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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綏街舊紅燈區與都更計畫區位置圖 

前言 

這幾年台北是很流行談「都市更新」，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雙方各有立場，而且各有堅持。

這個我們今天在台灣或支持或反對的「都市更新」，跟西方學術文獻自 1960 年代以來也吵的

相當火熱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是同一回事嗎1?  

 

                                                
1 馬克思主義者 Ruth Glass 是在一九六零年代初期首先使用“gentrification”這個字來批判在倫敦市中心發生的

一個變化： 新的士紳階級（new gentry）正在取代原來住在那裡的工人階級人口。這當然很有挖苦的味道 因為

英國是階級分明的社會，這些新興中產階級本來就不是士紳階級，頂多是模仿士紳階級的生活舉止。 
 



在西方文獻裡，似乎「士紳化」常伴隨著新中產階級買下、整修並進駐市區內歷史建築物，

並對原來因為內城破敗而住在那的窮人產生迫遷效果，這些新中產階級進駐歷史建物除了種

種經濟上考量之外，是乎也是一種文化品味跟身分的表徵。 

 

但是，在我即將要呈顯的台北市歸綏街案例裡，都更參與者只想把當地的歷史建物拆了。 我

在這篇報告的第一份草稿提出這個問題： 

 

歸綏街… 似乎是這些西方文獻的「反例」。…  歸綏街這些都更參與者之所以想把古

蹟拆了全面改建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因為他們不像西方文獻裡的新中產階級那樣，

知道要搞「文化」來墊高自己身份，而是因為歸綏街這些古蹟不是一般年久失修的老

房子，而是舊娼館。 

 

我現在發現這個發問很有「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它來自我的特殊發言

位置，以及它與我接下來所欲觀察的對象，在視角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對於當地許多居民

來說，該地的老房子就是「貧民窟」（而且是有著過去「不堪回首」的性產業歷史的貧民窟，

兩個負面「文化」元素在此相加），只有在我的眼裡，這些老房子才有「文化」價值。我眼

裡的「古蹟」或「歷史建物」，就是居民眼裡的「貧民窟」。 

 

我對歸綏街（特別是現在位於重慶北路與寧夏路之間的那段「陋巷」）的真正認識是從 2004

年底開始的，那時我剛開始進入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以下簡稱：日日春）工作。自 1997 年



台北市公娼抗爭事件在這裡發生時算起，日日春已經在這設立辦公室超過十年。 

 

1997 年台北市市長陳水扁為進行府會藍綠鬥爭，斷然宣佈廢娼，性工作者則組織了「公娼自

救會」，婦女團體、學界以及勞工團體等隨即加入，展開為期一年十個月的「娼影隨行」激

烈抗爭，盤據了當時媒體的重要版面，這可以說是台灣社會第一次有機會聽到性工作者喊出

自己的聲音，並且也因此得以從性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待「工作」對他們而言的意義2。 

 

在 2001 年廢娼緩衝期滿之後，這台北市僅存的兩處合法紅燈區之ㄧ也終於關上了大門3。在廢

娼之前，公娼產業已漸漸不若以往的盛景。除了台北市都市轉化下所造成的商業中心東移的

效應，政府寓禁娼於管制的〈台北市公娼管理辦法〉，也使得公娼館往日光景不再4。 

 

廢娼以後，歸綏街兩側之ㄧ的舊娼館已經拆除，像它四周的老舊社區一樣，蓋起了新興的住

宅單元。我們現在的辦公室就是在其中這樣一棟集合式大樓的一樓，沒人看的出它就蓋在舊

娼館的廢墟之上。周邊產業也逐漸由原本的性產業相關行業5，轉向其它民生相關產業。如：

麵包店、料理店、便利超商、貿易公司、文具店、飲料店、大型商場。如今，歸綏街只留下

單側的兩層樓娼館建築及其連棟街屋，與四處林立的更新樓房相對比，突顯著此處舊市區公

娼及其周邊產業的消長與轉型。引用西方都更討論文獻的用語，我們甚至可以說，在四周環

                                                
2
詳見：日日春秘書長王芳萍碩士論文，《女性運動者的政治性生成－公娼抗爭和日日春運動》。 

3即台北市萬華區寶斗里跟大同區歸綏街，這兩地自日據時代以來就是官設紅燈區。詳見：日日春協會編著，「百年公

娼，台北再見」。在此之前，北投其實在 1979 年即已歷經廢除特種侍應生的廢娼事件，對北投地方產業發展產生極大

影響，但當時並沒有出現以性工作者為主體的抗爭活動。 
4即，根據此法，除了一開始已有公娼館牌照的店家之外，不再發新牌照，經營者一旦過世，牌照就得收回，不

得轉讓，新血無法進入合法的性產業繼續經營，既存的公娼館漸漸變成無法流動的死水。 
5這些周邊產業像是西藥房、婦產科、餐飲業、銀樓、美容美髮業等等，都已經伴隨性工作者的消失而在歸綏街

