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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公共住宅是一個由工業生產邏輯帶動，藉由推動住居生活改造，實踐住居現代性之
歷史計劃。本文所討論之台灣公共(國民)住宅，為由國家中介或主導，推展衛生、經濟、效
率、標準、品質等現代價值，以達致理想現代住居之空間場域。回顧台灣公共(國民)住宅之
設計與營造歷史，始終與外在於自身具支配性的力量深刻連結，其中有日本殖民者的轉譯，
也有美援與聯合國技術顧問之引介，還有中國移民技術官員與台灣建築專業者的理解與重新
詮釋，共同交織出住居的新文化想像。因此，台灣住居現代性發展與實踐過程，充滿著各種
多樣性與歧異性之表現。
本研究將借鏡新史學、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方法，透過回顧 1910 年至 2000 年台灣公共(國
民)住宅發展歷史經驗，展現不同國家體制面對住居治理問題，如何透過國宅政策、監控與管
制、定著與區隔，以及更新等權力運作機制治理空間。其次由技術官員、專業者與外援顧問
引介之現代主義住宅設計論述，如何形構出追求進步與效率之現代住居知識體系，並逐漸成
為社會集體日常生活意識、實踐與想像之過程。最後，由強勢異文化移植之現代設計價值取
向，經過在地的實踐與試驗，失敗/排除、成功/留用、折衷挪用，共同交織出台灣現代住宅
獨特的「在地混和」性格，並承載了獨特之文化想像。

關鍵字:公共住宅、現代性、空間治理、空間再現、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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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public housing policy in Taiw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Since then, the space form of housing has been changing significantly, through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United States Aid until the 1960s.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national) housing, it is always
connected with dominant powers which were from external. The new cultural imagine of resident
was created by mixing the translation by Japanese colonialists, the introduction by technical
adviser of USAID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cogni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by migrated
technical officers from China and local architectural professions. Therefore,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modern residence in Taiwan was full of diversity and divergence.
This study proposes to use new historical science, textual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s
reference methods to review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national)
housing in Taiwan from 1910 to 2000. In doing so, this study aspires to present how a country
with different regime types capitalizes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operation of power such as
national housing policies,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o make decisions for, separate, renovate, and
govern space. By referring to technical officers, professionals, and outsourcing consultants’
modernist housing design discourses,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process of how a modern living
knowledge system in pursuit of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is constructed and gradually becoming a
society’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practice, and imagination in everyday life.

Introduction
Public housing is part of the modernity project which was driven by the logic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changed resident life. Public (national) housing in this study’s discussion refers to
a modern living space mediated or led by a nation. In this space, the pursuit of values such as
hygiene, health, safety, efficiency, standard, and quality could be carried out so that an ideal life
of modern living could be achieved.
In this study, the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s applied. The design of Taiwan public
(national) housing and the relation of resident culture between hegemonies (Japanese
Colonialism,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capitalism), and the hidden ideology and the
meaning of modernity in the public (national) housing, were explained and analyzed.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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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subject of governance, it is also explored that how the paradigm of modern housing could
be shaped by governmantality of housing with various policies, techniques, and ideology, which
transformed the context of modern residence in Taiwa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employs new historical science, textual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s reference
methods to probe in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ving. Further, this study uses concept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ality of space,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to analyze
elements of modern living in Taiwan’s public (national) housing plan.This study adopts the historic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official data such as discourses, statistics, research reports and design
diagrams for “national housing projects” from the 1910s to the 2000s, it probes into the modern
ideal housing ideology of national housing accepted by the country (officials), and constructs the
modern technical experts’ social imagination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housing.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rough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national) housing
in Taiwan from 1910 to 2000, this study presents how a country with different regime types colonial hegemony, military power, and a formal democracy capitalizes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operation of power such as national housing policies,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o make decisions
for, separate, renovate, and govern space when it faces the housing governmentality issue, which
creat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rational Kominka, self-reliance National, and self-discipline citizens,
respectively.
By referring to technical officers, professionals, and outsourcing consultants’ modernist
housing design discourses,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process of how a modern living knowledge
system in pursuit of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is constructed and gradually becoming a society’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practice, and imagination in everyday life. This study also looks in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how relatively rational, independent, and self-disciplined individuals in
contrary to previous inferior Japanese citizens, nationals, or even civilians are created. Further,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modernist housing design discourses such as minimal housing,
standardized (graphics), neighborhood, unit, and community plans, and supersized street designs
by technical officials, professionals and outsourcing consultants construct a modern living
knowledge system in pursuit of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which gradually becomes a society’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practices, and imaginations in everyday life. However, despite being
prompted by the thought of functionalism, the ostensibly objective and rational proces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is still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habits or social conditions in terms
of the presentation of a space’s style. Housing styles with reasonable amenities and
encompassing values from alien cultures make unique sceneries of public hous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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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is is a process of a collective pursuit of modern living, in which both governors and
cooperative members in a conglomerate are prompted by a so-called progressive ideology in their
contemporary perio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cess of collective (social) imagination as well as
create a new foundation for future imaginations. Values such as hygiene, economy, efficiency,
standard, and quality which are transplanted by dominant alien cultures and which housing
designs are oriented towards are either discarded, retained, or adopted by making a compromise
depending on their success or failure in the course of local implementations and trials. These
values interweave to develop Taiwan modern housing’s unique character of “mixing with locals”
and carry Taiwan’s unique cultural imaginations.

Keywords: public housing, modernity, governmentality,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cultural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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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動機及目的
1.1.1 研究動機
處在「帝國邊緣」1的台灣，前後受到戰前日本殖民霸權和戰後的反共陣線下的美
國霸權的影響，身不由己的成為各種強權勢力角逐的實驗場。如日本希望台灣的殖民經
驗，能運用於母國或南洋新殖民地；而美國則希望透過台灣的現代化經驗，強化冷戰結
構下民主陣營對美國夢之期待；而流亡台灣的國民政府則是希望台灣的現代化經驗，未
來能用於反攻大陸後的治理。三股外於台灣本土的現代住居文化，以強大的支配力量，
透過各類住宅政策、技術指導、資金援助或教育推廣，向台灣民眾推廣其理想現代住宅
神話。此神話的效果，或深或淺地影響了這個島嶼上的居民，並造成了今日的住居景觀。
寶島上第一個登場由日本殖民者主導的新住宅實驗(和洋混合住宅及科學住宅)，開
啟了台灣人對於現代住宅的初步認識。來台的日本總督府官員及建築技術者仲介了種種
日本國內現代住宅思潮與做法，並影響了受日本建築教育之台籍專業者。第二場由美國
人導引的現代住宅計畫，有系統地借用國民政府之手，採取直接介入、營建國民住宅的
方式，將現代住宅形式廣泛介紹給台灣民眾。台灣民眾對於現代住宅的理解，再度轉換
為美式住宅文化與生活方式。雖然，國民住宅計劃在後期成為狹小、設計不良、施工品
質不佳、住戶沒有公德心、中低下階層所住的房屋等負面代名詞。仍不可否認的，自 1955
年起政府正式設立專職住宅管理機構，宣告國家協助人民取得住宅時代的開始，國宅也
曾被認為是新時代生活的象徵，並以示範住宅姿態出現在台北街頭。
兩次大規模由國家層級發動之「現代住宅實驗」，對台灣的住居文化有著不同的歷
史意義，也由於日美勢力先後的融會與交流，而使得台灣的現代住宅(特別是由政府主導
的公共住宅)的空間形式有別於傳統的住宅形式。本文想探究的是，這兩股外於台灣的支
配力量，是如何透過住居的治理與現代住宅設計論述，形構出公共(國民)住宅空間樣貌，
並使台灣的住居文化產生質變現象。而台灣傳統或是在地的生活方式，是否消溶在歷史
的洪流中，還是經過改造、挪用與轉化的過程，頑強地依存於新的住宅形式中而有了新
的詮釋，是本研究的起點。
1

引用黃金麟、汪宏倫看法:台灣現代性的特質，自始即與台灣所處帝國統治邊緣位置有關。所謂「帝
國」不必然指涉單一特定之政治體系，而是指某一個或多方霸權力量所分段主導的政治經濟秩序和意
識形態叢結。不管是戰前日本殖民政權乃至於冷戰時期的美蘇陣營，皆與滲透、決定台灣現代性走向
與過程的力量體系，是台灣現代性不能忽視之條件(黃金麟、汪宏倫，2010:8-9)。
1

1.1.2 研究目的
台灣住宅史(或廣義的中國民居研究)多以傳統住宅研究為圭臬，聚焦於分析傳統住
宅類型之結構、空間組織、營造方式與居住形態等特徵，此類研究成果豐碩。而進入現
代後的住宅研究，則又多以現代住宅營造之規畫、設計技術作為主要考察對象，如分析
住宅空間標準、居住行為、機能效率、用後評估等面向，而較少以比較歷史的角度，解
釋與評析台灣公共(國民)住宅設計與各霸權(日本殖民主義與美式資本主義)住居文化之
間的關係，以及公共(國民)住宅設計背後所內隱的意識形態與居住的現代性意義。此一
視角不僅異於傳統民居研究或是現代住宅之空間質量分析方式，更能揭露「公共(國民)
住宅」作為一種特殊之治理對象，國家如何透過種種政策、技術手段、資源運用與意識
型態等住宅治理技術與論述，形塑出現代住宅之範型，並實質的轉化台灣現代住宅與現
代居住之內涵。本研究之成果，將對於後繼之住宅設計專業者(社區規劃師、建築師、室
內設計師)，提供更多元且具深度的住宅需求與意義分析。重新理解現代家居生活的核心
議題，與理想的現代生活之內涵，為我國的住宅政策、規劃、與設計發展帶來新的思考。
在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交織的情境中，台灣住居的現代性與住宅的空間生產，始終
與外於台灣的國際情勢相聯結與相互影響。本研究建立之 1910 年至 2000 年間台灣公共
(國民)住宅案例類型系譜，不僅可細緻鋪陳台灣現代住宅發展與公共住宅空間變遷之歷
史特徵。未來更可與其他亞洲(乃至於世界)國家公共住宅發展史，作進一步比較研究，
並從區域(亞洲)研究的新視角，為住宅建築的國際化、全球化於等問題提出新的可能或
新的理解。

1.2 研究問題與架構
1.2.1 定義
(1) 公共住宅/公營住宅/國民住宅
「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空間的誕生，源自因應工業化城市人口過度密集，而
產生中下階層居住問題之解決方案，也是「住居現代性」具體表徵。不同國家對於公共
住宅雖有不同之稱呼(在台灣即有公營住宅、市民住宅、國民住宅、整建住宅、平民住宅…
等名稱)，但核心定義為由政府主導興建或營運，並以廉價金額出租或販售給中下階層民
眾之住宅。然而所謂的中下階層是個寬鬆的概念，自殖民時期至戰後國民住宅政策，其
實都沒有嚴謹的定義。殖民時期的公營住宅規章裡僅規定須有正當職業，且足以負擔一
家生活之能力，以及未持有住宅者身分，得以申請承租。顯示公營住宅並非提供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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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家計之最低階層之救濟型住宅，這類型住宅為民間街庄救濟組織所經營之貧民住宅，
性質迥異。因而不列入討論，但談及國家整體住宅治理思維時，會略提及作為對照組比
較。公共住宅以國民住宅命名第一次出現是戰後 1955 年之《運用美援相對基金興建國
民住宅計畫》，但在這之前日本殖民政府將總督府興建之住宅稱為公共住宅或州營、市
營住宅。1940 年日本本土厚生省因應都市勞動者住居需求，提出「國民住宅提倡」論文，
並發起國民住宅的懸賞募集比賽，以及建立國民生活模範之住宅提案。此論述同樣傳遞
至台灣，即使在法令上沒有運用國民住宅字眼，但在各種專業論述裡，已有住宅營團興
建住宅作為國民住居之建設與示範等宣示。而國民政府來台前，南京政府初步嘗試興建
市民住宅，相關報導也未見國民住宅字眼，顯示國民住宅之概念應延續日人經營思維，
而國民政府來台後初期雖也持續建設市民住宅，最終統合為國民住宅之概念。
戰後初期之自助建屋工人住宅、市民住宅與國民住宅相關管理辦法，雖有收入微薄、
家境清寒與生活清苦等描述性字眼，來區別適用身份，但也未進一步客觀定義收入微薄
與家境清寒之經濟條件基準。國民住宅(national housing)承購者，基本條件皆為有正當職
業、具有相當配合金、配偶或直系親屬同居且無自用住宅之國民。即使 1959 年《台灣
省國民住宅興建管理辦法》出現出租或出售平價住宅，設有一、二、三級貧民之承租或
承購限制。此部分較與一般人認知之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較為接近，但與歐洲只租不
賣之社會住宅有所差異，仍有少部分出售。這一類平(貧)民住宅數量更為稀少，並與公
營住宅、國民住宅屬性差異較大，非主要分析對象，但部分若須與國家整體住宅治理思
維進行比較時，略略談及。1960 年代配合違章拆除之間之整建國宅，也沒有明確規定貸
款者身份。1975 年後公告之《國民住宅條例》之國民住宅定義，係指用以出租或出售與
收入較低家庭之軍、公、教人員，且標明貸款者須具有按月償還貸款本息能力者。1979
年政府終於願意正視低收入家庭，興建第二批出租或出售平價住宅，而所謂收入較低家
庭係指符合由中央主管機關依省家庭收支調查結果訂定之條件家庭方得購買，但這類出
租國宅數量非常稀少。以上歷史過程顯示公共(國民)住宅，在台灣社會脈絡雖宣稱為中
低階層供給住宅，實質上係指廣義之中間階層住宅，本文將回到歷史之公共(國民)住宅
之定義，進行論述分析。

(2) 現代(主義)住宅/現代住居
現代(主義)住宅(modernism housing)與現代住居(modern domesticity)，觀念相近但意
義上卻略有差異。林芳正認為台灣建築史所指稱的「現代住宅」多半意指 1970 年代以
後留學歸國建築師或技術官僚所設計的住宅。特別是受到美式現代化論述及行為科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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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專業者，他們將現代化的論述建構在經濟與發展計劃模型，同時具體表現在住宅的
營建與技術(林芳正，1996:2-14)。但事實上現代主義建築─強調功能主義與理性主義之
概念，自 1920 年代借日人之建築知識導入傳入台灣，並不限於 1970 年代之後，本文所
採取之「現代住宅」之概念，係指 1920 年代以後運用機能主義、理性主義與技術導向
等，現代建築設計手法與生產思維之住宅。而「現代住居」則是強調居住活動與文化等
家庭生活面向之住居型態，內容包含住宅之型態與建造方法，也表示居住者行為、習慣、
意識與觀念，以及社會共同生產與生活之領域。本文將在不同敘述脈絡運用此二用語，
以表達所欲論述對象之範疇。

(3) 社會階層/國民/市民/中產階級
在 描 述 國 家 與 特 定 社 會 群 體 之 間 協 商 關 係 時 ， 須 先 定 義 社 會 階 層 化 (social
stratification)概念，它係指的是一個社會存在的不平等團體，並已定型化結構或較穩定結
構在世代間傳續下去。它牽涉了一連串社會關係之不平等面向，並突顯個人或團體會有
不同的機會接觸或獲得社會資源之處境。劣勢群體可能在獲得社會資源與生活機會之取
得皆相對不利，又缺乏政治影響力改變不平等處境。反之，優勢群體則可能在生活機會、
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等方面較有利。簡言之，社會資源在團體間分配之不平等的，而
國家正式可支配社會資源之主要驅力。而社會也藉此將各類人們分類為有高低之別的階
層或等級，而在工業化社會裡大多以以經濟關係為基礎所反映之社會階層化系統(瞿海源、
王振寰，2003:162-164)。凡共享社會資源之團體被稱為社會階層(social strata)，而各種分
類運作法則經常採取二分法如好/壞、高/低等性質與價值判斷，而分類之機制是辨異同，
藉由區分、隔離、分群、排除異類和吸納同類，而構造出項目或類別。而分類之目的是
維 持秩 序，並 展現 一定之 規則 與模式 ，並 具有反 覆出 現與使 用之 特質 ( 王志弘 ，
2004:294-295)。
本文將專注於三個歷史時期由國家與設定社會群體─內地移住者、國民(national)與
市民(citizen)之間協商住居之過程。特定群體所以能作為國家積極協商(或拉攏)對象，某
種程度顯示該群體擁有一定社會資源，即使不是生活機會、社會地位較有優勢，也可能
與政治影響力(或危及秩序之能力)有關。而上述三種性質相異之社會群體，是由特定之
歷史與社會經濟條件所形構，「內地移住者」係指 1895 年以後自日本本土移民台灣之
內地人，是殖民政府積極爭取來台之協商對象。而「國民」則係指 1949 年以後中華民
國概念下，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皆可稱之為國民。但在國民分類子目錄下尚有大陸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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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省人與本省人次分類原則。而「市民」之定義較為模糊並經常與中產階級(middle class)
概念連結，1950 年代之市民單純指稱居住在都市之居民，或類似舊中產階級概念，係指
自行小店家和自顧作業者，而非 1980 年代指稱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之市民概念。1980
年代以後中產階級係指稱受雇於其他資本家能管理其他工人或是具有專業技能之技術
工作者，如非技術體力工，與白領職業中擔任例行性事務職員(瞿海源、王振寰，2003:174)。
蕭新煌認為應再加上受雇於國家或企業部門之中上級管理人員，與自顧小資產階級，從
事非勞力性工作之中等收入階層。並由於政治與社會之開放，市民指稱是有選票資格、
具社會動員能力之新知識階層(蕭新煌，1990)。

1.2.2 研究問題
(1)

國家體制如何透過公共(國民)住宅治理與特定社會階層協商，維持穩定秩序及統治
之正當性。而屬性相異之國家體制，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權力運作機制施行空間治理，
以及透過論述建構出集體之社會認同與主體位置。

(2)

國家官僚(外援)體系與建築專業階層，如何透過空間再現(規劃、設計、營造、技術
等論述與實踐)，形塑公共(國民)住宅空間形式，並投出國家治理者對於現代理想住
居形式之意識形態。

(3) 以及現代住宅設計、營建技術與家電科技之作用，如何支持公共(國民)住宅之空間
形式，以及如何支持與回應國家治理邏輯與結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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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研究架構圖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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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對象與範圍
1.3.1 研究對象
住宅史研究對象牽涉了二種類型的對象，一是依據不同居住的群體而分類的住宅，
體現了不同社會群體所面臨的居住處境及生活需求，也有著程度不一的現代性住宅經驗，
因而無法化約為同一的居住主體，也未必有一致性的、同質住宅形式。其次是住宅類型
選擇－傳統的街(店)屋與合院(夥房)住宅，各自以二條發展的路徑，發展出數種新型態的
現代住宅類型，不管是後繼出現的販厝、透天厝、宿舍、眷村、別墅、公寓、大樓等類
型，皆有其營造與生產脈絡，單一空間類型研究可追溯其空間演化，但難以看出社會經
營等結構性因素對空間生產之影響，而建築個別類型學研究，成果豐碩，不宜贅文。
然而，應有一跨類型與群體的住宅研究對象似乎應被重新看待，如「公共(國民)住
宅」，雖是預設為中下階層所居住的住宅，但不全然可被劃分為中產階級或貧民階級所
有。且所營造之住宅類型也依據興建區域與時間，而有眾多類型出現，因而非指單一的
住宅類型。因此，或應將「公共(國民)住宅計畫」視為一種住宅營建之研究對象，研究
之焦點並應鎖定國家如何透過種種政策、技術手段、資源運用、與意識型態等住宅治理
技術，為國民打造適宜的現代住居生活。
本文所關注之「公共(國民)住宅」歷史發展，基本上是以由國家所主導非特定對象
之「公共(國民)住宅計畫」為分析焦點，排除官舍與眷村此類型按職等所配給之「宿舍」，
也排除個別公司為員工提供之職工宿舍，但納入由美援提供貸款，勞工可透過集體興建
方式獲得的國民住宅。公共(國民)住宅案例自 1910 年至 2000 年，自總督府公營住宅到
戰後廣義的國民住宅案例為數頗多，若一一作為研究案例，不僅沒有太大意義也無法凸
顯不同時期公共(國民)住宅之設計特徵。為彰顯各階段公共(國民)住宅設計之特殊性，將
依據每一個轉折點出現之新國宅形式作為案例。【表 1】並在此基礎上比較日本與美國
所導引現代住宅改造力量，如何透過新導入之設計理念、技術與空間形式，改變台灣人
對現代住宅與生活的想像。

1.3.2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歷史時間點，雖以 1910 年殖民地政府經營公營住宅為起點，但由於殖民
霸權體制殖民地治理始於 1895 年，且大部分有關家屋、宿舍與都市計畫等相關法令皆
於 1910 年前皆完備，並影響著後續的住宅治理，在分析上仍會回溯部分法令，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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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權力運作之特質。而戰後 1975 年公告之《國民住宅條例》雖是在 2014 年才由立
法院初審通過廢止，但事實上在 1999 年便停止辦理政府直接興建國民住宅。2000 年民
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國宅政策轉向以消化大量餘屋為主，繼續停止獎勵民間投資興建
國民住宅，已購置的未興建之國宅住宅用地，也不予保留供建，且依國有財產法規定變
更為非公用財產，騰空交由國有財產局接管後續處分標售。此階段是空有法令但採取消
極之治理。(林萬億，2006)因而將本論文研究之時間點設為 1910 年至 2000 年，以彰顯
國家實際作為之關鍵時刻。
自 1910 年至 2000 年依據不同國家體制與公共(國民)住宅政策施為，略可分為三個
歷史時期，殖民霸權體制殖民地統治、軍事威權體制發展型國家與形式民主發展型國家，
並略述三歷史時期特徵，以說明歷史分期之基礎。【表 1】
(1)

殖民霸權體制殖民地統治
殖民霸權體制殖民地治理，以 1935 年啟動之國語與皇民化運動，以及隔年之第二

次中日戰爭為分界，區分為 1910~1935 年殖民移居導入期與 1936~1949 年戰時節約與接
收期。1910~1935 年「殖民移居導入期」，為解決日本渡台之內地人口，在台北、基隆
與高雄等港口城市大量激增，造成住宅難的情況。第一個由官民合作之土地建物開發公
司─「台灣建物株式會社」成立，開啟了台灣公共住宅事業經營。雖然經營項目與方式
受到總督府監管，但基本上仍是民營之建築組織。1911 年台北州以「公共衛生費」購買
由「台灣建物株式會社」興建之新起町公共住宅，公共住宅的治理才正式納入國家政策
中。1920 年代，在殖民政府中央行政財政制度完備的情況下，總督府擴大經濟保護事業
範圍，賦予「住宅供給」救貧與防貧之任務。並由地方政府直接經營「公 (州/市)營住
宅」，為中下階層居民，提供廉價之住宅租賃服務。
1936~1949 年「戰時節約與重建期」，台灣進入戰爭狀態，總督府為因應戰爭資源
的集中與有效分配，仿效日本內地作法成立「台灣住宅營團」，以統籌殖民政府各項住
宅建設事業，正式宣告法人化住宅治理的新里程碑。1945 年~1949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期
間，為求快速恢復與重建因戰爭損毀的住宅，留用「台灣住宅營團」轄下建築技師，為
基隆等市政府興建市營住宅，營團住宅的設計方式亦受到新政經環境的影響，從而別於
過去住宅營團之設計，並具有混和型特徵。儘管在國家治理方面，1945 年日本投降二戰
結束，政權交由台來接收之中華民國政府，但在公共住宅空間治理方面仍處於混亂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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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期，且大部分延續日人之制度與規章，公共住宅設計與形式，也與殖民時期大致相似。
就此，將短暫的四~五年間接收期之住宅治理活動納入此階段。
(2)

軍事威權體制發展型國家
1950 年代國民政府以準戰爭、總體戰備情境下，施行威權體制，在美援強力介入

下，以戰後重建、經濟為導向之發展策略與意識形態，重塑國家體制。1950~1963 年「美
援協建期」，國民政府為解決因戰爭因素導致大規模人口遷徙，所造成的居住問題。以
及維持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台灣接受美國的援助，成為美國堅實的反共陣線聯盟一員。
美式住宅設計方法與公共住宅觀念，透過美援之技術支援引入台灣。再加上多次自然災
害(地震/颱風)影響之住宅難問題，國民政府開啟了涵括士農工商各階層具示範性之國宅
計劃與自助建屋計劃。1962 年後，美國認為臺灣經濟開發程度已高、不再適用防衛資助，
美援方式大部分改為貸款，並於 1965 年完全中止美援。
1964 年~1974 年是「都市改造發展期」，國民政府為配合都市與經濟發展，以及控
制違建、整頓市容(妨礙交通、維護環境衛生)、都市疏散等需求，廣建整建國宅。希望
藉由政府集中興建方式，快速營建廉價住宅給低階層住民。1964 年是空間治理關鍵轉折
點，國家修正《違章建築管理辦法》以及《都市計畫法》，正式將公共住宅空間治理由
個別之住家，擴展至都市之層級。1965 年美援結束，國民政府改向聯合國申請都市建設
及住宅計劃顧問團，確認住宅建設於經濟發展之生產與投資地位，國家重新調整對公共
(國民)住宅性質定位，並將國宅興建正式列入第四期經建計畫，開啟新的篇章。1969 年
台灣經濟成長率為亞洲之冠，顯示國家發展策略達致初步效果。
(3)

形式民主發展型國家
1975 年~2000 年國家體制追求「經濟重點發展期」
，強人領導之威權體制略有鬆動，

但國家尚未解除戒嚴，政治上即使表面上開放自由選舉，實際上不過是處於形式民主狀
態。但經濟獲得持續發展，1977 年生活水準提高，貧富差距縮小，社會欣欣向榮。為使
國土利用更為有效率，都市更新與都市計劃，成為必須重新起飛之整備。國民政府面臨
強大都市改造與都市房價高居不下的壓力下，不得不以大量興建國民住宅，直接介入住
宅市場方式，欲控制房地產價格。1976 年擬定「國民住宅六年興建計畫」，希望透過與
軍方合作之眷村改建計畫，大規模規劃與興建合宜之國宅社區。幾個大規模的國宅社區
興建計畫，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興建完成，此時可謂國民住宅興建數量之高峰期。
隨後國家面臨兩次重大生存危機，一是 1978 年中美斷交，二是 1979 年第二次石油
危機，兩次危機皆使得國家意識到經濟再發展之重要性。社會追求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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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過程中，國家延續將國民住宅視為經濟發展一環之政策方向，期待透過房地產市場
活絡帶動經濟發展。然而，都市房價已飆高至成中產階層也無法購得之窘境。隨著 1983
年前後，政府興建國宅是與民爭利說盛行，政府大幅度降低直接興建國宅戶數(楊裕富，
1991:28)。1987 解除戒嚴，1988 年蔣經國去世，強人政治終於落幕。國家為回應社會對
於房價過高之要求，1991 年「國家建設六年計劃」再次訂定「國宅與住宅計畫」，欲以
量制價方式解決房價問題，但成效有限、宣示作用大於實質意義。2000 年國家正式停止
辦理由政府直接興建國民住宅以及獎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

1.3.3 案例說明
為便於後文描述案例統合性特徵，將以歷史時期給予較為簡潔之代稱，以指稱該時
期之重要案例，但若直接描述分析單一案例時，採用研究者為案例所做案例名稱。詳細
案例清單見(表 1)─
(1)

州(市)營住宅：指的是 1920 年代至 1941 年，由州或市役所經營與管理之公營住宅。

(2)

營團(戰時)住宅：指的是 1941 年至 1946 年，由台灣住宅營團興建之營團住宅與遵
從戰時規格之住宅。

(3)

市民住宅：指的是 1950 年至 1955 年，由台北市政府與民間營造廠合建之出售住宅。

(4)

美援國宅：指的是 1953 年至 1963 年，接受美援與技術輔導，台灣省國民住宅興建
計畫委員會(台灣省社會局規劃、公共工程局設計施工)興建之出售國民住宅，包含
自力建屋工人住宅、農村示範住宅、整建住宅與民間投資興建住宅。

(5)

集中興建國宅：1964 年至 1975 年，由「國民住宅與社區建設委員會」興建之為有
公共設施、小規模國宅社區。

(6)

直接興建國宅：1976 年至 2000 年，由 1978 年行政院經建會住宅及都市發展局(中
央)與各縣市國宅處(地方)，直接規劃興建之超大街廓國宅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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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公共住宅發展大事紀

時間

1895~ 1935

1936~1949

1950~1963

1964~1974

1975~2000

(明治 43 年~昭和 10 年)

(昭和 11 年/民國 38 年)

(民國 39~52 年)

(民國 53~63 年)

(民國 64~89 年)

分期

殖民霸權體制殖民地統治
殖民移居導入期

台灣
重要
政經
事件

1895.6(M28)第一次中日戰爭，台灣
成為日本殖民地
1904(M37)南部大地震
1905 年土地調查完成

軍事威權體制發展型國家

戰時節約與接收期
1936 年國語與皇民化運動
1937 年第二次中日戰爭
1938 年實施經濟警察制度，
統一管控戰時物資

美援協建期
1951(民 42)年第一批的美
援物資進入台灣

1964 年〈違章建築管理
辦法〉修正發布

1952 年第一期台灣經濟建
設四年期計劃

1964(民 53)都市計畫法
修正
1964「嘉南地區震災」

1908 年縱貫鐵路開通

1938 年大高雄建設計畫

1953 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條
例

1909 中央研究院設立，為熱帶醫
學、產業最重要研究機構

1940 年開放台灣人改日姓、
國語運動再加強

1953 年「克蒂風災」

1909 年台北市鋪設自來水道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1910 年移民事務委員會設立
1912 年城內與艋舺下水道竣工
1913 年基隆-花蓮港啟航

1944 美軍大轟炸(決戰生活
展)
1945 日本投降二戰結束

1914 年總督府舉辦衛生展覽會
-1925

1945(民 34)台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成立

1915 年礁吧哖事件爆發

1946 年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
會設立

1917 年南投大地震
1918 年鼠疫絕跡
1921 年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
運動
1921 年社會事業計畫綱要發布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
1947 年省政府成立
1948 年(民 37)中華民國行政
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台灣辦事
處成立

都市改造發展期

1954 年退輔會成立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簽訂
1955 年大陳島退兵
1957 年第二次四年經建計
畫(包括興建國民住宅專案
計畫)
1958 年台灣省警備總司令
成立
1958 年發生八二三砲戰
1958 年「溫妮風災」
1959 年經農田學會人口密
度統計報告台灣為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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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國宅興建正式列
入第四期經建計畫
1965(民 54)美援結束(改
聯合國顧問團)
1966 年高雄加工出口區
設立
1967 年台北升格為院轄
市
1967 年中華文化復興運
動推行委員會設立
1968 年中華文化復興運
動推行委員會訂定國民
生活須知
1968 年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開辦
1969 年經濟成長率為亞

形式民主體制發展型國家
經濟重點發展期
1975 年蔣中正去世
1975 年(民 64)第三次城鄉
移民高潮
1977 年生活水準提高，貧
富差距縮小至 3.76 倍
1978(民 67)中美斷交
1979 年聯合國顧問團解散
1979(民 68)第二次石油危
機
1979 年美麗島事件
1980 年新竹科學園區開工
1983/第四次城鄉移民高潮
1984 年工殤與勞動基準法
1985 年太平洋房屋第一家
房屋經紀、仲介、流通公司
成立
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
1987(民 76)解除戒嚴
1988 年蔣經國去世

1921 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1922 年法三號生效
1923 年治警事件
1927 年台灣民眾黨成立
1930 年嘉南大圳完工

1948 年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
員會成立
1949 年戒嚴開始
1949 年三七五減租開辦
1950 年戶口總檢查

口密度最高國家

洲之冠

1959 年「八七水災」

1970 年(民 59)第二次城
鄉移民高潮

1960(民 49)家庭計畫、鼓勵
孕前衛生教育
1960「雪莉風災」
1961「波蜜拉風災」

1935(S10)中部大地震

1962「歐珀風災」
1962 年中西文化論戰

1896(M29)年臺北縣公佈「家屋建
築規則(首創建築行為許可制)
1896.9 總督府提出「總督府官舍新
築*件」

1936(S11)年「台灣都市計畫
令」頒布，包括都市計畫、
土地區劃整理、建築管理三
大體系管制

1938(S13)年「地域決定標準
1900(M33)年總督府公佈「家屋建
制定之規定」公布，使用分
築規則」
區計畫分為住居、商業、工
1905(M38)年「臺北市區改正計畫」 業、未設定、無設定等五種
頒布
地域管制 1942(S17)年臺北
建友會舉辦「小住宅設計競
1905(M38)年「判任官以下官舍設
圖」
計標準」頒布
1943(S18)年建築工事戰時
1907(M40)年「家屋建築規則施行

1971 年台灣省家庭計畫
推行委員會推出兩個孩
子恰恰好、生男生女一
樣好的口號

1963 年美援運用委員會改
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
員會

1972 年(民 61)省政府推
動小康計畫(客廳即工
廠、屋頂即農場)

1963(民 52)第一次城鄉移
民高潮

1974 年(民 63)第一次石
油危機

1963「葛樂禮風災」
住宅
政策
與相
關法
令、
研究

1971 年(民 60)台灣退出
聯合國

1953 年臨時省議會提案營
建市民住宅解五大都市房
屋荒
1953 年制定屏東內埔鄉計
畫、陽明山天母村計畫
1954 年省政府委託中國土
木工程學會擬定建築材料
規範及標準
1954 年制定「興建都市住
宅示範房屋貸款辦法」
1955 年制定「運用美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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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無殼蝸牛運動
1990 年三月學運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解
散萬年國會
1992 年外匯存底居世界之
冠
1996 年總統民選
1998 精簡省政府組織

1974 年政府宣布十大建
設
1964 年將以前年度劃分
勞工、漁民住宅及市民
公教住宅等，一律改稱
為「一般低收入國民住
宅計畫」
1966 年台灣省民政廳改
善山胞生活計劃
1968 年省議會提案住宅
區不得超過 15 公尺規定
落伍，請內政部參修
1969 年經合會推動住宅
工業化舉行房屋模距配

1975 年頒布「國民住宅條
例」及「國民住宅空間標準
準則」
1976 年擬定「國民住宅六
年興建計畫」
1976 年通過「山坡地保育
辦法」
1977 年頒布「國民住宅社
區規劃及住宅設計規範」
1978 年頒布「國民住宅條
例施行細則」、「國民住宅

細則修正」

規格設定委員會成立

對基金興建國民住宅計畫」 合研討會

1907(M40)年「判任官以下官舍設
計標準中變更件」頒布

1945(S20)年「建築技術規
則」公布

1957 年制定「國民住宅貸
款條例」

1959 年制定「台灣省國民
住宅興建管理辦法」

1969 年「國民住宅興建
計畫改進方案(修訂案)」 1979 年台北市保護區變更
為住宅區開發要點
1969 年央行拒絕國宅融
資
1979 年台北市開始興建出
租國宅
1970 年省推動住宅公用
合作推進辦法
1980 年台北市與國防部簽
訂「合作運用眷村土地試辦
1971 年建築法修訂，省
興建國民住宅」協議書
議會提議都市計劃住宅
區建蔽率 80%
1980「國民住宅管理規則」

1960 年八七水災住宅重建
計畫

1972 年省計畫興建六萬
戶國宅

1980 年實施空地限期建
築、加強山坡地開發管理

1973 年農業發展條例

1982 年修正「國民住宅條
例」，興建方式增列貸款人
民自建及獎勵投資興建

1910(M43)年總督府頒布全台「市
區改正計畫」

1959 年土地增值稅撥為國
民住宅基金

1922(T11)年「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
標準」頒布

1959 年省政府核定台北敦
化北路兩旁為美觀地區，規
定一律建築三樓以上

1929(S4)年台灣建築會舉辦「住宅
設計競圖案」
1930(S5)年台灣建築會編輯「住宅
特輯」
1932 年年「台北市都市計畫」頒布

出租出售辦法」、「國民住
宅貸款辦法」

1973 年高樓限建與建材
限價，公布 11 項穩定物
價措施，限制建築業融
資
1973 都市計畫法公布
1974 區域計畫法擬定
1974 年建築技術規則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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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頒布「國民住宅社
區規劃及住宅設計規則」、
「國民住宅社區住戶互助
組織設置要點」
1983 年修訂「違章建築管
理辦法」

1974 年五樓以上建築物
限建措施解除

1983 年「台北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理規則」、「台北市
都市更新實施辦法」

1974 年宣布將興建大量
的廉價住宅

1983 年台北市實施第一期
容積管制

1974 年國宅引入預鑄技
術(1984 年放棄)

1984 年公布「獎勵投資興

建國民住宅作業要點」
1991 年「國家建設六年計
劃」訂定「國宅與住宅計
畫」。
2000 年停止辦理政府直接
興建國民住宅以及獎勵投
資興建國民住宅。
住宅
供給
與設
計相
關機
構

1908.4.16 台灣建物株式會社設立

1942.1.21 台灣住宅營團設立

1916 年台灣建物株式會社改名為
台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1944

1946.2.11(S21)台灣住宅營
團監理委員會設立

1911 年開啟州(市)營住宅(租賃)經
營~1945

1946.10.28 台灣營建有限公
司設立
1947(民國 36)年「都市計畫
委員會」成立
1947.4.30(民國 36)年台灣省
營建有限公司解散

重要
案例

1951.10 年成立「市民住宅
興建委員會」
1954(民 43)年設立「內政部
都市住宅技術小組」
1955(民 44)年設立行政院
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

1966(民 55 年)年在國際
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下，成立「都市建設及
住宅計畫小組」(UHDC)
1968(民 57)年都市計畫
學會成立

1959(民 48)年台灣省(各縣
市)國民住宅興建計畫委員
會，

1906(台灣婦人會慈善會)高雄市準
公共住宅

1936 臺北崛江町共同住宅_
樂樂莊

1953~54 中美合作基隆高
雄碼頭/礦/鹽工人住宅

1963~68 水源堤防整建
國民住宅

1908 新榮街百軒長屋

1937 臺北大安二十甲州營住
宅(遺族住宅)

1954~55 臺北市民住宅

1964~68 南機場整建國
民住宅(一至三期)

1908 基隆港哨船頭(海埔新生地)建
築設計
1914 臺北龍山寺町州營住宅

1940 台中市役所市營住宅*
後壠子一帶

1943 岡山前峰營團住宅
1919 臺北大正街、基隆田寮港庄、
哨船頭街州營住宅
1943 台南斗六營團住宅
1919 臺北古亭庄百軒長屋(愛國婦人
會募款)

1943 臺北朱厝崙營團住宅
1944 岡山大寮營團住宅

1978(民 67)年台灣省住宅
及都市發展局成立(「臺灣
省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與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
工程局」合併改組)

1955 臺北信義路示範住宅
1955 高雄台灣機械公司勞
工住宅
1956 台中合作新村
1956 苗栗慕華新村
1958 士林華僑新村
1957~58 台北羅斯福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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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台北市敦化路光武
新邨

1975 台中潭子國宅
1976 台北舊中央市場國宅
1977 華江預鑄國宅
1979 台北國光國宅
1980 高雄五甲國宅

1965 斯文里平民住宅

1982 台北國興國宅

1966 台東蘭嶼國宅

1983 台北青年國宅(南清計
畫)

1967 民生社區公教國宅
1968 林口新市鎮

1982~1983 台北萬芳國宅

1919 新竹西門住宅長屋

1944 台南鹽埕町營團住宅

東路市民住宅

1969 內湖、新店中央新
村

大和村一部分

1959 台北重慶北路、光復
路、南京東路市民住宅

會募款)

1945 高雄戲獅甲營團住宅

1959 年花蓮美崙國宅社區

1973~1975 萬大計畫(南
機場一、三、十三號)

1921 基隆街天神町長屋*田寮港一帶

1946 基隆市政府市營住宅
(天神町/緣町/真砂町/社寮町
/瀧川町)

1961 台北市敦化南路示範
國民住宅

1975 劍潭預鑄國宅(一
二期)

1920 臺北御成町臺北州營住宅
1920 臺北龍匣口百軒長屋(愛國婦人

1921 基隆玉田博愛團
1921 台中中港貧民收容家屋

1944 台中後壠子營團住宅*

1962 台北市民生東路聯合
新村

1929 屏東街營住宅
1932 高雄田町市營住宅
1933 高雄入船町市營住宅
1935 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
1935 花蓮港街營住宅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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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台北新隆里國宅
1984 台北興安國宅
1984 台北大安國宅
1985 台北成功國宅
1985 高雄果貿國宅

1.4 研究方法與流程
1.4.1 新史學與歷史比較
本研究將借鏡新史學之研究方法，進行歷史比較研究。新史學研究以科際整合為治
學目標，通過對於事件史的反省，提出整體史觀，其社會、經濟與文化史觀點，經常能
與地理學、社會空間理論對話，對於思索社會、文化與空間變遷之議題，相當具有助益。
新史學之研究方法具有三個重要特徵，對於歷史研究之對象、問題、材料與時間觀等面
向，不僅擴大了史學研究之範圍，同時也鼓勵歷史研究者，透過史實的陳述與詮釋，發
覺真實生活的豐富性、複雜性與異質性。(1)總體史學的興趣，新史學的研究者皆渴望建
設一種從生理到心理、從物質到精神、置於社會歷史時段中的總體的人類歷史。如 1890
年的富蘭克林的《歷史上的私生活史》研究，以及後繼之布勞岱爾的《15-18 世紀的物
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二者皆將研究興趣聚焦於日常生活之研究，期以透過居住
型態、習俗、飲食等等日常生活之歷史彙編，揭露法國及其前工業化時期之整體社會歷
史。特別是布勞岱爾研究，其企圖透過指出經濟的巨大平衡機制和交換的流通，如何塑
造著、改變著物質性及社會性生活的演進軌跡(Breudel, 1999)。本研究將指出國宅政策
如何藉由形塑與改變國宅空間形式，影響人們對於現代住居生活之理解。(2)擴大研究對
象與史料範圍，Goff 等(1993)認為新史學與傳統史學之差異，某種程度展現在對於研究
對象及史料選擇上迥異的態度。如重視一般尋常人生活勝於政治家或單一特殊事件(政
治事件與戰爭)，以及不限於書面文獻，全方面探索多元史料(各種書寫材料、圖像材料、
考古挖掘成果、口述資料)之企圖。新史學掀起的對象、問題與資料的革命，能幫助研
究者掌握過去的歷史事實，提供更好的歷史的解釋與解答(Goff, Veyne, & Furet, 1993)。
(3)歷史的時序是多層次的，除此之外，新史學研究更重視時間概念的再理解，並認為應
打破單一的、同質的和直線發展的歷史時間觀念，而考量建立歷史社會的多重性時間的
操作概念。也就是對於歷史時序的認定，與其說是按照歷史現象產生時間而確定，不如
說是經由該現象在歷史中延續及作用來確定，而時序概念須兼顧物質現象及精神觀念。
然而，仍需避免拼湊理論體系，零碎化歷史之危險，以及如同實證史學派般的單純相信
經驗(Goff et al., 1993)。
新史學與比較史學方法給與本研究之導引，在二個層面:一是史料上的選擇，不再
僅靠著政府(官方)出版的公共(國民)住宅相關資料進行評析，而是以官方各種論述之材料
為藍本，而另進行各種其他史料之對照，並透過多角度之觀點提出新的歷史解釋。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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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對象上的選擇，遵從比較史學的基本方針，對於欲比較之對象:(1)是有一定類似
性、(2)是有一定共通點，透過材料驗證、解釋(詮釋)、發現(社會或事件)獨特性。換言
之，便是針對一歷史現象之比較，歸納出相同與相異之處，並為此提出更好的歷史解答。
因此，在研究對象與材料的選擇方面，將以 1910 年至 2000 年公共(國民)住宅計畫內設
計、興建或補助之方案作為案例，以確認案例之類似性與共同點。其次，佐以各階段之
公共(國民)住宅政策與設計論述資料，描繪與建構多元之歷史事實。無論是日本殖民時
期對於公營住宅的設計手法與建築調適技術，或是美援時期美軍顧問團在台灣所做的研
究與建議檔案、引進的現代社區規劃理念、以及美式生活的推廣，應重新爬梳與回顧，
並給予新的歷史定位。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是「以世界框架寫台灣近代史的必要性」，兩岸─中國與台灣、
殖民─日本與台灣、乃至於後殖民──美國與台灣，都不是簡單的歷史概念。如果僅站在
中國或台灣框架下，看待 1910 年至 2000 年台灣現代住居經驗的發展，皆容易產生偏頗，
也不符合台灣真實的歷史處境，各種國際勢力的競逐、引入與連結，經常使得台灣的主
體性曖昧不清(林滿紅，2002:177-193)。但若從世界交流關係為框架看待此時期發生的台
灣的歷史，則較可看清楚台灣社會與文化經過這些勢力的驅動、作用、交揉與匯流後的
真實情境，並從此重新定義台灣的主體性與認同。

1.4.2 文本與論述分析
文學裡文本/互文性(text/intertextiality)分析方法，通過巴特的神話學等著作，處理非
常多種非語言的文化形式，而擴展文本的範圍，並認為從攝影、電影和服飾時尚，到音
樂、運動、都市環境與建築，都是文本分析之對象。互文性指的是個別文本與其他文本
之間相互之關聯性，意味著一種組構的方法，與預設之閱讀方法。但文本的意義並非固
有的意義，而同時有不同跨界之側(誤)讀之可能(Brooker, 1999)。本研究所分析對象公共
(國民)住宅屬性上雖歸類於實質建築空間，但不限於物質空間之討論，將透過各種各樣
之國宅相關文本進行分析，以彰顯各種文本之間相互建構意義之脈絡，以及預設召喚對
象之間關係。此研究觀點也呼應新史學之研究方法，能以更為多元之史料，建構整體史
觀，為歷史提出新解釋。
從個別文本、多元文本至一系列構成文化與歷史特殊性意義之特定領域之再現、習
例和語言使用之形式之論述，體現再現領域上朝向再現政治、知識與權力傾向。論述
(discoures)分析方法，依傅柯觀點，各種社會實踐與制度，皆由論述形式(談論社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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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世界的方式)所建構，是社會脈絡裡生產與組織意義的手段。其中語言是此觀念中的
關鍵，由語言體現了論述。人類對社會世界經驗之方式，是透過各種論述形構而成，並
由此構成知識模式。論述形構(discourse formation)在特定社會脈絡裡，預設了何者為知
識的合理化規則，反之則排斥何者不是知識，因此論述具有壓迫性或排他性之特徵
(Brooker, 1999)。既然論述是一種建構，反之也具有多元性，但具支配性之論述，則是
會得到既有法律、教育與媒體系統的強化，相較之下個體或弱勢群體能抵抗或修改支配
意義模式的機會微弱。傅柯另一種觀點，社會成員(包括知識分子)牽連在論述之中，以
及賦予它們生活和定義的論述政權或權力、規範系統中。此研究取向有助於理解公共(國
民)住宅治理論述，如何透過特定社會脈絡將知識合理化，其中統治階層與專業階層又
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而使國家乃至於社會集體對於現代住宅治理之想像，自然化成為
具支配性論述。

1.4.3 研究流程
(1)

檔案與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的開展，首先將蒐集 1910 年代至 1940 年代殖民時期之公營住宅案例之歷史文

獻、檔案，包括:1.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典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2.台灣國家檔案館
典藏機關檔案、3.公開發行報章、4.台大與成大特藏日文書籍、5.日本住宅營團資料2等，
從中搜尋有關日本殖民時期對於公共住宅相關法令、作法與論述相關資料，特別是以市
營住宅與營團住宅為關鍵字之檔案作為分析材料基礎。以及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時期之行
政長官公署檔案與機關檔案中有關於市民住宅、國民住宅等相關文獻資料【表 2】，分
析台灣公共(國民)住宅早期發展，受到日本營團住宅體制於設計面(或與設計面連結制度
面)之影響。
表 2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典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與台灣檔案局(NAA)典藏機關檔案清單

檔案來源

檔案清單

備註

1.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典
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檔案

00326610083001(行政長官公署)住宅營團接收案(包含:住宅營團
人事執掌分配表、住宅營團土地接收清冊、印信清冊、財產清冊、
倉庫資材清冊、現金存款清冊、現有住宅土地圖冊)

-

2.台灣檔案局(TNAA)典
藏機關檔案

0035/443.3/1(基隆市政府)

勞工平民住宅建築工程

0041/辛 BA/1(台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美援興建勞工房屋/興建勞

2

3卷
3卷

住宅営団 : 戦時.戦後復興期住宅政策資料 / 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
編(第 1 卷,形成過程 -- 第 2 卷, 組織と事業 -- 第 3 卷,設計と工務體制 -- 第 4 卷,調查.硏究 -- 第 5
卷,舊植民地住宅營團の展開 -- 第五卷別册,標準設計圖面.住宅地圖面 -- 第 6 卷,閉鎖と住宅運動)
幻の住宅営団 : 戦時.戦後復興期住宅政策資料目録.解題集 / 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
住宅営団研究会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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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住宅及其他房屋相關事項
0053/511/5 (台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房屋購、售、修建及分配

1卷

其次，利用作者前往美國檔案局(NARA)蒐集之美援(Mission to Chia)檔案內所有與住
宅計畫(Housing Project)有關之檔案資料【表 3】，探尋美援時期，美軍顧問團如何透過財
務援助與技術援助，提出台灣國民住宅之管理制度與設計方針建議，同時，也透過 NARA
原始檔案之紀錄，釐清美國顧問與國民政府主管機關成員，如何透過國民住宅興建委員
會協商與運作機制，決定國宅政策與設計決策。並描繪出台灣公共(國民)住宅，如何受到
美軍顧問及受到美式建築教育影響之專業者擘劃下成為今日的現代住宅樣貌。
表 3 美國國家檔案局(NARA)檔案清單

美國國家檔案局(NARA)檔案清單
序
號

RG

1

0286

2

0286

3

4

5

6

7

0286

469

469

469

469

單位

計畫

主題

箱號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 Files Pertaining to
the Housing Guaranty
Program 1962-1996

Taiwan
THRU India

C41

 Taiwan loan ag
reement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Mission to
China/Executive Office

Helath(Hosp
ital)THRU
Housing

C20

 Housing

Central Subject
Files,1959-1962

備註

 Housing report
 Housing working
housing project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Mission to
China/Executive Office

Records of
U.S.foreign
Assistance
Agencies,19481961

Mission to Thailand

Records of
U.S.foreign
Assistance
Agencies,19481961

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

Records of
U.S.foreign
Assistance
Agencies,19481961

Mission to China

Records of
U.S.foreign
Assistance
Agencies,19481961

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

Central Subject
Files,1962-1965

Executive office country
Files,1950-1960

Executive office
Unclassified Central
Files,1954-1960

Executive office
Unclassified Central
Files,1950-1954

Executive office
Unclassified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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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64:SOC1
THRU TRP
4

C25

Taiwan-Viet
nam

B8

 SOC1community
Development
 Housing-Urban
Deve
 Taiwan finance
loan credit
 Taiwan housing

Retser
Hospitalizati
on to
Medical
Training

B35

 Housing project

Housing-Ind
ustry

B76

 Housing(1of3)
 Housing(2of3)
 Housing(3of3)

Health-Nurs
ing to
Industrial
Program

B51

 Housing
 Housing_National
housing Program
 Housing_workers

Files,1954-1960

8

0306

(2)

U.S.Informatio
n Agency

housing Project

Records Conceming
Exhibits in Foreign
Countries,1955-1967

Switzerland:
U.N.Confer
ence,Genev
a THRU
Taiwan

C35

 Taiwan

分析案例設計圖面蒐集與興建位置定位
本文採用歷史研究方法，研究案例之選擇並非以「數量」作為計量分析之基礎，而

是選擇「具有代表性與關鍵轉化意義」之案例，作為論述分析之文本。再者，除「州(市)
營住宅」之建築設計因其空間生產方式(由各州廳下的土木課自行設計)的不同，案例之
間較具有差異性外，「營團住宅」與戰後「市民、國民住宅」皆以發展「標準圖」為目
標，呈顯出不同程度之標準化。大部分興建完成之公共(國民)住宅具有共通性，因此，
能突顯設計論述轉化之關鍵性案例之代表性，優先於數量上之可驗證性。由於本文聚焦
於公共(國民)住宅於設計與空間形式之轉化，以建築設計圖作為分析文本較能清晰說明
空間配置上細節變化。釐清設計論述的形成與目標，以及具體展現在建築圖面上的空間
形式特徵與意義，將採用多元之史料(相關法令、檔案與政策論述)以驗證分析。並試圖
以地圖定位方式確認所在地。以進一步掌握各公共(國民)住宅社區案例與所在城市之空
間關係。
(3)

綜合比較與分析
綜合各檔案、文獻、訪談、設計圖面…資料進行案例解析，同時透過公共(國民)住

宅空間治理之分析架構，分析三個歷史時期不同主導勢力(國家對於住居治理的意識形
態)，如何透過種種政策、技術手段、資源運用與意識型態等住宅治理技術與論述，形塑
理想的國民住居生活，呈顯出住居之現代性經驗，並注意到此現代性經驗乃是一種透過
文本中的想像性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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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現代的住居治理：研究取向與文獻回顧
2.1 台灣住宅史研究取向
「住宅」作為一種建築類型，是人類最早也接觸最深的空間。不同社會、文化的住
宅形式(House Form)，在漫長歷史演變過程經常是緩慢且混雜的。經過了長時間的調適
與變異，逐漸被該族群或社會所接受後，逐漸演化為一種代代相襲、共同創造、具有約
束力、為集體所認同的形式，形成住宅的傳統(Rapoport，2007:5)。過去，
「傳統」(Traditional)
住宅形式之變異歷史，因為變化過於緩慢或細微而不容易察覺，容易被視為是固定且同
一的(即使從長時段來看，住宅形式總是有來自其他族群或文化影響，或是因技術與材料
進展而有所調整)。今日，在面對全面性且具支配力量之現代性(modernity)洗禮後，住宅
形式之劇烈變化已不容忽視，甚至是難以抗拒，而什麼是住居的現代性，已成為不得不
面對的課題。然而，在辨明甚麼是住居的現代性之前，有必要釐清究竟什麼是「傳統」，
什麼又是「現代」。難道真的是有個固定的、過去的「傳統」，對抗突然新生的、變化
無常的「現代」嗎?我們該以怎樣的框架理解台灣百年來的住居文化之變遷呢?
霍普斯邦 ( Hobsbawm)認為「傳統」是人為「創造」而來，非與生俱來、一陳不變
的固定概念。傳統仰賴創造，延續內涵與生命，同時經過無數的實踐又鞏固了其自身的
權威地位(Hobsbawn, 2002)。正如許多現代性研究者認為「新現代」的概念其實是相對於
「傳統的舊」的概念，難以二元對立方式處理這些議題，每個新概念也許來自於某個舊
傳統的轉化，同時也可能歷時一段時間後成為舊傳統。因此現代與傳統是無法一分為二
的，而可能近似於一種永無止盡的時間光譜，每個片刻都是從「舊」過度至「新」混合
交揉之結果。若將傳統─現代視為一種扭結的螺旋混合體，那麼該如何在現代的情境下，
從事住宅歷史研究呢?回顧住宅發展的歷史，牽涉了現代性個體自我認同，最小社會(群
體)單位─家庭，乃至於社群與國家之間互動建構之住居實踐與文化想像過程。
住宅史研究在台灣，略可粗分為戰前傳統住宅(通常指稱的是清代建造之合院住宅
或聚落或是涵括殖民時期和式住宅)，與戰後現代住宅兩大範疇。住宅研究者經常將原始
社會或工業前社會的居住方式視為「傳統」的，因而有了傳統住宅之研究範疇3，這類研
究聚焦於分析傳統住宅類型之結構、空間組織、營造方式與居住形態等特徵。而戰後現
代住宅研究，則多以現代住宅營造之規劃設計技術作為主要考察對象，如分析住宅空間
標準、居住行為、機能效率、用後評估等面向。而少以長時段歷史之角度，解釋與評析
3

而這個傳統正快速消失，因而須保護或保存，進而延伸了古蹟保存或遺產保護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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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現代化過程，以及住居文化受到巨觀國家政策與微觀生活方式改變之影響。也就是
缺乏考量宏觀地結構性制度變革，與微觀地住居形式之間交互作用之現代住宅特質思
考。
表 4 台灣住宅史研究範疇

範疇

民居研究

住宅研究

住居文化研究

分析對象

聚落

都市集合住宅

居住型態

宅院(漢人)

階層住宅

家庭生活

土地(經濟與技術)

住宅政策與績效

傳統的延續性

血緣(家族/民族)

住宅開發與投資

居住的個別化

風土氣候(環境與材料)

階群居住需求

居住的多樣化

祭祀(宗教)

住宅技術與評估

居住的合理化

住宅設計

居住的商品化

問卷統計、數學模型推估、

歷史研究

實驗評估、訪談調查、形式

口述調查

分析

文本再現

家屋(原住民)

研究旨趣

研究方法

人類學式田野測繪與調查

論述分析
註:本研究自行整理

2.1.1 民居研究之貢獻與局限
「民居」是相對於國家或紀念性、宗教性建築而言來的住宅概念，意思是人民或民
家所居住的場所。民居研究的焦點多放在住宅空間的物質性描述，並以民居建築/聚落的
類型與地域(環境)的特徵作為主要描述與分析對象，在台灣主要指清代及之前的合院住
宅。其中環境的影響因子被視為是影響民居建築之重要條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風
土氣候及(當地)族群社會特徵，皆被視為重要分析指標。1969 年極負盛名的住屋形式研
究者拉普普也認為，結合環境(氣候)、材料、技術、防禦、經濟、宗教等限制條件外，
最終影響住屋形式的是綜合性的社會文化因子，特別是宗教性及民族性是最終的決定條
件(Rapoport，2007:57-59)。在台灣熟知的建築/城市研究場域中，人類學及地理學研究在
方法上給予我們許多指引，郭肇立(1998)在傳統聚落空間研究方法文中，簡單分類了台
灣傳統聚落空間的四種主要的研究方法:
(1)

為專注於測繪與保存的史蹟研究，

(2)

為講究數據的都市計劃與都市體系研究，

(3)

為從歷史書寫出發的聚落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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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

(5)

為社會人類學的研究，

以上五種研究方法雖可兼顧建築形式與意義、社會結構與社會空間等層面之探索，
仍無法跳脫固著、穩定、單一的「地方」空間概念，正如郭肇立在其論文質疑在全球化、
網路流動與空間壓縮之今日社會，傳統的土地與血緣、祭祀圈等重要的分析概念，似乎
需要重新被定義(郭肇立，1998:7-24)。此類型研究方法及理論，確實有效地為我們描述
了傳統民居營造方法與形式之諸多現象，並確保了許多快速消逝的珍貴傳統民居建築的
基礎資料。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民居範疇下之和式住宅(或是經常稱為日式宿舍)，卻
是無法採用土地(經濟與技術)、血緣(家族/民族)、風水、祭祀(宗教)等概念來掌握空間特
徵。由於較吸引殖民時期住宅史家眼光，為由國家完全支配之官舍建築(以職等分層之宿
舍)之歷史4，以及由私人營造之和式住宅資料取得不易，而較少有除官舍建築外的住宅
專文分析。戰後經過國民政府的接收後，許多私人性質的日人住宅被乾坤挪移為黨產或
國有財產，或是直接轉為國家宿舍使用，導致談及和式住宅時似乎只剩下宿舍之性質，
簡化為暫時的居所概念，而將焦點專注在建築形式之轉化與木構造技術等之指認，而不
見微觀之居住文化討論。
若進一步聚焦台灣公共住宅史研究，台灣戰前住宅史研究專文談及戰前日本殖民時
期「公營住宅」之歷史研究更為稀少。如鄭國政(1993)台中市郊大和村之研究，闡明了
大和村地區由建築組合興建之住宅與市營住宅自模範社區，進而轉為都心邊緣住宅空間
之過程。這一類透過分析某一區域的住宅(聚落)空間變化或都市形成過程，談及住宅社
區內建築形式變遷時，附帶說明公營住宅之空間特徵(鄭國政，1993)。雖然該研究之分
析主體不在於公共住宅設計轉變的過程，但由於該文部分材料，詳實分析市營住宅與營
團住宅形式與配置，為我們清楚描繪了 1930 年代公共住宅的建築特徵。王慧瑜(2009)
針對日治時期(1895-1937)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研究，與葉卿秀(2003)日治時期日
式木造住宅的構造形式研究二文，皆部分探及市營住宅與台灣住宅營團的空間規模與構
造形式，為本文解析市營住宅與營團住宅空間特徵建立基礎(王慧瑜，2009)。聶志高與
郭雅雯(2005)從類型學出發，透過「小住宅懸賞圖面集」「官舍標準圖」，討論日式住
宅平面構成之種類關係，比較官舍與民宅空間機能融通與界定的手法，以及西方文化對
空間規劃的影響(聶志高、郭雅文，2005)。由於公營住宅是介於官方與民間的出租住宅，
4

於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系統以日治時期+官舍為關鍵字搜索，即可獲得 6 筆論文資料。而改以日治
時期+宿舍為關鍵字，則有 265 筆論文資料，研究成果頗豐。改以日式住宅為關鍵字，則僅有 7 筆論
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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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論文部分結論似乎無法套用在公營住宅平面構成的變遷上，但其研究成果提供相當之
對照，使本文能進一步釐清平面構成轉化之意義。
由此可見，回到台灣住宅的歷史性經驗，自沿海開埠至日本殖民，被外在於自身之
強大政治力與經濟力驅動下，捲入了現代世界資本體系的運作，台灣居民們無論是自願
或非自願，一再經歷著打破傳統生活方式，與自身文化傳統斷裂的痛苦過程。比文化更
具支配性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不僅改變了傳統社會的運作，也轉化了傳統的居住型態，
就此來看，現代住宅的發展，已無法沿用過去民居研究的分析架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
模型也無法用以描述現代居住之全貌。

2.1.2 住宅研究之貢獻與侷限
判隨著現代空間生產技術而來的科學空間統計概念，自日本殖民時代起便影響著空
間專業者對於住宅的認識。戶口與住宅調查、居住狀況統計、住宅構造實驗之現代科學
住宅研究學術傳統延續至戰後，轉為各類型住宅類型調查、政策與用後評估。此類型研
究可略分為住宅政策、住宅開發、住宅社群、住宅技術、住宅設計、住宅史等五個面向
─
(1) 住宅政策研究多關注於績效、房價(購屋負擔)、法令、租賃、管理等整體政策，以及
住宅品質、生產建設、空屋率、居住面積之統計等議題。(張金鶚，1990)、(花敬群，
2001)、(華昌宜，1994)、(薛立敏、林佶賢、顏志龍，2009)、(林萬億，2006)。國宅
政策社會與歷史研究最具貢獻者為夏鑄九與米復國(1988)合著之《台灣的住宅政策:
國民住宅計劃之社會學分析》，楊裕富(1992)博士論文《臺灣住宅政策、立法與都市
住宅用地》以及陳怡伶與黎德星(2010)合著之〈新自由主義化、國家與住宅市場:台
灣國宅政策的演變〉
(2) 住宅開發研究則對於住宅開發之投資可行性(成本、利潤、效益)、開發價值(市場區
隔、產品策略) 擬定、區域(農村、城市)特定住宅類型發展、開發組織、制度與房地
產產業等效益進行評估(張偉斌，1995)。
(3) 住宅社群研究則多以特定之住宅群體(勞工、婦女、公教、老人、原住民、貧民)作為
分析對象，進一步探討各群體居住需求、環境與處境(邱清榮，1997)、(關華山，1994)、
(林元興，1977)、(周素卿、劉美琴，2001)。其中地理學與社會學式對於特定群體生
活處境之研究，這類研究論文較能具體描述居住者之主觀認知與意義賦予過程。以
國宅為直接分析對象者，有周素卿以都市更新角度，討論南機場地區整建住宅社區
如何成為都市貧民窟之歷史過程，並具體闡明貧民窟發展脈絡與弱勢住民(女性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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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遷徙與生活經驗，以及都市貧民窟與都市整體發展脈動如何有關等議題(周素卿、
劉美琴，2001:21-22)。其研究讓我們得知各別國宅社區，經過二三十年的社會發展，
如何因其違建集結的邊界地區而形成之次文化，並在國宅建設的櫥窗與貧民窟集結
下強化了貧窮文化的空間造購，而成為低價、非正式之住宅商品。甚而被居民自身、
公共政策、傳媒指稱為貧民窟之過程。這類透過都市空間文化研究之論文，向我們
昭示了不同社會群體與空間之間互動關係。對於本論文分析 1960 年代整建住宅至
1970 年代都市更新脈絡下之大街廓國宅社區，提供基礎之歷史資料，同時也自住民
觀點了解國宅政策對其之影響。
(4) 住宅技術研究則聚焦於新技術之開發與沿用之問題上，特別是對於住宅內各需求空
間(客廳、廚房、衛浴)之現況與用後評估調查、以及環境最適值(日照、溫濕度、通
風)之相關研究(江哲銘、王文安，1994)。
以上研究者注意到了政治與經濟對於住宅之影響，從政策面、經濟條件下，計
算住宅空間容量、住宅所有權、設備效能、購買決策、使用滿意度等量化成果，卻
較少注意到統計數字背後，社會與文化作用於住居空間的內涵與意義。換言之，此
類型研究可獲得住宅領域各議題於外部「量」的需求，卻無法回答內在「質」的意
義，而質與量間總是難以一分為二且相互影響。
(5) 住宅設計方面，如將主體限縮在「國民住宅設計」則可按不同方法旨趣，約分為三
個方向：一為解決國宅空間品質不佳、層出不窮改建之問題，期待透過空間設計前
後評估方法，擬定國宅各居住機能空間之設計準則，以期改善國民居住環境品質(李
詩文，1980)。如七巷住宅研究小組(1983)曾嘗試提出住宅規劃設計評估架構，相信
準則化的項目因子，能有效控制設計的結果。這套評估方法，嘗試在混屯、差異化
的個體生活中，建立集體生活所需之秩序，以及一套可讓設計者理性思考之評估架
構。該研究以一國宅案例為分析對象，仔細分析國宅社區設計於區位關係、自然特
徵、土地使用、公用設施、空間配置、住宅單元與管理維護等項目之特徵，這些評
估項目相當完備，也極大化的包容了各項物質環境之評估因子，不過較著重於物質
空間之描述(張金鶚、米復國，1983)。又如楊裕富(1988)針對台北市新社區開發與舊
市區更新之都市設計(住宅個案)研究，以技術官員角度詳加記錄青年國宅、萬芳社區、
新隆里國宅等國宅社區之都市更新歷程及更新內容介紹，透過具體分析這些國宅社
區之都市設計品質，提出於法令、都市設計程序等方面之檢討與建議。1989 年，他
又進一步針對台北市完工之國宅社區，進行設計與開發追蹤探討，透過實地訪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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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分析都市居住實質環境之狀況。該研究細緻地分析自住宅規劃設計理念的引
用，住戶基本社經資料、居住滿意度至實質環境間，設計與規劃之落差(楊裕富，1989)。
楊裕富第一手之國宅設計與生活現場紀錄，為整體國宅政策下更為細緻之國宅設計
理念、想法與操作，提供歷史之材料，供我們比對與理解當時國宅相關技術官員對
於國宅設計之想法。
其二是針對使用者之家庭結構及生活習性(居住模式)研究。該類型研究透過分
析室內空間格局之適用性、可居性、空間量與應變特性等概念，期以提出能確保居
住者空間品質解決之道(馬玉琦，1986)。三則是將研究焦點轉移至國宅外部公共空間
研究，進一步分析外部空間型態使用、規劃環境、與外部空間聯繫等規劃方法之優
劣，以期待透過設計之策略改善國宅公共空間品質(王德普，1990)。然而，儘管研究
主題與方法多有所不同，所關注之焦點仍以 1970 年代以後國民住宅於物質空間方面
質與量的改進。無論是空間設計準則至可居性的研究，皆是希望透過現有空間使用
現況調查，發現居住問題，進一步擬定可行之改善空間策略。然而，這類研究受到
統計分析方法影響，期以透過控制各變項因子，提出適用性、可居性、空間量等空
間標準，以提供其他設計者仿傚。但但數學、統計等抽象之空間表述方式，並不能
解答戰後初期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國宅設計，與戰前殖民時期公共住宅設計之間
關連性，以及住宅空間形式之意義與轉化之過程。
(6) 住宅歷史演進研究，有王文安(1987)對於光復後台灣居住空間型態的演變與未來發展
研究，賴建名(1996)國民住宅居住單元空間平面演化之探討，與蕭惠文(1986)之台北
市都市集合住宅空間形式轉化研究，上述論文嘗試解釋居住型態與住宅空間形式轉
換，與機能類型的消長與接續特性演化之關係(賴建名，1996)。特別是蕭惠文之研究，
運用類型學與歷史比較學兼容方法，透過空間平面構成(空間主體元素與結構關係)
與涵構力量(歷史因素、機構制度)分析，細心考察街屋、和式住宅與公寓三種類型之
住宅型式之變化過程(蕭惠文，1986)。這些論文雖談及住宅空間形式的轉換，並注意
到經濟、政策及建築風潮上等因子影響，或該時期住宅配置上的特徵。但並未從歷
史比較觀點，論述台灣公共住宅設計與各霸權文化之間的關係，並將住宅形式的變
化視為自然化的演進過程，並不細緻地分析住宅設計背後所呈顯的意識形態與居住
的現代性意義。特別是在 1940~1950 年動盪不安之戰爭過渡時期，大部分的研究者
礙於材料上取得困難多半匆匆帶過，而使得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呈現空白的情形，也
使得居住的現代性過程與經驗似乎有了斷層。然而住宅空間的觀念與生活方式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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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延續性，除非歷經極具災難性之變革，否則多少會殘留下前時期的特徵痕跡，而
非全然的更新。因此，須將歷史的時間軸拉長來看，方能在住宅現象的物質變遷之
外，探索內隱於表象下意義。

2.1.3 住居文化史研究
國內綜合性討論現代家居歷史之研究不多，多以類型學研究為主流，如林一宏(1994)
《透天厝住宅形態影響因之探討》、林崇傑(1988)《長形連棟式店鋪住宅空間形式之個
案研究:以家庭生活的觀點》、陳宇進(1988)《家庭結構及生活與住屋形式變遷之研究─
以鹿港連棟透天厝為例》、吳明修(1991)《論台灣住宅之居住問題》、洪肇陽(1988)《台
灣地區住宅生活模式的研究》。林一宏、林崇傑、陳宇進鎖定連棟透天厝此類型之住宅
建築，透過家庭生活的改變與住宅空間之變遷，探索住宅空間形式轉變之重要影響因子。
並蒐集了大量的案例作為佐證，相當具有參考價值。較為可惜部分是，這類型研究多以
行為科學出發，預設居住者具有改變空間形式之動力，忽略了政治、社會與經濟條件對
於住宅空間形式的影響。而吳明修與洪肇陽之研究，則自空間計畫之角度，觀照住宅使
用與住宅形式之間相互影響，主張應透過認識空間的使用狀況，發展本土之規劃概念，
並解決使用者居住之問題。以上研究雖強調以科學方法，觀察與紀錄居住者行為、活動
與時間、空間關係等層面，但無力闡述與勾勒使用者意識、價值之內涵為何(林一宏，
1994:8-9)。以上各研究，尚無法提出或指認出台灣現代住居之特性與形態為何，以及導
致轉變之各條件又如何作用於實體的住宅空間形式上。
反觀國外綜合性討論現代住居史研究越益豐碩，Routledge 出版社自 2006 年起出版
一系列與現代性、住居、住宅建築有關之研究論文，包括 2006 年《The modern period
room: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hibited interior 1870-1950》 5 、2007 年《housing and
dwelling:perspectives on modern domestic architecture》6、《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ior:
Architecture, modernity, domesticity. 》由於「住居之現代性」為較新研究議題，除《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ior(室內的浮現)》為專書外，其他二本書基本上是以讀本方式呈現，
由主編挑選與之相關之研究論文收入書中(Rice, 2007)。Rice(2007)研究之主要關心室內家
5

