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都市發展史 
 

 

 

 

 

 

 

 

 

 

 

 

 

劉曜華 副教授 

逢甲大學都市計畫系 

2004年



摘要 
 

台灣從一個原本封閉的海島地區突然在 17 世紀出現在國際海權政治的版圖中，

這個偶然帶來台灣開發的契機，也種下台灣開墾的基礎。 

 

從經濟面觀察，台灣在 19 世紀中葉開港以前屬於一個開發中的農業社會，商業

及政治聚落的規模版圖不大，區域間的聯繫管道也受限於地理特性及陸上運輸建

設不足，島內的聚落只是大陸經濟體系的附庸，缺乏經濟規模與資本累積的能

力。台灣南部都市的首要地位尚未遭受嚴重挑戰，南部區域佔總人口數的比例將

近七成。 

 

十九世紀中葉(1860)清廷戰敗，台灣被迫開放四大港口後，英美等國際資本勢力

重新進駐台灣，洋行主導的商業力量加速北部地區的開發與都市化，茶葉、樟腦

等經濟作物的出現帶動北部地區經濟結構的轉型，加上統治集團選擇北部作為統

治中心的利多條件，台灣人口分布再此階段開始產生板塊移動。在 20 世紀開始

之初，台灣北部不但已經擁有將近三成的人口，台北市也成為台灣第一個十萬人

口以上的都市。 

 

二十世紀之初，日本殖民政府在穩固統治基礎的背景下，逐漸引用西方社會的地

方自治制度到台灣，1920 年出現的行政區域調整，在五州二廳的架構下，台灣

史上正式出現了「都市」這個正式官方名詞，具備法人地位的市政府(市役所)

也在 1924年成立，直到日本統治結束之前，台灣已經擁有台北、屏東等 12 個具

備現代化都市機能的規模都市分布於北中南東四大區域。 

 

二十世紀中葉以後，台灣又面臨政權改變的動盪，在將近 20 年的過度期間，台

灣經歷了史上最劇烈的都市化變化，都市人口的比例從世紀之初的百分之十、日

治時期的四分之一，急速上升到 1970 年的百分之 55，然而在這期間台灣的都市

發展政策基礎除了地方自治綱要的劃分之外，幾乎完全不存在。直到 1964 年通

過都市計畫法及後續的都市計畫新訂作業與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台灣的都市

發展才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重視與實踐。後續推動的十大建設、十四項建設、

六年國建等產業導向及都市導向的基礎建設終於創造了今日台灣的都市風貌。 

 

關鍵字： 都市發展；公共設施；台灣史 



序論：研究緣起 
 

台灣地區有文字紀錄的聚落發展已有近四百年的歷史，期間台灣社會的生產

活動多數時期以農林漁牧業為主，早期台灣人民生活方式以農業產品輸出外地換

取其他生活物資，主要商業活動集中在海河港口聚落及主要行政都市，受限於道

路、通訊、資本等基礎建設之不足，台灣社會一直到 19 世紀初期並沒有出現大

規模的都市聚落(本研究暫時以五萬人口為都市的判定基準)，更甚者台灣地區在

十九世紀一百年間的人口成長速度與數量明顯低於上個世紀。 

 

十九世紀中葉後，清朝政府及後繼的日本殖民政府陸續展開系列的工商業基礎建

設，例如鐵路、樟腦工廠、茶葉工廠、製糖廠、採礦場、食品加工、木材加工業

及輔助港口等建設，這些力量的出現一方面促成台灣社會逐漸轉型為輕工業社

會，加速城鄉人口拉距的都市化現象，另一方面也促成大型都市的出現。南北首

要都市台南及台北(艋舺與大稻埕)在 19 世紀末期的市街人口規模約在五萬人上

下(當時仍缺乏精準的人口普查資料)，與同時期西方工業革命高度發展的歐美地

區都市如倫敦與紐約相比較，台灣地區的都市發展明顯處於早期的萌芽階段。 

 

表 1、英國倫敦市與美國紐約市人口變化 

 

年代 

倫敦市 

人口數 

倫敦市 

人口密度 

紐約市 

人口數 

1700 600,000 X  

1750 650,000 X  

1801 1,096,784 1,764 79,000 

1851 2,651,939 4,266 696,000 

1901 6,506,889 10,466 3,437,000 

1951 8,196,807 13,185 7,892,000 

2001 7,172,036 11,536 8,008,000 

資料來源： http://www.demographia.com/dm-lon31.htm，Greater London, Inner 
London & Outer London Population & Density History。註：倫敦市從 1801年開始有人

口普查，之前的資料為預估值。土地面積以 621 平方公里為密度計算的基準。紐約市從 1790年

開始才有人口統計。 

 

進入 20 世紀後，台灣地區擁有第一個十萬人口的都市出現在今天的台北市，現

http://www.demographia.com/dm-lon31.htm


代化的公共設施與中產階級消費產品逐漸在台北市出現。往後的百年間台灣地區

不斷地經歷高度的經濟成長及都市擴張，1970 年代開始的都會區化現象造就台

灣地區在 20 世紀末期成為世界上都市化程度最高的地區之一，總計百分之八十

的台灣人口居住在都市，台灣北、中、南三大區塊也分別出現百萬人口的大型都

市，其中台北市更成為亞洲前四十大的都市之一。 

 

一、都市的起源與定義 
何謂都市(city)﹖這是研究台灣都市發展史必須優先處理的操作定義。聯合

國預測本世紀初期全世界都市人口將首度超越非都市人口，一個以都市人口為主

的世界正在逐漸成型中1。 

 

表2、世界各區域超過十萬人口都市數量，1800-1950年 

區域/年 1800 1850 1900 1950 

地中海、北非、中東 15 21 36 48 

西北、中歐 9 28 96 82 

東歐、蘇聯 2 4 27 68 

北美 0 5 39 67 

中南美、加勒比海 1 4 12 37 

次撒哈拉非洲 0 0 3 9 

澳洲 0 0 4 7 

南、東南亞 15 19 36 55 

遠東 23 25 46 61 

總計 65 106 299 434 

世界總人口 (億人) 8.13 11.28 15.5 24 

資料:Lawton, 1985； Haub, Carl, 1995, "How Many People Have Ever Lived on 
Earth?" Population Today, February, p. 5. 

都市史學者勞頓(Lawton，1989)指出「都市與文明一樣古老，而事實上都市就是

文明」，都市的存在已有上千年的歷史，但是究竟都市是如何形成?甚至是何時形

成的一直是學術界廣為論證的專題。(Short, 1996; Kostof, 1991)有學者指出，

農業地區的生產剩餘(surplus)是造成都市興起的重要原因，但也有學者持相反

意見指出因為都市的需要才刺激農村地區的生產量增加。但不論從何角度分析都

                                                 
1 The World Bank, 200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無法否定都市持續存在與成長的事實，在量方面，全世界都市的數量(十萬人以

上)從兩百年前的65，至二十世紀中葉，超過十萬人口的都市已近450，全世界的

人口也從19世紀初的8億人，增加到今天的60多億人。 

 

各國對都市的定義差異很大2，除了人口數量以外，都市機能特性、聚落區位、

政策考量、宗教、國防軍事、歷史淵源、行政需要、都市計畫等因素也是界定都

市的考量因子，這些因素的交叉應用造就了各國對都市多元的定義。 

 

都市形成原因在文獻上探討很多。現代人常宣稱自己是文明人，而文明化的歷程

和都市發展有不可分的關係。德國社會學家伊里亞斯3(Elias)從日常生活的研究

著手研究西方社會「生活態度」的轉換，發現十九世紀後隨著工業化、政治民主

和都市化的過程，工人和農民大量湧入城市，使得原先在都市中布爾喬亞階級的

文明擴散開來，雖然農民和工人因經濟條件不同而有各自的生活方式，但他們卻

都嚮往模仿自宮廷生活的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 

 

現在都市所強調的公共衛生和規劃也不是一開始就設定好的，傅科4研究十七世

紀的「巴黎大恐慌」發現城市人口的急速擴張造成都市生活條件惡化、流行病蔓

延，使生活其中的人惶惶不安。直到在郊區規劃墳場改變原先將屍體埋在住家附

近的習俗，又對水質和家屋進行重整，才邁開都市文明的大步。強調明亮、可見、

理性思考方式，取代了過去隱蔽、非理性等封建傳統，這種觀念上的「翻轉」也

宣告一個新都市時代的來臨。 

 

1.1都市形成後如何成長與變化 

根據都市生態學家及古典中地理論，都市內部空間透過自然演化力量形成具備各

項機能的分區，都市核心區具有絕對工業與商業優越性，核心區外圍則屬於住宅

區。大部分的公共建設以核心區為主，外圍地區進入核心區的可及性力求便利。

隨著產業結構改變及運輸工具的變化，都市空間結構出現擴張現象，人口及產業

活動外移，單核心主導的發展模式受到外圍郊區及新市鎮挑戰，都市空間結構逐

漸解體重組。都市空間結構改變與都市機能轉變的雙元力量進一步促成社會型態

                                                 
2 張麗堂，市政學，華視，1994 年，頁 19。 
3伊里亞斯(Elias Nobert), 《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理起源研究》王佩莉譯，北京市 : 
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8。 
4傅科(Foucault Michel)，《瘋癲與文明》，劉北城，楊遠嬰譯北京市 : 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

1999。 



的重組。 

1.2 都市變化後如何走向未來﹖ 

都市本身隨著社會環境及政策環境改變一直處於改變的狀態，其中最明顯的就是

建築物不斷老舊與翻新，居民生活方式也隨著環境變化調整。這些軌跡在台灣歷

史上可以從陸路時期、海上運輸時期、航空運輸、汽車運輸、網路運輸等階段性

技術變革中看出一些端倪，也可以在生活型態變化中找到一些線索，例如夜間生

活的出現、公共設施的普及化、休閑娛樂設施的多樣化等。 

 

傳統都市型態受限於科技的極限，規模及城際交流有限。反之，在網路運輸時代

主宰的未來，都市型態與都市生活方式將會出現重大變化。從都市發展歷史的脈

絡中應該可以一窺些許端倪。 

 

二、研究內容 
基於以上觀察，台灣過去百年的發展史中，都市的出現與轉型實在是一個值

得深入探討的研究課題。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整理台灣過去百年都市發展線索，建

構一個認識台灣都市演化與延伸的平台，本期研究重點在於界定現代都市的源

起，特別是 1920年行政區域重新劃分後官方正式定義的都市。 

 

本次研究內容主要分成台灣都市發展史總論及台灣史中的都市影子兩篇，前者從

台灣開發史的文獻中整理各階段發展的特性及不同聚落類型所代表的意義，後者

進一步從台灣史的研究發現中，分從找出都市在 19 世紀末期正式台灣各區域出

現的線索。台灣七大都市發展史綱要及中台灣代表性都市發展綱要則以附錄方式

呈現，以留待未來更深入的個別研究。本階段主要文獻來源以各都市政府出版的

歷史研究資料及統計要覽為主。 

 

都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跨學門的研究領域，舉凡公共衛生、交通運輸、

建築、都市計畫、環保、教育文化、社會生活、地理環境、經濟發展、政治等都

屬於都市研究的範疇，在工業革命的影響下，現代都市性格與風貌出現快速的變

化，都市發展史從歷史時間角度切入，有系統地掌握台灣都市變遷的基本架構與

內容。有別於一般歷史研究方法，本研究在都市發展面向的探討部分，分成五個

部分，首先就台灣都市發展建立一個分析總架構，然後從世界經濟體系及台灣地



理環境特性中找出台灣聚落逐漸轉變為都市的重要線索，最後選擇台灣都市空間

結構變化、都市行政管理規則變化、以及生活型態變化等三個部門，探討台灣百

年來都市發展的主要軌跡與特性。 

 

近百年的台灣都市發展史，在本質上就是一部都市化生活史，本研究從都市空間

變化、都市法律規則變化、以及生活內容變化三個介面可以貼近觀察台灣都市現

代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接軌國際都市研究的語彙基礎，也藉此豐富臺灣日益成熟

的地方文史研究環境。 

 

2.1 台灣都市化現象解讀 

現代都市的發生與轉型與工業革命有很大的關聯性5，工業革命不但帶來製造業

工作機會與投資機會，改變傳統一級產業為主的社會結構，帶動農村人口流入都

市就業區，就業區的組成也帶動了關聯性工業及商業機會，促成都市的成長與擴

張，造就了都市文明的新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以人口數量規模變化作為觀察的依據，台灣真正進入都市化社會應該在 19 世紀

末期清末、日治之際，外國資本家結合本地資本家帶動的產業結構變化、運輸工

具改變及輕工業的出現帶動新一波的城鄉人口移動，促成十萬以上人口的都市在

北台灣出現。在此之前，台灣地區並沒有任何都市規模超過五萬人。 

 

二十世紀初期的台灣人口約等於今天的新加坡，超過 300 萬人，當時的都市人口

佔總人口比值約百分之十。二十世紀中期的台灣人口約等於今天的香港，超過

600 萬人，都市人口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二十世紀末期的台灣人口超過 2,000

萬人，都市人口結構中，二三級產業人口所佔的比例完全取代一級產業人口，台

灣已經具備全面都市化的基礎設施與風貌，成為一個高度都市化的國家。 

 

2.2 「都市」「發展」之定義 

台灣在 19 世紀中期前具備單純統治中心、行政、軍事、商業機能的聚落在本研

究中暫不列入都市發展史的探討範圍。｢發展｣是一個有別於成長的概念，本研究

中對於都市發展的態度是台灣都市開始具備類似西方工業革命後的公共機能及

                                                 
5 Mumford, Lewis.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New York: MJF Books. 



公共統理機制，換句話說，本研究關心的焦點是台灣都市開始出現現代化設施的

時間點，例如公共設施(鐵路、道路、公園、學校)、公共設備(下水道等)、現代

消費性設施(例如百貨公司)，以及類似今日的市政府組織出現的時期。依此判

斷，台灣都市多數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並沒有以上的特徵，故暫不列入本階段主

要研究範圍。 

 

本研究有關台灣都市發展歷史的關注時期以 19 世紀末期，清朝統治末期及日治

時期為起始點，分成三個階段，清朝末期之前的發展界定為台灣都市蘊量期，清

末日治時期為都市穩定發展期，光復後台灣地區進入都市高度發展期。本次研究

的重點是第二期都市穩定成長期的界定與歷史分析，第一期與第三期的部分則留

待未來後續研究。 

 

表 3、台灣都市發展史分期 

分期 時間點 特性 

1. 都市醞釀期 19 世紀中期以前 1. 都市人口規模不及五萬人，都市人口不及

總人口百分之十 

2. 農業社會型態 

2. 都市穩定成

長期 

19世紀中期到20

世紀中期 

1. 都市人口規模增大，最大都市人口突破 10

萬人，都市人口佔總人口四分之一 

2. 出現輕工業雛型及商業發達經濟活動 

3. 都市高度成

長期 

20 世紀中期以後 1. 都市人口急劇上升，出現百萬人口大都

市，都市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 

2. 二、三級產業發達 

資料來源： 本研究定義。 

 



 

表 4、台灣各大都市人口變化表 

都市名稱 超過十萬人口 

年代 

超過五十萬人口

年代 

超過百萬人口

年代 

超過兩百萬人口

年代 

台北市 1900 1950 1960 1970 

高雄市 1940 1960 1970 

台中市 1940 1970 2000 

台南市 1940 1970 

基隆市 1940 

新竹市 1950 

嘉義市 1940 

彰化市 1970 

屏東市 1940 

 

 

 

全台灣都市 

加總(個數) 

32 5 3 1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第一篇：台灣都市發展史總論 

 

