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都市化相關理論之探討 

 

 

都市化是人類社會及經濟活動程度及層次最具體的表徵。因此，一

個都市體系的演變歷程，有其階段性的特徵，且和整個經濟生產模式的

演變息息相關。 

都市化並不是單純的指人口往都市集中的過程而已，都市化是綜合

的一種社會現象，更涉及都市的社會、文化及心理現象，某一社會或社

區隨著時間的變化，其社會在人口組成上、社會結構上、人際關係間、

及社會價值、規模與社會制度等等也發生變化。因此都市化有不同的解

釋。 

Gould 與Kolb（1964）主編的社會科學辭典上的說明有四種用法： 

1都市中心對鄉村附庸之影響的傳播。 

2人口中都市特質或特徵的出現，是都市社會學的用法。 

3人口集中的過程，這是多數人口學家的用法。 

4人口集中的過程，其中都市人口對整個地域人口比率的增加，最

常見的用法。 

Gist與Fava（1964）所合著的都市社會學中認為都市化一詞含有受

化、傳播、同化及合併的概念，他們解釋為過程與影響，意指一種文化

與社會心理的過程，起源於都市或都市特有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包括

行為模式、組織體制及觀念。 

Wirth（1938）以都市狀態（urbanism）觀點，把都市化界定為都市

生活方式的擴大過程。而都市化的結果，產生都市區域物理環境的變

化，如因土地分區利用，產生區域的分化；人口遷移中帶動了資本的累

積，大規模經濟的進行，生產技術發達；促使社會結構的改變，如宗教、

政治、經濟、家族、教育、階層的分化與擴大等；都市的移入者，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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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方式的滲透等。本文都市化即採用此觀點。 

都市社會學的人口組成理論認為，不同都市之間，或都市與鄉村之

間的差異，最主要反映的是人口組成特性的差異。都市層級或都市與鄉

村之間的差異，就反映著其人在教育、職業與收入上的差異。 

工業化促使都市的興起，吸引鄉村居民移居都市，形成流動的現

象，使社會及家庭面臨重大的衝擊，產生種種社會問題，都市化導致人

民的價值觀念、生活規範、人際關係及家庭關係，不得不設法調整（文

崇一，1989）。依據 Parsons的說法，工業化有四點特徵，即1.合理主義

2業績主義3.職能主義4.都市化，由於都市化使個人從家庭中分離。 

現代制度製造了現代意識，當家庭經歷都市化和工業化等現代化過

程，家庭的價值、模式和觀念產生變化（蕭新煌，1990）。工業化前父

權制的傳統家庭特質以及工業化都市化以後的民主現代家庭特質的比

較（李紹嶸、蔡文輝，1984）。農業社會父權制的傳統家庭之信仰、價

值及行為：幾乎所有的成年人在家庭內工作、家庭是個自主的經濟單

位、兒子繼承父親的產業、妻子從事家事、強調夫妻婚姻穩定，但婚姻

存在的基礎不一定是基於夫婦的感情或愛情、男性優於女性，人們重視

傳統，個人為家庭犧牲，人們屈服權威和命運；都市化、工業化的民主

現代家庭之信仰、價值及行為：家庭與工作分開、兒子大都獨立自主的

選擇自己的工作行業，不一定承續父親的工作、婦女參與更多的工作與

職業、婚姻存在的基礎主要是基於夫婦的感情或愛情、家庭成員個人主

義提升，人們重視個人地位的提升，個人權利、平等、自由及個人成長。

提供本文研究住民價值傳統與現代比較之參考。 

郭文雄與蔡勇美（民76）依其台灣社區的研究認為，都市性愈高

的社區，婦女社會經濟角色亦愈開放。林松齡（民89）在研究台中縣市

兩個不同都市化的地區之夫婦婚姻生活互動關係，發現都市化程度較高

地區，家戶成員數目較少，婦女受教育的時間較長，經濟所得較高、職

業聲望較高、性別角色傾向於非傳統；妻子社會經濟資源愈多，丈夫所

分擔的家務愈多，在不同都市化的地區均發現。 

都市化衝擊價值態度的取向，家庭結構、家庭功能、家庭成員的角

色認知及互動關係發生變化，產生傳統與現代的不同家庭特質。 

都市化人口集中產生都市型社區，龍冠海（民 88）認為都市社區
有人口密度高且分子複雜、交通便利流動量大、風俗習慣差異大、個人

匿名性高、社會組織分工細、居民活動以職業為中心等特色，陳小紅（民

83）認為都市人較具疏離、忙碌及流動性高的特質，都市社區的社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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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及社區意識較為薄弱而社區發展。徐震（民 84）認為都市社區因人口
異質性大、變動大、職業複雜，人與人互動多但在上卻十分表面化。都

