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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義計畫區夜店地景分析 

前一章節的分析已經指出，信義計畫區的地景型塑以成為全球性節點為指導

性原則，以此發展導向為基礎，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聚集了跨國企業的公司總

部，消費者服務業方面則林立各式各樣提供全球性消費品牌與生活風格的百貨公

司與購物中心，並在台北 101 大樓此一具國族象徵的摩天大樓之綜合作用，輔之

以精確的來說，信義計畫區的空間再現了一種排除中下階級想像為主導的地景氛

圍；進一步來說，信義計畫區當前的地景中心乃是由信義新天地為中心向外擴散

的消費景觀叢結，而這個消費景觀意味著城市空間公共性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

漸隱匿至私人領域的新公共性，同時，現代的購物空間則滿足並且收編了此種新

公共性。在這樣的地景氛圍當中，透過如空橋系統等空間設施的興建，城市的公

共性格在此進一步隱匿至由消費景觀構建起來的消費領域當中。 

而本文所關注的夜間地景，正在此一使公共空間消弭於消費主義導向的空間

生產過程當中，依附於信義計畫區消費地景，與之共生。某種程度而言，正是信

義計畫區之消費地景所提供的全球性格與享樂主義的消費意象，以及其亦為生產

性服務業高度集中的商業區，一方面使得夜店能夠在象徵層次上與信義計畫區之

消費地景所欲呈現的風格密切接合，另方面就經濟角度而言，則也使得此區成為

較能獲利潤的營業區位（陳建勳，2004）。就此而言，在這一章節當中，我所要

進一步探討的是，以前一章節信義計畫區地景發展之分析作為提示，夜間地景是

以何種方式將自身安插進整體信義計畫區地景當中？藉由實地觀察與訪談，我將

從視覺與聽覺兩個面向切入，分別描述信義計畫區夜間地景的組成特質，並以此

為基礎說明夜間地景與信義計畫區整體地景之間的接合與衝突。 

必須說明的是，在本研究當中，由於我的研究焦點在乃從 Lefebvre 之空間三

元分析架構出發，以此三層次對信義計畫區中夜店空間的生產進行分析探究，就

此而言，在店家的部分，我採取的觀察策略乃是在各夜店當中進行實地遊走觀

察，並未以特定的店家作為分析的重點，是故，在對夜店內部空間的觀察描繪上，

我將以夜店普遍的空間元素作為分析的焦點，並主要著重於藉空間元素所型塑出

的空間秩序與規則作為論述的重點。也因此，在訪談與觀察描述中所提到的店家

名稱，我將以代號指稱，46同時以我在田野當中拍攝的照片作為間接指涉。此舉

亦避免了在學術領域中圖利／傷害店家的可能性。 

壹、聽覺空間：主流化的夜店音景 

音樂早已普遍瀰漫進入當代城市生活，在購物中心、百貨商場，移動空間如

                                                 
46 下文以英文字母為代號指稱店家，其中 A、B、C、D是位處信義計畫區的夜店，E、F、G則是

在其他區位營業的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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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車、計程車裡，甚至伴隨著隨身聽、ipod 的城市漫步。音樂總是無所不在構築

著我們的城市日常經驗。 

在不同的時間點進入夜店空間，所顯露出的差別大約在於人潮的多寡，但不

變的是震耳欲聾的音樂聲。隔絕了店門外的世界，店家內部自成一個空間，音樂

強化了夜店「逾越」的非日常特質。Smith（1997）認為，聲音與音樂除了展現

在藝術與美學領域當中，亦能成為社會科學領域中據價值的研究對象：與視覺文

本相同，音樂也能具有空間考量上的意義，其能喚起空間感與社會感，並彌補視

覺向度之不足。就此而言，音樂之社會意涵乃在於人們在自我認同、地方認同及

發現音樂區隔了不同的人群時，為音樂塑造了意義；設想一幅由各種類型音樂所

渲染描繪的城市音樂地圖，其中不同類型的音樂，區隔創設了不同的人群以及不

同的（社會）空間，例如播放爵士樂的酒吧、播放嘻哈音樂或者電子音樂的舞廳、

播放國語流行歌曲的網路咖啡廳及泡沫紅茶等等，這些由音樂所塑造，風格化／

符碼化並領域化(territorialized)了的城市空間，它滲透到人們生活裡大部分的城市

角落，細緻安排每個場所的氛圍(milieu)，以及能與之相映的人群。由此說法，音

樂的存在或許並非中立，其所型塑的空間想像從而也有其象徵層次之政治意涵。

對夜店而言，無論從店家或是消費者的觀點出發，音樂都是構成夜店空間氛圍好

壞的關鍵元素： 

就是你放一個很平的音樂，然後忽然跳很高，那不叫作帶氣氛，那

是跳 tone，因為 DJ 的旋律是起伏的，但是他們是起了然後會再伏

一次，然後比較新手的 DJ 比較是平平的然後上去下來、上去下來，

他們比較屬於那種還沒有很熟練要用音樂來帶動氣氛那種感覺，有

些新的 DJ 會這樣，就是比較不懂。有時候配 mc，那 mc 也是新來

的，那就糟糕了，那就很糟糕了！就會被反應之類的，對阿。（仲

逸） 

音樂很重要！還有環境然後人。現在會要求這些東西了，以前剛開

始去玩的時後一定是跟朋友玩呀，那重點就是朋友。那現在，朋友

可以去別的地方，大家就會覺得音樂其實是最重要。（小吳） 

音樂作為夜店空間的靈魂，它主導著整個空間的氣氛，也具有劃分地域的功

能，把夜店空間與外面的街道區分開來，成為獨立的世界；而夜店當中，以西洋

音樂為主的各種不同音樂風格所創造出來的氛圍，則使得夜店當中合理地模仿了

西方文化，構築出一個異文化幻境；夜店提供一種開放的、以西方文化為主的風

情，而這一切乃需要音樂此一空間基礎作為催化劑；DJ 就是扮演操控夜店空間

之靈魂的魔法師。 

在前面對受訪者的引述與分析當中，夜店這個空間被期許為一個供現代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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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的消費場所，不論他們在這個空間當中進行什麼活動來逃避或抒解自身的壓

力，不論夜店夜店空間被期許為是流行的、時尚的，這乃是業者與消費者兩造的

共識，因此在空間的整體性上，音樂亦成為塑造流行感的考量。而在音樂性格上，

首先能夠分辨的乃是曲風的差異： 

我們兩個廳，一個廳是放電音一個是放嘻哈！那第一個大致上來分

就是分這個音樂類型嘛！嘻哈跟電音嘛！對呀！每個 DJ 他都有不

一樣的東西！比如說我們這個禮拜有請一個很有名的 DJ 過來放，

那他們東西本來就不一樣，同樣都是放電音，可是電音又分很多

種，他們可能是放嘻哈，可是嘻哈感覺放出來又不太一樣！所以那

是看每個 DJ！（ROY）  

 ROY 的說法提示了兩個重點，一是歌曲風格成為區別空間氛圍的指標，另

則是在特定曲風的基礎上，播放哪些歌曲來營造氛圍。就第一點而言，夜店作為

一個流行的場合，我們可以合理的推論嘻哈音樂或電子音樂乃是一種具流行感的

曲風類型，也就是所謂的「主流」音樂。 

音樂不要放得太自我，就是太冷門！可是我會聽得出來這首冷門，

這首熱門呀，嗯！我不會不喜歡[冷門音樂]，可是我會感受到場子

好像有點冷。就是覺得怪怪的，對呀。（怡文） 

依照每家夜店的經營設定，DJ 在進入不同音樂類型的夜店時，基本上會依

照店家的要求，播放適合其營業定位的音樂。基本上，在夜店放歌的人就可稱為

DJ，並且，我們可依照每位 DJ 所擅長的音樂類型將其歸類。但由於舞曲類型眾

多，而且時常有融合各種曲風的歌曲，因此難以用單一的音樂風格去界定 DJ 的

類別，不過，基本曲風差異太大的音樂風格不會互相混合。以 ROY 所區分，將

電音與嘻哈樂進行比較，這兩者的差異極大，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將其粗略的氛圍

專攻電音的 DJ 和嘻哈樂的 DJ。在實際放歌的操作上，這兩種音樂不可能混合交

錯播放，因為節拍的差異將使得歌與歌之間無法平順的連接，而且消費者也不太

可能接受這種落差極大的變化，因為不管是氣氛或是舞步都差得太多，如同 vivian

直接指明節奏感乃是 DJ 放歌好壞的指標：「DJ 放歌很重要。是節奏感的問題，

不一定是歌好不好聽。DJ 要能掌控氣氛。」 

在全球化脈絡下，各種異（次）文化更簡單也更全面的進入台灣本地造成了

影響，而夜店這類與音樂有密切關係的場所，其興衰則與音樂頻道在台灣的興起

與風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承襲了六、七〇年代的夜店文化，晚近夜店風貌仍

然以西方情懷為再現的基調，但就其內涵來說無疑是更加多樣化的，其反映於夜

店內所提供不同的音樂風格，以及空間裝潢和陳設。這兩者也是夜店在營業型態

大同小異的情況下，其所能標舉的少數差異之處。然而有趣的是，在當前社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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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音樂皆有一定接受度的情況下，一方面，有部分夜店試圖以差異來做為自身

的利基所在，播放著特定類型的音樂；但另方面也有部分夜店會播放各不同類型

的音樂，甚至有場地較大的店家會將店面闢為兩個以上的區域，各自播放著不同

的音樂，例如受訪者 ROY 所工作的店家即分別播放電音與嘻哈音樂。就分區播

送不同曲風的這種情形來看，藉由同時提供不同的音樂風格以強調差異風格，並

由此吸引最大多數的消費者，正是夜店藉型塑空間氛圍以獲取利潤的手段。 

而在前引訪談資料中，我認為，「主流」或「熱門」等詞彙首先便蘊含法蘭

克福學派「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 Adorno & Horkheimer,1944/1979）的含義，

意味著文化商品化、標準化、大眾化，其乃一種由上而下的，強加於大眾的文化

素材。且先不討論這個暗含菁英邏輯的概念長久以來所引發的各種爭議，在

Adorno 與 Horkheimer 用以討論音樂的這個概念中，它的首要考量即是市場，是一

種利潤導向式的思考；亦即在經濟層面上，文化工業乃以尋求最大市場為依歸。

這即是說，不管大眾是否真的全然「接受」（也就是其市場的範圍）某種主流文

化，至少「主流」乃是滲透於大多數人日常生活之中的一種形容；然而，從經濟

層面或可約略刻畫出「主流」的意涵，但在文化層面，「主流」的內涵卻非固定

不變的，它與彼時社會的發展脈絡有緊密的關連性。因此，在經濟層面之外，要

談論何為文化上的「主流」，或許仍需要從歷史裡找尋線索。 

由受訪者常以音樂風格類型作為談話的座標，可知音樂風格在台灣本地夜店

文化中乃是顯著的差異標誌，因此我將以音樂風格為標準，試圖分別簡述各種不

同音樂類型的夜店發展，以刻畫出本地夜店當中的音樂「主流」。必須說明的是，

音樂與各種不同（次）文化47間的關係亦稱緊密，甚至有以音樂為主體而發展出

成套的（次）文化體系，然在此我不擬討論特定音樂類型所屬之整套文化在台灣

的發展，僅以音樂風格本身進行與夜店文化相關的概述。而由實地觀察與訪談所

見，首先將從電音與嘻哈音樂出發，做一脈絡性的整理。 

一、電子音樂：舞曲與沙發音樂 

 首先必須說明的是，在信義計畫區的夜店當中，電子音樂可以分為兩種，一

種是強調節奏感，並且常與違禁藥物構連的舞曲；另一種則是強調輕鬆舒適、節

奏因而較為緩和的「沙發音樂」。這兩種音樂類型在其發展脈絡上有直接的關連，

因此底下的分析以台灣脈絡中先發展起來的電子舞曲開始著手，而後則承接沙發

音樂形態。 

以電子舞曲為基底的RAVE在八零年代興起，48九零年代成為全球風潮。Collin 

                                                 
47 次文化一詞的意涵，在台灣本地的解讀方式並不能完全與歐美國家等同，但這裡的「次文化」

一詞，指的仍是英國伯明罕學派式的，相對於優勢文化，處於較邊緣位置的文化型態。 

48 形成 Rave 文化的開山鼻祖主要是 House 音樂，其為一種舞曲形式，速度極快，且已不斷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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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Godfrey（2001／羅悅全譯，2002）指出，八零年代快樂丸（Ecstasy）首次結