《The modern period room》談及的是人們對於重現 1870-1950 年現代時期的房間時，所面臨的現代住
居展示的種種問題，也就是當代人如何詮釋與再現現代住居樣貌。(Keeble, Martin, & Sparke, 2006)
6
《housing and dwelling》則將現代住宅與住居分為城市住宅、維多莉亞的家庭生活、道德與慾望、現
代主義與技術、大眾住宅的烏托邦夢想、美國戰後郊區的大眾住宅、計畫原則與設計、二十世紀公寓
的居住、未來的可能性、哪裡是家等議題，每一題之下收入 3~4 篇相關之單篇文章，該書收入跨領域
之住宅相關研究成果，企圖以跨學科之研究方法，向讀者展現現代住宅議題之多樣性與多元化，對於
研究問題之挑選具有相當之啟發性。(Lan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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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生活的經驗與概念，如何在十九世紀被形塑出來，且特別關注建築與室內居家之間的
關係。本書指出幾個關鍵的時刻，建築與室內之間的關係發生改變，如英國十九世紀中
房間法則和走道規劃，以及室內如何被想像或計劃(plan)，使現代舒適(comfort)感受得以
實現，並且清楚地構築。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室內的物質消費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帶領
了設計與工業品的改革，連結了社會與國族的認同。同時，也認為「室內」的出現，與
現代性的問題息息相關，包括經驗的情況、歷史的表現以及主觀的知識，共同形塑了居
家之現代類型。本書同時認為透過歷史研究，我們可以理解居家生活的結構，以及對於
理想生活的想像。
台灣這類住居文化史相關論述研究非常稀少，眼光投回亞洲，鄰近台灣的日本與中
國，分別於 1999 年、2002 年發表了二本討論現代住宅的專書，一是鈴木成文編著的《現
代日本住居論》、二是呂俊華與 Peter G. Rowe、張杰共同撰寫的《中國現代城市住宅
(1840-2000)》，二本著作皆由該國重要住宅研究學者共同參與編集。鈴木成文為日本及
韓國現代住宅研究之先驅者，該書集結了 13 位日本住宅建築等議題相關之專家，共同
執筆、撰寫。書中案例豐富、立論清楚，且與台灣住宅發展歷程部分相似，具有高度參
考價值。日本住居文化史研究經過 50 年歷史研究的積累，已累積豐碩成果，細分為社
會學、生活類型學、住居人類學、住居環境學、居住生活文化史、風土住居、空間關係
學等範疇(布野修司，2010)、(鈴木成文，2002)。鈴木成文(2002)等之日本住居文化研究，
論述日本戰後五十年的住居歷史，包括戰前的傳統居住文化形態，與戰後追求近代化、
合理化為目標，大量湧入的日本的歐美住居型態，在對立排斥與認同接收的環境下，形
成今日的日本住居型態。日本住居學研究範疇，聚焦於探究生活與居住空間的關係、居
住方式與配置的對應關係、家庭構成與配置的對應關係、生活行為與配置的關係，同時
考量縱向住居歷史變遷，及橫向的過的住居比較研究，及現實的居住狀態調查(胡惠琴，
2008)。呂俊華之《中國現代城市住宅(1840-2000)》一書前身為清華大學建築與哈佛大學
設計研究院 Peter G. Rowe7教授合作之計劃，為中國現代住宅研究第一本專門著作。該書
研究對象與台灣住宅案例，有著高度相似性與傳承性，具有一定參考價值，同時再加上
1949 年分治後的政治體制差異，兩岸現代住宅的歷史發生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路線，本書
將可作為本研究之對照組，有助於我們認識和解釋台灣住宅發展的種種歷史現象。

2.1.4 台灣現代住居史研究新視角

7

Peter G. Rowe 是美國哈佛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學院研究住宅與現代化等議題著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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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欣蓉(2011)針對台灣戰後 1950-1960 年代形成之公寓化過程進行歷史論述分析，則
採取完全不同建築類型學之研究取向。她藉由法國社會學傅柯(Foucault)之治理術
(governmentality)與身體規訓(discipline)，以及女性主義之家務性(domesticity) 等分析概
念，闡明環繞著「公寓」而來之各種現代性經驗，權力、知識、制度性論述之總稱，如
何逐漸模鑄出性別化之現代主體的種種過程(劉欣容，2011)。她認為一個帶著擬帝國之
文化想像、國族國家主體慾望之各項住宅治理，透過衛生現代性治理、理想住宅、都市
示範住宅、軍眷住宅運動、以及現代住宅公寓方案等行動，呈現出西方、美國式的現代
治理擬仿。住宅商品化與性別化之家務規訓，更使得一個帶著新現代新自由愛戀與核心
家庭想像之現代主體，在公寓體制的建構過程中被打造與銘刻(劉欣容，2011)。該篇論
文給與本文相當重要之啟發，它展現了台灣戰後公寓體制(包含建築形式與現代住居經驗)
歷史化過程，建築現代性生成的日常構造，究竟如何透過各種現代性的空間技術轉譯，
生產出人們想望的現代居住經驗，繼而在空間日常打造出具有性別化之現代主體，頗有
見地(劉欣容，2011:14-15)。而台灣(如其所稱之)公寓體制形成，恰恰與公共(國民)住宅
治理之歷史過程重疊，同時也是在 1960 年代之後國宅興建類型之主要類型，其中展現
之治理手段、知識體系與空間形式，皆具高度相關。
在實質歷史分析上，劉欣蓉先透過理想住宅方案，闡述戰後公共衛生論述於房屋衛
生之話語處境，承載著社會出嘗試現代生活的具體標記。她雖試圖引用殖民時期衛生現
代性之論述，作為建築轉譯衛生現代性之起點，但並未進一步分析和式住宅之空間形式，
忽略了住居空間具有文化承繼效果，以至於難以解釋戰後公寓三房兩廳配置如何轉化與
定型化之過程。戰後二次示範國宅計劃呈顯的理想住宅方案，並不是只有一身分單一、
普遍化之現代住宅示範，而具有階層化現象，並展現戰後美援顧問與國民政府技術官員
更為細緻之住宅治理技術。本論文將透過延伸至殖民時期住宅案例，闡明台灣公寓之空
間文化形式，並不純粹由西方或美式居住文化轉譯而來。就物質面建築空間形式轉化來
看，戰後公寓住宅形式之形構，可能與殖民末期與初期美援嘗試性自助建屋之勞工住宅
演變有關。換言之，某種類型空間形式何以呈現它所呈顯之樣子，並非完全直接由異文
化完封、抄襲，更多是經過挪用與改造，以適用所在之環境與文化條件。特別是住居領
域之現代性或西化經驗，與個體乃是社會文化整體作為緊密連結，並不容易更弦易轍。
因此，須將分析之歷史軸線拉長來看，透過不同社會條件與住居文化之歷史比較，方能
更進一步理解與回答建築現代性生成的日常構造，究竟如何透過各種現代性的空間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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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生產出人們想望的現代居住經驗，繼而在空間日常主體的互動中，帶出具有歷史
特殊性之主體的轉化過程。
而劉欣蓉另一重要論點，公寓也體現了理想核心家庭與異性戀體制之空間構成，如
何透過空間分化的手段，將異性戀婚姻與家庭體制中的性規範轉寫進核心家庭中，住宅
之空間形態又是如何呼應發展中理想家庭之形象(劉欣容，2011:30-31)。這部分論述劉欣
蓉僅提及婚戀形式轉變及小家庭話語之出現，乃至於家庭計劃對於都市家庭形成扮演之
角色。而未進一步解釋現代之最低限度住宅、標準化(圖)設計方法與效率生產之住宅建
造技術，如何建構與定型化三房兩廳之住宅(公寓)空間形式，並(如她所述)與種種攸關公
寓體制相關之制度性力量，共構了一個以現代家務空間為基地的身體規訓方案。劉欣蓉
之研究不僅迥異既有建築(住宅)史寫作方式，而是以強調現代主體經驗的住宅社會文化
史研究出發，讓我們看見知識論述與權力運作之作用，如何形塑日常生活空間。此一強
調社會與空間權力關係之住居文化史分析視角，突破了建築類型學研究之框架，為台灣
住居史研究開闢出新的道路，並為本論文奠定了前導之研究基礎。

2.2 現代性、現代主義與現代性計劃
2.2.1 現代性、工業化與都市化
台灣現代住居宅發展歷史，牽涉了現代性個體自我認同，以及作為最小社會(群體)
單位家庭之間的互動之過程。哈維認為「現代性」(modernity)是一種相對於「傳統」且
獨特的概念，被用來指涉人如何與過去傳統決裂的特殊狀態，具有新的時間─空間意識。
8

他同時也認為「現代性」觀念是一種神話，表面上這個新的狀態，採取了與過去完全

一刀兩斷的態度，它將世界視為白板，並在完全不指涉過去的狀況下，將新事物銘刻在
上面，如果遭遇到了過去的阻礙，則將過去的一切完全抹滅。這種「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新道德精神，鼓勵著各種領域與傳統/過去的完全決裂，事件的轉變總在某
個關鍵時刻與地點，一旦捲入後則邁向只能前進而不能回 頭的新世界裡(Harvey，
2005:19-20)。弔詭的是，許多的證據證明了與過去之關係是不可能完全決裂的，但若欲
破舊立新與創造新的社會形態，也不可能不塗銷或取代舊社會。因此，如果現代性的分
析，應能呈顯出某個具有創造性破壞之關鍵時刻。
而在個體層次上，現代人意識之建構不僅是採用現代化設備的人，而是在根本上於
心態、感覺結構或是身體感之轉化。現代性是一種理性主義心智結構，同時也對知識採
8

與現代性相似的概念「現代化」，則可視為是現代的物質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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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種特定態度，知識必須通過假設與驗證取得，求知的過程中理想上應擺脫任何權威
與體制的專斷，並同時擺脫個人信仰與偏見的固執。當理性思維成為新的倫理與道德準
則，自我定義與實現的意識，以及反思自身的分析力量，使得文化傳統與宗教失去了指
導性力量，展現在日常生活的去神聖性、世俗化特徵。在社會層次上，透過官僚階層治
理與資本主義企業管理，使社會保證其他成員作出符合目的之合理性行為，展現為理性
行為的制度化過程。韋伯著名的新教倫理精神，便是在此基礎上，指出資產階級透過新
的信仰立場與道德建立，培養出一種合理的生活方式，進而確保理性行為的運作能紮根
至價值當中(汪民安、陳永國、張雲鵬，2005:124-125)。
紀登斯(Giddens)認為現代性與工業化、資本主義二個制度維度緊密相連，一是工業
主義於生產過程中物質力與機械廣泛應用，所體現出的社會關係。二為資本主義，意著
競爭性的產品市場和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中，所體現的商品生產體系。工業化要求之效
率的生產模式，改變勞動之生產性關係與地位。空間之商品化─如同可切割、販賣與流
通之商品，有助於資本主義之發展。同時，不可忽略的是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崛起的區域
－城市或(更精準的說)都市所扮演角色(Giddens，2002:13-14)。齊美爾認為現代性所累
積與浮現出來的日常生活只有在都市空間裡得以表述，現代都市生活的獨特品質:碎片
化、感官刺激、物質性、豐富性、瞬間性、易逝性，與非現代或前現代的鄉村生活，劇
烈對比中浮現出來(汪民安等人，2005:639-647)。都市化將個體均質化，但又鼓勵個體
對於個性之追求。在高度現代性的境況下，在自我層面上，日常生活活動的基本成分僅
僅是「選擇」。紀登斯在其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中，說道這是沒有選擇的選擇，「生
活風格」是個現代的術語，隱含著在「多種選擇中的選擇」，因而「它是被採用的而非
被傳承的，但不脫慣例化的實踐」
，這些慣例會融入日常生活的實踐中(Giddens，2002:77)。
紀登斯認為在極度複雜的現代勞動分工中，工作選擇和工作環境為形塑著生活風格定向
的基本因素。而在充滿著選擇的現代生活風格中，策略性的生活規劃變得特別重要，而
準備未來行動進程的手段，是存在於個人生活規劃的日曆(Giddens，2002:71-81)。追求
看似自由選擇之個性的生活，不過使人持續存於消費狀態，永難滿足。然而，正是因為
住居之物質空間與個體間關係，不再經由傳統性的繼承與轉化而滿足，而是透過選擇性
的擇取與改造而創造住居意義，使得現代住居(建築)呈顯出混雜、多變與疏離之無家感
特質。
然而，現代性經驗似乎成為單一的歷史敘事時，事實上卻是多義性、難以有統一的
解釋，不管是「殖民現代性」、「壓縮的現代性」、「沒有現代化的現代主義」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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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錮的片面現代性」、「另類現代性」…等觀點，基本上站在不同時間與層級上掌握現
代性的特質(黃金麟，2010)。正是現代性之多義性與多重向度，文化與美學概念下之現
代主義建築，也因不同的空間與文化的實踐，有著相似又相異的面容，但絕非想像中的
同質且一致性。後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研究呈顯了，不同被殖民之地區、文化與國家，
相異之現代性經驗與現代化歷程。台灣對於現代(modern)的追求源自於日本殖民政府的
引介，虛弱未西化的中國被強盛而西化的日本打敗，導致台灣人的命運有了戲劇性的轉
變。積極追上西方列強的日本成為現代化的忠誠信徒，希望透過現代的治理技術，逐步
將台灣建設為具現代化的社會，並未母國日本帶來利益。令人玩味的是，透過日本人轉
介的「現代」，事實上是透過日人詮釋後的和洋混和體。特別是在居住領域，台灣人有
時難以區分何者為西方脈絡下的現代性經驗，何者又是日人獨特的現代性經驗。台灣現
代性歷史經驗正因為這種歧異多義之現代化歷程，正代表了亞洲經驗的特殊性。本文嘗
試以現代性之性質與分析概念出發，掌握台灣住居現代性經驗之特徵，經由探尋台灣經
驗之特殊性，與西方現代性理論對話，期以豐富「現代性」於住居領域之解釋與內涵。

2.2.2 現代主義與現代性計劃
以科學為基礎，講求理性與邏輯，實驗證明之現代主義(modernism)，展現在建築
領域，是有別於傳統形式之摒棄，轉而嘗試用現代的觀念與技術，生產與創造嶄新的風
格與美學精神。海倫(2012)在《建築與現代性(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一書指出討
論現代性同時具有計畫性與瞬間即逝兩個面向，將現代性視為一種追求進步與掙脫束縛
之計劃者，強調的是現代性的解放潛力。如哈伯瑪斯(Haberman)他稱現代性未完成的計
劃，目的是透過自身內在邏輯的自律性，實踐於日常社會生活之理性組織，強調的是當
下所給與未來的形式之計劃性面向(Heynen，2012:11)。相對的，認同瞬間即逝概念者，
則是強調現代性之暫時、片段與難以預料之特質，涵括想要創新與反抗傳統，而不可消
逆的斷裂與片段化，也可能使不同領域之自律性喪失。後現代的出現，不是因此取代現
代性，而是為現代的意義開啟了複雜的新層面。而包曼則認為：「對於個體來說，現代
性經驗的特質在於結合了計畫性與瞬間即逝的元素，總是在追求個人發展以及對於過去
的鄉愁緬懷之間來往碰撞」(Heynen，2012:13)。計畫性與瞬間即逝兩者之間的張力，賦
予了建築師創造性的力量，也無可避免的呈現出建築與居住的兩難與困境。
建築上的現代運動(或是現代主義)，最初階段與先鋒派藝術關係密切。先鋒派激化
現代性的基本理念，持續性的改變、發展、拒絕過去並渴望新事物。建築的先鋒派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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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使用做作裝飾藝術、庸俗主義及布爾喬亞式的庸俗文化，設計上追求之純粹性與真
實性(材料的真實性與構造邏輯、形式語彙的明晰表達)，政治上符合追求公平、平等、
自由、解放之新建造理想(Heynen，2012:28-29)。然而，建築的先鋒派並未如文學與藝
術的運動者那樣激進與消解，畢竟建築需要實質的建造，大部分建築師並未放棄合理性
原則，即使它代表的是布爾喬亞(資產階級)的價值。國際現代建築會議(CIAM)重要人物
建築史家基迪恩(Giedion)，將現代性觀點退守至線性的歷史觀與計劃中，他將新技術與
新興工業空間特質─透明、相互穿透、元素構成，轉化為新建築空間觀，並視其為未來
準則，現代建築之歷史任務便是建構新傳統。在他看來將房屋視為永恆價值是不符合現
代空間觀的。房屋之價值應為使用，並在一定時間內被消耗、更新、轉讓，並考量陽光、
寬闊與彈性之生活方式。
據此，房屋應建立在工業生產合理性上，而應致力於將營造成本與租金之降低。
開放性、輕盈以及彈性之新建造，便與理性、機能、生產效率、實驗等連結再一起，成
為最低限度住宅概念。赫伯特(G.Herbert)曾評論葛羅皮茲(W.Gropius)所闡述之現代建築
與設計者角色，就是扮演好將商品化原型(Prototype)設計之責任，並要像大眾消費市場
上的商品一樣，強調設計的原因而不是熱情，工業化製品比手工藝品來得便宜與優良
(Lane，2006:242)。基迪恩更宣稱女性在此新住居中獲益，她們的家務時間將因家電設
備之發展降至最低，並自她們住家與家庭的狹小視野中獲得解脫。(Heynen，2012:36-37)
這個不為上層階級而是其他階級建造之最低限度住宅新建造任務，應為發展日常生活新
文化之起點，相信新建築有能力建構一個美好的新世界。新法蘭克福之領導者麥(May)
依據最低限度住宅概念，在德國法蘭克福建造大量集合住宅。對於麥來說現代性的社會
意義，意指創造一種共同的新都會文化，他們並不排斥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技術理性
原則，也不衝突他們心中都會的理性生活(以平等權利與同質性社會之基礎)。法蘭克福
的建築師們認為進步是因為生活與社會在各層面越趨近理性之結果，住宅之目的是使得
所有人(特別是窮人與低下階層)解放更多的束縛。
追求理性、文明的進步觀念，趨近於哈伯瑪斯所說的現代性的「計劃」面向，現代
建築(特別是公共住宅)在歷史的叉路口，選擇了標準、可預測、可計量、效率的生產理
念之道路。而現代主義風格建築特徵包含:強調建築隨時代發展而變化，與工業生產條
件相呼應。以及強調建築師須要研究和解決建築的實用功能需求和經濟問題。三則是主
張採用新材料、新結構，以促進建築技術革新，同時去除裝飾，以材料或結構之原始面
貌呈現空間之真實。採用幾何與抽象化之形式，以簡約材料與生產資源，以達新時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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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此精神又以世界主義國際樣式作為統一外衣，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腳步推展至全世
界。就此，當我們談及住居的現代性經驗時，特別是設計背後隱含之價值取向，似乎無
法避免應沿著理性思維、去神聖性乃至於效率的生活方式等觀念上開展，並延伸至物質
層面與住宅設計、技術與生產過程相關之討論。

2.2.3 建築意識形態批判
阿圖色(L.Althusser)認為「意識形態」(Ideology)是「個人與其真實存在條件的想像
關係之再現」(王志弘，2009:14)。在個體層次上，是個體與自我所處世界之想像關係，
自想像出發實踐之物質形式。集體的意識形態體現為信仰系統、世界觀、共識或一致性
觀念與行動計畫，意識形態作用在於建構一種集體歸屬感與維持文化或社會秩序之集體
意識體系，並鼓舞主體付之行動將其實現。但同時由於它說服人信義為真，而使得社會
行動者對它們所出的社會位置與社會利益產生一種幻覺，並有助於合法化一個權力不公
正形式的效果(王瑞鎰，2004)。
威尼斯學派之建築史家塔夫里(M.Tafuri)對於建築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給我們新的分
析視野，以看清追求文明與理性生活之意識型態，如何貫穿整個現代住居歷史。意識形
態，在塔夫里的概念裡是一種在現實歷史條件下，由共同態度所創造的普遍前景，而這
種態度也是建立在新客觀性反歷史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基礎上的理想境界。他對羅蘭巴特
(R. Barthes)所說神話概念是反歷史的說法，採取正面看法，神話之欺騙性把人為的因素
用自然的假面具來遮掩，這正是以新的神話為藉口，迴避現實的大好時機。因為如果接
受現實約束，就不可能產生時尚與神話，甚至不可能轉化為耳目一新、嚴謹而同時充滿
活力的探索(Tafuri，2010:6)。神話取代了歷史，啟蒙主義的建築新觀點的必然性，建立
在經過理性的判斷的歷史權威的基礎上，然而，這種判斷的主觀性卻受到掩飾，以新神
話的姿態展現(Tafuri，2010:24)。
塔夫里(2010)提出操作性批評(critica operativa)建築的歷史研究應是建築之意識形
態批評，找出建築是什麼，以及建築如何神秘化了形式真正的歷史意義。我們無法重塑
真實的歷史過程，只有透過不斷的評論以接近歷史的真實。在他認為「建築」不僅僅是
零散的營建構造技術、視覺感官體驗、與造形式樣等，同時也包括了整個文化、歷史、
社會的象徵化過程、神話的轉換、風格、品味、時尚等範圍。對於在扭曲的意識型態下
所建構的歷史、神話與象徵，批判的建築史觀與評論之目的，便是建構與解構這個想像
過程之連貫性的計劃。建築批評也無法用統一的建築語言系統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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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以相同的語言學參量來評價拉昂大教堂、巴齊禮拜堂和柏林的西門子城:
假如採用單純的形式尺度，就會完全失去符號性，也不可能理解西門子城隱含
的內在矛盾；假如選擇傳統圖像學方法，就必須對這座柏林的工人新村保持緘
默；假如依靠空間分析，就無法在拉昂大教堂的空間表現手法、巴齊禮拜堂嚴
謹的反敘事手法以及西門城超越空間的概念本身之間找到可以參照的術語」
(Tafuri，2010:177-178)。
塔夫里認為建築的語言與建築理想本身同時在歷史中成形、限定並演變，因而不可
能建立一套建築的「一般性」描述語言以適用所有的建築，必須意識到的是某種建築意
義的解讀，是如何得以成立。同時，意識到史家的任務是揭示隱藏在建築外在表現背後
之多重意義和矛盾性，並在今日提出新的問題。塔夫里特別提醒我們歷史分析能做的是
提出新的問題而不新的解決，事實上歷史不會也不能再提供答案。歷史的解析必須結合
現實的爭論，認識其模糊性、價值以及迷惑性，向建築師提出大量尚未解決的問題，嚴
格地賦予歷史一種創造新的形式世界的使命。應將歷史分析視為對現實的一種連續性批
判。史家的任務在於指出問題之多重性，而非對現有設計操作問題提供形式上之解答，
或適用對設計行動之期望來推動歷史。總言之，「追溯價值在脈絡中的作用」、「揭露
歷史的面具」為從事建築批判史家之任務。且建築之美學與專業論述本身是社會制度化
的論述與權力戰場。分析建築物時並不能僅從形式進行分析，而是必須透過全面性脈絡
分析，理解意識形態形構過程。

2.3 國家與現代治理術
2.3.1 國家性質與社會關係
傑索普(Jessop)認為國家(Nation)概念的定義與探索，應是多元且層級性的，且必須
放在原有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脈絡來理解。他認為研究國家與社會關係，應由「策略
─方法」角度開展，也就是國家機器的權力，應被視為特定時空間由不同因素結合之產
物，是各種關係相互折衝、對立與平衡之後的歷史結果(陳東升，1995:17)。然而，國家
機器也是制度形式決定的，是制度的複合體也是內部分化的，國家本身並沒有權力，而
是透過代理它的國家官僚或利用它的社會行動者，或特定政治過程來行使權力。而權力
的界線，也是由那些代理者透過權力的行使劃分出來的。換言之，當我們討論國家的權
力時，不可將國家化約為具有實體的對象，而是必須透過行使權力之官僚階層系統之分
析來理解國家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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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家的權力施展，也必須是為策略鬥爭的場域，除形式之複合外，還以社會共同
利益和普遍的意志，以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為名出發，擁有社會的接受與維
護，與國家治理之正當性概念相連結。因此，並沒有絕對至上之國家權力，可一脈相承
或獲得一致共識執行某個歷史計劃。國家統治的有效性，必須持續受到社會的整合，方
能實踐。但官僚階層仍會透過國家計劃來整合國家內部，並正當化其權力之使用，以及
建構社會支持的權力集團聯盟基礎。而這種國家計劃通常具有霸權之特徵，由智識、道
德領導，來動員和在生產積極的共識。因此，國家的形式與性質，不只是制度規章與官
僚階層，而是包含社會各階層之政治勢力之平衡關係，國家未必是有利資本或不利勞工。
就如柯迪納(Gottdiener)二階段式國家(Two-tiered State Theory)所說，國家的運作不僅受
到不同經濟利益團體所影響，也受到國家內部結構形式，不同類型官僚集團及政策系統
偏好等之影響。而不必然是以維續資本主義的存在為唯一目的(陳東升，1995:16)。
在國家的範疇裡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有其邏輯，但由於經濟體系高度的複雜性和彈
性，對其他體系產生相對應(而未必是相互決定)的需求。這種結構性的對應，必須透過
策略性之協調(有時有效，有時無效)達致同一性。據此，國家不只反映權力菁英的利益，
而且積極建構想像之認同體，轉圜危機與衝突，且不斷地調整與經濟、社會關係，以試
圖統合政治、經濟與社會之一體性(陳東升，1995)。傑索普提出之國家「策略─關係」
方法，為我們開啟對國家權力屬性之新認識，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並非天平上對立兩端，
互不相屬，國家包含著社會整體，即使統治階層之官僚與政治菁英，擁有較大之支配力，
也須社會其他階層之協力，才能維持權力穩定運作。
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公共住宅計畫陪襯著現代資本主義發展與都市化誕生，是一
種介於私人但又具公共性之住宅性質，具有高度矛盾性。住宅套上「公共性」一詞，顧
名思義就是這種住宅必須具有公共性，是國家為了滿足特定治理目標，以及協商特定社
會群體之領域，屬於空間治理一環。然而，不同之國家性質與形式，對於住宅空間治理
也會有不同之對應方式。在開啟討論之前，須先就不同國家權力形式與社會關係進行定
義，否則將無法陳述作為空間治理工具之公共住宅計畫是內涵與屬性。特別是台灣曾經
歷兩個重要重大之歷史轉折，一是戰前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9，二是戰後由軍事威權

9

殖民主義國家通常會控制該地區的自然資源，人力，語言，宗教文化，和交易市場。殖民主義國家亦
會強加自身的社會文化，宗教和語言於被征服的民族身上。所以殖民主義常意味著一個比較強大的國
家直接干預比較弱小的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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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arianism)10與美國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11形成之同盟關係。再加上 1970
年代，解殖與逐漸由威權體制邁向民主之形式民主(External democracy)中介時刻，國家
屬性與社會關係皆經過劇烈變動，並使得公共住宅計畫之性質有不同面貌。

2.3.2 殖民/後殖民情境下「住居」治理術
日本殖民時期下的台灣，基本上是以強制性手段施行國家政策，對於日本殖民政府
而言，如何以有效率方式治理台灣，進而將台灣改造為符合日本人生活之空間，成為一
個重要之課題。而美援時期的台灣，美國採取經濟援助方式，導引國民政府於制度與技
術面，改造台人成為符合西方價值生活的現代人，以作為民主陣線聯盟忠誠盟友。
傅科(Foucault)認為現代的「治理」，是由制度、程序、分析與反省、計算與策略
共同形成的一套方法，讓特殊而複雜的權力形式得以運作。現代的治理術，包含三個面
向：司法─法律(允許與禁止)治理機制、規訓(法律之外的個人(或家庭)監視、診斷、改
造)治理機制、安全(最適合的平均率)機制。治理手段除形成治理組織或機構外，更涉及
一套複雜知識生產的發展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Foucault, Burchell, Gordon, & Miller,
1991:102-103)。因而，國家的統治不能單純理解為暴力之展現，而是透過一連串治理的
機制(司法─法律治理機制、規訓機制、安全機制)推動之規訓(discipline)過程。而規訓之
作用，是將主流或具支配性論述與意識型態，內化於個體，且不經思考即會遵守之社會
規範，成為日常生活的實踐意識。
始於日本殖民時期的人口與衛生的治理，在傅科概念裡是生命─權力(bio-power)治
理的當代形式，也是朝向以「安全」機制為導向的治理特徵。蘇碩斌引用傅科觀點，認
為「衛生」基本思維雖為「排除不淨」
，但應進一步詮釋為「使不潔的場所成為可見(visibile)，
並使這些不潔場所解體或轉換之過程」(蘇碩斌，2005:193)。「可見」又蘊含二種視覺
之效果，一是使不清潔空間從未被看見之不存在轉為存在，另一則是使陰暗之不潔空間
轉為明亮與清潔，二者皆以「視線可及」管理的概念成為統治的核心。而視覺的掃視，
則須仰賴城市空間的分類、分析、區隔與檢查等統治技術(M.Foucault，1997:195-197)。
由此可知，「公共衛生」的管理概念，一開始便與都市改造相連結，透過興建下水道、
10

指政府要求人民絕對服從其權威的原則，而不是個人的思想和行動自由。政府上的威權主義指權力
集中於單一領袖或一小撮精英，僅少數者能參與決策。威權領導者在行使權力時常不考慮現有法律而
任意，公民也通常無法自由競爭的選舉來替換之。
11
它指的是，一個社會階層，可以通過操縱社會文化（信仰、解釋、認知、價值觀等），支配或統治
整個多元文化社會，統治階級的世界觀會被強製作為唯一的社會規範，並被認為是有利於全社會的普
遍有效的思想，但實際上只有統治階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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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移除障礙物等，皆是為了消除與防衛疾病而產生的都市改造行動。對既有空
間進行改良與清潔，乃至於對居民進行嚴格之管制，都是都市建設的典範革命(蘇碩斌，
2005:194)。視線的開放與光線的引入，也一直被視為是都市改革的核心重點，消除骯髒、
混亂就如同消滅了罪惡與野蠻，使得所有的空間都成為劃一、均質的可被治理的都市。
過去台灣都市研究者僅將此歷史現象，焦點放在尺度較大的都市空間，進而分析城牆、
街道與家屋之外的空間治理，而未討論城市居民所寄居之住宅空間內部與都市治理之間
接縫處為何，換句話說「權利之眼」是否僅止於家屋之外的公共空間，還是可穿透門牆
直入私人領域，改變人們對於住居的觀念與想像。
日本殖民台灣的過程，具體地展現了現代治理之精神，也就是透過科學的分析、理
性的人口計算以及嚴密的政府組織，治理國家、改變人民的習慣。台灣的學者蘇碩斌認
為，日本殖民政權擁有的是科學理性的優雅權力，而非僅是魯莽粗蠻的殖民暴力(蘇碩
斌，2005:182)。就如何葛蘭西(Gramsci)的「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概念，國
家通常不會用直接的暴力來維繫他的統治地位，因為那不僅付出之成本高昂，且容易引
起反叛。統治者想要維持長久的統治，往往必須透過治理的手段與機制來贏得人民的認
同，與道德的領導權，乃至於得以替代人民描擘未來之遠景與發展之方向(Gramsci, 1968)。
又如同丹(M.Dean)認為「治理」乃是一種強烈的道德活動，治理道德性意味著政府或其
他治理單位，運用明確且特殊形式的知識，預設了什麼是良善、正值、合宜且負責的個
人及集體行為。道德及倫理的觀念原來便與自我治理的觀念相連結，他們為行為本身預
設了某種能夠監控和調節自身各種行為面向的自主個人概念(Dean，1999:11)。因此，治
理以「行為的導引」開啟了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對話，將某個價值與觀念延伸到個體、
組織或國家，以形塑出更好的行為模式。治理研究的分析，更加關心思想如何鑲嵌在行
為之引導和改造的方案，以及思想如何連結上塑造與重塑行為的技術手段，形成共同的
社會想像(Dean，1999:21)。但既然實質上統治階級的世界觀會被強製作為唯一的社會規
範，並被認為是有利於全社會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並由統治階級受益。換句話說，分析
日本殖民政府或是戰後國民政府對於台灣住居的治理，分析關鍵不僅須分析不同體制中
住宅領域那些部分納入治理或不須被治理問題，而是這種體制的出現、持續運作和轉化
的特徵，如何使這些價值規範得以被實行，也就是如何實踐的問題。

2.4 現代住宅之空間再現
若欲討論空間的設計意涵與象徵，列斐伏爾(Lefebvre)的「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概念頗具啟發性，並有助於本文對於國宅設計之討論。列斐伏爾認為任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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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皆涉及了三種層次的分析架構，分別為「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 、 「 空 間 再 現 」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與 「 再 現 空 間 」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12，以及三者之間辯證關係。哈維(Harvey)進一步將此三元性概念區分為經
驗層次上使用空間、感知層次上構想空間與想像層次上生活空間的「空間生產」。其中
歸屬於構想上「空間再現」分析概念，與本研究欲討論之設計議題極為貼近，本研究將
援引其分析概念，闡述專業者(無論是技術官僚或建築師)隱含於理性治理思維下，公共
(國民)住宅設計所再現出之意識形態。「空間再現」在列斐伏爾的概念中，指涉了空間
呈現方式，包括:空間本身樣貌與意義，以及呈現它的種種方式，包括:模型、影像、文
字、其他符號，以及其隱含在內的概念與思維方式。也是一個概念化與抽象化的空間─
由空間專業者透過預先「構想」設想與「感知」生活，創造出傾向於言詞符號(verbal sign)─
知識上製作出的空間概念系統所構成之空間。此類空間的產製，同時也是抽象化、去身
體感、視覺化、科學化的空間，並於象徵層次上實現意義(Lefebvre，1991:38-39)。
有別於過去「絕對空間」之理想形式，「抽象空間」的崛起則是因應資本主義生產
模式之需要。為使空間得以被治理(或更易於買賣與交易)，任何尚未納入國家管理下的
土地或空間，經常透過空間的分割與定義所有權，重新將土地或空間「均質化與單元化」
，
成為可買賣、擁有、消費的商品。最為顯著的是居住領域，傳統因家族居住需求而擴展
之家屋營造，透過規劃與設計，成功將「住居」需求轉化為「住宅」的機能，自家屋營
造轉化為住宅商品(Lefebvre，2007:6)。首先，是「計畫」(project)的創造，透過規劃與
設計，預設了抽象空間中空間與時間的模型與形式。其次，透過專業者的解碼與編碼過
程，將含混的理想，經由投射(projection)與視覺化(visualiser)的混和，將理想經由嚴密的
設想與設計，將規劃不單純停留在白紙上，而是與外在實質空間相對應，將規劃成為現
實。
「建築師們相信在一種含混的「理想」中，把投射(projection)和視覺化(visualiser)
混淆再一起，而此理想是真實的，透過嚴密設計與規劃的方式─一連串的解碼與重新編
碼的過程，將手中的白紙(被視為是中性、純潔的空間)，與外在空間相對應，規劃不單
純地停留在紙面上；在地面上，推土機將規劃變成現實」(Lefebvre，2007:10)。

12

在生活層次上「再現空間」的分析概念，透過其相關意象和象徵而直接生活出來（lived）的空間，
它是「居民」和生活者透過挪用與改造策略的日常生活空間，在政策規範與經濟約束下的漏洞空間，
但卻最貼近居住者真實生活情境。同時也尚未被還沒有被權力所捕捉與限制的所在，就如同公共(國民)
住宅的居住者，總是能透過改造、挪用、違建等策略，營造屬於適切於家庭生活之居所。有鑑於再現
之空間，涉及個體獨特經驗與自我意義之詮釋，並不適於在本文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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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規劃與設計之技術(無論是城市/社區/住宅層級)成為一種過濾器，將某些內容進
行篩選、以及某些真實去除，並用設計者(自己)的方式來填充文本的空白。列斐伏爾認
為這種過濾行為將有抹去社會要求的危險。特別是設計者作為代理人，透過解碼與再編
碼不再只是作為再生產的工作，而是直接進行生產，設計者跨越了中介的位置，給予了
取代主體的文本。設計者未意識到自己專業實踐的風險，設計者運用圖面來代替物體(人
體、身體、行為與感知)，並透過功能、形式與結構的可視化符號，表現流動性和活動性
(Lefebvre, 2007)。在國宅計劃中，當時的技術官僚與專業者對於現代住宅的想像，除了
自行摸索外，部份的構想來自美軍顧問團的導引與建議。美軍顧問團所帶來的社區規劃
與住宅的研究與設計方案成為一種「理想的原型」，同時夾雜著美援支持的向外取經的
「混和模型」。所造就之實驗性住宅計畫，如何透過現代社區與住宅規劃設計技術，過
濾了哪些社會真實，又重新創造了哪些新的社會真實。
同時，在可視化符號的要求下，可讀性成為一種意義，將「居住」轉化為「住宅」
過程中，視覺上的可讀性比起文字的可讀性更具有欺騙的效果。可讀性隱藏了它所省略
的東西，並轉化為空間的均質性，並透過職業的「分工」，將空間分割為很多部分，每
一部分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合法化參與的標準與比例，整體性便消失不見了(Lefebvre,
2007)。居住的整體化約為居的時間向度與住的空間向度，抽空了人居時間因子，遺留的
住宅空間，成為一種均質化的無歷史空間。戰後國宅設計，在圖法上引入美式施工圖法
與表現技法，在方法上引入現代設計手法，呈現出有別於日本殖民時期之住宅設計形式。
如同列斐伏爾所分析的，此種工具導向的空間設計技術，不僅會透過某種暴力來實現空
間的連續性，同時會將現實種種的矛盾隱藏在表面合理與客觀的連續性中。工具空間生
產的技術，亦會在「知識中潛藏著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中潛藏著知識」而難以辨明
(Lefebvre，2007:30)。因此若要深究國宅設計中所蘊含之意識型態，則必須透過解讀其
設計方法，揭露隱藏在空間型態表面之下的「意圖」，並指認出意識形態透過知識與技
術操作的空間再現，具有何種治理的效果。此一有如「除魅」的解神話過程，探尋公共
(國民)住宅或國宅計劃體制如何被特定的知識論述所形構。以及空間的再現是如何進入
社會、經濟或政治，實踐過程中空間的觀念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表現出來?以及在怎
麼樣的範圍內會表現出它的有效性與生產意義?
列斐伏爾具啟發性的思考，從說明了統治階層如何將空間當成一種用以實現多個目
標的工具過程。特別是在階級的向度，國家透過空間的治理，將人們重新分配至指定地
點，重新定義各種流動關係，透過空間的控制與技術的管理，使其服贗於資本主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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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關係下，為資本主義社會提供再生產的循環。其次，國家官僚主義的種種行為，並非
個人意志的結果，而是集體歷史計畫的一環，其成員們按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空間
進行管理，其中核心關鍵為將空間進行分割，以便用來買賣與交易(Lefebvre，2007:6)。
任何尚未納入國家管理下的土地或空間，經常透過空間的分割與定義所有權，將土地或
空間均質化與單元化，重新成為可買賣、擁有、消費的商品。並透過規劃與設計師的解
碼與重新編碼過程，成功將住居轉化為住宅。
哈維以「創造性的毀滅」指涉資本循環過程內蘊的一般性技術與組織創新，以及造
成不穩定的力量之特徵。指陳國家為了替新的發展騰出空間，而破壞或貶值舊有房地產
（空間投資），進行空間修補之過程(Harvey, 2010)。也就是說，特別是在資本過剩的時
候，資本經常會進入房地產市場炒作投機，為了興建具有市場價值的房地產商品，便要
破壞舊有且價值不高之營造環境。而且這種創造性毀滅的巨大能量，對人民日常生活經
驗造成深刻影響。與統治階層意志相關之公共住宅，各種排他/圈地，連結/脫節等空間
作用在不同層級之公共住宅社區，見證了人群回應城市生活密集性和多樣性的不同方式。
本文也將嘗試自城市層級理解公共住宅所展現之空間性，以及國家如何透過公共住宅之
空間治理，將人們重新分配至指定地點，重新定義各種流動關係，以及空間的控制與技
術的管理，使其服贗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因此，若要分析公共(國民)住宅之空間再現，需回到最上層次的政治目標上，也就
是國家如何理解國民住居的源頭上。公共(國民)住宅預設為中下階層所居住的住宅，但
屬性上卻是因不同之社會或治理需求而有所曖昧。它有時是為中產階級或低收入階級所
服務之住宅商品，有時卻又是全然的貧民住宅。其次，公共(國民)住宅非指單一類型之
住宅形式，而是應將公共(國民)住宅計畫或公共(國民)住宅體制視為一種住宅營建之研究
對象，研究之焦點並應鎖定國家如何透過種種政策、技術手段、資源運用、與意識型態
等住宅治理技術，為國民打造適宜的現代住居生活，並呈顯出它所有之面貌。再者，「空
間再現」指涉了空間的形式(house form)，包括空間本身樣貌與意義。而公共(國民)住宅
作為一種特殊之治理對象，透過「空間再現」之分析，說明現代住宅之範型(ideal)如何
被實踐與賦予意義，並呈顯出台灣戰後現代住宅設計技術與理念之演變。
三個歷史時期國家對於住居領域之治理與公共(國民)住宅之空間再現，展現了國家
治理之意識形態質變過程。意識形態之作用，在國家層次上是實現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包含觀念與物質形式，統合社會並透過共識來複製政權，而意識形態的建構(召喚)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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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個人，產生認可與正當化之作用(Althusser，1990:151-206)。簡言之，國家治理之
意識形態目的是使社會形成一想像社群，自然化認可與政黨化國家之統治，並維持社會
之秩序與穩定，因此，本文除辨明公共(國民)住宅如何被賦予現代住宅之範型(ideal)意義
外，更須回扣來看國家之意識形態(Ideology)為何，以及欲達致何樣之治理效用，才能進
一步闡述台灣公共住宅之空間治理歷史意義。

2.5 現代公共住宅:由國家中介與主導之現代性計劃
西方住居的現代性經驗，特別是公共住宅(Public House)之歷史發展，奠基在面對
工業革命後社會與生產關係改變提出之探索。大工業城市的崛起，引發都市住宅困難、
租金高漲與居住環境惡劣等貧民窟叢生問題，使得改善都市平民居住環境成為重要的使
命。兩次世界大戰造成許多區域房屋嚴重損壞，住宅嚴重缺乏的問題，成為社會最為關
注的問題。在此歷史情境下崛起的現代建築運動(Modern Movement)與建築師們，渴望
透過新技術、新材料以及新住宅生產方法，以提升住宅的生產量，改善低收入家庭住宅。
具體的方法便是重視建築的使用功能、經濟(最少的人物力資源)與工業技術(材料特性)
解決問題，並提倡新的現代建築風格，以適應新的社會狀態。而為了促進建築的工業化，
最低生存限度(Minimal dwelling)、機能主義(Functionalism)、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等關
鍵字，則成為國際間不斷交流與討論之議題。1929 年國際現代建築學會(CIAM)的參與
者倡議以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與標準化方法建造住宅，並期待消費者朝重新評估新社
會生活狀況，重新修正缺乏正當理由的個人需求，也就是降低個人之特殊需求，而滿足
於最多數人的需求之住宅空間(Frampton, 1999:269-270)。

圖 2 現代的住居空間特徵

1940 年代為求有效利用土地、提高居住密度，以及受到現代主義大師柯比意都市
設計論述「綠地之塔」與「空中街道」之影響，西方都市高層化住居(High-rise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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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寓(apartment)13姿態出現，作為解決都市貧窮大眾住宅量短缺與最低限度住宅之新
方案(Lane，2006:350)。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鐵件與水泥營建技術發展的大躍進，以
及電梯設備的誕生，使得高層化建物更加便宜與普及。公共住宅以高層化住宅、低租金
曾經短暫成功並得到社會支持，但被更多得人批判高層住宅的反人性特徵，它消除一切
精神性價值。但也有反面之駁斥，認為高層化住宅有助於延伸視野並透視地方，這種遠
眺或俯瞰城市景觀之公寓居住經驗，某種程度上也擴展了人的居住經驗。台灣自 1960
年代在美援顧問的導引下，積極導入高層化國民住宅，為了盡可能降低造價而不採用電
梯，而形成大量之步登公寓。嶄新、現代、幾何造型之高層住宅景觀，經過國家之標準
設計，形成某種定型化的住宅配置與社區形象，皆是受到美國高樓層公共住宅建築技術
與論述之影響。這類合理生活方式與效率的住宅生產思維遍布整個西方世界，並隨著現
代主義的信仰者的散布與轉譯至亞洲。【圖 2】台灣的公共住宅設計與生產經驗，來自
於日本殖民者的轉譯，在此過程中有日本人的理解與重新詮釋。即使是經過美援顧問的
技術導入，也有中國移民之技術官僚與台灣技術者的理解與重新詮釋，因而對於現代性
之理解與實踐，充滿各種多樣性，是不可忽略之面向。
然而無論如何這一場由工廠生產邏輯帶動之住宅烏托邦計劃，從更為寬廣的歷史
向度來看，更是一場透過住居生活的改造，實踐「現代性」歷史計劃之過程。【圖 3】
本文所討論之公共住宅，便可視為由國家中介或主導之住居現代性計劃之空間場域，透
過此場域，推展對於衛生、健康、安全、效率、標準、品質等價值追求，並達致理想之
現代住居生活。此一歷史計劃涉及空間治理與空間生產理論概念，也就是空間的權力運
作機制與空間生產與再生產之過程中，國家如何透過公共住宅一連串的政策施為進行空
間修補(spatial fix)，以解決資本主義過度擴張問題，調節經濟發展與維穩社會秩序，同
時透過統治(專業)階層現代理想社會與住居形式之想像投射，維持文化領導權(或稱統治
正當性)。而此一歷史計劃中，空間作為實踐現代性之核心，又涉及了各類設計規劃與
營建技術如何擘畫與支持了空間，以及如何支持治理的邏輯以及國家結構(系統)需求，
並使得個體之生活世界有了劇烈的變化與斷裂。

13

1970 年代以後受到日本影響，將原來公寓概念之住宅轉稱為集合住宅。意指為具有共同基地和共同
空間或設備，並有 3 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築物，在台灣常見的公寓、別墅社區、住宅大廈以及住商大
樓等皆屬於集合住宅。(陳聰亨，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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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理論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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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殖民霸權與衛生─節約住宅(1910 年~1949 年)
第一個登場之歷史時期，為帝國霸權體制與殖民地治理時期，此時期以 1936 年為界，區
分為殖民移居期與戰爭節約重建期兩個小歷史階段。1910~1936 年為移民治理導入期，為解
決日人不願意移居台灣，以及內地人移住台灣住宅困難等問題，提出之公營住宅政策具有兩
項目標，一是小住宅改良之文化目標，二是提供衛生、健康與安全住所之社會目標。而健康
的居住環境則展現在大尺度的都市公共衛生的控制，與小尺度的住宅(乃至於身體)之日常清
潔，與展示和式居住文化優越性。公營住宅作為社會事業中住宅供給一環，雖然建築技術官
員宣稱導入 CIAM 有關最低生存限度住宅之設計方針，但現實上他們更關注的是熱帶地區小
住宅改良之問題，包括:如何在台灣特殊風土條件下，營建出衛生、舒適、合理，符合現代生
活機能的新日本南方住宅型式，才是施政與設計的核心。在衛生監控之治理邏輯下，透過氣
候調適設計技術，支持公營住宅之空間形式，並回應國家對於健康的生產力結構需求，呈顯
出台日文化之優劣以及衛生住宅之文化想像。
1937 年至 1949 年為戰爭節約重建期，為解決軍需工業地帶中產階級以下住宅與軍人遺
族住宅短缺的問題，提出之台灣住宅營團政策，具有滿足住宅供給量、建立國民住居標準、
以及將住宅型式規格化、社區化等目標。而為因應戰爭總動員的政治要求，生活各層面展現
全方位節約主義，包括透過追求最低生存限度住宅、標準化與標準規格建立，以及就地取材
之風土設計等論述，支持了營團住宅之空間形式，並回應國家增加總體戰力之一切動員需要，
呈顯出作為東亞共榮圈之南進玄關之生活模範。

3.1 殖民霸權與移住者住居
3.1.1 殖民霸權體制之社會─經濟關係
殖民霸權乃是由異民族(宗主國)專制統治，並為殖民主義目的施行經濟掠取與資源
剝削之國家體制。1895(明治 28)年台灣割讓給日本，經過 1905(明治 38)年「土地調查」
與 1910(明治 43)年「林野調查」確定了日本對於台灣新殖民地的認識與資源的掌握。包
括:對地理、地形的認識，便於治安上的便利，整理隱田，確認土地徵稅對象，增加總督
府財務收入，並確定土地權利關係，使土地交易安全，成為資本的誘因，吸引日本資本
家來台投資。或是利用佔有之官有地，發起官營或是經營大規模事業半官半民之企業14，
這些企業多由總督府給予補助或援助，不少總督府官吏就任為新會社經營者。甚而無論
14

1908 年在總督府的示意下，第一家官民合作之土地建物開發公司─「台灣建築株式會社」便是在此
脈絡成立(陳正哲，2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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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大小，皆充滿了總督府的影子(退職或兼職官吏)(矢內原忠雄，2003:49-52)。此情況
說明了，經濟上國家直接參與生產活動(國營企業)，以獨佔資本並輔以特權專賣方式，
直接擔綱起資本主義建構者角色。同時透過經濟資源的獨佔，協助日本資本家擴張市場
與累積資本。而台籍資本家則是居於從屬地位，自土地財產家地位轉為資產階級，一般
台灣人民則陷於無產化之處境(由中階層以下民眾須負擔高額賦稅)。暴力、科學知識與
新移民(移殖)計畫，促使日本大資本家具有土地支配權力，退職或兼職官吏也成為事業
經營者，造成事業的官僚化。母國補助款與台灣財政獨立(豐富的稅收)成為台灣經濟的
主導角色，母國透過對台投資與吸納資本、貿易轉向與政府保護而成為日本資本家的投
資天堂，強化母國的經濟支配力。
社會上遵行種族區隔原則，分類為殖民者(日本人)與被殖民者(台灣人)，內地人與本
島人。低層勞動者(農民、工業勞動者、礦工、漁民)多為台灣人，日人職工(會社員階級
皆為日本人)高級化並與日人資本家相結合，形成社會階級對立。自由職業階級與中產商
工階級則是由台日相互競爭。政治上國家要求本島人，皆必須配合殖民地政府統治目標
(供應母國資源)，必須完全服從殖民政權。1919 年對台統治方針改為內地延長主義，日
本統治階層認為間接殖民統治，雖比起將原住居民改造為日本人之同化路線，有利於一
時之成本，但若遭逢國際戰爭時很容易因為國際關係不利於日本時，便招致倒戈、導致
失去領土。因此，台灣的殖民統治不僅僅是經濟之目的，而是成為南方鎖鑰之國防目的(薛
化元，2012:87-88)。「以威力征服其外形之同時，應另征服其精神，去除舊國之夢，發
揮新國民的精神；也就是一定使其日本人化」對台灣施以普通教育、說國(日本)語及鼓
勵內地人移民台灣也是在此目標下之政策(薛化元，2012:99)。儘管總督府強調內台融合
與內台結婚等同化政策，但是基於上述國防考量，並非真正追求台日人民社會地位之平
等。
1931(昭和 6)年以後，隨著日本參戰以及太平洋地區國際緊張局勢升高的影響，日本
修正殖民地的米糖經濟政策(農業台灣、工業日本)，轉而推動台灣工業化政策，欲使台
灣成為軍需品的生產基地和日本南進後勤補給站，台灣因而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同時也使得總督府的治理方針與權力形式產生轉化(黃金麟，2010:144-145)。1936 昭和
11)年(是「國防國家體制的確立、東亞新秩序建設」的起點。1937(昭和 12)年總督府大
力推行「國語與皇民化運動」，與 1937 年(S12)發生第二次「中日戰爭」，具有高度連
結性。戰爭的白熱化、節約(集中)資源政策以及軍事動員，促使國家要求社會各階層(包
含:內地人與本島人)共體時艱、增產報國，包括：加強台灣人認同日本，進而參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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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中國)。換言之施予同化主義換取忠誠，已成為不得不的統治策略。殖民台灣四十
年，日本人意識到同化台灣人並建立母國認同的重要性與價值。
1945 戰爭結束至 1949 年戰後各項民生工農業生產基本上皆為停滯狀態，來台接收
的國民政府對台統治岌岌可危，經過日產接收與土地改革，稍稍站穩統治腳步。戰前日
本人的獨佔企業，戰後原封不動地以國家的資本形式，由國民黨接收，各種壟斷性專賣
事業也一併收歸國有或省營。如黃崇憲總論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起源:「國民黨政府對於
日產接收有雙向意義，一是對於南方基地的要塞化之工業建設的繼承；二是對日本在台
殖民地資本主義成果之繼承」(黃金麟，2010:146-147)。這裡沿用殖民霸權體制說明戰後
短短 3 治年間之社會關係，也是基於上述原因，臨時性接收政府在各項法令與制度上繼
承殖民體制，大規模之土地改革與經濟措施改制，則是要在 1950 年代美援進入台灣後，
方有較大變化。而短暫之戰後重建與接收期國家與人民之間社會關係又是如何呢?自中國
來台的智識階層一方面讚揚台灣於社會文化之提升與生活品質的改變，優於大陸。一方
面又對於台灣濃郁東洋氣息的反感，並經常以「奴化」等歧視性語言攻訐台灣人。部分
接收大員以新征服者與戰勝者姿態俾倪態度對待台灣人，越亦加深外省人與台灣人之間
之矛盾，也使得國家與社會關係更為緊張(戴寶村、李筱峰、張炎憲，1996:273-302)。

3.1.2 殖民地的移住問題
(1)

移住者居住困難，房租高昂
1904(明治 37)年台灣第一次出現居住困難的討論，特別是在台北、基隆與高雄等港

口城市，但討論的對象並不針對台灣人，而是移居台灣的日本人。根據明治三十二年台
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調查結果，台灣總人口數約在 276 萬人，其中內地人口(日本人)為 3
萬 3 千人左右，本島人口(台灣人)為 226 萬人。至 1905(明治 38)年年內地人口已經達至
5 萬 9 千人，只有短短五年人口成長接近 2 倍(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5:20-21)。在
這之前，日本人移居台灣多半帶有官方派遣之性質，殖民政府多半會配有宿舍給這些來
台的日本人官員或是會社、銀行行員，隨著日人的移居數量增加，未受官方保護的民間
人士居住問題，日漸浮出檯面、成為棘手的都市問題。特別是 1905 年總督府又頒布《官
吏宿舍料支給規則》
，造成為數眾多的官吏轉而向外租借民宅，在市場需求增加情況下(中
下階層民眾房屋供需不足)，不僅影響租金行情(租金昂貴)，更使得居住在都市更為艱難
(王慧瑜，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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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大正 4)年台灣總人口數近 350 萬人，內地人口成長至近 14 萬人，日人在十年
間大量湧入台灣。在整體的住宅所有權方面，台灣住民自有土地及房屋的比例皆在 50%
上下，仍以本島人為多。交叉分析後可知有 93.1%的移住之內地人在居住權利關係上為
「借地借家」(土地與住房都是租用)，而當時的本島人「持地持家」(土地與住房自有)
者有 50.2%，「借地持家」(土地租用/住房自有)者有 18.4%，顯示在台灣之內地家庭多
須租屋解決居住問題，且多聚居在臺北地區(包含基隆市)。
這種情況延續至 1930(昭和 5)年台灣總人口數成長至 460 萬人，內地人口成長至近
23 萬人15，其中約有 10 萬內地人居住在台北州16，隨著殖民政府控制地方資源的腳步，
擴延至高雄州、屏東州、新竹州、台中州與花蓮港州(台灣總督府，1934:24-25)。比較
1905 年(M38)、1920 年(T9)、1930 年(S5)三個年度的國勢調查結果17，內地家庭「持地
持家」比例逐漸上升(但皆低於 3%)，而「借地借家」比例逐步下降(但仍占 90%以上)，
顯示雖然內地人持有住宅土地的情況增加，但還是以租賃為主(台灣總督府，1934:3-9)18。
殖民台灣三十年，日本人普遍未有常留台灣的打算，日人來台多半抱著短暫掏金心態，
因加給而外派者不在少數，心態上是外出賺錢、賺足返鄉，較採取租屋方式居住，而不
願意置產。比較在台的內地家庭家計者的職業屬性，會發現最多為公務與自由業者(42%)，
其次為從事工業者(17.6%)，與從事商業者接近(16.6%)。而無論是公務員或是從事工業
的勞動者、小商人(大部分投資台灣的大資本家並不在台灣)，多是隨著開發事業(資本)
移住台灣，對內地人來說永住台灣，並不是優先選擇(矢內原忠雄，2003:103-113)。
1919(大正 8)年後殖民政策轉向為「內地延長主義」之同化政策後，日本政府鼓勵內
地人移居台灣，以開發帝國最南端、唯一在熱帶圈內新領土。然而，由於日人對居住環
境的不適應以及外出幹活、始終要返家之心態，而不願意在寶島定居。這類想法受到有
智之士之批評聲，並認為將為統治台灣帶來不良之影響。
「不只是大企業，連小企業家和商人絲毫沒考慮在寶島定居，對於在本島擁有
土地這件事情也沒有多大興趣。…在本島具政治優勢地位的內地人，在經濟上
成為全的失敗者，地位一落千丈。…內地人要從中清醒過來，必須把資金投入

15

昭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表，22~25。
地方行政區域改廳為州。
17
資料出自 1935(S10)始政四十年的台灣，總督府官方調查課，1934(S9)昭和五年國勢調查表─全島篇，
台灣總督府，1935(S10)昭和十年國勢調查結果概報，台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資料數據兩者
因資料取用時間不同，因而略有差異)。
18
同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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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以培養定居風氣，盡量不給本島統治帶來不好的影響，本島的幸福和安
寧才不會受到破壞」(竹中信子，2007:261)。
但事實上官吏、警察與教師皆有宿舍優先配給，根本不需要取得土地與居所，一般
銀行或大企業也有員工宿舍，也有種種優惠待遇，自己興建住宅不過是徒勞，想返國定
居者仍是多數。但另一方面中低階層之民間人士就沒有這些住宅的供給與保障，來台統
治台灣人之內地人如果居住在一個簡陋且衛生不足之住所，也有礙統治之效果。換言之，
日本如果不能解決台灣住宅問題，會影響帝國的名譽，對全體經濟也會帶來不好的影響。
為使帝國名譽不至於蒙羞而有害威信，讓中低階層之平民有低廉且衛生之住宅可居住，
是身為統治者之責任。始政三十周年的報紙社論說道:「台灣也是帝國構成不可或缺的要
素，三八十萬人民的教化與是否擁有忠誠精神，這二樣要素決定帝國的安危。而帝國的
安危國家的組成份子─人民的幸福基礎，這無需贅言」(竹中信子，2007:372)。然而，為
了確保國民的幸福，必須建立在衛生、健康、安全與便利住宅供給。以及如何改良本島
式家屋，以營造一個適於內地人居住之熱帶住宅(黑谷了太郎，1934:35)。
(2)

居住環境不佳，生活風險高
自帝國治理新殖民地角度來看，傳染疾病與不衛生之環境為殖民地開發帶來龐大之

阻力。1896 年以後之「台北縣家屋建築規則」、「下水道鋪設工程」與「市區改正」等
法令與計畫，目的是對台灣各地展開環境衛生改造及家屋改良工作。明治 33 年(1900)
公布之〈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明定染患鼠疫之不潔家屋，依法得以拆除。然而，由於總
督府的財政狀況尚未穩定，無力籌措經費建築因「不潔家屋」(疫區家屋)拆除之房屋，
只好部分委由民間救濟團體協助辦理。在此脈絡下，1906 年打狗街平和街與 1907 年古
亭村皆有因屬不潔家屋而遭拆毀，民間無力改建，改由台灣婦女慈善會籌款與中央公共
衛生費撥款重建住宅(台灣總督府文教局，1942:116-117)。1907(明治 41)年透過半官半民
之土地建物開發公司─「臺灣建物株式會社」(大正 5 年改為台灣土地建物株式會社)協助
興建臺北新榮町古亭庄之百軒長屋，也是在此脈絡下興建之公共住宅。該會社與官方關
係密切，總督府不僅給予每年百分之六的補助，也同意官有地的讓售，協助其事業發展。
始料未及的是，原本應籌建給下階層平民的住宅，一上市即被中階層官員搶購，並未如
當初所設想，滿足中下階層民眾的居住需求。
另一個為日本經營台灣帶來危險與不穩定因素是不時擾動的地震。幾次地震後，各
界人士總是會在報章雜誌上呼籲解決地震災害之問題，並強力建議政府應以更為積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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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協助家屋的管理。整理與家屋改造有關之政令，可發現許多因地震災害而產生的新
規定，如避免採用疊砌式建築、屋頂禁用茅草、禁止使用土确等條文。除政府可借由政
令的方式介入百姓之生活空間之營造活動外，災後街屋重建過程，不僅使得構造方式、
建築材料上有所改變，在式樣方面也有此機會而有所轉變，讓殖民政府有機會推行其心
中理想的住宅形式(陳正哲，1999:123)。
(3)

軍需工業週邊住宅量不足
1935(昭和 10)年台灣總人口數成長至 520 萬人，內地人口略略增長至 27 萬人，全

島人口密度越來越高，最為擁擠的城市為台南州與台北州，顯示都市化程度越來越高。
1930~1935 年間在台灣內地人口成長 5 萬人，富井正憲認為此時期台灣面臨住宅困難的
原因，在需求面：都市人口的快速增加、軍需產業勞動者的增加、產業工作者的收入增
加，使原本借度過日的家庭，也想滿足獨立生活的願望。在住宅供給方面，隨著工業化
與軍需產業的發達，地價高騰，以及戰爭資材不足，造成建築成本提高，而投資者不願
意進入住宅市場的情況下，皆助長了勞動階層於台灣住宅困難的問題(富井正憲，
2001:186)。
特別是軍需工業的重要地高雄州與高雄港周邊，中產階級以下住宅與出征軍人遺族
家庭住宅等急缺，高雄市役所書記坂場三郎曾根據高雄市民居住調查，市內住屋租賃市
場相當競爭，甚至連旅館需求皆很高，租金非常昂貴甚至超越某些東京繁華地區，也比
其他島內都市的租金貴。基於高雄市是帝國南進的根據地，並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具發展
性，應使得一般市民生活安定，促進都市發展這類意見，經常出現在住宅治理相關論述
中(坂場三郎，出版年不詳:58-63)。

3.1.3 住居治理權力運作框架：衛生監控與資材節約
論述日本總督府對於住居空間治理的權力運作，首先須放在掌控公共生活風險與維
持衛生脈絡來看，殖民時期空間治理的策略，皆是圍繞著營造衛生的居住環境所開展。
因而要剖析殖民時期空間治理的權力形式之前，須先回顧日本官方(特別是總督府官員)
對於「衛生」的概念與國家強弱之間的連結，如何透過生物統治學的基礎與中央集權的
治理技術，看見病菌並掃除風險，以達致日人理想中的移居環境。以及「顯微視角」
(Microscope)的治理特徵，所謂「看見病菌」並非指稱肉眼所見之真實，而是一種透過某
些中介物質而延伸(放大或扭曲)的真實，是權力運作形式的隱喻。而中介的物質便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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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法律、規訓與安全風險所構成的權力之鏡，透過顯微鏡頭，國家似乎可以穿透空
間的迷霧看清並掌握他所管轄的地方。

(1) 衛生的監控
日本語「衛生」(eisei)乃是經由翻譯而創造的字眼。1875 年長與專齋自述在其《國
家醫學編碼》一書中將德文的「Hygiene」翻譯為「衛生」的原因，他借用了中國莊子文
章中「衛生」一詞，並轉換原來「護生(保衛生命)」的概念，用以指稱由政府管理的衛
生保護，也就是透過中央政府、科學家、醫生、警察、軍隊和人民連結一整體，共同努
力去保護民族的身體的行政體系(Rogaski，2007:145-146)。1880 年迪格爾《衛生範論》
在東京編譯完成，他的公共衛生論述得到日本醫學生的歡迎。他認為調查和消除疾病是
國家基本職責，就像是調查和控制犯罪是統治的基石一樣，國家應診斷和消除引起公眾
不適應的因素。在他的疾病與環境的討論裡，導致疾病的因素歸咎於環境中從地底或水
裡升起的汙穢空氣與細菌。為了制服一切空氣與水中的有害物質，國家應提供與安排全
面性的建築、工業和行政工具，防治這些有害物質的竄流(Rogaski，2007:161)。以上「衛
生」論述的新概念，已不純然為個人生理機能的良窳，轉而成為政府施政的要務。衛生
健康不僅僅屬於個人自利的範疇，而且是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因此國家介入衛生事業
的必要性增加(劉士永，2001)。
未就任台灣民政長官前，後藤新平於日本出版了《國家衛生原理》一書，他提出「人
體國家」的理論，並認為國家應當不只於瘟疫時進行干預，而是應該提供一個健康的環
境，保證基本的福利救濟，促使每個公民發展一種文明的個人習慣。這套人體國家論述
得到政府的支持，他不僅建立日本本土的衛生警察，作為中央衛生局的官員，他還主導
了多項衛生調查計畫，並深信行政調查、警察和中央化是幫助國家通過標準化、科學化
和現代化的重要過程，並可改變民眾積習已久的不衛生習慣(Rogaski，2007:162-163)。
就任台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以「生物統治學」的施政理論，開啟了對台統治的新方
向，並將「個人衛生」的要求轉為「國家衛生」制度性意識。他更主張國家與個人應連
結起來，由國家保護公眾的福祉，因此須將衛生行政概念及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調查，
引進國家統治的技術中(蘇碩斌，2005:210)。後藤新平所設想的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就如同醫師與患者，只要掌握了有弱點的被統治者，熟悉他們得病灶，即可獲得被殖民
者的同意與信服。同時，掌握衛生現代性的能力，加強了日本帝國與其他歐洲強權同等
地位，殖民台灣證明了日本在帝國主義強權裡佔有一席之地，並將日本與其亞洲國家區
別開來，並可像其他列強一般為「亞洲」衛生或現代化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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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住宅供給便是在改造台灣不良(非衛生狀態)居住環境，以公共衛生為名開展之
社會事業。本島人的傳統住宅被描述為各種疾病叢生的日常生活空間，許多日本官員經
常於報紙投書或調查報告中，抱怨台灣人街道髒亂、排泄物到處流溢、家屋通風不良、
採光不佳，以及市區街道污水滯留、發出惡臭的情形。在日本人的印象裡，台灣人所居
住的地方不僅衛生條件不好，不潔淨的飲水與用水，以及狹小街道、不流通空氣、不足
之光線皆容易引發各種疾病之散播(井出季和太，1936:25)。在現實的情境裡，來台日本
人死亡原因往往不是因為戰爭犧牲，而是感染風土病。足見對當時領台的日本人來說，
「疾病」是統治台灣最危險的敵人，也因此改善居住環境衛生成為施政最重要的核心。
後藤新平提出「公共衛生」作為台灣殖民的首要政策，其目的就是希望將台灣改造為適
於日本人居住的空間，「衛生第一主義」也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提出之政策，所有統治
政策與都市建設，皆以公共衛生為首要議題，尤其是在下水工程、家屋管制、髒汙隔離
等，訂定具體可管理之規約。
就如同現代的醫學專業的思維，醫生該依據何種標準判斷病(disease)與症(symptom)。
總督府持續展開一系列的調查工作，可被視為佐以判斷的前導工具，包括: 土地調查、
國勢調查(戶口與住宅調查)19、舊慣習調查、震災預防調查、保健衛生調查、中間階層
給生活者住宅調查…等，其中與本文最為密切者為 1922 年至 1940 年間由警務局衛生課
於全島各地施行之保健衛生調查，特別是在食衣住等方面與衛生相關的調查。在住宅調
查項目上，包含：住宅位置與一般狀況(家屋方向、屋家構造、坪數、疊與寢台數、居
住人數、家賃月額、換氣、採光、汙水排除、一人平均建坪等)，便所(廁所)構造、台所
(廚房)構造、湯殿(浴池)設備相關事項，以及井戶、便所、台所周邊區劃的調查。此項
調查實施由衛生警察執行，可說是總督府權力之鏡透過警察制度延伸至地方的每一角落。
台灣土地(空間)透過理性地調查、分析、統計，成為權力運作的客體，被監控的對象(蘇
碩斌，2005:226)。由於未發現公營住宅有如官舍、警察局等官方廳舍具有標準之營造等
級規定與法令規範，但以常理推斷公營住宅作為不良家屋改善之示範，應是符合住宅(家
屋)建築規則相關之法令之規定，因此有必要先就歷次住宅(家屋)建築規則相關之法令修
正內涵，理解公營住宅應遵從之法令規範。

19

週期性的國勢調查包含: 住居的權利關係、家庭人口、戶長的職業、居住地、住宅數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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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台初期「權力之鏡」微近於住宅衛生、防疫與防震之禁制，乃至於家庭日常生活
與個人身體之清潔。幾次與住宅(家屋)建築規則相關之法令修正20，可清楚看出國家藉由
司法─法律制定逐步將私領域住宅之型式與內涵納入國家管轄的過程。【表 5】1896(明
治 29)年「台北縣家屋建築規則」限制家屋於居室、屋頂、門窗、便所、廚房、畜舍、
屋簷等構造方式。以及如不按照命令改造、修補者可命令拆除，或科以罰金。但實施對
象以內地人為主。1900(明治 33)年「台灣家屋建築規則」將適用對象拓展至全島所有新
建築家屋者，須由地方長官許可 21，並進一步規定沿道路建築之家屋須設有亭仔腳。
1907(明治 40)年「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修正，則完善地規定建屋周邊須留設空
地、臨棟間距及共同壁，以及基地內排水溝須設明渠，並設有排水管。同時限制家屋室
內、天井高度以及地板高度，並須設置氣窗及出入口。最為重大之變革為強制各戶設廁
所，並限制廁所樣式、構造及材料。「家屋建築規則」成為台灣第一個明文規定各空間
構造之住宅法令，台灣人也首次意識到國家具有掌有自家住宅營造活動之權力。就官方
管轄單位來看，早期「台灣家屋建築規則」及其施行細則之取締由民政局下設衛生課執
行，之後轉由保安課接辦，再演變由市公所來核發建築許可(細井英夫，1937:22-24)。正
可說明殖民政府對家屋治理的立場，從單純的個人衛生的觀點，轉為集體(國家)公共安
全之領域、最後再落實在地方自治的權力範圍內。
表 5 歷次住宅(家屋)建築規則相關之法令

年代

頒布法令

1896

「台北縣家
屋建築規
則」

1900

「台灣家屋
建築規則」

內容


規定內地人新築家屋需經警察署同意，並附圖面。



限制家屋於居室、屋頂、門窗、便所、廚房、畜舍、屋簷等構造方式。



如不按照命令改造、修補者可命令拆除，或科以罰金。



適用於台北市街、新竹市街、淡水市街、基隆市街、宜蘭市街。



新建築家屋者須地方長官許可。



需附上基地面積及位置、設計及說明書、建築物平面圖、配置圖、側
面圖、斷面圖。



沿道路建築之家屋需設有亭仔腳。

20

自 1900(M33)起總督府陸續公佈「家屋建築規則」、1905(M38)「臺北市區改正計畫」、1907(M40)
「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修正」、1910(M43)總督府頒布全台「市區改正計畫」、1936(S11)「台灣都
市計畫令」、1938 年「地域決定標準制定規定」等法令。治台初期的權力之鏡，微近於住宅衛生、防
疫與防震之禁制。1936 年以後，將鏡頭拉遠至都市計畫、土地區劃整理等層級之管控。
21
1900 年適用對象方才擴展至全島一體適用，但仍保留裁量權於地方長官，由地方長官視不同地方民
情作調整。家屋修訂之法令保留地方政府裁量之權利，主要是因為台灣城鄉地區差異甚大的原因，某
些法令或許可在大城市(如台北)可執行，但在鄉村地區幾乎無法施行，總督府只好採取較為彈性的治
理態度。例如部分地區鄉村住宅無法完全禁用土埆屋，或是適用嚴格的建築規則，而改於保甲規約中
增訂規則，仰賴保甲團的柔性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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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1921

