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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專制時代，不論中西，大致無所謂公園，有的只是「私園」，

那是帝王貴冑為著一己的享樂而設置。直至 1634 年，北美波士頓公

有地設立波士頓公園，是現代都市公園發展的最前身。而都市公園

的興起則源於工業革命後都市人口激增和都市環境的惡化。1840 年

在英國發生民眾強烈請願於倫敦東區設置公園以改善環境品質的事

件，請願人數高達 3 萬多人，使得議會不得不以公園為重要議題，

於 1845 年完成了倫敦的維多利亞公園，並且開放給民眾使用。而由

市政府斥資購地建設供民眾遊憩活動使用之紐約中央公園，是美國

一詩人兼報紙編輯者，基於紐約發展過快需要一片綠地的想法，於

1840 年遊說紐約市政府興建一座都市公園，剛開始並未引起注意，

但經過不斷的努力，有愈來愈多的支持者，所以市政府於 1855 年同

意在紐約市興建一座大公園，並於 1873 年完成。這些都市公園的興

建，主要起因於都市發展過快、環境品質惡化。而十九世紀末，二

十世紀初發生於美國的城市美化運動，則是以著美化城市的理念來

建設城市，也加速了都市公園的發展。 

在台灣，都市公園的發展源於日據時代，日本殖民政府於政經

中心台北市規劃都市公園的原因，主要是改善都市環境衛生及以宏

偉的園林來教化被統治者。1897年為恭迎日本皇太子裕仁訪台，建

造了台灣第一座公園—圓山公園，一座為貴族服務的公園。1908 年，
台灣第一座依都市規劃而設計的公園—台北公園落成，因建於圓山
公園之後，所以習稱「新公園」。 

由都市公園的發展來看，台灣都市公園的發展遠比西方來得

晚，並且都市公園興起的原因和意義跟西方很不同。雖然都有環境

衛生的考量，但西方都市公園的興建主要是由民眾發起的，諸如英

國倫敦的維多利亞公園、美國紐約的中央公園，而台灣都市公園的

起源則是殖民政府直接規劃的，到了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後，許

多都市公園預定地被佔用，在規劃方面也缺乏民眾參與。然而近來

市民意識崛起，不禁令吾人思考，此種規劃主導權是否隨著逐漸民

主化而有所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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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不同時代脈絡下，台灣都市公園的發展有何不同呢？

以新公園為例，日據時期所興建的大運動場、後藤新平銅像及博物

館，到了國民政府遷台後，便分別將其改建、拆除和重新命名，到

了陳水扁當任台北市長時，又將廣播放送台改建成二二八紀念館，

並將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這些空間設施的變遷，都是

在特定歷史背景及政治環境下形成的，因為不同的政黨或團體，欲

藉由取得空間主導權，來形塑新的文化。因而，都市公園這樣一個

具有休閒遊憩功能的公共空間中，看似價值中立，卻有許多政治文

化意涵。因此，本研究想更進一步瞭解，究竟台灣的都市公園被賦

予什麼樣的政治意義？是什麼因素影響台灣都市公園的空間形塑？  

二、問題意識 

1. 從日據時期到現在，台北市都市公園，已邁入了百年歷史，在這

漫長的歷史中，隨著政治變遷，是否影響了都市公園的空間形

塑？倘若政治環境的改變，影響了空間的形塑，那麼這些在台北

市中，具有區位及歷史條件的都市公園如何變遷？為何變遷？以

及，什麼支配它們的出現、消失、持續、影響或轉化？另外，都

市公園是否被賦予什麼政治意義？主政者是否透過都市公園做

意識型態的教化和霸權統治？ 

2. 影響都市公園空間形塑的主體是政府和市民，而政府和市民如何

透過行動來左右都市公園的空間形塑？如何透過權力去支配公

共財的議程？ 

3. 一個都市公園的規劃中，若不對等的權力、不同的意識型態左右
不同的規劃結果，那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規劃機制，讓都市公園

