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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的小鎮，空蕩的鬼城

晚上8、9點，是大多數城市人回家的時刻，可能正在客廳看電視，可能正在跟家人閒聊。燈，

應該是開著的。大樓的燈光，代表了一座城市的夜間生命。位在淡水河口右岸的「淡海新市

鎮」，夜晚的大樓，此時卻只有3成的客廳燈光是亮著的，這代表什麼？

淡海新市鎮於1990年代被提出，當時因為眾多所謂「無殼鍋牛」向政府抗議買不起房子，於是

政府為平抑房價，陸續在全台各地設計許多「新市鎮」，位在淡水北側的1,614公頃農林地，因

此有了25年的「淡海新市鎮」計畫案，全部預計容納30萬人口。

淡海新市鎮第一期於1994年動工，總開發面積為446公頃，預計容納13萬人口。但是20年過去

了，目前進駐人口卻只有1萬3千人，也就是人口達成率只有10％，而且土地閒置率高達80％以

上（含乏人問津的公共道路），已蓋樓房的成交率也只有6成，其中約有一半皆無入籍、無實際

施云（Sophie Seeing)

文字與影像創作者、紀錄片導演

居住情況，顯然是投資客的交易，因此實際居住率正好就是眼前所見的3成。為什麼淡海新市鎮

會發展不起來？幾個因素歸納如下：

全國空屋率過高

來自行政院主計處2010年的資料，全台空屋率已高達19.3％，亦即156萬宅，以新北市來說，空

屋率更高達22％，亦即32.9萬宅，差不多是每5間就有一間是空著的。這些「空屋」的定義是無

任何使用、無租、無借、無放物品的房子，也就是說全台的樓房已經「供過於求」。

社經狀況越來越差

台灣呈現「M型社會」早已不是新

聞，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中產階級

近乎消失，這意味著大眾的消費能

力越來越弱，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

中。如此的社會與經濟現況，造成

出生率越來越低（每對夫婦平均生

育0.895個小孩，為全世界生育率最

低），人口外流越來越嚴重（每年

移出人口約2至3萬，大多是白領階

級），當然房地產銷售也會跟著受

影響。房屋交易已經不是以「住屋

需求」為主，而是「房產投資」；

然而投資有風險，也可能掏空銀

根，過度開發的結果，就是形成土

地資源的浪費，以及接下來可能引

發的金融危機。

夜晚的淡海新市鎮顯示了 3 成住屋（攝影：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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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是台北的衛星城市

