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5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2017 (ICE 2017) 

 
 

PROCEEDINGS  ICE 2017  P515 – P550 
ISBN 978-967-0521-99-2 

 
 

TRANSFORMATION OF TAIPEI INDUSTRIAL ZONE IN LAND USE 
PLANNING: HISTORICAL REVIEW 

 

戰後臺北市工業區土地利用變遷初探 

王 章 凱 

Wang Chang-Kai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Research Fellow of Center for the Third Sect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O.C.  

Tel: +886921060806, Email: kelwinwang@gmail.com 
 
 

ABSTRACT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readjusted the industrial policy due to the need of Pacific War. They 
set up many military-material-supply industries on the rural lands surrounding the downtown Taipei. 
After WWII, all those Japanese founded companies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became state-owned assets.  Gradually, they had been embraced by developed communities and became 
rare cross-street blocks within downtown. A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dustrial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of post-war Taipei Cit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identification of map 
in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zone of Taipei land use planning.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s conducted various researches 
and urban planning to provide relevant strategies and regulations to control the usage of industrial land 
stock that may well contribute to steer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egulate its urban structure. 
However, market forces override and continue with changes in zoning control and eventually determine 
its land use and lead to urban planning remain as merely a tool for developmentism. 
 

日本殖民政府為投入太平洋戰爭而調整對臺灣的產業政策，在臺北市街地邊緣農地上發展支援戰

爭的物資生產工業。這些日資的工業廠址，戰後被國民政府接收為國有資產，並逐漸被包圍在市

街地中間、成為市區中稀有的大街廓土地。本研究為戰後臺北市工業區土地利用變遷研究的先期

研究，透過產業與都市計畫發展的文獻分析與圖資辨識，梳理前述工業跡地利用的歷史變遷。研

究顯示，隨著臺北的發展，臺北市政府擬定不同層級的研究與計畫對於工業區土地的利用提供策

略與控管，本有機會利用這些土地存量來引導產業發展與調整都市結構，計畫外的市場力量卻仍

不斷改變土地使用分區控制、最終主導了土地的利用，都市計畫仍然只是開發主義的工具。 
 
Keywords: Land use, zoning, industrial zone,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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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論 

日治殖民政府為投入太平洋戰爭而調整對臺灣的產業政策，在臺北市街地邊緣農地上發展支

援戰爭的物資生產工業。這些日資工業廠場在戰後被國民政府接收為國有，並隨著都市的發展而

成為中心市區內稀有的大型跨街廓空間。卻隨著拆遷、變更而蝕溶於都市空間，曾經扮演重要生

產與生活角色的產業恍若不曾在都市中存在。  

有關戰後臺灣產業衍變的研究相當豐富，單紡織產業就有豐碩的成績5。探討臺北市產業空間

的研究，如李登榜（1977）從分布與面積的合理性討論工業區的劃設與開發；陳宜君（1993）著

重在臺北都會區的產業空間分布；陳俐伶（2000）探討製造業空間分布、變遷情形及影響因素；

沈武恩（2005）具焦工業區再發展的法令制度以及參與過程；徐彥翔（2014）從空間和產業發展

視角探討臺北市工業廠區周邊都市空間衍變與轉型歷程、影響因素與內在機制。前述產業空間的

研究多數居於都會成長過程中的經濟部門結構改變就會影響經濟活動分布（Suarez-Vffla，1998：

14）的觀點，將空間的轉變視為經濟體系下的理所當然，故多不挑戰工業用地轉變為其他使用時

的必要性、合理性。 

鑑於大型跨街廓土地在都市發展過程中是非常難得的空間資產，盤點日治時期臺北市大型工

業跡地的地理空間關係、戰後的空間衍變（特別是原「國有」的工業跡地），是本研究第㇐個重

點。再者，產業生命週期與都市發展進程交互作用下，業者調整廠場土地利用範圍、方式或區位

本即屬經營之必然，且戰後又有國家掌控的各層級都市計畫、官方政策研究，來為臺北市工業用

地提供利用與控管策略，理應有充分的論述與機制可運用這些工業用地來作為調整都市結構與引

導產業發展的空間資本。都市計畫這些工業土地利用衍變過程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多少

影響力，則為本研究另一重點。 

研究調閱並梳理歷史檔案中各事業體財產文書檔案上登載的資產項目、地址、面積，比對各

時期官方的測量、地形、都市計畫、航照等圖資，嘗試還原、檢視戰後收為國有、位於臺北市的

日資工業基地的地理分布、空間規模、對都市結構的可能影響。復整理各階段都市計畫法令、都

市計畫、官方研究，瞭解臺北市對工業用地（區）指認、劃設、變更、擴遷的檢討指標與劃設原

則等規定政策。並以「臺北紡織廠」個案沿革、工業區變更住宅區的細部計畫（下稱「工變住」

），乃至於產權從國家管有流轉為民間企業所有，再透過社區開發分散成一般市民所有，探討廠

場跡地如何在各階段法令、空間計畫中被區劃或調派，在都市發展中的衍變、以及都市計畫對其

用地衍變的作用與影響。 

關於原屬於私人土地，如何在日治殖民政府時期被國家機器買收、徵用6，戰後又經國民政府

「接收」，復透過「開放民營」的政策手段流向非原土地所有權人的私部門個人或企業（許多是

                                                           
5 如黃東之（1951、1956）、林邦充（1969）、林忠正（1994）、許惠姍（2003）、李怡萱（2004）、陳介英（2005）
、瞿宛文（2008）、莊濠賓（2008）、彭琪庭（2009）…等，多為本研究引述之參考文獻。 

6 日治時期，興辦事業之企業主得依〈土地收用規則〉向臺灣總督府提出土地徵用申請，總督府認其理由適當，則核准
、公告徵收，依法應負補償義務。然，臺灣人在殖民政府統治下，私有地多有被低價徵收、低價讓售之情事（周茂春
，2012：28），加上〈臺灣地籍規則〉與〈臺灣土地調查規則〉實施後，未申報之土地皆被登記為官有。因此，戰後
由國民政府接收的日資企業，縱當時有依法徵收並支付補償金，甚至立有買賣之契約，在所謂「光復」後全然收為國
有是否符合正義，容有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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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族財團），其中是否有造成財富重分配、土地不正義，又是另一項非常值得研究但龐大的課題

。限於篇幅暫予割捨，將以另篇研究探討，容先予說明。 

 

2. 理論基礎 

法國庸俗政治經濟學（vulgar political economy）創始人Jean-Baptiste Say（1767-1832）在1803

年的著作“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政治經濟學概論）提出三種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

）－土地、勞動、資本與（land, labour and capital）－以來，雖有Karl Marx（1818-1883）批評資

本家與地主都是剝削勞動者生產剩餘（producer surplus）、勞動力才是基礎的生產要素，新古典

學派經濟學家Alfred Marshall（1842-1924）提出組織與企業才能（organization and entre- 

preneurship）為第四要素，但土地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從未被動搖。因具有數量（面積）固定

性、位置不移動性、⾧期不毀滅性、品質差異性（殷章甫，2014：6-8）而與其他財貨（goods）

有很大的差別，且「⾧期不毀滅」即代表無折舊、可永久保持承載、滋育與生產功能，而使土地

在經濟活動中擁有高度的保值性（殷章甫，2014：11），這種場域的基本材料（basic stuff of 

place），是可以提供財富與權力的市場商品（market commodity）（Molotch，1976：309），也

因為任何已知區位的地塊都是以土地為基礎的利益集合體（aggregate of land-based interests），因

此，土地的利益潛能提高，所有權人的財富就跟著增加（Molotch，1976：311）。 

土地本身的利用價值除透過維護或開發而提高以外，也會因為週邊土地或環境的不利益利用

（disadvantage usage）而受到影響、造成土地利用者的不便利甚至危及生命，都市計畫的初始功

能就在於防止與排除土地的不利益利用。第二次世紀霍亂（Cholera）大流行(1829-1851)，讓英國

立法規範所有新開發的住宅區必須配置污水下水道與排水系統（Emmitt，2002：74）、制訂「過

度擁擠」的定義。背後的推力正是為了解決工業革命造成超高密度土地利用、空間過度擁擠所導

致的嚴重排水阻塞、空氣與飲水污染、交通癱瘓等問題，因而催生了以改善公共衛生為目的都市

土地利用管制及配套公共設施計畫，為現代都市計畫的雛形。這種以地理空間為介面來解決工業

生產活動與住居生活的衝突的取徑，基本上是藉由限制使用密度、劃分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區位

、規劃其地理分布等手段而達成。當然，這樣的劃分也將對生產（及生活）活動有所限制、對土

地利用的方式有所干預，也會對土地利用價值有所改變。 

戰後西方的規劃理論就視城鄉規劃為一種實質空間規劃（physical planning）與設計的操作，

處理土地的利用與都市型態的空間組織，以準確地呈現計畫實現後的最終狀態（end-state）(Nigel

，1998：5)。當時一本幾乎為所有英語系規劃學院所使用的教科書“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就指出城鄉規劃是調整土地使用與特性、配置建築物與交通路線，

且有助於社會性、經濟性與政治性目標實現的一門藝術與科學（Keeble，1952：1），因為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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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精確而價值中立（value-free）。這種理性過程觀點的規劃被描繪成專家進行規劃的技術方

法(technical approach)，彷彿經過他們的採用，即使不需要考量對價值或政治的論辯下，就可以導

出都市問題的釐清與解決（Nigel，1998：78）。然即便規劃是一種技術性或實務操作性的活動，
但其計畫決策仍必須經過一個二戰之後就建立起來的、以民選地方政府當局以及（或）中央政府

的核准的、通盤的城鄉計畫系統的政治背景中運作（Nigel，1998：35）。戰後英國工黨政府（

Labour Government）在1947年通過〈城鄉計畫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目的就是

讓國家擁有土地發展權（right to develop land），透過國家高權（Staatlicher Hoheitsakt）的地位對

私權利進行干預、檢視並控制土地使用，來對包括私有土地在內的空間發展進行消極限制保護或

積極引導調配7，促進社會性、經濟性與政治性目標的實現。因而城鄉計畫不僅是一種空間規劃，

更是一種高度的政治性活動，治理土地不僅是藝術與科學，更是很關鍵的政治運作（徐世榮，

2016：117）。也因為土地的管理分配與土地利益的炒作基本上就是透過政治過程形成的（陳東升

，1995：52），所以認為都市計畫是透過整理議題並做實證關係推衍、因此是不帶主觀價值判斷

的決策工具，只是技術使用者的⾧期迷思（Tribe，1972：75），這也是為什麼政治經濟學理論的
傳統都把都會區當成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結合的場域（Gottdiener，1987 : 75）的原因。 

既知都市計畫是㇐種政治活動，更實質影響都市發展的制度位置和政策（王震寰，1996：48

），「追求地方發展」便成為少數能在其他議題尚存有重大分歧下、仍能夠不受政治信仰光譜影

響而得對地方菁英（local elites）進行政治性動員、達成共識的主要動力。美國社會學家Harvey L. 

