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地理研究 第 72 期 民國 109 年 11 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72, November 2020
DOI: 10.6234/JGR.202011_(72).0005

原址本真性或襲產基礎設施化？
臺北市道路建設與歷史保存爭議辨析
Original-Site Authenticity or Heritage Infrastructuring? Case Studies of
Road 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Controversies in Taipei
王志弘 a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troversies between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road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Iregard historic preservation as the embodiment of variegated urban
meanings and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in terms of their alternative infrastructuralization. The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which prioritize the original site and historic authenticity are limited in the face of road
construction, and a vision of infrastructural politics is needed.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four cases, including
Lin An Tai Historical House, Dihua Street, the New Beitou Station, and the Mitsui Bussan Warehouse, the
paper shows how they epitomize the strategic shift of the urban governance of Taipei that first forwarded
development through road expansion but later incorporated historicity as a mechanism of spatial regulation.
Still, history and culture often only play a minor part in urban governance. As the authorities would not
sacrifice road developments for preservation, they usually propose relocation and re-assemblage of the
historic buildings as the preservation bottom line. Activists advocating for preservation however insist that
historicity should be anchored at the original site, and be renovated in the same form as the original ones and
with the same materials, a proposition that finds it weak to resist the infrastructuralized obduracy of the road.
It is therefore argued that preservation politics should not insist on preserving cultural heritage on the original
site, but may take the deployment of the participatory infrastructure of culture into account. This is for culture
to enter the supporting network for everyday life and become the key moment, from which we might expect
to seek the alternatives of urban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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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基礎設施部署的視角，檢視歷史保存與道路建設的爭議。作者將歷史保存視為體現不同都
市意義及發展策略的另類基礎設施化，反思強調原址與歷史本真性之保存策略的侷限，藉此開展基礎
設施政治的視野。作者討論臺北市林安泰古厝、迪化街、新北投車站及三井倉庫等，涉及道路闢建與
原址保存爭議的案例，主張它們體現了都市治理從以開路為發展先鋒，到納入歷史作為空間調節機制
的策略轉變。但是，歷史文化通常還是扮演配角，易地重組式的標本化保存往往是官方底線。保存陣
營強調歷史記憶應錨定於原址、原建築形制及原材料之物質性，卻難以跟道路基礎設施化的僵固性抗
衡。作者主張，保存政治或可跨出對於原址的執守，著眼於文化的參與式基礎設施部署，令文化成為
生活支持網絡的關鍵環節，並藉此追尋替代性的都市意義。
關鍵詞：都市治理、拼裝體、都市論、物質性、公民參與

前

言

歷史保存是都市治理與再發展的重要策略，鑲嵌進入市民認同與記憶召喚、城市意象塑造、觀光
旅遊、文化創意產業等脈絡，捲入文化導向都市再生（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的潮流（周志龍、
辛晚教，2013；顏亮一，2005；Campo, 2016; Lin and Hsing, 2009; Reichl, 1997; Ryberg-Webster and
Kinahan, 2014; Ulldemolins, 2014）
。某個程度上，早期歷史保存運動與都市拆遷開發之間的對抗關係，
似乎已經有所轉變，保存與發展不再只是二選一的難題（顏亮一，2006a）。
然而，歷史保存並未因此取得十足的正當性。私人權益保障與公共歷史維護之間的折衝、歷史保
存的商品化再利用，以及街區保存促成的排他性縉紳化（gentrification），都環繞著公共文史價值、私
有產權、商品化與利潤分配之間的緊張而引起爭議（王芳萍、張榮哲，2014；林文一，2015；康旻杰，
2012；顏亮一，2006a）。除了公共與私人、價值與利潤的爭端，更難解的課題或許是不同類型的公共
利益之間的競逐（顏亮一，2014）
。公共設施（道路、公園、學校、捷運等）闢建與歷史保存，各自秉
持著難以退讓的正當性和公共性宣稱。換言之，在文化導向都市再生與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
的年代，文史保存的類型和範圍擴大了，正當性提高了（王志弘，2003；2012；顏亮一，2005）
，但是
開發與保存之間的緊張並未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現身。文化導向都市再生與文化治理的趨勢，並未
明確改變歷史保存在都市政治議程上的弱勢地位。
本文嘗試提出「基礎設施政治」
（infrastructural politics）作為理解前述現象的視角，並藉此反思歷
史 保 存 強 調 原 址 與 本 真 性 （ authenticity ） 之 策 略 的 侷 限 ， 另 外 提 出 襲 產 基 礎 設 施 化 （ heritage
infrastructuring），以及延伸而來的「參與式文化基礎設施化」觀點。這個視角立足於對都市的重新界
定，主張都市乃是「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assemblage of multiple infrastructuring）。基礎設施是
令提供特定服務和功能之維生支持網絡（如供水、電力、電信、天然氣、石油、食物、醫療、教育、
遊憩等）得以運作的社會－技術－空間安排。當代都市正是各種不同基礎設施的創新、調整、改造、
協調、疊覆和串接，並展現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拆解－再拼裝。然而，基礎設施化既是都市過
程的秩序化、理性化與調控化，也總是有著縫隙、缺損、張力、不協調及相應的爭議與衝突。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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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往往形成不均衡的部署，具有或密或疏、或強或弱的安排，往往偏重於特定服務或功能，卻
輕忽了其他生活領域。歷史保存正是備受忽視的領域，罕見被視為基礎設施般的重要環節，甚而成為
其他基礎設施開發下的犧牲者。
從基礎設施政治視角來重新理解都市發展中的保存爭議，有助於我們理解某些根本狀態，特別是
關於物質性、系統性與連結性，這幾個基礎設施概念的要點。其次，基礎設施作為都市公共服務，往
往也是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或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的焦點，涉及都市政治的核心過
程，並藉此獲得正當性。例如，保存運動往往源於歷史本真性論述所仰賴的物質定著（material fixtity）
（建築形制、原址、真實物件等）
，卻難以抵擋公共基礎設施挾著基本服務供應、城市進步願景，以及
系統化之廣泛連結而形成的強大物質僵固性（material obduracy）。再者，看似凌駕技術性知識的價值
與利益之爭，可能正體現了不同都市論（urbanism）及其物質部署之間的張力；亦即，不同價值乃根
著於支持著都市核心運作邏輯或都市意義（urban meaning）1的具體紋理；這些價值不僅依存於組織化
的專業社群網絡及其技術裝配，也體現為特定的基礎設施部署。於是，歷史保存運動並非單純以價值
理念來 抗拒道 路或 其他基 礎設施 部署， 而可 以視為 在都市 的社會 －物 質拼 裝體 （social-material
assemblage）中，嘗試維繫更廣泛的文化基礎設施及相應的都市意義。
此外，另類或非主流的基礎設施部署，需要有廣泛參與，並捲入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
（Lefebvre, 1996）的爭取。城市權是邁向社會轉型的集體計畫，而不只是享用城市生活資源的權利：
「城市權遠非個人取用都市資源的自由，而是我們通過改變城市以便改變自己的權利。由於這種轉變
必然取決於運用集體力量來重塑都市化過程，因此它是共同的、而非個人的權利」
（Harvey, 2008: 23）
。
所謂參與，也不只是民眾參加公共政策審議和決策、甚至規劃設計過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對於銘
刻著歷史、記憶、事件與認同的空間紋理，擁有更敏銳的覺察。最後，人類並非唯一的政治行動者，
物質（道路、建築、位址、物件等）也有其政治施為，並鑲嵌於基礎設施部署中而發揮作用。
交通這類深具正當性、系統性和連結性而有強大物質僵固性的基礎建設，格外凸顯了歷史保存的
困境，但保存運動的頑強也顯示了並非毫無出路。例如，新莊捷運機廠興建掀起的樂生療養院保存運
動，是享有高度進步形象的科技建設和邊緣群體居住權的鮮明對比，仍獲得局部保存的折衷結果，並
體現為尚有爭議的共構方案（顏亮一，2014）
。為了集中討論範圍，本文選定臺北市內看似平凡卻框架
了都市結構的道路建設，與歷史保存、特別是原址保留倡議之間的爭議，探索發展權補償之外的不同
思考途徑。
相關案例有四：
（一）1978 年，被視為本土保存運動肇始的林安泰古厝（葉乃齊，1988；夏鑄九，
1998）
，因闢建敦化南路而拆卸搬遷，幾經波折後於 1987 年在新生公園內重建完成。
（二）1960 年代
末南京西路以南路段即已拓寬打通（更名塔城街）的迪化街，1976 年有全線拓寬之議，引發保存運動，
卻與期盼拓寬重建的地主和商家陷入長期爭論。1990 年代後期，迪化街終於以保障發展權的容積移
轉、建物保存獎勵，以及制定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等方式保留，成為傳統南北貨商家和新興文
創商店並存的觀光街區（顏亮一，2006a；林文一，2015）
。（三）1989 年因興建淡水線捷運而拆建至
1

