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與規劃學報 (民國 106 年)
第十八卷 第二期 第 113-128 頁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2017)
VOL.18 NO.2，pp. 113-128

永續思維之違建規範體制與其環境意涵：台中市與高雄市政策之比較
邱啟新1

摘要
國內外當前對於都市違建傾向視個案或地方特性，以彈性治理予以承認，政府協助進行基
礎設施改善，但對於如何透過更積極之官方干預改善違建本身之不穩定性與安全性，以及減低
違建對都市產生之環境與經濟外部性，同時保有住戶之空間需求，探論仍顯不足。本文透過政
治生態學取向之都市永續修補理論框架，探究台中、高雄如何透過都市計畫、建築管理規範修
訂，導入生態與永續科技元素，以轉化、矯正增建式違章住宅之政策實踐與其環境意涵。研究
方法為檔案論述分析，針對法規辦法與趨勢政策作質性資料分析。研究發現台中主要藉由容積
移轉與分期分區方式合法化部分違建，以公園綠地、人行空間與違建間之交換關係來減低違建
外部性，延續其開發導向之都市治理主軸；高雄則基於當地產業轉型升級之急迫性，導入太陽
光電系統、立體綠化技術將屋頂與地面增建改建為合法構造。兩個城市均策略性地導入特定永
續技術與論述，彌補違建之環境外部性，透過政策或補助機制控制違建之新增，同時延續與合
理化政府對於既存違建之歷史性包容妥協，使之接軌城市轉型階段之經濟發展需求；經由規範
體制之調整與放寬，兩個城市之永續導向違建治理體制在政治論述上建構出將違建納入其各自
企業化城市脈絡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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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rend of flexible, place-specific regulatory strategies prevails i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urban policies governing urban informality. Yet, it remains unclear in what ways these
various policies can address the issues of precariousness and unsafety of squatter settlement in terms
of reducing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through active intervention from the states.
Drawing upon the theory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fix, thispaperanalyzes two sets of urban governance
models combining urban planning,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 on top of sustainab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methods are archival research and content analyses of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al legislations along with political discourses.
The analyses findthatTaichung, in its active quest for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enactednew
planning legislations grounding the transfer of floor areas and the temporal and geographical
divisionasthe main strategiesgoverning extraleg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so doing, the municipality
establishes the exchange mechanism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unlicensed floor areas as a way
t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externalities caused by informality. Under the pressing
demand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Kaohsiungcity government incorporates solar energy systems
and vertical greeneryinto its regulatory regimesof extraleg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rough developing
new and renewed architectural codes as well as building management schemes. Both cities
strategically incorporate specific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and discourses as their “sustainability
fix” to balance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cerns.

This has allowed both cities

tolessen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of informality, continuing their legacy of tolerating urban
informality, and in the meantime, seek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in the face of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e pro-environment urban policies in both cities discursively construct
extralegal buildings and squatter settlements as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worked into the
entrepreneurial urban contexts.

Keywords: extralegal building governance, squatter settlement, urban informality, urban
sustainability fix, sustainable governance.

114

建築與規劃學報

一、前言
國內都市違章建築現象普遍，尤以建築增建式為主，涉及居住文化與社會脈絡，也與台灣
都市之高密度與土地有限有關，地方政府對其多帶有歷史性包容與彈性建管制度，違建之界定
源自於建築設計、使用與都市計畫規範不一致之現象，但這種不一致性又可能透過政策規範之
調整而消弭，而治理政策往往無法脫離都市發展脈絡與階段性進程。因此，國際間關於違建之
研究也已從早期著重違建作為非正式性部門(urban informality)之經濟意義與發展成因，轉向治
理方法與策略之探討(Bunnell& Harris, 2012)。
即便學術研究指出諸多彈性治理違建之實踐(Ghertner, 2012; Wigle, 2014)，甚至倡議以此作
為理解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城市發展之後殖民主義規劃理論起點(Roy, 2011)。但細究所討論
之作法多半只是帶有包容認可態度之消極性官方治理，缺乏具體可操作之干預提案，因此積極
之國家干預似乎侷限於拆除安置原則之都市更新與公共住宅提案，缺乏更脈絡性之作法；然而
學術文獻同時亦已提出關於違建之環境品質、危機、不穩定性之討論(Vasudevan, 2015)，顯示
探討違建已不能單從經濟體制、權力與社會處境來探討，而需再加入「環境」之面向，因此本
文試圖從永續治理概念，探究地方政府處理、轉化、矯正違建之都市政策或建築管理制度，了
解其中修補、化解違建外部性之策略(亦參曾鵬光，江哲銘，陳肇堯，2010)。
本文以台中、高雄兩市為研究地點，先分析兩地之都市發展特性，作為探討違建治理策略
之脈絡，從中萃取出共同之永續發展論述與政策，地方政府在治理上雖手段不同，卻皆以環境
品質與永續性提升為政策基調，從中試圖兼顧社會包容性與經濟成長目標，摸索違建治理課題
中環境、社會與經濟三面向永續性之共生性。本文以「都市永續修補｣(urban sustainability fix)
之概念(While, Jonas, & Gibbs, 2004)，來解釋與比較台中與高雄如何以生態導向之規劃與綠色能
源技術之規範，合法化違建與合理化地方政府之彈性處理原則，達成治理與發展之雙重目的。