1921

「台灣家屋
建築規則施
行細則」修
正

「社會事業
計畫綱要」

「警視廳水
槽便所取締
規則」



如不按照命令改造、修補者可命令拆除，或科以罰金。



建築物須留設空地。



規定臨棟間距及共同壁。



基地內排水溝須設明渠，並設有排水管。



基地表面需設有基石，且表面需鋪設 3 吋混凝土。



限制家屋下地盤治屋簷須 12 尺以上。



須設有防鼠出入之裝置。



家屋地板需高於地基 2 公尺以上，並設置氣窗及出入口供清掃之用。



各式採光面積得為 1/10 以上。



連棟街屋構造取消土埆構造，及石灰。



各戶需設廁所，若是長形家屋，每四戶得設一大便所、二小便所組合
之共用廁所。



限制廁所樣式、構造及材料。



廁所地板應高於建築地盤 1 尺 6 吋以上。



救貧改為防貧，經濟保護事業一環



住宅改良及供給，提供職工與勞工住宅。



設立公共寄宿舍(臨時收容所及貧民住宅)。



廢止屎尿桶使用。



獎勵便所設置，並對貧困者加以補助。



屎尿桶的屎尿及洗桶水，禁止傾倒於下水溝內。

1901(明治 34)年後中央行政機關衛生課編入警察署，掌管傳染病衛生、保健衛生、
上下水道管理、住宅改良、衛生便所…等衛生改良政策(廖鎮誠，2007:29-30)。而有效的
衛生監控仰賴國家代理人－警察的介入與運作，多篇研究皆說明了警察成為國家行政系
統的工具22，辦理巡查、稅務、衛生及農政等各項政事的推動者與執行者。在家屋方面，
若有新建、增建、或改建等行為發生時，須檢附各類規定圖樣，供地方警察官廳審查其
位置、構造及設備等要件，並獲得許可，警察也可依據各類法令，以強制的方式使該案
建築活動依循。從此處可知，警察富有極大的權力支配與影響家屋改造，殖民政府也藉
由警察之角色，正式將民眾日常生活之住宅營造活動，納入國家權力之管轄之下，成為
統治效率的見證。

22

細井英夫曾在台灣警察時報發刊文勉勵警察致力於教化臺人的工作，指出教化臺灣人成為完全的日
本人，乃是臺灣警察特有的重大責任，當局正致力於在臺灣推廣日語，涵養敬神愛國思想及衛生思想
等工作，警察宜對之有所自覺，將之當作使命去執行，相信可促進臺灣統治目標之達成(細井英夫，
1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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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警察之外，建築專業化也使得住宅之管理逐步納入國家之治理。1935 年中部地
震災後，台灣建築會長井手薰於建築會誌發文提議建築整頓要項中，絕大部分過去頒布
之法令皆有規定，但因執行不力或無力，造成空有法令而無法達至管制之結果(陳正哲，
1999:83-84)。【表 6】但井手薰建議中最令人關注之處是應建立定建築代願人制度，他
認為家屋建築申請書之設計圖面多由非專業者所繪製，因而無法達到有效管制之目的，
因此須限定申請人資格，也就是受過專業建築知識訓練者代替業主申請，才能讓有關單
位能以專業之技術管控家屋建築之品質。此一觀念源自於現代專業知識與技術生產之邏
輯，現代建築生產技術奠基在專門之建築知識與圖面生產技術，傳統營造技術中無法被
量化與標準化之技能，被視為不具有「專業性」與「科學性」，也無法被有效檢核。在
此脈絡之下，傳統匠師被視為無法正確繪製專業建築圖面，而被屏除在申請人資格之外。
反之，通過建築專業訓練者，不僅納入政府管轄範圍內，由政府授與職業資格，並一定
程度保障了專業者之執業權利。
表 6 井手薰於建築會誌發文提議建築整頓要項

1
2
3
4
5

應立即整頓街道寬度，實施市區改正。
對於安全及衛生有所疑慮之建築，實施建築物取締規則。
制定建築代願人(代理申請人)制度，建築申請書之設計圖面多由缺乏建築知識者
繪製，不夠完備，並應限定申請人資格。
全島禁用土埆屋
設立調查機關，對於全島家屋進行調查，並制定改造及補強方法。

在衛生知識論述方面，受到西歐傳染病「水媒論」與「病菌學」影響，強調環境控
制與病原隔離的必要性，唯有透過淨水供給、汙水及廢水處理、乃至於飲食調配、食物
供應等管控，能對白喉、傷寒、麻疹..等傳染病產生作用，而所謂環境衛生不僅僅維持
整潔，而是消滅隱藏在環境的病菌，能在病菌傳染的途徑中採取隔離與清潔，便能使得
人乃至於社會常保健康(祝平一，2013:16-17)。【圖 5】熱帶衛生學之「風土馴化」技術，
「即以協助殖民者適應殖民地之自然條件，以人為力量局部改變居住品質，使之儘量符
合母國的生活條件，並增強殖民者的免疫力，成為所謂熱帶衛生學的重心」(劉士永，
2001:62)。而總總協助適應「風土馴化」之措施，乃以改善住宅環境清潔最為關鍵，特
別是最容易傳染病菌之便所，便成為急需被改良之處。【圖 4】在幾篇調查報告中不斷
強調，不衛生與落後的萬惡之源，為台灣人居民使用小便桶的陋習，並認為唯有必須鼓
吹衛生思想，改善此一「弊風」，才能期以進入文化的生活。因此，有關單位應積極籌
設家庭(住宅)便所是當務之急。另外幾本與衛生有關的專書亦強調台灣臺灣的許多傳染
病都與廁所的衛生有關，期盼都市地區提撥建築費補助金以鼓勵市民設置改良廁所，並
利用保甲會議、家長會議等積極宣導，以防止傷寒等傳染疾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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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國語講習所用家庭科教材——廁所構造圖
(資料來源: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圖 5 國語講習所用家庭科教材——病菌傳染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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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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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明治 33)年頒布之「家屋建築施行細則」中可看出殖民政府對於便所之關切，
其中第十、十一條內對個人便所建材、規格、型式都有明文規定，在增列之施行細則中
並金一不規定各家屋皆需設廁所，若是長形家屋，得每四戶共同設置大便所一、小便所
二組合之共用廁所等要求(廖鎮誠，2007:36)。1928 年(昭和 3 年)台南市政府對市內 9 個
派出所轄區內本島居民進行調查，發現沒有便所而使用屎尿桶的家庭所佔之比例有八成
以上，這些切確的調查數據直接與傷寒感染病的高比率畫上等號。該年底，警察署衛生
課頒布三項規定:廢止屎尿桶使用獎勵便所設置，並對貧困者加以補助屎尿桶的屎
尿及洗桶水，禁止傾倒於下水溝內，並根據「台灣污物掃除法施行細則」，規定每戶人
家有義務設置便所25。一般民眾所採用之便所，以價格較為便宜，「準內務省式改良便
所」與「汲取式改良便所」為多，嚴格上來說這類便所與總督府衛生官員們期待之衛生
效果有一大段落差，且實際設置個人便所之家庭並不普及(董宜秋，2005:92-97)。【圖
6、圖 7】雖然殖民政府不斷宣傳有關傷寒防治的觀念(包括興建便所、汙物處理)，利用
報章雜誌、廣播、標語、傳單…等宣傳與推行工作，但尚未深入在台灣人民心中。1930(昭
和 5)年總督府衛生課協商出四項改善工作:興建連結水洗式便所之下水設施、汙水處理
裝置【圖 8】便所改良及普及工作屎尿汲取及改善工作其他傷寒防治工作等。其中，
計劃於 1935 年完成之汙水、雨水合流下水道及預定設置淨水場，即需要龐大之預算(一
千八百萬元總工程款)。但如能有完整之下水道系統，才能提供最為理想之水洗式便所，
但至日本殖民時期結束，這樣計畫並未完全實施。【圖 9】

23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編號 T0321P0046_0012-001
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35(查詢日期)
24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編號 T0321P0046_0015-001】
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35(查詢日期)
25
依據明治 33 年(1900)「台灣污物掃除法施行細則」加以修正，昭和 3 年（1928）年發布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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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要求住戶興建合乎衛生之便所的法令規定外，也注重便所的損壞、維修，台北市
政府甚至設有巡查，定時巡視轄區內個人便所的情況，並針對便所有所損壞之住戶提出
警告，要求修復，以符合政府要求之衛生功能。除定期的視察外，透過地方警察推動的
「屎尿掃除日」則是動員全民的運動，每年夏天五到十月是傷寒感染病的猖狂期，無論
鄉間或城市的居民，都必須透過每月的掃除及消毒，確保環境的清潔，通過者檢查員將
給予及格的紙條貼於門口，作為檢查及格之依據。未通過者則限期改善，若不從則科以
罰款，甚至是更為嚴厲之處罰。直至日治時代末期，台灣主要幾個都市，大約都有將近
四分之三的居民，被納入嚴密且有規模體制的屎尿掃除工作26(董宜秋，2005:154)。

圖 6 準內務省式便所

圖 7 汲取式改良便所

(董宜秋，2005)

(董宜秋，2005)

傳統上國家權力不會直接介入住宅之管控，僅就建築之形式與顏色作為區分階級之
居住規範(如民家不得使用皇家專屬的黃色琉璃瓦)。傳統漢人的住宅營造，也無須經過
國家行政單位的層層審核，發與建築或使用執照，自力營造在傳統社會是相當常見的情
況。然而，隨著現代性「公共安全」思維的建構，殖民政府為了更有效率掌握殖民的經
濟資源與生活的風險，以及對於防災、防火與衛生的要求，住宅不再被視為不得干預(或
是無須干預)的私領域，而是人人有責、國家有權應干預與治理的區域。

26

即便衛生監控如此嚴密，新式廁所在台灣的普及性仍是有限的。雖然日本政府以「衛生」作為訴求，
大力勸導與補助本島居民興建新式廁所，但是對台灣人來說興建廁所並非以「衛生」作為首要考量，
總督府也不諱言便所整頓之不力，其實與人民的經濟能力有關。當政府的要求寬鬆時，台民優先採用
普通式便所，而不採用改良式便所(費用較低廉)；當政府嚴格要求時，便採用簡單的準內務省式便所，
即便是興建了個人便所，仍難以改變在寢室內放置屎尿桶的習慣。董宜秋認為當時日本政府所宣傳的
傷寒傳染病的防治觀念，其實並未一般人採納為普遍知識有關，換言之，在台灣人心中並未形成「興
建便所」是基於衛生需求之觀念，而不過是另一項政府的規定罷了(董宜秋，20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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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942 年《台北市下水道調查書》內城內下水道改良前後比較圖
(廖鎮誠，2007)

圖 9 水洗式便所下水道連結路線
(董宜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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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材的節約
1941(昭和 16)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戰事越來越緊繃，總督府一方面成立「皇民
奉公會」，擴充生產、加強經濟管制，期待台民能發自內心為天皇和戰爭奉獻犧牲，以
支援軍事前線的需要。更由於海運經常受阻，無法取得原料，台灣必須想辦法在各層面
就地取材、自給自足。總督府更全面掌控經濟，如整併生產單位、調控資金、人力與物
價、資源、優先供應急迫的軍需工業。在全面性「總體戰」思維下，1942(昭和 17)年仿
效日本內地作法成立「台灣住宅營團」，以統籌與分擔總督府的公共住宅供給之工作。
並以官民合作集中資源、調度物資方式，興建大規模且廉價之庶民和勞動者住宅社區。
原來下放給地方政府與街庄委員會興建市營(簡易)住宅建設工作之權力，又重新回到統
一的營建機構─「台灣住宅營團」，雖然其為一財團法人組織，但各項事業最終決定權
仍掌握在總督府。建立統籌所有興建事務之單位，被視為較有效率之現代管理機制。
不幸的是，隨著戰事擴大，動員各種物資集中於國防補給需求更為劇烈，1944 年「台
灣建築工事暫時規格設定委員會」公布〈建築工事戰時規格〉強烈要求社會各階層(全民
總動員)節約建築資源與費用，以及尋求各種代用材料之可能性。不斷縮小的住宅空間、
簡陋之營造方式，不禁讓台灣住宅營團工務部建設部長梅澤捨次郎感嘆，總督府為求節
約資材，自公布「非常時期住宅」、「戰時型住宅」到「決戰型住宅」，基本上已經犧
牲了建築的構造強度與使用機能，距離所謂的理想國民住宅已經很遙遠，但也沒辦法改
變政府政策(梅澤捨次郎，1943:146-149)。這種情況顯示，戰爭促使國家再度將住宅治理
重回中央集權的狀態，為求勝利，人民必須將生活所需一切事務降至最低限度狀態，並
將國家乃至於民族所有人力、財力、物力投入戰事。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單位為求快速自戰爭復原，暫時延用「台
灣住宅營團」技師們，1946(民 35)年基隆市政府即委託「台灣住宅營團」興建「基隆市
市營平民與勞工簡易住宅」，以解決戰後住宅損壞之問題。在百廢待舉的情況下，以最
低限度之資材興建住宅乃是國民政府與營團技師們之共識。

3.2 帝國目光與移住者生活佈署
3.2.1 殖民移居導入期公營住宅
矢內原忠雄認為台灣殖民地的經營成功，歸功於台灣財政的提前獨立與自足，1898
年(明治 31)起台灣實施地方稅，殖民地特別法賦與總督府徵收許多特別稅以充實總督府
財政，1910 年(明治 42)以後總督府每年都有巨額的剩餘金可投入殖民地的經營(矢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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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雄，2003:81-87)。1912 年(明治 45)台北廳開始經營「州營住宅」，即是在中央行政財
政制度完備下開啟之經濟保護事業。在總督府的設想中，隸屬於經濟保護事業一環的「住
宅供給」事業，肩負起救貧與防貧之治理任務(杵淵義房，1991:1187)。「經濟保護」(經
濟福利)事業包含：醫療、商品流通、勞動、住宅、學務管理、衛生等廣泛內容。其中「住
宅供給」主要目的是達至住宅的改良的文化目標，其次是透過低利率的資金，提供衛生
與安全適當的住宅的社會目標。「住宅供給」對象為(1)官公署下級者的住宅(2)銀行、會
社、工廠的職工、社員的住宅獎勵(3)下級勞動者眾多的地方在衛生、風紀上的考慮，並
給予低廉的租金(4)公益團體、建築組合的獎勵保護(5)將有害衛生與安全的住宅改良與修
築的獎勵(6)細民長屋在考慮衛生與風紀，改良為現代小住宅的補助(大友昌子，2007:164)。
此後，由地方官廳正式編列預算或由國庫補助經費興建管理公共住宅，並由地方政府直
接經營「州(市)營住宅」，為移住台灣之中下階層(日本人)，提供廉價之住宅興建與租賃
服務，成為總督府必須面對的居住挑戰。
1919(大正 8)年台北廳古亭庄與大正街開始陸續建設為貧民而建之公共住宅。同年大
藏省預金部提供 200 萬圓低利資金，作為建築住宅的融通之用，光臺北廳即分得 100 萬
圓，該項資金接受公共團體或個人申請，並限定興建中間階層以下之住宅。1924 年(大
正 13)台北地區已有四個町設有公共住宅，分別位於御成町、新榮町、龍山寺町，公共
住宅的規模比照判任官舍乙、丙標準，顯示公共住宅出租的對象以社會中間階層為主，
而非真正的貧民階層(台北市役所，1940:457)。
「住宅供給」區分為「州(市)營住宅」與「細民(共營)住宅」27兩極化的運作模式。
「公營住宅」由州市級官廳編列(公共衛生費)預算或國庫補助經費，並由地方官廳下土
木課營繕系自行設計、興建與管理。【圖 10、圖 13】「細(貧)民或簡易住宅」為街庄
級單位編列(公共衛生費)預算或國庫補助經費，並由地方官廳自行興建與管理。「共營
住宅」則是由街庄單位與地方公團(1923 年地區委員會制度)，透過街庄提供免費之土地、
會員捐納之會費籌建之住宅。「公營住宅」主要利用者多為在台內地人，而「細民(簡易)
住宅」則多是因應 1935 年中部大地震收容災民的簡易住宅，「共營住宅」之規模與等
27

隨著社會福利中的經濟保護事業的「地區委員制度」(1923 年)興起，除州(市)層級直營之公共共住宅
外，另有街庄層級經營之貧民的住宅、簡易住宅、共榮舍，以及個人組成之救濟組織(共同事業與財團
法人)經營之住宅，如:基隆博愛團、新竹西門住宅長屋、台中中港貧民收容家屋、高雄準公共住宅等(台
灣總督府文教局, 1942)。1930 年代總督府將防災救助的任務下放地方各街庄委員會，興建簡易住宅與
平民住宅，並肩負生活改善指導之任務。與市營住宅不同的是，這類原為地域性調查機關轉化為教化
機關，將(1)救貧與防貧的推進，(2)低所得階層生活的現代化、(3)低所得層的思想制御與社會秩序的
維持目標，透過地方的平民與窮民住宅傳達給內地人與本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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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與「細(貧)民住宅」較相等，是地方公共團體協助社會救濟的具體事例(台灣總督府文
教局，1942:63-65)。
無論是「公營住宅」、「細民(簡易)住宅」或「共營住宅」皆為「租賃」住宅，由
地方政府向銀行低利貸款籌建，除共營住宅採用會費經營外，公營住宅與「細民(簡易)
住宅」透過地方政府編列預算以及居住者租金維持經營。根據總督府文教局資料顯示，
公營住宅租金收入相當豐沃，遠遠超出地方政府管理支出之費用。而各地的租賃價格差
距頗大，自五圓/月以下至 25 圓/月者皆有。租賃價格的區別來自坪數大小，依 1941 年
出版之《台北市社會事業概要》〈台北市公共住宅條例〉內規定，木造平屋特丙型(13.5
坪)以上租金為 20 圓以上，丙型(12 坪)以下為 18 圓以下，10 坪以下者則為 11~12 圓(臺
北市役所社會課，1941:18-19)。若依當時生活物價，一般家庭每月租金若在 5~8 圓之間
算是便宜的，顯見公營住宅基本上是中階層方能負擔得起的住宅。而細民(簡易)住宅則
大致都在 2 圓以下，算是相當低廉。然而並非所有民眾皆可分享低廉住屋的福利。將所
有的公共住宅戶數統計，可明顯發現，「州(市)營住宅」數量較多(約為 1,669 戶)且多興
建在城市，而「細民(簡易)住宅」興建地點雖較普及全台，但數量較少(約為 730 戶)。【表
8】
對比使用者身分，「州(市)營住宅」的居民多為內地人，職業類別也以低階官吏、
公司職員、學校職員、勞動職工為主，證明「州(市)營住宅」為中階層(特別是受薪階層)
傾向。換言之，公共住宅規模比照判任官舍乙、丙標準，即透露出總督府對於公共住宅
居住者的想像。再加上〈台北市公共住宅條例〉第二條規定使用者身分(1)未具有正當職
業與收入，以及家足以負擔一家生活之能力者，(2)在市區內已經持有住宅，或其他經認
定有不適於承租之理由者，以上兩條件之承租申請，不予許可之條件，顯示公共住宅係
提供給一般具有承租能力之市民居住。而「細民(簡易)住宅」的居民則日本(內地)人與本
島人兼有，職業類別則多以低階層的貧窮人士或失去房屋的災民。雖然公營住宅的使用
未限定為日本人(也有少部分偏遠地區公營住宅分設內台人區)，但自第三條連帶保證人
的規定可見端倪，保證人需具有(1)具有獨立生活的經營者(2)具有相當財產與信用者(3)
台北市內在住者，或由市長認定之適當的條件(台北市社會課，1941:18-20)。大膽推論，
本島人很難滿足保證人與市長認定之條件者，進而得到入住「公營住宅」的權利。在中
低階層內地人在台灣居住困難情形下，公營住宅幾乎不可能有多餘的配額給本島人。而
救濟災民性質且多營建在鄉下地區之「細民(簡易)住宅」則較有機會給本島人入住。換
言之，雖然公營住宅居住者身分未限定為內地人，也未有法制上限制本島人不能申請居

61

住，但是仍有差別待遇。像是公營社區內限定給本島人的住宅類型，往往是較為簡陋且
低階之小坪數住宅，不平等的差別內隱在法令表徵之下。
誠如本章開頭所述，殖民霸權的屬性本質上是經濟價值的剝削與資源的掠奪。國家
統治的方針是藉由資源獨佔的方式，協助母國擴張市場與累積資本，並且以種族原則區
隔社會階層，日本人享有特權與資源支配權力，台灣人則是被支配者、無可置喙之餘地。
兩極化的住宅救助政策，同時達至「恩給」與「教化」之雙重目的，對於「州(市)營住
宅」被視為作好榜樣之內地人居住空間，產生衛生與進步的教化效果。
表 7「經濟保護事業住宅供給」經營摘要

經濟保護事業住宅供給

項目

(1912~1945)
公(州/市)營住宅
經營項目

細民(簡易)住宅

營建官公署下級住宅

救貧與防貧的推進

鼓勵銀行、會社與工廠營建員工住宅

低所得階層生活的現代化

下級勞動者眾多的地方，衛生與風紀的考慮，給予

低所得層的思想制御與社會秩

低廉的租金

序的維持等目標

公益團體、建築組合的獎勵
將有害衛生及安全之住宅改良與新修築的獎勵
細民長屋在考量衛生及安全，改良為現代小住宅

經營方式

由州、廳或市役所(社會課)經營之官方社會福利機構

街庄單位與地方公共團體

資金來源

由地方官廳自行籌措(如透過簡易保險局的低利貸款
融資)或直接由國庫補助

管理/
技術成員

1920 年之後改廳為州，州設有「土木課營繕係」，
州以下有「土木課」可獨立執行建築設計業務

由街庄單位與地方公團(1923 年
地區委員會制度)，透過街庄提
供免費之土地、會員捐納之會費
籌建之住宅
設計者不明

管理方式

以出租住宅為主，承租住戶以中低層官吏、社員、
店員、勞動階層為主

住宅規格

甲種:建坪 20 坪
乙種:建坪:18 坪
丙種:建坪 13 坪
丁種:建坪 10 坪
各地的租賃價格差距頗大，自 5 圓/月至 25 圓/月者
皆有

租金

註:本研究自行整理

62

以出租住宅為主，承租住戶以低
階層的貧窮人士或失去房屋的
災民為主
長屋型式

大致都在 2 圓以下，算是相當低
廉租金

(1) 區位擇選
自 1911 年至 1940 年間興建之公營住宅，可發現興建之區位最早是台北州、台東街
與基隆市，隨後是高雄市、馬公街與屏東市，顯示公營住宅之興建與總督府欲開發之新
地區密切相關，如新竹市、台中市與花蓮街，多興建總督府積極經營開發之 1930 年代，
顯示公營住宅服務對象以日人集居地區為優先。像是台灣人集居之台南市則是很晚才有
公營住宅，數量也不多。在興建數量上高雄州(430 戶)多於台北(315 戶)/基隆(330 戶)、
台中市(317 戶)、新竹市(148 戶)等地，顯示這些地區內地人的住宅量不足問題較為嚴重。
表 8 1911 年至 1940 年公(州/市)營住宅表

項次
1

2

年代

所在地

戶數

賃金/圓

御成町五丁目

104

12~25/月

/1914

新榮町五丁目

195

5.5~24/月

/1920

龍山寺町二丁目

16

9/月

榮町

90

內地人

寶町

(內地人

5~7/月

30/本島

本島人

人 60)

1.60~2.15

1911

1919

名稱
台北州營住宅

臺東街公共住宅

經營

維持

主體

方式

州

州費

街

家賃

/1923

/月
3

1920

基隆博愛館

市

家賃、貸地

(原為法人 1935

料、寄附

轉給基隆市)

金、市費、

元町與福德町

208

天神町

66

17

東町

56

17~30

入船町

430

補助金
1921/

基隆市公共住宅

市

市費

1929
4

1923

高雄市營住宅

市

市費

/1932

鹽埕町

/1933

田町

/1938

湊町
前金
壽町
旗後町
林德官
過田子
哨船頭

5

1929

馬公街公共住宅

街

街費

馬公、紅木埕

28

6

1929

屏東市營住宅

市

市費

若松町

43

7

1933/

新竹市公共住宅

市

市費

花園町

36

赤土崎

40

1940

63

8

田町

50

錦町

22

新興町

43

新京町

67

1934/

川端町

(全內地

1940

東勢子

人)

後壠子

250

1932/

台中市營住宅

市

市費

13~20

9

1935

花蓮港街營住宅

街

街費

花蓮港街

─

10

1936~

台南市營住宅

市

市費

竹篙厝

69

11~35

桶盤棧

2

35

1937
11

1938

台北市共同住宅

市

市費

崛江町

31

(養老院)
12

1938

岡山街營住宅

街

街費

岡山街前鋒

34

13

1938

軍人遺家族住宅

州

州費

大安十二甲

24

14

1940

台北市公共住宅

市

市費

幸町

15

15

─

南投街營住宅

街

街費

─

─

總計

3~4

1669

備註:花蓮港街營住宅與南投街營住宅雖在總督府檔案中查到相關圖面，但未能切確掌握興間時間、
所在地與經營戶數等相關數據。

公營住宅之基地區位選擇，則與該地區都市計畫規劃密切相關。衛生住宅的營造不
是倚靠室內平面配置之變化，而須與整體都市衛生條件連結。如 1909(明治 42)年台北市
區開始供應自來水，給水區域約與 1905 年發表之「台北市區改正」區域範圍一致(黃武
達，1997:53)。自 1910(明治 43)年台北三市街埋設(給水)鐵管水道分布圖來看，也恰恰
涵括台北州營住宅之位置。【圖 10】再加上「市區改正」原就是要設置排水幹線，以解
決城市汙水問題。兩種條件的配合下，才能營造出符合衛生的現代小住宅。換言之，台
北州營住宅基地區位選擇，與都市計畫(市區改正)有直接關係，唯有完成上下水道設施
之市區，才能確保健康的住宅環境。【圖 11】
而透過都市計畫的土地重劃(土地區劃整理事業)市區外之市郊地，官方也較有機會
成為獲得完整、足夠面積大小之基地作新開發。如 1937 年「臺中東勢子市營住宅」與
1940 年「臺中後壠子市營住宅」，所在地東勢子、後壠子，原皆屬舊庄區之非都市計劃
之地，為開發城市周邊之市郊地與紓解都市人口壓力，而籌建之公營住宅社區。
【圖 12】
換言之，大部分的「公營住宅」社區開發，皆與都市計畫之「造村」有直接關係，唯有
經過土地重劃與納入官有之土地，才能有足夠面積、方整之基地，規劃為不同層級之住
宅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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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1910 年台北三市街埋設(給水)鐵管水道分布圖
(廖鎮誠，2007)/粗線為研究者加粗

圖 111932 年台北州州營住宅位置
(資料來源:底圖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文化地圖資料庫，1932)28/色塊由研究者自行標註

28

底圖為 1932 年台北州內全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GIS
Demo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pe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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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935 年台中州營住宅位置
(資料來源:底圖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文化地圖資料庫，1935)29/色塊由研究者自行標註

(2) 社區規劃
公營住宅社區規模差異頗大(自十幾戶至百戶皆有)，超過百戶以上之社區分布在台
北州、基隆市、高雄市、新竹市、台中市等地區。各公營住宅社區配合都市計畫道路，
前門設置在主要道路上，後門則連結次要道路，維持雙出入口動線方式。各社區採集中
開發模式，展現為共同之下水道鋪設與電線幹鋪設。在基地配置方面，考量臺灣氣候因
素，一般和式住宅多採南北座向，南向開大面門窗以引入夏季之南風，維持通風與採光，
並配置主要活動居室(房間)與緣側(走廊)。為爭取南向受照面積，建築盡量配置在靠近
北向的道路，而使得南面有較大的庭園空間。同時，為避免西曬問題，建築物東西方向
進深短，也有利於減少日照面積。
公(州/市)營住宅的興建通常為小規模社區開發，選擇方整、南北座向之基地，方便
等分與劃分為不同層級之住宅群落。採用現代式社區規劃手法─井字型道路系統優先於
社區方位，為遷就道路系統大門多設在鄰近道路之位置，以及建築維持南北向配置，卻
無法確保每戶人家皆能擁有寬敞的南向庭院，但即使南方設置為出入口，也儘量配有足
夠之前庭空間。氣候調適住宅設計者所重視之空地與建築比，由 1:2.5~3 限縮至 1:1，但
無論如何仍保有足夠之空地空間，以符合採光與通風之設計目標。

29

底圖為 1935 年台中都市計畫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GIS
Demo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66

圖 13 1935 年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

圖 14 1929 年屏東市營住宅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

(3) 建築象徵形式
相較於中間(中流)階級對於「和洋混和住宅」與「雙重性格的生活」躊躇，以及在
現代化潮流下，摸索傳統生活方式與促進現代化的西洋理性主義等議題之探討。總督府
為中低階層打造之公營住宅則清一色是和式住宅，且更重視現實生活之考量─符合氣候
條件下之保健衛生住宅。
除 1920 年代之長屋型(四戶建)公共住宅外【圖 15】，1930 年代以後之公營住宅多
為雙併式(二戶建)木造平房【圖 16】，外觀上呈顯出對稱式屋幢形式，中間較高之主體
為居住空間，兩側為服務性空間。【圖 17、圖 18】屋幢整齊坐落在道路兩旁，下水道、
電線桿，呈顯出具備水與電力服務之住居景觀。而在建築立面上也極為容易辨認服務性
空間位置，為縮短加家事勞務動線，廚房與浴室具有獨立出入口，直接與外部連結。【圖
20】其次，為利於排放烹煮食物之煙霧與廁所之汙氣，設有排氣窗、排煙管以及通氣管
極為廚房、浴室與廁所等服務性空間。
各開口部依據家庭生活需求決定隔柵疏密，如門窗上層隔柵較為稀疏主要是為了採
光，而中層隔柵較為密集則是為了遮密外部視線。像是廁所便採取較為緊密之窗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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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則採取較為寬版之玻璃窗櫺。又如背部緣側之門扇則採取中間透空玻璃，以取景庭
院，這些皆體現日人追求視覺趣味之表現。

圖 15 1921 年基隆市天神町(田寮港)公共住宅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圖 16 1932 年高雄市田町公共住宅

30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圖 18 1932 年台中市市營住宅

圖 17 1933 年高雄市入船町市營住宅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31

32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30

33

圖像來源:加藤守道(1929 年/S4)〈天神町市營住宅〉《基隆市》基隆市:基隆市役所，p19，台灣大學
特藏室。
31
圖像來源:高雄市役所(1932/S7)〈田町公共住宅〉《高雄市社會事業要覽》，高雄:高雄市役所，p.40
後夾頁，台灣大學特藏室。
32
圖像來源:高雄市役所(1933/S8)〈高雄市營公共住宅（高雄市入船町）〉《臺灣社會事業要覽》台北:
台灣總督府，p.前製頁 15，台灣大學特藏室。
33
圖像來源:台中市役所(1936/S11)〈市營住宅〉《臺中市管內概況》，台中市:台中市役所，p,66，台
灣大學特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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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

便所

圖 19 1937(S12)年台中市營住宅乙種立面圖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34

廚房

便所

圖 20 1937(S12)年台中市營住宅甲種正/側立面圖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料資庫)

34

35

「台中市市營住宅新營費」(1937)〈昭和十二年度台中洲借入金關係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00010789001，冊號:10789。
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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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住宅平面配置
為了將有害衛生與安全的長屋改良成健康的現代住宅，增進居住者身心靈之健康，
建構符合「衛生」的住宅，首要改革是住屋(房)內不區分生活機能，容納吃、喝、拉、
撒、睡之不衛生生活方式。合理的生活方式，展現為各生活機能之定義與區別，以及各
機能間相同屬性空間，形成之緊密或隔離之空間關係，並以增進家事(勞動)效率之動線
為設計目標。
自 1920 年至 1930 年代「公營住宅」案例中，可清楚辨別生活機能分化的現象，如
將「居室」標示為座敷(客廳)、茶〳間(餐廳)或子供室(兒童房)等空間名稱的標示，表露
出機能分化的設計意圖。【圖 21】儘管日常生活習慣上仍是就寢或用餐共用之房間，並
非完全依據生活機能區分居室屬性。值得注意的是「子供室」(兒童房)展現之小家庭的
形象，除呼應國際現代社會家庭結構核心化趨勢外，更突顯遠渡來台的日本移民家庭之
結構轉化。顯現家庭生活中設有個人空間、新家庭生活之形象，並逐漸傾向各房間限定
機能使用，以確保居住空間之獨立性為目標。

圖 21 1935(S10)年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特
乙種平面圖

圖 22 1935(S10)年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乙種平面配置圖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

37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
檔案資料庫)

36

36

「台南市營住宅建築資金借入許可申請」(1935)〈昭和十年度臺南州借入金関係書類永久保存第九卷〉
，
《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0010652001，冊號:10652。
3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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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空間機能的分化，還須同時還與公共與私密之動線原則一併考量。一個典型公
營住宅是由八疊(jō)「座敷(客廳)」、六疊(jō)「居間(房間)」、六疊(jō)「茶〳間(餐廳)」
+「台所(廚房)」+「浴室」+「便所」構成小住宅形式。【圖 22】大坪數之「公營住宅」
多採用「中廊型」─玄關連接中廊，與其他居室串接之室內配置形式，各機能空間彼此
獨立、動線不相互干擾。且廚房與浴室另外設置出入口，以鄰近汲水口或大門。由於連
結玄關的走廊，使客人不用穿越其他居室就可抵達廁所或台所等空間，較能維持住宅內
部公/私領域界線與生活私密。【圖 23】小坪數之公營住宅，則是以「玄關」為空間核
心，作為溝通各居室之結點。當客人於座敷(客廳)作客時，盡可能不需經過其他房間即
可抵達便所。但也有少部分市營住宅配置是以茶〳間(餐廳)為動線結點，各機能空間皆
與茶〳間(餐廳)連結，客人如需如廁則須穿越茶〳間(餐廳)，方能抵達。【圖 22】「玄
關型」空間配置，雖然家庭生活的私密性沒有「中廊型」來得高，但較具節約空間之效
益。
住宅內部各機能空間，進一步組織與區分為「接待空間、居住空間與衛生空間」。
特別是以「玄關」為中心，兩側分別為「座敷」(客廳)、「居間」(房間)，區分家宅內/
外、室內公共/私密領域之小住宅格局，逐漸成型。進入玄關之內歸屬於家庭親密空間，
來訪的客人則透過玄關或是走廊，活動於接待空間─座敷(帶有床之間的居室)與茶〳間
(餐廳)等範圍。設於動線末端，帶有「押入」(櫥櫃)的居室被歸類為居住空間，維持家庭
生活的私密性。【圖 22、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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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1935(S10)年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甲種平面配置圖
資料來源: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1935)38

圖 24 1935(S10)年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丙種平面配置圖
39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1935)

38

「台南市營住宅建築資金借入許可申請」(1935)〈昭和十年度臺南州借入金関係書類永久保存第九卷〉
，
《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0010652001，冊號:10652。
3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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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1929(S4)年屏東街營住宅社區配置與下水道配置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

圖 26 1935(S10)年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特乙種台
所剖面圖

40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
料庫)

41

維持清潔與增進家事(勞動)效率的動線概念，亦是現代住宅改良之焦點。容易藏汙
納垢與滋生病菌之台所、浴室與便所之改良，更是須維持清潔的重點區域。日本傳統烹
飪作業方式:洗菜與切菜在泥土地上彎腰進行，然後回到木地板的爐灶上烹煮的勞動特性，
上下之間相當費力(光藤俊夫、中山繁信，2008:34-35)。且四散亂流之汙水，遍留在泥土
地上，也不容易保持室內的潔淨。【圖 27】1920 年代都市計畫區域內上下水道設施逐
漸完成，與排水管技術進步，再加上台所改良運動推波助瀾，逐漸將炊事場改良能將汙
水外排之立式(流理臺)台所，以增進主婦處理家事的效率與節省空間，並維持台所空間
之清潔。【圖 25、圖 26】即使是仍配置炊事場之公營住宅，也配置立式流理臺，顯示
須由國家統籌之都市區域公共衛生設施已趨成熟，特別像上下水道等設施，更是須於住
宅建築之前便完成社區整體水道配置(粗線者為下水道位置)。而台所與浴室相連之東西
向配置，則是呼應日照的方向，使這二種需要通風與採光的機能空間，能利用熱能維持
室內乾燥。但換角度來看，因生火所帶來的熱氣與西曬問題，也使得台所空間往往炙熱
難熬，也難以保鮮食物。【圖 28】

40

「屏東街公共住宅建築資金借入ノ件」(1929)〈無〉，《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典藏號: 00010560001，冊號: 10560。
41
「台南市營住宅建築資金借入許可申請」(1935)〈昭和十年度臺南州借入金関係書類永久保存第九卷〉
，
《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0010652001，冊號:1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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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所之改良部分，可看出公營住宅皆滿足台灣家屋建築規則須設定便所之規定，
但便所之樣式與構造則略有不同，準內務省式與汲取式改良便所，在公營住宅案例中皆
有所見。且部分較高規格之公營住宅已配有洗面所，以符合如廁後洗手、隔絕病菌之行
為要求，顯示公營住宅之各項清潔相關之設計，深入身體動作之細節中。【圖 29】
總言之，為營造符合現代生活機能的健康環境，第一要件為「清潔」。為使住宅
具有保健效益，一是定義各司其職的空間屬性，並進一步統整生活機能之間的相容或隔
離之關係。如自生活空間中區分出「寢食分離」、「浴廁相對」、「廚浴相連」之機能
(function)概念，確保某種程度的隔離，以維持衛生的條件。殖民時期公營住宅機能空間
的分化與合併，依據的是衛生相關設備(下水道、汲水口、屎尿汲取口…等位置與技術)
之需求，重組空間關係。並仰賴穿越式、多節點、多方出入口之動線關係，維持空間機
能滿足。「衛生」住宅的概念，從機能分化的空間、衛生設備的改良至增進家事效率的
動線改造為起點，期以達至身心靈保健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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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1937(S12)年台中市營住宅乙種平面圖
圖 27 1929(S4)年屏東街營住宅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

43

(資料來源: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
料庫)

42

圖 29 1935(S10)年花蓮港廳街營住宅乙號便所與洗面所剖面圖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44

42

「屏東街公共住宅建築資金借入ノ件」(1929)〈無〉，《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典藏號: 00010560001，冊號: 10560。
43
「台中市市營住宅新營費」(1937)〈昭和十二年度台中洲借入金關係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 00010789001，冊號: 10789。
44
「花蓮港街街營住宅建築資金借入(指令第四十二二六號)」(1935)〈無〉《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 00010665002，冊號: 1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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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戰時節約與重建期之營團住宅
隨著工業化與軍需產業的發達，以及戰爭資材不足，造成建築成本提高，而投資者
不願意進入住宅市場的情況下，再次助長了台灣住宅難的問題。1941(昭和 16)年總督府
仿效日本內地作法，台灣正式實施〈台灣住宅營團令〉，以統籌殖民政府各項住宅建設
事業。雖然成立之初頗有雄心壯志興建大規模之公共住宅社區，但隨著戰事的激烈與資
材的短缺，終究難以達成最初的目標。「台灣住宅營團」為一法人機構，資本金由台灣
總督府特別會計出資，營團成員理事長、理事、監事等高階管理人員皆由台灣總督府任
命。組織編制有 50~60 人，下分總務(出納)部、經理部、工務部三大部門。營團業務包
括:(1)住宅的建設及經營、(2)受理住宅的建設及經營、(3)在一團地的住宅建設或是經營
場所的水道、公共汽車、市場、食堂、浴場、育幼院、接生處、集會所等其他設施的建
設及經營、(4)住宅建設資金借貸、(5)住宅的買賣及借貸仲介、(6)與前面各項業務相關
事業。上述業務主要以第 1 項為中心，並與日本內地相同，經營租屋、土地附出售(分讓)
與租地服務(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2001)。住宅營團的
使命是滿足住宅供給量、解決住宅的質問題，像是透過國民住居標準的建立、住宅型式
的規格化，整體國土計畫(地方計畫)下模範住宅街的集團建設等住宅政策相關問題解決。
【表 9】實施方式為透過計畫性(團地)開發政策，興建 300~1000 戶規模，配置有各種規
格之租賃與出售之集團(集合)住宅，並保留一定之區域做綠地、公園、防空壕、公共菜
園與公共廣場之用，以確保居住之品質(臺灣建築會誌，1941)。
「台灣住宅營團」初成立時預計興建甲型(25 坪)、乙型(20 坪)、丙型(15 坪)、(特)
丁型(10 坪)之中小住宅的租賃與出售住宅。45本希望能在臺北(1,000 戶)、台中(50 戶)、
新竹(50 戶)、台南(100 戶)、高雄(1,850 戶)等地，營建 3,050 戶的營團住宅，直至戰爭結
束，仍未達原政策目標(富井正憲，2001:189)。1944(昭和 19)年秋天，「臺灣住宅營團」
完成 935 戶臺北(朱厝崙)、新竹、台中(後壠子)、台南(斗六/鹽埕町)、高雄(岡山前峰/大
寮/戲獅甲)等主要城市之庶民住宅和簡易勞動者住宅。根據《興南日報》報導，甲、乙
型獨棟住宅採取出售方式(預付保證金 1,100 圓，每月 26 圓貸款，14 年償還)，而乙、丙
型連棟住宅則採取租賃方式(乙型每月租金 28 圓，丙型每月租金 19 圓)給需要之家庭(由
採取抽籤方式決定)(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2001)。以每

45

1943 年(昭和 18 年)4 月新理事長鈴木秀夫接任，提出新的事業計劃，除甲~特丁等型式外，另外追加
50 戶(室)的共同住宅(公寓)和乙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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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須負擔之住宅費用來看，購買與租用住宅費用差距不大，差別僅在是否具有預付金
1,100 圓，顯示營團住宅鼓勵日人以購置房產取代租賃之用意。
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接受清單內，可發現各類住宅規格之租賃金額自 22.5
圓~58 圓皆有，價差非常大，無論如何非一般中低階層家庭可負擔得起。有意願購買出
售住宅者，須另有適當之擔保物、以及連帶保證人。1945 年帳冊統計，臺灣住宅營團每
月直接管理之租賃戶數，加總起來約有 6 百多戶，繳納賦金(分期付款)和即賣(立即購買)
者加總也有 180 戶，約在總興建量之五分之一，顯示台灣住宅營團之經營與公營住宅相
較起來，傾向於興建銷售(出讓)住宅有助於快速回收建築成本，以靈活運用民間資本興
建更多之住宅。高比例之購買亦顯示日人長住台灣之心。根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
案》資料，臺灣住宅營團在 1942 年 1 月成立至 1945 年 12 月被接收時，僅完成 1,407 戶
(含尚未完工 91 戶)平民及勞工住宅46，與原先設想之四年期興建計畫 3,050 戶有頗大段
距離47。【表 10】
1945(昭和 20 年)年 8 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來臺灣接收之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
於 1946 年 2 月成立「臺灣住宅營團監理委員會」，留用梅澤捨次郎、夏秋克己、佐藤
英一等日籍工程技師(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2001:191)。
同年，「臺灣住宅營團」接受基隆市政府委託興建基隆市公共(簡易)住宅，此案基地包
含:真砂町、緣町、社寮町、天神町、潼川町等區域之市營簡易住宅之新建工程。48此案
推測為「臺灣住宅營團」在臺灣興建之最後一批住宅。此案住宅規格分為 A、B1、B2
三類型，由民政科社會股申請，公開分配。雖配售房屋，但不含地權，申購者首次繳交
建築費 A 型 9,070 元、B 型 5,290 元。租金計算方式，有疊者每戶台幣 37 元/月；無疊者，
每戶台幣 22 元/月。分配順序延續市級公設住宅使用條例辦理，由本省籍市民且無住宅、
家庭貧苦者優先配售，此一配售方式似乎是延續市營住宅租賃之管理方式，但採取配售
又不含地權的方式原因不明，推測是一方面公營住宅租賃傳統的繼承，但又希望快速回
收興建費用下，採取銷售之折衷方案。

46

接收檔案中經營之租賃住宅部分，分布於高雄戲獅甲(32 戶)、岡山大寮(462 戶)、岡山前峰(30 戶)、
台南鹽埕町(44 戶)、台南斗六(32 戶)、台中後壠子(56 戶)、臺北朱厝崙(20 戶)等區域，數量最多者為
岡山大寮之簡易住宅。
47
「民政處盧明劉沅慶交接臺灣住宅營團呈報案」(1945)〈住宅營團接收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檔案》(包含:住宅營團人事執掌分配表、住宅營團土地接收清冊、印信清冊、財產清冊、倉庫資材清
冊、現金存款清冊、現有住宅土地圖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 00326610083001。
48
「勞工平民住宅建築工程」(1946) 〈基隆市政府(3 卷)〉《臺灣國家檔案館典藏機關檔案資料》，
國家檔案館，檔案編號: 0035/4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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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民 35)年 10 月「台灣住宅營團」由「台灣省營建股份有限公司」接管，因戰時
幣值多變動，而無法以分期付款營建公教人員住宅及補助復興都市計畫，因此將承辦業
務，轉為大型公共機構之建築工程，至於房屋興建工作，則只協助基隆市興建分幢出售
住宅。【表 11】後因該公司財務大量虧損，而在 1947(民 36)年 4 月宣布解散，旗下資產
則由土地銀行接收、處置49。
表 9「台灣住宅營團」經營摘要

項目
經營項目

臺灣住宅營團
(1942~1945)
1.住宅的建設及經營
2.受理住宅的建設及經營
3.在一團地的住宅建設或是經營場所的水道、公共汽車、市場、食堂、浴場、育幼院、
接生處、集會所等其他設施的建設及經營
4.住宅建設資金借貸
5.住宅的買賣及借貸仲介
6.與前面各項業務相關的事業

經營方式

為依法人機構，資本金由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出資，營團成員理事長、理事、監事皆
由臺灣總督府任命

資金來源
管理/
技術成員

營團首年資本金為七十五萬元，全額由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出資
首任理事長: 赤掘鐵吉(原總督府審查室主席事務官)
接任理事長:鈴木秀夫(原臺灣總督府事務官)
顧問:井手薰(總督府營繕課長)
工務部建設部長:梅澤捨次郎(原總督府專賣局庶務課技師)

管理方式

採出售或出租
(獨棟出售，2~4 戶建/棟出租)方式

住宅規格

每戶規模在 10.5~26 帖數之間的租賃住宅：
甲種:建坪 25 坪
乙種:建坪 20 坪
丙種:建坪 15 坪
特丁種:建坪 12 坪
丁種:建坪 10 坪
戊種:建坪 8 坪
(1943 採用戰時「臨時日本標準規格」)

租金

自 22.5 圓~58 圓皆有

49

典藏號: 00328316015035，全宗名: [003] 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卷名:各公營機關卅五年度營業計劃及
預算報告，起：1946-09-28／迄：194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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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位
自接收時移交之「臺灣住宅營團」財產列表【表 10】，可看出營團住宅多興建在臺
北中庄子、臺北下埤頭、臺北坡心、臺北朱厝崙、臺北龍安坡、臺北頂東勢等為不設町
的郊區地帶。這些地區符合集團式計劃性開發之政策目標，不僅適於籌建新社區，更有
利於戰時住居疏散。在此清單內，也可看出軍需工業的迅速崛起，岡山空軍基地周邊之
前峰與大寮肩負容納移居人口之任務。以及高雄港優異之戰略位置，也使得高雄港周圍
戲獅甲成為重要建設地。出售住宅以台北朱厝崙率先實施，這批取名為睦之營團社區主
要銷售對象為台灣住宅營團職員，採取分期付款方式出售。1944 年起另有即賣(立即購
買)之住宅，分別在新竹、高雄戲獅甲、台南斗六、基隆社寮町等地區。1945 年之後，
新增之出租住宅分布在岡山大寮(數量最多興建有 462 戶)與前峰等地區，呼應了崛起之
軍需產業地區住宅需求。
1944 年「臺灣住宅營團」便曾在基隆社寮町興建簡易煉瓦造住宅，戰後接收之行政
長官公署民政處同意「臺灣住宅營團監理委員會」繼續興建戰前「臺灣住宅營團」預計
興建之住宅計劃。本計畫規劃興建 64 棟共 278 戶簡易住宅，但計畫查驗時，僅完成 51
棟共 260 戶。【表 11】基隆市興建之簡易住宅分布在真砂町、緣町、社寮町、天神町、
潼川町等勞動者較多之區域，像是社寮町(現為和平島)旁即有基隆造船廠、真砂町旁也
有小型船船溜設施，以及天神町為田寮港邊等。
表 10 1942 年至 1945 年臺灣住宅營團移交財產列表

年度

種類

地區/數量

型別

數量

─

─

1942
(昭和 17 年)

土地

臺北朱厝崙
臺北中庄子
臺北下埤頭
高雄戲獅甲

1943
(昭和 18 年)

土地

賃貸(租賃)

臺北朱厝崙
臺北中庄子
臺北下埤頭
高雄戲獅甲
新竹錦町
岡山前峰(20)

丙

220 戶

賦金(分期付款)
前納金(預付款)

台南斗六(112)
臺北朱厝崙(52)—睦
臺北朱厝崙(52)

甲、乙、丙、特丁
乙
乙

52 戶
52 戶

1944
(昭和 19 年)

土地

臺北坡心
臺北朱厝崙
臺北龍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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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頂東勢
臺北築地町
台中新高町
彰化牛稠子
新竹水田
新竹東勢
岡山前峰
岡山大寮
賃貸(租賃)
岡山大寮(30)
簡易煉瓦造
296 戶
岡山前峰(30)
丙
台南鹽埕町(44)
丙
台南斗六(46)
甲、乙、丙、特丁
台中後壠子(30)
乙、丙
*大和村一部分
臺北朱厝崙(116)
丙
賦金(分期付款)
臺北朱厝崙(92)
乙
92 戶
前納金(預付款)
臺北朱厝崙(2)
乙
13 戶
新竹錦町(10)
即賣(立即購買)
新竹(51)
乙、特丁、丁
119 戶
高雄戲獅甲(68)
簡易竹造
台南斗六(14)
丙、特丁
基隆社寮町(16)
簡易煉瓦造
小作料(租地費)
臺北坡心
─
─
臺北五分埔
岡山前峰
岡山大寮
新竹錦町
台中後壠子
1945
土地
臺北頂東勢
(昭和 20 年)
賃貸(租賃)
高雄戲獅甲(32)
丙
676 戶
岡山大寮(462)
簡易煉瓦造
岡山前峰(30)
丙
台南鹽埕町(44)
丙
台南斗六(32)
甲、特丁
台中後壠子(56)
乙、丙
臺北朱厝崙(20)
丙
賦金(分期付款)
臺北朱厝崙(92)
乙
92 戶
前納金(預付款)
─
─
─
即賣(立即購買)
新竹大溪(8)
特丁
78 戶
高雄內惟(70)
簡易竹造
小作料(租地費)
臺北五分埔
─
臺北坡心
臺北築地町
新竹水田
台中新高町
本表由筆者自行統計:數量意指年度直接管理之戶數，此數量會因買斷或付清貸金等情況而有變動。

80

表 11 基隆市政府委託興建基隆市公共(簡易)住宅型別與數量

年度

種類

地區/數量

型別

數量

1946
(昭和 21
年)

基隆市政府市
營住宅委託

天神町/緣町/真砂
町/社寮町/瀧川町

A 型/平民(天神町/綠町)22
棟，計 88 戶
B1 型/勞工(真砂町/社寮町/瀧
川町)26 棟，計 156 戶
B2 型/勞工(真砂町/社寮町/瀧
川町)6 棟，34 戶

計畫規劃，共計
64 棟，278 戶
計畫查驗，共計
51 棟，260 戶

(2) 社區規劃
目前可找尋的營團住宅之整體社區規劃圖非常稀少，僅在鄭國政(1993)復原之大和
村(台中後壠子)市營住宅和營團住宅基地配置可見蹤跡。此地區為典型的日人集團式社
區的開發模式，首先利用土庫溪與梅溪兩條流域中間平坦之公有地，一部分售予「大和
村建築組合組」興建私人住宅，一部分興建市營住宅，中間以林野地相隔，做為區域邊
界(鄭國政，1993)。【圖 30】1944 年「臺灣住宅營團」也在此興建「後壠子營團住宅」，
本為台人所散居之農墾區，在日本民間與官方有心經營下，逐漸轉為都市外圍日人集居
住宅社區。

圖 301950 年代大和村(台中後壠子)旁市營住宅和營團住宅基地配置
(鄭國政，1993) /色塊為研究者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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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時期台灣住宅營團住宅興建，除須自購土地、進行初步之測量與整體區劃外，
再加上若土地上有地上物，還須補償所有者，容易受到各項因素制肘，而未能像「市(州)
營住宅」般易於取得合宜之土地。為容納多些住宅戶數，後院空間越來越狹窄、甚至是
產生共用之情形。1947 年以後基隆市簡易住宅，採取在既有的基地與建物周圍植入新住
宅方式，爭取建築用地。因而難以達至家宅維持南北座向之理想，更無法顧及擁有足夠
空地以調節通風雨採光需求，簡易住宅僅能最滿足最低居住水準。

圖 311946 年基隆市政府委託興建基隆市公共(簡易)住宅配置圖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50

(3) 建築象徵形式
營團住宅初期建築外觀與公營住宅差異不大，大規格之甲、乙型出售住宅採用獨棟
住宅建築形式，以符合小家庭獨立產權之住宅期待。小規格丙、丁型之連棟出租住宅則
維持對稱式木造平房，由於所有規格皆採取中央玄關型配置，使得建築立面入口處更具
中心性。與公營住宅略有差異之處是各開口部較為縮小，值得推敲的是營團住宅大幅度
降低屋頂通氣窗比例，卻增加床下通氣口數量。在開口部細部處理部分，則是較公營住
宅更為細心考量不同機能空間之隔柵密度需求。如將在廚房與便所設置更為密實間隔之
隔柵窗，兼具隱密與通氣需求。整體來說，仍以維持家居生活私密感為取向。
50

「勞工平民住宅建築工程」(1946)〈基隆市政府(3 卷)〉《臺灣國家檔案館典藏機關檔案資料》，國
家檔案館，檔案編號: 0035/4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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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臺灣住宅營團嚐試就地取材而設計之「土造家屋」，構造形式由木構造轉為
磚構造，方才改變屋架、屋根與牆體作法。由替代性材料檳榔木、石灰三合土、磚構成
之「土造家屋，在外觀上呈顯出厚實與封閉之住宅形象，這類住宅雖改良傳統台灣家屋
門窗開口部較小之缺點，但與和式木構造住宅之輕巧、大面積開口之設計原則有很大差
異。由於室內居室設有通鋪式高床，因而在建築外觀上呈現高於地面之推拉門台度。這
些推拉窗之台度雖符合和式拉門作法，但型式卻又類似漢人單軸式門板，呈顯出台和式
住居混和形式。1946 年基隆市簡易住宅雖恢復木構造形式，但窗台高度已非和式拉門台
度(地板至門框高度為 65 公分)，而是窗台度(地板至窗台高度為 125 公分)，外觀上更似
傳統漢人住宅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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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
便所

浴室

圖 32 1942(S17)年臺灣住宅營團丙型住宅立面圖
(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2001)

廚房

便所

圖 33 43 1943 年臺灣住宅營團「土造家屋」立面圖
((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2001:712)

廚房

便所

圖 34 1946 年基隆市市營平民與勞工住宅(簡易住宅)B 型平面圖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51

51

「勞工平民住宅建築工程」(1946)〈基隆市政府(3 卷)〉《臺灣國家檔案館典藏機關檔案資料》，國
家檔案館，檔案編號: 0035/4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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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住宅配置
臺灣住宅營團之住宅設計，為節約空間，完全捨棄中央走廊式配置，無論規格大小
皆採納以玄關為中心，組織各機能空間之緊湊配置。【圖 35、圖 36】玄關與茶〳間(餐
廳)取代中間走道成為既可利用又可穿越之動線空間，抵達室內所有空間。此配置不僅可
大幅度降低室內走廊，達致節省空間之目的，還可使客人之動線維持在玄關、茶〳間(餐
廳)、座敷與廁所之間，以及至少有一間居室可完全維持家庭生活之私密性。與公營住宅
相較，雖然居室能維持彈性裡用，但不特別標示兒童房與座敷等機能專用之名稱，而是
回復以空間帖數多寡之標示方式，但仍可推測標示床之間之房間為座敷，以及標示押入
之房間為居室。
其次，台所仍維持單獨出入口，但前挪至與入口玄關相近之位置，開門位置也不再
自房屋側邊進入，而是可直接進入之正面，更為縮短採買食材進出入動線，更為增進家
務勞動之效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便所位置的變化，廁所臭氣會影響其他房間，因此若
將其至於玄關附近，則無論如何會影響附近之居室，因此總是置於離玄關較遠位置。但
公營住宅平面配置可發現廁所較多與緣側(外廊)相接，遠離玄關。但至營團住宅時，所
有的廁所則不再與緣側相接，而是與浴室、台所等用水空間構成服務性區域。【圖 37】
此現象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乃是空間屬性重新分類之結果，將應與廁所自附屬於居室區
域之床(木板)空間，轉化為與水、火相關之家事勞動相關之服務性空間。乙型以上廁所
配置也維持便器、小便斗與洗面三合一之區域，落實如廁後應洗手的衛生習慣與方便清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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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1942(S17)年臺灣住宅營團甲型住宅平面圖
(資料來源:臺灣住宅營團)

52

圖 36 1942(S17)年臺灣住宅營團丁型(右)住宅平面圖
(資料來源:臺灣住宅營團)

52

53

臺灣住宅營團，〈營團的住宅(昭和 17 年型)〉，《住宅営団 : 戦時.戦後復興期住宅政策資料》，西
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編，(東京都：日本経済評論，2001 年)。
53
同上。

86

圖 37 1942(S17)年臺灣住宅營團乙型住宅平面圖
(資料來源:臺灣住宅營團)

圖 39 1941(S16)年日本內地之庶民住宅標準平面圖

圖 38 1942(S17)年臺灣住宅營團丙型住宅平面圖
(資料來源:臺灣住宅營團)

54

(內田清藏，2008)

55

若比對 1941(昭和 16)年日本內地公布之《庶民住宅的技術研究》與 1942(昭和 17)
年公布之《營團的住宅》18 坪與 15 坪型之平面配置相比較，在等大的室內空間裡，台
灣住宅營團空間配置則更為重視浴室空間的需求，甚至是坪數較小的營團住宅仍配有浴
室，並維持與台所(廚房)相連以爭取日照防濕的東西向配置。【圖 38】而日本內地庶民
住宅內則無浴室配置，則將玄關至於東西兩側，中央走廊向玄關移動成為前廊，連結廁
所與所有的房間，台所與 3 帖的餐廳相連，但不與廁所空間相鄰，維持東西向的配置。
54

臺灣住宅營團，〈營團的住宅(昭和 17 年型)〉，《住宅営団 : 戦時.戦後復興期住宅政策資料》，西
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編，(東京都：日本経済評論，2001 年)。
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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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與西山卯身提出之「寢食分離」的營團住宅平面兩相比較，台灣營團住宅設計
更具熱帶調適的性格。有此差異，約莫和台灣公共浴池數量遠不及日本本土有關，日本
庶民住宅即使沒有設置浴室，仍不礙居民生活。但對台灣的治理來說卻有不同之意涵，
日人對入浴習慣之優越感，認為入浴習慣並不單純是衛生問題，而是教化問題，「為政
者試圖轉換台灣人的洗澡習慣，此嘗試被視為企圖將台灣人統合至日本的入浴習慣文化
中，…為殖民地支配軀體層面的異文化政策」(薛化元，2012:392-393)。無論是內地人或
本島人皆應該服贋於清潔的身體治理目標。住宅內設置完善之專屬浴室空間，顯示身體
清潔落實於每日日常生活實踐中。

圖 40 1943 年建築工事戰時規格住宅平面圖
(台灣建築會誌，1944)

國民政府延聘臺灣住宅營團技師興建之「基隆市市營平民與勞工住宅」，首先將小
規格之 2 號型「戰時規格住宅平面」面寬放大 1 尺(約 30.3 公分)，增加空間的橫向面積，
使得原來的踏入、玄關空間，透過中國人熟悉之雙開推門轉化為利於接待與祭祀的正廳
空間。【圖 41、圖 42】同時也展現空間之「經濟性」，在相近的面積下，即擁有三個
室內房間，還能使原來置放在半戶外的爐台可移至室內。廚房與房間之空間關係，也因
為中間的走道空間更顯隔離，「寢食分離」原則更為清楚。居室位置雖沒有太大變化，
但取消的押入使得收納與彈性利用之可能性降低，挪出的走道空間，顯示台灣人慣以走
道連結各空間之習慣被延續下來。另一明顯之居住文化差異展現在便所之配置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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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觀念中便所為每日須使用之高頻率空間，因而須與居室連結，以免須多次穿脫鞋、
高頻率上下床之困擾。無論是多小規格之住宅，便所皆與緣側連接。但基隆市市營住宅
之便所則是取消緣側，須下木板床後穿鞋走出戶外，方能進入便所，顯示日人與漢人對
於便所空間屬性認知差異。

圖 41 1946 年基隆市市營平民與勞工住宅(簡易住
宅)A 型平面圖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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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1946 年基隆市市營平民與勞工住宅(簡易住
宅)A 型大門剖立面圖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57

3.2.3 氣候調適、最低生存限度與標準化
(1) 氣候調適設計與衛生管制
台灣獨特的風土氣候所造成的住宅需求─防暑、防蟻、耐震，成為現代住宅改良的
核心議題，同時也展現「科學的住宅」的形象。相較於日本內地和、洋風生活方式何者
為之優劣的辯論，遠不及如何在和式住宅中達成防蟻、防暑與耐震，更為日人技術專業
者與官僚們所重視。對殖民政府來說，相較於日本內地對洋風住宅的心儀，如何對台灣
人展現衛生的住宅營造技術和式生活文化的優越，才是施政首要目標。
在台灣公共住宅(市營住宅)誕生之前，如何在台灣營建適應南方夏季酷熱、冬季濕
冷的家屋型態，以及解決防暑、防蟻和防震的需求，已有廣泛研究與討論。對日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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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平民住宅建築工程」(1946)〈基隆市政府(3 卷)〉《臺灣國家檔案館典藏機關檔案資料》，國
家檔案館，檔案編號: 0035/443.3/1。
5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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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者來說，所謂「科學的住宅」意味著透過實驗、檢測與研究所獲得宜人住居之物理
環境數值結果。研究之範圍包含台灣各地區之溫(濕)度、風向、陽光射入角度..等，並將
其研究成果轉換為熱帶家屋各部位設計之要點，或是列入法令中實質管控(池田卓一，
1937:3-19)。如 1907 年〈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改正，即明定高架地板、最小簷
高與開窗的面積與地面混擬土厚度等措施，以確認建築構造能隔絕土壤濕氣，與促進室
內通風、採光，並防範因濕熱氣候產生的蟲害(特別是白蟻)與鼠害之問題。並設定鄰棟
間距、建蔽率、最小簷高與最小開窗面積，以確保室內的通風與採光效果(楊志宏，
1996:60-63)。而經過科學計算的通風、採光、舒適、衛生、健康的「南方適應」家屋，
又對比傳統漢人陰暗、潮濕、重視風水的「不科學」家屋，以突顯出日本在各面向的領
先與優越。
1930 年代台灣興建之市營住宅，具體展現了日人對於「南方宜居住宅」研究與試驗
之成果。防暑方面，緣側設玻璃板戶、減少室內隔間、維持大面積的開口(奧、障子、格
柵)，以維持良好之採光，並將外簷加深以防止陽光直射進入室內，由床下進氣上升至天
花上的排氣口，以維持室內通風、排散熱氣。【圖 43、圖 44】然而，看似合理之大面
積之開口卻面臨熱源容易輻射至屋內，使得屋內炎熱問題，即使是採用通氣孔增加通風
與排氣，效果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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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1935 年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乙種立面圖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資料庫)

58

圖 44 1935(S10)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特乙種剖面圖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資料庫)

59

防蟻方面，則採用防蟻混擬土地坪【圖 44】、使其延伸至建築物外圍、犬走及排水
溝。床高 2 呎以上，床下維持通風乾燥，腰積、磚積及障壁兩側面塗防蟻灰漿，木材浸
泡防蟻劑，以杜絕白蟻的侵入。屋根內設採光窗及通氣窗以維持構造之乾燥。1935 年台
南東門町市營住宅與符合這些規定與措施，但 1937 年之台中市營住宅則並沒有採用規
格較高的防蟻作法(葉卿秀，2003:122)。耐震方面，經過幾次大規模之地震災害後，在
木構造上面的檢討聚焦在木材防腐與防蟻侵蝕上，並確認家屋地表應與地層完全隔離，
並以水泥砂漿取代石灰沙漿(林思玲，2006:5-34)。遵循〈震災的家屋建築〳改良促進ニ
關スル件〉與《台灣都市計畫令》規定，在構造上則禁止土角磚牆與混合構造，腰基礎
58

「台南市營住宅建築資金借入許可申請」(1935)〈昭和十年度臺南州借入金関係書類永久保存第九卷〉
，
《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0010652001，冊號:10652。
5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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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混擬土、磚、石等建造，主要柱腳不得小於 21 公分，並須與土臺結合固定，寬度
大於 12 尺以上設和式屋架【圖 45】
，跨度超過 15 尺(4.5m)則使用西式中柱式(King Truss)
屋架【圖 44】，並設置適當的斜撐、水平撐與柱斜撐(葉卿秀，2003:90)。「公營住宅」
小屋組之寬度與垮度基本上並不會超越 15 尺以上，大規格者採用西式屋架，而小規格
者則採用較為節省材料之和式屋架，而屋根部分，大規格者採用入母屋頂、寄棟造與切
妻造，而小規格者則以切妻造為主。
經過 1940 年代戰爭時期的資材節約與地域性材料構法的試驗，臺灣之「營團住宅」
屋組與屋根仍沿用「公營住宅」之作法。1943 年〈建築工事戰時規格〉進一步規範所有
屋架設計，須採用西式屋架以增加結構力。【圖 48】但是其他相關建築作法與規格則是
盡可能簡化，住宅營團工務部建設部長梅澤捨次郎曾於「臺灣建築會誌」，撰文報告營
團事業的發展狀況。他曾懷疑這些構造簡單、節省資材的「戰時型住宅」、「決戰型住
宅」，可能只剩下 5~10 年的耐久力，也不確定是否能抵抗颱風、強雨，但為了執行政
策也莫可奈何(梅澤捨次郎，1943)。同年，營團研究方向轉為研擬以最小限度資材營建
住宅的對策，設計出以紅磚、木造、木竹混和之「土造家屋」，實驗於臺北「朱崙厝」
營團職員住宅案(取名為睦)。【圖 46、圖 47】其優點為相當防暑，雖然耐震力不足，仍
被視為理想的就地取材之熱帶地住宅型式(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
団研究会，2001:190)。透過「台灣住宅營團」就地取材的建築材料的「代用品」嘗試，
有助於我們理解戰爭時期日人對於台灣本土地性材料與構法所作的努力。
戰後基隆市市營平民與勞工住宅(簡易住宅)為節省材料，回復採用結構力較不佳之
和式小屋組【圖 49】，天花板高度、屋簷高度及地板高度也較為降低，是極為簡易之住
宅構造。並沿用戰時住宅規格，放棄防治白蟻之防蟻混擬土沙漿地坪作法，僅用簡單之
屑煉瓦作為柱石、磚作為基礎，以節約水泥用量。【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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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1935(S10)年台南東門町市營住宅丁種剖面圖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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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1943 年臺灣住宅營團土造家屋立面圖
(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編，2001)

圖 47 1943 年臺灣住宅營團「土造家屋」平面圖
(: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編，2001)

60

「台南市營住宅建築資金借入許可申請」(1935)〈昭和十年度臺南州借入金関係書類永久保存第九卷〉
，
《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典藏號:0010652001，冊號:10652。

93

圖 48 建築工事戰時規格小屋組
(台灣建築會誌，1944)

圖 49 1946 年基隆市市營平民與勞工住宅(簡易住宅)剖面圖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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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低生存限度、標準化住宅與資材管制
日本內地到 1929 年法蘭克福舉辦之第二回 CIAM(近代建築國際會議)的影響，「最
小限住宅」
的報告翻譯為日文發行，廣泛的引起建築專業者的重視(內田清藏，2008:105)。
而所謂「最小限住宅」(Minimum habitable dwelling)

是從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觀

點出發，將生活中最低生存的要素抽出、整理，營造出適合人居住的住宅，並將適當的
平面規模計算出來，致力於最小居住標準(Minimum standards)之解答。CIAM 的參與者

61

「勞工平民住宅建築工程」(1946)〈基隆市政府(3 卷)〉《臺灣國家檔案館典藏機關檔案資料》，國
家檔案館，檔案編號: 0035/4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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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以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與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方法建造住宅，並期待消費者朝
重新評估新社會生活狀況，重新修正缺乏正當理由的個人需求，也就是降低個人之特殊
需求，而滿足於最多數人的需求(Frampton, 1999:269-270)。「最低生存限度住宅」這一
住宅設計理念，深刻地影響了幾個世代的公共住宅設計者，當然也包括遠在亞洲夾縫生
存於不同帝國(或霸權)殖民的台灣，以及駐台的殖民地的技術官員們。
1930 年代後公營住宅的設計與營造，基本上尚未能呼應「最低生存限度住宅」的訴
求─追求適當的平面規模(最小居住標準)與合理化、標準化營建的目標。在適當之平面規
模方面，雖未追求最小的居住標準，但整體是朝向節約空間和縮短動線的設計目標。在
標準化的生產方面，傳統的和式住宅設計雖有「疊」(1.8m*1.8m)單元構成模組空間的傳
統，具有標準化之雛形，但事實上並未有統一之標準規格，尚未能建立標準化的營建模
式。再加上公共住宅的設計運作是由各地方政府籌資、土木課執行建築設計業務，實務
上更難以保持標準之規格，須視各公共住宅計畫需求調整。如在空間的標準化方面，雖
然中央政策訂有甲/乙/丙型不同面積之住宅規格，但實際執行時卻充滿例外，屢屢出現
特乙、特丙等標準規格之外之設計。在尺寸的標準化方面，具有尺寸模距化之雛形，延
續以「尺」與兩柱之間為「間」之長度單位，也有以 1 間六尺(約為 1.82m)構成 1「疊」
之面積單位之營造傳統。居室的概念建立在「就寢面積」與轉換為「疊」的空間規模，
小住宅意味著由 3、4.5、6、8 帖等規格空間所構成之「生活室」與服務空間加總而成之
床面積空間。
而在構件上標準化方面，也尚未能建立建築尺寸之標準化模式，因而除了可辨明之
「尺」與「間」的模距關係外，其他建築部位尺寸也未見標準化。至於「生產過程的標
準化」所須之住宅工業化的基礎尚未建立，除便器、便斗等設備，與磁磚、屋瓦等材料
為工業生產外，其餘建築構件、建具(門窗五金)等物件為個案量身打造之情況仍普遍。
相較於前一時期的
「州(市)營住宅」
，台灣住宅營團所建造之營團住宅也具有甲型(25 坪)、
乙型(20 坪)、丙型(15 坪)、丁型(10 坪)四種住宅規格。《營團的住宅(昭和 17 年型)》圖
集中，丙(15 坪)型之平面配置同步建造於斗六街、岡山街、台北市(朱崙厝)、台中市(後
壠子)等地，顯示已有採用標準圖、集中興建住宅社區之雛形(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
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会，2001:188-189)。【圖 22】
最低生存限度住宅的真正實踐，應始於二次大戰時期。正如前文所述，1940 年代殖
民地政府為因應戰爭資材集中管理與代用的強烈需求，成立「台灣住宅營團」，主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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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為分擔殖民政府的住宅供給之工作。並以官民合作集中資源、調度物資方式，興建大
規模且廉價之庶民和勞動者住宅社區。「最低生存限度住宅」之適當的平面規模與標準
化之訴求，此時已轉化為不同面積之住宅標準圖面與平面配置形式，追求普遍化的基本
機能的滿足，而非個人性之居住需求。
戰爭催生了強制性建築標準規格制訂，對於住宅之需求量也更為急切。建築技術官
員們認知唯有透過標準圖的方式，方能快速建造足夠之住宅數量。空間之標準化不僅僅
是目的也是手段，普遍適用於一般家庭之住宅之平面配置，使得住宅成為可任意選購之
商品。【圖 40】有了規格化之空間標準圖，構件與建築尺寸的標準化才能進一步發展。
最低生存限度之住宅規模隨著 1940 年代戰爭情勢的緊張，在各項資源材料節約的要求
下，住宅規模不斷縮小，去除不必要的個人化的生活需求，以假設性之家族人口與平面
規模計算最小居住空間標準，逐步將公共住宅規模設限在 7~25 坪(至少 9 疊/兩房配置)
之住宅(床)面積。【表 13】
在節約資材的壓力下，1944(昭和 19)年官方公告《建築工事戰時規格設定》報告，
自空間標準、構件標準(建具與水電、衛生設備)與建築尺寸標準 (大至軒高小至床高、
勾配傾斜角度、構法之荷重重量等) 皆明文規範，成為營建之必要條件，材料與作法更
是詳細定義，奠定了住宅產業化的基礎。【表 12】1943(S18)年日本內地公布「戰時下
的臨時日本標準」，訂立甲、乙兩種規格62，並依據住宅規模大小區分為 1~5 號，最小
面積為乙型 2 號住宅(4 連戶)(平井聖，1980:120)。1944(昭和 19)年「台灣建築工事戰時
規格設定委員會」成立，亦公布 1 號至 7 號之「戰時規格住宅平面」63，其中 1 號型與 2
號型為極小之住宅，預設為勞動者住宅，而 3~7 號住宅則為庶民住宅。日本內地之臨時
標準與台灣公告之戰時規格之小規格之住宅配置幾乎一致，國民住宅同義詞即為勤勞者
住宅，是培養生產力之基地，內地與本島都是總體動員的戰爭思維下的產物。

