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的凝聚：從個人經驗出發 

剛脫離苦悶高中生涯的那年暑假，還來不及想像規劃下一個人生階段的藍

圖，轉眼間大學生涯就要展開。不同於前一階段的枯燥單調，課業、社團、愛情

這三大必修學分突然間以多采多姿的姿態即將進入我的生活，心態一時之間尚來

不及轉換，興奮雖溢於言表，其中亦參雜了些許慌張。 

一連串的迎新活動成了我逐步構築大學生活圖像的素材。猶記得大一的迎新

舞會，那是我第一次進入夜店1這個場所（當時還沒有「夜店」這個概括性的常

民用語，我們還統稱它做「PUB」）在那個缺乏籌碼卻又迫切想要自我證明些甚

麼的年紀，除了考駕照之外，進入夜店這個消費空間來體驗所謂的「夜生活」，

可以說是讓自己感覺起來像個大人最快也最方便的辦法。 

如同人類學家所言，每一階段的生命進程，都是憑藉某些「通過的儀式」（rites 

of passage）而聯結起來。對前一階段的不捨與揮別、對下一階段的想望，以及

能否順利由此過渡至彼的焦慮，全反映在儀式上，而我們透過參與儀式被安撫。

迎新舞會正是此儀式的典型例子，由此類消費場所的夜間性格、十八歲以下禁止

入場、開放的人際交流場所，及以酒精飲品為主力銷售品等特質，參與這樣的活

                                                 
1在此必須說明，在作進一步的定義之前，因應當前複雜多元的全球消費文化之發展，我將先使

用具通俗性格的「夜店」一詞，此後行文亦將使用「夜店」作為我研究對象的指涉。原因在於，

早期用以指稱夜店這類消費場所的詞彙乃是「pub」，但 pub 一詞在歐美的使用脈絡中，一直有其

特定的指涉對象（即酒吧），而在台灣社會的脈絡當中，隨著全球文化的流動，引進了各種不同

類別的夜間消費文化如舞廳等，晚期即逐漸以「夜店」統稱這種夜間娛樂消費場所。雖然這種更

為通俗但也更為籠統的指稱可能意味著俗民語彙中屢見不鮮的定義模糊之特質，但另方面這實則

也指出了這種夜間消費文化發展至今的多元樣貌，似無法再使用如 pub 等詞彙來明確指涉，籠統

之指稱反而因此有其意義。基於此，同時考量到本文主要的關注焦點乃是夜店的空間生產，我將

以信義區內的夜店群作為主要觀察對象，並不對其經營型態有所設限，故採用「夜店」一詞似乎

更為適當。 

然而，中文「夜店」這一泛稱作為符號具，就字面上來看，似不如酒吧等詞彙具有較明確的指涉

對象，某種程度來說甚至可算是一種去脈絡化的詞彙，就此而言，任何具有夜間性格的消費場所，

如本地文化中的海產店、釣蝦場，或是 KTV 等，或皆可稱為「夜店」。但就實際語言使用的脈絡

來看，「夜店」一詞仍多指稱由西方傳入的、以酒吧或舞廳文化為基底進行發展與變異的消費場

所，其所指甚至也不包含同樣販賣酒類飲品的酒家（類同義詞尚有酒廊、酒店等。其間最大差別

乃在於酒家會直接提供女性陪酒的服務，並視其經營型態之差異，允許酒客與陪酒小姐發生不同

程度的親密肢體接觸，或是性服務；一般夜店則不會）。 

此外，根據目前所能查到的報章雜誌資料顯示，「夜店」一詞最早出現零星出現在 1994 年的聯合

晚報與中時晚報（陳玉貞，1994 年 5 月 3日；葛大維，1994 年 4月 27 日），由該年度僅僅兩篇

報導使用這一詞彙的現象或可推論，夜店這一詞彙的使用在當時並不普遍（抑或是當時社會情景

對於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較少關注所致）。而就這兩篇報導觀察夜店一詞的使用脈絡，其即指

涉與上述說明約略相應的範疇。因此，在本文對「夜店」一詞進行定義之前，其涵蓋範圍雖略顯

籠統，但也不宜將其指涉過度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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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多麼像是一種「轉大人」的宣示：（暫時）不必再繼續中學教育時期日出而作、