淡水目前發展仍偏向「臥房型城

市」，也就是以台北市為工作場

所、以淡水為睡覺場所，所以對台

北市的聯外交通就顯得重要。但遺

憾的是，一方面淡海離台北市確實

有點距離，一趟車程大約40至70分

鐘（以到台北車站來說）；另一方

面，交通運輸系統又沒做好，捷運

淡水線自1997年通車至今，每天每

班幾乎都人滿為患，卻從不檢討原

因並加以改善，開車族也畏懼於長

程、長時駕駛。所以即使淡水房價

相對於台北市為低（但近年已經攀

升到每坪20萬以上，已高出往年水

平），仍很難吸引上班族進駐。

冬天風大讓人難耐

另外一個無可改變的天然因素是，淡海地區的東北季風極大，夏天來看屋買房的新住民，有許

多都因為受不了東北季風的凜冽而選擇搬出，也就是說，淡海地區本來就不適合發展新市鎮。

從以上看來，新市鎮的發展已經沒有必要性，更看不到前景，但弔詭的是，淡海新市鎮一期如

此失敗的開發案尚未解套，政府竟又於2012年中旬啟動二期開發案。淡海新市鎮二期被分為兩

區，總面積達1,168公頃，是淡海一期的近3倍土地，其中農林地目871公頃，約佔二期全部面積

的4分之3，人文與生態豐富。目前先啟動二期一區計畫，面積為655公頃，預計容納11萬人，開

發總經費約720億元，共有5,159位土地所有權人受到影響。

整個淡海新市鎮計畫，在政府的規劃中，要在這1,614公頃的土地上進駐30萬人口，這又是一個

很大的荒謬。

第一、如前所述，台灣出生率之低為世界之冠，為什麼政府會認為我們需要建立新市鎮以容納

這麼多都市人口？

第二、依照內政部營建署2010年資料，全國共有437個大大小小的都市計畫案，面積共47.5萬公

頃，佔全台平地面積的3分之1強（台灣總面積約360萬公頃，3分之2是山地），而這些都市計畫

案預計容納2,518萬人，不僅已超出都市實際人口678萬（2010年的都市人口為1,840萬），也比

全台現有人口2,310萬人還多。也就是說，即使將所有台灣人全部趕到都市居住也依然住不滿，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這麼多都市計畫案？

再以淡水的城市發展狀況來說，究竟適不適合發展淡海新市鎮？現就幾個面向來討論：

地理條件

如前所述，淡水在竹圍有天然的交通瓶頸地形，目前淡水人口約15萬，交通狀況已讓許多開車

族叫苦連天，若淡海新市鎮真的成形，30萬人口大軍進駐會造成什麼局面？有人說，所以要先

解決交通問題，而政府想到的就是增闢「淡北河岸道路」，此路為4線道快速道路，除兩端連接

大度路（台北端）與登輝大道（紅樹林端）設計為高架之外，中間為沿河平面道路，對河岸景

觀與生態的衝擊極大。

而且道路的增闢無疑是鼓勵開車，今天就算多闢一條道路暫時解決塞車問題（更何況並不是真

的塞車，只是速度較慢，卻仍比台北市區要快），是否將來還得繼續開闢第2條、第3條才能

解決下一波的塞車問題？但是空間在哪裡？是要炸山？還是要填河？這難道是居民要的生活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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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環境

淡水之所以迷人，除了人文薈萃之外，更在於她的獨特天然環境，背山、面河、臨海，有多少

城市可以這麼幸運？淡水人口集中在捷運站一帶的老市街，往東邊山上及北面海邊還有一大片

農林地，這些地方正擁有發展鄰近都會區鄉村休閒遊憩的最佳位置與條件。

今日台灣已經不缺樓房，但都市人卻非常需要心靈休憩所，淡水不應捨本逐末，隨波逐流去追

隨塑造另一座大城市，而是正視本身的優越條件去適度開發並善用特色。過多的水泥建設已經

不符合世界潮流與環保條件，觀光農場、有機農耕、生態園區、銀髮樂園等等，都是淡海地區

發展的好選項。

另一方面，近年全球氣候異常，各地風災、水災頻仍，以及人口增長的壓力，全球性的糧食危

機逐漸浮現，台灣糧食自給率卻僅有32％（以熱量計），一旦國外因天災而缺糧，就會禁止農

產品出口給台灣。所以我們更應該未雨稠繆，鼓勵農田復耕與續耕，不僅可以促進就業機會，

也可以增加糧食儲備率。

歷史人文

淡水在300多年前即是凱達格蘭族的生活場域之一，至今仍有遺跡以及可以考據的平埔族人，

更不要說是史前時代所留下的幾個遺址。17世紀之後，先後被西班牙人、荷蘭人佔據，他們

留下的建築以「紅毛城」為代表，現在已是一級古蹟。之後的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漢人大量

移民，建立了市街與廟宇，現在也多成了重要歷史場域，例如：重建老街、施家古厝、福佑宮

（媽祖廟）、清水祖師廟、龍山寺、鄞山寺等等。

1860年，淡水對外商開港，各國舟楫雲集一時，馬偕也在12年後抵達淡水生根，此時期所留下

的豐富文史古蹟更是淡水人的驕傲，埔頂的馬偕與洋樓遺跡群，各個赫赫有名，例如：淡水教

堂、偕醫館、牛津學堂、前清淡水稅務司官邸（小白宮）、前清英國領事官邸等等。1895年之

後，日治時期50年，也在此留下眾多建設與遺跡，例如：日式警察宿舍、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

居、水上機場等等。

資料來源：行政院、製表：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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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豐富的歷史軌跡，使淡水成為一個人文薈萃之地，古蹟數量之多也是新北市之冠，是其他