62

6 疊/3 疊二間居室，自玄關至炊事場皆為土間(泥土地)，而甲種 2 號住宅(4 連戶)，則為 4 疊半/3 疊，
面寬比乙型寬 10 公分。
63
最小為 1 號型室內面積 7.125 坪(24 平方米)，最大為 7 號型室內面積 25 坪(82.5 平方米)之住宅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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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1943(S18)年日本內地「戰時型住宅」甲規格 2 號宅平面配置
(平井聖，1980)

圖 51 1943(S18)年日本內地「戰時型住宅」甲規格 2 號立面圖
(平井聖，1980)
表 12 住宅矩計標準

個所
軒高
床高
天井高
內法高
軒出
同(下屋)
庇出

寸法(米)

寸法(尺)

3.70
0.55
2.60
1.75
0.90
0.60
.90 又は 0.60

12.20
2.50
8.70
5.80
3.00
2.00
3.0 又は 2.00

(資料來源:臺灣建築會誌，1944)
表 13 住宅平面規格標準

種別
1 號型
2 號型
3 號型
4 號型
5 號型
6 號型
7 號型

床面積
(米)
24.0
31.0
40.0
50.0
61.0
70.0
82.5

同換算
(坪)
7.125
9.5
12.0
15.0
18.5
21.0
25.0

室數

疊數
(*)
2
2
3
3
4
4
5

(資料來源:臺灣建築會誌，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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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0.5
15.0
18.0
22.5
26.0
28.0

階級
勞務者
勞務者
庶民
庶民
庶民
庶民
庶民

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接收單位留用梅澤捨次郎、夏秋克己、佐藤英一等營團技師，
並承續了「最低生存限度住宅」的概念。1946(民 35)年基隆市政府委託「台灣住宅營團」
興建「基隆市市營平民與勞工簡易住宅」【圖 52】，延續了「戰時型住宅」的設計方法
─簡單的平面配置【圖 40】、資材節約與代用、具合理性之住宅計畫與構造標準。【圖
53】逐步將戰時的「最低生存限度住宅」，轉化為中低階層「最低居住標準」(居住面積
6~8 坪)之小住宅通則。「最低生存限度住宅」同時也意味著「最低標準、最低造價之經
濟住宅」。雖然「戰時型住宅」或「簡易型住宅」室內面積小、居住的人口亦不少，很
難稱得上是理想與合理之住宅環境。但由於和式房間的彈性利用之特性，以及日式生活
中收納與鋪陳的日習慣，讓「最低生存限度住宅」的概念某種程度上得以實踐。

圖 52 1946 年基隆市市營平民與勞工住宅(簡易住
宅)B 型平面圖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圖 53 1943 年臺灣住宅營團「土造家屋」平面圖
((西山夘三記念すまい.まちづくり文庫住宅営団研究
会，20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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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方殖民地住居之文化想像
3.3.1 文明競技場與衛生住宅
防貧體系下公共住宅之供給，具有文化政治宣傳性目的。在殖民地建築專業者想像
中住宅與生活改良是轉化台灣人居住舊習，邁向現代化生活，目的是將台灣人同化為日
本人。換言之，使台灣人在日常生活領域中「去中國化」轉為「日本化」，只要台灣人
如同日本人一般居住與生活，就能切離過去(中國的、迷信的)傳統與影響，成為新的現
代(日本的、進步的)國民。日人治理者採取的是文明與野蠻對立、適者生存之治理模式，
日人作為治理者並非純粹建立在人種優生學立論基礎上，就如同野村明宏所言日人對台
64

「勞工平民住宅建築工程」(1946)〈基隆市政府(3 卷)〉《臺灣國家檔案館典藏機關檔案資料》，國
家檔案館，檔案編號: 0035/4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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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歧視並不會帶來被支配者的心悅誠服，相反的會引起不安及反感。 (薛化元，
2012:163-164)在國家衛生的論述上，以生物學原則與科學方式治理(治癒與矯正)人民，
以確切實現適者生存之道理。而日人就是在科學道路的先驅者，並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
表現卓越之國家，扮演著引導人民進入文明生活之指導者角色。「衛生」作為文明社會
之象徵，落實在住宅空間治理凝結為「清潔」之二字，日本人尤以愛好清潔自傲，貶抑
台灣人為髒亂不堪之劣等性民族。住宅改造實則為社會改造，汙穢帶來危險的恐懼，有
害且不衛生之不良住宅造成傳染病傷害，是犯罪者養成地，是不安全之所在，為使人道
德淪喪之禍首等論述，作為殖民主義之分類系統。因此，改善生活過密乃至於住宅，就
是為社會除弊害，為國民謀求幸福。套句野村明宏說法，種種衛生事業乃至於基礎設備
等層面之文明化，多是為了引導人民生存安定，增進物質上的幸福，權力的支配能圓滑
順利進行治理之道(薛化元，2012:194-195)。也正如白裕彬在一篇衛生警察之歷史起源考
察文中所述：
「文明化的過程和政權締造（state-building）的過程中國家機器對於暴力行
使的壟斷習習相關，這促使人們採取較為精緻的語言行為去表現自己的社會位階，
學習模仿在上位者的舉止禮儀，並且將各種外在的規範內化成為生活習慣。因此，
衛生警察的強制推行政令固然引起部份人士的反抗或不滿，衛生警察的規範也加
強了日本人用以歧視臺灣人並用以正當化自己民族優越感的所謂理論基礎，但是
最終它也不經意地促成了台灣文化風貌的蛻變」(白裕彬，2003)。
台灣傳統家屋設計自古受到風水論述支配，住宅各部位、家庭日用品與度量衡皆受
到魯班尺制約，自有其吉凶意涵，不能任意訂定規格與尺寸。對日人來說這套論述是牽
強附會迷信生活之落後表現，而有害於現代生活。相對於日人的家相論述，則是建立在
科學研究之基礎，具有生活之理性與合理性之進步表徵。山口謹爾曾在建築雜誌中說道
「比起古老的風水，衛生方面之風水方位才值得思考」(臺灣建築會誌，1930:7-21)。日
人建築技術專業者以衛生科學理性，再度將臺灣人編列在落後一方，並認為如果不能改
變臺灣人迷信之傳統，則無法將臺灣人脫離中國人身分。同時在住宅與生活改善徹底實
現的同時，也要使臺灣人打破迷信、抱持正確的人生觀，以切離傳統的宗教而進入新的
國體觀念。
竹中信子曾在《日治台灣生活史》一書中，揭露許多日本本土對於在台內地人之輕
視之看法，並認為在台內地人與祖國關係薄弱，應注意警惕內地人台灣化的問題(竹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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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2007:81)。為使在台之內地人以及本島人養成國民精神，透過脫鞋之坐式生活、帶
有床之間禮儀功能之座敷空間、維持身體清潔之浴室、增進家務效率之台所，以及排除
髒汙之便所等每日身體力行，以及控制病菌與維持清潔之生活節奏，銘刻日本國民精神，
從而晉升成為日本人。統治者期以透過整潔、明亮、幸福等進步之意識形態形塑，凝聚
被統治者(包含在台內地人與本島人)對日本國體精神之想像共同體(家族協同體)(木村定
三，1935)。

3.3.2 共榮圈南進玄關與節約住宅
在日本的南進論述裡，台灣被設定為南進跳板的角色，「台灣在地理、文化、語言
與南中國、南洋的親近性，一直是日本南向擴張所要倚重的人力資源；有效利用台灣的
地理與人力資源，是日本南進擴張優要優先從事的工作」(游勝冠，2012:351)。1937 年
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扮演南向基地、東亞共榮圈的前哨站的角色，日益重要。1942(昭
和 17)年南邦建築組合舉辦了「小住宅設計圖案懸賞募集」比賽，其要綱內說明競圖精
神在於如何確保戰時國民住宅空間的保健衛生，以及如何將住宅作為體現皇道精神之基
礎，同時考慮耐風、耐災等因素，以及節約材料等要項。千千岩助太郎也在〈南方住宅
雜考〉一文中，闡述台灣為日本唯一位於熱帶之地區，氣候與日本內地氣候有相當大差
異，是個常夏之島，無法直接仿造利用內地的住宅。未來南方共榮圈各地氣候將差異更
大，以台灣作為支點理解南方民族的住宅改良，以及向南方發展的日人住宅有該如何建
造問題(臺灣總督府情報課，1942:39-44)。
皇民化運動，是基於普及國防思想與防衛台灣之指導方針，若要台灣人蛻變為神國
日本的玄關子民，就必須「貫徹同化政策」徹底拔除台灣人漢族身分認同。國民精神總
動員活動，目的為導引國民心靈的純粹與忠君愛國之皇民精神。而作為國民生活之容器
之住宅，則必須肩負起國民(特別指的是庶民與勞動者)在生活基礎上增強國力之任務。
門松末雄曾發表一篇名為〈新體制下的住宅問題〉，文中提及住宅的品質除了基本之便
利與衛生外，更重要的是發展「家族協同體」，也就是由家庭、鄰組、町會、郡市村、
府縣、國、東亞共榮圈，自低層次生活體到高層次生活體的生活意欲的完全一致。並由
高層次生活體對低層次生活體進行生活指導進行自律的、創造的與發展的生活過程中不
相互矛盾，調和及統一。而發展「家族協同體」重點是保育、勤勞與生活福祉三位一體
的生活活動，不僅是國民生活水準向上、養成國民道德與科學精神外，更要以機械化、
專門化手段增進勞動效率，並培養節儉不浪費之習慣。國民住居的建設就如同家族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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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建設，從低次生活體對應於高次生活體，必須從室、住宅、鄰保住宅郡、團地住宅、
都市計畫、地方計畫、國土計畫、以至於東南亞地區，依序實施計畫．如此一來必須捨
棄目前為止能想的到的既存的西歐概念，完全以東洋的創新構想來建設(臺灣專賣協會，
1940:7-11)。
《台灣建築會誌》14 輯 1 號專輯中，台灣總督府末代營繕課長大倉三郎也在〈關於
皇民奉公會中居住的決議〉一文揭露在居住領域中，戰爭時局下島民生活的新體制的訴
求，也就是如何在國民生活滿足之基礎上，增強國力的目標。在住宅建築的計畫方面，
強調應以「健康住宅」為本位，排除無用的裝飾及不好的風俗，著重在家人健全的休息
及衛生等層面，並實踐真正的日本傳統風格。其次，為因應都市人口的增加，應制定合
乎台灣標準的住宅規格，以標準住宅為依歸，統一建築材料規格與強化工業生產，創造
更多便宜且多量的建材，改善與簡化現場施工。三者改善生活方面，排除沒有科學根據
及迷信的風水，避免誇張、奢侈的玄關與房間，提倡以家人生活為中心的明朗空間，展
現出簡樸材質的傳統趣味(大倉三郎，1942:34-36)。最為重要的是在決戰時局下，建立起
樸素之國民生活模範。而這也意味著回歸活用在地材料與節約資材，並透過讚美鄉土的
心，激起愛國心，扎根在台灣土地上，建立起大國民生活之決心(大倉三郎，1944:1-9)。
他更進一步論述，台灣不應完全引入日本模式，日本的造型發展已漸漸衰弱扭曲，但在
台灣的有志之士應為台灣的造形與美學負起責任，並在時時刻刻在新增加領土的時候，
如同畫上同心圓後擴大半徑般，以日本為中心，邁向大東亞共榮文化的心來覺醒。
基於生物學原則之統治方針，就如同保護生物多樣性原則一般，不再忽視不同民族
之文化、習慣及社會制度等差異，而如同醫生般，經由充分診察患者病狀後，施以相對
應之治療方式，在此階段得到新的詮釋(薛化元，2012:174-176)。在考量熱帶氣候與材料
因素下，日本技術官員反過來正視台灣傳統住宅之優點，如台北市役所營繕課雇員佐藤
英一與台北工業學校教授千千岩助太郎，皆曾就台灣住宅問題發表建議，共同論述認為
台灣的住宅也非完全無用，像是座椅式生活較榻榻米更為適應台灣潮濕氣候，又或是傳
統住宅採用厚牆與小窗將外部熱源阻隔在外，一進屋內便覺得涼爽，更為自然防署與防
寒、耐風等優點。儘管傳統家屋會因室內濕度太高而有不舒適感。建築專業者認為只要
改良台灣傳統住屋之採光與通風性，即可以同兼具調適氣候與就地取材利用之優點(臺灣
總督府情報課，1942:28-38)。台日居住文化在此相遇並兼容出新的嘗試性住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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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昭和 18)年臺灣住宅營團於台北「朱崙厝」實驗之「土造家屋」，可視為此脈
絡下之努力。【圖 53、圖 47】這批為營團職員住宅定位為疏散住宅(每戶備有家庭防空
待避所)，採用台灣本土生產之土角中運用竹材加以補強結構力、並盡可能滿足採光與通
風之，以達最小限度資材營建住宅之目標。這批住宅優點是非常防暑，缺點是耐震力不
足，被認為是理想的熱帶地住宅(富井正憲，2001)。但事實上是為了盡量就地取材，而
不佔用其他戰爭資材的不得已作法。又如 1943(S18)年戰事激烈為縮減經費與建材，追
加之丙型、特丁型(長屋式)之決戰型住宅，便是以因應各地方情況，以簡約為宗旨，蓋
出最低廉住宅為目標。這些決戰型住宅多應用於高雄勞動者住宅，為基地面積約 20 坪
之八戶建或十戶建的小住宅。除由政府配給木材外，更積極利用台灣本地產闊葉林、紅
磚、竹子、土角，盡可能利用地在材料，以及台灣傳統住宅研究之結果。以上論點也是
因應國民精神總動員下，以最大限度的節約資材，以供應前方戰場所需物資、增強戰力
所採取必要方針。

3.4 小結
對於國家的治理來說，住宅是移民者必要之生活條件，各級官員們與株式會社之職員，
尚有官舍或職舍可居住，但對一般的小商家或是勞工階層來說，住宿的花費非常高(特別是日
人移居最為密集的台北市)。隨著總督府各地的工程與物產事業發展的腳步，基隆、高雄、台
中、台南等都市之中下階層的日人移居者的住宅需求則更日漸緊迫。政府透過衛生住宅改良
與低於市價三成的租金，供給中下層內地人衛生與安全的住宅環境。然而，由於內地人移居
台灣的常住性質尚未穩固，提供住宅的私有與消費，顯然不切實際。此階段住宅治理所協商
之對象，自市營住宅的承租戶身分可辨明─以中低層官吏、社員、店員、勞工階層為主。總
督府透過「市營住宅」，對內(移居日人)展現殖民政府有能力解決日人移住台灣之問題，並
期以透過低廉的住宅的供給(與生活成本)，帶動日人移居台灣之動力。對外(本地台灣人)則是
透過「貧民住宅」展現日人具備操控現代社會照護機制的前衛性，與和式住居文化的優越性，
兩者皆是維持殖民統治的正當性與有效性的展示工具。
殖民政府要面對之住居協商，來自於日人不願意移住台灣，而無法達致殖民台灣以獲取
經濟剝削與國防安全目標問題。大多數日人並不願意移住台灣，即使被派遣來台擔任官吏或
是會社職員，也多抱著海外掏金、盡早返家之心態，並不願意在台灣長居久留之社會情境，
造成統治上的阻礙。對殖民政府來說，若不能讓日人融入台灣生活，或是不能讓台灣人對日
本產生欣羨之敬意，皆不能使殖民統治長治久安。基於此，具有絕對支配權力之帝國殖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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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必須同時處理日人的移民需求，與台灣人生活安定，才能建立穩固之統治，在統治的成
本考量下，「公營住宅」可視為兼具雙重作用之調節支點。殖民政府一方面投入中央資源興
建適合日人移居之住宅環境時，也利用民間資源(而無須投入治理成本)提供台灣人堪以安居
之簡易住宅，並利用住宅規格之差異，體現台灣人與日人之間不平等與生活優劣，維持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差序位階。
1940 年代以後，總體戰思維讓帝國的權力擴張之極大化，全體國民(包括在台灣之內地人)
皆須納入各項資源管控下，服從母國所交與之戰爭命令與任務。為持續建立國防安全與不佔
用國家資源，「住宅營團」開啟出售住宅服務，建立起由官方組織銷售私人住宅之濫觴，同
時兼具增加日人擁有台灣土地之比例，與自籌營建周轉資金之雙重目的。自租用至購買住宅
的財產關係，殖民政府期以創造新的壟斷關係，以維持日人之優勢地位。1945 年日本戰敗，
中華民國政府來台接收，台灣再度被迫成為新國家之人民，來台接收之行政長官公署僅延續
台灣住宅營團興建中之市營簡易住宅工程，而未有實質之住宅治理方針。
公共住宅空間治理始終與國家權力運作形式緊密相連，為維繫社會控制之形式之一。殖
民統治以種族作為分類標籤之住宅治理特性，透過日人居住在品質良好、寬敞，機能分化完
整之衛生住宅內，對比台灣人則是居住在次級、規格較小，機能較不完備、但也堪稱衛生之
改良住宅內，以物質性、可辨認之進步與否之視覺化效果，昭明殖民者與被殖民之間差異，
且維持穩定的殖民秩序。儘管兩者皆須在警察的暴力與專業者知識體系交織的監控網，維持
潔淨之文明生活。衛生的監控也是將住宅空間去歷史化過程，使台灣人脫離傳統之家屋生活
進入文明住宅生活。隨隨著戰事的激烈與資源的缺乏，殖民政府越來越難以用高標準之衛生
住居生活要求台灣住民。且為滿足戰爭時期集中資源與就地取材代用之軍事目標，各種建築
營建工程被迫以最為簡陋與節約方式興建，管制資源取代衛生監控成為權力運作之新關鍵詞。
以管制為名的戰時營建規格，也是經過專業技術者的背書，提出各種可被簡化與代用之資材
論述，儘管專業技術者心知肚明這些不過是為迎戰籌措資源的美化之詞。簡約在地利用之設
計論述與實踐，也有助於去除住居之文化象徵，轉為均質化之住居模式，並適於未來建立大
東亞共榮圈之新住居文化形式。然而，巧合的是去文化、簡約、樸素之住宅設計手法亦符合
國民政府戰後之重建原則，並有利於台灣住宅營團技師轉化和式住宅設計手法，營造出適於
漢人生活之住所。
無論是公營住宅或營團住宅政策皆是以日人如何移居在異地與異文化為思考核心，同時
推行殖民地之現代化，以增進殖民地之治理績效為目標。在統治階層之想像中，住居場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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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明競技場般，適者生存之物競天擇說，賦予得勝者擁有治理他者之權力。作為國家─經
濟部門調節生產與勞動力再生產(集體消費)之公營住宅供給，同時具有文化性之政治目標，
技術官員與建築專業者扮演著文化領導者之角色，透過衛生相關之設計論述與實踐，提倡追
求進步的去(漢人文化)傳統與迷信之理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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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軍事威權體制與示範─標準住宅(1950 年~1974
年)
戰後國民政府在美國援助下接收台灣，但在 1945 年至 1949 年間國民政府於住宅領域並
沒甚麼建樹，除戰後重建外尚未有住宅不足之壓力，來台接收之國府軍民基本上還可填補日
人遣返後之空缺。1949 年後退守台灣之國民政府與大批戰爭移民，造成台灣(特別是台北)都
市空間之人口與居住壓力。1951 年台北市成立市民住宅興建委員開啟少部分之住宅營建工作，
1954 年在美軍顧問協助下成立內政部都市住宅技術小組，開啟利用美援建屋之計劃。美援協
建國宅治理目標主要是戰後經濟重建，在美國援助與技術指導下，欲利用剩餘勞力與階層定
著之權力運作機制，打造一個維穩、安定之民主社會環境，以對比對岸慘遭迫害之落後共產
社會。透過美援引介之核心住宅(最低居住標準)概念以及部分挪用殖民時期最低限度住宅之
空間形式，標準圖以及自助建造技術，支持示範國宅空間形式與社會階層再定位之治理邏輯，
呈顯出國家(美援顧問與專業者)於國民生活改造與建設反共復興基地之文化想像。
1960 年代以後，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甚至被國際社會美稱為經濟奇蹟，為解決潛在過度
積累問題，創造出配合資本積累需求的新生活方式。也就是鼓勵個人信貸，並提倡個人自有
住宅。集中興建國宅治理目標為將住宅建設納入經濟建設計劃、鼓勵資本投資，在聯合國顧
問建議下發展住宅工業化，期待透過一連串土地管制與空間區隔之權力運作機制，改善崛起
之都市市容髒亂與居住過度集中問題，包括開放郊區、推動低收入者自有住宅、以及改善運
輸系統以適於流動。建築專業領域並透過模距化與預鑄技術，支持了集中國宅之工業化住宅
形式與空間區隔之治理邏輯，以及住宅工業化之結構需求，並呈顯出國家(聯合國顧問與專業
者)於理想家庭與經濟適用標準宅之文化想像。

4.1 軍事威權體制與國民住居
4.1.1 軍事威權體制之社會─經濟關係
在中國遭遇戰敗而退逃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自 1950 年代起至 1980 年代為止在一黨
支配體制下所堅持的意識形態上「反共」、政治上「自由中國」、以及軍事上的「反共
大陸」的政治主體性，超於台灣地區社會與歷史之主體性之上。受到東西方冷戰影響下，
一方面以「反共前哨基地」之角色，納入美國這「無殖民地的帝國」之體系周邊65，一
65

1950 年韓戰爆發，台灣的戰略地位突然激升。1953 年開啟美援的時代，一場由美國主導之第三世界
國家的現代化實驗登場。美援初期為協助台灣盟友穩定、復甦經濟與提升軍事力量，美國投入大量援
助在農業、工業與教育等方面。美國經濟援外之目的，協助受援國家經濟穩定，使人民生活水準得以
提高，從而加強受援國之防衛力量，鞏固自由世界反共陣營(彭佳慧，2007: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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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與對岸中國大陸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衡，確認另一個「正統中國」之體制，並在
結構上確認外省人戰區優勢的「遷佔者國家性格」(若林正丈，2014:78-79)。國家要求社
會群體(資本家、勞工、農民等)都必須配合國家的政治目標，也必須忠誠的支持國民黨
政權。在「準戰爭」之66國際情勢下，為維繫國民黨政權，採取由強人威權領導，結合
統 合 主 義 67 與 侍 從 之 威 權 體 制 (Authoritarian regime) 68 ， 並 以 「 發 展 掛 帥 國 家 」
(developmental state)意識形態，形成國土規劃與都市治理。並在美國霸權的各種之支援
下，通過「模仿─移植」美式行政治理的思維與技術展現一系列「國家建設「工程。
國民政府因接收的日產與美援，成為台灣經濟主導角色。並透過金融財務與政策約
束工業資本家，金融與物資的管制成為管控的工具，並強化國家的優勢地位。國家之性
質，直接參與生產活動(大量的黨營與國營企業)，使國家具有資本家性質，國家是資本
主義的直接參與者而不是代理者。延續殖民時期的官商資本模式，大陸資本位階上具有
優先性，但為拉攏本地資本家，也會釋放出某些特權，不同社會屬性之財團都受威權國
家支配。重塑與地主、資本家關係，完成土地改革，製造出大量之自耕農，並將地主階
級轉為資本階級。這個過程是透過農地變更與出售交易，隨都市化與產業發展路徑，奠
下土地使用與交易行為的開發模式，並建立台灣社會對於土地商品化社會意識與觀念─
農地所有權明確化與私有化，以及允許變更為建築用地或工業用地獲得利益之濫觴(廖彥
豪，2013)。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以「經濟建設計畫」69帶動「國家發展」獲得初步成效，
國民所得年年升高，略有進展之工業化，培植了一些新興階級，但以小農為主體之結構
基礎未有劇烈改變(蕭新煌，1990:37)。納入國民黨政權體制之外省族群與台灣省民，陸
續納入官僚體制中成為中下級公務人員或國營事業職員70，形成初期之「中產階級」。
1960 年代中期，納入國際分工體系，國家仍以「追求經濟成長」為目標，透過大量
吸取農工剩餘，投資在交通、能源以及國營事業，並對民間資本採取放任態度，以降低
生產成本，促進「外銷」71導向工業化發展(張景森，1988:9)。依賴性資本主義工業化的
快速發展，大量農村人口外流至都市或衛星城市工業區地帶，形成以出售勞動賺取生活
66

戰爭型態自「總體戰」動員轉為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之爭」。
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 ）是指國家通過對利益集團的調節與控制，以達到國家與社會利益
一致之社會政策。
68
指政府要求人民絕對服從其權威的原則，而不是個人的思想和行動自由。政府上的威權主義指權力
集中於單一領袖或小規模菁英。
69
自 1952 年至 1965 年共推行四期經濟建設計畫。
70
部分研究者認為中下級公務人員或國營事業職員，仍會因職別高低而有不同，不一定能視為中產階
級，這裡所採用的是較為寬鬆之中產階級定義。
71
由進口替代工業化轉為出口導向工業化。(周志龍，200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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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的新中產階級崛起，有別於勞動階級，新中產階級是由較高教育、受過專業與技
術訓練之管理階層。他們是介於資本家與勞動階級的新興階級，這批充滿活力之新中產
階級蓬勃發展，共同為「台灣經濟奇蹟」貢獻心力。72。1964 年至 1973 年台灣國民生產
毛額(GNP)，成長達到年平均 11.1%的高度成長。之後即使受到兩次石油危機的打擊，
仍有年平均 8.4%之成長(若林正丈，2014:90)。經濟的提早自立，讓美國於 1965 年結束
長達 14 年的經濟與技術援助。
1969 年時台灣「經濟成長率」為亞洲之冠，進入「經濟起飛」高成長之軌道中。為
解決潛在過度積累問題，創造出配合資本積累需求的新生活方式，也就是鼓勵個人信貸，
並提倡個人自有住宅。將住宅建設納入經濟建設計劃、鼓勵資本投資，在聯合國顧問建
議下發展住宅工業化，期待透過一連串土地管制與空間區隔之權力運作機制，改善崛起
之都市市容髒亂與居住過度集中問題，包括開放郊區、推動低收入者自有住宅、以及改
善運輸系統以適於流動。
1960 年代末期，國際局勢發生變化，美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發生異動，開
始向中國靠攏。即使台灣在 1970 年代以新興工業國家之姿態，提升在世界之經濟地位。
在外交上卻是遭遇挫敗，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進入由國家主導大規模交通運輸基礎
建設之整備與重工業投資之「十大建設時期。國民黨政權開放增額選舉制度與大量起用
本省人，施行有限度的民主，「黨外」活動日漸活躍，挑戰著不合理的中國民族主義正
統性。整體的社會氛圍是戰後世代，訴求回歸現實，與承認、尊重族群文化。但社會之
中間力量新興中產階級，雖在政治結構上取得優勢位置，但很難「以激烈之行動改變體
制，…而是以溫和改良方式帶動現有體制改革，以強化或擴張中產階級再生產的條件」
(蕭新煌，1990:45)。
正如前述，戰爭時期的國家體制，當軍事衝突告一段落時，皆必須盡快恢復社會活
動與秩序，方能協調社會之運作。台灣特殊的歷史情境(短時間湧入百萬難民)，使得強
勢且具有絕對支配權力之政府，必須在各方面協商各類社會群體重回常態，以維持社會
之安定。而使各階層人民「安居其所」維持「定著」與「隔離」狀態，是「維持秩序」
之關鍵。在「經濟發展」與「維持社會穩定」間，「住所」成為國家空間治理之側向。
而使得移民來台的外省族群與新加入中華民國之本省族群，學習如何成為「現代新中國
人」，是國民黨政權重建國家體制之重要過程。
72

以「外銷」導向工業化帶來另一種中產階級，是被稱為小資產階級之中小企業主，由於其資本規模
小於資本家，僱用工人數也少，對勞動市場之支配權有限(蕭新煌，19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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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都市重建與農村疏散住居問題
(1) 都市屋荒與違章毒瘤
戰後第一次戶口調查 1956(民 45)年《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內台灣常住人口來到
936 萬人左右，相較於 1940(S15)年 587 萬人口數，短短十六年間成長近 350 萬人口(「中
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1959)。戰後政治難民遷台人數的暴漲，讓都市屋荒(Housing
shortage)73問題更為嚴峻。同時，兩岸對峙的戰備局面也讓住宅治理更為艱難，一方面要
重建都市機能、恢復生活，一方面又要疏散都市難民潮，以維持防空之需求不得不採取
都市重建與鄉村疏散同步發展策略。在都市重建方面，大量難民湧入，以及都市平均地
權失敗，不僅使得地價上漲、房屋租金高昂，也造成違章建築增加，都市居住品質極端
惡化。無以數計的家庭缺乏可安身的適當住所，只能勉強以非正式部門的營建方式，獲
取容身之處74。
1966(民 55)年台灣省戶口調查處「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書」內，台灣常住
人口數已達至 1,350 萬人，相較於十年前成長 400 多萬。台閩地區人口密度約在 373 人/
平方公里，但是台北市卻已經來到 17,957 人/平方公里人(行政院戶口調查處，1966)。經
濟的初步發展，使得 1963 年發生第一次城鄉移民高潮，城鄉移民加劇都市(特別是台北
市)之擁擠程度75。台北市相較於台灣省地區人口密度更高出 48 倍，公共工程局於 1962
年在台北市選樣調查居民之居住之擁擠情形，顯示每人平均占用面積為 2.3 坪，但其中
在 1.5 坪以下者超過 40%，每一房間平均居住 2.68 人，其中居住三人以上者，佔調查住
戶之 44%(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123)。不僅
都市住宅數量嚴重不足，高雄與基隆等港口城市違建情況也相當嚴重，且住宅過於狹小、
居住品質持續惡化。違章建築的問題，遲遲未能有效解決，再加上公共設施不足，已嚴
重影響都市環境品質。

(2) 農村疏散與市郊開發
人口過度集中於都市相當不利於軍事防空疏散，且備戰時期的國民政府，如不能解
決人民的居住問題，甚至會危及政權的統治正當性。1953 年蔣中正總統提出〈民生主義
73

係指特定期間內應有之戶數與維持最低住宅標準之可居住住宅存量，兩者間之差距。
1954(民國 43)年台灣省市鎮建設考察小組針對都市計劃、市政建設、自來水、住宅問題等進行考察，
北中南東部地方初估違章建築數量─台北市 15,000 棟、高雄 13,000 棟、嘉義市 950 棟、台東鎮 800
棟、基隆市 680 棟、台中市 500 棟，約計三十萬棟違章建築。
75
1963 年台北市對違章建築調查結果就有五萬餘戶違章建築，如以每戶 4.5 戶人計算(全市平均人數)，
全市有百分之二十以上人口(29.2 萬人)，居住於違章建築內(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1964:5)。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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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樂兩篇補述〉，內容勾劃了都市鄉村的建設藍圖─「鄉村城市化、城市鄉村化」發展
原則，並提出積極建設國民住宅以符合三民主義模範省之建設的要求。此為「國民住宅」
正式出現在官方的文書中，相關政策擁護者的詮釋：「要增進國民健康，首要為國民造
就康樂環境。所謂城市鄉村化，意指使城市保有鄉村自然環境的優美；要鄉村城市化就
是要使鄉村具有城市人為環境的便利。….尤其國際共產主義專在貧窮地區製造事端，傳
播毒素，為因應此一情勢，更應加速發展農村建設」(張秀雄，1980:25)。可看出經營「鄉
村」地區，除平衡城鄉差距、人口疏散外，更重要的是掃除貧窮地區，讓勞動階層(農民、
漁民與勞工)不致受到共產主義的誘惑而起異心，危及國民政府統治之正當性。
在此立論基礎下，國民政府積極操作土地改革，重視農村發展，並利用小規模住宅
開發計畫，逐步將難民人口疏散至都市周邊市郊地帶，促進小型市鎮的發展。為求經濟
發展，對小型工廠採取放任態度，以降低生產成本，犧牲環境品質。1970 年台灣人口來
到 1,470 萬人，經過衛星城市開發與市郊疏散政策，台閩地區人口密度為 408 人/平方公
里，而台北市之人口密度則下降至 6,512 人/平方公里，似乎有效地紓緩都市人口高度密
集之壓力。但幾年後再調查台北市之人口密度又升至 7,585 人/平方公里，顯示像都市再
度集中、城鄉移民之情況又回復，都市化情況越加惡化。現代住宅問題已非單純限於住
宅本身，而成為都市發展、人口分布政策及國土利用計劃之一環。

(3) 自然災害威脅
另一方面，因自然災害(地震/颱風)產生的住宅損害威脅始終如影隨行，1964 年公共
工程局報告中曾提及，全台因天然災害而全倒或半倒之房屋，每年平均達 3 萬 3 千戶以
上，如以每戶平均 5.5 人來計算，則每年有 18 萬以上的人口，因天然災害流離失所(台
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1964)。如 1953 年克蒂風災，造成基隆碼頭工人住宅破損
嚴重，1959 年「八七水災」造成中南部地區災情慘重、房屋全倒 27,466 間，半倒 18,303
間，受災居民高達 30 餘萬人76。以及 1960 年至 1964 年連續發生重大風災「雪莉風災」、
「波蜜拉風災」、「歐珀風災」、「葛樂禮風災」等，以及 1964 年「嘉南地區震災」
皆使得嚴峻之住宅不足的問題，雪上加霜，更突顯出殖民時期木構造住宅的脆弱與不安
全。災難開啟住宅實驗的新契機，國家有機會全面更新住宅之結構方式。

76

戴寶村(2001)〈台灣歷史上的八七水災〉，引自台灣歷史學會網
站:http://www.twhistory.org.tw/200108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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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住居治理權力運作框架：定著與區隔
戰後現代顯微視角的權力運作機制，從「看見病菌、隔離病源、保持健康」，轉化
為「診斷異常、切除病變、恢復健康」。「權力之鏡」的規範系統也由「衛生健康」作
為治理的關鍵詞，轉化為「民生經濟」。而「民生」概念與指導原則來自於孫文的三民
主義學說，在此原則與冷戰結構下援助盟邦重建與發展的「美援」77（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機制結合，創造出一種藉由「他助而自立」的「反共
前哨站」與「民主櫥窗」的形象。

(1) 民生重建與民主櫥窗
在孫文「民生主義」的學說中定義「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
計、群眾的生命」，其意義相當豐富，同時具有生計(livelihood)、福祉(well-being)與福
利(welfare)等意思。，而其中以「居室又為文明一因子，人民由是所得之快樂較之衣食
為多，人類工業過半數皆為因應居室之需要」(張秀雄，1980:9)。在孫文民生主義方針
中「住者有其屋」─「有恆產有信心」，是安定民心重要工具。但在其概念中私有住宅
應與國際發展計畫接軌，創立居室工業的條件，並為人民提供可安適方便之住宅。也就
是由私部門提供廉價住宅，而非由國家提供福利性公共住宅方式，為人民提供住宅78。
在住宅建築方面，孫文學說提出城市建屋與村鄉居室有別之營建策略。如在「城市中應
可建築一家之居室，也可為多家同居室建築類型。…而鄉村中居室，則須依人民之營業
而異，為農民所居，當附屬穀倉、牛奶房之類。一切居室設計，皆務使居人得其安適…」
(馬壁，1969:117)。顯示百業分工，依身分別居住之特性，仍被視為解決人民居住之基
本原則，而此看法奠定了後續國民政府的住宅政策基礎。國民黨政權之住宅治理，具有
高度資本主義之土地私有化性格，再加上興建與供養房屋，需耗費財力與物力資源的投
入。提高國民「住宅自有率」，不僅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更有利於使國民固著於某地
或某個職業階層。

77

美國華府負責對外援助事務的中央機構歷經多次改組， 1948 年設立的經濟合作署（ECA）先後改组
為共同安全署（MSA，1951 年）、對外業務署（FOA，1954 年）、國際合作署（ICA，1955 年）、
國際開發署（AID，1961 年）。但其在臺湾的派駐機構則在職能和人員上都保持了相當的連續性和穩
定性。
78
在孫文的「建國方略」中，並未明確提出「公共住宅」的概念，但在私宅的營建方面，已有與民間
建築商合作建設低廉且合乎規格的居室概念。如民生主義「居室工業」討論中，則有私人居室為國際
發展計畫所建築者，應以低廉居室供給人民，而司建築者仍須有利可獲，並依一定模範建屋等論述(葉
玉時，199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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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義居者有其屋，作為一種遺教式指導原則。但在理念層次上之繼承者蔣中正
進一步延伸，國家除了有義務使一般國民能夠就業、維持生計外，更應該使每一個家庭
都能有機會得到自己的「住宅」。猶如其訓詞，推行居室工業最大目的:「使其(國民)79有
恆產，有恆心，又安定的家庭，才能養育健全的子女」(張秀雄，1980:20)。維持社會安
定、增加國家整體戰力，建設台灣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成為國家首要之治理目標。在
此大戰略目標下，如何維持與維繫人民之忠誠，以及動員民間(民眾)力量(民生工程不能
造成國家負擔)，並將剩餘之資源投入軍事部門，成為政府唯一思維。至於如何使國家長
治久安、永續發展，只能為次要之考量。
如前文所述，即使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之民生主義，在居室方面基本仍是鼓勵「私有」。
差別僅在住宅的供給是由國家或私人提供租(售)屋服務，最終仍是追求「住者有其屋」
之施政目標，這目標與美國的住宅私有權觀念不謀而合。如美援顧問 Dr. Burroughs 曾在
《中國一周》刊物上投稿〈我看中國住宅改良問題〉一文，說道:
「人民的健康，是國防上一個要素。…民主政治與共產國家最大的差異是將個
人至於政府之上，而在不妨礙國防事業及工業化之進程中，國家應致力於有效
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中必要條件是獲得一個完善之住宅，面積夠大、光線充足、
空氣流通，乾燥無蟲之居住環境。同時也能提升工人之生產效率」(包若夫，
1954:7)。
確保人民有所業，居有所屋而達致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之目標，美國與中華民國政
府的目標是一致的。並認為過多剩餘勞動力不運用，將造成嚴重之社會問題。換言之，
勞動階層的失業或高度流動會帶來社會之動盪與混亂，因此只要能讓人民固著在某處就
業與勞動，就能達致穩定「民生」之作用，並能穩定穩定「民心」，而住居之治理便是
關鍵之所在。「民生重建」進一步與「復國大業」的連結，人民(特別是勞動者)有一遮
風擋雨之住所，整潔、安樂之環境，進步的現代生活，便是一個民富強兵復國基地，雄
峙西太平洋最堅強的反共堡壘之理想圖像。80
都市化帶來之家庭組織由大家庭(主幹家庭)轉化為小家庭(核心家庭)變革，也增加了
住宅的需求量。況且中國人傳統本「有土(屋)斯有財」觀念，提高「自有住宅」也符合

79

()內文字為筆者為避免讀者誤會，自行加註。
「以本市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所處的重要地位，不但為反共大業的神經中樞，同時也
是雄峙西太平洋最堅強的反共堡壘，…建設台北市成為一個現代化國際性都市，真可說是經緯萬端，
任重道遠」(台北市政府，196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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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與民俗習慣。而 1960 年代之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提高，更是帶動中產階級對
房產的需求。
「六○年代的台灣成功納入世界體系的國際分工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以外貿
為基礎，分享了六○年代世界經濟繁榮的果實，直接造就了國民所得的提高，形
成了中小企業及在公共部門就業的中產階級。他們是房地產的需求者。同時，
這種經濟發展是由都市化來實現的，它帶動了人口向都市集中，都市土地資源
有限，直接構成了房地產發展的有利條件。」(夏鑄九、米復國，1988:71)
雖然 1970 年至 1975 年「住宅所有權」統計顯示台閩地區自有率約有六七成，台北
市也有五六成81，但若相較 1967 年所作之都市住宅狀況調查，台北市與高雄市平均每一
住宅居住戶數，皆超過 1.6 戶以上(平均家庭人也在 5.2 人/戶以上)82，顯示現實情況下「一
戶一住宅」之基本政策仍有距離。

圖 54 生活幸福的自由中國勞工與慘遭迫害的大陸勞工同胞對比

資料來源:(廖未林，1952)

國民政府對台灣統治的新方向，不僅僅是「公共衛生」與「文明(現代)化」，而是
「自強」與完成「復國大業」。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與治理的目標─台灣作為復興基地，
81

資料出自: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書.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台灣省戶口普查處編/臺閩地區戶口及
住宅普查抽樣調查報告.中華民國五十九年/行政院戶口普查處編/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抽樣調查報
告.中華民國六十四年/行政院戶口普查處編。
82
資料出自:民國五十六年台北市、基隆市及高雄市住宅狀況調查。

112

國家須肩負起私部門住宅營建工作，為人民營造安全與安適的生活環境，並為將來反共
復國的新中國建立示範作用。而相較於施行共產主義之中國住宅政策，也是以彰顯民主
陣營之優點為訴求。像是「生活幸福的自由中國勞工 vs.慘遭迫害的大陸勞工同胞」等標
語，經常出現在如《中國一周》這類刊物上，藉由調整工資、解決飲水、住宅、醫療等
問題，生活獲得極大改善，以突顯民主國家愛護勞工之形象。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接希
望將台灣打造成民主櫥窗之進步形象，藉以對比殘酷又無視人民的落後共產生活。

(2) 階層定著
「階層化住宅」的概念最早出現在前述孫文學說中住居因人民之營業而異─依謀生
條件作住宅分類之論述。不同職業之人民被視為應群居，並按職業屬性與生活方式不同，
而有不同居住需求。然而，隨著新中產階級之浮現，社會階層化情形趨向曖昧與異質，
也使得國家透過國民住宅興建政策，所要協商之社會群體也顯得更為模糊。1950 年至
1965 年國民政府與美援顧問對於住宅之基本論述，是建構在將住宅視為「消費性」使
用上，將「住宅供給」歸屬社會福利措施。1965 年正式納入第四期經建計劃後，才將
住宅視為「生產性」事業計畫，認為應積極鼓勵住宅投資，以刺激資本與資源之流動，
對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國家對於「住宅供給」自「消費性」轉為「生產性」，不僅只是
認知上差異，而是透過一連串管制土地、資本與對象之權力運作過程(國宅政策中貸款
要件、貸款方式與服務對象)，達致安定民心、發展國家建設之目標，並體現了治理手
段的技術化與抽象化之過程。
1950 至 1959 年國宅之貸款要件，無論是個人或組織皆須「自備土地」，唯有具備土
地者方能得到國家之貸款補助，這個要件格外值得進一步分析。首先「土地」是具有獨
佔性質，雖然國家(中華民國)接收了為數眾多之日產(土地)，並為部分軍公教人員籌建眷
村與宿舍，但一般遷台外省人是很難透過市場買賣獲得土地，進而取得貸款資格。1950
年代初期美援顧問推行之自助建屋計畫，受益者皆是本省籍勞工中最低階層，1955 年以
後〈運用美援相對基金興建國宅計畫〉所預設之市民、勞工與農民，須具備土地很高程
度排擠了外省人獲得國宅貸款機會，或許可大膽推論在美國顧問眼中國宅計劃就是為了
「安定本省人民心」所採取之措施83。

83

根據李棟明之統計，1950~1960 年代居住在鄉農村級行政區者多為本省人，而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外
省人集居在台北、高雄等都市及其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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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備土地」同時也是國民政府便宜行事作法，若要由政府「提供土地」則又會
面臨排擠經濟發展計畫用地，或是花費很高預算徵收私人土地之問題，對尚未在台灣站
穩腳步之國民黨政權而言，這樣資源配置相當不利。「自備土地」建屋不僅可免除國家
整體規劃與統籌資源之壓力，還可使貸款者可依自己營業或謀生需求，選擇鄰近之地蓋
屋。「按照計畫得到房屋分配的人，既是靠薪或勞力(勞心亦自包括在內)收入，維持生
計，則他們每日往來家庭與工作處所之間，是非得到交通之力便不可，否則就會影響他
們的生活」(張逢沛，1954:14)。由於貸款自建或委建政策，需自備土地與相對之配合基
金，有需求與條件之民眾多半已購有土地，政府並無整體區域規劃之壓力。國家對民眾
自建國宅之要求，僅在貸款興建之住宅造價(面積規模)上限制，並未直接制定「設計」
相關之法令。此時期的住宅治理政策，對官方來說歸屬於私領域，首要考量的是住宅內
部最低標準之可居性，除衛生與安全上的規定外，未必需要過多之管制，再者戰後初期
城市裡土地的壓力尚未高升，高層集居的方案雖然是趨勢但並不急迫。
隨後由於都市農地轉為建地之房地產炒作模式建立，地價扶搖直上，都市土地取得
已非一般市井小民負擔的起。1959 年〈台灣省國民住宅興建管理辦法〉放寬自備基地之
限制，由政府集中興建者免備。同時鼓勵投資興建國宅與機關(學校)貸款宿舍，1964 修
訂之辦法還增列無土地者，可辦理建地貸款。然而，地價已不是增加貸款金額可以解決
之問題，1965 年以後，改以全以政府興建，無須自備土地。84而「無須自備土地」政策
轉向，基本上是順應了社會(經濟)變遷與營造產業變化之調整。由鼓勵各社會階層「各
歸其位之定著」，轉為各階級經濟條件「適得其所之區隔」空間治理手段。
「長期低利、分期攤還」之貸款制度，在今日看來似已習常，但在當時算是相當創
新之時髦作法。特別是在戰備時期還相信「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口號的國民黨政權，很難理解超過 3 年以上償還期之設定。兩岸對峙及政經局勢的變化，
不容得設想所謂長治久安的措施，特別是中央銀行部門，更是反對過久的償還期。但是
若無此機制設計，一般勞工與市民是根本負擔不起住宅費用。這也顯示國民黨與美國對
於台灣經營建設根本差異，許多研究資料顯示美國並不希望國民反攻大陸，影響區域之
平衡，反而希望國民黨認清現實，專心治理這個遷佔的小島國家，做肩負起反共之前哨
站角色。
84

鄔信寶曾歸納鼓勵私人自建住宅失敗的原因：一是都市無足夠之建築基地，私人自建築需要基地較
大，土地利用不經濟。二是單獨造屋單價高於集體造屋，不合廉價原則。三者購地、設計、請領建造、
申請貸款等手續，瑣碎麻煩，非每一希望有屋者能勝任。三是完備之設計，適當之購料，有效之監工
等，均須專人負責，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鄔信寶，19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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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各類辦法及貸款要點，依據各類身份住宅訂定月
息與攤還期數，如收入較好的中央民意代表及機關職員貸款則須在 3 至 4 年還款，而收
入條件最差之自助建屋(低層)勞工，則最多可延遲至 8 年內還清款項。1957 年《中國地
方自治》刊物中出現文章投書，「依據中美簽訂之 PPA 議定書，貸款建屋人須自籌與貸
款同數之款項，作為配合基金，購屋人必須先將配合基金用於建屋，然而使能貸與建屋
款項。但有識者經過細算後，發現 1957 年產業工人每月工資收入平均約在 500 多元左
右，依 PPA 議定書所定產業工人住宅貸款通常限定為台幣 7500~10000 元，月息八厘，
還款年限為七年。則勞工貸款每月須攤還本息近 200 元，實屬無力負擔」(何林，1957:8)。
顯示即使是 8 年的年限，一般產業工人也備感吃力。相對於市民階層來說，每月只付 300
至 500 元間很輕的款數，經若干定期付款後，就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並不困難(簡武
雄，1964:22-23)。唯一之解決之道便是繼續拉長貸款期限以降低每月還款數，1959 年〈台
灣省國民住宅興建管理辦法〉
將貸款期限延長至 15 年(直至 1975 年之前皆維持此期限)，
真正達致美援顧問團與聯合國顧問團「長期低利、分期攤還」之建議。
「長期低利、分期攤還」也有助於社會階層(特別是受薪階層)之定著，維持穩定。直
系承辦單位之保證人制度(承還保證人產業工人為借款人之服務機關負責人)，以及薪資
代扣利息(貸款本息，由借款勞工之承辦單位，於逐月發放工資時，按月扣轉至國民住宅
委員會，無固定雇主之職業工人，由縣市總公會負責收繳，農(漁)民由農(漁)會收繳)，
並由銀行設定抵押債權等還款制度，將各社會階層牢牢的穩固在生產單位以及周圍組織
內，透過定義身分與決定社會階層屬性，確保國宅興建之最低造價。而造價又與空間規
模有較大之連結，而非單純之貸款人之經濟條件。如農村住宅最高可貸款額度為每戶造
價不超過 3 萬元，而市民住宅貸款每戶造價以 1 萬元至 4 萬元為度。此時期對階層生活
之理解，並不純粹是農民收入高於市民，而更有可能是農宅所需之住宅空間規模(如農機
具室、曬穀等廣場空間)遠大於市民住宅，且農村居住人口數眾多。但這些限制有意思之
處，像是農宅不設最低規格，但市民與勞工住宅皆設有最低規格(1 萬元)，而勞工又被設
限在 1 至 1.2 萬之造價裡，而沒有機會獲得較大之住宅空間或較好之空間品質。
就如同 1930 年代美國一般，鼓勵勞工擁有自有住宅，被視為穩定社會的重要工具85。
同樣的運作邏輯被運作至台灣國宅計畫，有正職的有配有工人(或直系親屬同住)，即可
85

哈維具啟發性的論述，談及了住宅與勞動成本之間的關係：「由於住宅是勞工預算的重要項目，也
就成為商品生產與積累的主要目標。…住宅消費結構與住宅供應形式息息相關。1945 年美國面對潛在
積累的困境，有部分透過郊區化過程獲得解決，並創造出配合資本積累需求的新生活方式。」(Harvey,
20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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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民住宅貸款86，並於逐月發放工資時，按月扣還款，此舉表示工人必須具有家庭
穩定性且不能隨意更換雇主，否則貸款體制就會發生崩解。在市郊地方，國民住宅貸款
興建制度，不僅幫助企業或機構能安定工人或職員生活，達至社會穩定效果，同時也協
助政府將人口疏散到都市郊區或鄉村之目的。在都市不同住宅階層集居社區，易造成社
會不平等與社會分化現象，如 1970 年代為解決都市違建問題所興建之整建或勞工住宅，
由於住宅規格皆屬最低標準，在居民入住多年後反而造成貧民窟現象。且鄉村前往都市
打工的單身者，因無婚姻關係或同住之直系家屬，而幾乎無法承購都市國宅，而只能付
出高額的利率貸款購買或租用民間住宅。

(3) 空間區隔(特定對象集中住居)
當農村人口快速流動至都市，工人不可能持續在同一間公司工作 20 年退休，以及土
地和營建成本，乃至於營建技術之專業化，都無法再由一個家庭所負擔起建造房屋之工
作時，國家已無法透過法令之引導，維繫階層定著。且勢必須因應社會特徵由定著朝向
流動之轉變，調整新的治理方式，而從「人」的管理改由「物」(可量化之物理特性)管
制過程。1959 年改貸款人需自備相當配合金者，「貸款金額以「各類住宅規定之面積標
準造價總額 80%為限」，換言之貸款人須備有 20%之自備款。換言之，貸款金額是以平
房、公寓式住宅與兩樓式住宅等住宅類型之造價作為計算基礎。1964 年修訂〈台灣省國
民住宅興建管理辦法〉，將以前劃分勞工、漁民及市民(公教)住宅等類別之住宅貸款辦
法，一律改稱為「一般低收入國民」住宅計畫。貸款對象為中低收入國民(但經政府指示
拆除或因天然災害損壞住宅經專案舉辦貸款重遷建者，不在此限)。看似明確的界定了過
國宅貸款人之階級身分，但事實上並未清楚定義中低收入國民之評判標準，導致誰是中
低收入家庭的身分留有很大解釋空間。此時期貸款興建國宅住宅也改由控制「不得低於
總樓地板面積 8 坪(26.4m2)-20 坪(66m2) 之實際建造面積，超出部分貸款人自付」等實
質空間面積大小之限制。表面上的中低收入者之限制，法制化了 8 坪為最小居住水準空
間，並實踐於幾次大型整建國宅計畫，弔詭的是購買者未必是真正負擔不起較高住宅品
質之低收入階級，倒是在幾次的過濾效應下篩後，讓真正的低收入階層圈定在低落住宅
環境中，而使整建國宅日漸淪為貧民窟代名詞。而中高階層者則可透過不斷換房與流動，

86

申請貸款對象，已有助經濟發展與工業化之工人及漁民，各公民營工廠、礦場、企業組織、工會、
合作社及公營事業等有關機構團體興建之勞工住宅為範圍(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
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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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賺取價差利潤。本意為讓各階層國民定著於社會位置，維持安定之生活，卻因為國
宅貸款身份與移轉規範不足，意外地產生居住分化問題。

4.2「外援視野」與新國民生活的建構
4.2.1 美援協建期國宅
國民政府雖積極從事打造台灣為中華復興基地工作，但相較於軍事與經濟的復原，
「住宅」並非施政核心。然而，大量居無定所之人民(失業或新移民之剩餘勞動力人口)，
暗藏社會動盪與不安的因子，對美國安全總署與中華民國政府來說是「安定中求發展」
之隱憂。當中華民國政府將大部分資源投入國防與工業化領域，無心於住宅問題時，開
啟美國投入住宅興建技術支援之契機，起於 1953 年六月的一場颱風─克蒂。風災造成基
隆碼頭工人住宅損失慘重，而引起安全分署物資處顧問富來利的重視。由於他經常前往
基隆協助接運物資，與碼頭工人熟識，為改善碼頭工人生活，商請各外洋輪船公司，捐
贈大批壓艙木，作為建築材料，號召工人以自助方式造成廉美實用之住宅(鄔信寶，
1963:30)。首次小規模「自助建屋」之成功，讓住宅顧問們相當滿意，並建議將勞工自
助建屋擴大施實。
為進一步擴展「自助建屋」計畫，住宅營建計劃在美援相對基金(Counterpart Funds)
架構下，以年度專案計劃方式(PPA)，向駐台之美國「援外業務總署」 (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簡稱安全分署(FOA)87，提出 PPA 計畫 (Project Proposal & Approval)申
請。中華民國之管理單位則是「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Council for United States Aid，
簡稱美援會(CUSA)88，統籌編擬運用美援計畫書事項與美援物資訂購、接收、保管分配
等事項。「住宅」方面之援助歸屬為「技術援助」 (Technical Assistant Program)，由顧
問提供計劃諮詢、技術建議與資源調度等事宜 89 。年度專 案計劃書提出之前，由
FOA-Taipei 和 CUSA 共同討論現況，並由住宅顧問向 FOA-Washington 徵詢意見與釐清

87

全名為美國援外業務總署中國共同安全分署(簡稱安全分署)，1955 年後改為國際合作總署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ICA)，台灣稱為經合會。
88
台灣 CUSA 主要執行者為秘書長王蓬(Martin Wong)，由其協調各類住宅興建工作。1954 年內政部都
市住宅技術小組成立後，孟昭瓚召集人負責國民住宅興建籌備工作， 1955 年國民住宅委員會正式成
立，仍由孟昭瓚擔任主委負責統籌國民住宅計劃。經常參與討論會議還有國民住宅委員會研究與規劃
部門(Pu-Ying Chu)與公共工程局局長王章清(C. C. Wang) 。1958 年 CUSA 改制為(SGCUSA)，改由李
國鼎(K. T. Li)擔任秘書長。
89
自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之「Records of U.S. Foreign
Assistance Agencies, 1948-1961」與「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檔案內可見攸關住宅興建計畫之基本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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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報支費用之細節。或是向其他如 HHFA(住宅與家庭經濟機構)、NEFEB(Near East and
Far East Branch Housing Division)等美國直屬機構尋求資源支援。經過華府同意後，開始
執行年度 PPA 計劃，定期就各項計畫與台灣 CUSA 和其他相關單位(如國民住宅委員會)
商討問題與提出解決方式。若遇無法決議之問題，則由 FOA-Taipei 向 FOA-Washington
請示決議。每月住宅顧問須向 Assistant Director for Operations 報告計畫執行進度，並製
作報告書90。執行中的計畫，也會依據情況向美國其他住宅興建上述相關單位徵詢意見
與技術支援，或是將計畫執行成果分享給美國其他援助地區之分署、機構，彼此分享計
畫執行經驗91。【圖 55】
美軍來台協助住宅興建工作之顧問人員，歸屬於美軍安全分署顧問團之下。住宅顧
問群以浦路加 (Hugo V. Prucha)92為首要規劃者與執行者，大部分的官方文件由其擬定初
稿後，由署長或副署長發布。總署長官有的時候會加註一些提醒或轉達華府的建議與決
定。另配有台灣籍技術助理(AD/E) 張天開(T. K. Djang)協助外籍顧問們翻譯與溝通聯繫
工作。美援顧問對於住宅建設屬性之看法，基本上將住宅視為「消費性」事業，並將「住
宅供給」歸屬於福利性質之廉價住宅。因此，將焦點置於為最需幫助的勞動階層取得住
宅目標上。特別是向碼頭工人、礦工、鹽工等低階層勞動者之住宅問題解決。希望透過
「自助建屋」計畫，運用剩餘勞動力與自力的方式獲得房屋，這是美援第三世界國家時
經常採用之作法。

90

Hugo V. Prucha“The purpose of this report is to prepare for handy reference a brief and concise statement
on all ICA aided housing projects in Taiwan.”30 June, 1956,RG469,Box51(NARA)。”Housing in Taiwan
Aided B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ugust 1953 to June “30,1956,RG469,Box51(NARA)。
關於援助細節報告，包括:6 個 I.C.A 援助住宅計畫簡介:基隆瑪頭工人/相對補助礦工和鹽工/相對補
助高雄碼頭工人/相對補助邊遠島嶼(大陳)/550 補助/505 貸款/研究 402 補助國民住宅計畫/相對基
金和 402(505)貸款高雄碼頭工人/402 補助，補助總計 NT22,918,795.95。貸款總計 NT45,948,000.00。
借款人償還貸款 NT731,132.49。中國政府從銀行借了 NT20,000,000 用於國民住宅計畫，但是並沒有用
於工人住宅。中國政府還準備借 NT10,000,000，興建售價 NT28,000,000 之 1310 個住宅單元。
91
HHFA/IFA“News Notes.”30 October,1956,RG469,Box51(NARA)。內容有關 1.OAS，UNUSH 討論有
關拉丁美洲援助的住宅利益問題。2.哥倫比亞的 Piloto 計畫。3.古巴的住宅計畫。4.台灣颱風與泥磚住
宅。5.科威特的都市計畫。6.香港的住宅。7.伊拉克推動建設貸款立法。8.多明尼加住宅機構。9 建設
研討會。10.來訪者(機構與個人)簡介。
92
由於 Prucha 非工程技術專業，對於營建工作多力有未逮，掌管補給部門顧問(Supply Operations
Advisor) B.Fraleigh(傅萊利)積極爭取基隆碼頭工人自助建屋，而使得其在住宅營建方面反而有較多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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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美援相對基金架構下住宅興建運作流程與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美援顧問在住宅興建方面提供之「技術援助」包含: 財源籌措、組織建構、住宅法
擬定、技術導入與實驗、住宅設計建議、與興建示範住宅等工作。基本目標為協助台灣
住宅營建之自立自足。在「財源籌措」方面，各項住宅興建計畫資金來源有二93，一是
相對基金的補助，二是 Section 402(505)之貸款94。相對基金動用之概念為美援與中華民
國政府各自負擔一半之費用，其餘不足部分有的是由各公會福利金補足，或是另外向
Section 402 或 Section 505 貸款。自相對基金動支之原則來看，仍依循美援「相對付出、
他助而自立」基本方針，即使是贈款性質，貸款人仍須將建築費用歸還相對基金，以確
保有足夠之基金的循環利用。
93

如 Prucha 於 1953 年 8 月至 1956 年 6 月期間所作之統計，由 ICA(包含 FOA)援助之住宅計畫，總計
有 8,137 個住宅單元，相對基金與 402 號補助款共有新台幣 22,918,795.95 元。其中興建單位數最多的
是大陳難民安置計劃 4321 戶，次為國民住宅計劃 3364 戶，這二個計畫分為補助款與貸款二種。碼頭
工人、礦工與鹽工住宅由相對基金與 402 基金補助。
94
Hugo V. Prucha“The purpose of this report is to prepare for handy reference a brief and concise statement
on all ICA aided housing projects in Taiwan.” 30June, 1956,RG469,Box51(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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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建構」方面，各項計畫執行方式與組織架構，視專案計畫特性，由 CUSA 召
集相關人士(包含住宅顧問與各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商討方針、作法與財務規劃。以 1954
年興建鹽礦工住宅為例，其操作方式先籌備建築小組95(後命名為內政部鹽工礦工住宅興
建委員會)，由內政部推派代表為主任委員，此委員會包含:財務部鹽務總局、台灣省建
設廳、台灣省社會處、台灣省石炭調查委員會、建築住宅所在地之鹽業工會、建築住宅
所在地礦業公會、及專家所組成。工作小組任務包含:建築費之籌畫分配保管動用稽核事
項，住宅建圖標準及圖樣之決定，住宅建築基地之勘查，住宅建築招標督導驗收分配等
事項。並在委員會組織章程內特別條列得請內政部有關顧問列席，並建議建築藍圖該如
何設計之決議，應等會議人員參訪過基隆瑪頭工人勞工新村後，以及就已蒐集隻各式藍
圖加以比較後再決定。會議記錄顯示各項決議為集體討論之結果，但若審視 CUSA 與內
政部簽訂之「相對基金協議書」細部條文，會發現無論是補助款動支或建築細部圖樣皆
須經由「安全分署」確認核定後，方可進行。另外，CUSA 另聘懷特工程公司監督內政
部執行之計畫，並有權審視計畫執行各項房舍原料帳冊紀錄、通訊命令、計劃圖表、收
據傳票之各項說明。96以上具體條文，皆顯示安全分署之顧問群具有最終之決定權。
由於「美援」是一個凌駕於國民政府組織架構之上之強勢存在，而國民政府在很大
程度上必須依賴美國的支持。公共住宅興建工作，在遭遇國民政府內部政治問題或部門
間之制肘時，很大部分需仰賴美國顧問溝通協調。1954 年中華民國政府終於決定要開啟
大規模之「國民住宅計劃」，除原來的自助建屋外，該計畫包含產業工人、市民與營造
廠營建廉價住宅，署長(Director) Brent 特別去文農復會主委蔣夢麟，說明準備推展的公
共住宅計劃，應包含農村地區的人們，轉交由 Fraleigh 撰寫的計畫給予參考。美援顧問
不僅僅是計畫管理者更是主導者，甚至還需仰賴其作為國民政府內部不同部門之溝通工
作。又像是修訂住宅特別法時，前往拜會司法院長溝通修法進度等。
戰後最早與興建住宅相關之組織是 1950 年 6 月台北市率先成立「台北市市民住宅興
建委員會」。它係屬臨時性機構，由市長兼任主任委員，工務局長兼副主任委員，無固
定經費，乃利用民間資本與建地辦理「委託建築」，或是與住宅合作社、營造廠商等「合
作營建」，該會僅代為辦理設計、估價、監工及申請執照等工作，開啟公商合營與預售
制度先驅(劉欣容，2011)。該委員會自 1950 年至 1961 年間，共興建 3,090 戶住宅(馬玉

95

“礦工鹽工住宅建築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18,March,1954,RG469,Box76(NARA)。
“礦工鹽工住宅建築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錄和勞工住宅委員會組織章程與相對基金協議書”14,
April,1954,RG469,Box76(NARA)。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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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1986:85)。美援進入台灣後，積極輔導國民政府改造住宅機構與法令。1954 年 8 月
〈興建都市住宅示範房屋貸款辦法〉，1955 年 2 月〈運用美援相對基金興建國民住宅計
劃〉，隔年 1955 年中央成立「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該委員會前身為 1954 年成
立之「興建都市住宅小組」)，開啟了如孫文學說依人民之營業而異(各類職業)的國民住
宅建設時期，委員會成立後，另外設置勞工住宅委員會、農民住宅委員會與設計委員會
(楊灝，1970:7)。各興建委員會主要工作為運用美援相對基金，興建都市住宅、國民住
宅(含勞工/農民/市民住宅)及政府機關示範宿舍。【圖 56】並鼓勵民間投資營建之市民
住宅，以期快速增進都市的住宅量。除國家主導興建之大型住宅計畫外，美援顧問也鼓
勵小型建築合作社之實驗。1956 年考量 1952~1955 年成功試驗之勞工自助建屋計劃，再
增「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自助建屋貸款辦法」，目的在於鼓勵一般平民利用自己
勞力改善生活環境。貸款對象以重要工礦交通運輸業，漁鹽業之工人、農民，大都市中
以勞力為主者，以及各地平地山胞為範圍，並能充分使用自己勞力或互助分工之方式，
擔任所有粗細工作者為條件(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
1970:367)。
由於上述計畫內容非常簡漏，並不具備完整之法令條件。1957 年美援顧問進而協助
擬定《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與重組國民住宅委員會。1957 年公布《興建國民住宅貸
款條例》，貸款對象為收入低微之勞工、漁民、農民優先，但包括公教人員及一般需要
住宅之市民，各類對象有不同之貸款條件。並確定貸款原則為「長期低利」及「分期攤
還」，利率不得超過年息六厘(超過部分由國民住宅資金補貼 )之貸款建屋制度，並由貸
款機構取得住宅抵押權，作為還款的保證。由於「委員會」本身，並未納入政府正式編
制，其行政管理費用暫以美援基金貸款借存利息之差額支付。至設計研究所需費用，則
由美援相對基金另撥專款贈與(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
組，1970:11)。
而為了吸引民間資本投入國民住宅興建工作，制定營造廠商興建市民住宅(示範住宅)
貸款辦法，還款期則設為六個月，以期透過低利貸款，導引「資本」投入房地產(與相關
營造生產)市場，帶動國家經濟發展，一方面又透過國宅貸款(利息)補貼，讓人民靠自力
獲得所需的住宅，以期循環帶動房地產與相關製造業市場之活絡。官方相信只要經濟持
續發展，便可透過補貼政策，讓人民買到廉價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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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1955 年至 1958 年運用美援相對基金興建國民住宅計畫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表 14「美援國宅」各類辦法摘要

美援國宅

項目

(1953~1963)
計
劃
項
目

1955 年

興建勞工住宅貸款辦法





從事生產勞動之工人需滿 21 歲以上，且有配偶或
親屬同居者。
家境清苦，工齡滿 3 年。
自行提供製磚、修整地基或其他勞動作業者。
各縣市生活特別清苦，急需住宅之職業工人。

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農民住
宅貸款辦法






現無自有住宅之農民需要新建住宅者。
現有住宅已破舊損壞而須新建住宅者
以農會會員為限。
鼓勵自助建屋，可按其工作之多寡，還款作價扣除。

興建市民住宅貸款辦法



各縣市政府以協助收入微薄，無力建造或購置住宅
之居民(不包括軍公人員)。
以五都市及台北鄰近人口集中區為適用範圍。
應依照各市鎮都市計畫及配合疏散原則，勘定適當
基的。
鼓勵自助建屋，可按其工作之多寡，還款作價扣除。

運用美援相
對基金興建
國民住宅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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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廠興建市民住宅貸款辦
法




資金短少、周轉困難之登記合格營造廠商
應自籌與申請貸款數目相等之配合基金

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自助建
屋貸款辦法(1966 年補增)




收入低微無力籌措與貸款相等之配合基金者
戶主有正當職業、信用良好，在 21 歲以上並有配
偶或是直系親屬同居者
已有建築基地並獲土地使用權證明文件者
現無自有住宅或現有住宅破損簡陋不堪居住者
至少集有十戶以上並在同一基地或相近區建築者
凡基礎、砌牆、立架、蓋瓦及門窗等構造工程須由
貸款人及其家屬之勞力參加操作或其他申請人集
體互助分工建造。






1957 年

以 1955 年之國民住宅計劃為基準，進一步定義「勞工」、「農民」、「市民」貸款辦法
之「居住者身份」與「住宅面積」。所謂「勞工」係指從事生產勞動之工人(特別是重要

興建國民住

工礦交通運輸業、漁鹽業之工人，大都市中以勞力為主者，及各地平地山胞)，以及施工

宅貸款條例

期間願意自行提供製磚、修整地基或其他勞動作業者。而「市民」申貸條件則是居住於五
都市計劃區內(台北、高雄、台中、台南、基隆)收入微薄，無力建造或購置住宅之居民(不
包括軍公教人員 )，協助其逐漸獲得適當之居所。「農民」申貸條件則為居住在農村之農
民。

執

貸款主體

行



勞工住宅由各工廠、礦廠、公會、及國(省)營單位、交通運輸機構為申請主體。



農漁民住宅由各縣市政府、農(漁)會為申請主體。



市民住宅由各縣市政府、由其建築合作社或其他適當團體申請主體。或由營造廠自行

方

申請貸款。



式

自助建屋由各所屬工會、農會、合作社、公民營工廠礦場、企業組織、公營事業機關
及有關機構團體為申請主體。

資金來源

技術成員





管理方式

申請登記、抽籤、獲得貸款、完成興建。

管理/

住
宅
規
格

美援相對基金

1955 年
運用美援相
對基金興建
國民住宅計
劃

依住宅造價規範規模。







1957 年
興建國民住

FOA 住宅顧問
美援會
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前身為興建都市住宅小組)

勞工住宅:每戶造價:1~1.2 萬元(承辦單位得依據「勞工住宅建築規範」自擬
建築圖樣，但須符合每戶造價標準)
農民住宅:每戶造價不超過 3 萬元，並以包含自用勞力 1 萬元至 2 萬元為度。
(建築圖樣主辦機構可自行設計，並由委員會同意，分為甲乙丙三種)
市民住宅:每戶造價以 1 萬元至 4 萬元為度。貸款限額:
造價 2 萬元以下不受限。造價 2 萬~3 萬元之間，不得超過總額 30%。造價 3
萬~4 萬元之間，不得超過總額 20%。(主辦機構可自行設計，並由委員會同
意)
自助建屋:每戶造價不超過 9 千元，貸款額度最高 8 千 2 百元，自備款 10%
之配合款。(每戶建築面積不得小於 8 坪，建築圖樣由委員會製繪，承辦單位
可自行設計建築圖樣，並經委員會核准)

