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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場域與方法 

你覺得西門町可憐透了。不再是你們做學生的時候的歡樂街，第一次，你

才看到他的衰敗，髒兮兮、臭哄哄、小攤的零嘴看了就很難吃，滿街都是

Bee Gees 的週末狂熱，服飾店裡亮閃閃的劣質迪斯可舞衣更凸顯它像個圖

了濃妝能看不能拐兩個客人的老妓女，你同情極了，不願再去，這是你唯

一能為它做的。（朱天心，1997:218） 

西門町是混血的城市，西門町是青少年的城市，西門町是台北的城中之

城……。西門町的故事，既是台北的，是世界的某一處、某一匿名城市的

共同身世。（林心如，2004；54） 

本章處理研究場域與方法的問題，在書寫脈絡上第一節解釋為何將焦點擺放

在西門町上，第二節介紹西門町的發展史，第三節是研究方法。 

第一節 為什麼是西門町？ 

在眾多塗鴉的研究中都指出，塗鴉與城市文化相互依存的觀連，如果不仔細

思考這個命題，我們很容易將城市視作一個均質的地方，忽略城市其內部多樣、

異質與多元的特色；若城市是一個平坦的空間，那麼鑲嵌在其內的塗鴉，則不會

有差異。因此在研究上，我們必須將場域界定出來，必須指出「要研究城市裡面

的那一塊地區的塗鴉」、「這個地區的塗鴉與其他地區的塗鴉所開展的意義有何

不同」，這樣的用意在於將城市的異質性重新擺回研究之中，同時也透過不同「地

方」的歷史脈絡、街道肌理、空間規劃和常民實踐，重新賦予塗鴉新的詮釋。 

在這樣的理解基礎下，本文擬以台北市萬華區的西門町作為研究場域。以西

門町作為研究場域的目的在於，西門町是台北市大量出現街頭塗鴉的地區，在武

昌街與峨嵋街形成的街廓中，還有台北市電影主題公園周圍，出現大量的街頭塗

鴉，這些塗鴉無論在形式或是數量上都非常可觀，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地區。 

另一個回答為什麼是西門町的理由，則必須回頭考察西門町的發展歷史。西

門町在百年台北建城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除了是常民娛樂

的重鎮之外，他更是歷來政府、規劃者一直投入大量心力的地方。同時，他更是

次文化族群活動的場域。這些因素共構西門町特殊的地方感，研究西門町的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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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也可以進一步與這些殊異的歷史文化及城市紋理對話。 

下面我將先討論西門町的地景史，試圖從地景歷史的演進過程中，指認出西

門町的特殊性。最後，我將交代在下章節進行視覺文化分析的塗鴉的選取、訪談

及資料蒐集的標準和方式。 

第二節  西門町的地景史 

西門町的範圍有多大？這是在討論西門町歷史之際必須先回答的問題。一般

來說，西門町的範圍應該是中華路（東）、康定路（西）、成都路二段（南）到

漢口街（北），這個西門町的區域劃分是二次戰後的界定，也是目前西門町徒步

商圈主要的範圍（莊永明，1991:161：另見圖 3-5 的範圍圖）。然回顧歷史，這

個區域的界線是始終在變動的。 

「西門町」是個日本名字，1880 年之前西門町還是墓地，隨著 1885 年劉銘

傳招商建築市街，新建道路從西門地區通往艋舺，西門地區15才開始有所建設（莊

永明，1991:159）。從日治時期到二十一世紀，西門町歷經日本、國民黨、民進

黨等的政權治理，在這些不同的政治團體介入主導，以及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的發

展，西門町有今日「哈日之城」的面貌。 

本文不採編年史的討論方式，而從地景演變的角度切入，作西門町的地景史

討論。將景觀擺放在重要的地位進行審視，其目的在於避免將地景的演變視為政

治文化的反映（即鏡像），而將地景視為建構出的文本，是語言、知識系統運作

下所建構出來的地方文本，透過對文本的提問（以及誰建構文本與誰詮釋文本

等），和對文本的表意作用的瞭解，可以進一步連接到下一章的討論。西門町的

地景史演變，大致上依循著三個分期：日治、國民黨時期以及民進黨時期，作為

斷代的判準，而可以代表這三個時期的景觀建物分別是：紅樓、中華商場、及西

門徒步區（或捷運站）。 

                                                 
15 「西門」這個名字的來由，是因為此地鄰近台北城的寶成門而來，日治時代為了興建縱貫線

鐵路和擴充道路，於是拆除西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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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三個分期 