合浩室舞曲（house），在英國引發了一連串的青年狂喜文化效應，青年們不但

在生活方式上有重大改變，更反映在音樂、時尚、法律、政策等公私領域，成為

超越國家疆界、超越膚色、性傾向、超越階級、信仰、社會地位的一種全球性文

化運動。 

九零年代的藥物文化，常被拿來與六零年代的迷幻氛圍相比。六零年代被稱

為「The Beats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那時的青年經歷了反戰風潮，在智

識上則經歷性別、種族運動與理論的風起雲湧，青年們風行的藥物是大麻與LSD，
49並且創造了搖滾樂的全盛時期，幾乎所有的搖滾樂手都嘗試過抽大麻、用LSD

來創作的歷程，而在次文化上則呈現為影響這一代年輕人甚鉅的嬉皮族

（hipsters），嬉皮族的思想與反戰思潮契合，整個族群都浸淫在迷幻搖滾樂與迷

幻藥物之中，與一般社會大眾所認識的「毒蟲」不一樣的是，嬉皮族向內探求心

靈拓展，強調愛與和平。 

承襲了嬉皮文化的迷幻藥風潮，九零年代，藉著電腦科技的發展，電子音樂、

網路、虛擬實境等等這些「E世代」的象徵元素，紛紛攻陷了老式的搖滾領域，

同時一向不被注意的化學合成藥物MDMA，因為被發現其社交、亢奮藥性以及服

用後眼球瞳孔所產生的對光敏感的變化，而成為電子音樂舞會用藥。藥物從此和

電子音樂接軌。 

在電子音樂被DJ們引介到台灣的同時，Ecstasy這樣的藥物當然也被舞客帶到

這個小島上，黑道很快地佔據這個市場，而警察與法律也很「有效率」地當作三

級毒品查禁，並且透過媒體建構出Ecstasy的「毒品」形象，更利用污名效果將之

命名為「搖頭丸」。諷刺的是，RAVE一方面由於藥物使用問題，被政府杜絕查

禁，另一方面，台灣政府又為了展現自身的全球化程度，而舉辦官方版的RAVE，

形成「只准州官放火、不准百姓點燈」的可笑景象。對RAVE與藥物極度缺少認

識與瞭解，台灣的政府、媒體乃至社會大眾，還停留在以道德意識型態反毒、並

想藉此規訓青年身體的愚昧當中，而不願正視這個在台灣已然漸漸成形的青年次

文化。 

台北電子舞曲的開端，與幾位重要人物和夜店有關。九零年代中期，當時台

                                                                                                                                            
的電子鼓聲為基本架構，後來融合各種不同風格而衍伸出不同分支。另一個與 Rave 相關的音樂

類型是 Techno，其以電子合成器（Synthesizer）合成強烈電子聲響，輔以電貝斯的低音旋律，

並結合各種不同唱腔，在其強烈的節奏感中傳達其能量與動感，後來在美國成為 Rave Party 的

主宰音樂，並且成功的在商業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成為主流之一。 

49，又稱為Acid Paper，五零年代曾被用來作為治療精神分裂的工具，微量就能令使用者產生視

聽嗅觸等幻覺、時空感扭曲，被視為是拓展心靈的迷幻藥物，有些宗教即以LSD 為靈修輔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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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的夜店TOP、ROXY II、SPIN為代表，他們播放的音樂曲風以電音和搖滾為主，

而這些播放電子音樂的先鋒夜店均不在信義計畫區，但在後來的發展之中，信義

計畫區的夜店可說接收並承繼了由這些店家所帶起的電子音樂風潮與舞客。初期

這逐漸浮現的夜店文化與歐美國家的夜店脈絡不同，歐美國家的夜店或許還可辨

認何者為酒吧（pub）、何者為舞廳（club），但在台北的脈絡中，初期這些夜店

就是兩者的混合體，即喝酒聽歌和跳舞的空間並陳於同一夜店空間當中，因此佔

地均有限，各自空間不大。或說承先，抑或啟後，不同於早期如出現於中山北路

一帶的小酒館，這些夜店的出現可說標誌出了夜店空間形態的一項明顯轉折，同

時，在這樣的空間形態當中播放舞曲或者搖滾樂此類曲風，並在當時所獲得一定

的成功，可說是多少奠定了後來信義計畫區乃至大台北地區至今夜店空間型式的

基礎。 

此外，在台灣搖滾樂迷的心目中，舞曲一直是與搖滾樂對立的曲風，前者是

無靈魂的消費產品，後者則是真誠與獨立的象徵（黃孫權，2007）。而這些夜店

DJ 混合播放搖滾與電子舞曲，頗有挑戰夜店消費者的音樂品味之意，因為對於

電音或搖滾樂有品味偏好的樂迷大多對於西洋流行樂頗有貶抑，而當時的選擇不

多，也就多往這些夜店聚集。而在當代舞曲世界中，音樂製作與演奏的角色定位

曾有一度是非常固定的，但如今顯然已經非常模糊，DJ 甚至可以理所當然的字

稱為作曲者、編曲者、製作人及演奏家。除了在「現場」環境中混音的技巧之外，

現在許多 DJ 也經常使用錄音室所提供的器材。Langlois 對此指出， 

最聞名的 DJ，通常參與其他藝人錄音作品的混音工作，為現有素

材提供不同的詮釋。從錄音室作品的製作面到自己創新曲子之間的

這一小步，是許多 DJ 可以勝任的。（1992: 230） 

這種角色轉變的結果，使得 DJ 被賦予了新的地位。而純就電音來說，這一

時期也是舞曲逐漸浮上主流夜店檯面的時期。此時，以電音為主或者在週末安排

特殊主題的舞廳漸漸出現，另外以電音為主題之戶外舞會的誕生，也使得 DJ 與

店家產生合作關係。以往 DJ 總是被動的接受舞廳的安排，在特定的時段上台放

歌，而這一時期的大型舞廳（如中泰賓館的 KISS）還開始接受 DJ 自辦舞會的形

式：DJ 除了主導音樂播放，還要自行負責宣傳和活動設計，夜店僅提供場地，

而門票收入則由 DJ 與夜店店家對分。這樣的合作模式成了後來電音開始進入商

業化經營的階段，除了前述由 DJ 為主體舉辦了多場的舞會之外，還有相關的文

化產品與現象推波助瀾：例如電影【猜火車】（1996）在台灣青年族群中造成轟

動，電影原聲帶暢銷，也讓許多人第一次感覺到電子舞曲的魅力。【猜火車】的

影響力在於其不僅帶動了用藥正當性，同時也為青年另類生活提出好問題：青年

如何可能逃離「集體性約束」，轉向身體快感，或以放棄作為對世界的回應？對

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個人式回應是非常全球化與通行無阻的，透過短暫後現代美學

式的聚集所產生的特殊共感經驗，重構一個暫時性群體已暫時脫離另一個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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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群體乃是可以實踐的目標，這樣的想法便在此時期逐漸萌芽，構成電音逐漸

邁向主流市場的基礎。此時期台灣的主流唱片公司也開始注意到電子音樂的市

場，將一系列歐美流行的電音專輯引進台灣，樂迷便可較為簡便的取得相關的資

訊與 CD。 

Melechi（1993）曾經表示，電子音樂的一個主要吸引力在於，年輕一代對於

傳統的搖滾演唱俗套感到厭煩，而「新崛起的這種演出方式沒有明星，沒有盛大

排場，不用定著看，也無須身份認同」（Melechi, 1993: 37）。但也有其他作者表示，

舞曲音樂並未放棄搖滾表演的俗套，只是將他改造，把以往賦予搖滾藝人的地

位、權威與好評，讓給 DJ。對此 Langlois 表示： 

較知名的 DJ，不但地位崇高，有時還有一批追隨者，這些追隨者是去

聽他們的，而不是去舞廳的；現在十幾歲的這一代青少年中，有一大

部分是以 DJ 而非以搖滾吉他手作為社會上與音樂上的榜樣；雖然 DJ

在演出時很少爭取聽眾注意，但有些人還是曝了光，並以藝人身份接

受媒體訪問。（Langlois, 1992: 234） 

97 年，RAVE 文化差不多由舞廳、唱片公司、流行音樂雜誌全面接受，變成

一種非常賣錢的文化休閒活動（黃孫權，2007），歐美的夜店成為年輕人最常去

的休閒場所，商業性舞廳總是擠滿人潮。同年位於和平西路與羅斯福路口交界處

的舞廳＠live 開幕，揭開了台灣電音文化市場與國際接軌的序幕，台灣正式被納

入全球電音工業市場、特別是亞洲巡迴市場的一環。儘管這是個披著新新宗教外

貌的流行風格，卻讓台灣一般群眾見識到了國際級 DJ 的魅力。＠live 開幕第一

天，就請到當時全球百大 DJ 排名冠軍 Paul Oakenfold 來台演出，讓台灣第一次親

眼見到當時世界首席 DJ 的演出，也透過媒體的報導，讓 DJ 自己表達自己對電

音的看法：電子音樂不再是「真誠」的反面，不再是「沒有靈魂」的，相反的，

早期 RAVE 所具有的龐克精神，由 DJ 口中親自說出，多少平反了電子音樂原本

在樂迷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98 年另一家專放電音的夜店 TeXound 成立，

其昂貴的音響系統和充滿魔幻魅力的電子音樂讓台北舞客趨之若鶩，成為都會男

女週末夜狂歡的勝地，導演侯孝賢更以此地作為其電影【千禧曼波】的主要場景。

而在其音樂魅力與每週刻意規劃不同舞會活動的巧思下，此地漸漸成為同志與黑

道的最愛。 

 由此類社會非主流團體與電子音樂的連結，部分夜店常傳出藥物交易與黑道

滋事的消息，這一時期警察也數度臨檢台北各地著名舞場，於舞客中發現金盆洗

手的幫派大哥，甚至還曾在這些場合發生槍擊事件，這些專放電音的夜店一度成

為報紙社會新聞版上的箭靶，電視新聞中的他者奇觀。媒體對於電子音樂的相關

負面報導，將之與毒品、同志、黑道等非正常者連結，型塑一種污名化公式，電

子音樂與舞會由此成為一種社會中必須剷除的毒瘤，一種眾矢之的。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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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是知名的夜店邀請國外 DJ 來台表演，或是各種主題性派對，以及大型菸

酒商獨家贊助的大型舞會。 

 2003 年以前，是電子音樂最繁盛的時期，地下舞會活躍、大學生包下夜店

辦畢業舞會、各種不同主題的派對琳瑯滿目，各方爭奇鬥豔，週末跑趴幾乎成為

台北人的全民運動。然而，前面提到的@live（後更名為 2F）與 Texound 至此時

仍是台北電音舞場的兩大指標，這兩家夜店與本文所著眼的信義計畫區夜店有所

不同，乃是唯一能依賴音樂便能創造狂歡氣氛吸引舞客的所在，但也由於電子音

樂的污名化公式，2003 年 2F 與 TeXound 相繼暫停營業，使得電音文化在台受到

重創，這直接造成了兩個結果：其一是此時期嘻哈音樂開始在台灣逐漸風行起

來；其二則是當時已無處可去的舞客便回流到台北東區與信義計畫區這些新興豪

華夜店，儘管其調性與專放電音的 2F 與 TeXound 略有不同，但這些新興夜店也

在這樣的時代趨勢下，持續施力耕耘電音舞場，吸納這些因污名化而被排除的殘

餘；也因此，在我的訪談之中，店家往往非常介意自身因播放電子音樂而遭污名

波及的可能，故在夜店空間秩序的建立與維持上著力頗深。 

當電子音樂轉進信義計畫區夜店中之後，電子音樂原本的反叛勁道似乎逐漸

被剝除，以往邀請國際DJ是見識國際音樂水平與相互學習的機會，現在則僅作為

商場生意的一環，用以做為吸引顧客的方式，而每逢週末在此聚集的明星、模特

兒、穿著時髦的年輕人，則順理成章的佔用了這個由電子音樂型塑的風格化場所

進行展演。此時另外一種電子音樂—沙發音樂，其系出電子音樂的脈絡，做為使

舞客放鬆的音樂，這種重旋律、輕節奏與強調異國風格的新型態電子音樂，在市

場上打響了名號，同時，台灣沙發音樂的發展也順著一種以放鬆為訴求的新娛樂

休閒方式得以獲得擴張的機會，台灣沙發音樂的引進剛好趕搭上這班新休閒風氣

的列車，沙發音樂帶慵懶的、輕快的樂風，與這波強調身心都應獲得充分紓解與

放鬆的休閒風格頗為契合，在台灣社會整體休閒風氣的帶動下，沙發音樂也得以

急速的發展。然而，沙發音樂雖然承繼了Rave以電子節奏衝擊感官經驗的聆聽樂

趣之訴求，卻又取消了Rave中最主要的「以狂舞宣洩、釋放感官」的活動，因此

沙發音樂在一種靜態的「休閒音樂」、「背景音樂」的參與模式中，再次塑造了

追求穩定和秩序的中產階級娛樂的理想型態。 

現今的台灣社會確有許多利於沙發音樂發展的文化環境，首先，Rave party

的引進與興起帶動了電子音樂的流行，進一步發展了一種以電子音樂為主軸的新

娛樂型態，沙發音樂有了電子舞曲作為開拓電音娛樂型態的開路前鋒，也獲得了

許多承接其市場的機會。另一方面，台灣社會對於Rave文化的評價一直是較為負

面的，因為其與違禁藥物的結合，Rave party常被稱為帶有貶意的「搖頭派對」，

而沙發音樂就其形式風格而言，反較服膺台灣社會主流價值的期待。 

但不可諱言，台灣Rave文化的發展相較於歐美，在社會脈絡上相對缺乏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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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力的發展力量。台灣青年反叛的烏托邦似乎從不曾旗幟鮮明的存在過，換言