區域所遠遠不能及。所以淡水為何不能善用她的豐富人文資源，發展出一個具有強烈地方色彩

的古樸小鎮？為何一定要四處高樓林立，又去發展一個新市鎮來成為一個沒有特色的城市？

淡水自從1988年開出最後一班火車之後，竹圍、紅樹林一帶的高樓一棟棟竄起；1993年的登

輝大道開通之後，也促成兩側山區的高樓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再到1997年的捷運淡水線通車之

後，更是將整個淡水小鎮不斷往上堆積、往外擴張。淡水的天空線越來越狹隘、市容地景越來

越紊亂、老街一條一條被拓寬、古厝一棟一棟被拆去蓋樓房，整個城市壓力越來越張狂、天然

景致越來越稀有，這些無疑都是交通建設之後所帶來的改變。但是這些環境衝擊，是不是淡水

居民所要的？交通建設所帶來的後果，是不是居民所能顧及、所能承受的？

如今，政府為了發展淡海新市鎮，為了替一個發展20年仍是鬼城的地皮解套，最近接連讓幾個

重大交通建設過關，先是「淡北河岸道路」，再是「淡海輕軌捷運」，現在又是橫跨淡水河口

的「淡江大橋」，這些交通建設所帶來的環境衝擊，不下於前面所述的登輝大道、淡水捷運、

市區道路拓寬等。即使這三大交通建設之後，因為前述的各種因素而導致新市鎮房地產仍然滯

銷，但環境已經破壞，投資客該解套的已經解套，他們又怎麼會在乎呢？

而這些交通建設，看看他們所編列的預算：淡北道路42億元、淡海輕軌153億元、淡江大橋147

億元，三項交通建設總共預計花費342億元，而淡海二期的總預算也高達720億元，據說一期也

還有340億元的負債。拿著納稅人的錢去幫投資客解套，房價隨著公共建設而不斷攀升――還記

得當時開發新市鎮的用意是「平抑房價」嗎？――財富越來越集中少數人手中，又破壞了生態

與環境、消耗了地球資源，究竟何公益之有？

單就「淡江大橋」來說，有了大橋我們將會獲得什麼？又將失去什麼？

淡江大橋於1990年代提出興建計畫，在1999年通過環評之後，因為「無急迫性」以及「經費問

題」而停擺，卻在2010年因台北縣升格為直轄市而被重新啟動，接著在2013年6月中旬，在新

北市長及地方民意代表的強大壓力下，通過環評大會審議，一堵遮擋淡水河口的龐然大物即將

成形！

新市鎮因果分析圖（製圖：施云）

燒錢的淡海新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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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橋所在的淡水河口位置，以及從淡水老城區河邊望向河口所見的「淡水夕照」，具有以