壹、台灣的都市 

一、都市發展與聚落開發 

本研究嘗試從既有台灣歷史文獻中找出現代都市出現的時機與內容，為了縮

小研究範圍，本研究所指的都市是指具備公共機能的生活圈，這個都市化生活圈

在演化的過程中，通常具備以下的特徵， 

1. 都市事務的公共統理機制(例如市政府)； 

2. 都市生活需要的公共設施與設備(例如水、電、道路、學校、公園、醫院)

開始出現雛形； 

3. 現代化生活不可或缺的購物、休閒設施(例如戲院、百貨公司等)； 

4. 連結其他區域的通訊機制。 

 

換句話說，本研究並非典型的城市發展史，該類研究從古代城市的起源著手，有

相當的篇幅紀錄帝王專制統治下的城市建設及封閉生活圈，但是常民的生活方式

缺乏完整的交代。本研究的重點是釐清台灣具備現代都市面貌出現的時機，以便

接軌現在及未來公私部門介入都市事務運作必須具有的歷史知識。基於此，找出

台灣第一個十萬人口都市出現的時機，是本研究定義都市發展的起始點。 

 

有論者指出，在民族國家的概念下，都市被當成國土的單元，在整體國家利益下被

拿來規劃、計算與安排。因此近代都市空間的出現，指涉的不指是外在地理景觀的美化，

更是內在權力關係的變革
6
。在權力交互作用下，現代都市的出現有其特定的功能與象徵

意義，在西方社會中，都市的出現造就公民社會的實現，也促成社會的轉型。台灣社會

長期以來處於外來統治集團的控制中，出現自主性都市的機率相對較低，也因此探討現

代化都市出現時機及其發展歷程，可以提供一個了解台灣的窗口。 

 

                                                 
6 蘇碩斌，台北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台大社會所博士論文，2002 年。 



二、台灣史與台灣都市史 

近年來台灣史資料與研究逐漸成熟，台灣村莊史與地方文史研究已有相當成果
7，例如中華民國營造學會出版專門的村史運動叢書帶動地方文史工作的紮根與

成長8。由官方主導的個別都市歷史研究與文獻整理也逐漸完善，例如台中市發

展史與台中市志、嘉義市志、台北市志、高雄市發展史9等。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除了個別都市的發展紀錄與研究外，還沒有一部以都市為主體的台灣都市發展史

著作，這對一個如此高度都市化的海島國家而言，實有相當遺憾。換句話說，台

灣現在在個別都市史與都市發展史的研究工作已經有些基礎，但是跨都市的研究

目前並不健全。 

 

趙岡10在中國城市發展史研究指出，東西方社會在城市發展動力方面沒有太大差

異，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力量都可能促成城市的興起與變化。相對地，城

市制約力量，城鄉人口流動大小及城市糧源問題，東西方可能有些許差異。 

 

台灣的都市發展與台灣開發歷史的關係密切，台灣從 17 世紀初期以降成為歐洲

海權國家的海外殖民地，從荷蘭、西班牙到明鄭、清朝、日本國等政權的更替，

影響台灣本地聚落型態及生活習慣甚鉅。自 17 世紀末期台灣更被納入中國邊緣

社會版圖中，經濟發展和城鎮發展型態受中國內地影響很大，近代發展則融合了

日本殖民統治及國際多元開放特性，都市化程度及都市發展內涵逐漸自成一格，

這也突顯以台灣為主體之都市研究的重要性。 

 

試想一百年前台灣總人口數比當代的英國倫敦、美國紐約等大都市還少，然而一

百年後台灣在 20 世紀末整整增加了將近二千萬人，台北大都會區總人口數將近

一千萬人。放眼國際，台灣海島已經成為一個高度都市化的地區，鄉村人口比例

相對地逐年降低。但是台灣成為都市化社會到底多久了呢？那些力量的累積造就

了今天的台灣都市社會呢？ 這是台灣都市發展史應該回答的一些問題。 

 

                                                 
7 李筱峰、1994 年，劉峰松，台灣歷史閱覽，自立晚報；戴炎輝，1979 年，清代台灣之鄉治，

聯經出版。陳孔立，1996 年，台灣歷史綱要，人間出版。林鍾雄，1998 年，台灣經濟經驗一百

年，三民。 
8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1999，村史運動的萌芽，吳密察、陳板等人策劃編輯。 
9 詳見台中市政府 1989 年及 1998 年；嘉義市政府 2002 年；台北市政府文獻會 1995 年；高雄市

政府 1990 年等出版品。 
10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論集，聯經，1995 年。 



貳、都市發展史研究：理論與案例 

都市是人類文明的產物，也是多數人集居的地方。「都市」一詞在中國的歷

史上並不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先秦的「邑」，是人民聚落的通稱，『吳越春秋』的

「城郭」，「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民」明顯區隔城與郭的不同功能與當時代的社

會階層分化，君王居處為城，一般人民的集居處為郭，郭的出現不但改變城市的

社會結構，傳統農村社會的傳統血緣關係也逐漸為地緣或業緣所取代。(侯怡泓，

1989) 

 

自秦朝以降，「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數」描繪中國歷史上市鎮繁榮的景象，也

點出都市的行政與經濟特性與都市計畫芻型。(趙岡, 1995)都市史學者閻崇年

(1997)指出，中國古代的都市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都市指古代所有城邑之

市；狹義指古代作為都城之市，為其當時代全國或地域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一、都市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中的貢獻論 

英國都市學家Peter Hall(1998)在｢文明中的都市｣11一書中，分四方面細數人類

文明進展過程中個別都市扮演的角色，｢文化搖籃、創新中心、大眾文化的發明

及都市秩序的建立｣。 

 

人類文明從農漁牧社會進展到工業化社會、資訊化社會及文化產業社會過程中，

都市的出現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都市豐富了人類文明的內涵，也製造人類文明

更高的衝突。 

 

各領風騷的西方都市，從雅典羅馬到倫敦巴黎，過去的都市多數屬於貴族的社會

與生活領域。但是在近代英國曼徹斯特及美國曼菲斯市，中產階級及低下階級開

始在都市找到安身立命與永垂不朽，黑人與白人共存的靈魂音樂發源於種族歧視

嚴重的美國南方都市，就是最好的印證。 

 

作者在書中對都市抱持無限的感情，但是也同時對都市的未來充滿希望。都市將

持續在人類文明進化的過程扮演重要且關鍵的角色。 

 

                                                 
11 Hall, Peter. 1998. Cities in Civiliza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表 2-1 Hall 選擇的都市及其代表性 

類型 都市名稱 時間點 代表性 

雅典 西元前 400-500年 都市的泉源 

佛倫斯 1400-1500年 人生意義的重新發

現 

倫敦 1570-1620年 世界為戲劇舞台 

維也納 1780-1910年 音樂都市 

巴黎 1870-1910年 繪畫藝術 

文化搖籃 

柏林 1918-1933年 短暫的藝術之都 

曼徹斯特 1760-1830年 第一個工業都市 

格雷斯哥 1770-1890年 征服海洋 

柏林 1840-1930年 科技都會區的拓荒

底特律 1890-1915年 機動機器大量生產

舊金山灣區 1950-1990年 資訊產業工業化 

強勢創新中心 

東京 1890-1990年 國家為永久創新來

源 

洛杉磯 1910-1945年 夢工廠與好萊屋 催生大眾文化 

曼菲斯 1948-1956年 靈魂音樂三角洲 

羅馬 西元前 50-西元後

100年 

羅馬帝國首都 

倫敦 1825-1900年 功利都市 

巴黎 1850-1870年 永恆公共工程之都

紐約 1880-1940年 崇尚現代之都 

洛杉磯 1900-1980年 公路之都 

斯德哥薾摩 1945-1980年 社會民主烏托邦 

建立都市秩序 

倫敦 1979-1993年 資本主義猖獗之都

資料來源： Hall, 1998。 

 

二、都市空間變化機制論 

都市化是動力與制約力兩相平衡的結果，當動力遠大於阻力，例如工業革命的動

力，城市不斷成長擴張，相反地，當制約力大於動力，城市面臨負成長的壓力。

各種類型的推拉力量持續相互作用下構成都市空間結構的基本範疇。 



 

根據Madanipour12(1998)研究依朗德黑蘭市百年變遷一書，透過四個面向可以有

效剖析個體都市變化的歷程，分別是 

1. 開發單位 development agencies 

2. 建築資源 resources 

3. 開發規則 rules 

4. 都市理想 ideas 

 

其中開發單位包括國家及地方單位，建築資源則泛指生產三元素：土地、資金及

人力，開發規則為影響開發商及資源流通的管制規則，都市理想則是該都市曾經

提出的發展計劃與藍圖，包括有實現者及未實現者。根據此方法，作者有系統地

整理了德黑蘭市在 19 世紀成為依朗首都後的快速都市擴張現象，並且明確指證

出該市過度擴張後出現的都市社會發展危機。 

 

三、社會變遷論 

中研院黃富三(1995)教授在台北市文獻會出版的｢台北建城百年史｣一書中以台

北的興起、市政的演進、經濟的發展、文教的進步及社會生活變遷五個面向敘述

台北城一百年來都市化帶來的變化， 

1. 台北市的興起，從河港到國際大都會， 

2. 市政演進，從市民被統治變為市民自治， 

3. 經濟發展，由農商經濟轉為工商經濟， 

4. 文教進步，從知識的普及化角度說明都市帶來的衝擊， 

5. 社會生活變遷，從傳統性到國際性。 

 

除了河港屬於地理範疇之外，市政管理、產業經濟、文教設施、社會生活方式街

屬於台北人生活方式的範疇。這部著作是目前台灣都市發展史研究中最完整的個

別都市紀錄，對本研究有相當的啟發作用。 

 

四、水資源論 

都市的出現帶動相關生活設施的需要，其中民生用水與工業用水的比重隨著人口

                                                 
12 Madanipour, Ali. 1998. Tehran: 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 John Wiley.& Sons, 頁 163。 



及產業數量成長，相對吃緊，也因此自來水建設的出現對於都市的成長有直接的

關聯性當無疑問，這個面向也是觀察都市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13。 

 

早期農業社會墾荒時期，引水設施的建設決定屯墾面積的大小，灌溉溝渠的延伸

隨著水利建設技術的進步而擴張。然而進入都市聚落型態，灌溉的定義必須對應

轉型，民生用水與工商業用水的品質要求較高，挑戰都市行政管理模式。 

 

五、體驗經濟與社會轉型 

美國經濟學者Pine 及Gilmore(1999)在體驗經濟時代14一書中，針對幾個世紀以

來的經濟體制變遷作出整理，在體驗經濟的定義中，他們區隔了四大類的經濟系

統，分別是初級產品、商品、服務及體驗。 

 

表 1-2、歷史中社會經濟型態的演變 

經濟產物 初級產品 商品 服務 體驗 

經濟模式 農業 工業 服務 體驗 

經濟功能 採掘提煉 製造 提供 展示 

產物的性質 可替換的 有形的 無形的 難忘的 

主要特徵 自然的 標準化的 客製的 個性化的 

供給方式 大批儲存 生產後庫存 按需求配送 在一段期間內

展示 

賣方 交易商 製造商 提供者 展示者 

買方 市場 使用者 客戶 客人 

需求要素 特點 特色 利益 獨特的感受 

資料來源：體驗經濟時代，頁 37。 

 

從上表中可以清楚看到世界經濟體系的變遷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及服務社

會的軌跡與特性，這些特性對各地區都市化的影響相當深遠，但是也促成大量都

市化與去都市化的雙元現象。體驗經濟時代的來臨對都市治理及都市空間結構的

影響層面有待持續的觀察與注意。 

                                                 
13 Nelson Blake, 1956. Water for the Citie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4 體驗經濟時代，作者 B. Joseph Pine II and James H. Gilmore, 1999.中文翻譯，夏葉良及魯煒。

經濟新潮社出版，2003 年。 



叁、台灣都市發展階段論 
 

位處太平洋與台灣海峽之間的台灣海島，都市聚落的形成、發展與轉型則是

近三百多年的事，其間外國殖民勢力與外來統治集團的介入對於都市聚落的區位

與規模，帶來相當大的不穩定因素，特別是歷史保存方面的線索，相當薄弱。 

 

過去三百多年期間，台灣地區歷經多次的統治集團更替，17世紀的荷蘭統治及明

朝鄭成功在半個世紀中建立台灣南部的屯墾雛型，隨後的清朝政府在往後的兩百

多年見證了台灣人口與土地利用的變化，日本政府從19世紀末期開始在台灣建置

第一個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也積極促成了台灣的都市發展。 

 

以下內容分別就各統治時期的都市人口與社會變遷資料中，釐清台灣地區三個都

市出現與發展的主要脈絡。 

 

一、都市蘊釀期 

1. 荷蘭統治期 

荷蘭人於1624年在今台南市安平地區建立台灣第一個永久的都市聚落-熱遮蘭城

(Zeelandia)，又在今台南赤崁樓附近建立街坊作為地方行政所在地。(參照李乾

朗，1979，台灣建築百年史及李筱峰等，1994，台灣歷史閱覽等)這也是台灣地

區第一個出現的都市聚落，然而人口規模不及一萬人。 

 

就台灣聚落發展而言，荷蘭時期的聚落開發影響有限，除了設立行政及商業據點

於台南市之外，外圍的屯墾面積大約1萬台甲土地。荷蘭時期主要的影響在於將

原本處於半漁獵狀態的台灣高山族社會推向平地農業定居社會，除此之外，本時

期的都市聚落現象受限於人口規模及科技技術並沒有太大進展。 

 

荷據時期的都市建設，史料上可考的只局限於今安平與赤嵌樓一帶的市街與城

堡。 在城堡方面，熱蘭遮城創建於明天啟四年(1624)，普羅民遮城則始建於明

永曆七年(1653)， 同為兩地荷蘭市街之中心。市街則以今延平街最為熱鬧，為

棋盤式街道之主幹。 三百多年前的荷蘭市街在今日並不易尋得完整的遺跡， 但



安平整體的聚落形態卻仍忠實的反應出當時以三條東西大道（今延平、效忠與中

興三街） 為主之聚落
15
。 

 

 

圖1-1、十七世紀中葉荷蘭統治時期的台灣都市聚落分布圖 

 

2、明鄭時期 

十七世紀中期的明朝鄭成功統治時期在台灣南部的屯墾時間只有20年左右，影響

範圍主要在嘉義以南，其中台南縣市在這個階段已經出現片狀的聚落發展模式，

其餘地區則為點狀屯墾區。根據統計在明鄭統治期間台灣的農業聚落大約將近40

個，屯墾面積大約一萬八千台甲，其中絕大部分位於南部地區(25/37)。這些屯

墾區的開發主要是透過軍民合力方式，也因此多數屯墾據點也有軍事力量的影

子。 

 

                                                 
15 成大建築研究所，台南市古蹟調查與評估報告，文建會補助，1996 年。 



表1-3、明鄭時代屯墾據點分布：1662-1683年 

地區 縣市 有屯墾據點的里堡數 

屏東 4 

高雄 6 

台南 7 

嘉義 8 

南部 

小計 25 

雲林 2 

南投 2 

彰化 2 

台中 1 

苗栗 1 

 

小計 8 

桃園 1 

台北 2 

基隆 1 

 

小計 4 

合計 37 

資料來源： 施添福，台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1982年。引自台灣地

區水資源史第二集，2000年，頁6。 

 

3. 清朝 

取代荷蘭統治的鄭成功勢力及後繼的清朝政府，陸續在台灣西部開拓經營近兩百

年，這其中包括台南府城、鹿港、淡水等海港城市相繼的興起與沒落。有關台灣

的都市意象可從清治時期的彰化縣志中得一端倪:「凡有市肆者，皆約街」，街代

表人家稠密的街市，住民以工賈為主，為一帶地方交通與產業的中心地。(戴炎

輝，1979) 

 

隨著屯墾面積的增加，遷居台灣地區的漢人日益增多，台灣西部平原的屯墾面積

也逐步擴大，總計兩百多年間，台灣地區的農業耕作面積從不及2萬公頃，增至

清末的40萬公頃
16
，這個發展對於都市的成長有明顯關聯性。 

 

