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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環境經理之實踐:

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取向之考察

曾梓蜂*

Practice of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 Investigation under Urban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by
Tse幽Fong Tseng

摘要

本文主要嘗試由歷史的觀點，將都市發展，放到近代里是本主義廣闊的發展歷史中來探討。特別著重的是都市經還形

過發以及最新的趨勢。作為都市經理鼓E重要的課題，文中嘗試處理歷史發展中，兩股極為真質但又唇齒相依的動

自特定階段資本支義的社會發展下，由經濟因素所帶動的社會形構構建的動力，另一股力暈，則來自此種

社會行動者。一種針對上述結構性社會認震動力，航導致的生存危機感的自我覺醒，而推動了社會運動約

，且在其發展的歷程中逐漸取得足以抗衡的實力。這兩疲力量蓋棺依賴存的關係，使得無法儷廢任何一方 E荷英異質

，卻又使梅它的經理更為棘手。是否能夠妥善經理這兩種力賞，就成了當前都市環境經理上的重大挑

，作者則嘗試引用80年代以來，在學界展露頭角並廣泛被討論，且逐漸影響深遠之一種。非線性。

「調節學派J的觀點，來勾勒單是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和開展的方式，再進一步在此置在絡下，探討都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ts out to provide from a historical vie\·叩oint an analysis of the urban 丑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apitalism. Its emphasis lies especially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tendency of urban management心 It deals with
nvo different yet closely related motive fo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叮。Emerging in a specific stage of the capitalis
tic development, the one becomes a motive force of the formation of so口al structure that i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factors. The other one comes from the society itself which exists in this structure. It functions in the above mentioned
structu叫socie可and arouses the consciousness of existent crisis, thus it pushes forward social movements and gradually
acq也res two forces it ist impossible to neglect ei出er of them. Their different 阻d contradictorγmaturesmake the man間

<lgement even more difficult. Therefore, to man....ge these two motive forces appropriately has become a great challenge
in the present urban environmental anagement

The author tries theoretically to use a tlnon_linearll the。可of social development-the viewpoint of "school of regula明

tion" , whic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時and also has achieved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academic 口rcles since 1980s, to
gi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motive forces as well as the form of the capitalistic development at吋further to discus冶the

topics concerned with the urban development at吐the urba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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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歷史約發展觀之，都市作為一假!lI1史的舞台，具

體約晏顯了人類接聽社會發展的情淺。都市的發展，並

非平般的，或依著某種特定的線性模式它的空閑結

構，特別是你社會…空間甸的形式，往往是被特定歷史邏

輯下，政治社會中之權力關僚、、級濟結構下的{唐突與妥

協以及社會抗爭下不最好變遷的各種條件，既共向創造

起來的。都市經E里，作為人類及其統處之間的種特旋

約模式，代表約，不僅是對質質環境的經營，也是對這

偶環境中，人類社會鶴係之各種街突與矛盾的調解。

此種戰旋約模式，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的變遮著。而

這些變遷的動力，則被這些基模式所根撞地、那儕被危機

和街突紡仲介地歷史JlII\緒，結構地決定著。對這些動力

及其歷史脈絡的認識，因此成為了解都市環境經理以及

其具體實踐，不可或缺約基嫂。

本文嘗試透過特定的環論視野，以歐洲都市發展為

對象，來探望賞和解析，不同時期都市環境經理模式和變

遷背後，那餾支撐它們約歷史脈絡，和於其中新建構起

來的開震動力，以便動態地來是顯都市經理釣歷史實

踐。不同於其它的理論視腎，本文將社會中的行動支體(

或稱為校會行動者soz旭Ie Aktuere)與其結構性生存環境之

間互動的關逛，也納入都市環境經理的歷史脈絡中來考

髮 p 棍菜為一股重要的變選動力 ， 並進一步來探討其研

涵指的意義及閑庭向度(環境意識) ，和3頁，動力所凝眾的展

史形式(社會運動)。文末將以德屋里柏林市 8 0年代

Kreuzberg~都市吏新為例 ， 具體說明在嘉軒約社會變遷趨

勢和社會關展動力下，新的都市經理取向如何反應新約

挑戰。

二、都市經理之歷史發展一一個調

節學派的觀點

對都市經溼這個課題的認識，基本上，認乎了我們

對社會發展動力，以及其開展的方式的了解一個宙的

世紀以來，郎逐漸侵入我們生活的底層，並根深蒂固成

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有關

資本主義杖會發展的研究，及其批評檢討，幾乎滋蓋了

高方政治、經濟及社會學界恩怨約主要派絡。本文不欲

在此涉入美深遠巨星遠的論述中，而豆豆接引用 80年代以

來，在學界展露頭角並逐漸影響深遠之 f調節學派 j

(Regulationsschule)約觀點 ， 來勾勒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

動力，和椅履約tr式。再進一步在此脈絡下，探討都市

發展及都市經理研遭遇到的諜題。

哥哥節學派產生的癡史時勢?乃在於西方學界一片批

判質疑資本主義社會覽中，于 70年末期 1闕始正被\'{本

主義社會在其歷史發展中 3能不斷克服危機前總總存在

的事實(註1)。它不僅渡過了 30年代世紀性的爾僚和危機

撈$並在 7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再度展琨了它的

生存能力。為了解釋此積特殊的生存能力，調節學派的

學者們，嘗試對資本主義約研究，用新的問題範型來取

代替有的。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 1乃是一直立特

殊社會形構(Gesellschaftsformation)所構成地歷史的序列。

而這紐社會形稽的特性，又被一組建結著的特定積累模

式(Akkumula t io n sregime) ，和政治制度的調節方式IRegu 

lationsweise)所刻劑 。 他們嘗試將資本主義上一個階役的

發展(世紀初到約70年代末) ，在[福特主義形構 J IFor吐lS

tische Formation)的名 自 下 ， 進 步來描述它的特性 。 鼓

且具體分析福特主義社會下，其特殊接史穢累模式和調

節:台式。其中最括:強調的、是擦擦化的大靈生蔑方式，

與社會消費模式的特殊m!結。它使得發個社會再生產的

純疇，被資本主義化所貫穿。並立被透過一種大統合主

義武的調節形式紡線按和確保。福特主義社會因此可以

按當作，在高度發展資本主義國家中，大蠶生產與大眾

?再發闊步發展約個展史階設 a雨時也透過此穩消費模

型，給廣大的社會階層，帶來了生活的現代化，以及社

會再生產範糟的資本主義化。

在車里論層函上，調節遑論不僅反對新古典主義一般

平衡理論之始象模型邏輯，也反對正統馬克斯理論對資

本主義發展動力和危機動態的設釋 o特別是反對它們對

歷史發展的解釋歷史乃資本五義生產芳式邏輯下，經

濟核心縮機法則的調展。社會憐造，因此被化約為一種

上路與下層建築構造的模型。有別於此種看法，他們嘗

試走出新的路線。主蓋本上他們也法頭社會學家阿闊星星

(Althu ss盯)的理論出發 ， 將其寰的社會發展 ， 混為 被結

構起來的整髓一-1富有許多結構的結構。每一個結構均

有其相對自主蝕， !lUi彼此以泛層約 tr式相互決定 。 對

調節學派而言，一個非常決定性，且已遠超越A1thu sser的

看法在於他們將AIthus盟r理論中格當抽象的「結構j概

念，透過「社會關係 J (Gesen~schaftlichen Verhaeltnissen)