預設之各階層經濟條件與貸款興建之房屋規模，依序為市民、農民、軍公教與勞
工住宅，住宅面積約在 8 坪至 35 坪，分為甲乙丙丁戊級之住宅規模。

宅貸款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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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人自助建屋(1954~1959)
為求「安定」各階層人民之生活，美援顧問優先選擇收入最為低微、生活最為艱困
之勞動群體─碼頭、礦場與鹽場之工人，而與國民政府優先興建都市市民住宅有很大歧
異(甚至出現造價昂貴、住宅規格高之市民住宅，飽受輿論批評)。在美援顧問眼中這些
工人所居住之日式房屋不僅不耐氣候(颱風)與地震，簡陋破舊，還多人雜居在極小空間
內，生活非常艱苦。97雖然美援介入碼頭工人住宅興建是歷史的偶然，但不是沒有意圖，
改善最為弱勢的工人生活處境，能讓台灣民眾實質感受美援帶來的益處。
1953 年至 1956 年間共有四次工人自助建屋計畫，經過美援顧問有計畫之宣傳與推
廣，雖然只營建了 452 個住宅單元，卻受到廣大之迴響，並奠立國民政府對於營建國民
住宅之基本態度。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主委孟昭瓚曾在《中國一周》發刊「國民建屋運
動專輯」，初衷是介紹即將開展的國民住宅計劃給一般民眾，通篇發刊詞解釋「國民住
宅」的興建，並不是要耗費大量國庫，「而是要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國家應負的責任，
不過是計劃、組織、倡導、協助，和銀行貸放方面的運用」(孟昭瓚，1954:1-2)。「自食
其力」與「自建其屋」論述相結合，認為就算沒有錢但有氣力工作的人便可得到房屋。
進一步擴延為至合格的國民條件，「一個國民肯努力工作，才是改善生活唯一條件，既
不努力工作，又想享受，這樣國民，和他所構成的國家都是沒有希望!」的救國口號(孟
昭瓚，1954:2)。換言之，唯有勤奮又自助的人民才是合格的國民，他所構成之國家才會
有自強的可能。
在《中國勞工》中一篇〈十五年來的鹽工福利〉文中提到住宅與改善工人生活直接
關係：
「住宅與改善鹽工生活關係至大，在日據時期，鹽工住宅，成為『鹽夫寮』，簡
陋破舊，人畜雜居，故改善鹽工生活，必須需要改善鹽工住宅。…規定鹽工自出
勞力，購料自辦，一面以徹底整理宿舍附近環境清潔，清掃溝以求暢通為條件，
此項辦法，養成鹽工勤勞儉約清潔環境之美德，遇有自助人助之教育意義，亦為
安定鹽工生活久遠之計，最為鹽工所歡迎」(顏伯誡, 1967:15)。
顯示美援主導之勞動者住宅，希望透過自助建屋方式，強化勤勞儉約、自助人助之勞動
形象。

97

Chutter “Dockworkers’ Housing”,9,December,1953, RG469,Box76(NARA)，內容為製作基隆碼頭工人
住宅影片的計畫書(包含目前工人居住的悲慘情況)。

124

工人自助建屋住宅多選擇鄰近工作地點之區域，碼頭勞工新村鄰近碼頭周邊，如基
隆碼頭工人住宅興建在牛稠港邊虎仔山山腰上(中山區健民街一帶)98，為提供碼頭工人子
女就學，週邊建起許多學校，如虎仔山腰的港西國小、大德國中，罾仔寮山腹的太平國
小及通仁街的中山國小等。而其他礦/鹽工住宅也多分布在礦場與鹽場之地區，如七股、
新塭、萬里、八斗子、鶯歌、四腳亭、猴硐、菁桐坑、汐止、十分寮等。其中規模最大
者為鹽工住宅【圖 60】，台鹽福利會從 1952 年至 1964 年間（民國 45 至 53 年）在各鹽
場共興建了 250 戶 9 個新村之住宅99。
工人自助建屋住宅為簡易之住宅，呈顯出工人集居之居住型態。這些住宅多為四戶、
六戶或八戶連棟組成之排屋【圖 57】，雖為集居型態但少公共設施，僅設有共用之戶外
給水區與洗滌區【圖 58】，週邊設有竹編圍欄與水溝，以界定社區範圍。排屋組合方式
採背面對背面(廁所相對)，中間預留共同使用廣場，或是排排坐(正面對背面)方式，相較
於殖民時期公營住宅臨路正面對正面之配置方式，面容一致之工人住宅立面設計，更像
是列隊整齊之軍事營房。【圖 61】社區整體座向主要受限於基地選址(像是基隆碼頭工
人住宅位於虎仔山山腰，住宅座向不得以須依地形朝向座西朝東)，而不一定能維持南北
座向，且自助建屋政策立基於貸款人須自備土地，也不一定能如殖民時期公營住宅整體
規劃道路系統，營建整齊之方格狀社區。與殖民時期公營住宅相較，道路系統、植栽與
電力設施等公共設施較為不足【圖 59】。這類住宅由於為中美合作之自助建屋專案、頗
具代表性，社區入口皆會設有中美合作之標示或是插有中美兩國國旗，以示友好互助【圖
57、圖 63】。

98

中華文化總會走讀台灣網
站:http://www.walkingtaiwan.org/content/county/city_POI.asp?jid=109&bid=10&ids=894 取用時
間:20150719
99
後圖 60，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6725497，照片附件說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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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正面

房屋背面

製磚廠

戶外給水區/
洗滌區

中美合作
國旗

竹編柵欄

下水溝

下水溝

圖 571955 年高雄碼頭工人新村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圖 581955 年高雄碼頭工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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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房屋正面

101

電線
通氣窗

六戶一幢

圖 59 1956 年勞工住宅竣工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100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 005027290，創作日期:1955。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 005027288，創作日期:1955。
102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 0005027679，創作日期:1956。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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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房屋背面

圖 60 1956 年七股鹽工住宅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103

圖 61 1955 年基隆市西定路、東明路新村建築規劃說明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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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住宅顧問聘請自美歸國之青年建築師王大閎為基隆碼頭工人設計住宅105，期以
利用以簡單的材料與構造方式，快速建造、廉價耐久之房屋。《中國勞工》「半月時事」
專欄裡介紹這些房屋的形式：
「每戶雖然只有十四個榻榻米，但屋樑及四角均用木造，木板天花板，水泥地，
既美觀，又堅固。正房之外，每戶還有一個半擱樓，一個獨用的廚房，兩家合
用一個廁所106，每戶五六人正好合用。而造價不過一萬元，住戶只要每月付出
八十元，十年期滿即是自己所有」(白石，1955:2)。
從描述、圖面與照片中，這些小屋多為 4~8 戶連棟組成排屋。第一期之基隆碼頭工
人住宅以木樑、清水水泥空心磚為結構，紅土瓦屋面，屋簷下有透氣窗，地板與擱樓之
間以簡易木地板連接，地面為混擬土地板。【圖 62】稍晚興建之鹽/礦工住宅，結構則
改以高壓製磚機壓成水泥混合土磚之磚構造。這些房子僅需六十天工(每天八小時)即可
快速營建完成。【圖 63、圖 60、圖 64】王大閎設計之基隆碼頭工人住宅(室內坪數 7 坪)
103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6725497，創作日期:1956。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27142，創作日期:1955。
105
在勞工住宅方面，以內政部勞工住宅委員會另聘之經濟顧問 Etter(葉德)為主，參與討論勞工住宅計
畫之內容。1954 年 R. J. Burroughs (國際住宅財務顧問)抵台協助住宅興建財務工作。但台灣 CUSA 也
一直向美方表達 Prucha 不適任之意見，希望因住宅計畫之擴張，增聘具有社區與工程經驗之專家，協
助自助建屋計畫。美方建議籌組「自助建屋行動示範小組」前往各勞工社區示範自助製磚技術。住宅
建築設計工作，則委由留美之建築師王大閎(Da-hong Wang)擔任顧問，協助每周 20 小時的廉價住宅以
及公寓等建築設計工作。如基隆碼頭工人住宅即是他所設計。或是將住宅之設計形式轉交由懷特公司
協助評估。
106
事實上是各戶擁有廁所，新聞內容有錯。NARA 檔案中也有應更改設計為每戶獨有廁所之要求。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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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其他建築師如鄭定邦與陳仁和設計之勞工住宅(9 至 12 坪)【圖 65】，更為狹小，但是
半擱樓的設計頗為新穎，可利用屋架下方空間多爭取一間房間【圖 63】。

社區入口
通氣窗

半擱樓

圖 62 1953 年基隆碼頭工人住宅

圖 63 1955 年高雄碼頭工人住宅

(白石，1955)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107

圖 64 1955 年鶯歌礦工住宅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108

自建築立面來看，並不強調個別家戶形象，更像是工寮宿舍，若不仔細判讀，很難
區別各別家戶所屬之空間領域。【圖 65】最為常見之作法是每戶人家配有一單/雙推門，
以及大面積之玻璃拉/開窗，窗戶全部採用玻璃材質，以利採光。【圖 66】為維持家庭
107
108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27289，創作日期:1955。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27283，創作日期: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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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私密，正對道路視線以下之窗戶採用磨砂玻璃，視線以上採用清玻璃。【圖 64】為
求經濟，除王大閎第一批設計之基隆碼頭工人住宅設有通氣窗，採用旋轉窗、推窗等因
應不同空間需求之窗戶設計外【圖 65】，其他工人住宅皆改採上拉窗方式，維持空間對
流。【圖 66】雖然「台灣機械公司美援勞工住宅」檔案內尚有採取廚房獨立出入口，類
似於殖民時期公營住宅廚房之設計建議方案，但似乎未有實際蓋出之案例。【圖 67】
旋轉窗

推窗

拉窗
圖 651953 年基隆碼頭工人住宅/王大閎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109

上拉窗
玻璃拉窗

植栽
圖 66 1956 年「台灣機械公司美援勞工住宅」其他建議方案 D 型/鄭定邦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110

大門

廚房門

圖 67 1956 年「台灣機械公司美援勞工住宅」其他建議方案 D 型/未署名設計者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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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台灣機械公司為興建勞工住宅，檔案中顯示建築最終設計者由留學日本早稻
田大學之高雄本地建築師陳仁和取得建築設計權，但這之前台灣機械公司也參考了另外
109

台灣檔案局(TNAA)典藏機關檔案，台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0041/辛 BA/1，美援興建勞工房屋/興建
勞工住宅及其他房屋相關事項。
110
同上。
1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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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種建築設計方案，一是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與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王大閎
所設計之基隆碼頭工人住宅，二是畢業於中央大學建築系之上海建築師鄭定邦設計之建
議方案。三種建築設計方案恰略可看出受美式、中式與日式建築教育之建築師對於工人
住宅空間觀念之差異。在地坪觀念上，除留日之陳仁和延續榻榻米(木地板高床)與兩向
拉門，以適應彈性利用之寢室設計外【圖 69】，王大閎與鄭定邦所設計之住宅皆屏除木
地板，但維持拉門作為空間之隔間，有限度的採納日人彈性利用居室之優點。【圖 68、
圖 71】可彈性利用的拉門式房間由三向開放，轉為單向開放、逐漸固定化的趨勢。王大
閎又與鄭定邦設計概念有所差異，在造價與面積之設計要求下，王大閎以發展閣樓方式，
解決住宅面積不足問題，淺色木構造牆面與窗框，自外觀看來頗有美式木構造小屋建築
形象轉譯之味道。無論如何，和式住宅無須仰賴走道連結房間、舖滿榻榻米、可利用拉
門彈性雙併的大房間之空間特色，皆被受日式、美式與中式建築教育之設計者所繼承。
客廳餐廳合併為起居室(自可彈性利用的居室中分化出來)，臥室與客廳機能專用之
住宅形式，似乎更貼近台灣人在日人殖民以前之居住方式，同時較為國民政府所接受。
在經濟(低於 1.2 萬造價)要求下，各類自擬之勞工建築圖樣，須經由國民住宅委員會同意，
陳仁和設計之「台灣機械公司美援勞工住宅」上呈公文時，被美援住宅顧問認為應盡量
以經濟實用為原則，要求屋架大料應與平頂直接連結，並將屋架牆頂之墊木取消，門窗
上的過樑宜可利用鋼筋混擬土拉樑，而不用另外作遮雨篷，並以屋頂出簷作為遮雨篷，
這樣一來便又可以節省牛腿與細筋之費用。112然而，陳仁和的設計並不是刻意浪費，而
是延續了和式住宅重視進口玄關轉換室內外空間性質之傳統，儘管他所採用的是西式雙
開門之切割比例。【圖 70】他細心經營了大門入口，透過台階與遮雨棚下空間，雙開門
營造出有別於脫鞋入內之玄關空間，但又比王大閎與鄭定邦所設計之大門更具入口意象。
陳仁和之「台灣機械公司美援勞工住宅」案呈顯出日式建築設計技法與台人傳統生活方
式的雜揉，巧妙地將和式空間的彈性利用特性，注入新時代的國民住宅。

112

台灣國家檔案局(TNAA)典藏機關檔案，台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0041/辛 BA/1，美援興建勞工房屋
/興建勞工住宅及其他房屋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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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拉門

水泥地

木直梯

擱樓樓板位置

圖 681954 年「中美合作基隆碼頭工人住宅」平面圖/王大閎設計
113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

木地板
(高床)

圖 69 1956 年「台灣機械公司美援勞工住宅」平面圖/陳仁和設計
114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

雨遮

木地板
(高床)
圖 70 1956 年「台灣機械公司美援勞工住宅」剖面圖/陳仁和設計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113

115

台灣國家檔案局(TNAA)典藏機關檔案，台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0041/辛 BA/1，美援興建勞工房屋
/興建勞工住宅及其他房屋相關事項。
114
同上。
1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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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地

拉門

圖 71 1956 年「台灣機械公司美援勞工住宅」其他建議方案/鄭定邦設計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116

(2) 示範住宅(1955~1961)
1954 年《中國地方自治》雜誌上曾有人投稿，針對都市住宅的興建提出呼籲「城市
人口缺乏休養，是民族健康上重要的問題。此一問題不僅是生理衛生的問題，也是心理
衛生的問題；不僅是體育的問題，也是智育和德育的問題。所以要增進國民的康樂，首
先要為國民造就康樂的環境。」(張逢沛，1954:13)美援運用委員會與興建都市住宅興建
小組，提出擴大國民住宅興建計劃時，與國際合作署(ICA) 共同決定籌畫一場示範住宅
展覽，目的是：「加深國人對建造標準住宅之認識，藉以改善國民住宅，藉公開徵求批
評，可達一最受社會歡迎之標準式樣式，再大量興建，進而達到解決國民居住問題…」
117

在美援顧問報告中，展覽除向民眾展示高品質、低造價與現代住宅設計外，更為重要

是藉由徵選與發包過程確認營造廠之興建成本，以作為後續法令之參考。並透過大力宣
傳，讓一般民眾知曉國家正在開展一大型之住宅興建方案，促使建築師和建築承包商投
入國宅興建工作，並運用其想像力和精力開發出更好的住宅(王紀鯤，1990:36-37)。118

116

台灣國家檔案局(TNAA)典藏機關檔案，台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0041/辛 BA/1，美援興建勞工房屋
/興建勞工住宅及其他房屋相關事項。
117
〈國民住宅今起申購三十一日公開抽籤〉中國時報報訊，3 版，1955/10/15。
118
ICA Taipei “National Housing Exhibition”7,November,1955,RG469,Box8(NARA)。
原文為「The purpose of the exhibition was to demonstrate good quality, low-cost, modern house designs and
to establish the exact costs of these buildings as built by private contractors. A further objective was to
publicize the contemplated National Housing Program and acquaint the public with the field of housing in a
country where there had never a previously been a nationally organized housing program. A still further
purpose was to harness the imaginations and energies of architects and building contractors for developing
and building better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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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舉辦住宅展覽推廣現代住宅與生活方式並非新意，早在 1927 年由密斯所主導之
「Weissenhof–house」119計畫，即為全世界的人們展現了人類對於未來生活的態度與期
望，與體現新時代的居住精神。特別是他所採取的策略，以示範性與藝術性的展覽方式，
宣誓著與過去生活方式的決裂，在當時雖引起極大的爭議，但為了符合新時代的機能精
神，取消了一切不必要的空間和裝置設計，並徹底排除裝飾，突顯居住在其中的人的活
動，達至「合理與經濟」的住宅建築要求，卻深刻影響亞洲追尋現代性身影之嘗試(王
紀鯤，19907-17)。自殖民時期舉行之各類小住宅設計圖案懸賞與展覽會至美援時期的示
範住宅展覽，在操作與用意上，確實近似 weissenhof- house 概念的模仿，特別是以實驗
性住宅社區之實體展覽，作為啟發民間對新型住宅之認識，測驗各種住宅之接受性與徵
求民眾意見之目的(公共工程局，1961:1-2)。
本文所指稱之示範住宅為 1955 至 1961 年間由美援顧問主導之住宅展覽，一是 1955
年與 1961 年台北信義路與敦化路周邊市民示範住宅，二是彰化中莊子之農村示範住宅，
三為花蓮美崙示範國宅社區。其中花蓮美崙國宅雖未冠上示範住宅等名稱，但是公共工
程局第一次籌劃設計之大規模國宅社區，具有集中興建社區之示範效果。這些示範住宅
案例興建位置，於都市地帶結合市郊開發，以及朝向台北市東北段新生北路以東至復興
北路之間的新興住宅區發展(陳正祥，1957:30-31)。如 1955 年信義路四段之都市住宅示
範房屋展覽計劃，以及 1961 年敦化路之台北市示範住宅展覽計劃。1954 年至 1964 年
之獎勵興建之公寓式住宅，某程度示範了現代高層化居住之空間形態。而在農村地帶則
是以災害重建與鄉村疏散為主軸，彰化中庒子與花蓮美崙都是受到風災侵襲之地區，這
些地區所興建之示範農村住宅，是由美援顧問、農復會以及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共同籌
辦之鄉間版住宅展覽計劃。
1955 年正式啟動之「信義路四段之示範住宅」展覽計劃120，為尋得理想之都市住宅
建築方案，以公開徵求圖案方式邀請全國建築師與營造廠參與徵選，並從投稿之 102 種
119

Weissenhof- house 的工業化與模組化的設計理念，引起了國內建築界的重視。技術官員與建築師們
引用這次展覽會所提出的「合理化」與「標準化」觀念，特別是 Gropious 的工地現場預鑄的營建方法，
作為房屋工業化的第一步。並認為在工業化大量生產下，降低房屋造價，則可造福更多的中低收入家
庭擁有住宅。
120
〈內政部徵求都市住宅示範房屋設計圖案及登記承造人說明書〉內顯示，建築圖樣之徵集並不限定
興建住宅之規格(面積)，而以「造價」為分甲乙丙丁四個等次，並規範住宅內部之空間需求。完工之
住宅最高售價者為九號甲種 84,000 元，由龍門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三泰營造廠)，而最低售價者為十六
號丁種 16,598 元，由永利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大陸工程公司)。但是在美援的報告中住宅造價原應在
10,000 至 36,000 之間，造價上漲原因很大部分來自土地與材料之漲價。1955 年〈興建市民住宅貸款
辦法〉內也註明每戶造價以 1 萬元至 4 萬元為度之貸款上限，顯示美援與國民住宅委員會認為應視市
民之多元性，給予住宅造價貸款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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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定 51 種，根據防風、防震、防蟻、經濟、衛生、雅觀等原則設計，企圖展現都市
地區各收入階層之現代住居標準。但在首次公開展覽時卻飽受批評，一些批評者指稱房
屋造價太貴，一般人根本買不起，而認為住宅展覽應提出住宅問題之解決方案，而非理
想住宅形式之示範121。但由於這些房屋之售價皆低於市價之 70%，才消除了批評者對於
主辦機關過度理想化住宅問題之疑慮。儘管輿論有些雜音，但本次展覽獲得很大迴響，
民眾開始期許國民住宅委員會盡快興建大量之住宅，而私人營造廠也開始對興建私人住
宅感興趣。學界也參與所有的基礎工作，美援顧問認為透過展覽的籌畫，學生們展現了
活力並為實際社會生活貢獻一份力，值得作為亞洲青年之榜樣。總言之，這場盛大又全
面動員之示範住宅展覽，為民眾帶來全新的視野，美援顧問記錄這場展覽所帶來的意義
122

。這項展覽不僅讓國民意識到現代之住宅營建，有別於傳統住宅歸屬為私領域之事務，

而具有公共性與發展性，政府應肩負起解決住宅之責任等革命性觀念之啟發。
美援顧問認為這批住宅設計水準高，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展演(the public was
impressed with the startling show presented.)。這些住宅設計為平房，以屋頂形式斜屋頂/
平屋頂區分為中、西式，仔細審視又似乎是一種「中西混和」之住宅形式。如中式斜屋
頂者，採取的是現代不對稱設計手法，重視屋頂與量體變化，呈顯出一種現代小住宅的
新氣象。外觀上不追求完整之立面效果，而更似傳統住宅之單伸手建築形式，入口不再
位於中軸線上，大面積開口部(落地門與開窗)只要是為爭取通風與採光，與落地門窗連
接之戶外平台，不再是與庭園相接之室內緣側空間，而是實質的戶外生活空間。【圖 72】
西式平屋頂者，則採取中軸線對稱，中間為大門入口，左右為廂房，類似傳統民居之一
條龍布局。【圖 75】又有兼容於和式屋架與山牆與中式傳統單伸手格局之混合作法，創
造出既有東洋風又非塌塌米(座式)之生活風格。【圖 73、圖 74】

121

這批住宅招致一些批評，認為國民住宅為政策性有計劃之建設，應配合現代環境與經濟做最有效運
用。而連棟式房屋亦只顧低價符合不切實際之預算，並未顧到實用是否舒適，達到便宜目的，進而達
致改善民生，提高國民生活之目的(鄔信寶，1963:30-31)。
122
IHAS/W“Idea and Methods Exchange No.30”5,December,1955, RG469,Box8(NARA)。
原文為「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Housing Exhibition to Taiwan the reader of this report
must remember that organized housing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plans and modern methods was formerly
unknown in Taiwan or China. Few ever considered their housing problem on more than just a personal basis
and nothing was done previously to try to solve housing problems through organizes government action.
Thus, NHC and its National Housing Exhibition and Programs in a sense represent a loc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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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氣孔

通氣孔

斜屋頂

入口

入口

遮陽棚架
圖 731955 年台北信義路示範市民住宅(興建一村)

圖 72 1955 年台北信義路示範市民住宅

124

(資料來源:聯合報，1955)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23

平屋頂
入口

圖 741955 年信義路示範市民住宅

圖 751955 年信義路示範市民住宅

(資料來源:中央社影像資料庫)

(資料來源:中央社影像資料庫)

而 1961 年由台灣省政府國民住宅興建計畫委員會議定之「台北市敦化路示範住宅」
展覽計畫，則是國民政府技術官員第一次大展身手之處女秀。本次示範住宅計劃由土地
銀行提供土地與資金，社會處主持、公共工程局邀請建築師共同設計，施工，採取各種
不同之式樣構造，藉以試驗各種建材之優劣，啟發民間對於新型住宅之認識，測驗各種
住宅之接受性，徵求民眾意見，以作為今後住宅技術上改建參考(公共工程局，1961:1)。
展覽選址在東區敦化路 355 巷兩側，由於土銀提供之土地並不方整、且被都市計畫道路
貫穿其間，基地被區分為六小區。【圖 76】並設計配置有 26 種(78 戶)之二層樓之住宅
形式125，由於擔心水壓不足，另外設有水塔與蓄水池，以避免無法充分供水給高層住宅
用水，房屋興建完成後，現場展覽並辦理申購。126本次興建之示範住宅售價，遠遠超越
123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碼:00001982788，創作日期:1955/10/16。
聯合報 100 年 9 月 18 日〈典藏歷史聯合報一甲子─1955/10 信義路興建國宅〉附圖。
125
連棟式(甲 3 式 12 戶、乙 3 式 10 戶、丙 2 式 8 戶)、雙併式(甲 3 式 6 戶、乙 4 式 8 戶、丙 4 式 8 戶)、
獨立式(甲 3 式戶、乙式 3 戶)、公寓式甲乙丙 18 戶等。
126
用地填高與道路設施、排水溝渠及水電幹線等設備之加設，皆影響房屋造價，最便宜者標價為 11
萬 5 千 2 百 32 元(室內面積 16.38 坪)，比起原先預設之丙種 7 萬元~9 萬元高出許多，投標者還須先預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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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之「信義路四段之示範住宅計劃」
，這批示範住宅對一般市民來說是非常「高貴」
的。
審視國家文化資料庫之歷史照片，台北市敦化路示範住宅計劃寬敞之街道尺寸與前
庭後院之住宅配置，再加上現代主義設計所重視量體比例之方盒子，嚴然是一幅西方郊
區住宅社區之景致。【圖 77】儘管所籌得之基地並不方正、完整，但已有都市計劃作為
底圖，依循著格狀街道系統規劃之住宅配置，另外在一大街廓內另外規劃小巷，以容納
更多住宅單位。【圖 78、圖 80】由於已有都市計劃劃定街廓與道路系統，導致部分住
宅基地不得不留有寬敞之後院。【圖 79】
台北市示範國民住宅與殖民時期公營住宅最大差異乃是自街道轉入自宅內部的感知
過程，門前的草坪與門廊空間隱含著對美式郊區住宅之模仿，同時也是領域之界線 (雖
然幾年後這些區隔街道與住宅的草坪，逐漸被低矮的圍牆所圍繞，或是被加蓋使用)，
這樣領域界線不如殖民時期公營住宅低矮的圍牆來得明確。【圖 78】住宅的正面與背面
與公營住宅也有很大不同，如果沒有細心比對平面配置，光從潔白的外觀很難一眼辨別
出房屋的正面與反面，反之公營住宅卻是很容易能讀出住宅單元與正背面特徵。
【圖 79】
可辦認之線索是置於住宅背後之水電設施，如裸露在外壁之水電明管，以及廁所通氣窗
等。【圖 80】這些特徵顯示美式住宅與和式住宅之入口與街道之間關係，公共與私密領
域之理解有很大差異。和式住宅自前院圍牆木門進入後，基本上就進入私人領域，圍牆
是為公共與私密之交界處，而美式住宅卻是透過草坪以及隱形界線，來感知住宅之私領
域與作為集體社群一份子之社區公共感。兩種不同之社區景觀，顯示集居生活中兩種形
塑個體與社區認同之空間文化形式。

付押標金 1 萬 5 千元。這次投標程序因價錢昂貴，購買者少，甚至進行二次標售，但也僅標售 39 戶，
還有一半未售出，顯見這批示範住宅對一般市民來說真是非常「高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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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棟
連棟
公寓
水塔

連棟

圖 76 1961 年台北市敦化路示範住宅基地範圍
(公共工程局，1961)

道路

水塔

陽台

前廊
庭院

電線杆

圖 77 1961 年台北市敦化路示範住宅水塔與蓄水池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圖 78 1961 年台北市敦化路示範住宅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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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後門

128

水管

後院

小巷
圖 80 1961 年台北市敦化路示範住宅街景

圖 79 台北市敦化路示範住宅後院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127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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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國家化資料庫系統識別碼:0000871426，創作日期:1961/10/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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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住宅除三樓層公寓外，其餘全為 2 樓層之獨棟、雙併或(四戶)連棟住宅形式，
雖說是為求經濟、節約土地，倒不如說是對雙層化現代小住宅形式之想像。兩層樓住宅
創造了遠眺全景之陽台風景，住宅正立面多設計可穿透光線之大面積水平開口部(玻璃
窗、落地窗與角窗)，向參觀者展現「穿透」與「層次」之現代空間美學。【圖 81】有
趣的是「陽台」與「露台」風景並非美式郊區住宅之特徵【圖 85】，反而更像是熱帶
地區殖民地住宅樣式，所搭配之推拉門設計，也與日本殖民時期門窗之分割比例有較高
相似性，由於每戶尚預留有空地，陽台空間不作功能性使用而作為遠眺景觀之用。【圖
82、圖 84、圖 86】取消作為住宅內外部(穿脫鞋轉換心境)之玄關空間，改以具高地差
之前廊加上迂迴(非直接看見大門或是轉折後進入大門)路徑方式進入室內空間。住【圖
81、圖 83】延續中西合併之設計思維，部分斜屋頂式住宅，乍看之下好似堆高的積木，
上層是台灣傳統磚構造住宅，下層又是具有和式緣側與拉門意象之落地窗外廊，再裝載
上具現代感之陽台意象，呈顯出奇異又令人啼笑之東西合併住宅形象。【圖 84】整體
來看，住宅建築之設計依循著現代主義重視量體、開口部位置、比例與簡潔的線條，沒
有多餘裝飾等設計原則。特別是自開窗位置與比例更能呈顯出因應室內機能所作之呼應，
如在建築外觀上輕易判讀出開大面落地窗之客廳、狹長比例之高窗之廁所，以及設有空
心磚牆之樓梯間等設計原則之實現。【圖 89】
台北市示範國民住宅展覽說明手冊中，說明室內滿足現時家庭人口統計每戶為 5.3
人，即每一住宅應設有 2 至 3 個臥室之需求。圖集中所再現之家具配置，也可發現這些
住宅規模預設為容納 5 至 6 人之設計，建築坪數也放寬至 15 坪至 30 坪之間，也符合鼓
勵投資貸款興建之住宅每戶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 100m2，不得小於 40 m2 之規定。建
築淨高度則引用澳洲與英國住宅之研究成果，定於 260 公分至 270 公分之間，設計者承
認這樣的室內高度其實遠低於當時既有之住宅室內高度，但符合經濟適用原則。室內配
置特徵則展現在一是廚房之專用(獨立之空間且空間)與儲藏室，二為臥室之專用與鑲嵌
的櫥櫃，三為廁浴室合一之衛浴空間(BWC)等設計。【圖 89、圖 90】
這個展覽是公共工程局官員與美援顧問攜手打造之住宅大秀，展現了中西方居住文
化之混種經驗，坦白說這些住宅品質相當高，根本不是一般市井所買得起的，也絕非國
家財政負擔的起公共住宅，但作為理想之現代住宅形式之實踐，回歸幾何形式之理性、
材料之本質，以及極端樸素與工業技術之展現，倒也不失為一次精彩的實驗。
129
130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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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廊

陽台與落地窗
窗

陽台

角窗
落地窗
窗

圖 811961 年示範住宅展覽-雙併乙三圖

圖 821961 年示範住宅展覽-連棟乙二圖

(公共工程局，1961)

(公共工程局，1961)

陽台

入口前廊

陽台

落地窗
窗

圖 84 1961 年台北市示範住宅獨立乙三

圖 83 1961 年台北市示範住宅連棟丙三

(公共工程局，1961)

(公共工程局，1961)

空心磚牆

露台

陽台

落地窗
窗
圖 85 1961 年台北市示範住宅獨立甲一

圖 86 1961 年台北市示範住宅雙併甲一

(公共工程局，1961)

(公共工程局，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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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導管

斜屋頂

陽台與落地窗
窗
圖 87 1961 年台北市示範住宅連棟甲三

圖 88 1961 年台北市示範住宅公寓

(公共工程局，1961)

(公共工程局，1961)

圖 89 1961 年示範住宅展覽-甲式獨戶住宅
(公共工程局，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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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0 1961 年《台北市示範住宅》中英文面積標示與美式製圖法
(公共工程局，1961)

早在 1955 年「信義路四段之示範住宅計畫」之前，基於土地利用效益角度，美援
顧問及台北市長提出台北市應致力於推廣公寓式住宅之建議，但遭逢民間(特別是議會)
很大之阻力，輿論普遍認為公寓是一種洋化之表現，分戶產權之作法並不適合民情。1956
年至 1959 年間，台北市民住宅委員會率先在三張犁興建二層樓分戶公寓後，陸續在基
隆路、光復路、南京東路等地方興建三層樓公寓，雖逐步改變人們對公寓生活之觀感，
但缺乏相對應都市基盤設施，各項安全循環系統所造成之居住問題，讓公寓的居住者感
到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劉欣容，2011:151-158)。這批公寓配置除為高層化基本要件外，與
陳仁和設計之勞工住宅配置思維無大差別，廚房與廁所仍視為應殿於主屋之別屋，由戶
外轉進。浴室也不必另外配置，僅在廚房一隅即可，同時為擴大廚房也迫使室內一間房
間，失去對外開窗而為暗室。【圖 95、圖 96】
但是都市地區興建立體式公寓，乃是美援與省政府空間治理方向，為說服民眾接受
公寓，1961 年「台北市敦化路示範國民住宅」規劃之公寓意圖展現高效率(具有煤氣管、
垃圾導管與抽水馬桶)之集居生活。【圖 88】1962 年〈台灣省鼓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辦
法〉訂定投資興建國民住宅，須為二層樓以上之各式住宅，帶動民間四樓層公寓，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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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聯合新村與光武新邨之興建131。【圖 91、圖 92】由於民間投資興建住宅本預設為中
階層市民住宅，住宅規格不僅較為放寬，且規定須興建樓房才能得到貸款，而願意採取
公寓形式。民間投資興建住宅辦法內，規定三樓層以上建築，須設有垃圾導管，以吸引
中上階層民眾購置。1964 年興建光武新邨示範了中上階層公寓生活，住宅室內面積約為
38 坪，配置有三房間(或是將其一間房改為書房)，客廳、餐廳，廚房與一套半衛浴，並
設有前後陽台，前陽台與大門連結，做為轉進室內之中介空間，並為眺望室外景觀之用，
後陽台與廚房連結(設有煙囪與垃圾導管)，作為服務性空間之延伸，甚至還設有傭人房。
【圖 97】以今日眼光來看光武新邨公寓，機能完備、通風與採光皆仔細考慮，堪稱為高
品質之居住環境。1971 年舉辦之經建成果展覽會，展示了光武新村介紹與模型，顯示國
家將獎勵投資之四層公寓視為重要成果。【圖 93、圖 94】

131

1962 年安全分署業務處蘇鴻炎承辦美元房屋贈款業務，熟悉貸款業務且與省府有關人士相交甚歡，
事先徵得安全分署副署長詹姆斯同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興建聯合新村，一二期共建有二百幢房
屋建造完成(鄔信寶，19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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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1964 年台北光武新邨一至三期位置圖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圖 92 1964 年台北光武新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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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1971 年經建成果展覽會─光武新村模型

(台灣省社會處，1966)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132

133

台灣國家檔案局(TNAA)典藏機關檔案，台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0053/511/5，房屋購、售、修
建及分配。
133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碼:0000637662，創作日期:197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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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台北敦化路周邊獎勵投資四樓層公寓
134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對外
開口

圖 95 1956 年台北光復路二樓層市民住宅平面圖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1964)

暗室

廁浴
分離

煙囪/
垃圾
導管

圖 96 1959 年台北南京東路三樓層公寓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1964)

圖 97 1964 年台北光武新邨 B 型隔間配置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檔案館)
134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33024，創作日期: 196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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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花蓮美崙國宅社區之開發則是向東部農村疏散興建示範國宅社區之案例。1958
年「溫妮風災」造成花蓮地區房屋損失慘重，居民流離失所。同時為配合花蓮港開港，
台灣省主席周至柔蒞花蓮視察後，認為有積極建設之必要，商得美國安全分署、美援會
暨農復會等有關單位的支持，貸款 1,150 萬元，於美崙地區開闢新市區。本市區由公共
工程局負責設計、監造，共建有 460 棟住宅，社區規劃配以各種公共設施，例如：給水
設備、電力、小型市場、學校及綠地等，無一不備。【圖 98】採預約承購，配售災民居
住(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29)。【圖 99、圖
100】本社區也是政府小規模有計劃興建第一個國宅社區示範案例，道路系統採棋盤式
規劃，路幅包含人行道在十五公尺以上，街廓內不知道路系統，前院十公尺、後巷四公
尺。並預留有小型綠地，及商業設施保留用地，在當時便有道路規劃超乎住宅區需求之
檢討。【圖 98】主要原因是除原地災民外，官方還希望透過公教人員之遷入活絡地區，
但因地處偏遠，周邊商業設施尚未發展，初期還發生已獲得配住之公務員遲遲不肯進駐
問題136。

圖 98 美崙國宅社區配置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1964)

美倫國宅為兩層樓之平屋頂連棟住宅，每幢建築劃分為四戶建或十二戶住宅單元。
屋幢正面與人行道與空地臨接，但各棟缺乏前院等中介空間，影響住宅之私密性與美觀，
後院則是非常寬大，大部分之住戶入住後皆自行增建棚屋與圍牆。【圖 101】

135

台灣國家檔案局(TNAA)典藏機關檔案，台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0053/511/5，房屋購、售、修
建及分配。
136
居民不願遷居原因有生活便利性不足、難以經營家庭副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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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0 1959 年花蓮美崙國民住宅社區竣工典禮

圖 991959 年花蓮美崙國民住宅社區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137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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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增建棚屋

圖 101 美崙國宅增建情況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1964)

而 1959 年興建之彰化中庒子示範農村則是中部農村現代化之示範案例。起源於「八
七」水災中南部地區農民住宅遭受很大損失。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於是有了機會改進不
合理與陳舊之農村住宅，使之符合現代的生活方式。美援、農復會與新納入國民住宅興
建計劃之公共工程局，設計兩種建築費低廉而實用的農民示範住宅。這批新式示範農宅
建築費為 2 萬 2 千元，由省政府貸款一半，另有附屬建築一棟，佔地四有坪，包括曬谷
場、牛欄、豬舍、廁所、堆肥舍、貯藏室及雞籠各一，造價新台幣二萬元。示範農民住
宅均為二樓層樓房，分甲乙兩式，兩戶一棟，門戶分設，每戶兩房一廳，廚房、浴室、
廁所各一。【圖 102、圖 103】

137
138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碼:0000630830，創作日期:1960。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碼:0000630829，創作日期: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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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1959 彰化農村示範住宅

圖 1031959 彰化農村示範住宅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139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140

而農村示範住宅設計則顯示大幅度改造之企圖心，除將合院垂直化為二層式雙併或
獨立住宅外，設置祭祀客廳(含神桌))象徵對傳統社會生活之尊重。【圖 104】以及在廚
房設置大灶，也暗示著維持烹調方式與分灶成家之傳統(另一方面是囿於燃料限制，農
村裡抽油煙機普及率仍低)。居室規劃，部分延續殖民時期塌塌米的房間概念，規劃為
開放性通鋪空間，適應農村家庭人口數眾多問題。【圖 105】廁所似乎非主要住宅之空
間配備(大部分鄉間廁所將廁所視為附屬設施)，浴室維持與廚房相連之用水空間連結之
設計。
整體來說，示範農宅在外觀上雖維持傳統中軸線、對稱形象，但由於預設為二家庭
共住之住宅，實質上個別家庭並不維持對稱之正面形象。自示範農村住宅預設之臥室數，
顯示設計者預設居住家庭為一對夫妻、一對孩子之四口之家，與農村家族實際情況有相
當差距。個別小家庭設置神桌方式，也有違家族共同祭祀客廳之現實。農村示範住宅所
「示範」的是設計者腦海中預設之農村小家庭之生活想像，所再現出的空間形式，與真
實的社會生活有很大差距。【圖 106】
1958 年推行興建國民住宅計劃中，不論平民住宅，農民住宅，漁民住宅，勞工住宅
一律以「樓房」為限，這對習於都市生活之市民及工人，或許不會感到不適應，但對生
活在農(漁(村之農(漁)民則多不能接受。「農漁民生活簡樸，習慣起居於平房，像是收
藏農具稻穀平房較為便利，另一方面則覺得樓房是有錢人的住宅，不喜歡引來注目」(張
139
140

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IDNO：19591213004600 (195912130046000001)，攝影日期: 1959/12/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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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雄，1958:17-18)。大膽推論，正因為具有進步現代生活之「示範性」，標新立異乃是
目標而毋須與現實貼近，這是一場夢幻家居的現代性之饗宴。每當示範住宅展覽以住居
空間之「革命」姿態矗立街頭時，亦向國民傳達得是一種對各階層理想生活之「詮釋」
與「創造」，並期以國民通過實質空間，體驗現代住宅物質尺度。

大灶

神桌

圖 104 1959 年甲種農民示範住宅
(公共工程局，1962)

大灶
神桌

停放農機處
通鋪

圖 105 1959 年乙種農民示範住宅

圖 106 1958 年乙種農民住宅

(公共工程局，1962)

(公共工程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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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桌

4.2.2 集中興建國宅
1959 年政府結束委員會，將住宅業務改由台灣省政府接辦，省政府設置國民住宅興
建計劃委員會作為設計指導機構。各縣市(局)則設立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國民住宅業
務採分工作業方式，各項規劃與推動由社會處國民住宅興建管理室負責辦理。建設廳公
共工程局增設國民住宅工程處，分工負責國民住宅興建工作。台灣土地銀行設立國民住
宅部，承辦貸款簽約、還款、本息回收等業務。各縣市政府設立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為
實際執行機構，但非正式編制，除少數專業人員外，餘均為調兼人員(行政院國際經濟合
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16)。興建計劃牽涉單位眾多，進行程序
相當複雜，更加減緩了住宅興建之速度。
1959 年〈台灣省國民住宅興建管理辦法〉將各類身份之建屋辦法整併為一興建管理
辦法。同時，為鼓勵民間投資興建住宅與機關學校興建宿舍，納入軍公教家庭，以及詳
細定義中低收入戶家庭內涵。條文明定在都市計劃區域內應建樓房，在都市計劃區域外
方得建平房，並應配合都市計畫或鄉鎮營建計劃，並依發展新社區建設之原則，分區集
中興建。所謂「集中興建」指得是在同一地區集中興建住宅超過二十戶以上者之國宅社
區。都市住宅的興建以掃除違章建築為基調，1963 年至 1973 年間台北市共興建 6,825
戶整建住宅。
1961 年內政部公布〈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興建國民住宅審查標準〉，以及 1962 年另
行制定之〈台灣省鼓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辦法〉，皆是為了吸引民間資本投入國民住宅
興建所訂定之辦法，以求快速獲得國民住宅量的供給，同時也認為住宅應如其他工業項
目，帶動經濟發展。(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1964:11)。如前文所述台北市盛行
之四層公寓式住宅，便是在此脈絡下逐漸風行，像是聯合新村、光武新邨等。不過此項
鼓勵私人投資興建國民住宅計劃，因遭受各界抨擊，認為以政府有限之國民住宅基金，
不宜用以帶給財力雄厚之投資人興建較高級之住宅，於 1963 年予以停辦。美援貸款部
分也在此時停止，原已撥供之美援貸款改為贈款，並由美援管理單位監督使用，興建勞
工住宅及一般國民住宅(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
1970:20-21)。
1965 年美援結束後，國民政府向聯合國申請「特別基金」協助都市發展及住宅計劃
(1966-1969 年)。1966 年成立「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CEPD)「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UHDC)，與聯合國、世界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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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經合會聘請之顧問，協助政策性都市建設、社區發展與國民住宅發展之研究與建
議(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 1970:71-73)。該小組仍是
以「委員會」方式組，召集人為內政部長，副召集人為經合會秘書長，下設執行秘書由
公共工程局局長擔任，其他為有關都市發展機構之主管或代表專家組成。聯合國外籍顧
問則有交通工程、都市計畫、一般研究、都市社會、都市計畫、財務及都市行政、住宅、
環境衛生、土地住宅，再加上世界衛生組織派，與經合會聘請之等 11 名專業顧問。計畫
經理(首席顧問)為孟松 (D. Monson)，住宅部分顧問主要是孟松，查迪克(S. Zadik)，高德
(Gold) 與 孟 松 夫 人 (A.Monson) ， 其 中 對 台 灣 住 宅 政 策 影 響 最 大 者 為 孟 松 夫 人
(A.Monson)。
該小組在住宅方面之重要任務有四:一是配合長期經濟建設計劃有關國民住宅綜合
計劃之研議。二是基本法規之研議。三是住宅資料之調查蒐集與分析。四是辦理公務人
員在職訓練與大專學生訓練計劃(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
小組，1970:73-91)。小組工作之方式，由小組工作人員協助聯合國專家研究，小組工作
人員141自行研究及住宅問題研究分組委員會研究，並請聯合國專家提供建議等方法。計
劃經理及聯合國發展計劃駐華代表應受邀列席各項會議，並有說明及引介各項問題以便
討論之資格，但無表決權。(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
1971:130)。
表 15「集中興建國宅」各類辦法摘要

項目

集中興建國宅
(1959~1975)

計

1959 年台

劃 灣省國民住
項 宅興建管理
目



國宅興建包含:貸款自建、政府興建、鼓勵投資興建、機關學校貸款興建員工宿舍



年度興建計劃依規定順序辦理:政府劃定住宅區興建住宅、配合拆遷違章建築興建住
宅、配合都市更新興建住宅、興建一般國民住宅



辦法
1965 年列
入第四期經

負責代其員工會員按期代扣彙繳及代還他欠本息者。


備有住宅儲蓄存款者。



另有出租或出售平價住宅，出祖(房屋造價 2/1000 租金)以及貧民為限，出售以二、三
級貧民為限。出售者應付全部價金百之一，分二十年按月無息平均攤還。

建計劃
1969 年列

優先核貸對象:陣(死)亡軍人遺族，機關、學校、工廠、礦場、農會、漁會、工會同意



無土地者，可辦理建地貸款。(1965 年以後無須自備土地，由政府集中興建)

入第五期經
141

住宅組小組於住宅研究專題之工作人員約有 3~6 名，除賴哲三專業為造景外，其餘人員(范國峻、李
風、竇克勤、劉淑芬)為建築工程專業，組長由李如南、蔡添壁、朱譜英先後擔任。並曾先後派員前往
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與香港等國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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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計劃
執行方式

貸款對象為:


在當地設戶籍滿六個月者



無自有住宅或自有住宅破損不堪居住者



年滿二十歲有配偶或直系親屬同居者



具備相當配合金者



備有建築用地或申請在政府劃定或指定區域內建築者



從未貸款興建或承購住宅者

但經政府指示拆除或因天然災害損毀住宅經專案舉辦貸款重(遷)建者不在此限。(1964 年由
政府準備土地，集中興建高層公寓式住宅，以安置被拆除的違章建築住戶，皆在台北市)

資金來源

土地增值稅、社會福利基金、基金貸款及興建出售(租)住宅回收回之價款及租金，美援贈
款本息收入、基金存款利息收入、國內外融通資金。
(1964 年修改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以土地增值稅收入充入興建國民住宅基金，但超額
收入挪用於辦理九年國民教育之需。故後以轉抵押方式向中央銀行融通資金，辦理一般住
宅貸款業務)

管理/
技術成員

1959 年後住宅業務改由台灣省政府接辦，國民住宅業務採分工作業方式，各項規劃與推動
由社會處「國民住宅興建管理室」負責辦理。建設廳公共工程局增設「國民住宅工程處」，
分工負責國民住宅興建工作。台灣土地銀行設立「國民住宅部」，承辦貸款簽約、還款、
本息回收等業務。各縣市政府設立「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為實際執行機構，但非正式編
制，除少數專業人員外，餘均為調兼人員。1969 年改由省市分辦國宅興建。

管理方式
住宅規格

貸款自建或承購住宅:申請貸款、資格審查、通過核貸、簽約、興建


以各類住宅規定之面積標準造價總額 80%為限。(應採用省政府設計圖樣但借款人得視
事實需要自行設計之，採用省政府設計圖樣者，申請時得於申請書內著名採用圖樣種
類號數，免送設計圖及工料計算書，請領建築執照時，建築圖樣得免由建築師簽章)



自行設計者，每戶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政府所規定各種類之面積，並不得大於各種
類之面積 40%。



鼓勵投資貸款興建之住宅每戶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 100m2，不得小於 40 m2，超出
部分由貸款人自付。

早在小組成立之前，1964 年來台考察之愛綠‧孟松(A. Monson)142即提出〈台灣住宅
問題初步研究〉報告，文中提出她對「住宅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住宅統計與研究」、
「住宅量問題」、提高住宅水準與違章建築等問題之看法與建議。首先是「住宅建設在
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聯合國顧問團認為國宅計劃，應列入國家經濟建設計畫之生產與
投資中，並考慮人力資源、建築材料及資金土地等配合。以及建立一個有權力之省住宅
管理機構，及長期低利貸款等意見皆被國民政府採納。

142

愛綠‧孟松是計量社會學家，並擔任美國住宅委員會研究主管多年，猶擅長各種住宅研究與統計資
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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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國宅興建列入第四期經建計畫(1965-1969)，與前一階段之差別，在於經濟論
述之轉向，「住宅建設」不再被認是為是「非生產性」的投資，而是國家積極介入發展
之火車頭產業。愛綠‧孟松在〈第五期四年經建計劃住宅計畫研擬報告〉再次定義住宅
建設之新觀點:「此項計畫非純粹的社會福利事業，其資金不宜大部分仰賴於政府資助。
本報告「將住宅建設視為一種工業…住宅工業可促進呆存之流動，解決失業或從事於不
當職業問題，並可刺激國家經濟之發展」(孟松夫人，1968:93)。這項論述同樣獲得財務
與都市行政顧問羅德森(A.A. Rozental)支持。在其 1968 年發表之研究報告中，也闡述發
展大規模之住宅工業成功時，不僅能有不斷擴大的市場，而且有希望能獲得其他利益，
導致經濟迅速成長。不過，羅德森也認為住宅工業有利於自由或二元經濟之發展策略，
僅適用於為中等收入者所設計之住宅，惟有此等家庭能形成大量市場的先鋒。羅德森的
住宅生產觀念，貧民住宅已有政府採取貼補政策協助興建，上層的有錢階級能自行解決
居住問題，只有中層階層能力有限，才真正需要幫忙。而關鍵在於是否能運用民間儲蓄
之潛力，誘導投入住宅建設，而不致影響通膨或其他重要投資(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
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95-96)。這些說法為國民政府發展住宅工業以及
住宅政策轉向為中產階級提供論述基礎。
另一方面，在聯合國顧問團帶領下，官方與技術官員們學習如何收集各類住宅與家
庭居住狀況統計資料，1966 年搭配戶口普查舉辦之住宅普查，同時選擇 20%~25%的家
庭進行深度調查，以了解全國住宅問題之實質現象與社會、經濟及心理方面之間相互關
係。在住宅量方面，愛綠‧孟松認為應有計劃銳減人口出生率與大量興建住宅，才有可
能降低住宅短缺現象。由美國顧問主導且於 1960 年代推行之家庭計劃與孕前衛生教育
論述，並與稍晚成立之台灣家庭計劃推行委員會提出之「兩個孩子恰恰好、生男生女一
樣好」政策口號相結合，成為解決住宅不足之補充藥方。而在「提高住宅水準」方面，
她認為無論是政府或民間興建住宅，應視家庭組織的不同，分別訂定「最低居住面積標
準」。而由政府資助經建之住宅設計標準，應遵守住宅區密度與鄰棟間隔等規定，並對
侵占預留空地，額外增建供家庭製作或商業用途之棚屋、庇間或沿廊等，均須禁止並強
制執行。至於「違章建築」之問題，則認為遷建計劃必須按照住戶不同停情況逐區辦理，
使其遷移後能快速就業，即使未能及時遷移，也要盡可能改善衛生與安全設備。包括台
灣過去住宅兼作買賣或修理等商業服務之舊習慣，應隨著現代生活住宅係提供家庭生活
與休憩之場所新思維而革新。她建議由政府貸款興建之住宅兼作店鋪者，數量上不僅應
有限制，還須集中規劃為市場中心，使居民獲致便利之居住環境(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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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91-94)。這些看法皆深刻影響 1965 年列入第
四期經建計畫之國宅計劃。
聯合國顧問團在短短 3 年間最為顯著之貢獻，主要是區域與都市計劃的研擬與技術
引介，以及都市環境(土地分區使用)計劃與管制。在都市計畫專業與人員訓練等方面，
1968 年「都市計畫學會」成立以及各大學廣設都市計畫系，皆可視為「都市計劃」領
域正式成為一項專業之里程碑。而住宅方面，則是在國民住宅問題之研擬、居住現況調
查、需要量推估與設計規劃準則、造價、住宅法等層面之研擬，尤其是建立「所得水準
與長期償還」貸款制度，「區域發展」理論以及「準則化」設計等，為都市住宅與社區
治理帶來新的嘗試。此階段與過去國民住宅興建計劃不同的是，過去以美援貸款與中央
銀行通融為主，財源不穩定，故只能由每年設定興建戶數與所需之資金編列年度計劃。
而沒有針對各地實質的需求進行分析，少有調查推估，自然難以預先整體規劃，常招致
因土地問題，而無法使用核配之貸款，如期興建。至 1969 年進一步實施「第五期台灣
經濟建設計劃」(1969-1972)時，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便按照美式都市計畫技術，以
人口成長率、歷年災害損害住宅及都市違建住戶等數字，推計四年期間住宅需要量為
13 萬 3 千戶，進而推測如果自 58 年度起逐年提高住宅投資佔國民生產毛額百分比143，
則可興建 19 萬 7 千 2 百戶都市住宅，然而計劃始終未能達致之理想榮景(行政院國際經
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82)】。
聯合國顧問團認為應將住宅生產焦點，投向中等收入住戶之國宅興建方向，鞏固了
國民政府將「國宅計畫」注意力轉向「中間階層可負擔基本住宅」論述。
「國宅計劃應以大多數居民為對象，並以針對中等收入住戶市場為基本目標，其
住宅之平均地板面積應由十六坪至二十坪，其價格(包括土地及建造兩者)在新台
幣 60,000 元至 100,000 元之間，在最大城市中其價格可高達新台幣 120,000 元。…
償還期限設在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年息為 6%，每月償還新台幣 400 至 600 元(包
括利息)之範圍」(孟松夫人，1968:101)。
自 1956~1967 年各類國民住宅貸建對象比例表中【表 16】，可看出過去長期以來宣
稱為中低階層興建住宅之國民政府，事實上貸建對象始終是以中間階層為主，中高收入
者貸建比例高達 94.2%，而只有極為少見之中低收入者獲得政府協助取得房屋。這裡產
143

國民政府對於住宅的投資一直低於世界標準，台灣住宅固定資本形成額佔國民生產毛額尚不及
2%(實為 1.68%)，而其他國家如義大利、瑞典、西德、美國及日本皆 4%以上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
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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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住宅生產的矛盾，宣稱為低收入興建滿足最低居住水準住宅之設計方案，很難使得實
際獲得住宅之中間階層家庭滿意。這樣的結果並不全是技術官員刻意所為，1950 年代各
類國宅辦法乍看雖是以四民階層作為區分，但社會階層之排序並不像是資本家與勞工間
對立之階級關係，如以若以經濟狀況來看，士農工商各階層皆可能是中間階層。但由於
需要自備土地的貸款條件，使得有能力具有土地且獲得貸款之中間階層家庭，自然排擠
了低階層居民之機會。省事取巧的自備土地政策，使得國民政府長久以來住宅治理協商
對象必然是中高階層家庭。而 1960 年代後為了安置拆除違建居民而興建之整建住宅，
才稱得上為低階層興建之住宅。然而，這些住宅最初雖滿足最低居住水準住宅之要件，
但隨著台灣經濟成長快速、人民日漸富裕，最終也使得原始居民不得不棄離這曾經自豪
的模範國宅。
表 16 1956~1967 年各類國民住宅貸建對象比例表

住宅種類

一般
國民
住宅
42,787
48.9%

鼓勵投
資興建
住宅
3,231
3.6%

機關學
校宿舍

災害整
建住宅

災害
重建
住宅
18,924
21.6%

拆除違
建平民
住宅
4,555
5.2%

平價
住宅

4,181
13,498
274
興建戶數
4.7%
15.4%
0.31%
所佔國宅總數百
分比
貸款對象
高收入者
中收入者
低收入者
5.51%
52.5%
41.7%
與所占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42)

總計

87,450
100%

100%

1968 年愛綠‧孟松(Astrid Monson)提出「居住密度與經濟負擔」之論述，形塑了現
今的台北都市住宅景觀。她認為合宜的平均密度應在高密度每公頃 900 人、中密度每公
頃 600 人及低密度每公頃 300 人，作為估計之準則，是合理而能適合各種地區及各式住
宅。而要適應如台北這類高密度之都市，每公頃 1,000 人以上密度的社區結構，必須是
備有電梯的高層建築，但它的單位面積造價要比二層至四層的建築費用昂貴，並超出大
多數市民的經濟負擔能力。愛綠‧孟松細心地展開各類市民每月收入情形，以及他們可
能用於住宅之費用與住宅造價，在 20 年期 6 厘的貸款條件下，可以負擔還款數額等相互
之間關係。而在住宅造價方面，由於台灣為亞熱帶潮濕區，住宅之間必須有相當距離，
才能獲得足夠之通風與採光，而單位面積的平均造價隨著樓層增高而提高，高層電梯公
寓之造價遠高於二樓層建築造價。經其比較後認為三至四樓層之公寓住宅，因無須設置
電梯設備，而能比高聳住宅低廉，且仍能維持每公頃 2 百戶(約 1,000 人)之密度，較為合
理與經濟。(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98)在興建
經費考量下，這個立論搭配住宅區不得超過 15 公尺之限制，使得四樓層公寓住宅型式得

154

到國家完全支持與推廣。也埋下今日台北市林立不適於老人之步登公寓住宅之因，至今
仍難以解決的難題。

(1) 違建整建住宅
1962 年開始，配合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的實施，國民政府將都市建設列為社會建設
一部分，並因應都市防洪之需，開始興建淡水河沿岸堤防(周素卿，2000:50)。台北市政
府奉命興建水源、雙園堤防，使台北西南一大低窪地區免於水患，也為避免違建戶於其
他地區搭建違建144，始於興建整建住宅以容納拆遷戶，如水源路一期整建國宅基地原為
八號公園預定地，為容納改區違建戶，興建三樓層水泥樓房。以及斯文里平價住宅，此
區原為垃圾轉運場，違章林立，配合違建拆除計畫，改善居住環境衛生與市容瞻觀，就
地整建原則，興建平價住宅。而南機場整建住宅興建源起，由於此區所處地勢低窪，每
值風災水患，則容易房屋毀損。且全區為營產地，本應為禁建地區，但因為陸續設置軍
眷宿舍，而使得外省籍人口在軍眷區周邊搭蓋違章建築，而使此區成為台灣最大違章建
築分布區。安全分署住宅顧問傅萊利會同聯勤總部視勘風災後，建議以南機場軍用地，
開闢為新住宅區，並成立「台北市南機場附近地區新住宅籌建計劃組」，進行先期勘查
研究與初步規劃設計(呂理維，2011:63)。同時也配合厚川端與馬場町兩處堤防加強工作，
台北市奉令拆除堤外違建與大同堤防外其他地區違建。並配合四年整建計畫，加強萬華
與大龍峒地區建設，增進居民生活水準，進行房屋整建。
南機場周邊為台灣第一個由軍方、省政府、市政府和地方居民共同合作之平民住宅
(周素卿、劉美琴，2001:45)。本計畫之房屋工程設計，由民間建築師事務所設計145，公
共工程局協助發包(工程採公開招標、秘密領圖、通信投標方式發包)。並採用聯合監工、
人人監工制度，也就是由政府人員、建築師及居民代表組成之監工組，長駐工地監工，
現場協調臨時問題 (台灣省社會處、台北市政府，1964:3) 。完工後之住宅，依照每一
違建戶原本居住的空間大小，劃定甲、乙、丙三種住宅(8 坪/10 坪/12 坪等規模)用以分
配(建築與計畫編輯室，1969/3:34)。依循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貸款自建式承購住宅方
法，居民自籌 20%，向政府貸款 80%，以 5 釐之低利息，分 15 年償還(但土地權為國家
所有，居民僅擁有建物權)。若按 1962 年度興建及整建國民住宅計畫準則之住宅造價標
準，市民與公教住宅在 39,000 元至 78,000 元之間，勞工與農漁民住宅則在 39,000 元至
144

原計畫先建後拆方式容納住戶，但因籌款不易、且覓地困難，興建緩慢，導致興建戶數不到違建戶
之 1/3，也難以實現先建後拆之初衷(呂理維，2011:55)。
145
第一期:張敬德(德聯)、林柏年(利眾)設計、趙楓(中國興業)聯合設計/第二期:沈祖海建築師事務所/
第三期:虞日鎮(有巢)、林柏年(利眾)、張敬德(德聯)、顧授書(中國興業)聯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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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 元之間。但整宅實際建造之甲、乙、丙三種住宅面積，皆遠低於原規定之標準，
約降等為丙丁戊等級，顯示整建住宅被預設為最低階之住宅形式。
為配合都市改造與拆除違建計畫，集中興建「先建後拆」整建國宅，公共工程局引
介英國建築研究所(Building Research Station)於 1960 年出版《住宅用地密度》146研究報
告，以重新理解都市住宅擁擠問題，並作為國宅新社區之規劃方法。該研究首先澄清「住
宅用地密度(Housing area density)」為土地居住強度之一種衡量，用來表示人數之多寡與
其所居有土地面積之關係，也就是每畝所居有之人數(每人所佔平方呎數)147。(Stevens,
1962)並且認為不應將高密度視為壞的居住品質，反之則將低密度視為好的居住品質，
住居環境衛生或擁擠與否，還與其他住宅條件(房屋品質、容積、面積及其使用狀況等
因素)有關，不能簡單化分。該研究提出「總樓地板面積比率(Floor space rate)」148─即指
總樓地板面積與一棟或多棟住宅內所居住人數之比率(每人所占之總居住面積)，作為計
算及控制在某一面積內居住設備數量之度量單位。而「容積率(Housing area ratio)」149指
的是住宅用地內之總樓地板面積與佔住宅用地面積之百分比。基地建蔽率(Plot coverage)
係指住宅基地內，住宅總建築面積所佔之比例。在此基礎上，1963 年實施〈台灣省國
民住宅地區規劃準則〉正式將「密度」納入管制，規定各住宅種類及樓層數須符合之總
樓地板指數、道路指數與綠地指數之範圍。(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
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合宜之住宅基地配置，除面積上的密度管制外，鄰棟間隔與住
宅外部空地也納入管制項目。
集中興建小型國宅計劃皆為臨街廓且高建蔽率之連棟公寓，雖略有社區概念，但由
於所徵得之基地面積小、形狀零碎，難以有完整之社區區域，往往一個國宅計畫區域就
有數條既有道路穿越，難以整體規劃，特別是缺乏公園、社區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之需
求。「但已注意到住宅基地與周圍街廓之間關係，並設有明確之規則，確保住棟之間擁
有一定距離，以維持各住宅單元於通風、採光等舒適性」(沈孟穎、傅朝卿，2015:64)。
如在住宅配置原則與鄰棟間隔上給予限制，也搭配建設學校與市場，以適應公眾需要等
訴求。1964-1968 年陸續完工之南機場整宅社區，基地與街廓規劃採一字型或是回字型
公寓配置，道路系統區分為外部交通(主幹線)與社區內部道路(次幹線)，但還未思考行

146

本書內容對於影響熱帶嶼亞熱帶地區住宅用地密度之重要因素，有詳盡之分析與論述，並蒐集多數
地區之經驗與研究成果，而具參考價值。
147
住宅用地內之總居住人數，除以住宅用地面積。以每畝若千人表示。
148
以每人所佔樓地板面積之平方呎數標示。
149
台灣改稱為總樓地板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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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步行之路徑，二期開始設有停車場。同時為使安置原住戶生活便利與攤販能繼續謀生，
於二期之地下室設南機場市場，與鄰近之忠義國小，構成一自給自足之新社區規劃。
【圖
107】
「但理想與現實總是有所差距，如參與整建國宅競圖之建築師須遵守『國民住
宅地區規劃準則』以及『國民住宅自行設計準則』之規定，設計出住宅單元面積
在 30m2~78 m2 (10 坪~26 坪)，造價約在每平方公尺 909~911 元範圍內的住宅，
及容納最多住宅戶數之方案。往往獲得競圖優勝者，多為單一土地下爭取最多戶
數者。因此，建築師為確保達成業主設定之面積、戶數，多將社區公共設施部分
壓縮至最小，導致鄰棟間距非常狹小、開放空間相當不足」(沈孟穎、傅朝卿，
2015:64)。
整建國宅作為一種特殊之國宅空間形式，體現現代最低限度住居概念自理性與機能
性之標準，轉向為建築成本考量下，僅有資源下服務更多人之價值選擇 (Heynen，
2012:48-49)。一字型住棟朝向同一方向之正面與背立面對望配置，不僅符合現代線性建
造原則，期以創造出到處都相同的住宅可能性，也意味著在節省經費的同時，每個人都
獲得平等的對待(Heynen，2012:57-58)。1963 至 1966 年初期之整宅建築外觀，展現為狹
長量體，沒有裝飾，僅展現材料與結構之「本質」狀態之簡潔風格。成排設計之住棟在
外觀上並沒有層級、也沒有中心，仰賴的是序列性(座西北朝東南)的排列，使人聯想到
生產線工作站【圖 108、圖 110】。無論是走廊式國宅或樓梯間式國宅皆呈顯出整齊一
致的立面形象，與示範住宅公寓最大差異，在外觀上取消陽台，僅設雨庇作法以爭取最
大室內空間(南機場一期僅有建築短向部分單元設有景觀陽台，立面上之修飾效果遠大
於實質使用)。此外，無陽台也意味著住戶不再擁有個別家庭私密之戶外空間。【圖 111】
至 1967 年南機場整宅二期、三期依據街廓設計為圍聚回字型配置，此種配置不強
調座向與方向感，開窗面積更為擴大，改雨庇為加厚窗框，勾勒出窗戶之立體感，更為
強調立面上之穿透感。【圖 109、圖 114】住棟圍塑出中庭，一則作為社區內向以及地
下室市場、停車場之採光、通風來源，二則形成公共之戶外景觀空間。以柱列、外部走
道、懸挑樓梯形塑出空間流動感，同時呈顯出平等與匿名之集居基礎。正如 Heynen(2012)
分析 Westhhausen 所評論現代住宅設計之特點:「設計的極端簡潔與禁慾主義不太是為了
降低營造成本，而是為了希望讓居民能夠擁有新的與當代的生活方式」(Heynen，2012:63)。
整宅在每坪單位造價上未必較為便宜，但透過縮小住宅室內坪數獲得較多住宅單位，還
是能達致某種數字上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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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
國小
二期

一期

地下室設停車
場與市場

圖 107 1964 年南機場一期整建國宅基地配置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2011)150

住棟編號

大面窗

圍塑中庭

圖 109 1967-1968 年台北南機場整宅二期

圖 1081963-1964 年台北南機場整宅一期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

151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

單邊走廊

152

樓梯間

圖 1101963-1964 台北市斯文里整建國宅外觀

圖 111 1964 水源路二期整建國宅外觀

(台灣省社會處，1966)

(台灣省社會處，1966)

150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都市更新網)網站，2011，
http://twur.cpami.gov.tw/urquery/g-b-1-1.aspx?CASEID=MTE3
151
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IDNO：19641129014800 (196411290148000003)。
152
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IDNO：19680816010700 (196808160107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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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機場一期整宅平面配置部分，由於住宅單位室內坪數極小(以今日眼光來看)，若
將示範住宅之兩房或三房兩廳配置直接置入，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以 1964 年南機場整宅
一期最大之甲種住宅為例，住宅面積為近 14 坪(45.07 ㎡)，基本建築工程除隔有廚房與
浴廁等服務空間外，只有一間起居室(預設包含:臥室、餐廳、客廳)，期待住戶入住後自
行隔間所需之房間數。而最小規格丙種住宅，住宅面積為 8.65 坪(27.68 ㎡)，也與甲種住
宅相同隔間模式。【圖 112、圖 113】兩種規格住宅皆未設有陽台可供洗、曬衣，廚房所
需之對外開窗，皆朝向內部走廊或中庭，難以滿足基本生活所需，更謬談居住品質。
「『中央走廊式』與『單邊走廊式』國宅僅剩下『共同走廊』與『共用天井』，
作為住宅與外部街道(或其他住宅單元)之間連結與間隔。共同走廊基本上還須
同時肩負動線空間與私人領域之中介空間功能，在定位上相當曖昧、且容易因
為室內空間的不足，成為私領域空間的物品蔓延至外部半公共空間」(沈孟穎、
傅朝卿，2015:72)。
但也不可否認的，這些整建住宅當年完工時，外觀與居住品質(鋪設潔白磁磚之廚房
與衛浴設備)確實比起過去違建棚屋來得整潔，呈顯出先進之現代住居形象。【圖 114】
但居民之非正式的建造行為，卻較能滿足居住者隨著家庭規模，逐步搭建所需之生活空
間。即使至 1975 年執行萬大計劃時，除住宅面積規格設在 12 至 20 坪間，稍稍放寬原
規定之最小空間目標外，上述情況並未有太多改進153。南機場一號與三號社區配置仍盡
量維持南北座向，但為求利用土地與配合道路開設，東西向臨路面空地也須配置住宅單
元，因而無法兼顧氣候適應問題。【圖 115、圖 116】缺乏人行步道與門前綠地的情況
下，人車分道的概念尚無法落實，停車場之需求也尚未被重視。坦白說 1970 年代台北
街頭擁有汽機車之家庭仍是少數，規劃與建築專業者尚未意識到停車問題，當可理解。
隨著經濟越發展、都市人口持續增長與街道攤販林立，才使得社區呈現住商高度混和、
街容凌亂之景象，而停車問題才真正成為都市住宅治理之難題。

153

1968 年愛綠‧孟松曾精算各階層的可負擔之住宅成本。每月收入在 600~1,500 之間家庭，若給與一
般勞工長期貸款償還期限 20~25 年，利息為 6%之貸款條件，每月還款金額越在 60 元~225 元之間。此
類家庭若沒有國家的補助基本上是連 12 坪的房屋都無法獲得。而每月收入在 1500~3500 元中等收入
住戶，其所能負擔的住宅之平均地板面積應在 16 坪至 20 坪(與自行設計準則相呼應)，其價格(土地及
建造二者)應在新台幣 60,000 元~100,000 元之間，每月償還(包括利息) 400~600 元間，則是可以負擔的。
在此立論下，1975 年之萬大計畫所興建之整建住宅，將住宅面積放寬至 12 至 20 坪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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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庇

走廊

走廊

圖 112 南機場一期甲種住宅二至五樓平面圖

圖 113 南機場一期丙種住宅二至五樓平面圖

(都市規劃處，1975)

(都市規劃處，1975)

垃圾管道

中央走廊

圖 114 1968 年台北南機場整宅二期室內景象
(台灣省國民住宅建設委員會，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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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建築外觀立面一樓作遮陽頂，一般遮陽頂可作為二樓陽台使用，但卻不為各住
戶所有，而必須由一至二樓樓梯間設落地窗進出外部陽台。平面配置也維持以天井、走
廊連結各住宅單元，室內不作隔間，與南機場一期整宅相較，較為考量陽台之機能性需
求，另作與起居室連結之服務性陽台，希望滿足住戶對外曬衣之需求。【圖 117】但往
往陽台空間，也因為室內過於狹小，幾年後由居民自行擴充為廚房空間使用。而廚房對
外之排煙口仍然是朝向室內天井，煙霧瀰漫與煙囪效應之問題仍未解決。整宅因空間小、
設計未考慮住戶基本需求，導致幾年之後雨庇逐漸外推為陽台或儲藏室，或是廚房擴建
至陽台，以容納新增之家庭生活需求情況相當普遍。換個角度來看，或許這些非正式自
建行為，恰恰突顯了台灣住居空間之在地性與特殊性，以及現代主義建築專業者對於台
灣住宅陽台、廚房、儲藏室等空間需求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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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