市社區的特質提供本研究探討萬華住民對社區發展的參考，又徐敏雄

（民 89）以台北市文山區為都市型社區來與其他鄉村型社區，在人口結
構、對生活的要求、人際關係的親疏、社區類型來比較，萬華區與文山

區雖不近相同，但同為都市型社區，可給本文更為實際的參考。羅秀華

（民 89）認為政府組織應下放權限予社區，激發住民的自主權意識，由
住民主導生活型式及社區發展，本研究參考該理念以住民為主體，探求

住民對萬華的社區價值，地方產業發展期待、民俗文化的認知，建構萬

華整體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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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價值觀相關理論之探討 

 

 

都市住民的價值態度使生活方式在都市化的深化過程中發生重大

改變， 住民的文化、價值及規範的獲得，是透過社會化的結果，個人

價值的形成是將他人或社會價值融入個人格中，是一種內化的過程

（Parsons，1956）。 

價值觀是主觀心理與客觀環境間發生的一種交互關係，是個人根據

目前的興趣和理想的標準，對事物作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判斷，價值觀在

形成過程中人會與環境相互作用，其形成必須在人與社會環境的關係中

來進行，認知發展理論強調個人價值觀的形成來自互動的結果（Piaget，

1968）。  

社會認知論認為人是主動的、有組織能力的知覺者，不是被動的訊

息接受者，發展出整體一致有意義的需求，不僅僅是形成喜歡或不喜歡

的單位印象（黃安邦，民 75）。由於環境與教育條件的不同，每個人有

不同的價值觀，因此同一事物對人有無價值，有何價值，並不是絕對的，

而是取決於人的興趣、信念及世界觀而定，所以同一個事物，由於人的

價值觀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態度。張安芝（民81）認為事物主要的價值

有：經濟的價值：認為生活的主要目的是財產的得失。理論的價值：力

求在知識系統內發現新東西。審美的價值：把美作為人生的根本意義。

權力的價值：認為人生的目的在於為了支配他人。社會的價值：認為最

有意義的工作是增進社會福利。宗教的價值：把精力放在追求神秘的東

西上。 

黃惠慈（民76）以四種定義價值的方法來解釋各種領域所認定的

價值：價值是絕對的，哲學與宗教上有關價值的論述，多採此一觀念，

認為價值的絕對性不是人類感官所能感覺。價值為客體所固有，是這些

客體滿足需求與慾望的潛能，經濟學對價值所採的概念，視價值為事物

的特質，事物之有價值與否，在於其能否引起人之興趣或滿足需求。價

為人們所呈現，在人類學、社會學及心理學的研究中，多採此種觀點，

將人當作主體，視價值為人所擁有。價值可以由行為而來概念化，認為

人所做的事，乃是他在特定環境與特定時間下最願意做的事，因此人類

價值必須從實際行動中了解才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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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keach（1973）認為價值是一種持久的信念，這個信念使個人或