日落尚不得息的規律生活形態，而被許可進入此種場所以及飲用酒精飲品的自由

亦等同於被肯認為法律上所定義的成人等等。綜言之，這個舞會儀式被安排出現

的時間點，及其所引起的參與，對個人的生活脈絡而言，也許直接或間接的說明

了，（在法律層面）不再未成年的興奮，但卻又不完全是成人，而急切想要成為、

或至少表現得像是成人的尷尬與焦慮。 

在年齡方面取得自由進出夜店的資格之後，觀察日後數度造訪的消費經驗，

發現在 PUB 這個場合當中，其不論在時間安排、空間設置，乃至於人際互動與

個人行為等等面向，似乎皆有一套規則隱隱運作著，界定出一個雖然模糊但仍隱

約可辨的範疇圖像，表徵出夜店文化獨有的特色。舉例來說，在時間方面，台北

市的夜店營業時間隨經營型態的不同而有分別，沒有舞池的「酒吧」多是天天開

店，而舞廳則多僅在週三、週五及週六營業，營業時間皆在入夜時分至隔日凌晨

（甚至破曉）；而在空間方面，從外部觀之，其似多座落於發展程度較高的商業

地區，而地點則多半不會如同其他消費場所選擇在一樓露出以接近人潮，大多是

在一樓以外的地下室或是二樓以上的位置進行營業；進一步的觀察其空間內部，

每間夜店必定有醒目的吧台與半封閉的包廂、震耳欲聾且相似性高的音樂，以及

如同化外之境般的空間裝潢。 

夜店的時空安置自有其特色，另一方面，消費者在其中的互動模式似乎也有

一些特色，而這種種似乎與夜店這個空間的安排有關。舉例來說，因為音樂嘈雜，

噪音充斥因而阻斷了聽覺的大部分作用（只能用來聽音樂），這造成了兩個狀況：

第一種狀況是，進行溝通時，必須大量仰賴其他感官，特別是視覺系統。在夜店

嘈雜情境裡，各種肢體語言或眼神幾乎取代了語言的溝通，就算使用語言交談，

也會盡量長話短說，而話題自然不可能深入；同時，也因為言語溝通上有一定的

難度，因此在對話時，人與人之間的距離便縮短許多，甚至是耳鬢廝磨的貼身交

談；在這裡觸覺系統亦較大程度的被依賴。音樂在這裡一方面縮短了人際的物理

距離，允許較親密的接觸；但另一方面卻又因為話題的無法深入，人際間彼此認

識仍然有限，其心理距離依然存在，除非人際之間原本就彼此熟識，有著穩定的

情感連結。 

第二個狀況則是，既然聲音使溝通更加困難，那麼人與人之間可能根本不進

行溝通。這時候震天價響的音樂似乎成為了一個超大型的公共隨身聽，雖然每一

個人都跟其他所有人一樣，共享相同的音量和曲目順序，但卻在聽覺層次阻隔了

外在，以自身為中心，或聆聽或舞動，構築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想像世界。他們只

跟自己溝通。然而，在這樣的狀況下，為了保護個人世界的完整，既不打擾到別

人，亦不使自己受到干擾，便仍須仰賴視覺來觀察外在世界的情況，以不時確認

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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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言之，在夜店裡，因為聽覺功能受到限制，無論我們是否與他人進行溝通，

皆大量仰賴了視覺系統與觸覺系統。這極化了人際之間的距離：要嘛是互動的可

能性消失，否則即大幅縮短人際間的物理距離。只不過，即便人際之間在物理距

離上縮短了，但這樣的溝通形式較諸於日常生活中的溝通狀態，卻非更加親密，

反而是更加片面而淺薄的。 

除此之外，夜店空間的另一個特色是，昏暗。然而在昏暗之中，又有大量的、

從四面八方而來的各色霓虹燈或雷射燈，似乎是用來製造令人眼花撩亂的幻影炫

光，擾亂人的知覺，至幾乎無法辨認自己身處何方（這當然也與其空間裝潢的風

格有莫大關連）。整體空間的昏暗與四射如亂舞的光束，輔之以足以阻隔人群的

音場，每一個人在這裡幾乎處於隱身的狀態，因為用眼睛看並不能真的看得清楚。 

肇因於夜店空間氛圍的形塑，在這裡人們的聽覺與視覺的功能皆遭受到挑

戰。夜店空間的視聽效果呈現出與日常生活秩序幾乎完全不同的世界，其以音牆

與光線劃定邊界，要求消費者運用自己的感官融入這個地方；同時這種空間安排

又成了人們運用自身感官的焦慮：感官在此受到阻礙，卻又被要求更大程度的倚

賴，才能得以保持自我世界的完整與溝通的流暢，以及順應這個空間的「融入」

要求。 

就此而言，夜店作為一個讓人尋求短暫放縱的娛樂空間，在實際上的感官經

驗其實是愉悅與焦慮並存的，而我認為這與夜店本身各種的空間安置有關。又由

於夜店空間所呈現出來的特色並不止於音樂與光線，故也讓我產生了進一步探索

夜店空間與消費者間互動關係的興趣。 

貳、劃定「夜店」的邊界 

夜店文化乃是因歷史脈絡發展，自西方橫向移植至本地的一種消費文化（呂

錦媛，2003），而異國文化在地實踐，翻轉生成了屬於我們自己的夜生活樣貌。

在台灣，夜店文化發展至今，雖已呈現出複雜的多樣性，但仔細觀察仍可發現，

不管是甚麼樣的夜店，彼此之間尚存有共通之處，這些特質同時也是傳統的延伸

與變異。一般咸認，酒吧最早出現在中山北路、雙城街一帶，其乃因應美軍駐台

的休閒需求而現身（呂錦媛，2003；殷寶寧，2006；張人傑，2006；陳建勳，2004；

鍾佳沁 2002；蕭伊容，1995），而當前台灣本地夜店文化其中一部份特質，便延

續了這一時期的美式酒吧調性，這種酒吧，就是傳統意義下的 pub，其乃 public 

house 的簡稱。2 

                                                 
2 在英文詞彙中，除 pub 之外，還有 bar、tavern 等字彙來指涉類似的消費場合，這些字彙在早

期或許在指涉對象上還有所分別，但至晚近已無明顯差異，頂多是因所在地區不同而有不同的口

語用法。關於字源及其演變的詳細考察，因偏離本文主題甚遠，故不擬在此細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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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酒吧 