之，西方六零年代以來，發展出歷史悠久的搖滾反叛、龐克音樂文化、以藥物及

前衛藝術反戰、反體制與自由主張、特定的髮型服飾作為認同識別等，在台灣的

青年文化裡，毋寧說是一種流行文化的橫向複製移植，並沒有一個屬於自身的、

深層的文化發展脈絡。在此前提下，Rave在台灣所造成的風潮就與台灣社會看待

歐美流行文化的態度有關。 

前文已提過，台灣的Rave文化一開始是藉著幾位知名DJ、以及幾間率先播放

電音舞曲的舞廳推展而逐漸成形，歷經繁盛之後，主要因為媒體與公權力的污名

化效果，以03年兩家知名電音舞場2F與TeXound相繼結束營業為指標，Rave文化

之反叛性格逐漸被剝除而隱沒。在歐美，Rave繼承的是一種次文化傳統的精神（雖

然之後的發展也不得不與商品化結合），然而在台灣，無次文化前例之脈絡可循

的情形下，縱使台灣Rave也有「愛與和平」的精神口號，但對絕大多數的青年人

而言，Rave所帶來的「縱情享樂」的氛圍或許才是其迷人之處。音樂與藥物再加

上遊走法律邊緣的快感，台灣的Rave客體驗了過去之娛樂文化所不能提供的刺激

與解放，Rave對他們而言是一種流行的娛樂休閒，縱然社會的打壓驅使Rave活動

轉入地下化，但這也迎合了台灣這一世代的年輕人急欲「表現自己」、「突顯不

同」的性格。Rave流行化後，對社會而言，等於是造成了搖頭丸的氾濫，而這又

會對社會造成不安，因此，政府便以公權力加以取締各種形式的Rave活動，其手

段包括立法限制舞廳人數、製作許多反毒廣告等。然而弔詭的是，當政府欲對青

少年進行所謂「誘導」時，卻經常借用Rave的語意符號，以公辦舞會之名號召青

少年，好像只要有正當的時間（深夜十二點前一定結束），在正當的地點（如市

政府前廣場），Rave也可以是一種「合法的」休閒活動。於是，政府濫用「Rave」

名詞的結果也恰好加速了它的流行化。 

政府與媒體的手法使得Rave一方面受打壓，一方面也逐步的流行化、風格

化。但不論如何，一旦淪為流行的產物，在台灣這個對外來文化高度吸收與移植

的社會，很快就會被新一波的流行給取代。這一波新流行就是歐美最新的娛樂文

化—沙發文化。沙發文化在台灣的發展非常順遂，因為它不再受到政府與媒體的

負面打壓，相反的，甚至還得到許多正面的肯定，主要理由則在於沙發文化訴求

的內容與風格回歸主流價值體系，它標榜優雅與品味，也不與禁藥為伍。然而，

若不是Rave文化帶動電音的流行，沙發音樂文化或許也不會這麼快的接軌成為電

音文化的主流。 

二、嘻哈音樂 

 早在八零年代，在 Hip-Hop 這個字還沒有被定義出來之前，台灣就有少數接

觸美國文化較深者引入了這種音樂風格；當時的資訊流通遠不如今天頻繁，台灣

的流行音樂市場中，僅有少數西洋歌曲能讓人琅琅上口。這時大部分仍在聽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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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歌的台灣人對嘻哈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包括特殊的舞步與奇特的裝扮，這

些印象與美國的文化意象融合在一起，被視為是具有異國風味的象徵。時至今

日，台灣接受國際資訊的腳步已不可同日而語，對部分青少年而言，嘻哈成為幾

種外來流行文化的一支，主要以跳街舞，聽嘻哈饒舌樂等方式，作為嘻哈風格的

生活實踐。嘻哈文化應該是以音樂為核心，環繞音樂而生的文化（李靜怡，2005），

而從音樂與舞蹈的結合，不難理解嘻哈舞會對於嘻哈這個文化的重要性。 

美國的嘻哈文化是以音樂為核心的文化，對於這個文化的學術研究也多半集

中在饒舌歌曲的部分不過觀察嘻哈文化在台灣的表現，街舞似乎才是青少年參與

最多的部分以饒舌元素為基礎的嘻哈音樂反而較為弱勢。不過，音樂乃是舞蹈的

根源，街舞文化的活躍仍需要音樂作為養分，其無法脫離音樂單獨存在；同時，

台灣對於街舞動作的瞭解學習亦多以嘻哈歌曲的音樂錄影帶觀摩而來，如果不是

媒體上的音樂播送與傳遞，街舞文化恐怕也無法單獨經由任何排除音樂的管道進

入台灣並且發展。 

要瞭解台灣的嘻哈音樂，還是得從美國對台灣的影響說起。對台灣產生影響

力的嘻哈音樂，乃是在九零年代初期透過電視節目如「閃亮的節奏」所播放的音

樂錄影帶傳達給台灣觀眾，之後 MTV 頻道的出現，亦成為西洋歌曲輸入台灣的

最大管道。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幾位知名的西洋樂手如 MC Hammer、Puff Daddy

等在台灣本地亦打開了知名度。92 年，L. A. Boys 推出專輯【閃】，他們穿著寬大

鮮豔的嘻哈服飾跳街舞，特殊而強烈的形象帶起台灣一陣街舞熱潮，可以說是台

灣嘻哈形象的第一波高峰。在 L. A. Boys 帶動街舞風潮之後，各唱片公司也曾幫

幾個台灣之後崛起的舞團發行唱片。 

1998 年至今，台灣開始出現許多以嘻哈風格包裝的藝人，或是在歌曲裡加

入嘻哈元素的作品；真正以嘻哈概念出發的的純饒舌專輯則是 MC Hot Dog 在

2001 年發行的【哈狗幫】專輯，這時嘻哈文化逐漸進入流行的階段，其形象和

概念逐漸被大眾所瞭解，不但西洋流行音樂榜上常是嘻哈歌曲當道，街頭穿著寬

鬆的嘻哈服飾之年輕人也開始增加，此時台灣的嘻哈文化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之

下，展開了其主流的態勢。不過真正全面帶起台灣全面性嘻哈風潮的，應該要算

是 2003 年由前 L. A. Boys 領軍成立的 Machi，他們帶來美式嘻哈歌曲並成功在台

灣竄紅，將嘻哈的風潮帶領至另一波高峰（李靜怡，2005）。 

台北擁有台灣最多的夜店數量，因為整體文化氛圍對音樂的品味較高，專門

聽某種音樂的消費者較多，因此他的客源足夠支持不同音樂類型的夜店存在。在

信義計畫區這個全球文化交融的地區當中，除了電子音樂之外，自然也有許多以

嘻哈流行樂為主要風格的店家聚集於此。有趣的是，在信義計畫區的夜店當中，

有些店家以放電音為主，有些以嘻哈樂為主，也有闢設兩個空間分別播送電音與

嘻哈的店家，由此我們或許可以推論電子音樂與嘻哈音樂在本地文化中或許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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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抗禮的態勢；但據李靜怡（2005）指出，台北之外的絕大多數店家仍以電子音

樂的播放為主，播放嘻哈音樂的夜店集中於台北市區，而嘻哈音樂在台灣的勢力

也只局限於這個範圍。當然各地都有喜好嘻哈音樂的樂迷，也有專研嘻哈音樂的

DJ，而由於夜店店家有市場需求的考量，大部分時候還是以播放較為流行的嘻

哈歌曲為主。  

三、小結  

 依照觀察與訪談所得，信義計畫區的夜店主要播放的嘻哈音樂與電子音樂，

乃是在前述歷史脈絡的發展下，得以在信義計畫區的夜店當中各領風騷，就此而

言，如果我們同意音樂所創造的空間氛圍區隔了夜店內外的兩個世界，那麼就夜

店放歌仍須以歌曲流行度為考量的現實狀況來說，夜店空間中由音樂所構築出的

聲音地景或許亦受到了整體流行文化的牽制，成為主流文化展演音樂風格的場

合，而消費者的音樂品味在其中得到培養與再確證。 

DJ 他們自己家裡都會有唱盤，他們自己去練習、他們自己去混音

樂，然後加曲子之類的，他們的音樂素質都還滿好的，就是會挑一

些最近流行的歌呀，因為他們都趕得上最近常唱的歌，或是最近流

行的歌，在 KTV 上面或是 MTV 上面常播的音樂，他們就是放這種。

（仲逸） 

在台灣的脈絡當中可被稱為藝術家的 DJ 仍是相對少數，大多數的 DJ 仍以

市場上的流行音樂為素材，加入其混音技巧，對原本的歌曲進行重製。對店家來

說，因為一整晚由不同 DJ 操盤放歌，有時較為熱門的歌曲可能會在一個晚上出

現數次，儘管這出自於市場考量，但對店家而言其實是個傷害，因此，DJ 必須

多以熱門音樂為本，以較為安全的方式控制夜店的氣氛，但另方面又不能祇是當

個「播歌機器」，故在歌曲的挑選之外，接歌技巧的重要性便突顯出來： 

同樣一首歌，每個 DJ 他帶來的 CD 都是不一樣的！他不可能帶一張

瑪利亞凱莉或是帶一張誰的然後正版去放，不可能！他一定是正版

的歌，可是他去 mix 過了，他自己會去加工過了，同樣的歌放出來

就是不一樣！（ROY） 

而就消費者面向來說，儘管夜店空間實乃主流音樂品味的展演場合，消費者

也習慣於在夜店當中聽見自己熟悉的歌曲，但大部分消費者還是認為夜店不該太

多放太過「芭樂」的歌： 

我會覺得很 LOW 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他們那個根本不叫做在放歌

呀，那個就是你同一首歌在一個晚上可以放那麼多遍，對呀，我覺

得這樣很無聊！(小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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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好，它不要那種很一般大眾芭樂的歌，對阿！希望是 dj 他自

己能先挑過音樂，不要是 cd 拿出來就放的那種，那種很無聊！（陳

經文） 

我覺得這很主觀，就是我自己喜歡，因為我本來就不會去分，今天

放的是 trance 或是 drum n’ bass，我本來就不會去分這種東西，

我覺得就是今天聽的舒服高興就好了…我覺得蔡依林的程度跟小

甜甜布蘭妮的程度是一樣的，重點是說非常多的 DJ 會放 Don＇t 

Cha，可是你要看那個 DJ 的方式吧！有一些 DJ 他如果是很認真的

在放布蘭妮你反而會覺得很瞎。 

Thornton（1995）曾將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概念加以修改，表示舞客利