圖 115 1973-1975 年台北萬大計畫(南機場一號)

圖 116 1973-1975 年台北萬大計畫(南機場三號)

(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75)

(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75)

陽台

由樓梯半
層落地窗
進入
圖 117 1973-1975 年台北萬大計畫(南機場一號)標準單元二至五樓平面圖
(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75)

(4) 公教國宅
另一方面 1960 年代末，高品質公教人員住宅社區卻是在都市新興市郊區域、周邊山
坡地帶開始林立。1967 年台北市民生東路第一批中央公教住宅落成。由中美合作之德和
建築公司與台北市政府聯合規劃，按鄰里社區規劃模式設計之民生東路社區，是全台首
座美式模範社區，社區內公共設施完善。【圖 118】由於引入美援資金貸款，按照美國
農業部規定須由民間建築公司建造，國家銀行擔保，本案由台灣開發公司規劃，並配合
美方房屋貸款及都市計細部計畫局部修正(林秀澧、高名孝，2015:57-60)。【圖 121、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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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971 年國民政府為中央民意代表(立委、監委及國大代表)，在內湖山腳/梘頭、新
店十四張等地方興建「中央新村」，這群住宅由民間建築師事務所(德聯)設計，由於是
興建給國家最高民意代表居住之社區，每戶佔地 60 坪建坪 47 坪，是低建蔽率、悠閒恬
靜郊區住宅之代表。【圖 123、圖 124】
1960 年代經合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引入 1929 年美國 C.Prerry 提出之「鄰里
單元」(The Neighborhood Unit Plan) 154 設計原則，並因應用於美國新紐澤西州雷特朋
(Raeburn)社區之成功，又稱為「雷特朋設計原則」(Raeburn Principles)規劃方法。期待透
過部分原則性的條件，使建築師創造更為創意的住宅設計。C.Prerry 提出之六大基本原
則，一是里鄰大小(size)，認為一個住宅單位的發展，應有一所小學，以供該區住戶的需
求。二是里鄰界線(boundaries)，認為里鄰四周應以主要幹道圍作界限，幹道須有足夠的
寬度，能在里鄰地區邊線流通車輛，而不使車輛交通於里鄰區內。三是里鄰開放空間(open
space)，應有一適宜的小規模公園與遊憩地點，有計劃的供應里鄰的需要。四是里鄰學
校與其他機構的位置(institution sites)，應符合里鄰單元範圍，並應合適地集中於某一中
心點或公共地點。五是里鄰商店(local shops)應適切於服務里鄰人口，位置應在里鄰邊圍
地區，而以交通口的交口或里鄰間連接地點為理想。六是里鄰內道路系統(internal street
system)應作一整體的設計，使里鄰單位內的交通便利、流通155(楊顯祥，1971:283-284)。
每個鄰里單元隱含著實現相對的「自我供給」，它更像是個傳統的鄉村，而這種理想城
市結構概念，則是作為初級社區生活與自治權之基本前提。
這同時也是一套因應汽車時代來臨，開發郊區低密度住宅社區之設計原則。其重要
特徵為住宅群中央留有公園或幼兒遊戲場，避免社區內部穿越車道(人與車輛之動線不可
交叉)、小學校、庭園綠地隔離噪音等。1964 年台北市通過「新社區建設委員會」並公
告實施「台北市民生東路新社區細部計畫」
，初步實現鄰里單元社區規劃理念。
【圖 118】
民生社區包含七個鄰里單元，個鄰里單元之大小以足夠設立小學人口為基礎，學童通勤
就學的步行距離在四百公尺之內，並在社區適當區段設置公園及遊樂設施。【圖 122】
建築基地須依規定留設人行道之規定，使得社區最小道路也可維持十米淨寬，形成新興
社區形象(林秀澧、高名孝，2015:58-60)。人行道、路樹形成之綠帶，再加上高比例綠地

154

本設計原則假設都市是一個有機體的機能組織，里鄰組織是都市結構的基本要素，期待透過良好的
組織，重新恢復已被工業發展後消失的里鄰，並重建已經陳老或壞陋區域。
155
在他的理想裡里鄰社區容納之人口應為 5,000~6,000 人，最重要的住居區須有容納 1000~1200 位學
生之小學校。以每英畝 10 戶住宅為人口密度之住宅區，以 160 英畝為里鄰社區，故每一兒童不須步
行半英里以上的上學路程，有佔地 1/10 之遊戲場所為理想之社區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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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呈顯出美式住宅社區之雛形。但民生社區案例是獨特案例，審視 1971 年內湖、新店
山坡地帶之「中央新村」與 1973 年在南機場周邊啟動之「萬大計畫」會發現即使在技術
官員極力推廣下，鄰里單元社區規劃與雷特朋原則並未照單實現。【圖 119、圖 115】主
要原因是個別之國宅計劃人口，以及所徵得之基地面積，皆未達鄰里單元之規模，因而
難以「小學」作為社區中心，或整體規劃其他綠地或遊憩設施。中央新村公教住宅由於
地處偏郊，較南機場整建住宅具有基地優勢，因而能維持道路層級系統與囊底路之規劃，
維持社區之寧靜，但學校、綠地與公共設施等，則在配置最多單元以及各戶已有庭院空
間等因素下，未能符合鄰里單元規劃原則。【圖 119】

圖 118 1972 年民生東路社區周邊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地圖資料庫)/研究者截圖重繪

社區設施

圖 119 1971 年公教住宅-新店十四張中央新村基地配置
(建築師，1977)/本研究重繪

圖 120 公教住宅-內湖山腳中央新村配
置圖
(建築師，1977)/本研究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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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

圖 1211968 年民生東路新社區公教住宅

圖 1221968 年民生東路社區公教住宅模型

156

157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968)

(資料來源:中央社影像資料庫，1968)

前院
前院

人行道

雙併

圖 123 1971 年新店十四張中央新村社區外觀

圖 124 1971 年內湖梘頭中央新村社區外觀

(建築師，1977)

(建築師，1977)
陽台

餐廳

起居室

廚房

房間

浴廁

房間

書房

房間

陽台
圖 125 新店十四張中央新村社區住宅配置
(建築師，1977)/研究者重繪

中央社區算是高等公教住宅，每戶佔地 60 坪建坪 47 坪，為背靠背、雙併式二層樓
住宅。【圖 123、圖 124】除新店十四張為平坦基地外，內湖山腳與梘頭之中央新村皆依
山坡地勢配置住宅座向。每個居住單元設有前院後門，一樓室內設有起居室、餐廳、廚

156
157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36005，創作日期:1971/09/05。
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IDNO： 19650620011800 (196506200118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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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半套廁所等基本配置外，另增設一書房以符合中央民意代表之生活屬性，二樓設有
三間臥室、三合一浴廁，並設有前後陽台。【圖 125】整體社區形象以鄉村恬靜景觀為
理想，該案建築師受建築師雜誌專訪時曾說:「如同勒─科比意在一九三八年在理想展中
的號誌─陽光、空氣、綠地的響應，這在我們的社會尤其是台北近郊也確實難得」(建築
師，1977:50)。但這不過是台灣典型之現代主義追隨者修辭，並非根本的體現柯比意對
於開放都市(open city)概念的設計原則，更像是美國戰後發展之郊區工人住宅社區形象
(Hayden，1986:35-38)。
(5) 預鑄國宅
技術革命之實現與工業化之發展，被視為國家是否現代化與進步發展程度之評價標
準。由於國宅興建速度緩慢與造價日漸昂貴，住宅生產工業化之議題，隨著國宅計劃納
入經建計劃，以及集中興建或開闢新國民住宅社區政策方向，使得房屋建造就如同工業
化製品生產之觀念，普遍在輿論界宣播。
「推行房屋工業化，在觀念上必須有新的認識。過去一般均認為房屋是不動產；
是一種個人的固定資財，而不是生產事業。這是農業社會的守舊想法。在工業社
會中，已把興建住屋視為一種生產性的商品和投資。也就是等於製造汽車，冰箱
等其他工業生產品一樣。這個觀念的轉變，不僅可以誘引企業家投資住宅建築，
因而促使都市建設與社會建設走向現代化；同時由大量住宅的興建，而刺激多類
建築材料與家飾設備器材的生產與創新，增加了工業發展與經濟繁榮，也就是促
進了國家建設的現代化。…所謂住宅工業化，即採預鑄方法，使用機械製造房屋，
其原理猶如工廠生產汽車，先製造各種零件，加以銜接裝配，即可出廠行駛。」
(方青儒，1970:87-88)
在大部分意見裡普遍認為住宅工業化，即是採用預鑄方法先在工廠裡生產出房屋之
零件，在加以銜接裝配，即可出廠使用。其優勢還有降低造價與縮短工期等益處，已然
成為國宅興建之救命解方。在早期的國宅興建裡並非沒有過小規模之「預鑄」嘗試，1957
年民營之大陸工程公司嘗試預製空心樑，並於 1961 年信義路示範住宅展覽採用，「預鑄
混凝土」構造之梁柱、板及屋頂板預先在工廠內鑄就，牆壁採用空心磚，在工地僅需搗
做基礎，裝吊混凝土預鑄品，疊砌空心磚牆及裝修工程(公共工程局，1961:3-4)。繼而中
國力壩鋼架公司亦設廠試製預力混擬土柱樑，1971 年中日合作中藤公司設立第一所混凝
土預製版之生產工廠，至 1973 年在台北民生社區蓋第一棟版構系統之預製公寓。由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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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推動住宅工業化有二個重要推手與契機，1967 年至 1968 年間當時擔任經合會副主
任委員的李國鼎以及內政部長徐慶鐘，兩人因為在國外開會而有機會參觀丹麥、馬來西
亞、日本等地之預鑄房屋案例，認為工業生產方法，不僅可以大量快速建造，且可節省
工料費用降低造價，不失為紓解國宅興建費用短缺之問題，遂積極推行住宅工業化工作
158

。

圖 126 1975 年台北劍潭預鑄國宅
(資料來源:中央社影像資料庫)

圖 127 1975 年台北劍潭預鑄國宅社區

159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160

預鑄樓板

圖 129 1977 年台北華江國宅(半)預鑄施工情況
((台北市政府國宅處，1978)

圖 128 1977 年台北華江預鑄國宅平面圖
((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77)

1975 年第一個採用預鑄方式興建之國宅─「劍潭預鑄國宅」【圖 126】，由中藤公
司興建完工，同年該公司承接「華江預鑄國宅」。劍潭預鑄國宅為五樓層樓梯公寓，平
158

1969 年住宅計劃小組組長朱譜英會同榮工處副總工程師梁經武，前往馬來西亞作實地訪問。1969
年邀請亞經會派遣專家來台舉辦「房屋工業模距配合研討會」，會後由經濟部先設置「房屋工業小組」
進行各項堆動工作。
159
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IDNO：19750429008700 (197504290087000002)。
160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碼:0002389941，創作日期:1975/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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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白牆，頂樓樓板外延為屋簷，漏水管由屋頂垂至一樓水溝。底層抬高 1.8 公尺，每
層住宅單元設陽台，陽台為鏤空之鋼管欄杆，整體建築外觀呈顯出輕巧、構件化之工業
化形象。
兩案之室內坪數分別為 20 坪、16 坪與 12 坪，算是合宜之住宅規模，但若比較傳統
工法與預鑄工法之國宅，會發現室內配置相當簡略，廚房與廁所配置雖符合設備集中原
則，但面積非常狹小。【圖 128】特別是廚房，基本上只配有洗水槽功能，幾乎沒有空
間可置放瓦斯爐與冰箱。1977 年台北市國宅處作現況調查統計，發現國宅用戶有很高程
度將冰箱置於客廳，更別提小坪數之預鑄國宅，情況更為嚴峻(台北市政府國宅處，
1978:45)。陽台空間也相當不足，透空之欄杆設計似乎為挑望景觀設置，而非實際期能
使用之考量，洗衣機(大部分放不下只好放在浴室)與曬衣架等置入後，更顯雜亂，設計
品質低落【圖 127】。且在成本分析方面，平均每平方公尺成本造價還高出近千元，甚
至是兩倍價差(台北市國宅處，1977:32-33)。其施工方式只能算是半預鑄式，此種工法係
在工廠或工地依據預鑄模距，完成預鑄樓版後，搬運至國宅基地組立於 RC 牆面上，經
過焊接鋼筋及澆灌混凝土後完成。【圖 129】但由於各建築組件尺寸公差太大，施工不
精準，導致漏水或不配合等問題，再加上缺乏個性化等批評，皆讓預鑄國宅蒙上不白之
冤。

4.2.3 最低居住標準、標準圖、製磚與預鑄技術
(1) 「最低居住標(基)準」
「最低生存限度」(Minimum Habitable Dwelling)或是「最低居住標準」之設計概念，
自日本殖民時期導入，經過戰爭時期的實踐與試驗，在戰後有了新的思維。戰後為快速
恢復、重建生活，以及確保資源的最大利用，國民政府與美國顧問們認為將多餘的人力
資源，導入生產行列，以培養足以自立的國民生活，為施政的優先目標。「經濟性」成
為衡量住宅建設優劣之重要指標。而所謂「經濟性」意指以最少的勞動力與物質的消耗，
取得最大效益。而經濟住宅論述，便是期以透過合理之生活模式(Rationalization)─追求
適當的平面規模與合理的現代空間/生活方式)，包括:節約土地、機能專用、便利生活、
廉價材料與活用勞動力等手段，達致符合現代住居(生活)所需之最大效益。1955 年至 1964
年前各類興建辦法之貸款條件，不限定建築面積大小，僅限制房屋造價多少，所在意的
是住宅興建之最低造價，而非空間上之最低水準。簡言之，「最低居住標準」之住宅等
同於「最低造價」之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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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NARA 檔案與顧問們引介之住宅技術資料，可理解美國顧問眼中台灣「勞工自
助建屋」計畫之屬性，是一個暫時性「核心」住宅概念。所謂核心住宅設計的概念161─
必須很簡單、容易興建、費用低廉、可擴充性，住戶未來可以自己想辦法營造理想的住
宅。顧問與官員們最大之挑戰是如何在有限的資源裡，興建大量住宅，並能節省建築費
用，成為當時國民住宅政策中最重要的課題。美援顧問建議之最佳的方法162，是由政府
負責規劃建築地段，建設公用事業，再由住戶們自己，就本身能力所及，負責住宅的建
築工作。基本假設是：居民分配到住宅的基本部份或核心部分，他們就可以自己完成整
座住宅並予以改善。而核心住宅的目標，是在落後地區供應一種有組織、費用低廉、且
切合實際情況計劃(Abrams, 1970:142)。此一建議獲得政府的認可，比對國民住宅興建委
員會擬定之國民住宅操作辦法，確實可看出符合 Abrams 論點之精神。換言之，居民先
依其經濟能力取得基本可容身之住宅，再隨著居民經濟能力提升與家庭需要，逐步擴展
住宅規模。一個滿足最低居住水準之核心住宅，是符合通風、採光、衛生與堅固，轉換
為面積、立體高度、開口面積與機能空間等評估要項之小住宅形式。工人「自助建屋」
計畫之住宅，每棟造價 10,000 元(新台幣)，磚造平房，包含:起居室、臥室二間、廁所、
廚房、客廳，面積約為 27.9m2(約 8 坪)之小住宅，並規範住宅之立體高度與開口部面積，
後院留有大面積空地，供後續增建擴充，為自助建造核心住宅具體代表。
1955 年公告之「勞工住宅建築規範」，進一步詳細規範工人住宅的「最低居住水準」
內涵：
「建築面積每戶為 30 平方公尺以上。建築基地面積之二倍以上。簷高以上 2.7
公尺為準。應有臥房二間。廚廁應盡量設備隔離並應直接與室外透光換氣。窗
戶面積至少為地坪面積十分之二─上段作搖頭氣窗。用鋼筋混擬土柱壓樑補強，
1:3:6 混擬土牆基。紅色土燒瓦屋面。外牆及分隔均用 11”*9*4 土磚(滲有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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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住宅計劃的重要原則為(1)應是可以居住的最小單位，並有良好設計，以備將來擴展。(2)建築工
作的少部分可仰賴自助計畫。(3)住戶可以再開始的時候就取得房屋所有權，並獲得小額的分期貸款，
用以購買住宅及應付拓展工作的支出。(4)建築地段應該有足夠地方，以備將來擴展。(5)應在當地發展
工業，供應建築材料。(6)住宅的內部設計，要在將來容易改善或增加房間。(7)在熱帶地區，核心住宅
的房間，應有二個出口、窗子要低、窗口要大，以便涼風吹入。(8)電流供應並非立刻就需要，但必須
有食水供應，並有衛生設備(Abrams, 1970:143-144)。
162
美援時期的重要編輯社「今日世界」，翻譯了 Charles Abrams 於 1964 年出版的 Men’s Struggle for
Shelter 一書，此書討論了現代城市住宅問題─各式貧民窟與違章建築的濫觴。以及政府如何利用公權
力，促進住宅發展，特別是針對落後地區所提出的住宅供應計畫。此書提出逐步建築、優先興建核心
住宅的建議，這也是聯合國代表團最初再發展落後地區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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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隔牆用 11”*6*4 土磚(不滲水泥加草筋)」(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421)。
換言之，「最低居住水準」之住宅建築面積為 30m2(9 坪) ，而建築基地面積至少為
100m2(30 坪)，簷高 2.7m 以及至少有 12m2 大小之開窗面積，室內設有專用廚房、浴廁
及臥室等設備之住宅空間。
1961 年社會處曾就全省平均每人居住面積進行調查，「全省五大城市的平均每人居
住面積(floor Space)以基隆市最小，僅 4.53 平方公尺，台中市最大，為 13.1 平方公尺，
台北、台南、高雄三市居中，介於 6.28 至 6.75 平方公尺之間。…均較聯合國亞經會房
屋與建材工作小組所建議低所得階層平均每人 8 平方公尺的最低標準為低」(林景源，
1965:15)。其結果顯示，個城市普遍之每人居住面積皆相較於聯合國顧問們建議之低所
得階層，理想之「最低標準」為每人 8m2 更低。1963 年之後，公共工程局的設計者與美
援顧問們，意識到(或是有餘力注意)國民住宅之「最小居住標準」應兼顧「可居性」的
問題，而不應只是經濟上負擔的起的住宅「造價」，而是必須考量不同家庭(人數)規模
適用之住宅。
受到 1957 年住宅與都市計劃國際會議(I.F.H.P)科倫基準(Cairn standar)影響163，1963
年公布「房間面積標準圖」，此設計方法是一種「空間標準」量表，操作邏輯是先按科
學分析原則，將房間分類為不同機能之空間，然後理性地將居住所需之機能空間，組合
成為適合家庭人口之最小居住面積住宅(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973:26-28)。
【圖 130】
而所謂「機能空間」又簡化為可容納基本家具(設備)之空間量，如雙人房臥室即以雙人
床、床頭櫃、外加走道之空間，作為平面配置典型。當家庭人數增加時，便以增加房間
數的方式擴大住宅空間，設計者可自由組合與配置，二人至七人使用之住宅。自「房間
面積標準圖」還可讀出更為深刻之意涵，這個設計方法是以靜止之人體與最少設備(家具
體積)所佔有之投影面積為基準。最上層之家庭人數簡圖暗喻著一對夫妻與數個孩子之小
家庭之形象，這樣的身體對映著 0-4 間臥室之級距，「房間的理解」是一床兩櫃加走道
之 3 坪(10 m2)空間，而雙人床就佔有 1 坪之空間，很難想像該如何擠入一個衣櫃。又如
客(餐)廳 3 坪(10.5 ㎡)、單人房 2 坪(6.5 ㎡)、BWC1 坪(4 ㎡)、廚房 1.5 坪(4.7 ㎡)等，皆
為可容納之最小「設備」空間，而非最小「居住」空間。只要將各機能空間加總後即得
最小住宅空間面積，但忽略了其他人生生活所需其他轉圜與迴旋之走廊與儲物空間。不
163

比較科倫基準同規模 2/3 臥室數/家族人數基準面積為 51.5 ㎡，台北房間標準面積 36.2 ㎡很明顯差
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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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實際生活情況的量表，可說是空間抽象化與均質化之極致表現，彷彿設計者只需要
在機能空間的單元數量上加減，即可確保居住的空間品質。但不可否認的，設計者似乎
是在造價之外，看見居住者的身影，即使仍只看見人與物(投影面積)於物理空間之佔有
體積，也就是需要的空間量，而非實際之生活所需之居住品質。

圖 130 1963 年《52 年度國民住宅設計圖集》房間面積標準圖
(公共工程局，1963)

1963 年《台灣省貸款興建國民住宅自行設計準則》制度化與保障了「最低之居住標
準」，正式將「住宅面積等級」納入相關法條，並規定國民住宅之實際建造面積不得低
於本準則規定之標準，至其最大面積最高不得超過規定面積之 40%，超過部分之價款由
借款人自行負擔不予以補助。【表 17】換言之，在這套以「平面上物質空間之佔有量」
為基礎之「設計」運算公式，導出最低標準之居住單位之基本配置，應包含一房一廚與
一浴室以及極小的櫥櫃空間之 8 坪至 20 坪住宅。並進一步規定「個別居室」之淨面積(不
得小於 9m2 及最小淨寬度(不小於 255cm)之限制。「房間面積標準」量表為在同一房間
配置典型下，暗示了 7.3 坪(24.2 ㎡)為最小居住面積的標準，(再加上樓梯間等公共空間
面積即巧妙地符合了國宅貸款所設定之最小面積條件)。「最低居住標準」在此時期轉
化為「可居的最小單元住宅」，由居住品質的相對訴求轉為居住量的絕對要求。重申國
民住宅鼓勵縮小住宅面積、增加住宅數量，以求經濟實用的設計目標(行政院國際經濟
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0:47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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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台灣省國民住宅自行設計準則住宅類型與面積

住宅種類
平房
總 樓
地 板
公 寓 面 積
式 住 (平方
宅
公尺)
二 樓
式 住
宅

甲種
66
(20 坪)
52.8
(16 坪)

乙種
59.4
(18 坪)
46.2
(14 坪)

丙種
52.8
(16 坪)
39.6
(12 坪)

66
(20 坪)

59.4
(16 坪)

52.8
(16 坪)

丁種
46.2
(14 坪)
33.0
(10 坪)

戊種
39.6
(12 坪)
26.4
(8 坪)

己種
33.0
(10 坪)

庚種
26.4
(8 坪)

資料來源: (公共工程局，1965)

除面積上空間量的最低標準外，空間立體上高度之限制，也就是居室(與非居室如儲
藏室空間)樓板面至樑底之淨距離，不得小於 2.1 公尺首次出現在官方辦法中。這些限制
皆低於國際平均標準，1961 年示範住宅設計說明中曾提及住宅之設計基準是「根據英國
及澳洲研究房屋淨高與溫度之關係，對人體舒適感之結果，決定示範住宅室內淨高採用
2.6 公尺至 2.7 公尺，該項高度較現時習慣上採用者為低」(公共工程局, 1961:2)。顯示住
宅室內淨高度與溫度連結，認為至少要 260 公分以上較能維持人體舒適感，而傳統的住
宅內的高度是遠高於此，因此是在造價與舒適度之間取得平衡後之結果。又像是最小面
積限制，1955 年公告之「勞工住宅建築規範」即已規定最小面積不得小於 30m2(9 坪)，
在自行設計準則內卻採取更低之標準，應也是屈就於造價上之考量(台北市國民住宅及社
區建設委員會，1970)。
1968 年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擬定之《社區建設及住宅設計規劃準則參考資料》
在居住單位居室面積之規定，放寬最低標準至總樓地板面積 40m2(約 12 坪)為基準，區
分為一般國民住宅與平價住宅(或總樓地板面積低於 40m2 之一般國民住宅)。每居住單位
至少有一主臥室，居室淨面積不得小於 10m2，淨寬度不得小於 260cm 之範圍，並更細
緻地區分主要臥室及起居室，以及其他臥室與廚房等居室之差異。在室內淨高度上也上
調為不得小於 2.5 公尺，以及居室應設有可開放室外空氣直接流通之通風窗口，淨面積
不得小於居室樓地板面積 1/20，與採光之有效透光面積，不得小於該居室樓地板面積 1/10
或 1.2 m2 之設定…等，相較於〈台灣省貸款興建國民住宅自行設計準則〉更為精準定義
個別機能空間之可量化之物理性條件(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
宅計劃小組，1968: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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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標準化」與「標準圖」
「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指稱的是建立各種建築/空間單元間之共通尺度與規格
之規範，是房屋快速營建與生產之基礎。如前章所述，經過 1940 年代戰爭的洗禮，在不
得不節約資材的壓力下，使得建築各構件與空間配置的標準化，成為營建之必要條件。
公營住宅在配置與規格(特別是木構造的營建方式)皆有了進一步的規範，奠定了住宅標
準化的基礎。為使住宅營建成本降至最低，以及借用人民的力量快速營建住宅，美援帶
來新的材料與施工方法，只要民眾自備土地，政府僅需提供簡單技術即可完成之標準設
計圖面，便可自行建造或委託營造公司建屋。「住宅的標準化」訴求，自殖民時期「建
築」與「構件」尺寸之標準化，漸發展為「空間」之標準化，最終直接轉化為空間的「標
準圖」。【圖 131】「標準圖」政策不僅加速了住宅量的增長，也同時促進了「生產過
程標準化」的進展，龐大的水泥、紅磚、磁磚等建築材料、門窗等五金構件、馬桶與洗
手台等設備需求，帶動了住宅工業化初期投資與發展。而門窗等五金構件也是最早出現
標準設計詳圖之領域。【圖 132】
自木構造轉為磚構造過程，對於材料與技術之採用充滿著先入為主偏見。在國民政
府與美援顧問眼中，木構造房屋具有不夠堅固、耐用，難以抵抗防災與地震等天然災害
等缺點，因而不適於繼續維持或更新技術。1954 年由王大閎設計之「中美合作基隆碼頭
工人住宅」本採用木構造型式，自 1956 年高雄碼頭工人住宅時便全面轉為磚構造型式。
【圖 68】台灣最多之在地材料─土，被視為可就地取材、理所當然之建築材料，為促進
本土水泥工業之市場需求，以及本土製磚機器之生產。國民政府與美國顧問大力推展高
壓水泥磚自助建屋技術164，協助民眾快速製造建屋所需之原材料。由於製磚機可依民眾
需，壓製不同規格之磚型，具有元件之功能，只要將磚砌成牆體，便可形成空間，而不
再適合以彈性、開放性高的木構架系統規劃住宅。【圖 69、圖 71】相較於木構造建築之
關鍵為「建築尺寸」與「構法的標準化」，「空間的標準化」更為影響磚構造之平面配
置。難以大面開口的磚構造特性，同時限制了住宅的平面構成與配置表現，但卻促使「空
間標準化」漸趨於「定型」。此定型化之平面配置，確認取消玄關之入口方式，機能空
間專用化，以及取消走廊、以樓梯連接之效率動線，並構成標準圖之基礎。

164

所謂「高壓手工製磚」技術利用利用槓桿原理，將水泥磚所需材料放入模子內蓋緊後，手持桿子往
下壓，機械受到推擠則往上施力，反覆數次後成扎實的水泥磚作為營建材料(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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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1963 年《52 年度國民住宅圖集》內標準圖
(公共工程局，1963)

圖 132 門窗式樣標準圖
(公共工程局，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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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之標準圖重新分化與重組機能空間之構成，一方面取消殖民時期用來轉換公
共與私密的中介空間─「玄關」，與「客廳」合併為接待空間。或是將獨立的「餐室」
逐步與「客廳」合併為多功能的起居空間，室內幾乎不需要多餘走道即可聯繫其他空間，
達致節約空間之目的，於空間規格與造價上更顯經濟。【圖 133、圖 134】其次是機能專
用化，1958 年「美援國民住宅」【圖 133】設計案例中，所有房間皆採用固定式隔間、
兩房中間設置櫥櫃之設計，顯示設計者眼中符合現代生活的房間(或應稱為臥室)，應是
能滿足「就寢機能」之專用空間，其家具配置方式，再現出國宅設計者預設居住者為小
家庭之形象。1958 年「美援國民住宅」(國民住宅標準圖)首度出現三合一之衛浴空間(內
含沖水式便器、洗手台與浴缸)之設計【圖 134】，在此之前水沖式便器(馬桶)雖已引入
台灣，但並不普及。隨著室內水管工程的進步以及美式生活(洗浴文化)的理想，沖水式
便器(馬桶)與浴缸被視為是現代化生活品質之表徵(Carter, 2008:160)，國宅設計者與美援
顧問們積極的推廣新型態的衛浴空間，以符合便利的現代生活。可脫離了地面的沖水式
便器(馬桶)(殖民時期推廣之便所須鄰近於地面糞坑)與浴缸，大幅度增加了室內配置的變
化性，原只能設於一樓的廁所與浴室，也可置於二樓或是更高樓層之住宅，相同面積的
土地可利用性更為高，更具經濟效益【圖 133、圖 135】。「可控制的氣(臭)味」與「便
利的如廁、洗浴」，使得浴廁得以脫離廚房，更趨近於臥室等起居空間，經濟的居住此
時由節約土地與材料的經濟性，轉化為增進生活便利之經濟性。
公共工程局出版四冊《國民住宅設計圖集》(含示範住宅)，此階段由於政府鼓勵民
間貸款自建，再加上美國住宅顧問的建議，學術機構應代農民或工人設計建築圖樣，以
鼓勵一般民眾自力建屋(包若夫，1954:6)。1959 年《台灣省國民住宅興建管理辦法》貸
款條件內明訂願自行提供製磚、整修基地或其他勞務者，可按其工作多寡，於還款時作
價扣除，以減少房屋造價。政府亦提供僅需簡單技術，即可自行營建之標準設計圖面，
方便民眾自力或委託建屋。同時，為簡化審查制度(縮短審核時間)，採用標準圖面者，
僅需於申請書內註明圖樣種類、號數，及可免送設計圖及工料計算書，請領建築執照。
【圖 131】
標準圖設計作為一種「視覺化」的理想現代住居再現技術，體現的是追求普遍化與
同質化的治理目標。技術官員腦海中的理想現代家居型態，經過國家政權的應允與支持
(貸款制度中採用者無須審查)，使其成為一種正常化的規範，讓理念可具體複製成為真
實。此過程有如布希亞對於模擬的問題與技術看法，他認為現代性與新近權力的社會階
級具有密切關係，征服符號與創造符號的流動與再生，各種複製、偽造、模仿以及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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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效果之技術，再再挑戰貴族階層對符號的壟斷。而模擬的問題，不僅僅是美學的問
題，而是一種創造平等的能力(Crary, 2007:22-23)。換角度來說，標準化的國宅設計─成
排成列、大同小異的空間配置與格局，某種程度上欲展現「人人有屋住」的平等思維的
意識形態(雖然並未真正平等)。正因如此，當 1950 年代具創意性的市民示範住宅展覽熱
烈展開時，社會輿論卻出現不應如此花俏設計徒增工程成本之批評後，公共工程局所設
計之標準圖，同類型的住宅(如勞工住宅)除房間數與面積數的差異外，住宅格局幾乎沒
有太大的變化。【圖 133、圖 134】持平而論，國民住宅標準圖集解決了戰後建築師不足
及快速造屋之社會需求，使得居民可在很快速且便宜的情況下營建自己的住宅，並為政
府的屋荒問題解套。同時，標準圖集內之空間配置，以簡潔動線與機能空間(L/D/K/BR/BA)
的組合，為台灣人展現了新穎的現代生活風格與住宅樣貌。【圖 135】
1964 年為使國民住宅設計更有變化，但又能符合最低居住標準之「集中興建」國宅
社區政策。捨棄標準圖，改採「公開競圖、委託建築設計」方式，參與競圖之建築師須
謹守業主國宅主管機關的設計條件，提出設計案參與公開競圖。經過委員決選後，選定
建築事務所進行設計、規劃工作(丁清彥，1976:30-38)。建築師不僅須遵守「國民住宅地
區規劃準則」以及「國民住宅自行設計準則」之規定，設計出面積在 10 坪~26 坪(約為
30 ㎡~78 ㎡)，造價約在每平方公尺 909~911 元範圍內的住宅，還須設計出容納最多住宅
戶數之方案。往往獲得競圖優勝者，多為單一土地下爭取最多戶數者(行政院國際經濟合
作發展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68:21)。因此，國民住宅社區之規劃，為
確保達成業主設定之面積，多將社區公共設施部分壓縮至最小，導致鄰棟間距非常狹小、
開放空間相當不足。如薛琴(1991)在一篇討論整建國宅設計所述，建築師經常採用「中
央走廊或單邊走道等最少公共設施分擔之經濟方法以串連各個單元」方式節約土地，降
低戶外公共設施空間(陳國偉，1991:38)。【圖 136】此一邏輯直至 1976 年廣建國宅興建
政策前皆是如此運作。此規劃重點主要是節約走道、樓梯間等公共空間，縮小前庭、後
院等中介空間，並將傳統家屋(居住、祭祀、社交、勞動)家庭生活整體之領域概念，限
縮在僅有居住功能之住宅空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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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 1958 年「美援國民住宅」連棟式甲種市民住宅
平面圖(左為 1F/右為 2F)

圖 134 1958 年「美援國民住宅」連棟式甲種勞工住宅平
面圖(左為 1F/右為 2F)

(公共工程局，1962)

(公共工程局，1962)

圖 135 1962 年「美援國民住宅」樓梯間式公寓平面圖
(公共工程局，1962)

圖 136 1963 年「美援國民住宅」中央走廊式公寓平面圖
(公共工程局，1963)

1960 年代以後「鋼筋混擬土」技術成為解決當代住宅容納人口與耐震問題，最為常
見之建築材料與構造。
【圖 135、圖 136】混擬土構造之特性較不受限於標準尺寸之限制，
各機能空間室內面積無須建立統一之規格，各集中興建之國宅社區也不適於採取完全一
致之標準圖面。1963 年頒布「國民住宅自行設計準則」與「國民住宅社區規劃準則設計」
等法令，主辦機關可自行選擇內內政部地政司的設計，或由「興建都市住宅技術小組」
同意之圖面，遴選營造廠興建，突破國宅標準圖之限制。至於「建築構件的標準化」方
面，門窗(玻璃)五金構件、水電設備(電器與照明器材)、廚房(流理臺)設備與浴廁(馬桶、
洗面盆與浴缸)設備多為工業化規格品，已達至高度標準化。而「生產過程的標準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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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樑與柱、牆等建築構件，尚未建置規格化標準。所謂「房屋工業化(預鑄住宅)」組
構設計與生產嘗試，須等到 1970 年代初才有嘗試性方案。

(3) 「自助」製磚技術
1953 年底富萊利(Fraleigh)給王蓬(Martin Wong)等人備忘錄，提及為何要採購 Ellson
製磚機給礦工和碼頭工人住宅之用，有三個原因:一是香港難民住宅之成功經驗，只需三
個人/一天即可生產足夠建造住宅之材料，並認為採用此技術可降低 20~50%造價。二是
無須特別專業技巧即可操作，並可利用本地泥土(混合混凝土、煤渣與水泥)即可生產土
磚(Brick)或土塊(Block)。三是先自南非進口一台機器後，即可在地自產機器165。隨後美
援顧問便趁著各種機會，遊說其他勞工工會與農復會使用製磚機器建造住宅166。並在高
雄碼頭工人住宅完後，由美新處與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成立行動宣傳隊，向全台各地示
範致專機之使用方式。【圖 137、圖 138】

圖 138 美國新聞處示範高壓手工製磚機宣導及勞工新
村興建

圖 137 美國新聞處示範高壓手工製磚機
167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954)

168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954)

美援顧問相當樂中於製磚技術在地化，美援輔導之台昌公司所製造之壓磚機，初期
被應用於製作由泥土與水泥混合之 Soil-cement(改良水泥土磚)，高品質之土磚需仰賴適
合之泥土，為此美援顧問在台南鹽田土地帶試驗土塊品質，並獲得滿意之結果。而此「製
165

Brent “Procurement of a Brick-making Machine to be Used for Dockworkers Housing,Labor Housing and
Posiibly Military Housing”24,December,1953,RG469,Box76(NARA)。有關製磚機器採購給高雄碼頭工人
住宅之用的原因。
166
De Beausset “建議勞工部門採用現代製磚機”，6,Apil,1954,RG469,Box76(NARA)。
Etter“Brick-making Machine”10,June,1954,RG469,B76(NARA)。以上二檔案由 FOA 勞工經濟專家 to 鹽
工福利委員會說明和台中生產製磚機的機械公司討論有關鹽田區域的住宅構造(紅磚)問題。
167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26968，創作日期:1954。
168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26980，創作日期: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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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方法很簡便，以含沙質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黃泥，弄碎以後混入約十二比一的水泥(即
水泥一分，黃土十二分)攪拌並加入少許水分之後，放入模型以內壓製。如以三個工人合
作壓磚，每日可以壓好六百至八百塊。壓好以後，放在旁邊，上面覆蓋稻草，等他陰乾，
如果太陽很大，每天要在草蓆上灑水二三次。陰乾時間約需七八日。如係土加石灰混製，
則陰乾時間較長，約需廿時左右。陰乾後立即可以拿來做屋之用，無須搬運費，且因其
面積甚大，比較容易做牆」(金瑞美，1955:33)。
改 良 水泥 土 磚 (Soil-cement) 可 調 整為 多種 尺 寸， Ellson 之 標 準燒 磚 (brick) 尺 寸
9”*4.5”*3”(inches)，水泥土磚分為 9 吋(block)與 6 吋(block)兩種磚型。Pu-tai 採用尺寸為
9”*11”*4” (inches)，略等同於 9 吋(block)169，而七股(Chi-ku)採用尺寸為 8”*11”*4” (inches)，
略有差異，相較於台灣傳統紅磚尺寸較大170。NARA2 檔案內一份 1956 年 10 月之製磚
機模具修訂研究，顯示水泥土磚可分為 4 種型式(Type)，A 型水泥土磚略等於 6 塊燒磚
堆疊尺寸，其次有 B 型約等於 4 塊燒磚，以及 b 型等於 2 塊燒磚。C 型則是 1/2 之 B+b
單元，也就是 1/2A 型。【圖 139】這些水泥磚有陰陽刻槽，堆疊時，陽面朝上鑲嵌增加
摩擦力。

圖 139 水泥土磚(Soil Block)A/B/b/C Type
(資料來源:NARA 檔案，研究者重繪)

169

171

1 inches=2.54cm。
Etter “Soil Tests Involving Brick-Making Machine in Chiku Salt Fields.” 21,June,1954, RG469,
Box76,(NARA)。
171
“Revised Mould of Blockmaker”RG0286,Container20(NARA)。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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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顧問富來利還建議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費吳先生，就該協會生活艱難者
組織台北縣建築勞動合作社，利用台昌公司製造之壓磚機，承造自助式房屋，各地礦場
紛紛邀約建造礦工住宅。【圖 140、圖 141、圖 142、圖 143】同時，為快速推展技術之
普及性，另外請普渡大學指導成功大學師生學習使用泥土建造房屋技術，並請華府 HHFA
寄有關”Earth for home”一書至台灣，作為參考用書。普渡大學與成功大學之訓練計劃主
要目的是希望師生於暑假時，能協助大陳難民之自助建屋，也希望透過正式的課程，讓
學生同時有理論與實踐的經驗，也可以和國際合作處一起學習如何做研究。172住宅顧問
浦路加(Prucha)遊說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孟昭瓚主委自助建屋研究計畫應該要擴大，並應
包含(1)教導學生自我營建的方法(2)尋找構造便宜的材料以及方法(3)生產製磚機器等。173
這些措施顯示，雖然導入美國技術有利於建立「美國式營建技術」之領導地位與依賴度174，
但在較低階的技術方面，美國並不吝於技術的分享，也願意以訓練方式175協助台灣自立，
同時也符合美援的自主精神。對國民政府來說，靈活應用剩餘勞動力，有助於社會穩定，
且就地取材之泥土也無須佔用過多經濟資源，相對符合戰備政府之期待與治理目標。

172

Brown “Earth for home”13,May,1955,RG469,Box51(NARA)。Brown to Burroughs(HHFA/ICA-W)告知
有關”Earth for home”一書抵達台灣，另外普渡大學正在指導成功大學學習使用泥土建造房屋技術，
並於暑假的時候協助大陳自助建屋計劃，也會有正式課程讓學生可同時有理論與實踐的經驗，也可
以和國際合作處一起學習如何做研究。
173
Prucha“ Nation housing”20, September,1956,RG469,Box51(NARA)。Prucha 回覆孟昭瓚主委關於住宅
研究的計畫應該要擴大。目前包含 1.教導學生自我營建的方法 2.尋找構造便宜的材料以及方法。製造
磚的機器應包含在計畫內。
174
美援目的之一為建立美國在營建技術之領導地位(像是製磚技術與製圖法與水泥材料)，其次是透過
各種構造與在地材料實驗，累積美國在工程技術之多樣性，並分享給地理條件之援助對象(菲律賓、波
多黎各…等)之分署參考。
175
美援運用委員會相繼輔導「成功大學建築材料研究中心」(1961)與「中國房屋建築中心」(196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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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0 採用高壓手工製磚機完工之勞工新村

圖 141 工作人員示範如何使用高壓手工製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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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954)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954)

圖 143 完成之土磚

圖 142 美援住宅顧問協助導入「高壓手工製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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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954)178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954)

(4) 模距化與預鑄工法
預鑄房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勞工缺乏，開始被歐洲國家大量採用(法、
英、蘇聯、義大利等，都是預鑄工法的先驅者)，美國則使在 1960 年代才開發採用，一
部分原因是美國勞工充斥，二是建築工會反對。1970 年代以後建築勞工已經不像過去那
樣多，工會反對之力道也較為軟化，方才發展預鑄房屋(辜振甫，1971:23)。住宅工業在
1970 年代被視為最有前途之產業。幾年間美國發展迅速，日本也將住宅營造業視為成長
性產業。但另一方觀點認為預鑄房屋在費用上並不比傳統建築低廉，而且也沒有傳統房
屋品質來得好。1971 年成功大學 BIRG 研究小組曾就台灣住宅問題及生產工業化可能性

176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27380，創作日期:1954。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27271，創作日期:1954。
178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27272，創作日期:1954。
179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5027273，創作日期: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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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檢討，提出六個重要結論：一是預鑄事業前期投資大、成本高，須確保長期穩定之
需求量，否則不會有人願意投資。二是預鑄工法雖有助於勞動量減少，但由於需要有技
術之工人方能勝任，導致工資增加，也未必能節省勞動成本(一般來說這類工法適於缺乏
勞動力，或是勞動成本昂貴之國家)。三者，各項材料費未必降低，且須供應充足、穩定，
貿然推展大規模住宅興建，反而會造成供不應求、物價波動。四是建材尺度之配合，包
括單位統一、模距系統一致，方能使各建築尺度達致完美配合。五是勞力資源專業技術
能力，傳統建造工人水準參差不齊、施工精度差，須額外投資教育訓練費用，才能使其
參與預鑄工法建造。六是建築業乃是勞力集約產業，若缺乏集中之資金與規模之營造廠
難以投資預鑄工廠(吳讓治，1991:51-81)。以上看法突顯出欲降低房屋造價，採取預鑄工
法不見得是最佳做法，特別是在短期上想看見成效之急就章政策引導下，並未完成工業
化須配備之基本條件。
辜振甫也曾在《工商月刊表達過此看法，認為工業化房屋在台灣發展遲緩原因:人
工便宜，就地施工的鋼筋混凝土相較便宜，組合房屋大多數是民間投資，但在其他國
家是由政府是主要投資者，個人主義阻礙組合房屋的發展，不喜歡組合房屋帶來的
標準化，起重機等設備投資費用高，建築法規過於陳舊。國外已經推行以達數十年
以上的標準化單位模距(Module1M=10 公分，我國亦未推行(辜振甫，1971:18)。大抵皆
點出台灣社會尚未準備好接受建築生產之計劃性與組織化之創新觀念，一旦遭遇無法壓
低造價以及促使建築工人失業等壓力，再加上新技術導入期所發生之失誤(如因尺度公差
不夠嚴密，導致漏水問題)，國家便很快棄守推行預鑄房屋之決心。換言之，在各種社會
條件尚未純熟的情況下，貿然推動住宅工業化，難以獲得社會全體一致認同。
社會普遍難以接受之原因，除短期內住宅「造價」無法降低因素外，其中關鍵為建
築尺度與模距化整合困難，以及技術試驗須調適風險之問題。BIRG 研究小組曾就建材
的尺度配合情況進行調查，民間廠商各建築建材或組件尺寸單位不統一現象非常普遍，
尺寸分布非常分散，且缺乏相互之間的秩序性。台灣長久以來民間的住宅營造仍延續日
本時期訂立度量衡單位─台尺180，國民政府與美援顧問傾向採用萬國公制(SI)，以 m2(平
方公尺)做為法定計算單位。如 1961 年公共工程局設計之《台北市示範住宅》內，示範
住宅內各空間之尺寸與面積大小，便是採用平方公尺，但為使一般民眾掌握實質空間規
模，總面積部分仍會標示「坪數」，以適應台人之生活習慣。戰後美援興建之國民住宅，
180

1 台尺（日尺）≒ 0.303030 公尺,1 坪的面積等於 2 塊標準疊蓆（榻榻米）面積，換算為平方公尺，約
為 3.3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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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標準圖但各空間尺寸模距化情況並不明確，各房間大小不一，不若日本由「帖」所
組成之和室空間來得具有秩序性。具體而言，直至 1970 年代以「模距原則」統籌建材規
格化與標準化之工業化條件尚未建立。
1970 年代國家曾嘗試發展房屋工業化與預鑄工法181，並企圖自建築結構至家具、設
備皆能符合一定之模具化標準的願望，但在房屋消費市場不接受、營造廠不願投資、政
府未強力推行情況下，一般住宅難以採用預鑄工法，只能逐步推展至超高層樓層領域。
建築尺寸之模距化，意外地在「室內裝修」領域開花結果，在「台尺」概念下在工業化
的木材製品的限制下，如願以 3 的模距倍數(如角材與板材的單位)，作為設計與裝修上
材料使用之尺度規則，產生尺寸上的模距秩序。系統化的廚具與家具的出現，更是模距
設計概念的具體展現，設計者或使用者可透過預先設計之最小單元之間的組合，快速獲
得符合需求的櫥櫃家具，並降低過去訂製家具的費用。
對國家與技術官員來說，發展預鑄式房屋工業，乃是邁向先進國家之列之評估指標，
是必須勇往直追之目標。但如果只是將目光放在技術上之革新，「天真的相信又便宜、
又快、又好的效能說明書，而不理解自我實施條件與房屋工業化之必然性問題」(吳讓治，
1975:115)，周圍相關單位也沒有盡責任支援，或修改相關法令配合，終究是沒有辦法解
決國宅造價昂貴與興建緩慢等問題。

4.3 反共復興基地住居之文化想像
4.3.1 國民生活改造與標準住宅
(1) 國民生活改造與反共復興基地
1934 年蔣中正在中國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182，這個運動在思想層面上，糅合了
中國傳統禮教思想、國家主義，歐洲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與基督教價值觀等元
181

1973 年吳讓治針對房屋工業化研究中，亦建議以 30 公分作為模距之基本數值─1 台尺約為 30.3 公
分，以兼顧國家訂定之新的度量衡單位與民間習慣(吳讓治，1973:9)。數年之後，1979 年行政院經建
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發布之《國民住宅標準化設計準則》，雖強調模距距數列以 10 公分為基本模距，
其數列為基本模距之整數倍數，並採用等差級數為基礎，但巧合的是各尺寸數恰恰也可為 3 可整除之
數值，與民間台尺之尺度觀念觀念呼應。
182
1934 年年初，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這個運動以儒家的“禮義廉恥”為中心思想，以
蔣介石的“三化”為行動指南，其目的是要在為了掀起這樣一場運動，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發凡》
的演講中說：革命就是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或主義，用人的力量徹底改進每一個人以至整個國家的
生活形態。“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
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他強調：“新生活運動”既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
一項重要措施，也是要求全國國民在衣食住行方面能夠徹底改進的一種社會教育運動。全國範圍內推
行一場“改造國民生活形態以及行為模式”的教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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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183再搭配上「三化」之實踐理論的行動指引，目的是透過革命，用人的力量徹底改
進每一個人乃至整個國家的生活形態。簡言之，以「革命」帶動生活形態之改進。而所
謂「三化」─「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在「生活藝術化」指的是儒
家六藝之生活準繩，而所謂「生活生產化」則是「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為
非禮，不勞而獲為可恥」之教育。至於「生活軍事化」是整個運動之核心，是國家與人
民現代化指標(秦孝儀，1983)184。
「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
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
時可以與敵人拚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
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
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185
儘管新生活運動在 1949 年悄然結停止辦理，但生活軍事化思維並未停歇。隨著國民
政府撤退來台，在國民政府宣導下，台灣民眾所熟稔「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口號，
可凝結為國民生活改造之全部內涵，展現在居住道德四字句格言修辭：
「住居有室，創業成家，天倫樂聚，敦睦毋譁。黎明而起，漱口刷牙，剪甲理
髮，沐浴勤加。建築取財，必則國產，牆壁勿汙，家具從簡。窗牅多開，氣通
光滿，愛惜分陰，習勞務懶，當心火燭，謹慎門戶，莫積垃圾，莫留塵土。廚
房廁所，由須淨掃，捕鼠滅蠅，通溝清道。和洽鄰里，同謀公益，互救災難，
種痘防疫。國有紀念，家揚國旗，敬旗救國，升降循規。」186
國民政府推行「新生活運動」想要做的不僅僅是字面上維持個人衛生、市容整潔與
謹守秩序等道德活動，而是改革社會與復興民族之復國大業，與之作為對岸共產主義(社
會)對照。而這願望與美國之立場之一致的，就如美安全總署副處長鮑德恩在示範住宅展
覽開幕式上致辭時說到：「台灣人民與政府的合作，在力求生活的改善，較之極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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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James C.,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52.
184
1936 年蔣中正又進一步在《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將軍事化等同現代化，所謂現代
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
185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南昌講稿)，1934 年 2 月 19 日，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
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186
典藏台灣網，副系列名：日據至戰後初期史料，案卷名：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件名：新生活運動
之〈新生活須知〉手稿。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51/3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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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民的奴役與壓迫，實在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對照。」187「生活軍事化」政策訴求，
還須具體展現在勞工新村之建設：
「妥善設計集體建造的勞工新村，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加強勞工組織、增進生
產力量、配合勞工福利之實施與勞工教育的開展，倡導戰時生活，並以勞工新
村為中心，逐漸推展與改善勞工集體與個別的食、衣、住、行、育、樂各項活
動，以充分提高生產效能與生活水準，加速達到經濟發展與國家現代化之目
標。…總之，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舊日農村社會生活方式，業已過去，在三民主
義勞工新村之內，大家過得是互助合作，努力上進」(張天開, 1972:12-16)。
「戰時生活」改造落實在勞工住宅，理想上呈顯出整齊劃一、極為簡單、維持衛生
與無裝飾之標準化形象，就如同維持極低之居住水準之軍事小屋般，將生活之焦點放在
提高生產效能與生活水準，加速達到經濟發展與國家現代化之目標。台鹽第四新村上掛
著增產報國、節約守時等標語，體現了提高生產產能與效率之生活訴求，提醒著在此居
住的工人，家與國之間聯結，合格的國民與家庭生活須展現的紀律生活。

圖 145 1956 年慶祝勞工住宅竣工

圖 144 台鹽第四新村竣工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188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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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由美國顧問與知名建築師設計之勞工住宅小屋，在高雄等地陸續興建，初期受
到歡迎與好評，也被美援顧問視為重要援助成果。【圖 145】然而，事與願違的是這些
僅能符合最低居住標準之住宅，對人性與家庭生活需求之忽視，讓居住者只能透過延伸
核心住宅方式，獲得空間補償。這也是為何新竣工國宅之秩序性形象，總是在幾年後經
187

〈政府房屋政策由計劃到實施〉徵信新聞報訊，3 版，1955/10/17。
1952 年至 1964 年間（民國 45 至 53 年），台鹽福利會興建自用住宅免費分配給鹽工居住，在各鹽
場共興建了 250 戶，分為 9 個新村，此張照片為七股台區第四新村內建築物與社區街道間的景況。國
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6725496，創作日期:1956 年間。
189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5027668，創作日期 1956 年。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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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居民得自行增蓋建而崩毀，造成違建社區總是難以消滅，且由水平蔓延朝向垂直增長。
【圖 146】但換個角度來看，美援勞工住宅宗旨本是核心住宅概念，增改建不僅是常態，
國家應站在鼓勵人民自力營造住居之立場。然而，國家一方面認為狹小的房屋是犯罪的
溫床，一方面又認為居民不應依照家庭需求增建住宅空間，陷入既陷入既要追求個別家
庭之個性化，又要維持都市集居生活之秩序性之泥沼，動彈不得。如回到居住本質來看，
正如魯斯(A.Loos)對於現代建築與居住的觀點，建築並不是反映居住者的個性，建築的
任務應使居住成為可能，而不是定義居住，應該居住者有權在住宅中加上個人印記之可
能性，一種永不會結束與完成的狀態(Heynen，2012:76)。

增建區域
增建區域

一樓

一樓

圖 146 台北市民住宅(丙種)與南京東路公寓增建情況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1962)

1960 年代備受肯定之美援勞工住宅，反過來招致輿論批評，一篇刊載《土地改
革》期刊的文章，便大力抨擊美援顧問所興建之勞工住宅。
「安全分署第一任國民住宅顧問普羅迦為律師出身，亦非技術人員也非行政人
員，對國民住宅缺乏根本認識，對於台灣環境亦渾然不知，其所欲興建之房屋
為難民宿舍，故其所要求建造之房屋為屋簷不超過六呎之平屋，所謂火柴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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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房屋。…繼任者為班克遜為財務人員，為業務處會計兼任此職務，當然對於
國民住宅之性質懵然不知」(鄔信寶，1963:31)。
撰稿者似乎忘了與當時簡陋之棚屋相比，這些勞工小屋算是很好的住宅，且國民住
宅計劃尚有規格較高之示範住宅興建，但自其批評中可得知這些勞工住宅，至 1960 年
代一般人眼中是極為簡陋、甚至是難民宿舍之形象。甚至還有這些勞工住宅是倫理、風
紀道德之破壞、犯罪之溫床之批評：
「都市風紀道德之惡劣，常與房屋問題相表裡，房屋問題越嚴重者，風紀道德
之破壞越烈，良美風俗習慣與人心之和平都為之葬送。蓋男女老幼、無間冬夏，
擠住在同一狹小之房屋中，其一於發生損害風化之行為，自為理所當然。至於
兒童受此惡劣教化之結果損害其身心健全，束縛其思想之發展，致成為都市中
墮落之種子。…住宅問題對於勞工階級而言，是為其生活之中心點」(余問天，
1973:67)。
甚至曾任安全分署技術助理之張天開，也在《中國勞工》雜誌中批評之前美援
興建之勞工住宅：
「凡是參觀過現有勞工住宅的人，一定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樣一個雜亂無章、
擁擠破舊、人煙紛擾的住所，怎樣可以使那勞苦終日的工人，得到高枕無憂、
香甜舒適的休息呢?非但如此，工人的眷屬也因為沒有一個較為舒暢的家，同樣
影響到她身心的健康；工人的子女則因為沒有念書的桌椅和燈光設備，沒有安
適的家，而致功課、成績不能盡量發揮，身心發育亦不健全」(張天開, 1980:6)。
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人們對於居住品質之主觀認知也有所不同，相較於簡陋之違章
屋棚，這批勞工小屋雖狹小，但看起來衛生與穩固，也有較好的採光與通風，若不是居
住過多之家庭人口，也堪稱是良好之住所。唯一比不上後期一般國宅之處也唯有社區公
共設施與寬敞的道路系統而已。經過十年發展，1960 年代國家經濟狀況轉佳，人民收入
轉豐時刻，極小坪數之工人小屋，便淪為人們口中雜亂無章、擁擠破舊、人煙紛擾的住
所，都市發展新階段之絆腳石。
另一方面，為爭取台灣民眾對祖國之認同，「去日本化」或是將日本事物斥為二等
或劣等，也是國民政府經常採取之作法。美國與美式文化成為新的欣羨對象，是強盛且
值得仿效之現代夢的代表。如鄔信寶這類日本式房屋與生活方式等於落後文化之論述，
經常在報章上出現。和式「平房」被詮釋為不經濟之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屋頂低，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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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光線幽暗，空氣流通不暢等落後形象。原為和式住宅之優點，卻成了不適合現代生
活的住宅形式。國民所得增加與社會的富有，使得電器設備擁有率提高，也重塑國民生
活型態。
「查台灣原有房屋絕大多數為日本式者，佔地廣而利用少。在以前人口稀少時，
故足以享受庭園之美，廣闊之感，在今日人口稠密時，實為土地利用最大之浪
費，絕不容許存在於今日。今日需要者應為向空間發展多層式之房屋，足以在
同一建地內，容許更寬廣舒適之房屋。…原有房屋不適合現代生活舊日本式塌
塌米房屋屋頂低，地面弱，光線幽暗，空氣流通不暢，今日之日本已偋棄此種
式樣建築，我人有笨重而眾多之家具，不習慣於席地而坐之生活，棄木屐而就
革履，何況今日生活已日趨電氣化，需要電冰箱冷氣機，原有之日本式房屋絕
不適宜於此種生活，必須急速淘汰，另建新式之國民住宅」(鄔信寶，1963:29)。
1964 年前合作興建、貸款自建、鼓勵興建國宅等政策方向，導引出「示範國宅」之
概念，國家期待透過具示範性、高於市場標準之住宅設計與營造品質，導引人民投入住
宅(房地產)市場。因此，技術官員與專業者所追求的國宅空間形式，明顯可看出外來現
代設計手法直接導入痕跡，不設想實際生活之需求，非但不是粗心的忽略而是欲達致之
設計目標。目的在於生產出有別於日本殖民時期住宅之新形式，「去日本化」直白地說
是「去生活化」成為現代設計之暗喻─將帶有戰前住宅形象與落後生活方式之設計，皆
應去除或抹去。【圖 147、圖 148】不僅僅是革除戰前的和式居住方式，1966 年宋美齡
在視察蘭嶼後，認為傳統地下屋簡陋，於是進行蘭嶼「改善山胞生活計畫」，推行住屋
現代化。於是拆除依山形而建之傳統地下穴居式家屋(主屋、公作房與涼亭)，以鋼筋水
泥的國宅取代，但這些水泥建造的國宅並不適合當地氣候，非常悶熱，而且逐漸被發現
為品質不良的海沙屋，其後陸續改建，甚至淪落為豬舍使用190。過去倚著背靠石與再在
涼台看海之日常生活，不復再現。這個計劃呈現台灣漢人(統治者)以進步、文明包裝之
霸權，對於原住民進行內部殖民之結果。
而被賦予「反共復興基地」角色之台灣，不但要自立自強建設，還要作為三民主義
示範省，以備後續光復大陸時能將成功之經驗帶回中國。如蔣中正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
述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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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瑞珠，蘭嶼人的緊箍咒，環境資訊中心網站:http://e-info.org.tw/node/80121，取用日期
201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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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城市和鄉村沒有很大的懸殊，城市以田園風味，鄉村也有公共交通和
電燈等設備，這是大陸各省所不及。也就是我們重建大陸各省所應當仿效的。
我們光復大陸之後，在市鄉建設計劃中，對於城市要使每一家庭享有充分的空
間，不只是住宅能夠寬舒，並且公共體育場和遊憩場所也要以人口為比例開闢
與建設。對於鄉村亦要使其享受公共衛生和公用事業的便利。…把台灣過去鄉
村城市原有建設再加以改良發展，把鄉村城市化，城市鄉村化在作一個實驗，
做為反攻大陸後普遍建設的一個規範」(馬壁，1969:116-117)。
當解決「住宅」問題，被視為富國強民之基本條件時，對 1960 年代的台灣政府更
顯焦慮，歷經十多年戰後重建，戰敗國家德國與日本在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皆取得驚人之
發展。特別是在公共住宅領域，在極短暫的時間就「以大量興建屋宇為手段，解決千萬
人失業問題，使之獲得安居樂業，並刺激了其他工商各業的普遍發展與繁榮。在短短十
餘年中，便成為現代化的強國。…唯有健康的生活環境，才能培養出堅強體魄與奮進有
朝氣的國民，才能建立安定有秩序的社會。所以一個真正進步的國家，或一個國家之進
步程度，可以從他的國民是否普遍享有合乎現代人類尺度的居住環境上表現出來」(朱譜
英，1971:59)。甚至連鄰國(同為發展中國家)之新加坡與韓國、香港，在公共住宅領域也
頗有建樹，對於自傲於經濟奇蹟之國民政府更是難堪。
為同時滿足平等分配與照顧弱勢之目標，1964 年以後國宅供給對象正式明文為低收
入階層家庭。小規模的集中興建之標準國宅，為追求最大興建數量，標準化設計方法與
最小居住空間基準成為創造「平等」之工具，大同小異與去身體感、視覺化之住宅配置，
形塑出平屋頂、方型平面、幾何式線條所構成之現代住宅之形象。【圖 149】而為了郊
區疏散政策而設計營建之公教住宅，則彰顯的是城市中產階級對於郊區田園生活之夢想，
並實現政府宣導「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之目標。然而，在公共性的前提下，針對
每個住戶皆應公平對待之平等設計想法，維持一貫統一、重複、單調之住宅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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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7 1960 年代台北市區違建拆除

圖 148 1965 年台北南機場區域改造與南機場公寓
(台灣省社會處，1966)

(台灣省社會處，1966)

圖 149 1965 斯文里平民住宅竣工與周邊傳統住宅
(台灣省社會處，1966)

(2) 理想家庭與標準國宅
為解決國宅興建速度過慢問題，「標準化」成為增進速度之解決方案。未曾言明之
「階級」概念，並未隨著「標準化」消融，反而成為更鮮明之註記。甲種至庚種等級之
標準設計圖，以坪數連結貸款條件之方式，控制不同階層者所能擁有之住宅規模。「整
宅」、「國宅」或「公宅」反映出空間的階序與經濟條件─拆遷戶家庭收入最低、公教
人員家庭收入較高。不若前期個別民眾備地興建方式，集中興建之國宅加劇了不同社會
階層的群聚現象，如整宅為國宅社區化帶來契機，同時也埋下社會分化之隱憂。不合理
的小坪數住宅過濾過程(filter process)之下濾現象(filtering-down)，導致有能力之家庭經短
暫居住後，很容易因家庭人口數增加而遷居更大之住宅，而使得整宅永遠為低下階層貧
窮家庭所居住之區域，造成「整宅」等同於「貧民窟」之汙名。換言之，經濟條件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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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階級的差異，更具體展現在可視的住宅物質上，標誌著社會最低層的拆遷戶或違建
戶，被預設住在極為狹小的整宅內，看似科學計算之最小居住空間基準，宣稱可容納各
種最低限度之生活機能，仍抵不住超載之家庭人口與實質住宅設計不良、環境品質低落
之事實。
而搭配「標準化」概念的是「核心小家庭」的理念，標準設計圖集內「房間面積標
準圖」預設之家庭(小至二人大至七人)皆為由父母與小孩組成之「核心家庭」形象，排
除祖父母之三代主幹家庭存在之「理想」的家庭型態。如同 1967 年家庭計畫委員會推出
五三口號，即呼籲每個家庭至多不超過三個子女數(劉欣容，2011:131)。1975 年訂立之
〈國民住宅空間標準〉呼應了理想家庭之目標，確認了五種基本坪數之標準住宅，並且
規定了 20 坪以上家庭住宅以「三房二廳」為基本之房間數，而「理想家庭」之型態也轉
為「二個孩子恰恰好」的四口之家。「三房二廳」之配置方式成為公寓型住宅的新規範。
正如吳鄭重所言:「家庭計劃的人口政策和國民住宅政策，正是國家對於家庭與住宅現代
化想像之具體回應:營造一個以居住在公寓住宅的核心小家庭為主的現代化工商社會」
(吳鄭重，2010:295)。
國民住宅計劃歷史發展，向我們揭露了台灣住宅領域現代化過程中，追求合理、快
速與經濟的理想現代住宅所付出的代價。技術官員與建築師們，將不同的居住者化約為
標準的家庭、標準的身體，硬生生地塞入狹小的標準核心住宅格局中。而罔顧多數家庭
每戶超過 4 人以上(接近 6 人)實際家庭成員數之現實。因而導致無論如何調查，住宅規
模總是不符使用需求的現象。同時，在最小居住面積的緊箍咒下，建築師們也難以深究
居住者的需求，只能在有限的空間裡重複施展單元重組的功夫，在外觀或造型上尋求一
點變化。而這無助於解決住宅規模不足、生活過於擁擠、居家生活難以滿足這類根本問
題。居住者僅能透過自我營造的過程，增/改建出所需的生活空間。透過廚房、浴室與陽
台的挪用與改造，重建出有別於標準化，且各家獨有的家居生活。
總言之，國宅之設計目標與政策帶有強烈之階級意識，即使國宅政策與供給對象幾
經改變與修訂，仍是以「經濟適用」為核心概念，透過設定貸款金額(或建造金額)與興
建住宅坪數連動方式，控制不同階層家庭之居住規模。其次是透過將國宅標準化設計，
使空間獲得最大之經濟性，最小居住空間標(基)準，在看似科學分析包裝下，合理化過
度狹小與設計不佳之國宅。然而新建造之國民住宅，因強調每戶設有沖水式馬桶、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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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磁磚地板、白潔的牆壁與垃圾導管等先進之材料與設備之條件，仍被視為是現代公寓
住宅之典範，更是國家展現「居者有其屋」、「一戶一宅」治理績效之櫥窗風景。
簡化版之示範住宅，以《國民住宅圖集》紙上展示國民住宅之標準形象。國宅設計
者試圖透過各階層住宅之外觀特徵，與住宅規模、配置方式連結，展現各階層應如何現
代與進步的生活。第一步即是隨著住戶之階層身份─勞工、農人與市民住宅區分住宅類
型，以及勞工住在連棟排屋、農人住在獨棟二層合院、而市民則住在雙併或獨立具庭園
之房屋內之基本假設。【圖 150、圖 151】在「示範性」之目的下，以彰顯各階層應擁有
合適經濟條件與生活方式之家宅形象，進而實現各司其職、人人有屋住之治理目標，並
展現迎頭趕上西方先進國家、自立自強之新國家形象。
若將標準圖內連棟式勞工住宅與市民住宅進行比對，將會發現有趣的現象。首先市
民住宅相較於勞工住宅餐廳設計，市民住宅擁有相對獨立之餐廳空間，而勞工住宅卻多
與客廳(起居室)合併，或是設於連結各房間之中介空間內，未有相對安定性。此一配置
顯示設計者想像中的階層(勞工與市民))家庭生活，市民家庭更重視家庭共餐之需求，而
勞工家庭則只需在起居室一隅放置餐桌椅即足夠。市民家庭內正式用餐空間，並配以西
式方桌顯示市民階層對於西式生活嚮往，更勝於勞工家庭。客廳雖是接待客人的半公共
禮儀空間，卻也某種程度作為家族日常生活使用之起居私密空間，客廳與起居室成為一
個曖昧的混和。國宅用後評估調查顯示，當國宅住戶有機會增改建時，有大部分的比例
會將增建餐室或擴建廚房以容下餐桌，顯示住戶們期待用餐(私密)與接待(公共)的機能分
化，或是將烹煮與用餐機能連結之需求。【圖 146】但由於住戶仍視廚房為油汙空間、
不利起居之空間，1958 年標準圖集內起居室及餐室 (L+D)合併之方式成為設計主流。餐
室不再視為與廚房聯繫之空間，反而成為客廳的延伸、可彈性運用之附屬空間，也使得
原本應是正式接待之客廳空間，轉為以家庭生活為主之空間型態。

圖 150 1962 年「美援國民住宅」連棟式甲種市民住宅平
面圖(左為 1F/右為 2F)

圖 151 1962 年「美援國民住宅」連棟式甲種勞工住宅平
面圖(左為 1F/右為 2F)

(公共工程局，1962)

(公共工程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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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水洗式馬桶設備發展，使得浴廁空間得以進入室內，但在設計配置上卻因不同
階層家庭而有所差異。如將專用浴廁空間設於勞工住宅一樓【圖 150】，顯示對衛生現
代性之重視，並與勞動工作內涵連結，同時暗示勞工應先於一樓洗浴完畢，方得上樓休
息之生活行為。而市民住宅之設計，為使一樓能有更為正式用餐區域，只能將衛浴空間
至於二樓，且更為滿足洗浴的隱蔽性。【圖 151】然而，由於住宅內僅有一套衛浴空間，
有訪客時反而使得浴廁空間難以維持私密。水洗式馬桶洗臉檯，再加上雪白磁磚、細心
考慮置放肥皂處、浴缸與浴簾，三合一衛浴空間展現了如劉欣蓉論文所闡述之示範性「水
洗式廁所的稀有與昂貴性，為示範國宅帶來視覺奇觀效果，並使現代衛生知識之建構，
得以挾帶出一種人們未曾體驗之新衛生生活型態，並成為進步世界『新穎』現代科技知
識中介者」(劉欣容，2011:45)。【圖 152】
標準圖上配置之客廳，更與殖民時期的公營住宅乃至於台灣傳統住宅有著決然的差
異。首先是家具配置方式，三人座沙發與單人座沙發對座圍繞著茶几，與傳統住宅客廳
以神桌為中心，左右配置木質官椅或竹(藤)椅之禮儀空間極為不同，呈顯出小家庭起居
談天、休閒之舒適空間，更謬提和式座敷(客廳)之配置方式，完全不同之空間使用邏輯。
劉欣蓉認為這是由如《中華婦女》與《今日世界》等刊物，所仲介之帶著西方生活品味
的霸權想像，以及對美國生活文化特色之欣羨，所調配之變調之美國夢，強化特定族群
家務生活的中產階級品味(劉欣容，2011:80-87)。儘管劉欣蓉分析對象為由宋美齡領導之
軍眷村改造方案，但在國宅計畫中，這種西方生活文化的霸權想像與欣羨，更具體落實
在現實生活中。高規格光武新邨客廳與中規格之高雄運河周邊公寓式客廳一隅，皆呈顯
出由沙發、茶几、桌巾、窗簾組成之西式家庭休閒生活景象，有趣的是為了在不若美式
住宅般寬敞之住宅內容納大量體之沙發，出現形式上相似但尺寸縮小之詮釋版本。【圖
153、圖 156】有趣的是，若仔細閱讀這二張照片，很容易發現唐突之處，不應出現在美
式客廳之冰箱取代電視成為客廳重要之家電設備。主要原因是 1960 年代電視機並不普及
且過度狹小之廚房與餐廳也放不下冰箱，且冰箱與電視機同樣具有時髦與高尚之象徵191，
再加上天花板上的西式吊燈，與地面之拼花木板(或幾何格狀磁磚)，呈顯出西方中產階
級小家庭之生活景象。
雖然標準圖上之廚房與餐廳，仍預設為須隔離油煙之空間，但部分獎勵補助興建之
國宅，卻有機會展現西式家務景觀之模仿與創意。如台北聯合新村國宅一案例新穎地將
191