的人文地景上迅速消失。詳見：吳若瑩《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境日漸顯的像「繁榮之海」時，歸綏街的陋巷越發顯得像「貧苦之島」。 

所以，修正我第一次草稿的問題，我想觀察的現象是，在歸綏街這個案例裡，哪些經濟和文

化的變項加總的結果，會導致在地居民傾向使用「全面拆除改建式都更」的方式來改善他們

眼中的貧民窟。另外一個問題是，作為在地行動者之ㄧ的日日春協會，怎樣經由社會運動，

以回收再利用的方式，來替這些老房子創造新的文化價值，賦予其歷史元素新意義。最後一

個要問的問題是，為何這個文化意義創造的結果，至少到目前為止，仍然無法成功說服在地

居民幾乎一面倒的傾向「全面拆除改建式都更」。  

 

在這麼篇幅有限的條件裡，我也許無法全部回答這些問題。許多資訊也不明朗，或者不適宜

公開。但是我會在儘可能的範圍呈現我的論點。 

 

文獻回顧 

 

Jager 曾經討論「士紳化美學」（含建物及裝潢）對於都市地景的蝕刻。他認為士紳化事關中

產（也就是在上下階級之間）階級的「階級」與「階級概念」型塑。他討論的案例是澳洲墨

爾本，他舉出在那裡，階級型塑跟「維多利亞式建物」保存的關係。他認為，這些中產階級

維修重新使用這些歷史建物是對上層統治階級進行圈地戰，而內部裝潢則是用以區隔他們與

下階層，所以外表要越「古典」越好，但是內裝要越「舒適」越好，兩個「戰線」得同時開

打，才顯出他們的「中間」階級位置。 

 



Jegar 討論的是階級區分跟「象徵秩序」(symbolic expression) 之間的關係。新中產階級的顏面

和地位，是靠著有能力整修、再造、消費歷史（建物）。這種對歷史資源回收再利用，對歷

史跟文化的品味，展現出來的是這中產階級脫離日常（一般人）生活材米油鹽醬醋茶的實力

（，即，越古代排它性越強，越顯實力越堅強!!）。這叫做「生活品味化」。 

 

我認為 Jegar 想強調的是：這些中產階級覺得，要將這些之前「向下沉淪」為貧民窟的房子漂

白的好方式，是讓這些建物「恢復原狀」（這是我的語言，但我認為很能準確傳達他的意思，

注意這個「向下沉淪」與「恢復原狀」的對比，這種說法實際上就是一種先「貼標籤」的論

述手段，以便開道讓後來的「歷史建物修復式士紳化」進場）。 

 

以上，是中產階級區隔自己與下層階級的方式（好像是在說：好可惜這麼好的房子居然淪為

貧民窟，讓我來將它恢復原狀吧，也只有我這中產階級「獨具」慧眼）。在白領藍領在經濟

上越來越難分出你我時，文化「品味」的區隔越顯重要，所以作者說這是一種非日常、非必

要的「過度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文化。 

 

而另一位作者 Caulfield 則進一步申論，這個中產階級的「文化」或「品味」面向，在「歷史

建物修復式士紳化」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邊緣中產階級對於舊市區鄰里氣氛的「懷舊」

（但是，相信作者會同意我，這個被懷念的「舊」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原汁原味，恐怕是一個

必須被爭論的問題，或者是部分歷史原素被抽離原有脈絡，然後重新組合成現在中產階級喜

歡的「懷舊」氣氛），反射出來的是他們對現代主義都市性（「異化」結構，作者沒用這字，



但我覺得這比喻很接近他的描素）反感，是一種逃離材米油鹽日常生活 routine 的欲望。舊市

區代表的是一種各式各樣解放慾望可以投射的空間，不只 erotic，甚至是 sexual。 

 

歷史地理背景 

 

自清末以來到西元 2001 年台北市正式廢除公娼制度這百年間，歸綏街一帶一直是法定紅燈

區，而世居這裡的居民一方面因為性產業及周邊娛樂服務業的發達，而享受經濟上的雨露均

霑，一方面也長期承受因居住在性產業集中社區，對他們帶來的社會污名壓力。 

 