這裡的都市意義採取 Manuel Castells 的觀點。他所謂的都市意義，並非人類對於特定城市的心靈感知，或是符號性意
義的賦予，而是指：「既定社會中，歷史行動者之間的衝突過程賦予一般城市（以及都市分工裡的特定城市）的結構
性操作目標」（Castells, 1983: 303）。換言之，都市意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因價值、信念、利益或世界觀等而有所衝
突的行動者（群體），在彼此衝突過程中塑造出來的「都市何以存在」的運作邏輯（結構性的操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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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民俗村的新北投車站，於 2013 年擬遷回原址重建，卻因當地道路型態已變而引發能否原址重建的
爭議；經過多次公聽會辯論、文資及都市設計審議，決議改置於七星公園內（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2016.5.2）
。
（四）2011 年列入歷史建築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倉庫，在以古蹟北門為主角的西區門戶景
觀再造計畫中，因配合道路重新規劃而須遷移重組（洪致文，2016）
。文化界雖然提出異議，三井倉庫
仍於 2016 年 10 月「暫時移置」51 公尺後重組，等待日後大眾運輸運量達八成再移回原址。
以上四件道路建設與歷史保存的爭議，體現了臺北市發展策略的轉變。首先，過去以開闢道路作
為都市進步的象徵，史蹟只能夷平或讓路另覓安置處所，晚近逐漸承認文史保存價值，進而將其選擇
性納入都市再發展的調節機制，甚至令史蹟成為獲取容積獎勵之土地利益的手段。其次，就參與方式
而論，從過往必須仰賴富有聲望的學界或文化界人士陳情以救文史於頹圮，逐漸轉變為有專家參與的
文化資產審議會議，以及民眾參與的說明會及公聽會等正式機制，還有各式抗爭活動、網際網路的訊
息彙整、檔案製作、傳遞及連署聲援等，非正式的參與方式。然而，道路建設與歷史保存都訴諸公共
利益，經常呈現為交通安全、行車效率、景觀，以及歷史本真性等不同價值之間的爭執。
本文則主張，以歷史保存爭議為例的都市發展之價值衝突，可以從基礎設施政治的觀點重新評估。
同時，歷史保存運動堅持的本真性可以從物質定著中解脫，置入參與式基礎設施化來理解，體現為都
市生活支持網絡中錨定與流動的辯證，而非以史蹟原址的物質定著來對抗道路建設的物質僵固性。總
之，本文嘗試從城市作為多重基礎設施拼裝體，以及歷史保存作為文化基礎設施化的視角來討論都市
發展。後文首先介紹本文分析概念，再以林安泰古厝、迪化街、新北投車站和三井倉庫等爭議為例，
勾勒臺北市發展策略與都市治理轉型下，公共事務之公民參與及價值爭辯，如何體現為支持不同都市
意義的基礎設施部署，並通過鬆動保存政治對於物質定著的關注，展望將歷史保存重新定位為「參與
式基礎設施化」的潛能，以文化基礎設施化作為另類都市論的基底。本文主要仰賴既有文獻資料，從
事再度詮釋，著眼於提供新觀點，而非發現新的歷史事實。

都市是基礎設施化的政治場域
歷史保存與道路規劃的爭議，不只是以歷史本真性的價值，來對抗交通效率與土地開發利益，而
是各自立足於支撐著不同都市論或都市意義的基礎設施部署。於是，相對於道路這種明顯而具主導性
的基礎設施，歷史保存倡議也可以視為另類的基礎設施化，以歷史知識、保存技術及其再現與物質體
現為根柢，部署著不同的都市意義和生活。再者，從參與式都市治理的關切著眼，將歷史保存倡議視
為另類基礎設施的部署，也有利於強化價值理念、技術知識與都市意義之間的關聯，將抵抗行動或爭
取城市權的鬥爭植根於社會－物質動態中，並適度地從歷史本真性與物質定著中解脫，轉而展望文化
生活的基礎設施化，以及另類的都市論與都市意義。
為此，我們必須先考察都市的存有論，以兼納社會、物質、空間和技術安排的基礎設施化概念，
將都市重新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這牽涉了提出不過度偏重社會性的解釋邏輯，也就是避
免只以社會分化、文化心態、人口增長、擁有不同地租競標能力之群體的區位競爭、工業化或產業變
革、資本積累、勞動力再生產，或是階級及其他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力鬥爭等動力，來理解城市的形成
與變遷，而是要納入物質及非人行動者的作用。此外，也要避免將城市視為具有明確邊界及特質的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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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實體，反而要看到持續變動的關係和過程。例如，晚近學界倡議以流動、跨界、遠距連結、非人類
行動者、混種（hybridity）、賽博格（cyborg）、交錯、會遇（encountering）等觀點來設想城市，將城
市視為流動與節點構成的開放而變動的關係網、翻譯場域，或新陳代謝的社會生態過程（王志弘，
2015a；Amin and Thrift, 2002; Gandy, 2005; Massey, 1999; Scott and Storper, 2015; Swyngedouw, 1996;
2006）
。
這類主張逐漸歸結為試圖在批判政治經濟學取向之批判都市論（critical urbanism）外另闢蹊徑的
拼裝都市論（assemblage urbanism），也就是相對於使用結構概念和宏觀脈絡（尺度、全球化、剝削、
資本積累、階級鬥爭等）來解釋城市動態（城市是結構化的複合體），將城市視為異質混成的拼裝體
（McFarlane, 2009; 2011a; 2011b）
。繁複多樣的人、物、事件、符號、訊息，以及人類與非人實作，彼
此交疊纏繞，形成動態且不均衡的各種連結，以及寓居（dwelling）情境與過程。因此，城市無法設
想為穩定不變的存在，而是持續變動的過程。就批判和政治實踐而論，拼裝觀點的基進開放性也有助
於更樂觀地期許改變的可能。
當然，這種觀點引起批判都市論的強烈回擊，指出其過於浪漫而忽視了結構力量與歷史脈絡（王
志弘，2015b；Brenner et al., 2011）
。相對的，某些不採取極端的平坦存有論（flat ontology）立場，因
而保留了尺度與階序概念，也不全面拒絕結構力量的學者，則採取了折衷觀點，主張拼裝都市論並未
排除拼裝的結構及歷史模式，以及性別、階級、種族等社會分類界線的構造（McFarlane, 2011a; 2011b;
2011c）
。於是，異質成分構成的拼裝體，不是穩固的系統化結構、網絡或裝置，但也非全然無序的混
沌雜湊，而是在可以辨認的紋理章法和轉變趨勢中潛藏著不確定性。換言之，拼裝體有其領域化
（territorialization）
、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變動歷程（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De Landa, 2006）
。領域化的指認，牽涉了邊界、紋理、關卡、通道、連結、核心與
邊緣等領域構築的不同面向，並體現為各種社會及物質元素的特定拼裝組態。城市是複雜且多層次的
拼裝體，構築城市拼裝體的諸多元素，本身也是拼裝體而可以持續細分與組合。因此，城市是眾多同
時並存的領域化過程之集結，開展著去領域化／再領域化的動態。
在諸多拼裝組態和層次中，基礎設施是相對龐大，物質特徵鮮明，並經常展現為系統化之連結網
絡的拼裝體而顯得相對穩定，持續發揮著創造或轉化社會－物質關係的作用（Harvey et al., 2017a: 5）
。
基礎設施據以框架城市拼裝體的穩定性質，往往歸因於投入建置與營運的成本高昂、具備龐大物質配
置和社會組織而形成慣性或惰性，並由於其承擔的公共服務對城市生活而言看似不可或缺，而顯得理
所當然，甚而淡化成為不起眼的生活背景。但這種連結各處、宛如背景的系統化及穩定性，並未阻擋
基礎設施增添、拆除和更新其構成元素。像道路這種框架城市基本樣態的基礎設施，雖是相對穩定、
甚至具僵固性的社會－物質複合體，在維繫城市樣貌和運轉時有其重要地位，但也會不斷改變（維修
鋪面、鋪設維生管道、拓寬、改劃車道、增加交通號誌和強化照明、高架化、坍塌等）
。其他系統化的
基礎設施，如供水、排水、電力、電信、天然氣和網際網路等，情形也一樣。
無論如何，過去限縮於工程、管理和財務研究領域，並遭到批判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忽略的基
礎設施，晚近逐漸獲得重視（Carse, 2017; Graham and McFarlane, 2015; Harvey et al., 2017b; Guy et al.,
2011）
。首先，全球資本主義競爭及資本積累危機，加速推動了 David Harvey（1982）曾描述的，結合
金融信貸和土地開發而得以吸收過剩資本、帶動經濟增長的空間修補（spatial fix）而呈現為龐大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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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如中國的基建熱潮），並成為批判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議題。其次，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對於物質與非人行動者的關注（Furlong, 2010）
、人類學對於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的探討（Larkin, 2013）
，以及地理學和都市研究等學科對於人類與自然之複雜關係
的關切（Carse, 2012; Monstadt, 2009）
，也促成對於涉及自然之資源化或再造的基礎設施（水壩、運河、
能源開採和輸送設備等）的探討。重視基礎設施之物質作用的視角，則連繫上物質政治（Barry, 2013）
或技術政治（techno-politics）（Mitchell, 2002; von Schnitzler, 2008）等觀點。
本文將城市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乃嘗試與在晚近的基礎設施研究熱潮中，既接納混
雜拼裝的去領域化／再領域化動態，並考慮物質作用的新近觀點，但也不放棄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向來
關注的不均等發展、資本積累、國家權力、都市政治、意識形態或再現政治等議題。例如，以道路建
設與歷史保存而論，無論涉及的是都市治理模式、移動效率與安全、土地利益，或歷史價值和文化意
義，都有明顯的物質特徵。例如，道路寬度和彎度限制了行車速度、流量和安全之間的關係，直接影
響了歷史建物是否需要挪移或拆除的決定。反之，歷史建物作為社會－物質複合體，其位置座向、建
築樣式、建築材料和強度等物質特性，也是引起爭議和促成行動的判準。
然而，除了關注道路作為社會技術複合體之特質，特別是其物質部署的僵固性，我們仍可保留道
路作為資本積累危機之空間修補策略（以公共投資帶動經濟）
，或是空間配置之視線權力（道路布局的
監控效果）等社會性特徵（王志弘，2019）
。再者，由於基礎設施組構了都市生活的支持網絡，形成串
接都市內外各種物質和訊息流動的維生系統與設施，其規劃興建、區位配置、營運管理與收費方式，
都是都市與區域政治的重要議題和爭辯焦點。總之，基礎設施向來是國家要務，甚至可以說在物質上
實際建造了國家，並令其具有正當性。基礎設施既是國家據以調控社會和自然的介面，也是國家存在
理由的化身，進而成為體現和彰顯國族認同的樞紐（王志弘、黃若慈，2019：159）；基礎設施化及其
引動的各種效應，構成了基礎設施政治的場域。後文將以臺北市不同時期的四個道路建設和歷史保存
爭議案例，檢視都市發展轉型下，價值爭議所依託的都市論、都市意義及基礎設施政治，進而開展歷
史保存作為參與式基礎設施化的視野。