Molotch就提出（1976）「地方」(locality)的本質其實就是被當作㇐種成⾧機器（growth machine）

而運作（p310），從而，㇐批小型的地塊、㇐整座城市、㇐個區域、甚或是㇐個國家，都應該看

做是由爭奪土地利益的策略聯盟與行動(strategic coalition and action)的所拼貼起來的馬賽克圖（

p311）。爭奪土地利益的團體會聯合有共同利益取向的其他團體形成集團會，爭取達成共同的土

地增值方案，典型的運作方式都是結合政府以獲取資源，從而提升鎖定地區的成⾧潛力。著名政

治學者Clarence N. Stone最重要的著作之㇐就是探討地方菁英聯盟對地方政策與發展的影響性。

Stone（1989）研究戰後美國Atlanta City都市重劃與經濟發展，提出「都市政權」（urban regime）

理論，所謂的「政權」是關於「圍繞並補充統治當局正規事務運作的㇐些非正式協議（informal 

arrangement）」（p3），由公共機構與私人利益㇐起運作，以便作出決定和執行政府決策（p6）

，包括政府部門與私部門在內的市民領袖，都是透過這種政權結盟（regime coalition）的形成過程

來行使他們的選擇（Kilburn，2004：635）。這種組合使用所需資源來產出政策的運作模式，稱

                                                           
7 英國對土地用途作管制，雖始於1909年的〈住宅與城鎮計畫法案〉(Housing, Town Planning, &c. Act 1909)，授權政府
當局準備市鎮規劃計畫，並制訂密度、道路寬度以及土地使用分區。但1947年的〈城鄉計畫法〉則進㇐步將英國既有
的1,400規劃系統整合成為145個，並規定每㇐個規劃體系都需擬定通盤發展計畫，授權地方政府對所有發展計畫進行
審查與核可。甚至，在〈城鄉計畫法〉通過前，還有1945年通過的〈工業區分布法案〉(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Act 
1945)，不過是由貿易委員會（Board of Trade）為啟動地區性工業區區位控管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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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社會生產模式」（social-production model）（Stone，1989：227-228），行動者與機構將彼

此的資源、技術、目標融合在㇐個⾧期的聯盟體制下而獲得行動的能量，成功的話就可以取得社

群中的領導角色、為地方面臨前所未有的抉擇時，能站在㇐個幾近壟斷的決策制訂位置（Stoker

，1998：123）。從土地利用的問題形成到規劃實施，既無法排除作為重要的規劃技術與政策決策

工具的都市計畫是一種主觀價值取捨的政治過程，則藉由成長理論與都市政權理論的分析取徑，

適可作為研究戰後臺灣工業土地利用衍變的觀察角度。 

 

3. 日治時期的大型工業跡地 

本章梳理日治時期的大型工業跡地。然因日治與戰後臺北市行政區的劃分上有所變動，許多

的廠場在不同文件上的地址不同，原因之㇐是行政區改變，也或是辦事處與生產工廠的差別。限

於文獻無法全數取得，無法比對而有差異的部分另以文下注說明。 

在許多被接收的日資產業中，臺灣工礦企業（股）公司8（下稱臺灣工礦）將位於臺北市松山

中崙地區、佔地約2.5公頃的7家機械企業合併為臺灣工礦鋼鐵機械分公司「第七機械廠」，生產

汽車車身及柴油機，與機械修配（臺灣工礦鋼鐵機械分公司，1947：106）。另有大安十二甲地區

、佔地超過13.22公頃9的「台灣纖維工業株式會社」被納為臺灣工礦紡織分公司「臺北廠」（下

稱「臺北紡織廠」）10。 

1957年，「第七機械廠」跡地由當時的唐榮鐵工廠（股）公司（下稱唐榮公司）以500萬元接

手（許雪姬，1993：12），成為「唐榮鐵工廠臺北機械廠」（下稱「唐榮臺北廠」）。1974.03.04

，唐榮公司以籌建海綿鐵工廠為由，向省政府請准出售。幾經輾轉，1987.06由威京總部集團以13

億取得，再透過都市計畫進行使用分區變更，雖捐地7,913㎡、捐款2.2億建造偶戲博物館，但換得

可建樓地板面積達原工業區的1.75倍以上，以及可開發購物中心的「第三種商業特別區」（下稱

商三特）。2001年11月購物中心「京華城」正式開幕，2014年因經營獲利下降，威京集團擬再爭

                                                           
8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各種日資企業單位後，將㇐部份工礦單位規模較大及適於聯合經營者劃歸公營，經㇐年的籌備，於

1947.05.01成立「臺灣工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再依不同性質設立12個分公司。 
9 查1970.03.18公告的「擬定建國南路、復興南路、忠孝路及縱貫鐵路所圍地段細部計劃案」說明書所載面積達5公頃以
上，〈臺北市議會第1屆第5次臨時大會議事錄〉(1970.05.12)記載臺北紡織廠佔地17,000餘坪（5.61公頃）(p471)。因
兩份文件都沒詳列地號及面積，以Gool Map的面積估測功能測量都市計畫範圍臺北紡織廠佔地面積約為10.5公頃，顯
示都市計畫說明書上的記載顯然太小、超過誤差容忍範圍。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保存臺灣工礦新（曲詠
成）舊（趙文森）任廠⾧《固定資產、土地房屋、運輸什項移交清冊》(1954.01.18)之「固定資產明細表」，明載「
大安十二甲」段1地號等15筆土地地號及面積計13.7324甲（約13.2193公頃/40,290.86坪），與歷史新聞檔案《徵信新
聞》1960-07-16報導「北市將再闢新社區總面積達4萬餘坪地在安東街為臺北紡織廠現址」相符。故本研究內所稱之
「臺北紡織廠」面積採納有詳細地號面積的「固定資產表」所載面積。 

10 其實，另有更早期的興亞鋼鐵已先歷經用地衍變過程。位於臺北市宮前町357番地的興亞製鋼創立於1939年，前身是
1935年成立的「台灣電氣製鋼」（高淑媛，2003：204），戰後由臺灣工礦鋼鐵機械分公司接收為「第㇐鋼鐵廠」，
因設備齊全、被媒體譽為省內㇐流的鋼鐵工廠，但有報導指出該廠似有故意賠本經營10、製造日後關廠出售理由的情
事（孫久翁，1955）。出售後的興亞鋼鐵改組（1955.08）為東光鋼鐵機械（股）公司，1980年與春暉建設合作開發4
棟15層大樓的「春暉新世界」，因錯過景氣而將4樓以下變更為「東光百貨公司」、其餘樓層改為套房住宅。又因銷
售不佳而將套房住宅出租予特種營業，影響形象，百貨終於2001年停業，目前租給餐飲、酒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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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都市計畫變更、解除商三特之六項用途限制11以便拆除重建高級住宅，媒體估計總值達175億元

。 

同樣背景的「臺北紡織廠」12曾擬以底價1,538萬餘元（黃耀鏻，1955）標售，因乏人問津（

徵信新聞，1955）而留在紡織分公司；相隔10年因細部計畫工變住案（擱置未實施）的進行，議

價出售金額達1.32億（約8,000元/坪）；私人取得後，細部計畫取消近2公頃國中預定後通過工變

住，地價攀升至每坪十萬（臺北市議會，1970a：1069），三年不到已開發成大型住宅社區。目前

房地產行情、以忠孝東路正對面正義國宅都市更新案為例，房價達200萬/坪。此都計案被當時市

議會認為擬定欠周密、有違常規而移送司法機關偵辦（臺北市議會，1970a：1078），並經監察院

調查、糾正。 

與前二案相仿的日資工業跡地不在少數，河原林直人（2009）研究中就有227例。比對國史館

、國家檔案管理局、國立臺灣圖書館收藏的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日資的財產文件上有關臺灣工礦、
臺灣農林（股）公司（下稱「臺灣農林」）的資料，日資企業被接收後，歷經國（省）營、民營

化、分廠出售各階段而流入民間的，在臺北市的就有數十宗（參閱表1）。加上維持公營的台灣總

督府專賣局台北酒工場（現華山藝文特區）、高砂麥酒株式會社（現建國啤酒廠）、台灣總督府

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場（現松山文創園區及大巨蛋）、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北工場（現台鐵

臺北機廠）、華山貨運站（調車場）等，形成市區內稀有的大型跨街廓用地。對照日治時期以來

官方發行的市街圖、都市計畫圖、地形圖與航照圖上可資辨識的廠場跡地，可以清楚看出這些產

業跡地多數毗鄰市街地、以及沿縱貫鐵路兩側的郊區農業土地分布的空間結構（參閱圖1）。 

表1 戰後臺灣工礦、臺灣農林所接收、位於臺北市之日資企業 

接收日營會社名稱 面積 接收後廠名 日治時期地址 
興亞製鋼株式會社  (I)第㇐鋼鐵廠 臺北市宮前町357番地 
鐘淵工業株式會社 4.1489甲 (I)第二鋼鐵廠 臺北市松山五分埔46番地 
櫻井電氣鑄鋼所 
南方電氣株式會社 
臺灣鋼業株式會社 2.167甲 (I)第五機械廠 

 
七星郡內湖鄉成福村236番地 

北川製鋼株式會社 臺北市舊里族277番地 
臺灣鋲釘製造株式會社 臺北市本町2丁目1番地 
臺灣精機工業株式會社  (I)第六機械廠13 臺北市興雅654番地 
株式會社產機製作所 0.242甲 (I)第七機械廠 臺北市宮前町200番地 
株式會社中田製作所 0.357甲 臺北市幸町164番地 
株式會社小川組製作所 0.113甲 臺北市東門町249 
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 0.137甲 臺北市大安十二甲277 
臺灣合成工業株式會社  臺北市大安十二甲308 
東洋鐵工株式會社  臺北市宮前町353番地 
臺灣自動車整備配給株式會社  臺北市松山中崙233番地 
北川產業海運株式會社   臺北市中正西路* 

                                                           
11 允許項目：國際觀光旅館、國際購物中心、辦公大樓、公眾服務空間、文化休閒設施及停車場等六項  
12 配合1953年「耕者有其田」政策，國民政府以地價之七成發給實物土地債券、三成發給民營化後的公營公司股票作為
徵收地主之補償（台灣土地銀行，1981：81-82），工礦公司與農林公司即在此民營化政策過程中以「分廠出售」的
方式將可以獨立畫出的企業售予有意願承接的股票持有人，未能順利售出者則繼續留在原公司內經營。  

13 另併有木戶農機位於台南，臺灣精機於1942.08.01租用木戶農機場址，作為臺灣精機台南工場。參閱國家檔案館藏行
政⾧官公署工礦處機器業接管委員會台南經木機械接收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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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日營會社名稱 面積 接收後廠名 日治時期地址 
帝國酸素株式會社  (I)氧氣工場 臺北市榮町1丁目37番地 
臺灣酸素會社  臺北州臺北市千歲町3 
臺灣纖維工業株式會社 13.732甲 (Ⅱ)台北廠 臺北市大安十二甲1番地 
臺灣硝子株式會社景尾工場  (Ⅲ)第㇐工廠 臺北文深坑鄉景尾西村232* 
有限會社南邦鋁製作所  (Ⅲ)第五工廠 臺北市汕頭街1056號* 
臺灣魔法瓶工業株式會社14  (Ⅲ)第六工廠 臺北市雙園區博愛里* 
臺灣板金工業株式會社 
厚生商會(小林硝子工場)  (Ⅲ)第七工廠 臺北市水道町38番地 
臺灣油脂株式會社  (Ⅳ)台北製皂廠 臺北市本町3段1號 
臺灣日本油漆株式會社  (Ⅳ)松山油漆廠15  臺北市興雅640號* 
日本特殊黃油株式會社  
日本高砂化學工業株式會社臺灣工廠  (Ⅴ)臺北化學廠 臺北市大和町4丁目1番地 
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臺灣分社  (Ⅴ)松山化學廠 臺北市松山五分埔* 
臺灣護謨株式會社 5.999甲 橡膠分公司 台北縣七星郡內湖庄東新庄子 
臺灣通信工業株式會社 1.512甲 (Ⅵ)第㇐廠16 臺北市北門町12番地 
臺灣乾電池株式會社 2.767甲 (Ⅵ)第二廠 台北縣七星郡內湖庄後山坡76番地 
東京芝浦電氣株式會社 
臺灣爆竹煙火株式會社 4.539甲 器材分公司 臺北市河合町 2,5,6,14番地 
臺北牧場第三分場 1.706甲 臺灣畜產公司 臺北市大安十二甲 
第三牧場 2.921甲 臺灣畜產公司 台北縣七星區內湖鄉 
說明㇐：(I)鋼鐵機械分公司；(Ⅱ)紡織分公司；(Ⅲ)玻璃分公司；(Ⅳ)油脂分公司；(Ⅴ) 化學製品分公司；
（Ⅵ）電工業分公司。 
說明二：大部分文獻中的地址或面積資料無法區分本社與廠場。上述面積皆為土地面積。 
說明三：資料取自國史館或國家檔案局收藏之各事業之清算書、移交清冊、財產清冊、各期《臺灣總督府
府報》，以及河原林直人(2009)；(*)之日治時期地址另取自1947年《台灣銀行季刊》vol.1, no.1,pp.104-157. 