咸認從英國發源的酒吧文化，遠自羅馬時代便有其前身—麥酒店（ale 

house）—出現。肇因於當時的「羅馬公路系統」（Roman road system），3當時倫

敦有許多客棧（inn）供旅人行腳，麥酒店就是附設於客棧中的消費場所。爾後留

在英國居住的部分羅馬人，憑藉著自身文化中豐富的飲酒文化，在英國以開設麥

酒店維生，麥酒店因此不僅作為旅人休憩之處，同時也作為英國當地農、工等中

下階層聚會聊天、聯絡感情的聚會所。 

爾後，英國在英女皇伊莉莎白一世時期（Elizabethan Era, 1558–1603），出現

了第一個正式以「酒吧」為名的私人俱樂部，這個名為「美人魚酒吧」（Mermaid 

Tavern）的酒館，則在當時吸引了文人雅士聚集於此暢論時政以及創作作品。與

前述麥酒店不同，這種私人性質的酒吧多服務上層階級，但基本上這類酒吧亦擔

負了聚會的功能，例如大文豪 William Shakespeare，以及詩人、劇作家 Ben Jonson

皆曾為美人魚酒吧之座上客，因為該店位於倫敦的星期五街（Friday Street），這

些常客群甚至後來被暱稱為「星期五街俱樂部」（Friday Street Club）（大英百科全

書，2007）。一般而言，這種社群聚會的特徵也一直存在於現今的夜店互動模式

當中，可說是現代酒吧文化的雛形。此時酒吧的酒類供應仍是店家個別私釀，直

到十七世紀，才出現了專業化的釀酒工廠，而這樣的轉變導致了酒吧在英國的興

盛，也就使得酒吧文化愈形普及。這一時期當中，由於如倫敦等城市允許名為咖

啡館或餐廳的營業場所販賣酒類，因而就是否販賣酒精飲品來說，咖啡館、酒館、

俱樂部、與餐廳之間的分界並不明顯，其中的文化與社會互動亦多所流通。 

爾後由美軍傳進台灣的酒吧類型，其風格型式雖承繼了早期英式風格的酒

吧，但其中與傳統酒吧非常不同的一點則在於酒類飲品的多元性，這主要受到全

球化影響所致，其中又以 Appadurai（1996）所言全球化下之族裔景觀（ethnoscapes）

與科技景觀（technoscapes）作用為甚。4 

首先是飲酒文化的流動。除了啤酒與由英國發跡的琴酒（Gin）之外，在台

灣出現的美式酒吧尚販賣來自於不同國家的烈酒，其中又以伏特加酒（Vodka，

源自蘇聯）、蘭姆酒（Rum，源自牙買加）、龍舌蘭酒（Tequila，源自墨西哥）為

                                                 
3 羅馬公路系統：世界上規模宏偉的古代交通運輸網，一線從不列顛到底格里斯和幼發拉底河，

一線從多瑙河到西班牙和北非，共築硬面公路 80,000 公里(50,000 哩)，其路線複雜交錯，且幅

員廣闊，故諺語云「條條大道通羅馬」。在很長時期內，羅馬公路系統為羅馬的征服和統治創造

了條件，並為後來的民族大遷徙和基督教的傳播提供了道路，在整個中世紀為歐洲所利用，至今

仍保留許多殘跡。（大英百科全書，2007） 
4 在 Appadurai 的觀念裡，他認為全球文化的流動包含五個面向，並認為可藉此作為觀察分析文

化流動的架構。這五個面向分別是族裔景觀、科技景觀、經濟景觀（financescapes）、媒體景觀

（mediascapes）、意識型態景觀（ideoscapes）。由於本文能力所及有限，故擬不採用 Appadurai

之全球化概念，因此不對其概念進行細緻的耙梳整理，此處乃基於行文之簡便考量而進行理論詞

彙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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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這些酒類至今仍為各夜店必備酒品，除單杯販賣之外，這些歷史悠久的酒