二、文獻理論探討
(一)空間生產體制下之都市違建
當前國內一般所稱之違建，主要是指建築物新建或增建，不符建築法規或都市計畫之規
定，不具建築執照與使用執照，是針對建築物本身興建之適法性而言，而違法興建之建物又包
含住宅、商業，工業使用，其中住宅與商業、工業用途之違建意義應有所區分。首先，
Lefebvre(1992)之空間生產理論中，指出現代建築是一種資本主義產品，空間專業成為改寫、雕
刻自然之手，賦予空間歷史上原不存在之經濟性質。違建之自營行為，使建築脫離市場賦予空
間之交易對價關係，因此成為空間之社會再生產，而非屬於經濟活動之生產行為，而居住本質
上即是一種社會再生產，故違章住宅從建築形式到內部居住活動，均可對比市場支持之營建與
房地產商品之正式性，成為一種「都市非正式性」，國際間所謂之都市非正式性研究，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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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違法、自營之住宅而作探討2。台灣違章建築常伴隨有照建物存在，不論混居其中，或附
著其上，均與合法建築與正式部門共生互動，甚至無法切割。由此可佐證非正式部門理論中
（Hart, 1973；Bromley, 1978; ILO, 1991），認為所有非正式經濟都是鑲嵌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
結構中，與正式部門關係密切且具整合可能性(Castells &Portes, 1989; Sassen, 1991)。
官方治理違建之目的，乃是為了將違建未被市場收編之外部價值內部化，以符合總體資本
主義運作之邏輯，這種收編，最直接之方式，便是將違建清除，取代以正式、專業者營造之建
築，形成早期國內外主流之貧民窟清除政策，即取回受到無償佔用之土地以便開發，積累都市
資本，同時避免貧窮集中化。台灣自國民政府遷台初期，市區湧現之違建社區，一方面肇始於
當時都市計畫實施速度不及處理廣大遷入人口，二方面也是透過對於違建之默許放任發揮社會
照護功能，修補彼時尚不完備之社會福利制度（殷寶寧、陳宇玨，2016）。1970年代開始，隨
都市計畫之漸至發展成形，違建與市區土地使用計畫開始衝突，台灣都市開始有計畫整頓違建
社區，易地以整建住宅安置居民，以利精華區土地利用。2000年後由於市中心多已開發定調，
整建住宅興建已不具都市發展之必要性，也因整宅多產生二次貧民窟化現象，主流政策上不再
延續易地安置作法(周素卿&劉美琴，2001)，政府對於剩餘之違建社區，多是透過都市更新、或
轉化為文化性使用以接軌都市發展(Chiang, 2017)，至於零散之單棟或增建型違建，則因數量龐
大、清查不易，窳陋貧窮程度不一，受民意導向選舉政治影響，地方政府多順應所有權人或地
主意願不予介入，因而始終缺乏制度化之治理政策。
違建又分為程序違建與實質違建，前者乃因早期建築法未全面施行時，地主未向政府申請
許可逕行興建者，建築物位置、高度、結構與建蔽率，皆不違反當地都市計劃與建築法令規定，
且獲得土地使用權，這類程序違建可依法補辦執照並繳交相關稅款，成為合法建物。後者之建
築物則必然違反至少以下一項規定:超過基地容許興建之建蔽率、容積率與高度、典型者包含屋
頂增建物、前後陽台增建或鐵窗、與空地增建(曾鵬光&陳佳欣，2012)，其中又以屋頂違建數量
最多(李秋林，2008)；再者便是違反土地使用分區容許使用用途、位於不得興建建築物土地等，
故不能再補辦執照或改建。
總體而言，違建可謂是居民在政府住宅用地供給不及或計畫不適用之下，自行對空間市場
之補缺，以及對地產高價現象之逃避與抵抗戰術，也隨著都市成長成為執政者亟欲以各種制式
化或彈性化戰略將之收納入發展藍圖之經濟活動(邱啟新，2015)。當代國際對違建或非正式住
宅相繼提出脈絡化治理觀點(Robinson, 2006; Roy, 2011) ，與賦權居民之治理(Turner, 1972)，
Turner (1972)便提倡以市民之營建自由(freedom to build)取代官方拆除政策，主張政府僅應提供
住宅缺乏之服務(如水電)與基礎設施(如道路)，並改善環境衛生。印度其他城市對於違建拆除之
標準，從法律認定(土地產權與建照有無)，轉變到美感判定(無礙市容者不予拆除)，簡化了繁複
統計工作，形成一種「美感治理」(aesthetic governmentality) （Ghertner, 2012）。墨西哥市政
府對佔用生態保護區之住宅群，透過計算、拓圖，將該區細分為三類不同土地使用分區，其中
一類屬土地使用無明確計畫之灰色區域，政府對該區違建採既不拆除，也不合法化之臨界性政
策（Wigle, 2014）。

