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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提問 

 

城市規劃並非近代才有，但我們今天所使用的 urban planning(美)、town 

planning(英)之類的用語，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出現的。工業革命帶來了巨大

的社會與空間之變遷，也帶來了歷史性的社會�空間問題，至於城市規劃則是用

以回應這個歷史性的社會�空間變遷，作為社會改革之一部分的歷史性舉措(張景

森，1991)。換言之，實質空間規劃代表了對十九世紀城市罪惡的一種回應(Hall，

1988：7)，城市規劃的歷史事實上也就是處理工業革命衍生問題之歷史。這種觀
察不僅透露出都市計畫之實踐和問題取向的本質，更隱含著規劃範型的變遷演化

觀(高孟定，1994：383)，因為問題取向即意味著都市計畫所欲處理�實踐者與當
時候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關，亟具歷史性。 

 

同樣的，就法律體系而言，不論是持法律為國家的統治工具 1(彭懷恩，1983：

3~8；宋鎮照，1995：11~15)，或為經濟、政治、社會等體系運作後所呈現之結

果的被動性看法(蕭全政，1995：80、81)；抑或是採法律有其內在邏輯，並不完

全為其他體系所決定的（相對）自主性觀點(陳維曾，2000：5~7)。理論上，法

律應係特定時空環境與政經社文背景下的社會產物，反映著該時期的價值觀(林

端，2002)。質言之，法律在形式上建構起現代社會的價值秩序，惟人類社會係
處於一持續發展的恆動狀態，在其歷史進程中有著不同的價值思維，爰此，為求

達臻其普遍規約特定範圍內社會關係的功能，法律必須適切地反應社會實體的結

構特性與需求，是以法律往往也隱含著時代意義，此亦即法諺：「法隨時轉則治」

之謂。例如 1999年制定施行的行政程序法或可視為，我國自 1980年代後葉起陸

續進行象徵著威權轉型之自由化與民主化發展的制度性反應(黃錦堂，1999：

66)，當中所蘊含的國民主權、民眾參與以及透過程序性規範來提昇行政決定理
性等保障人民權益的民主法治概念，便是用以回應現實社會中管制環境與結構問

題的變遷。 

 
基於前揭認知，研究者反觀台灣戰後都市計畫發展過程便不禁好奇，在台灣

社會經歷了政經社文等各方面重大變遷的情況底下(楊國樞、瞿海源主編，1988；

劉進慶，1988；若林正丈、松永正義，1988；蕭新煌，1989；張京育主編，1992；

張苙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1997)，作為空間規劃實踐原始動力(美援會，1962：

1)的都市計畫法，其歷來地數次修法變動是否能有效的扣合上各個發展階段？從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意指法律係國家用以完成政治運作、經濟調整與社會控制等職能的手段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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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適切地反應社會實體的結構特性與需求。如有，那麼何以諸般的規劃抗爭活動
2仍是屢見不鮮？若無，那麼歷次的修法又所為何來？也就是對這種「變與不變」

之間的想像，引發了本論文探究此一研究主題的動機。 

 
申言之，規劃思潮理論上係緊密地與時代的政治經濟結構相連，明顯受到來

自於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國家發展模式變遷所伴隨的政治經濟再結構、都

市發展問題及政策等外在社經力量之影響(周志龍，1997b：180)，進而左右規劃

的實踐內涵。因此，屬於發展掛帥國家(developmentalist state)的台灣，在 1980

年代後勃發的社會力(蕭新煌，1989、1992)和隨著威權體制鬆動而牽動的一連串
政治改革，所共同交織出的特定情境脈絡裡，一些更能回應市民需求的創意施政

接連地被民選首長推出，例如 1993 年台北縣政府於三鎮市五處公園嘗試推動的

居民參與公園設計活動、台北市政府於 1995年首次舉辦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

以及 1999 年施行的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等。當中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即是迥異於

