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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試圖從庶民百姓與常活的「尋常」觀點，探究當代臺北作為
座活城市的普遍性與
獨特性──某種「超級普通」卻又「尋常」的「零碎整體性」。但
是將探究的重點從浮光掠影
「觀光旅遊」，轉移到「在地居遊」的吉光，藉以展現「尋常、巷
裡的臺北味」。為了掌
握此兼具「臺灣普遍」及「臺北獨特」的地特性，本在理論觀點上
嘗試延續當代地理學
以地研究和區域探索為主的學科傳統，但是將時代脈絡與理論視野
聚焦在「後區域地理」和「新
地話」的全球在地化城市，並且整合英國化研究學者Ben
Highmore在常活研究與化理
論分析裡所採取的「美學、檔案、實踐／批判」架構，以及本考現
學的街道觀察法，擬定出結
合「在地居遊」與「單迷」的「城市樂活」野考察策略，進提舉出
幾項領略尋常、巷
裡的臺北味之初步線索，作為建構幸福臺北活學的開端。

中文關鍵詞： 臺北、後區域地理、新地話、常活考現學、常普通

英 文 摘 要 ：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search and re-search the
“fragmented totality” of Taipei as a living city for
all which is both “extra-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The foci of analysis, accordingly, is shif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sight-seeing” in tourism to
the prism of “life-surfing” in human geography by
extending the theoretical grounds from regional and neo-
regional geographies to the new frontier of post
regional studies and from the terroir of places to the neo-
terroir of cities. In doing so, a fieldwork strategy
of “cycling detour in city lohas” which combines “life-
surfing” and “street cruising”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treet observations of Japanese modernology is adopted to
echo Ben Highmor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esthetics, archives, and practice/critique so as to
highlight the spatial ethnography of urban dynamics in
daily Taipei. Hopefully,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some useful clues about the
pursuit of a living city for happy all.

英文關鍵詞： Taipei, post-regional geography, urban terrior, the
modernology of everyday life, the extraordinary



尋常⽇、巷⼦裡的臺北味：後區域地理與新⾵⼟地話的⽣活臺北考現學初探 

吳鄭重  1

摘要 

本⽂試圖從庶民百姓與⽇常⽣活的「尋常」觀點，探究當代臺北作為⼀座⽣活城市的普遍性與

獨特性──某種「超級普通」卻又「⾮⽐尋常」的「零碎整體性」。但是將探究的重點從浮光掠影

「觀光旅遊」，轉移到「在地居遊」的吉光⽚⽻，藉以展現「尋常⽇、巷⼦裡的臺北味」。為了掌

握此⼀兼具「臺灣普遍」及「臺北獨特」的地⽅特性，本⽂在理論觀點上嘗試延續當代⼈⽂地理學

以地⽅研究和區域探索為主的學科傳統，但是將時代脈絡與理論視野聚焦在「後區域地理」和「新

⾵⼟地話」的全球在地化城市，並且整合英國⽂化研究學者Ben Highmore在⽇常⽣活研究與⽂化理

論分析裡所採取的「美學、檔案、實踐／批判」架構，以及⽇本考現學的街道觀察⽅法，擬定出結

合「在地居遊」與「單⾞迷⾛」的「城市樂活」⽥野考察策略，進⽽提舉出幾項領略尋常⽇、巷⼦

裡的臺北味之初步線索，作為建構幸福臺北⽣活學的開端。 

關鍵詞：臺北、後區域地理、新⾵⼟地話、⽇常⽣活考現學、⾮常普通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search and re-search the “fragmented totality” of Taipei as a living city for 

all which is both “extra-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The foci of analysis, accordingly, is shif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sight-seeing” in tourism to the prism of “life-surfing” in human geography by 

extending the theoretical grounds from regional and neo-regional geographies to the new frontier of post 

regional studies and from the terroir of places to the neo-terroir of cities. In doing so, a fieldwork strategy 

of “cycling detour in city lohas” which combines “life-surfing” and “street cruising”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treet observations of Japanese modernology is adopted to echo Ben Highmor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esthetics, archives, and practice/critique so as to highlight the spatial ethnography of urban dynamics in 

daily Taipei. Hopefully,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some useful clues about the 

pursuit of a living city for happy all.  

Keywords: Taipei, post-regional geography, urban terrior, the modernology of everyday life, the extra-

ordinary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地理系博⼠。現任國⽴臺灣師範⼤學地理學系教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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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在起⾛ 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  

親愛的⽗母再會吧 ⾾陣的朋友告辭啦  

阮欲來去臺北打拼 聽⼈講啥咪好康的攏在那 

朋友笑我是愛做暝夢的憨⼦ 不管如何 路是⾃⼰⾛  

OH 再會吧 OH 啥咪攏不驚 

OH 再會吧 OH 向前⾏ ……  

臺北臺北臺北⾞站到啦 欲下⾞的旅客請趕緊下⾞ 

頭前是現代的臺北⾞頭 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  

⼀棟⼀棟的⾼樓⼤廈 不知有住多少像我這款的憨⼦ 

卡早聽⼈唱臺北不是我的家 但是我⼀點攏無感覺  

OH 啥咪攏不驚 OH 向前⾛ 

OH 啥咪攏不驚 OH 向前⾛   

林強〈向前⾛〉，詞、曲：林強，編曲：羅紘武 

緒論：從旅遊書上到⽇常⽣活裡的臺北城記 

坊間有許多介紹臺北的旅遊書籍，有專⾨寫給外國觀光客看的英⽇⽂旅遊書，例如：Inside 

Guides: Taipei City Guide（Inside Guides, 2015）, Lonely Planet Taiwan （Kelly and Chow, 2014）、101 

Things to Do in 臺湾 （Brutus, 2018）等；有臺北市政府各局處出版的各種官⽅旅遊⽂宣或在地紀

錄，例如：《臺北2001》（許允斌，2000）、《臺北原來如此》（張樞、王俊雄，2013）、《臺北品

牌故事》（陳譽馨，2008）、《隱逸的城市靈魂》（⿈孫權等，2005）、《魂夢雪泥：⽂學家的私密

臺北》（林良等，2007）、《臺北美樂地》（王中⾔等，2009）、《臺北觀⾃在》（李欣頻，2006）、

《臺北⾮玩不可101》（王宜燕，2012）、《臺北哈燒街》（臺北市商業管理處，2006）等；有民間

出版社針對港澳與⼤陸遊客編寫的各種旅遊導覽，例如：戴保倫編著《臺北（2011全新版）》；以

及各式各樣專⾨寫給熟悉或是不熟悉臺北在地⽣活的書籍和雜誌，例如：《臺北⼈搞什麼：50條⽣

存潛規則》（帕斯頓編輯部，2016）、《臺北⽣活，好樣的！》（楊麗玲、Miller，2011）、《臺北

學：幸福城市的⾵格地景》（李清志、顏忠賢、林盛豐，2011）、Taipei Walker雜誌等；還有以飲⾷

評論及美⾷報導為主的臺北美⾷記憶或餐廳搜秘，例如：舒國治（2007）的《臺北⼩吃札記》、韓

良露（2014）的《回味臺北》、韓良憶（2000）的《臺北美⾷淘》、江映瑤（2006）的《臺北不吃不

可》、焦桐、賴佳昀、姚忠誠（2008）的《臺北經典⼩吃指南》等。這些內容包羅萬象的臺北指南，

或多或少都捕捉到許多臺北⼈共同的⽣活經驗與地⽅特⾊，例如總統府、中正紀念堂、西⾨町、⼤

稻埕（迪化街）、⿓⼭寺、⼠林夜市等。但不可諱⾔的是，這些或看熱鬧、或有⾨道的旅遊／休閒

指南，似乎都少了⼀點以學理觀點切⼊的深⼊探索。甚⾄有⼀些「⽣活在他⽅」的臺北⼈，特別是

政治、經濟與⽂化的菁英份⼦，總想在臺北這塊⼟地上尋覓和複製其他城市的⾝影，不論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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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曼哈頓」來建構信義計畫區，⽤紐約格林威治村來想像師⼤夜市，甚⾄想⽤碧海藍天的地中海城

市景象來描繪城市邊緣的寶藏巖聚落，不免讓⼈倒盡胃⼜。 

幸好，還有⼀些「別有所圖」的城市書寫，例如：詹宏志（1989）的《城市⼈：城市空間的感

覺、符號和解釋》、陳冠中（2005）的《移動的邊界：有關三個城市及⼀些閱讀》、⾺世芳（1998）

等⼈《在臺北⽣存的⼀百個理由》，還有⽇本作家青⽊由⾹（2005）的《奇怪ね：⼀個⽇本⼥⽣眼

中的臺灣》等，分別從趨勢觀察家以事物進出法（In and Out Method）檢視社會流⾏的時空容器⾓

度、⼀名⾹港僑⽣流連於臺北／⾹港／北京的客居他鄉⽐較研究⾓度、⼀群⼟⽣⼟⾧臺北⼈臭屁搞

怪的⽂青創意⾓度，以及⼀個遊學臺灣⽇本⼩⼥⽣的敏銳直觀⾓度，透析出⼀個連我這個在臺北當

地⽣活了五⼗多年的⽼臺北⼈，都覺得既熟悉、又陌⽣的臺北圖像。這些細膩的城市觀察，讓⼈還

想再靠近⼀點，仔細品味臺北這個看似普通，卻又⾮⽐尋常的⽣活城市。 

誠如法國社會學家暨⾺克思哲學家Henri Lefebvre在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Introduction書中引述⿊格爾的話，「熟悉未必知悉（the familiar is not necessarily the known）」，並

進⼀步指出，越是熟悉的事物，反⽽因為⽇常反覆的神祕化過程，變得越難了解（Lefebvre, 1991: 

132）。因此，我們亟需⼀種在熟悉之外，得以重新看清和深⼊理解臺北這個城市的理論視野與研究

取徑；並且設法將這樣的深度理解，轉化成⼀種淺⽩的城市書寫，進⽽深化這種新舊融合的城市況

味，讓臺北得以持續散發出如同陳年雪莉酒般，經過新舊勾兌及⾧期陳放所散發出來的迷⼈氣味及

複雜層次──既熱鬧，又有⾨道。 

熱情抽離、諷刺褻瀆的問題意識：亂好的街道⽣活與⾃在的⽣活城市 

從早年在倫敦政經學院讀博⼠班時研究倫敦的都市結構與⽇常⽣活（後來寫⼊The Secret Life of 

Cities: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Everyday Life書中）， 到後來翻譯美國都市之母Jane Jacob的《偉⼤2

城市的誕⽣與衰亡：美國城市街道⽣活的啟發》， 我從倫敦、紐約等英美城市發展蛻變的時空倒影3

中，發現臺灣城市，特別是臺北，具有⼀種「看似普通，實則⾮凡」的獨特魅⼒，是西⽅主流建築

與規劃理論尚未參透的深層秩序，卻又不同於傳統城市與⾵⼟建築的根深蒂固，需要獨具慧眼的

「熱情抽離」與別有居⼼的「諷刺褻瀆」，才能夠⼀窺其中的奧妙。    　　 

我的博⼠論⽂嘗試利⽤倫敦地區在居家、就業、休閒購物和⽇常交通等基本⽣活構⾯和都市的

住宅、就業、零售與交通結構之間的時空關係――個⼈與社會再⽣產的社會永續課題――來探討環

境問題背後深層的社會根源，以及都市計畫可以著⼒的策略環節（Wu,1998）。我記得，當時曾經很

驕傲地告訴我的指導教授，倫敦和許多歐美⼤城努⼒追求卻難以達成的都市型態，也就是都市居民

  本書是與英國新堡⼤學的Helen Jarvis與倫敦政經學院的Andy C. Pratt合著，在2001年由英國的Pearson Education出版社發2

⾏。

 珍．雅各（Jane Jacobs）著，吳鄭重譯注及導讀（2007）《偉⼤城市的誕⽣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活的啟發》（The 3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臺北市：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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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活和都市結構在時空關係上可以順利銜接的密集城市（compact city）主張，在⼤臺北地區