社會偏好某種特定的行為方式或生存目標，而較不喜歡與其相對或相反

的行為方式或生存目標。行為方式的價值觀念稱為「工具價值」

（instrumental values）或「手段價值」（means-values），包括「道德價值」

與「能力價值」，當個人違背道德價值會有罪惡感，而違背了能力價值

會有羞恥感產生；生存目標的價值觀念稱為「目的價值」（ends-values）

或「終端價值」（terminal values），包括個人所重視的內在和自我中心的

「個人價值」與個人所重視的人際和社會中心的「社會價值」。其以 36

個價值項目來測量這兩種不同的價值類型： 

 目的價值                        工具價值 

1.舒適的生活                    1.有志氣、有抱負 

2.多采多姿的生活                2.心胸開闊 

3.有成就感                      3.能幹 

4.和平的世界                    4.爽朗、愉快 

5.美麗的世界                    5.整潔 

6.平等、博愛                    6.勇敢 

7.家庭的安全                    7.寬恕 

8.自由                          8.服務 

9.幸福                          9.真誠 

10.內心的和諧                   10.有想像力 

11.成熟的愛                     11.獨立 

12.國家的安全                   12.聰明 

13.愉快                         13.有條理 

14.心靈超脫                     14.親愛 

15.自尊                         15.服從 

16.社會讚禮                     16.禮節 

17.真誠的友誼                   17.負責 

18智慧                         18.自制 

價值觀的形成中，會因不同的經濟、社會背景及地方文化而不同，

康宗虎（民69）研究中發現都市的高中生偏重政治價值，鄉鎮高中生則

偏重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吳明清（民72）研究中發現山區與偏遠地區

的青少年較其他地區重視「舒適的生活」、「心靈的超脫」、「服從」、「負

責」。此二編論文以高中生或青少年為主與本文以二十歲以上萬華住民

取樣不同，但其結論仍可供本文參考。 

陳秉璋和陳信木（1990）認為人類在社會群居後，在血緣連帶與地

緣連帶的作用下，對內產生了彼此連帶的感情需求，對外為了生存競

爭，也產生了安全需求，為減少內部衝突及增強對外的抗爭力，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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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觀念，即倫理價值。 

張安芝（民81）在其研究中發現子女最重視的價值觀念依序是「健

康」、「自由」、「家庭安和」及「真誠的友誼」，親子之間價值觀念的一

致程度越高，親子關切越和諧，子女生活適應越佳。 

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與傳統社會已有差異，隨著社會的發展，離婚率

也逐年增加，對於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念或家人關係，隨著社會的變遷而

發生變化，謝秀芬（民 86）之現代婦女家庭價值觀與家庭期待之研究對
此加以探討。該研究採質化與量化研究並行方式，自製問卷量表，依都

市化層級，抽取婦女樣本，以瞭解樣本之基本特性和家庭特質的不同，

對於家庭關係、生活安排、子女教育、家庭和子女對個人的意義有何影

響。結果發現家庭價值觀受婦女的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

個人收入、家庭型態、家庭週期、家庭結構、子女數、家計主要維持者

等特性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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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庭與婚姻 

 

 