一、 日治時期：紅樓，「殖民城市的歡樂街」16 

張明雄等（1999）將日治時期台北市現代化的具體建設分為三時期，分別是

初階（1898~1920）、第二階段（1920~1937）以及第三階段（1937~1945）（張

明雄等，1999:183-184）17。在這三的階段中，依據日本對台殖民態度的轉變，

或從事語言、教育政策的壓榨，或從事現代化的建設，但是在具體建設上，則是

將台灣本島的街道、建築、公機關與公共空間規劃作現代化的建設，也帶來現代

性的想像。 

在這一時期中，西門町最具代表性的建物是八角樓（今天的紅樓）。 

在日本人的思維中，西門町最初是以娛樂商業為取向的。日本人在 1896 年

開始在西門地區建造新的街區市場，作為示範性的地區（葉龍彥，1998）。1898
年改建而成的「八角樓」樓高兩層，樓下販賣日常生活用品，樓上出售古董、舊

書等文物，是當時台灣新市場的濫觴（莊永明，1991:160）。 

西門町有系統地被建設為日人專屬的休閒地，可以逛街玩樂，還可以散步看

戲，延續日本人的消費習慣，同時也為台灣的都會帶來現代化的想像。此時的西

門町的範疇是以八角樓一帶為準，八角樓作為消費娛樂的集散地，也促成其他娛

樂事業在此生根：1897 年台灣第一座劇場—「浪花座」（或稱『台北座』），

與 1920 年的專演日本劇的「榮座」。這些娛樂地景雖只為日人專用，具有執行

社會排除的效用，但都在日後保留下來，成為現在西門電影街的前身。 

                                                 
16 「殖民城市的歡樂街」為遲恆昌用語。 
17這三個時期的具體內容分別是： 

1. 初階時期（1898~1920） 

在這個時期日本開始進行公共建設，以城內部分為中心，開始進行下水道、自來水等工程；

同時也在這個時期採取模仿英國後期文藝復興式的立面建築。 

2. 第二階段（1920~1937） 

此一階段，台北市的工程發展，由城內地延伸到外圍的地區，進行的主要工程建設有：建

築物由城內分散到新開發地區，使街路發展更為成熟。而「西門町」的「町」一詞也是在此

時因為建城劃分規劃而來。 

3. 第三階段（1937~1945）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所有的國家建設都必須用以支援大戰所需，工業化的進展與為

了日本得南進政策作準備是此一階段最大的特色。例如台大醫院、鐵路醫院和台北車站都是

這個時期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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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治時期：都會消費文化空間的表徵—中華商場 

圖 4-1：中華商場18  

 

國民黨遷台之後，政權的輪替展現在地景的書寫上，西門町不再叫做西門

町，街道因為政治因素（收復中國大陸）紛紛改名為具有中國地理想像的名稱，

例如：峨嵋街、武昌街、西寧南路等（遲恆昌，2001:33-34）。 

根據遲恆昌（2001:46）的分析，此一時期從 1945 年至 1990 年西門町經歷

三個階段的轉變，分別時 50-70 年代的威權國家的國族建構；70-80 年代的經濟

發展納入世界市場；以及，80-90 年代的政治威權到鬆動19。這長達五十年的演

進，是台灣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相當劇烈的年代，是從殖民國家過渡到去殖民，

乃至後殖民時期的階段；也是從帝國、黨國，演變到政黨輪替的時期；同時也是

全球經濟體系從進入後工業社會的時期。 

此時透過政經力量以及庶民實踐的改造，西門町的景觀有很大的改變，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物是「中華商場」20。 