用各種資源來作為次文化資本（subcultural capital），在 Thornton 的認定當中，對

於音樂的知識與理解亦是次文化資本的一個環節。她認為，次文化資本的累積將

使得夜店消費者構築出一種名之為「時髦」的次文化形態，「此形態對旁觀者而

言，這是賦予擁有此形態資本者一種地位的象徵，就像書籍、繪畫被人被人們用

以展現家族家庭的文化資本一般。」（Thornton, 1995: 11）；就此而言，消費者對

於「好音樂」的理解乃奠基於其對於音樂本身的知識累積所形成的判準；但在我

的訪談當中，消費者的音樂知識僅展現在判斷音樂是否為主流熱門音樂、以及音

樂「好不好跳」；同時，消費者也絕少在夜店之外累積有關於音樂的次文化資本，

反而是由夜店 DJ 來培養消費者的音樂品味，消費者自身在夜店之外的音樂知識

累積非常薄弱。這與 Thornton 所認為的，消費者將在夜店這個次文化空間中展示

其次文化品味的想法有所不同。 

不會留意[音樂的好壞]，但如果剛好放到我喜歡的歌就會出來跳。

所以等於是當下聽到那首歌喜歡就會去跳，下次聽到這首歌就會有

那樣的感覺。所以等於是夜店這個場所在培養你對於那樣音樂的喜

好，在那之外就比較不會接觸到。（vivian） 

可能在夜店混久了，都會聽久了某些歌，某些歌聽到了會特別好奇

這什麼歌誰唱的，以後去夜店就特別去注意這些歌。（大支佬） 

當然另一方面，也有消費者認為音樂並非夜店當中最重要的元素，因而也不

太在意其音樂類型與所謂的音樂好壞，他們認為音樂乃是作為一種背景、一種夜

店內／外環境的切割，因而在夜店中只要有音樂的聲音就好，什麼樣的音樂內容

並不是那麼重要。沿用次文化資本的說法，倘若我們把夜店視為一種次文化風

格，在信義計畫區的夜店空間裡，夜店消費者的次文化資本展現於哪些層面？一

方面，從 Polhemus（1997）所言「風格超級市場」之想法來說，夜店文化的風格

化指標或許已越來越倚賴視覺形象的呈現；另一方面，從實際資料蒐集所得，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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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者分別指出夜店 DJ 實乃穿梭於信義計畫區內外，在不同的夜店中放歌，展

示並培養特殊的音樂品味，DJ 僅就店家的經營形態差異調整放歌的策略，並不

因為店家的所在區位而調整其音樂風格，因而就聲音地景的分析來說，較難清楚

分辨信義計畫區的夜店空間，與非處於信義計畫區的夜店空間兩者間之分別。就

此而言，從空間的視覺表現來說，或許更能凸顯信義計畫區中的夜店與其他地點

之夜店間的分別。 

貳、視覺空間：夜店的階層化 

經【圖三】可見，信義計畫區之夜間地景主要聚集於本區主導消費地景之區

域，與信義計畫區當中的消費景觀緊密接合；一樓入口立面並置於街道，其招牌

並未如周邊消費地景所陳列的招牌或廣告看板般張揚，而皆是較為低調的中小型

招牌，相對來說，其神秘感由此而生；又與信義計畫區中由高密度之生產者服務

業之工作時間與百貨公司營業時間所編織而成的日常秩序對比，其大門深鎖於白

晝，便襯托出一種特有的「非日常」性。在信義計畫區，在尚未對夜店進一步觀

察之前，便可從夜店的外觀立面在信義計畫區整體地景的拼貼當中，窺見夜店此

一娛樂場所的特殊性格。 

      

圖六、圖七：夜店外觀（研究者拍攝）

 

就前一章節的分析，因為信義計畫區經過政府與財團合力主導之都市計畫管

制施為，為使信義計畫區至少在經濟與文化層面成為一相嵌於世界體系的全球節

點，在都市計畫法規不斷修正的過程當中，信義計畫區的地景之呈現傾向於一種

排除中下階級的空間想像；同時前已述及，夜店文化乃是一種舶來品，因為特定

的社會歷史脈絡傳入台灣，以其異國面貌為基底，進一步在台灣發展出屬於台灣

本地自己的特色，而夜店既作為一種舶來文化的變體，在台灣，其空間氛圍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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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仍多少以異國性格為基底，從而排斥了較具備本土文化意象的空間元素；同時

也因為夜店的全球主義性格，使其自身能順利的相嵌於信義計畫區消費地景當

中。在這樣的地景基礎上，信義計畫區夜店所承載的空間想像不僅是異國的，而

且是一種「有質感」的異國想像；因此，儘管信義計畫區之外的夜店同樣有一定

程度的異國調性，但信義計畫區的夜店仍在「質感」層次上與其他區位之夜店產

生了區別，因而吸引了不同的族群： 

信義區這邊規範，給人環境，其實她是一個…大台北地區來講，信

義區是一個消費高的地方，他也是…說名牌也好，時尚也好，愛慕

虛榮也好，很集中性的地方。就好比你說信義計畫區這個圈圈跟士

林夜市來比較，就很明顯就出來了。信義計畫區一般人去那邊尤其

是去那邊的夜店，你說大部分的人多少都有一些愛慕虛榮，比較心

態，那個環境會給人一些不同的感覺。因為信義區這個地方，因為

他的規劃性，他很多一些流行的東西也在那邊，那很多更是也許外

地人也好，甚至台北市對信義區的想法跟概念就是一個很金錢性的

東西，信義區本身就是一個昂貴的地方，不管是他的地段也好，不

管是他的消費性也好，他就是昂貴，給人的感覺就是昂貴。信義計

畫區一般人去那邊尤其是去那邊的夜店，你說大部分的人多少都有

一些愛慕虛榮、比較心態，那個環境會給人一些不同的感覺。當你

踏上信義計畫區的土地上，就會開始主動記得一些行為也好，動作

也好，穿著啊之類的[規矩]。（大支佬） 

其實就是，嗯，怎麼講，因為在信義計劃區相對來講是一個新的地

方，那包括之前都市計劃的，有一點點類似炒地皮的那種動作，讓

那個地方住的人是比較有錢的人，那包括那邊也設計了一連串像是

shopping mall 的那種東西，想要模仿香港或是什麼地方，那你看

比方說我說師大最 low 的一家店，它一個包廂一千塊，非常便宜非

常便宜，但是你知道嗎？它還送你一瓶 tequila，哇塞你會想說怎

會這麼這麼好？可是它進去的人，其實大多數都是外國人，或是外

籍的勞工籍的，勞工真的很多，然後像你看這樣族群的差異，那你

在信義區那邊的店，你會覺得它們的裝潢是比較…其實應該是新的

東西，對阿！就是幾乎都是一直裝潢一直裝潢。因為那個地區本來

就是新的地方，新的地方要蓋一些東西可以引來人潮然後大家就發

現說ㄟ？這邊好像可以吸引一些人，對阿！（小吳） 

我覺得是心態，大家會覺得那邊就比較好，因為連我自己也會覺

得，可能那邊給大家的感覺，因為那邊都是新蓋的，可是以你看像

E店，以前也是夜店，只是他是[改名]重新[營業]，但其實裝潢都

跟以前一樣，但 A店就是重新裝潢、重新蓋的，所以感覺就是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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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vivian） 

其實我覺得那邊的店，好像沒有差的，沒有不好的店，沒有那種比

較爛的店。大家會有先入為主的觀念，會覺得在信義區的店不會差

到哪裡去。（小邱） 

信義區的感覺就是比較精緻一點，然後信義區外面的可能就比較大

眾化，然後很多地方就盡量是大空間，大，其它沒什麼空間規劃的

感覺！就好像是給你一塊空地，然後給你喝酒！擺一張桌子，然後

就可以開始喝了！（陳經文） 

就上述資料來說，信義計畫區夜店所呈現的空間氛圍或多或少受到其位處於

信義計畫區的影響，但另方面，就受訪者所言，信義計畫區夜店與其他地方的差

別亦可能奠基於消費者的心態，而這樣的心態使得夜店整體空間氛圍產生落差。

用「權力之眼」的圖形加以解釋，這即是處於結構端的政治經濟力量，以及處於

能動端的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間實踐行為，兩者對信義計畫區夜間地景的作

用。準此，此處已揭示了夜店空間乃由業者與消費者共構此一命題，這與本文一

開始援 Lefebvre 空間架構作為立論基礎所強調的關懷若合符節。然而，Lefebvre

所著眼的核心，乃在於藉此架構指認諸如嘉年華此類差異空間形式之創造並獲得

承認的可能性，落實到具體層面，夜店空間此一具非日常性的空間，是否足資成

為嘉年華之據點？或者進一步言，倘若嘉年華亦可能是「空間再現」的一種表徵

形式，那麼細緻的追問下去，夜店空間所提供的氛圍會是誰的嘉年華？亦即，空

間如何地被再現，又消費者再現了什麼樣的空間？理論與實際訪談資料已經說明

了夜店空間乃由業者與消費者共構之性格，以此為本，也就成為本文底下併陳業

者與消費者兩端說法並加以分析的論述策略之基礎。 

一、空間設計的「質感」 

McRobbie 認為，夜店（discotheque）的空間特色，除了具有封閉性及與外界

隔離的特徵，以及切斷與隔絕外界種種秩序（時間、景色），還有該空間中大聲

的音樂聲，與幻覺迷亂（distracting）的燈光效果，使得舞客分心在燈光氣氛上。

這種效果等同於電影院裡的效果，使的舞客及觀眾容易忘卻時間地點，甚至感到

正在參與一場無疆界的活動（McRobbie, 1984: 146）。更進一步說，當進到蜿蜒的

長廊走入小舞廳後，他已經分離了一組從外部（指的是從夜店的外部地景）到內

部（夜店空間內部）、從公共到私人，以及從學校、工作場域和雙親家庭力束縛

的規範到小舞廳裡無拘無束的放縱，並且配合著當代的舞蹈，而令消費者感到解

放（liberation）（McRobbi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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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夜店的燈光效果（研究者拍攝） 

 

夜店作為一營業場所，其必然佔據一具體物理空間進行營業，入口則區隔了

門裡門外的兩個不同世界。如同 McRobbie 所言，大部分夜店的入口並非以門作

為阻隔內外的工具，而是以通道的設置作為進入夜店的過渡性空間，而夜店常

有刻意擴張此一過渡性空間的作為。例如，由大門入口到可提供消費的場合，

會經過一段逐漸幽暗的長廊或階梯，或者是在入口處設置檢查關卡等。這種延

緩進入夜店空間的安排，除了作為因應政府法制（如降低噪音）的必要措施之

外，在象徵的層次上乃是為了讓個體首先經驗等待的過程，在此體驗過程中能

夠創造個體進入此非日常空間的情緒轉換，以便為接下來進入非日常的休閒娛

樂作好準備。受訪者 Vivian 提到： 

站在門口就會聽到樓下很大聲的音樂，暗暗的感覺，會期待今天人

多不多，下去就整個都是人潮，（氣氛）有差。 

Lefebvre（1992）認為，因為資本主義造成勞動的墮落，以及私有化意識的

出現，人們在休閒活動中尋求逃避日常生活的單調與無聊。這些活動被視為消遣

並作為一種對工作的補償，以及一種從煩惱與壓迫中的逃離。就此而言，相對於

在工作中所受到的壓迫，尋求放鬆的休閒活動乃被個體視為遠離日常生活的逃逸

路線，而夜店空間作為一種提供休閒活動的所在，在空間配置上便有刻意的安

排，在其空間型塑上造一個由此過渡至彼的通道，象徵著個體尤其原本所處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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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秩序進入另一個非日常的秩序，個體在此人為型塑的非日常空間中尋求逃

離日常生活才得以可能。 

在裝潢風格部分，就實地觀察所見，信義計畫區的夜店空間風格多半簡單，

並未有刻意強調的特定風格，因此店家之間的差異其實有限；但基本上來說，無

論是對店家或對消費者而言，夜店乃是以「流行時尚」為空間設計的指導原則，

而其細微之差異則展現在前述「質感」的高低： 

就是時尚，對啊！真的比較時尚啦！就是會越改越時尚啦！還有質

感啊，因為我們每一年的桌椅都會換…整套換掉，換掉的那一套也

不知道丟哪去了，就是整套換掉，重新裝潢都會這樣子，整套換掉…

因為老闆比較注意的是客人的心態…他們會讓客人覺得好玩，來

玩，東西好喝，酒好喝，然後品質不錯，質感不錯，對阿！所以在

這邊下功夫是一定的。（仲逸） 

一般夜店來講它是一個流行的地方。它不管它的空間設計感、它整

個..整個陳列，它的小到杯子..大到整個它的牆壁…它的桌子、椅

子那些，其實我覺得都很重要，對！…其實我覺得香檳三（按：已

歇業）還不錯，它裡面裝潢不錯！A店跟 C店，其實 C店也不錯，

其實就我講的裡面的空間它的椅子、它的桌子，其實你可以感覺

到，它不是便宜貨。精緻那種，對！（小邱） 

因為其實我發現很多夜店，因為都黑黑的，你下去之後你會覺的絨

布燈打下去你會覺得很漂亮，但你仔細看，你會覺得其實質感很

差，或是哪一塊沒有做好，你在細部都可以看到這些東西，我覺得

C店真的就是在細部也都做的還不錯，譬如說椅子的挑選，地毯阿

那些。因為我有在 C店都完全沒有半個客人的時候進去採訪過，所

以我有看過他沒有人的時候明亮的樣子，就算是這樣，給人的質感

也很好…（KID A） 

進一步追究，對於「流行時尚」、「質感」、「精緻」等形容詞的確切定義，受

訪者當中，無論是店家方面，或者是消費者方面，皆認為那是一種無法描述的感

覺，必需要親身去體驗；業者 ROY 認為，簡單風格的裝潢既使消費者感覺舒服，

亦不必擔心退流行，因而頗有「以不變應萬變」的道理：  

對呀，簡單一點！然後客人來這邊沒有壓力，對呀！其實夜店的裝

潢，主要的風格，我想應該是每一家店的感覺其實是不一樣，對呀

你像 F店，F店它的裝潢可能就是感覺起來是很奢華的，因為符合

它的店。那我們夜店裝潢本來就是…其實我們強不是強在我們的裝

潢，對！而且我們本來就是都走很簡單的風格，就是簡單！然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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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容易讓人家親近，不會有太複雜的東西。對呀！很簡單呀！我覺