概念來取代，而此種「社會單是係j 她是動態社會發展過

程中各種 f矛盾 J (vVidersprueche)的 旻額 。 在此稜脈絡

下，牛士會因此是一個為矛盾和街突研中介、不當哥產生危

機、不斷改變、不斷需婆再生產的歷史過程(注2)。在對

i!!l tr社會接史發燒的研究中 ， 他們被稜累模式 、 調節方

式以及霸權結構，為福特主義社會最愛婪的歷史機制。

將其實社會發展複合體的特性一做錯綜複雜糾結在一

起的整體，作進一步約描述。以掌握那偽復此街突，且

帶著自身動力互相糾結在一起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意

識形態約過程。並更進一步分析及解釋，那{閣為危機所

- 38 …



時被飽別資本主義發展(經濟潛生產)、皇軍家的

以及社會鶴係的特殊形式 3所共兩決定之社

基本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的歷史，由世

角皮來辛苦 3事質上是被一些特殊的社會形稱所

樣的基碴{私有財產制、

、被財貨交換機制所中介的生巨星與沾有等) , {旦

的條件下(不同的生產交換形式、不同的社會化過

、不同的關家特質及政治統治形式等)卻有

處分。這些社會形構的發展，經常伴隨著一穫

它主婆是由經濟發展中，獲利率長

波動所造成 o然而這稜獲利率的波動，過期性危機

，並非筒單隨著某積客觀的邏輯。而是

，每個社會形橋自己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結

。此外其形成的過稜 s以及此社會形構的危

，以及被國家社會條件(即盛家的

時問菱)所中介的資本競爭(詮3)。

在此種脈絡下，每一償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社會形

，寧質上是由一種特殊的 f積累模式 J '以及其所相

「哥哥節 1J式 J 且可鑄造。新調積累摸式，指涉了一

特妹的生產和在連理之技銜 ' 8時支持的增值，U量和科

的形式。它涵蓋了各稜生產和勞動的組織，以

，關乎勞動力和資本之盟控告聖經濟再生麗的種類和 1J

式。]!具體的來說，它包過了各種投資策略、資本創利

、行業結構(特別是生產工兵部門與消費財都 r~之閥

、工資鵲係、消費模式、社會聽係、社會勞動的資本

資本部門之關保，以及被整合到世界市場上約模式

等等。而所謂調節， llU 是指一種綴理方式 。 這種立于式

下，前述錯綜護般生產與早早生產脈絡下的各元素，被以

一稜社會的，更詳鉤的說，以-f噩社會角色行為主兒純的

1J式建繁起來 。 在這脈絡下 ， 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的功

能，作為經濟機制的道結，是通緊著一級敬結于，被經

理過的社會關保、制度、形式以R結構。它滋蓋了一直E

也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反鐵線所建構起來的多囊組

構。以賦予整個系統再生產，既需要之某種程度約平衡

及穩定。或建立各積制度形式、網絡以及現示性或暗示

性的規鈍，以確保既定積累模式下，且時需要2且還缺妥協

的行為方式。每一倡議累模式，都需要調節。然而都需

要其個白不悶，而具體約鵑節1J式(~主4)。

另一個調節學派的重重要概念乃「霸權結構J(H←

gemoniale Struktur)(注5) 。 透過這個概念 ， 主要認為積累

模式以及調節方式，立主非為一種主動布機織性的結合。

事實上，它們歷史荷兵體的遠絡，是在一種特定的宰制

關係下被完成的。它在菜種宰制獨傢下，賦予整個系統

之經濟再生產{資本再生產中確保獲利的形式)，以及政治

與意識形態再生產(合法性、制裁與共識)，一種相對穩定

的生存持續能力。的此每一偽資本立三義約社會形槽，都

可以辨殺出一種特殊的霸權結構一一穫社會及權力結構

的形式，以及其制度和繞範的再生援。當然，這也不排

除隨著某個形構危機的產生，會持綴;有一段沒有霸攘的

階設。在此階跤，則不斷進行著一種對新的積累模式，

以及調節方式的戰門。

在這援，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檔(某種特定苦苦制哥哥係下

的積累，及調節錄絡)的過男男性危機，有必要與積累及調

節方式下的經濟學氣危機作一區分。這種社會形槽，雖

然在一種格對穩筋、制度化以及有限彈性的霸權給構

下，得以長期確保獲利率穆定。但危機的發生，llU顯示

了這積保証並非永久的。總的來說形構危機的產生3

主要是積累模式創利過程約動力，以及其且可導致的社會

經濟後果， 1藍撞了被制度和規能所間給了的調節方式 ，

統能容許的邊界。資本發眾所需要，及防帶來的社會商

與技術商巨大效應，遲早會引爆這個1®突，並導致再生

產的結構性干擾，而形成護利率過賜姓的F縛。 -1自傲

值法做實踐(在特定積累及調節溜播中被制度1t下來)的歷

史形式，反而形成了對資本部利的限制。

在上述的論述下，一個社會形構，及其危機，因此

被當作一個復合體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約過程來理解。它

的產生、內涵及程序，事實上主豈非同一發生，而是經常

墨顯著一種不照時性。也就是說，政治絞濟社會之危機

遇稜，在時序上經常是某種程度特立獨立s而不何時登

場。唯賞它們結合在一起，且強度到達茱積程度時，才

會導致危機的出現。而此犧導源於積累模式和調節1J

式，{W危及再生產的不棺容性，llU再度成為推動新的積

累模式、新的調節方式以及新的霸權結構的契機。

上述調節學派的觀點，提供了一種可能性郎以積

累模式、調節1J式及霸權結構的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

選環。在寬麗的社會發展互理論架構下，將都市及都市街

題，作為一經接史的特殊的生產與再生產、社會化

(Vergesellschaftung， 或英文的societalization; llsocie可ef

feet") 、 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約脈絡來掌握 。

{一) 19t控紀資本主懿發展下的都市化

白的世紀以來，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成了影響人

類文明最鉅的寧件。它既涉及的，不僅是技術和綾潰的

改變，還包括了深遠的社會形構之變遷。反淚在人類實

質環澆上，便是都市化的庭生。其具體的環象，乃進入

19世紀以來 ， 地E里空街上快速的人 口 眾集以及都市成長(

詮6)。這反咬了一種，自於工業革命新帶來生產技街、生

產工具，以及生產過程變遷的影響和作用。真髓的結

果，乃傳統中世紀城市的衰頹，和現代都市的興趣和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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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 7)。此種新的空詞組織發生的基本邏輯一方商是

