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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與寫作策略

１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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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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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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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吳庚，20120405，[都更未爆彈知多少？]，中國時報，取得時間20120405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112012040500372.html

(7)謝世民，<公共利益跟你我有何關係？>，《 新新聞 》，第1310期，（2012）：8。

(8)王章凱，<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兼談對修法的建議>，《建築師》，2012九月號，(2012)：90-93。

(10)施正鋒、吳珮瑛 (2012)，《 政府徵收民地的政治與經濟分析 》，未出版，台北。

(11)徐世榮，20120329，[暴力強拆 台灣人權沉淪]，蘋果日報，取得時間20121130，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329/34123129/

(9)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五條之一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就達成合
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得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或由實
施者協議價購；協議不成立者，得由實施者檢具協議合建及協議價購之條件、協議過程等相關文件，按徵收補償金額預
繳承買價款，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後，讓售予實施者。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六條 權利變換範圍內應
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並通知其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三十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
期不拆除或遷移者，實施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代為
拆除或遷移之義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訂定期限辦理強制拆除或遷移，期限以六個月為限。其因情形特殊
有正當理由者，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延長六個月，並以二次為限。但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為政府代管或法院
強制執行者，實施者應於拆除或遷移前，通知代管機關或執行法院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
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
內扣回；對補償金額有異議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３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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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對現行都更制度的行動參與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４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12)臧汝興，20120418，[挺士林王家真的那麼「正義」嗎？ ──都更計畫中利益關係與社會公共性的權衡]，苦勞
網，取得時間20120618，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7953    

(13)  華宜昌，20120406，[產權 文林苑核心課題]，中國時報，取得時間20120406，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2040600509.html  

訪調與社區參訪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５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圖二 都市更新爭議區域分佈地圖

(臺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與本研究共同整理，2011年資料)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６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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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７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營建署主辦三方輔導會議

市長選舉後的強拆危機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８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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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孫窮理、樓乃潔、王顥中、陳韋綸，20120328，[北市府強拆士林王家即時報導]， 苦勞網，取得時間20121101，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7503    

三、分析與結論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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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翻譯與渴望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１０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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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私托邦David Harvey在《希望的空間》中指私托邦是以捍衛私有財產權的一種動員，用暴力和憤怒來迎接對權
利和價值的威脅，不管這種威脅是來自於國家還是像開發商那樣的資本積累的代理人，現實就是當都市更新抗爭運
動並不試圖打開其公共性時，就會向保衛私有財產權的「私托邦」前進。

私托邦  之戰為何而戰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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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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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辯證烏托邦在《希望的空間》中David Harvey認為以某種方式面對社區的生產和為了集體行動目標的團結，並
在更加廣泛的政治學框架內把這種現象的地點和意義接合以來，這意味著從具體的政治人規模向一個不同規模的轉
換。社區必須被看作是變動過程與相對持久的歸屬和聯合規則一種微妙關係。

(17)大衛．哈維，《資本的空間》，王志弘＆王玥民，(台北市：群學出版，2010)頁513-515。

(18)出自台北市都市更新處 都市更新市民操作手冊
http://www.uro.taipei.gov.tw/public/MMO/URO/%E5%B8%82%E6%B0%91%E6%93%8D%E
4%BD%9C%E6%89%8B%E5%86%8A_2%E9%A9%9A%E5%A5%87%E5%9B%9B%E8%B6%
85%E8%83%BD.pdf。

(19)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指標中規定，更新單元內各種構造建築物面積比例達二分一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
及石造建築物、二十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三十年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四十年以上之鋼骨混
凝土造，符合者依此評估標準參與都市更新。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１２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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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蕭靄君，20121222，[台灣居民嘆房價之高可望不可及]，取得時間20121230，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business/2012/12/121222_cindysui_taiwan_property.shtml

表一、全球十大最高漲幅房市 （資料來源：萊坊住宅研究 蘋果日報報導）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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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萊坊環球房地產價格指數，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 （資料來源：萊坊住宅研究）

表三、 房價收入比各國排行圖（資料來源：Global Property Guide）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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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印度
740.24x