所以，就像台北市所有的老社區一樣，這裏的原始住戶對於老社區老鄰居是有感情的，即便

這些鄰居從事的是性產業，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不斷透露想透過各種社區「改造」，來清洗這

個汙名的期待。再加上這些年因為性產業及周邊行業沒落，所以本區本來就老舊的房舍因此

更加缺乏維修，甚至不堪使用。稍微扭曲一下西方傳統關於仕紳化成因討論的術語，我們似

乎可以說，在這些情況下，以都更方式進行全面拆除老舊歷史建物、同時完全改建新型大樓

的作法，似乎可以同時滿足歸綏街居民一方面在「經濟」層面上，要求改善居住硬體環境甚

或套利大賺一筆，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替社區去除性產業污名的需要。 

 

而在廢娼之後，這個傾向似乎也得到台北市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勵：  

 

配合本月底公娼廢除，對大同區歸綏街的公娼區，台北市政府希望透過對歸綏街周邊地



區更新方式，為這老街區注入新的活力。…產業方面，整合寺廟節慶及商店街促銷，活

化延平路的金飾街、寧夏路的木材街、興城街的打鐵街和民生西路家具街等有特色的產

業街區。（聯合報，2001-03-11/18 版/綜合新聞） 

 

現在回頭看，這段文字顯得格外的刺眼（如果是在大家對都更已經越來越過敏的現在，我很

懷疑被她訪問的市府官員不會講的如此露骨），顯然是在說：關於性產業的存廢、老舊社區

的存在和改善、以及都市更新這三件事有某種因果關係。不管這個關係為何，實際上發生的

是在 2001 年前後，對於官方的都計規劃單位來說，歸綏街已經從紅燈區變成都更區。 

 

我們無法確定的是，當年先後執政的陳水扁跟馬英九市長是否如此英明睿智，到要藉由驅離

性產業和性工作者來替都市更新和房地產資本開疆闢土（就像他們驅離十四號公園的違建戶

那樣！）。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後來市政府的都更政策所喊出的「翻轉軸線」變成是公部門

面對蕭條街景的仙丹，歸綏街一帶被都市更新處劃定為都市更新區，並指定了數個優先更新

單元，號稱要在大同區創造「雙圈雙軸6」的榮景。 

 

我想指出的是，這個官方都更計劃裡並非粗暴的全然撲滅此區的傳統與歷史元素（即上文所

謂的「整合寺廟節慶及商店街促銷，活化延平路的金飾街、寧夏路的木材街、興城街的打鐵

街和民生西路家具街等有特色的產業街區」，他們甚至還修復了迪化街不是嗎?），而是選擇

性的忽略部分被認為是「負面」的元素，故意不看這區百年的性產業歷史。即，這個都市更

                                                
6下詳，指南大同物流圈與北大同生活文化圈，東西向藝文軸與南北向門戶軸，要塑造重慶北路的都市入口意象。資

料引自都市更新處（2006），〈台北市歸綏街附近地區評估優先更新單元 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案〉 說明書。 



新政策的想像「其實是排除了過去複雜交織的集文化、娛樂、療癒、勞動的情欲消費地景，

無菌而去性，刻意揀選的歷史文化，迴避了歸綏街自清朝以來所發展的風月煙花」7。 

 

如上所述，這個「紅燈區變都更區」願景，對於這社區許多因經營性工作周邊產業而雨露均

霑，但是也長期蒙受社會污名所擾，現在又見証性產業被驅離而社區凋敝的原社區居民，一

開始自然就有無窮的致命吸引力。但時至今日，因為錯綜複雜、難以處理的土地、建物產權

等問題，使得當地居民經歷了多年推動更新的挫敗。 

 

我的初步觀察（這有待收集具體資料以供檢驗）是，每次選舉一到，地方政治人物就會進場，

號稱要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選舉一過又煙消雲散。或者，每次中央或地方政府一有資本利多

消息釋出，就會出現一些房產業者在附近探頭探腦兼打恭哈腰，但是也往往不了了之。一直

到去年，有一家「建福都更股份有限公司」在巷口轉角處設了辦公室（余天的女兒就坐在裡

面上班，但是這背後的政商關係不清楚，我沒有資訊），並招開了一次都更說明會，完成都更

案送件的首部程序，居民才半信半疑是不是要「玩真的」。 

 

我主要的看法是，在這個老舊社區，這些居民因為過去跟性產業的種種利益糾葛跟愛恨情仇，

在推動都更的驅動力上，意識形態因素會跟經濟因素扮演一樣吃重的角色。經濟因素指的是

他們對於可以如何藉由都更換取更好的居家品質，甚至海撈一筆的總總盤算（這能藉由我們

的訪談被暴露多少我很懷疑，畢竟這很私人）。在意識型態方面，一方面這些人在訪談時從不

                                                
7 詳見：吳若瑩《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吝於透露他們對於老社區老鄰居有多少感情（甚至不吝於表示他們跟性產業及性工作者也都