2

違章工廠，或違建店面，其中之產業製造與銷售，則可能是正式，也可能是非正式經濟活動，而以正式者居多，所以商
業、工業用違建就學理上無法一概以都市非正式性予以理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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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發展下之違建治理
綜理國際違建彈性治理策略，包含賦權居民與參與式規劃之導入，以及城市景觀意象之維
護，整體而言，治理目標包含對於違建人居環境之提升，違建地區基礎設施之補強，水資源與
電力供應之確保，以及對環境衝擊、危機之消減緩和，治理策略重點是將違建導正或進化為可
持續性之另類空間選擇，以便與既有都市紋理相容。因此可說各種方法都著重在環境生態之維
護與提升，又可分為對違建本身居住環境之改善，以及違建對都市所產生之外部性之減低。因
此「環境」是彈性治理違建極為關鍵，且最具總括性之概念，可作為涵蓋經濟與政治因素之分
析單元。足見當代違建治理除了接軌企業化城市之產權與土地資本邏輯，各種彈性正式化手法
亦開始與環境永續論述匯流、尋求與其連結之策略。
結合發展需求與環境保育思維之治理思維可透過1980年代興起之「生態現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理論來解釋，主張經濟發展應循對生態與資源友善與保育之路徑(Buttel, 200;
Gibbs, 2000; Mol, 1997)。爾後，政治經濟學派提出更能精準思考永續治理中之地方政治、階級
利益、與資本力量之政治生態學架構，修正了生態現代化過於理想化與忽視社會差異之分析取
徑，對於本文探究之違建永續治理甚為重要，2000年初學者繼而提出「都市永續修補」(urban
sustainability fix)理論(While, Jonas, & Gibbs, 2004)，此概念延續新馬克思主義與政治生態學之批
判理論觀點。
都市永續修補(以下簡稱永續修補)揭示永續發展之綠色經濟意涵，與去工業化或後工業都
市之社會現狀與發展優先性，常存在衝突與矛盾性，於是全國性之環境治理政策常未必適用於
個別都市，環境治理落實在地方時需扣合地方發展之急迫性，永續修補即意指地方政府選擇性
地導入某些永續策略與實作於都市治理中，以兼顧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目標間之衝
突與兩難性，實際上是透過永續性之創造來達到生產與積累目的。
永續修補理論將「環境」視為資本主義延續盈餘價值追求，與解除工業化過程瓶頸之因應
對策，於是自然環境可補缺人造環境與社會生產過程所欠缺之優勢，包含對生產過程對環境資
源漸至耗盡之實質性修補，如尋求替代性能源與開發新原物料；與回應環境保護倡議之社會性
修補，如民間環境教育與節能運動推廣。永續修補儘管具實質環境效益，惟其操作手法乃經過
治理者篩選，能夠與發展利益並行不悖者方能被選擇。永續修補與全球性或全國性永續發展主
張不同之處在於，它強調運用鑲嵌於在地脈絡、客製化之永續論述，以避免永續性發生阻礙地
方發展與社會不平等之效果，是一種策略性永續治理，分析焦點落在地方政府之自主性與能動
性，故多見於解釋後工業轉型中或轉型後之城市。相關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利用永續修補概念，
進行市郊綠帶之劃設(Temenos, 2012; Walker, 2016))、生態城市規劃(While, et. al, 2004)、永續政
策論述之研擬(Long, 2016)，來兼顧工業發展、都市成長與環境改善目的。
本文探討之各種綠色彈性治理違建政策，便是試圖在拆除機制外，另闢解決違建問題之蹊
徑，透過導入有利生態或環境之政策來處理違建問題，能顧及社會需求，或地方發展優先性，
但發揮環境補償效益來減低違建產生之環境外部性，以及不對等相對利益。永續導向之違建治
理作為一種在地特殊之彈性、脈絡化違建治理實踐，對社會與產業衝擊較小，並可望改善環境
公共安全性與提升環境品質。根據都市永續修補所秉持之政治經濟學批判論點，這種以資本積
累為導向之永續發展，使自然資源、基礎設施與能源科技所帶來之利益與便利性，因環境論述
與環境政治中不對等之政治權力關係結構，讓環保、生態、永續論述與實踐，可能加遽經濟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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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社會不平等現象(Harvey, 1996) ，例如本研究中之業者與政府對於經濟性之追逐，可能
掩蓋或弱化違建治理之初衷，然而實際作法與其具體效應，則需透過以下經驗資料辯證理解。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地點
採檔案論述分析，以質性研究之歸納、演繹、比較技巧分析文本。蒐集資料包含法規辦法
與趨勢政策兩大類文本，前者彙整台中市、高雄市與違建治理有關之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政策
規範，後者結合官方政策、專業報告與新聞檔案，對其作主題性編碼，主要萃取出環境保育、
永續、綠能、光電等關鍵主題，分析各自如何對應到違建、違章住宅之處理、改正與取締之概
念與實踐。再將編碼與其內容文本透過政治生態學與永續修補理論視角，探究兩個城市如何以
環境措辭、技術與政策，彈性化治理違建。
研究地點之台中與高雄同屬國內重要次級城市，當前同樣歷經邁向後工業與工業轉型之都
市發展階段，具國際永續修補理論所研究城市之適用性與國內代表性。兩個城市作為台灣五都
升格後當前城際競爭下之中部、南部兩大都會區，彼此相異之轉型策略、發展強度、人口成長
趨勢、地理特性、地方政策，使其具相互比較與對照之學術意義。