家庭的形成是仰賴婚姻制度的建立與維持，婚姻是人類社會最重要

且親密的制度，個人婚姻觀決定婚姻關係的形成與維持及家庭的建立。

由於經濟發展，都市化的影響，造成社會變遷快速 

從結婚的理由、是否被社會所認可及結婚的好處，可得知人的婚姻

觀，人結婚的主要有正面及負面的理由（藍采風，1996）： 

正面的理由                  負面的理由 

1.相伴                       1.婚前懷孕 

2.愛與親密關係               2.與父母對抗的藉口 

3.互相支持                   3.期望離家、獨立 

4.性關係的伴侶               4.替代曾經失去的關係 

5.分享親職                   5.家庭及其他壓力  

6.獲得經濟安全 

決定結婚的原因（歐陽琬琪譯，民84）： 

社會認可的理由              較不為社會認可的理由 

1.愛                         1.改善經濟 

2.相伴                       2.反叛父母 

3.時機成熟                   3.失戀的反彈 

4.結婚是該做的事             4.婚前懷孕 

5.性活動的合法化 

6.生育子女的合法化 

一項全台大規模調查研究顯示，人們對於結婚有什麼好處的看法，

前五項為（行政院主計處，1999）： 

1. 有人可以扶持、依靠。 

2. 有生活重心及努力目標。 

3. 多一個照顧家庭。 

4. 傳宗接代。 

5. 多一個幫忙賺錢。 

 彭懷真（民76）預測二十一世紀中隨著都市化等社會變遷，現代

 13



婚姻正面臨轉變，傳統的婚姻觀面臨巨大的衝突，不結婚的男女會增

加，即代表預期人們選擇單親、同居等婚姻方式的人口明顯增加；女性

主管普遍會增加；離婚會增加。 

父母生育兒女的動機，對日後親子關係有很大的影響。蔡文輝（民

76）認為夫妻的生兒育女有養兒防老、挽救婚姻、天經地義、喜歡小孩

等動機。 

父母角色包括生理照顧者、心理照顧者、學習觀察者、教育者、示

範引導者、提供協助者、以及真心的夥伴等。親職角色扮演對親子關係

有相當影響。父母教養的型態可分為五種型態（李紹嶸、蔡文輝譯，民

73）： 

1. 殉道型：父母把自己完全投入子女的身上，他們願為子女做任

何事，甚至犧牲自己的需求。 

2. 夥伴型：主要是子女較年長或青春期的父母，採用放任主義和

政策，讓孩子在無指導下設定自己的目標、規則及限制。 

3. 警察型：父母要求子女隨時隨地要遵守規則，即使犯一點小錯

也會懲罰。 

4. 教師型：父母認為子女如何培植和鼓勵，就會如何的發展。 

5. 教練型：父母定有家規，若違反即受罰，鼓勵子女努力、學習，

以發展才能。 

鄭希付（1998）認為親子關係的特性具有不可替代性、持久性、強

迫性、不平等性和變化性。親子關係的類型有5種：養育型，財産擁有

型，反向型，衝突型泛愛型和亞平等型6種，在所有的親子關係中，亞

平等型是最健康的一種，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基本平等，既有父母子女親

情，又有朋友之間的友誼。 

親子關係是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關係，這種關係具有不可替代性，

即使兄弟姐妹關係亦具有替代性，對人的社會化來說，親子關係的作用

對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每個人在生活舞臺上都扮演著多種社會角

色，而不同的角色有著各自不同的規範，相互之間是不能替代的，但必

須兼顧。男人和女人組成一個家庭，首先要扮演的角色是丈夫和妻子。

自從進入父系社會，人類社會的演化形成了明顯的夫妻角色分工，男人

一直扮演著強悍的社會形象，儘管人們極力反對男尊女卑、推崇男女平

等，但在現實中，男女畢竟有著不同的角色心理。強者，既是男人在社

會上的角色，也是男人在家庭的角色。強者形象在給男人帶來某些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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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也給男人帶來心理壓力。男人如果扮演的是弱者形象，那麽，

他會感到十分有壓力，而且是男人不能承受的壓力。 

社會學家用兩個名詞來分別代表男性與女性不同的特質（蔡文輝，

1985）：工具性角色和情感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s and expressive role）。