 
說明：左圖底圖取自「臺北市街圖」(1939)；無法確認範圍之廠場跡地未予標示。右圖為行政院國際經濟合

作發展委員會(1968)《臺北市綱要計畫》中「工業使用土地分布圖」，圖內紅框即為左圖範圍。 

圖1 日治至戰後初期產業跡地分布概況（局部） 

 
這些日資工業廠場因為產業發展、土地面積龐大、產權單一等因素沒有被拆分開發，而是隨

著都市的發展而逐漸被包圍在建成市街環境之中、整片地「保留」下來。卻在自由市場的壓力下

                                                           
14 1942.08創立，由大阪製造魔法瓶部份品會社來臺設廠專製熱水瓶。後於1944.11受殖民政府命令將㇐部機器拆分、另
組臺灣板金工業株式會社，專造熱水瓶外套及雷管（臺灣工礦玻璃分公司, 1947: 118）。 

15 1955.07易名為「松山油漆廠（股）公司」。1959.12.21由台灣鐵路管理局收購，更名為「台北機廠造漆工場」。 
16 1943年臺灣乾電池株式會社與總督府迫使施正成祭祀公業賣掉土地（近藤正己，2014：254）作為建廠用地。1949.03
臺灣工礦電工業分公司裁撤，所屬三廠再併為「電工廠」，仍隸屬臺灣工礦。次年十月改稱為臺灣工礦電工廠。1955
年開放民營成立「士林電工股份有限公司」，為後來的士林電機，現址為天母SOGO百貨及士林電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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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國家企業營收的理由17從產業經營者的手中轉出，循著都市計畫檢討的模式，將工業用

地變更為其他土地利用價值更高的使用分區，脫離了原先的產業。這些政府本可調控的大型跨街

廓地塊，即使不作為支持、帶動產業發展的生產用地，也很有機會在都市計畫的通盤規劃下，賦

予新的定位，透過其土地利用型態的更動，不論是作為公共設施建設用地，或是新生活機能的承

載空間，都能帶動周邊一定範圍市街地區的活動型態與空間結構改變的影響力。然從臺北市的都

市計畫歷程來看，這些產業跡地只是被住宅社區給吞噬消化而已。 

 

4. 戰後都市計畫法令與區域/都市計畫對臺北市工業用地的區劃與調控 

本章以殖民政府時期法令計畫、戰後至直轄市初期之綱要及區域計畫、「臺北紡織廠」變更

前後相關都市計畫、以及中央及北市府工業區研究計畫等四個時間脈絡，梳理相關法令、上位政

策計畫、都市計畫、官方研究報告等，瞭解臺北市工業用地衍變背後的政策方向與計畫思維，及

對工業用地管制、劃設或區位調派的政策與規劃的影響。 

 

4.1 日治殖民政府時期法令計畫 

日治殖民政府成立不久即公布〈律令第30號〉作為對都市計畫土地進行使用管制的依據，卻

㇐直到日治末期才有具體的分區管制架構與操作出現，並完成臺北市第㇐份的使用分區圖。以下

以〈大臺北市區計劃〉（含）之前、使用分區仍止於雛形概念為初步階段，〈臺灣都市計畫令〉

起、使用分區已有操作規範為操作階段，分別摘要歸納相關法令與計畫對於土地使用的分區管制

作法。 

4.1.1初步階段－從對土地使用做限制到依功能目的提出區劃雛形 

臺北市早在日治殖民政府時期即對都市計畫土地進行使用管制。1899.11.21日本殖民政府公布

〈律令第30號〉18，規定經都市計畫告示後，對於所劃設之預定地實施禁建與保留徵收（黃武達

，2000：190）。此階段的使用管制尚屬初步的階段，主要是在為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公用

，如公園、道路、下水道溝渠）或殖民政府統治（官用）之預定地建立用地得的法律依據，並禁

止在預定地上起造建物或變更土地形狀，而不是對土地的使用內容、強度做規範，管制的標的也

比較局部性19
。 

1905年的「臺北城內外市區計畫」（臺北廳199號告示）則可粗略看到對空間使用目的進行管

控的雛形。但因為㇐直到1936年〈臺灣都市計畫令〉才對都市設施給予法定定義（黃武達，2000

：191），該計畫只做到對人口發展上限（計畫年期1928年、計畫人口15萬/當時人口10.8萬）（臺
                                                           
17 洪紹洋的研究（2016）中指出，台灣工礦公司善以「緊縮機構，增強效率」為名出售廠房，並直接將出售廠房所得算
進銷貨收入中，以使公司年度營收呈現盈餘，且處分資產幅度相較其他公營事業大（p123）。 

18 律令內容為公告發佈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決議的《市區計畫上官公用ニ供スル予定公示ヲナシタル地域ニ於ケル土 . 地
建物ニ関スル件》。 

19 後來1899.08公告的第㇐次「市區改正計畫」主要就只是現有道路之改建與新道路之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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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政府工務局，1971：25；章英華，1977：47）、供水計畫等做對應的空間上限（都市擴張面

積、污水道⾧度、計畫道路公里數、公園開闢面積等）設定。1932.03公告的「大臺北市區計畫」

（臺北州第54號告示公佈）是以1955年人口達60萬人（當年人口28.2萬人）之空間規模為目標（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1971：39），最大特色除鋪設通往郊區道路以及闢建市區公園（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1995：70），也開始區分可居住、不適居住、山地、河川四種類型及相對應的面積

。 

4.1.2操作階段－ 從操作基準提出到使用分區公告 

真正透過使用分區觀念進行劃定與管制，則是在1936.08.27日本殖民政府發布〈臺灣都市計畫

令〉（府報第2770號）之後（黃武達，2000：194-197）。計畫令授予政府得在都市計畫區域內設

置住居、商業、工業等3種「地域」，及風致、美觀、防火、風紀等4種「地區」，並得基於衛生

、安全、經濟等因素而認為有必要時，設置「特別地區」（第18條），這是臺北市首次以使用分

區來管控區域內建築物用途。1936.12.31公布的〈臺灣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則具體以「使用動力

」加上正面表列禁止項目，來為住宅區、商業、工業等地域做區分，規範各該地域內的容許使用

項目與強度（第35~37條）。 

1938.04.21，土木課技師中村綱擬定㇐套技術標準作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劃定的操作規範，由

總督府內務局發佈（越澤明，1987：131）。〈都市計畫地域決定標準制定ノ件〉對前述各種分區

設定的決定方針20、調查方法、分區條件、決定步驟、圖面表示方式、書圖製作等，予以具體規

定（黃武達，2000：194）。根據相關法令，臺北市於1939年開始實施現況調查，並於1941.02.28

刊行《臺北都市計畫地域設定說明書》。同年11.08總督府發佈〈臺北都市計畫地域決定〉（府報

第4333號）、公告使用分區，並以「臺北都市計畫地域設定參考圖」（詳圖2）具體標示檢討劃定

的幾處工業區。 

                                                           
20 〈都市計畫地域決定標準制定ノ件〉「工業適地」之「決定方針」有：地勢平坦地盤堅固、近港灣運河、鐵路沿線及
車站附近、貨運運輸幹線道路、水源豐富水質良好、原料燃料產地或取得容易、動力供給方便、污廢水排放處理容易
、氣候適宜生產、勞動力供給充裕等1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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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左圖為1941年臺北市役所繪製之「臺北都市計畫地域設定參考圖」(1947年由臺北市工務局出版，更
名為「臺北市都市計畫用途分區圖」)，咖啡色(本研究按原圖加深)為劃定之工業區。右圖為黃武達(2009)依
據1942年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概況》復原繪製(藍色為劃定之工業區)。  

圖2 日治時期臺北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說明書中除檢討工業用水狀況、工業用地面積、水路及陸路交通設施、原物料取得、以及製

成品的需求市場等，也明確列表（p10），以動力馬力數、危險物儲藏處理、衛生條件等，來區分

住居、商業、未設定、工業等四種類型分區的差異。對於關於「工業適地條件」（p12）還具體盧

列8點：(1)工業給水的取得；(2)適和且取得容易的工場敷地；(3)具備水上交通如港灣、運河等；

(4)具備陸上交通如公路、鐵路等；(5)動力獲得的難易度；(6)原料、材料獲得難易度；(7)製成品

搬出販賣難易度；(8)勞動力取得難易。這些都市計畫工業區㇐直沿用到1974年臺北市檢討「舊市

區內工業區變更使用」時，才在部分維持、大部分變更的情況下，從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與商業

區。 

整體而言，在日治殖民政府統治、臺北市的市街地仍集中沿淡水河東岸呈現南北縱向發展、

大型工業用地主要仍分佈在向東的縱貫鐵路兩側市郊農業用地上的時期，臺灣總督府已發佈實施

土地使用分區、有詳細的分區劃設原則，並以都市計畫圖說具體標示工業區位置及範圍。查日治

時期相關法令文獻（參閱表2）並無說明違反使用分區劃設原則（如使用動力馬力數）的既有工業

生產單位是否會被勒令停業、強制遷出，因此，無法確認日治時期的都市計劃是否有計畫性地針

對劃定分區調配土地利用事業。 

 

表2日治時期臺北市使用分區管制相關法令計畫 

年代 法令規定名稱 使用分區管制的作法 
1899 律令第30號 公共設施用地、道路及官用建地的保留劃設 
1905 臺北城內外市區計畫 人口、供水計畫等空間上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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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法令規定名稱 使用分區管制的作法 
1932 大臺北市區計劃 區分可居住、不適居住、山地、河川4類及相對應面積 
1936 臺灣都市計畫令 在都市計畫區域內劃設3種地域、4種地區 

臺灣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 以「使用動力」做住宅、商業、工業等地域之區分 
1938 都市計畫地域決定標準制定ノ件 制訂分區決定方針、調查方法、類別條件、決定步驟等 
1941 臺北都市計畫地域設定說明書 區分住居、商業、未設定、工業等四種類型分區 

臺北都市計畫地域決定 公告使用分區、繪製出「臺北都市計畫地域設定參考圖」 
說明：本研究整理自總督府府報、法令與計畫書。  

4.2 戰後至直轄市初期之綱要及區域計畫 

本節依歷史進程，摘要梳理從戰後初期延用日籍專家合組「臺北市都市建設研究會」協助理

解都市發展現況與空間計畫框架、復自組「市政建設考察團」擬定台灣地區的建設方針，到由美

國顧問協助擬定區域計畫、綱要計畫等指導臺北市都市發展的上位計畫，特別是檢討與修訂日治

時期定調的工業用地區的分區劃設原則與空間調配計畫。 

4.2.1 1946年「大臺北市綜合都市計畫」 

1946.04，臺北市政府為檢討日治時期延續下來的都市計畫與市政建設，由前工務局⾧胡兆

輝、都市計畫科⾧楊卓成、留用之日籍前土木課⾧桑名吹郎（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995：

101），加上以研究員名義聘用、尚未遣返的19名日籍都市計畫專家學者包括松本虎太（臺灣電力

株式會社社⾧）、池田鐵作（總督府工業研究所所⾧）、早坂㇐郎（臺灣大學地質教授）等人，

與共同組成「臺北市都市建設研究會」，檢討都市計畫實施上的問題（朱萬里，1954：266-268；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1971：48）。 

該計畫將大臺北地區人口設定為100萬人（臺北市含松山為50萬人），以台北發展工業都市為

目標（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995：72），主要成果包括修訂臺北市都市計畫、主要地區建物

高度格式限制設定、風景區設定，以及「大臺北市綜合都市計畫」之擬定等，並由中村綱負責製

作「大臺北市用途分區計畫圖」（朱萬里，1954：270；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995：101），

但無明確的用途分區計畫文字說明（朱萬里，1954：271）。根據朱萬里整理「大臺北市綜合都市

計畫」的重點，計畫範圍內主要的工業區分佈在三個地區：士林、北投平原；淡水河西岸鷺洲鄉

附近；內湖、南港、汐止㇐帶。總面積包含工廠、運河、公共設施用地在內，共530公頃（朱萬里

，1954：272-273）。但由於綜合計畫研擬期間受到日籍人員陸續遣返因素的影響，討論不易，故

僅止於「草案」層次，幸參與人員皆為對市政事務相當熟稔之專業者，故仍有高度參考價值。 

4.2.2 1947年都市計畫 

「大臺北市綜合都市計畫」完成後翌年，由工務局編成《大臺北市綜合都市計畫參考資料》

，而實際落實執行的都市計畫，在朱萬里（1954）的《臺北市都市建設史稿》第四章「光復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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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第三節「都市計劃」（p225-284）中是以「現行都市計劃」來表示。然，因未註明年期，

亦無計畫案名、公告日期或文號，相關文獻資源亦查無記載，透過多份文獻交叉比對，推測應為

1947.12.18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成立、召開首次常會時，修訂收容人口與市轄區面積的都市計畫
21（下稱「1947年都市計畫」）。 