精飲品亦作為調製雞尾酒的「基酒」。然而有趣的是，這些酒類在其原本的文化

中是有特定飲用規矩與各種傳說的，但在台灣，或因商品太過容易流通，而文化

卻難以全盤複製，致使這些酒規若非無人知曉，便是僅供參考，取而代之的則大

多是闊氣海派的乾杯豪飲；而關於酒類的神話傳說則被商人做為故事行銷的籌

碼。另方面隨科技進步，酒吧中販賣的酒類亦越來越多元，晚近出現許多各種不

同口味的烈酒，使得酒吧所能供應的商品更加多采多姿。 

科技所帶來的影響不僅展露在酒精口味的調製，使得酒類口味更加多元化而

已。交通運輸科技使得跨國市場流通更為便利，因而提升了多樣化酒類產品的易

得性，晚近因而出現了專門販賣特定酒種的酒吧如葡萄酒吧（wine bar）；電子媒

體科技的發達為酒吧帶來的影響更為深遠，尤其反映在音樂的播送。如今我們更

容易取得各種不同形式的音樂風格，卻不再需要真人演奏，更甚者，我們僅依靠

電腦模擬的聲音來創作音樂，而播放這類電子音樂的酒吧晚近大為流行，我們名

之為 lounge bar；此外，我們也可以看見某些酒吧引進大銀幕，於店內不定期播

放運動賽事，我們則稱它為 sport bar。就此而言，科技深深影響了當代酒吧在社

會中的分類與定位。 

傳統意義下的酒吧作為一種社交場合，互動模式之重點在於溝通對話，或者

就只是飲酒小酌，基本上乃作為一個供人建立並維繫社群、或尋求共屬感的場

合。5然而，當代台灣夜店不僅承繼並轉化了源起於英國的酒吧型態，同時接合

晚近各種不同風格的酒吧型態，另方面也更含括了另一種文化體系，即舞廳文

化。當然，酒吧文化與舞廳文化之間有一定程度的親近性（例如音樂在這兩種文

化當中所佔據的重要性），並非完全無關的兩種文化體系，然而本文的研究焦點

在於其空間的生產，其中涉及到空間內部的配置問題，故仍有必要將酒吧與舞廳

兩者稍做區隔，並分別討論。 

二、舞廳 

十九世紀之前，跳舞的人可能彼此熟識，和其他舞客有相同的社會背景，但

自二十世紀中後期開始，舞蹈場所開始逐漸成為像電影院或其他娛樂場所一般，

將陌生人聚集於此跳舞的新公眾娛樂場所（Straw, 2001／蔡佩君、張志宇譯，

2005）。換言之，這時期的舞廳已經比較可能和不同社會背景的陌生人雜處，因

而也就面臨了較高的危險性。在這個從二〇年代餐廳秀到七〇年代迪斯可（disco）

舞廳以及不斷延伸下去的傳統中，舞廳已經漸漸變成去看一大群顧客穿著展示風

格的地方，人們在此可能接觸到社會各個階層，從中尋找與自己有著類似品味或

                                                 
5 在英國的脈絡下，酒吧雖然至十七世紀後期開始普遍化，但整個產業內部有階級之分，亦即有

專門服務上流社會的酒吧，及以中下階級為目標客群的酒吧等，因而個人少有機會在酒吧中接觸

到與自身品味或社會背景殊異的群體。這個特徵直到十九世紀仍持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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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背景的歸屬團體，或者是藉此探索現代社會的邊緣與次文化。 

進一步從歷史中探索舞廳這娛樂場所如何發展至當今我們所見的樣貌，則必

須從二次世界大戰時期說起，原因則在於，戰後西方國家經歷一段經濟榮景，導

致消費主義成長。二戰之前的消費主義基本上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但戰後隨著

財富增加與科技的突破，消費也成為了中下階層生活中為人接受的一部份。6 

二戰時期，源自不同文化的音樂相互雜揉，音樂型態的發展已然堪稱多元，

與音樂節奏相應的舞蹈亦然。當時舞蹈還是雙人對舞的型態，且有其固定的舞步

（即現在所謂的社交舞），而此時美國當地的酒吧仍多是社會邊緣團體如黑人、

幫派份子等的聚會場所（Andriote, 2001／郭向明譯，2006；Shapiro,1999／李佳純

譯，2007）。然而由於戰爭之故，大部分的男性從軍作戰，這導致了社交舞面臨

了黑暗期，也就影響到社交舞廳的存續。 

不過，跳舞活動並沒有因此消失，而是轉進了其他場所。學者認為，至少在

美國，高中舞會取代社交舞廳，成為大眾跳舞的主要場所（Straw,2001／蔡佩君、

張志宇譯，2005：145）。這個地方比以前的舞會場地更針對年輕人，就此而言，

這也意味著高中舞會為戰後時期的青少年文化奠定了基礎。 

五〇年代搖滾樂的出現，貓王（Elvis Presley, 1935-1977）以其豐富的肢體語

言，為這個世界注入了新的元素，特別是他那忘情扭動臀部的動作，直接影響到

後來扭扭舞（Twist）的出現。7 

搖滾歌曲為這個世界一種新的演唱風格，而當人們渴望嶄新的、節奏更快的

舞蹈出現時，扭扭舞正好滿足了公眾的需求（Andriote, 2001／郭向明譯，2006：

9）。最重要的是，扭扭舞為流行舞蹈引進了新的觀念：獨舞。有賴於當時廣播媒

體促成音樂風格的普及與多樣化發展，五〇年代末期則更出現了許多以流行舞曲

為主題的電視節目，節目中會請青少年當來賓，隨當時熱門流行音樂起舞，觀眾

可以透過電視節目學到新潮的舞步，因而獲得廣泛迴響，這種獨舞型態也就風靡

了一整個六〇年代，後來的迪斯可亦承襲了這種風格。 

六〇年代的舞蹈風潮，自然也吸引了中產階級成人聽眾的注意，因而間接刺

                                                 
6二戰結束之後，美國整個時代氛圍有非常明顯的轉折，包裹於整體社會價值當中的娛樂觀念亦

然。經過二十世紀三〇年代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後，羅斯福新政轉向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財政和

福利國家的道路，透過政府積極干預，加之兩次世界大戰的刺激，美國經濟開始走向繁榮，社會

財富迅速增長，人們的生活水準普遍提高。而隨著物質生活的變化，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也出現

了偏離，當時各類主流媒體大量宣傳的是鼓勵消費、享樂的生活方式，這一切將整個社會帶入了

消費型發展階段。在消費型資本主義階段開始之前，人們注重的是生產而非消費，與這一時代特

徵相應的價值觀是資本主義新教倫理思想；之後人們追求的目標則從生產轉向到消費，注重享受

與娛樂，其中又以青少年為甚。 
7 扭扭舞乃因 1960 年的一首流行歌曲【The twist】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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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了新的夜生活場所的擴展，即迪斯可舞廳（discotheque）。8原本迪斯可舞廳乃