在傳統家庭中夫妻角色清楚易分辨，丈夫為一家之主，男主外，女主內

是家庭和事業的傳統分工，男人必須以事業為重，以光宗耀祖為目標，

必須負擔養家的責任，也必須在子女面前扮演嚴父的角色；妻子必須順

從、扶助丈夫，煮飯清掃，孝道公婆，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並必須應

付及滿足丈夫的性需求。即為夫妻一結婚即既有的規範扮演角色的「角

色拿取」。 

一個家庭內至少包括下列八項重要的角色（蔡文輝，民80） 

1. 家務角色：負責清掃、洗衣、煮飯、洗碗、家計帳目等工作。 

2. 養家角色：負責賺錢養家的工作。 

3. 育兒角色：負責子女之撫養工作，包括餵食、洗澡、看顧、

穿衣服等工作。 

4. 教育子女角色：負責子女之社會化工作，教導社會規範、價

值、行為等。 

5. 性角色：夫妻雙方需求的供應。 

6. 親屬角色：維持親屬關係，保持聯絡，並互助的角色。 

7. 娛樂角色：負責安排家庭娛樂。 

8. 慰藉角色：瞭解、同情、幫助家人或聆聽傾聽的角色。 

今日因都市化，職務結構上的改變，社會變遷的影響，夫妻角色就

不是很清楚而易辨了，家庭中的角色在夫妻間無法分清一定是丈夫或妻

子的角色，夫妻均有收入，在家中誰掌經濟大權？丈夫是否能支配妻

子？妻子只是賢妻良母，附屬於丈夫？無角色規範可以套用，夫妻兩人

之間必須發展雙方都能同意的角色規範，即為角色創製，夫妻的角色必

須重新界定，互相協調出新的角色規範，創製出雙方皆滿意的角色期待。 

依據調查台灣社會家庭分工的項目有（王振寰，民88）：買菜、煮

飯、洗碗、洗衣、清潔或整理房屋、家庭修繕或修理簡單的水電、接家

人上下班上下學、參加社區或村里會議、輔導小孩的課業、照顧或陪伴

小孩、參加學校各種活動。這調查的項目無論從丈夫或妻子的觀點來

看，買菜、煮飯、洗碗、洗衣、清潔或整理房屋、接家人上下班上下學、

參加學校各種活動等項目，大多由妻子負責，而家庭修繕或修理簡單的

水電、參加社區或村里會議大多由丈夫負責，輔導小孩的課業、照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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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小孩大多由妻子或夫妻共同負責。 

依夫妻的經濟活動及夫妻家務分攤的比重，可將家庭分工的類型分

為四類（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民91）： 

1. 平等互惠型：夫妻兩人都從事經濟活動，家務工作亦由夫妻兩人

平均分攤。 

2. 夫兼內外型：丈夫除了從事經濟活動外，還分攤至少半數的事務

工作。但妻子並無從事經濟活動。 

3. 妻兼內外型：妻子除了從事全職的經濟活動外，還分攤至少半數

的事務工作。丈夫除了從事經濟活動外，很少分擔家務工作。 

4. 夫外妻內型：夫妻的分工模式傾向丈夫從事經濟活動，妻子負擔

家務工作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類型。 

彭駕騂（民 83）認為夫妻的角色可分成三種類型：傳統式、情侶
式及伴侶式。夫妻三種不同類型之角色比較：傳統式之夫妻角色，丈夫：

忠於子女的母親、提供經濟的安全與保護、好好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

決定家中最重要的決策、為妻子的犧牲表示感謝、一旦離婚，負責贍養

費用；妻子：生兒育女、治理家務、照顧丈夫、子女、完全依附丈夫、

接受賢妻良母的使命、在各方面表現高度容忍。情侶式之夫妻角色，丈

夫：讚許太太各方面的表現、給予太太以羅曼蒂克情緒的反應、提供妻

子以足夠的家用與其他支出、決定家中最重要的決策、儘量找機會跟太

太一起活動；妻子：女為悅己者容、提供必要的支援，以取得丈夫的歡

心、幫助丈夫，擴大社交圈子、保持認知的增進、為丈夫解憂解愁，安

排開心的活動。伴侶式之夫妻角色，丈夫：全力提昇家庭生活水準、全

力養育子女、與妻子一起處理家務、分享一切的責任與權益、肯定妻子

在社交上、財務上與個人事業上的貢獻與表現、以自己的事業為傲，更

願意全力支持妻子的事業，同意全力各自發展、又齊頭並進、樂於與妻

子協商家庭與事業的一切計畫；妻子：以工作所得，貼補家用、全心養

育子女、與丈夫一起處理家務、分享一切的責任與權益、樂於奉獻一切，

為他的事業及家庭的幸福而努力、以自己的事業為傲，更以丈夫的成就

為榮，同意全力各自發展、又齊頭並進、樂於與丈夫協商家庭與事業的

一切計畫。又現代家庭中夫妻擁有的角色任務（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

研究所，民 91）：現代家庭中丈夫的角色任務為賺錢養家、支持者、妻
子的性伴侶、協助子女教育、擔任男主人、休閒伴侶；現代家庭中妻子

的角色任務理家與持家為照料家務、管理財務、先生的性伴侶、承擔家

庭教育的責任、擔任女主人、休閒伴侶、家庭內外的溝通者、家庭採購

者、發展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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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藜藜（民 86）已婚男性家庭事務分工之研究中發現，在家務分
工態度方面：(1).多數男士對參與家事持肯定的看法；但當丈夫一人是
家中經濟來源時，傾向只負責女人做不來的家事；而當兩人都是家中經

濟來源時，則會有「誰有空誰就做」的態度。(2).大多數皆同意有察覺
到孩子們希望經常和他在一起，並且與社經地位呈正相關。(3).多數男
人同意養家不完全是男人的責任；但丈夫一人為家中經濟來源、 或教
育程度較低者，較持傳統性別態度；而夫妻兩人皆經濟來源、或教育程