產業部門悶，豆大的人口轉移(農業社會結構崩解、人口

向城市集中以提供工業化研需要的勞動力) ，另一方誼乃

農業結構變道他家庭綴擠到手工業經濟再過渡到工廠經

濟) ，這伺詩也意昧著勞動力主義中、工場產生以及工業環

境的建立(注8) 0

20世紀前的都市化 ， 基本上符合了那個階設 ， 資本

主義發展的動力和開展約形態。這段詩敗的經濟成長，

是立足於以工廠勞動形式為主的M粗放式積累" (exten~

sive Akkumulation)上 。 它的積皇島策略 ﹒ 乃!盡可能接近原

料和廉傻勞動力、低遂輸費用、到銷售市場最短距離、

及最低的勞動力再生產支出。此穆競爭式的資本主義經

濟邏輯，造成丁一積無法測度的 Q苦悶和時悶的經濟

化。它所產生之新的機制{儕如因為勞動力在空間上必須

集中的工廠之誕生荷造成居住與勞動分籬，並形成繁體

家庭經濟的解體，工廠尋找最有利的區位、大眾運輸系

統之聞發以便利物質與人員的車虛設等) ，造成了都市急速

擴張約主要動力。但也問時導致了堂閉與社會秩序的混

亂。此種混亂與無秩序的主要原函，出今日的眼光來

看，主豈非只是都f!J;急速擴張下質與蠱的不認適。而是根

植於， JiJi謂前福特主義社會約基本矛盾財產的自由分

配。財產的自由分配，在物競天擇式的競爭下，所產生

約社會效應，乃杖會財富不公平的分配。此種不公的具

體表現，乃低工資和高房租，以及其研帶來的廣大都市

貧民和貧民窟的事實(詮9)。此種狀況的持鰻存在，方

面維持將福特主義時早早安本積累的模式，限制在'tA\'i工

具部門，另一方面，則不斷引發社會街突，而導致 19世

紀末期激烈荷影響深遠的勞工運動。

在此獲史Jli\絡下， 19世紀中業開始 ， 出 '!i!一連串的

住宅重整運動，都市衛生運動，以及都市計劉逐漸被當

作- r~學科建立起來。這寧質上是針對都市混亂與街

突'fiJi作的一種都市經理的嘗試。它質可被視為，解決

特定積黨模式下再生意廚難，一種調節的機剝來詮釋。

住宅囊聽運動，以及都市衛生運動，主要是針對工

業革命後，都市化工業化過程，新帶來的社會、衛生和

技術的向題而提出的。企圖以提供{寶康而衛生的居住環

境，給大量量湧入都市的勞工大眾，來解決賽昌市的混亂 a

雖然，也這些運動本身，及其程度有限的成綴著來，它

並采形成決定性約變革。但卻在社會輿論講述廢頭上，

為勞動力再生產的問題，及大眾居住的方式等議題，喜喜

歡了討論的視脅。在文化論述的層頭上，也為居住形式

與大眾生活了7式的結合，開蹦出討論的空惰。並發展出

研謂砂工業社會下正確生活。的看法，以及與其相符的

都市空姆和建築有懿概念{說 10)。這些發辰，都在201宜

紀有關都市經理的派絡裡，展開了英文配性的影響力，

而決定了我們都市生活的主要方式。

都市討對約重要性之被體認到 2而lJ.逐步的被當作

一門學科建立起來會是另一攻重要調節機制的發展。作

為一種工具，它約發展，乃企盟將都市混亂的琨象，以

及都市空闊的擴張，按照某種秩序的觀念納入掌握。使

F再分霞的觀念 ， 便是在此稜脈絡下被發展出來的 。 早期

單純處分公共使用(街道)以及私人使用的方式被揚棠，而

代之以混合使用拆解與隔離、都市繁體設計、 f主研之社

會 EE分、工廠遷往郊隘等觀念，來決定都市被使用的方

式，以及發展的競模及形態。都市衛生途動既揭裂的觀

念，如私人土地使用約限制，以及公共公園和休照藍約

設置，也成了都市計畫1分處繞釗童基要的依據(~主 I II。

(二)的世紀初的現代化通動與都市計劉的興起

島的世紀後筋，到20世紀30年代之都市的發展 3並

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而只是在原有的基礎上 τ進行更快

速的發展和擴張。雖然有各種取向，改革性方案的嘗

試，都市的混亂和社會的街突 5並未[]之而排除 D另

方頭，作為椎動都市演變動力的資本主義發展，貝目鶴始

出混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以泰勒主義(Tay] orismu s)為基礎

的新生產觀念，被引進了生產部門。它為劇烈約都市變

遷，帶進了新的動力，混為社會衛突，投入了新約變

數。泰勒主義的基本構恕，乃在生逢過程中，引入科學

化合理化的概念，而建構起新的工作組織形態將工作

過程 s以極度分工的形式作科學化的分解。將生產部件

也作精密化與標準化的劉分(注 1 2) ，並引進機械化與自動

化的傳輸設備。大生產線的生拉薩形態於焉誕生。它大搞

度約提高了生產力。此種生產組織產生了些具攘的社

會究生態一方萄此種形態約生產，需要高度集中的資

本。配合高度的生麗力，它產生了護衛的機制。資本支

義[]此也自由競爭進入一種壟斷式的形態。生產線的工

作方式，投無請專業技能，勞動階層因此大報擴大。另

外此種主主黨組織也造成大量工人的集中 o它方衛擴大

了剝削的層面，但也提供了工會組織成立的可能性，大

大提高了社會抗爭的資源。

都市發展，在此新的Jli\絡下，問始了一種相對有經

織的集中與擴散。相對的在經濟發展約需求上，對資源

使用，~位選擇等的競爭典禮1突，也更為提高。此積新

的競爭與街突政治化的結果，乃關家介入的日益重要(註

13) 0 於是都市計懿研具有的調節性功能 ， 則進 步被倚

竄，而作為賞際經王里與調解此種紛爭 3以及解決其所帶

來的混亂之手毀。原先仍只是一些基遐想概念或試驗了7

棠，至今其自變成章耍的施政工具。此F皆設主要的作法，

是室接出實質規勸或建設著手，以改善或控制都市的發

展。在分I!l使涓觀念的支配下，各種解決的方案即被提

出。花園帝、新鎮計劉、郊區化等這些著名的方案，表

透了各種不同價值觀點、文化政治背景，以及歷史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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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認為不失為一積解決人類社會衝突的有效方式(詮