319.50x

142.09x

133.72x

60.50x

59.23x

56.73x

33.04x

32.94x

32.24x

25.32x

台灣

新加坡

日本

泰國

印尼

中國

菲律賓

柬埔寨

馬來西亞

台灣: 房價收入比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１４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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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120501，[房價漲幅5年飆3成 全球第6]，蘋果日報，取得時間20121130，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501/34197027/

(22)20110617，[Knight Frank Global House Price Index, Q1 2011 results]，Knight Frank，取得時間20121212
http://www.knightfrank.com/news/knight-frank-global-house-price-index-q1-2011-results-0642.aspx

(23)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2005)頁2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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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最嚴重的罪行並非那些打破規則的人，而是遵守規則的人，正是那些遵守命令的人投下炸

彈與屠殺村莊──Bansky

　　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

型的公共意欲。──強納森．葛蘭瑟

　　2012年3月28日士林文林苑王宅強拆事件以來，「都市更新」不但引起全台人民關注，同

時也開啟了各界的討論，而其面向多元，不脫從都市更新法律面，都市更新之制度面、執行面

以及諸多關於居住人權正義與公共利益、私人利益間如何權衡，各派觀點不同，對事件的理解

也各有詮釋。

　　

　　關於都市更新之制度面與執行面上，多集中論述關於目前制度體質不良，需要徹底檢討修

正。諸如黃瑞茂(2012)批評目前都市更新小規模建物更新破壞完整的都市計畫，是用基本建設

以獎勵方式出賣容積的變相買票，造成空間品質惡化。黃麗玲指現行的都市更新需要從定位改

變開始檢討，城市需要去除表象式的美感定義，並且將過去立足在擴張發展的城市建設，轉換

成修補型的都市再造。目前都更條例以擴張、摧毀與重建的作法，以至於將失去改造都市的契

機。

　　有關公共利益的討論， 諸多討論認為目前的都市更新建立在對公共利益的錯誤理解之上。

吳庚前大法官(2012)指出立法者與執法人員對『公益』或『公共利益』的認知錯誤。公共利益

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並特別強調

「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這才是公共利益。謝世民(2012)指公共利益

實際指的是全體成員能夠共享的利益，而非以比例原則作為判斷標準。必須最基本被理解成「

集體生活的安全、社經資源分配的正義與司法程序的正當」，否則，改善市容或促進經濟成長

都不一定增進公共利益。王章凱(2012)則在「社會對都市更新公共利益的誤解與謬用」 指責目

前都更的多數決利益只是集體利益，而自由基本權是公共利益的根本，公共安全淪為土地開發

之藉口，呼籲都市更新應回歸都市計畫內運行。

　　法律面上，除了從專業法理上解釋外，部分學者認為都市更新法中的36條、25-1條 等同

土地徵收，從徵收的合理性來檢驗士林王家強拆事件， 施正鋒、吳珮瑛(2012)以政府徵收的角

度來衡量都市更新中對於居民財產權處置的正當性，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程序正義、合理補償

三個要素。 徐世榮(2012)在「暴力強拆台灣民主沈淪中」寫目前的都更法是建商發起的強迫合

建與強迫徵收，都更法條文中雖不見土地徵收字眼，本質卻是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徵收。

  　　而部分反對觀點則認為，抗爭者將拒拆王家運動簡化為建商利益或居住正義，不該為擁

護私人財產權而將其無限上綱。 臧汝興(2012)分析現今的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公共性不足，而懷

疑王家在公展期間中並無提出不參與都更之異議，計畫「以退逼價」，認為支持反拆者是支持

私有財產權的保障運動，將使得討論走向去公共性的危機。 華宜昌(2012)在「產權 文林苑核

心課題」認為王家並非弱勢，在權利變換後產權仍受保障，社會性極強的土地應和其它財產有

所區別，對其私有權利之保障不應無限上綱，否則會嚴重阻礙社會進展 。

　　研究者身為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的學生，由於考上研究所而移居台北，計畫從實際城市空間

問題延伸自己研究的方向，進而開始關注都市裡的居住議題。本文並非從法令制度面討論如何

建立更完整的都市更新程序，而是試圖從自身參與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的運動經驗，分析在這