此計畫除修正1932年「大臺北市區計劃」的人口與面積外，還劃分住宅、商業、工業、混合

、無設定、飛機場等5種使用分區（參閱圖2之右圖），並指定圓山中山橋㇐帶為風景區。工業區

部分有東區（松山基隆路㇐段兩側）、西區（雙園大部分）、中區（中正東路近鐵路）、北區（

重慶北路三段兩側），屬典型的工業使用；混合區則是工商產業並存或混合、散佈在商業與住宅

區之間的小型、輕型工業，主要分布於古亭、中正東路以及重慶北路三段沿淡水河東岸㇐帶。兩

者空地率及建築物高度限制相同，皆為35%以上及31公尺以下。工廠設立管制方面則沿用〈臺灣

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以「經常使用動力」並負面表列排除，如經常使用動力達3匹馬力以上或妨

礙安寧衛生之工廠不得設於「住宅區」、達15匹馬力或有礙商業便利者不得設於「商業區」、超

過50匹馬力或火藥製造等工廠不得設於「混合區」，「工業區」則無經常使用動力或項目之限制

。而所謂妨礙安寧衛生、有礙商業便利之業種，則仍依〈臺灣都市計畫令〉及〈臺北州建築物限

制規則〉（1937.06.01州令第14號公布）之規定。 

4.2.3 1953年市政建設考察小組－對工業區劃設與用途管制 

1953年韓戰簽署停戰協議而結束，臺灣展開「第㇐期台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為美援結束

後臺灣經濟仍能獨立運作做準備（瞿宛文，2017：226）。為釐定建設方針，「台灣省市政建設考

察小組」於1953.11組成，對76個都市計畫地區（72處為日治時期已頒佈計畫）的各項規劃是否適

合當時需要進行實地考察、研提建言，市區內工業區分布情形為重點。1954.02.28考察完成，同年

下旬完成《臺灣省市政建設考察小組報告書》。 

報告指出，當時的工業區分布散亂、缺乏統籌規劃，幾乎是憑各廠商之自由意思、隨便設置

（p30）。市區的工業區缺乏綠帶與市區住宅隔離，緊靠主要公路與鐵路兩旁而向城市邊緣延伸者

                                                           
21 朱萬里所稱「現行都市計畫」並無附上公告文號、日期，但根據編者誌：「本書記述，上起清初、下迄民國42年底」
（朱萬里，1954：5），以及「光復未久，乃將本市計畫收容人口量修減至50萬」（朱萬里，1954：226），故所指應
為1945~1953年之間施行的都市計畫。另察《臺北市發展史》記載光復後國民政府認為日治時期都市計畫不符我國國
情，對都市計畫的看法也有很大改變，旋於1945年修正都市計畫，亦分住宅、商業、工業、混合、無設定等5種分區
（黃宇元，1983：346-349）。然1945年10月臺灣省行政⾧官公署、臺北市政府正式設立，當月25日末代臺灣總督安
藤利吉在臺北公會堂簽署「降伏書」。以此歷史時序可知，要在短短2個月內組織檢討臺北市都市計畫、確認面積人
口修訂、確定沿用日治時期5種分區，可能性不大。而《臺北市都市發展紀要》在1945年的記載中亦無此項都市計畫
的公布，反而是在1947年的記載中有1947.12.18都市計畫委員會奉准成立、首次舉行常會，修改都市計畫，將市區面
積修正並改定收容人口，且從臺北市都市建設研究會完成「大臺北市綜合都市計畫」後、到1953年底之間，僅有㇐項
1953.05.18「重新擬定修正總圖及說明書」之記錄（臺北市政府工務局，1971：48-56），故將所謂「現行都市計劃」
推斷為1947年由都市計畫委員會修訂的都市計畫，應為爭議較小之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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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恣意毀棄廣大面積良田、妨礙綠楔（green wedge）22伸入市區。致臺北市對外主要交通幹道

兩側「被投機者逐漸將良田毀棄而營建新屋，勢且方興未艾」（p10），都市發展過度毀壞良田，

甚至影響將來之糧食生產安全（p8-9、21-22、28-30、32-33）。另，資金、交通運輸便利與較多

營利機會讓工業區多集中於城市，也造成都市問題益增複雜。報告並未對個別工業區位適宜性條

件做檢視，而是提出8點區位選擇考量原則（p31）：1.天然資源；2.原料；3.電力供應；4.交通便

利；5.勞工；6.工業給水；7.適宜氣候；8.資金，並應在經濟利益條件外兼顧空襲安全。整體而言

，專家小組強調必須有正確的都市計畫、工業區與住宅區必須以綠帶隔離、注重市鎮城鄉及工業

農業之均衡發展，達到「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之目的（p33-34、102-103）。 

4.2.4 1965年的「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 

鑑於臺北、基隆及附近鄉鎮之都會區域已成為臺灣的經濟文化中心，許多都市建設需求問題

亟待解決，省建設廳遂於1960.08著手進行區域計畫的檢討、1963.06完成草案。經中國土木工程學

會組專案小組進行為期㇐年多的研討審查，對人口推計及工業區計畫提出重大修正，1965.03完成

「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報告。此為臺灣第㇐個都會區域計畫，也成為區域內各縣市政府擬定

綱要計畫、都市計畫的重要依據。 

「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調查區域內工業區：北部工業區（基隆六堵、50.70公頃）、編定

工業區（14處、777.39公頃）、都市計畫指定之工業區（17個都市計畫、1,985.29公頃），合計

2,813.38公頃（p158-161），從產業數、面積、從業員工、通勤距離、機器動力…等提出各種調查

統計表，提出「工業分布準則」：(1)工業區應依交通運輸、原料、市場、勞工映及社區分布等因

素做適當之分布；(2)社區不應混入工業區，但仍應鄰近；(3)具妨礙性之工業應設置於工業專用區

；(4)不妨礙居住、商業等及㇐般觀瞻之小型工業應設置於社區範圍；(5)需要直接使用港灣之工業

應社於鄰接港灣之工業區；(6) 需要靠近原料產地之工業應設於原料出產所在地；(7)現有工業區

應設置為適合其性質的工業區；(8)新設工業區應配合附近社區之計畫（p161-163）。復依準則歸

類分布之屬性為：主要工業地帶、次要工業地帶、小工業區，以及中心城市內工業區（p164）。 

然「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並未以整體產業發展趨勢的高度、藉前述「分布準則」來檢討

四類型工業區未來是否會面臨消⾧，有無預為檢討調整、保留或擴充而擬定具體空間計畫之需要

。例如在「可能發展之工業」㇐節（p157-161）中、列為「外銷工業」第㇐項23的「紡織」，就有

許多位於中心城市內工業區、當時已經面臨是否遷廠問題的案例如「臺北紡織廠」，究竟是應就

                                                           
22 從城市邊緣的農地或自然林地延伸至市街地區（或從市中心向郊區綠帶輻射伸展）的楔型綠化區域，與區隔不同城鎮
聚落的環形、線型綠帶（green belt）不同。 

23 所謂「可能發展之工業」為具備自1953年至今已有相當基礎、省銷已達飽和、今後在本區域極可能繼續擴充創設、適
合于臺北基隆區域之工業。參閱「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報告p15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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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址向四周合併、擴大發展，還是遷移至北部工業區、編定工業用地、都市計畫指定工業區的哪

㇐區才符合「俾使工業生產及社區生活得以兼顧」（p163）及8項「分布準則」設置標準，區域計

畫並無進㇐步分析。 

其次，「中心城市內工業區」用地作為工廠生產的面積僅佔10%、混入住宅商店使用達35%

、閒置空地達55%（詳區域計畫書p171表4-39），但區域計畫的解決方案卻是「…空地既多，且

既經使用者大半為住宅商店變更使用…允宜將現剩餘之空地及以做為住宅使用者變更使用」、「

臺北市臺北市內地價較高，設之工廠之需地較多者，投資家亦將趦趄不前，與其名為工業區而不

做工業使用，實不如變更成較為適當之其他使用為佳」（p171）。換言之，對位於中心城市內工

業區、高居「可能發展之工業」第㇐項的紡織廠場，卻是建議從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而沒有看

到「工業分布準則」的作用。 

4.2.5 1966～1980年的「北部區域計畫」 

1966.08，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成立「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根據「臺北基

隆都會區域計畫」，以㇐年的時間完成同名「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1968年改名為「臺灣北

區區域建設計畫綱要」），又由1969.10設立的臺灣北區區域建設委員會，參考「第5期國家四年

經濟建設計畫」，研擬出「臺灣北區區域建設計畫」（1970.01.25核定）。三個區域計畫的構想大

致相同，主要差異在於對淡水河防治計畫的可實現性有不同的看法，致對於台北盆地的洪水平原

區能不能不受洪泛威脅、轉供都市發展之用24，而有不同的人口與用地規劃。1974.01.31〈區域計

畫法〉通過，內政部配合修訂前北部區域計畫而於1980.05.01公告「臺灣北區區域計畫」，對於工

業區之分布仍是提出「無計畫散漫發展」之結論（p174），同樣也沒有對臺灣北部工業用地提出

調配之準則或建議。對於市區內之工業區，也僅有「以已公布之都市計畫管制之」（p220）之建

議。 

4.2.6 1968年的「臺北市綱要計畫」 

1967.09，臺北市政府委託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小組」（下稱「

經合會都市及住宅小組」）進行「臺北市綱要計畫」的研擬，次年10月完成。計畫指出，臺北市

內可供發展的土地極為有限，而中心地區發展散漫，因此，必須實施比計畫當時更為嚴格的之土

地使用管制才能保證臺北市能作有秩序的發展（p7）。換句話說，臺北市並未隨著都會區從沿淡

水河的西側向東側郊區農業地區發展的機會，逐步將過去散漫發展的工業用地整理、串連或調遷

，或至少與逐漸逼近合攏的其他使用分區做適當的區隔，而是任由住宅、商業行為包圍甚至滲入

                                                           
24 參閱1980.05.01台內地字3297號公告之「臺灣北區區域計畫」, 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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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工業用地內，導致發展後的「市中心地區」雜著原本就散佈的工業用地，而更形片段化，

看起來反而像是住宅區與商業區中間無序發展出來的工業區塊。從而可以理解，「臺北市綱要計

畫」提出必須讓工業區在適當地區劃定、鄰近住宅區做適當隔離、輕重工業之用地加以區分、非

設於工業區內之現有工業鼓勵遷移等政策建議（p13-14）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臺北市綱要計畫」認為臺北市工業區之未來配置應「遵循目前大規模工廠用地設於臺北市

近郊及外圍地區之趨勢」（p16），故將現況已經是工廠集中的規模度較大之地區作成「應劃定為
工業區」之建議。從圖3可以看出，除了士林、北投、內湖、南港、景美、木柵等後來併入臺北市

轄區（1968.07.01）的部分有所不同，「臺北市綱要計畫」基本上是把過去的「混合區」解改編為

住宅或商業使用，工業區的部分則延續日治時期的劃定。其中，台鐵松山機廠、公賣局松山菸廠

等區域（包含申㇐紡織、⾧興鐵工、唐榮機械、日光化工、松山水泥製品、中國農業機械等）編

為工業區辛3（H3），樺山調車場、第㇐、第二酒廠則在辛4（H4）25。 

 

說明：圖左為以「臺北市綱要計畫」圖16「工業使用土地分布」為底的1941年臺北市役所繪製之「臺北都

市計畫地域設定參考圖」（紅色框線內）工業區（咖啡色部分，本研究按原圖加深）；圖中為「臺北市綱

要計畫」圖16「工業使用土地分布」（當時現況）；圖右為「臺北市綱要計畫」圖30「發展模式概況圖」

（咖啡色部分，本研究按原圖加深）。 

圖3 日治時期工業區分布與「臺北市綱要計畫」工業區分布對照 

 

這樣的分區計畫並未附分析說明。綱要計畫僅在「計畫建議」中提出臺北市工業區設定模式

將由臺北基隆都會區域內對工業發展具有影響力之因素－地價－所決定。計畫單位認為臺北市內

                                                           
25 「辛1」為南港工業區約280公頃地區；「辛2」為四四兵工廠約60公頃地區；「辛3」為松山菸廠及台鐵松山工廠及周
邊約85公頃地區；「辛5」為北投南側約22公頃地區；「辛6」為關渡約120公頃地區。參閱《臺北市綱要計畫》p86「
第三組（辛）工業地區」及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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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高漲、新的工業區難於市區內緣設置，應成為工業地區設定之考量（p71），而不是從產業經
濟的高度思考。尤其是當時已進入第四期「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劃畫」、有設定的產業發展重點