可以說是再⾃然不過的現象。也難怪許多⽼外到臺北來，雖然少不得嫌東嫌西地數落臺北⼀些落後

和可怕的地⽅，但是沒有⼈會否認臺北是個精⼒充沛、⽣氣勃勃的有趣城市。同樣的，Jacob

（2007）的《偉⼤城市的誕⽣與衰亡》⼀書的精彩之處，在於全書是⽤淺⽩易懂的⽣活語彙和實際

案例，來批判美國當時盛⾏的藍圖式都市計畫程序、預測開發和分區管制的規劃原則，以及夷平式

的都市更新⼿段等主流規劃模式與設計思維，並試圖從⽣活便利與經濟活⼒的淺顯道理，來釐清偉

⼤城市的興衰之道。我將之稱為「街道⽣活與⽣活城市的婦⼈之⾒」。在此，「⽇常⽣活」和「婦

⼈之⾒」絕⾮貶抑之詞，⽽是反映⾝體空間、使⽤參與、街道⽣活、有機秩序和⼈性尺度等「平凡

事物的⾮凡之處」（the extraordinary of the extra-ordinary），並藉此反諷⼀些規劃理論看似⾼深莫

測，實則膚淺幼稚的荒謬之處（吳鄭重，2007: 11-41）。 

其實，Jacobs所推崇的安全、友善、⽂明、活⼒、有趣等偉⼤城市的基本條件，正是臺北街道⽣

活的最佳寫照。它的好，就在於它的亂，亂得有活⼒、亂得好⽣活；也因此夠多元、能包容。它是

臺灣各⼤城市的共同性格，也是許多華⼈城市的⽂化基因。這也是為什麼臺北好⽣活的理由：這是

⼀個對中、下階層相對友善的城市。現代城市需要⼀種在經濟和社會各⽅⾯都能夠相互⽀持，複

雜、細緻和多樣化的⼟地利⽤⽅式，也就是結合混合使⽤、短⼩街廓、新舊建物和⾼密集所構成的

街道⽣活。唯有如此，都市計畫才能夠提升城市活⼒和促進⽣活便利。否則，只對城市外觀進⾏規

劃，⽽不思索城市有哪些與⽣俱來的功能秩序，不僅徒勞無功，甚⾄治絲益棼。美國城市在⼆⼗世

紀裡陸續喪失的寶貴資產，其實就是臺北及許多臺灣城市的空間型態──混合使⽤，以及因之⽽來

的經濟活⼒與便利⽣活（吳鄭重，2013）。 

「原來如此」的研究課題：玩味臺北的城市探索 

這種再簡單不過的道理，直到近幾年才由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所策劃，

張樞、王俊雄（2013）主編的⼀本集體研究成果《臺北，原來如此》，逐漸釐清。書中試圖跳脫崇

尚外國的理論框架和經驗範例，回歸在地探索的實證歸納，藉由「⾼密度的⼩城市」、「格⼦狀的

街道」、「住商混合，⽣活多樣豐富」、「沿路的商機」、「在地獨特的騎樓⾵情」、「步登公寓

與巷弄⽂化」、「層次豐富的商圈」、「巷弄公寓商場」、「市場街道」等單元主題的耙梳，摸索

出「臺北，原來如此」的箇中道理。 

簡⾔之，臺北所呈現的是⼀種以沿街騎樓為主體的街道⽣活和以⾝體空間為平臺的攤商⽂化，

奠定了混合使⽤之城市多樣性的重要基礎。從早期閩南建築連棟街屋和沿街騎樓所構成的帶狀結

構，雖然經過⽇治時期市街改正和戰後現代建築及因襲歐美都市計畫分區管制的節制與壓迫，這些

柔韌的街頭⽂化還是頑強地在「現代化」的夾縫中，持續綻放活⼒。這些多樣化的商業組合與空間

形式，在臺北街頭就像從泥⼟裡⾯⾧出來地那麼⾃然、融洽。也為緊張繁忙的都市⽣活，開拓出活

潑熱鬧的街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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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是說臺北街道的使⽤現況已臻完美，⽽是指它蘊藏著無限潛⼒。若這只是我這個臺北在

地⼈的⼀⼰之⾒，那就罷了。在上海出⽣、⾹港⾧⼤、曾經在臺北住過六年，現居北京的媒體⼈和

城市觀察家陳冠中，也有相同看法。他認為：「臺北是被低估的城市；它不讓⼈⼀⾒鍾情；它的故

事不好說；它不是隨便抓個隱喻就能打發掉的地⽅，因為它指涉的物件太蕪雜，它是要來⽣活的」

（陳冠中，2005：73）。陳冠中（2005：63）稱之為「混雜（hybrid）」和「嬉（hip）」，也就是

夠 多 元 和 夠 包 容 。 或 是 借 ⽤ 當 代 荷 蘭 建 築 學 者 R e m K o o l h a a s 的 話 來 說 ， 就 是 夠 「 普 通

（generic）」。對於這位愛「搞怪」的建築師⽽⾔，戰後世界各國快速興起的⼤⼩城市，相較於具

有⾧遠歷史與深厚⽂化內涵的歐洲城市，充滿了類似、重複與蔓延擴張的普同性，形成⼀種看不出

地⽅特⾊的都市場域（non-place urban realm）。他在S, M, L, XL⼀書中將這⼀類現代都市主義的產

物，也就是普遍存在，卻沒有特⾊的城市稱為「普通城市（generic city）」（Koolhaas and Mau, 

1995）。此與出⽣南⾮的英學者Jennifer Robinson的「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論點，前後呼應。

Robinson（2006）在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書中指出，西⽅都市理論⾧期

以來⼀直糾結在西⽅富裕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與南半球貧窮的第三世界城市（Third World 

cities）之間，忽略了為數更多介於西⽅／東⽅、北半球／南半球、現代／傳統、發展／落後之間，

多元、複雜且獨特的普通城市，亟需地理學者睜⼤眼睛、敞開⼼胸，以截然不同的理論觀點進⾏更

多貼近地⽅的經驗研究，進⽽超越傳統⼆元對⽴的城市論述。 

由此觀之，吾⼈也就不難理解臺北作為⼀個混雜得亂好的⽣活城市，「普通」就是進⼊它靈魂

深處的通關密語，⽽且是普通到不⾏的⾮常狀態。沒錯，普通到了極點，就成了⼀種特⾊。這就是

⽣活城市，能夠讓庶民百姓好好過⽇⼦的普通城市。準此，本⽂試圖揭櫫的「尋常⽇、巷⼦裡的臺

北味」，既是如字⾯所⾔的具體研究內容──從庶民⽣活切⼊，逡巡於⼤街⼩巷中探尋臺北特⾊的

研究主題，它同時也是⼀種隱喻──試圖從不同的時空尺度與⽂化視野，來捕捉那種既屬於「臺灣

普遍」，又能夠凸顯「臺北獨特」的地⽅特⾊與⽣活樂趣。類似的嘗試在20年前也曾經出現在⾺世

芳等⼈（1998）合著的《在臺北⽣存的⼀百個理由》書中。他們在書的扉⾴裡就開宗明義地說：

「臺北不是紐約，臺北不是巴黎，臺北不是東京，臺北不是倫敦。真正⽣活從來不在他⽅，臺北就

是臺北」（⾺世芳等，1998：iii-iv）。我認為這樣的臺北觀，會是⼀種極具創意、由外⽽內的地⽅

考察。同時，我們也有必要從南北對照的內視⾓度，來思考臺北不同於臺中、臺南、⾼雄其他臺灣

城市的地⽅差異，由內⽽外地分離出在地臺北的都市性格。如此「玩味臺北」的城市探索，不僅可

以幫助不同世代的臺北⼈，重新釐清與持續建構屬於我們⾃⼰的地⽅感，也有助於臺北在⽇益扁平

的全球化過程中，有效探索與重新定位⽣活臺北的獨到之處，進⽽以此作為在地⼈或異鄉客「在臺

北⽣活的第101個理由」！　 

理論觀點：從「後區域地理」到「新⾵⼟地話」的⽇常⽣活臺北學 

為了在看熱鬧之外，也能深⼊玩味臺北的探索⾨道，在理論觀點部分，本節將從⼈⽂地理與區

域研究的學科脈絡，引導出臺北作為地⽅研究的基本架構，進⽽建構⼀個結合「後區域地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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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話」觀點的臺北論述。這樣的都市記述將聚焦在⽇常⽣活研究與⽂化理論的跨領域對話

上⾯，從美學、檔案與實踐批判的認識論途徑，形構出⼀個「⾝體鑲嵌／空間體現」的⽇常⽣活地

理學視野──⽇常⽣活臺北學，並以此作為⽥野考察與後續討論的理論基礎。 

全球在地化時代的地⽅研究與區域探索 

⾧久以來，「地⽅（place）」⼀直是⼈⽂地理學探究的主題。從傳統的區域地理、歷史地理到

⽂化地理，乃⾄於當代的都市研究與⽂化研究，都不約⽽同地關注不同時空尺度、不同政治經濟體

制與不同社會⽂化脈絡之下的地⽅課題。更重要的是，地⽅也是吾⼈觀看、認識與理解世界的主要

途徑之⼀（Cresswell, 2003: 1-22）。戰後臺灣各地，更有許多⾧期關注當地史料，並持續採集、蒐藏

的地⽅⽂史⼯作者在默默耕耘。臺北市早在1952年就成⽴臺北市⽂獻委員會，⾸任主委為吳三連。

1994、95年間，⾏政院⽂建會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又於1998年於臺北市⽂⼭區成⽴社區⼤

學，是地⽅研究與社區營造的重要基地。各縣市的⽂獻委員會及其刊物，特別是歷史最為悠久的臺

北⽂獻委員會及《臺北⽂獻》季刊，更是保存地⽅研究成果的重要平臺。 

然⽽，隨著戰後⼈⽂地理學的學科典範逐漸轉移到實證主義當道的「空間科學」，以及1960、

70年代之後資本主義與跨國企業⾼度發展的內外夾擊，加上1980、90年代之後⼀波又⼀波的全球化

浪潮，特別是千禧年之後資訊科技與網路發達所帶來「流之空間（space of flows）」的⾼度擴張，這

些發展使得關注地⽅課題的⼈⽂地理學研究，也從早期法國⼈⽂地理學家Paul 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所關注的地⽅（pays）、⾵⼟（terroir）和⽣活⽅式（genres de vie），或是美國⽂化

地理學者Carl Ortwin Sauer（1889-1975）所強調的地⽅獨特性（uniqueness of place）與地域差異

（areal differentiation）等具體⽽微的空間內涵──前者體現在南法與地中海城市極具特⾊的地⽅物

產與飲⾷⽂化裡⾯，後者則是表現在北美原住民與歐洲移民幾經遷徙之後的物質器物與⽂化地景上

⾯──經歷了以美國地理學家Richard Hartshorne（1899-1992）為代表，描述地區差異及其關聯為主

的區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時期，以及接踵⽽來以計量⾰命和空間科學為主，彰顯在經濟地理

和產業地理的系統地理學（systematic geography）階段。這些⼈⽂地理學的系統化發展，讓地⽅研究

的具體內涵，逐漸讓位給抽象的空間關係。甚⾄因為資本主義空間邏輯的⾼度發展，使得各⼤城市

⽇趨單調的街道景觀，陸續出現英裔加拿⼤籍地理學者Edward Relph（1976）在Place and 

Placelessness書中所揭櫫的「失所（placelessness）」狀態。 

對於Relph（1976）⽽⾔，地⽅乃「⽣活世界（the lifeworld）」與⽇常經驗等地理現象之「所

在」，它是無法化約為區位（location）、地域（area）或區域（region）等空間概念的實質內涵。不

幸的是，⼤量⽣產、⼤量流通和⼤量複製的跨國連鎖企業與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的建築⾵

格，在各⼤城市聯⼿造就出千篇⼀律的尋常地景（ordinary landscape），讓許多城市逐漸喪失其本

真、道地的地⽅感（the authentic, genuine sense of place），取⽽代之的是讓當地居民與外來訪客都感

到混淆、⾒外的「無地⽅感（sense of placelessness）」。或是如挪威建築學者Christian Nor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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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z（1974）在Meaning in Western Architecture書中所提到，現代都市建築普遍缺乏深刻情感，只

有普通外觀與尋常經驗的「扁平地景（flatscapes）」。尤有甚者，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度

發達，原本就已經越來越難區辨彼此的當代城市及其周邊地區，更邁⼊西班⽛都市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1996）在The Informational Cit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書中所描繪

的「地⽅空間（space of places）」與「流之空間」之間逐漸斷裂、剝離，甚⾄彼此衝突的緊張狀

態。Castells認為，⽇新⽉異的資訊科技讓⼈流、物流、資本流和資訊流逐漸脫離國⼟疆界與道路河

川等地⽅空間的實質限制，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與資訊科技的發展邏輯之下，逐漸形成⼀

種⾼度抽象的空間關係──流之空間。 

然⽽，不論現代社會的空間關係多麼抽象，或是其時空延展性多麼強⼤，這些「流之空間」的

具體實現，還是得奠基和回歸「地⽅空間」與⽇常實作的物質基礎，包括全球⼯廠的跨國⽣產與⽇

常消費的社會再⽣產，皆是如此。這也與英國社會學家Roland Robertson和⽐利時地理學者Erik 

Swyngedouw分別於1990年代和2000年之後提出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概念──意指世界

各地因為時空壓縮進⽽更加意識到全球是⼀個整體時，當代政治、經濟、社會及⽂化體系，也同步

發⽣全球普遍與地⽅特殊，雙軌並進的牽連現象。⽽且各地所受到的衝擊及採取的對策，也會回頭

重新定義「全球在地化」或「在地全球化」的內涵（Robertson, 1992；Swyngedouw, 2004）。因此，

如何強化地⽅空間的實質內涵，以及有效縮減流之空間與地⽅空間之間的落差，就成為現代城市⾝

處資訊社會與全球在地化時代的⼀⼤課題。 

認識論：結合「後區域地理」與「新⾵⼟地話」的⽇常⽣活地理學 

將臺北放到城市發展的全球地⽅化脈絡當中，我們將會發現，這個說⼤不⼤、說⼩不⼩、既邊

陲又核⼼、跨越東西與連結古今、經歷傳統與現代的臺灣城市，其實也經歷了和西⽅城市類似的現

代化發展過程。特別是從⽇治時期⼀直延續到戰後迄今的百年期間，臺北城不論在建築⾵貌、街道

景象、產業結構、社會關係和⽣活⽅式各⽅⾯，都產⽣極⼤的改變。如此的丕變，不僅傳統地⽅研

究與區域地理學的描述觀點，無法充分掌握此⼀⽣活城市的微宏特性，就連1980年代之後興起，試

圖結合區域現象背後社會關係與歷史⽂化脈絡的「新區域地理」（例如英國地理學家Doreen Massey

在1984年出版研究英格蘭中部產業發展與社會關係的代表作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也因為過

於強調整體社會關係與產業資本之間的結構性⼒量，⽽忽略了個⼈⾏動與物質消費的⽣活⾯向。⽽

後者正是持續形塑與不斷再現地⽅特⾊的幽微⼒量。類似的問題，也曾經出現在2004年我參與過的

⼀本臺灣地理學者共同執筆，由夏威夷⼤學Reginald Yin-wang Kwok（2004）教授主編的學術合輯

Globalizing Taipe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tial Development書中。該書雖然扼要地描繪出新舊世