度較高者，較持現代的性別態度。在家務分工滿意程度：最影響料理家

務滿意程度的是：認為幫忙家務是體貼的男人。而最影響照顧子女滿意

程度的是：察覺到孩子希望經常和他在一起。 

王行（民 86）台灣地區已婚男性夫妻性別角色觀念之研究，在探
討在家庭結構變遷的影響下，已婚男性對夫妻性別角色的觀念與看法。

包括對夫妻角色的期待、對妻子就業的看法及對婦女地位的看法。研究

結果中發現：在夫妻性別角色期待上，現代男士們認為不論妻子、丈夫

皆應先關心家人健康，孝順父母、公婆之後，才是共同安頓一個溫暖的

窩，至於對夫妻之間的關係,相較大都不甚重視。在對妻子就業的看法
上，雖然大多男性持贊成態度，但無論贊成與不贊成的主要條件中，仍

見女人以家為重的觀念。在對婦女地位的看法方面，多數男性雖歡迎家

中妻子地位提高，但亦認同女性三從四德對社會的價值。 

鑑於日漸增加的家庭問題和婦女參與就業市場後，所產生的家務與

工作的雙重壓力，謝秀芬（民 87）台灣女性家庭角色觀與工作觀之研究，
從婦女的角度和經驗出發，深入瞭解婦女生活的實況和觀感，對其在家

庭所扮演的角色和就業的看法作深入探討。在家庭角色觀和工作觀等方

面的看法，分析所獲得資料後發現婦女在家庭與工作間呈現許多矛盾衝

突現象，因為期待有和諧、幸福的家庭生活，夫妻關係良好，所以願意

為家庭作任何犧牲。 

綜觀學者對婚姻觀、親子關係及夫妻角色的論述，婚姻觀從傳統的

傳宗接代到現代的不婚、單親及同居等方式；親子關係從傳統的強制打

罵方式到現代的有如朋友的關係；夫妻角色從男尊女卑傳統觀念到婦女

在外工作而有自己的事業的現代觀念，本文由此以問卷方式來研究都市

住民對婚姻與家庭之傳統與現代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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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萬華人文社會之探討 

 

 

一、 歷史沿革 

萬華名稱的，由艋舺一詞又作「莽葛」或「文甲」，皆為凱達格蘭語獨

木舟的譯音，自清道光、咸豐年間，艋舺市況已達極盛，稱一府二鹿三艋舺，

為當時第三大港市（台北市志），是在日據時代台灣的行政區域改制時，日

本人覺得艋舺的稱呼不夠文雅，又有意將該區規劃為娛樂區，便以日語諧音

「萬華」取代艋舺（洪伯溫，民 82），希望能萬年繁華。 

在清朝未年淡水開港以來，台灣北部種植茶葉愈來愈多，加蚋仔一帶種

植許多茉莉花，供應包種所需的材料，因為地形特殊，就有了「東園」、「西

園」的稱呼。民國三十四年行政區域重劃，才合稱為雙園，龍山因有龍山寺

名為龍山區，而現在萬華區是在民國七十九年台北市政府合併雙園、龍山兩

區及中華路以西的區域而成。  

二、 特殊的文化景觀 

寺廟是人的信仰中心，先人來萬華移民時，離鄉背景，除了渡海、開荒、

衛蕃、保境等諸事都需神力，更需要心靈的支柱，所以萬華寺廟眾多，形成

特殊的文化特徵。 

1. 龍山寺： 

位於廣州街二一一號，創建於清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

年），由先至艋舺開墾的泉州府晉江、惠安及南安的移民發動募

款興建，主殿供奉觀世音菩薩，後殿則供奉媽祖、文昌帝君及

關公等神祇，該寺建築施工嚴謹，規模宏偉，神龕、龍柱雕飾

精緻而考究，多由泉州白石與青石建成，頗具藝術價值。清代

中晚期，龍山寺己成為艋舺地區的信仰、自治與自衛中心，舉

凡議事、訴訟、調解等均假神靈公斷，龍山寺歷數次大地震及

二次大戰的炮火轟炸，仍能發展為台灣屈指可數的古剎，可說

是台灣十分重要的文化資產（莊永明，民 80；趙莒玲，民 87）。 

2. 清水巖祖師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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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康定路八十一號，創建於清乾隆五十二年（西元一七