，計畫單位仍未從扶植臺北市未來重點發展產業思考，亦沒有從不同工業對於原料、交通（鐵道

、港灣）、勞動力來源等工廠用地選擇的要件來訂定工業區劃設或動遷的評估指標。因此，已被

包圍在市區內緣的大型工業用地，如當時仍在運作的松山菸廠、第二酒廠、台鐵松山機廠以及「

臺北紡織廠」等，並未見在計畫中做出保留、調整、集中、新設或解編工業區的分析說明與建議
。甚至「綱要計畫書」圖16之「工業使用土地分布圖」（p53），「臺北紡織廠」北側、縱貫鐵路

南側的東西向土地與鐵路調車場、樺山貨運站、第一酒廠、第二酒廠等一起仍被劃歸於「辛四」

（H4）工業區，而「臺北紡織廠」已從工業區範圍消失（詳圖4），而不見分析說明。 

 

 

 

 

 

說明:底圖截取自「臺北市綱要計畫」「工業使用土地分布」圖分；右圖虛線部分為「臺北紡織廠」範圍。 

圖4 「臺北紡織廠」在《臺北市綱要計畫》消失 

整體而言，臺北市工業用地，從位於市郊的地理區位、隨著臺北市從二級產業轉為三級產業

、扮演臺灣政經文化中心的樞紐城市，不斷地衍變。多數「中心城市內工業區」從位處近郊，到

被快速發展的住宅、商業機能包圍，歷次區域計畫（詳表3）雖從現況研究中認知工業區「散漫發

展」問題㇐直存在的事實，卻㇐直停留在現狀調查的描述，遲未提出區域性都市結構調整方案，

引導工業廠場在面臨擴遷存廢時、進行都市整體功能分區的調派與佈局，延續並產業的發展。 

 

表3 戰後有關臺北市使用分區管制相關上位計畫 

年代 法令規定名稱 使用分區管制的作法 
1946 大臺北市綜合都市計畫 --- 
1947 1947年都市計畫 以「經常使用動力」做區分，劃定住宅、商業、工業、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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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法令規定名稱 使用分區管制的作法 
、無設定、飛機場5區 

1954 臺灣省市政建設考察小組報告書 提出工業區位選擇應考量的8點原則 
1965 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 提出「工業分布準則」；指認北部工業區、編定工業用地、

都市計畫指定工業區共2,813.38公頃工業用地 
1967 臺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 工業應設於有計畫之工業區內；工業區之選址應符合各種準

則；工業區外之工業用地應嚴加管制 
1968 臺北市綱要計畫 在適當地區劃定工業區、適當隔離鄰近住宅區、區分輕重工

業用地、鼓勵工業區外之現有工業遷移；劃定工業區H1~H6 
1980 臺灣北區區域計畫 工業區「無計畫散漫發展」分布；以已公布之都市計畫管制

之 

說明：本研究整理自各計畫說明書 

4.3 「臺北紡織廠」變更前後相關都市計畫案 

本節整理日治時期即劃為工業區的「臺北紡織廠」及「申㇐紡織」等廠的工變住案，輔以

1974年㇐次性、大規模解除舊市區工業區（混合區）編定的都市計畫案，檢視三案在檢討工業區

存廢或區位調派的判斷準據與相關上位計畫所定檢討標準的指導性。 

4.3.1 1970年「臺北紡織廠」工變住案－「擬定建國南路、復興南路、忠孝路及縱貫鐵路所圍地

段細部計劃案」 

1970.03.18，臺北市政府以(59)府工二字第7782公告「擬定建國南路、復興南路、忠孝路及縱

貫鐵路所圍地段細部計劃案」（下稱「1970年細部計畫」，範圍詳圖5）。根據計畫書說明，地區

內曾提報過㇐個除「臺北紡織廠」範圍以外的都市計畫，1963.03.11通過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9次委員會議審議，然只有紀錄在卷，「迄未呈報層峰核定」的細部計畫案。由於該次委員會審

議記錄可能因年久而逸失26，因此難以瞭解該都市計畫的具體範圍，是否曾有提出或討論範圍內

各個工業用地的存廢、調配原則，或擴、遷規劃，以及為何排除「臺北紡織廠」、為何最終沒有

通過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26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官方網站上的「第59次委員會記錄」為1974.02.27召開，應為改制為直轄市（1967.07.01）後的
「第59次」，且會議所討論之三案中並無「臺北紡織廠」周邊細部計畫案。再查第15次會議為1970.04.29召開，第1-
14次委員會議因年代久遠、有資料庫存資料遺漏問題。因此本件1963.03.11審議在案的細部計畫說明書，尚無法查得
討論之內容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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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左圖為取自「臺北歷史圖資展示系統」的1958年航測影像圖（紅色虛線為本研究標示之「臺北
紡織廠」範圍）；右圖為1970年公告的「擬定建國南路、復興南路、忠孝路及縱貫鐵路所圍地段細部計劃
案」計畫圖（藍色虛線為本研究標示之「臺北紡織廠」範圍）。 

圖5  1970年細部計畫案中的臺北紡織廠範圍 

 

在1970年細部計畫案說明書中，臺灣工礦為「配合興建現代化公寓」而將「臺北紡織廠」所

在之「十二甲段1-11地號等14筆土地」提報工變住細部計畫，主要理由為紡織廠已它遷、廠場範

圍外皆已蓋滿房屋。帷計畫書中未說明工業用地存廢的判斷準據為何？是否有根據「臺北基隆都

會區域計畫」以降、各區域或綱要計畫所訂的「工業分布準則」檢討。不過，細部計畫的結果是

將包含「臺北紡織廠」及其北側至縱貫鐵路之間的工業用地，除必須的計畫道路、645平方公尺公

園保留地等公共設施外27，都變更為可興建住宅建築之用地（含沿忠孝路30公尺進深之帶狀商業

區），原擬劃設5,000坪國民中學預定地最後在「指定私人土地為學校或市場保留地執行時發生阻

擾特多，…宜儘可能避免」的政策指示下取消，衍生市議會對市政府的調查及監察院的彈劾。 

此次的細部計畫檢討的後續，還有㇐個意外的發展，在不到4年的時間，臺北市通過「臺北市

舊市區內工業區變更使用計畫案」（1974.01.18）、推翻「1970年細部計畫」將舊市區工業區大幅

變更為住宅區的公告，將「工專東北側（原臺北紡織廠舊址北面部份）前經變更為住宅區部份」

再變更回為工業區。 

4.3.2 1973年申㇐紡織、⾧興鐵工廠等工業用地變更案－縱貫鐵路以北、光復路以東、南京東路

以南、基隆路以西間地區細部計畫案 

接著「臺北紡織廠」工變住細部計畫案之後，包含申㇐紡織、唐榮鐵工廠臺北機械廠、⾧興

鐵工廠等廠場在內之工業用地亦由主管機關提出變更為住宅區的細部計畫，也就是1973.12.31公告

（府工二字第59505號）的「縱貫鐵路以北、光復路以東、南京東路以南、基隆路以西間地區細部

                                                           
27 另有復興南路西側與安東街東側間之市場與公園用地，但都不在原「臺北紡織廠」跡地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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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案」（下稱「1973年細部計畫案」）（圖6）。特別要指出，在「臺北市綱要計畫」完成（

1968.08.02）後不久，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4次委員會第2次會議（1968.09.05）中決議「本市

舊市區內原計畫之工業區7處，原則上全部取消」，「松山區之鐵路機廠，松山菸廠㇐帶原工業區

仍保留為工業區」，顯示此地區不是第一次提出工變住的細部計畫，只是被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維持工業區使用。 

 

資料來源：左圖為取自「臺北歷史圖資展示系統」的1958年航測影像圖（紅色虛線為1973年細部計畫範圍

；黃色虛線為唐榮臺北鐵工廠範圍；橙色虛線為申㇐紡織廠範圍）；右圖為1973年公告的「縱貫鐵路以北

、光復路以東、南京東路以南、基隆路以西間地區細部計畫案」計畫圖。 

圖6  1973年申㇐紡織、⾧興鐵工廠等工業用地變更案範圍 

然，計畫單位在決議作成後仍認為除臺北瓦斯公司瓦斯槽附近地區，及唐榮臺北機廠以東、

中正路以南地區大部分為「妨礙性工業」外，其他近32公頃範圍仍應變更為住宅區而再提細部計

畫。但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1次委員會第3次會議（1969.11.27）基於範圍內的申㇐紡織廠並未提出

變更申請之理由，決議擱置審議。可能理由有二，都委會認為工變住必須由所有權人自行提出才

來受理。然都市計畫本為地方政府自治高權，並不需要所有權人提出，因此可能性不高。其次，

計畫單位不認為申一紡織、長興鐵工廠等5家廠商所在的工業用地有併同檢討變更的需要，致都委

會認為變更的必要性有疑慮，而予以擱置。以此解釋申㇐紡織提出變更後，同時又有⾧興鐵工廠

等5家廠商也提出工變住申請下、此細部計畫再度為都市計畫委員會納入討論的原因，則較為合理

。 

查「1973年細部計畫案」加上南側毗鄰的台鐵松山機廠、公賣局松山菸廠等之範圍，自日治

殖民政府時期即為工業用地，在1966年「臺北市都市計劃分區使用圖」中為完整（除臨南京東路

線型商業區）的工業用地區塊，並無分布零碎問題。因此有幾個問題應該要被檢視：1.為何不以

全部工業用地做檢討變更？2.為何需要所有權人（申一紡織等）提出變更始納入檢討而非責成主

管機關依職權主動辦理？3.為何不遷移「嫌惡性工業」的大臺北瓦斯、唐榮臺北機械廠等（圖6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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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棕色區塊），而是維持原址任由住宅、商業區包圍？這些問題在都市計劃書中都沒有說明，亦

未對工業區存廢、調配、擴遷等可能性作分析討論，從計畫書圖說上也看不到「維持原狀」的工

業用地與變更後的住宅區之間隔離綠帶區劃，讓留下來的工業用地更顯雜亂散布。 

4.3.3 1974年「臺北市舊市區內工業區變更使用計畫案」 

1974.01.18臺北市公告（府工二字第386號）「臺北市舊市區內工業區變更使用計畫案」，將

大部分為日治末期依現況劃定的臺北市舊市區7處工業區，㇐次性地取銷工業分區劃定、變更為住

宅區28，例外未被納入變更的舊市區工業區有表4所列範圍。計畫說明書並未以圖示或文字說明這

樣的調整、部分保留，是否有遵循1953年「台灣省市政建設考察小組」、1968年「臺北市綱要計

畫」有關「工業區與住宅區必須（以綠帶）適當隔離」的原則，或如何運用上位的區域計畫、綱

要計畫有關工業用地區位考量原則、工業區分布準則的指導。不過，就結果論而言，答案應該是

否定的。連體量龐大的大臺北瓦斯公司瓦斯槽，也以「不產生污水、不污染空氣」、「結構安全

、經檢查合格」、「保養及安全檢查依照經濟部管理規則」等理由，而仍與原有及變更後的住宅

區緊鄰，至今仍為密集市街地所包圍的孤島式工業區。 

                                                           
28 1968.09.05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4次委員會第2次會議之決議：「本市舊市區內原計劃之工業區七處，原則上全部
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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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臺北市舊市區內工業區變更使用計畫案保留工業區部分 

工業用地範圍 保留為工業區部分 
松山區之鐵路機廠、松山菸廠㇐帶
原工業區 

鐵路以南地區、大臺北瓦斯公司瓦斯槽附近地區、唐榮臺北機廠、
中正路（八德路）及基隆路轉角處靠鐵路北側之㇐街廓； 

第二酒場（建國啤酒場） 現有廠址範圍 
南橋化工公司現有廠址 現有廠址範圍 
大同機械公司 現有廠址範圍、經前計畫變更為商業區部分變更為工業區 
雙園區附近工業區 萬華火車站兩側、大理街㇐帶地區 
工專東北側 經前計畫變更為住宅區部分恢復為工業區 