是邊緣團體，或勞工等中下階層聚集之處，扭扭舞一開始也是非裔美國人與貧窮

白人在跳的舞，但隨後扭扭舞的擴散風行，卻讓中產階級和名流開始聚集在迪斯

可舞廳大跳扭扭舞。此時期的許多酒吧原本並沒有舞池的設計，仍舊以現場表演

為主，不過另也有以投幣式音樂播放機作為主要的音樂來源者。這種設計可說是

提升了群眾的權力：他們可以自己選擇愛聽的音樂。爾後迪斯可的流行則讓許多

原本沒有舞池的店家紛紛增設舞池，現場表演更因此而讓位給唱片的播放（因為

需要不間斷的節奏），迪斯可型態的酒吧或舞廳也就盛行起來。 

在迪斯可舞廳盛行之前，那些被主流社會排斥的群體在迪斯可這裡找到棲身

之所，彼此交換分享共同的語言，某種程度來說具有一定的抵抗性，讓這些「社

會中的他者」逃避隱匿於其中，或是循此獲得一點反叛的自由，但後來卻完全不

是這麼一回事；而當中產階級白人開始群聚跳舞，他們就逐漸取消具儀式性的舞

步，而偏向自由表達的形式，至六〇年代末期甚至演變成像嬉皮舞般不講章法的

舞動。至此，我們已經約略可見當代夜店文化中舞蹈風格的雛形。 

整個七〇年代，迪斯可幾乎就是舞曲的同義詞（Bennett, 2001／孫憶南譯，

2004:169），但在此後，舞曲的意義則有重大的轉變。隨著各種音樂類型的更加

成熟，整個七〇年代除了迪斯可之外，也出現了其他種類的舞廳，如播放搖滾樂

的舞廳等。而隨著迪斯可的風光，引來商人不顧一切的膨脹這個市場，換來的結

果自然就是迪斯可的衰退。晚近學者常聲稱迪斯可死於 1979 年（Straw, 2001／

蔡佩君、張志宇譯，2005：149），而這股擁護舞曲的力量則轉化到後來各種與迪

斯可有關的特定音樂風格，樂迷也分裂為各種不同的專業品味團體，各自走上不

同的路。 

肇因於當時的社會氛圍，七〇年代末期的搖滾樂迷通常鄙視迪斯可舞曲（這

與嬉皮運動有關），但八〇年代卻發展出了「舞曲傾向的搖滾」，而搖滾舞廳則在

八〇年代傳開。這個時期的舞廳與迪斯可舞廳最大的分別在於搖滾舞廳取消了迪

斯可舞蹈中的儀式性，讓位給那種不講章法的舞動，而其同時也節制了舞步，使

得舞者的肢體接觸隱然受到禁止（Straw, 2001／蔡佩君、張志宇譯，2005：150）。 

三、小結 

至此，現代舞廳的發展基礎幾已底定。隨著科技的發展，八〇年代以降至晚

近，除了搖滾樂之外，舞廳當中領銜的則是浩室舞曲（house music）及其他種類

                                                 
8 Discotheque 原為法文中唱片（disc）與圖書館（bibliotheque）二字的合體，字面上的意義

就是「唱片收藏館」。三〇年代，這個名詞原本指的是法國的夜總會（nightclub），人們會聚集

在這樣的地方聆聽來自美國最新進口的爵士唱片。這類俱樂部在二戰後的西歐國家不斷開張，它

們的主要訴求在於唱片的播放，而非酒吧傳統中的現場表演，至於其營業的利基則在於那些當時

人們不易取得的唱片或錄音（Straw,2001／蔡佩君、張志宇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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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子舞曲（隨之引導出的則是銳舞文化[rave culture]），以及嘻哈音樂，與這些