八七年），清水巖祖師廟與龍山寺、大龍峒保安宮，並稱「台北

三大廟門」，廟中祀清水祖師，係安溪移民自原籍湖內鄉清水本

巖分靈而來，其施醫濟藥，為民祈雨救旱，安溪鄉民為表感激，

在其居住的蓬萊山石室建精舍。該寺中殿高懸光緒帝御賜「功

資拯濟」匾額及南殿兩側龍虎牆磚雕刻仙蹟圖案最為特色（洪

伯溫，民 83）。  

3. 青山宮： 

位於貴陽街二段二一八號，創建於清咸豐六年（西元一八

六五年），主祀靈安尊王，俗稱青山王，咸豐四年（西元一八六

四年）艋舺發生一場大瘟疫，是時惠安漁民返回家鄉，奉請青

山王來台，途經今青山宮廟址，神輿無法前進，罹病者紛紛前

來祈禱求助，據說頗為靈驗，由此信徒認為青山王有消除瘟疫

的威靈，且和城隍一樣掌理陰問司法，在艋舺民眾心中占有相

當的分量，因此所謂的「艋舺大拜拜」就是每年的「青山王祭

典」。青山王祭典於農曆十月二十至二十三日，艋舺地區舉行大

拜拜，每年是迎神賽會，繞境遊行，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可

說是艋舺最有特色的節慶活動，亦為台北地區宗教觀光的一大

盛事（洪伯溫，民 83；趙莒玲，民 87）。 

4. 地藏王廟（地藏庵）： 

位於西昌街二四五號，創建於清乾隆二十五年（西元一七

六０年），廟僅一殿，供奉地藏王菩薩，配祀北極大帝及府城隍

爺，保有清代中葉單殿式寺廟建築風格，結構簡潔、雕飾樸拙。

廟旁有大眾廟一座，亦為乾隆二十五年所建，兩廟歷史有密切

關係。每年農曆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菩薩生日，必定舉辦大型普

渡慶典儀式（趙莒玲，民 87）。 

5. 學海書院： 

台北市碩果僅存的古書院，極富古蹟價值，位於環河南路

二段九十三號，創建於清道光十七年（西元一八三七年），初稱

文甲學院，道光二十七年閩浙總督劉韻巡台，易名學海，並題

額學海書院，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年）設艋舺義塾，光緒

五年（西元一八七九年）淡水縣儒學附設於此，該書院為清朝

淡北最高學府，日人據台後標售其地，高姓族人承購改充宗祠

迄今（趙莒玲，民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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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艋舺基督長老教會： 

係加拿大傳教士馬偕博士，於西元一八七六年來台行醫

時，在今貴陽街二段九十四號創立的耶穌聖堂，因其教堂有很

高的尖塔，當時艋舺有三人考中秀才，艋舺人認為是尖塔帶來

好運，視為「艋舺的風水塔」，稱為「三哲雄塔」，該堂歌德式

的建築風格，聳入雲霄的尖塔和西方醫技、宗教，為古樸守舊

的艋舺，注入新的活水源頭，該堂於民國七十八年重新改建為

立面紅牆七樓現代教堂（洪伯溫，民 83；趙莒玲，民 87）。 

7. 西門紅樓： 

是日據時代初期台灣所建較早的市場，為一座八角形二樓

洋式建築，當時稱市場八角堂，設計者為總督府營繕課近藤十

郎，牆體為紅磚，樓板為鋼筋水泥，屋頂為鋼骨桁架，有如雨

傘骨般呈放射狀，非常具有特色，同時期全台所建的市場後來

都己改建，唯獨西門紅樓存留下來，對台灣近代民生建設事業

上深具歷史價值。  

8. 料館媽祖廟： 

道光初年至光緒年間，新店溪上游砍伐的樟樹，由水路交

通至淡水河口的環河南路形成裝卸木料的中心，稱「料館街」，

意為木材街之意。在此卸貨運銷的為第二水門黃姓家族，料館

媽祖廟昔日對著淡水河口的黃姓碼頭，庇護著海上生靈，也看

著黃姓家族百年來的興衰（洪伯溫，民 83；趙莒玲，民 87）。 

9. 黃氏家廟： 

黃氏家廟原為艋舺富商黃祿的私宅，建於清道光年間，後

於咸豐年間，洋人要在該處附近興建茶館洋行，引起公憤，經

艋舺商人黃龍排解這項糾紛，黃祿一家為感念這場風波，遂將

家中央前後進房屋及土地捐，充作黃氏宗祠（洪伯溫，民83；

趙莒玲，民87）。 

 