相處融洽），但是一方面又透露居住在性產業與老舊社區對他們帶來的社會污名壓力，以及他

們想出透過都更來清洗這個汙名的期待。 

 

研究方法與資料說明 

本學期報告的主要田野資料來自 2005 年8，當時日日春開始推動文萌樓古蹟指定工作。我的工

作身份主要是代表日日春與城鄉所研究生協力工作，與市府文化局、都發局等單位交涉，進

行社區挨家挨戶訪談說服，向居民說明除了將目前老房子拆除重建一途之外，這個被公部門

劃定為「都市更新區」的老舊社區是否還有其它的可能性。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由於本地過去的性產業歷史和社會污名（更不用說再加上「都更」這樣

敏感的私人財產問題），使得當年在此地進行田野工作變成一場艱困的戰鬥，這到現在都還

是如此，所以使得這些資料到現在都還顯得異常珍貴。如果沒有兩位前性工作者麗麗與美美

（化名）的參與，文中許多受訪者無法自在的接受探問。 

 

很遺憾的是，甚至在本地都更發生前，這兩位女士就跟在本地長期生存的所有性工作者一樣，

因為政府一紙反娼禁令，所以已經被迫留離失所，成為迫遷受害者。我們在田野中的「訪談

                                                
8
本文其它的田野則來自吳若瑩，特別是她精采的碩士論文，她在 2005 年以城鄉所研究生的身份進入這個領域，

協助日日春推動古蹟保存工作，現在則是日日春的全職工作人員。她在碩士論文裡所引述的田野資料基本上非

常吻合我對那個社區的了解。 

 



對象」，其實就是這些性工作者的老街坊鄰居，這是他們在歸綏街區工作 10 餘年所累積的社

區關係與人際網絡。他們不僅僅是我田野中的引路者，同時也是提問的訪談者。訪談（如果

一定要使用這個字的話）過程幾乎是非結構的，比較像是談天講古般的閒聊，受訪者和這兩

位前性工作者不時彼此確認記憶中的時間與細節，我則伺機刺探我想要的資訊。 

 

本區相關都更計畫 

 

(一)大同區都市更新整體計畫： 

在該計畫中，針對大同區推動都市更新的不同課題，提出「雙圈雙軸線」的更新整體計畫目

標與策略構想，雙圈主要以民權西路為界，向北端規劃為北生活文化圈，更新目標較強調其

可居性，以及孔廟保安宮、大龍峒地區…等相關文化資源之串聯；而本基地坐落於民權西路

以南，南圈定位為南物流文化圈，其對於更新目標、更新策略之指導列舉如下。 

  

(二)歸綏街附近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民國九十五年完成「臺北市歸綏街附近地區優先更新單元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案」之成果，為

第一波推動大同區歸綏街附近地區的都市更新工作。 

 

本區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的複雜性 

 



要談歸綏街的更新問題須一起看這附近接連的幾筆土地，也必須略知附近複雜的產權狀況。 

 

目前建商有興趣進行的都更範圍基地面積共計 3,361 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其

中包括： 

1) 臨歸綏街住戶所座落之基地面積共 774 平方公尺。 

2)警察宿舍部分（含巷道）之面積為 1,572 平方公尺。 

3) 臨寧夏路住戶所座落之基地面積則為 1,015 平方公尺。 

 

本基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共可分為三部分： 

1)台北市政府所有：面積共計 1,457 平方公尺，占全部基地面積 43.35％。即警察宿舍部

分以及寧夏路 104 巷 2 弄巷道一小部分。但不包括歸綏街部分建物基地與私人共有之部

分。 

2)台銀所有：面積共計 952 平方公尺，占全部基地面積 28.32％。包括歸綏街（含文萌樓）

以及寧夏路建築物之基地，以及寧夏路 104 巷 2 弄巷道大部分。建物基地皆與建物所有

人有租賃契約。 

3)私人所有：面積共計 952 平方公尺，占全部基地面積 28.32％。全部都做為歸綏街與寧

夏路建築屋基地，但部分所有權人有已死亡而未辦理繼承登記之情形。 

 

至於地上物的部分產權也是相當複雜，以下簡略說明此地面積所有權登記之細目。 

 