音樂類型相應的舞蹈形式則亦多承繼前期所奠定的獨舞風格，同時也具有較少的

儀式性，個人較能自由發揮。而晚近搖滾樂的發展，其曲風愈加偏離舞曲，這樣

的特性使得搖滾樂越來越「難跳」，因而成就了搖滾樂的另外一種群眾共享型態

之流行：即現場表演的演唱會。當然，舞廳的型態並非取代式的線性發展邏輯，

當代舞廳基本上以音樂類型分門別類，呈現多元風格，而在台灣亦呈現如此景象。 

經由前述對酒吧和舞廳發展脈絡的粗略整理，儘管兩者間至今仍有許多差異

之處（如音樂的音量大小），但我們仍可以整理並歸納出幾個共同的特徵，進一

步總結作為「夜店」的定義。根據上述，我認為，夜店乃是一提供社群交往的場

所，個人可以在夜店中接觸到各種不同社會背景的群體，包含與自身背景與品味

相近者，而它同時也是展示品味的場所；它們販賣種類多樣的酒精飲品，自啤酒、

調酒、葡萄酒乃至威士忌等，不一而足；視其目標對象之不同，它們播放特定類

型的音樂，並允許個人舞動肢體，舞蹈型態則多為獨舞，不拘泥特定舞步形式，

甚至毫無章法，但通常有微妙的肢體接觸禁忌。 

在對夜店進行初步定義之後，回到本文的關注焦點，我將進一步試圖陳述夜

店的空間特質，並據此在接下來的章節中，檢視台灣的夜店是否呈現與歐美脈絡

相應的發展態勢，及其背後的因素。 

首先，就夜店內部的幾個關鍵的空間設置而言，由麥酒店演變而來的傳統酒

吧便已有吧台的設計，後來更區分出舞台，以供現場表演的樂團或歌手使用；而

舞廳則因為對於唱片的依賴，DJ 台順理成章取代了原本的樂團舞台而成為群眾

的核心焦點，底下則是因應舞蹈需求而設置的舞池，桌椅則被移到舞池的周圍，

圍繞著舞池。此外，六〇年代的舞廳便已經出現令人目眩神迷的燈光。而在台灣

夜店的空間設置上，基本上不脫歐美夜店的空間邏輯，但有一點不同的是，台灣

的夜店雖然也有較為開放的座位設計（如長桌和吧台），但同時也有比餐桌概念

更為高檔與私密的「包廂」設計。一個合理的猜測是，台灣本地夜店還融入了

KTV 的文化形式，在空間上以客廳的概念容許小團體式的聚會娛樂。在台灣的脈

絡中，KTV 某程度來說具備家庭中客廳的替代功能，亦即一種商品化的「專業客

廳」，故「舒適」乃是其必須達成的基本需求，這也是與餐桌椅之間的最大差異。

然而，在台灣的夜店當中雖然吸納了 KTV 文化，因而主流的空間安置多是足夠

面積的大桌子與柔軟舒適的沙發，但卻又不如 KTV 那般將包廂以獨立空間處理，

而呈半開放型態，這或許是因為一方面小團體需要一個相對獨立的空間來確證群

體內的認同感，但另方面仍需要夜店整體氣氛的渲染。當然，反之亦然，夜店也

需要他們來塑造氣氛。 

此外，就夜店所佔據的地景位置而言，根據前述，早期酒吧乃作為交通運輸

系統之中繼站—客棧—的附設場所，後來私人俱樂部的設立，除說明了酒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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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層化外，亦揭露了酒吧營業地點的選擇漸往上層階級之活動範圍靠攏的特

點；而後舞廳的地點選擇，一開始多出現在如郊區等以邊緣團體或中下階級為主

體的活動範圍，因而無法較引起居住於內城的中產階級的興趣，而主要成為底層

生活者的聚會場合；此時的舞廳並非全數位於郊外，而開設於內城的則多藏匿於

地下，以避免不必要的麻煩（Andriote, 2001／郭向明譯，2006）。隨後則因為舞

蹈風氣之興盛，以及音樂工業的考量，許多舞廳開始出現在西方主要城市，以聚

集享樂的中產階級，這一時期的舞廳亦保留了其「地下」特質，這則是因為其試

圖模擬一個放縱逃離的化外之境之故。 

就此而言，晚近夜店營業地點的選擇似乎受到商業考量的深刻影響，這點在

台灣亦然。在台灣的脈絡裡，異國風格的休閒相對於本土休閒型態而言，由於這

種外來的休閒文化並非本地原生的、下而上的草根文化，同時早期能夠近用此類

異國休閒情調者多為資本較雄厚者（包括經濟資本以及文化資本），儘管稱其為

一種「殖民式」休閒型態或許過於言重，但不可否認的是，酒吧或舞廳此類休閒

型態向來處於相對優勢的文化位階。就此而言，台灣本地與歐美脈絡的最大差別

在於，在歐美的脈絡下，或許酒吧或舞廳曾被賦予一種逾越／愉悅的抵抗潛能，

但就台灣本地的脈絡而言，從一開始，這類場所就是非常中產階級（如果當時台

灣有所謂中產階級的話）的場所，是一種資本門檻較高且少數近用的休閒娛樂場

合。然而有趣的是，台灣本地的夜店發展在其他地方巧妙接合了另一種反抗精

神，故而造就至今吾人對於夜店仍多少抱持著其可作為一「異質空間」的文化想

像，關於這部分將會在接下來的章節中進行詳論。 

就此而言，台灣本地的夜店發展向來往商業區高度集中的情形應屬合理，然而，

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台北的商業區何其多，僅從經濟面向考量似難完整交代如

今呈現於信義區的夜間地景，因而有必要從其他面向加以探索。有趣的是，在歐

美的相關文獻中，至多另從法律層面來說明夜店的分佈態勢（Chatterton＆ 

Hollands, 2002, 2003），然而台灣對於夜店並沒有如西方那般較為細緻的律法規

定；且又由於夜店對歐美來說乃相對較具「原生」性格的文化，與夜店在台灣至

今作為一種舶來文化之變體的境況殊異，從這點來說，若考察台灣的夜間地景構

成，在經濟與法律層面之外，另從文化面向探討之，似為可行之道。 

參、夜店在台灣的發展概述 

二十世紀中後期以降的資本主義社會裡，消費可以說是一種涉及到符號與象

徵的社會文化過程（Bocock, 1993 ／ 張君玫、黃鵬仁譯，1995：11）。在處處皆

學問的消費場合中，消費實踐早已不僅是財貨的交易那樣簡單，快感及愉悅亦非

止於財貨交易的那一刻，轉瞬即逝。就上述消費觀察與親身經驗的描述與反思，

我們已經能夠約略想像，夜店以極具特色的空間安置方式，在消費者互動實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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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體驗這一方面產生了深刻影響。可以說，屬於夜店獨有的消費文化特色，是