波都市更新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不同主體（國家各政府部門、建設公司、同意更新戶、不同

意更新戶、抗爭團體、聲援者、市民群眾與媒體）之間如何在建構都市樣貌的複雜社會鬥爭。

　　　　　　　圖一 都市更新下的社群關係與都市空間再生產 暫時性分析架構

　　開啟研究起點是在一次參與台大都市更新論壇，結識了當時會議後不停追著台北副市長林

建元問問題的朋友，也就是都更受害聯盟（又名都市更新公正促進會，文後簡稱受害者聯盟）

的彭龍三，受害者聯盟是在此眾多不同原因而集結反對現有都更制度的群眾中，由民間發起的

運動。最初以永春區不滿都更現況的居民彭龍三所發起，組成自救會，但過程中部分居民仍與

建商保持良好關係，甚至談好價錢便紛紛退出，剩下少數十幾人居民堅持立場，自行架設網站

慢慢與其它社區都更受害者建立連結。首次探訪都更社區是位在永春捷運旁的都更基地，而該

處在2011年底，建設公司將範圍內的老舊公寓拆的剩下四樓單一住戶，在參訪後的一個月，與

受害者聯盟的住戶們與幾位關心此議題的學生聯手準備了第二次的抗議活動，地點在台北市政

府，主要的訴求為反對都市更新法25-1與36條，設計包含將工地被拆的廢土倒在市政府門口與

都法令搶拆民宅之行動劇，但因警方認為廢土妨礙公共安全而搶走道具，在參與者陸續發言後

，北市府方面僅相關單位公務員出現查看，不久隨即立即在警方保護下回到市府，官方不願正

面收受陳情與回應。

在這次活動後，聯盟內的會員與學生開始陸續安排社區訪調的活動，希望藉由實際走訪社區來

了解各社區的情況，於是開始了數個社區的拜訪，認識當地不願意參與都更的居民，包括原本

的永春都更案的其他住戶、士林區的文林苑都更案的王家、南港東南街都更案的白小姐，以及

古亭市場的老舊市場都更案，三重區大同南路上案例，產權複雜被住戶建商控告無權佔有、萬

隆區都更案、後山埤都更案等。

　　在幾個月的累積與討論後，在2011年四月開始籌備連續兩日的永春虎影展系列活動，整理

老屋成為活動與展示空間，政大廣電系同學合作在永春社區展示藝術創作，兩天活動內容包含

永春都更社區的拜訪與導覽，設計都更彩卷行讓鍾家原本關閉的彩卷攤暫時復活外，在社區內

播放韓國都市抗爭運動以及香港菜園村抗爭運動之紀錄影片，與來自韓國、香港的都市運動組

織者會談，隔天與各地的遭遇都更問題的居民舉行了一場共識會議，希望找出對於都市更新現

況問題的解方。同年5月，郝龍斌對媒體表示，8月將強拆王家。聯盟接著籌劃了在2011年6月

的營建署抗議活動，希望讓不同社區遇到的問題能夠一一被凸顯，在此次抗議行動中，要求營

建署廢除都更惡法外，並要求營建署不得只為建商舉辦輔導會議排除建商問題，也應針對居民

開輔導會議，在這次活動，開始有新的學生臉孔與民眾到場支持，而會後營建署以將舉辦都更

居民的輔導會議作為回應。

在幾次的抗議活動與記者會後，新聞媒體上的播送外，都市更新處除並沒有相關局處單位對於

居民反應的問題提出具建設性的回應或檢討。2011年七月，聯盟參與了由台灣農村陣線舉辦的

身援土地正義在凱道守夜活動，由居民與聲援者合作，進行擺攤宣傳並以公開討論方式與參與

者交流。三重區的住戶被建商以無權佔有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並歸還不當得利。八月聯盟籌辦