此現象至 1975 年國宅進行選樣調查時，國宅家庭冰箱擁有率為 85%，電視擁有率已經高達 94%，
比電話擁有率 25.6%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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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與餐廳隔間打通為可穿透置物層板，近似於開放式廚房的概念，透過廚房與餐廳連
結，以及帶有送餐口意象之置物層板，形塑出空間之層次感。【圖 155】透過這個穿透
層櫃，我們隱約可看見白色磁磚裝鋪之流理臺上，按照著調理食物流程展開之洗滌台、
瓦斯爐，臨窗側設有瓦斯桶，顯示公寓生活之基本烹飪需求已解決，瓦斯爐上方並未設
有抽油煙機(須至 1970 年代才普及)，流理臺上方之儲物櫃，也是面漆著白色的木櫃，整
間廚房遍布著潔白與整齊之形象，顯然並不考慮中式烹調食物油煙將造成之薰黑與油汙
等問題，再加上層板上置放之咖啡杯，以及餐桌上插著花朵的小瓶，烘托出西式家務清
潔以及秀異品味之效果。
臥室則是名符其實成為置放床的房間(bed room)，而且是由床─軟墊與箱組合、床頭
櫃所構成之睡眠空間。【圖 154】台灣傳統床架上僅舖墊薄墊(近似於小被)，而沒有置放
床頭櫃之習慣。和式居室更是僅鋪設棉被，連床架也沒有。但這種床墊加床箱之構造是
西方近代發明彈簧床之標準配備。在台北聯合新村的案例中，雖然不是選用正宗之西門
司彈簧床榻，但自照片中還是可看見源於包覆彈簧床床箱另外套上之抓皺床套之模仿，
呈現出舒適、乾淨之臥榻感。然而，無論是聯合新村或是光武新村基本上都是較高等級
之獎勵補助國宅，其住戶展現對西式中產階級生活之模仿與學習，並將西方住居文化之
想像，透過日常生活之物質性經驗自我規訓為一現代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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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3 高雄運河公寓式客廳

圖 152 台北聯合新村衛浴

(台灣省社會處，1966)

(台灣省社會處，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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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4 台北聯合新村臥室

圖 155 台北聯合新村廚房與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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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在美國援助下開啟新的歷史新頁。國民政府以準戰爭為由，
施行威權統治，國家對內要求外省新移民者與本省台灣人，皆必須配合反攻大陸之政治目標
與經濟發展目標。對外則是營造自由中國之國際形象，大規模之美援計畫也使得台灣經濟逐
步重建與發展。在反共大陸政治目標下，軍事威權體制並不願意投入過多國家資源於住宅治
理。天災讓美援顧問率先啟動小規模工人自助建屋計畫，並獲得初步成效。國民政府也必須
肩負起國家治理責任，否則將有害繁榮向上之自由中國形象，更甚者打擊威權政府之威信。
在美援顧問眼中，最應被政府照顧(或是協商)之社會階層應為最低層之工人階層，因為失
去中國之國民黨，便是因與底層之工農有巨大鴻溝而丟失政權，安撫本地最底層之社會群體
為迫切需為之事。但國民政府卻將大部分政府資源投入軍公教住宅興建，對國民政府來說維
護外省移民群體之特定利益，是維持統治正當性之基石。至於為確保台灣人不倒戈與安定台
灣民心的國民住宅計劃，便由美援(體制外的委員會機制)來供給。利用美援興建國民住宅計
劃，除自助建屋計畫是勞動者住宅外，依據申購者身份區分市(含小商家)農工之申購辦法，
預設了不同社會群體應具有之社會生活形式，並重新定義社會階層─市民高於農家，且高於
工人階級之社會位階。軍事威權政體的住宅治理其實與帝國霸權有著驚人的相似，國家願意
付出治理成本的住宅供給，往往是其欲拉攏之社會群體。而不願意付除治理成本，但又必須
維持威信的住宅供給，則轉嫁給體制外或非正式部門負擔，殖民時期街庄貧民住宅如是，美
援協建時期自助建屋與國民住宅如此。
1963 年美援退出台灣，經濟方面雖得到初步發展，但大量城鄉移民使得都市居住問題越
益嚴重。國民政府儘管維持了國民住宅計畫，但仍不願意投入更多資源在國民住宅營建上。
且高經濟成長率也讓執政者相信中間階層民眾有能力自行獲得住宅，國家只要幫助那些棲身
於都市違章地帶無能力之低收入家庭即可。與經濟成長不相配的都市違章，與都市機能不彰
與、市容醜陋問題，則透過都市改造與區域計畫手段，將國家能自由支配之公教人員疏散至
市郊，或是將拆遷戶遷居至違建地區改築之公寓社區內，以緩解都市居住壓力，但事實上並
沒有解決根本住宅量不足與品質不佳問題。
戰後威權政府以市(商)農工四民階層作為住宅治理之分類標籤，國家重建與強盛，除外援
資助外，還需仰賴自立自強之實踐。因人民營業而異居之國宅治理思維，以及各類示範住宅
與標準圖之空間再現，國家施以教化與重塑新住居標準之雙重目的。長期貸款、自備土地與
公司代扣薪資償還貸款等管理技術，將各階層人民定著於所歸屬之社會位置，以維持社會安
定。當經濟重建與勞動關係再度產生變化時，權力運作之模式隨之轉變，工業化與都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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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城鄉間流動為常態，使得將人民固著在社會位址維持秩序之權力模式，已無法順利運作。
此時住居治理的對象轉為弱勢之低收入國民，也就是因天然災害損壞住宅或因整頓市容之違
建住戶。國家依據都市治理的新分配原則，將自由市場的住宅區規劃在市中心新興發展地帶，
而將老舊之市中心不合乎標準之住居移除至偏遠地帶，或重新組裝為更具效能，也更為單元
化。權力運作也調整為區隔社會群體模式，而國家能輕易支配之群體即公教人員與違建居民，
他們雖在與優勢群體的空間資源爭奪戰中敗陣，卻遭逢不同之待遇。違建居民委身在市中心
住宅規模極小、品質不佳的整建國宅內，成為城中邊緣人。而公教人員雖被遷居至市郊田野
地帶新社區，卻能享受寬敞公教住宅與細心規劃之公共設施環境。這種差別待遇造成社會階
層差距越來越大，並埋下中低階層空間區隔之惡因。
美援國宅是以如何透過國民生活改造，建設台灣成為民主櫥窗與反共復興基地為思考核
心，同時推展新現代中國之精神與形象，以穩固國民政府統治與文化領導權。在美援顧問眼
中台灣國宅計劃就如同其他第三世界住宅援助計劃一般，如何快速讓一般民眾擁有一住宅為
目標，因而推展核心住宅與自力造屋技術。但在國民政府技術官員眼中，國宅計劃之目的是
遵從孫中山適應不同社會階層之居住之住者有其屋遺教，並展現三化式國民生活改造之示範
住居形象。強調家與國之間連結，各社會階層應展現紀律的生活。1960 年代以後集中興建國
宅則彰顯為解決住宅興建過度緩慢問題，自助建屋進一步延伸國民住宅標準圖，科學計算之
最低居住基準，完成最低限度住宅之客觀衡量標準，再搭配家庭計劃(兩個孩子恰恰好之核心
家庭)推展，機能分化、最小動線與配備有三合一衛浴設備之標準住宅，成為現代小家庭形象
表徵。美援與聯合國顧問扮演著文化領導著之角色，像台灣展現西(特別是美)式生活之先進
性，而台灣也自西式家務景觀之模仿與重新創造中打造新的國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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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形式民主與商品住宅(1975 年~2000 年)
1975 年蔣中正去世，象徵著強人威權統治時代開始鬆動，國際情勢之詭變造成國家生存
兩次重大治理危機。一是 1978 年(民 67)之中美斷交，與 1979 年(民 68)第二次石油危機，國
家與統治階層認知唯有經濟持續再發展，才能繼續穩固中華民國之存在。因應經濟發展提出
由國家直接興建之「國民住宅六年興建計畫」，一方面回應國家經濟上滿足勞動力再生產所
須的集體消費需求，二方面在開放承購資格與降價措施，使得都市中產階級能享用由政府補
貼之國宅商品，回應了茁壯中的中產階級對於住宅之需求。直接興建國宅作為經濟建設之補
償方案，在高舉都市更新大旗下，採取市區大街廓與疏散至市郊之鄰里單元社區規劃兩元式
住居治理，透過住宅密度(滿意度)、系統(程式)設計、住宅及居住品質準則等設計技術與標準
化配置實踐，支撐了商品空間形式與都市更新之治理邏輯。更期以高品質之大街廓國宅社區
之新空間形式與國宅管理站機制，形塑新市民氣質，以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現代中國都會住居
之文化想像。

5.1 形式民主與市民住居
5.1.1 形式民主體制之社會─經濟關係
儘管政治體制方面表面宣稱是民主國家，事實上社會生活各方面仍受到國家桎梏。
而國家經濟發展，經過 1960 年代末期被整合到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中，以溫馴的
勞工和優惠條件納入全球生產鏈後。1970 年代中期台灣工業生產鏈重新鏈結為金字塔型
工業化制度192，彈性化台灣經濟化發展，成功獲得高經濟成長率。家庭經濟指標貧富差
距倍率，於 1970 至 1986 年間皆維持在 4.1~4.6 倍之間，顯示所得分配平均。至 1992 年
台灣外匯存底居世界之冠，顯示國家之經濟再發展策略頗有成效。富足的社會進一步要
求國家鬆綁限制與要求政治參與權利。1986 年(民 75)開放黨禁，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民
76)國家終於解除準戰爭之戒嚴控制，並經過 1990 年學運，於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解
散萬年國會，1996 年總統首次直選，國家正式邁入選舉(自由)的民主體制(張孝評，2003)。
台灣歷經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過程，市民社會與資本家的興起減弱了國家的強勢權
力，中產階級的政治力量逐漸壯大。
1970 年代之金字塔工業生產鏈，促使國家與大型資本策略結盟，新政商關係崛起，
國家配合資本投資，規劃發展策略。1970 年代「都市計畫」成為「建制化的土地利益炒
192

上層為出口型大企業(由政府及跨國企業之間夥伴關係)，中層為龐大的中小企業，底層是非正式部
門之自營式家庭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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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域」，國家與地方派系之間的侍從關係，讓地方派系的利益可在縣市都市計劃委員
會決策過程中獲得保障與擴張(陳東升，1995:67-68）。壟斷事業自由化，國有地標售與
土地徵收，令大型資本掠奪公共資產利益。至 1990 年代全球化過程中，為了與全球市
場競爭，使得國家統籌與基礎建設的角色再度變得重要，也強化了國家治理的能力(陳怡
伶、黎德星，2010:109)。而經濟的高度發展，都市土地改革的失敗(漲價歸私、地方政
府財政困難、土地房產所有權迅速集中、私有化)，帶動土地的漲價，使得投機行為更為
猖獗。都市房價經過幾次波動，已達天價地步，房地產成為昂貴的貨品，需要大量資金
或長期信用方可獲得。房主或地主經由控制為數可觀的房地產，透過保值、增值，即可
不事生產，形成特殊的資產階級(唐學斌，1978:18)。
地租的高漲也排擠了住宅之利用，而趨向工商業之使用。以經濟發展為主目標之發
展中國家─台灣，住宅的消費並不是以去商品化、平等或公平作為考量，而是以個別的
家戶購買能力為考量，住宅供給仰賴的是市場與非正式部門，再加上高住宅自由率的政
策導引，使得住宅政策始終在社會福利和經濟發展政策中搖擺。為穩定國民黨政權，緩
解選舉的壓力，採取拉攏買得起房產的中產階級和資本家策略，同時提升住宅消費質與
量，維持房地產利潤(陳怡伶、黎德星，2010:110-111)。

5.1.2 經濟奇蹟與都市住宅危機
(1) 房價高漲，都市住宅量不足
即使中產階級似乎擁有較多可支配之財富，但自由市場(由私部門提供之住宅)上高
房價，使得一般市民難以購買住宅，市民居住在與收入不相符品質低落的社區環境中，
都市的住宅危機好似「經濟奇蹟」的鏡像，映照出難堪又無奈的生活處境。由政府提供
廉價住宅已成為社會共識，長期以來國家興建住宅量不足的問題，此時已沒有可迴避理
由，由國家直接介入市場，「廣建國宅與建設新市鎮」成為國家重點發展的新目標。
由於長期以來土地取得困難與資金、人力缺乏問題，導致國宅興建始終是緩不濟急。
1970 年代民間的住宅生產在台灣主要都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台北市的建築公司於
1968~1975 年間快速成長，自 910 間成長至 3061 間，每年成長率皆在 15%以上(曾旭正，
1994:95)。 1970 年代民間業者所投資的住宅雖緩和了都市住宅不足之問題，也造成了房
地產投資炒作高房價之問題。政府的平均地權政策無力緩和或降低炒地皮的投機熱潮，
因而帶動住宅消費價格(高房租與房價)。頂天的房價，連都市中產階級也買不起，期待
透過以量制價，抑止持續升高的房價。1980 年代政府雖公佈新的土地公告現值政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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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透過大幅度調整公告現值與市價之間的差距，以落實漲價歸公和稅負平等，但遭受都
市地主階層與投機財團，以增加企業成本與不符賦稅正義原則等說法的抵制(陳東升，
1995:83)。並透過政治力量的操弄，都市平均地權、漲價歸公的國策方針，始終沒有落
實，房價依然狂飆。
1982 年公佈新版《建築技術規則》與《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1983 年台北市
實施第一期容積管制，造成不願損失樓地板面積的地主與建築商，紛紛搶建，造成大量
的六層與七層樓的房屋供給，帶給住宅市場不小的競爭壓力。許多體質不良的建設公司，
受不了財務的壓力紛紛倒閉。1980 年代初期遭逢第二次石油危機與經濟的不景氣，國宅
出現滯銷的跡象。1980 年代後期政府與民爭利之訴求盛行，再加上興建區域規劃不當與
並不便宜，導致國宅滯銷，更坐實了房地產商與投機財團的質疑(楊裕富，1991:28）。
1983 年前後，國宅單位紛紛裁員或專辦其他學校工程等，國宅工作在 1983~2000 年間，
多集中在老舊眷村改建，終至 2000 年正式宣告停止辦理直接興建國宅及獎勵投資興建
國宅。
再加上因應來自美國要求區域開放市場與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壓力，政府宣布經濟
自由化、國際化。相較於前一威權國家的體制，中產階級政治力量逐漸壯大，國家逐步
弱化為小政府角色。然而，一個弱化的國家竟欲積極干預市場，執行一個大規模且複雜
度極高的國宅興建計畫實在是緣木求魚。儘管人民仍有極高的住宅需求，但經濟不景氣
凍結了消費力，日漸萎縮之民間市場使得經濟環境更為惡劣。國家為取代日漸萎縮之民
間市場，維持營造產業的需求與勞動力，透過強制之「計劃」干預策略面對不景氣，而
非真正的集體消費「需求」(夏鑄九、米復國，1988:52-56)。1982 年大幅度修改《國民
住宅條例》興建方式增列貸款人民自建及獎勵投資興建，基本上回歸 1950 年代將國宅
興建責任推回民間之作法。但因誘因不足，並沒有辦法吸引民間資金投入國宅的興建。
1985~1989 年經濟景氣回升，國家卻棄守了國宅的興建，以補貼住宅貸款方式扶助
人民購買民間住宅。回歸自由市場機制後，房價又再度高漲，「此次房地產投機的風潮，
反映出 1980 年代中後期台灣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局面。多年來快速經濟成長及
中央控制的金融政策，民間已累積大量游資，正尋求投資的管道」(陳怡伶、黎德星，
2010:118)。薛立敏研究指出 1989 年以後，90%台灣的家戶必須要花超過 30%的年所得
在房屋貸款上，房地產炒作與高房價惡化問題相當嚴重(薛立敏，1996)。1989 年無住屋
團結組織展開「無殼蝸牛」運動，表達社會對於房價飛漲的不滿。政府並沒有直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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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的訴求，僅沿襲過去住宅干預的習慣，透過選擇性信用管制，強制金融機購對土地
的貸款成數與期限，有效的讓房地產炒作稍微延遲(陳怡伶、黎德星，2010:119)。
「國家」為回應社會的需求，1991 年再度於「國家建設六年計劃」中，訂定之「國
宅與住宅計畫」，選擇「以量制價」之大規模的國宅社區計畫解決問題。但 1990 年以
後公共政策趨向「自由主義化」─經濟自由化與國家去管制化，皆助長了政府不適於直
接干涉住宅市場供給之論述，長久以來國宅蓋得慢、蓋得差、蓋的不適宜，缺乏效率與
效益等負面觀點，以及「樂透式」國宅分配不均等問題，誤使社會普遍認同政府應將直
接興建國宅的經費，移作購屋優惠貸款或是租金補貼。社會普遍接受透過購屋優惠貸款
活絡民間房地產市場的思維，強化了住宅是「商品」的認知。視住宅自有率為圭臬的技
術官員們，將「住者有其屋」觀念深植在一般大眾的腦海中形成普遍共識，房價仍舊不
斷被抄作、推高。

(2) 都市公共設施不足，市中心亟需更新與郊區發展
市中心公共設施危機，源於 1970 年代經由聯合國顧問團規劃之各種空間計畫(都市
計畫、區域計畫、都會區計畫與綜合發展計畫)，沒有獲得良好的實現。1950 年代末在
美國崛起的「區域(發展)」(Regional Planning)理論，1960 年代後期被引入台灣，崛起中
「都市計畫」專業，期待透過科學的研究方法，定義空間的「規律性」。「空間必須重
新被概念化，不是可以用隱喻、詩意語調描述的自然環境之不規律特徵，而是純粹、簡
單且可以量化的距離」(Peet, 2005:30)。在此觀點下，空間簡化為「等向平面」，土地利
用與空間分布皆可用理想化的幾何圖形，表達空間之間相互關係與互動。並進一步發展
「空間經濟」的概念，運用數學模型和圖表總和研究經濟活動在空間中的區位。換言之，
區域理論的追隨者，關注的是一個地面空間經濟成長之面向，力求獲得一個更「好」的
完整之地面空間組織，這個概念包含:空間分布、空間整合、空間互動和空間過程等系統
性概念(Peet, 2005:32-35)。
由於地面空間性質的不同，所延伸之「區域計畫」任務進也有不同，但有關「人口
與工作地點之平衡分布、減少交通時間的運輸網、開發與服務的空間分布、安排非農業
用地及利用天然資源、聚落大小與分布研究」等主題，長期以來是「區域計畫」關注的
重點」(楊顯祥，1971:320)。不同層級的區域計劃(都會區域計畫、河川流域計劃、綜合
發展計畫、天然資源保育計畫、特定區計畫等)配合「經濟」發展，成為空間專業領域之
顯學。過去由經濟學家主導的國家發展計劃，慢慢讓位給各類型技術專家(都市計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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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運輸、公共衛生工程、環保資源)，直至今日仍主導國家發展政策。在「區域計畫」架
構下，技術官員們心目中理想的「區域計畫」應「避免大城市之惡性膨脹與零星無計劃
發展所帶來公共設施之浪費，土地之濫用與蛙躍發展，及沿交通道路蔓延不止之帶狀發
展，而有效的使用土地，容納合理人口，並平衡居住、工業與農業發展之空間，形成優
良之生活環境。達致總統指示『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之最高指導原則」(行政院國
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1971:6-7)。換言之，施行區域計劃之
目的，主要是為了促使是中心都市分散，以緩和膨脹，因而扶植四周若干之衛星都市或
新城鎮(New Town)。
但在缺乏財源和開發手段的情形下，都市計畫淪為「管制」計畫，政府只能透過一
再消極的延期方式，確保都市計畫之公共保留地，並沒有實質地獲得足夠的公共用地(張
景森，1993)。正如時任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處處長林將財先生感慨，
「在當時不過是臨時性的規劃，不但沒有辦法實行在學校所學，好好進行該區
域之調查分析工作，也沒有時間作規劃。那時候作的工作恐怕只稱得上是畫道
路，以及把學校、公園等公共設施留起來」(林秀澧、高名孝，2015:211)。
國家雖有意圖透過都市計畫改善都市空間利用，與增進都市空間居住品質，但實質
上甚至是已訂立都市計劃者，也可能因為其他政治勢力而轉向或改道。然而，市中心老
舊(眷村與違建)社區破敗與擁擠越來越嚴重，崛起的市民階層越來越難以接受混亂市容
與缺乏公共空間設施之居住環境。
此時期在都市與區域發展空間變遷上，最大特徵為都會區(及周圍比鄰鄉鎮或集居地
是為一整體之單位)的形成，大部分工業投資與公共投資均集中在台北、高雄兩端，其次
是台中與台南兩個都會區。它們吸收農村的資金和人力，而瓦解農村和農業，城鄉關係
嚴重失衡(周志龍，2003:152-153）。從整體都市空間來看，都會交通與公共設施建設不
均，造成局部地區居住密度極高，生活環境惡劣。台灣人口總密度為 495 人/平方公里，
都市計畫區內人口密度高達 4,100 人/平方公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
處，1981:1-13)。1976 年的台灣地區都市居住密度調查顯示，都市平均居住粗密度約在
638.2/每公頃，而台北市及台北市衛星市鎮之平均居住粗密度多在 500 人/公頃以上，其
他一般市鎮則較低，約在 200~500 人/公頃，若細目來看，四樓層公寓住宅之居住粗密度
則高達 700~800 人/公頃(細密度甚至高達 970.9 人/公頃)，台北市各社區幾乎都超過千人
以上的高居住密度(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都市規劃處，1976:29-30)。都會地帶也因集體

203

消費不足，而產生公共設施缺乏、住宅不足、交通擁擠、生活環境惡化等情況(張景森，
1988:10）
。在逐漸惡化之大環境下，新建築之國宅社區亦被賦予重塑都會新形象之任務，
不能再如同前一時期集中興建之國宅社區，只考慮居住單位數與棟距關係，而未能顧及
整體公共設施與社區生活之形塑。
1974 年台北市「國宅」與「違建」兩委員會合併，1975 年《國民住宅條例》頒布，
隔年政府便將國民住宅興建工作列入六年國家建設重點發展計畫，由中央正式編列預算，
政策上採取「直接興建」方式，直接介入住宅的生產與市場的供給，並偏重於配合重大
建設產生之住宅需求之供應，特別是因為經建計劃所產生的違建拆遷安置(陳怡伶、黎德
星，2010:116)。以台北市七十年度國宅配售對象統計顯示，基地拆遷戶加上牴觸公共工
程拆遷戶即佔了當年度配售近七成之比例，能夠發放給其他一般市民登記抽籤購買的數
量不過 3 成。【表 18】顯示國宅計劃不過是經建計劃下配套措施，而非全面性檢討國宅
興建問題，也沒有真正解決住宅短缺問題。
表 18 台北市七十年度國宅配售對象統計

配住對象

基地拆遷戶

牴觸公共
工程拆遷戶

一般市民

合計

備註

戶數

448

657

494

1,599

一般市民戶數包
含店鋪在內

比例

28%

41%

30%

-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81)

5.1.3 住居治理權力運作框架：更新
一般情況下政府可運用之空間管理工具取得國宅用地，有收購公/私地、區段徵收與
國防部合建(改建眷村)等方式。但公地畢竟有限且區位不一定適合開發為國宅社區，主
管機關也不見得願意配合收購，有些甚至權屬繁多、違建密集，不易解決(夏鑄九、米復
國，1988)。而「區段徵收」因程序繁瑣、費時長，多在辦理期間就遭遇漲價或濫建，也
不易大規模徵收(或是用於更符合經濟利用的工商業區用地)。唯一能快速取得只有軍眷
村土地，50 年代搶快興建的眷村社區經過 30 年的時間，陳舊老壞的情況也時有所聞。
平房式眷村在治理者眼中不符合土地利用之經濟效益，特別是土地價值高之市中心地帶。
為進一步解決土地取得不易問題，國家採取向郊區與山坡地開發策略(這些土地經濟價值
較低)，自 1975 年公布之《新市鎮開發條例》193、1976 年《山坡地保育辦法》以及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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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區域均衡及都市健全發展，誘導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改善國民居住及生活環境，1968
年起開闢內湖與林口新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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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變更台北市保護區為住宅區開發區，與國防部簽訂《合作運用眷村土地興建國民住宅
協議書》，皆是為了爭取更多的住宅用地。
為改善都市環境、新增都市公共空間設施，遷移違建居民，國家空間治理採取市中
心更新與郊區發展雙向策略。如 1977 年台北市國民住宅計劃位置顯示【圖 157】，拆遷
違建居民被重新置入改建的國宅社區(有的是現地，有的遷至郊區)，而國家興建國宅數
量又不夠多，造成大部分國宅配售對象以拆遷戶為多，這種現象不過是把原來的違建戶
立體化或外散至郊區，並非真正解決住宅量不足，也沒有達至以量制價的政策目標。另
一方面，都市計劃下部分地段較佳、土地價值較高之預定為國宅用地者，卻又經常向金
權政商聯盟妥協，將國宅用地移作他用，甚至是也不再興建國宅，完全將住宅供給責任
推給民間市場。
正如前述北高兩個積累中心的席捲作用，造成這兩個都會區住宅問題特別嚴峻，台
北市的都市發展西區已飽和，「綱要計畫」與「都市計畫」皆規劃向東開發郊區、疏散
人口之策略。【圖 158】而預定為副都心東移計劃之信義地區【圖 159】，本想運用聯
勤四四兵工廠舊址(四四新村)興建多處國宅示範社區，但按今日發展會發現原本的預定
國宅預定地(圖上標示 1~4 號碼處)，皆成為商業大樓或豪宅。此邏輯也不脫前文所述的
地租的排擠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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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開發
都市更新

圖 157 1977 年台北市國民住宅計劃位置圖
(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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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8 台北市綱要計畫圖
(林秀澧、高名孝，2015)

圖 159 信義計劃及國宅示範社區主要計畫圖
(台北市政府國宅處，1978)

207

圖 160 古亭、南機場周邊水患嚴重區域
(周素卿，2000)

市中心的都市更新區域則以古亭、南機場周邊區域為基地，這個地區乃是新店溪匯
入淡水河間的低窪沼澤地，經常被水患所侵擾【圖 160】，軍方在這裡興建為數不少的
軍眷住宅，再加上湧入台北討生活的城鄉移民，這裡成為台北市最大規模的違建分布區
域。【圖 161】華江都市更新區是為配合跨越台北市與板橋市華江大橋之興建、改善交
通系統、美化都市環境而實施。【圖 162】舊中央市場是將舊魚菜批發市場關閉，重新
開發為住商混和之綜合大樓。東園街、青年公園周邊及新隆里等地區，都是為了改善環
境欠佳、公共設施也不符應用，土地利用效率低之違建與眷村地區。其中新隆里都市更
新計畫較為特別，該基地緊鄰中正紀念堂，為顧及陪襯莊嚴、壯麗的中正紀念堂，使其
煥然一新，以謀整體景觀的和諧一致(台北市政府國宅處，197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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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台北南機場周邊國宅基地配置圖
(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77)

圖 162 台北華江地區都市更新圖

(台北市政府國宅處，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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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南端高雄的景況大致相同，1976 年台灣地區都市居住密度調查結果顯示，高雄
市人口密度約在 200~400 人/公頃之間，壓力雖沒台北來得大，但是居住淨密度頗高 1000
人/公頃以上之(鹽埕區、三民區和苓雅區)地區也不在少數(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都市規
劃處，1976)。高雄市為港灣工業都市，市中心大致飽和，周邊地帶則有許多新興工業區
與加工廠，市區 33 個國宅案例主要沿著市中心之周圍興建，分布在苓雅區、楠梓、三
民、前鎮、鼓山、旗津、小港等新興工業區。【圖 163】另外，高雄市也是重要經濟建
設發展計劃所在地，與台北市區相似的是必須為這些牴觸公共建設發展地區之拆遷戶，
另覓居所。但由於高雄用地取得較為台北容易，如為安置牴觸旗津區道路拆遷戶、牴觸
高雄港務局中興商港區、牴觸海軍第四造船廠擴建，以及抵觸草衙公共設施用地等遷村
居民，皆能取得國(省)有地興建大型國宅社區。特別是與軍方合作之眷村改建國宅案，
經常可取得足夠範圍之國宅用地，超過千戶以上社區規模者有民族、新明德、前鋒和果
貿社區，其中果貿社區為眷村改建之超高樓層(12~18 層)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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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3 高雄市政府興建國民住宅分布圖

(高雄市國民住宅處，1987)

看似理想的都市與區域計畫，在面對社會各種壓力與土地利用之排擠，使得管制並
不見得能有發揮作用。再加上國宅政策是由國家直接興建，以都市計畫為依歸之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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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各地方政府國宅機構取得土地的壓力更為沉重，也不容易達成既定之目標。其他
台灣省縣市則因為各地區居民需求不同，而有極大差異：
「各縣市客觀環境的不同，主辦人員之能力與關心程度不一，結果基隆市、新
竹縣、台南市與高雄縣等取得土地較多，而住宅需求殷切之台北縣、桃園縣、
台中市，土地取得極不順利，台北縣甚至未曾取得任何土地，台北市與高雄市
則以改進眷村為多，一般較低收入之家庭所能承購的甚少」(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1980:14)。
這情況說明，非高發展之都市計畫區域取得土地較為容易，但對於住宅的需求反而
不急迫。而高發展之工業區或都市計畫區，較難以取得土地，開發時序受到嚴重影響。
北高兩市雖受惠於眷村改建政策而容易取的土地，但改建本身也將原本的國有土地私有
化，反而使得國家流失了大量的國有土地，造成蓋得越多、國家失去更多的國有土地，
爾後國家又更不容易取得土地進行公共建設，惡性循環。
在經濟建設大旗下，推土機式規劃邏輯，替「資本」開出一條康莊大道。推土機式
規劃邏輯，可追溯至現代主義城市烏托邦主義理念，不僅表現在追求整齊、秩序與幾何
之形象美學上，更「表現在將現況城市或是城市大部分地區通通清除，以建設一個全新
城市的激進思想」(Taylor，2006:25)。就如柯比意倡導的綜合性整體規劃觀念，將傳統
的密集且有機街道通通清除，代之以橫平豎直之開敞式陽光城市，作為現代主義城市之
新風格。這種思維受到現代都市規劃教育傳播，期待清空一切，從空白草圖中重新規劃
未來之念頭，根植在新崛起的開發中國家規劃者腦海中。國家之治理階層一方面挪出更
多的空間，以利工/商業區開發，而將住宅排擠至郊區或較難利用之山坡地帶。另一方面，
為了整頓市容與提升都市居住品質，與軍方合作眷村改建國宅，以妝點發展中國家都會
形象。
推土機式規劃之權力運作機制關鍵詞為「更新(移除與重組)」，以維護公共利益為
名，移除落後、老舊眷村社區雜亂、非正式、高度混合之居住狀態，將居民遷移與重組
於先進、嶄新之國宅社區中，展現秩序、合法與區隔之都會居住型態。然而，遷居者社
會身份本是相當異質與多元，卻被強制性置入大規模國宅社區內，越發突顯住居安全問
題。外人對於老舊社區歧視性的視覺上不安全感，賦予遷居之正當性，但遷居後，居住
者對於大規模社區造成心理上不安全感，成為新的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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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經濟視野與市民生活計劃
5.2.1 直接興建國宅
1976 年提出為由國家直接興建之「國民住宅六年興建計畫」雖屬於經建計劃一環，
實為作為安置因推動重大公共建設而失所的拆遷戶之配套措施。換句話說，國宅政策是
作為經濟發展計劃下之補償方案，並非真正以解決住宅需求不足角度研擬政策目標。幾
次關於國宅供給對象規定之變更，可看出即使國宅六年興建計劃訴求全面性提高住宅量，
但仍是宣示大於實質意義。
1975 年公告之《國民住宅條例》之國宅定義原係指由政府計劃，用以出售、出租、
貸款自建或提供貸款利息補貼，供收入較低家庭及軍、公、教人員家庭之之住宅。但至
1978 年「國民住宅出售出租及商業服務設施暨其他建築物標售標租辦法」時，雖也強調
國宅申購以出售或出租與收入較低家庭為先，但若是具地四條第一項各款之條件者依下
列順序有優先承購、承租國民住宅權利，包括：國民住宅社區原住戶、參加購屋儲蓄存
款至一定標準者、現為國宅承租戶、依工程拆遷或其他特殊情形，報經上級國民住宅主
管機關核准。由於國宅興建數量相當不足，縱使以保障低收入家庭購買之條件，也因為
「依工程拆遷或其他特殊情形，報經上級國民住宅主管機關核准」產生許多開後門之情
況。大部分「六年國宅計畫」未經過公開申購之程序就分配完畢，且無法保證承購者為
低收入者。就 1980 年實際計畫執行的「分配成果」來看，「六年國宅計畫」所完成的
戶數多分配拆遷戶等特定對象(包括公益建設拆遷戶及原住戶等)，且是透過未公開之申
請程序優先分配，使得一般民眾至為不滿。部分國宅係委託公民營企業單位興建，並優
先配售給該企業所屬員工，且所有承購人均未達家庭收入標準之規定194(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1980:7-8)。
未嚴格限制國宅受益者資格產生自相矛盾的現象，由於貸款額度約為房價之 70%，
即使貸款年限長達 15 年，仍需要為數不少得自備款，對中階層家庭而言也許尚能負擔，
但對低階層家庭來說這樣貸款條件則顯得力不從心。由於承貸金額至多不得超過 20 萬
(1985 年後調高至 50 萬)限制，使得低階層家庭(服務性勞工、小攤商、零工者等)僅能選
購較小坪數之國宅，或是缺乏自備款情況下放棄參與抽籤，反而有利於中產階級(公司雇
員、軍公教、小商人)承購，因而造成前文所述國家的住宅補貼(包括便宜之公地費、行

194

行政院雖訂定所謂「低收入家庭之標準」，國宅主管機構缺乏人力進行承購人之家庭收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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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費由政府支付)，非補助真正沒有能力獲得住宅的階層(承購國宅之長期貸款可享
受利息補貼)。
有識之技術官員並非不明白此矛盾之處，1980 年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
市發展處便曾提出檢討貸款條件之呼聲，認為合理之國宅政策應考慮公平分配問題，一
是較低收入者間之公平分配，因未嚴格執行購買者之家庭收入標準認定，忽略兩種家庭
(1)收入足以支付分期付款，但無法籌足配合款之家庭，(2)無能力購買最小且最便宜國宅
之家庭。國宅之目的本為協助較低收入者取得住宅，沒理由忽略較低收入中的貧窮者，
因此，即使買不起最便宜之國宅，國家也應協助提供出租住宅。
「國民住宅政策之主要目標並非僅在興建低價住宅，而更應著重於提供住宅給
較低收入者。所謂『低價住宅(Low Cost Housing)』，即指由政府協助興建，而
其成本及出售(租)架構低於市價之住宅。所為『較低收入者』在目前情況下，係
指無法在房屋自由市場範圍內，購買民間住宅，但是政府如予以適當協助，即
有能力購買者。因此，國宅住宅政策之目標並不僅在興建多少住宅，更應考慮
協助較低收入家庭解決居住問題，換言之，政策目標應為『人』而非『房子』」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1980:60)
換言之，國宅政策過度強調住宅「量」的目標值，而未真正思考受益者對象(忽略
應解決較低收入家庭居住問題之家庭數量)。若只是興建「低於市場價格的住宅」(在興
建數量不足情況下)，得利者仍是較有能力之中產階級，還是未能達致「使低收入之家庭
獲得住宅」之目標。這些家庭儘管有能力負擔分期貸款，但也會因缺乏自備款，而連最
小、便宜之國宅都無法購買。然而，即使這些明擺著的問題，至 1990 年代仍沒有太大
的改進。1979 年開始興建出租國宅，1980 年台北市開始供應出租國宅，看似呼應了低
階層之住宅需求，但出租國宅卻在 1981 年停止興建。顯示自 1950 年代以來國家建構之
「住宅自有率─有恆產有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的迷思，有如緊箍咒般困住政府
與民眾，而只要在都市擁有地產即有機會漲價，成為人人皆有之地產夢，更形構了社會
集體意識形態，難以撼動。「出租國宅的論述」始終沒有成為主事者或民眾解決問題之
選項。2003 年內政部修正《國民住宅出售出租及商業服務設施暨其他建築物標售標租辦
法》進一步規範國民住宅個案配售（租）時，至多保留五分之二戶數，供原住民、低收
入戶、榮民、單親195及三代同堂等家庭承購或承租。這些修正顯示，國宅治理注意到社
195

單親家庭，係指申請承購或承租國民住宅時離婚滿一年、喪偶或未曾結婚，且育有子女為未成年或
年滿二十歲仍在學、無謀生能力而需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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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改變下多元之家庭性質，以及欲照顧特別弱勢群體之意圖。但現實上，國宅興建
數量不足、貸款條件與前述開後門現象，根本沒有多餘之房屋可供配售給這些人。此項
條款能援引利用的可能僅剩下極少數之出租國宅。
1982 年修訂《國民住宅條例》，為促銷國宅降價求售，直接開放軍公教等身份購買
國宅，導致真正需要國家補貼的低收入者反而無法擁有住宅，而使得中間階層能夠輕易
取的住宅。「樂透式」國宅(抽中住宅者，立刻獲得比市價便宜三成的價差利潤)，也誘
使都市買得起房產的市民階層萌發「地產夢」，「住宅」成為消費的商品，只要提高集
體消費之質與量，維持房地產成長利潤，期盼利益均霑，國家就能維持社會穩定的假象。
然而，立意良善之「住宅補貼」，卻非真正的低收入階層，再度拉大社會的貧富差距(陳
怡伶、黎德星，2010:113)。
1982 年修正《國民住宅條例》，有關國民住宅之定義並未有太大變更196惟新增「輔
助人民自購」項目，係指經政府核定，由人民自行購置自用住宅，並向金融機構貸款，
且由政府補貼部分貸款利息之住宅。此項規定放寬國宅承購人的身份，導引民眾購買民
間興建之住宅，美其名給予民眾更多的彈性與自由選擇所需之住宅，實則助長民間房地
產市場的活絡。正是如陳怡伶所說國家與資本家連結成新政商關係，假新自由市場之名，
行誘導壟斷房價之實的新階段。國家完全將住宅的供給讓渡給私部門，也給予更多的誘
因鼓勵建築業者興建國宅。透過房貸的補貼政策，一方面可嘉惠更多的人，滿足較多的
住宅福利需求，也反映在政治民主化的壓力下，政策必須以能夠讓多數人雨露均霑，以
增取多數選票(陳怡伶、黎德星，2010:120)。國家施以社會控制之對象，已由前一時期的
「勞動階層」轉為「市民階層」。打造一個民主、自由又理性的市民主體的歷史計劃也
隨之展開。
表 19「直接興建國宅」各類辦法摘要

直接興建國宅

項目

(1975~1990)
計

1975 年國民住

劃

宅條例(六年

項

計劃)

目

(1981-1985 第

由政府計劃，用以出售、出租、貸款自建或提供貸款利息補貼，供收入較低家庭及軍、
公、教人員家庭之之住宅。
1982 年修正後進一步定義:

196

1982 年修正《國民住宅條例》，第二條定義「由政府計劃，依左列方式，用以出售、出租、貸款自
建或提供貸款利息補貼，供收入較低家庭居住之住宅：一、政府直接興建。二、貸款人民自建。三、
獎勵投資興建。四、輔助人民自購。前項收入較低家庭之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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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四年計



劃)

政府直接興建: 係指由政府取得土地、規劃設計、施工、分配之住宅。其承購、承
租資格、優先承購、承租資格與比例、辦理程序、權利義務及商業設施、服務設施
與其他建築物等之標售、標租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貸款人民自建: 係指
由政府貸款，人民自備土地，自行興建管理維護之住宅。申請貸款自建國民住宅，
得依十五年以上分期攤還之方式辦理貸款，其貸款額度不得低於造價之百分之七
十。申請貸款自建國民住宅居住滿一年者，得於清償國民住宅貸款本息後，將該住

(1986-1989
第二期四年計

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


劃)

獎勵投資興建: 係指由民間自備土地，並依本條例予以獎勵投資興建之國民住宅。
住宅之承購人，符合國民住宅承購戶資格者，得比照第十六條之規定給予國民住宅
貨款。



輔助人民自購: 係指經政府核定，由人民自行購置自用住宅，並向金融機構貸款，
且由政府補貼部分貸款利息之住宅。購置之住宅轉讓予配偶以外之第三人者，積欠
貸款本息達六個月者，應終止利息補貼。

依據〈國民住宅出售出租及商業服務設施暨其他建築物標售標租辦法適用身份〉，第四
條:


女子年滿二十二歲，男子年滿二十五歲，在當地設有戶籍者。



本人、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均無自有住宅。



符合行政院公告之收入較低家庭標準者。



具第一項各款之條件者依下列順序有優先承購、承租國民住宅權利:

國民住宅社區原住戶、參加購屋儲蓄存款至一定標準者、現為國宅承租戶、依工程拆遷
或其他特殊情形，報經上級國民住宅主管機關核准。

執行方式

2003 年修正國民住宅出售出租及商業服務設施暨其他建築物標售標租辦法適用身份，第
六條


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得依實際需求，於國民住宅個案配售（租）時，至多保留五分之
二戶數，供符合第四條條件之原住民、低收入戶、榮民、單親及三代同堂等家庭承
購或承租。



前項單親家庭，係指申請承購或承租國民住宅時離婚滿一年、喪偶或未曾結婚，且
育有子女為未成年或年滿二十歲仍在學、無謀生能力而需照顧者。



第一項所稱三代同堂家庭，係指申請承購或承租國民住宅時與直系親屬三代，設籍
在同一戶滿一年者。

資金來源
管理/
技術成員

中央國民住宅基金:由國家編列預算
省市國民住宅基金:由土地增值稅提撥，不足款項向銀行融資


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省(市)為省政府、在縣(市)政府，中央地方分工模式。



1979 年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合併原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與省公共工程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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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各縣市政府國民住宅業務由原社會局(科)下設國民住宅課(股)，改由建設局(縣)
或工務局(市)接辦。


1980 年省政府再度調整縣市國宅機構，在基隆市、台南市、台中市、台中縣、台
北縣、桃園縣及高雄縣等七縣(市)成立國民住宅局。其他縣市則在建設局下設國民
住宅課，台北市與高雄市則設有國民住宅處。



政府興建之國民住宅及其基地之售價，由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參照附近房地產市價酌
予折減在成本以下訂定之，並得依十五年以上分期攤還之方式辦理貸款。其貸款額

管理方式

度不得低於售價之百分之七十。其承購人居住滿一年後，得將該住宅及基地出售、
出典、贈與或交換。
承購或承租國民住宅，其家庭人口與住宅面積之比例:

1975 年國民住
宅條例

住
宅
規
格



甲種住宅:79 平方公尺(24 坪)以六口以上家庭為準。



乙種住宅:66 平方公尺(20 坪)以四口至六口家庭為準。



丙種住宅: 53 平方公尺(16 坪)以三口至五口家庭為準。



丁種住宅: 40 平方公尺(12 坪)以二口至四口家庭為準。

承購或承租國民住宅，其家庭人口與住宅面積之比例:

1983 年國民住
宅條例修正



甲種住宅:92 平方公尺(28 坪)以五口之家為準。



乙種住宅:79 平方公尺(24 坪)以四口之家為準。



丙種住宅: 66 平方公尺(20 坪)以三口之家為準。



丁種住宅: 53 平方公尺(16 坪)以二口之家為準。



單身住宅:40 平方公尺(12 坪)以二口之家為準。

國宅興建運作有「自行設計」(或委託監造)與「委託設計」(含工程監造)兩種模式。

國宅自 1960 年代推廣公寓國宅，公寓生活讓都市居民體認到居住空間如樓梯間、走
道與共同壁等空間之「公共性」，但並未意識這些公共空間之管理與維護之必要性，種
種缺乏公德心之表現時有所聞。1976 年後「國民住宅」所興建之住宅，多以為超高樓層
社區，其「所有權」及「使用權」之關係，皆與前一時期相較日趨複雜。過去連棟式住
宅或樓梯間型公寓，多只有共同壁及樓梯間等公同管理問題。而大規模之集合住宅社區，
則除每一單元空間之專有外，尚有共同空間之持分所有及共同使用之情況(內政部營建署，
1985:64-65）。住宅在使用過程中，對住宅或是其他公共設施管理維護，不再只是個別
住戶之義務，而涉及所有住戶共同責任。換言之，若住戶無法意識到「公德心」的新倫
理精神，便難以營造適宜都市居住環境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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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期國宅管理相較，由直轄市或縣(市)國宅機構興建之國宅社區完成時，在配售(租)
給住戶前設立「管理站」【圖 164】，負責管理政府集中興建之國宅社區197。但非每一
個國宅個案皆配有管理站，台灣地區有 196 處國宅社區，卻只有 74 個管理站，其他部
分社區，有居民組合之互助組織。「管理站」任務除一般公共空間之日常營運與維護清
潔外，還包括國宅住宅條例規定之行政管理措施，像是違反住宅裝修、使用決定、佔有
公共空間清除、所有權之隨意轉讓、出租…等管制，原則上與住戶隨心所欲之生活有所
違背，因而經常與住戶產生緊張關係。國宅管理單位相較於住戶組成之互助委員會雖具
有若干之強制力，但實際執行時還是會面臨難以維持公約之情形。特別式住宅共有、半
公共、及專有部分之界定與責任範圍，無一致有效之標準規範。另外，居民之間相處，
因生活習慣而導致認知上落差，也經常造成住戶之間糾紛，從而難以協助排解(內政部營
建署，1985:69-70）。

圖 164 國宅管理站
(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80)

1980 年代為促進居民自治精神，與減少居民與管理站之扞格，以及由管理站統籌社
區管理任務未必有效情況下，國宅主管單位退居二線。1983 年訂定「國民住宅社區住戶
互助組織設置要點」，確認國宅社區轉由居民成立互助委員會方式，自行管理社區。由
國宅直屬單位授權或委託委員會協助辦理社區管理事項，包括: 社區內違章建築、違規
使用或佔用公共設施場所之舉發，違規停車、攤販、廣告物等舉發，地下室停車場及公

197

管理站依下列規定僱用助理管理員、維護及清潔人員:
一、國民住宅社區在一百戶以上未滿三百戶者，置維護人員一人及清潔人員二人。二、國民住宅社區
在三百戶以上未滿五百戶者，置助理管理員一人、維護人員二人、清潔人員三人，每增加三百戶增置
助理管理員、維護人員各一人、清潔人員二人。三、國民住宅社區已成立管理委員會者，其維修及清
潔人員之僱用，由該委員會自行聘僱支薪。管理站設置費用、組訓辦公費用、僱用人員薪資、退職金、
離職金及社區公共公用空間設施之維護費用，由各社區國民住宅售價百分之二．五提撥款之管理維護
基金及孳息，按年度計劃循預算程序編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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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場所之營運與管理維護，公用設施之管理維護、定期清潔及檢修，公共空間及四周環
境之清潔美化等工作，國宅社區住戶服務事項。雖然「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辦法」與
「管理站」強制管理機制導入，以較為衝擊的方式介入社區生活，讓住戶諸多抱怨。但
其建立之「社區公約」概念與「公德心」之新倫理精神，確實為都市居民帶來新的居住
體驗，並為後來的「社區管理委員會」建立基礎。2005 年《國民住宅條例》再度修正，
明定國宅社區與一般住宅社區相同，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相關法令，政府不在
負責國宅管理(陳怡伶、黎德星，2010)。

(1) 鄰里單元國宅社區
前一時期導入之鄰里單元規劃與雷特朋計劃概念並未消逝，而是朝向高層分區使用
發展。1981 年《國宅設計講義》在國宅單元配置原則，仍延續鄰里社區規劃思維，強調
社區應由界限、結構單元、鄰里單元、服務範圍、交通系統構成之結構系統(台灣省國民
住宅訓練班，1981:4-8)。【表 20】
表 20 鄰里單元之結構系統

界限

以人為行政區或道路劃分之社區邊界。

結構單元

以居住群為單元，每單元包含 10-12 個居住單元，以共有一囊底道路或
隙地兒童遊戲場。

鄰里單元

由結構單元構成，以容納一所小學為主，半徑在八百公尺，容納人口數
為一萬人。

服務範圍

具有商業、文教、住宅等服務區供應範圍。

交通系統

各個單元與設施為社區結構中之節點，節點之間有道路串連一體，共分
為幹道、主要道路、次要道路與環道或囊底路。

最具代表性是台灣省住都局於 1978~1983 年所規畫設計之第一個計劃開發之大型國
民住宅示範社區「五甲國民住宅社區」。這塊基地原為台糖蔗田農地，住宅用地面積共
23.8 公頃，依鄰里單元觀念劃設六個住宅區。由於國宅用地取得不易，居住密度採用中
高密度約每公頃 1,000 人，可容納 24,000 人，4,800 戶之五樓層與十二樓層綜合(包括住
宅區與商業區)國宅社區(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1980:4)。參照國民住宅社區規劃及
住宅設計規範之設置標準，配置有商業中心、國民中小學、公園、兒童遊戲場等公共設
施，同時在囊底路端點配置停車場，算是服務性設施完善之自給式住宅。【圖 165】由
於建築型態以五樓層公寓為多、少部分為高層大樓，社區整體空間尺度親切，居民親近
公共設施機會較大。【圖 166、圖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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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鄰里單元設計乃適用於低密度之社區規劃，1979 年當國家準備開發山坡地時為
住宅時，鄰里單元設計方式成為可仰賴之手段。萬芳國宅(木柵 104 高地)為台北第一個
採用區段徵收方式規劃之大型社區，預計容納 18,000 人，包含民間開發社區、國宅區、
公園區、公共設施區及保護區之整合型開發計畫(楊裕富，1978:180)。【圖 168】都市計
畫說明書內雖強調以大街廓規劃、開放空間集中化以及人車分道等原則，並希望善用山
坡地形特質規劃良好之自然景觀視野，但至實際開發時卻放棄順應地形之階梯式住宅，
改將山坡地整地為平直接興建 5、7、12 高樓層住宅(楊裕富，1978:166)。採取鄰里單元
社區規劃之萬芳國宅，雖不若大街廓國宅社區擁有大片集中開放式空間，但透過在陡坡
處規劃公園與綠地之配置結構，反而使得社區能被周圍綠意圍繞，呈顯出自然怡居的居
住環境。【圖 169、圖 170】1978 年完工之基隆安樂國宅社區，也是依據天然之山坡地
形規劃國宅社區。社區被道路自然劃分為三個國宅社區用地，自空中鳥瞰，會發現社區
也是被大片綠意圍繞。
由於鄰里單元規劃之住宅多為中低密度社區，所採取建築形式基本上是前一時期集
中興建之五至六層樓步登公寓。為避免浪費公共空間，配合日照，多採取雙併樓梯間所
構成之排排座之住棟設計。【圖 169、圖 172】建築外觀延續簡潔之立面分割，設有前後
外凸陽台，但不作遮雨棚，往往是上一樓的陽台作為下一樓之遮雨頂，這樣的設計雨天
時雨水很容易會流進陽台，但為住戶自行改裝陽台增加便利性，只要將陽台圍牆加裝玻
璃窗戶，陽台空間即成為室內空間。【圖 170】遺憾的是往往正因陽台成為了室內空間，
外牆立面所作之防水層與新增之玻璃窗框難以形成良好之防水層，導致了陽台外推空間
經常漏水，不得已住戶又將外推之陽台上方另設遮雨棚，而使得這類國宅社區外觀立面
凌亂不堪。【圖 173】社區之外觀採用樓梯間鋪設磁磚、其他部分油漆(當時稱之為噴磁
磚)之設計，在建築剛完工時能呈顯出亮麗繽紛形象，但經過幾年風吹雨淋往往會容易變
成殘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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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學校)

幼兒與兒
童遊戲場

商業中心

公園

圖 1651980 年高雄五甲示範國民住宅社區基地配置
(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1980)/研究者重繪

圖 166 五甲示範國宅社區柱棟外觀

圖 167 五甲示範國宅社區模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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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982)

198
199

(資料來源:中央社影像資料庫，1981)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0000733232，創作日期:1982/02/01。
中央通訊社影像資料庫，DNO：19810109011202 (198101090112020001)，攝影日期: 198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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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地
甲基地

圖 168 1982 年萬芳國宅(木柵 104 高地)整體開發計畫規劃配置圖
(楊裕富，1978)

圖 169 萬芳社區甲基地社區外觀

圖 170 萬芳社區乙基地社區外觀

(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圖)

(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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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

三期

學校用地
停車場

二期

圖 171 1978 年基隆安樂國宅社區配置圖
(台灣省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1978)

圖 172 基隆安樂國宅一期社區外觀

圖 173 基隆安樂國宅二期社區外觀

(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圖)

(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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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大街廓國宅社區
大街廓國宅社區多集中在都市市中心老舊眷村與西區舊社區之更新案，台北像是南
機場、青年公園周邊之國光、國興、國盛、青年國宅社區，與大安區新隆里、興安、大
安與成功國宅，此二區域皆是人口密度極高之地區。而高雄民族、新明德、前鋒東/西區、
果貿一期等社區，是市中心邊緣三個重要工業區與營區核心位置。【圖 163】1980 年代
台灣主流規劃者認為良好的居住環境仰賴密度控制與土地經濟利用，在此考量下都會區
興建之國宅社區，基本上是朝向發展「超大街廓」(Super Block)高樓層社區為目標。並
受到柯比意的陽光城市計劃影響，認為未來城市依託於單一用途的龐大街區進行組織，
在不同街區之間有快速幹道相連，並在形式上呈顯出均質、排列的單純幾何型態之功能
性建築與社區(Taylor，2006:25)。
雖然鄰里單元社區規劃原則是創造理想住居環境之方法，但超大街廓設計構想則更
適於市中心高密度開發需求。大街廓設計係指「在一街廓內使建築物與空地能做更合理
之配置，使車輛及其停車場排斥於街廓內，內部則以人行專用道、休憩用地及建築用地，
均做立體式的配置」(王紀鯤，1978:201)。也就是以有層次之外部空間，圍塑出具中心
性之開放空間，並具有人車分道、綠帶連接、立體分區等整體規劃特徵。【圖 174】
首先由街道系統構成之基地空間，與周邊鄰里社區產生明顯之界線。界線帶有雙重
意涵，一是範圍內為一安全且秩序之領地，而範圍外者是未知與無法統馭之地帶。再加
上由高層居住群簇群圍繞中庭之配置方式，在視覺上產生如 Newman 所說之「防衛空間」
(Defensible Space)領域感，形塑出勢力範圍之認同感(Pile, Brook, & Mooney, 2009:138)。
這條無形之界線與方整之基地，使得「超大街廓式」國宅社區，猶如在一塊「飛地」上
憑空拔地而起的高聳碉堡，將自己圈禁在安全的圍樓中，但也隔離傳統街道生活的豐富
性。【圖 175】
美國學者杜恩(Duany)曾說 1960 年代美國郊區住宅規劃，是按照技術手冊步驟進行
之設計，手冊裡的各種準則組織與編撰的目的，是為了汽車而服務(Duany, Plater-Zyberk,
& Speck, 2008)。大街廓之國宅社區設計雖移植人車分道之設計理念，在汽車未發達之
年代卻發生不少矛盾。理論上居民該是藉由外部車道連結主要幹道後，進入社區內部周
邊停車後進入社區，並經由內部人行步道區連結各住棟，抵達自家。但台灣當時居民交
通工具主體並非汽車，1981 年針對台北市國光國宅社區調查顯示，居民前往就業地區之
交通方式，以公車(47.8%)為多，其次為步行(24.2%)與機車(12.8%)，汽車不過只占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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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2.8%)。居民對於缺乏腳踏車與機車停車空間之抱怨，以及地下室停車場(汽車擁有
率低)使用率不高，造成治安危害等問題，持續出現在幾次之國宅居住狀況調查中(台北
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81:26)。台灣國宅停車場設計，卻嚴重忽略台灣人日常
生活裡最重要之機車與腳踏車停車處。楊裕富曾在 1989 年針對幾個國宅社區進行開發
追蹤調查時，發現 1980 年代興建之國宅社區案例(國興、忠駝、中正、貿商等)，有不少
住民反映機車停車空間不足，而占用社區空地或將廣場改為停車場之情形，顯見追求安
寧之需求，抵不過街道生活之便利，以及設計者未能完全實踐人車分道之意涵(楊裕富，
1989:70-76)。
即使 1990 年代汽車開始普及後，超大街廓國宅設計者透過社區內部人行步道連接
各住棟，外部車道聯結主要幹道方式，使車子進入社區後便直接進入地下室停車場，成
功免除車行危險、噪音等危害，確保社區安寧。但經驗卻告訴我們將停車場設置於地下
室結果，使得國宅居民進入地下停車場後，便坐住棟電梯直通住宅單位，少有機會走上
地面層，人們少了暴露在公共空間時間，也降低與其他鄰居「會遇」之機會。【圖 176】
此外，缺乏外部行人步道空間，也造成社區周邊少有行人走動、穿越，缺乏地方認同，
連結彼此的不是街道，而是路網系統。【圖 178】
都會地區社區生活之核心議題，是如何透過規劃與建築之手段，促進來自各地屬性
差異大之居民達致敦親睦鄰，守望相助之目的。
「空間基羣即是集合各種屬性的羣體，以空間規劃上對來自各屬性間的瞭解，
因此它在促進各種異質人口的居住感情，達致”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同類屬
性活動的場所外，也應提供合理的交往空間，促進對於相異屬性的相互理解」(李
政隆，1976:15)。
在高度混和與異質的國宅社區環境裡，居民來自四面方八，都市更新改善了
「住宅」
，
卻讓人失去「家園」。這些規模在 500 戶以上(有的甚至超過 2,000 戶以上，如高雄五甲
社區國宅計畫總戶數為 5,496 戶)，容納居住人口在一~二萬人之超大型「圍城」社區，
是難以促進居住異質人口的情感互動。簡單來說超過 1,000 人/公頃以上之中密度之居住
淨密度社區，居民面臨的鄰居基本上就等同於「陌生人」，若想透過空間基羣相同屬性
分類原則設計，促進認識，達致「敦親睦鄰，守望相助」，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除原
眷村戶與違建戶之原拆遷住民外，抽籤來的鄰居並不比陌生人來的熟悉。這也造成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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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異質性，即使國宅日漸成為中產階級之中繼住宅，社區內部仍依據分配原則「自
然」地區分著不同之社會群體。

圖 174 1984 年台北興安國宅基地配置

(陳國偉，1991)

圖 175 台北興安國宅社區外觀

(資料來源:宗邁建築師事務所官方網站，2015)

而「恐怖的陌生人」防禦機制自動在設計者腦中展開，為了建立防衛(安全)空間與
保證隱私，大街廓之人車分道、超高樓層住棟與大中庭開放空間設計，劃定了隱形之界
線，讓街道的穿越行為消失，喪失人與人「公共會遇」之機會，造成社區公共空間的封
閉化與私有化。本欲創造居民互動之集中是廣場，也在人工化之平台與視覺化幾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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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下，失去活力與動力。【圖 180】在秩序性巢狀住宅單元裡，在公共空間、半公共
空間與私密空間之層級性的要求下，將陌生人排拒在公共空間之外，並盡可能縮短半公
共空間之動線距離與面積，讓居民可在最短時間回到私密的家中。圖 177、圖 179】監控
陌生人甚至是鄰居的窺探之配置方式成為新的設計倫理，以評價設計之優劣。國宅居民
在物理環境上雖接近，但與周邊社區之時間感(歷史與文化)脫離，國宅空間之形式沒有
促進人際關係之互動，反而造成社會關係之疏離。
超大街廓國宅建築象徵形式，展現為園中塔形象。首先是具中心性之開發空間，透
過高容積、低建蔽率管制形成之大面積開放空間，成為西方幾何式中庭花園，被賦予內
聚社區共同感之任務。但過度集中之公共設施與開放空間，對居民來說經常是沒有效率
的使用，如因某項設施(特別是遊戲場)太遠，而使高樓層住戶缺乏動力參與(或不鼓勵小
孩自行前往)，這些皆難以增進原先設想之鄰里關係。【圖 174】而捨棄零碎化之小庭園
改為整體化之大中庭，主要是為了服務於視覺景觀。由於廣場、遊戲場、步道、休憩涼
亭…等使用定義不明情況下，設計者趨向透過視覺軸線、建築量體調節與設施物之造型
變化，建立中庭(廣場)空間之個性與美感。如興安國宅之中庭設計，兩項公共空間開口
朝向基地中心之圓錐設施物，意圖創造雙向延伸之中軸線，並且盡可能降低中庭平台間
之高低差，以求活動適用之最大化。花台、步道與涼亭戶外設施一方面是為了調節高聳
的建築量體，也同時作為平面配置上幾何構圖之元素。【圖 175】然而，這一切是建立
在俯視視角所產生之平面圖上的平衡畫面，轉為立體空間時才會發現這個高度上的破綻，
高聳的超高量體難以與廣場上的樹木、設施產生協調之景觀。
其次是綠帶連接，為追求都市中怡然的自然住居環境，確實能透過集中面積之開放
空間引進自然與綠帶，形塑花園城市之形象。【圖 179】然而，如新隆里國宅與興安國
宅等，採用區別住商使用與人車分道之「人工平台」，不僅難以種植適合之樹種提供遮
陰，再加上錯誤之硬鋪面廣場設計(不利於運動與孩童遊戲)，導致理應匯集居民活動之
區域經常無人青睞，更難以達至住戶互動、交流之初衷。【圖 180】城市鄉村化，鄉村
城市化之口號，落實在國宅社區之設計，自然被簡化為綠化，草地、灌木群、花草植栽，
不過是作為人工構造物之綠色點綴。【圖 181】

227

圖 176 1979 年國光國宅社區(南機場 11 號)基地配置
(馬玉琦，1986)
圖 177 1979 年國光國宅外觀
200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2000 )

不同層級
道路系統

圖 179 1984 年成功國宅外觀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1984201)
圖 178 1981 年台北成功國宅社區基地配置
(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81)

200
201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 0005026301，創作日期:不詳(出處時間為典藏日期)。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 0000417174，創作日期: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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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平台與
植栽

圖 180 1984 年新隆里國宅社區配置圖
(陳國偉，1991)

圖 181 新隆里國宅社區中庭
(陳國偉，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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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單元組合設計方面，先依據基地特性、方位，選擇建築簇群組合形式，規劃
出最大建築量體與鄰棟間距。隨後進行住棟單元組合達致日照、通風等需求。建築形式
由公共使用空間及組合關係分類，並考量基地情況，住宅規模，住宅基群關係，方位、
通風採光等要項。儘管《國民住宅社區規劃與住宅設計規範》內建議住宅方位之主要房
間，應盡量配置在南面或夏季迎風方向，也就是採取「座北朝南」之配置，實務上卻相
當困難。為保持每住宅單元之採光、避免暗室，住宅單元組合設計採風車型與接龍型二
種多併型式，「風車型」顧名思義，指住宅單元向四方延伸為風車狀【圖 178】，而「接
龍型」則由住宅單元向兩方延伸，形成一字型或 L 字型配置。【圖 176】「風車型」四
向發展之單元組合，無法滿足主要房間配置在南面或夏季迎風方向之需求，某部分之住
戶可能須長期忍受西曬或是無陽光直照之苦。【圖 182】由住宅組合(柱棟)連結爭取最大
開放空間之配置，優先於對於氣候條件之適應，而最大住宅單位數之規劃又優先於開放
空間之配置。如高雄新明德國宅社區，雖採用風車式建築組合關係，也維持具層級性之
道路系統，但公共空間所佔之比例卻非常少。由於住棟之間距離過近，其實容易造成日
照不足問題，所幸新明德國宅社區樓高較低，日照不足問題影響較低。【圖 183】12~18
樓高樓層之高雄果貿社區部分樓層就有可能發生日照不足問題。【圖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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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 1981 年台北成功國宅社區國宅單元與單元組合
(台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1981)

住棟距離
過近

圖 183 1976 年高雄新明德國宅社區基地配置圖

(高雄市國民住宅處，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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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
不足

廊道

圖 185 1982 年高雄果貿國宅社區外觀
(高雄市國民住宅處，1987)

圖 1841982 高雄果貿國宅單元平面配置
(高雄市國民住宅處，1987)

個別居住單元連結方式，則依公共空間至私人空間(居住單元)之動線方式，區分為
走廊型或樓梯型。【圖 186、圖 187】「風車型」多採用梯廳連接住宅單元之動線規劃，
而「接龍型」則是採用走廊連接住宅單元。一般來說在「縮短動線」的現代設計準則下，
「樓梯型」較「走廊型」之動線規劃受到較高之評價【圖 187】。原因不外乎「樓梯型」
可直接由梯廳進入住戶專有單元，而不用經過別人門前，維持較高之私密性。【圖 188】
而「走廊型」配置多需經過其他住戶門前，私密性較低，也容易產生空間死角、陰暗角
落。走廊空間的中介性質，讓人們產生不安定感與不安全感。而高雄果貿國宅則採取較
為特殊設計，雙圓弧狀住棟倚靠天橋連結形成天井，溝通三至四戶住宅單元，每層住宅
單元共用電梯與天橋樓梯，以解決過去中央走廊式住宅產生隱私不足問題。【圖 184】
外部走廊成為面對面之工作陽台，但由於天井非常狹小，使得低樓層住戶之陽台採光相
當不足。朝外之臥室、客廳皆設有採光陽台，但由於過於窄小，難以利用，揣想設計者
是想利用此缺點，維持社區外觀之整齊。碉堡般的社區外觀，以驚人的尺度展現都市巢
居性格。
此時期空間配置顯示更加重視安全(隱私)層級觀念，多併式居住單元形成之住棟，
促使梯廳與樓梯間等半公共空間更為重要，住棟第一道防線為門廳，上樓後進入梯廳，
再轉入住宅單元。但為使多戶集居生活不受干擾，封閉式走廊與樓梯間設計，所規劃之
居民生活動線不僅缺少交集，甚至為維持家戶私密性刻意避免住戶經常的視線相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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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層級之設計雖有助於創造居住所需之公共、中介與私密空間，維護居住者隱私，但也
容易產生孤立、死角與寂寞感之空間體驗。然而，此一空間配置亦符合國家對於自律、
不妨礙他人、具公德心(門戶外皆屬公共領域)之市民氣質期待。

廊道穿越

門戶相對
圖 1861978 年台北國盛社區標準層平面配置圖
(張金鶚、米復國，1983)

電梯

梯間

梯間

圖 187 1976 年高雄新明德國宅社區甲型平面圖

圖 188 1984 年台北興安國宅社區單元平面圖

(高雄市國民住宅處，1987)

(陳國偉，1991)

(3) 增進舒適之室內配置
直接興建國宅是信仰系統(程式)計畫設計者所改良之集合型住宅，透過居住空間使
用與調查，設計者重新歸納新的設計準則，定義居住者生活需求。與前時期標準國宅所
預設之核心家庭生活者形象相比，此時期設計者回應了一般家庭因經濟能力改善，而激
增家電類別與數量，1975 年《國民住宅設計之選樣調查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國宅居民
以電視機擁有率(93%)最高，其次為冰箱、洗衣機、電唱機、電話。家電設備之增加突
顯設備擺放位置及水電管線配比足量之問題【表 21】，以及空間需求須增大之事實(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 1984:29)。在室內配置與設計上，相較前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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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國宅設計，更為重視家庭規模與生活設備之容納與空間之實用性，並嘗試透過空間
設備量表，掌握各機能空間可容納之面積。同時為改良集中興建國宅坪數過於窄小、未
經規劃之彈性配置問題，改採提供多坪型之住宅單元組合適應不同家庭之規模與生活方
式。如五甲國宅、成功國宅、新隆里國宅等皆提供 20 至 34 坪空間規模之室內配置。而
室內配置之轉變，除要求滿足個人私密性需求(一人一房)之治理目標外，良好之住宅設
計取決於是否滿足家庭私密性與舒適需求。
表 21 住宅與家庭生活相關設備發展

時間

電
電燈

1930~1949

1950~1965

1966~1974

1975~2000

■1910/西部大都市供電
■1940/電力制度統一
■1912/電燈

自來水
便器
和式
西式

■1930/改良式便所
■1955/抽水馬桶

家電
炭爐
煤爐
瓦斯爐

■1970/瓦斯爐普及

排油煙機
電話
電風扇
電冰箱
電鍋

■1989/行動電話開放

■1930/電話進入家庭

■1975/(國宅)電話擁有率 25.6%
■1949/大同電風扇上市
■1928/日本進口電氣冷藏庫

■1975/(國宅)冰箱擁有率 85%
■1960/大同電鍋上市
■1975/(國宅)電熱水器擁有率 8%

電熱水器
洗衣機

■1975/(國宅)洗衣機擁有率 48%
■1969/大同彩色電視上市

電視機

■1962/電視台開播並兼賣電視

■1975/(國宅)電視擁有率 94%
■1975/(國宅)電唱機擁有率 26%

電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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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

■1975/(國宅)冷氣機擁有率 7%
■1976/三輪車禁止上路

三輪車
腳踏車
■1930/自動車

自家用車

■1970/轎車進口

註:部分統計資料參照: 1962 年 (民國 51 年)台北市一般市民居住狀況調查與國民住宅設計之選樣調查研究報
202

告 1975 年

。

無論是大街廓式國宅或是鄰里單元式國宅，在住宅單元室內配置比起前一接段之標
準國宅，具有下列幾個轉化特徵。首先是在 1980 年代的國宅案例中看見玄關重新的重
視，即使不是區劃為明確之玄關區域，也會在大門入口處考量進入室內穿脫鞋之緩衝空
間，部分案例甚至會預留住戶置放鞋櫃之空間。【圖 189、圖 191】此一現象表面上是
為解決住戶將鞋櫃、鞋子與雨傘等雜物置放於樓梯間公共空間之問題，實質上不如說是
殖民時期玄關作為住宅內外空間轉換角色之回復。設計者重新注意到公寓住居入口穿脫
鞋之需求，以區別住家公共與私密之界線。但與殖民時期玄關仍有差異，不若和式住宅
規劃高低階差之玄關空間，僅預留一轉折空間或預留置放玄關櫃之方式【圖 190】，讓
入口的性格顯得曖昧，同時也顯示住居生活裡身體動作之文化差異。
其次是前後陽台功能之確認，此時期國宅配置也改變集中國宅僅由無陽台或單一陽
台之設計，過去經驗顯示無陽台之設計雖然在立面上似乎可降低違建之機會，但實際上
因為住宅規模過於狹小，並沒有減低任何違建之可能，反而使得國宅立面更為雜亂。而
富有單一陽台之配置由於功能定義不明，又容易被住戶擴增為服務性陽台，而使得雜亂
又瑣碎之家務工作產生外溢現象，有礙美觀。過去缺乏陽台之整建國宅使得洗衣機必須
放在浴廁，使得原已緊迫之浴廁空間更為狹小。1976 年以後之國宅設計至少配有一與廚
房連結之服務性陽台，以容納曬衣與洗衣之用。【圖 192】設有雙陽台之住宅配置，則
一律由客廳連結外(景觀)陽台、廚房連結後(服務性)陽台方式配置。【圖 190】
三是大坪數國宅自 1985 年後更趨於將餐廳視為連結客廳、廚房與臥室之中介空間，
並與客廳構成家庭實質的生活中心。【圖 189、圖 191】1970 年代後電視與唱機、音響
等家庭娛樂設備進入客廳後，更直接地促成客廳接待與交誼功能，轉化為看電視或聽音
樂等私人娛樂之起居場所。與過去正式待客功能之客廳相比，現代之客廳更為私密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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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都市規劃處於民國 64 年進行之《國民住宅設計之選樣調查研究報告》，並
選定台北市(南機場、劍潭及萬大計畫)，台北縣永和鎮(中興新村)，及高雄市(運河區及第四重劃區)等
地集中興建之國民住宅，作為選樣調查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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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化【圖 193】。在都市住宅愈來愈昂貴與狹小的條件下，很難達成客/餐廳(公共與私密
空間)分化的需求，住宅內部之公共性機能越來越簡化，住居領域的家庭私密界線也擴延
至大門之外，鄰居或訪客可進入的中介空間(如玄關、前院、外廊等)則越來越被限縮。
一字型廚房

後陽台

前陽台

圖 190 1980 年高雄五甲國宅大樓型平面圖

圖 189 1980 高雄五甲國宅樓梯間型平面圖

(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1980)

(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1980)