下幾個重要歷史與文化意義：

歷史文化路徑

清朝漢人移民北台灣，水路之一就是經淡水河口入河登岸，1858年在「英法聯軍」之後簽下

「天津條約」，淡水更正式成為國際港埠，曾經多少戎克船、西洋艦等大小船隻往來穿梭於淡

水河口，清官沈葆禎曾形容「年年夾板帆檣林立，洋樓客棧闤闠喧囂」，可見當時之繁榮與重

要。而台灣重要的外籍傳教士――馬偕博士――也在1872年自淡水河口進入淡水並登岸，從此

為台灣奉獻30年，是淡水及台灣重要的歷史人物。

神話傳說與歷史事件場所

台灣重要的戰役「清法戰爭」，主戰場就在淡水河口，當時曾投下巨石阻擋法軍入侵，是重要

的古戰場；傳說清水祖師爺、媽祖等神明曾經顯靈助清兵打敗法軍，故淡水河口具有重要的歷

史與神話背景地位。

人類與自然互動形成的文化景觀

清朝文獻中記載「戌台夕照」，即指從淡水埔頂紅毛城所見之夕照景觀；日治時期昭和2年

（1927年）8月，台灣日日新報透過民眾投票方式選出「台灣八景十二勝」，其中一景即為「淡

水夕照」；1966年淡水鎮公所所撰「淡水八景」之一為「海口嚥日」；早期多位台灣美術巨擘

常以「淡水夕照」或「淡水河口」為創作背景，例如陳澄波、洪瑞麟、倪蔣懷、廖繼春、張萬

傳等人；知名音樂人葉俊麟曾寫下膾炙人口的「淡水暮色」一曲；今天眾多遊客來到淡水也是

為了等待淡水夕陽。淡水夕照自古至今都有眾多文人騷客為她吟詞作畫，其地位與重要性早已

不言自明！

依據我國文化法規，第二條「文化景觀」之登錄，依下列基準為之：

1. 表現人類與自然互動具有文化意義。
淡水八景之一的「海口嚥日」將因大橋而成絕景（攝影：施云）

從八里眺望淡水（攝影：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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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紀念性、代表性或特殊性之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

3. 具時代或社會意義。

4. 具罕見性。

「淡水河口及夕照人文景觀」明顯符合以上每一條，1、2、3項如上所述；4、罕見性：「淡水

河口及淡水夕照」不僅擁有特殊之歷史與人文地位，「淡水夕照」也因為淡水河口兩岸所夾峙

之風景，以及四季所呈現之落日變化而有別於「一般夕照」；尤其右岸淡水豐富之人文資產，

紅毛城一帶更是文化部指定的「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讓「淡水夕照」更具人文特色。今天

政府要在如此重要的人文場域興建大橋，難道政府文化單位都無動於衷？難道我們能夠留給子

孫的只有一堆無可復返的人工建設，與不斷高築的債台？

如果再就淡江大橋的「必要性」來看，或許我們更可以檢視這是否為一項符合經濟效益的建

設？

整理歸納環評報告書上所寫的興建淡橋之必要性：

1. 連接台2線與台61線、台64線之網絡，縮短淡水與八里間之陸上交通，健全北部濱海公路系

統。

2. 提供淡水、北海岸地區往來台北港、桃園機場之便捷公路。

3. 配合「台北都會區快速道路系統發展計畫」，改善台2線竹圍段及關渡大橋交通壅塞情形。

4. 促進台北港及淡海新市鎮之發展。

5. 配合淡水、八里輕軌捷運之興建。

6. 串聯淡水河兩岸之旅遊觀光發展。

7. 主橋之美觀將成為北部地區新地標。

現在就讓我們來一一檢視這些所謂的「必要性」是否真為必要？

縮短河口兩岸之交通

「淡江大橋」主橋長度約九百公尺，計畫範圍約6公里，所縮短的從淡水到八里免繞行「關渡大

橋」的約15公里路程，大約是20分鐘車程，而目前預算是147億元；也就是為了節省這使用次數

尚不知如何的20分鐘，我們每公里得花費至少24.5億元去成全，在台灣政府的潛藏性債務已超

過15兆台幣（2012年主計處資料）的「國力」下，我們還禁得起如此奢侈嗎？

淡水往來機場或台北港較為便捷

台61線為「西濱快速道路」，台64線為「東西向快速道路八里新店線」，這兩條路都提供了台

北港方便的聯外交通，一條直達桃園機場，一條上高速公路，也可到達桃園機場；但問題是，

有多少淡水人或北海岸人經常要去國際機場？將來台北港可能開放中國客輪通航，又有多少淡

水人經常要從台北港到中國？

新北市公路交通量調查統計表

改善竹圍路段與關渡大橋之

交通

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所查到的

交通流量資料，以及現場觀

察，在在顯示淡水交通大多往

台北市進出；而不論是關渡大

橋之流量或竹圍路段之流量，

都遠不及大台北地區其他橋樑

或尖峰路段之流量；另在登輝

大道林子出口以及關渡大橋往

八里方向之路段，車輛更是明

顯稀少，表示淡海地區往八里

之車輛並不多。

那麼，若是為了紓解竹圍交

通，難道竹圍車輛會繞往淡江

大橋再往五股方向？所以淡江

大橋對竹圍路段與關渡大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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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了這座蚊子港，政府又在周遭做了一個「台北港特定區」的計畫案，除了上述的港區3,102