說明：本研究整理自都市計畫說明書 

4.4 中央及北市府工業區研究計畫 

在市區內大型工業區大量解編前後，臺北市政府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分

別全面性檢討工業區配置問題。研究案對現況進行調查統計，並對既有工業區被住宅、商業包圍

的情況提出分析與建議，相當程度反映工業區管制的態度與侷限。 

4.4.1 1972年《臺北市工業分佈之調查與分析》 

運用臺北市政府建設局1968年「工廠登記」資料進行工廠之座落、產品種類、員工數、使用

動力數、使用面積之統計，對臺北市之工廠分布現況及工業單位關係之綜合性比較，以提供未來

其他計畫、研究做工業區規劃以及引導工業合理設立之參考（p2-3）。此報告是對臺北市工業區

的分布現況做資料性的蒐集，並以當時的使用分區規定比對，做初步歸納，然並未提出都市持續

發展下，被住宅與商業包圍的工業區是否應擴遷存廢的評估指標研擬，也未提出政策建議或具體

空間規劃方案。 

4.4.2 1975年〈臺北市工業區問題研究〉 

此為臺北市政府建設局（下稱建設局）針對工業區土地使用狀況的專題研究。報告指出工業

區位選定應以「配合國防及經濟要求，並應配合其社區之整個都市計劃」（p85）為原則。當時臺

北市36處、共963公頃的工業區，實際做為工廠使用僅311公頃（p87-88），佔全市面積比例過低29

。工業區位調整之方向有四：就地整建、開發輕工業區、工業社區、工業大樓。主要是認為臺北

市中小型輕工業仍繼續成⾧（p92），建議在原區內適當地點重新劃定小型工業區，輔導民間投資

興建工業大樓或標準廠房，朝立體發展（p93）。整體而言，研究偏重新工業區開發及立體化發展

，結論雖力主對依附都市而成⾧之既存輕工業區位應即時配合新都市發展作合理調整與規劃，使

                                                           
29 1974年臺北市舊市區工業區（混合區）全面變更住宅區前為3.16%，變更後為1.3%，而同時期東京都為32.2%、大阪
為42.2%（建設局，1975：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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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與其他市政建設平衡、健全發展（p101），但仍未提出「調整」的評估、操作準則，亦無具

體提出調整方案。 

4.4.3 1978年《臺北市工業秩序之檢討及改進方案》 

體認到臺北市已成為台灣地區之管理中樞，卻因缺乏嚴謹區位管制及時序計劃，放任工業區

混雜住宅、商業使用，致環境品質降低而進行研究。透過歷史文獻輔以統計調查、業者訪談做背

景分析，詳細分析臺北市內25個工業區現況，再次印證現有工業區內供工業使用之土地比例偏低

（僅24 .46%，p93）、狀況極為紊亂（p113），並提出包括變更不合理使用工業區（不包含中山

、大安的第16、17號工業區）30在內的7大改善方針（p139-140），並從行政、經濟、社會、財務

分析改進方案的可行性與影響（p159-163）。整體而言，研究所提原則也是偏重新工業區設立，

對於市區既存工業區則未提出空間調配方案。不過，研究也批評，儘管從日治殖民政府以來的臺

北市都有透過都市計畫進行分區規劃與使用管制，帷部份工業區純係遷就當時工廠分佈現況而劃

設、自始即缺乏合理之規劃。而現有之計劃僅探討工業區地點與面積，缺乏深度分析（p113）；

法令規章⾧期（自1938年〈都市計畫令〉）以來即設有例外條款，致60%以上之工廠設於住宅區

或商業區，顯示都市計畫僅具解釋發展現實功能、淪為土地開發工具的無奈事實。 

4.4.4 1979年《臺北都會區實質發展與課題之研究》 

為研提都會區整體發展策、對實質建設提供解決對策或原則建議，並對高密度發展的臺北都

會區提出合理的管制對策，經建會於1978年完成《臺北都會區實質發展與課題之研究》，對於工

業區部分提出區位問題分析與區位調整等內容。如初期設廠於郊區、現為中心市街區的工業用地

（如臺北第一酒廠、建國啤酒廠、松山菸廠等），以及妨礙鄰近土地分區使用、形成公害之既存

工業區（如松山區之鐵鋼廠），被歸為「區位變為不當」類型。調查同樣指出現有工業區大部分

為空地、住宅及商業等其他使用，做工業生產用者僅佔24.46%，卻因都市發展引起之地價高漲而

擴建不易，面臨現有廠址用地存廢的挑戰。再者，輔導不適合之工廠外遷、引進適當業別，以維

持產業適當發展（p78）也需一併考量。研究認為，產生公害之工業區及現有工廠應依「都市計畫

範圍內鋼鐵工廠或其他工廠所遺廠址分區使用變更」之研究31切實檢討改善（p10、93），並應鼓

勵工業移至臺北都會區外圈，並由政府收購遺留跡地，透過規劃來改善都市環境與都市結構（p43

）。歸納研究對於工業廠場保留或擴遷的評估原則（p93）有：(1)適合未來發展之工業區內工業

用地應保留；(2) 毗鄰住宅、商業之單獨工業用地考慮變更為住宅或商業；(3)適合作國民住宅社

區或其他公共使用者由地方政府洽購並變更土地使用；(4)大面積之廠場跡地變更應擬定細部計畫

                                                           
30 中山、大安區部分因未繪製圖說，無法核對，僅記載分別為5.005公頃及3.18公頃（參閱報告書p95）。 
31 查有行政院經建會1978.02.09都(67)字第0263號函〈都市計畫範圍內鋼鐵工廠或其他工廠外遷所遺廠址分區使用變
更〉所定之變更原則：㇐、原廠址如係屬都市計畫工業區之㇐部分，且仍為該都市未來工業發展所需時，仍應保
留為工業使用；二、原廠址為單獨之工業區而毗鄰住宅區或商業區時，可就都市整體發展之需要，考慮變更為住
宅或商業使用；三、大面積之工廠原址如需變更為其他分區使用時，應同時擬訂細部計畫；四、原廠址如適合作
國民住宅社區或其他公共使用者，地方政府可進行洽購，並變更其土地使用。 



537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2017 (ICE 2017) 

 
 

；(5)積極輔導污染性工廠外遷、原址規劃工業大樓容納其他不合分區之無污染小型工廠；(6)工業

區內之住宅與商業應輔導外遷。 

 

4.5 本節歸納 

歸納官方對於臺北市工業區的研究，不論是藉由工廠登記資料或實地問卷調查，都指出有區

位問題的廠場多為日據或戰後初期即在郊區農牧用地上設立至今，因都市發展而為既成市街地包

圍所致，呈現舊市區內工業用地分布混亂的現況。但研究提出的工業區檢討原則與劃設指標，偏

向新設工業區之操作，對建議變更為住宅區的原工業廠場該移往何處，則無建議；維持工業利用

地區要如何規劃、調整，亦未提供評估基準與操作指標。如同辛晚教（1978）所指：「儘管從日

治殖民政府以來，臺北市都有以都市計劃進行使用分區規劃與管制，帷部份工業區純係遷就當時

工廠分佈現況而劃設、自始即缺乏合理之規劃」。歷次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專案研究等，似乎

都沒脫離此困境。 

 

表5 整理的研究 

年代 研究計畫名稱 使用分區管制的作法 
1972 臺北市工業分佈之調查與分析 以「工廠登記」資料之統計，對臺北市之工廠分布現況及工業單

位關係之綜合性比較， 
1975 臺北市工業區問題研究 對於工業區位調整，分別有就地整建、開發輕工業區、工業社區

、工業大樓四大方向。 
並未提出評估、操作準則，亦未具體提出調整方案。 

1978 臺北市工業秩序之檢討及改進
方案 

偏重在新工業區的選擇、規劃原則管理 
未提出評估與操作的指標或具體空間規劃方案 

1979 臺北都會區實質發展與課題之
研究 

提出區位問題與區位之調整，包含鼓勵外遷及政府收購後安排外
遷 
未對重要的市中心工業區做具體空間調整方案 

說明：整理自各研究報告。 

 
 

5. 戰後臺北市大型工業用地利用之衍變－以台北紡織為例 

1945年太平洋戰爭末期，臺灣的紡織廠多數因盟軍轟炸而摧毀，當時的「臺灣纖維工業株式

會社」的麻紡部分雖也毀於轟炸，但棉紡部分仍能在轟炸中繼續開工（黃東之，1951：38）、並

在戰後迅速復原生產，因而在臺灣的紡織產業史中佔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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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台北紡織廠」的創辦 

「台北紡織廠」是1966.01「臺北市都市計劃分區使用圖」上的標示名稱，全稱是「臺灣工礦

（股）公司紡織分公司台北廠」，也是從臺北人記憶中消失前的最後㇐個名稱（詳表6）。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日資紡織廠前稱為「臺灣纖維工業株式會社」，其創立則可溯自

日治時代1918.12的「臺灣紡織株式會社」。原為苧麻及亞麻之紡織工廠（黃東之，1951：38），

由和田豐治、喜多又藏、矢野慶太郎、河崎助太郎、赤司初太郎、明渡和瑜太郎、加島安治郎、

藤山雷太、山岡順太郎，及台人林熊徵等人發起成立（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7：107）。根據

1942.11.08《臺灣總督府府報》（67期），所登錄的地址為臺北州臺北市大安十二甲1番地，約為

現今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忠孝東路、復興南路、市民大道（原縱貫鐵路）所圍地區（詳圖7）

。 

1921.06「臺灣紡織株式會社」與上海「日華紡織株式會社」合併而改名「日華紡織株式會社

台灣工場」，由中島道㇐擔任臺灣出張所所⾧（卞鳳奎，2013：131）。1935.10脫離日華紡織株

式會社，改成立「台灣苧麻紡織株式會社」，到1938.12才改名為「台灣纖維工業株式會社」（台

湾センイ工業會社）（臺灣工礦紡織分公司，1947：110）。日本戰敗，「台灣纖維工業株式會

社」由國民政府行政⾧官公署「工礦處輕工業組」成立接管委員會接收，在維持營運、不停工的

政策方針下，「台灣纖維工業株式會社」在1946.01復工（黃東之，1956：20）。㇐直到新成立

「臺灣紡織業有限公司」將之納編旗下、改名為所屬「臺北廠」。1947.05.01臺灣工礦成立，下設

各分公司，「臺灣紡織業有限公司臺北廠」再改名為臺灣工礦「紡織分公司臺北廠」（臺灣工礦

紡織分公司，1947：110-111），即後來所熟知的「臺北紡織廠」。 

 

表6「台北紡織廠」在各年代都市計畫圖上的標示名稱 

時間 標示名稱 圖說名稱 發行單位 
1932 日華紡織會社工場 臺北市區計畫街路並公園圖 未標示 
1932.03.07 日華紡織會社工場 台北州告示第54號市區計畫圖 未標示 
1936.03.29 日華紡織會社工場 臺北市區計畫街路並公園改正臺北市全圖 台北日日新報 
1939.07.03 日華紡織會社工場 臺北市區計畫街路並公園圖 旭屋商事社 
1939 台湾センイ工業會社 臺北市街圖 未標示 
1947 台湾センイ工業會社 臺北市都市計畫用途分區圖 臺北市工務局 
1966.01 台北紡織廠 臺北市都市計劃分區使用圖 聯勤司令部測量署 

說明：本研究整理自各年代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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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上圖為日華紡織株式會社臺灣工場位置及廠房配置；底圖截自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臺灣百

年歷史地圖」以及臺北市都市發展局「臺北歷史圖資展示系統」，本研究自行比對標示。下圖為日華紡織

株式會社臺灣工場全景，資料取自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7),《臺灣ニ於ケル苧麻》. 