以往規劃模式的另類空間�社區政策，而其指導理念─「市民主義」更是打破傳
統菁英式規劃的另類論述；甚至，有研究者指出該計畫方案是陳水扁用以建立政

權統治正當性的霸權計畫之一部分(彭揚凱，1998)。惟不論如何，該等立基於不
同規劃典範之施政計畫的採行，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制度現象。 

 
    然而，這種另類規劃論述與實踐模式的出現，對於一個空間研究者而言，或

許隱含著更多值得深思之處。亦即，為何地方政府需要另闢管道來介入都市計畫

的領域？是否既有的制度規範已無法滿足現下的社會需求？抑或是都市計畫本

身就是問題的製造者？除此之外，「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的賦權(empower)性格基
本上是與統治者的權力邏輯相違背的，既然如此，這個幾乎可說是不利於統治者

的論述與施政舉措又為何會成為陳水扁的施政主軸之一？一切只是單純的因為

民選首長要回應選民希冀？還是它具有我們表面上不易觀察到的潛在作用？抑

或是因為特定的歷史、社會脈絡，使之成為陳水扁不得不然的選擇？當然，此一

體制內制度外的規劃實踐經驗與法定空間計畫間的對話，則又是另一個相當值得

關注的焦點。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途徑，無論「市民主義」的規劃論述係

何等的政治正確或具時代意義，更有價值的應該是它的實踐經驗對傳統空間論述

及都市社會意義形塑之影響，及其能反饋(feedback)到都市計畫相關法制及其規
劃範型的部分。 

 
要之，都市計畫是國家空間干預政策之制度性表現，亦即公權力透過規劃論

述之中介以成就其改善生活環境、促進均衡發展之政策目標的國家行動；然而其 

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 此間又可約略區分為對具體規劃內容不滿所進行的抗議(劉欣蓉，1997；黃權孫，1997；陳

幸均，2000)，以及採參與式社區規劃來進行的另類反抗(陳仁達，1996；劉世偉，1997；黃瑞茂，

2000；羅瑞鴛，2002)等兩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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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為預謀，詳為規劃，增進住民福祉之積極作用的發揮與否，實則繫於規劃論述

及其實踐基盤之都市計畫法制能否扣合上歷史時勢下的社會實體。因此，市民主

義和地區環境改造計畫於前揭社會歷史脈絡浮現之社會�制度意涵，其實也就是

本研究探討的主軸，此或可以「典範遞移(paradigm shifts)」過程中「異例(anomaly)」

出現的概念來理解(Kuhn，1970，程樹德等譯，1994)。基於對社會變遷、規劃論

述�實踐以及法制之間辯証關係的關懷，本研究將以下列提問作為論證的思考路
徑。 

 

一、由於我國規劃實務上具有「按法令規劃(曾旭正，1994：58)」的特性，是以
都市計畫法所隱含的規劃理論範型將對其空間實踐產生更直接的影響，然

而，該理論範型究竟為何？具有何種特質？而相對於台灣社會的變遷，其歷

次的修法變動是否曾涉及該理論範型的演替？又是否能有效回應現實的需

要？ 

二、規劃思潮的發展係植基於社會主體的歷史性變遷(張景森，1991：28)，如斯，
市民主義規劃論述的提出，所代表的社會意義為何？而打著「市民主義」旗

幟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它的推展彷彿在訴說著陳水扁政權對社區的高度重

視，然而在市府看似積極投入的表象背後，究竟是怎樣的社會歷史脈絡使「市

民主義」得以出線，成為陳水扁的施政理念，進而帶動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的

推展？  

三、以市民主義為上位指導理念的空間實踐方案�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其政策目

的�意涵為何？該過程與成果是否能滿足各方參與者的想像或計畫預期？亦
即，相對於傳統都市計畫之菁英規劃模式，強調由下而上社區參與之賦權

(empowerment)模式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其施行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
典範遞移過程中異例的出現？而與現行體制發生相互掣肘的狀況？或說