(一)臨歸綏街部分： 

土地皆為建地，包含門牌號碼歸綏街 155 號至 137 號，共十棟日據時期建物，建築物有四棟

未辦理保存登記9，即歸綏街 149、147、145、143、139 號。有二棟建築基地之產權屬台銀所

有，即歸綏街 137 與 139 號（文萌樓）。本區域建築物增建情形頗多，由於使用年限至少有

60 年以上，對結構安全影響堪慮。除 155 號建物，因破蔽僅剩三面牆外，其餘建物，現皆有

人使用。據本研究實地調查，內部結構大多已變更。與日據時期大不相同。但細節如何，目

前無法得知。 

 

(二) 警察宿舍部分： 

本區域部分土地，除第 738 號土地為道路用地外，其餘皆為建地，面積共計 1,572 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共有三棟，即建號 524 號、525 號及 529 號，原本為大同分局警察宿舍，但於民國

85 年間，業已完成補償，惟有部分現仍有人使用，無法得知是否為原警察宿舍分配之人。依

據都市更新條例之規定10，本區域在其相鄰基地劃入更新計畫時，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 

 

(三) 臨寧夏路部分： 

本區域土地共計 1,015 平方公尺，地上建物分為九棟，土地所有權屬台銀所有之部分，共計

576 平方公尺。地上建物應皆已辦理保存登記。與歸綏街部分之建築物為同時期，現皆有人

                                                
9
臨歸綏街部分之十棟建築物，建築結構上自155 號至 139 號為連棟建築物，由於日據時期建築物不採強制登記

主義，亦即建築物興建後，無須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 
 
10第二十七條第一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二十八條、第六十六條、預算法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六條、第八十六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使用。且一樓部分，大多作店面使用，商業價值顯然較歸綏街部分之建築物高。然而也由於

作商業使用，立面變更情形較多。在公娼合法期間，據地方人士轉述，寧夏路部分建物，極

為繁榮，有飲食店，藥房等。目前商業景致僅屬小型經營。 

 

由以上簡單描述可以知道本地產權問題之零散與複雜。這不論想進場在本區推動都更的台北

市政府與房地產業者應該都是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但是相較於其他老舊社區會增加多少難

度則無法判斷。總之，可觀察的現象是本區三不五時就有建商宣布要進場但是往往後來就不

了了之。 

 

古蹟保存 VS 都市更新 

 

現在回頭看，日日春本來在這個都更過程裡是被社區認為，而一開始也常自認為，是沒有發

言權的，因為它並沒有任何的產權（老實說，一開始我去參加這類社區都更說明會議時都戰

戰兢兢，怕被質疑我出席的正當性）。但是現在局勢開始有點不同，因為它在這幾年已經藉由

社會運動的形式替自己創造了一些新的政治資本。 

 

特別是，如前述，在 2005 年日日春開始推動歸綏街 139 號之前公娼館文萌樓（曾為 1997 年

「公娼自救會」會館）的台北市定古蹟指定工作，並邀請部分建築與城鄉所研究生進入協力。

日日春早在 2003 年即向文化局提出保留前公娼區為市定古蹟11。終於，在 2006 年底，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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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日日春「保留江山樓公娼區為市定古蹟」提案書。民國六年所蓋的「江山樓」，是原址位於重慶北路和歸綏街

口的西北隅的酒家，與歸綏街周邊性相關產業相生而蓬勃發展。直至民國 45 年「台灣省各縣市管理娼妓辦法」制定



正式公告文萌樓為市定古蹟，這裡也成為台灣第一個被保存的性產業空間12。這為當地的社區

跟都更進程投下一個新而且不小的變數，因為古蹟是不能拆的，所以本地將來不論都更與否，

這社區的任何變更設計都得包括這個古蹟（一把火燒了它也沒用，依照「文資法」，萬一損

毀，古蹟所有人跟市政府得負責蓋回來）。 

 

另外一個次要、但相關的發展是，日日春現在是文萌樓的承租戶，主要為「身心靈雜貨舖」

使用。日日春的新承租人身分對於增加其在都更過程的發言份量有多少？這很難評估。首先，

日日春的承租人身分很迂迴：就如同附近很多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房舍一樣，文萌樓（1937~）

的土地產權是屬於臺灣銀行（該公屬行庫代表於歷次社區產權協調會均宣稱他們現在是做生

意的「私人」公司），建物屬為私人，但向台銀租地，日日春又向房屋所有者租屋。 

 

另外，現在一般均認為承租戶在都更過程裡是沒有發言權的。台灣目前出現的都更受災戶運

動（例如，以彭榮三為首所新近組成的「都更受害者協會」），似乎也都是以擁有產權的原

住戶為主，要求分配正義。但是承租戶沒有產權，所以也被認為沒有權任何參與分配，或者

是在這個過程裡替自己發聲的權利。但是我們在國外的案例裡看到的不是這樣，承租戶也常

常成違反都更運動的主體，雖然脈絡相當不同（例如，他們常是政府公屋的承租戶）。 

 