廁所

圖 191 1983 年萬芳國宅社區大樓型平面圖
(賴素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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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浴廁則在合理的居住條件考量下，一套半的二間浴廁需求，被納入 3 人以上的
家庭住宅。【圖 189】1984 年以後靠近客廳之廁所預設為客人使用或家人共用需求時臨
時使用，而提供家庭使用之浴廁設於主臥室內，須穿越房間方得抵達，家人間親密之洗
浴空間成為住宅內最為私密之所在(通常位於動線最末端)。套房的出現，也使單一房間
的功能更為完整、便利，與滿足夫妻間親密領域需求。【圖 192、圖 193】
五是一字型廚房之定型化，即使住宅空間整體坪數擴大了，廚房所占之比例卻未隨
之擴大。吳鄭重(2010)《廚房之舞》一書描繪了國宅建築師對於國宅廚房設計想法，在
他們心中只要 180cm*320cm 廚房，即可放下冰箱和三件式組合廚具，以及一人烹煮食
物之作業動線模式。此類男造環境(男性建築師設計)之偏見與經驗法則，深刻影響了國
宅廚房設計結果。吳鄭重甚至認為廚房是女人所屬家務空間的性別家務分工刻板印象，
把女人禁錮在一間間狹小、孤立的「家庭毒氣室」，殘害著女人的身體與心靈(吳鄭重，
2010:309)。檢視 1980 年代完工之國宅社區廚房設計確實有此現象，廚房被簡化為一字
型流理台(包含洗菜水槽、切菜台與爐台)，連結外部工作陽台。【圖 189】180cm 之寬度
不過是個走道寬度，如 1980 年之五甲國宅廚房尚預留有空間置放冰箱，但新龍里國宅
廚房則沒有多餘空間置放食具、餐盤或其他小家電設備。這也難怪國宅陽台外推情況相
當普遍，幾次的國宅現況使用調查，受訪家庭總是抱怨廚房過於狹小，放不下各種家庭
設備，只好將陽台外推以容納各種廚房用品，或是將部分家電設備(冰箱、電鍋、電熱水
壺、烤箱)外溢至飯廳，形成「飯廳像準廚房，而客廳像準飯廳」之情況(吳鄭重，2010:327)。
當挪用與改造原設計之陽台空間成為常態，國家期以形塑之高品質居住環境之各種居住
水準研究、分析，不過是癡人說夢。國宅社區普見之景觀，乃是前陽台外推成為客廳一
部分，而失去調節日曬與雨淋之中介功能；後陽台則是外推或改造成廚房一部分，同時
兼容著洗衣、曬衣、置放雜物、瓦斯桶、種植調味植物之大雜院空間。
六是儘管肩負著家庭生活與活動載體之廚房如此不如人意，家電科技的革新，還是
為國宅設計帶來不同之設計模式。彩色電視機自 1969 年上市，至 1975 年國宅選樣調查
國宅住戶之擁有率即達致 94%，比冰箱及電熱水器擁有率還高許多。【表 21】客廳之設
計首重電視機位置，沙發之配置不再如同前一時期之面對面待客、會談配置，而具有方
向性，L 型之沙發配置與擺放電視機櫃之牆面成為客廳之重心。【圖 189、圖 191】新家
電設備同時使得舒適家居想像得以實踐，過去傳統的住宅內僅能仰賴建築設計技術與材
料的運用，方能對於室內的溫度、光線與空氣進行調控，產生舒適的室內環境。現代住
宅有了如冷/暖氣機、電燈、抽油煙機/抽風機等設備的輔助，即便不考慮方位、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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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白天與黑夜等自然因素，仍可維持符合人體需求之最低舒適度。但延伸的問題是
建築營造之時程往往趕不上新家電產品研發與上市速度，像是冷氣機與抽油煙機之普及
率，在 1980 年之後快速普及起來。室內配置若不事先預留排煙孔與冷氣機口，就會增
加住戶自行加設而改變建築外觀之情事，而使得住宅立面更為雜亂無章。【圖 193】顯
示住宅室內配置不單單須考量動線與空間配置之合理性，而必須「預先」規劃之電器設
備出口位置，維持室內空間之整齊。然而，無論如何在此基礎上，即使國宅「風扇型」
四向發展之單元組合，無法滿足座北朝南之氣候調適需求也無妨，人類透過百年的技術
的提升，為自己打造了一個隔絕自然之住宅空間，一個人工、且可掌控的人為住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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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住宅密度(滿意度)、系統(程式)設計、住宅及居住品質準則
(1) 住宅密度與居住滿意度概念
都市中心住宅區隨著高度經濟發展，週期性之成長與衰敗已成為常態。正如前文所
述，都市更新方案成為經濟發展的補救措施，期待通過市中心的住宅重建與整新，以復
甦與復興市中心，重振都市經濟活力，積極建立一個有計畫與良好的都市社區。
「都市更新是一個名詞，用以描述都市社區改進它的過程，以消滅貧民窟或其
他不合標準的地區、檢核窳陋地區、重新設計不良或不合模式地區實質行式，
而以提供選擇土地為新的發展，保全並提高可以挽救的財產與地區。…其目的
是以消滅陋區，以改進人民住居與生活的環境，以恢復效益，並加強都市商業
的中心活力，以改進都市型式，使之更適合住宅商業工業」(李先良，1985:389)。
1970 年代台灣都市環境的論述發展，循著美國戰後 1950~1960 年代推土機式開發方
式，由鄰里社區計劃轉為都市中心更新計劃。該論述之基本假設為都市居住區環境品質
良莠，取決於都市的「居住密度」203與「土地利用」情形，並認為能解決貧民窟的手段，
即是將夷為平地的土地再充分利用。並強調都市「人口的空間分布」與「土地使用配置」
之合理性。並認為都市內的病態(犯罪、髒亂、疾病)行為係因高密度抑或是過度擁擠而
產生的問題。1960 年代一系列密度病態之假設，曾受到科學界非常大的關注，並為環境
學家所引用，都市被視為「品行之汙水槽」。雖然仍有許多社會學家證明密度與病態之
行為關係非絕對必然之關係，但密度病態模式之說法，仍非常誘人信服 (Choldin，
1983:23-25）。而台灣在 1960 年代集中興建之極小坪數之整建國宅與老舊眷村，在下篩
作用下逐步變成不良之低收入社區，似乎間接證明了這個假設。
引介自美國 1960 年代之大規模興建之公共住宅計劃規劃理念，在未能考量居住者需
求情況下，日漸淪為貧民窟，更甚者無人願意居住其中，終在 1970 年代不得不摧毀的
前車之鑑，在國際間引起很大的迴響。尊重使用者意見的訴求，成為住宅設計重要之課
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1984:29)。1981 年~1984 年間，第一次有
系統、大規模的住宅與居住狀況調查計劃，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
主持(委託成功大學與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建築系同學擔任訪查工作)，在台北、台中、台

203

指的是都市居住區之人口密度。淨密度:居住人口數/住宅建築基地面積(調查區內總人口除以調查區
內以建築之建築基地面積得知)。粗密度:居住人口數/住宅建築基地面積+區內道路面積+地區周圍道路
面積之半(以調查區內總人口數除以調查區以建築之建築基地面積及周圍道路面積一半與區內道路面
積和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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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與高雄等都會區實施，希以透過住宅狀況抽樣調查，得知都會區居民之住宅狀況與居
住需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1981)(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
都市發展處，1982)。而住都處則自行負責台北、台中與高雄等處，由政府規劃興建之國
民住宅之住戶訪查工作。訪查問卷包含三大面向，一是住戶家庭(構成與經濟)狀況、二
是住宅(空間使用、變遷與改善意願等)狀況、三是居住(面積、居住水準、現有住宅評價
等)狀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1984:5)。
此次調查結果導出幾個結論，一是容積率越高居住(凈)密度越高。而各類型都市居
住密度因未配合居住區道路計畫容量、建築容積率，與道路率相關性也不高，造成公共
設施不足204。簡言之，這些都會區空有都市計畫，但沒有進行住宅(居住環境)管制。「居
住密度」同時被認為是住宅區規劃之基礎，各種公共設施之計畫服務之容量與範圍，皆
是以居住密度作為規劃之基礎。而公共設施的不足被視為居住環境品質惡化之主因。二
是居民對外部居住環境之評價，與底層建築使用混合度之相關性非常密切。因此導出限
制居住區之建築物使用性質，也就是「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必要性，如零售(服務性)
商店與工廠，為社區帶來噪音或髒亂問題，應施以管制與排除。該調查同時發現居民建
築使用混合度越大者，居住環境評價越差。此研究導出下述結論。
「站在維護良好居住環境的立場，限制居住區之建築物使用性質之必要。…居
住密度是住宅區規劃之基礎，因為所有的住宅區公共設施的規劃，均以居住密
度為考量，…如果居住密度超越計劃之範圍或容量，則必導致公共設施容量不
足的現象。公共設施不足是居住環境品質惡化的原因。…管制密度乃是保持居
住環境品質之唯一辦法」(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都市規劃處，1976:29-61)。
三者住宅規模越大居住滿意度越高。(但也有例外，具評價觀點差異存在，都市居民
的滿意度評價無論規模大小皆低於郊區居民)。該研究再以迴歸直線推算，發現居住者認
為「尚可」之住宅規模為每居住單位面積 60 平方公尺。而「擁擠度」則與「住宅大小」
及「每人居住面積」直接相關，但也有評價觀點差異存在，室內空間「擁擠與否」更多
與居住文化、生活習慣有關，而非單純之面積大小。四者「建蔽率」對採光影響有正相
關，而「容積率」則較無直接影響205，甚至認為台灣都市「容積率」嚴格上來說並不算
204

該研究顯示居住粗密度超過 480 人/公頃時，居民對戶外植栽評價開始有不滿意情形，超過 600 人/
公頃時，汽車與其他噪音，就有破壞安寧的傾向，超過 1,000 人/公頃，整體居住環境品質就難以維持
在「尚可」的水準。
205
此處忽略住棟高度產生的陰影，對個別住戶採光之影響(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都市規劃處，
1976: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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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住宅區建蔽率竟有卻高達 90%以上者，導致都市環境惡劣，該研究認為應嚴格控
制建蔽率，而在人口高密度區則應以提高「容積率」方式，減少「建蔽率」，以增加較
多空地作為公共設施使用(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都市規劃處，1976:52-76)。1983 年以
後，主流都市規劃者提出降低人口密度與住宅擁擠度，管制容積之解決方案。換言之，
低密度的住宅開發方式因不符經濟效益而不受歡迎，朝向「立體化的分區使用」之開發
模式。
台灣省都市計畫雖明定有人口密度206，但對於人口密度實則缺乏有效之管制辦法。
主要原因一是無法控制一地區之建築密度來影響居住人口數。二是住宅內的過去壅擠或
未盡利用情形，也非密度所能控制，皆無法有效實施管制密度與建築形態之規劃。卻致
使都市住宅朝向高層規劃，以為藉此可達致土地經濟之使用，而利於都市發展。但從規
劃與經濟之角度來衡量，增加住宅層數也未必節省建地，節省之土地價格也為未必能彌
補高層住宅建築之興建成本(內政部營建署，1985:77-78）。1977 年發布之〈國民住宅社
區規劃及住宅設計規範〉，即以建築單體樓地板面積與指數(%)為管制核心之「建築密
度」管制(每公頃容納居住單位數)與「每居住單位之樓地板面積」規定(內政部，
1977:27-28)。縱使實施人口及居住密度管制之原意，為促進土地的經濟利用，使都市密
集而不擁擠，寬敞而不蔓延，但管制了居住密度也不過是維持一定剩餘空地面積，保留
一定公共設施用地。將建蔽率轉換為高容積之超高樓層、集中式公共設施地之住宅社區，
也不能確保社區能有良好之互動與利用。開放空間之面積比例，若缺乏明確的設計目標，
更經常演變成無人使用之綠地。
這套密度管制方法最大問題是將不同階層、性別與年齡之人，視為數學上的平均人，
而以為只要把人平均散佈在空間裡，即能達致良好的居住品質。而忽略社區生活之多樣
性，例如密集的人群活動，更有可能帶來豐富的街道生活，混合使用也有可能帶來更多
的生存機會。功能主義式土地分區管制的都市規劃模式，缺乏集體都會生活之想像，以
及多樣化都市計劃執行機制及願景共識形成的方法。

(2) 系統(程式)設計規劃
1970 年代台灣主流之「規劃」概念，被視為是尋求管理/控制個人或團體活動的方法，
使壞的影響減至最低，同時能夠依照計劃所訂之目標，促進實質環境有更好的發展。對
區域理論規劃者來說，「環境像一套經常在變的佈景，以這佈景為背景，才有個人的決
206

調查區總人口數/調查區全部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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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同時須認識後來的行動，其影響將以複雜的方式改變這個佈景本身」(Mcloughlin，
1972:38)。人類環境視為猶如生態之系統207，由各分子組合而成，而系統的各部分是活
動，並由交通連結。信仰者相信儘管城市的發展，無法藉由實驗得到結果，但只要模型
是正確的，就能十分精確的重現真實，並回答預設之問題，達致預測的目標(Mcloughlin，
1972:55)。在此邏輯下，計劃歸於控制範疇，與生物科學的控制一致，含有刺激和干涉
等手段。所謂「控制」即是按照計劃所提出之方向，使各偏差能保持在可容許的範圍內，
具有校正作用，而規劃師被期待如行船或駕車的舵手，駕駛者並須看清楚前方的路，並
在經驗上知道何時該轉動方向盤、剎車、排檔，以確保行進在正確軌道上(Mcloughlin，
1972:57)。
雖然規劃者也認知城市是由高度複雜之社會關係所構成之有機體系，變數複雜到難
以預測，但他們相信科學的方法─只要能定義問題、控制變數，便能獲得真理。但重要
的是不能再仰賴直覺與非正式的方法。規劃同時是循環的程序，透過「觀察環境」、「目
標研擬」、「行動方針導出」、「各方針評估與比較」與「採取行動」等五個步驟，循
環檢討與修正，即可適應社會環境的各種變遷(Mcloughlin，1972:70-76)。這套控制複雜
社會變項之規劃技術，化為縝密之「程式計劃」208(programming)概念。理想上「設計」
是為了「解決問題」，而程式計劃的主要目的在於「發掘問題」，而建築設計就是問題
的解答。為了描述建築的問題，必須提出宗旨（goals）目標（objectives）、準則（criteria）
等問題(王錦堂，1976:17-20)。【表 22】在程式中所有量與質的條件，都期待以科學方
式定量與定性清楚描述，以期提出準確的解決之道。第一期台灣省國民住宅訓練班編製
之《國民住宅設計講義》便曾闡明要解決國宅問題，需要導入「科學」設計方法，也就
是「程式計劃」。並細分從事國民住宅設計工作需要蒐集之設計資料:①蒐集設計資料(居
住者、居住單元、建築、服務設施、社交與遊憩活動、商業中心、文教設施、安全、住
宅設備等)，②分析、綜合及評估各項設計資料，③比較設計資料、選取基本設計要件，
④找出最適當方案，提供設計之用(台灣省國民住宅訓練班，1981:3-4)。

207

所謂「系統(system)乃是①由許多不同的部分所構成的複合體。②事物之間依規則的相互作用或相互
依存而結合之集合體。③事物或事態之間相互具有某種屬性關係」。
208
在建築上是指由業主有建造房屋的意圖開始，到建築完成的全部過程─由業主給予(需求)條件，到
建築師轉變為具體的設計條件，以迄施工管理至建築完成之所有過程。設計者必須根據業主給予的條
件，加上自己的經驗、了解與認識，並藉由某一方式，對問題加以整理，並經過各種核對歸納發展而
成(王錦堂編，1976: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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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建築設計問題

宗旨（goals）

目標（objectives）

準則（criteria）

建築設計問題
要做甚麼？
為何要做？
目的何在？
達成何種成效（Performance）？
解決何種問題？
如何做？
如何達成？
藉何種手段達成？
需要何種設施？
藉何種活動來達成？
為滿足上列宗旨與目標，應有何種設施？
設施的量與質，應有何種程度？

以及合理之設計程序(Design Process)被認為「不能仰賴個人直覺，而是必須透過一
套合理的方法，經由分析、綜合、評估、抉擇等一連串的合理過程。是以設計產生於客
觀的分析與批判，而非出自設計者主觀的認定」(台灣省國民住宅訓練班，1981:1-2)。同
時也是思考與創造的程序，由情報蒐集至決定間一連串資訊的處理過程。包括:問題說明
(需求條件與設計條件)、準備(收集有關資料)、分析(剖析所有資料)、概念化(產生大量設
計概念)、醞釀(靜候靈感、啟示)、綜合(將分析資料，重組為概念，再綜合提出解決方案)、
評估(判斷所獲得方案之價值與功能) (王錦堂，1976:17-37)。「在全部的過程中，應隨時
變更步驟，前進後停泊，停泊後再前進，以獲取解答，同時亦應注視回輸步驟」(王錦堂，
1976:41)。看似理性分析的程序，還是必須經過「醞釀(靜候靈感、啟示)」這般充滿著黑
盒子式、自由心證的操作步驟。設計者仍秉持著工具理性之原則，以系統分析與流程圖
之理性分析技術，取代傳統有機植生、居民自行應造的城鎮規劃。期待透過「分類」與
「計算」，試圖在一團混亂的生活世界中，尋求客觀、中性且視覺性的分析與解答。
住宅研究領域先驅者如─七巷住宅研究小組(張金鶚、米復國與顏堯山等人)，曾嘗試
提出住宅規劃設計評估架構，相信準則化的項目因子，能有效控制設計的結果(張金鶚、
米復國，1983)。【圖194】張金鶚、米復國，1983)這些評估項目相當完備，也極大化的
包容了各項物質環境之評估因子(有些較小規模的社區基本上是用不上自然特徵之分析)，
但這些都僅是實質環境(物質)的指標，而非人生活的需求內涵。換言之，人的因素(活動
與價值)在此架構中缺席了，物的邏輯成為優先於人的存在，彷彿只要達成物的量化邏輯，
即可達致質之提升。不可否認地這套評估方法，嘗試在混屯、差異化的個體生活中，建
立集體生活所需之秩序，以及建立一套可讓設計者理性思考之評估架構頗有貢獻。不僅
在物質環境規劃與設計層次上拋下定錨，讓設計者有所方向，也更能具體掌握居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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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環境之物質性。但若深度思索，會發現些短時間搜集來的資料(data)，未必是完備的
(受到調查人物力資源之限制)，現實的生活世界往往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複雜，這些經
由因素數值分析導出之各種原則/準則，雖以科學之姿展現，往往所得之結論卻更像是背
景常識之歸納結果，而非現實居住問題之解答。
然而，由於系統規劃理論經常使用高度抽象的、技術的與數學語言來表達，雖有助
於建立專業知識範疇與從業人員價值倫理209，而形成新的都市計劃專業領域。正因為系
統理論採取純技術(統計學)之語言，來談論數學(人口發展)模型優化等議題，造成理論與
實踐上落差，而使得設計與美學的問題持續被當作建築核心之議題。

圖 194 住宅規劃設計評估之架構
(張金鶚、米復國，1983:38)

209

與從事設計與美學形式觀點看待規劃之規劃人員相較，也採取不同之路徑。新都市規劃專業者不僅
僅需要建築或測量方面之訓練，更需要地理學乃至於社會科學方面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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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宅及居住品質設計準則
當住宅問題已自存量短缺，轉變為住宅品質之提升時，住宅面積、居室間數、內部
設備水準及住宅外部環境與狀況等內涵，急需定義。主流規劃人員與技術官員們普遍認
為，台灣因未建立最低「住宅及居住水準」(housing and dwelling level)，而無法積極淘
汰最低標準之住宅，並對全面提升住宅品質產生極大之阻力，呼籲研訂最低住宅與居住
水準，以期符合提高生活素質之國宅政策目標(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1986)。
鑒於此，住宅及都市發展處於 1984 年提出之《國民住宅空間標準之研究》，期待國
宅設計不僅達至營建成本的經濟性，同時達至空間使用的經濟性。設計的標準化朝向準
則化發展，並建議國民住宅室內空間設計應考慮，包含:居民之家庭設備及使用狀況、家
具及設備之安放空間、空間使用之彈性、時間使用之彈性、立體空間之使用，與住宅之
經濟性(成本的經濟性與空間使用的經濟性) 等因素(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
發展處，1984)。該研究由現有居住空間使用現況及問題中，提出解決建議，並配合建築
模距化之觀念，尋求合理居住面積，歸納出 22 項國宅空間設計準則：
「(1)確定空間之私密性(2)依居住型態確定空間私密性之層次(3)提供各住戶直
接之出入口(4)確保每一居住單元具有充足之陽光與良好之通風(5)確定玄關之必
要性(6)確定前陽台功能(7)應有接待外人及提供家人休閒雙重特性之空間(8)家
人共同進餐之空間(9)起居室合併之空間(10)提供安放祭祀用桌或神位之位置(11)
提供足夠空間之臥室(12)提倡統鋪之功能(13)提供足夠之儲藏空間(14)提供可臨
時掛衣服之位置(15)提供足夠之浴廁設備(16)浴廁分隔之使用(17)廚房空間(18)
注意廚房之採光通風(19)後陽台之必要性(20)中庭之需要(21)防盜鐵窗之統一(22)
加建之屋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 1984:34-37)。
22 項準則中前 4 項主要規範住宅單元外部空間層級，而 5~22 項則是討論住宅單元
室內配置。審視本時期之國宅案例，在室內配置方面，除玄關、祭祀與統鋪等準則外，
大致符合國宅空間設計準則之期待。令人遺憾的是，即使多次調查研究皆昭示居民有玄
關換鞋、安放祭祀用桌或神位、彈性統鋪、足夠儲藏室與防盜鐵窗之需求，建築設計者
始終「看不見」與回應這些台灣居住文化習慣之基本需求。這種結果可有二個原因，一
是建築專業者深陷現代主義設計教育之窠臼，缺乏文化自信與自我生活方式探索，產生
理論與實踐脫節情況。不然在系統規劃理論影響下，應致力尋求具台灣在地居住文化特

246

色之空間形式才是，而不是停留在功能性住居形式層次之滿足。另一原因，可能是對建
築師而言，這些需求可由居住者入住後透過室內二次裝修來滿足，而無須再建築層次上
解決。但他們似乎忘了國宅原是為中低收入階層設計之住宅，居民們多無額外資源(財物
力)可改裝如己意之空間。未善加考量這些需求的結果，就是梯廳至室內缺乏過渡空間，
玄關雜亂無章，或是找不到適宜擺放神桌或神位，將私人雜物堆積在公共梯間、前後陽
台之窘境。這現象亦再次突顯設計專業者經常忘了國宅住戶之處境與生活特徵，設計仍
是形式組合，生活仍是待解決之問題，兩者並未達致互為表裡之關係。過度重視建築實
質空間量(特別是面積上)之滿足，未詳加考慮家具及設備尺寸與安放位置之關係，是造
成國宅居住滿意度始終不高之原因。
1986 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參考日本最低住宅與居住水準，
研訂「台灣最低住宅及居住品質評估標準」【表 23】，具體內涵包括最低居住與住宅標
準，「住宅標準」考量是空間本身條件(如住宅樓地板面積、住宅內部設備，臥室大小及
間數等)。而「居住標準」則涉及住宅與使用者特性之間關係，包含：婚姻狀況、性別、
年齡等，以及合乎家庭私密性之理想形式(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1986:4)。簡言之，「最低住宅及居住標準」是以住宅內部條件為範疇，住宅能提供一家
庭生活起居之各項功能滿足。1980 年代台灣家庭平均戶量為 4.7 人，在此家庭狀況下應
有之最低住宅及居住水準應如表 23 所示。值得重視的是，至少有三房間之要求(而不再
僅重視平均每人樓地板面積)，務實回應現實之家庭人口，並能容適於各類家庭組成型態
之最大公約數。
表 23 最低住宅及居住水準

空間標準

每住宅應有起居室、臥室、廚浴廁與儲藏室。住宅面積以 4.7 人家庭須有 30
坪，並至少有三間臥室。(上項標準應以隨家庭人數而增減)

居住標準

主臥室廚夫妻外，五歲以下小孩與父母同臥室。其他臥室應 18 歲以上單獨
一室，18~6 歲者，同性別可共用一室，6 歲以下則不分性別共一室。主臥室
面積至少 4~6 坪，其他臥室應有 3~5 坪。
(本應以平均每人樓地板面積探討空間規模，但每人對空間適應性不同，且
具有文化差異，轉定義使用標準)

建物實質
狀況

結構須安全、耐用，至於日照、採光、通風等標準。依建築法規定。

居住環境

噪音量一住宅區之噪音管制法規定，其他如震動、閃光、空氣汙染等，依有
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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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三房兩廳之標準配置
此時期國宅社區之室內配置重要特徵，除放寬之住宅樓地板面積外，重視家庭組成
與設備使用、安放空間等居住條件，使得住宅單元規模之設計更為彈性。透過調查、研
究與分析居民之家庭組成型態，以及家庭設備使用狀況及其安放空間狀況，設計「多類
型坪型配置」，以呼應不同家庭型態、人數所對應之空間組成型態。【表 24】且首次將
單身戶納入國宅標準內，顯示城市中單身者的住居問題已列入國家的考量。與前二時期
相較，國宅規劃者亦更為重視不同家庭組合之型態，並將所有家庭組成之可能性展開，
意圖能將所有家庭類型涵括在設計內，同時出現四臥室之住宅配置，亦顯示重視成年子
女獨立就寢與三代同堂居住之現實。然而仔細分析表 24 可發現空間之組合形態由夫妻
與子女組合之核心家庭或由祖父母、夫妻與子女組合之主幹家庭，皆可滿足於
3B,L,D,K,11/2Ba 之空間形態，顯示三房兩廳(客廳與餐廳)之住宅格局可最大限度適用於
四至六人之家庭。3B,L,D,K,11/2Ba 不僅成為新的住宅標準，也成為 1980 年代以後台灣
住宅空間形式之特色。
表 24 家庭組成型態與空間組成形態表

住宅種類
家庭組成型態
單身
單人
丁種
夫婦
丙種
夫婦+子或女
夫婦+父或母
夫婦+父母
夫婦+二子或二女
乙種
夫婦+子+女
夫婦+子或女+父或母
夫婦+父母+子或女
夫婦+二子或二女+父或母
夫婦+子+子+女
夫婦+父母+二子
夫婦+父母+子+女
甲種
夫婦+父母+子或女
夫婦+子+女+父或母
夫婦+子+子+女
夫婦+二子或二女+父或母
夫婦+二子+父母
夫婦+父母+子+女
夫婦+父母+二子+女

家庭人數
1
2
3
3
4
4

空間組成形態
B-L-D-K,Ba
1B, L-D-K, Ba
2B, L,D,K,Ba
2B, L,D,K,Ba
2B, L,D,K,Ba
2B, L,D,K,Ba

4
4
5
5
5
6
6

3B,L,D,K,11/2Ba
3B,L,D,K,11/2Ba
3B,L,D,K,11/2Ba
3B,L,D,K,11/2Ba
3B,L,D,K,11/2Ba
3B,L,D,K,11/2Ba
3B,L,D,K,11/2Ba

5
5
5
5
6
6
7

3B,L,D,K,2Ba
4B,L,D,K,2Ba
4B,L,D,K,2Ba
3B,L,D,K,2Ba
3B,L,D,K,2Ba
4B,L,D,K,2Ba
4B,L,D,K,11/2Ba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1984)

住宅居室空間的類別，按照不同機能─起居空間、用餐空間、居住空間…等設定足
夠容納之面積。另一方面，國宅住宅配置設計方法之轉變，從模組化的「房間」到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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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機能空間」的配置化邏輯，逐步將「廳、房、室」等不同空間屬性之特徵，轉用
為中性之「空間」，而帶有傳統居住意涵與特徵的空間語彙，在用語轉用之間脫去豐富
之文化意涵，成為單純之機能空間。【表 25】並設定最小尺寸表，作為空間量之標準，
在此列表下空間變成標準之配置，如廚房不依家庭人口，一律設定為 1.83.0 公尺之標
準配置。
表 25 住宅居室空間最小尺寸表(單位:公尺)

空間類別

空間最小尺寸
甲種住宅

乙種住宅

丙種住宅

丁種住宅

單身住宅

起居空間

3.63.6

3.33.6

3.33.3

3.03.0

3.04.5

用餐空間

2.73.0

2.42.7

2.12.7

1.52.4

主臥室

2.73.6

2.73.6

2.73.6

2.73.6

次臥室

2.43.3

2.43.3

2.43.3

附臥室

2.13.3

2.13.3

臥室
空間

(二間)
廚房

1.83.6

1.83.0

1.83.0

1.83.0

浴廁(一)

1.81.8

1.81.8

1.81.8

1.81.8

1.51.8

浴廁(二)

1.51.8

0.91.5

儲藏空間

1.51.8

1.51.5

1.21.5

1.21.5

0.61.2

其他(平方公尺)

6.8

5.6

4.5

3.3

面積總計

74.48

61.85

49.14

36.06

16.92

(10.9 坪)

(5.1 坪)

浴廁

(22.5 坪)
(18.7 坪)
(14.9 坪)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1984)

國家喊出「一人一房」的政策口號，則歷經了 1960 年代「二個孩子恰恰好」的家庭
計畫，與「三房二廳」的設計預設(無論空間大小，每戶人家總能擠出二間房作為「兒童
或子女房」)，終於在 1990~2000 年間戶口與住宅統計顯示，台灣家庭已接近「每人一間
房」的目標。為滿足個人私密性需求，代價是在住宅空間普遍不足的情況下，每房間面
積只能越來越窄小，亦顯示臥室個人專用化之優先性。多坪型之國宅空間型態，雖使得
居住者能依家庭人數而有多樣之選擇，但並未因應如單身者、單親家庭或是三代同堂等
不同生活需求與模式家庭，規劃適切住宅配置。無論如何，國家終於真正實現了 1950
年代國家所宣示達成之「一人一室」居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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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發展中國家進步住居之文化想像
中美斷交後發展中國家新形象，「廣建國宅」展現國家有能力解決人民居住之問題。
1970 年代起國家與都市計畫專業者，對內嘗試以各種空間管制(土地分區與居住密度)計
畫，來掌握與管理日漸失序的都市，並企圖替貌似混亂的都市帶來秩序與安全，本來就
是充滿挑戰。正如 Cochran 所定義:「城市本然的是無法統御且異質的。城市在提供強大
的烏托邦(或者至少是更好的生活)意象之際，城市也成為惡托邦(dystopian)視野的承載體」
(Pile、Brook、Mooney，2009:342)。建築專業者期待透過理性之程序設計邏輯，為種種
的都市居住問題找出解答，並佐以從美國進口的大街廓設計規範與準則化設計，為都市
居民營造高品質之居住環境。對外，國宅還肩負打造起飛都市之新居住形象，1980 年代
國宅計劃相關技術官員熱衷於國外考察，特別是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公共住宅發展最
具績效之國家。尤其是新加坡，參訪者多認為同屬華夏後裔(華人比例高)，卻能在短短
二十年間，使居住在國宅比率提高至 55%，這種成績不只是亞洲，即使是歐美各國也望
塵莫及(台灣省國民住宅訓練班第一期，1981:14)。
「新加坡國宅建設成果蜚譽國際，其號稱花園城市，更非虛有其名，該國國民
多係華夏後裔，其所以能有此非凡成就，固有特殊因素與背景，而該國政府大
力推展國宅建設之決心，與國民高度守法精神，令人敬佩!...」(黃麟翔，1981:33)。
特別是新加坡式花園城市的形象，政府執政決心與國民守法精神成為欣羨對象，對
照亞洲經濟奇蹟的台灣，竟然仍無法安定國計民生、顯得諷刺。參訪技術官員報告中歸
納是台灣未將國宅建設視為國家整體建設發展優先順序，而產生各自為政、相互制肘現
象。其次是國宅組織不若新加坡體制精簡，執行嚴正而有效。最後是新加坡國民守法精
神甚高，而能維持國宅社區良好居住品質，並使社區景觀得以確保(黃麟翔，1981:23-33)。
國宅設計專業者重視住宅外部社區公共設施之品質，除了與民間住宅商品競爭消費者青
睞外，更重要是與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競逐之慾望起了作用。
大安國宅案例，可說是此時期令人印象深刻之國宅設計，其設計理念說明了建築師
追求現代中國都會住宅空間形式之詮釋：
「以中國建築人文結合自然為開端，本中國建築一貫的位序、層次觀念作為空
間涵構的基本精神，以大空間界定安逸寧靜的空間品質，從而確立現代中國都
市居住環境所應具備之格局與氣質。在形式及風格上，以現代都市大雕塑空間
與傳統中國深奧易理，創造環境悠然美質」(陳國偉，199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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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與自然結合、具空間層次與傳統中國形式語彙之空間，意圖創造有別於索然
無味、同一面孔之國宅社區形象與國宅居民階級意識。自社區外觀來看，傳統民居馬背
山牆置於超高層大樓頂端，高低層次之樓層創造出起伏之天際線，形塑騰空浮起之聚落
意象，確實是與其他同一時期大街廓國宅更具文化表現。【圖 195、圖 196】但這段優
美之設計說明，更像是包裝著大街廓住宅設計之修辭。中庭空間雖採取傳統庭園樓閣、
雲牆、月洞、假石與斗拱柱等後現代建築手法，象徵著中式生活情調。但當建築師執著
於形式之藝術性時，往往容易忽略了居民的生活性，像是兒童遊戲場等基本需求。更令
人吃驚的是住宅單元平面設計，不但不如外部開放空間細心雕琢，反而只有一種三房兩
廳制式平面【圖 197】，等比放大為各種坪型，完全沒有依據不同家庭生活設想配置，
顯見三房兩廳之標準住宅配置已趨定型，而多元住居機能並不在建築師考量內(雖然這單
一的平面配置已比許多國宅設計細緻)。簡言之，大安國宅中庭設計是適於觀看之景觀空
間，不管是鳥瞰中庭或是在庭園中遊走，皆能感受到濃厚之文化符碼。儘管這些文化符
碼不見得人人皆能認同(馬背經常被批評為墓碑)，但符合國家對於展現現代中國都會住
宅之新形象之想望。夏鑄九與米復國認為這種高標準的住居空間意識形態，並非來自社
會大眾的要求，也與社會現實有很大落差，專業者不能滿足排排座之單調、千篇一律之
空間配置，追求一種有變化、具創意之表現形式，而這是在現代建築運動之後建築專業
以來之實踐。大街廓、高變化之住棟與中庭空間形式，「在意識形態上達致安撫作用，
擺脫六零年代國家所興建之整宅的廉價貧民窟形象，也塑造了一個與歷史文化迥異之空
間形式」(夏鑄九、米復國，1988:91)。
然而，當住宅朝向營利優先之路後，演變為按居住者能負擔的尺度切割出售的局面。
居住者的需求，早已被埋葬精打細算的利潤之外。即使國宅相較於市售住宅擁有較嚴格
之空間規範，有較高之居住品質，包括：建蔽率比民間住宅低、容積管制較民間住宅嚴
格、公共空間設施之設置標準明確等優點(民間住宅則無規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
市及住宅發展處，1989:161)。也不強調高利潤之回收，但也總是在營建成本、室內坪數
大小與容納最大戶數間之間掙扎。換言之，當「家居」的邏輯轉化為「住宅」的邏輯時，
脫去公共性之國宅，也不過是精打細算的商品住宅，所能選擇的只有區位、坪數與價位。
國家意圖透過提供物廉價美之商品，滿足市民階層集體住宅消費需求，以維持有力之治
理形象。
當國宅一而再放寬購買者身份與降低持有轉讓年限(自持有二年可自由轉讓調降為
一年)時，就注定按自由市場商品消費邏輯運作，物以稀為貴，有購買力者自然排擠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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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力者。首先是 1980 年代以來國宅轉售情形越益嚴重，尤其是市中心國宅因生活機能
與交通便捷，樂透國宅使得中籤者轉手或出租即可獲得高額利潤，且有能力購買國宅的
家庭，他們雖然喜歡居住在市中心之便利，但不滿足於 24 坪之住宅面積210，因而屢屢
進行國宅調查時，很難獲得高滿意度，而國家宣稱要照顧之中低收入家庭反而因售價與
貸款條件而不敢奢想。國家此時協商對象以由 1960 年代都市違建拆遷戶等較弱勢族群
轉為中產階級(都會區連中產階級都買不起住宅，又如何顧及中低階層住居需求)。
「承購人資格未設限制，高收入者認為面積每戶最大二十四坪過小，不敷使
用，不斷要求提高面積，至內政部於六十八年六月核定每戶面積最大增為二十
八坪。面積加大以後，售價自然隨之提高，收入較低者則又紛紛反映售價過高，
貸款條件嚴苛，無能力負擔」(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
1980:59)。
在此過程中國宅也發生縉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國宅售價在中古屋市場幾次墊高
轉售後，市中心區位好、公共設施良好、低公設比之國宅，逐漸經由中古屋市場轉售成
為中高階層住宅。【圖 195、圖 196】這些後續發展雖非技術官員與建築專業者所能預
料，但猜想的到國家逐漸放寬之國宅面積與申購條件，其實皆是依循著自由市場競爭邏
輯，沒人買(或買不起)就放寬資格讓買得起的人買，以求快速銷售完畢，清算了結、避
免罵名。

210

1978 年〈國民住宅出售出租辦法〉放寬承購與承租國民住宅面積與家庭人口之比例：甲種住宅:79
平方公尺(24 坪)以六口以上家庭申購，其次序為 66 平方公尺(20 坪)、53 平方公尺(16 坪)、四十平方
公尺(12 坪)等，由二至四口家庭申購或申租之規定(台北市政府國宅處，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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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5 1984 年大安國宅社區總配置圖
資料來源(陳國偉，1991)

圖 196 1984 年大安國宅社區外觀

圖 197 1984 年大安國宅 24 坪型平面圖

資料來源:(陳國偉，1991)

資料來源:(陳國偉，1991)

由於國宅興建運作有「自行設計」(或委託監造)與「委託設計」(含工程監造)兩種模
式。「自行設計」指的是由國宅機關自行勘測國宅基地，繪製社區配置圖及施工圖，並
由機關內依法取得建築師證書者簽證。三級制行政體系初期之設計由台灣住都局、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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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國宅處及高雄市政府國宅處均曾自行規劃設計國宅。1982 年起因推動設計標準化、
以降低國宅造價，將國宅設計工作統一由台灣省住都局辦理。自行設計之國宅具有了解
國宅屬性、內部溝通良好與降低造價等優點，但設計較無變化，設計之品質提升緩慢。
本應具有經驗累積之優勢，也在無建立回饋機制，而少有經驗傳遞與交換之機會(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1989:155-157)。
而「委託設計」又有「直接委託」與「公開競圖」操作方式。「直接委託」方式為
邀請數家建築事務所提出服務建議書，辦理評審後選定對象。「選定為直接委託設計之
國宅工程，大抵為較特殊之工程，如預鑄工法工程，惟所謂的「特殊」甚難認定，時常
淪為主管人員私相授受的手段」(楊瑞昌, 1982:45)。而「公開競圖」方式則是主辦機關
擬定「競圖須知」，由建築師根據「競圖須知」提出規畫建議書，然而由於「競圖須知」
擬定不夠詳盡，或是在很短的期限(自公告至截止徵圖時間往往過於短促)須完成設計投
標，很難設計出符合水準之作品。「又以設計權的尚未確定，建築師往往不願全力投入，
在設計觀念上只求符合戶數、坪數等要求，並未就國宅特性探討合理的環境條件，而以
圖面表現及概念來爭取評審委員的好感」(楊瑞昌, 1982:47)。再加上評審委員也須在極
短的時間內作出決定，很難選擇出好的作品，即使作品入選了進入修正階段，原來評選
的委員又未能參與，最後因為造價、結構與使用材料等問題，改得面目全非之設計比比
皆是，導致評選作品與最終方案有很大的差距。更為人詬病是評審公正性問題。
「國宅辦理公開競圖，其評審委員的組成，往往包括主辦國宅機關代表、市府
相關單位代表，上級相關單位代表(如經建會、營建署代表)、大專院校建築相關
科系代表，與軍方合建之社區亦往往請軍方派代表參加；如此組成可說是面面
俱到，政治性之考慮大於學術性考慮，其中市府相關單位代表及軍方代表是否
具備足夠的建築、國宅專業知識，殊令人懷疑」(楊瑞昌, 1982:46)。
從評選的方式來看，具有決策權的往往不是居住者，也非建築師，更多是主管機關
相關之技術官僚，擬訂計畫時考慮的容納人口、使用頻率及使用目的，使以最大之平均
值做為考量，設計者與居住者之間對生活型態之認知，存在巨大鴻溝。國宅的設計與興
建運作模式，注定難以讓居住者滿意。Choldin 曾提及 1970 年代美國的規劃師與建築師，
在面臨這類難題時的解決方案，「建築師與使用者在溝通上存有知識的隔閡，而使用者
通常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及文化背景，社會科學家們收集了使用者特性、需求與慾望等資
料之傳達與建築師可補足這項缺陷」(Choldin，1983:32)。在台灣的國宅計劃中並未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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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社會學家對於都市生活的研究，很少被整合至都市與住宅計劃中。特別是族群的生
活特性，往往不是標準配置所能滿足。
「以人為本，尊重人性」之國宅設計，並未如其所宣稱的看見人們其他的居住需求，
像是婚喪喜慶或戶外曬被、運動、祭祀等生活活動，並未兼容於大街廓國宅社區規劃中。
多坪型之住宅單元看似滿足多樣化之家庭組成與生活需求，但各項住宅與居住水準之管
控，仍是以「物」的邏輯來思考，強調的是數據化之描述─尺寸、面積、數量與百分比，
住居滿意度被簡化為設施(如廚房)之滿意/尚可/不佳等程度(量)表，而未實質分析深沉之
意涵。家庭型態也被簡化為人數、年齡與性別上的差異，而非生活方式與文化價值，並
不是真正從居住者日常需求視角，提升居住的滿足與認同。且在日漸高升之維持建築外
觀之整齊與秩序道德訴求下，居民也逐漸失去打造合意家居環境之可能性(或是透過違建
方式生產所欲想之住居形式)。同時為了在充滿陌生人的社區生活，各式住宅管理條例與
公約成為安全與安寧生活之保障，國家與技術官僚們期以透過管理守則與公德心的宣導，
形塑都市市民守法、自律之現代氣質。

5.4 小結
1970 年代台灣經過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與強人去世，軍事威權政府也終於接受反攻大
陸無望之現實。台灣貧富差距縮小至有史以來新低點，雖然面臨中美斷交與第二次石油危機，
經濟仍呈顯欣欣向榮局面。崛起的中產階級受惠於經濟發展，也受苦於高房價，並要求國家
應滿足住宅的集體需求。為與都市中產階級協商，於 1976 年頒布廣建國宅計畫，正式將大
規模國民住宅計劃納入經濟建設政策，欲展現發展中國家大有為政府之形象，強力干預住宅
市場。1987 年台灣解除解嚴，政治上逐漸轉型為形式民主之國家體制，為求市民選票支持，
1991 年持續頒布六年興建計畫。但此時國家權力已漸弱化，同時伴隨著資本家的崛起，以及
形式民主所需之金主，結盟為新政商關係，國家一方面協助資本家掠奪國有土地，一方面進
行推土機式都市更新。放寬中間階層申購身份之規定，逐步讓國民住宅的公共性質轉為商品
性格。資本家呼籲政府讓利的力量越來越強霸，國家甚至於 2000 年宣布停止辦理國宅興建，
一般民眾只得回到自由市場獲得住宅，放任資本家掠奪土地價值與地租利潤。
1970 年代形式民主政府以經濟條件作為分類標籤，難以取得住宅的市民，已不限於低階
層家庭，高比例之都市中間階層家庭，也受高房價之苦。國家許諾大型國宅興建計畫，以平
衡高經濟發展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取得住宅，再度成為新住宅治理目標。
國宅也重新被視為可對經濟作出貢獻之建設計畫，並應為不同經濟條件之市民供應負擔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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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宅。治理的協商對象由開放申購者身份之限制與住宅造價，可看出中間階層家庭成為政
府優先安置的對象，從而排擠了低收入家庭取得住宅之機會。而國家為求持續發展，大型經
濟計劃排擠都市空間用地，市中心老舊眷區成為新一批須更新之對象，此時期權力運作方式
之關鍵詞轉為更新。都市中經濟價值較高的土地被保留為商業用地，或興建為高級住宅社區，
而市中心老舊眷村則被大量拆除，以增加土地利用之效能，以及解禁山坡地、開發郊區新市
鎮，作為將人口疏散之新領地。都市更新不僅僅是空間上的市容改造與空間利用形式的改變，
同時也是居住者的更新，縉紳化現象同時展現在市中心眷村改建與郊區新建國宅社區。而真
正需要國家協助之中低收入者，反而蝸居在居住品質不佳之民間建案內。
直接興建國宅是以國家如何提供高品質之住居環境給民眾為核心思考，並展現開發中國
家之都會住居新形象，與周邊其他國家競逐現代化與進步之成績。崛起之都市計畫專業與建
築專業，期待透過住宅密度與土地利用管制之都市更新機制，復興市中心活力與增加近郊之
空間利用率。取經自商業邏輯之居住滿意度評估、系統(程式)計劃設計方法與住宅及居住品
質設計準則等理性之設計流程，打造出高品質之住宅商品。建築師扮演著文化領導者之角色，
向都會市民展現現代主義住宅設計高層化、集中化、隱私化之新趨勢，以追求新空間形式與
幾何式形式變化為首要任務。超大街廓國宅社區園中塔建築形象，有如飛地上拔起之巨型城
堡，保衛著市民不受混亂失序都市之干擾，同時也拒絕著與周邊其他社區之公共聯結。近郊
山坡地採用鄰里單元設計之國宅社區，由於皆採取了剷除坡邊、移為平地方式興建，某個程
度也展現了飛地置入自然之形象，被自然圍繞之人工設施物，更像是開疆闢土之邊境前哨站。
師法新加坡的管理中心概念之管理站機制，則是希望透過住戶公約與公德心等新居住倫理精
神，促進居民自治之行為規範，打造守秩序、自律之新市民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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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國家與日常生活的規劃
6.1 現代住居之空間再現與實踐
由於「公共住宅」是為非特定對象設計之住宅，看似為所有的人(every one)設計，實則
是沒有為任何人(no one)設計，它無法如同「家屋」般，居住者可在規劃與營建過程中創造家
的認同與意義。換言之，住居的主觀認同與意義的創造，並不在「規劃」的層次上展現，而
是必須在居住者進駐後經過改造與挪用才產生。也正由於空間專業者無法創造家的意義，因
而須仰賴客觀之「空間機能」知識體系作為施力點才能運作，而理性、去歷史化、均質化與
抽象化成為現代住居設計論述之座標，並在象徵層次上實現意義。當住居轉化為住宅時，各
階段之公共(國民)住宅計劃便逐漸服贋於將空間去歷史化、均質化、單元化與標準化，重新
編寫為可購買、擁有與消費的商品之過程。空間之抽象化與商品化有助於買賣、交換與消費，
並有利於資本再生產的循環。

(1) 理性與機能主義設計思維，不脫文化之雜揉
殖民時期建築專業者自打造移居之衛生環境概念出發，以空間機能區別、專用與重
組關係等設計技術，構築他們理想中合理的現代生活小住宅形式。健康的身體與清潔的
空間，被納入機能分化的首要行列中，透過空間關係的分化與重組，服務性空間概念逐
漸浮現。「浴廁分離以緣側相隔」、「廚浴緊鄰」、「寢食分離」、「彈性利用居室」
等原則，一方面實踐理性與機能主義之訴求，但也與文化價值選擇息息相關。因為住宅
配置是否符合機能並沒有普遍之標準答案，而是源自於生活方式之理解與重塑，預先規
劃與設計之技術之過濾作用，仍然會受到過去生活習慣與知識之影響，猶如一抹幽魂在
你不經意的時刻悄然出現。
戰爭時期強制性的節約與代用資材政策，讓建築專業者不得不屈從於極為簡陋之住
宅規格，這與前一時期的衛生住宅有很大的落差，具衛生象徵之浴室排除在小規格住宅
配置之外，不僅無法滿足基本之生活機能，也有違衛生住宅之基本原則。但為了服從於
軍事目標，甚至可以放棄和式木造構法與部分配置傳統，維持最低生存限度。並以節約
是大和民族的美德自我催眠，轉化原來合理生活機能住宅之設計思維。戰後的設計者(官
方與美援顧問)基於節約土地與營建資本原則，也以相似的邏輯重新分化與重組機能空間，
且更為重視生活之效率，去走道化與新衛浴設備之導入，將住宅的經濟性轉為便利性，
重新詮釋「合理生活機能」之意義。室內平面構成方面，機能專用的房間(特別展現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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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與臥室)，不僅受到美式生活價值之影響，也是合理生活機能、空間專用化之具體展現。
但自殖民時期繼承來的彈性居室利用之觀念並沒有完全消逝，當國宅設計者欲在極小住
宅空間裡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時，便會出現和式房(榻榻米式房間)之配置。看似客觀、理
性的規劃與設計過程，雖受到功能主義思維的驅動，但其空間之形式之表現，仍受到文
化習慣或社會條件之影響，並且是價值選擇的結果。
綜觀各時期住宅平面圖應不難發現彼此之間相似處。特別是戰爭時期公布之規格平
面，更彰顯了承先啟後的角色。殖民時期的彈性房間與廚浴相鄰的原則，延續至戰後美
援國宅的出現。戰後重建期之設計者是否為受日本建築教育者，並巧妙將過去習得的建
築設計方法，與台人慣習之居住思維，融合置入新時代的國民住宅方案中，值得進一步
深究。無論如何，兼容於異文化價值選擇的合理生活機能之住宅形式，形塑出台灣獨特
之公共住宅樣貌。

(2) 標準設計，體現了人與住宅之抽象化過程
公共(國民)住宅之標準化，體現了空間均質化如何滲透至私人領域的過程。當今研
究者多半意識到殖民政府如何透過科學工具進行量測與計量技術，逐步使空間成為可切
割、計量、交換之對象。但僅談及展現在都市計畫與國土治理等大尺度之空間面相，而
未能體察私人領域小尺度之住宅之均質化過程更為精細與深入。最低標準的概念原就是
抽象的數值概念，是由人口統計資料平均後的所產生的平均值空間，操作方式是透過空
間的標準化與規格化，使得空間的資源更利於管理與控制。
殖民時期公共住宅空間規格的標準化，至「營團住宅」方有標準化之平面形式，透
過不同型號之住宅規格之設計，標誌著住宅空間商品化的開端。隨著戰爭時期的資源統
制與集中管理措施，促進建築尺寸、構件標準化與住宅工業化之初期整備工作。戰後美
援導入新的混擬土磚牆技術，進一步規格化建築尺寸，同時加上國宅自行設計準則的頒
布，在安全與經濟考量下，各建築尺寸之最低標準值逐漸定量。「空間量」被視為確保
空間品質的第一要件，官方設計之標準圖成為確保居住品質之示範，大量複製之室內配
置圖，使得標準的意義簡化為複製，降低了住宅的多樣性表現。在「構件標準化」方面，
延續殖民時期五金構件的工業化發展，門窗(玻璃)五金構件、水電設備(電器與照明器材)、
廚房(流理臺)設備與浴廁(馬桶、洗面盆與浴缸)等已建制工業化規格品，並達至高度標準
化。1960 年代之預鑄國宅是住宅商品化與效率化之極端表現，住宅有如生產性商品與投
資，先製造各建築部件，組裝後便可出廠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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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空間的抽象化，人(乃至於生活)的面貌也越來越模糊。人對空間的主動性與
掌握度，隨著空間的標準化越來越弱化。公共(國民)住宅所預設之治理主體，從維持健
康的身體、標準的家庭至理性的社區，是建立在一套看似科學的知識體系操作。這裡沒
有具個性、活生生之主體─生活者，只有可供知識操作、設想的對象─使用者。換言之，
空間建築專業知識，優先於生活的常識，標準化導致沒有人味之設計結果。建構在高效
率之工業化生產營造模式，也讓人越亦無法透過自力營造自己的家屋，1960 年代之不用
建築師簽證即可興建自宅之標準圖規定，某種程度提供人們另一營建自宅之管道，但當
此規定取消後，人們能獲得與營建住宅之方式，也越亦限縮在購買現成(無論是官方或是
私人興建)之商品住宅。19880 年代在消費商品邏輯下，國宅居住水準與滿意度始終不高，
看似多樣化之多房型國宅，也難以滿足住戶之需求，或許應該這麼說，如果真要將住宅
視為商品，那麼完成度越高的成品越難以滿足所有客群，反而是容許自我調整、剪裁與
改裝，能讓居住者表現自我與實踐生活價值之商品，客戶滿意度才有可能提高。1980 年
代崛起的室內設計，很大程度是與源自於龐大的室內空間改裝市場，意外地帶動另一門
空間專業之建立。

(3) 氣候調適與環境控制建築技術，呈顯人與自然之分離過程
人與自然分離之過程，可理解為空間去脈絡化之過程。空間均質化除滲透至住宅內
部領域，同時也須切斷外部空間盤根錯節之連結關係，才能使空間成為可可切割、計量、
交換之對象，而此外部空間便是住居之外環境或是更廣大的自然。自公共衛生開啟的住
居環境改造，體現了人對於自然環境認知之改變，以及人逐步將自然納入治理之過程。
公營住宅的衛生住宅改造與氣候調適論述，是將人內涵於自然之內，試圖以建築之技術
適應自然變化，以打造健康住宅，進而營造舒適之生活。台灣傳統坐北朝南、冬暖夏涼
之南方住宅方位規範，經由科學實驗得到認證，確實有助於通風、散熱，日式木構造技
術進一步延伸為遮陰的簷與防止日曬之深緣側等建築部位設計，以調適住屋內外之舒適
度。但為追求室內採光，採取大面積開口部設計，卻又將熱源含蓄在室內，造成室內炎
熱。這些南方氣候與日式建築技術之扞格，以及戰時節約建築材料之要求，讓建築技術
專業者不得不思考就地利用竹、磚等構造材料之可行性，像是厚實的磚造房屋，雖不利
於採光與通風，卻非常防暑、隔熱，且不怕蟻害等優點之利用。人們雖進一步研發各種
家電設備，以改善室內舒適度，但至戰後房屋之建築技術皆沒有太大變化。廚房依然煙
霧繚繞、廁所依然臭氣四散、熱水依然需費時烹煮、而炎夏時依然揮扇止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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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揚棄了結構不安全又容易蟲害之木構造建築，全面性改為磚構造建築，延續戰
前日式建築大面積開窗之優點，盡可能的改良傳統磚構造住宅開窗面積小問題。抽水馬
達與水塔讓即使沒有自來水管部線地區之家庭，也能享有及時之水源。埋設汙水道與附
有沖水馬桶之國宅社區，讓潔淨的汙物處理技術進入居家領域，也讓住宅高層化、節約
土地之理想得以實踐。公寓式國宅自二層樓發展至三層樓，乃至於五層樓，皆受惠於汙
物處理技術之發展。鋼筋混擬土技術應用與電梯設備之發明，更使得數十層以上超高層
住宅之居住成為可能。技術革新的力量，逐漸使人們可以脫離於難以掌控之自然狀態，
由調適氣候轉為控制環境。這是建築設備學的一大勝利，日漸普及之熱水器、抽煙機與
冷氣等家電設備，使得國宅即使不是座北朝南的住宅格局，也能有舒適的室內環境。自
然成為可隔絕在外的存在，人存在於自然之外。矛盾的是，也正原於此，建築專業者越
亦不將氣候調適視為建築專業技術一環，基地分析雖也分析交通、日照、噪音與景觀等
外部影響因子，卻不再細心考量每戶居住單位內舒適狀況，反正不足之處皆省事交給設
備解決，而建築專業便遁逃至形式美學裡追求形式之象徵意義。

6.2 現代住居之空間治理與個體塑造
現代公共(國民)住宅的治理目的，並不僅僅是由國家供給容身之住所給人民這樣簡單解
釋。住宅治理涉及經濟功能、安全功能與象徵意義等面向，以及建造住宅的建築知識體系與
價值規範系統，它們叢結成一個整體，如同一層薄霧圍繞在權力的施展上，以致於難以探知
權力背後運作之真正意圖，也難以回答台灣的公共(國宅)住宅發展史何以發展成今日所見之
樣貌。
本文透過回顧 1910 年至 2000 年公共(國民)住宅歷史經驗，展現不同國家體制(包含統治
階層之技術官員與建築專業者)面對住居治理問題，如何透過國宅政策、監控與管制、定著與
區隔，以及更新等權力運作機制，以及由專業者與外援顧問引介之現代主義住宅設計論述，
形構出一套得以運作之進步與效率之現代住居知識生產體系，並逐漸成為日常生活之實踐意
識。與不斷因應歷史條件變化而變形之國家體制─殖民霸權、軍事威權與形式民主，預設不
同之治理對象(主體)，施以教化成為現代國民之過程。儘管三個歷史階段各有預設之治理對
象─移住國民(皇民)、國民乃至於市民，對應著理性的個體、自立的個體與自律的個體概念，
但目的皆相同，皆是透過對個體之日常生活的規劃，打造與形構新的國家認同，以確保國家
治理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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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現代住居治理之文化想像
公共(國民)住宅的空間治理是國家對人民施以教化與示範價值之所在。執政者、技術官員
與專業者結盟之規範體系，透過法令、政策與設計形塑出治理所需之理想住宅空間形式。這
些理想的空間形式承載了特定意識形態，真實地表徵著特定階級或社會集團的利益，同時也
為構想中的未來景象積極創造。即使一開始這些對未來之構想是由統治階層(技術專業者)所
共同構築，隨著時間的開展，某些理念得到社會群體之認同，形塑了共同之文化想像。這是
一個集體追尋現代性住居的過程，不管是統治者或其協力集團成員，皆受當時代所謂進步之
意識形態所驅動，參與這個集體(社會)想像過程，同時也為未來創造新的想像基礎。這些由
強勢異文化移植之衛生、經濟、效率或品質等住宅設計價值取向，經過在地的實踐與試驗，
失敗排除、成功留用、折衷挪用，共同交織出台灣現代住宅獨特的「在地混和」性格。台灣
公共(國民)住宅，自國家啟動私領域的治理，透過經濟事業保護下公營住宅供給政策，至戰
後美援協建住者有其屋之國民住宅計劃，乃至於納入經濟重點發展之廣建國宅計劃，所形塑
之公共(國民)住宅空間形式，承載不同歷史計劃之意識型態，標誌著不同住居理念與價值取
向，以及透過社會實踐形成的新社會想像。

6.3.1 文明競技場與東亞共榮圈之兼容
殖民空間治理中馴化風土的潛台詞其實是馴化人民，殖民政府透過科學與氣候調適
設計技術，以文明為名之意識型態，將人民規範在衛生概念下，逐步將人民納入現代理
性生活之規訓。衛生國家與公共衛生概念相結合，居住環境之衛生原則，讓公共住宅成
為文明競技場。在空間治理規訓過程中，抽象化、去歷史化與等級化同時作用，一方面
是透過機能分化將空間均質化，以創造去歷史化效果。同時又將台灣人傳統的居住文化
排除在公營住宅，即使保留部分傳統，也是規格較為低級之住宅形式，也就是創造出殖
民者與被殖民者等級差異，以維持殖民者優勢地位。住居是文明的競技場，只有居住在
衛生住宅與過著合理現代生活的人，才是進步之種族，也才有資格領導其他次等落伍之
種族。
征服台灣的下一步是進擊東南亞，位居熱帶地方的東亞各國文化與民族比起殖民地
台灣複雜許多，想要採用同化主義勢必要花費高昂統治成本，也容易徒勞無功。台灣作
為共榮圈同心圓的第一外緣、南進玄關，最重要是國防上的安全目的。殖民政府與專業
者重新詮釋日本文明代表之意義，從物質性的衛生轉為精神性之簡潔，脫去一切裝飾、
素樸、節制與皇民一體的犧牲觀念，成為先進民族的新定義。未來之共榮圈(包含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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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精神上符合日本精神，形式上保留文化特色，即可作為日本文化圈一員，而台灣
之角色是作為納入共榮圈之東南亞各國的新示範。住宅營團的土造家屋試驗，與戰時規
格住宅標準空間形式，皆可從此脈絡下理解。此階段摸索出因應台式生活習慣、磚構造
建築技術與和式彈性居室配置，兼容之最低限度住宅形式。也使得戰後接收政府留用住
宅營團技師，能輕易將原來戰時規格住宅，轉化為適於漢人居住之簡易住宅形式。然而，
衛生與節約之價值取向，經過公共住宅實踐，內化為台灣住居論述之普遍價值。即使不
能普遍至一般台灣人民之日常生活，也展現了現代住居生活之新起點。

6.3.2 三民主義模範省之示範
1949 年撤退台灣之威權政府同樣面臨著新領土的空間治理問題。與殖民政府相異之
處，國民政府初期空間的治理並不是空間的佔有與資源剝削，以輸往母國、壯大國家力
量。而是重新布局邊緣小島以求反攻大陸，將台灣人民整合至未來之中國政體中。面對
被異文化殖民很久的同胞，並沒有是否該同化與否的問題，而有擺脫去日本化恢復中華
民族之認同問題。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與殖民主義雖有著高度相似，對人民施以新的教化
與形塑新的意識形態，但內涵是完全不同。以民生主義住者有其屋之治理概念，將具公
共性之國民住宅，陷於既是公共又是私有的矛盾狀態。
國民政府賦予台灣反共復興基地任務，以及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治理目標。安定民
心與利用剩餘勞動力是國民住宅政策之主調，在美援協助之下，以自力建屋開啟住宅治
理論述，目標為重新擘劃先進國家國民精神與現代中國之住居形象。以進步為名的意識
形態，透過住宅治理的關鍵詞轉為標準與經濟，逐步將人民納入現代效益生活之規訓中。
而所謂「標準」指稱的是依社會各階層住居經濟條件適用之最低標準，而「經濟」指稱
的是資源(特別是土地)的可利用性極大化。1955 年美援顧問與國民政府技術官員利用精
打細算之國宅貸款條件，區隔出不同社會階層之等級，以及預設適合不同社會身分居住
之住宅規格。1959 年起為使人民能自力建屋，規劃適用對應依身份與經濟條件之國宅標
準圖，使空間利用獲致最大之經濟效益。直至 1964 年取消依身份別貸款之規定，改採
興建住宅類型貸款條件，標準的意義轉為物質空間之量化數值。1965 年取消自備土地之
貸款條件，以及鼓勵一戶一住宅之長期貸款措施，同時也開啟了時間─空間商品化(轉為
可計價交換)之過程。
美援顧問與國民政府技術官員為人民規劃現代國民住居之日常生活景觀，在這片景
觀中低階層勞工居住在市中心高密度公寓國宅，而中階層之公教與市民則居住在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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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地帶之低密度國宅社區。階層區隔與等級化不落痕跡的隱沒在國宅政策之下。然而，
無論經濟條件如何、貧窮富裕與否，住宅規模大小，一個先進國家的國民應居住在設有
沖水式馬桶、潔淨的磁磚地板、白潔的牆壁與垃圾導管等先進之材料與設備之國民住宅
中，展現威權政府之治理績效。而選擇性忽視國宅最小居住空間標準，無法滿足家庭生
活所需之事實。理念上形式之示範導致實質上體驗之落差，標準圖雖確保最低之居住品
質，但也將不同社會群體生活之刻板想像銘刻在空間裡。為求有效益的利用土地與空間，
經濟價值的取向，要求空間展現高密度化之特徵。國宅貸款條件設計特別優惠高層化之
公寓住宅類型，不是偶然而是美援顧問與國府技術官員，對於效率與經濟的住居現代性
之想望。國宅政策導引人們接受西方先進國家之居住模式，即使社會之現實條件尚未具
足，但嶄新、理性、垂直性的方盒子住宅與水平式蔓延之違建相比，更能展現都市之效
能與秩序。1964 年以後公寓住宅形式與陽台風景成為住宅現代性之社會新想像，進步之
都市生活象徵。

6.3.3 起飛都市之景觀形象再造
1970 年代台灣整體經濟狀況逐漸好轉，甚至被美名為亞洲之經濟奇蹟，經濟起飛的
國家，必須重新整備都市之效能。為追求經濟持續發展，國家必須將空間作更有效益之
經濟利用。自 1964 年都市空間土地透過都市計畫等手段完成空間之均質化，與建築專
業標準設計之抽象化，長期貸款、分戶產權之公寓住宅形式，完成住宅商品化初步整備。
新崛起之市民階層對國家的期待，是國家應該滿足住宅的集體消費，不僅僅是讓低階層
市民獲得住宅服務，更要使中階層市民透過持續購買住宅，以帶動經濟與產業發展。這
類受到聯合國顧問(以美國都市計畫專家為首)引入之住宅消費有助於經濟發展影響，國
家有則責任提供價美物廉的好住宅(商品)之意識型態，促使國家放寬申購條件與修改國
宅銷售與轉讓制度，也使得國宅之公共性基本上已經喪失，並與民間市場住宅沒有兩樣，
甚至須與民間住宅商品競逐消費者，樂透國宅便是此脈絡下之後果。
既然住宅是商品就應如同其他商品一般須符合商品生命週期循環邏輯─詳細之使用
者需求研究，擬定符合需求之解決方案，並於上市後採用使用者用後評估機制，持續修
改以符合消費者期待。這個典型的商品邏輯同樣應用於國宅興建計劃，相較於前二期的
國宅論述，此時國宅設計專業者更為重視設計之系統與程序之方法與各種影響商品優劣
之影響因子，以及擬定合宜之住宅及居住水準設計準則，以打造一個滿足良好居住品質、
安全(防禦陌生人)之住宅商品。有趣的是如果真按照消費者期待，國宅設計者應得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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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廓社區不同解答之設計規範與住宅設計準則。現實上各種使用者評估研究與報告之
結論，很少反應在新的國民住宅設計中，更多是映照出國宅設計專業者受之美式都市計
畫與住宅規劃教育之成果，非在地居住文化之尊重與認同。再者住宅消費市場上供給原
則，轉為多樣性之住宅商品，以適應不同之家庭需求。準則化之國宅設計，透過空間公
共與私密需求劃分為數個原則性條件，作為專業者設計出更為創意與多元之住宅單元之
基本規範。
然而與民間住宅相比，國宅住宅單元規格、設計與工程品質在民眾心中始終略低一
籌，但與民間市場住宅有所不同的是，國宅設計者更重視住宅外部社區公共設施之品質，
除了與民間住宅商品競爭消費者青睞原因外，更重要是與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競逐之慾
望起了作用，香港、日本與新加坡傲人的住宅建設刺激國家與技術官員。其他都市住宅
社區的成功經驗，亦顯示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之合宜搭配，能有效緩和都市生活之緊張
步調。過去對於國宅之標準設計與快速興建足額量之追求，轉化為對於都市環境之景觀
訴求，特別是戶外開放空間之有效利用，以提高住宅區之可居性，與居住環境品質之提
升，以展現起飛都市之新居住形象。

6.4 一場未境之現代性住居旅程
回顧歷史，深受現代主義之建築論述影響近百年之台灣，機能主義倡導的合理生活機能
與最短動線等最低生存限度之住宅配置，簡約的設計風格與效率生產等建築觀念，在住居營
建之知識體系中仍居主導位置。難以撼動現代住宅經濟生產模式，讓大部分的人們只能在消
費市場中尋尋覓覓具有家屋潛力之好商品。台灣雖不若日本建築界曾掀起文化住宅改良運動，
與研發國民住居的小住宅提案，但自戰後初期市民與勞工住宅的嘗試性方案裡，仍可看見本
土建築專業者的努力。戰前作為被殖民者的他們，雖未曾有機會在建築專業領域大放異彩，
或發表住宅改良意見，仍努力地尋求適於台灣人居住之理想住宅形式─一個兼容於和式住宅
基因、適應台灣風土及社會條件之混種式住宅，並在一縫隙的歷史時機裡得到實踐。同時我
們也應該注意到戰爭時期公布之規格平面，以及後來由日本與台灣建築專業者共同詮釋的新
勞工住宅，扮演了承先啟後的角色。在美援普照的年代裡，即使美援顧問對於國宅政策與設
計有著深厚之影響力，但也非全然地移植與套用美式作法，更多是美援顧問腦中蘊含對第三
世界國家現代住居之想像再現。依社會階層設計之國宅，雖有令人莞爾而笑之刻板預設，與
美式生活方式模仿，但也再現出國宅的技術官員們對於自由中國現代生活的想像與嘗試。即
使是經濟發展期之國宅計劃的委外設計政策，建築專業者受到形式主義下的景觀思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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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形塑出良好都市居住品質的景象，也不過是由個別住宅關注轉投至都市公共生活的想
像。
國宅技術官員們或建築專業者或許有些短視近利，或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等症狀，以
及過度重視空間的物質向度等問題，但絕非不具反省力。但更為強大的國家權力與社會共識，
使他們難以有結構性改革，多半時候也只能紙上談兵，淹沒在各種統計、分析與數據推估之
無奈中。如果現在正火熱之社會住宅、公營住宅、合宜住宅等討論，仍限於住宅或社區設計
上形式之變化，而未能在意識形態、國家治理與權力運作形式上有大的翻轉，台灣公共住宅
(不管以什麼樣名稱替之)，仍不會太大之變革。而這龐大之議題也只能留待後進研究者進一
步分析與尋求解答了。這一百多年台灣人該如何住居的空間探索，2015 年之後仍然是一場未
曾抵達的現代性追尋之旅，最終呈現出現代性在台灣住居的歷史經驗裡，交雜著傳統/現代、
落伍/進步、失序/秩序、生活/機能、同化／差異之間的多重糾葛。

265

表 26 研究結論簡表

由國家主導與中介之現代性計劃
(對於衛生、健康、安全、效率、標準、品質等價值追求)→社會維穩與經濟發展
↓
台灣公共(國民)住宅(場域)→成為現代人與達致理想之現代住居
公營住宅營團住宅美援國宅集中興建國宅直接興建國宅
帝國霸權體制與殖民地治理

時期
年代

軍事威權體制與發展型國家

形式民主體制與發展型國家

殖民導入期

戰爭節約與接收期

美援協建期

都市改造發展期

經濟重點發展期

1895~1939

1936~1949

1950~1963

1964~1974

1975~2000

市街改正
住宅改良
(公共衛生管制)

都市計畫
土地區劃整理
(地域管制)
建築管理

農村土地改革(耕者有
其田、三七五減租和公
地放領)
都市平均地權

區域/都市計畫
(用地密度)
違建管制
建築技術

山坡地開發
都市更新
(容積率)

空間再現與
實踐
(因應資本主義
生產模式需
要，由專業者構
想或感知生活
所創造之空間
系統)



空間
治理
術

治理
目標

權力
運作
機制

不健康的環 
不足的資材→控 
建立新標準
境→改良
制
(聚焦於自立(助)自強
(聚焦於衛生、防疫 (聚焦於最低限度生活 的復國基地之建設。)
與防震之禁制。)
的維持，節約材料與物
力)
以「種族」作為分類標籤
監控

節約


不合乎標準→排除 
不合乎品質→更新
( 聚焦於配合都市與經 聚焦於都市更新(市中心眷村改
濟發展，拆除違建、整 造)與山坡地(郊區)開發。
頓市容計畫。)

以「社會階層」做分類標籤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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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

以「經濟條件」作為分類標籤
更新(縉紳化現象)

主體
塑造

理性的個體

自立的個體

自律的個體

移住國民(皇民)

國民

市民

階層生活

品質生活

保健生活
現代
住宅
設計
論述
與實
踐

理性
生活
方式
效率
住宅
生產

技術官員與
專業者之理
想住居之文
化想像(意識
形態)

機能分化
(氣候調適)

低限生活

標準規格

建築(構件)標準化

「南方前進基地」與衛生─節約住宅
文明競技場與
衛生住宅

最低居住標準(+家庭
計畫)

住宅設計準則
鄰里社區規劃

住宅及居住水準(標準配置)
系統與程式計劃設計方法
大街廓社區規劃規範
增進舒適之家電科技

空間標準圖
自助建造技術

模距化與預鑄式技術

標準配置

「反共復興基地」與標準住宅

共榮圈南進玄關與
節約住宅

國民生活改造與
標準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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