                                                 
16 台灣水資源史第二冊，頁 15。 



清朝時期的台灣都市人口主要集中在海河港口地區，例如台南、鹿港、淡水等地。

根據李瑞麟(1975)，台灣地區在清光緒元年(1875)總人口數約兩百三十萬人，其

中百分之八，約十八萬四千人居住在五千以上人口的市鎮聚落，第一大都市-台

南市的總人口約四萬人。日本殖民台灣之前(1895年)，台灣地區超過五千人的都

市聚落有十四個(台南市、嘉義市、新竹市、彰化市、宜蘭市、鳳山市、大稻埕、

艋舺、鹿港、朴子、北港、鹽子、北斗及東港)。 所謂的「一府、二鹿、三艋舺、

四寶斗」，指的是主要港口都市台南、鹿港、台北艋舺大稻埕及彰化北斗鎮。 

 

二、都市穩定成長期 

4.日本殖民期 

日本殖民政府延續清朝時期的農業增產政策，在其統治的 50 年間(1895-1945

年)，台灣的農業耕作面積再次從 40 萬公頃，增加為 86 萬公頃，約為一倍。除

了西部平原之外，花東地區的耕作面積也大幅增加。 

 

米糖農業穩定成長對周邊都市發展帶來穩定的後盾，資本主義發達的環境也在此

階段舖下基礎，更為日本殖民政府推展的工業發展值下厚實基礎。台灣的北中南

東四大區域出現現代化都市的風貌與規模。 

 

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五十年期間，建構台灣轉型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建設與工業

發展基礎，也透過都市計畫介入手段，在台灣地區完成 72 處的都市計畫，總面

積將近 5萬 3千公頃，計畫容納人口將近 300 萬人，比照當時的總人口，預期都

市人口達當時總人口的一半。 

 

表1-4、日治時期完成之都市計畫區 

縣市 

都市計畫區/ 

今市鄉鎮名 

都市計畫 

起始年度 

計畫面積

(公頃)  計畫人口  

台中市 台中市 1900.1.6 3,689 200,000 

台北市 台北市 1900.8.23 6,676 600,000 

新竹市 新竹市 1905.5.9 1,525 100,000 

嘉義市 嘉義市 1906.4.29 6,116 250,000 

彰化縣 彰化 1906.3.6 2,515 80,000 

基隆市 基隆港口商阜 1907.8.5 2,800 130,000 

高雄市 高雄市 1908.5.1 4,623 400,000 



台南市 台南市 1911.7.23 5,817 300,000 

澎湖縣 馬公 1912.10.4 126 15,000 

桃園縣 大溪 1912.12.16 31  

彰化縣 北斗 1912.6.6 585 20,000 

南投縣 南投 1912.8.25 69  

屏東縣 屏東 1913.1.30 1,322 100,000 

台東縣 台東 1913.10.9 866 20,000 

花蓮縣 花蓮 1913.2.9 1,818 50,000 

雲林縣 北港 1913.6.27 236 22,800 

南投縣 埔里 1914.9.29 569 25,000 

花蓮縣 鳳林 1915.7.7 163 12,000 

嘉義縣 朴子 1916.12.28 680 18,500 

南投縣 竹山 1917.7.12 53  

花蓮縣 玉里 1921.8.25 300 15,000 

台東縣 成功 1922.4.25 51  

雲林縣 斗六大潭 1924.10.23 65 11,400 

台南縣 麻豆交流道特地區 1931.1.30 208 23,000 

宜蘭縣 宜蘭 1932.5.20 478 40,000 

宜蘭縣 羅東 1934.5.10 174 25,000 

台中縣 大甲 1934.7.31 162 20,000 

彰化縣 鹿港福興 1935.1.11 200 45,000 

陽明山 陽明山 1935.1.30 59 1,790 

雲林縣 斗南 1935.1.24 61 5,500 

苗栗縣 竹南頭份 1935.10.25 92 5,000 

新竹縣 竹東 1935.7.1 388 20,000 

新竹縣 北埔 1935.7.1 17  

苗栗縣 後龍 1935.7.1 29  

苗栗縣 卓蘭 1935.7.1 25  

苗栗縣 大湖風景特定區 1935.7.1 26  

苗栗縣 公館 1935.7.1 13  

苗栗縣 銅鑼 1935.7.1 12  

苗栗縣 南庄 1935.7.1 7  

苗栗縣 三義 1935.7.1 10  

台中縣 豐原 1935.7.1 67  

台中縣 神岡 1935.7.1 24  



台中縣 石岡水壩特定區 1935.7.1 12  

台中縣 外埔 1935.7.1 48  

台中縣 台中港特定區(3 鎮) 1935.7.1 84  

彰化縣 員林 1936.8.26 137 30,000 

雲林縣 西螺 1937.2.7 262 30,000 

台北縣 瑞芳 1937.3.25 65 10,600 

苗栗縣 苑裡 1937.3.28 36  

苗栗縣 通霄 1937.3.28 29  

台南縣 新營 1937.6.13 927 35,000 

台南縣 鹽水 1937.6.13 417 15,000 

台南縣 佳里 1937.6.13 800 20,000 

台南縣 學甲 1937.6.13 353 15,000 

高雄縣 岡山 1938.11.23 823 20,000 

台北縣 板橋 1938.11.26 509 20,000 

桃園縣 中壢平鎮 1938.11.26 619 25,000 

高雄縣 旗山 1938.2.20 249 15,000 

高雄縣 鳳山 1938.2.26 1136 30,000 

苗栗縣 苗栗 1938.7.1 63  

桃園縣 桃園 1941.12.6 822 33,000 

台中縣 東勢 1941.4.13 241 17,000 

雲林縣 虎尾 1941.7.18 410 25,000 

屏東縣 東港 1941.7.18 583 22,000 

南投縣 水里 1942.3.21 93 10,000 

宜蘭縣 蘇澳 1942.8.10 35  

台南縣 白河 1943.2.14 239 10,000 

台南縣 善化 1943.2.14 334 10,000 

南投縣 草屯 1943.4.28 410 15,000 

 總計  52,483 2,962,590 

資料來源： 台灣省市政建設考察小組報告書，1954年，頁113-116。 

 

三、都市高度成長期 

5. 國民政府時期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初期統治思維係以反攻大陸為主軸，除了必要的經濟發展

計畫與建設，多數公共資源投入國防建設，也因此影響台灣戰後都市發展的秩序



與規模。直到 1970年代啟動的十大建設及十四項建設才逐漸扭轉早期的不均衡

城鄉發展，這期間台北、高雄陸續成為百萬人口的大都會區，以核心都市為主的

衛星都市及縣轄市也出現快速都市化的現象，北部地區如汐止、土城、新莊、八

德，中部地區如大里、太平，南部地區如仁德、鳳山等都市人口與產業結構出現

急劇的變化。都會化的現象從 1980年代初期漸趨明顯，到了 1990年年代超過百

分之六十的人口居住在台北、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都會區。 

 

國民政府來台初期台灣地區都市人口約佔四分之一，往後的五十年都市化速度呈

現高度成長，在二十世紀末超過五萬人口的市鄉鎮達 92 個，超過十萬人口的都

市 38 個，都市化人口接近百分之八十。(經建會,1995，都市及區域統計彙編) 

 

表1-5、戰後台灣地區都市計畫地區數變化表 

年度 都市計畫區數 面積 (公頃) 都市計畫區內

人口數 

佔總人口 

比例 

1945 72 57,936 X  

1964* 52 x X  

1969** 91 x x x 

1973 171 170,937 8,428,494 54.2 

1975 252 206,487 9,721,474 60.2 

1981 344 308,145 12,616,900 69.6 

1985 401 413.184 14,065,500 73.0 

1990 424 435,565 15,589,700 76.6 

1995 440 440,118 16,310,300 76.6 

2000 443 443,077 16,996,085 77.1 

*光復後舊有都市計畫在1954年後依規定須重新發布實施，所以產生數目減少情形。 

**根據張景森1991年推估資料，戰後只增加19處都市計畫區。 

資料來源:台灣省政府，1995；營建署，1996。經建會歷年都市及區域統計彙編。 



 

 

 
圖 1-2、日治時期台灣新增的都市計畫區位置圖 

 

 



肆、臺灣都市結構演化論 

 

如前面章節所提，都市的出現與成長並不是一個新的研究題目，但是台灣地

區這方便研究卻仍相當缺乏。台灣都市發展史研究掌握幾個與都市成長相關的變

數作為觀察台灣社會邁入都市社會的窗口，例如人口數量變化、自然環境特性、

經濟產業結構變化、交通運輸網絡變化、土地使用變化、教育組織變化、消費習

慣變化、統治結構變化等。 

 

一、人口變化特性 

就人口成長部分，可以分成人口總數變化與城鄉人口變化，台灣在 18 世紀

初只有 20 萬人，一百年後的 19 世紀初人口成長十倍達 2百萬人，這也是台灣社

會變動最大的一百年。之後的一百年台灣社會邁入近乎停滯的社會，整個百年只

增加一百萬人，在 20 世紀人口達 3 百萬人。日本五十年殖民統治後台灣人口在

五十年間又增加了一倍達六百萬人。國民政府統治期間，台灣開始經歷快速的都

市化與都會擴張，1958年台灣總人口突破 1000 萬人，1989年台灣人口突破 2000

萬人，在 20 世紀末台灣人口突破 2,200 萬人，整個世紀成長達 7 倍之多，僅次

於 18 世紀的變化。另都市人口部分也在 20 世紀初開始出現逐年升高的趨勢，從

初期的百分之 10 竄升到末期的百分之 80 以上。 

 

表 1-6 臺灣地區兩百年間區域人口變化比例表    單位：百分比 

區域/年代 1811年 1893 年 1940 年 1980年 2000年 

北部 13 26 33 39 43 

中部 18 30 22 26 25 

南部 67 43 41 31 29 

東部 2 2 4 4 3 

資料來源：李筱峯等；孫青山；經建會。章英華，1995。 

 



表 1-7、台灣地區歷年總人口及都市人口數 

年份 人口數 增加數 增加率 年增加數 五萬人口

以上都市 

都市人口

比例 

1680 120,000      

1723 200,000 80,000 1.55% x 0 X 

1811 1,944,000 1,745,000 9.91% x 0 X 

1875 2,300,000 355,000 0.29% x 0 8% 

1896 2,479,000 179,000 0.55% X 0 X 

1900 3,000,549 521,549 21% 130,387 1 13.3% 

1920 3,655,308 654,759 22% 32,737 2 X 

1930 4,592,537 937,229 26% 93,723 6  

1940 5,872,084 1,279,547 28% 127,955 9 24% 

1950 7,380,000 1,507,916 26% 150,792 9 24% 

1960 10,792,210 3,412,210 46% 341,221 30 40% 

1970 14,769,725 3,977,515 37% 397,752 57 55% 

1980 18,029,798 3,260,073 22% 326,007 73 66% 

1990 20,397,388 2,367,590 13% 236,759 88 76% 

2000 22,034,096 1,636,708 8.0% 163,670 92 77% 

註:1811 年的人口資料來自李筱峰(1994)的台灣歷史閱覽；都市人口以居住於五萬以上

人口都市佔總人口比。資料來源:李瑞麟，1975；經建會,1971, 1995, 2000；劉玉山，

1986。 

 

二、自然環境特性與聚落發展 

就自然環境特性而言，臺灣屬於一個海島，沒有陸地鄰國的經驗。身為一個南北

挾長的海島國家，台灣的政治與經濟命脈除了土地的開墾與水源的開發，早期的

發展乃依附於港口的開闢17，後來延伸到機場與數位港的開發建設，陸地運輸的

開發只能滿足島內的需要，無法作為接軌其他國家的窗口。 

 

台灣海島國家的特性在本質上與歐洲英國屬性接近，然而由於兩者間的地理環境

特性差異及人文環境發展程度晚近，特別是英國與歐洲的對等關係及台灣大陸的

主從關係差異性，造就了兩個全然不同的社會。英國早在 18 世紀就已經出現高

                                                 
17 李莉文，日據時期台灣港市發展與區域都市化之研究，台灣文獻，1988 年。 



度都市化現象，英國倫敦在 19 世紀中期人口就已經突破百萬人，台北市人口則

在 1967年才突破百萬。 

 

三、經濟發展特性 

就經濟活動特性而言，臺灣在 20 世紀以前，主要經濟活動以農業生產及交換為

主，多數人以農業生產為主，例如茶、樟腦、糖、米等出口，紡織品、鴉片、麵

粉、雜貨及食料品等進口，貿易數量有限。少數居住港口地區人民，兼辦商業交

換活動，也因此自 18 世紀以來，商業活動人口以港口都市為主要據點。手工業

及一般工業活動缺乏自主性，依賴性很高。然近百年來，港口都市的機能逐漸在

台灣消失，都市與海洋的關係形成對立，尤其是中部地區的台中市與台中港發展

長期處於隔離狀態，嚴重影響都市正常發展。 

 

張漢裕(1955)觀察日據時期台灣經濟情況一書中指出， 

｢日人佔領當初，台灣交通情形很壞。除清朝劉銘傳巡撫等所建樹的基隆、

新竹間的鐵路和南部若干製糖者私設之牛車路而外，幾乎沒有足道的交通存

在。城鎮與其附近數十個村莊以及這些村莊彼此之間，是有田畖一般的小

徑，也許可以叫做里道；然城鎮之間卻看不到縣道或國道。當然也沒有車輛

交通，旅客不是徒步便是要作轎，貨物則肩挑背負，而難以運至遠方；結果

南北四百多公里，東西最廣一百二十多公里的小島，形成地方分割的情形；

即只有以小城鎮為中心的村落社會，政治和商業關係幾以這些狹隘的範圍為

限。較遠的地方如南部和北部直接的交通，不如經由廈門、福州等海路聯絡

方便。⋯此外，台灣奔湍激流甚多而沒有橋樑，故一遇雨季，各地即限於孤

立。這宛然是歐洲中古時期的情形，各地物資很難有無互通，物價各地相差

甚大，從而產業不振，經濟不發達。18｣ 

 

這個寫照充分說明台灣再清朝時期的社會經濟活動概況，受限於科技技術與南北

地理環境差異，台灣在日本殖民之前只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聚落社會。日本殖民

政府來台後，整個台灣社會才逐漸轉型為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二三級產業活動

逐漸抬頭。 

 

 

                                                 
18 張漢裕，日據時代台灣經濟的演變，收集在台灣經濟史二集，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5 年。 



表 1-8、台灣農業社會的轉型分期 

期別 年代 主要特性 

1. 起步階段 1900-1920 日本統治行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自日

本輸入資本與技術，以增加農業生產 

2. 繼續擴大階段 1920-1939 日本在台灣進行多項水利設施，並改良水

稻、甘蔗新品種，使用化學肥料，農業生產

力提高 

3. 生產下降 1939-1945 二次大戰影響 

4. 戰後恢復 1945-1953 以生產設施復建為主，實施土地改革政策 

5. 轉移資本發展

工商業 

1954-1968 初期發展勞力密集輕工業，進口原料加工，

以內銷市場為主。後改出口擴張，年成長率

13.6%，自 1963 年開始工業生產淨值首次超

過農業，工業都市的基礎確立。 

6. 紓解困境 1968-1986 農業勞動力外流，農業發展陷入困境，政府

提出各種紓解政策。 

資料來源：文建會，福爾摩沙傳奇，2000年，頁 390。 

 

表1-9、台灣地區經濟結構變化，百分比 

佔GDP比重  

年代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1928 54 33 13 

1952 32.2 19.7 48.1 

1960 28.5 26.9 44.6 

1970 15.5 36.8 48.0 

1980 7.7 45.8 46.5 

1990 4.2 41.2 54.6 

資料來源： 周添城、林志誠，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機制，聯經，1999年，頁52-53。