四、結果討論與分析
(一)台中市與高雄市之都市治理脈絡
升格為五都之後之高雄與台中，各自有不同的都市發展模式，而這些模式成為當前城市永
續治理之空間與社會脈絡，也因此影響不同之違建治理思維。
1.台中市：空間重構、開發導向、土地重整
戰後台中之都市化，主要透過都市計畫與高強度土地重劃加速進行，1980年代開始，劃定
大量都市計畫區域，變更農地為建地，交通計畫上之汽車導向與公路建置，取代鐵路地位，除
台中舊市區為較早移居台中居民的區域之外，其他建設都座落與環繞新興區域，並使商業區外
移。1990年代台中市城市治理策略偏向維持成果，以生活品質提昇為主軸(郭佳綾，2010)。2000
年後都市發展強調土地重劃與開發導向，又以重大硬體建設為主軸，如歌劇院、圖書館、快速
公共運輸系統(BRT)、74環狀快速道路等，發展導向公共設施與房地產開發相伴而生，帶有挹
注投資，吸引企業目的，反映企業化城市之治理轉向。2002年以後臺中市都市戰略乃是與房地
產市場互相形構，可分為文化、經濟、空間(房地產)三種全球化戰略，延續與過去相似的發展
路徑，但是在當前時空脈絡，其危機來自都市區域內部空間發展現實與都市計畫之歧異(徐志
雄，2013)。這些危機包含低估人口成長使都市面臨開發飽和、開放空間不足之現況，以及土地
使用現況與計畫分區之差異。
台中市開發導向之都市治理在縣市合併後更為積極，城市升級之渴望強烈，以一條山手
線、二大國際港(台中港、清泉崗機場)、三個副都心(豐原、烏日、雙港)重新定位都市空間結構
以強化其區域地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6)；都市人口也在升格五都後連續正成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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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將維持開發強度視為必要，商業與住宅開發所需之開發量，除透過變更外，多來自都市計
畫獎勵與容積移轉機制，也因此台中市向來仰賴都市計畫機制解決計畫低估人口之缺失，公共
設施用地，或各種都市外部性問題，包含全市超過七萬戶之違建。
在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6年提出之「大臺中發展願景與策略」中，將城鄉差距、未登
記工廠與農地使用衝突、整併公設用地、港市運作連結、平價住宅列為五大治理挑戰(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2016)。其中整併公設用地政策已反映在台中市近年積極將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
住宅用地之政策中(洪子恩，2017)，違建對於台中高強度之房地產開發，具備發展之外部性，
故在2013年開始，台中亦開始提出彈性化干預作法，後續將詳細討論。
2.高雄市：人口衰退、展業轉型、綠能發展
高雄地區是台灣歷史上作為發展型國家之重工業焦點區域，藉由港埠地利優勢外銷加工出
口、金屬製造與石化材料等主要產業成品。高雄作為台灣加工品出口港埠之工業城市，是台灣
製造業榮景嶄露、停滯到尋求升級之歷史縮影之窗。高雄市精密製造業1980年代初以上游元件
製造開始，其中也包含了光電上游原件之製造；2000年後廠商陸續發展中游模組，與下游設備
系統，上游、中游長期以來以製造出口之零組件為導向，仰賴歐美等國訂單。1990年代全球產
業再結構下，高雄在持續面臨亞洲新興國家製造業的崛起、中國與國際低價品的競爭、國內土
地與勞力成本提高，以及2000年之歐美經濟危機加重導致出口下降，既有工業國際競爭力快速
衰退，產業與整體經濟發展已趨緩，產業與技術型態亟需轉型升級(黃志明等，2014)。
除了上述劣勢，高雄市在五都合併後須更直接面臨台北與台中都會區發展之威脅，凸顯其
後工業都市之困境，也是五都中唯一人口連續2015、2016兩年負成長之都市，使其必須在都市
治理上，首種產業轉型與升級，吸引就業與居住人口回流。都市政策上首重與產業與技術升級
接軌，因人口下滑嚴重，土地開發需求連帶下降，都市治理上不見包含容積調配、土地使用調
整、公共設施徵收開闢等發展城市典型之都市計畫急迫性，政府財政之赤字更使市政在節流之
際，必須更積極地開源，故重視既有空間活化、再利用、加值化。整體而言，高雄都市政策乃
是與產業政策高度連動，力求將傳產轉型為綠能產業與經濟，連帶影響當地都市實質環境治理
政策。
台灣太陽能產業在地狹人稠、勞力密集之條件下，1980年代初以太陽能矽晶圓製造開始，
屬於國內太陽能產業鍊之上游，2000年後廠商陸續發展中游之太陽能電池與電池模組，及下游
之太陽能發電系統，上游、中游長期以來以製造出口之太陽能零組件為導向。2009 年歐債危
機使得歐盟國政府降低對太陽能裝置補貼，連帶降低台灣太陽能設備對其出口量，加以其他新
興製造業國家光電產品加入競爭，至2013年起台灣多數太陽能電池及模組廠商陸續虧損、停
產，大廠如茂迪、聯景則透過合併尋求營運轉型（林旭元，2013），也帶動其他中、下游廠商
之轉型，與下游太陽光電設備系統業者增加，包含為裝設在建築物而出現的建築整合型太陽光
電系統業者。
高雄市2010年後積極發展分散式與集中型太陽光電系統是帶動當地太陽能產業轉型之策
略，也同時開始密切與建築管理制度結合，形成當地違建治理之轉向。高雄市發展綠能、綠能
產業與綠色生產技術便是希望降低台灣對進口能源之依賴，藉由跨產業合作拓展國內市場，高
雄市全年日照時數全台第二，僅次於台南，建物密集，故發展建築物光電設施符合協助工業都
市升級之目標，也是幫助製造業轉型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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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城之違建彈性治理模式
1.台中市
台中市鑒於全市違建眾多，拆除不易現實與經費限制，與社會政治因素，目前對違建開始
朝向就地合法等彈性政策，主要分為兩種模式:
(1)模式一公設開放空間與老樹保護用地之容積移轉
台中對違建較積極之介入始於2013年頒布之「台中市實施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
點｣，是透過容積移轉機制進行，要點說明排水溝、道路預定地可透過容積移轉辦法，將其容
積送出至同一主要計畫區內容積不足之基地，包含超過法定容積、安全無虞之住宅區既有違章
建築物，接受基地之建築獲得移入容積後，便可補辦建築執照成為合法建物3。
此法乃是鑒於市政府長期開發導向之都市治理下，公共設施供給不及跟上建築開發速度，
政府也缺乏預算徵收多處預計興建之私有公共設施預定地。台中市2013年又增列老樹所在私有
土地，以及公園綠地等有益都市景觀之土地兩項於修正後前述辦法中，作為可送出基地項目，
以保護達受保護標準之都市計畫內老樹，以回應民間環境保護團體對於樹木保護之呼籲，降低
社會對高度都市開發之質疑批判，也增加都市公園面積。移出容積雖不限於違建使用，但建管
處與都市發展局皆在新聞稿中宣導此政策可作為違建住戶就地合法之機制，鼓勵民眾循此途徑
取得合法化機會(劉朱松，2013)；而辦法中規定之基準容積30%之接受基地容積移入上限，大
約等於常見低層中古透天住宅或公寓之一層樓地板面積，隱性地符合屋頂增建之需求(方暮晨，
2013)。政策是透過都市容積總量控管方式來解決違建產生之環境外部性，結合開放空間不足與
違建治理兩種難處，使其產生互補效果，鼓勵民眾透過買公園、綠地或歷史建物之容積來合法
化既存違建。
研究發現台中市自此項政策實施後，四年間申請案極少。第一個原因是多數屋主鑒於政府
對既有違建管制寬鬆之下，並沒有購買容積合法化自宅違章增建部份之意願與急迫性，第二原
因是對現行房地產開發業者，因銷售量較以往下降，額外容積不具開發上之吸引力。因此台中
市在2017年將470公頃公共設施用地解編建築基地，其中包含70公頃公園，在面對民代質疑下，
市府以解編為住宅用地後，實際可用綠地較先前增加(因增加小型綠地或綠帶)為解釋 (洪子
恩，2017)，更顯示在台中開發主導計畫之趨勢下，自然永續性在其新自由化、地產化之都市規
劃中，是以「鑲嵌」，而非「留設」之方式產生，也使「保樹換容積」辦法形同論述性之建築
管理戰略。
(2)模式二路權與公共安全導向之分期分區違建治理
2015年台中市對於七萬戶違建，訂定「臺中市違章建築執行原則」，以2011年4月20日為
新舊違建劃分日期4，將之前興建者列為既存違建5，對於非居室之慣常使用，如陽台加窗、法
定空地棚架、屋頂棚架等，在一定高度以下者，多准予拍照建檔列管暫免予認定為違建，但對
有妨礙消防安全、公共通行或古蹟保存維護者，應查報拆除，以此簡化行政流程，並先行縮減
市府須處理之違建數量。
3
4
5