成為屬於市民的公共空間。 

三、研究目的 

1. 早期只有所謂的私園，並無公園，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私

園開放為公園，公園的開發與建設不但愈來愈受重視，公園的形

式也成了民眾關心的議題。而公園形式展現的背後，大都有其被

賦予的意義。因此，本研究欲將都市公園的概念放在歷史脈絡中

來思考，以瞭解都市公園這樣一個公共空間是如何被賦予意義。 

2. 許多都市公園的研究，大都著眼於實質規劃或都市計畫。到了最

近都市公園的研究，開始著眼於空間意涵的探討，然而在理論基

礎上，較無突破性。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權力如何運作以

影響空間形塑為軸，來剖析台北市都市公園的空間形塑。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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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為葛蘭西（Gramsci）的文化霸權論、路克斯(Lukes)的

權力第三面向及公共空間相關論述。其中，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

及路克斯的權力第三面向，說明了權力的較高層次是以意識型態

來運作，使其融入生活中而不自覺。這也是何以空間形式的背

後，有著許多權力的角逐及意識型態的抗衡。本研究欲透過台北

市都市公園案例分析，來實證權力及意識型態如何去左右公共空

間意義的生產。 

3. 都市公園的空間形塑，是一種公共空間決策過程，在這過程中政

府和市民分別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這樣的角色，在不同的時代，

因著不同的政治環境會有所不同。然而，政府和市民關係的轉

變，對於都市公園空間形塑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本研究希望透

過台北市都市公園空間形塑過程中政府和市民關係的探討來檢

視公共空間規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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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內容與名詞界定 

一、研究範圍 

（一）空間界定 

本研究以台北市大型都市公園為研究空間。因為台北市為中華

民國首都所在，從日本殖民時代到現在都是政治經濟核心，在公共

空間規劃上的議題，可明顯反應出空間形式的意涵及政府和市民間

的互動。 

（二）時間界定 

本研究以台北市都市公園為研究空間，以不同歷史脈絡下國家

和民間社會在都市公園空間形塑上的互動來切入。因此在時間上以

國家主體特質來界定。分別如下：  

1. 1895∼1945 年：日本殖民時期 

2. 1945∼1987 年：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至解嚴前 

3. 1987∼2002 年：解嚴後的民主時期  

由於台灣的都市公園起源於日據時期，因此時間分析上以日據

時期為始。日據時代是殖民政權，因此在公共空間規劃上有不同的

意義和範疇，而都市公園尤其是當時的新公園是一個很明顯的表

徵。到了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至解嚴前，可說是威權政府時期。這種

威權情形隱藏於政府對民間社會的控制與主導關係。當時政府為了

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對日接收了大量的政經資源，又以戒嚴法對

市場採取管制、保護等措施，控制和主導整體民間社會的政治、經

濟和社會變遷（張瑞猛、蕭全政，1992）。政府威權的方式也展現在

公共空間規劃上缺乏和民間社會的互動，當時的民間社會在威權體

制下，也缺乏回應的機制。到了 1980 年代政治反對勢力逐漸壯大，

對解嚴的訴求也逐日升高，遂於 1987 年宣布解嚴。隨著解嚴的到來，

民間社會的力量愈來愈蓬勃發展。因此第三個時期以解嚴後來劃

分，主要是因為民間社會的力量在解嚴後有較明顯的改變，而這勢

必對公共空間的形塑，有不同的衝擊和變化。 

在案例研究中，三個時期各以一個當時期興建的都市公園為分

析對象。日本殖民時期以台北公園（又稱新公園，現稱二二八和平

公園）為分析對象；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至解嚴前以中正紀念堂

為分析對象；解嚴後的民主時期以大安森林公園為分析對象。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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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選擇上以台北市較大型、較靠近市中心且民眾熟悉的都市公園