得簡單才是不會退流行的東西！你懂嗎？你說像 F店當初裝潢花

那麼多錢，可是它那種東西，它能每年改裝嗎？它不行！然後客人

看久了還是會膩呀，然後它裝潢那個東西可能在當年或是當季是很

流行的，顏色或什麼的，但久了就會退呀！但是簡單就不會呀，簡

單的風格就永遠不會退流行呀！（ROY） 

 

圖九：空間裝潢的質感（資料來源：http://www.room18.com.tw/） 

就訪談資料的呈現，店家與消費者皆認為夜店的空間風格乃是以流行為依

歸，但另方面卻無法指稱什麼才是他們心目中的流行與質感，同時，部分店家亦

自認其裝潢乃是簡單為主，因此就夜店空間設計來說，所謂的流行似乎不與特定

風格構連，反而與時間的關連大些，即所謂的新鮮感： 

我們店裡每年都會改裝…新鮮感呀！夜店要的不都是新鮮感！對

呀，這種環境待久了，本來就會膩，所以我們就是要給客人享受呀…
總不能一個裝潢看了五年、十年，對呀！（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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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流行的地方，它如果比如說這個地方可能三

年、四年都、都沒有什麼改變的話，生意一定會越來越爛，人一定

會越來越少，因為它是流行的地方…它一定要一段時間之內，比如

說三年、四年，改個裝潢改個名字，再做一次，才會吸引那些人再

度回來。對！跟流行其實就是還滿有密切的關係，其實我對這個我

還滿注意的！它是重要的！（小邱） 

台北市市民也好，台灣人也好，他對新鮮感的替換性很快，可能以

前一樣的東西可以維持四到五年，現在只能不到一年至兩年，甚至

幾個月不一定。所以現在夜店，如果光以店來分析的話我覺得新鮮

感吧，才能吸引到更多人。（大支佬） 

  

圖十、圖十一：夜店當中的「活裝潢」（研究者拍攝） 

 從訪談所得可知，無論是店家或消費者雖無法認定有什麼元素必然是流行

的，但卻皆肯認為夜店應該要是一個流行的場合，就此而言，新鮮感的營造乃是

流行的同義詞；小邱更舉例，如果店家無法強調自身的新鮮感，便很容易落伍，

進而吸引到落伍的客人，他以台客作為流行的對立面： 

如果台客好多人去喔，譬如說我是台客，哇好多人去喔，朝聖，

這個地方好多那種可能是那種流行的人流行的東西，那我今天是台

客，我很俗，我就想去看他們怎麼穿，那我會跟你講，所以我就會

去！那麼慢慢這些流行的人他們看到越來越多台客，他們就會撤離

他們就會換另外一個地方。然後慢慢這個地方又變成很多台客，那

慢慢這個地方的生意就會開始變壞…它最好的例子，G店，大概是

在我那個年代，它是很紅的店，它是去一定要穿那種戰鬥套裝的，

一定要頭髮抓的那樣，就是覺得自己很帥才會去。後來阿，還賣火

鍋耶！這個就是不改！這個就是，它躺了七年嘛，這就是不改的下

場就會變這樣子，然後要迎合那些台客嘛，那喝酒要喝熱湯，就這

樣子阿！最好的例子就是 G 店，所以他們才改成台客店，真的阿，

真的他們才改成台客店！（小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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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無意在此爭論台客本身的文化意涵，但在針對流行感的陳述中，消費者

以台客作為相對於流行的對照，就此來說，台客變成落伍、沒質感的指稱，台客

也使得夜店空間氛圍變的質感低落，進一步的店家甚至必須因應質感較低的消費

需求而改變自身的空間氛圍呈現；細緻的追究，如果空間的質感會影響在其中的

消費者的質感，這與店家的經營形態也有所關連。一般而言，經營形態為單點型

式的店家，會被認為是質感較高的店家，而經營形態為暢飲形式者則被認為層級

較低。店家亦會根據其經營形態做出不同的空間安置，甚至對客人的「質感」有

所要求： 

我個人覺得客人的素質就是要要求呀！我覺得這個不是我們挑剔

客人，我覺得這是一個禮貌性，一個客人的禮貌性，我進來這邊場

所，然後我認識朋友，我當然不會穿著很隨便就進來呀！對呀，這

樣會把店裡面的質感就做得很不好呀，就做差了呀！這邊本來就是

走一些比較高消費，然後比較有質感的客人！B店那邊就是比較學

生嘛，就是做學生族群！對呀，他比較屬於學生一點。C店本來也

是客人水準會比較高一點！對呀，畢竟那邊的東西品質也是很好

的，質感也是很好的！客人是一家店的活裝潢，我進去如果客人素

質水準都很高我看了就很舒服，進去全都是一些流氓一些台妹，一

些很瞎咖50的，就會格格不入呀！（ROY） 

而在前面已經呈現出的訪談資料中，在業者所提供的空間硬體層面而言，消

費者咸認信義計畫區的夜店是較有質感的，同時，消費者亦認為不同的空間會吸

引不同族群的客人，那麼，信義計畫區當中的、「有質感」的夜店消費者會是什

麼樣子？ 

像 C店年齡層比較高，她的裝潢會覺得說不由自主的你會在意別人

對你的一舉一動。就是可能他走精緻化路線和去的人就會影響到。

因為那個環境，那邊的人那邊的環境那邊的裝潢，會產生不同的感

覺出來，以致於影響你的想法跟態度。（大支佬） 

對我來說相對來說比較有質感的人都會比較常去信義區的店。因為

東區你看 E 店跟 F 店，就弟弟妹妹嘛。有質感的人就會去信義區。

（KID A） 

我覺得應該是人的關係，就是那裡面，譬如說那裡面可能是一個很

                                                 

50 「瞎咖」乃常民口語，「瞎」大約指涉一個人搞不清楚狀況、反應遲鈍、行為舉止使人嗤之以

鼻等狀態，約等同於「遜」的用法；「咖」乃台語發音，「角色」之意。「瞎咖」在這裡大約用以

指稱「很遜、沒質感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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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的店，它裡面不可能有很好的人嘛！就算有，那個人去一次他下

次也不會去！就漸漸的不會有好的人，可是它裡面如果是好的人，

基本上它的店不會差到哪裡去！你看他的穿著他的收入什麼各方

面其實就是收入高比較可能高收入可能又年輕，然後多金，然後很

帥的也有，對ㄚ！當然看得出來質感啊！（小邱） 

經營形態影響了店家對於客人素質的要求，從前段所引之消費者說法，身處

夜店空間中的消費者對於其他客人的素質差異亦有明顯感受；而除了穿著儀態之

外，消費者質感高低的另一個判準乃是年紀： 

比較不想去 low 的店…就人吧！不喜歡太多弟弟妹妹，年紀很小的

不行，不喜歡年紀小的。(vivian) 

我比較 care 的是我很討厭進去一家店，結果發現裡面都是小毛

頭，就是看得出來年紀很明顯比自己小，我就不爽，我就想走，我

自己的喜好就是這樣，我主要是看年齡耶，主要是用年齡區分吧！

看到太年輕的就沒興趣了。（怡文） 

店太瞎就是可能很多阿弟阿妹的店就不想去，因為弟弟妹妹都很

瞎，還有就是會覺得自己很老。不知道耶！就覺得看到那些小朋友

就覺得是小朋友，覺得自己很老，也許我年輕的時候也是這樣，就

是會玩的很 OVER，也都不太顧其他人，比如說在舞池裡面動作很

大，推朋友什麼，他們會覺得很好玩，但撞到我可能就會幹他們拐

子。對阿，可能就是很大聲，或者是穿的很像高中生就覺得看起來

很像笨蛋。（KID A） 

大部份來講，其實 A店也是很多小鬼，只是不會那麼多啦，不會多

到你看全部幾乎全都弟弟妹妹。嗯，不會多到那麼多啦！像暢飲店

那種就是年紀都比較輕啦！（小邱） 

然而，用 ROY 的說法，這些受訪者自己同時也作為夜店當中的活裝潢，自

己又如何裝扮自己的儀態？訪談資料當中，消費者自認為自身的儀態裝扮與店家

經營形態有關： 

我去 B店可能就會穿的比平常更隨便，就會覺得沒差，就都是小朋

友呀！弟弟妹妹呀！我就覺得沒差，我都穿背心短褲。你叫我穿背

心短褲去 A店我不願意，但叫我穿背心短褲去 B店就 OK。因為去 A

店的人會高級很多。我覺得 B店是暢飲店，所以會比較吸引預算比

較少的小朋友，或是比較窮的人去。我如果去 A店會遇到認識的

人，如果我穿背心短褲一定會被笑。（KI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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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你今天去信義計劃區的話好了，你穿的衣服你自己也會有選

擇，對阿！就是不會亂穿，但是在師大那邊你就可以亂穿，我說的

亂穿是指可以把很多很 trash 的東西放在身上這樣子。你會覺得去

[師大]那邊就是要穿得簡單一點會比較自在（問：所以你自己去信

義計劃區時在裝扮上會有特別的考量？）一定會啊，其實以前好像

也不會特別這樣想，可是現在就是會說去那邊就要穿的怎麼樣。就

是那一回事呀，你會覺得怎麼樣讓你自己覺得比較自在，我覺得假

如這樣我還是可以覺得很自在那我就會這樣去做。（小吳） 

從文化消費的角度來看，人們使用與消費物品時，也同時詮釋物品的象徵意

義，因為對許多消費者而言，不僅具有功能，亦具有意義，同時人們還會將這種

物品的象徵意義用來建立與維持社會關係（Douglas & Isherwood, 1979）。消費者

在使用物品之際，往往也進行著一種以物品象徵作為語言符碼的溝通活動，這些

溝通過程既傳達了消費者在使用物品時所要表達的訊息，也反映消費者自身的觀

念與價值。另一方面，消費者這種利用物品象徵的溝通行為，亦同時展現出自身

的符碼解讀能力，而此又代表著消費者的文化資本與品味，因此消費可成為一種

社會區隔的手段（Bourdieu, 1984），標記出消費者自己的身份地位，也是對自己

所處特定社會位置的一種確認與宣示。 

夜店其實亦是充滿社群識別的符號，當進入到這場址時，是否可以產生彼此

認同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雖然夜店不像好萊塢電影情節般將不受歡迎的

人從後門轟出去，但卻能象徵性的使不適合者，有壓迫感地感受到他們並不屬於

這裡，因為他們少了一張看不見的識別證。取得這個識別證的門檻在於消費者是

否明白並能依循某些專屬於夜店文化的默會知識，同時，經由前述對於夜店音景

的分析整理，很顯然的，這套知識主要乃屬於視覺方面的知識，包括行為舉止、

穿著打扮，甚至是人際關係的展現，是否能夠服膺於夜店空間氛圍的要求。早期

有些 Rave 文化的相關研究認為銳舞打破了社會差異，所有人都融合在一起

（Merchant & Macdonald, 1994），但當 Rave 進入夜店這個商業空間，成為一種流

行風格，原本的平等精神被取消之後，實際上夜店空間裡還是有明顯的社會差異

存在，「夜生活實際上利用了青年人口中既存的分裂，據此將年輕人分離至不同

的空間與地點」（Hollands, 2002: 153）。 

至於對夜店的音樂是否瞭解嫻熟，Thornton(1995: 105)曾指出，夜店參與者

有一套指認自己的方式，而大多時候音樂總是優先的考量，是優先的認同指涉對

象，就這樣的說法而言，儘管在歐美脈絡當中，音樂可能成為一種次文化資本的

展現，作為建立社群感與自我認同的資源，但至少在台灣本地的脈絡之中，聽覺

知識的積累與展示卻是相對邊緣的知識系統。 

實際上，不僅夜店中默會知識的掌握度對消費者而言乃是重要的識別，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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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訪談資料的呈現中，我們也看見夜店所處區位本身的地景呈現，亦是一種知識