「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現象的產生？ 
四、對於台北市都市社會發展而言，地區環境改造計畫此一難得的社會試驗為

城市意義的塑造(空間-社會意義的打造)擘畫出何種想像？而位於都市計畫

和地區環境改造計畫之空間-政策疊合處的剝皮寮個案，其較細緻的文化歷
史範疇屬性又透露出何等的現實困境以及制度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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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個案選取說明 

 
基於前揭研究動機與提問，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都市計畫法所隱含之規劃理論範型及其與社會環境的契合性。 

二、瞭解市民主義規劃論述的出線所代表的社會意義。 

三、瞭解地區環境改造計畫之政策意涵及其施行經驗的制度性反饋。 

四、瞭解都市計畫和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在處理更為細緻、複雜的空間-文化形式
議題之能動性，並指出可能的制度性建構方向。 

 

 

由於個案的選取必須能回應研究目的之達成(陳東昇，1995：392)，因此本
研究以「剝皮寮古街改造計畫」為例之理由，主要係著眼於該計畫之傳統市街聚

落保存工作同時為地區環境改造計畫與都市計畫所中介作用，其間所展現之發展

願景差異以及論述對抗的經驗過程，適足以作為本研究檢証現行都市計畫法及其

規劃理論範型的不適性之用。進一步來說，在 Kuhn典範遞移之概念張本底下，
本研究將市民主義與地區環境改造計畫視為傳統空間規劃論述與實踐上的異

例，也就是因為兩者間典範的不同，致使地區環境改造計畫與都市計畫在接合上

發生了類似不可共量性的狀況或衝突，而較諸一般環境規劃更為複雜的剝皮寮古

街聚落保存工作，其執行上的困難除了前揭不可共量性的原因外，事實上亦非地

區環境改造計畫所能承載得起，雖然如此，但是參與式規劃理論範型所構築出的

溝通對話平台卻有助於剝皮寮社區迅速的形成共識與發展願景，進而集結成反抗

論述的社會基礎；然而此一共識願景不正是規劃進行所必須擁有的正當性基礎之

所在，也是現行都市計畫之低包容性所不得不深刻反省之處。 

 

    

 

 

 

 

 

 

 

 

 

 

  



 5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概念說明 

 

1-3-1  分析架構 

 
基於前揭研究目的與提問所展開的思考路徑，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可以概分為

四大部分，共六章。分述如下： 

 
首先，將在第一章簡要地交代研究者思考本研究主題之脈絡，以及相應所採

行之研究方法與論證架構鋪陳，主要計有研究動機、提問、個案選取理由、研究

方法與限制等部份。 

 
其次，第二章係本研究對於規劃理論的一些探討，主要集中在「理性規劃論」

與「溝通理論」之間的辯詰，透過此等理論爬梳的工作，除可闡明本研究的理論

立場，以及作為後續個案研究之對話對象外，更能開創出引導規劃實踐之理論範

型的新社會可能性。易言之，此部分或可視為本研究主題初步之理論解和賡續經

驗研究的墊腳石。 

 
其三，第三章開始進入本研究之經驗研究部分，亦即市民主義規劃論述生成

之情境條件的說明。先針對台北市發展之歷史脈絡及其所伴隨而至的都市問題作

鋪陳，繼之以直轄市長開放選舉之制度環境變遷所交會出的特定社會情境描繪，

一方面指出新「社會主體」的浮現，一方面也作為下一章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現世

之背景基礎。第四章則是在說明地區環境改造計畫於都市計畫所建構出的空間形

塑體制之上，所能發揮的作用及其面臨的限制，並指出該實踐過程所隱含的新都

市治理模式之社會意義。 

 
末了，第五章將以剝皮寮之空間使用計畫爭議，檢証都市計畫與地區環境改

造計畫之規劃理論範型的社會適宜性，同時藉由其更細膩之空間-文化形式的議
題屬性，來提點出傳統空間形塑機制之不足，以及改革的必要性。亦即，透過剝

皮寮之個案研究來突顯出都市計畫法及其隱含之規劃理論範型，在處理住民情

感、城市記憶、歷史文化與認知衝突等課題時的侷限性；相對的，也反襯出地區

環境改造計畫之參與式規劃的能動性，並為現況困境之突破開展出新的理論和實

踐取徑。至於第六章則是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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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概念說明 