承租戶的問題在歸綏街尤其重要，因為該地近年因為破敗，所以接收不少中下階層承租戶（及

因為過去性產業淵源，到現在也還是不少低價位情色產業的承租點）。如果將來這個社區都

                                                                                                                                                            
後，「江山樓」已正式成為此風化區代名詞，但已於民國 65 年拆除。 
12
 必須部分歸功於台大城鄉所所長夏鑄九，他是當時文化局的外聘委員之ㄧ。 



更或進行任何形式的環境「改造」，恐怕這些中下階層就得面臨破遷問題。 

 

現在回頭看，我覺得當年日日春在推動古蹟保存應該有兩股不同的歷史背景動力：1)本社區

居民及欲以全部重建的都更型態來改善本區硬體日漸老舊及清洗過去性產業污名，日日春得

面對這股想將性產業跟性工作者抗爭歷史連根拔起的挑戰。至於因應的方案是什麼，在當時

我們有一些冗長的辯論，結果也不全在我們掌握之中；而與之相關的是：2) 日日春認為古蹟

指定對於長久以來試圖透過各種文化的、政治的行動的性工作者抗爭行動而言，其實可以看

做是一個向更廣泛的公眾發聲的政治行動。誠如日日春執行長鍾君竺所言： 

 

我覺得日日春是一直要用各種方式去跟社會連結，古蹟自然而然就會變成我們的選項……

我們是小眾沒有錯，是很被法律非法和邊緣的一群人，可是日日春一直有一個企圖是要和

大眾聯繫，就是說，我覺得日日春一直都不是走那種標新立異，企圖一直是想要去發展…

除了服務性工作者之外，我覺得日日春不太只是一個「妓權團體」。（970926，君竺） 

 

經濟算盤怎麼打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當時在經過冗長的思考以後，我們覺得應該要向社區居民推銷一個「替

代性的社區發展方案」，來對峙他們滿心期待的「全面拆除重建式都更方案」：我們希望居民

同意將自己的建物被台北市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物或古蹟，然後將因此取得的容積轉賣給建商

套利。我們打的如意算盤是日日春可以因此保存歸綏街公娼館作為一種社會「文化」論述的



地標，而居民因為轉賣容積套利所以不會因為古蹟保存而損失「經濟」利益。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理解決定居民是否參與都更或任何一種替代性方案的變項很多，例如意

識型態上對性產業跟老社區的愛恨交織（一方面不吝於透露他們對於老社區、甚至性產業及

性工作者的情感，但是一方面又透露想透過都更來清洗社會汙名的期待），但是日日春（特別

是當時以張榮哲與鍾君竺為首的任務小組）覺得，在最後關頭，「經濟」而不是「意識形態」

考慮終將扮演決定性的腳色。正如鍾君竺在事後很正確的回顧： 

 

我最關切的是，人家都已經說有害了，你如何把這個害，安到一個不是害的局面… 如何

可能形成一個我們的利益可以折衝，不相衝突的點上，就是有沒有共利的方法？… 那個

利益就是那麼的實質，當這些人說：『ㄟ～你這樣搞對我利益有害』，我覺得也很有道理

啊… 當年是為了這個『有害說』我們才會…想要去找一個不一樣的路來…13 

 

所以，我現在回想，在當時，如何理解居民的切身「經濟」利益，以及在這個「經濟」基礎

上，透過什麼方式說服居民同意自己的所有建物被指定、放棄更新的可能，對於當時的日日

春是最迫切的問題。但是對當時參與的城鄉所學生來說，他們不盡然同意這點14。最迫切的問

題是，歸綏街的社區居民都更的「經濟」利益與日日春的古蹟保存「文化」利益是可能發生

衝突的，正如當年城鄉所學生吳若瑩很正確的回顧：  

 

                                                
13詳見：吳若瑩《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14詳見：吳若瑩《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樓的保存與大稻埕性╱產業地景》。 



1. 若被指定為古蹟或歷史建物，建物便無法拆除改建，無法加入都市更新團體； 

2. 若部分（例如：文萌樓）指定為古蹟，將提高全街廓未來都更的成本與困難度；  

3. 對於周邊沒有直接利益衝突的居民（如對街已完成都市更新的新大樓住戶）而言，，

則可能緣於對既有的性產業污名的複雜情結，拒絕古蹟所象徵的性產業標籤有可能降

低房地產價值而反對古蹟的指定。 

 