1928年資料參考東嘉生，台灣經濟史概說，頁83。 

 

四、政治與社會特性 

就政治特性而言，臺灣過去四百年一直是外來政權的附庸地，從 17 世紀荷蘭人、

西班牙人、明鄭時期、清朝、日本殖民、國民政府等統治集團都屬於外來政權，



導致台灣本地人民長期以來缺乏自我統治的經驗，政治性格相當多元。戰後政治

解嚴後，這種政治特性在都市地區產生明顯質變，值得仔細觀察研究。 

 

就社會特性而言，臺灣屬於一個移民社會，除了早期的高山族及平埔族人，漢人

從 17 世紀持續的遷入對台灣社會性格的形塑影響深遠，特別是中華文化的影響。 

 

然而當臺灣進入都市化社會後，這些傳統性格的影響力逐漸受到挑戰，城鄉差異

也逐漸擴大。日本殖民時代衝擊了以漢人文化為主體的台灣社會，也開展台灣社

會吸收西方社會生活體驗的視野，這個社會能力建構直到國民政府來台後持續發

酵，影響當代台灣社會相當深遠。 

 

五、都市結構變遷階段論 

從以上都市發展歷程可以整理出幾個台灣四百年來空間結構及產業結構的具體

變化，這些結構性變化在外國勢力與本地力量的融合下，逐步在原本蠻荒的台灣

小島填入變動的力量。 

 

1. 蘭西班牙時期 1642-1662年，20年：有以下幾個特徵，有限國際化，對外貿

易鹿皮、硫磺、糖，日本、南洋、波斯，荷蘭於安平設立港口，西班牙於基

隆淡水港。主要都市為今天的台南地區，人口總數不到萬人。 

 

2. 鄭成功時期 1662-1683年，21年：對外貿易、港口都市增加有限；統治政權

集合海盜、海商、海上政權三合一。 

 

3. 清朝 1683-1895年， 212年：早期統治採封關自守的海禁政策、邊陲台灣為

大陸內地產業的延伸，大陸各港口地區是台灣主要貿易對象；主要聚落包括

三大港口都市台南、鹿港、淡水及各地方行政中心都市； 

 

1. 1683-1860年為台海貿易期，從早期限制移民到有限度開放移民； 

2. 1860年為國際貿易期，天津條約開放基隆、淡水、台南、高雄四大港口

都市；鴉片、紡織品進口，米、糖、樟腦、煤出口；洋行在各港口城市

進行轉口貿易，以英美等新興帝國主義為主的重商主義入侵台灣都市；

茶、糖、樟腦佔出口 94%； 

3. 1881年淡水超越台南安平、高雄港成為第一港；興建基隆、新竹鐵路及



北部運煤鐵路； 

4. 1811 年南部人口 67.1%，中部人口 17.6%，北部人口 13.3%；1893 年南

部人口 42.7%，中部人口 29.5%，北部人口 25.8%。北部與中部都市的相

對重要性提高。 

 

5. 日本殖民時期 1895-1945 年， 51 年：以台北為政治中心、商業中心；

南北港口都市轉型；產業、輕工業都市出現，糖業都市；北中南東區域

中心形成； 

 

1. 1903 基隆港超越淡水；1907 高雄港超越台南安平港； 

2. 糖廠火車運輸系統幾乎遍佈全島；鐵路及西部公路系統建置完成； 

3. 都市公園系統及國家公園雛形； 

4. 都市陸續興建中等及高等教育場所； 

5. 都市休閒娛樂機能持續擴張； 

6. 72 處都市計畫區陸續完成，總計 5萬多公頃，計畫人口將近 300 萬

人。台北成為台灣地區首要都市，規模約為高雄、台南與基隆的總

合。 

 

6. 國民政府時期 1945年起：從 1953年的四年經濟建設計畫、六年經濟建

設計畫帶動工業發展，促成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在都市地區及都市邊緣

地區廣泛設置； 

 

1. 1970年代開始推動十大建設，海陸空建設及資本密集產業結構轉型； 

2. 後續推出十二項計畫及十四項計畫改善區域及都市生活環境； 

3. 1990年推出六年國建提升都市生活品質建設； 

4. 基隆、台中、高雄三大港，高雄港成為世界貨櫃第三大港； 

5. 1999年南部人口 29%，中部人口 25%，北部人口 43%，東部人口 3%，

區域人口比例重新洗牌，北部領先的地位更加確立。 

6. 至 2000年為止，台灣地區總計完成 443 處都市計畫區，總面積達 44

多萬公頃，計畫可容納人口達 2千 4百萬人，都市計畫區內現況人口

將近 1千 8百萬人，約佔總人口的八成。 

 



第二篇：台灣史上的都市影子 

 

壹、台灣地理環境與都市化 

一、台灣的海島特性 

被葡萄牙人稱為美麗之島的台灣島，北起北緯二十五度十八分零五秒的富貴

角，南迄北緯二十一度三十五分四十八秒的鵝鸞鼻，南北長約 394 公里，東西平

均寬度約 85 公里，最寬處達 134 公里，全島總面積三萬五千七百五十九平方公

里，周圍長一千一百三十九公里。 

 

台灣島上山脈縱橫，中央山脈起於三貂角迄鵝鸞鼻，長 320 公里，佔全島長度的

五分之四。全島四大山脈，中央山脈、雪山、玉山、阿里山中，三千公尺以上高

峰達 133 座，五百公尺以上的山地佔全島總面積的三分之二，森林密佈，林木總

蓄積量達兩億立方公尺。台灣雖小，河川數量卻達一百五十一條，其中以濁水溪

流域區最大，下淡水溪最長。 

 

自世界海運交通以來，都市起於沿海，港口開則興，閉則衰。台灣開發史上一直

處於領先地位的台南安平大港及鹿港，在 19 世紀末河道港口淤積後，終於被南

部高雄港及北部淡水港及基隆港取代的事實，說明了台灣島區域發展與地理環境

特性之間密切的關係。19

 

二、台灣開發史 

台灣雖然在 17 世紀初期因為海權國家的強行介入，帶動了部分地區的墾

殖，然而屯墾的技術與進度相當緩慢。康熙三十六年(1697年)郁永河的裨海紀

紀錄了當時的台灣，據他說法， 

 

一出台南，便見不到漢人，西部平原和部分丘陵台地，除疏疏落落幾處番社

                                                 
19 陳冠學，老臺灣，東大圖書，1981 年。 



外，很少人煙。 

 

這是 17 世紀末的充滿瘴癘與番害的台灣開發寫真，除了荷蘭人及鄭成功在台南

地區的墾荒聚落，台灣在當時還是一塊人煙稀少的海島，全島的統計人口在十萬

人上下。清朝入主台灣後，陸續出現佔耕地、爭水源、械鬥的衝突與拓荒史，開

展了台灣先民在這塊土地上打拼兩百多年的軌跡與血汗史，從農業鄉村聚落逐漸

發展出政治、商業功能的都市。 

 

在台灣開發史上，不同統治集團的輪替牽動台灣人民生活方式與習慣的改變，台

灣的土地從早期的漁獵牧方式逐漸轉型到農業定居社會型態。相當數量的台灣史

研究及台灣開發史研究對此皆有一定程度的論述，但是「都市」到底何時出現於

台灣開發過程中？這個可以啟動大量人力與物力的文明工具為什麼會出現？對

統治者與一般居民而言，都市的出現對後來的台灣發展有何影響？ 

 

有論者指出，都市只是資本家與統治者壘積經濟及政治資本的工具，同理推之，

都市出現於台灣社會想當然爾，必然是統治集團深思的產物，一般人根本使不上

力，更遑論可能從其中得到任何實質利益。這部分理論可以解釋政治首都出現的

必要性，但是對於次要都市的必然性沒有太大的說服力，因為台灣幾個都市陸續

經歷成長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首要都市與次要都市差距過大的現象。 

 

另有論者指出，都市出現在台灣社會可能為歷史發展必然的產品之一，因為透過

都市機能的協助，整體社會可以更有效率，人民財富累積可以加速進行之。從

19 世紀初台灣總人口突破兩百萬人後，以台南、鹿港、艋舺為主的商業聚落機

能逐漸加大，加上逐年增編的地方行政中心及劉銘傳主導下的鐵路建設等基礎設

施，台灣在 19 世紀末期已經出現類似西方社會的現代都市雛型。日本人在清朝

末期建設的基礎上，選擇性地投資建設台灣以淬取更大的帝國利益，奠定部分台

灣人進入中產階級的基礎，促成資本主義的萌芽，因而有限地帶動幾個都市的規

模擴張。 

 

三、人口變化與台灣都市化 

商業機能與工業機能是現代都市主要生產性機能，商業市場(market)的出現

在農業社會造就一群依靠產品交易、而非土地耕種的人口，工業的出現造就依靠

土地礦藏加工的人口。除此之外，區位特性及政治特性也是都市出現的因素。 

 



人口是組成都市的基本元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不具備糧食生產能力的都市雖

然本身缺乏足夠糧食，即使儲存技術及運輸工具不斷地改善，鄉村人口被吸引到

都市居住勢必有其他非農業原因。換句話說，都市化現象的出現必須具有足夠的

誘因或者壓力，否則不容易產生。 

 

將台灣與西方各國及亞洲主要國家比較，臺灣地區的工業化來得較晚，日本殖民

政府十九世紀末入主台灣之前，台灣仍是一個以農業發展為主的社會，市街機能

具備簡易輕工業及轉口貿易機能，多數人民生活仍以農林漁牧產業為主，不利於

大都市的形成與發展。 

 

從台灣發展歷史中可以清楚檢視，政治環境改變、產業環境變化及交通運輸工具

變化是因，都市人口成長是果，釐清兩者間的關係可以了解台灣都市化演變過程。 

 

試以百年為分期，臺灣地區人口聚落變化可以分成 17 世紀、18 世紀、19 世紀及

20 世紀四個階段，各期間統治者一直更換，導致資料蒐集分析有其困難之處。

就近代台灣史而言，海上強權國家荷蘭人在 17 世紀進駐台灣南部，促使台灣出

現第一個以行政軍事機能為主的港口都市熱遮蘭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安平，之

後的西班牙及明朝鄭成功時期，人口呈現穩定成長，都市聚落沒有太多的變化。 

 

中國福建對臺灣三次移民高潮都發生在明清時期。第一次鄭芝龍船載災民入臺，

第二次鄭成功驅荷復臺，第三次自康熙至嘉慶百餘年間的移民潮。其中有經濟性

移民，也有政治性移民，嘉慶十六年（1811年）所作的戶口統計中，臺灣漢族

人口為 190 萬人，原住民人口約 10 萬人左右。而在光緒十九年（1893年），全

臺人口為 254 萬人。大陸學界認為嘉慶年間，臺灣進入移民的定居社會，「由移

民所攜漢民族文化，也延播進入臺灣，並在薪火的傳承中，成為臺灣社會的基礎

並主導社會的發展方向。」(劉登翰撰寫《中華文化與閩臺社會》（福建人民出版

社，2002年 12 月 ）)  

 

根據陳紹馨20之研究，台灣人口增減在日據之前與中國人口變化有密切關係，台

灣人口係大陸派分的說法主要建立在不同時期的農業技術變化及社會動盪程

度，這個說法也間接證明台灣在 19 世紀人口成長趨近緩慢的現象，理由之一可

能是當時的農業技術改良已經無法支撐過度成長的農業人口，另一個可能則是清

朝母國在19世紀的政局穩定度低於18世紀，也影響台灣進一步開發投資的意願。 

                                                 
20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聯經出版，1979 年。 



吳進喜也指出，清朝統治台灣 213年，期間台灣人口雖然從 12 萬人激增到將近

300 萬人，可是治理台灣的態度卻一直相當消極。 

「台灣雖然年年都提供唐山大量的米糧與砂糖，因為被西方人形容為「中國

的穀倉」，但清廷卻毫無積極發展台灣經濟的構想，一任民間產業自行發展，

所以在清國統治期間，台灣的經濟體質毫無改變，在唐山-台灣區域分工的

架構底下，台灣長期已具備生產優勢的糖米交換唐山生產的首工業產品，形

成一個只有小農生產的跛足經濟體系⋯缺乏較具附加價值的加工製造部

分⋯潛存農業生產過密化的陷阱，人民有逐漸走向赤貧的趨勢。」(吳進喜，

2004年，頁 76) 

 

表 2-1 台灣四百年人口變化分析 

年代 1650 1680 1810 1890 1895 1945 1958 1989

朝代 荷蘭 明鄭 清中   清末 日治 光復後 

總人口數

(萬人) 

10 20 200 250 255 600 1000 2000

人口密度

(人/平方公

里) 

2.8 5.6 55.7 70 72 169 279 555 

期別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年數  30 130 80  50 13 31 

增加人口

(萬人) 

 10 180 50  345 400 1000

年增率(%)  2.4 1.8 0.3  1.6 4.0 3.1 

五萬人口以

上都市數 

    1  30 92 

資料來源： 陳紹馨，1979。經建會，2000。 

 

從歷年人口密度增加的速度觀察，台灣在 17 世紀及 20 世紀分別經歷高度的人口

成長與密度增加，其中 20 世紀末的密度更是 17 世紀數據的一百倍。台灣也在

20世紀一百年間從一個只有一個五萬人口都市的國家成為一個擁有92個五萬人

口以上的高度都市化國家，在這期間台灣也經歷不同的統治集團，台灣人如何在

政治不確定與不穩定的環境中，透過經濟不斷轉型及社會力持續穩定的力量，邁

入 21 世紀實在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個案，這其中不可或缺的切入元素就是都

市的興起。 



 

表 2-2、 台灣在清朝末期(1875年-1897年)市鎮及人口數變化 

市鎮名稱 1875 年 1897 年 變化 

台南 40,000 50,000 10,000 

大稻埕 20,000 29,719 9,719 

艋舺 18,000 21,054 3,054 

鹿港 18,000 17,273 -727 

嘉義 15,000 17,281 2,281 

新竹 15,000 17,827 2,827 

彰化 11,000 13,539 2,539 

宜蘭 11,000 15,104 4,104 

鳳山 6,000 6,421 421 

朴子 5,000 7,419 2,419 

北港 5,000 6,239 1,239 

鹽水 5,000 6,391 1,391 

東港 5,000 7,534 2,534 

基隆 5,000 6,835 1,835 

安平 5,000 4,239 -761 

總計 184,000 226,875 42,875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台灣省通志稿卷二人口篇，表 x川 19，頁 273-293；台灣

總督府第二第四統計書。(引自章英華，台灣的都市體系，台灣的都市社會，蔡勇美與章英

華主編，1997年，巨流，頁 37。) 



表 2-3、 台灣在日治時期主要都市人口變化表 

都市名稱  1900年 1920 年 1930年 1940年 40年變化 

台北市 69,672 153,318 215,307 313,152 243,480 

台南市 47,770 74,255 91,028 138,827 91,057 

基隆市 12,160 45,590 69,878 94,393 82,233 

嘉義市 19,040 36,837 55,190 90,788 71,748 

高雄市 4,400 35,993 60,725 124,924 120,524 

彰化市 13,170 33,596 42,724 71,395 58,225 

台中市 6,040 31,067 52,645 81,184 75,144 

新竹市 19,480 30,590 44,463 58,564 39,084 

屏東市 2,420 21,532 32,731 53,708 51,288 

鹿港 17,698 19,570 X 23,200 5,502 

宜蘭市 14,260 17,480 X 20,700 6,440 

A都市合計 226,110 499,828 664,691 1,070,835 844,725 

B 台灣全部 3,000,549 3,655,308 4,592,537 5,872,084 2,216,776

A/B 比例 7.5% 13% 14% 18% 29%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文建會，福爾摩沙傳奇，2000 年，頁 390；Barclay, 1954. 