體系的呈現，在此地營業的業者強調質感，消費者則根據信義計畫區所呈現的整

體形象，來認知當自己進出信義計畫區時需要以何種裝扮配合。就此而言，信義

計畫區的地景呈現可謂直接影響了進出於此地之市民的心態，而當市民以消費者

的角色出現於此時，更會在意自己是否能於信義計畫區中「自在」穿梭。換言之，

這即是一種儀態表現上的自我監控，奠基於流行體系、信義計畫區地景呈現等等

知識系統，一種生產性權力運作於個人身體之上。而夜店的消費者作為一個被觀

看的對象，其儀態、穿著風格等視覺呈現，除了必須順從店家的質感要求之外，

似乎被更細微精緻地規訓著。 

Foucault 認為，透過空間的配置，權力才能展現其在現代複雜社會中的綿密

運作；「權力如何運作？」正是最關鍵的問題（蘇碩斌，2000）。對 Foucault 而言，

透過一個細微的空間機制，將社會權力與個體權力融合，亦即使權力的運作下放

到個別身體來運行，一種接近完美的統治技術才在歷史中成形，這就是傅柯所謂

的生命權力或細微權力（Foucault,1975╱劉北城、楊遠嬰譯，2003）。Foucault 的

概念提示了接下來從夜店空間內部出發，去探索以夜店空間內部安置為機制所型

塑出的知識體系；由此，我將進一步試圖探討，夜店在當代作為一商業化的娛樂

空間如何可能？而在其作為一個休閒放鬆之場所的一般想像下，其秩序的建立與

維持透過何種空間機制完成？ 

必須說明的是，由空間配置所型塑的、屬於夜店內部的默會知識，這些秩序

安排實乃流通於（至少台北市內的）各處夜店，並不僅限於信義計畫區內；而此

處以信義計畫區的夜店作為分析的對象，一方面除了順應本文欲探究夜店空間之

社會生產的初衷，另方面則可藉由對這些「主流」夜店的分析，從文化層面說明

其之所以成為主流的原因：因為一家夜店的興衰榮枯並不能僅從所處區位的經濟

與文化意涵加以理解，夜店自身所欲塑造的文化氛圍亦是重要的環節。也因此，

不同於過往的夜店相關研究，本文接下來的焦點並不在於探討消費者如何藉由消

費實踐以建立／確證自我認同與維繫社群感，而希望將焦點置於夜店內部的空間

機制，以及消費者消費實踐於這些空間機制的對話。 

二、非日常秩序的逾越／愉悅基礎之一：昏暗 

進入夜店之後，首先可以發現的是夜店空間的昏暗特質。光亮在人類開始用

火之際，便成為人有能力可以隨時生產的一種狀態。而照明（製造光亮）作為一

種技術的發展，乃是在十八世紀開始與工業化的腳步並進（劉允華，2004）；隔

絕於自然空間之外的工廠，其在日間的運作之所以可能，必需有照明系統的輔

助，使工作得以進行並且透過對工人的監控而更有效率；而伴隨著現代化經驗的

前進，夜間的生產活動之所以可能，對照明系統必定有一定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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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觀察而言，燈光在夜店空間中似乎不以提供照明為主要功能。夜店的

空間呈現往往是幽暗的，在夜店當中的正式交易行為（例如，瀏覽菜單並進行點

餐）甚至可能因為光亮的缺乏而難以進行，或至少是較費力且效率較低的進行51，

光在其中似乎並未以促進生產可能及生產效率作為目的而發揮照明的功能，反而

較大程度的扮演著裝潢或裝飾的角色。Malbon(1998)即認為，視覺體驗乃是夜店

經驗的核心之一，故空間的黑暗帶來的模糊不可見性，便可能成為個體製造逃脫

現有秩序感受之基礎。換言之，這樣一種逾越實踐之所以可被視為是夜店所默

許，在很大程度上是因其缺乏照明所致。而除了夜店的昏暗特質外，另外一個使

得夜店被認為有著較日常秩序寬鬆的行為準則之原因，則是夜店中酒精飲料的販

賣。 

 圖十二：昏暗的照明（研究者拍攝） 

三、非日常秩序的逾越／愉悅基礎之二：酒精飲料 

夜店以販賣酒精飲料為主，同時也會特意設計不同酒款作為行銷工具，在這

一點上，販賣特別的酒類飲料亦為店家製造新鮮感的方式。而對消費者而言，去

夜店消費自然會飲酒，在我的受訪者中，所有人皆認為，去夜店玩豈有不喝酒的

道理，差別或許只在於目的是否為刻意買醉： 

就是喝酒！就是買醉而已，不跳舞…其實一般我現在去，也就是喝

                                                 
51 必須強調的是，「缺乏照明造成生產效率降低」此一命題乃是在相對層次上而言，即相對於燈

火通明的娛樂生產體系（例如咖啡廳），在缺乏光線的情況下，消費者與店家的交易達成，可能

必須要花上相對較多的溝通時間（想像夜店如果燈火通明，其生產效率必定會比關著燈來的高）。

但亦有另一種可能的交易模式，即在夜店中的交易因為消費者的熟練，可以更快速的與店家達成

交易，比如說一整晚不看菜單而一直向店家點某幾種飲料。但這種交易模式更直接點出了以菜單

作為基礎的交易模式是相對缺乏效率的，原因即可能在於因為缺乏光線而根本看不清楚菜單。

另，根據經驗性的觀察，當代夜店型態殊異，交易之所以難以進行或許並非完全因為光的缺乏，

例如音樂之嘈雜亦可能為因素之一。就這種情況而言，光之缺乏或許不是缺乏生產效率的主因，

但並不能因此忽視其可能影響；而相對來說較靜、音樂較不構成影響的夜店，則空間多更為幽暗，

缺乏光線的影響可能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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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看看人，看看年輕人現在在幹嘛，其實就是這樣而已…重點是

要有酒，酒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在夜店裡面，我覺得它非常的重

要，應該說主要。(小邱) 

夜店跟酒是劃成等號。你有了酒，人與人之間尷尬的東西就會減

少，也許你今天才第一次見面的人，可能喝了酒不到一個小時之內

變熟。（大支佬） 

酒也是一種符號呀！對！所以一定會喝，ㄜ，但以前會喝醉但現在

不會了。我覺得我去夜店，就是要跳舞然後開心喝酒，然後可能跟

朋友聊天就這樣。（小吳） 

 圖十三：吧台（研究者拍攝） 

因此，吧台基本上可以說是一間酒吧的核心。這裡排列著各式各樣來自於不

同國家的酒精產品，加上容器本身的美學設計，琳瑯滿目之餘更指出其從味覺到

包裝皆承載了各式各樣的美學品味象徵；從這裡產出的雜揉各種不同味道及顏色

的調酒則更引人遐思，不僅因為其美貌背後竟是由複雜成分及程序組成所帶來的

奇幻想像，也因為一飲而盡後可帶來的醺然體驗，帶領個人走向相對於理性秩序

的休閒氛圍的想像。酒精飲料既有其象徵性意涵，同時又是店家所販賣的主要產

品，因此，店家非常著重飲料的品質，同時也會利用酒精飲料本身的視覺特質進

行行銷活動： 

吧台當然就是出酒的水準呀、精緻度呀！品質呀！然後面對的客

人、客群其實是不太一樣的，因為會在吧台點酒跟訂 table 的客人

是不太一樣的！那吧台當然要比較兼具公關的能力，因為基本上吧

台就是一個公關，對呀！我們出給客人的飲料每一都是現做的嘛！

加上我們的工作這麼忙，我們店裡面工作本來就比較忙，那相對的

我們出酒的速度其實很快，但是我們速度快品質又不能降低，不能

兩杯同樣的調酒出去味道不一樣，對呀！所以這是要經過很長期的

訓練。其實每個店的吧台要求的東西都不一樣，像我們去別的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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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可能也不會被別的店的客人所喜愛！但是來我們店就是要重新

做訓練，不管你有沒有經驗，都是要重新做訓練！而且我們店裡面

對吧台的要求是很高的，不是很好做！（ROY） 

因為每一種酒加起來的口味都不一樣，就很新奇呀！你不知道你今

天加這個什麼酒跟加這個酒會是什麼味道，然後有時後很難喝，有

時後又很好喝…他們吧台自己負責，就是每個月想一個新的調酒或

是比較新奇的酒，酒庫裡面找得到的酒，讓你喝喝看，讓你喝喝看

不同的感覺，在別家店喝不到的酒。所以我都會去別家店看看有什

麼酒可以喝，什麼酒沒有的，對阿！（仲逸） 

也因為夜店主要以提供酒類飲料為主，一般咸認，酒精飲料的販賣使得夜店

成為一個足以使人於其中尋求放鬆的空間，行為舉止的界線也就可以相對寬鬆，

不必如日常生活般拘束： 

在夜店大家也都比較接近，又會喝點酒，所以就比較容易聊得開

呀！女生也比較不會那麼ㄍ一ㄥ像平常一樣。（陳經文） 

酒這種東西少喝是一種助興，其實人與人之間最好的媒介就是酒，

不管男人女人，可能我跟你才認識五分鐘，可是我跟你喝一喝就半

小時後我們就變好朋友了，這很難講。它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對，

可是今天我們去除酒這個元素的話，一個小時之後，我們還是這麼

陌生，因為大家心防，現代人的生活壓力都很大，彼此對彼此的心

防都很重！可是藉由酒這個媒介，可能大家喝一喝，可能有一點酒

興這樣子，就是很放鬆很輕鬆這樣子，就不會有那種好像格格不入

那樣子，我覺得！（小邱） 

因為喝酒了吧，反正在裡面，你會想要去挑戰那個極限，就是

人跟人相處的那個極限…我有遇到一個狀況就是，也是就被一個男

人灑，然後他就跟我對不起，可是我很火，因為我衣服白色的，然

後都被 whisky 打翻了，後來我就，我就把他的褲襠拉起來，把我

的酒整杯倒進去，對阿，然後他也沒生氣呀，可是我真的很火就走

了。然後可能因為這樣子吧，這個舉動，結果他們全團都主動過來

要跟我認識，我覺得我自己顯得很威呀！對阿，類似這樣的狀況。

因為你在裡面你會比較敢，可能大家都喝酒吧，也沒差ㄚ，而且我

是女生，我在裡面本來就是比較佔優勢，所以我可以做一些任性的

事情，比較有挑戰性的事情，比較 over 的事情。（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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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理性的秩序安排之一：服務品質、包廂與舞池 

除了吧台這個酒類飲品的供應點外，進入夜店之後，尚可觀察得見的幾個基

本空間元素，則還有舞池、包廂，以及零星分佈的小桌子，即俗稱之「散桌」；

各個店家空間內部的陳列皆是整齊而有系統的。同時店家有開闊的動線方便消費

者移動，以及使店家服務工作順利進行；換言之，從這便可看出，夜店缺乏燈光

照明或許祇是「失序」空間的表象，是一種非日常性的刻意型塑，其內部的空間

安排仍然講求秩序編派，以使娛樂經濟活動的生產順利進行。根據曾在夜店工作

的服務生 Kyle 所言，夜店中除了桌椅包廂的安排所展顯出的秩序之外，尚必須經

過服務人員的「加工」，以提升消費者的享樂服務品質： 

以前那時候開店之前，我們每個包廂的桌椅都要先用東西擦過一

遍，像碧麗珠那種東西，這樣桌子就會比較乾淨，對，還有我們要

SET 好桌子，要放蠟燭、排杯子、煙灰缸、紙巾什麼的，弄得很整

齊很漂亮那樣，就經理有要求，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服務，然後也

會要我們服務客人的時候，常常去幫他們清理桌面，換杯子什麼

的，就是很講秩序啦，很要求那樣。（kyle） 

我們就是對於單點的時後其實你只要一個人負責兩桌三桌就 ok

了！暢飲的話，一個場地起碼要十個人以上，十個人以上的清潔員

工，因為包廂地板濕了，或是有嘔吐的味道，誰會敢來啊！就是你

吐在你該吐的地方我們不會跟你收清潔費，你要是吐在不該吐的地

方，我們會跟你收清潔費，一定會幫你整理好，然後沒有嘔吐味，

因為我們都會買一些芳香劑的之類的，所以外場的服務生、清潔人

員機動性要很好。(仲逸) 