 

一、典範(paradigm) 

Kuhn 認為典範乃是「公認的科學成就，且其於某一段期間內為科學家社群

提供了研究工作所要解決之問題與解答的範例(Kuhn，1962，程樹德等譯，1994：

38)。 」 也 就 是 說 ， 一 套 信 念 、 價 值 、 理 論 、 定律、技 術 等， �某一 科 學 社 群 之

成員所共享(黃瑞祺，1990：138)，或可稱之為某一學術領域裡健全且專業之成
員的共識。 

 

二、異例(anomaly) 
異例是相對於典範所提供的期待而言，根據典範我們知道正常的狀況應該是

什 麼 ， 若 與 盛 行 的 典 範 所 預 測 不 相符 ，不能�該範型所解釋的事例即謂之(Kuhn，

1962，程樹德等譯，1994：115)。尤為關鍵的是，它的出現與深化係典範遞移現
象發生的揭幕式。 

 

三、典範遞移(paradigm shifts) 

由於 Kuhn所定義的典範係一類似研究之基本或前提假設的概念，提供科學
研究所需的指向；但是隨著異例的出現與增多或深化時，將肇致不同面向之思考

方式的嘗試，乃至於跳脫原有的假設前提，而此一連續的過程即是典範遞移之謂

(江明修，1997：46)。進言之，此一概念所指陳者因此係科學知識之成長並不是
許多發現和發明逐漸累積的過程，而是一連串的革命性躍變，亦即不是量的增

加，而係質的改變(黃瑞祺，1990：138)。 

 

四、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在揭發異例之舊典範與能消融異例(使異常現象成為理所當然)之新典範之

間，所存在的必然衝突現象謂之(Kuhn，1962，程樹德等譯，1994：150)，其間
的差異並非指不可透過語言的翻譯加以陳述闡釋，而是因為彼此的立場、價值、

邏輯迥異，以致無法產生有交集的對話，亦無法形成有意義的溝通 (江明修，

1997：102)。職是之故，Kuhn乃稱典範遞移係一「改宗(coversion)」的過程，因

為不同典範的支持者就像在不同的世界中各行其是(Kuhn，1962，程樹德等譯，

199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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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1-4-1  研究方法 

 
法律係特定時空環境與政經社文背景下的社會產物，空間亦是社會性的

（Henri Lefebvre，1979，王志弘譯，1999；陳東昇，1995：348；夏鑄九，1993：

55），而規劃專業與規劃論述更非超然獨立於社會之外（曾旭正，1990：189~191；

張景森，1993：4），至於社會實體則是以一種流動的狀態存在，深具歷史性格，
是以要探討有關都市計畫法及其規劃理論範型之空間論述與實踐的社會適宜

性，便須要循著社會與歷史的脈絡來推展。爰此，本研究將採取歷史的分析途徑，

亦即強調縱向的歷史演變研究以尋繹出特定發展脈絡底下的趨勢特性和因果關

係，另輔以橫向的制度環境分析來探討具體社會情境內的行動者及其論述之互動

與變遷情形，從而建立起分析架構以有效地釐清現實問題的本源。 

 