紀之交臺北在政治、經濟、社會、⽂化各⽅⾯的空間課題，卻也相對疏於關照在上述各種結構性⼒

量之下的⽇常⽣活與再⽣產出此⼀結構特性的都市⽣活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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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試圖提出⼀個延續卻有別於傳統區域地理和新區域地理的「後區域地理（post-

regional geography）」觀點，藉以強調當代臺北作為⼀個「無邊界之所在」的時空脈絡。藉由回歸早

期法國⼈⽂地理學關注地⽅、⾵⼟和⽣活⽅式為主的微宏視野，在結構／⾏動、全球／在地，以及

過去／未來的移動視線與反⾝觀察中，交疊出「新⾵⼟地話（the urban terroir）」的當代都市地理⽂

本。此⼀結合「後區域地理」與「新⾵⼟地話」的城市論述，與趨勢觀察家詹宏志（1989）在《城

市⼈：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書中以「事物進出檢查法（In and Out Method）」閱讀商店、

街道與城市的城市觀察⾓度，頗為類似。那是⼀種從「置⾝其中」轉換到「熱情抽離」的時空分析

觀點。它同時也帶有⼀些德國⽂化評論家Walter Benjamin在The Arcades Project書中所運⽤的辯證圖

像（dialectical image）思維──也就是在歷史廢墟中展望未來可能性的思想跳耀與時空鏈結

（Benjamin, 1999），這是連結過去、反思當下與展望未來的城市願景。更重要的是，結合「後區域

地理」與「新⾵⼟地話」的城市觀點，不僅呼應Jacobs在《偉⼤城市的誕⽣與衰亡》書中強調回歸街

道⽣活的⼊世觀點，也與我作為⼀個母親是本省⼈的外省第⼆代軍眷⼦弟，從⼩⽣活在臺北郊區內

湖，⾼中、⼤學之後每⽇通勤搭公⾞、騎摩托⾞穿越市區，之後出國唸書、返國任教，進出不同城

市的時空體驗，息息相關。它讓我有機會以⼀種不時跨越市區／郊區、本省／外省、核⼼／邊陲、

家鄉／異地的移動視野，來觀照半世紀以來⽣活臺北的動態發展，進⽽將此⼀後區域地理時代的新

⾵⼟地話觀點，落實在跨越時間、⾝體與空間的⽇常⽣活地理學考察。換⾔之，本研究（research）

也是作者試圖探尋（search）個⼈⽣命歷程與⽣活城市之間，「在市存有／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city/being in the world）」的情感連結與存在體現。 

相較於西⽅都市學者對於現代城市逐漸喪失地⽅特⾊的普遍焦慮，我覺得數百年來⼀直處於移

民社會脈絡當中的臺灣城市，特別是臺北，反⽽在這⼀⼤⽚平庸無奇的城市景觀當中，展現出當代

城市不同於傳統（歷史）城市或是未來城市（願景）的「超級普通／⾮⽐尋常」之處。就像侯孝賢

電影《⾵櫃來的⼈》（1983）裡⾯的某個場景，先是以類似電影螢幕的框景畫⾯帶出當時⾼雄愛河

沿岸的都市景觀，然後將鏡頭拉近，橫移俯瞰這些平庸無奇的道路街景，聚焦出臺灣電影史上堪稱

經典的史詩畫⾯。電影最後，緩慢移動的鏡頭在羅⼤佑〈⿅港⼩鎮〉的背景⾳樂襯托下（其中最經

典，不斷被引述的⼀句歌詞就是「臺北不是我的家」！），凝視著市場攤販與⼈們叫賣、張望、⾛

動的尋常街景，活現出因為過於熟悉、反被忽略的⽣活世界。同理，⼆⼗⼀世紀的臺北作為⼀個沒

有邊界的地⽅場域──這也正是當代城市超越國家與地域限制的精義所在，或是如陳冠中所⾔的

「多元⽂化的、雜種的世界主義與無邊界的本地主義」（陳冠中，2005：273-274），需要結合類似

侯孝賢電影「⾧鏡頭空景」的史詩觀點，以及有如⽂化⼈類學探究地⽅知識的「深描（ thick 

description）」⼿法（參閱Geertz, 1973）──也就是⽂化詮釋不應只有描繪⾏為本⾝，還應該包含其

脈絡──如此⽅能領略臺北城巷⼦裡的趣味與奧妙：集多元、混雜、反差與包容於⼀⾝，「超級普

通／⾮⽐尋常」的⽣活／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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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論：結合美學、檔案與實踐／批判的都市民族誌 

此⼀聚焦在都市⽣活的地⽅探索，以及以⾝體空間為平臺的⽇常⽣活地理學考察，讓我想到英

國⽂化研究學者Ben Highmore（2002）在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書中所提

出的研究取徑。他指出，為了充分掌握現代社會⽇常⽣活中各種無可逃避卻又難以掌握的快速變化

與重複滲透，吾⼈需要採取⼀種從慣習中轉換視野，進⽽予以解密和除魅的論述策略。為此，

Highmore提出⼀個結合美學（aesthetics）、檔案（archive）與實踐／批判（practice/critique）三種不

同卻彼此關聯的研究取徑，作為領略、分析與反思／體現都市⽣活與⽂化現象的統合視野。簡⾔

之，美學取徑是以德國社會學家Georg Simmel的印象派社會學（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and/or 

impressionist sociology）、德國⽂化批判作家Walter Benjamin的拾荒美學（trash aesthetics）和超現實

主義藝術的拼貼並置（montage/juxtaposition），所匯聚⽽成的⼀種瞇起眼睛感受浮華世界的⾝⼼意

象。檔案取徑是以1930年代英國的⼤眾觀察（mass observation）運動為主的「在地／居家⼈類學」

（anthropology at home）探索，特別強調將⽇常熟悉的事物加以陌⽣化的物質考掘與⽂化再現。實踐

／批判取徑則是以法國社會學家Henre Lefebvre和Michel de Certeau的⽇常⽣活批判（Lefebvre, 1991）

與⽂化⽣活實踐（de Certeau, 1984）作為反⾝實踐的在地思考。 

儘管Highmore在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及後續著作中（Highmore, 

2010），並未對這⼀套結合美學啟發、檔案分析與哲學批判的⽇常⽂化研究，提出⼀套詳細完整的

研究步驟，只是分別從美學、檔案和實踐／批判這三⼤⾯向分別介紹概念前導的理論家及其關注的

⽣活⽂化，然⽽，只要針對具體的研究課題加上適當的技術概念，這⼀套奠基在⽇常⽣活研究與反

⾝現代性批判的「宏觀微視」架構，⾮常適合⽤來探索臺北作為⼀個無邊界地⽅與跨時空⽣活的

「零碎整體性（a fragmented totality）」。因為臺北的普通與混雜，同樣需要在概念上瞇起眼睛的印

象派社會學視野，才能領略隱藏在膚淺之中的深刻性。正如美國⼥性主義政治學者Donna Haraway在

A Cyborg Manefesto⽂中所說的，相對於傳統熱⼒學與深刻性的噪訊學和表層性，才是新世代必須正

視的新本體論與認識論（Haraway, 1991: 161）。⽽這些有如印象派繪畫筆觸的零散事物，正好「有

系統地無系統性（systematically unsystematic）」指引出「⽇常⽣活臺北學」作為⼀種居家與在地⼈

類學的⼤眾觀察可以聚焦的物質⽣活檔案，並以此作為再現當代社會⽣活內涵的「超現實民族誌

（Surrealist ethnography）」。最後，再透過Lefebvre「在個⼈⾏動中的社會結構」與de Certeau「在

社會結構下的⾏動實踐」的雙重視野，吾⼈可以進⼀步檢視這些⽇常⽣活臺北學的物質⽂化檔案內

涵，進⽽重新賦予臺北城、臺北⼈與臺北⽣活⼀個具有「後區域地理」時代與「新⾵⼟地話」觀點

的嶄新⼈⽂地理學意涵──尋常⽇、巷⼦裡的臺北味。 

研究⽅法：結合在地居遊、單⾞迷⾛的⽣活臺北考現學 

為了掌握臺北作為⼀個⽣活城市的零碎整體性，我將Highmore結合美學、檔案與實踐／批判的

概念架構，融⼊英國社會學家John Urry（1990）在The Tourist Gaze書中有關符碼消費的觀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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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世芳等⼈（1998）的《在臺北⽣存的⼀百個理由》的都市異想、詹宏志（1989）在《城市

⼈》書中的「事物進出檢查法」思維、⽇本考現學家今和次郎與吉⽥謙吉等⼈的⽇本考現學尋找尋

常事物呈現⾮尋常狀態的街道觀察技法（⾚瀨川原平等，2014）、李清志在《都市偵探學》

（1997）及《臺北LOST & FOUND：都市偵探的世紀末臺北觀察》（2001）所展現的都市偵探精

神、de Certeau（1984）在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書中的「都市⾏腳（walking in the city）」視

野，以及⽇本超級「哈臺」⼥⽣青⽊由⾹《奇怪ね：⼀個⽇本⼥⽣眼中的臺灣》（2005）的他鄉在

地⽣活體察等等，綜合整理加以消化之後，轉化為結合「在地居遊」與「單⾞迷⾛」的「城市樂活」

⾏動研究策略，藉以勾勒出臺北作為⼀個⽣活城市的⼀些具體線索。 

⽣活臺北考現學：置⾝其中的都市漫遊與熱情抽離的街道觀察 

美國⽂化⼈類學家Clifford Geertz認為，「與航⾏、園藝、政治及詩歌⼀樣，法律與民族誌都是

地⽅的鍛造（the craft of place）：它們都是在地⽅知識的照亮下發揮作⽤」，⽽「認識⼀座城市，要

先認識它的街道」（1983: 167）。因此，他在Local Knowledge（1983）書中主張，對於社會現象的

解釋，不只要將這些社會現象納⼊因果關係的整體脈絡（the grand textures of cause and effect）當中

──也就是理論概念的抽象分析，更要將其置⼊在地意識的地⽅框架（local frames of awareness）裡

⾯──也就是要充分考量當地情境的經驗內涵，進⽽形成具有⽐較視野的地⽅知識（the local 

knowled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同理，要以「後區域地理」與「新⾵⼟地話」的⼈⽂地理學

視野來領略⽣活臺北的美學、檔案與實踐／批判內涵，還需要將其轉化為經驗資料的具體事物。 

準此，源⾃1920年代⽇本，由今和次郎與吉⽥謙吉等⼈率先提出，結合街道觀察與速寫紀錄的

考現學，提供了⽥野操作的有⽤指引。根據今和次郎與吉⽥謙吉的定義，考現學是指1910年代⼀直

延續到1960年代，⼀群當代藝術學院的學⽣研究⽇本當代建築裝飾、民族誌、地理、流⾏及⽣活型

態之總稱，以便與研究古蹟遺址的考古學（archeology）加以區別（Wajiro and Adriasola, 2016: 63-

64）。此與⼗九世紀法國浪漫派詩⼈Charles-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在巴黎街頭遊⼿好閒、公

⼦逛⼤街式的「漫遊者（flaneur）」，頗為類似（參閱Benjamin, 1997），卻更具洞察⼒。主要是因

為⽇本考現學的街道觀察，源起於1923年間造成東京及整個關東地區嚴重受損的關東⼤地震。災後

東京滿⽬瘡痍，加上重建期間許多臨時建築，讓原本平凡無奇的東京街景經歷地震、⽕災摧殘之

後，⾚裸裸地呈現出有如蒙太奇拼貼或是魔幻寫實的⾮常景象，意外地彰顯出相關景物的時代精神

與地域特性，吸引了今和次郎與吉⽥謙吉等⼈不約⽽同的關注。 

依據《路上觀察學⼊⾨》（2014：70-77）的座談討論整理，「考現學」⼀詞的出現，⾸⾒於吉

⽥謙吉在1924年發表於《建築新潮》上，紀錄關東地震過後東京街頭出現的各種臨時招牌的形式與

內容的⽂章──〈東京克難招牌之美〉。另外⼀個考現學的濫觴則是今和次郎，他原本追隨柳⽥國

男在⽇本鄉村進⾏傳統民宅的調查研究，關東⼤地震之後將關注焦點由鄉村傳統移轉到現代都市，

進⽽提出「考現學」的研究主題，算是⽇本考現學的雙起源。兩⼈在1930年攜⼿出版了《考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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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裡⾯有許多看似無聊的觀察記錄（例如丸⼤樓時髦⼥孩散步路徑），與英國在1937年間展開

的⼤眾觀察運動，有異曲同⼯之妙。只是關注的事物更為獨特，旨在尋找任何呈現⾮常狀態的尋常

事物。⽽其極致即為⽇本考現學者⾚瀨川原平所謂的「超藝術湯⾺森（Hyperart Thomasson）」‑ ─4

─亦即城市建築遺留下來，能充分展現其在⽣活世界中之時代意義，進⽽昇華成有如藝術作品般的

各種無⽤之物（⾚瀨川原平、藤森照信、南伸坊，2014：12）。 

然⽽，不論是考現學的「湯⾺森」或是Baudelaire的漫遊者，⼆者雖然都有置⾝其中和熱情抽離

的反⾝批判性，卻容易流為「路⼈甲⼄」的旁觀疏離與視覺化約，故我在此加⼊使⽤⽅式（modes 

of use）的「消費者⽣產（consumer production）」概念（de Certeau: xii-xiii；吳鄭重，2010：148-

180），賦予相關⼈事物在空間⽣產與⾝體再⽣產之間有意義的連結──也就是對於臺北街頭路持續

上演的「地⽅之舞」，強調其空間模式（spatial patterns）／事件模式（event patterns）與空間⽂本

（space texts）／⾝體⽂本（body texts）之間的符碼意義──讓後區域地理與新⾵⼟地話的城市考

現，能從單純的⽥野觀察（field observation）提升到使⽤鑑賞（appropriation and appreciation）的切

⾝層次。 

這樣的研究取徑也是延續過去我在⽇常⽣活地理學研究當中所揭櫫的「⾝體／空間」脈絡──

包括空間⽣產的⾝體鑲嵌（⾝處空間）與⾝體再⽣產的情境體現（⾝為空間）（吳鄭重，2010），

並將其與奧地利裔英籍旅美建築與規劃⼤師Christopher Alexander在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