                                                 
18 資料取自：http://twtp.bokee.com/3531356.html 上網日期：2006/06/12 
19 這三個時期的演變，有更細緻的政治文化討論，因為與本文處理塗鴉的範疇已有不同，可參

照遲恆昌（2001）的碩論。 
20 可以注意到的是，這個時期西門町的範圍已納入中華路以東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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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人撤台，台灣人將原本西門町日人建物據為己有，時值國民黨政府初

來之際，未能有效規劃此一區域，西門町於是成為情色區。為改善市容，在 1961
年興建的中華商場，將西門町帶入現代化的階段。全長一千一百七十一公尺的中

華商場是一長條、立體化的鋼筋水泥建築，中華商場讓榮民們有求溫飽生計的場

所，而這些來自大陸的家鄉味料理，也進一步成為中華商場的特色。中華商場不

僅是中下階層溫飽生計的地方，隔中華路與西門町舊有的電影街連成一塊，加上

百貨公司、舞廳、咖啡館的出現，這是現代化的台北消費文化空間；中華商場具

體表徵台灣戰後時期都會消費文化的成形，他是透過國家、資本與庶民共構的都

會空間。 

但同時中華商場的發展，也與都市變遷發生衝突，具體而言發生在交通與其

他鄰近地區的商機競爭上，台北市政府出版的《台北 2002》裡面，有一段話是

這樣說的： 

中華商場日益繁榮，搶走了衡陽街、博愛路以及西門町大商號的商機…加

上這些攤販很多沒有營業執照，再加上人多，造成嚴重髒亂……。中華路

平交道特多又密集，等火車通過，往往要浪費掉三、四十分鐘，被人稱為

台北之癌。（張拓蕪，2002:16；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強調） 

「台北之癌」的惡狀不只顯現在交通、景觀上，更進一步展現在治安與人群

組成的紛雜上，正如本章開頭朱天心的引文，正是說明當時西門町給人的普遍印

象。 

另外，作為「台北之癌」的中華商場，在 1970 年代之後，由於台北市交通

情況日益惡化（火車經過、火車地下化的方案還未通過），加上東區商業中心的

逐步形成（跨國百貨公司的成立），東區的經濟拉力將台北納入全球資本交換的

網絡中，台北的消費空間逐漸向東移動，加上西門町長久以來累積的種種污名（諸

如青少年、黑幫、色情、同志等），隨著中華商場的沒落與拆除、鐵路地下化工

程和捷運的興建、等都市資本、地景再結構的因素，西門町進入經濟與文化的黑

暗期。 

三、 「民治」時期：政商共構「西門徒步區」 

「民治」時期指的是民進黨及其後國民黨的執政時期，也就是 1994 年陳水

扁、1998 年馬英九，到 2007 年郝龍斌執政的十餘年。一方面要說明的是民進黨

政府的作為，另一方面也是一語雙關著政黨輪替後，人民對於土地的記憶與情感

構築，也逐漸產生相對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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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地景建物是西門徒步區，由於當時商業徒步區在台灣

