之利益交换 ,为目前应所克服的在

再发展地区之政策执行 ,亦具有社区地缘之关系 ,由

社区精英人士所领导 ,开发商、政府机关彼此有长期

的社会脉动 ,才可推动一地区更新事业 ,符合整体社

会利益终极目标 (张立立 , 1998)。

五、都市再发展策略刍议

由社区导向理念 ,经由都市再发展本质与内涵 ,

透过机制理念分析都市更新事业中政府、开发者及

社区居民所扮演角色 ,研拟合宜以社区发展为主体

之都市再发展策略如下:

策略一: 凝聚社区共同意识 ,建立永续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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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更新事业中 ,开发商与社区居民的目标

不同 ,开发商重视开发利润之结果 ,利俾资金作更快

的周转 ,而居民在意创造真正属于社区之生活环境。

所以 ,社区并非透过砖块及柏油创造出来的 ,而是由

合作意愿 ,共同意识及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在强化及

频繁互动的社会关系而来的 (李永展 , 1998)。当迈向

一个更合作的社区组织 ,而人们更重视共同追求的

目标 ,进而对环境关怀 ,如此在推动都市更新事业

中 ,能达共同重视整体社区环境的改善及愿意牺牲

个人某些权益 ,来达到社区再发展的整体目标。

策略二:辅导居民自组具有主导性的社区更新

团体

民间自组更新团体会面临筹措资金及规划技术

之困难 ,故政府宜有一套完整的资金贷授及规划技

术服务之体系 ,可援助社区更新团体有关资金与技

术之问题 ,使得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主导性的社区

更新团体 ,以再造属于社区本身所需要的家园。

策略三: 居民确实参与都市更新规划过程

民众参与强调是由下到上的决策模式 ,规划过

程中 ,藉由社区居民、商家、规划家反覆研讨 ,产生适

合的规划方案 ( Klein, 1994)。 以避免居民是最后才

获知分配结果的人。

策略四:建立长期社会网络作为研拟都市再发

展事业之基础

再发展事业 ,非仅资金投入与财务之分配问题 ,

需藉着已有良好关系之地主、居民、开发商、地方政

府、规划师等社会脉络之建立 ,经由长期的交流 ,彼

此获得信任 ,为研拟再发展事业计划的重要关键 ,才

能获知彼此之关心议题与权益 ,以界定互相间之权利

与义务 ,结合各类团体资源与力量 ,达成更新之目标。

策略五: 兼顾实质环境与非实质环境之改善

都市再发展系包含都市生活环境及人力改造 ,

即是社会、经济、环境等综合性的层面 ,社区实质环

境的改善 ,可能造成低所得者人力需被迫移往他处

居住 ,形成原社区仕绅化 ( Gent rifica tion)现象 ,究其

原因 ,因寡陋地区是因为居民技术水准低、所得水准

低 ,无法提升生活环境 ,故在再发展策略中。 除改善

住宅环境外 ,同时尚需运用人力投资 ( Human

investment)计划 ,辅导原居民提升技术水准 ,脱离贫

穷 ,才能与社区更新同步成长 ,继续留在社区居住 ,

形成社区共同体的一份子。

策略六:辅导并补贴私部门成立非营利更新开

发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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