臺北市道路建設與歷史保存爭議的轉折
（一）讓路給林蔭大道：林安泰古厝的易地重建
1967 年，臺北市改制為直轄市，納入原屬臺北縣的內湖、南港、木柵、景美、士林與北投等六鄉
鎮。這是日本殖民時期幾度擴大市區計畫範圍以來，最後一波大幅拓展市區。舊有農鄉地景和生活痕
跡隨之消逝，轉變為道路和建地，而道路闢建正是都市化的體現。多次擔任改制前後之臺北市長的高
玉樹 2曾經指出：都市建設也好，國家建設也好，道路建設是最基本的，若沒有道路，不必談到其他
建設。今天臺北市，尤其是東區，原本是農田，現在高樓大廈林立，愈來愈美觀，都是受到這些寬闊
美化的道路所吸引，從而帶動各行各業的勃興所造成的。可說是先有道路，然後才有嶄新的都市面貌。

2

高玉樹曾擔任省轄市時期市長兩任（1954-1957，1964-1968），以及直轄市長一任（1968-1972），正逢臺北市快速成
長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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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臺北市前後十一年市長任內，從頭至尾，始終以開闢道路為最重要的市政工作，就是秉持著這個
理念（黃富三，2001：37）
。
高玉樹主導闢建和拓寬了臺北市許多條主要大道，並延伸市區幹道至新併入的郊區，但他特別以
闢建松山機場至信義路段的敦化南北路林蔭大道為豪。然而，敦化南路的後續延伸計畫路線上，有一
處林安泰古厝，於 1976 年起引發了原地保存或拆遷重建的爭議。這是臺灣史蹟保存「運動化」的首度
展現，也影響 1982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制定實施。
漢人原無建物整體保存概念，住屋和廟宇老舊了，便重修或新建。日本殖民時期引入其國內《史
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適用於臺灣，1945 年國民政府則帶來《古物保存法》，但是在現代化和經
濟發展的前提下，歷史保存並非要務，史蹟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國族主義，作為民族源流或統治正當性
的歷史見證（葉乃齊，1988；夏鑄九，1998；顏亮一，2006b；王世安，2016）
。時至 1960 年代，鄉土
與本地意識萌發，表現於各種藝術形式，更於 1970 年代引發鄉土文學論戰。同時期，建築及文史學界
對於臺灣傳統建築興趣日濃。例如，熱衷推廣古蹟保存的林衡道，早在 1963 年於《臺灣文獻》發表〈臺
北市的古先住宅〉
，便已提及林安泰古厝的藝術文化價值；1976 年 6 月英文版《漢聲雜誌》
（ECHO），
也有林安泰古厝專題（李乾朗，2014：113）
。
1976 年林安泰古厝即將因闢建道路而拆遷的新聞見報，隨即引起建築文史界爭議這處並未列入官
方古蹟名單的宅邸命運。相對於當時市府擬於木柵動物園或地點未定之民俗村內重建古宅的提案，文
化界人士多主張原地保留。有鑑於民眾缺乏關注，以及當時威權統治氣氛，這場保存運動的推動方式
是由專家學者於報章雜誌撰文、舉辦座談會、接受電視節目採訪，以及在市府諮詢會議上發言等，而
無後來習見的「街頭路線」
（葉乃齊，1988：79—82；王巧瑩，2006）。楊雲萍、吳讓治、王鎮華、席
德進、夏鑄九、馬以工、陳志梧、李乾朗等 23 位學者專家，亦曾聯名寫信給林洋港市長，呼籲保存古
厝（李乾朗，2014：121）
，並於報紙公開此信函以宣揚理念。
支持原址保留的意見認為，古厝深具歷史和藝術價值，也僅占用部分慢車道與人行道（圖 1）
，希
望變更都市計畫，令敦化南路繞道或予以高架或地下化，或是局部變更，將慢車道繞道而行，並配合
古厝闢建大型民俗公園。反對方則聲稱，古厝缺乏建築美學價值，破落宅邸和新穎建築景觀無法調和，
「影響市容觀瞻」
，並拖慢了都市演化更新的步調；再者，林安泰古厝並非法定古蹟，不宜因此變更具
法定效力的都市計畫；工務部門則力陳道路應以筆直為尚，不宜彎繞（葉乃齊，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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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林安泰古厝與計畫道路位置之關係

資料來源：蔡榮堂（1977）
，轉引自王巧瑩（2006：26）
最後，在市府堅持且缺乏輿論奧援下，1978 年 6 月年林安泰古厝開始拆除（圖 2）
。負責的建築師
李重耀測繪了一套設計圖，將拆下的構件、木料、磚瓦編號，暫存於安和路旁倉庫（林銘忠，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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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道路拓建而轉置於和平西路高架橋下，卻遭逢雨水浸損和白蟻蛀蝕，加以原擬定重建之場所南港
民俗村難產，保存人士遂於 1983 年舉辦座談會，敦促政府盡速重建（聯合報，1983a）。1984 年，市
府決定改於新生公園內重建，1985 年 11 月完成，1987 年 6 月正式開放供民眾參觀。2010 年，為配合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舉辦，將古厝所在濱江街以北綠地整建為閩南式庭園。

圖2

林安泰古厝拆遷過程實景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攝。 3
林安泰古厝案例顯示，在都市擴張時期極具正當性的主要幹道闢建，堅守筆直的物質配置原則。
即使保存方提出道路彎繞、地下化與高架化等共存方案，試圖保有原址本真性，仍無法改變移置重建
的結果。再者，東區發展乃抹除田園紋理，新建棋盤格網的道路布局，局部彎繞方案有如在平整領域
中的突兀皺褶，只會被抹平。不過，1970 至 1980 年代正逢鄉土與本土觀念崛起，當時臺北市的民俗
村倡議也作為文化建設而提出。然而，民俗村是將各種歷史懷舊元素集中一處，宛如標本化的博物館
兼遊樂園，可說是圈禁性的文化基礎設施，而缺乏後來的生態博物館理念。最後，古厝移至公園內重
建，也有如休閒基礎設施中的大型擺飾般，不再有文化活力。