而從舞池的空間配置言之，其乃是一間酒吧當中相對寬敞的一塊區域，這樣

的空間設置自然是希望人們若想要跳舞多往這塊區域集中，以避免在酒吧當中隨

性隨地的舞動影響到酒吧做為一生產體系的運作效率。而就我的實地觀察所見，

許多消費者並不只在舞池當中跳舞，他們幾乎不挑舞動地點，有時甚至擋住店家

所設計的動線：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擠到人群裡面，也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又可以

在階梯跳，隨處只要有空位就可以跳。像我們跳比較不會喜歡進到

舞池，都是在旁邊。如果人很擠就不會想要進到裡面，看感覺吧。

我比較介意被人碰到。如果他不流汗就還好，有些男生汗很濕，或

是女生，會覺得很髒，會刻意閃。（vivian） 

隨處你就跳起來了，ok 會像，像有些人他是圍起來在一起跳，就

是一群朋友又或者可能是，可能你在舞池就一個人跳，然後就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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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跑過來跟你搭訕之類這樣的狀況。(怡文) 

 圖十四：舞池（研究者拍攝） 

就此來說，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創造嘉年華的可能性，那麼夜店空間所具備

的空間特質，以及其所販賣的主要商品，其實已經有了一些可能性，或至少可以

是消費者創造差異的基礎：儘管夜店不可避免的在空間安置上依循了某種秩序，

但在空間秩序的適應與運用上，消費者並未完全按照其秩序規制；他們依其所

好，以輕鬆隨性之名，在非日常空間當中為自己尋找逃避或者喘息的出口；然而

進一步來說，儘管夜店空間提供了一種差異地點的可能性，是否保證差異空間必

然發生？在我進行觀察的每個晚上，幾乎都會看見有消費者甚至會站在桌子上或

椅子上跳舞。但對店家來說，經我的詢問，店家的態度是不允許讓他們在「不對」

的地方舞動身軀，原因不出於因為夜店的昏暗特色所導致的安全危機，因此站在

桌椅上此類並不穩固的平台上跳舞的舉動是被禁止的，而處在第一線的服務生就

必須隨時注意遏止可能發生的危險行為。 

就是看到有人站在桌椅上的話就要去請他下來啊，安全比較重要，

如果我們講不聽的話，像我就會去請安管過來講，他們看起來比較

凶，客人比較會聽他們的！（Kyle） 

而在包廂設計部分，在前面電子音樂的討論當中曾將電子舞曲與沙發音樂分

別加以整理陳述，然而在歐美脈絡的 Rave 場合中，一般而言，舞曲與沙發音樂

本來是連續性的，而非先後，舞客可在播放沙發音樂的空間當中緩解服用藥物後

不舒服的副作用，或者想找聲音小一點的地方談天，等到精力恢復了再進到舞場

中（黃孫權，2007）。然就沙發音樂在台灣的發展脈絡而言，沙發音樂一直是獨

立於電子舞曲的音樂類型，乃是各種不同的音樂風格之一，其與 Rave 文化似無

甚關連，沙發酒吧也在媒體的刻意建構之下，成為一種合宜的休閒空間，絲毫不

予人任何污名化的聯想。當沙發音樂逐漸變成一種流行之後，沙發酒吧便在都市

休閒空間裡成為中產階級追求享樂放鬆的風格化場所 (林儀慈，2003)。沙發酒吧

將六零年代的俱樂部音樂文化與資產階級的私人俱樂部的專屬飲酒作樂巧妙的

結合起來，要求秩序（排除了如 Ecstasy 等藥物，但卻容許同樣對身體有不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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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酒精與菸），以及將商業性的公共空間「包下來」，變成自己家客廳的的休

閒場所。而在追求風格化的質感時，也使夜店不分類型地逐漸將其空間包廂化。

這樣既可賺進更多的鈔票（包廂通常的設有最低消費，以往夜店通常維持一定數

量的包廂供中產階級聚會，而舞池與吧台留給較窮的學生與年輕人），亦成為時尚

流行的一部份，而能夠順利定到包廂，還能成為一種社會資本的展示。 

因為你包廂的客人是公關他們帶來的，或是我訂位訂來的，或朋友

之類的，都是朋友！訂包廂的人大概都是比較高檔的或是比較有錢

的人。（仲逸） 

[包廂]很重要，因為去，去的話就不要罰站嘛！以前年輕的時後，

你知道要去，你就會提前就佔桌子！可是現在，可能到某個年紀，

你就覺得去跟弟弟搶座位不好嘛！對不！人家弟弟他們可能還是

學生，沒有什麼錢，那今天你有這個收入你可以訂包廂，當然就訂

包廂嘛！那也不是說貴到很貴，是你知道你有個地方可以坐，而且

也知道那個地方是自己的，因為散桌可能就是說，你去尿個尿就會

有一大堆人來坐，那就會有很多種不同麻煩的事情。就像是客廳一

樣阿！就是你知道你要去哪邊，你知道回來還會有位置可以坐！可

以放東西，可以幹嘛！（小邱） 

在信義計畫區當中，不分經營形態，不分音樂風格，至今所有店家皆有包廂

的空間設置，就此來說，在追求空間風格化與高級化的同時，實則也造就了夜店

空間當中的階級化。消費者無論消費能力高低，多少都可進場，但享有的空間卻

不同；高貴幽雅的身體得花昂貴的鈔票來佔有專用空間，享有隱私又可以俾視全

場，而沒錢的毛頭小子與年輕人則在舞池間晃動，休息時則擠在少數的幾張小桌

子前，勞動與休閒的身體，專屬與共用的空間區分成為舞場設計的新哲學。就此

而言，這種空間鼓勵你坐下來，愈有錢便愈有能力坐著，某種程度來說，包廂的

設計實則複製了夜店之外的階層社會。而據業者的說法，包廂設計乃從屬於整體

空間風格，而其基本上以能使客人舒服自在為考量，而空間風格的質感來自於其

視野開闊性，以及是否能協助型塑夜店中熱鬧的氣氛。就這樣的邏輯來說，包廂

的設計的確以型塑高級的客廳為想像。 

像包廂，你看，這種亮面的東西，燈光打下去是不是就有反射的效

果，或者你看包廂為什麼不直接用牆把它隔起來，我們用這種東

西，燈光透過去或是人在看的時候透視的過程中，就會感覺整個廳

是比較大的。（ROY） 

五、理性秩序的安排之二：安管人員與監視器 

Foucault （1975╱劉北城、楊遠嬰譯，2003）曾在對監獄的空間分析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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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者透過對時間、空間、日常活動的精心編排，創造出一種柔順的肉體以符合

紀律，權力展現於肉體的同時，知識亦以權力為基礎擴張，當權力的擴散滲透至

整個社會時，知識亦拓展至整個社會領域並且發揮著效果。Foucault 在提及圓形

監獄時，認為圓形監獄的設計使權力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力不再體現在某個人

身上，而是體現在對於肉體、表面、光線、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

安排上。就此而言，光亮的使用直接影響了微觀權力的作用是否可能。在此進一

步的沿用 Foucault 的說法，夜店是否因其缺乏照明而顯得失序，從而無法施展其

規訓作用，因而使得夜店空間成為逾越解放的空間？ 

在進行實地觀察期間，我發現到，首先，除了服務人員被要求對空間整潔進

行管理之外，在吧台部分，Bartender 亦會隨時注意吧台的整潔，同時在大面積的

舞池與主要動線上，亦會安排專門的清潔人員隨時待命，清除地上的垃圾，或者

處理消費者酒醉後的嘔吐，以及潑灑到地上的酒水飲料，或是空酒瓶與破掉的杯

子。（加上打掃照片）從這些基本的空間要求可以看見，作為一個現代的娛樂消

費場所，夜店空間所呈現的空間秩序與其他消費場合或許並無二致，甚至需要花

費更多精力來維持它；而唯一明顯的分別便在於其利用「昏暗」此一特質作為非

日常性之想像的型塑工具。 

其次，昏暗的特質，以及使人較易卸下心防的酒精飲料之販賣，在消費者的

想像中，似乎使得夜店裡面所能允許的行為尺度普遍被認為比較寬鬆，正因如

此，如何使互動行為相對寬鬆的尺度邊緣上游走又不致失控，成了店家在維繫空

間秩序時的首要考量。而其具體作為，則反映在兩個空間元素上：監視器，以及

安管人員。 

走訪信義計畫區的夜店可以發現，以複合式形態經營的店家並無設置監視器

或安管人員的編制，但以舞廳形態為主要經營模式的店則有大量的安管人員的編

制，在營業時駐於店家門口或在店內遊走巡視，這乃是店家用以維持營業秩序的

編制，目的則在於使的營業過程得以順利進行： 

店裡的安管大概有二十幾個吧，站在門口的話就是檢查東西這樣，

基本上本來應該是說怕有人要鬧事硬闖進來，這樣就可以先擋住他

們…我記得他們當初應徵的時候除了外型之外，就是他們好像都會

一點武術（問：像跆拳道那種？）…對，他們裡面多少都…會一點，

我知道有那種會國術的，要不然就是他們很有蠻力，是怕說到時候

有人砸店的時候要來制止這樣，店裡面也有監視器阿…我知道有很

多支，但不知道有多少，反正就是很多，就是用來監看阿，看有沒

有客人如果說掉東西的話，我們就會調帶子來看能不能找到東西這

樣，對啊，還有就是說有沒有可能在客人鬧事之前就可以發現這

樣，然後去阻止他這樣…有時候的話就是說有些客人它很可能就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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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包廂裡面搞起來阿…這樣的話我們也可能會發現，然後去阻止

他這樣，就是說這裡在怎麼亂也不能讓你當眾打砲阿…我們這裡畢

竟是公共場合，還是要做生意吧，不是給你打砲用的，要打砲去別

地方打。（大支） 

就受訪者大支所言，我在進行田野觀察時，曾經親眼看到大支所謂客人「就

在包廂裡面打砲」的景象。包廂並非與外界隔絕的獨立空間，而僅是由一組組沙

發與一張茶几約略與開放空間做出區隔，因而仍屬一開放場所。儘管如此，我仍

看見包廂中有男女發生如擁吻與撫摸等親密肢體接觸，不久之後，女方趴在沙發

上，並把頭移往男方跨下，而男方便用外套蓋住女方的頭，不一會便看見外套覆

蓋之處產生規律的起伏。約莫五分鐘後，我再度回到包廂附近觀察，這時女方已

經跨坐男方身上與之擁吻，而規律的起伏仍未間斷，外套也依然覆蓋著重要部

位。這個狀態大約又持續了幾分鐘，才有安管出現，趨前制止，把消費者請離店

內。據大支的說法， 

其實我們早就看到了，本來應該要立刻去阻止他們的，但我們現在

常常就是故意先讓它們弄，因為有時候他們會把包廂擋起來，其實

這樣的話我們管不著啦，主要是說不能影響到其他客人，所以會等

到他們弄得差不多到很興奮的時候，我們再去阻止把他們請出去，

有時候算是故意讓他們那樣，讓它們爽一半然後卡住這樣（大支）。 

而在其他店家則是在訪談中明確指出監視去與安管人員的作用，並認為他們

對於夜店空間中的行為管制乃是更加嚴格的，稍有逾越之舉，便會立刻請消費者

離開店家，並未有如大支所言整客人的說法： 

只要就是讓人家覺得不舒服的就不行呀！對呀，你說你脫衣服穿一

件比基尼跳舞，在我們店裡其實很少，但是還是會有這樣的客人，

但是我覺得是 OK 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要再脫就不可能了！你

只要再脫我們就會把你請走，或是你裙子穿得好好的把它脫掉我們

就會把你請走，或是男生脫上衣也不行呀！連男生脫上衣都不行，

我們就會把你請走呀！（ROY） 

（安管人員）保護員工安全，保護客人安全就這樣；（問：那監視

器？）有阿有阿！二十個吧！18 是四十八個！因為那邊有兩廳，

不一樣！現在監視器的作用就是打架看誰先出手。不然就是客人包

包掉了，或是有人偷竊，對阿大概功用就是這些。不然就是監視我

們沒有營業日的時後，誰會在那邊！沒有營業日的時後誰開門進去

呀？或是火災起火點在哪裡？然後之類的吧，對呀！打架在店裡是

不被允許的。因為店員一定不能出手，你要嘛就是客人出手以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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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單挑我們穿的 B店的制服，你要嘛就是脫掉，華納也有監視器