公頃外，還包括溼地及漂沙帶215公頃，陸地面積則為1,138公頃，一共4.455公頃，不但又是

徵收民地、摧毀農田，也同樣打算興建賣不掉的樓房，以及用不完的產業區。八里的新市鎮除

了和淡海具有相同的條件與所面臨的危機之外，它更因為台北港的砂石車密集而將影響生活品

質。為了兩個發展前景堪慮的新市鎮，需要一座耗資不菲的大橋來連接嗎？

配合淡水、八里輕軌捷運之興建

如前所述，兩個發展不起來的新市鎮，卻要再花大錢為他們興建捷運，以淡海輕軌來說，總經

費預計153億元，又是一筆可觀的數字，我們值得做這樣的投資嗎？再說，所謂「輕軌捷運」

並非現在捷運之延伸，而是走出捷運站之後另外接駁的有軌電車，既佔用路權，又有一大段高

架，如真有交通需求，為何不直接將公車系統做好？反倒是今天的淡水捷運壅塞情形來看，為

何不加開班次以紓解人潮？我們真的是鼓勵大眾交通系統的使用嗎？至於八里地區的捷運，根

本連個影子都還沒看見，為何這麼急著一定要花大錢？

串聯淡水河兩岸之旅遊觀光發展

淡水河兩岸之觀光接駁目前有渡輪，如果有了河口大橋，渡輪業者的生存不會受到威脅嗎？更

何況，淡水現在的觀光難道不夠興盛繁榮？假日塞車已經讓大家叫苦連天了，如果我們繼續發

台北港貨櫃碼頭的起重吊桿（攝影：施云）

交通改善會有多大助益？而且本來坐捷運來淡水的觀光客，一旦大橋建成就可能改成開車來淡

水，難道不會造成淡水市區更大的壅塞車潮？

促進台北港及淡海新市鎮之發展

淡海新市鎮的發展狀況前面已經說過，不再贅述；而八里端的「台北港」從1997年規劃至今，

規模從原先的兩座小砂石碼頭不斷擴大再擴大，整體規劃面積已達3千多公頃，全是填海造陸而

成，對海洋生態的破壞自不在話下。然而，台北港計畫興建7座貨櫃碼頭，但目前完成的4座使

用率只有3成，在國內產業外移、經濟成長停滯、全球景氣不佳，以及國際碼頭競爭激烈下，要

達到政府預設的7座碼頭皆使用飽和的目標，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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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更蓬勃的觀光業，難道不會反而嚇走觀光客？再說，許多遊客是因「淡水夕照」慕名而來，