其他符合容積送出基地條件項目有古蹟、文化地景、與公共設施建築物。
可另參考鍾起岱 (2013)關於年代劃分新舊違建作為台灣特有建管制度之討論。
另將改制前八十七年十月一日以前興建完定義為舊違建，原則上不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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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違建中對於雨遮、花架、屋頂頂棚等無礙公安者亦多予以拍照建檔列管而免拆之放寬，
惟放寬程度較既存違建為低。對於施工中之違建，則採即報即拆作法；此外，無論既存或新建
違建，凡妨害公共安全、佔用國有地、影響交通之違建，則優先拆除，作法上除了時間劃分，
也加入空間區域劃分，結合其他都市設計課題之專案，形成一種違建分級策略，以維護市容景
觀及環境安全。例如騎樓安學專案便是針對學校周邊之騎樓帶，將商家違法建築之攤棚、鷹架、
牆面拆除，還原騎樓作為公共走道；大型違建廣告物專案則是針對可能阻礙大樓逃生之大樓外
牆電子看板、鐵架帆布等違規大型廣告物拆除、以免阻擋建築立面開口部之逃生出路。
因此台中市違建治理，是採分期分區之違建分級策略，以路權與公共安全為指標之計畫導
向(project-based)治理模式，以「遏止新增」為控制原則，取代全面性拆除，將影響市容、交通、
建築安全性之違建、列為優先處理對象，以環境意象、路權與安全性之判定，取代以絕對之合
法非法之判定，延續歷史性包容性管理，但導入環境治理之精神，作法上接近印度之美學治理，
但加入更務實性之公共安全性與公共利益考量，遷就違建總量與行政可行性之社會現實。
2.高雄市
高雄全市查報合計約十二萬戶違建，最大宗便是源自民眾因高溫炎熱，為免自家受到陽光
直射造成室內高溫，以及避免屋頂漏水，多私自雇工增建之鐵皮構造或建築，藉以解決屋頂隔
熱與漏水問題。以下討論當地兩種住宅違建永續修補模式:
(1)模式一 違建改造為光電設施
高雄市政府於2013年開始，放寬對住宅屋頂違建之管理，允許加裝太陽光電板之屋頂構造
物，符合結構安全與法令核准構造形式之前提下，可申請執照成為合法增建物。適用對象包含
新舊建物，在舊建築部份，法令依據是「高雄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此辦法讓舊
建築可以合法增設光電設施，與利於既存屋頂違建改造為合法光電設施，屋主可享有二十年以
固定電價賣電台電之收入，政府亦得以開發再生能源。辦法規定太陽光電設施三公尺以下，面
積小於六百平方公尺，免雜項執照與建照；若高度介於三公尺至四點五公尺間，需請雜項執照
6

，並可享有光電設施部分不計入建築高度之機會，由於光電板具間隙，非完全防雨頂板，若未

結合其他構造，並不具防水效果，此法規使民眾可據以辦理改建違建之屋頂光電雜項執照，即
讓民眾委託建築師規劃設計可以符合消防安全法規之屋頂增建物，利於既存屋頂違建轉成合法
光電設施，可謂透過法規彈性化來解決阻礙民眾申裝意願之構造合法性問題。
新法規允許低於三公尺、加裝光電板之棚架存在，其高度對於非居室使用已是綽綽有餘。
故此規定方便民眾直接以太陽光電板改建違建，無須任何請照程序。就鐵皮屋而言，高雄市初
期希望違建可透過此機制全面就地合法，原意是允許加設光電板，並通過結構安全審查之屋頂
空間可以建為四周有牆壁之居室，以符合既有民情需求，但最終在中央之消防署、能源局與營
建署之反對下，基於消防安全考量，法規上並未核准，也將高度限制在4.5公尺。就此高雄市政
府在不妨礙防火避難及危害公共安全原則下頒佈「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請領雜項執照違建
處理原則｣，明訂申請雜項執照時須將既有違建拆除，且光電板不得設置在違建上或與違建相
連（意即主體建物不得為違建），裝有光電設施構造須為防火、不燃材料。媒體與市府新聞稿