的)(續特主義社會因之而命名)。然布此種轉變，在競爭與

鐘斷的資本主義體系肉，華質上錢不會崑已發生。一方

區消費能力的提昇，有待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以及生活

的改善，荷適宜直不符合資芳的利益主 e另一15笛，廣泛的

社會認係的街突，其原因和惡鏢，也在追求生活和工資

的改善。Jll;種"矛盾"政治化的結果，乃劉家對再生產部

門的介入。國家在其政治實踐中 2構建、主主且不歡提供

複雜而廣泛的社會工程，和各積福利污案，來經理和調

節，整體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間持恆的衛突。一種福特主

義式的資本:E義社會形構，於是被逮構起來。

福特主義式的社會形構之主要特敏，乃整體社會關

係伯國家化和資本主義化(設20)。盛家化，反映了一種社

會整聽脈絡，被官僚髏剝化的情形。在一種辦謂統合主

義(Korpo目tismus)的機能下，社會上各種共政治影響力的

因素，或鷗體(例如政黨、工會和教會等) ，在某種價值體

係約共識下，被納入體制肉。它殷而被標準化、規純

化、被控制，以確保盤盤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持續進

行。在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下，傳統的社會主主星星與再生產

關僚，有了恩大的轉變。勞動者的工資和生活條件，問

為福利政策約確保而有大臉皮的改善。其效應乃市民社

會中，經濟與社會還漸的同質化與平等化。它辦回饋的

效果，不偎在政治技會燈區上，瓦解了傳統勞工社會運

動的故事義礎;在經濟燈區上，新的消費模式，擴大了

內在市場，也確保了此種精緻強化式積累模式的持續存

在。荷標準化、規純化昕帶來的大量生產，也大竊降低

了勞動力再生瘓的成本(例如房釐標準化的大盤生產降低

了購度或租屋的支出) 0 新的積累與調節脈絡 ， 意味著存

在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社會聽震動力(大最1'.~與大量消費

) 0 它帶來了對傳統社會形梅內部反大的衝擊 。 傳統的社

會階級關係、勞資吾吾係、消費關僚、家庭結槽，皇室歪扭

常生活關係，以及生活15式，商對新的社會憶反動力，

都被迫必需去適應和鵑整。其新帶來的街突和失序，則

有待進一步的調聲和規純。一連串精密荷絢麗在的社會工

程，於是建步被建構，以便在社會實踐層宿上，將此種

新的積累與鵲節機制建緊起來。現代表義便在此脈絡

下，逐漸發展成為…其支配性的霸權意識。它5時揭漿的

原則與觀念，如進步與發展、大量化標準化、功能分化

及鏡範化等等，其目進入E常生活脈絡，成為支配社會行

動者行為發式、思想、感受、以及領值取向，一積根深

蒂霞的意識形態(接到)。

福特主義社會的形成，給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種

質上的變革。都市迎親的任務及JiJi涉及的領域，也有了

根本上的改變。都市發展中的各種實質線直到興建設，教

皇島入過盤的經濟發殷計劉中，作為一種認傲的機制，來

向(l主 14) 。

以及其所鼓吹約竣代化意議，在各

中逐漸取得優勢。且在發展農程中，成為

。蒸發韌始於此一持哥哥，而影響

、 80年代。於詮紀之初，當其它思懇對新的

，還在欲迎蓋章挺的時候，一些玉昆代運動的

關始正視它灰帶來的影響。泰勒式生產鐘

，雖然帶來了新的社會混亂，卻也提供了

。其新揭業的科學合理精神、功能

、標準化的大最生產，不但被轉化為一種美

、幾何美學) ，更被認為是一積現

。它們對都市的看法，承接了

更引進了功能的概念 a都市功能鼓分

、交道以及休筒，汽車以及高達公路建繫

，居民居住在由公關環饒的標準化、

。柯比意 (Le C orbu s i e d

300萬扇民現代城市計劑 ， 與1925年的巴黎計

便是此積概念的典狸。透過專業界的論

，也具體的種集在 1 933年頭際琨代建築會

。並以一種真純的形式文現了二次

30年代全世界的經濟危擻 ， 立主未造成資本主義的裳

。然荷卻宣告了粗放式資本積累模式時代的結束，以

Akkumul甜on)時代的來

17) 。 早期 自 由競爭以及壟歡式的笑本積累 ' :It利潤

，對內取決於對生產勞動及其過程剩餘的榨取，

。然而泰勒式生產體系的逐

，郤造成了生產的決定性變革。生產力被大曬度

，但消費卻停滯不前。西15劉家在進入 20世紀

醫主義式的經濟讓張，在~族國家興趣

，~漸遭到很大的困難，產品的區際市場不再j順暢。

，乃此種展史時勢的具體反應。美圈

2 帶領美國渡過了此次危機 。 資

內涵2且其開展的立于式，到此有了重大的轉變。

從此一議以凱飽飯經濟理論為主基礎的社會福利獨家發Jl2

被建立起來，同時在其歷史發展中成為一積支配性的社

會形式。

它被建構起來的基本策略在於-為新的生產技術和

體系，所帶來的大量生產，尋找1萬受人口。而最饒的解

決方案，乃將原先廣大的勞動人口，轉變為消費人口(詮

18)(例如工人生產汽車 ， 間詩也變成汽車消費的對象} 。 此

種自福特汽車工廠，所發展出來的新積累策略，不但帶

來了總嫂的成果，主喜至著名左派思想家Gramsci也受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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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特定的經濟積累。自二次大戰後到 70年代，歐美的