以其空間安置作為基礎的。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我們眼前所能見的夜店之空間

安置，它一方面做為人們進行消費實踐的資源，生成在地的夜店文化，但另方面，

它亦是社會生產的結果。 

走訪台北市各夜店，發現夜店其實林立於台北市各地，似不僅限於商業地

區，其所展現出的樣貌亦尚稱多樣。然進一步觀察其營業狀況，卻可發現座落於

某些地區的夜店彷若夕陽產業，生意狀況幾乎可用「門可羅雀」形容之；但另方

面也有極其熱門之店家，店內人潮擁擠的狀況是家常便飯，而店門外還排滿了欲

進入夜店消費的人群。有趣的是，這些熱門的店家亦往往座落於特定地區，如台

北市東區與信義區一帶；此外，不同地區店家的消費者亦有所不同，而從他們的

樣貌（包含穿著打扮、行為舉止以及視覺年齡等方面）看來，似乎有「物以類聚」

的傾向：在風格充斥的消費社會當中，我們固然很難辨認消費者的真實身份，但

從其共同具備的外貌特質，以及他們特別喜歡去某些店家消費等情形看來，這物

以類聚的狀況似乎暗示了某種品味階層的存在。 

我認為，這一方面或許肇因於店家的經營型態與個別的特色，吸引了某類群

體，但同時不可忽略的是，台北市夜店的流行趨勢，其實與北市的歷史與地理發

展有密切關係。 

我們現在所泛稱的「夜店」，其實包含了兩種不同的文化範疇：酒吧（pub）

與舞廳（dance club）。前已述及，酒吧最早出現在中山北路、雙城街一帶，其乃

因應美軍駐台的休閒需求而現身，當時台灣在國際冷戰結構之下，做為美國西太

平洋反共防禦體系的中繼站，乃是越戰美軍的後備補給地點，PUB 就是那時隨美

軍到訪而出現，因而其型態也多為美式風格的小酒館。9隨後因越戰結束，來台

美軍銳減，這一區的酒吧也就日漸蕭條。 

至八〇年代中後期，台灣經濟的態勢在國際經濟重組的脈絡下，由勞力密集

工業步入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隨著國民所得提高，私人資本更為熱絡，新興的

都會休閒亦逐漸萌生；這一時期乃是台北都會區消費社會的擴張期，其消費力伴

隨經濟發展的成長，投入較前期更為昂貴的消費場域（陳光興，2002），再加上

都市資源有限，夜生活領域於是成了商業資本投注與創造利潤的新場域，最顯著

的乃是 KTV 的興盛。這個時期當中，各式酒吧也因此逐漸繁盛，而解嚴之後舞

禁解除，「地下舞廳」由地下浮上檯面，成為合法夜間休閒活動，舞廳的開設亦

所在多有，當時最具盛名的便是位於中泰賓館裡的「Kiss」舞廳。於是，在台灣

本地脈絡中向來具泛稱意味的「PUB」一詞至此增添了另一種意涵，晚近則以「夜

                                                 
9 張人傑（2006：180-182）指出，五〇年代前期美軍來台駐防，揭開了 PUB 這類場所出現於本

地的序幕，其後更因為此產業能大量獲取「美援」而繁盛，而台灣亦成為美軍最嚮往度假勝地的

前三名。當時接待美軍來台度假的聯合勤務總司令部外事服務處，甚至會在準備給度假官兵的資

料夾中附上「台北卅家酒吧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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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含括之。至此，夜店已不再僅是主要販售酒精飲品與異國情調的「酒吧」，

其更容納了舞廳的特質，成為可讓人舞動身軀、或是有現場樂團表演等不同型

態，集聲光效果於一身的娛樂消費場合。10 

這一時期的夜店產業在北市形成點狀分佈，主要可見於台北東區與南京東路

商圈，以及天母一帶，和台大、師大學區周圍等非商業區。在商圈的部分，多少

因前述資本的營利取向而使得夜店得以出現，不過還必須著眼於這些夜店多環繞

在飯店周圍，或者就在飯店內營業，某種程度上說明了其以服務消費力較高族群

為主的態勢；而在非商業區的部分，則是因應外僑與留學生而發展起來（蕭伊容，

1995）。這當然包括了學生族群藉此地作為「通過的儀式」（rite of passage）之地

點的可能性。然而更重要的是，前述兩種情形實皆指明了夜店仍具備的濃厚異國

格調，其作為異鄉客懷念故鄉的想像通道，亦同時作為本地人想像異國的文化媒

材。 

不難發現，前述時期的夜店發展，消費端的因素常是主要的考量，除了消費

能力高低向來作為營利事業的主要趨力外，似還以「異鄉客」這一因素為要，由

其營業地點多與異國人士生活群落有一定程度的地緣便利性，以及從各國際級飯

店內多有設立酒吧等部分可約略看出。然而，進入九〇年代中期，隨台灣逐漸整

編進入全球化體系，以及消費社會型態的深化（陳光興，2002），這群在商業區

裡興起的具有異國消費風格的夜店，其發展態勢似乎愈發往商業地帶靠攏而發

展，其中又以信義計畫區為甚；而在此漸林立如雨後春筍的夜店群，則為台北這

個不夜城構築出好似表徵出多元文化想像的夜間地景（nightscapes; Chatterton＆ 

Hollands, 2002, 2003; Gottdiener & Budd, 2005）。 

這當然不是說，至此僅剩信義計畫區有夜店的存在，而是在這樣的發展過程

當中，就現象面來觀察夜間地景的構成，較具商業考量的（也就是較為主流的）

夜店在其他地區越來越少。在信義區之外，留下的不外乎是以邊緣族群（如男／

女同志或移民／工）為服務對象的夜店、自詡為非主流的 live house，抑或是原營

業區位所剩下的少數殘餘。然而，這裡我們可以追問的是，甚麼叫做「主流」，

因而較諸其他類型的夜店能更適於當前社會脈絡而發展與持續繁盛？這是我在

這篇論文中，第二個想要探索的問題。 

從消費者端的與空間之互動，到夜店空間本身的內部安置，延續著對夜店空

間的關心，我在信義區現有夜間地景中觀察到，原本就開設在信義計畫區裡的夜

店不僅穩定而持續的營業，晚近更有越來越多的夜店開設於此，甚至也有原本在

                                                 
10 根據呂錦媛（2003: 7）指出，性質較特殊的女同志酒吧受到前一時期美軍酒吧的影響，在這

一時期一開始慢慢浮現；吳佳原（1998）針對男同志酒吧的分析亦指出男同志酒吧的浮現也是受

到相同的啟發，而在此一時期逐漸興盛。然同志酒吧的發展史實乃另一則故事，本研究不擬在此

細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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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區位營業的夜店轉戰此地開店營業，11讓這一區塊成了夜店的一級戰區。但