三、 獨具的地方特色 

 

1. 青草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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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西昌街二二四巷，巷內約有十多家藥草店聚集，為台

北市僅有的青草孳專賣街，該巷的形成，是因艋舺開墾之初，

流行疾病多，合格的醫師少，青草藥店就成為民間診療的主要

機構。遊客一步入青草巷，就會看到每一家青草店都擺著青翠

的藥用植物，和聞到濃濃的青草香。 

2. 剝皮寮 

位於康定路、廣州街及昆明街所圍之區域，剝皮寮乃清朝

福州商船運進杉木，在此剝去樹皮而得名，當時曾是商業交易

熱絡的街坊，有不少精緻的洋樓房屋，自今仍保有當時發展的

空間特色。 

3. 華西街觀光夜市 

光緒年間，艋舺是淡北最熱鬧的商港，凹仔（今華西街北

段）青樓豔妓的芳名，不僅名噪台灣，而且還遠震福州及泉州。

直至日據時代，台灣實施公娼制度後，此區卻成為地下娼寮的

所在地，現今已開闢觀光夜市，其中國式的排樓、蛇肉店、台

南擔子麵及各式美味小吃，吸引國內外許多觀光客。 

4. 青山里紅燈戶： 

日據時代，日本人鑑於華西街色情太過泛濫，於是規劃風

化區管理，畫定今西園路一段與貴陽路二段交接處起，至第一

水門桂林路一帶為風化區，光復後初改名為寶斗里，現為青山

里，台北市於民國九十年廢公娼制度後，此區仍為阿公店林立，

燈紅酒綠的世界。 

5. 蕃薯市街： 

台北市最老的街為貴陽街，舊名蕃薯市街，是先民開拓艋

舺的起點，也是艋舺的重要街道，早期漢人從堤防外的河口上

岸至艋舺開墾時，漢人常到此地與平埔族人以蕃薯交易，因此

便以蕃薯市為街名（台北市志）。 

6. 西門町： 

位於中華路以西，開封街以南，成都路以北周邊地區，在

五、六十年代，這裡曾是全台最熱鬧、最尖端、前衛的地區，

典雅的八角紅樓劇院及首屈一指的國賓、豪華、日新等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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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潮繽紛的服飾，精品店及熱門音樂充斥街頭，竟日人潮不

斷，現雖盛況己不如往昔，但仍是青少年爭奇鬥艷，留連忘返

的場所。 

7. 雁鴨公園： 

每年九月至翌年的三月、四月間，雁鴨、小水鴨、琵琶鴨、

尖尾鴨等水鳥到華中河濱公園聚集避冬，於是又稱雁鴨公園。

在賞鳥時節，常可見滿懷好奇心的小朋友，興奮的跟著家長，

透過望遠鏡觀賞鳥類活潑多姿的生動影像而驚奇不己。 

8. 成衣批發市場 

因地之便，萬華早期成立台灣第一座成衣批發市場，可說

是台成衣業的發源地，包括批發市場、製衣工廠皆聚集於萬華

火車站、大理街一帶。 

9. 佛具街 

在廣州街至桂林路中間的西園路上，有整排的佛具專賣

店，包括木雕、陶瓷及塑膠的佛像，佛燈、香燭、念珠、八仙

桌、供品等一應俱全，很有傳統的特色。 

10. 鐘錶街 

大理街的鐘錶市集，內有各種鐘錶產品、錶帶等應有盡

有，可讓人看得眼花撩亂，但價格卻非常低廉。 

11. 五金街 

台北市的五金工業用品以環河南路最為著名，其中以忠孝

橋及中興橋之間最密集，從各式工具、馬達、電鑽到各種小螺

絲等，應有盡有，五花八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