 

表 2-4 日治末期台灣都市規模，1939年 

都市 人口數 計畫人口 備註 

台北市 34 萬 60 萬人 北部區域中心，計畫人口 120 萬人

高雄市 8 萬人* 40 萬人 南部區域中心，計畫人口 80 萬人

台中市 5 萬人* 25 萬人 中部區域中心，計畫人口 100 萬人

台南市 131,079 30 萬人  

基隆市 100,182 13 萬人  

嘉義市 90,235 25 萬人  

新竹市 59,983 11 萬人  

彰化市 58,491 10 萬人  

屏東市 53,999 10 萬人  

花蓮港市 38,758 20 萬人  

宜蘭市 36,879 5 萬人  

 合計 104 萬人 249 萬人  

*1935年資料。資料來源： 張景森，1991年，台灣的都市計畫。 

 



表 2-5 台灣二次大戰後前十大都市的人口數及變化 

都市/年 /

人口 

1947 1952 1970 1980 1990* 2000 

台北市 326,646 584,624 1,769,568 2,220,427 2,717,992 2,646,474

台南市 176,245 239,968 474,835 583,799 689,541 734,650 

高雄市 170,604 298,812 828,191 1,202,123 1,396,425 1,490,560

台中市 147,345 212,739 448,140 593,427 774,197 965,790 

新竹市 124,596 x 208,038 240,900 328,911 368,439 

嘉義市 123,819 x 238,713 252,037 258,468 266,183 

屏東市 108,262 x 165,360 187,383 212,335 215,282 

基隆市 99,468 163,012 324,040 344,867 355,894 388,425 

彰化市 62,453 76,846 137,236 181,359 217,328 229,915 

鹿港鎮 45,721 50,473 66,712 72,474 79,087 83,585 

資料來源: 市政建設考察小組，1954；洪燦楠，1978；李瑞麟，台灣都市之形成

與發展，台灣銀行季刊，1978年；經建會，1981,1992, 2001。註解：多數都市

的行政區面積在戰後都有調整，人口總數也因此有些許大幅度變化。1990年都市

人口資料部分缺乏，以1991年資料替代。 

 



貳、台灣史中的都市影子 

 

影子代表可能的線索，受限於資料的完整性，本階段研究暫以影子作為說明

都市出現再台灣發展史上的時機與主要內涵的階段性論述。 

 

首先，從文獻資料中可以清楚知道，都市的出現源於自然形成與人為介入兩個不

同的動力。都市是人類社會創造的產品，這個產品的生成可以從其機能面加以理

解。在台灣從南到北、從河海港到內陸聚落的開發過程中，具備商業市場機能的

都市從單一點到線、面的形式，其實就是一種都市複雜機能的累積與轉化作用。 

 

第一、自然形成的都市，部分聚落基於區位的特性及歷史文化背景，逐漸發展成

為具備都市機能的市街，甚至進一步擴大成為都會區。 

第二、人為力量的介入也可以造就都市，統治者基於統治與管理需要，利用界線

劃設方法，界定都市的空間範圍與治理機制。 

 

從台灣都市發展的階段與結構變化可以得知，1920年是台灣都市發展史上的一

大分野嶺，該年日本殖民政府透過行政區域重新調整，建構五州三廳的地方政府

框架，在州廳下設置市，也因此台灣地區出現第一個官方正式定義的「市」，該

年度台北市、新竹市、台中市、彰化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市、花

蓮市、宜蘭市等名詞出現在台灣人生活中，直到今天這個制度依然存在沿用。換

句話說，今天所謂的台灣都市發展史一詞，從官方資料正式解讀之則只有 80年

左右的歷史。 

 

以下分別從世界經濟體系變遷及台灣地理聚落特性兩個總體環境變數，空間結構

變遷、管理規則變遷及社會生活型態改變等三個台灣內部環境變數，總共分五個

線索作為了解台灣都市發展演化的窗口，受限於資料及時間，以下的探討只是一

個理論建構的開始，並非定論。 

 

都市影子一：世界經濟體系變遷影響台灣經濟社會結構 

台灣於 17 世紀開始出現於世界地圖的時刻，其實跟世界經濟體系變遷有密切關



係。根據日下公人21的形容，這個階段的世界歷史已經逐漸由東方優勢轉型為歐

洲等西方社會的興起，傳統的阿拉伯、中國、印度等文明陸地國家的優勢逐漸由

歐陸的海權國家取代之，這些新興的海權國家跳脫阿拉伯人及義大利人主導的商

業交易壟斷，改由費用較低的海路運輸，並且從其中取得經濟利益。 

 

台灣這個海島在過去以陸地為主的強權時代屬於邊緣地區，進入 17 世紀後以荷

蘭、西班牙為主的海權國家陸續進駐台灣，興建港口城市作為交易的轉運中心，

也促成了台灣台南地區及基隆淡水地區的開發。明朝鄭成功驅逐了荷蘭統治者並

沒有直接改變這個促成台灣開發的動力，國際貿易及海上運輸持續穩定成長，人

口總數成長明顯。 

 

十七世紀末期台灣進入清朝統治範圍後，台灣原本的國際貿易環節角色逐漸退

色，清朝的閉關政策將台灣納入以陸路運輸為主的清朝經濟體系，台灣逐漸轉變

成以農林漁牧為主的社會，島內整體經濟體系依賴大陸的需求市場，島內各地區

之間的物資流通其實相當有限。 

 

這個半封閉現象在 19 世紀中期台灣港口開放後受到挑戰，西方帝國挾其軍事與

經濟實力再度來到台灣以殖民者心態進行貿易剝削，台灣南部傳統的糖米食產業

結構受到挑戰，農作物種類逐漸多樣化，北部山丘地區的樟腦、茶葉、鹿皮、糖

產量大增，以台北為首的北部區域逐漸取代南部的首要地位22。 

 

日本殖民時期進一步將台灣納入日本內地的生產腹地，一方面改善陸地公路及鐵

路運輸及港口運輸，引進輕工業及高等教育學制23，這個動作造就了新一波的都

市化，配合市區改正計畫及建築家屋技術規則等執行，促成台灣現代都市雛型的

誕生。台北的都市規模與首要性更在日本統治時期日益明顯，其中單以茶葉產業

的上中下游就擁有 24 萬名以上的就業機會。 

 

台灣四百年經濟發展史與都市出現時機之關聯性 

東嘉生(1985)的台灣經濟史概說一書指出，台灣在 16 及 17 世紀的經濟發展歷經

早期的游牧社會、荷蘭外來勢力掠奪及明鄭蕃鎮經濟時代，在那樣的社會背景

下，整體社會的經濟生產及人民所得沒有累積在台灣社會，生產工具被統治者壟

                                                 
21 日下公人，無摩擦的輸出：文化產業的國際化之路，1978 年。頁 101-102。 
22 吳進喜，台灣的地理，玉山，2004 年。 
23 林鍾雄，台灣經濟經驗一百年，三民，1998 年。 



斷，多數聚落的設立主要目的在於增加外來統治者的財富累積，台灣本地居民資

本累積的能力貧乏。 

 

清朝半封閉的經濟體系對台灣邁入現代化社會的幫助有限，主要原因還是主要生

產工具土地及資金的來源由統治階級嚴格掌控，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下，常民社會

的資本能力受到限制，直接影響聚落成長的規模。 

 

台灣在日本殖民時代出現轉型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會，外來的殖民政府適度引進日

本生產工具及資金投入台灣生產環境的改善，加上土地私有制度及移轉受到法律

有限的保障，私人資本受到的節制減輕，直接造就台灣主要都市的成長。 

 

根據吳進喜(2004)，日治時代可說是台灣經濟體質的大改造時代，其中較關鍵的

措施包括： 

1. 建立嚴密的警察制度 

2. 統一度量衡與統一幣值 

3. 實施土地調查與林野調查 

4. 建立全台灣的鐵公路系統。 

 

因為這些基礎措施的推動，台灣總督府才得以嚴密或者近乎警察國家的體制為資

本家提供安全投資和設立企業的社會環境，土地調查、林野調查、統一幣值與度

量衡、鐵公路建設打破區域阻隔，提供一個勞力、商品、物產可以順利流通的新

台灣。在這個基礎上，都市逐漸成為整合經濟空間的據點，廣大的農村原料及加

工品可以透過都市企業家的運作向海外輸出，來自海外的工業產品也可以經由都

市管道向島內擴散。 

 

1930年是台灣地區工業化的重要轉折點；在 30年代之前台灣是以農業為主要的

經濟政策導向，其他的零星工業也是為發展農業所設立的輔助性工業；而到了

30年代後，適逢「七七」事變，日本與台灣同時進入備戰狀態，所是日本政府

於此時大力推展台灣工業化，其他的一切設施發展皆為輔助工業化的器具；日本

在此階段加強台灣的工業化發展－－「生產力擴充計劃」。台灣當然也在經歷過

日本人對台灣島的二次經濟政策的改革－－全力發展農業、轉型為工業發展－－

之後，成為了全新面貌的一個島嶼。特別是 1931年開始啟動的日月潭水力發電

工程更被視為台灣進入工業化社會的里程碑之一，加上配合日本政府動員軍事作



戰的準備，台灣在光復前已經進入工業發展的雛型階段24。 

 

表 2-6、東嘉生台灣四百年經濟發展階段論 

年代 特性 內容 

1624年之前 氏族共同經濟時代 以打獵漁撈為主的社會 

1624年-1662年 掠奪經濟時代 東印度公司執行徹底的貿易獨占政策，

禁止私有土地，人民缺乏資本累積的能

力。 

1662年-1683年 蕃鎮經濟時代 透過掠奪與通商建立政權，貴族階級享

有主要生產工具，奴隸階級付出勞動力

得到報酬，貴族私有土地制度對資本主

義的累積動力與生產力提升，有些許幫

助。 

1683年-1895年 近世的封建時代 社會支配的物質基礎在土地，土地為於

統治者獨占所有，土地的分配與利用受

統治者左右，透過政治攏絡控制社會發

展與聚落型態。農民財富累積速度緩

慢，加上外國商業力量的壓榨與支配力

量，對封建階級造成威脅，社會經常動

亂。 

1895年-1945年- 資本主義時代 帶有殖民統治色彩及以殖民統治者優先

的工業資本主義，資本累積速度加快 

1945年- 自由資本主義時代 從早期的計畫經濟逐漸轉型為自由資本

主義時代，資本累積成熟化 

資料來源： 東嘉生，台灣經濟史概說，帕米爾書店，周憲文譯，1985年。 

 

國民政府 1949年來台後，早期的經濟能力無法應付激增的都市移民人口，種下

了都市違章與落後的公共設施基礎。1970年代十大建設後帶動產業結構轉型，

台灣逐漸進入資本密集及技術密集的社會，政府財政能力改善後，都市生活環境

有了改善資金挹注，造就了今日的現代都市規模，百萬人口以上都市在台灣陸續

出現。 

 

                                                 
24 張宗漢，光復前台灣之工業化，聯經，1980 年。 



表 2-7、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政策 

時     

期 

發展方向 搭 配 措 施 成         果 

民國四十

年代 

 

農業為主 以「農業培養工業」

「獎勵投資條例」

「土地改革」 

農業生產年平均成長率為 4.7﹪。 

民國四十六年農產品出口值佔總出口

71.5﹪。 

對提供外匯、培植工業發揮大作用。 

民國五十

一至六十

年 

民國五十五年起，農產品出口值佔總出

口比例降至 45﹪。 

工業成長率平均達 14﹪。 

民國五十八年推動農業機械化。 

民國六十

一至七十

年 

 

出口擴張 

期 

「出口第一」 

「設立加工出口

區」 

工業成長率平均維持 12﹪以上。 

民國六十四年首次貿易出超。 

民國六十年代末，台灣逐漸脫離貧窮進

入小康階段。 

民國七十

年至七十

九年 

工業調整期  

 

工業生產平均成長率 7﹪。 

民國七十年設立新竹科學園區，以高科

技生產為導向。 

民國七十三年倡導經濟自由化與國際

化。 

民國八十

年以後 

產業升級期 推動「促進產業升

級條例」 

政府選定十大新興工業發展。 

以資本與技術為主的產業取代初級勞力

的產業。 

民國八十六年南科在台南縣設置。 

民國九十年中科在台中市設置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都市影子二：台灣的聚落自然地理特性與城市的開展 

台灣海島的中央山脈綿延，不利人居，地層結構不穩定及河流耑急，山坡及平原

區災害不斷，流域與地形穩定性低，不利聚落發展，加上北中南東四大區域地理

條件與氣候條件的差異，影響農業耕作的開墾與收成。這些自然環境特性構成人

為聚落發展與擴張的自然限制條件，也是台灣開發史上極力克服的障礙。根據李

乾朗25(1979)觀察，19 世紀初期清朝嘉慶年間台灣西部平原及丘陵台地的開發已

經初步完成。由南到北的開發次序與開墾組織及地理因素差異可以將當時台灣市

                                                 
25 李乾朗，台灣建築史，雄獅，1979 年。 



街分成三大類， 

一、 第一線聚落為最初的登陸港口，具有強烈的商業性格，後來港口機

能喪失後就轉降為漁村型次要城市。如滬尾、舊港、後攏、梧棲、北港、

鹿港、安平、東石、東港等地。 

二、 第二線城市為內陸的平原或盆地中心，農產集散地或交通要道，具

有良好的自然地理環境，後來發展為政治性格濃厚的城市，如台南、屏

東、潮州、新營、彰化、豐原、苗栗、新竹、艋舺等地。 

三、 第三線城市多位於平原與山簏地帶之接觸點，通常為河流上游出山

口處。多為清初之防番縊勇線，後來發展為山產之集散地，如旗山、玉

井、大溪、三峽、竹東、東勢、集集等地。 

 

清朝統治結束後，日本殖民政府挾其模仿歐美的現代化路線，依序在台灣各地進

行山林及都市改造工程。從 1900年開始分幾個方面進行之26。 

 

一、市區改正計畫，將舊有的窄路兩旁各拆退部分民房，然後在規定騎樓寬

度，並且倡導大正型、昭和型街屋立面。 

二、研擬下水道及衛生工程及公共設施計畫，營造適合日本殖民者居住環

境，以鼓勵日本內地人來台。 

三、以西方巴洛克幾何精神的計畫套進清朝時期已經完成城牆建設的舊有

城市紋理中，建造寬廣的三線道路及大圓環，大量拆毀城牆及城門。 

四、研擬都市擴張長期計畫，基隆、台北、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

屏東等地均有長期發展計畫，跳脫舊有城市架構，避免土地徵收困擾。 

五、開始塑造城市性質與風格，台北、台中、高雄基隆等政治、住宅、港口

意象。 

 

從以上觀察得知，台灣在日本統治期間已經克服部分地理環境的限制，各區域的

主要都市逐漸具備現代都市的規模，國民政府來台之後也在這個基礎上分別就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切割出北中南東四大區域的發展模式與發展特色。 

 

都市數量變化 

台灣在 20 世紀之前約有 18 個市鎮具備類似現代都市的規模，分別是基隆、台北

(艋舺、大稻埕)、淡水、三峽、宜蘭、新竹、彰化、鹿港、北斗、北港、嘉義、

                                                 
26 同上註。 



朴子、鹽水、台南(安平)、鳳山、東港。這類市鎮分別具備河港、海港與行政中

心、區域集貨中心的機能，人口規模並不大，但是具有基本商業機能特性。 

 

灣在 20 世紀初期只有台北市(由艋舺、大道埕及城內三地人口加總所得)擁有十

萬以上人口，也只有台南及台北擁有五萬以上的人口。日本結束統治後，都市化

程度提高到百分之 24，十萬以上人口也從一個增加為 7 個，台北、台南、高雄、

台中、新竹、嘉義、屏東分別前七大都市。 

 