縱然是一級戰區，還是可以見到標榜著更新潮更時尚的夜店一再出現於此，使其

競爭愈加激烈。這箇中原因究竟為何？之前已經提到，或許夜店有所謂的「主流」

型態，因而可以較為順利的縫合於社會結構中並得以存續，那麼除了探問甚麼才

叫做「主流」的夜店，這裡亦可進一步追問的是，社會結構是以何種具體施為，

成為了夜店文化的滋養土壤？ 

前已述及，夜店在九〇年代中後期以降的發展，似乎越來越往繁華的商業地

帶靠攏，其中又以信義區為甚。這是一個引人好奇的現象：台北市消費商圈乃呈

現多點狀的分佈，其間縱然某些商圈因歷史脈絡的推移而不再風光，其機能與人

潮逐漸轉移至他處，但現時北市消費商圈的分佈基本上仍不脫多點分佈的態勢，

這與台北市發達的交通系統或有密切關連。夜店發展向消費商圈此等精華地帶靠

攏，營利因素乃是合理的猜測，但為什麼是信義計畫區，卻不是充滿台灣味的各

觀光夜市，不是學者眼中的「殖民之城」西門町，也不是組成分子相似但更為成

熟的東區消費地景？或者，為什麼也不是近年也逐漸發展成一片消費地景，甚至

有外僑這一「異鄉客」元素加持的天母商圈？這也就是我的第三個研究問題：相

較於其他消費商圈，較晚才開始發展，也擁有較為完整規劃的信義計畫區，自九

〇年代中後期以降，似成為夜店此一娛樂經濟體最具發展養分的區塊，那麼，是

否因著官方的規劃，信義計畫區因而成了夜店林立的一級戰區？亦即，在官方的

都市規劃當中，信義區的空間生產了什麼，足資成為夜店產業的養料？ 

準此，我將以信義計畫區為對象，觀察位於該區、正處在流行浪頭之上的夜

店群，以初步擬出的三個研究問題（消費者與夜店空間的互動為何、「主流」夜

店空間的內部安置，以及官方力量如何作用於夜間地景的形成），探索夜店空間

的社會生產。 

肆、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有關空間的觀察陳述所顯露出的豐富意涵，本研究企圖分別從空間

生產與消費的視角作為切入點，分析台北市信義區夜店空間的社會生產。而我所

持的分析立場與觀點，具體的說乃是：空間並非中立的活動場所，而是反映和建

構社會關係的所在（王志弘，1998, 2006；Lefebvre, 1974／1991; Soja,1989 ／ 王

文斌譯，2004）；消費過程亦非只是日常生產秩序之餘的補償性活動，而是複雜

的文化實踐與政治過程（王志弘，2006; Bocock, 1993／張君玫、黃鵬仁譯，1995; 

Storey,1999 ／張君玫譯，2001）。 

                                                 
11 如早期開設在金山南路師大學區的「Brown Sugar」，已轉至松仁路現址營業，原店面則不再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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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選擇此研究立場的理由在於，不同於近來國內部分夜店相關研究所持

之分析視角，在探討夜店消費文化時將夜店空間視為先驗與客觀的存在（詳下），

而忽略了夜店空間的生產向度，本研究因而認為增補不同視角的夜店相關研究自

有其價值與必要性，足以使我們對於夜店文化有更進一步的理解。 

此外，我認為消費作為一涉及到符號與象徵的文化過程，這個過程已不僅只

是傳統消費觀的「耗盡」意涵而已，我們實則於消費過程當中生產了意義與文化。

換言之，在夜店消費的實踐過程中，消費者並非僅僅是作為夜店內部空間安置所

提供的潛在意義之銘刻對象，他們同時也運用空間做為自身的資源，改寫夜店空

間的意義。否則夜店之營業地點位於何處，以及其個別特色等等，不僅將毫無差

別可言，就連其「物以類聚」的現象也將不會存在，因而皆無討論之必要，然而

這卻與現實狀況大有出入。換言之，前述「夜店空間是社會生產的結果」此一宣

稱無疑是兩方面的，其反映在其營業地點的區位及其內部空間的意義生產兩個部

分。而倘若我們同意消費者在進行空間消費的同時亦在主動生產空間文化，那麼

僅將研究視角專注於空間的消費，而忽略了夜店此類娛樂資本在何種時空背景之

下，以何種樣貌出現，來作為消費者進行消費實踐的對象，以及隨消費而衍伸的，

消費者如何與夜店資本共同書寫／再書寫夜店空間的意義，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基於此，我認為採取「空間作為社會場域、消費作為文化實踐」此一分析觀點不

僅有助於我們以另一種視角看待夜店文化，更有助於釐清過往相關研究所不及探

討之處。 

而在進行研究分析之前，據此分析立場及先前初擬的三個研究方向，我先提

出幾個初步的研究問題：信義區夜店密度之高，這一區成為夜店林立地帶的理由

是什麼？在這一區的夜店，它們是否呈現為餵養特定品味階層的文化樣貌，而這

個面貌反映在空間面向，呈現出甚麼特質？另外，從消費的角度提問，消費者到

夜店消費，其如何與空間互動？而在消費實踐的過程中，又生產了甚麼？他們是

否改造書寫空間的意涵？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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