3

取自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ulture.tw/view.aspx?keyword=林安泰古厝&s=726910&id=0005832611&proj=MOC_
IMD_001#。瀏覽日期：20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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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拓寬到保存：迪化街的發展權移轉與特區化策略
位於大同區的迪化街歷史久遠，可溯及清領時期大稻埕的繁盛商業。早在 1964 年，市府便決定打
通迪化街自南京西路至中正路（今忠孝西路）路段，同時拓寬為 20 公尺，並於 1966 年施工，1967 年
9 月完成。後續市府於 1969 年提出計畫，將南京西路至臺北橋的剩餘迪化街路段，由 7.27 公尺拓寬
為 15 公尺（聯合報，1969）
。1972 年 9 月，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將迪化街拓寬至 20 公尺（聯
合報，1972a）
。當時並無明顯的學界保存聲浪，反而是當年 12 月，有百餘名住戶聯名陳情暫緩拓寬，
因居民與商家安置及生計問題尚未明朗。再者，拆除補償費與工程費達數億元，對市府財政是沉重負
擔（聯合報，1972b）
，致使部分議員反對此案而予以擱置。但市府仍未放棄拓寬計畫而重提，並於 1977
年獲內政部都委會通過，變更迪化街為 20 米寬都市計畫道路（經濟日報，1977）
。
雖然道路拓寬定案的時機，正逢林安泰古厝爭議之高潮，但當時保存倡議仍聚焦於具歷史與美學
價值的單棟建築物，街區整體保存觀念尚未普及，加以政府計畫未立即施行，因而缺乏搶救林安泰古
厝的那種迫切感。1983 年，市府研考會委託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文崇一，從事「提高臺北市舊市區生活
品質的策略」調查，於辦理座談會時，已有與會者主張不應拓寬迪化街，反而應視為史蹟妥善保存（聯
合報，1983b）
。1983 年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也有成立「特定專用區」之議（臺北市政府，2000：
2）
。1984 年，更有將迪化街規劃為具傳統特色徒步商業區的主張（聯合報，1984）
。但直至 1988 年 9
月，市府必須開始徵收擬拓寬之道路保留用地，才引起文化界熱議保存。相對的，居民與商家主張以
維持市場活力為先，要求待居民自行改建達五成後再行拓寬，以免市場人氣消散。此後，各方爭執不
定，直到 1998 年才以街區「再發展」觀念，加上發展權觀念下的容積移轉與獎勵，以及歷史風貌特定
專用區等制度，逐步解開了拓寬或保存的多年紛爭。
根據顏亮一（2006a）研究，持保存立場者以樂山文教基金會為首，集結許多學者和文化人士，連
同新時代文教基金會，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等，組成非正式聯盟，結合《聯合報》自 1988 年 8 月 1
日起連續八天以「搶救永遠的迪化街」為題，報導該區歷史與現況，另邀請學者撰文呼籲維護迪化街
景觀和商業。文建會主委也走訪迪化街，提出重點保留史蹟的意見（聯合報，1988）
。樂山文教基金會
更舉辦「我愛迪化街」活動，號召市民至迪化街參觀、並聯署要求暫停拓寬道路，在解嚴年代採取類
似群眾動員方式，不同於早年林安泰古厝事件的知識份子倡議陳情。面對輿論，市府決定由工務局成
立「迪化街特定專用區專案」，檢討迪化街古蹟維護與都市計畫發展如何取得平衡（徐定心，1988）
。
然而，爭議並未就此停歇。迪化街當地居民與商家中的贊同保留者，並非出於歷史和美學價值，
而是希望維持市場人潮，並以老街風貌來促進觀光發展。相對的，贊成拓寬者強調卸貨便利、交通安
全，以及土地開發利益，認為專家眼中的古蹟實為破舊危險房舍，指定為歷史建築將侵害私產權益。
政府則抱持觀望態度，因為迪化街不似林安泰古厝是單一建築，而是產權細碎複雜的商業街區，政府
缺乏處理的制度工具和決心。再者，相較於威權時期下技術官僚可憑工程思維主導，解嚴後面對風起
雲湧的社會力量，官方也無意引發更多民怨。於是，官方仰賴學術單位研擬因應之道，如減稅、發展
權轉移、維修經費補助、增加未保存建地之建蔽率與容積率等（顏亮一，2006a）
，但遲未議決。
直到 1994 年，陳水扁獲選首任民選直轄市長，在新政權重視本土歷史、展現施政決心的氛圍下，
市府重新積極處理迪化街難題，並以「都市再發展」論述取代古蹟保存修辭。市府以改善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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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舊市區經濟為目標，將規劃範圍由迪化街擴及大稻埕街區（圖 3）
，並以「地區改造計劃」經費資
助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大稻埕街區工作室」進入社區，與居民共同尋覓發展共識（顏亮一，2006a）
。
1998 年，臺北市都市設計委員會通過「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計畫」（顏亮一，2006a）
。該
案經臺北市都委會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後，於 2000 年 2 月 1 日生效實施，並訂頒大稻埕歷史風貌特定
專用區之歷史性建築物認定作業要點、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以及容積移轉作業要點。隨後，大稻埕辜
宅於 2001 年，援此成為取得臺灣第一個古蹟容積移轉許可函的案例（林崇傑，2008：32）
。2010 年以
後，在舊區再生、創意城市、文化經濟等觀念下，市府更引入文創發展策略，並嘗試利用容積移轉後
所餘之歷史建物（吳光庭，2012；林文一，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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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範圍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2008：5）
。
綜言之，位於東區的林安泰古厝在 1970 年代抹除重塑的道路格網中顯得格格不入，相對的，迪化
街位於水岸商貿的舊城區，本身自成紋理。再者，由於不是單棟建築而是一整條街，加以產權和意見

115
紛雜，反而熬過了保存觀念未盛的年代，直抵民主化與本土化後的 1990 年代才定案，因而可以使用新
制度作為保存機制，包括發展權移轉、容積獎勵、歷史風貌特定區、閒置空間再利用等，免去道路拓
寬破壞的命運。於是，此處堪稱為襲產的基礎設施化，因為它既是道路基礎設施與沿街店屋的組合，
又延續了南北貨與中藥材生意，並增添新興文創活動，成為具有文化生機的生活支持網絡。即使有過
度商品化和縉紳化的批評（林文一，2015）
，但確實承襲了原本的商業街區特質，並且有所創新（殷寶
寧，2016；2019）
。

（三）回不去的原址：新北投火車站重建之爭
臺北市的交通建設從未停歇。1980 年代，市區主要道路大致開闢或拓寬完成，隨即進入大舉興建
高架快速道路、市區鐵路地下化及捷運的年代。1988 年 7 月，為興建沿舊鐵路佈設的淡水線捷運新北
投支線，廢止了新北投車站（原為便利溫泉旅遊而於 1916 年通車啟用，1937 年擴建）
。有趣的是，誠
如 1977 年林安泰古厝保存運動正盛時，官方正好通過迪化街拓寬為 20 公尺，卻未引起當時保存人士
關注。同樣的，1988 年新北投車站廢止，並在負責林安泰古厝重建的李重耀建築師牽線下，以一元賣
給彰化臺灣民俗村易地重建之際（邱紹雯，2012）
，正逢迪化街保存運動高潮，但新北投車站當時也未
廣泛引起學界及保存人士注意。
新北投車站於 1993 年重建完成，在彰化民俗村中轉變為懷舊景點。1997 年，捷運新北投支線車
站落成。稍早於 1994 年由地方居民發起的北投公共浴場（建於 1913 年）保存運動，獲得市府認可並
整修為北投溫泉博物館，於 1998 年開放使用。正當便利交通、懷舊氛圍和溫泉休憩，聯手復振當地經
濟之際，2004 年「新北投車站回娘家運動」浮現，並期許在 2016 年新北投車站百週年慶重建完成。
八頭里仁協會、臺北市議員吳思瑤及其他地方人士，要求市政府協助促成此事。地方人士也發起「古
蹟公益信託基金」
，寄望以民間募資方式購回車站，或在原址仿建車站。2007 年，彰化臺灣民俗村遭
法拍，彰化縣政府將包含新北投車站在內的七棟老建築列為暫定古蹟（有效期限一年；若正式認定為
古蹟或歷史建築，則無法再搬離現址）
，卻無後續維護措施。2012 年 5 月，車站毀損狀況嚴重，彰化
縣府再度緊急登錄其為暫定古蹟（唐復年，2007；邱紹雯等，2012）。
2013 年，臺北和彰化文史團體聯手發起跨縣市搶救臺灣民俗村暫定古蹟活動。4 月 18 日，民俗村
的新產權人無償捐贈新北投車站給臺北市政府，確定了新北投車站將歸返北投（莊琇閔，2013）
。2014
年 2 月 22 日，臺北市與彰化縣文化局先行以大紅花轎將六個象徵性的車站構件（老虎窗、鬼瓦、簷架
雕刻、榫頭及新北投車站大字）送回（廖珮妤等，2014）
，預定於北投七星公園內重建。然而，一切看
似順利之際，卻出現了重建位址之爭：當前道路型態已經改變，若於舊址重建車站，恐怕會衝擊交通。
北投地方團體及吳思瑤等人主張重建需慎重其事，希望舉行公民會議，商議重建、維護和營運方
式，市府遂於 2014 年 1 月 23 日和 4 月 21 日辦理兩場公民會議。第一次會議中，依 1937 年增建的四
個老虎窗樣貌重組已有共識，但是否於目前已成為道路和人行道的原址重建，則出現了不同聲音。於
是，第二次公民會議中，提出如圖 4 的六個重組位置方案。接近原址的 A 方案涉及改變路型，影響既
有交通動線而有人車安全問題；但其他方案除了偏離原址或方位太多，也有必須考慮公園中受保護老
樹，以及地下停車場之構造體和通風口等限制，會議遂難以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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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新北投車站重建位址方案