了「手護王家，百人彩繪」與總統府前拍照活動，號召都更受害居民與聲援者參與拍照參加我

與總統府的徵照比賽、並合力畫布條懸掛於王家表達反對強拆的立場。九月開始，拜訪因台北

曼哈頓計畫而被要求遷離二重疏洪道居民，以及永和都更案社區，並在兩個月後實際參與永和

社區由建設公司辦理之選配都更後新屋抽籤會，因為居民不滿建設公司自行保留一樓與高樓層

住宅，將剩餘選配者以強制抽籤方式選屋，在現場爆發強烈衝突，建設公司方面無視居民抗議

，認為只要把選配抽籤程序完成，居民便無法提出異議。

　　從2011年9月底開始，聯盟籌備校園講座與學界聯署活動，希望能集結學生與學界力量，

讓都市更新問題能見度提高。10月，聯盟在都更處永春不同意戶與建設公司的協調會會前於台

北市都更處舉辦記者會，抗議都更協調會由建設公司主辦，實際上即使無住戶參與，只要舉行

就算是建設公司與住戶間開過協調會並留下紀錄，聯盟設計了假人參與協調會，而都更處幹員

卻要求假人的代表人簽名表示出席，在送假人進入協調會會場後，都更處幹員才討論這樣由假

人代表居民的協調會算不算數。十月底，聯盟出版「都市災生」刊物，整理都市更新程序、普

遍可能遇到的問題與都更受害社區居民的故事，國外都更的經驗分享，並於即將都更的城中藝

術特區舉辦藝術展覽，以創作方式展示都更不同面向之問題。

2012年年初，聯盟籌備要求營建署舉辦曾允諾以居民為主的輔導會議，以聯盟密切接觸的四個

主要社區開始，分別為永春都更案、三重大同南路都更案、萬隆段都更案以及士林文林苑都更

案，在四次的輔導會議中，除了準備居民所面對之都更問題，要求建設公司、官方出席，回應

問題，並即時紀錄，會後，四場輔導會議的結論似乎為居民所面臨問題找到一線曙光，會議後

營建署要求台北市政府答覆，並在二月十號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輔導會議中做出三點結論，包括

（一）關於同宗基地是否可排除士林王家之可行性疑慮，可透過王家簽署切結書，同意未來無

法自成都市更新單元獲得解套，請北市府與實施者做慎重考量。（二）公共利益應以環境改善

、而非單棟建物更新獲利為先。此宗基地未開闢計畫道路之現況，應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3條

，請北市府釐清並協調實施者，確保當地住戶、未來新入住戶之交通安全與消防安全。（三）

關於實施者涉嫌呈報不實資訊，恐違反與北市府簽訂之都市更新切結書，臺北市政府應針對各

計畫書圖內容不實之各項疑點進行逐點釐清。但在整理會議記錄與官方來往間，營建署竟事後

回覆四次輔導會議的結論，包含僅能向地方執行機關提出建議，而無法產生法律約束效應。

士林文林苑王家在三月再度收到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的強拆公文，文中明令3月19日起，市

政府將出動拆除隊前往拆除，將王家財物置於臨時貨櫃屋。建設公司也雇了兩台怪手停在王家

後方基地 。聯盟在收到拆除公文後進入戒備狀態，除了在士林王家舉辦活動與記者會，要求市

政府勿以強拆掩蓋都更爭議，發起網路聯署與現場拍照聯署活動，希望更多市民關心。網路用

個人部落格和社群網站宣傳文林苑都更案爭議事件懶人包，問題圖說與即時更新的現場情況追

蹤報導。現場以輪流守夜方式，於王家現場搭起臨時帳篷，印製發送宣傳品，留下期間來現場

關心的朋友聯絡方式，並建立部屬分配圖，簡訊聯絡網，多次演練動員分配，於屋頂和前門架

設網路攝影機。3月21日在台北市政府再次召開記者會，晚間前往郝龍斌官邸遞市民聯署與文

林苑都更案爭議陳情書。3/26邀請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綁上彩色氣球，希望市府能賞一個天