是首例，西門徒步區歷經 1990 年第一次的試驗，隨後在 1995 年配合著社區總體

營造的政策一同規劃，由市政府與民間共同規劃西門徒步區，西門徒步區的規劃

將青少年在城市中活動的位置突顯出來，也進一步地肯定消費的正當性意涵（遲

恆昌，2001:49-55）。 

當然徒步區的規劃不只是單純的把道路鋪上人行石面，更是具備著象徵的意

涵，亦即以日本東京原宿街頭為擬想對象的台灣版。立體立面的霓虹燈，加上商

標店招的重新改裝，加上日本流行文化的登台，西門町帶來的不僅是現代化的景

觀改革，更是對於日本，對於先進國家的想像重構，亦即「去西門町逛街，在日

本散步」。 

徒步區的規劃成功，加上本地及跨國資本公司的進駐（例如百貨公司、健身

房），西門町的經濟發展得以新生。此一同時，在日本文化挾著科技發展、娛樂

產業興盛，和其經濟力的推動因素，告別日本統治五十年的西門町又再一次地與

日本文化串連，重新打造新世代對於日本文化的感覺結構—即「哈日之城」（遲

恆昌，2001）。 

貳、 西門町的現代性理路與「景觀」 

一、 從殖民現代性到另類現代性 

西門町是經歷了多重支配性力量（國家、政黨、資本家等），與多種庶民角

色實踐共構的地方，地方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也是主體實踐的結果，考察這三個

時期的發展，我們可以拉出一條現代性理論之理路，為分析之用。 

將現代性的概念擺放在西門町的地景變遷。首先是日治時期的「殖民現代性」

(Colonial Modernity)，夏鑄九（2000:49）詮釋殖民現代性的內涵為「沒有主體建

構過程的現代性」，透過考察日治時期的建築與城市歷史，夏指出此一時期台灣

現代化建設，其實是日本透過轉移值西方現代性經驗而來，在台灣的城市建設失

去自主性，以日本式思維（改良式的西方思維）為依歸，例如霸道的將原本坐北

朝南，具有傳統中華文化意涵的城市尺規，轉向為日出之東（夏鑄九，2000:60）。
殖民地台灣的日常生活經驗被大力扭曲，地景透過不斷地「刮除重寫」(palimpsest)
賦予新的詮釋方式，例如上面提到的西門八卦樓，就是一個抹去庶民感覺結構的

地方意象重構。 

在國民黨/國治理時期，是以國家競爭力、經濟發展，即發展中國家的精神

重新打造的現代化思維，重新改寫地景。儘管商業化的空間是不是公共空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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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與現代性精神的矛盾及出入這些問題無法獲得令人滿意的答案，但是相較

之下，這一時期，真正屬於「市民」的生活空間得為可能，這是「發展主義現代

性」21。 

最後，則是西門徒步區、捷運站的建成，以及本土消費能力的提升，與都會

再結構等因素的匯流，加上日本流行文化在 90 年代後，連同衛星電視發展席捲

東亞，以「另類現代性」的姿態重返西門町（與台灣）（遲恆昌，2001）。 

「西門町是一個什麼樣的地方」是這一連串追問的最根本問題，空間不只是

社會的反映(reflection)，更是社會的表現(expression)，探索西門町的身世與遭遇，

也正是對位居都市裡面的人的追問，要回答西門町是一個什麼樣的地方，向歷史

追問，也同時必須將科技演進、資本跨國流動、欲望翻轉等全球化的因素納入考

量，我認為 Appadurai 對於全球化的觀察正可以來解釋西門町的異質性。 

二、 在「全球—地方」之間的西門町 

全球化以文化人類學者 Appadurai(1996:33-36)所言的「五景」向我們展開，

分別是：「經濟景觀」(financescape)、「科技景觀」(technoscape)、「媒介景觀」

(mediascape)、「族裔景觀」(ethniscape)和「意識形態景觀」(ideoscape)等，這些

都重新建構我們對於西門町的認識，分別討論如下： 

1. 「科技景觀」(technoscape)  

任何全球化的討論都無法外於科技演進帶來的影響，西門町作為當代

「哈日之城」之所以為可能，也正是因為傳播科技（如九 0 年代的衛星電視）

所帶來的影響。這個影響又開啟在地與全球之間想像的可能性，換句話說

Appadurai 的這幾個概念其實是相互重疊影響的。 

2. 「經濟景觀」(financescape)： 

  討論跨國經濟力量與本地資本再結構對生活空間造成的影響，我們可以

觀察到西門町在政黨輪替與多重資本再結構的影響下，在 21 世紀之初，展

現其特殊的面貌，他是流行文化的前哨站，也是經濟指標的觀察點。 

3. 「媒介景觀」(mediascape) 

    在西門町可以觀察到的媒介景觀則必須透過全球之名品牌、大型連鎖

店、唱片行與各種資訊通路所搭構起來的符號空間進行考察，這些媒介景觀

不只展現在商品的流通與資訊的交換上，更是深刻地銘刻在消費者的肉身

                                                 
21 李明璁（2006）中研院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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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心智中。同時時也正是因為跨文化消費通路的完整建構，使得這裡也充