資料來源：游蓓茹（2015）
。
此後，媒體披露的主要爭議，聚焦於北投各里長偏好的 D 案（離原址 50 公尺）
，以及文資團體（
「臺
北文資環境守護聯盟」）堅持的原址重組（A 案及微調 A 案）
（圖 5）
。文化局於 2015 年 6 月 28 日舉辦
公聽會，商討「新北投車站重組位置」議題，各方仍爭論不休。但會後市政顧問張益贍宣讀決議，表
示將採 D 案，也就是在「距離原址 50 公尺」的七星公園重組，當場引發推擠怒罵（邱奕寧，2015a）。

圖5

新北投車站重組位置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16.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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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另外出現了木料爭議。因為從彰化運回的木料有短少，且存放於淡水經風吹日曬導致
損毀加劇，加以文化局經費不足，遂以俗稱「美檜」的阿拉斯加扁柏取代臺灣黃檜作為修復用料，引
起各方針對價格、品質及修復效果的批評（邱奕寧，2015b）
。此後，文資團體持續通過媒體及網際網
路發聲並進行遊說，促使柯文哲市長責成都市發展局提出原址方案（但重組為三個老虎窗，縮減量體
以免影響既有路型），再做溝通。
於是，文化局與都發局聯袂於 2016 年 2 月 2 日再次於北投辦理說明會，市府也試做了微調 A 案
及 D 案模擬構造於現場，並於 5 月 2 日舉辦公聽會。會中，都發局考慮老樹及地下停車場位置而提出
微調 D 案（比 D 案接近原址，多了設置鐵軌意象空間；但該案與鄰宅過近，恐影響住戶安寧，且無設
置廣場腹地，可能影響人行道空間）
。最後，以 D 案和微調 D 案並陳，否決了原址重組提議（邱奕寧，
2016b）
，在 2016 年 7 月於 D 案位址重建，2017 年 4 月完工，開放作為展覽與活動空間使用。
新北投車站的命運，可說是林安泰古厝的翻版，但這回真有一處民俗村可以移置，後續還多了遷
回原址的轉折。這意味了懷舊式消費市場已足以支持（至少撐持了一陣子）民間版的民俗村，而非 1970
年代晚期夭折的臺北官方版，再者，特定建築物體現的歷史氛圍，已經成為地方振興的重要主題。不
過，更值得注意的改變則是公聽會這類民眾參與或協調機制的出現，不同於林安泰古厝或迪化街保存
運動僅限於專家倡議和媒體策略。最後，正因為歷史文化襲產成為具有正當性，而且可能挑戰既有道
路配置的另類部署，遷回原址才成為可以討論的公共議程，即使結果在位址、建材與工法方面都有所
讓步。

（四）寸步不能移？西區門戶計畫與三井倉庫挪位之爭
相較於 1970 年代讓路給林蔭大道的合院宅邸、1980 年代轉型為歷史風貌街區的老街，以及兩度
拆組的火車站體，三井倉庫（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倉庫）很晚才「被發現」具有文史價值。但 2011 年正
式指定為臺北市歷史建築，隨即於 2015 年為了西區門戶計畫中的北門廣場和忠孝東路路型調整而遷
移。由於當初指定為歷史建築時，已附帶決議須以北門為主體，因而即使有文資團體抗議而提出替代
方案，經過四度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爭辯及公聽會，仍難逃遷離原址的配角命運。
弔詭的是，三井的配角退讓命運，宛如目前主角北門過去的處境（洪致文，2016：81）。不同於
1966 年改建為華北宮殿樣式，藉以美化景觀兼作碉堡使用（李乾朗，2014：92）的其他城門（東門、
南門、小南門；西門已於日本人興建鐵路時拆除）
，北門因原預訂於興建北門高架橋時拆除，遂留存原
形制未改。然而，時至 1975 年，歷史保存意識崛起，當年 4 月北門經臺北市民政局調查核定為古蹟（聯
合報，1975），並宣告除慶典外，不准於城門上懸掛宣傳標語。不過，1977 年正當北門高架橋如火如
荼施工之際，北門和林安泰古厝一樣，都有讓路而拆除重建於當時擬議之臺北民俗村內的主張（聯合
報，1977）
，似乎預告了新北投車站未來拆建於彰化臺灣民俗村的命運。後因輿論有異議及學者極力爭
取，加以臺北民俗村難產，北門才免於拆遷。但此後北門遭高架橋包夾，從地標淪為縫隙地帶，遲至
1983 年，內政部才評定北門為一級古蹟。
1980 年代後期，隨著鐵路地下化、捷運施工，而有整體改善臺北車站附近地區，提出臺北車站特
定專用區作為都會區交通樞紐的構想。2000 年以後，更有塑造中央車站暨中央公園的首都門戶意象計
畫，範圍除臺北車站專用區，還東延至華山文創園區及光華商場（周素卿等，2009）
。北門則連同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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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古蹟和歷史建築，成為增添首都門戶歷史文化氣息的重要環節。2015 年，市府提出西區門戶計畫，
凸顯舊城區紋理，拆除北門高架橋，塑造北門廣場，連結臺北郵局，呼應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原
總督府鐵道部）以「重現歷史」。
就在北門高架橋預定拆除，北門將重見天日，甚至擁有添加甕城與護城河造景意象的廣場之際，
三井倉庫在 2015 年提出的第一階段規劃構想中，就已因為路型調整而須遷離原址，並再利用為「Info
house」和記憶倉庫。此案隨即引起倡議保留的文資團體關注及議員質詢，主張應審慎評估以免建物受
損。再者，也有人主張，三井倉庫是日殖時期北三線道上唯一留存的建物，擁有亭仔腳（騎樓）
，與北
門相較，其歷史意義並不遜色，原地留存才能呈現北門、北三線和三井倉庫之間的相對關係。反對遷
移人士遂成立「搶救北北三：北門 X 北三線 X 三井物產舊倉庫」團體，強調原址保存的重要（洪致文，
2016：80）
。
在講求民眾參與式治理的當代，西區門戶計畫自始便標榜市民參與，預定辦理 10 場市民參與工作
坊與 8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以及國際研討會。該計畫強調資訊公開（建立專屬網頁，公開會議資料）
以避免誤解和不信任，嘗試通過參與式規劃設計來創造專業者、民眾與公部門的夥伴關係。為此，規
劃團隊還納入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以及擅長辦理民眾參與的經典工程顧問公司 4。主張原址留存
的團體和人士除了建立網頁和媒體發聲，通過前述的工作坊和座談會表達意見，也獲邀列席 2016 年 3
月 10 日臺北市文化資產審查會議。但於會中產生爭執（吳思萍，2016）
，隨後再議（3 月 17 日及 3 月
30 日舉辦第二、三次文資審查會議），文資委員也意見分歧，並出現是否遭市長關切壓力之說（邱奕
寧，2016a）
。在這個協商過程中，產生多達 11 種不同位址和路型方案。各種提案說明和狀況模擬，成
為各方爭論的依據。例如，圖 6 是臺北市工務局提供的北門高架橋拆遷後交通動線調整圖，凸顯了道
路工程與交通管理單位首重路型和動線順暢。

圖6

北門周邊行車動線調整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2016）
。
2016 年 3 月 30 日第 79 次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中，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強調已納入歷史保存觀點，
嘗試協調官方和原址保留方的差異，強化北門精神論述，主張兼顧歷史脈絡、交通安全、人本環境、
4