外奇蹟，勿以都更法強拆王家，同時舉辦彩繪活動掛起更多布條，晚間播放永春都更現場所拍

電影「阿霞的掛鐘」，邀請市民關心並聲援反都更強拆，在捷運路口以宣講方式希望更多民眾

能到現場關心。卻在3/27日晚間接獲市府派員即將拆除王家消息，隨即在社群網站上以圖說號

召民眾希望能到場聲援阻擋強拆，並以簡訊聯絡網通知留下聯絡方式的聲援者到現場。隨後夜

間台北市政府調派千名警力包圍士林王家，架起雙重圍籬阻擋聲援擋拆民眾繼續進入現場，隔

日上午便將聲援民眾強制驅離現場，以公車分批載往台北市各處，清除現場後，破除門窗，將

屋內的民眾抬出現場， 王家僅帶著自家祖先牌位步出家中，隨後在搬家公司將屋內財物移出後

，拆除王家建物。拆除過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於媒體上稱：「拆除過程一切順利。」聯盟成員

在緊急開會後決定，下午協同王家前往總統府凱道抗議違憲強拆事件，晚間與聲援民眾由士林

文林苑基地步行前往郝龍斌官邸要求郝龍斌出面回應，然當晚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這波三二八反強拆王家運動中，所集結的群眾可能是因為幾項原因而得知強拆訊息，趕到現

場聲援，其一為聯盟自得知強拆訊息以來，在當地宣傳並建立了簡訊聯絡網與社群信件所號招

的群眾。另外，由於幾家獨立媒體的即時報導，如苦勞網記者在網站上即時以照片與文字轉播 

。以及，聯盟在社群網站的即時畫面、文字、照片和圖片宣傳在短時間被快速的轉貼引起的傳

播效應。而從3月強拆公告發出來至強拆當日，陸續來到士林王家現場的人員組成大約可分為

三種，第一種是原本就在都更受害者聯盟經營、訪調過程中，所建立的群組關係，包含各地因

都更受害居民、相互聲援之社運團體、律師，及都市計畫、社會學系相關學者。第二種為學生

，因聯盟一連串的校園宣講，網路部落格傳佈，或在社群網站轉貼中看到宣傳、現場報導，或

多或少了解議題內容，因狀態緊急而前往聲援。第三種是一般市民，也可能因為社群網站的訊

息轉貼，或長期關注此議題，而前往現場。分析這場運動中的不同角色，首先從政府的角色來

看，國家對於都市願景是建立於將老舊房舍重建，豪宅化的大樓帶動的經濟成長。在執行面上

由於都市更新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不同，地方又有各地的都更自治條例，造成政府頭手分離，

台北市政府在市議員要求下，執行都市更新中的強拆條例，雖然事後市長郝龍斌自認為條例本

身有疏失，卻又執意依法執行，使用大批警力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作為，是整建事件問題的

主因。其次， 從建設公司的角度來看，推動都市更新是政府放出的利多政策，只要選定更新位

置條件良好，利用高地價與高房價是做穩賺不賠的生意，關鍵只要取得選定基地的多數地主同

意，便可推行都更，而少數更新後利益受損地主，則以多數決、遊說手段或私下簽訂合建契約

解決，同意戶也在此架構下成為共謀結構的一部分，而少數受限於遊戲規則而被迫必須拿錢走

人。在王家的案例中，不停被分化的王家兩戶與三十六戶結構，其實是個假象，從不同意拆遷

戶的王家來看，王家是由兩戶，有血緣關係三個家族的組成。產權人14號的王廣樹、王耀德家

庭，以及18號的王國雄、王家駿兩家，三家的經濟背景並不相同，反對都市更新的理解基礎也

不同。王家住戶原本認為已自行整建，僅是對於本都更建商溝通不良，在過程中卻發現建設公

司諸多問題，如行政訴訟偽造文書敗訴、事業計畫內容不實等，而都更程序卻繼續進行。關於

市民部分，多數市民仍抱有對城市進步主義的想像，而這個想像恰巧與政府所規劃一系列都市

願景：包括台北好好看、花博、都市更新、台北曼哈頓、台北六本木計畫利用全面掃除式更新

、短暫綠地、博覽會形式提供所規劃出的西方進步主義想像符合。而媒體的高度集中報導強拆

事件，將方向引導為市長疏失與警方暴力，造成討論方向轉向仇視政治人物，個案化強拆王家

事件，卻疏忽了這是整體都市的居住問題，議題之高度建立於多數市民對於私有財產權崇高不

可侵犯之想像。進而反對都市更新，甚至要求郝龍斌下台。這是台北市政府不曾想到的結果，

也因此，在強拆後的激烈反對聲浪中，前後態度兩極，北市長與都更處長流淚表示同情，但一

切依法行政並無不法，要求中央進行修法。

渴望變革行動的反叛建築師必須能夠在不可思議的社會生態和政治經濟狀況多樣性和異質性之

間翻譯政治抱負。他或她還必須能夠把不同的話語結構和對世界的再現連繫起來。他或她必須

要面對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條件和前景。在這裡翻譯的技巧就很關鍵了（David Harvey，2005