都市經理，便是在北一脈絡下進行的。都市實質環境的

惡化(~，位2) ，則一方商反咬了傳統功能式都市計割的缺失(

詮23) ，另方富反映了在福特主義都穹的發展動力下，投

射在過程中各積積累模式，在時空上的失認與不一致(工

業部門外移以及服革事業部門的進駐)。

盔域吉十割的興起，不僅反應了對新積累模式施行空

間分工上約支持(註24) ，同時也是以經濟理性為導向，

~間向度上的一種調節嘗試(註25) • 5日年代閱始的都市更

新，則更是一種以混代化為意織形態，積梅性的認節作

法，以迎接新的積累策略對都市空銜的要求。商對都市

內產業結構的變遷，都市空間的再結構與擴張，乃透過

醫家的中介，以技能理性和經濟主義為主主鏈的規釗概念

來進行。向持以大片~J除後新建的1J式，來改善惡劣約

都市環境(注26)。

二次大戰後，歡笑出現了大規模的市郊化過程。這

一種被調節下產生的新人口移動模式，事實上，反應了

一種福特主義社會下，新的消星星模式回新的泰勒式1'.ji

方式，帶來了大量生產(房屋工業化、汽車大量製草草)。生

產力的提高，也帶動了工資的鍵高，償線相對低廉約產

品(住宅、汽車) ，得以在工資所得純圍內被消費。現代化

d意識 ， 以及對琨代生活的懇像(住在標準化合玉皇化功能化

的自有住宅，以自用汽車往返於工作地點和居新) ，成為

促進這個過程的重要動力。政府也以各種配合性的公共

設鏈，及主主本建設顯發計劉，和各種論助性措施來中

介，以支持此積新積祟策略下的消費模式(詮27)。公共住

宅計釗則墨顯了另一個社會階層(中低蚊入)的人口移動模

式，以及和它們被經理和調節的歷史箏賞。早期的社會

衝突和勞工運動對集體消費的訴求，使低收入住宅供給

的新概念被提出來 E透過合1里化的大量生產、合理化與

資本主義化約工業組織、以及相符合的消贊行為，而推

出標準化大盤興建的公共住宅。它很快的變成各做不同

利益瀏體共同希望之昕寄。它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可以在

新的積累模式，以及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想像下被實現) ,

來調節社會約街突(詮28)。

{懿 ) 8 0年代以來都市發龍之篇報題

70年代中期關始 ， 西方關家在經歷了二次大戰後長

達二十年的長期繁榮後，再度適逢了經濟衰退的危機。

低成長率、低投資i:Jl\頁、無法擴大的關內需求、高漲的

工資、高失業率以及低獲利率，成了每個重畫家最棘手約

困難。泰勒式生產組織，所提供的思大產能與獲利可能

性，似乎消耗殆盡(設的)。姦業技術的革新(特別是高科技

產業) ，帶來新的獲利潛能。然而其生產組織與形態，卻

又與傳鏡農業環墳越街突{詮30)。以各種社會搞科芳東等

認節策略'Eli建構起來的精密的規範化、制度化的福特

主義社會構造 s反而成為獲利約重大題礙。在此種脈絡

下，便又發展出一種以彈性策略為經、後泰勒主義生產

策略為鋒的是有積累模式(!i1 3 J)。其最顯著的歷史特徵，乃

70年代開始以西方國家為中心 ， 再次資本主義的全球擴

張，以及經濟社會再結構的過程。其基本的作法，乃籍

著空問再部署的策略，將產黨部門與生產過稜在地玉皇空

間上打散，造成既有經濟秩序之愛短。現下新的蠻際分

工即是此結果之具綴呈現(註32)。

此種全球經濟再結構的過程，是基本上包油了幾種重

要的傾向(設33)。

1.)生產與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包含了產品、消費模

式、勞動組織，以及勞動過稜的彈性化。

2.) 生產與資本創烈的國際化 ， 及附帶獨來的競爭模

式。倒如聽際分工位寰的競爭、鞠鍵性產業的競

爭、金需盤指揮中心的競爭等等。

3.) 由於資本鼓 際化 ， 及快速流通所形成的獲利可能

性，使得金融資本i奎斯變成一沒獨立的創利工具。

並瓦解了傳統創利機制，必需與其食生產相煌的限

制。

4，) 一拉過詩的政治與制度的調節機制逐漸解除 。 例如

退出福利政策、走向自由化等。

5.) 整體社會資本主義化的稜度加深 。 不僅深及社會各

部門，甚至及於政府部門及其任務。

6，) 就業結構 ， 以及社會結構的 日 益極化 。

7.) 消費模式的廢級化 ， 以及中主會控體脈絡的片斷化 。

新的彈性積累模式，伴隨的是新的調節芳式的產

生:除了彈性化與減少鵑節性的干預外，市場導翔的控

制更被強化。重E家介入的形式，也有很大的改變。區家

對許多任務部門，採取彈性的企業絞理形式。荷此早重公

共部門的資本主義化，知代表了社會福利國家形式的改

餒，以及對社會福利支出範III約限制。一種新的。選擇

性統合支義. (~主34)也由此出現，最顯著的乃在高科技產

業部門，國家與工業界買賣密的結合。此外一種研詣，室主

直分解式，的生產組織髏系，也應運而生。它主要出一

些專業的公司和企業，組成的彈性網絡新構成。此稜1'.

ji與再生產鷗係的再結構 ， 立豈不意昧著資本控制的分散

化，相反的資本閣際化，更造就了資本集中的過程。這

使干哥大的企業，在資本流動、生產關係以及銷售鞠係

上，取得了跨濁操授的能力。大資本因此更有能力，去

除鹿家制度新實施約調節性介入。一些區域性或都市內

的發展機會，甚至在企業的內部便可決定。

這些新的趨勢，給凰城發展和都市發展，帶來了至

今尚無法測度約影響(詮35)。在可見的範霞肉，全球性的

軍域整合，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一瑩新興的高科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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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快約速度起落，種自於據有國際生產及

的指揮中心之地位，而發展成的。全球都Tγ

泊的) ，快速興起。在鹽家地方的廢面上，新的~

!t於新舊產業約與頹之鉤。傳統工業城與工業

頹，新興高科技都會以及金融都會則吸引了貨

可，也造成了人口流動的新模式。由於這些變動

的安問結構的重組，以及所伴隨著的社會形稽的

，一種新的都市層級哥哥係也在重新被組構著。而

課題 2 則給都市經理帶來了全新的跳戰 。

環境意識興起的歷史脈絡

這裡且時探討的環境意識是一種廣泛的指稽。擋的是

其新處環境自我意識的覺醒。其所含量藍的，不只是

條件下，環境品質好壞的判準， :11': 1立括了人在環境

身的境遇感 2以及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將自遺體廢商品發，更進一步把環境意識放在一飽