滿次文化活動的能量，滑板族、塗鴉幫、哈日族，這些都是媒介景觀的考察

對象。 

4. 「族裔景觀」(ethniscape) 

      承上，族亦景觀則是討論西門町這個異質地區裡面充滿的各種次文化實

踐，不過這個實踐之所以得為可能，又必須建立在前面幾個談到的景觀特色

之上。哈日族22、跨國旅行、移民、勞動等因素，共同打造西門町的族裔景

觀。在這個意義之上，國家的統治權面臨到很大的挑戰，雖然透過資料的考

據，我們發現國家機器在對西門町的治理上，花費很大的氣力，但是流動的

族裔景觀作為一個無法被框限，無被化約的實踐，仍然充滿了抵抗（或是尋

求差異）的可能。 

5. 「意識形態景觀」(ideoscape) 

最後，種種因素的匯流影響下，共構西門町的樣貌，也將西門町「全球—
地方」的特殊性展現出來，這是全球與地方的連結，是網絡社會中的節點，

有霸權也有抵抗，有收編也有逃逸。 

綜言之，透過跨國經濟力量與本地資本再結構，衛星科技跨國界的傳播放

送，跨文化消費與多元文本解讀，跨國移民、婚姻、旅行與消費構成的族裔離散

現象，以及新的哈日感覺結構。西門町的特殊性展現在由科技帶動，但卻不是科

技決定；重視經濟流動，但卻不由經濟全然主宰的「全球—地方」之上，除了結

構式的決定論外，我們必須更重視流動於其間的主體行動跟想像實踐，而這也正

試圖解答日常生活研究的主旨：抵抗。 

如果說採用鉅觀、結構式發問的「殖民現代性」忽略受壓迫者的抵抗與想像

力23，而「發展主義現代性」亦不將行動者的實踐與意義生產放在決定性的位置，

那麼我們則必須要追問，在另類的、雜種的現代性脈絡裡面，行動者如何回應現

代性的召喚。回到塗鴉的例子，亦即，我們如何在西門町的場域之中，解碼、解

答在哈日之城裡面尋得的塗鴉，他們的意涵為何？如果說日常生活的研究具有反

                                                 
22 Appadurai 討論的族裔離散是以種族為基礎的離散現象，在這裡能不能納入以「哈日族」則有

待討論，但我認為雖然 Appadurai 筆下是以血統、族群為討論的客體，但是 Appadurai 的討論其

實更重視「想像力越界」的實踐可能，若在這一點上，則哈日族所開展的想像力實踐則更為驚人。

同時用同一個觀點來看，青少年的次文化實踐，例如塗鴉族，也是需要大量透過想像力的實踐，

與國外（資訊）連接串連的在地實做，用這樣的標準來看，塗鴉族也可以算是族裔景觀。 
23 日治殖民時期庶民的抵抗與想像，則可以透過文學、小說等再現中解讀出來，例如吳濁流《亞

細亞的孤兒》中主角胡太明的對於認同的矛盾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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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化與尋求差異的關懷，那麼西門町的街頭塗鴉具有何種現代性的意涵。 

在進入第五章前，我將在下一節討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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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法 