對於當時的日日春辦公室來說，這些不同層次的居民「經濟」組成，若未仔細處理，可能激

化鄰里關係對立，不利於古蹟指定進行，妨礙我們在「文化」政治上的利益。因此在推動指

定的期間，我們花了大部分力氣在進行都市更新與指定歷建、古蹟容積轉移之後的「獲利」

分析，透過數次的逐戶拜訪、邀請居民到文化局開會、找都市更新顧問到社區進行發展權轉

移的說明會，試圖用各種試算方案和居民溝通。正如城鄉所學生吳若瑩很正確的回顧： 

 

（對於當時的日日春辦公室來說，）真正透過性產業議題相關的論述進行認同政治層次

的社區遊說，反而不是當下最急迫的任務。也可以說，就推動過程中而言，抽象的古蹟

指定論述，其對話對象並不是被指定的建物所有權人，所有權人需要聽到的是，指定後

可能造成的效益評估與切身相關的利弊分析。 

 

因此，經過分析和試算之後，我們企圖說服社區居民（跟我們自己），古蹟指定和都市更新相

比，其實不是真的無「利」可圖。我們的說法是，指定古蹟之後以發展權轉移的方式得到相

對的補償，也是可以考慮的「經濟」選項之一。我記得當時我們對外的「經濟」論述大概不



脫下面幾個邏輯：1）可以僅部分建物指定為歷史建物，未指定部份則仍可以改建；或 2）指

定古蹟，未用完的容積可以全數轉移，或 3）可能遙遙無期的都市更新。在產權複雜的情況

下，都市更新團體整合成功的難度很高。說真的，雖然我們很努力想搞清楚這些「經濟」面

的盤算，對於這些問題我們至今都不一定有確定的答案。然後接下來更是一連串的更惱人的

經濟盤算，例如，容積移轉比都更利益大多少? 拿的到嗎? 要多久?  

 

溝通過程中，我們將諸多「經濟」方案與實際操作步驟向有潛力申請指定古蹟的居民一一說

明，以爭取他們的支持與參與指定的動機，我們在社區中也舉行過幾次說明會。從結果來看，

推銷工作似乎沒有什麼具體成效：最後除了文萌樓之外，沒有爭取到其他居民的首肯，願意

加入古蹟的指定的範圍。 

 

我覺得主要原因之ㄧ，就是我們無法很肯定的說服居民（甚至自己），古蹟容積移轉比全部重

建的都更的「經濟」算盤好。因為我們在實際計算都市更新所帶來的效益與容蹟移轉後發現，

古蹟指定容積移轉成為一門好生意的困難度很高，不見得就比都更划算。首先進入容積移轉

的市場需要先越過指定物修復完成的門檻，需要先投入為數不小的修復資金。得以進入市場

之後，市場價格同時也會因為房地產景氣而波動劇烈。 

 

相較於我們對於這些「經濟」盤算的一知半解，社區居民對於如何維護他們的利益可是清楚

的很。例如，有不少居民被詢問關於文萌樓指定古蹟的看法，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類似：「不

好吧，這樣就卡死了，我們後面這些建物就無法蓋高樓了啊！」。 



文化還是風化？ 

 

承上所述，Caulfield 在其都更研究中認為，對於新中產階級來說。舊市區代表的是一種各式

各樣解放慾望可以投射的空間，不只 erotic，甚至是 sexual。但是相反的，對於現在歸綏街的

居民（姑且不論我們是否認為他們是「新中產階級」），歸綏街從日據時代以來，一直就是

是各種（從最高檔風雅的藝旦，到最底層庶民的流鶯）性慾望的投射空間，但是這個投射除

了讓他們在過去蒙受其利，有同享其苦。  

 

我的觀察是，台灣大環境讓這性的「文化」因素變成是一種負面資產，而歸綏街的居民也無

力掙脫，所以想跟這個特定的歷史元素劃清界線（而不是所有大同區的歷史元素。誠如上述，

這個選擇性的記憶和失憶是被台北市政府政策鼓勵的）。縱使性工作者運動，再加上各式性

權及性別運動，在台灣已經有超過十年以上的耕耘，還是有很多繼續努力的空間。 

 

性產業的社會汙名太大，使得古蹟保存運動中，各種社區問題（誠然有些是不怎麼樣掩飾的

赤裸「經濟」算盤）都可以迅速的集結在「反性產業」的文化及意識形態旗號底下反向操作，

無論這些推論有多麼不合理和奇怪。因此，我認為，如果說我們在當年（甚至現在）都無法

在「經濟利益」上有效說服居民捨全面改建式都更，而就古蹟容積移轉，我們在「意識形態」

的社區都更鬥爭上也是常常吃鱉的。社會污名作為論述動員工具很有殺傷力。 

 