）。當以抗爭居民為主體的抗爭團體面臨制度要求以價錢衡量土地與建物價值時，時常落入「

談錢」的陷阱中，之所以稱之為陷阱，是因為制度以「價錢」衡量都更範圍內住民的居住權與

私有財產（土地或房屋），雖然在都市更新的諸多案例中，有能力出面抗爭者，多半並非真正

的弱勢階層，也因此受到部分人士的質疑，但真正無地權的弱勢者，通常在都市更新尚未開啟

之前，就已經被實施者以低價買下土地後，再將違建登記於人頭名下申請獎勵。學生和社會人

士的加入，使得聯盟整體必須思考反抗都更與公益性的關係，接觸新的社區法律諮詢時也必須

衡量居民在居住上是否真受到都更制度迫害，或是只是對價錢不滿希望談到更好條件。非都更

受害者的加入與都更受害居民之間必須找出一條有說服力的論述之路，同時面臨眾多社區許多

具時效性的臨時狀況，因此只能且戰且走，且因為都更議題的複雜性和門檻，在多方衡量下共

同找出公共的語言來與大眾對話，非都更參與者必須在參訪經驗與居民討論過程中找出與大眾

溝通的語言。無論什麼樣的普遍概念成為可能—也許它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那都是艱難的翻

譯勞動的結果，在這種翻譯中，社會運動在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這個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集中意

見（David Harvey，2005）。在找出共同的想法此基礎下，從一次次的轉譯經驗中，定義出更

具普遍性的原則。

在論述私托邦之戰為何而戰之前，我們觀查都市更新的操作邏輯，不同角色在此操作邏輯下所

產生的反應與後果，並從文林苑都更案造成都市地景的變化檢視現今的都市更新正在創造如何

的城市未來。第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產生的公私合夥的新企業主義政府如何操作都市更新。其

次，利用創造性破壞的邏輯再造都市地景，提升房地產值，一方面不僅使得城市裡的有產階級

房產價值再提升，也清掃了城市裡的無產階級與違建戶。最後得以了解私托邦與運動者究竟為

何而戰，這些反抗者面對集體政治學的辯證烏托邦  理想時的操作。首先，新企業主義政府有

三個特色：新企業主義的核心是「公私合夥」。其次，公私合夥活動之所以具有企業精神，乃

因為它在執行和設計上是投機的，因此會遭受附著於投機性發展的一切難題和危險糾纏。最後

，企業主義更貼近地聚焦於地方而非領域的政治經濟。  檢驗現今的台灣地方政府的操作，目

前的北市府所推行之都市更新，希望透過國家制定法令，地方政府操作，吸引私人企業進入操

作的公私合夥制度，解決長久以來缺乏的居住政策需求。都市更新的基本操作邏輯是—屋齡老

舊的房舍屋主能透過容積獎勵申請、稅賦減免來減低重建所需負擔，並透過建設公司作為實施

者分攤容積來進行。但建設公司是營利者，通常會為了謀取利益最大化，而罔顧居民的基本居

住權。同時，法律賦予實施者有都市更新發動權、劃定範圍的權利、土地、建物、建材估價多

寡的權利，並且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居民對於住房更新後的設計、位置無權發聲，甚至參與與