6

建物投影面積占屋頂總面積百分之五十、或三十平方公尺以下，裝設太陽能設施不必申請建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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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違建加裝光電自動合法」鼓勵民眾申請(如王筱君，2014)，市府工務局代表在接受本研
究訪談時慣以「違建轉光電」稱此計畫，凸顯「以轉化取代拆除」之治理意向。儘管法規上屋
頂常見之鐵皮屋在合法化範疇之外，高雄市政府透過修法將建築管理法規與實務貼近民眾實際
使用屋頂之現況，以利將光電設施導入，將違建合法化。
至於新建物之違建，法源依據是2012年實施之「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與2015年頒訂、
2016年修訂後實施之「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鼓勵新建物朝向綠能化，但不具
強制性，合格者可獲得標章。高雄厝是結合綠建築指標與高雄在地住宅特色(如深遮陽、埕空間
的留設)之設計標章，新建案可向市府申請，合格者獲得標章，可因綠能發電效益與標章認證而
提高建物價值。而2012年後建造，未申請標章之新建物，建商常於建案領得使用執照後，二次
施工再增建車庫或居室、廚房於一樓空地，經建管處稽查後，會要求建商依高雄厝辦法修改設
計，意即將車庫之屋頂同樣依照光電設施設置辦法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因此可說高雄厝標章帶
有防杜建商日後違建之政策立意，或預先建立一套符合民情之住宅建築計畫以茲建築師使用。
顯示光電系統經法規配套，已與違建之建築管理接軌—使綠能技術作為正式化違建之修補策
略。
(2)模式二 違建轉立體綠化與綠屋頂
第二種模式是透過綠化的模式來處理違建，適用於屋頂違建與法定空地違建中之車庫類。
這種辦法目前由高雄市實施。此模式同樣適用新舊建物，新建物此種模式的法源依據是高雄厝
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7，舊違建則是依據2016年度開始之「推動建築物立體綠化及綠屋頂補助計
畫」向工務局提出申請，但不屬於高雄厝，純為合法化之住宅。綠屋頂具有替建築與都市降溫，
調節氣候與減少地表逕流之永續效益。
如前所述，一般新建案取得執照後，仍多有企圖增建現象，現經建管處稽查後，則要求循
高雄厝辦法改建合法，主要是將擴建之車庫上方露臺一半以上面積以上作成綠屋頂露台 (面積
較大者合併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主體建物無其他違建行為者，便可核發建照。建管處多主動提
出此種作法讓民眾據以改善，取代傳統拆除之方式。
舊建築則因建築設計變更不易，乃是循建築物立體綠化及綠屋頂補助計畫來改正違建，亦
分為屋頂違建與法定空地違建兩種。高雄市政府設置輔導專案辦公室。綠屋頂方式取代鐵皮遮
陽棚，作法上雖然並非讓增建物合法，但是提供屋頂綠化之設計技術之輔導，結合獎勵金，提
供具遮陽防水功能之合法性替代元素，而空地違建類則是可以藉此轉化為合法增建，亦即一樓
非法之車庫或孝親房可因設置綠化露臺而合法化。
因此綠屋頂之模式適用對象包含新建物與既有建物。新建物若無此綠屋頂模式，不論日後
之屋頂或空地加建，都屬於違建，但若依據高雄厝辦法加以設計，可以將上述空間納入整體建
築設計中，形成合法建物之部分。既有建物則可循立體綠化及綠屋頂補助計畫，將增建部分改
建為合法構造，兩種做法差異在於既有建物綠能化程度較低，新建物則可能朝向全面性之綠建
築要求，防杜違建行為之際，政策亦試圖讓建物之永續程度升級。
7

在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中，統一將光電設施與屋頂花園稱為綠能設施，如同其第三條之用詞定義：綠能設施：指
依第十條規定設置對環境友善之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綠化、雨水貯集功能、綠色交通、智慧生活科技與其他綠能相關
設施或其維修、支架、頂蓋等必要附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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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修補模式比較
上述治理政策儘管手法、所屬法制體系不同，但皆維持違建屋主營造建物之經濟目的，但
試圖化解其違規使用對都市造成之經濟與環境外部性，共同特性是其環境治理意義，兩地政策
均帶有不同強度之生態或環境補償意涵，然而上述政策更帶有積極之經濟發展目的，而非單純
之永續保育概念，一方面透過永續性來保有違建對房屋所有者之資本意義，二來是藉由違建產
生可幫助其他都市資本積累之永續條件，這個現象適合透過都市永續修補理論概念，了解治理
者如何試圖以環境觀點思考之永續發展思維，取代一律拆除之過分簡化，與無法落實之過時思
維。
台中所採用之保樹換違建容積政策、高雄違建轉光電或綠屋頂政策，即是 永續修補
（sustainability fix）理論(While, Jonas, & Gibbs, 2004 )所指之一種策略性永續實踐，地方政府導
入選擇性之生態價值與永續技術，來要求屋主負擔違建產生之外部成本，修補其造成之都市外
部不經濟性。永續修補（亦有修正、解決的意思）意指透過永續的政策、修辭或論述，來達到
輔助經濟發展的目的，這種永續本質即是「弱永續」，主要是希冀在政治上減低環保團體對於
發展之異議，而選擇性地引入特定永續面向之政策或方案，於都市治理中，具備三種特質: 第
一是透過雙贏或多贏的原則，兼顧發展利益與永續目標，但以發展為重，且帶有主導角色；第
二種是出自對於現況發展之妥協與兩難性，常見於發展出現瓶頸與資源匱乏之地區。第三，永
續修補之基礎是規範理論(regulation theory-based)，強調政府透過立法來要求永續與經濟並行之
目標。上述特點與台中、高雄透過永續治理概念處裡當前違建之目標與操作方式符合，茲將兩
地之法規體制比較如表1:
表 1 台中市與高雄市之違建彈性治理規範體制比較