例如，古蹟指定公聽會當天，也有居民（洪振恆先生，為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委員現任里長兼



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席，歸綏街單側已完成都市更新的新大樓新遷入住戶）在場內用書面發言

條的方式，表示公娼館是社區的負面資產，不支持文萌樓的指定： 

 

本區原本是風化區，現外來住戶愈來愈多，該些住戶都很純真，對於文萌樓指定為古蹟

不表贊同，等於公娼業復業，如要設立，希望能透過說明會，廣徵大家意見，避免以少

數住戶意見為意見。 

 

持平的來看，這種說法並非全然無的放矢。其中有些社區居民，曾經清楚的表示，對公娼館

有極大排斥，不同意將這段歷史彰顯在其建物上，無法接受自家房子以「前公娼館」的名義

被國家指定。就算是對性產業極端友善的老鄰居，對於自己的房子可能會因為被指定成古蹟，

而安上前「風化區」的符碼，也透露不以為然的態度。 

 

另外，文萌樓本來是最老字號的公娼館，面對著大開窗的座位，過去這裡坐著成排的小姐，

是娼館的活招牌。而現在文萌樓變成古蹟，以活化使用的方式再營運「身心靈雜貨舖」，但是

文萌樓做為性工作的符碼依然威力不減（而平心而論，現在的日日春「身心靈雜貨舖」，不也

還在持續「借用」這個性產業符碼的轉喻力量?），的確也不時接到附近走動的老客人們有時

會投來一句：「有沒有在做」？ 

 

小結 

 



總之，性的文化符碼是一個雙面刃，社會對性工作一方面充滿好奇與投射，另一方面則包裹

以各種污名。我認為，歸綏街的老房子不是一般的老舊建築，因為它被這個性符碼「雙重」

文化加工，在地居民（比起非性產業傳統地區，我認為他們對性產業的包容性更大，但是對

其污名化效果也因此倍增）現在傾向看到它的「負面」資產性，而日日春文化運動（含上述

的古蹟指定運動）一方面是使用這個性隱喻跟曖昧性，但是，也因此展開的很吃力。 

 

因此，的確，從某個（也就是在地居民、社會主流、市政府，特別是都發局）角度來看，歸

綏街的案例，就是一個都市貧民窟的案例，就如同西方都更文獻裡的部份案例。這是就文化

與意識形態面來考察。然後，在台灣的大環境裡，目前我們的「新中產階級」彰顯品味的首

要方式，也不是購買及改造歷史建物（這有很多因素 － 不見得是我們的中產階級不懂得「欣

賞」歷史：看看他們多麼熱愛剝皮寮－ 例如有無這種市場，銀行也不會給這種貸款）。在我

們的國家，Jegarn 所指出的新興中產階級的「過度消費」的項目，看起來還不是老房子（但

我不確定是什麼，也許是參加各種誠品文化講座或買古董）。 

 

另外，歸綏街也不是普通的老房子（在此，紫藤盧也許是一個很好的對照案例），而是舊娼館。

Caulfield 在其都更研究中認為，新興中產階級買維多利亞式老屋，反射出來的是他們對現代

主義都市性反感，是一種逃離材米油鹽日常生活 routine 的欲望。舊市區代表的是一種各式各

樣解放慾望可以投射的空間，不只 erotic，甚至是 sexual。我認為，歸綏街居民（姑且不論他

們是不是中產階級）剛好相反，他們想追求的剛好是這種現代主義都市性（不能說是全部，

因為他們也有對老社區老鄰居的情感，而且他們也懷念圓環，馬英就把圓環搞爛剛好讓民進



黨在這裡進行反向操作），而且很明顯的，這個「現代性」不包括性產業歷史。 

 

最後是經濟，台北市政府（然後還有中央文建會）雖然口口聲聲說要保護古蹟，但是文資法

跟其他配套根本是「古蹟詛咒法」，除極少數案例（如，蘆洲李氏古宅），誰家被指定古蹟誰

就倒楣，政府完全無法提供相對經濟上的誘因。另外，台北市政府各種天花亂墜的都更修辭，

加上三不五時開發商進場賣力配合演出，這都把歸綏街居民（而何指示歸綏街居民）搔的心

癢難耐，撩起潛藏在心理對各種金錢及獲利的慾望。 

 

從紅燈區到都更區，台北走了一百年。 

古蹟保存運動對上都更狂潮，路途還很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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