經濟社會發展的派絡中來分析。

社會運動在西方早有一設漫長的歷史。此處取60年

期為分界，以社會運動作為一億指標 2來接史地說

意識興起的JlIfi絡。在此之前約社會運動，尤其指

紀末20世紀初的勞工進動，在本質上，與60年代的

會運動有甚大的區別。主事期社會運動研傲的tJ;;亭，苟

言竟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或是一種對社會集體消贊

訴求。而60年代以後的社會運動，則是一種對特定社

率制的反抗。且其抗爭的過程，則可視為人類對其所

環境自我覺醒的過程。由於此種社會宰制約內容與形

，乃輝、自於人類研處的資本±義社會，研以前節對資

主義杖會的解析即是我們分析的起點。

{一}社會福利劉家之建立一梅特支護社會的形成

在前項1.3節中，己級路述了 30年以來，特別是二

大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演變。新的積累模式被建立

起來，真調節機制以支持此一積累模式的一連串社會福

利政策也被建立起來，總此而以社會福利國家的形式出

現。由於此一系統本身，並無維持其自身存在的學本條

件 I . ij萬節機制 ， 使代表著磁家 1i:接介入了 !t i! 和再生麗

的部門，以各續有效的措施，促進經濟的循環，穩定社

會的關保，文授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它的發展意味著

一種新的國家社會經理形式的誕生。

如前瘀述，福特主義的根本，乃建立在種特戮的

生姦和消費的機制上。此穩棧制的擴大，乃盤體社會的

資本三主義化。這種發展，產生了新的社會鶴係和新的街

突。市場的機制，是無法維持此種觀館、和排除衛突的。

於是獨家角色更為重要。荷由於闋家介入此類事潑的控

剝和經理，乃導致了校會鐘家化的結果。此外，梅特主

義積累模式之基本原則，乃在於建立了一種勞動力使用

的積極形式。留家以各種社會福利政策介入，以確保勞

動階廢，不從梅特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的循環中脫落出

來。各護自國家所組織與支持的義本建設，和集體消費(

醫院、住宅、老人院、都市更新) ，都成丁此種模型決定

性的支柱(註36)。

這些不同向度的發展所形成約社會形構，具有一明

顯的結構性特徵務體社會關係的官僚體制化。它新及

的層函，不僅包含了一般的社會關係，更甚而包括了政

黨和工會。原本作為社會抗爭及權力角逐要角的工會和

政黨，在一種統合主義的機制下，被納入體制內被規

範、被制度化(~主37)。此種被官僚體制組織起來的社會，

和它的重皇家化，事實上是被結合在一起商互槽的 o它們

的結合同時也模糊了國家與社會的界線，立主造就了一種

社會及領家撥力中心的複合網絡。它們以一種經濟潑性

為本的環代化霸權意識，透過技衛官僚來經理社會中的

各種事務。

{二}單向度社會--程it化的社會發展

車富特主義社會危機的根源，產生在它本身的社會形

構上。由於整但社會的發展，在物質條件上有了很大

的改善，使得露在大的市民社會脫離了普羅階絞(設38)。但

其短期間內也造成了社會鑽探結構、生活的關連以及生

活芳式的巨大改變。

透過福利政策下充分的就業，造就了高比例的制度

內受薪階級(公務員、職員以及工人)。受薪階級的結構，

也在農業發展的過程中有很大約總整(以線路為例:工人

階級自 1 882年的97%蹲到 1 977年的49%)(~泌的。此種結榜

性的改變，造成了所謂新中農階級的出現，而改變了社

會關係結構。此外新的兢業機會、勞動路僚、消費模

式、技術變遷rJT帶來的影響，以及社會關僚的商業化，

也給整個人類的生活環境(形式與內容) ，帶來了根本性的

變革。

都市化過程，以及所伴隨的城鄉移民，摧毀了傳統

的親屬、社區以及鄰里鑽係。早期勞工社區和住宅髓，

所形成的勞工文化和政治勢力，也在新的都市化(市郊化)

過程中受到擠壓。作為傳統社會訊息縛遞網路的一些華社

會結柱形式，受到新媒體(如電棍等)的影響而放壤。li1l家

官僚體制主運理下，生活素質的改善，以及一統式的大眾

消費模式，也形成了向質化且他人化的大眾社會(設40)。

家庭是這偶社會變遷的核心小家庭的建立、清住

環境和居住頭係得到其憊的改善。勞動階級小家庭約建

立，確保了他們在泰勒式勞動瞬係中的忠誠度(詮41)。小

家庭標準化及功能化的住宅形式，成了社會生存最根本

的生物性據點。它與汽車共同成了梅特主義社會消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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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最重要約兩根文校(l位2)。小家庭同時也成為單單家各種