城市

台中
市

建築法規

目的

配套都市計畫法規

目的

臺中市違章建築
執行原則

重新劃分新舊違
建分界年(2011 年)

台中市實施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使既存違建
容積可合法
化

台中施工中新違章
建築即報即拆規定

遏止新增

無

防制新違建

高雄市都市計畫法單行法

免計容積

高雄市建築物設置
太陽光電設施辦法
高雄
市

建築物設置太陽光
電設施請領雜項
執照違建處理原則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
及鼓勵回饋辦法

屋頂違建改建為
光電設施

違建車庫改建為
綠能車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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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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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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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對於違建產生之外部不經濟性之判定，乃基於其額外非允建容積與其連帶產生環境
負荷，這點對於開發日趨飽和之台中市來說堪稱雪上加霜，因此治理政策以消除這種負荷為目
標，亦即對其住宅容積定價、交換(透過容積移轉之交易過程)來平衡，來將外部成本內部化，
同時透過自然之填充(公園綠地)來達到淨化都市或至少減緩環境惡化之目標。因此可謂台中市
環境治理政策，乃是高度遷就土地治理之開發導向模式，以求經濟發展最大化。
台中之開發導向政策，使得開放空間綠地與樹木保育取得不易，市府透過容積買賣之方
式，給予私地主配合徵收之誘因，違建住宅在過程中，成為「順道」獲得解套機會之容積接受
基地之一，而非唯一類，其他基地包含新建案基地，給予開發商更高容積，本質上是基於容積
調控原則之違建治理策略。可見台中市都市政策，始終遷就都市發展積極目標，在其中尋找可
附帶處理違建問題之機制，亦即違建之治理必須能妥協經濟發展目標，接軌永續治理精神，進
入都市整體永續修補戰略之一環。至於對於違建之年期劃分，分區治理，則是僅在於維護人行
路權與公共安全等基本環境品質，屬於被動式永續治理。
因此台中違建治理之永續修補策略，延續傳統生態現代化之風險管理精神，以選擇性開發
與保護部分自然資源(綠地)作為修補模式，以緩解環保團體之監督與抗衡，但又須預防拆除違
章之民怨，以維持社會穩定，故治理面向之優先性依序為經濟第一、社會次之，環境排至最末，
並以民生需求與城際競爭合理化其妥協性作為，以保留繼續讓城市順利成長之機會。
高雄市則受制於長期南輕北重之國土發展方向，背負國際接軌之先天弱勢，面對就業衰
退、工業停滯與政府負債之現狀，全球化發展一直不若求取在地化發展顯得務實與急迫，人口
外流使得高雄市並未明顯經驗容積與土地之匱乏，違建之外部性無須藉由容積移轉與交易來償
還，而可以更直接地以環境補償的機制進行，公園這種社會生產後之第二自然，不若原始的第
一自然，例如陽光、雨水、植物更垂手可得，更容易導入其永續修補策略。
更重要的是，這些原始自然更能與產業接軌，它們是新興光電、綠能產業亟須取得之「原
料」。為了開發這些新資源，治理者必須跳過既有都市結構框架，直接經營人造環境與自然環
境接合之介面。因此都市計畫尺度之永續修補操作，對高雄違建治理來說顯得多餘而不具實質
效益，甚至是限制發展之窠臼，建築尺度之突破才能打開人造與自然環境間流動之可能性與機
會，具體而言，就是以建築法規之彈性鬆綁來讓屋頂光電系統、綠屋頂作為修補技術，策略性
導入都市降溫、再生能源、減碳之論述策略，驅動產業升級。
高雄違建治理之社會壓力主要並非來自環保團體輿論，而是來自中央與全國社會對於十二
萬戶違建數量所引發之都市意象批判，以及對其市政府可能失職怠惰之印象，這些集體社會觀
感匯聚成高雄市自身龐大的焦慮。另一方面，也來自十二萬戶甚至普遍市民對其居住權之保
衛、公共安全考量與對市府友善治理之期待，或是更直接來說，是這些廣大市民之政治支持。
這種全國性與地方性之政治社會因素，是高雄市違建政策綠能化轉向的另一大因素。整體而
言，高雄市綠能導向違建治理具備帶動國內太陽能產業轉型、鼓勵個人與企業投資之發展意
涵，試圖替違建在都市中找到新身份，政治論述上替違建找到繼續存在台灣現代都市之機制，
使其與整體發展目標接軌，並緩解了發展中國家與城市中對非正式都市地景之焦慮。在無強制
性，多屬輔導性之現行政策法規下，高雄永續修補之環境效益，同樣落在經濟與社會效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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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修補是城市導入特定永續技術或規範，以達到生態現代化目的。即以經營生態過程達
到都市現代化的手法，帶有高度綠色資本主義意涵，永續修補將全國性永續發展項目轉化為合
適地方之對策，因應地方政府治理上之各種兩難、妥協，創造利於城際競爭之機會，故經濟與
政治意涵，超過實質環境效益，學者認為永續修補具備物質性、論述性與政治性(While et al,
2004)，本文以這三個面向為基礎，分析四種治理模式如下表2，揭示其經濟與政策論述意義，
也指出其永續治理強度。
表 2 台中市與高雄市永續修補策略比較
城市