具體而言，在台北市生活環境於台灣親發展(pro-development)的空間規劃論

述與實踐(夏鑄九，1988；張景森，1991；曾旭正 1994；周志龍，1999)中日益劣

質化之現象，與 1980 年代後勃發的社會力(蕭新煌，1989、1992)和解嚴後一連

串政治改革共同交織出的特定情境脈絡裡，1994 年 的 台 北 市 長 選舉不僅�發 出

驚人的超高參與率 3，更引導出強調市民主體性的政策論述─「市民主義」，和以

之為依歸的空間實踐方案─「地區環境改造計畫」之出現。而此等迥異於傳統空

間形塑模式的論述與實踐經驗，正適足以供作本研究檢視都市計畫法暨其規劃理

論範型之社會適宜性的觀察切入點。 

 
基此，本研究將循歷史的分析途徑，對地區環境改造計畫之剝皮寮古街改造

作「個案研究(case study)」，並透過「文獻分析法」與「深入訪談法」來蒐整充
實所需的資料輸入，以掌握所欲處理課題的發展脈絡與情境。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此方法主要係用於本研究所欲探討之歷史事件發展脈絡的重現，也就是透過

對報紙、雜誌和網路資訊等相關報導的蒐集整理，以重建當時的歷史情境概況，

再輔以對該主題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術論著、委託報告與官方刊物等專書之研讀分

析，藉由其較為深入的探討說明，來比對印証相關報導的正確性。質言之，此一

做法一方面可以提升所重現之歷史事件發展脈絡的可信度，它方面亦能夠由此掌

握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人事物與疑點，作為進行下一階段研究工作的基礎。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3.當時候的省市長選舉號稱係「台灣四百年來第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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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訪談法 

由於質化研究試圖掌握行動者(agent)主觀的意義來描述事件或行動的過

程，再透過對意義的理解與詮釋，以突顯社會現象的本身的脈絡性與多義性 (顧

忠華，1999：52)。因此，深入訪談法除用以補充既有文獻資料之不足，並以之
與既有的文獻資料作交叉比對外，更有獲致行動者對事件發展過程之主觀認知及

其變動的意圖存在，而該部分正是本研究所欲探討之論述對話的基礎。基此，研

究者在操作此一方法時，將提供受訪者一份簡單的時序性描述及問題綱要，使受

訪者對本論文的研究脈絡有所瞭解，這是因為研究者相信，如果受訪者知道研究

者對該事件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並握有相當的資料時，他們較不會隱藏或扭曲訊

息，而且在研究者的坦誠下，也較容易取得受訪者的信任與合作(Castell，1983，

曾旭正譯，1999：308)。 

 

誠如陳慈美(1995：4)所言：「『事實』通常未必能涵蓋全部的真理(the “facts” 

seldom tell the whole story)。」基於此一認識，本研究將對根植於前述資料所建

構出的歷史實體 4(reality)作進一步的詮釋分析，並以之與相關理論對話，藉以釐

清爭議焦點之所在，進而擘畫出新的社會�制度可能性。簡言之，本論文係一反
省歷史的詮釋研究。 

 

 

1-4-2  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強調歷史-詮釋的研究取徑，而且在研究素材的取得方面相當重
視行動者的部分，也就是對深入訪談部分的側重，但也因此而受到該方法之內在

限制的影響。就此而言，有兩部分必須說明：其一，由於訪談時間距離剝皮寮拆

遷的時間點已將近四年，復以規劃當時所擘畫出之美好願景的破滅以及拆遷過程

的粗糙，因而受訪者的心態與規劃過程中的心境或許已有不同，從而傳遞出不同

於當時的訊息，所以在處理上必須小心謹慎；其二，正因為剝皮寮拆遷之發展結

果和粗糙的安置過程，致使原社區人際網絡滅失，以及住戶在地理區位上的散逸

難覓，造成本研究於訪談對象上的限制。除此之外，剝皮寮保存運動發展過程中

包含有主事者的貪瀆情事在內，這對於本研究在釐清共識無以形成和拆遷結果發

生之肇致原因上的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4.此一用語係用以突顯外在現象與人之意識間的主、客對待架構，藉以釋明歷史事件係由人之

主觀意識參雜在內所建構出的社會產物(Berger & Luckmann，1966，鄭理民譯，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