否之同意權在法律中受限。而這樣投機的方式，造成的風險，就是各地都更產生受害者不同意

更新而生產的破敗都市地景，造成的惡果是由政府，同時也是全民所承擔。正是由於新企業主

義政府的投機下的都市更新，所開啟全民逐利，以價衡量一切的風氣。在此，「利」與「義」

就不只是建立在一線之隔間，不只在王家或其他都更不同意戶自身的純潔性之上，也就是到底

不同意戶是否「以退逼價」，要不要錢的問題，是以都市更新架空居住政策與制度失靈所造成

的假問題。

其次，政府打著改善居住環境、建築容積獎勵、政府補助優惠、重建稅賦減免、多數同意即可

進行  的大旗，鼓勵民眾參與都市更新，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甚至推行房屋二十年以上屋齡進

行都更  ，等於提早終結房屋壽命打掉重建的方式，使得重建後房地產價格增值。從英國的地

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調查過去5年的房地產漲幅，台灣以30.1%的漲幅，高居全球

第6，全亞洲第4，主因是都市化導致台北都會區住宅需求高。另外，關於房地產價格指數調查

，台灣在2011年第一季度業績的排名居全球第三。台灣主要房地產開發商國泰建設收集的數據

顯示，儘管經濟衰退，在過去4年內，台灣房價上漲了34%，台北房價上漲了50%。但從房價

收入比來看，一般上班族要買房仍是大有困難， 台北新房的價格約為每平方米7600美元，似

乎與其它一些亞洲城市相比而言比較低，但是由於台灣的工資水準較低—在不考慮通貨膨脹因

素的情況下13年未曾增長，對投資者也頗具吸引力。目前台北平均房價約為每套70萬美元—是

台灣人平均年收入的14倍。很多成年人，包括已婚有子女的人繼續與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同住 

，年輕人甚至打拼一輩子都無法買房，都市更新的階級再洗清更是創造城市裡的豪宅地景，驅

趕沒有能力者住得更遠或更差。

在年輕人一輩子打拼都買不起房子狀況下，租屋制度不健全，都市更新更是新一波炒高房價，

集體空間不均分配，以都市更新中執行漏洞百出所出產的受害者為主體的私托邦之爭，使得青

年無產者的抗爭顯得勢在必行。關於抗爭操作上，大衛．哈維言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有

集體政治學運動，那多半是捍衛私有財產權的動員，典型轉向保護內部已經存在的個人化的“

私托邦”⋯在這裡想要弄清楚，進步的反叛政治學與排他的、獨裁的行為之間的差異並不總

是容易的。  現實中的王家反拆運動以及拆後持續的佔領運動，可說是建立在私托邦之戰上，

辯證烏托邦的理想，藉由體制失靈而建立起的集體性結構，這些集體性結構在都市空間不易取

得的狀態下創造了一個半公共空間，這種環境和空間正在公共性介入中塑造了政治人，以及個

人存在並成為政治人的方式， 體現不只在聯盟作為一個轉譯團體與王家產權者之間對於現況

對策的拉扯，和找出對策的方向之間，也在一系列的活動間開啟新的實踐與討論空間，如居住

論壇馬拉松講座、被拆毀住宅自行重建重整、造窯共食、公民論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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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王家強拆事件直至今日，已超過一年，需要持續努力開啟市民對於都市空間，住宅需求的

公共性討論，但辯證烏托邦在鬥爭過程中終究是辯證的。最後，我想引用開頭強納森．葛蘭瑟

的<逃離毀壞的城市>講稿的文字，為這篇文章作結—

　　今天，我們之中那些有錢且擁有一定程度健康與安全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擇，不僅是

事物的選擇，還有觀念及規律吾人生活之方式的選擇⋯一個基本服務和設施都有秩序的城市，

對於街道、廣場、公園和河川都有長期規劃的城市，就是可以自由呼吸的城市。沒有這種基本

的秩序，城市一定會缺少脊柱，以及神經系統的基本組成。它無法協調整合：體質不良時無法

運轉。⋯我們可以創造出具備民主秩序，又保有充沛活力與繽紛多樣的城市願景嗎？如果我們

想要，當然可以辦到。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個公民社會，而非個人的都市瘴氣。其次，我們必

須克服想要以最少金錢盡量獲得一切的願望。然而，如果我們繼續屈服於自私的政治，現代城

市就會分裂成為更小的碎片，無法餵養或提供巨型的公共意欲(Glancey，1996，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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