違建治理政策
Sustainability fix

永續物質
Material

經濟效益
Economic

永續論述
Discursive

規範體制
Political

永續治理
強度

老樹公園換違建

生態與綠地

房地價提升、
土地開發

自然保育與固碳

容積移轉

主動

違建分期分區

人行空間

既有建物價值

鼓勵步行及大眾
運輸

建築管理辦
法

被動

違建轉光電

再生能源

綠能產值、光
電產業轉型升
級

減少碳排放量

建築管理辦
法

主動

違建轉綠屋頂

都市水環境、
綠覆率

節約治洪成本

降溫、基地保水

市府輔導計
畫

主動

台中

高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台中與高雄分別策略性採用不同之永續修補模式來平衡環境與社會之衝突，發展地方與減
低違建之外部性。這些綠色治理模式，挪用生態永續之意義，與建構全民可認同之環境想像，
作為讓市民可接受政府包容彈性管理違建之作法，也提供了違建因接軌綠能經濟或永續規劃而
可納入都市發展藍圖之機會，讓政府可接受繼續包容違建，這種雙重認可，是當前治理轉向之
要素，同時啟動了土地與產業發展機會。循此脈絡之分析，可歸納以下發現：
(一)違建治理與都市產業政策之高連動性
兩個都會區之違建治理都反映各自都市政策當前主軸，其中追隨產業政策特性明顯。台中
以加速投資，提高薪資所得為目標，長期以各種利於開發之獎勵創造利於投資環境，但由於國
際化發展受限於基礎設施硬體未臻成熟、區域政治局勢、次級城市角色之條件，當前仍將都市
開發列為優先目標，且因違建數量在全國排名上尚落後新北、高雄，治理消極，僅是策略性地
將其容納在既有開發政策上。
高雄則因應傳統製造業衰退之危機，以發展綠能為製造業轉型戰略，以綠能為導向之違建
治理政策，除了正式化違建之意義，從鉅觀層面來看，發展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系統是帶動台
灣太陽能產業轉型之策略，也是其違建治理模式最顯著之經濟意涵，但面臨電力自由化路徑尚
處在起步階段，設置總量提升緩慢，故又將太陽能結合立體與屋頂綠化，以擴大戰略之永續意
涵，形塑高雄市特有之綠能發展論述，調高永續修補強度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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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制造就之理論性差異與實踐度差異
兩個城市仰賴之規範體制之不同，也決定永續發展之強度，基本差異是都市計畫之長期治
理特性，對比於建築管理之短期見效特性。台中之公園開闢，與高雄之再生能源生產，分別代
表綠建築技術之被動性與主動性環境控制，前者屬被動調適環境，後者主動節能生能，但是兩
者真正永續績效又決定於實際治理成效，兩者均面對實務上之阻礙，當前台中老樹容積移轉面
臨老樹私有地地主因實際可移轉量過低，與實質違建多不符接受基地資格，推行上形成窒礙。
高雄綠能模式理論上雖具積極永續性，但卻因政府補助誘因不足，民眾後續維管顧慮，以
及民眾缺乏改建動機而成效有限。由於違建轉光電計畫非強制性，因此若屋主缺乏設置資本，
而又未被舉報，多傾向維持現狀。違建轉光電是以資本之力量誘導民眾改建，不論單棟屋主，
或區分所有權人（集合住宅社區類）皆須全數簽屬同意書，且光電系統之裝置費用需透過平均
十年以上之發電利潤來平衡，綠屋頂對居民則無明顯投資誘因。不論是光電或綠屋頂均具備高
設置成本特性，以一般屋頂違建所在之屋齡二十年以上之公寓或透天厝而言，屋主可能以換屋
方式解決違建問題，政府補助款不足、房屋買賣變數、風災、設施故障等風險評估，是導致許
多屋主裹足不前之主因。
(三)經濟與社會修補優先之違建治理論述
國內違建彈性治理論述與實作，是將違建之外部性內化為經濟產值與動能，並以永續發展
措辭合理化綠色資本主義之正當性，同時緩和環保異議，呼應民生居住需求，以及增加違建戶
使用者付費原則，各種彈性修補之措辭、工具，並非完全沒有實質環境永續效益，但屬於低度
永續之表現，於是相關行動修補的主要是違建所從屬之經濟與社會狀態，而非違建影響之環境。
即便永續治理手法並未真正有效拆除違建，但兩個城市在違建新增數值上，均顯趨緩，顯
示當前違建治理政策是以控制新增為主軸，而非減少數量，兩地之彈性治理是策略性地挑選特
定永續技術與論述，來彌補違建對於都市帶來之外部不經濟性，並藉此建立一套政策與經濟機
制作為修補城市之方式，重點在於兼顧環境、社會與經濟治理上之三方困境，延續政府長期對
於違建之妥協政策，從中摸索新的發展機會，及正式化體制外經濟與空間之可能性。兩個城市
的案例，顯示永續修補使得台灣與多數發展型國家相似的，對於違建之歷史性包容，在論述上
獲得合理化、合宜化機會，甚至被重新定位為開拓國家與城市資本之來源，可與發展目標並行。
於是這種違建治理模式，與其說有效開闢了管理違建之新策略，不如說主要意義在於，在政治
論述上替違建找到一個繼續存在台灣現代都市之機制與身份，使其與國家整體發展目標得以接
軌，並緩解了發展中國家與城市對於非正式都市地景普遍存在之焦慮。然而，在鎮定發展焦慮，
維繫產業與都市成長，社會安定之前提下，治理策略呈現低度環境貢獻之事實，終將使永續治
理之課題回歸都市正式部門，成為其難以規避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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