為分析對象。至於像十四、十五號公園，雖也是台北市引起很大爭

議的公園，但其爭議點主要在於拆遷補償問題，是已經先決定公園

開發為什麼樣的形式之後，後續執行中所引起的。而本研究所探討

的案例，主要是針對「決定一個公園開發為什麼形式之背後因素探

討」，以及政府和市民的關係如何透過文化霸權和權力來運作。每個

都市公園的案例分析，均著重於當時政經下的空間形塑，及隨著不

同時期的轉換，都市公園如何進行轉化。 

 

二、研究內容 

（一） 相關理論及文獻的回顧 

相關理論包括：霸權論、權力三面向、公共空間相關理論。主

要理論基礎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論（Hegemony）及
Robert Dahl 和 Nelson Polsby、Bachrach 和 Baratz、Steven Lukes 的權

力三面向。 

相關文獻包括：有關都市公園的碩博士論文及發表文章、以歷

史脈絡分析空間研究的論文及文章、台灣意識及中國意識的相關論

述。 

（二） 都市公園的歷史及意義 

都市公園的起源及歷史變遷、台北都市公園的歷史演變及都市

公園的功能和意義。 

（三） 案例分析 

以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及大安森林公園為例來探討台

北市都市公園的歷史變遷中，空間行動者的運作，如何影響都市公

園空間形塑，及都市公園被賦予了什麼意義。 

（四） 比較分析及公共空間規劃的省思 

比較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及大安森林公園的時代意

義、空間形式背後之意識型態及不同時期政府和市民之關係如何影

響公共空間規劃，以提供公共空間規劃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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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詞界定 

（一）都市公園 

依據都市計畫第四十二條：「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

況，分別設置下列公共設施用地：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

遊樂場⋯，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第

四十三條：「公共設施用地，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狀及未

來發展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

及確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因此，狹義的都市公園乃指都市計畫

中的都市公園，是依公園用地而興建的。然而，廣義而言，都市中

具有公園功能的公園即為都市公園。所謂公園功能，諸如休閒遊憩、

自然保育、環境教育等。Sharpe 認為一個好公園的定義是：「由稅金
支付土地與用水等支出的廣大地區，設立的主要目的是為全民娛樂

與利益，且主要作為戶外遊憩活動之用。」（ Sharpe,1983；李淑媛，
1992）。本研究中的都市公園，乃採取廣義的都市公園定義。 

（二）空間形塑 

Castells 認為都市的意義是既定社會下，不同歷史行動者在衝突

過程中所產生的。而都市形式是都市意義符號性的表現，也是歷史

行動者在衝突過程中所產生的歷史附加物（Castells,1983）。在本研

究中，延伸 Castells 的觀點，對空間形塑加以下定義為：不同的歷史

行動者均欲賦予空間不同的意義，這些空間意義可透過空間形式來

展現，而空間形塑是追求空間意義的衝突過程，它最後決定了空間

以什麼樣的形式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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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方法 

歷史比較研究法（Historical-Comparative,  H-C research） 

將歷史時間以及跨文化的變異視為中心的社會研究－也就是

說，將所研究的對象當成歷史洪流的一部份，並放在文化脈絡中的

情境來看。 

歷史比較研究法，其基本概念就是歷史論（後實證論）。在歷
史論興起前的主要研究方法論為實證論。一般而言，實證論具有下
列六項重點： 

1. 事實（fact）與價值（value）分離，客觀與主觀分離，不重視價

值的探討。 

2. 可以驗證的，才是科學。 

3. 超越時空，建立通則、定律、或模式。 

4. 數量化，重視工具。 

5. 強調知識是採直線進化的方式向前邁進，目前的知識會比過去還

進步。 

6. 強調預測。 

對於實證論的立論基礎，歷史論提出了以下不一樣的見解： 

1. 事實無法與價值分離，客觀與主觀也難以分野。 

2. 重視理論及價值。主張人們對社會事實的認知，是深受所接受的

理論及價值的影響。 

3. 整體研究，重視歷史及社會政經環境。 

4. 懷疑建立通則的可能性，強調特定時空的差異。 

5. 方法多元。 

6. 學術研究的典範並非直線進化。 

7. 重視解釋。 

（徐世榮，2001） 

由於這種論點的差異，使得歷史研究法興起於 1970 年代，並於

1980 年代成為一股勢力。早期的歷史比較研究是社會學、史學、政

治科學以及經濟學的分支。許多書變成如何進行歷史比較研究的範

本。W.Lawrence Neuman 認為有三種因素造成這種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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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者批評結構功能主義，認為其對社會的觀點是靜態的，也批