調節機制介入、以及霸權意識施展的對象。茶具體約箏

實乃居住形式與居住行為約樣準it及規範化。在「現代

化正確!t活J意識的牽引下，住宅成為房住的機器，作

為結底住使馬(生、老、病、死則不屬於居住的功能)。以

經濟王單位為原則的使用配竅，把住宅作緊密、而合理

化、功能化的功能劉分。公私也作嚴格的界定。住宅使

用的函積大小、平吾吾吾己笠、技術配備以及衛生條件等，

都在嚴格約規範下，自符合合王軍化樣學化大量生產置的建

築生產研供應。為確保此稜店住的形式，能在最小約街

突下維持長久，房住約行為也必需被經玉皇和主見純。此

外，同樣的經理技術，也被施行和規範在與住宅有繭的

各積設施計劉和住宅展計創複(註43)。此一發展脈絡帶來

了E大的影響，其結果乃日常生活與行為舉止的同質化(

規範化和公式化)。

福特主義社會的另一個特徵，乃個人化的趨勢。它

是自傳統社會的剝落、新約生活1J式、都市化、小家庭

化、家庭與社會的移動、生活{存)教濟的官僚體制化，以

及其它約社會調節研共i司促成(註44)。此種個人化趨勢，

被一種新的主纏住昕烙印。它的行為方式、思想與感覺

模式，以及價值取沌，又決定性的被消費模式的動力昕

支配。而這種趨勢也同持導致了一種枝會孤立，以及社

會分僻的過程。

福特主義的社會發展，透過福利政策的中介，解決

了傳統資本主義社會，茱儕!哥哥衝笑的根源(特別是生活

中的物質層面)。然荷英研建構起來，精密而程式化的社

會，在現代主義的支配下，也成了MarcuseE時批評的單向

度社會。它既導致對人類生存意識上的指劍，吾哥獻了社

會衡突的另一個戰場，而於70年代在歐美社會掀起了新

的社會運動。

{三)危機與種突- -70年代末的社會反抗運動

福特主義社會形構內在的矛盾，製造了危機的可能

性，它並非來自經濟週期性循環的危機，它有自己的原

因和動力。而且是經常隨著綴濟危機徵候約到來，而以

特殊的方式被強調星顯出來。

此種矛盾，其實是直接產生於其消費模式的動力

上 e由於搞特主義發祟與創利過程的決定性基礎，在於

勞動力的再生產以及大眾消贊模式上，為了持撥的生

存，因此它必需進行…永無止境的消費擴張，並旦鄧造

各種新約期望與需求。盤個梅特主義防建構起來，精密

的程式化社會，卻是在確保此一機制的順利進展。整個

過程於是就形成如一總永無止場的總能(設45)。而危機產

生的起點，便發植於處於此-'I曹壤的社會行動者。其最

顯著的特徵，即是社會行動者償債模式與行為方式的矛

盾情結。

此種價值模式與行為方式約矛盾情結，當然是社會

約產物。社會的分化(分子化)、個人化與規鈍化的街突、

傳統社會與文化脈絡的解體、家庭作為社會化繽紛後家

庭意義的損失、勞動與休閑被外來因素紡決定(勞動異化

)、社會接觸的不斷被稀釋、各種官僚髏制的調節措施、

各種鏡純、置在控，都直接間接約促成了此一情境的產

生。它的具體發展乃知Habe rmas所描述的，是*生活世

界的道民化" (l主46) 。 在這情境下 ， 傳統的社會獨遠 、 鐵

範4生取向，與行為的模式都且是落了，而被外在特殊矛盾

約社會條件昕控制和決定。 60年代中期，歡笑社會運動舵

手之一約MarcliseJ9T鼓動的、文化革命命的可能性，即是

針對此一情境所作的飛生活慾墾的革命n (~:位7)。

對應此種自外部決定 (9卡自我意顯)、高度依賴的情

形，以及自於商品世界研造成的真實感的消失(商品世界

創造形像和想像，而再有者往往不可區分) ，人們的反應乃

一種自我意識的產生。然而此種自我的意識，就不是擴

張性的，也不是自憐式的，而是故強迫的，被包里盟約。

面對此一無法影響的外在世界，此種自我意識又往往伴

隨著深刻的危機感。它的後果則又往往導致，社會行動

者從此一外在世界自我退縮。其所關切的對象，也肉縮

到只落質在自我的身體、自己的健康，以及自己的生存

上。錄取自我的技鱗武裝，便成為對l1i:心理危機的唯一

選擇。聞自守開始渴望得到自我的保護與安全感，此一欲

求亦成了1自覺一富裕惑的競爭者自一些概念的出現如

*自我認同砂、恥偶人性，、‘自我實現。，都在反映

此一函境，亦即人們在此不可影響之外在環境下的掙

扎與獨鐘(注48) 。

這項危機意識所形成的其髏種突，表現在二次大戰

後開始逐漸出現，一學文化批評及社會抗事運動上。首

先登場的是一些文化性的批判，倒如.美國式的生活的

界限及杖會成本，新消費與勞動路保，所建立的日常生

活的正當位? (例如都市建設的功能主義取冉、自用住宅

懸落的擴張破壞自然與綠地、被強迫的流動性、以汽

車優先的都市、曖 i~城市的社會孤立等)。同時也夠始出

現一些說箏的行動，來反抗國家研中介對社會空間約介

入行動計截。(起先是出這瑩行動計割的遭遇者開始，爾

後漸改擴展聽來爾及於其它社會鷗體)組止高速公路新

建、組.lI:都市更新計齡、對居住環境公共設施不足之反

銳、佔崖運動等等。 1 966- 1 969年的大規模反權威運動(

或稱為學生運動) ，在某個層茁上，可棍為整個社會發展

的一倍靈要變遷點。其歷史意義、內容和影響至今還未

能定論，本文在此也不欲涉入其相闋的論述內。然卻可

將此視為社會行動者對其所處環繞的一種覺醒後，所傲

的一種對制度體制，對霸權結構的反統性作為。還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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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哥沉澱t起來的一些正宙的因家(解放 、 參與 、 自 我

生活實踐) ，便成了此一發展脈絡的傳統。而其所

來的動力，更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另一文力量量，

，以影響社會發展。

、新都市社會運動之特徵與社會

新趨勢

新都市本土會運動，不論在政治或潑論層街上的探

都已經紹當紛雜而歧翼。本文的興趣，並不在探究

其社會運動學過本身，而在其歷史實踐中，新閔滾出來

以下是社會運動獲史街展的過程中，新浮王亮出來的

一些輪廓性特徵(設的) ，可用以說胡社會草草動之特質

1.社會運動的發生，與福特主義社會各種向度的危機現

象有攤。並非是一時性的，罰是整個系統脈絡的。它

-1]誼反應的是危機的結果，另立于商則星星頁了支配住

調節形丈下，政治文化整合力的衰退 a運動主角統推

動的，並非是社會里奇觀分配的問題，滴在凸顯支配性

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約結構性後果。新社會運動，因

此可生且為一種少見的、關乎危機感(危機經驗)的集體行

動反應(集體反應方式)。

2 新社會運動不只反應了危機 ， 事質上也與福特主義所

帶來的正吾吾價值有關。教育、收入﹒社會劉家約安全

保持章，大大的提高了政治參與持目個人的資源。傳統

環境束縛解餘的同時，也相對解除了文化的束縛，續

大7個人參與科旋{行動)的可能做(替選性)。因此只有

透過、危機經驗的結合.以及吼個人資源的擴

大。，才有可能了解新社會運動。

1 危機綴驗的結合 ， 以及行動能力的增加 ， 立豈不會 自動

的導致集體的政治行動。它學質上是一種瞞自我生

產，的過程。其中對整體脈絡的悶釋、組織形成、文

化的實踐及象徵等等，逐漸被發展出來。它建立起

集體的認悶。此續認j苟且宜在各種次文化，或對立文化

的網絡，以反組織形式的各種取向發展商按穩定下

來。福特主義社會研導致的總人化推力，以2克強迫的

移動性，則在此種自我生產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4 運動的建構 ， 並非外在於政治與利益問題的 。 它使得

一些被排除在外醋的利益、經驗、動授以及遭遇，能

對抗支配性的政治文化。此種選邊是被隸、衛突前多

樣的 e它必需建立，成閔闢其合法性的領域。在一個

既存政治形式中，其封閉住和開放性的界線，往往和

運動的強度 3及其持續性是一種辯証的關係。而一個

運動的成功，也往往有賴於在体制內與各種利益@JI

縫、協會、政黨、甚至關家組織內的各個承辦負重電機

憐的絃舍。在政治文化層面上約另一重要課題，則反

應在、多數文化秒(主流文化)對叭少數文化砂(弱勢文

化)的特旋，以2正在找尋替選文化認同方向上的容忍與

耐性。

5. 社會運動的發展 ， 是在本上也是錯學習的過程 。 它有它

的農史，經驗過挫敗的改變，在各種選環上作過選

擇 2 走過死胡同 ， 受過媒體及公共輿論的支持與壓

抑。在整體運動的再生產上，陷入過泥沼，或在政治

上級展過轉進的潛況。既有的社會形構，以及政治制

度的整體條件，立a不能接受新的替選或策略。然而

卻有待社會運動建立起自己的公共輿論，以承擔此一

集髏的學習過程。

新社會運動可以60年代的反權威運動作為代表。然

而它的落幕並不代表社會運動能蠢的萎縮，反而是社會

變體反對運動環境的檳大。它±:要表現在兩個發展的方

向上，…總是內在於政黨與體制的 f市民行動團體j的

誕生，另一個知是「地方性遴動環境J的形成。

{二)內在於政黨與體制約市民行動詞體

受到 60年代反航運動的刺激，一種內在於政治黨

派，市民行動固體 (Bue rgerirtitia.tive)的文化樹始形處(~主

50) 。 一開始大多是基於共間的遭遇 ， 或是一些具體改變

的廠望，而產生了或多或少的持續性市民頭鑽且不僅企

藍藍透過傳統的影響方式，甚至要遠漸以一種示威的行

動，來館里奧自己的日常生活使之不被介入，或使自己生

活的品質不被破壞。在它的歷史中，開始時尚只是一些

具體要求、有限的參與慾望、以及非常少的極端形式。

然而一讀新的市民自我意識，遂自此荷l!t i執興起、擴

大。 70年代起，這些行動閑始雇主 101&域及跨區域的結

合，不但彼此互相支援，而且共 i可推出替選的政治理念

和方案(特別是一些環保運動、生態運動或和平運動等)。

以德國為例， 80年代時參加市民行動閻健的人數已經超

過參加政黨的人。

然而E!l於這些行動國嫂，彼此異質性很高，故宮口便

是獨對同一課題(例如生態)也有非常不闊的利益和意識形

態取向。它們彼此的綜合和作舟，不但墨顯了各種不同

的代表性差異、社會界線以及福特主義社會形榜危機感

的相;互交流的綜合，也促成了追求或修正杖會模型的一

殷勤力。

市民行動歐體的涵蓋頭非常的廣泛，由全國性的課

題到地方性的課題，依頭髓的定位和性質而定。在德

國，它的盤體脈絡 &P孕育了綠黨的生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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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地方化的反對運動積燒