呀，要嘛就單挑嘛出來脫衣服自己單挑嘛！我們不會管！夜店嘛，

難免一定會發生打架事件，但是最忌諱的就是員工跟店員鬧衝突，

那種鬧衝突告法院一定是告店家，不會告員工本人，店家要賠償，

員工自己本身也要賠償。（仲逸） 

在我觀察的經驗中，曾經親身遇到消費者酒後鬧事的狀況。當時我正在店中

四處遊走，並對舞池中舞動的人群進行觀察，突然就聽到靠近吧台處發出巨響，

回頭一看便發現有客人拿起吧台上的東西往地上摔，也把其他客人的酒杯一起砸

到地上。這時已有安管人員上前制止，那一群鬧事的客人的其中幾人便與安管扭

打起來，後來有店家的服務人員與主管把主事者扭打在地，在這之後，整個吧台

前方便形成打群架的狀況。大約過五秒之後，有另外一群員工過來，將所有打架

的人盡力推往店門外，於是形成打架地點向店外移動的同時，打架行動仍持續不

間斷的情況。由於店家不願對此偶發事件進行說明，後來我詢問其他服務生時，

服務生亦被要求不得發表看法，因此我僅得知，當時乃是為了不要影響店內營業

狀況以及消費氣氛，所以才把鬧事的人盡力推往店外，讓它們到外面去鬧，至於

鬧事原因，我也無法得到詳細解釋，僅知道是客人喝醉酒，與店家一言不合便起

了衝突。由於這起突發事件，當天晚上店家在衝突過後，還招待店內所有包廂各

樣酒類飲品，並發送店家自製的紀念品，以示歉意。據了解，由於該夜店有地方

勢力（即黑道）支持，因此後來鬧事者被拖到店外之後，同時被安管以及前來支

援的「兄弟」給「教訓」。在這事件發生之後，似乎還引發地方勢力間的嫌隙，

並且有一方發出「砸店」的風聲，不過這一部份的後續，我已無法繼續追究。 

由受訪者的說法，以及我的實地觀察可知，夜店空間的確因其昏暗特質，提

供了消費者逾越／愉悅的可能性，但實際上，那些在其他場合即被禁制／排除的

逾越行為如性行為、暴力行為等，在被視為提供逾越／愉悅經驗的夜店空間依然

複製了排除邏輯，店家仍以理性手段因應，確保此空間的秩序，使消費活動得以

順利進行；而這裡所說的手段，一則是以其開放空間之姿，確保性與暴力行為在

此空間仍處於被禁制之位階，二則是以安管人員的巡視監控，維持夜店空間的理

性秩序，一方面保障業者營利過程的順暢，一方面則也保護工作人員與消費者的

安全。 

因為我們一個晚上進來這麼多人，我們難免還是會碰到一些比較喝

醉酒的客人，鬧事阿！或是有小偷阿，手機掉了什麼的，你沒聽過

有這樣的客人？所以這個東西是我們願意在每個包廂上都裝臺監

視器，這是非常非常高成本的東西，對呀！有些可能就是裝一台，

或是就裝個三台！照全場，但其實角落它照得到嗎？根本就照不

到！對呀！但是為了客人的安全，為了客人的一些財務呀，之後有

什麼事情呀，我們隨時都可以調錄影帶出來，我們可以第一時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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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呀！所以其實這是還滿用心的，我覺得！我們很注重客人的安

全！（ROY） 

換言之，夜店所承載的逾越／愉悅想像或許僅是一種表象，或者就此而論，

夜店其實同樣對一般世俗價值觀所禁制的行為舉止施以禁制，而所謂逾越／愉悅

的可能性，儘管存在，但其乃是一種受到保護的、「安全」的逾越／愉悅行為：

儘管夜店所能允許的行動可能比一般日常場合來的寬鬆，但仍以「不影響生產—

消費之利潤生產流程」為前提，此則以倚賴店家對其空間進行管制為手段。然而

有趣的是，就暴力行為而言，因其直接影響到夜店空間當中營業秩序的平和，因

而當暴力行為發生時，店家的反應乃是施以直接的壓制；但就前述公共場所的性

行為禁制來說，由於其乃是在道德價值層次受到排斥，而未對夜店的營業秩序產

生直接影響，因此店家的回應並非直接施以壓制，也就使得夜店空間的理性秩序

顯的較日常而言更顯得寬鬆，因而成為夜店之逾越／愉悅性格的註腳。但儘管如

此，店家所給予的緩衝彈性，對於試圖在夜店空間當中公開發生性行為的消費者

來說，究竟是一種寬容，還是一種更不客氣的威壓，則可能見仁見智。而以 ROY

作為以上探討夜店空間中安全性的小結，店家的營利立場在此或許已因其娛樂導

向，而隱匿於夜店空間的娛樂氛圍當中，其維持秩序的管制基礎實乃奠基於「安

全」論述，同時店家也必須保障消費者進行消費的舒適愉快，因此店家有「不使

客人感到不舒服」的責任。 

我們每個包廂都有服務生那就會看呀，每個包廂都有一個服務生，

你就站在那邊就可以看到一整個包廂，他就會看呀，如果他覺得不

舒服，他可能就會請[安管]他們過來，然後把[客人]他們請出去！

（ROY） 

回到 Foucault 的空間分析。Foucault 在對監獄空間進行剖析時，曾提及圓形監

獄的監視塔必須是暗的、不可見的，而囚室則必須是光亮的，如此規訓機制才有

可能藉其空間關係得以順利運作；以此說法觀照夜店，就監視器的設置來說，或

許已經服膺了 Foucault 對空間關係所持的觀點，但更進一步來說，為維持空間秩

序而產生的安管編制，則因其四處遊走於夜店空間的特質，其所展現出的權力，

似乎要更為彈性而細緻。就此而言，儘管夜店給予人一種可以相對放肆的觀感，

但對於那些必然不該在夜店當中發生的行為，夜店對其防制似乎更為徹底。 

就安全性的考量來說，一方面保障了客人在安全的前提上進行娛樂，另方面

亦保障了店家的順利營運；藉由安管人員與監視系統的配置，夜店中的規範似乎

並不如消費者所預想的相對寬鬆，反而是更為嚴密的維繫可能的逾越行為；除前

面已經提到的對於性、暴力與偷竊行為的禁制，另外還有對於毒品使用的禁止： 

用毒品呀，絕對不行呀！還是會有客人用，但是我們一發現就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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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出去…會聞到 k菸52味呀！或是聞到飯味53呀！什麼什麼的，我們

聞到就會請他出去！所以那種東西在我們店是絕對禁止，絕對絕對

禁止！不可能出現，所以其實我們店裡面用藥的人很少，久久還是

會碰到一次啦！有客人不知道！可能去別的店用慣了吧！然後以

為這邊可以用，然後就用，我們就請他出去！（ROY） 

就請他們上去呀，像這邊拉 k呀、吸食毒品，請他上去呀，不要下

來了，我們不會放他再下來了，你下次來也不會讓你下來。（仲逸） 

 而在我所訪問的消費者中，或許是因為「訪談」這一行動而刻意有所保留，

儘管有部分受訪者承認自己使用過禁藥，卻沒有人在信義計畫區當中的夜店吸食

過毒品，僅有人透露在信義計畫區夜店中見識過有人在此嗑藥： 

每個人去那邊都不一樣，一樣的東西一樣的環境一樣的地點，每個

人對她的反應是不一樣的，嗑藥是不對的，但是不見得每個人去那

邊都會嗑藥。如果一個人硬要堅決要碰，那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我

先不碰再說。我會跟她講不要，但是有人堅決你怎麼反對？（大支

佬） 

六、小結： 

在信義計畫區當中，首先因為整體地景的塑造，予人高級的全球想像觀感，

因而對消費者來說，其所受到的影響首先展現在自身進入此一地區的心態，他們

認為信義計畫區是高級的、是新穎的並且經過規劃的都市空間，故為了避免與此

地格格不入，往往在自身的儀容表現方面有所要求，而對夜店店家來說，儘管追

求質感與新鮮感並非信義計畫區內之店家的專利，但其自我要求似乎是更為嚴格

的，除了裝潢設計實體（如酒精飲品）與非實體商品（如服務）的生產，以及諸

如器皿等生產工具的使用等，皆強調其品質與格調，就連店家的派對活動安排也

以質感為最基本的要求： 

我們辦的就是很時尚的活動，比如說我們請的 DJ 都是有知名度的

呀，或是我們辦的活動呀，我們可能在七月份的時候就把九月十月

份的事情給想好了，我們不把我們的層次做低呀，像其他店辦那個

什麼美女拳擊之夜、什麼 av 女優潮吹之夜，你說瞎不瞎？（ROY） 

 除此之外，夜店空間的氛圍控制除了由 DJ 以音樂來掌控之外，店家亦會按

照不同時段，以其他的例行活動來確保氣氛的熱絡，可以說是理性規劃的標準作

業程序： 

                                                 
52 「K 菸」，即將毒品「K他命」磨成粉末之後，將其摻進一般香菸菸草供人吸食。 
53 「飯」，即毒品「大麻」的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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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點吧！大概就是會調整在十二點會配 MC54呀，舞者呀之類

的，去帶動一些氣氛，像剛剛也是十二點半才 tequila girl 上去

跳而已。一定會有一個流程，不可能沒有流程，每天一定要有一點

花招，才會讓客人來了以後覺得好玩，對阿！（仲逸） 

而在前面的分析當中也可清楚觀察到，夜店當中雖然有其昏暗特質，以及酒

精飲料的販賣等特性質作為維繫其非日常性格的表徵，但我們同時也很清楚的看

到夜店當中對於整潔的要求、對秩序與安全的重視，以及在資本主義的利潤邏輯

下，如何地將夜店空間內部給階層化，從而更有效率的進行營利；為了維繫安全

的享樂可能，夜店空間中實充滿了理性的規劃與安排，用 Lefebvre 的話來說，如

果其最終關懷在於肯認以嘉年華形式創造差異空間的可能性，那麼就夜店所提供

的節慶式享樂而言，夜店中無論是主流化的音樂風格，或是充滿秩序的階層化空

間安排，則皆提示了夜店空間乃是以政經力量為基礎、以理性安排為主導思維而

構建起來的，以安全為前提的享樂空間。就此而言，信義計畫區夜店所展現的乃

是一種節慶式的治理空間，而這個治理空間的形成並非僅受到來自政治力量的刻

意管制與威壓，而是其夜店業者在以質感、時尚為名型塑夜店內的空間氛圍以追

求利潤的同時，將其自身縫合進信義計畫區整體地景所蘊含的全球想像當中而成

的。 

在此基礎上，回過頭檢視考察消費者進入夜店消費的初衷，受訪者皆提到去

夜店往往是為了社交或者放鬆情緒： 

就基本週末都會去吧，對！去玩，或者是朋友在那邊，打電話來就

一起過去，喝個酒這樣。（陳經文） 

我會去夜店，通常都是別人約的，那如果我真的很無聊、真的沒事

做，或是說我想要運動一下，我就會去！然後店通常都是男生挑的

吧！如果我是想跳舞的話，當然就是去，可以跳舞的地方呀！（怡

文）  

有沒有朋友在那邊是一個，然後，當然好不好玩這是重點，好不好

玩其實排第二個，有沒有熟人在那邊是第一個，就譬如朋友在那邊

工作，對，可以去喝王八蛋，55類似像這種，反正就買醉嘛！那如

果說，就可能說朋友生日，那像這種其實就好不好玩就不在排名，

不排在裡面。那如果朋友生日，哪怕去一個很鳥的店，還是會去呀！

還是會去一下！（小邱） 

                                                 
54 Microphone controller 之縮寫，即主持人，或司儀。 
55 即喝免費酒的通俗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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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是單單對我的話，應該說這個地方，這種的地方，對於其實

我算是夜生活的人，我是那種晚睡的人，這個地方它是一定要有

的！它不能沒有就對了！像有些人會去嗑藥，搖頭，可能有人晚上

飆車阿幹嘛的，這可能是他們紓壓的管道！那像我們紓壓的管道，

我們紓壓的管道可能就是需要像這樣的一個地方！讓我紓壓，因為

我不嗑藥，那我也不做其它的事，那我覺得這種地方它就是一定要

存在就對了！我的想法是這樣，它一定要存在！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就對了！哪怕今天可能都沒有一個好的，都是爛的店，可是它還是

要有…（小邱） 

就此而言，當其進入夜店消費的初衷乃在於放鬆日常生活當中的壓力、或者

與朋友進行社交維繫感情時，夜店是否做作為一個足資醞釀反抗資源的場址，對

消費者而言似乎也並不重要；他們順從夜店空間的要求，甚至被夜店當中的規則

所豢養，程度或高或低的掌握了夜店當中的默會知識，也就進一步地成為一個得

體稱職的夜店消費者，滿足其自身社交或是抒壓的需求，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