評經濟決定論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他們建構了新的理論，對歷

史和文化脈絡很敏感，並尋求新的理論方法。 

2. 在許多西方國家劇烈的政治衝突下，研究者開始對社會和社會變

遷的本質這種基本問題感到興趣。歷史研究用在這些問題是很恰

當的。 

3. 許多研究者看到只依賴實證取向的限制，覺得光靠量化是不夠

的。 

因為歷史比較研究可加強概念化和理論建構，並檢視歷史事件

或不同的文化脈絡。因此，研究者可以概化出新的概念且擴充其觀

點。概念比較不受限於單一歷史時間或單一文化中；可以是深植於

生活，在某一特殊文化及歷史脈絡下人們的經驗（王佳煌、潘中道

譯，2002）。 

另外，Cardoso 和 Faletto 也提出了相似的研究概念，他們結合
橫斷面的結構分析和縱剖面的歷史觀照研究法，稱之為歷史結構途

徑（ 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龐建國， 1993）。主張歷史的概
念包含了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面向，並提出社會結構乃是人們

集體行為的產物。強調歷史的結構變遷及結構本身轉變之可能性

（Thomas B.Gold,1986）。  

綜觀歷史研究方法論，乃以時間變遷為縱軸，不同時間點下所

發生的事件或社會文化現象為橫軸，以研究歷史脈絡下，各種社會、

政治、文化結構的變遷，及其所呈現的意義。  

表 1-1  歷史研究法 

研究者的觀點 在研究過程中已包含在內，整合為一部份 

資料取向 融合多種以取得對事物的瞭解 

理論和資料 紮根理論、資料和概念對話 

發現的呈現 轉換意義體系 

行動/結構 在結構中建構意義 

規則/概化 有賴脈絡中有限的概化 

資料來源：王佳煌、潘中道 

本研究基於事實無法與價值分離的認知，認為空間形塑過程並

非價值中立的，它乃特定時空下的產物，因而採取歷史比較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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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討不同歷史脈絡下，都市公園單一個案空間意義的轉變。另外，

也於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做都市公園個案的比較研究。 

以下為本研究在歷史比較研究法中所採取的幾個途徑： 

（一）歷史途徑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包括（1）都市公園相關論文、書籍、文

章，以瞭解目前相關論述之研究情形及都市公園的背景資料。（2）

台北市議事錄、市政府相關文獻、報章雜誌等。透過議事錄可瞭解

市議員的觀點及相關議題討論的情形；透過市政府相關文獻，如市

政週刊、市政意向調查、市政府公報等，可瞭解當時市政建設中，

市政府的立場及觀點；透過報章雜誌，可獲得當時事件過程的一些

陳述及民間的觀點。（3）訪談資料整理分析，以補充資料收集之不

足。 

（二）案例研究途徑 

以台北市的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念堂及大安森林公園為案

例來分析台北市都市公園的空間形塑。  

（三）比較研究途徑  

二二八和平公園興建於日據時代，歷經國民政府威權時代及解

嚴後的民主化時代；中正紀念堂興建於國民政府威權時代；大安森

林興建於解嚴後民主化時代。所以欲比較二二八和平公園、中正紀

念堂及大安森林公園在不同政治環境下，空間形塑上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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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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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安森林公園空間
形塑分析  

4.  比較研究  

公共空間規劃的省思  

結論與建議  

研究內容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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