（1979）書中⽤以掌握「⽣機勃勃／無名特質（the quality without a name, i.e. aliveness）」的建築永

恆之道──質、⾨、道（quality, gate, way）加以結合，構成⼀種由空間模式和事件模式，以及空間

⽂本（space texts）與⾝體⽂本（body texts）交織⽽成的空間民族誌（吳鄭重、莊景智，2011），再

藉由置⾝其中的都市漫遊和熱情抽離的街道觀察，抽絲剝繭地挑檢出臺北不同於其他城市的⼀些主

軸，作為進⼀步分析討論的素材。如此既看熱鬧、又懂⾨道的「城市閱讀」，或許更能彰顯⽣活臺

北的地⽅內涵。 

城市樂活的批判實踐：閱讀城市的「在地居遊」與都市⾏腳的「單⾞迷⾛」 

臺北究竟有哪些讓⼈覺得有趣、充滿活⼒的無名特質呢？如同Alexander在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書中的提醒，這些⽣機勃勃的無名特質，無需求取，因為它們早已存在吾⼈的⽣活周遭，只

要細⼼留意，俯拾皆是（Alexander, 1979: ix）。⽽且，從以前到現在，不乏許多學者專家，持續挖掘

與探索⽣活臺北的獨特之處。因此，本研究初步嘗試的⽣活臺北考現學，包含兩項不相統屬但彼此

關聯的⽥野操作，共同構成批判實踐的城市樂活： 

 Thomasson是1980年代讀賣巨⼈隊以創紀錄天價簽下的美國職棒選⼿Gary Thomasson。他在⽇本職棒只出賽兩季，卻繳出4

平⽇本職棒單季最⾼三振紀錄的難堪成績。所以⾚瀨川原平就以Thomasson作為建物中保存良好的無⽤之物，可視為無⽤
之⽤是為⼤⽤的「超藝術」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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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書寫與地⽅再現的「在地居遊」。⾸先，作為在地⽣活超過五⼗年的臺北⼈，我蒐集

了⼀些不同時期有關臺北的旅遊指南、美⾷報導與地⽅書寫，但將閱讀重點從浮光掠影的「觀光旅

遊（sight-seeing）」，轉移到「在地居遊（life-surfing）」的吉光⽚⽻，試圖從中⽐對出⽣活臺北的

⼀些基本線索。例如：梁實秋（1989）的《雅舍談吃》、唐魯孫（2000）的《唐魯孫談吃》、逯耀東

（1998）的《出⾨訪古早》等早期外省⼈⼜中筆下的臺北飲⾷書寫，⽤他們闖南⾛北的飲⾷經驗和

對於「故國⼭河」的飲⾷記憶，來彰顯臺北作為臨時⾸都的時空連結。或是舒國治（2007）的《臺

北⼩吃札記》、韓良露（2014）的《臺北回味》等當代「美⾷家」的飲⾷札記，還有《臺北美⾷淘》

（韓良憶，2000）、《臺北不吃不可》（江映瑤，2006）、《臺北經典⼩吃指南》（焦桐、賴佳昀、

姚忠誠，2008）、《想吃：王瑞瑤美⾷報告書》（王瑞瑤，2006）、《還想吃：王瑞瑤美⾷報告書2》

（王瑞瑤，2014）、《⼩酌之家：巷弄裡的美味》（王宣⼀，2011）、《臺北吃經》（梁瓊⽩，1996）

等類似的飲⾷評論，藉以勾勒出戰後世代從⼩到⼤的⽣活飲⾷記憶與伴隨相⽣的臺北觀點。另外再

加⼊莊永明《臺灣世紀回味》三部曲（時代光影、⽣活⾧巷、⽂化流轉）（2000）、《臺北⽼街》

（2012）、《城內舊事：臺北建城130週年》（2014）等臺北早期街道⽣活的紀錄整理，以歷史分析

與城市考掘為主的《看不⾒與看得⾒的臺北》（蘇碩斌，2005）、《時代光影，臺北定格：今昔百

景專輯》（吳昭明、賴郁雯、賴素惠，2011），以城市探索為主的《在臺北⽣存的⼀百個理由》（⾺

世芳等，1998）、《臺北學：幸福城市的⾵格地景》（李清志、顏忠賢、林盛豐2011），以及各式各

樣由市政府主導的臺北專題，像是《臺北原來如此》（張樞、王俊雄主編，2013）、《瞻前顧後：

臺北的絕版、復刻與新⽣》（⾼麗鳳總編輯，2001）、《臺北品牌故事》（陳譽馨總編輯，2008）、

《隱逸的城市靈魂》（⿈孫權等，2005）、《魂夢雪泥：⽂學家的私密臺北》（林良等作，⿈孫權

主編，2007）、《臺北美樂地》（王中⾔等，2009）、《臺北觀⾃在》（李欣頻，2006）、《臺北⾮

玩不可101》（王宜燕主編，2012）、《臺北哈燒街》（臺北市商業管理處，2006）等，藉以彰顯出

臺北今昔的變與不變，以及深⼊臺北的各種⾨道。 

然⽽，如此紛雜的線索卻也容易讓⼈分神、迷路。為了讓尋常⽇、巷⼦裡的臺北味更加聚焦，

我試著將「在地居遊」所整理出來的初步線索，放到北京、上海、⾹港等華⼈城市的⽣活氣息與巷

弄滋味中「隔⽔加熱」，例如對照歐陽應霽（2007）的《⾹港味道1, 2, 3, 4》、崔岱遠（2010）的《京

味兒》、⿈百箬（2003）《對⾯：臺北．上海．⾯對⾯》、陳冠中（2005）《移動的邊界：有關三個

城市及⼀些閱讀》等其他華⼈城市的地⽅書寫，看能不能藉由相同事物卻別有滋味的參差對照，萃

取出臺北街市⾵情與巷弄美味背後，更幽微卻也更雋永的「臺北味」。 

（⼆）都市⾏腳的「單⾞迷⾛」。除了「在地居遊」的相關線索之外，本研究另以「單⾞迷⾛」

的逡巡探查⽅式，依照臺北早期聚落發展和晚近⾏政區劃分的時空歷程，騎⾞⾛訪臺北市12個⾏政

區的⼤街⼩巷。先從艋舺、⼤稻埕、城內等最早發展的三市街開始（萬華區、⼤同區、中正區），

接著再⾛訪⼀路向東擴張的臺北城區（中⼭區、⼤安區、松⼭區、信義區），最後再延伸到臺北郊

區的北投、⼠林、內湖、南港、⽂⼭等外圍地區的熱鬧街市，並以⾷⾐住⾏育樂等⽇常⽣活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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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體驗，作為觀察紀錄的基本線索，設法從中掌握⼀些具有「臺北味」的地⽅場景與⽣活事物，

並與「在地居遊」的初步線索，相互對照。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徒步⾏⾛」⼀直被認為是最符合「⼈性尺度」的都市願景，也就是⼀個

宜居城市必須充分滿⾜⾏⼈的需求，但是考慮到臺北都會區的空間尺度，機⾞在臺灣都市交通上的

歷史脈絡，以及電動⾞和⾃⾏⾞等綠⾊私⼈運具在都市⽣活中的潛⼒，本研究特地將Jacobs的「⾏⼈

城市」與de Certeau的「都市⾏腳（walking in the city）」，調整為以⾃⾏⾞踏察的「街道巡禮」

（street cruising），讓⾝體與空間之間的脈絡性與可及性，更加擴⼤，但是又不會⼤到損及街道步⾏

該有的⼈性尺度。換⾔之，除了⽥野考察的實際需求之外，它也可以作為吾⼈思考以⾃⾏⾞來縮短

現代城市與⽣活世界之間時空縫隙與⾏動皺摺的可能性，並以此作為未來城市規劃與都市設計的起

點。⽽且，為了避免落⼊「從臺北看天下」的井蛙之⾒，我特地利⽤暑假和寒假期間，分別騎⾞環

島（970公⾥，⼀週）和從北京騎⾏到廈⾨（2,750公⾥，⼀個⽉），進⾏「旅居路上」的異地反思。

尤其是沿著舊時京杭⼤運河再翻越東南丘陵的「京廈之旅」，我頂著華北冬季的零度低溫，沿途穿

越⿈河、淮河、⾧江三⼤河流，跨越河北、⼭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各省，經過北京、天津、

濟南、曲⾩、徐州、南京、杭州、溫州、福州、廈⾨等各⼤城市，其中還有幾天摸⿊馳騁在東南丘

陵的曠野當中，讓我回到臺北之後，盡可能保有「在地／他者」的反⾝視野，持續探索⽣活臺北的

獨特之處。 

初步發現與分析討論：尋常⽇、巷⼦裡的臺北味 

玩味臺北的問題意識，經過「後區域地理」與「新⾵⼟地話」的理論爬梳，以及「在地居遊」

的城市閱讀和「單⾞迷⾛」的巷弄訪查之後，本⽂接著要從都市性格、街道名稱、騎樓巷弄與⼩吃

攤商、天上⾶的和地上騎的、違建／操場／河濱公園等空間挪⽤，以及市場、超市、超商等⽇常⽣

活的基本場域，提舉出⼀些臺北值得玩味的初步線索。 

不道地得很地道：「⾮常－普通」的臺北性格 

「不道地」是臺北的最⼤特⾊，從充滿了⼤陸各省市地名的街道名稱到仿效紐約、巴黎、東京

等各國城市的百貨商場，⼀直到臺中泡沫紅茶、彰化⾁圓、臺南担仔麵、屏東萬巒豬腳、⽇本料理、

美式餐廳、泰國美⾷等外地⼩吃充斥的街頭美⾷，臺北是個不東不西、不中不臺，同時也是既東又

西、亦中亦臺的⼤拼貼。不僅重要的歷史建築混雜著唐⼭原鄉的閩南特⾊，由⽇本殖民引進的和式

建築，以及⽇本仿效歐洲建築⽽來的「折衷主義」⾵格，連近年來我們引以⾃豪的臺北捷運，也是

法國、⽇本和臺灣本⼟拼湊出來的混⾎兒。甚⾄臺北⼈⽇常說話的⼜語，也是夾雜了北京話兒、閩

南語、⽇語和美式英語的混合腔調，所寫的⽂字更是⽂、⽩夾雜，融合了中、英、⽇⽂和⽕星⽂的

⼤拼盤，遑論臺北⼈吃的、穿的、⽤的各種⽣活物品，都是經過不同程度在地馴化的外來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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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許多集「不道地」之⼤成的結果，就是數百萬臺北⼈賴以為⽣，道道地地（傳統中⽂的說法則是

「地地道道」）的臺北城。 

這種兼具拼貼（montage）、並置（juxtaposition）與聚合（assemblage）的混雜性格，⽽且混雜

得「亂好」的現象，充分展現出臺北作為⼀個「普通城市」的都市性格。這種「⾮常－普通」的都

市性格，⼀開始會有點兒難以理解，但是在臺北⽣活久了，特別是離開⼀陣⼦之後再回來，就特別

容易感受到臺北這種「超級普通（extra-ordinary）」得「⾮⽐尋常（extraordinary）」的「⾮常－普

通」特質。臺北⽼想著學別⼈，但又學得不是很到位，想⾃⼰創新，也沒有讓⼈覺得特別驚艷。總

之，臺北絕對不會讓你第⼀眼就覺得「哇！」。可是相處久了，就會慢慢感受到它的「亂」和它的

「好」──「好亂」也「亂好」的混雜性格。連帶的，臺北⼈也展現出⼀種溫和、包容的⼈情味。

不像西⽅都市⼈那麼冷漠，也沒有臺灣南部鄉親那麼熱情。有點兒像臺北的天氣，陰晴不定。 

其實，臺北之所以具有這種「好亂」也「亂好」的都市性格，和它⾃清領、⽇治、國民政府遷

臺迄今，不斷有各種新住民移⼊的移民／殖民社會，關係密切，也和華⼈凡事只求「差不多」的⾺

虎性格和愛貪⼩便宜的⾃私⼼態，難以割捨。特別是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原本就沒打算在臺