戰後開始台灣地區進入兩波的快速都市化現象，分別是 1950 年代及 1970 年代，

以鄉鎮市為單位的都市數量也開始呈現等比成長。到了 21 世紀初期，五萬以上

人口市鎮增加到 93 個，十萬以上人口都市也從 7 個增加為 38 個，分別為台北、

高雄、台中、台南、板橋、中和、三重、新莊、新竹、桃園(前十大都市)等地區。 

 

表 2-8、台灣地區都市數量變化表 

都市種類 1900 1947 2002 

五萬以上人口都市數 2 9 93 

十萬以上人口都市數 1 7 3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經建會歷年都市及區域統計彙編；總督府統計要纜。 

 

都市影子三：台灣都市空間結構變化 

都市空間結構泛指都市內部各項活動集中的特性，從都市生態學的角度觀察，都

市內部活動透過自然功能分化方式，會出現使用分區的現象，其中商業活動最強

的地方就是該都市的核心區，住宅、工業等活動則以不同形狀與規模分布在核心

區外圍。考察臺灣百年來整體都市空間結構變化可以從政府計畫性介入、運輸工

具演變及產業環境變遷影響甚鉅。 

 

1. 台灣主要市街進入都市化前的風貌與規模 

根據李乾朗(1979)
27
及戴震宇

28
的研究，台灣地區在清朝統治時期在各大都市地區

與聚落至少興建27座城牆結構，其中以台南市的城牆圍成的面積最大，將近500

                                                 
27 李乾朗，台灣建築史，雄獅圖書，1979 年。 
28 戴震宇，台灣的城門與砲台，遠足文化，2001年。 



公頃，其餘地區的城牆所圍的面積多在60公頃上下。換句話說，台灣各大都市的

前身地區在進入20世紀之前並沒有任何地區的空間規模大於500公頃。 

 



表 2-9、清朝時期台灣主要都市的城牆規模 

地點 建造年代 周圍長度規模 

公尺 

面積規模 

推估 

台灣府城，台南 1725年 8,064 310 公頃 

鳳山縣城，高雄 1721年 3,916 79 

嘉義縣城，嘉義 1704年 2,544 40 

彰化縣城，彰化 1734年 2,951 53 

台中府城，台中 1889年 2,080 21 

淡水廳城，新竹 1733年 2,752 55 

台北府城，台北 1882年 4,819 139 

葛瑪蘭城，宜蘭 1811年 2,048 37 

馬公  3,038 25 

恆春  3,755 50 

資料來源：吳俊雄，竹壍城之沿革考，新竹市立文化中心，1995年；李乾朗，台

灣建築史，1979年；戴震宇，台灣的城門與砲台，遠足文化，2001年。面積推估

摘自姜道章，台灣的古城，摘自歷史地理學，三民出版，2004年。 

 

2. 政府計畫性介入影響都市空間規模 

早期台灣社會屬於中國的邊緣社會，台灣島上各個港口都市及內陸集散中心彼此

間聯繫很弱。清朝時期形成的都市聚落普遍有城牆及城門的設置，城內與城外的

區隔建構早期臺灣都市的空間型態。這個基本空間型態後來則在日本統治時期被

破壞殆盡，市區改正計畫及建築家屋管理規則是其中最主要的工具。 

 

從西方都市社會學觀點
29
，工業革命後西方社會的都市紛紛出現有高人口數量、

高密度與高異值性，台灣的都市直到20世紀之前，並沒有出現類似的特徵。清代

城牆都市圍起來的範圍內官方設施佔了多數空間，人口總數並沒有超過五萬人的

案例，受限於都市面積大小，台灣的都市除了高密度現象外，並沒有人口眾多及

高異質人口的特性。 

 

日本殖民政府為了提供來台日本人居住生活空間，陸續推出的市區改正計畫介入

透露一些都市空間規模的訊息。在1930年代人口已經超過三十萬人的台北市市區

改正面積6,676公頃為最，其次為高雄市(4 ,623公頃)、台中市(1,038公頃)、台

                                                 
29 蔡勇美、章英華編著，台灣的都市社會，巨流，1996 年。 



南市(1,010公頃)、花蓮市(1,013公頃)。換句話說，直到1930年代的台灣，最大

都市的空間範圍長、寬約只有八公里，其餘都市如高雄市長、寬不到七公里、台

南與台中市都市規模長寬不及3.5公里，這樣的都市規模算是中型都市。其他地

區的都市在市區改正計畫的架構下，改造地區的面積皆不足一千公頃，這也透露

日本政府對這些都市投資意願不高的訊息。例如基隆市(242公頃)、宜蘭市(478

公頃)、新竹市(268公頃)、嘉義市(381公頃)、屏東市(220公頃)等。
30

 

表 2-10、台灣各大都市面積變化表，公頃 

都市 二十世紀初至

1920年以前 

都市計畫 

範圍區 

二十世紀 

1921-40年代

中期 

1950年代 

末期 

2000年 

近百年 

變化倍數

台北市 4,627 4,627 

(1938年併松

山區擴大為

6698) 

6,698 

(1967年升格

直轄市擴大為

27180) 

27,180 6 

高雄市 170 4,623 11,370 

(1979年升格

直轄市擴大為

15,360) 

15,360 90 

台中市 300 2,966 16,343 

(1947年並三

屯區擴大為

16,343) 

16,343 54 

台南市 493 1,010 17,565 17,565 35 

基隆市 242 242 13,276 13,276 54 

新竹市 268 268 4,925 10,410 38 

嘉義市 381 381 6,003 6,003 16 

彰化市 84 84 6,569 6,569 78 

屏東市 220 220 6,507 6,507 30 

資料來源： 各縣市統計要覽。本研究整理。洪燦楠，1978年。 

 

                                                 
30 洪燦楠，1978，頁 192-193。 



日本殖民政府在1911年以前完成各區域較大都市的市區改正計畫，總計從1900

年至1936年計有51處都市計畫發布(9市22街17庄3區)，1936年為重建中部地區大

地震所毀之城鎮，發布台灣都市計畫令及其施行細則，並陸續完成19處都市計畫

(均為小範圍街道計畫)，至1945年共發布七十二處都市計畫，最小者為苗栗南庄

都市計畫(1935年大地震擬定，面積七公頃，沒有計畫人口，計畫內容只有街道)， 

總計完成72處都市計畫(總面積約為57,936公頃)。 

 

日治結束後國民政府又在1964年都市計畫法第一次修訂後，陸續增修並新訂四百

多處的都市計畫，其中新訂都市計畫的量產時期以1974年為最，該年度台灣省市

鄉規劃處完成了包括八里鄉等44處的新訂都市計畫，至1998年底，台灣地區總共

有444處的都市計畫，總面積達44萬公頃(為全台面積的12.2%)，計畫人口為2,362

萬人，實際居住人口將近1千7百萬，佔總人口76.6%(營建署,1996；經建會,2000)。 

 

3. 運輸工具的演變 

台灣海島對外運輸長期以海上交通工具為主，港口機能發達，但是陸地運輸系統

的建置受限於自然環境特性及科技能力，在各區域內部流通尚可，各區域間的流

通機制，例如長途公路運輸等，受限於河川特性及技術困難，在清朝時期並不發

達。直到19世紀末期，清朝政府(1893年)開始在台灣北部興築鐵路連接基隆與新

竹，也兼作礦產及農工產品運輸工具，才奠定跨區域的運輸系統。 

 



 

圖二、清朝時期台灣北部的公路運輸系統圖 

 

1908年日本人興築的南北鐵路建設，正式完成台灣島上各大聚落區的連結，對人

員、物資及知識的流通產生重要影響。後續增建的山線鐵路、環島公路、糖業運

輸軌道系統也於1920年代初期完工使用，加上基隆港五期建設、高雄港四期建設

以及台中港的初期建設也紛紛在20世紀初期加速推動，不但台灣全島的運輸骨幹

系統於此階段建置完成，台灣對外的海運系統也幾乎全面翻新。 

 

二次大戰後西螺大橋於1953年完工，貫穿台灣第一條南北公路，帶動了公路運輸

事業的興起，也促成各區域中心都市的連結與發展
31
。 

 

1970年代的十大建設中，完工於1978年的南北高速公路建設更進一步影響臺灣都

市的空間結構，以北部為主的空間型態日趨明顯，台北都會區也快速往外擴張，

三重新莊板橋汐止等外圍都市人口快速成長，區域總人口數量逐漸超越南部地區

成為台灣第一大都會特區。 

                                                 
31 黃智偉，省道台一線的故事，果實出版，2002 年。 



 

進入1980年代，拖延多年的都市公共設施建設也在1988年都市計劃法修法後得到

舒緩，中央政府釋放的建設資金促成15萬以上人口都市內部的公共設施保留地得

以變成道路、公園、停車場、學校、廣場等都市寧適性(amenity)設施，豐富了

台灣各大都市的生活內涵及景觀風貌。
32

 

張維（1999）在《臺灣地區汽車產業傳》中認為臺灣汽車產業的發展，從民國

42年裕隆第一家汽車廠的創立，到民國 86年日本小汽車再度進口，可分為「創

建」、「起步」、「茁壯」及「開放市場」階段。這四個階段則分別再細分為下列五

階段來說明，第一階段：裕隆獨佔時期（民國 42 到 56 年）；第二階段：群雄紛

起期（民國 56 到 68年）；第三階段：大汽車廠案籌備期（民國 68 到 74年）；第

四階段：自由化時期（民國 74 到 86 年）；第五階段：因應加入 WTO 作準備時期

（民國 86年之後）。 

 

從以上的分期可以發現，汽車文明在台灣出現及其所帶動的空間革命屬於 20 世

紀中期以後的現象，在此之前台灣社會的主要運輸工具以火車及輪船運輸為主，

都市空間結構明顯趨向單核心結構模式。隨著汽車數量的成長也帶動都市空間擴

張，郊區化及都會區化在 1970年代出現於北台灣大都會區，也在 1990 年代陸續

於中台灣及南台灣出現，多核心的空間發展模式挑戰以火車站核心為主的空間模

式，2005年高鐵出現後，新一波的空間革命又將開展。 

 

表 2-11、臺灣汽車生產量、登記數、擁有數與普及率 

車輛登記數 時期/民國年代 

（千輛） 增加率(%) 

10 12  

20 15  

30 21  

40 11  

50 57  

60 957  

70 5413  

80 10611 5.6 

90 17465 2.6 

資料來源：台灣省五十一年來統計提要，1946年；行政院主計處。 

                                                 
32 劉曜華，戰後台灣都市計畫簡史，1996 年。 



4. 產業環境變遷 

台灣在20世紀之前為一個以農業發展為主的社會，各屯墾區的開拓與農業設施的

興建造就西部平原成為一個豐沃的糧食生產區，也成為糧食的輸出地。輕工業在

清朝末期及日治時期引入台灣社會，糖米加工、茶葉、樟腦、化學、玻璃、水泥

採礦等資本主義掛帥的加工業牽動台灣兩百多年來穩定的農業社會型態。二次大

戰後，外銷出口及加工業奠定產業升級的基礎，煉鋼造船石化等重工業則在1970

年代透過十大建設等政府投資，以台灣南部及北部為主要基地進駐高雄、桃園中

壢等都市。 

 

表 2-12、影響台灣都市空間發展之重大建設與事件 

年代 事件 內容 意義 

1892年 台灣省府所在地遷

移到台北市 

台北成為全台灣政治與商

業中心 

打破南部傳統領先地位

1893年 基隆到新竹鐵路完

工 

全長106.7公里，在劉銘傳

的監督下，成為中國最早

自建的鐵路 

連結北部區域的礦產、

農工業產品進出口 

1908年 台灣西部鐵路全線

通車 

連結台灣西部各大聚落區打破原有各聚落連結不

便利的現象 

1936年 台灣都市計畫令通

過 

因應1935年大地震，台灣

主要街區及都市擬定都市

計畫 

都市計畫普及化，促成

都市地區具備使用分區

及都市建設財源基礎 

1953年 西部平原省道台一

線全線可通行汽車 

臺灣進入公路運輸社會 促進各區域間主要都市

的連結 

1950年 工業區及加工出口

區陸續建置完成 

台灣正式進入工業發展社

會，城鄉人口移動加速 

農業社會轉型二級產業

及三級產業社會 

1978年 西部高速公路通車 快速連結台灣西部各大都

市及工商業發達區 

區域間及大都市間的連

結體系出現，成為都市

擴大規模的主要動力 

1980年 新竹科學園區興建 帶動產業升級，擴大台北

大都會區的影響範圍 

傳統產業的地位逐漸受

到嚴重挑戰，影響就業

人口結構 

1988年 都市計劃法第三次

修訂 

打破都市公共設施用地問

題，釋放5000億元都市公

都市建設腳步加快 



共建設資金 

2004年 第二高速公路全線

通車 

連結內陸城鎮 進一步連結台灣各區域

間的往來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都市影子四：都市行政法律規則變化 

都市是人口集中生活區，人口異質性高加上高密度發展使得都市管理工作不容易

推動，因此相關法律與規則的擬定對於都市的生活品質及生產環境有直接影響。

例如日本殖民政府透過市區改正計畫在台灣建立吸引內地日本人的生活圈，進行

鞏固日本殖民政策的推動。戰後地方自治制度建立過程中忽略都市及省轄市的重

要性，也影響多個都市日後的發展。1960年代開始推動的都市計畫法制化工作，

奠定了今日建築管理及都市公共設施建設的基礎。 

 

1. 地方自治與都市自治的分野 

都市是地方政府的一環，中央政府訂定的行政區域劃分規則決定都市的面積大小

與統治機能。在台灣發展史上，都市原本只是行政官員辦公的處所，具備商業市

場機能的市街並沒有完善的公權力架構，也因此觀察地方行政區劃分與都市自治

出現的時機與內容，是了解台灣都市發展的重要線索之一。 

 

清朝入主台灣之前，台灣南部與北部基本上沒有太多的關聯性。荷蘭人與鄭成功

集團的統治勢力集中在台南附近，其餘外圍地區的開發與建設也因為統治時期過

於短暫以及軍事力量的過度發達而沒有具體聚落成果。台灣近代的聚落開發與街

市出現必須從清朝的入主為觀察的起始點。 

 

1. 清朝 

清康熙時期，台灣與澎湖在施琅的建議下，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之中，屬於東南福

建省的一環，期間歷經五次地方行政區域調整，直到清朝末期多數地方已經納入

行政管理版圖中。地方行政區域調整一方面反映統治者對台灣的管理心態，也同

時呼應區域開發的進度。歷經將近兩百年的統治，清朝政府在 19 世紀末期正式

同意台灣建省。以下根據台灣省文獻會(1996)出版的台灣史一書，說明清朝時期

的地方行政系統變化。 

 



1. 一府三縣：十七世紀末期清朝統治台灣初期的行政架構以南部為核心區，統

治所及之處及於台南市、高雄市及台南縣佳里鎮附近，嘉義市雖然被指定為諸羅

縣治，但是所有建設並沒有及時展開，初期縣治就近設在佳里鎮，直到 18 世紀

初期 1707年才搬到嘉義市。同樣地，鳳山縣治也是設於府治附近，後來才搬到

高雄市。以此推理，地方行政中心成為都市聚落應該沒有發生在此時期。 

2. 一府四縣二廳：1722年發生在南部地區的朱一貴事件帶給清朝政府新的想

法，統治力量進一歩延伸到中部的彰化市，並且在新竹市及馬公市分別設立廳

治。同樣的縣治與廳治建設問題也發生在這個時期，政府指定的行政管理中心彰

化、新竹、馬公等，並沒有立即的政治建設。另外，從這次的區域調整可以看到

非核心統治區的開發已經超越清朝政府的管理範圍，統治者與居民之間的落差明

顯很大。 

3. 一府四縣三廳：宜蘭縣的開發始於 18 世紀中、19 世紀初期，整個蘭陽平原

豐沃的土地吸引吳沙、蔡牽等人的進駐，根據非正式紀錄 19 世紀初期宜蘭平原

屯墾的人數已達六萬人33。嘉慶年間，清朝政府另外成立葛瑪蘭廳治管轄之，造

就了宜蘭市的行政管理機能。另外，1788 年中部林爽文事件及 1874年日本入侵

南部的牡丹社事件後，整體台灣的地方行政佈局才逐漸受到清朝政府的重視，只

可惜當時的清朝政府已經逐漸陷入內憂外患的境界。 

4. 二府八縣四廳：直到光緒元年，整個台灣的開發與行政機能搭配的問題才受

到清朝的重視，換句話說，台灣的都市統治機能可說在此次的調整中才勉強歩上

正軌。二府八縣四廳的行政佈局代表 12 個中心都市，二府的架構也同時賦予這

些都市之間互相連通的機制。 

5. 一省三府 11 縣 3 廳 1 直隸州：光緒 13年台灣建省，3府 15 個地方政府格局

確立了 15 個中心都市地位。 

 