如果河口堵了一條橋，夕陽美景將不再如昔，難道不會影響淡水觀光業？而八里地區觀光業最

蓬勃的就是靠渡輪帶來的觀光客，一旦大家都走河口大橋，車輛疾速而過，為八里帶來的究竟

是觀光還是車潮？

主橋之美觀將成為北部地區新地標

「淡水夕照」是自古有名的天然與人文景觀，天然在於淡水河口的兩岸夾峙所造成的特殊夕陽

美景，人文在於許多文人雅士為她填詞作畫，留下許多珍貴的人文資產與記憶；一旦大橋蓋

成，不論設計再怎麼精美，人造物如何與大自然競美？有人舉例國外，認為大橋一樣可以為夕

陽美景添色加分，但淡水為何一定要成為另一座城市？淡水難道不可以發展為具有自己特色的

淡水嗎？北部並不缺乏爭奇鬥麗的地標，但是廣闊的淡水河口只有一個！

新市鎮計畫除了有樓房過剩的疑慮之外，大多數也包含了產業區的設置。前面談到「台北港特

定區」，我們就先來了解一下在這個都市計畫中，政府的「美夢」與現實。

在政府的規劃中，「台北港特定區」開發項目分為「產業專用區」及「娛樂專用區」，報告書

中寫得很漂亮：將可提供產業進駐，並作為貿易中心、商業辦公大樓、會展中心、娛樂園區、

休閒觀光設施等，部分發展為擁有4,500戶的住宅區，預計容納2萬5千人。如前所述，我們要去

哪裡找那麼多人來住？還是樓房蓋了就一定會有人買單？但是一條耗資190多億元的聯外道路

「台64線八里五股段」卻已經完成！ 

我們再來看看台灣是否缺廠房或產業區。來自各處的數據指出：全台「科學園區」面積總計

3,746公頃，土地閒置率20.99％，廠房閒置率23.3％；其他大大小小的各類園區，包括工業區、

科技園區、產業專區、軟體園區等等巧立名目之產業用地，面積共達14,276公頃，閒置面積為

2,419公頃，閒置比率16.95％。再依審計部資料，光是開發「科學園區」所耗費的資金，從2005

年底負債672億元，到2010年底已經負債超過1,200多億。

歸納工業區、科技園區所引起的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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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徵收不公、搶奪民產。

2. 土地污染、食物安全問題。

3. 空氣與水源的污染、居民健康風險。

4. 用水量大、引發區域性搶水。

5. 閒置空間多、浪費國家資金。

6. 毀滅農地、造成糧食危機。

7. 減綠又排碳、全球性氣候暖化問題。

我們再來看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聲名大噪的「苗栗大埔事件」。2010年6月，一部怪手仗著

法律所賦予它的權力，硬生生地駛進即將收成的綠油油稻田，這樣怵目驚心的畫面，讓人印象

深刻，後來衍生為「大埔事件」。大埔抗爭從當時的24戶，到現在僅剩4戶仍未依當年發生「稻

田事件」之後所承諾的「原屋保留」處理，而在今年（2013）7月18日當天被「公權力」予以拆

除，引起社會譁然與憤怒。

「大埔事件」起因於苗栗縣政府為了擴充新竹科學園區的竹南廠區33公頃土地，卻設計了一個

154公頃的「周邊特定計畫區」，總共徵收137公頃的民地，其中大部分為尚在耕作的農田。然

而，「竹南園區」本身就有52公頃的「閒置廠房」，而不遠處的「銅鑼園區」更有高達294公頃

的「閒置土地」；更何況，原本申請廠區的電子公司已經撤銷提案。另外，這「特定計畫區」

有61.67公頃土地是用來發展「住宅區」，而苗栗卻有16.2％的空屋率。這些數據都告訴我們，

台灣政府正在不斷消耗我們珍貴的土地資源，並強徵民產、漠視人權！

再舉一個目前全台最大的土地徵收案例，就是在2013年8月召開第一次地方說明會的「桃園航空

城計畫」，此案落在桃園大園與蘆竹鄉，第一階段目標面積為6,150公頃（含現有機場區），共

分南崁新市鎮、大園、大園菓林地區、蘆竹大竹地區等四個都市計畫，以及航空貨客運、高鐵

車站等兩個特定區計畫，計畫面積共達4,791公頃，共徵收3,073公頃土地，將影響2萬多居民。

不管是新市鎮計畫、產業區計畫、各項交通建設，以及眾多大型公共空間建設，都同樣顯示了

台灣政府的幾個問題：官員的好大喜功與象牙塔心態、一再用硬體思維消耗有限資源、對環境

生態與氣候暖化的漠視、不斷耗費公帑以圖利私人、罔顧台灣民主與基本人權。然而，這些建

設、這些計畫，卻往往以「公共利益」作為包裝，台灣民眾不是被蒙在鼓裡，就是無暇一一監

督，只能任由揮霍、予取予求。等到事情臨到自己頭上，災難已經到了家門口，經常是求救無

門，甚至搞得家毀人亡；但為政者是否都看在眼裡？痛在心上？

據英國《經濟學人》（T h e  E co n o m i s t）週刊在2 0 1 3年7月9日引述「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分析全球貪污狀況指出，台灣貪污指數高達36％，排名世界

第18，遠超過全球平均貪污指數的27％，在東亞地區與印尼並列第2。雖然這樣的報告被台灣官

方否認，但台灣近年來的各種政治、社會、經濟現況，卻一再讓人民感受到「黑金政治」的威

脅，若非如此，那台灣眾多不合理的開發案和建設案又從何而來？恐怕是台灣政府必須跟人民

好好解釋的！

註：本文部分文字曾發表於網路，部分圖片也曾用於紀錄片《八里浮生錄》與「新市鎮．後現代場域」影像創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