參考西區門戶官方網站，http://tpstation.com.tw/%e5%8f%83%e8%88%87%e7%90%86%e5%bf%b5。取用日期：201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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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空間等，並對照了官方偏好的提案（圖 7）
，與民間倡議的兩種維持原址的方案（圖 8、圖 9）
，呈
現維持三井倉庫原址將造成交通安全問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6）
。

圖7

市府提案（位移 51 公尺）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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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民間團體提案（原址保留，道路繞行三井倉庫）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6）
。

圖9

文資團體提案（原址保留，道路繞行北門）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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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4 日，文化局召開公聽會，反對遷移的群體針對交通流量、動線及人車安全問題，主
張應將八線道規劃縮減至六線道，增設人行道和徒步區以回歸人本交通，減少交通流量，改善空氣品
質（張世杰，2016）
。但 5 月 20 日第四次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中，考慮車流量問題，原址保存將造成
道路縮減至四車道，但這必須等到臺北市綠色運輸使用率達八成，降低車流量後才能實現，遂決議以
「暫時移置」名義，將三井倉庫挪移 51 公尺，待未來北市公共運輸量達八成後，再遷回原址（陳靖宜，
2016）
。2016 年 10 月中旬，三井倉庫動工拆卸，市府並耗資近一千萬元施作隔震工程以避免損壞，俾
有利於未來遷回原址（魏莨伊，2016；張博亭，2017）
。2018 年 3 月，三井倉庫外牆及屋頂整修完成，
11 月正式開放參觀。目前一樓預定開設書店以模擬遭拆除的文笙書局意象，並設置旅客諮詢中心和文
化資產前導資訊站；二樓則為記憶倉庫和多功能藝文空間（中央通訊社，2018）
。
三井倉庫遷移爭議，跟前述的新北投車站案例一樣，在講求民眾參與和施政正當性的年代，自始
就有工作坊、專家座談會、公聽會等聽取和協調多方意見的場合，並歷經多次文資審查會議。如同新
北投車站遷回原址的案例，各方提出許多不同方案作為協調的依據。雖然最後仍以道路基礎設施的安
全考慮為先，採納官方的遷移版本，卻也在大眾運輸發展的正當性支持下，遺留了日後回遷原址的契
機。這透露出襲產作為都市物質部署的地位漸獲重視，並且能與道路設施及交通發展有正向關聯，而
非只能徹底退讓。然而，相較於本身即為街路基礎設施的迪化街案例，三井倉庫即使鑲嵌於西區門戶
計畫的格局中，依然被視為單棟建物而得以移置後遷回，顯示其物質定著難以抵擋道路基礎設施挾著
安全與效率正當性而施展的物質僵固性。

歷史保存的物質定著 vs.參與式基礎設施化
我們可以從基礎設施政治角度，重新評估與詮釋以上四個案例。首先，我們基於城市是多重基礎
設施化的拼裝體的存有論，將都市論或都市意義的價值與利益之爭，安置於體現了特定技術、物質和
空間配置的基礎設施部署中。其次，針對歷史保存與道路闢建的爭議，可以反思保存運動堅守特定物
質定著的限制，並提出參與式基礎設施化的觀點。換言之，在民主化和參與式規劃趨勢下，歷史保存
可以重新定位為文化基礎設施化，並跨出公共政策的參與（participation），展望進一步的日常生活投
注（engagement）及城市權的追尋，嘗試翻轉當前的主流都市意義和都市的結構性運作邏輯。這涉及
了以基礎設施觀點來解脫歷史本真性信念對於特定物質定著的執守。換言之，基礎設施化以及延伸而
來的生活支持網絡概念，有助於將歷史保存（修復、再利用和變遷）鑲嵌於城市日常生活紋理中，避
免以標本化、地標化、孤島化的型態而脫離了生活世界。於是，歷史、記憶及其物質體現，乃是吾人
生活所憑依且持續參與其中的基礎設施。以下分述之。

（一）都市意義競逐：體現於基礎設施部署的價值、利益與技術知識
前文的四個案例，彰顯了臺北都市治理模式及發展策略的變與常。1970 年代晚期以降，相對於大
中華國族意識，我們見到本土歷史文化價值，以及它們的斑駁痕跡或景觀化再造，逐步獲得重視。我
們也見到後解嚴的民主化社會中，對民眾參與的肯定、參與機會和方式的擴增，以及對異議的更多容
忍或耐心以待。本土化和民主化確實鮮明地展現於保存運動的軌跡中，歷史保存也因為結合了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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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權塑造及文化的經濟調節作用，而更具正當性，並體現於各種相關法規、制度程序及審議機制中。
簡言之，文史保存不僅是民間追尋非主流都市意義的努力，成為各種社會運動挪用的手段，也逐漸構
成官方文化治理的重要環節（王志弘，2010；2012）
。
但是在這些變化之外，我們也能察知相對穩定的治理慣例。例如，道路規劃及其價值或利益（速
度、便利、安全、效率、進步性等）持續保有優先地位，或是以這些價值為主體或基礎，來吸納環保、
永續、人本或歷史文化等理念。再者，道路規劃與交通管理的技術性知識，似乎總是隨時準備支撐其
價值或利益。相對的，歷史本真性或文化、美學與記憶的價值主張，往往被視為懷舊、浪漫、理想，
乃至於落伍、不知變通，因而成為進步、發展與利潤的阻礙。在這種認知下，歷史保存似乎缺乏嚴謹
論述及技術性知識，反而被賦予空泛、主觀或菁英美學品味的形象。
因此，雖然歷史保存涉及了記憶與意義的競逐（夏鑄九，1998；2003）
，而且歷史、文化與藝術主
題也在都市治理中獲得了較大聲量，但是主導性的都市意義（亦即，城市運作的結構性目標或核心邏
輯）
，其實沒有太大變化。無論是 1960 至 1970 年代，以闢建林蔭大道來展開對於現代性的追趕，1980
年代以降，通過道路拓寬來提升舊市區環境，乃至於晚近以景觀化的文化與歷史元素來重塑城市形象，
並嘗試推動文化經濟，都可以說是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基調的變奏。道路交通及其支持的機
動車城市格局，則是與發展主義這個主導性都市意義緊密配合的基礎設施部署。
換言之，作為城市結構性運作邏輯的都市意義，並非只是政策綱領及其於再現體制內的象徵操作
（王志弘，2005：141）
，還有做為社會物質複合體的基礎設施配置。主導性都市意義及其價值與利益
表現的穩定性，乃根著於支配性的基礎設施部署中，而這些基礎設施部署既仰賴、又支撐著相關技術
性知識的生產與應用。當然，城市是社會物質拼裝體，有著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的變動過程。但是，
本身也是拼裝體的基礎設施，相較於日常生活的「微拼裝」實作或個人調適，卻是相對穩固、甚至僵
固的長期組態，從而鞏固著都市的主導意義、價值和利益。
再者，相對於道路交通與主導性的都市意義、技術性知識及其基礎設施部署的緊密關聯，歷史保
存對象（古厝、遺址、文物、歷史建物等）不僅因為逐漸孤立於歷史趨勢，因而缺乏基礎設施化的根
著，也脫落於支配性的基礎設施拼裝動態之外，而經常被視為落伍、障礙或無關緊要的元素。於是，
這裡似乎有牢固的道路基礎設施化，對照著脆弱的歷史保存對象的對比。但是，或許歷史保存也有其
僵固慣性和基礎設施化？這裡有關歷史保存和道路規劃之價值爭議，乃對應於不同的都市意義，並且
具有相應的基礎設施部署的觀點，引領我們進一步思考物質性（materiality），特別是物質定著和僵固
性的課題。