表 2-13、清朝時期各地方行政中心都市 

地方行政體制 年代 府治 縣廳治 省治 

一府三縣 1684年- 

康熙 23年 

台南市東安坊 台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 

 

一府四縣二廳 1723年- 

雍正 1年 

台南市東安坊 台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 

彰化市 

 

                                                 
33 台灣省文獻會，台灣史，頁 247。 



新竹市，廳治 

馬公市，廳治 

一府四縣三廳 1812年- 

嘉慶 17年 

台南市東安坊 台南市 

鳳山市 

嘉義市 

彰化市 

新竹市，廳治 

馬公市，廳治 

宜蘭縣，葛瑪蘭廳 

 

二府八縣四廳 1874年- 

光緒 1年 

台南市東安坊 

 

 

 

 

 

 

台北市艋舺 

台南市 

鳳山市 

恆春鎮 

嘉義市 

彰化市 

埔里鎮廳治 

台東市廳治 

台北市 

新竹市 

宜蘭市 

基隆市廳治 

 

一省三府 1887年- 

光緒 13年 

台南市 

 

 

 

 

台中市 

 

 

 

台北市 

台南市 

鳳山市 

恆春鎮 

嘉義市 

馬公市，廳治 

台中市 

彰化市 

雲林縣 

埔里鎮廳治 

台北市 

新竹市 

宜蘭市 

基隆市，廳治 

淡水，廳治 

先在台中市興

築省城，1892

年移到台北市 



台東市直隸州 

註：所有地名以今天通行的都市名稱為之，以求了解。 

 

2. 日治 

日本殖民政府根據其統治需要在早期多次彈性調整各地方分區，直到 1920年才

正式確定五州廳的地方管理架構，州廳下分置市郡接庄等次級政府，並於 1924

年通過地方制度改制，改市郡街庄為法人，受官府監督自行處理境內公共事務及

其法律，也就是在此階段，台灣史上不但第一次出現｢市｣這個正式名詞，在清朝

及日治初期已經商業繁榮的｢街｣區如台北市、台中市、台南市等紛紛在 1920年

後升格為州政府下的直轄市，設立市役所，並且根據都市發展需要逐年調整市區

的範圍，並且擁有都市管理權34。 

 

總計在日本統治時期共有 11 個州轄市，分別為台北、基隆、新竹、台中、彰化、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宜蘭、花蓮。 

 

表 2-14、日治時代臺灣行政區域沿革表 

時  期  行 政 區 域 沿 革  

1895年 

三縣一廳  

臺 北 縣  臺 灣 縣  臺 南 縣  澎 湖 島 廳 

  

1895年 

一縣二民

政支部一

廳  

臺 北 縣 臺灣民政支部 臺南民政支部 臺 南 縣 

澎 湖 島 廳

1896年 

三縣一廳  

臺 北 縣        臺 中 縣  臺 南 縣  澎 湖 島 廳 

宜蘭支廳 基隆支廳 苗栗支廳 鹿港支廳   嘉義支廳 恆春支廳

淡水支廳 新竹支廳 埔里支廳 雲林支廳   鳳山支廳 臺東支廳

1897年 

六縣三廳  

·宜 蘭 廳  ·臺 北 縣  ·新 竹 縣  ·臺 中 縣  ·嘉

義 縣  ·台 南 縣  ·鳳 山 縣  ·臺 東 廳  ·澎 湖 

廳 

1898年 

三縣三廳  

·宜 蘭 廳 ·臺 北 縣 ·臺 中 縣 ·臺 南 縣 ·臺 東

廳 ·澎 湖 廳 

1901年 

 

二十廳  

·宜 蘭 廳 ·深 坑 廳 ·基 隆 廳 ·臺 北 廳  

·桃 仔 園 廳 ·新 竹 廳 ·苗 栗 廳 ·臺 中 廳 · 

彰 化 廳 ·南 投 廳 ·斗 六 廳 ·嘉 義 廳 ·鹽 水 

                                                 
34 台灣省文獻會，台灣史，1996 年。 



港 廳 ·台 南 廳 ·鳳 山 廳 薯 寮 廳 ·阿 猴 廳 ·

恆 春 廳 ·台 東 廳 ·澎 湖 廳 

1909年 

 

十二廳  

·宜 蘭 廳 ·臺 北 廳 ·桃 園 廳 ·新 竹 廳 · 

臺 中 廳 ·南 投 廳 ·嘉 義 廳 ·台 南 廳 · 

阿 猴 廳 ·臺 東 廳 ·花 蓮 港 廳 ·澎 湖 廳 

1920年 

五州二廳  

·臺 北 州 ·新 竹 州 ·臺 中 州 ·臺 南 州 · 

高 雄 州 ·臺 東 廳 ·花 蓮 港 廳  

1926年 

五州三廳  

·臺 北 州 ·新 竹 州 ·臺 中 州 ·臺 南 州 

·高 雄 州 ·臺 東 廳 ·花 蓮 港 廳 ·澎 湖 廳 

資料來源：嘉義市文獻第一期，嘉義市政府。 

 

3. 國民政府時期 

國民政府於 1945年來台後，沿用日治時期的五州三廳架構，改設為 8縣、9省

轄市、2個縣轄市。1950年重新調整各縣市行政區域，改設 16 縣、5省轄市、1

管理局，多個都市被降格為縣轄市，這個地方行政區範圍的重新調整也因此影響

各區域都市發展至今。 

 

國民政府於 1950年通過地方自治綱要至今總計只有三次的地方行政區範圍調

整，其中兩次涉及省轄市升格直轄市，另外一次是縣轄市升格省轄市。台北市人

口於 1967年人口突破百萬人升格為直轄市，升格同時合併了周邊六個鄉鎮，行

政區面積擴大四倍多。高雄市也於 1979年突破百萬人口升格直轄市，並且合併

周邊小港鄉，但是考量周邊鄉鎮的阻力，都市面積擴大有限。嘉義市及新竹市也

分別於 1982年升格省轄市，其中嘉義市行政區範圍沒有改變，新竹市則併入香

山鄉，都市土地面積加倍。 

 

經過將近五十年的行政界線化劃定，國民政府於 1998年通過凍結台灣省方案，

並於 1999年通過地方制度法，取代 1994 年的直轄市自治法及省縣自治法，這次

的變革打破了戰後以台灣省為主要地方政府架構的模式，北高兩個直轄市及 23

個縣市政府(台灣省 21 個、福建省 2 個)全部納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轄
35。 

 

從歷年的行政區域調整及政治版圖重劃的過程中可以清楚發現，都市地區的經濟

活動範圍與都市政府機能並沒有受到各時期統治集團的重視，在台灣四百年發展

的歷史中，除了日治後期的五州三廳架構對都市地區的發展有比較均衡的考量，

其餘時期的都市發展活動皆未受要應有的重視，這是台灣都市發展史上一個嚴重

                                                 
35 劉道義，台灣新地理，前衛，1999 年。 



的缺陷，也是未來各大都市發展可能再度面臨的困境之一，僵硬的行政範圍。近

年修正的地方制度法雖然反映了這部分的困境，但是因為配套的財政收支劃分法

等立法工程無法通過，各地方政府只能選擇在爭取升格直轄市的框架下運作，無

法提出有效的都市自治及都會自治的方案，實在可惜。 

 

2. 私人利益與公共利益的分野 

影響都市發展的因素中以土地權屬(land ownership)觀念的建立最為關鍵。在一

個不穩定的社會中，土地交易量萎縮導致投資停滯現象，探討台灣都市的出現與

擴張不能忽視土地權屬保護的法令體制。 

 

台灣進入都市穩定發展時期約在清朝末期年間，當時仍為帝制統治時期，多數土

地皆為國家所有，一般人民透過層級方式取得墾荒、耕作等權利，並依法繳交租

約稅金。當農業用地轉化為都市土地後，耕作權利自動消失，土地利用價值不在

取決於農作物產量，而是新型住工商業使用地租(land rent)。 

 

首先農業用地轉化為都市用地過程如何在各發展階段發生？這部分必須就都市

土地做一適當定義，單純的住工商使用土地所集結的地區並非當然成為都市，該

類地區雖然具備住宅、商業、工業等私人都市機能，但是仍然缺乏都市公共設施

機能等，後者的出現需要公共土地的利用與公共投資建設，如果沒有強而有力的

政府力量，就必須仰賴私人民間力量的投入。就這部分觀察，台灣民間力量在過

去歷史中，除了在屯墾區的農業灌溉系統建設外，並沒有出現強大的都市建設力

量。 

 

一但都市土地權屬制度上了軌道，都市土地價值的認定如何進行呢？都市土地的

價值有別於農地利用產能推估可得的公平依據，都市土地買方與賣方交易過程中

勢必要依據可利用價值達成共識才可成交。都市土地價值取決於該地段區位可作

為住宅、商業、工業等用途的產出，在缺乏都市計畫等工具的指引前提下，這部

分的交易在清朝、日治時期的運作方式可能有別於國民政府時期推動的平均地權

政策。 

 



 

明鄭時期 1662年台灣地方行政劃分 清朝雍正時期 1723年台灣地方行政劃分 

清朝光緒時期 1875年台灣地方行政劃分 日治時期 1920年台灣地方行政劃分 

圖三、台灣地區各階段主要行政區劃分演化圖 

 



表2-15、 影響台灣都市管理之法律規則 

年代 名稱 內容 代表意義 

1900 土地權屬與交易規則 確立土地使用價值及交換

價值的基本體系 

促成都市土地利用與活

化的最基本誘因系統 

1900 日本殖民政府推行臺

灣市區改正計畫 

在台灣各大都市選定一範

圍進行市區改正建設計畫

確立台灣早期都市體系

1920

年 

行政區重新調整 成立五州二廳，州廳下設

置市郡街庄，市政府法人

組織於1924年通過成立 

台灣史上第一次出現正

式的都市名稱及都市政

府 

1936

年 

都市計畫令頒布 都市計畫法源依據 日本政府推動都市管理

及土地稅務管理的重要

工具 

1950

年 

地方自治綱要 中央行政規則允許地方縣

市有限的選舉及自治管理

權力 

奠定日後地方自治的基

礎，也影響若干都市發

展，例如原省轄市彰化

及屏東等被降格，發展

明顯受到阻礙。 

1964

年 

都市計劃法第一次修

訂 

國民政府戰後第一次修訂

沿用大陸時期法律，確立

都市化地區必須研擬都市

計畫的法源基礎 

以都市計畫規範都市空

間發展範圍，後續建築

管理規則以此為基礎，

規範都市建築興建 

1971

年 

建築法第一次修訂 確立建築執照與建築使用

執照管理制度 

都市建築管理規則明確

化及違章建築處理方向

具體化 

1988

年 

都市計畫法第三次修

法 

取消公共設施保留地。 中央政府首度釋出公共

資源解決公共設施保留

地長期造成的問題 

1994

年 

省縣自治法 

直轄市自治法 

確認地方自治的價值，分

別賦予直轄市及省轄市一

定的自治項目 

依然沒有明確區分縣政

府與市政府的功能差異

性 

1999

年 

地方制度法 經省後，保留直轄市，降

低直轄市升格門檻，去除

省轄市，改稱市 

依然沒有明確區分縣市

政府差異性，縣市政府

範圍調整機制依然沒有

建立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都市影子五：社會生活型態變化 

都市的出現需要一些持續的調整才能造就都市的成長與發展，臺灣都市出現的時

機相對於西方國家及中國社會已經屬於後工業革命時代，究竟臺灣的都市出現後

如何成長與發展呢？以下幾個面向可以提供一些線索，水的供應與排放、休閒觀

光的發展、公共設施的多樣化、教育事業的推動等。 

 

1. 休閒、觀光、購物生活出現引發的變化 

都市化社會促成夜間時間獨立於農業社會的白天社會，也促成電影院、商業劇

場、大型商場等休閒活動的興起，進一步區隔都市與鄉村的差異性36。 

 

在劇場興建部分，日本人在台北市興建的商業劇場有浪花座(1897年)、淡水館

(1898)、十字座(1900)、榮座(1902)、台北座(1900)、淡水戲館(1909)、永樂座

(1924)、第一劇場(1935)。在台南則有南座、大舞臺等。高雄台中新竹等都市也

出現類似的設施，豐富了夜間休閒生活內容。 

 

旅館是社會經濟繁榮後的重要商品之一，也是城市文明的象徵。台灣在 19 世紀

以前只有類似客棧收費低廉的販仔間，專供小販或單幫客歇腳，19 世紀中葉後，

淡水開放通商，各地商人因生意關係需相當時間的逗留，提供客棧供外地人投宿

的旅社才因應而起，但是設備相當簡陋。 

 

台灣地區第一家現代化旅館的出現係配合 1908年鐵路全線通車而興建，1908年

台北火車站對面的台北鐵道大飯店落成，帶動台灣都市觀光的風氣。37

 

在百貨公司部分，早在 19 世紀英國與法國的大都市已經出現綜合性商場的足

跡。台灣第一家百貨公司於 1932年出現在台北市衡陽路，菊元百貨的出現也象

徵台北市成為大都市的表徵，隨後於 1941年在高雄市也出現吉井百貨公司，這

時候的高雄市也正式超越台南市成為全台灣第二大都市。 

2. 1935 年台灣博覽會 

                                                 
36 呂紹理，日治初期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台灣商業傳統論文集，1999 年 5月中研院，頁 388。 
37 陳世昌，台灣旅館事業的演變與發展。 



以都市為背景博覽會經驗始於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在日治時期舉辦過幾次規

模不小的博覽會，分別是大正五年(1916)台北｢台灣勸業共進會｣、大正十四年

(1925)台北｢始政三十年博覽會｣，大正十五年(1926)台中｢中部台灣共進會｣，昭

和六年(1931)｢高雄港勢展覽會｣，昭和十年(1935)始政四十周年台灣博覽會規模

最為龐大，歷時五十天參觀人數二七五萬。 

始政四十周年台灣博覽會(1935 年)是日本領台第 40 年，也是 1935 年中部大地

震後，殖民政府認為文治武功已經穩固，各項建設也達於巔峰；對正急劇擴張帝

國版圖的日本而言，台灣的戰略位置對其《大東亞共榮圈》夢想具有關鍵的重要

性。日本一方面為誇耀其在台的殖民成績，另方面也為展現帝國的實力，遂舉辦

規模足以媲美當時歐洲萬國博覽會的(始政四十周年紀念台灣博覽會)。展期為

1935年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28 日，共 50 天。總督中川健藏擔任總裁，總務長官