灣⾧治久安，故將臺北定位為動員戡亂時期的「臨時⾸都」，所以違章建築、違法攤商和各種臨時

拼湊的都市設施就像藤蔓般地蔓延滋⽣，也就這麽「將就」和「湊合」出有如⼤拼貼般的臺北現況。

直到1987年解嚴之後，⾄今都還梳理不清。這些好⽤卻未必好看的都市景觀，看久、⽤慣之後，也

就慢慢深⼊臺北市民⽇常⽣活的舉⼿投⾜與⾝⼼⽅⼨之內，進⽽構成這個普通城市的基本性格。 

臺北的好，部分來⾃於它的雜與亂：雜得有層次，亂得有活⼒，雜亂得好⽣活。這就是臺北的

特⾊：普通到了極點，就成為⼀種特⾊。這是所有臺灣城市的共同性格，也是許多華⼈城市的⽂化

基因。臺北如此，⾹港、上海、廣州、北京，也都是如此，只是各⾃普通的⽅式與雜亂的程度，不

盡相同。尤其是臺北，它是個能夠讓普通⼈好好過⽇⼦的普通城市，是個亂得有活⼒的⽣活城市。

換⾔之，臺北亂好的普通性格要放在北京（⽼北京）、上海（洋涇濱）、⾹港（半唐番）、新加坡

（Singlish），以及臺南（府城主義）、⾼雄（⼯業港都）、臺中（夢幻城市）等，兩岸三地華⼈城

市的參差對照之下，才更能彰顯。 

也因為具有混雜與亂好的⾮常普通特性，臺北也是⼀個熱鬧的城市：它夠熱鬧，也愛湊熱鬧。

關鍵在於臺北的都市紋理具有「混合使⽤」和「沿街發展」的潛在基底（吳鄭重，2007: 33-36；張

樞、王俊雄，2013: 88-95），它讓臺北有機會醞釀出各式各樣適合⽣活的空間模式與事件模式，儘

管集⼆者於⼀⾝的騎樓空間在越來越多的新建案中，已經逐漸被容積率與建蔽率加乘的退縮⼤樓中

庭和孤零零的⼈⾏道所取代。臺北的都市性格有⼀點兒像在⼤街⼩巷常⾒的「臺式⾃助餐」，優點

是豐富多元，缺點則是少了點特⾊。但正是這個沒有特⾊的特⾊，⽅便⼤家各取所需，恰是臺北的

魅⼒所在──「⾮常－普通」的臺北，是⼀個對中、下階層相對友善的⽣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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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在臺北」：⽣活在他⽅的街道命名 

初到臺北的外地⼈，特別是來⾃中國各省份的陸客，⼀定會對臺北市的街道名稱有種時空錯亂

的感覺，例如南京東路、北平路、福州街等。同理，剛到上海的臺胞，也會對同樣有南京東／西

路、西藏路的上海街道，倍覺親切。因為這兩個城市都是以中國的城市（臺北）或省份（上海），

作為街道命名的依據。雖說這樣的街道名稱並⾮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之後為了反攻復國、⽣聚

教訓⽽做的⾃我提醒，卻也⼀語成讖地預告了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之後，不得不以「中華臺北

（Chinese Taipei）」名義⾏⾛於國際江湖的無奈局⾯。回頭檢視臺北市不同時期的街道名稱，也就

⼤致理解近百年來臺北⼈「⽣活在他⽅」的空間格局與歷史縱深。 

從清領、⽇治、光復到「中華臺北」的百年期間，臺北的街道名稱歷經三次重⼤的改變。1895

年以前的清領時期，臺北城三市街（即艋舺、⼤稻埕和城內三區）的街道名稱結合了聚落地名、地

形地貌特徵與⼟地利⽤型態等傳統地名元素，呈現出「點」狀的街道名稱特徵。例如：艋舺地區的

⼤溪⼜街、⿓⼭寺街、剝⽪寮街，⼤稻埕地區的港邊街、城隍廟前街、建成（商號名稱）街，以及

城內的府前街、撫臺街、西⾨街等。相關街名可以在1898~1904年期間⽇本⼈為了統治需要，由臺灣

總督府臨時臺灣⼟地調查局負責，以劉銘傳時期的清丈區域為基礎，加上精確三⾓測量及⼟地調查

繪製⽽成的《臺灣堡圖》（參閱施添福，1996）上，⼀窺究竟。到了⽇治時期（1895~1945的州轄市

時期），特別是1922年臺北町名改正計畫之後，⽇本殖民政府將通⾏於⽇本內地，結合街廓名稱與

地籍系統的町丁⽬命名法移植到臺北（丁⽬類似現⾏地籍資料上的「段」），共設64個町區，形成

以街廓區域為主，「⾯」式的街道系統。例如：建成町（⼤稻埕附近）、太平町（延平北路附

近）、西⾨町等，是最早的臺北市（同時期臺灣只有臺北、臺中、臺南三個「州轄市」）。 

1945年⽇本戰敗，負責接收的臺灣省⾏政⾧官公署，隨即頒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

法》，通令兩個⽉內將各地街道名稱中國化，事實上卻保留了當時臺北⼤部分的街道名稱。真正重

⼤的街名改變是發⽣在1947年。時任臺灣省⾏政⾧官公署民政處代理技正的鄭定邦，⼀個來⾃上海

的建築師，仿效⼗九世紀上海租界以中國各省市⽅位的道路命名原則移植到臺北，但是將省份改為

城市，發展出沿街「線路」的道路命名⽅法，從⽽奠定今⽇「中華臺北」的基本格局（1947~1967的

「省轄市」時期）。當時臺北市共有松⼭、⼤安、古亭、雙園、⿓⼭、城中、建成、延平、⼤同、

中⼭共10個區。1967年臺北改制為院轄市，將原本分屬臺北縣的景美鎮、⽊柵鄉、南港鎮、內湖

鄉，與陽明⼭管理局管轄的⼠林鎮、北投鎮劃歸臺北市管轄，增為16個區。1990年時為了平均各區

的⾯積與⼈⼜，將16個區調整為現⾏的12個區，包括中正（合併城中、古亭）、⼤同、中⼭、松

⼭、⼤安、萬華（合併⿓⼭、雙園及部分古亭區）、信義（分割⾃松⼭區南半部）、⼠林、北投、

內湖、南港、⽂⼭（合併景美、⽊柵）等區，成為現在的臺北市。接下來，我試圖還原當初「中華

臺北」街道命名的⼤致輪廓，加上Kevin Lynch（1960）在Image of the City書中所揭櫫包括通道

（paths）、邊界（edges）、區域（districts）、節點（nodes）、地標（landmarks）等都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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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of the city）的基本元素，帶領讀者穿越時空，重新認識「中華民國在臺北」的街道⼼智圖

（mental map）。 

⾸先，以位於中⼭南北路和忠孝東西路交叉⼜的監察院為中⼼，該處在⽇治時期原為臺北州廳

之所在，光復後改為臺灣省⾏政⾧官公署。因此，1947年時以此為中⼼來規劃臺北市的街道紋理，

堪稱合理。南北向以中⼭南北路為縱軸，東西向以⼋德路和忠孝東西路為橫軸，當時分別命名為中

⼭南北、路和中正東、西路，（這也是戰後臺灣各城市街道命名的基本原則，⽕⾞站前的⿈⾦路段

通常命名為中⼭路或中正路），以此界定臺北市的中⼼⽅位。不過，原本的中正東路在⾦⼭南路以

東是沿著現在的⼋德路⾛，因為⾦⼭南路以東的忠孝東路⼆段之後，是1967年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

之後才興建的，⽽介於⼋德路和忠孝東路之間，則是連結臺北與基隆的縱貫線鐵道。中⼭、忠孝這

兩⼤軸線，約當於⼤陸的平漢鐵路（南北向）和隴海鐵路（東西向），⼆者交會於鄭州。順著這個

脈絡就可對照出「中華民國在臺北」的街道命名梗概，也凸顯出中國地理與臺北歷史的時空交會。

例如：松江路、⾧春路、吉林路位於監察院的東北邊；杭州南路、⾦華街、福州街位於東南邊；重

慶南路、桂林路、西藏路位於西南邊；太原路、歸綏街、迪化街、承德路、庫倫街等則位於西北邊。

由於臺北市的發展歷程是沿著淡⽔河岸由西向東發展，造成東⼤西⼩的空間格局，與中國⼤陸東南

沿海腹地⼩，西北內陸幅員廣的國⼟分佈，剛好相反，所以「中華民國在臺北」的街道／地名對

照，也只是⼤概，並不精確。 

其次，在中國地名的鋪陳下，臺北市的街道名稱還有不少三民主義、中華⽂化與反攻復國的時

代印記。例如：忠孝東路以北有民族、民權、民⽣和三民等路；以南及稍北還有忠孝、仁愛、信義、

和平及四維、⼋德等路；中⼭南路以東則有新⽣、建國、復興、敦化、光復等路，反⽽是傳統三市

街的⽼臺北地區，密密⿇⿇地鋪滿了中國⼤陸的各省地名。這個「中華民國在臺北」的街道印記，

涵蓋了1967年改制前「舊臺北」的⼤概範疇：除了西臨淡⽔河（環河南北路）的天然界線，東邊⼀

路延伸到三張犁的象⼭（基隆路），北邊是松⼭機場（基隆河）、南邊是公館（新店溪）。出了這

個範圍，也就是1967年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之後併⼊的⼠林、北投、南港、內湖、景美、⽊柵等

區，當地的街道名稱則是結合傳統地名與新興都市計畫的綜合產物，例如⽂林路、內湖路、⽊柵路

等。特別是1980年代的信義計畫區和1990年代基隆河截彎取直之後的內湖科學園區與倉儲區，就出

現⼀堆松智路、松仁路、松勇路、⾏愛路、⾏善路之類的新興路名。加上不同時代點綴臺北各地的

特殊路名，例如：紀念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南北路、紀念美國總統的羅斯福路、紀念⿆克阿瑟將軍

的⿆帥公路、緊鄰國⽗紀念館的逸仙路、拍⾺屁的總統府前介壽路、1990年代市區鐵路地下化之後

結合⾼架快速道路新增的市民⼤道，2000年⾸次政黨輪替之後將介壽路改為凱達格蘭⼤道等，可以

⼤致看出整個臺北市區街道命名的時空紋理。甚⾄在2000年時，臺北市政府為了便利外國⼈在市區

辨識⽅位並與國際接軌，除了翻譯的英⽂路名之外，特地增設了10條東西向⼤道（Boulevard）和14

條南北向⼤街（Avenue）的雙軌英⽂街道名稱。例如：和平東西路是還第⼀⼤道（1st Blvd.），信義

路是第⼆⼤道（2nd Blvd.），民族東西路是第⼗⼤道（10th Blvd.）；環河南北路是第⼀⼤街（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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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中華路是第⼆⼤街（2nd Ave.），基隆路是⼗四⼤街（14th Ave.）等。結果在地⼈和外地⼈都

搞得霧煞煞，最後變成掛在路標上沒有⽤的闌尾街名。 

除了可⽤這些主要街道的命名邏輯作為戰後迄今臺北市發展歷程中的重要線索之外，⼀些兼具

實際功⽤與象徵意義的交通幹線，共同構築出「中華民國在臺北」的主要廊道。例如：連接松⼭機

場與總統府之間的敦化南北路與仁愛路、貫穿臺北市的中⼭⾼速公路、連接臺北東西區的市民⼤道

⾼架道路、在市區沿復興南北路⾼架的臺北捷運⽂湖線，以及出了市區之後沿著舊鐵道通往淡⽔的

北捷淡⽔線等等。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借⽤Lynch其他都市意象的基本元素，進⼀步強化吾⼈對於

臺北城市發展的⼼智圖像。例如：總統府、臺北⽕⾞站、圓⼭⼤飯店、國⽗紀念館、中正紀念堂、

新光三越站前⼤樓、臺北101⼤樓等標誌性建築（iconic buildings），都是辨識臺北政經發展的重要

地標。同理，萬華⿓⼭寺夜市（艋舺）、迪化街（⼤稻埕）、⼤安區永康街（城中⽂教住宅區）、

西⾨町（西區）、頂好商圈（東區）、⼠林夜市（連結淡⽔、陽明⼭地區）、公館商圈（連結中、

永和及景美、⽊柵）、信義計畫區（市政府、市議會與百貨辦公⼤樓群聚的東西軸線翻轉）、基隆

河截彎取直後新興內湖倉儲區、內湖科技園區及南港經貿園區，以及中正紀念堂兩廳院、華⼭、松

菸⽂創園區等等，則是臺北市不同時期次地發展⽽來的⼤⼩區域與節點。若再加上淡⽔河、基隆

河、新店溪、陽明⼭、象⼭等天然邊界，整個臺北城的基本輪廓，也就清晰地映照在我們腦海中的

⼼智地圖上了。 

巷⼦裡的臺北味：騎樓、招牌、攤商與⼩吃的熱鬧混搭 

對照⾹港的茶餐廳、⽇本的居酒屋、英國與愛爾蘭的酒坊（pub，原意是public house）、巴黎的

露天咖啡座等，臺北街頭似乎⼀下⼦找不出⾜以代表在地特⾊的街道空間。想了很久，也問了不少

⼈，勉強拼湊出來⼀個「路邊攤」的圖像，⼀種結合「臨時」與「變通」⽽來的空間佈局與時間模

式。店家與攤商巧妙地運⽤既有的建築空間或是錯開使⽤時間，哪怕已經有了固定店⾯，許多店家

還是習慣將麵攤設在⾨⼜騎樓，更有不少攤商是利⽤店家關⾨之後，「以時間換取空間」地挪⽤暫

時閒置的街道空間。這樣的都市紋理，是結合了沿街騎樓的混合使⽤與線性發展，以及⼩吃攤商的

空間挪⽤與時間延展，所共構⽽成的「巷⼦裡的臺北味」。接著就讓我逐⼀解構這些讓臺北街頭變

得很有味道的時空因素。 

臺北最明顯的街頭景像之⼀，就是沿著街道騎樓⼀路開下去的各種店⾯，以及佔據騎樓周邊的

各種路邊攤。騎樓是近代中國閩、粵和臺灣、港澳、東南亞等華⼈地區盛⾏的建築特⾊。它是⼀種

外廊式的街道建築設計。建築物⼀樓⾯臨街道的部分建成開放式的⾛廊留給⾏⼈通⾏，⾛廊上⽅則

為住家⾃⽤的樓層，猶如「騎」在⼀樓廊道之上的樓房，故稱為「騎樓」。閩南語稱「亭仔腳」，

東南亞華⼈（潮州⼈）叫它「五腳砌」，英⽂⼀般翻為veranda或langfang，意為⾛廊或廊坊。據說是

⼗⼋世紀時英國殖民印度時，因為不適應印度南部的季⾵氣候，在住宅前加了⼀個外廊，既可遮陽

又可避⾬，當地⼈加以效仿。之後隨著英國殖民勢⼒範圍逐漸擴⼤，經由東南亞輾轉傳⾄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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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在鴉⽚戰爭後傳⼊⾹港、廣州，⽽後傳⼊廈⾨，再輾轉引⼊臺灣（維基百科h t tps : / /

zh.wikipedia.org/wiki/騎樓）。臺灣潮濕多⾬，夏季午後常有雷陣⾬。都市地區的連棟街屋，⼀樓⾨

⼜連通的騎樓空間，形塑出⼀樓經商，⼆樓以上住⼈的獨特街景。這是臺北及臺灣各地⽼街⾵貌的

⼀⼤特⾊，更是臺灣城市結合街屋混合使⽤與沿街線性發展之都市⼟地利⽤模式背後，不可忽略的

建築⽂化基礎。 

沿街只要有騎樓，就會有⾏⼈。有⼈潮，就會有店⾯。有店⾯，就會有各式各樣的⽣意。也不

管彼此的⽣意是否相容，餐廳、鐘錶⾏、⽂具店、診所、機⾞⾏、郵局、傢俱⾏、⿆當勞、屈⾂⽒、

美容院、⽡斯⾏、便利商店等，各種店⾯就這麼⼀家接著⼀家地開下去。⽽且，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臺灣⼈餓了四百年，中國⼈餓了五千年，在這些沿街店⾯中，賣吃的⽐例特別⾼。從早到晚，甚⾄