（二）物的作用：歷史本真性的物質定著 vs.基礎設施的物質僵固性
晚近學界紛紛強調物質的作用，避免人類中心論的觀點；換言之，不能將自然物，甚至是人造物
視為只是人類意向、行動或意義賦予的結果，反而要考察其自身的作用。當然，這裡的物質作用，除
了物理化學的變化與作用外，主要是指物質具有的特徵經常迫使人們以特定方式來回應；例如，一堵
牆擋住去路，人必須彎繞而行；即使拆牆而過，也是牆的物質特性所致。再者，物質的作用往往是人
與非人的複合網絡或拼裝體中的效果。例如，物質的歷史本真性，乃是歷史保存理念和實作與物質的
特徵（易腐朽或存續）共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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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要旨或弔詭之處，就在於嘗試在持續流變的時空中，切割出某個被賦予獨特價值的段落，
嘗試凍結或延緩其敗壞，這是將保存視為在流變中尋求有價值的存有之道（a valuable way of being in
becoming）
。為了區辨出沒那麼有價值的部分，並排除持續變化的沾染，本真性就成為保存的基本判準，
並依托於特定物件、位址，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定動作、知識、手藝或傳承人物身上。這些是由
歷史本真性鎖定、甚至建構出來的物質定著，從而與本真性的詮釋相互鞏固：此物即真實之保障。
在前文的案例中，我們見到了對於原址、原始建築構件，或是特定建築形制樣式的堅持，以及對
於建築原始構件毀損的感嘆。特定物質被賦予的歷史本真性，正因為遭逢道路規劃通常更加強大的物
質僵固性或慣性的破壞，而益顯珍貴。譬如，每個案例皆賦予原址、原樣和原件保存優先性：北門相
對於經過改造的其他臺北城門的價值；新北投火車站「回娘家」時，拆卸具象徵意義和歷史價值的構
件，以類比迎娶的儀式帶回北投；林安泰古厝拆卸構材暫存導致腐壞和遺失，以及重建時使用新建材
引致的批評等。再者，物質本真性形成後，可能宛如「物神」（fetish）般而被賦予自主性或存續的正
當性，引領或範限著保存運動的開展。原址政治（politics of original site）便是本文案例中最明顯的物
質作用：「原址」概念及其物質根據（建物和地基）
，成為拆解移地重組或是寸步不能移的爭辯焦點，
這是對於物質定著的堅持。
但是，相較於此，道路基礎建設的物質作用更加鮮明，在主流都市論或都市意義的正當化支持下，
加以基礎設施的系統化連結效果，而具備堅實的物質僵固性。無論是作為複合拼裝體但被一體化看待
的敦化南路林蔭大道；新舊並陳、具有集市能力的狹窄迪化街；被視為安全且能承載交通流量的路型
路幅；以及景觀化的門戶意象，都是能夠牽動爭議的進展方式，促使人們予以回應的各式物質部署。
道路規劃設計對於林蔭大道筆直路型的堅持，對於可以確保交通效率和安全之路型、路幅、彎度的考
究，或是對於交通流量及其測量的堅持，往往具有難以抵拒或質疑的正當性，並且通過特定物質配置
而鞏固。相形之下，歷史保存的物質定著顯得脆弱，實際上也在道路基礎設施面前退讓，只有迪化街
挾著道路與店屋共築的拼裝體而保有僵固性。
面對主導性都市意義及其相對穩固的道路基礎設施，保存運動倡議者似乎只能持續宣揚理念，呼
籲重視老建物的歷史源流、美學價值及社會傳承意義，致使保存運動的政治似乎淪為論述政治、價值
政治或觀念政治，但相對缺乏技術性知識及物質根據。但是歷史保存也有深厚的物質基礎，以及援此
產生的技術性知識。保存、修復、再利用的技術性知識都不是抽象觀念，而是環繞著各種物質、人造
物件、地形位置，以及空間之生產與詮釋而運作。據此，歷史保存也有其技術政治（蘇映塵，2014）。
不過，歷史保存的技術性知識與技術政治，往往是通過歷史本真性的中介，緊繫於特定物質（構件、
材料、文物、原址）
，卻可能因此脫落在既有的主導性或替代性基礎設施部署之外，反而失去了支撐。
總之，歷史保存的物質定著與道路建設的物質僵固性，有著重要差別。首先，歷史保存的物質定
著，經常孤立於持續變化的大環境外。這種孤立既是古蹟、遺址、古物或歷史建築需要特意「指定」
的原因，也是後果。即使是所謂全棟保留、全區保存等概念，也是相較於更大脈絡而切割出來的標本
化對象。正因為這種脫落和切割，使得歷史保存很容易主動或被迫退讓，僅取部分留存或遷移重組，
甚或以仿建的方式保留。這裡的弔詭是：正由於堅持本真性，且本真性依託於特定物質，所以本真性
可以循著此物質而切割和隔離出來。當然，本真性也可以通過論述來建構、詮釋和調整，而本真性之
意義賦予、詮釋和競逐，經常成為爭議的根源。於是，歷史保存指涉的物質定著，既有孤立片段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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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常陷身於意義爭論之中。相對的，道路建設的物質僵固性並非孤立的存在，反而鑲嵌於龐大的基礎
設施、技術性知識網絡，以及主導的都市意義或都市論中，有眾多物質互為奧援、彼此連結，而成就
了穩固的物質慣性。
其次，歷史保存運動的物質定著，如前所述，是以脆弱的本真性為根據。本真性的脆弱不僅來自
於論述或建構的主觀性，還在於其對抗大環境變遷時的必敗嘗試，因為通常認定值得保存且亟需保存
介入者，正是已經岌岌可危且稀少的物質殘片，是社會發展遺留的過往痕跡。相對的，道路建設的物
質僵固性，不僅依托於龐大的基礎設施或網絡，還以實用功能為根基。換言之，只要繼續維持效用（通
暢交通）或社會需要這種功效，道路的物質僵固性就會持續獲得維護、甚至延展。即使有特定路段必
須廢止或重建，基本上也無礙於整個交通基礎設施的存在和運轉。於是，有鑑於保存運動的歷史本真
性與物質定著訴求，有其孤立切割和根柢脆弱的難題，我們或許可以從道路建設的強項，也就是基礎
設施化的角度，來反思歷史保存倡議，提議參與式文化基礎設施化的視角。

（三）歷史保存作為參與式文化基礎設施化，以及改換都市意義的城市權鬥爭
參與，是當代民主社會的現實與理想。說是現實，乃因為各種形式的參與，早已遍佈當代社會；
即使管道不足，但只要有所不滿，就會出現加強參與的呼籲。說是理想，是因為參與並不容易，特別
是複雜且有爭議的公共事務，很難達到人人平等、理性溝通、有效討論和落實執行的境界。
就前文的四個案例而論，其參與程度和方式各自不同。這些差異既呈現了國家政體與都市治理模
式的轉折（從威權時代的陳情和內部協商，到民主化時代的公聽會和透明資訊）
，也體現了新科技的進
展（從傳統媒體到網際網絡與手機串連）。此外，涉及科技或專業（道路建設、交通管理和建築保存）
的爭議和決策，常有由專家主導或常民參與的爭執，並有不同政治理念的支持（專家治理 vs.基進民主
化；自由主義的個別化選擇 vs.社會主義的集體平等）
（Bucchi and Neresunu, 2008; Durant, 2011）
。
當前的趨勢是對於科技及其他各種領域之公民參與的肯定，認為參與公共決策，才是完整公民資
格的表現（Jasanoff, 2004）
，並發展出各種參與形式，包括審議式民主、參與式預算、社區監測或公民
科學等（Bidwell, 2009; Conrad and Hilchey, 2011; Hamlett, 2003; Ottinger, 2010）。例如，新北投車站選
址，以及三井倉庫的遷移問題，都有官方和規劃團隊辦理的公聽會、工作坊和座談會，試圖廣納民意。
雖然在實際執行時，不易克服各方各執己見的情形，反對市府方案者如何面臨握有較多資源的官方團
隊而能夠有效參與，進而相互溝通且獲致共識，是根本的難題。但這類操作即使還有難題待解，卻不
失為增進民主識能、提升公民能力的方法，值得在歷史保存領域推廣。
不過，歷史保存與道路建設的爭議，往往面臨侷限於歷史本真性之物質定著而導致片段化和孤立
化，難以抗衡道路建設擁有的主流都市意義及龐大基礎設施支持，必須另覓解方。作者主張，在基礎
設施政治的觀點下，保存方可以向強勢對手學習，也就是將歷史保存重新界定為「參與式文化基礎設
施化」
。其實，臺灣的歷史保存領域已經逐漸脫離標本化或孤立化的保存，轉而強調史蹟或歷史建築再
利用、聚落活化保存，乃至於生態博物館等理念，都嘗試強化歷史遺址、建物和非物質文化襲產，與
當代生活紋理和節奏之間的連結。不過，無論是再利用、活化保存或生態博物館等觀念，通常還是聚
焦於某種本真性及其物質根據的肯定和追尋，不易拋開物質定著、原址或原件的執守，以及因為這種
執守導致的片段與孤立狀態。反之，若以文化基礎設施化的定位來設想歷史保存，或許比較容易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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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概念的連結、網絡、系統、根基及脈絡等意涵，擴大歷史保存的意蘊和效應。
於是，將歷史保存定位為文化基礎設施化的歷程，乃是嘗試以基礎設施拼裝體或社會－物質複合
體觀點，來解脫歷史本真性對於特定物質定著的執守，將歷史、文化或美學價值予以物質化、基盤化，
成為廣泛文化生活基礎設施的一環。再者，基礎設施化，或是其所支持的「生活支持網絡」概念，也
有助於將歷史遺址或建物的保存、修復、再利用，以及難以避免的變化，鑲嵌於日常生活紋理之中，
而非以標本化、孤島化、地標化、景觀化的型態，脫離生活世界脈動。我們必須將歷史、記憶及其物
質的體現，視同我們每日生活所憑依，而且持續投注其間的基礎設施。就此而論，前文案例中的迪化
街及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區，相較於其他三棟被迫讓路的建物，便佔有了本身作為基礎設施的優勢，
只不過通過歷史保存的中介，從道路基礎設施及其效率邏輯，轉化形成文化基礎設施，並開展出能夠
既接續又更新當地商業生活的新文化脈動。換言之，正因為新舊夾陳、歷史紋理與當代節奏共存，加
以各方力量的投注，迪化街才會是文化基礎設施，即使在某些保存論者眼中，其襲產本真性可能因此
而有所缺損。
再者，正由於歷史保存是基礎設施化，是生活支持網絡的一環，更要凸顯民眾寓居且參與其中的
必要性。如此一來，歷史保存不再只是專家學者的關切，亦非僅以本真性或美學評斷為基準，追求不
易企及的物質定著，甚至異化成為物神化的拼裝元素，而納入主流都市意義支持的地景中，成為象徵
性的標本或擺飾。如圖 10(a)所示，孤立化之單點襲產的脆弱物質性，只能在不斷延展的道路物質性面
前敗退。相反，歷史、記憶和文化若是生活動態的整合環節，也就是構成日常生活支持網絡的基礎設
施。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持續生產和維持著與歷史和記憶有緊密連結的生活環境時，就是在從事
歷史保存工作，並且深刻地投身其中。這就是作為參與式文化基礎設施化之歷史保存，而非標本化保
存的要旨；其本真性內涵並非執守於特定的物質定著，反而就是生活本身。將焦點放在文化基礎設施
的生產和維護，藉此穩固城市歷史和記憶的綿延，形同是以更強大的力量去思辨與抵抗開發導向的主
流都市意義，因而也是將歷史保存緊密鑲嵌在基於城市權而改造都市意義的社會運動過程之中（圖
10(b)）。換言之，歷史、記憶與生活的反身性維繫或創造，乃是推動替代性的都市意義、彰顯城市權
的關鍵環節，並且指向了歷史保存運動在保存本真性物件之外的更根本任務：改變社會，塑造有記憶
和歷史的生活環境，也就是邁向文化的基礎設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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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產