圖7  日華紡織株式會社臺灣工場位置、廠房配置及全景 

 

5.2 「台北紡織廠」的民營化與第㇐次細部計畫（工變住）的提出 

臺灣工礦在1955年奉令配合「耕者有其田」政策移轉民營，同年03.17在臺北市三軍球場召開

移轉民營後的第㇐次股東大會、03.27召開第㇐次董監事聯席會議選出第㇐任董事⾧許金德，並成

立「民股分售處理委員會」，將所管之廠場開放民股股東承購、分開獨立經營。「臺北紡織廠」

因乏人問津32，而由改為民營的臺灣工礦繼續經營。 

1960.07.16《徵信新聞》刊出〈北市將再闢新社區‧總面積達四萬餘坪地〉與〈廠方誠意遷讓‧

市⾧親勘滿意‧周主席亦極表讚許〉兩則新聞，報導中的社區預定地就是位於工業區33、正常營運

中的「臺北紡織廠」廠址。報導指出，臺灣工礦董事⾧許金德得知省主席周至柔34跟有關人士談

及臺北市新社區開闢問題時，主動表達誠意、願意將紡織廠遷移到鄰近鄉鎮，留下超過13公頃土

                                                           
32 相關資料未顯示紡織業者為何對「臺北紡織廠」興趣缺缺，但因國共戰爭、台海情勢逆轉，而於1947年至1955年止到
臺灣設廠的大陸紡織業者中，落腳在臺北市的有中南紡織(1947)、申㇐紡織廠(1949)、中本紡織(1949)、萬寶紡織
(1949)、福華毛紡織染廠(1950)，臺北縣則有六和、華南、五洲、臺北、遠東，還有桃園、新竹數廠（詳黃東之，
1956：謝國興，2008；彭琪庭，2009），應該不是沒有市場需求的因素。 

33 參閱1947年臺北市都市計畫用途分區圖、1953.04臺北市都市計畫圖，以及1966.01臺北市都市計畫分區使用圖（依據
1965.12以前公告之都市計畫公告）。 

34 第六任臺灣省政府主席（1957.08.16~196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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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供市府開闢新社區，請臺北市政府協助擬定細部計畫，變更工業區來興建市民住宅。報導也提

到，此提案事先已與臺北市⾧黃啟瑞35交換過意見，市⾧在親自到現場勘查後極表支持，表示只

要紡織廠可以遷移，除將展開細部計畫擬定作業外，並配合進行兩條道路的打通、拓寬：在中正

路到仁愛路間修築寬40公尺的復興南路、在新生南路到敦化南路間開通40公尺寬的忠孝路。 

臺北市積極覓地開闢市民住宅是在1950年展開。1950~1961年間，即使在缺乏固定資金下，臺

北市政府成立的「市民住宅興建委員會」36仍積極地以「委託建築」37的方式徵求市民或民間廠商

的合作，興建國民住宅（臺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75：4-6）。事實上，工礦公司表達「誠意遷

讓」的同㇐時間，市府嘗試在愛國東路㇐帶開發新社區正遭遇困難（徵信新聞，1960a）；而再前

㇐年，安東街、信義路四段口的國民住宅才剛開工（徵信新聞，1959）。然而，這個雙方都合意

推動的擬定細部計畫、興建市民住宅案，卻㇐直到黃啟瑞市⾧任期屆滿前只完成「除工礦公司臺

北紡織廠外」的細部計畫、經第59次都市計畫委員會（1963.03.11）審議通過在案38而不呈報層峰

核定。等到第二次選上臺北市⾧的高玉樹因臺北市升格直轄市成為第㇐任官派市⾧後39，才又由

臺灣工礦公司自行提出，當時周邊地區幾已蓋滿房屋（詳圖8）。 

 

 
 說明：左圖1958年版地形圖；右圖1969年版地形圖。十年之間，周邊地區幾已蓋滿房屋。 

圖8  臺北紡織廠及周邊地區 1958年（左）vs. 1969年（右） 

                                                           
35 國民黨籍。繼高玉樹之後，擔任省轄時期的民選臺北市第三、四屆市⾧（1957.06.02~1964.06.02） 
36 臺北市於1950年成立「市民住宅興建委員會」；1962年改組為「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1967年改制院轄市時再改組
為「國民住宅及社區建設委員會」；1974年合併國宅、違建兩委員會成立「國民住宅處」。 

37 由民間廠商提供建地與資金，市府提供貸款、設計、監工，住宅出售後㇐次收回歸還。 
38 參閱1970.03.18「擬定建國南路、復興南路、忠孝路及縱貫鐵路所圍地段細部計劃案」計畫說明書。 
39 此為高玉樹第二次當選省轄市時期的臺北市⾧，任期為1964.06.02~1967.06.30。之後，續任升格為直轄市以後的官派
臺北市⾧，任期為1967.07.01~197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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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歷史新聞資料考證，當時臺北市向民間徵求土地資金合作、興建國民住宅合作早有先

例，且「臺北紡織廠」佔地13.22公頃的規模、位處舊市區的優越地理條件、地主表達高度合作意

願，市府應不可能有客觀障礙不排除萬難去推動細部計畫作業。但到計畫停擺之前，臺北市⾧還

是黃啟瑞、工礦董事⾧還是許金德，「臺北紡織廠」在細部計畫內容中被挖空，按前述報導反推

，原因只會是「臺北紡織廠」沒有遷廠的計畫，也就是工礦公司在推動細部計畫變更的過程中產

生了其他盤算，致細部計畫雖通過在案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之後，遷廠繼續經營紡織業加上與出

地出資與市政府合作興建國民住宅的利益總和，自然遠不及上漲的土地價值。剩下是如何說明為

何不遷廠、也不依承諾合作興建市民住宅的問題，但這部分尚未見文獻紀錄。細部計畫的停擺在

㇐場火災後重啟，臺北市政府才有機會補齊被鏤空的心臟地帶，但填入的已不是國民住宅了。 

 

5.3 「臺北紡織廠」跡地的標售（1967.09.01）與第二次細部計畫擬定 

1967.02.22凌晨，因趕製外銷訂單而三班作業的「臺北紡織廠」發生火災。火源是最新型紡織

機「粗紡三號機」的馬達冒出火花、引燃堆放兩旁的棉紗，火勢很快的吞噬主要廠房與生產機器

，只剩兩棟倉庫（聯合報，1967a），估計損失達2,100餘萬，但因4個月前才向「聯合共同保險公

司」投保火險，可獲3,078萬的理賠（聯合報，1967b）。 

紡織廠全毀之後，臺灣工礦並無復廠或遷廠的計畫，而是在半年後將土地標售。根據臺北市

議會議事記錄，「臺北紡織廠」的第㇐次郵遞投標（1967.09.21）因無人參加投標因而流標；第二

次投標（1967.10.05）因低於底價再度流標，當時擁有臺灣工礦常務董事身份的蔡萬霖以國泰建設

董事⾧身份也參與投標。兩次流標後四個月，臺灣工礦依〈都市計畫法〉§22向臺北市政府申請擬

定細部計畫將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使用。查1970.03.18公告的「擬定建國南路、復興南路、忠孝路

及縱貫鐵路所圍地段細部計劃案」都市計畫說明書（下稱1970年都市計畫書），臺灣工礦於

1968.02.09以「開闢新社區、以興建現代化公寓」、「促進土地之充分利用」等理由提出申請，合

理理解為想藉由分區變更提高土地的預期價值。然，當工變住的細部計畫提出時，臺北市政府卻

同時提出擬在範圍內劃設1.65公頃國民中學用地（後縮減為0.66公頃國小預定地），致第三、四次

（03.26、04.29）投標因無人出價與低於底價而流標。最後，臺灣工礦以議價1.32億售予曹水源等

5名40，而原本劃設學校預定地的政策不久後也出現轉折。 

                                                           
40 根據1969.05.02臺灣工礦(股)公司第四屆常務董事會議第66次會議記錄，曹水源等5人得標後，在進行辦理土地移轉程
序時，發文要求將㇐部分土地移轉登記給陳榮三（中華特殊工程公司董事⾧之子）及吳振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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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會對這件細部計畫案有多處質疑。首先，就在「臺北紡織廠」由私人議價承購後的次月

，市府公共工程處發包了「臺北紡織廠」跡地前之忠孝東路41打通工程；再者，9月中，市⾧指示

教育局「凡私人土地應儘量避免劃為學校用地」。隔年5月，尚未定案的細部計畫範圍內即有中華

特殊工程公司及國泰建設提出建築線申請，欲興建數十棟6層樓的武昌大樓公寓（臺北市議會，

1970b：817），位置就在原指定、尚未定案的學校預定地上（臺北市議會，1970c：797），工務

局以細部計畫未完成法定程序、不准其建築，卻由市⾧批示准予指定（臺北市議會，1970a：1075

）。武昌大樓取得建築線指定後不久，市政府也以「私人土地盡量避免劃為校地」為由，取消學

校預定地的劃設計畫，原「臺北紡織廠」的工變住案，僅劃設645平方公尺的社區公園（詳表7）

。 

對於細部計畫的反覆，當時的市議會認為有「套購土地圖利」之嫌而組專案小組調查，報告

書於1970.05.12向市議會第1屆第5次臨時大會提出，並送監察院調查。監察院（1960：9174）調查

後認為「案情複雜」，另外將「臺北紡織廠」細部計畫案與「三重汽車客運公司借道案」42另送

司法機關偵辦，而未納入完成的調查案、彈劾案報告書。本案雖蒙上政治鬥爭操作的疑雲，但都

市計畫程序上仍有可受公評之處。 

按當時（1968年）周邊的發展，將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似乎亦符合都市發展之需要，因此議

會或輿論對於「工變住」並無爭議，而是13.22公頃的工業區變更為高密度住宅區後應留設哪些項

目公共設施、面積多大的問題。細部計畫檢討當時，以周邊獨缺國民中學43而預留國中學校用地

應是符合都市發展之需要。然1963年的都市計畫並未將政府仍有影響力的臺灣工礦「臺北紡織廠

」規劃㇐部分土地做學校用地，而是等到工廠跡地進行公開標售後，再提出劃設國中預定地之計

畫44，復於私人以議價方式向臺灣工礦購得該跡地後，市府決策高層又做出「私人土地盡量避免

劃為校地」指示，再透過都市計畫委員會作成決議，取消預定地。決策反覆，難謂外界之非議皆

為無理。 

 

                                                           
41 當時該地區的細部計畫尚未向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提報 
42 三重客運因為營運計畫中擬行駛市區路線，必須向臺北市政府取得「借道」之許可始得在經濟部完成公司設立，卻從

1966.11起前後(1966.11~1968.03)7次申請路線經營權受阻於台北市⾧批示再議而暫停營業，在「臺北紡織廠」開發商
之㇐中華特殊工程公司董事⾧陳炳雍及其家族入主(1968)「三重客運」成為最大股東後，才通過臺北市的同意(參閱臺
北市議會，1970b：816)。同年6月，「臺北紡織廠」議價授予曹水源等5名，時機點非常巧合。 

43 學區範圍僅有幸安(西南方)、仁愛(東南方)、中正(北方）等國小，及師大附中、第二女子中學、臺北工業專科學校，
而無國民中學。現在的懷生國中是於「臺北紡織廠」跡地內學校預定地確定廢除之後創立(1969.09.01)，且創立之初
尚無校舍，需借仁愛、幸安國小上課，在次年校舍完成時，學生數已然達到58班，顯有迫切需要。 

44 查朱萬里《臺北市都市建設史稿》(1954)，當時都市計畫學校用地及預定地表中(p257-261)，除編號56及56-1之「中學
校用地」位置在忠孝路二段新生南路㇐段交點(6.636公頃)及忠孝路二段建國南路交點(2.280公頃)以外，已無任何「預
定地」是位於忠孝路上。亦即臺北工業職業學校用地並非在「臺北紡織廠」範圍中。另查「十二甲市場預定地」
(0.154公頃)早在日治時期1939.02.18「第58號告示」指定(p262)，亦非在「臺北紡織廠」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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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土地交易價值的創造與多層交易關係 

根據臺北市議會調查報告的估算，「臺北紡織廠」周邊住宅區行情每坪可達2萬元以上。但於

該細部計畫的擬定不僅涉及可否變更為住宅用地或僅能維持工業用地使用，更有近2公頃的土地不

確定是否被劃為學校用地，因此議價價格僅1.32億（約5,000元/坪），其利益的落差在當時可說是

天價。即使能順利變更，臺北市議會的調查報告也提出以臺灣工礦之雄厚資力，為何不將本身擁

有之土地建設㇐處面積廣達13.22公頃45以上之新社區的質疑（臺北市議會，1970a：1076）。 

另㇐方面，以議價取得「臺北紡織廠」的曹水源⾧期旅居日本，是後來實際進行房地產開發

的公司之㇐「中華特殊工程公司」董事⾧陳炳雍另㇐個事業的投資股東。臺灣工礦標售土地㇐案

，檢調機關查出，是陳炳雍擅自冒用曹水源名義向工礦議價並簽訂讓售契約，曹水源雖事後知悉

此事時始追認，但議價當時完全不知情。之後，陳炳雍又假借曹水源名章，5次具函要求臺灣工礦

將其所購得之「臺北紡織廠」土地移轉登記給陳榮三與吳振堵，因此被檢調單位依偽造文書罪提

起公訴（聯合報，1971）。而「臺北紡織廠」的土地從臺灣工礦釋出後，1-12地號在㇐個月內再

由陳榮三轉售吳振堵、1-10地號在半年之內由吳振堵轉售予國泰建設，最後由完全未參與議價購

地的國泰建設（董事⾧蔡萬林，亦為臺灣工礦常務董事）購得39.39%、吳振堵購得34.32%，以及

實際操盤買賣的陳炳雍擔任董事⾧的中華特殊工程公司購得28.29%（參閱圖9）。 

 
 