24⼩時不打烊，隨時隨地都有東西可吃。在⼀樓店⾯樓上，也許是早期的三層洋樓，也許是五層、

七層的市區公寓，或是幾⼗層⾼的電梯⼤樓，有為數更多的公寓單元，裡⾯住滿了⼈。甚⾄頂樓加

蓋的違章建築裡⾯，也住了許多在⼤城市討⽣活的出外⼈。⼤家下了樓梯，要吃飯、要買報紙、要

寄信、要理髮、要存錢、要買菜、要看病，甚⾄下⾬天不帶傘，穿個拖鞋出⾨，也能在個把鐘頭內，

把⼀天要辦的諸多雜事，⼀次解決，⾮常便利。可惜，到了1990年代，臺北市實施容積率管制，建

築基地的開發量體與騎樓無關，加上主要道路皆設有⼈⾏道，許多建案為求⼤樓整體美觀，採取拉

⾼退縮或是填平⽴⾯等設計⼿法，使得沿街騎樓的傳統街景，出現破⼜。 

沿街發展的商業組合，進⼀步反映在騎樓上⽅千奇百怪、爭奇⾾艷的廣告招牌上⾯。雖然有⼈

覺得這些「雜亂無章」的招牌是妨礙市容觀瞻的都市毒瘤，有待嚴加管理或是剷除消滅，但是它們

就像樹幹上的枝葉⼀般，總是有辦法在⼤樓外牆、遮⾬棚、鐵欄杆、街燈、路樹和電線桿的層層縫

隙中，找到⼀⽅天地，綻放出五顏六⾊的霓虹花朵。它是都市叢林中最⾃然和最有機的「鐵樹銀

花」。世界各地只要是華⼈聚集的地區，各式各樣的商店招牌也都如影隨形，構成⼀幅幅有趣的⽂

化地景。在臺灣，不同形狀、尺⼨、顏⾊、材料、燈光的招牌更是招搖，加上千變萬化的⽂字內容，

充分展現出臺灣的都市創意和商業⽂化。臺北市⽴美術館永久典藏的鎮館名畫之⼀，臺灣膠彩畫家

郭雪湖（1908-2012）描繪1930年代繁華⼤稻埕的經典名作──《南街殷賑》，畫的就是⼤稻埕街道

騎樓的熱鬧景象。南街是指位於民⽣西路和南京西路之間的迪化街路段。霞海城隍廟位居其中，街

道兩側的騎樓和⾼低錯落的招牌，加上廟前的攤棚和街道上摩肩擦踵的⼈群，共構出當時熱鬧繁華

的「殷賑」（⽇語「熱鬧」之意）景象。 

與沿街騎樓相伴⽽⽣的是各式各樣的攤家與商店。部分攤家在店家的默許下，安適⾃在地盤據

在騎樓間；有些攤家則與店家玩起躲貓貓，趁店家關⾨之後（例如準時下班的銀⾏或郵局），再悄

悄地現⾝。也有店家不⽢寂寞，乾脆將店⾯擴展⾄騎樓，以宣⽰主權。更有⼀些攤販成群結隊地以

「觀光夜市」或「地⽅商圈」之名，堂⽽皇之地佔領整條街道。⽽這些或零散或集中的攤販，又有

極⼤⽐例是販賣各式⾷物的⼩吃攤，它是臺北／臺灣最普通，也最超乎尋常的飲⾷所在，⾜以和⾹

港的茶餐廳，法國巴黎的露天咖啡座，英國倫敦的Pubs，或是⽇本居酒屋等地⽅飲⾷處所，分庭抗

禮。 

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臺北街頭的⼩吃攤⽂化，反映出⼀連串⾝體空間與⼈地關係的動態過程與飲⾷⽂化系譜。借⽤

《窺看歐洲》、《⼯作⼤不同》等⼀系列以場所分析著稱的⽇本舞臺設計師妹尾河童所提出的「俯

視分析」⼿法（參閱妹尾河童，2002；2003），來拆解臺北街頭、巷弄之間的⼩吃攤空間，會發現所

有的⼩吃攤都很巧妙地運⽤現場可⽤的所有空間，哪怕是⼀棵樹、⼀個臺階、⼀根柱⼦，或是⼀塊

屋簷，都不放過。就算有所不⾜，⼨⼟必爭的攤商也會利⽤⽊板、磚頭、帆布、鐵⽪、遮陽傘等等，

張羅出所需的營業空間。以不鏽鋼板打造的攤⾞本⾝，更是⽅便擴張、收納的「變形⾦剛」。攤⾞

上⽅除了⾞頂可加裝頂棚遮陽避⾬之外，棚下外緣是懸掛招牌或是顯⽰產品項⽬與價格的看板區，

內部則可作為擺放提袋、物品、配料的儲藏空間。位居攤⾞中間的操作平臺則是⼩吃攤的核⼼區

域，上⾯除了可以設置鍋爐及各種⾷品製作的器具外，許多攤⾞都會製作可以擴張收放的延伸檯

⾯，既可擺設廚櫃放置滷菜或各種陳售商品，加上幾個板凳，也可作為客⼈的⽤餐空間。攤⾞下⽅

空間，除了乘載鍋爐器具的主體之外，也是放置（⼩型）⽡斯桶、冰櫃及各種雜物的儲藏室。有了

攤⾞的基本配備，就可以做起⾞輪餅、蚵仔麵線、切仔麵、鹽酥雞、⾖花、刨冰等等各式各樣的⼩

吃攤⽣意。如果腹地⼤、⽣意好，攤⾞旁邊還可以加幾張折疊桌和板凳，或是借⽤騎樓空間、樹

蔭，再不⾏就撐起遮陽傘或搭個棚⼦，營業⾯積⽴即擴⼤三、五倍，找個牆⾯或⾓落擺上⼩桌⼦，

後臺的廚房空間也有著落。再跟附近的住家或店⾯接⽔、接電，開個熱炒攤或⽜排攤，都不成問

題。即便賺了錢買房⼦開店⾯，攤主多半會將這些陪伴他們多年的⽣財⼯具收納到店裡，形成攤⾞

置於店⾨⼜的「前廚」⼩吃店，或可稱為「攤⼦店」。這些⼩吃店甚⾄捨不得放棄原來的騎樓攤位，

只是把桌椅的⽤餐空間延伸到室內。所以你會看到由攤商變成店家的⽼闆（或⽼闆娘），依然⼀⼈

郭雪湖（1930）《南街殷賑》，膠彩畫，188x94.5cm，臺北市⽴美術館典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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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挑⼤樑地站在攤⾞前煮麵，還能遊刃有餘地招呼裡裡外外的客⼈。讓我們不得不驚呼，街頭⼩吃

攤的空間魔法，實在是太神奇了！ 

⾄於經由攤⾞流傳遞嬗的地⽅⼩吃，更是臺灣當代飲⾷⽂化不可忽視的重要篇章。它訴說著從

早期唐⼭過臺灣隨著先民⼀起飄洋過海⽽來的原鄉飲⾷記憶，像是⾁羹、扁⾷、麵線糊等，⽇治時

期殖民統治所遺留下來的東洋和⾵滋味，例如甜不辣（天婦羅）、壽司、⾞輪餅、蛋包飯等，國共

內戰期間避居臺灣外省軍民所帶來的⼤江南北飲⾷，譬如⽜⾁麵、雜醬麵、燒餅油條、蔥油餅、⼩

籠包等，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城鄉移民帶來臺北謀⽣的家鄉在地飲⾷，例如彰化⾁圓、臺南⽶

糕、雲林蚵嗲等等，乃⾄於晚近隨著東南亞移⼯與外籍新娘所掀起的⼀陣陣跨國飲⾷⾵潮，像是越

南春捲、涼拌⽊⽠絲、印尼沙嗲、泰國奶茶、印度拉茶等等。這些落地⽣根的原鄉飲⾷共同交織出

臺北獨特的⼩吃⽂化，並且體現在⽇常飲⾷的主客易位與正副消⾧上⾯。它讓街頭⼩吃由點⼼的附

屬地位，逐漸攀升到與正餐不相上下的重要地位。特別是在⼩吃攤聚集的（觀光）夜市，像是⼠林

夜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寺萬華夜市等等，⼀攤接著⼀攤，混合著零⾷點⼼與麵飯湯

粥，甚⾄⽜排、熱炒、海鮮等主⾷⼤餐，共構出⼀幅「⾆尖上的中國」與「味蕾下的臺灣」唱和共

舞的曼妙樂章，成為展現臺北地⽅特⾊的觀光資產。 

⾛在臺北街頭，你可以輕易地在⼩吃攤或⼩吃店的招牌上，看到標榜著「外地」特⾊的地⽅⼩

吃，例如基隆（廟⼜）天婦羅、九份芋圓、⿓潭⾖花、新⽵⽶粉／貢丸、臺中泡沫紅茶、彰化⾁圓、

嘉義雞⾁飯、岡⼭⽺⾁爐、臺南⽶糕／意麵、屏東萬巒豬腳、恆春綠⾖蒜、宜蘭三星蔥餅等等，甚

⾄上海⽣煎包、福州乾拌麵、⼭東饅頭、天津煎餅果⼦、⽇本⼤阪燒、⼟⽿其沙威瑪、越南涼拌青

⽊⽠、印度甩餅等等。我實在想不出來，有哪個城市有為數如此眾多「不道地」的外地⼩吃。可想

⽽知，這些掛著外地招牌的⼩吃攤／⼩吃店，它的滋味可能不如原鄉產地那麼道地，甚⾄有些⾛

味。但是這些略為⾛味的原鄉⼩吃與勉強可以遮⾵避⾬的攤棚推⾞，反映出臺北作為出外⼈的棲⾝

之地，除了彰顯出臺北「不道地得很地道」的城市性格，更⾒證了「他鄉⽇久是故鄉」的時空流轉。

這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全球在地化的新時代，地⽅、⾵⼟與認同的嶄新意涵。 

⾏在臺北：機⾞滿街跑、單⾞任我⾏、⾶機凌空過的機動城市 

除了固定街景外，對於初到臺北的外國⼈，特別是來⾃西⽅的歐美⼈⼠⽽⾔，臺北街頭最令⼈

歎為觀⽌的移動景觀之⼀，就是萬頭鑽動的機⾞⾞陣，儘管臺北市的公共汽⾞、捷運、計程⾞和共

享⾃⾏⾞（YouBike），在數量和服務品質各⽅⾯，也都讓⼈印象深刻。如果你在上下班尖峰時間，

佇⽴在淡⽔河畔連接臺北和三重之間的臺北橋頭，你會看到上下橋的機⾞專⽤道上擠滿了通勤的機

⾞族，蓄勢待發地等待交通號誌由紅轉綠，然後⼀輛接著⼀輛機⾞⿂貫地奔流出來，好不壯觀！ 

截⾄2018年5⽉底⽌，臺灣地區總⼈⼜數約2,357萬2千多⼈，家⼾數約864萬8千⼾（內政部⼾政

司⼾⼜統計速報表，https://www.ris.go.tw/346。2018.08.29）機⾞掛牌數量卻⾼達1,378萬8千多輛（環

94

https://www.ris.go.tw/346


保署環境資源資料庫環保統計／機動⾞輛／機動⾞輛登記數及密度，https://erdb.epa.gov.tw/

DataRepository/ReportAndStatistics/StatSceMotors.aspx。2018.08.29）。平均每100⼈擁有58輛機⾞，

每1.7⼈（包括剛出⽣的嬰幼兒、⾏動不便者和⾼齡⽼⼈在內）就擁有⼀輛機⾞，或是每⼾⼈家擁有

1.6輛機⾞，可以說是全世界機⾞密度最⾼的機⾞王國。其中臺北市共有95萬3千多輛機⾞，數量雖然

位居六都之末，但每平⽅公⾥3,507輛的機⾞密度，卻是全國之冠。周邊新北市則有218萬5千多輛機

⾞，其中有不少機⾞騎⼠是每⽇往返於雙北之間的通勤⼈⼜。若再加上各種機⾞貨運，每⽇穿梭於

臺北街頭的機⾞數量，更是可觀。除了⼯作需求外，機⾞在⽇常購物、倒垃圾、接送⼩孩等各種近

距離移動，還具有使⽤與維護成本低、⽅便停⾞等優點，它在都會交通運輸中所扮演的重要⾓⾊，

可⾒⼀斑。 

然⽽，出⼊有專⾞接送，甚⾄有警⾞開道的政府⾼官，總是不知民間疾苦地認為，在⾞陣中鑽

來鑽去的機⾞是破壞交通秩序的野蠻機器、是製造空氣污染的元兇，還有成排停放在街道、騎樓的

機⾞，則是妨礙市容觀瞻的毒瘤。政府甚⾄在1979年第⼆次世界⽯油危機時，還以節約能源為名，

下令禁⽌製造與販售排氣量150c.c.以上的重型機⾞。直到2002年臺灣因為加⼊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才又重新開放重型機⾞的進⼜與製造、販售，並開放內側⾞道及市內⾼