要在眾多塗鴉中找取答案是非常艱鉅的任務，首先遇到的難題是如何對塗鴉

進行窮盡與互斥的分類，還有如何在已經幾近飽和的區塊內，界定一個「完整的

塗鴉」，以及其大小與範圍…等，這些問題都讓研究變得困難棘手。 

礙於時間與經濟考量，我無法用地毯式的方式囊括該區域中的每個塗鴉，進

行分析比對，亦即我無法用量化的內容分析法，進行塗鴉文本的蒐集與分析。此

外，塗鴉開放、可重複書寫、沒有邊界，幾近於流動、跳躍的後現代性格，也使

實證研究法，即要找到明確的客體並追問其意義的基本功夫變得徒勞。塗鴉研究

必須保持其彈性、開放性，才能妥當的掌握塗鴉的意涵。 

由於塗鴉是由圖像、空間與行動共構的結果，他不只是個名詞，也不該只被

當作出現在牆上的畫作。亦即不能只被當作文本研究，也不能只被當作符號分

析。所以對於塗鴉的提問的方法論，必須揚棄傳統實證研究內容分析的取徑，我

們無法在「稍縱即逝的文本」(ephemeral text) 中群找固著的意義，但也不能僅在

於肯認了「無法固著」、「難以分析」就停而止步，我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的「是

與不是」裡頭尋找、分析塗鴉的意涵。 

壹、 參與觀察 

下面章節塗鴉意涵分析的研究方法有二。一是對西門町空間的參與觀察，從

2006 年 4 月開始每隔兩個月一次在西門町進行西門町塗鴉的參與觀察，拍照記

錄，作為文本分析之用，拍照記錄持續到到 2007 年 2 月，計 11 個月。 

同時並觀察店家、路人與塗鴉者對於該空間的看法與行動，另外也參與商業

塗鴉展，並拍照記錄現場情況。 

貳、 文本蒐集 

塗鴉進行影像蒐集，時間同上。以塗鴉形式、作者和空間分佈等作區分。在

分析上討論的重點會放在塗鴉抵抗性格，並分析塗鴉的「文化反堵」(cultural 
jamming)意涵；這個概念目前多用於國外討論消費者的反商品化行動，國內甚少

討論，而討論的方式與脈絡也大多聚焦在行動本身，欠缺理論的耙梳，我將在這

個部分用塗鴉與理論的概念，和這個行動的本質對話，以論證「塗鴉—文化反堵」

的效力與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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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預定分析的塗鴉文本選抽樣取上，不採量化內容分析的抽樣分類標

準：隨機(random)、分層(stratified)、系統(systematic)、群集(cluster)，而是採用

質性研究抽樣的標準，試圖選取「能夠提供深度，和多元社會實狀之廣度」的資

料，是「有深度的立意抽樣」，意即「理論抽樣」的標準進行分析塗鴉文本選取

的標準（胡幼慧、姚美華，1996:147-150；Strauss&Corbin,1990/徐宗國譯，

1997:197-214）。 

參、 深度訪談 

最後透過深度訪談法對塗鴉者進行訪問。透過訪談塗鴉者五人，透過理解他

們的塗鴉實踐，包括動機、對作品的詮釋、以及對於西門町（為何是西門町？）

及台北其他空間的看法、他們對於其他人的作品的詮釋、還有他們對於國家機器

與商業力量的看法與態度……等，試圖回答在日常生活的抵抗中，這些人透過美

學創作，開創出什麼樣的「再現的空間」。討論的同時也會納入台北其他地方的

塗鴉作為我佐證、討論的例證。 

由於國內塗鴉人數不多，而且大多為年紀相當的青年，在找尋塗鴉者的部

分，則事先透過網路搜尋塗鴉網站、網誌，確定塗鴉者身份之後，便透過 E-mail
聯繫約訪，又因為塗鴉具有社團性質，其餘的受訪者則是透過塗鴉者的介紹，以

滾雪球的方式找出。 

在訪談的進行上，由於初入塗鴉領域，除了相關文獻的閱讀外，對於塗鴉實

做所知甚少，我先進行一次「無結構式的訪談」，亦即先撇開一套標準化的訪談

大綱作為引導指南，試圖在自然的訪談情境中，盡量的從塗鴉者身上找尋相關資

訊，透過大多由塗鴉者主述的訪談，試圖理解國內街頭塗鴉界的生態、社群聯絡

情形，與街頭實做的經驗等，進行初步的資料蒐集。 

之後的訪談大綱則是透過修正第一次訪談稿與閱讀理論文獻來進行。即採取

「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ed interviews)或「引導式的訪談」進行。「半

結構式的訪談」是指在訪談進行中有一套設計過的問題與目的，作為訪談方針，

但在訪談過程中，則是依訪談情境作修正其提問的順序，同時對於講述者突發且

與訪談相關的內容，亦詳加記錄（潘淑滿，2003:140-145）。根據第二、三、四

章的討論，及上述研究方法的說明，本文的訪談大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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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研究訪談大綱 