 

圖9  臺北紡織廠土地議價讓售後再移轉之流向 

 

5.5 本節歸納 

土地的關係人交易並非研究探討的議題，但從土地交易脈絡中、關係人在「臺北紡織廠」擬

定細部計畫案與標售土地進程中出現的時點及所涉及的事務（參閱表7），難謂其購地的行為決策

完全未受細部計畫的影響，或，反過來，試圖去影響細部計畫。臺北市議會提出的調查報告即指

                                                           
45 本研究採用文獻所登載面積與市議會不同。相關文獻檢證之說明詳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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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前兩次招標流標乃因工廠用地缺乏細部計畫；2.市⾧指示留設國中預定地造成第三、四次招

標流標，至曹水源可低價取得土地；3.國中預定地於土地買賣完成後，取消，至購買土地者獲取

暴利「不無蛛絲馬跡」；4.細部計畫的反覆是作為掩飾陳炳雍獲取暴利之掩飾偽裝工具而已；5.「

臺北紡織廠」售予私人後即配合打通面前371公尺⾧的忠孝路，是否存心圖利「不無疑竇」。也因

此，即便臺北市議會進行調查的事件，也有持「政治動機」論認為不具公允，但調查報告條列依

據、反覆論述而做出官商勾結套購土地之嫌「理由至為明顯」（臺北市議會，1970a：1074-1076

）的結論，也難謂完全沒有參採的空間。 

 

表7臺北紡織廠擬定細部計畫案與標售土地大事紀 

時間 標示名稱 學校預定地 
1955.07.07 臺灣工礦19單位標售，台南營業所競爭激烈臺北紡織廠乏人問津 --- 
1960.07.16 臺灣工礦董事⾧許金德向媒體披露願意將紡織廠遷移，遺留廠區供開闢新社

區，請北市府協助擬定細部計畫 
--- 

1963.03.11 周邊地區細部計劃通過紀錄在卷，惟未報奉核定 

--- 
1967.02.22 紡織廠大火，主要廠房及全部生產機器毀於祝融。 
1967.09.21 第1次標售，公告底價1.2億：無人參與投標流標 
1967.10.05 第2次標售，低於底價流標；臺灣工礦常務董事蔡萬霖以國泰建設參與投標 
1968.02.09 台灣工礦申請擬定細部計畫 無預定地 
1968.02.09 市⾧指示教育局將工礦公司台北紡織廠跡地劃5,000坪學校預定地 

設預定地 

1968.02.28 教育局函工務局將工礦公司台北紡織廠內劃出5,000坪指定為學校預定地 
1968.03.26 第3次標售；無人參與投標流標 
1968.04.29 第4次標售；邀請6家參與，僅㇐家出價；未達底價流標 
1968.05.22 工務局向都計委員會提擬劃5,000坪校地 
1968.06 臺北紡織廠議價(1.32億)售予曹水源等5名 
1968.07.26 市府公共工程處發包臺北紡織廠跡地前之忠孝東路打通工程 
1968.09.19 照市⾧指示，凡私人土地應儘量避免劃為學校用地 

擬廢預定地 1968.09.30 都市計劃委員會第5次委員會決議：私人土地盡量避免劃為校地 
1969.04.26 廣告登出紡織廠舊址有中華特殊工程將興建6F武昌大樓 
1969.05.02 得標人曹水源發文臺灣工礦將部分土地登記給陳榮三（中華特殊工程董事） 有預定地 
1969.05.05 臺灣工礦與買方簽立臺北紡織廠買賣合約，陳榮三取得1.86公頃(28.29)；吳振

堵取得2.25公頃(34.32)；國泰建設取得2.46公頃(37.39%) 有預定地 
1969.05.13 中華特殊工程提出建築線申請 
1969.08.22 教育局簽報46臺北紡織廠用地保留2,000坪國小用地 有預定地 
1969.09.01 臺北紡織廠用地保留國小用地案，市⾧於「都市計畫研究會」指示不予考慮47

。 廢預定地 
1970.02.20 細部計畫案通過；學校用地另案辦理 

說明：資料整理自臺北市議會(1970a), 〈臺北市議會專案小組調查「安東街台北紡織廠舊址及仁愛路重劃區

外傳有套購土地圖利情事」㇠案報告書〉, 《臺北市議會公報》（1970.06.18）. 臺北市; 臺北市議會. 

  

                                                           
46 北市教輝三字第25096號函 
47 依工務局北市工字第19155號函(1969.09.25)，市⾧指示：「…明知執行過於礙難之土地，應盡量避免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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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都市計畫淪為工具 
臺灣的大型跨街廓工業用地在都市發展中蝕溶的問題，並不僅限於本研究所考察發現的、在

戰後一邊進行重建以透過經濟建設與發展政權穩定基礎，一邊又因國際經濟活動蓬勃、扮演起全

球供應鏈之一的環境，趕鴨子上架下才被動逸脫都市計畫的案例。 

臺北市在1991年起陸續投入近1,600億48的「基隆河截彎取直計畫」解決河川氾濫問題、開闢

出廣達540公頃（包含110公頃水域）的新生地（黃大洲，2001：33），其中新劃設149.72公頃的

「內湖輕工業區」被定位為違章工廠遷移的集中地（麻匡復、邊泰明，2007：10；蔡汝玫，2008

：40-42），還特訂〈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嚴格管制，卻在房地產業者鎖定、以行

銷手法包裝為「六期科學園區」及「高科技企業總部」後，被大量地投資興建廠辦大樓、高科技

產業紛紛湧入，80%廠商是不符合輕工業區使用規定、沒有營利事業登記證的黑戶（蔡汝玫，

2008：53），產值卻在四年內超過新竹科學園區。業者、廠商不僅無視市政府的裁罰警告，還聯

合起來向市政府施壓，成功地通過都市計畫變更、放寬土地使用限制，而原本散落全市各地的違

章工廠仍然散落。這個位於臺北市區、年營收10,667億的「美麗的意外」（黃靖萱，2005），現

在必須為其鬆綁管制苦吞每天超過15萬人次交通49、臺北市塞車第一名、連帶嚴重癱瘓周邊地區

的惡果，也讓臺北市長不得不承認這不是交通的問題而是都市計畫的問題（臺北市政府，2017：

109）。換言之，這片原本交通極為便利50、本即完全不考量都會區產業佈局與都市功能結構調節

、只是作為違章工廠安置的超大型新興工業區，卻在開闢使用後，放任市場力量扭曲都市計畫、

姑息違規使用，更在不增加或拓寬任何道路51的情況下就放寬了土地使用強度與內容、讓意外形

成的高科技產業聚落就地合法。 

有研究以「互動」的觀點解釋市場力量帶動規劃制度變遷，不僅足以彌補資源配置不佳、政

府怠於管理所產生的土地使用混亂，甚至可引導政府的都市計畫與政策（朱凌毅，2003；麻匡復

、邊泰明，2007），結論出內湖輕工業區的發展不是美麗的「錯誤」，而是各行動者（actor）在

時間、區位與經濟發展環境各項條件配合、互動下的成功。這是引都市經濟學的地租（land rent）

與都市結構關係模型來辯護地租的規制會使都市土地自動達到「最高價值或最佳的」使用（

Richardson，1973：58-60）的觀點，認為土地所有權人、不動產資金及資本主義社會中尋求區位

利益，而把土地做最高利潤的使用，是一種「經濟上最合理的」使用行為（李承嘉，2012：29）

，對於成長機器與都市政權理論所描述的都市土地開發行為中的資源攫取與權力運作，只不過是
一種都市成長（urban growth）的自然的過程（如Burgess，1925；Hoyt，1939）。但財產權也被

認為是社會產物，亦需考量其負有社會義務並致其行使應受有社會制約（戴秀雄，2011：80），

是以，憲法賦予都市計畫一種「國家高權」地位、得由國家透過計畫手段合理界定財產行使之限

制，使受規制的土地在滿足消極的經濟合理使用下，仍能積極發揮一定程度的「公共性」（

                                                           
48 第㇐期工程437億(工程203億/補償費229億/準備金5億)；第二期1,142億(補償費727億/工程費114 億/貸款利息301億).(
參閱李宜蓁，2006：4-5)。 

49 目前已有5,750家企業、156,808名從業人員。參閱臺北市產業發展局官方網站http://www.doed.gov.taipei/ct.asp? 
xItem=1026538&ctNode=92485&mp=105001瀏覽時間: 2017.10.25. 

50 查1985.01.15「擬訂內湖輕工業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之「與鄰近地區之關係」，計畫區往北
經自強隧道可達士林、雙溪；往南經大直瞧、中山橋直抵市區中心；經民權大橋可通松山區；往東經內湖路、民權
東路直接內湖、南港區；又鄰近高速公路內湖交流道，可迅速連接臺灣各城市。 

51 查「變更臺北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區)計畫案」之「柒、計畫內容」，變更的部分僅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本地區之事業財務計畫。增加的4.03公頃交通用地亦非計畫道路之開闢或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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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ness）而承擔「社會義務」。私有產權如此，遑論「原國有」的、或是國家「可控管」的土

地。本文的個案「臺北紡織廠」以及各表列大型工業跡地等「原國有」工業土地利用的衍變，其

社會義務的承擔相對於私經濟收益，顯如鴻毛。 

地理學者David Harvey在Karl Marx（1818.05.05~1883.03.14）的資本論（Das Kapital，1867）

基礎上提出資本迴路（circuits of capital）論點，指出當資本及勞動力相對於現在的生產與消費而

言有明顯的剩餘（surplus）、使資本流向長期性資產的形塑（formation of long-term assets），就

出現資本第二迴路（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Harvey，1989, 64-65）。為了不造成資本的

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導致資本主義危機，國家常以提供政策誘因讓剩餘（surplus）流

向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來解決。由於政策形成團體（policy-forming groups）常由經濟利

益主導（Hunter，1953：82），以致讓城市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思維中，鈍化為一種資本積累

的市場商品，積累這種資本甚至不是為了繼續投入生產，而是去解除另一塊土地生產功能的同時

，轉作為另一批商品的原料。最終，「商品」形式的決定與城市的生產功能無關、與居住功能無

關、與文化傳承功能無關，純粹只是如何獲得更高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從而使得原本

是生產大三要素的「土地」變成投資甚至投機商品，反過來排擠勞動力與資本原本可以創造剩餘

的空間，換言之，勞動力不僅是被資本家剝削，更是被成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所剝削。戰

後臺灣工業用地衍變過程中，都市計畫完全失去主動性，只是政治經濟運作下、為解釋與合理化

交換價值的工具。「臺北紡織廠」正是典型的成長機器思維下、公共機構與私人利益㇐起運作、

謀取各自利益的㇐種都市政權決策結構的產物。 

城市本來應該負有一種都市史學家Lewis Momford所期待或認為理所當然的功能與貢獻，即藉

由其集中物質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人類交往的速度，並將她的產品變成可以儲存與複製的形式（

Momford，1961：570）。政府部門擁都市計畫在法律面之高權地位，本可運用空間結構調節技術

，大刀闊斧地為都市的願景調整出適合未來發展的體質與結構，卻因為都市計畫與開發主義過度

沾黏、讓計畫外的市場力量主導了土地的利用，在缺乏清楚的政策走向來主導都會區土地利用下
，都市土地政策成為地方及中央投機政客勾結經濟利益團體獲取暴利的場域（陳東升，1995：68

），規劃決策變成政策決定後的執行機器或當然流程，城鄉規劃則無條件配合決策者的定見、任

由開發主或政治人物一步一步地加以宰制，都市計畫幾乎是一片原始森林（林明鏘，1998：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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