道路

都市論／都市意義的衝突與
競

效率
價值

安全

歷史
vs.

城市拼裝體之多重基礎設施化─

美學

道路／公共服務／社會／文化

物質性

平面

單點

襲產作為參與式基礎設施化─

延展

地標

城市權／協同治理機制

(a)
圖 10

(b)
(a)二元對立觀點；(b)多重基礎設施觀點

結論
本文嘗試以基礎設施政治概念，檢視臺北市幾次重大的道路建設與歷史保存爭議，並主張在常見
的各方價值與利益爭執，以及都市發展階段、都市意義或都市論的轉型脈絡外，還可以通過對於基礎
設施化與物質性的思辨，理解歷史保存倡議的限制及可能。
表 1 摘要了四個案例的爭議概況，並勾勒本文主要論點。首先，這四個案例置身於不同的都市發
展階段及都市意義，面臨不同的治理環境，以及差異化的參與機會和機制。各項保存運動關注的歷史
文化價值，也有所不同。不過，無論是 1960 至 1970 年代通過東區擴張和道路闢建來追趕現代性，或
著眼於舊區再生和文化經濟發展，還是建立具國際競爭力的門戶意象，其共同根柢都是都市發展主義
的不懈追求，差別在於歷史或文化元素在這種追求中能否扮演配角。相對的，歷史保存的倡議者，特
別是對於「本真性」有所堅持的人士，無論保存對象是合院宅邸、老街、火車站或舊倉庫，都關注原
址、建築原始構件和形制，並以此作為保存運動的論述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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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案例
官方都市發展策略

道路規劃與歷史保存的爭議

林安泰古厝

迪化街

新北投車站

三井倉庫

以道路闢建帶動東 以拓寬道路整頓西 地方懷舊景觀再造 西區門戶景觀塑造
區市容

區開發

主導的都市意義

追趕現代性

舊區再生

文化經濟

國際競爭力

保存對象

精緻閩南合院

悠久港埠商街

鐵道車站遺址

北三線商貿史蹟

原址保存

原貌保存

原址重組

原址保存

vs.

vs.

vs.

vs.

爭議焦點

讓路予新闢之林蔭 拓寬以利貨運交通 移位以免影響人車 移位以利歷史景觀
塑造與車流順暢

交通

大道

陳情、媒體輿論、 媒體輿論、專業座 公 聽 會 、 媒 體 輿 公 聽 會 、 媒 體 輿
參與的機制

本真性的物質定著
vs.
物質僵固性

保存結果

專業座談、專家審 談 、 現 場 參 訪 活 論 、 網 際 網 路 宣 論 、 網 際 網 路 宣
議

動、連署、專家審 傳、專家審議

傳、專家審議、文

議

資審議會場抗議

原址、構件

建築樣式

原址、構件

原址、相對位置

vs.

vs.

vs.

vs.

林蔭大道的筆直路 狹窄路幅的集市能 路 型 與 路 幅 安 全 路 型 與 路 幅 安 全
型；抹除紋理

力；可以變現的發 性；停車場構造

性；北門廣場規模

展權觀念

及門戶意象

移置再利用為標本 再發展活化為南北 移置再利用為資訊 移置再利用為資訊
化之閩南式庭園

貨與文創街區

中心與展示館

中心與記憶倉庫

然而，這類將文化意義與歷史本真性緊繫於特定物質定著（原址、構件與形制）的論述，往往會
遭遇看似具有彈性且務實之技術考慮和實驗模擬（路型與路幅、鄰近構造物、車流量、車速、震動情
況等）
，但背後仍是對於機動車城市及其順利運轉的根本執著，即使晚近人本交通或綠色交通的修辭和
實驗，對此已有所修正。這項觀察引領我們思考，道路交通為先，歷史文化次之的基本都市治理格局，
或許要從道路交通之技術性知識的基礎設施來理解。也就是要看到道路交通的物質僵固性，乃奠基於
龐大而延展的基礎設施化，因而即使歷經道路拼裝體的興築、延長、修補、增添和改建，仍確立了機
動車城市是發展主義這個核心都市意義的首要物質部署。
相對的，歷史保存運動倡議的是能體現歷史本真性的物質定著，但這種歷史本真性的物質依據，
經常因為片段零落而無法串接形成穩固的基礎設施網絡。因此，不僅其相關技術性知識遭到忽視或貶
抑，無法體現於主導性基礎設施（如道路）的綿延交疊紋理中，原址、構件與形制的物質性，也會因
零散化、片段化、標本化而容易消散崩解，或方便移徙和整併到以主流都市意義、機動車城市及道路
基礎設施為框架的拼裝體中。這正是當前歷史保存的物質效應：保存運動仰賴特定物件與原址的本真
性籲求，面對機動車城市之綿密基礎設施拼裝體內眾多物質的正當性（林蔭大道、街路集市、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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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歷史景觀等）時，往往黯然落敗。
於是，如果歷史文化保存和活化要持續開展，落實成為生活紋理，甚或開創替代性的都市意義，
就必須以城市權的追尋下，另類基礎設施或生活支持網絡的築造來著眼，解脫對於特定物質定著的執
守，轉而以日常生活實踐和記憶為基底，令具有價值的生活實作及其痕跡，持續積澱交疊成為穩固的、
作為生活方式與紋理的文化基礎設施。換言之，文化歷史及其保存可以重新理解為我們每日參與其中、
不斷拼裝縫補的基礎設施化紋理，也是在日常實作中守護與維持的生活支持網絡。順此，都市文化治
理的首要目標，乃是形成厚實且蔓生的文化基礎設施與生活支持網絡，而非建造突出於日常紋理之外
的奇觀化旗艦藝文館舍、漂浮於生活節奏之外的大型活動，或採取委外再利用方式，卻侷促於發展導
向的都市領域化一隅，宛如裝飾性標本的襲產化空間。或者說，大型館舍、大型活動、單棟保存或委
外再利用，彼此之間必須結合形成文化基礎設施，而非零散孤立的景點。
總之，歷史保存，或者更好的說是具有文化歷史內涵之生活的存續，應該定位為參與式的文化基
礎設施化，而非執守被賦予本真性的物質斷片或原址。這並不是說原址議題不重要，而是不能將原址
孤立看待，反而要安置在生活支持網絡中來檢視。再者，將歷史保存運動轉化為參與式文化基礎設施
化的倡議和實作，並鑲嵌於城市權的追尋，也有助於逐漸改變當前都市治理的發展主義框架，以及機
動車城市的效率導向基礎設施部署，轉而令城市生活奠基於具有歷史厚度及多樣性的生活支持網絡，
藉此開創新的都市意義和運作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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