後設 發問歸類 提問 備註 

 

塗鴉動機 

 何時開始塗鴉？ 
 為什麼選擇塗鴉當作發聲（或表現

自己）的工具？ 
 受什麼影響（嘻哈文化或其他）？ 

以實做經驗

作為訪談的

切入點。 

第一部份： 
 
 
 
動機與社群  

 

社群經驗 

 參加塗鴉社群的經歷，如果沒有，

為什麼？ 
 如何串連？在何處塗鴉？ 
 如何獲得塗鴉的資訊？ 
 在都市中不同地方塗鴉有何差

異？ 

釐清塗鴉界

內部的結

構，及運作

的方式。 

 
 

文本 

 （呈上）塗鴉者如何定義塗鴉？ 
 如何詮釋自己的塗鴉？ 
 如何詮釋他人的塗鴉？ 
 在不同空間中選擇以不同（或相

同）樣式的塗鴉，其原因為何？ 

理解何謂塗

鴉的「空間

實踐」。 

 塗鴉者對於公權力掃蕩的看法？ 
 塗鴉者對於塗鴉商業化的看法？ 
 塗鴉者對於塗鴉公園政策的看法

為何？ 

第二部分： 
 
 
 

 
文本、脈絡、

脈絡中的文

本 

 
 
 

 

空間  塗鴉者對於西門町的看法為何？ 
 塗鴉者為什麼在（或不在）西門町

塗鴉？ 
 塗鴉者覺得西門町是個什麼樣的

地方？ 
 塗鴉者對於其他地區的看法為

何？ 

理解何謂塗

鴉的「空間

的再現」。 

第三部分： 
 
 
詮釋、再詮釋 
抵抗意涵 

 
 
 

意義 

 塗鴉者為什麼想塗鴉？ 
 從塗鴉中得到的樂趣（或收穫為

何？） 
 為什麼採取這種（形式）的塗鴉表

現？ 
 想和觀者作何對話？ 
 想和空間作何對話？ 
 塗鴉者如何定義自己的塗鴉？ 
 塗鴉者對於藝術家（及作品）的看

理解何謂塗

鴉的「再現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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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另，塗鴉者認為自己是藝術家

嗎？ 

第四部分： 
個人生命經

驗 

其他  塗鴉者的教育背景 
 塗鴉者的社會關懷 
 其他 

 

 

一次訪談約 90~120 分鐘，在訪談當中我會拿出受訪者在西門町其及他地方

的塗鴉相片，作為發問的媒材，追問他們創作的發想與經過，並同時在訪談過程

中錄音，於事後做成訪談逐字稿，為分析之用。由於塗鴉者大多怕曝光，為了保

留他們自己塑造的神秘感，訪問過程中並沒有加以攝影。有趣的是，大多數受訪

者都很樂意自己的作品（集）被看見，因此在訪談的過程中，也拍攝了不少他們

自己帶來的作品。在訪談的資料呈現上，除了分析用的訪談稿之外，我也將間雜

著使用田野筆記，田野筆記大多記錄與塗鴉者走在街上、閒聊和第一次見面的感

覺，很多有趣、具有啟發性的討論反而是在這些關掉錄音機的時候才會碰撞出來。 

肆、 研究流程 

根據第一至四章前半部的理論、文獻鋪陳，我提出圖 4-2 作為本研究的流程

圖： 

圖 4-2：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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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章研究動機與問題意識開始，經過理論探索與文獻對話後，在本章我

透過討論特定地區（西門町）的歷史文化脈絡，並透過三種方式蒐集、分析我的

田野資料，相關資料的對話與呈現將在下一章分層討論。 

研究目的與動機：看見塗鴉（第一章）

關懷：日常生活與抵抗 

理論探索與文獻對話 選定特定田野觀察 蒐集文本與訪談塗鴉

第二、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西門町的塗鴉分析：空間、行動與文本（第五章） 

結論：凝視日常生活（第六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