平塚廣義為會長。 

以台北市為背景的台灣博覽會場有四處，總計展覽會場面積達 4萬 6千坪(約 15

公頃)，總計有 39 個展覽館： 

1. 第一會場設於台北市公會堂(今中山堂)及公會堂以南三線道路(今中華

路)至小南門，面積 1 萬 3 千坪，設有產業館、林業館、糖業館、交通土木館、

產業館、府縣館、朝鮮館、滿洲館等； 

2. 第二會場設於新公園內，面積 2 萬 4 千坪，設有文化施館、國防館、電

器館、船舶館、映畫館、日本地區鄉鎮主題館、兒童館(設有飛行塔、離心吊椅、

小火車)等； 

3. 大稻埕分場設在太平町(太平公學校北側，今永樂國小對面、延平北路

旁)，面積 4千坪，展示設施有南方館、暹羅館、菲律賓館、福建省特產介紹所、

演藝館等南洋各地的風土、產業及貿易關係； 

4. 另有草山分館(今陽明山中國飯店附近)，面積 50 坪，以介紹台灣觀光勝

地為主。 

博覽會主要展覽內容有台灣物產及建設成果、日人治台政績、日本各地風土物產

介紹、日本在朝鮮、滿洲和樺太等殖民地的治績、日本當代工業及國防科技成就、

南洋地區風土名產等等，總計展出物件有 30 萬件以上，新公園觀眾達 108 萬人



次，展覽其間參觀人數達 334 萬餘人，達當時台灣六百萬總人口的 1/238。 

值得一提的是台北西門町電影街的形成，大約就是在 1935 年的台灣博覽會之

後，八角紅樓也是會場之一，當時台灣的經濟已發展至戰前的最高峰，西門町也

出現四家大型的一流豪華劇場；台灣劇場(今中國戲院)、國際館(今萬年商業大

樓)、大世界館、公會堂(今中山堂)，再加上原來的榮座、芳明館、世界二館等

共八家，都環繞在今成都路、峨嵋街一帶，並且成為台灣電影的首輪地位。39

3. 都市公共設施定義演化 

都市公共空間的創造在不同社會環境下定義不同。公園、道路、廣場、市場、學

校、機關用地的出現，配合公共設備如水的供應、警力的維持等，這些項目在台

灣都市發展過程中陸續出現，也直接影響各都市的生活內容與空間發展格局，對

各都市市民生活的內涵提供不少養分。 

 

台灣現代化公共空間的創造出現於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計畫，公園與計畫道路在

殖民統治者的心態驅使下，直接被移植到台灣的都市社會，一方面滿足統治者居

住區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促成公共衛生環境的養成40。 

 

根據日治時期於 1936年通過的都市計畫令內容，日治時期的都市公共設施項目

至少包含二十五項，包括道路、廣場、河川、港灣、公園、軌道、運河、飛機場、

自來水廠、下水道、土地重劃、運動場、神社、官公署、學校、醫院、公共住宅、

市場、屠宰場、墓地、火葬場、垃圾及污物處理場、儲水池、防風、防火、防沙、

防海潮等，其中有多個項目連日本本土都市地區也沒有類似項目。41

 

國民政府 1964年修訂都市計畫法中，明定都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包括：道

路、公園、綠地、廣場、兒童遊戲場、民用航空站、停車場、河道、港滬、學校、

社教機構、體育場所、市場、機關、醫療衛生機構、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

電所、、警所、消防、防空、其他公用事業、加油站、火葬場、殯儀館、鐵路、

屠宰場、公墓、垃圾處理場、污水處理場、煤氣廠等 32 項，這其中的變化除了

反應殖民政府統治所強加的神社被去除外，公共設施的普及化及多樣化已經成為

                                                 
38遠流出版社-台灣世紀回味；台北市都市計畫史，都市計畫學會。程佳惠，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

會，遠流，2004年。 
39 參考台北市都市發展局，町的故事。 
40 張景森，台灣的都市計畫 1895-1988，業強，1991 年。 
41 同上。 



戰後台灣都市生活環境的一部分， 

 

然而國民政府並沒有在公共設施專章中明確交代公共設施的財源基礎，導致台灣

地區戰後快速都市化的時刻，各地區都市所劃設的公共設施用地多數沒有財力徵

收使用，這也導致 1988年第三次都市計畫修法引爆的都市危機。42  

 

在都市危機被挑起後，原本不受重視的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問題終於引起社

會各界的重視，也因此中央政府從 1990年代開始，逐步將原先只是紙上作業的

公共設施劃設，在國家財政允許的情況下，逐一落實興建，例如台北市在 1990

年代初期歷經三十多年的民眾抗爭與抵制，陸續興建完成 14、15 號公園以及全

台灣最大的都市公園，大安森林公園等43。 

 

4. 自來水建設與現代都市發展
44

都市化現象的出現同時牽動一個社會的基礎建設，特別是優先都市生活的民生用

水供給與廢水處理。這些基礎設施的出現與擴張，直接影響都市規模大小及都市

生活環境，更是健康都市生活與生產活動的一大挑戰，Hall(1998)特別提及古代

羅馬城在西元一世紀成為百萬人口都市後對於飲用水及污水處理下了一番功夫。 

 

台灣地區在清朝統治時期並沒有出現任何現代化的自來水供應系統，直到日本統

治台灣的隔年(1896)才在淡水建設第一座自來水系統，之後分階段陸續在各主要

城鎮建設自來水系統，總計五十年間，日本統治者在台灣興建了 118 個系統，可

供應人口 103 萬人用水需求，自來水普及率約 17%45。這個線索也直接證明台灣

地區都市化現象及都市快速成長應該是 20 世紀的產物，在此之前都市發展與都

市建設之間並沒有太大的關聯性。 

 

根據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的資料，台灣地區最早的自來水系統籌建於 1896年的淡

水，也就是日本殖民政府來台後的第二年，該系統由總督府委由英國人漢訓

(Hanson)勘查設計，1898年開工，1899年完工使用。英國人巴頓(William Burton)

後來受雇設計基隆、台北自來水系統，基隆因為港口需要，成為第二個擁有自來

水的都市，台北的系統則於 1910年完工，設計出水量為每日 1萬 2千 5百立方

                                                 
42 參見劉曜華，戰後台灣都市計畫簡史，1996 年。 
43 黃大洲，台北風華再現系列叢書，正中書局，2001 年。 
44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台水 20週年，1994 年，頁 1-8。 
45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台水 20週年，1994 年編印。15000 



公尺，供水人口 12 萬人。 

 

日本政府於 1905年允許台灣財政獨立，也因此促成自來水系統的擴大建設，此

一時期至 1917年陸續完成彰化、北投、台中、高雄、玉里、嘉義、屏東、大甲、

三星、坪林、金山、斗六、卑南、吉安、第一路野等 16 處系統。 

 

第一次大戰後，日本政府決定加強台灣的工業建設，自來水設施建設成為重點之

一，其中一萬人以上的市鎮均相繼興建自來水設施，台南、豐原、員林、埔里、

新竹、羅東、后里等 50 餘處自來水設施在 1931年前先後完成。台北、基隆、高

雄的原有設施則配合工業需要急人口增加進一步擴充。之後到 1940年底，又陸

續增建宜蘭、鳳山、南投、新營等市鎮設施，全台灣自來水廠計有 123 處，自來

水供應的全盛時期每日出水量達 23 萬立方公尺，給水普及率達總人口的 22.1%，

計畫供水人口為一百四十五萬五千人46。 

 

國民政府時期的自來水建設初期以工業用水需求為主，1974年行政院核定台灣

省成立自來水公司，整合 128 個自來水廠，台灣的都市自來水供應系統正式統一。 

 

表 2-16、台灣早期都市自來水系統 

都市名稱 完工年 計畫人口 出水能力 CFD 

淡水 1899年 13,000 人 87,750 

基隆 1902年 30,000 150,000 

台北 1909年 120,000 325,000 

彰化 1914年 20,000 80,000 

高雄 1913年 40,000 236,000 

嘉義 1917年 30,000 135,000 

台中 1917年 15,000 180,000 

屏東 1916年 15,000 75,000 

台南 1922年 100,000 450,000 

資料來源：台灣省文獻會，台灣地區水資源史第一篇，2000年。引自台灣水道

誌。 

 

                                                 
46 台灣省文獻會，台灣地區水資源史第一篇，2000年。頁 72-73。 



5. 教育設施建設與都市發展
47

台灣在清朝統治時期就已經有官方的儒學與書院、民間自行辦理的書院、義學、

書塾、社學等教育設施，其中除了縣學府必須設在台灣府縣治所在的都市之外，

其餘學校分布於各聚落，並沒有明顯的集中模式。 

 

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教育史上最大的成就除了於 1915年 8 月 9 日開放總督府圖

書館供一般民眾借書、閱覽圖書之外，當屬國民教育的普及化。總計日本統治台

灣五十年的時間，台灣的小學生就學率從 1917年的 13.1%一路攀升，並於 1943

年達到 71.3%48，國民學校及小學生教育的普遍性可見一般。 

 

然而與都市生活相關的學校設施則在中等學校以上才能看出城鄉差異性與都市

的優越性，從其中變化也可以看出台灣各區域都市建構與都市機能轉換的過程。 

 

從下表可以看出，西元 1910年以前中等教育學校只設在台北市總督府所在地，

一直要到殖民統治穩定後的二十年間，中等學校的數量與分部才逐年增加，這其

中還是以台北市為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設施的核心都市，台中、台南、高雄三個

都市次之，其餘都市都只有一間男子中等學校，從這點也可以看出台灣在 20 世

紀初期到中期各大都市的位階及台北市首要都市的重要性，這樣的態勢直到目前

並沒有太大的變動。 

 

表 2-17、台灣男子中等教育設施設置及分布 

都市名稱 中等學校/設立年份 總計 

台北市 台北一中/1898 年 

台北高校/1922年 

台北二中/1922年 

台北三中/1937年 

台北中學/1938年 

台北四中/1941年 

6 

基隆市 基隆中學/1927 年 1 

新竹市 新竹中學/1922 年 1 

台中市 台中一中/1915 年 2 

                                                 
47 章英華，台灣的都市發展與社會活動空間之演變，台灣近百年史研討會論文集，吳三連台灣

史料基金會主辦，1995 年 8月 15-17日。 
48 台灣省 51 年來統計提要，表 481。 



台中二中/1922年 

彰化市 彰化中學/1942 年 1 

嘉義市 嘉義中學/1924 年 1 

台南市 台南一中/1914 年 

台南二中/1922年 

長榮中學/1939年 

3 

高雄市 高雄中學/1922 年 

高雄二中/1944年 

2 

屏東市 屏東中學/1938 年 1 

花蓮市 花蓮中學/1936 年 1 

台東市 台東中學/1941 年 1 

淡水鎮 淡水中學/1938 年 1 

 合計  21 

資料來源：章英華，1995年。 

 

其他社會問題與後續研究 

都市犯罪問題一直是都市生活管理的重要面向，在傳統鄉村社會犯罪問題可以透

過家族及村莊力量加以壓抑，在人口聚集的都市這些傳統力量遠不足以對抗複雜

的犯罪問題，管理犯罪問題延伸多樣的法律規則與管理機構，同時抑制犯罪及一

般人的正常生活。 

 

都市貧窮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必然的產物，經濟景氣循環製造不同類型的被淘

汰族群，進而延伸階段性弱勢人口。都市防災與公共衛生及財產保障則有密切關

聯性。 

 

台灣在一百年間以接近突變的方式從農業社會變成高度都市化的社會，這期間很

多的傳統價值面臨瓦解的困境，社會秩序的維持將是未來考驗都市健全發展的一

大難題，如何避免第三世界國家過度都市化的問題將考驗未來國家與都市領導

者，也有賴台灣人民學習都市生活的新價值觀，以期順利轉型。 

 



第三篇：結論與未來研究 

 

壹、結論 

 

台灣美術史學家李欽賢49在 2004年出版一本名為「台灣城市記憶：地圖上消

失的街道風景」的著作，自稱為國土神遊，作者利用美術寫真的方法，重新建構

115 幅從基隆到花東已經消失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都市遺址及其所代表的城市

記憶與歷史內涵。這是台灣史研究系列中，最貼近本研究的相關著作之一。 

 

台灣史研究從過去的非主流到今天的顯學，一路走來除了必須克服隔代語言與文

字的障礙，更須挑戰政治意識形態的操弄與控制。台灣從一個原本封閉的海島地

區突然在 17 世紀出現在國際海權政治的版圖中，這個偶然帶來台灣開發的契

機，也種下台灣開墾的基礎。 

 

從經濟面觀察，台灣在 19 世紀中葉開港以前屬於一個開發中的農業社會，商業

及政治聚落的規模版圖不大，區域間的聯繫管道也受限於地理特性及陸上運輸建

設不足，島內的聚落只是大陸經濟體系的附庸，缺乏經濟規模與資本累積的能

力。台灣南部都市的首要地位尚未遭受嚴重挑戰，南部區域佔總人口數的比例也

將近七成(見表 1-7)。 

 

十九世紀中葉開放港口後國際資本勢力重新進駐台灣，洋行主導的商業力量加速

北部地區的開發，茶葉、樟腦等經濟作物的出現帶動北部地區經濟結構的轉型，

加上統治集團選擇北部作為統治中心的利多條件，台灣人口分布再此階段開始產

生板塊移動。在 20 世紀開始之初，台灣北部不但已經擁有將近三成的人口，台

北市更成為台灣第一個十萬人口以上的都市。 

 

二十世紀之初，日本殖民政府在穩固統治基礎的背景下，逐漸引用西方社會的地

方自治制度到台灣，1920 年出現的行政區域調整，在五州二廳的架構下，台灣

史上正式出現了「都市」這個正式官方名詞，具備法人地位的市政府(市役所)

也在 1924年成立，直到日本統治結束之前，台灣已經擁有台北、屏東等 12 個具

                                                 
49 李欽賢，台灣城市記憶，玉山社，2004 年。 



備現代化都市機能的規模都市分布於北中南東四大區域。 

 

二十世紀中葉以後，台灣又面臨政權改變的動盪，在將近 20 年的過度期間，台

灣經歷了史上最劇烈的都市化變化，都市人口的比例從世紀之初的百分之十、日

治時期的四分之一，急速上升到 1970 年的百分之 55，然而在這期間台灣的都市

發展政策基礎除了地方自治綱要的劃分之外，幾乎完全不存在。直到 1964 年通

過都市計畫法及後續的都市計畫新訂作業與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台灣的都市

發展才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重視與實踐。後續推動的十大建設、十四項建設、

六年國建等產業導向及都市導向的基礎建設終於創造了今日台灣的都市風貌。 

 

貳、後續研究 

 

在一百年的台灣都市發展史可以清楚觀察到台灣邁入都市化社會的軌跡與

困境，如何從歷史中得到經驗與教訓則有待以下更多跨單一都市的研究與調查，

例如台灣經濟發展史(到目前為止只有一本專書50)、台灣公共設施發展史(到目前

只有台一線公路開發史及部分都市的公園開發史等，水資源發展史部分則有台灣

省文獻會完成相當有系統的資料整理)、台灣農業發展史、台灣工業發展史、台

灣社會生活史(已有美術發展史、音樂發展史、醫療發展史、旅館發展史等基礎

研究)等專題，唯有這些跨領域的研究能夠逐漸完成，真正的台灣都市發展史稿

才能更寫實的傳達台灣如何從都市化與都市生活中得到養分與問題， 更甚者，

台灣的都市規劃與城鄉設計才能更有智慧地介入各都市與城鎮的發展檢討工作。 

 

本次研究嘗試利用都市發展史一詞這百年來的演變脈絡，突顯台灣地區跨都市的

都市研究不足，也期望個人及其他研究者能夠一起克服文獻與文字的障礙，共同

累積一個提供更多台灣人了解自己社會的都市平台，相較於西方先進國家及中國

大陸等地區的都市研究，高度都市化的台灣在未來對於都市發展及都市發展史的

研究有必要投入更多的人力與資源，以期協助台灣人民對都市生活的適應累積更

多的延續性智慧。 

                                                 
50 陳正茂編著，台灣經濟發展史，新京文，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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