架道路讓重型機⾞⾏駛。政府官員並沒有意識到這是道路設計、交通法規和環境政策的問題，機⾞

是交通問題的「解」⽽⾮「結」，這也是為什麼有許多汽⾞⾞主，家裏同時也擁有⼀輛或⼀輛以上

機⾞。由此觀之，機⾞提供給市井⼩民的⽣活便利和經濟貢獻，尤其是它的機動性和低成本，反⽽

是解決都會地區交通問題的重要功⾂，那是私⼈汽⾞和⼤眾運輸系統難以完全取代的。即便是在公

⾞和捷運等⼤眾運輸系統最發達的臺北市區，如果沒有機⾞幫忙分擔龐⼤的交通需求，⽽是讓現有

的機⾞騎⼠去開⾞、搭乘公⾞或捷運，相信現有的道路⾯積和⼤眾運輸系統即使再擴充⼀倍，臺北

的交通⼀定會壅塞到癱瘓的地步，空氣污染的問題也會更加嚴重。 

若將電動化的產業趨勢考慮進來，這幾年電動機⾞的數量快速增⾧，尤其是深受年輕⼈喜愛的

Gogoro電動機⾞，在臺北市佈建了密集的電池交換站，加上⼭葉、光陽等傳統機⾞廠的積極投⼊，

都讓電動機⾞在可⾒的未來，極可能成為臺灣城市交通的救星，⽽不是交通官員和規劃專家以為的

毒藥。歐美等溫帶國家是因為幅員遼闊、天寒地凍和發展分散等⾃然和⼈⽂條件不利於機⾞的發

展，因此才不得不仰賴汽⾞作為解決城市交通需求的主要⼿段，⽽我們卻倒果為因地誤認為那是⽂

明和進步的必然結果。同理，我們也不要過度迷信造價昂貴和軌道固定的捷運「⾼科技」，因為它

在地震、颱⾵、淹⽔和傳染疾病（例如SARS）各⽅⾯，潛藏著極⼤的⾵險與危機。以⼤臺北地區如

此密集發展的空間特性⽽⾔，結合綿密的市區棋盤公⾞路網和廉價的電動機⾞在經濟成本、環境污

染、⾵險分散和機動性各⽅⾯，可能更有助於發展出活潑熱鬧和舒適便利的⽣活城市。 

相較於機⾞在臺北街頭⾧年妾⾝未明、叫座不叫好的荒謬命運，過去幾⼗年⾃⾏⾞在臺北街頭

的命運，則剛好相反。從叫好不叫座的⽼弱婦孺代步⼯具，逐漸變成環保急先鋒的當紅炸⼦雞。尤

其是當臺北市政府在2009年以BOT模式推出暱稱為「微笑⾃⾏⾞」的公共⾃⾏⾞租賃系統YouBike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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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加上當時整個臺灣正籠罩在⼀股⾃⾏⾞的休閒⾵潮之下，⾃⾏⾞穿梭於臺北的⼤街⼩巷，逐漸

變成⼀種既時髦又務實的交通模式。特別是⼀開始推⾏的時候，臺北市政府補貼費率，讓前30分鐘

騎乘完全免費，吸引許多民眾嘗試。到2015年之後才改為前30分鐘收費新臺幣5元，但已經讓許多市

民習慣使⽤YouBike作為市區交通的替代運輸⼯具，甚或已經成為部分市民⽇常交通的主要⼯具。 

截⾄2017年8⽉為⽌，臺北市共有371個YouBike的租借站，有14,500輛單⾞可供使⽤。相同的公

共⾃⾏⾞系統，甚⾄從臺北市⼀路擴展到新北市、桃園市、新⽵市、臺中市和彰化縣等地。連⼤陸

福建省的泉州市，也使⽤和臺北市⼀模⼀樣的YouBike系統。可惜的是，不論機⾞或是⾃⾏⾞，臺北

市的道路設計，包括停放空間，始終沒有正視機慢⾞在都市交通裡的重要性，也使得臺北市這項⾧

期被忽略，有如「青少年哪吒」⾵⽕輪般的移動地景，持續隱沒在廢氣瀰漫的⾞陣當中。 

除了機⾞、⾃⾏⾞等⼈性化的交通⼯具，臺北市還有⼀項備受誤解，但卻極其重要的交通⽂化

資產──松⼭機場。世界上幾乎沒有⼀個國家的⾸都機場位於市區核⼼地帶，這也使得臺北松⼭機

場的存在，彌⾜珍貴。位於臺北市區北端靠近基隆河畔的松⼭機場，南連敦化北路終點，並以民權

東路和民族東路與市區相隔，⾯積2.13平⽅公⾥。建於⽇治時期的1936年，當初稱為臺北⾶⾏場，是

臺灣第⼀座機場，班機往返於臺⽇與亞洲各地。戰後由中國空軍接收，改為空軍松⼭站。1949年國

民政府撤守臺灣之後，設置民⽤航空局臺北航空站，成為軍民合⽤的國際機場。1979年名列⼗⼤建

設之⼀的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正式啟⽤後，國際航班全部移到中正機場。松⼭機場改為國內航線，是

臺北與東部花蓮、臺東，南部⾼雄、臺南，以及⾦⾨、⾺祖、澎湖等離島地區之間的重要交通連結。

因國際航線遷移空出的國際貨運站第⼆航廈，則改為外貿協會的松⼭展覽館，是當時臺灣拓展國際

貿易的重要基地。 

2007年⾼鐵通⾞之後，國內航線⼀蹶不振。在1979年到2007年近30年間，是松⼭機場國內航空

的⿈⾦時期。頻繁的⾶機起降，使得機場跑道圍牆外的菜園空地，成為臺北市民觀賞⾶機起降的絕

佳場所。應接不暇、⽴體⾝歷聲的⾶機起降秀，也讓濱江路180巷有了「⾶機巷」的稱號，是少數內

⾏市民不輕易向外⼈透露的私密景點，留有許多市民對於松⼭機場最深刻的記憶。就在松⼭機場航

班萎縮短暫沈寂⼀兩年之後，2008年底兩岸簽訂《海峽兩岸空運協定》，松⼭機場與⼤陸北京之外

的⼗多個城市開始常態直航，又逐漸恢復⽣機。2009年臺北捷運⽊柵線內湖段（2014年更名為⽂湖

線）通⾞增設松⼭機場站，2010年開闢東京⽻⽥機場航線，2011年第⼆航廈啟⽤，第⼀航廈改為國

際航線。2012年增加⾸爾⾦浦機場航線等等，讓松⼭機場重新開啟區域航空的嶄新時代。這也使得

臺北⼀⽇⽣活圈的時空腹地，得以延伸擴張到海峽兩岸及亞太區域的各⼤城市之間。例如臺北廈⾨

之間直航的⾶⾏時間只要90分鐘，⽐⾼鐵臺北⾄⾼雄直達⾞95分鐘的時間還少了5分鐘，松⼭機場的

重要性，不⾔可喻。 

可惜的是，⾃從桃園國際機場開始營運之後，主張廢除松⼭機場的聲浪，⼀直不絕於⽿。尤其

是每四年⼀次的市⾧選舉，不分藍綠的候選⼈爭相提出各種松⼭機場的再利⽤計畫，有改建公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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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興建國會⼤廈之說、設置國民住宅之說，還有作為展覽中⼼之說等等。說穿了，松⼭機場遷移

之後，周邊地區解除⾶航⾼度禁建的限制，才是房地產業者垂涎的⼀⼤利多。像松⼭機場位居⼈⼜

稠密市區邊緣的例⼦的確世所罕⾒，該如何在便捷的區域航空與⾶航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將持續考

驗⾸都市⾧的城市遠⾒與決策智慧。 

乾坤挪移、暗藏⽞機的都會空間：公寓違建、河濱公園及學校操場 

搭⾶機從松⼭機場降落臺北，你會發現地⾯上公寓⼤樓的頂樓滿是綠⾊、紅⾊的鐵⽪違建。出

了機場，搭上⽂湖線捷運，沿途⾼架軌道兩旁的建物⽴⾯，也充斥著⼀個個陽臺外推的突出⽅框。

⾛出捷運站，回到國宅社區的住處，望著⼀樓住⼾⽤搭建⾬棚的⽅式佔⽤基地上的法定空地，⽽樓

上的住⼾也不⽢⽰落地⽤破腳踏⾞和花盆佔據巷弄的⾞位。這是⼀個空間匱乏，抑或⼈⼼不⾜的城

市寫照？ 

扣除數量有限的平房、透天厝和別墅，臺北市絕⼤部分的市民居住在屬於〈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篇」第21條指稱，「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

築物」的集合住宅，或是《公寓⼤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款所定義，「構造上或使⽤上或在建築執

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基地」的「公寓⼤廈」裡⾯，包括三／四／

五樓的樓梯公寓，以及七樓以上，甚⾄⾼達⼆、三⼗樓的電梯公寓，可統稱為「公寓集合住宅」。

這樣的居住模式經歷了1949～1974年間四樓以下低層公寓的奠基階段、1975～1989年間中⾼樓層公

寓國宅⼤量營造階段、1990年迄今⾼層公寓社區峰層化發展及⼆⼿屋仲介買賣的不動產流通階段等

不同時期的發展演變（吳鄭重，2010：281-284）。然⽽，「空間飢渴」的都市症狀，似乎從未消退

──臺北⼈總是想著，如何在極其有限的內外居家環境裡，再多挪⽤⼀些空間。 

部分原因是早在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臺灣時，帶來了⼆百萬的軍政難民。為了安置這些難民，

加上隨時準備反攻⼤陸，當時政府對於後來演變為「都市之瘤」的違章建築，並未嚴加管制。⼀直

到1957年才制定並實施《違章建築取締辦法》及《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正式⾯對「住者有其

屋」的住宅問題。但是違章建築的⽕苗已經蔓延開來，⽽且還化整為零地依附在各式各樣的建築環

境裡⾯，讓市政府的違章查報拆除業務，經過⼀甲⼦的歲⽉，還是「剪不斷、理還亂」。隨著時代

進展，這些「違章建築」先後以⼀樓前後空地增建、頂樓加蓋、陽臺外推、搭建鐵棚⾬遮，以及夾

層屋等形式，悄悄地形塑臺北的天際線、街景圖與室內格局，使得原本就已經被騎樓、招牌和⼩吃

攤商混搭得異常熱鬧的臺北街景，變得更加混亂。 

公寓頂樓加蓋的鐵⽪屋和隔成⼩間的公寓雅房是許多前仆後繼到臺北打拼的「波西⽶亞⼈」的

棲⾝之地，卻也是每隔⼀陣⼦就會發⽣電線⾛⽕或⽡斯中毒等意外事件的隱藏陷阱。⼀樓前後空地

增建、陽臺外推、搭蓋鐵棚⾬遮和夾層屋，則是屋主在⾼額房價壓⼒下，試圖將室內空間極⼤化的

⼩動作。只要沒有得罪鄰居或做得太誇張，就可以在⾃家空間裡，偷偷享受有如填海造陸般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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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幸。你以為這些都市亂象會隨著經濟發展和國民所得提升⽽逐漸減少？並沒有！即便是這幾年

新蓋的豪宅社區，也暗藏許多陽臺集體外推、加窗，地下室停⾞場改為交誼廳和室內夾層屋的各式

違建。究竟是違章建築法令訂得太嚴、市民不守法，還是違建拆除執⾏不⼒？睽諸過去⼗年，臺北

市的房價上漲了⼀倍，⽐過去⼆⼗年漲了三倍，⽐過去三⼗年漲了⼗倍，⽽且新建⼤樓的公設⽐，

越來越⾼，臺北⼈想⽅設法要從中偷回⼀些空間的⼼態，可想⽽知！可是回頭想想，房價⽐臺北更

⾼，⼨⼟⼨⾦的東京、倫敦、紐約，為何沒有類似的問題？但⾹港的違建（當地稱為「僭建」）問

題，似乎也不遑多讓，難道這是華⼈對於⼟地與不動產的強烈偏執，加上公共意識薄弱，所造成的

都市亂象？經過戰後⼀甲⼦的發展，這種有如腫瘤般的建物增⽣，雖然為「臺北居，⼤不易」的市

民創造出極其珍貴的居家空間，卻也造就出突兀、雜亂的街道景觀。或許臺北市得再花六⼗年的時

間，看能不能透過規劃設計、公共意識和市民美感的整體提升，徹底廓清違章建築的都市之瘤。 

除了私⼈居家空間的違建挪⽤之外，臺北市的公部⾨也堂⽽皇之地「偷地」，挪⽤河川溝渠的

⾏⽔空間，為公園綠地嚴重不⾜的都市空間，創造出帶狀的河濱公園和零散點綴的鄰⾥公園。臺北

市有匯集基隆河、⼤漢溪和新店溪的淡⽔河系流經，因此擁有廣⼤的河岸空間。尤其是基隆河松⼭

⼤直段在1990年代初期截彎取直之後，除了釋放出⼤筆⼟地作為開發建設之⽤，臺北市政府也在河

岸兩側建造了⼤佳河濱公園，作為都市的休憩空間。並於2002年起，推動串連臺北市淡⽔河流域，

包括淡⽔河、基隆河、景美溪及新店溪，南起景美、東⾃內湖，沿著河岸⼆側向下游延伸⾄關渡，

總⾧超過100公⾥的河濱⾃⾏⾞道。沿途腹地較⼤的⾏⽔區塊，設有籃球場、網球場、壘球場、溜冰

場等簡易運動設施，以及⼤⽚的草地，這對開放空間嚴重不⾜的臺北市⽽⾔，的確不無⼩補，也廣

受市民喜愛。除此此外，遍佈全市各地的⼤⼩溝渠和灌溉⽔圳，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先後加蓋移⼊地

下，變成都市下⽔道，騰出許多零散、蜿蜒的地⾯空間，也陸續修整成⼩型的鄰⾥公園或開放空

間，讓市民可以就近使⽤。可惜，這些鄰⾥公園的設計規劃與管理維護，品質良莠不⿑，難以媲美

倫敦市區隨處可⾒的花園廣場（gardens and squares），否則這些隱藏在街廓巷弄之間的鄰⾥公園，

極有潛⼒可以發展成⿃語花⾹的「市內桃源」。 

也因為臺北市區極度缺乏開放空間和運動設施，我們還有⼀個⾏之有年，⽽且市民早已習以為

常的空間挪⽤現象，那就是各級學校的操場在早晨、⿈昏和週末例假⽇，被當作社區運動空間使⽤

的時空挪移。2018年臺北市共有305所從⼩學到⼤學的各級公私⽴學校（不含特殊學校），其中⼤學

25所，⾼中51所，⾼級職業學校16所，初中61所，⼩學152所。在正常上課時間之外，學校的操場、

跑道和各項⼾外運動設施，普遍被社區居民當作⽇常休閒的運動場所。許多學校的游泳池和室內體

育館，也將晚間和假⽇時段，開放給⼀般民眾租⽤。 

這些為數龐⼤的學校操場，適時地提供了市民運動所需的休閒空間。這也是為什麼臺北市遲⾄

2010年才達成轄下12個⾏政區，每區有⼀座公辦民營的運動中⼼的⽬標（2003年中⼭運動中⼼最早

開放，2010年⽂⼭運動中⼼最晚落成），但也只是杯⽔⾞薪。在此之前與從此之後，熱愛運動的臺

北市民還是有地⽅可以運動，儘管學校操場、球場的運動設施，幾乎談不上任何運動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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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校操場作為社區運動場所的連結，也是⼀個歷史偶然與空間必然的有趣結合。因為從⽇治時

期開始，在太平洋戰爭的軍國主義⾵潮下，為了富國強兵的⽬標，各級學校都設有操場和司令臺，

要求學⽣鍛鍊體魄與培養愛國情操。朝會升旗、訓話和做體操，也成了各級學校每⽇必備的基本儀

典。這樣的⾵氣⼀直延續到戰後，直到解嚴之後才漸漸鬆綁。加上國民中、⼩學，甚⾄⼀路到⼤

學，都有體育課，運動⾵氣興盛。⼀些愛運動的同學，課餘時間也會利⽤學校的運動設施。甚⾄畢

業之後，也會和三五好友相約，就近到學校打籃球。操場跑道，也是成年⼈散步、慢跑的理想場

所。也因為我們從⼩習慣了學校操場作為社區運動中⼼的運動環境，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然⽽，回顧東西⽅的城市發展過程，運動休閒其實是起步甚晚的現代產物。⽽學校操場裡最普遍的

運動設施就是籃球場，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棒球號稱是臺灣國球，可是籃球才是都會地區最普遍的全

民運動。這樣的時空連結，又與歐洲（公園）和南美洲（街頭）盛⾏⾜球的運動⾵氣，或是⽇本以

運動社團為主的運動環境，截然不同。此⼀陰錯陽差的結果，卻也造就出以各級學校體育設施作為

社區運動基地，建構運動社團網絡的絕佳契機，值得市政府及體育署重視。 

菜市場、超級市場、⼤賣場和便利超商作為⽣活博物館的城市櫥窗 

內⾏的玩家都懂得逛市場的樂趣和⾨道，不論是歐洲的露天街市、⽇本的⿂市，或是美國的購

物中⼼和⼤賣場，都是探究物質⽂化與城市考現學的重要⽥野。同理，臺北作為⼀個「⾮常－普

通」的混雜城市，也可以從多元、有趣的零售市場，⼀探究竟。除了⼀脈相傳的傳統市場（也就是

閩南語的「菜市仔」）之外，還有惠康、全聯等深⼊各地社區的連鎖超級市場、⼤潤發、愛買、家

樂福、好市多等倉儲量販的⼤賣場，以及7-11、全家、萊爾富、OK、美廉社等源⾃美、⽇，卻青出

於藍勝於藍的便利商店等，是⼀窺現代臺灣社會⽣活樣貌的城市櫥窗。就此⽽⾔，臺北不同於其他

臺灣城市之處在於，這些規模有別、型態各異的各類「市場」，不僅彼此競爭，也相互輔佐，盤根

錯節地佈滿臺北市區與郊區，也各⾃擁有⼀⽚天地，進⽽反映出彼此重疊、或⼤或⼩、錯落有致的

地⽅⽣活場域。⽽且，這樣的零售市場結構，包括市場類型、區位分佈、營業時間、商品內容及經

營模式等，也在持續變化與演進更替當中（參閱吳鄭重，2004）。　 

臺北的傳統市場，除了45處由臺北市市場處經營管理的公有（傳統）市場之外，還有為數更多

的各式攤販集中場，包括私有傳統市場、⿈昏市場、花市、⽟市和（觀光）夜市等。這些各式各樣

的傳統市場，不僅提供臺北市民⽣活飲⾷與⽇常所需的各類商品，也是觀光客造訪臺北必遊的重要

景點之⼀，例如：南⾨市場、建國假⽇花市、⼠林夜市等等。儘管傳統市場的環境相對雜亂，商品

的陳列與保存也良莠不⼀，但它在許多家庭主婦⼼中，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加上公部⾨的輔導與

攤商組織的⾃覺，有越來越多的傳統市場逐漸起死回⽣，例如：⼠東市場、南⾨市場等，有望變⾝

為具有地⽅特⾊的⽂創產業，值得期待。 

超級市場在臺北，可謂獨樹⼀格。歷史最久，系出⾹港惠康連鎖超市系統的頂好超市，於1987

年在忠孝東路開設第⼀家⾨市之後，也就是後來知名的忠孝東路頂好商圈（公⾞站名就叫「頂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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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前全臺共有超過300家⾨市，在臺北市也有58家⾨市之多，是引領臺北超級市場發展的領

頭⽺。還有味全集團旗下的松青超市，⽐惠康頂好還早⼀年進⼊臺北市的超市經營。雖然⾨市數量

不及頂好，但與⽇本超市技術合作的品質，還是獲得許多消費者青睞。可惜在2015年時，轉售給全

聯福利中⼼，退出市場。甚⾄於臺北農產運銷公司，在頂好、松青發跡之前，也曾經以臺北農產超

市的⾃有品牌，經營過相當時⽇的公營超市。最後還是不敵私⼈企業，只好將超市部⾨賣給全聯，

並把店⾯租給頂好、全聯或是其他私營超市，當起房東。與此同時，臺北市也曾經流⾏過⼀陣⼦商

店規模與經營型態與超級市場相仿的本⼟獨⽴「超商」，但因資⾦技術和經營管理各項因素，除了

極少數經營得當的地⽅商家，實在難與同樣深耕社區的連鎖超商競爭，逐漸退出臺北市場，但仍普

遍存在於其他縣市的鄉鎮地區。⾄於晚⾄1998年才成⽴，接⼿軍公教福利中⼼解散後改組為中華民

國消費者合作社全國聯合社的全聯福利中⼼，則是⽬前臺灣最⼤的連鎖超級市場。全臺超過900家⾨

市，在臺北市則有116家⾨市之多。這些規模⼤⼩不⼀的超級市場，深⼊臺北市的各地社區，⽽且多

半是租⽤⼤樓的地下室經營，也算得上是⼀項在地特⾊。　 

約莫與超級市場同時進⼊臺灣市場，但是直到千禧年前後才漸成氣候的量販店或⼤賣場，也是

臺北零售市場供給的重要成員之⼀。扣除1998年進⼊臺灣市場，2003年撤離的荷商萬客隆（Makro）

及2000～2006年間短暫停留的英商特易購（Tesco）之外，來⾃法國，也是量販店始祖的家樂福

（Carrefour），引⾃美國的好市多（Costco），以及本⼟⾃有品牌⼤潤發、愛買等⼤型量販店，由於

賣場⾯積龐⼤、商品種類繁多、量販價格低廉，還有免費停⾞場等特點，吸引許多⼀次購⾜的家庭

型消費者青睞。由於量販店具有物美價廉的強⼤競爭⼒，更善⽤廣告、折扣等促銷⼿法，在許多商

品銷售上，常常扮演引領⾵潮的領導⾓⾊。 

從傳統市場的歷久彌新到⼤型量販店及⼤賣場的⽅興未艾，在在反映出臺北都會區民⽣消費的

持續變化。但其中還有⼀個曾經備受責難，被認為是扼殺傳統雜貨店⽣機的便利超商，更是臺北零

售地景裡的⼀⼤亮點。早在1990年代之前，趨勢觀察家詹宏志就在《城市⼈》⼀書中提出「7-11社會

學」的觀察，認為從店中貨架上陳售的商品就可以看出當前社會流⾏的趨勢。我甚⾄認為，便利商

店甚⾄可以作為展⽰當代臺灣社會物質⽣活的⽇常⽣活博物館，因為它所陳列販售的商品，是經過

消費調查與仔細設計的知識考掘與系譜再現。⽽為數眾多的便利商店本⾝，也是反映「御宅族」單

⾝經濟和「出外⼈」三餐⽼是在外等社會現象的「全家地理學」。 

就以「超商雙雄」的7-11和全家為例。前者早在1980年就在臺北市⾧安東路開設第⼀家24⼩時⾨

市，之後歷經三⼗多年的發展，⽬前全臺有超過2,300多家⾨市，在臺北市更有多達665家⾨市。⽽

1988年才進⼊臺灣的全家便利商店，⽬前全臺有超過3,100家⾨市，在臺北市也有405家⾨市。光是

「超商雙雄」在全臺灣就有5,500家⾨市，在臺北也超過1,000家⾨市，遑論加上OK、萊爾富、美廉

社等其他連鎖超商，要⽤星羅棋布來形容便利商店遍佈臺北的景象，絕不為過。⽽且，在店⾯租⾦

⼨⼟⼨⾦的臺北市區，這些超商可是⼀分⼀秒也不浪費，絕⼤多數是24⼩時營業，全年無休。⼩⼩

的店⾯幾乎涵蓋了⽇常所需的各種民⽣必需品，從飲料、便當、茶葉蛋、罐頭、現沖研磨咖啡、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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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針線包、紅⽩包、影印到各種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常⽤品及服務需求，便利商店都幫你備

妥了，甚⾄隨時調整更新。除了店內販售的各種商品之外，便利超商的營業項⽬還有收送包裹、代

收⽔、電、⽡斯、電話費、信⽤卡費、交通罰單等各項費⽤，還可訂購⾞票、⾼鐵票、演唱會⾨票

等族繁不及備載的各項服務，近年來還提供廁所、座椅等免費服務，儼如⼀座內包收納的迷你城

市，讓初來乍到的⽼外，直呼遍佈街頭巷尾的便利超商，真是太神奇了！ 

待結論：在臺北⽣活的第101個理由與幸福臺北⽣活學 

原以為推翻了⼀般旅遊書籍⾛⾺看花、拍照打卡的臺北觀點，又謝絕了⼀些⽂⼈雅⼠⼜味獨特的

私⼈秘境之後，可以淘洗與沈澱出⼀些雅俗共賞且意義深遠的臺北事物。可是，當⼀樣又⼀樣我覺

得既熟悉又可觀的⽣活場景被提舉出來之後，我反⽽猶豫起來──這就是我所謂「尋常⽇、巷⼦裡

的臺北味」嗎？反倒是那些⼀開始看起來⾮常俗氣的臺北景點，例如臺北故宮、總統府、西⾨町、

臺北101⼤樓等等，又⼀⼀浮現眼前。 

的確，在臺北⽣活了⼀輩⼦，由於過於熟悉，或者只是習慣，不免對這個城市有諸多抱怨，卻

也相對寬容。它到底有什麼魔⼒，讓外地⼈覺得驚奇，又讓在地⼈感到驕傲呢？⽽且，不管是好是

壞，它還可以讓我們⿑聲讚歎，「對，這就是道道地地的臺北味！」是包羅萬象卻又乏善可陳的⾃

助餐，還是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美⽽美早餐店？是分不清本省、外省的⽜⾁麵，還是看似南部⼜

味，實則北部精神的⽶粉湯／⿊⽩切？是每年光輝⼗⽉開始連環引爆，讓⼈瘋狂到耶誕節的百貨公

司周年慶，還是隱⾝公寓，卻⾹⽕不斷、信眾絡繹的宮廟神壇／聚會所？是24⼩時不打烊的誠品書

店，還是終年無休的便利超商？是重慶南路書店街、博愛路相機街、中⼭北路和愛國東路婚紗街、

後⽕⾞站重慶北路、太原路⼀帶各種專業街區，還是更多你我都摸不著頭緒，也說不出道理的都市

場景與⽣活秘境？ 

這些既私密又共同的臺北經驗，是你我在臺北⽣活的第101個理由，也是全球在地化時代，具有

後區域地理觀點與新⾵⼟地話內涵的超現實臺北味。它是幸福臺北⽣活學的基本元素，也是最⾼境

界。有待更多⼆⼗⼀世紀新福爾摩斯的都市偵探，持續探索與繼續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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