另一倍重要的發展，乃地方化的反對運動之形成(詮

5 1) 。 剛夠始集中在一學大學城 ， 後來再擴張到一般地立于

去。它能度性的直蓋亞軍可回溯到一些磁宙空展會溝通據點(小

型俱樂部、青年中心、婦女中心) ，所舉辦的各樣政治辯

論、文化活動，或是政治活動。而後又擴展到書店、出

}單桂、報枝編輯部、以及各種不同的政治小圈鰻等。最

後再拓展到小滴館、畫畫廊以及咖啡廳等。

此種環境往往被新的文化模式、生活形式以及政治

取向所印記。在功能上，它緩和了政治的張力，聞聽新

的題目，吸引政治新生代，提供一些次文化獨體，及自

治性訴求皇島體活動的空筒。此種環境的形成，有劫於各

積極端或是替選政治取向的穩定化。它以它所有的活動

空閥、社會網路，提供一種自主性的可能，以對說不穩

定約政治氣候和壓制性的盟家措施，甚至疏解總人對生

存環境適應不爽的壓力。

透過此種地方化的反對運動環境，可接吹到新社會

運動新傳遞出來的訊息。這並非是直接的政治行動，或

是看得見的示威。而往往是一種沿著強調個人化，與異

議稽的新文化取肉、新社會網路以及新認i司的發展(註

52) 。 其反引導的政治行動 ， 也意志宣揚此種文化型式與

價蟹。政治活動本身也正是在毆體生活中，做人自我實

現的實踐。

運動環境與社會運動之間，也是一種格互依賴的觀

保。只有在政治活動頻繁的地方，才能建立運動環境。

替遷的取向，也只能在政治衡突文化中被建構出來。而

此種環境，也替市民行動團體的政治行動，孕育行動之

內容及1J1詞。這兩種力量，郎構成社會發展的新動力，

且足以與支配性的福特主義筒展機制找銜。

五、都市環境經理之新取向一一個

柏林的制子

由前面的分析來辛苦，當前都市的發艇，至少有兩股

極為異質但又唇齒相依約動力。這海股動力的經理和調

節，乃當前都市發展黨要之課題與任務。一種是來自社

會發展，由經濟因素所帶動的社會形構構建的動力。特

別是80年代後，新的軍事性積累模式，更推動著新的發

展。另一般力量，則來自此種形構內生存的社會行動

者。一種對生存危機感的自我覺徑，推動了社會運動的

展筒，在其發展的鐘程中逐漸取得足以說衡的賞力。這

兩放力量量相依相存的關係，使得無法{眉Jl任何一芳。荷

英異質且相互矛盾的特質，卻又使得它的經理更為棘

手。是否能夠妥善經濯這兩種力量，就成了當前都市環

坡經竣上的愛大跳戰。

頭對此一情壤，此刻並無法提出具體的解答。事實

上，每個社會的構造，均有其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社

會之特殊性。解決的可能途徑，只有在接史實錢的自身

遭逢中才能展崗 a這裡僅以嚮短的篇幅概路介紹一個著

名的例子(注5 3) : 1987年柏林閱際建第展(Internationale

Bauauss臼Bung' 下面簡稱IBA) 。 它並不是一個典純 ， 但

它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它所努力的1Jr詞，正反應了時代

發展的趨勢，也代表了都市環境經澀的新嘗試，值得作

為~11!1參考 。

柏林Kreuzbe rg為歷史城眩，以傳統的勞工住宅詢

名。早在它的歷史發展中，逐漸成為社會弱勢以及異議

國體~集之所。各種形式的社會衝突和社會運動，往往

都發源自此處，每年五月一目的勞動節，更會有傳統儀

典性的街頭暴動發生。它的存在成了柏林政府之瘤。在

整體都市發展上，由於柏林具特殊的歷史地位和角色，

自此其經濟發展形態也是特殊的。每年聯邦政府以高領

的橋劫來維持格林的運轉(為避免人口外流，居民均有極

為優厚約補劫)。此種經營的策略，以及其特殊的政治角

色(美英法共管) ，使得柏林成為國際活動焦點。它比德國

任何一傾城市都要國際化，沛其受蠻繞經濟活動影響的

程度也更深。然而聽際資金對柏林的投資在Kreuzberg瘟

郤看到了反效果。由於資金的不顆流入，使f旱此盔和別

的地區相較之下，無法在經濟發展約過程中得到更新，

間將更常越凝望藍燈經濟的發展。區對70年代以來，後梅

特主義詩代下來自認擦瘤菌的競爭，柏林在爭取成為國

際分工中樞紐位置的努力上不遺餘力， Kreuzberg的問題

區此更顯得嚴寰。另一方筒，此區所孕育出來的反對運

動氣候，也極力抗拒語家介入，抗拒政府以更新的1J式

來改善此區的都市環境。以下既要介紹的這個接史性的

更新計劃-Kreuzberg區的更新吉t llJ1J(為廣視柏林建城75 0

過年荷舉辦約柏林建築大展的主要部份) ，便是在這樣一

假環繞下被施育出來的。

一個面對這樣一種特殊涵矯約更新計割，基本上遊

遇到幾個不同向度上的課題和挑戰。在社會的意義之，

Kreuzberg作為一個都市中實質環境上衰敗的地眩 ， 並不

意昧著它是都市社會中的邊緣，也不代表是社會弱勢和

貧窮的主義結。存在於此適中各式各樣，屐見不鮮的社會

衝突事件(i古屋，示威等等) ，說明存在著一種特殊社會力

擎的形式。箏質上，這穩脈絡形成的機制，乃特定的社

會行動主體，它們在特定的反史過程中逐漸成為社會權

力關{叢中所謂的外間 (Aussenseite)。這蘊含了一種他們受

到排擠的事實以及對社會主流勢力和體制的對立。透過

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建構起來的集體認同意識廿E機意議，

且往往是被動而負館的) ，他們在社會的街突力場上凝~

成異質爾多元，其有破壞傾雨，反體制，對立和挑戰的

力竅。在質質環境上，這些力量剎車接或間接的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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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柏林Kreuzbe rg更新計到兩盲，首要面對的，是此

的化解以及危機的克服。在里藍領計割的精神上最

，不在於以一種超對文配的婆態，要求某一JJ

一方的屁股或順從。整鋼鐵都方向上的轉變，在於

正確認識和考量下，一種

。而妥協約華獲則在於對現

。在IBA中這個機制表現在兩倍茁向

題霞的本身一重新恢復老城的居住鑽值已經清楚

出了這儕線性。老城l.ll.存的實質環境，不再被當作

Teufel)和酸陋來對待 ， 它不但在一個經沒性的行動

被當作有價值來接受，荷且被當成新發授的基礎。

由全世界被徵召來的知名建築師們，被要求在如此

表現，他們不僅要反應此種異質和多

也要表現此種異質和多元。整個JlIR絡的發展，不僅

主義的霸權意識強烈反省，在持序上也具體的

，更

另一個菌向，表環在整個規創理念之發展以及過稜

中那些異質古百多元的區素，和它們所形成

和對立被接受而納入體系，透過規對方法的縛

，它們反荷成為規懿發展的主姜動力和承載者。以中

的燒盡qJJ式被揚棄，而代之以一

，去中央化的規劉方式，並發展出 1、件。市

的規勸j流程。一種*內向式的組織" (以居住者

向所成立的承建或發展公司)被建立起來。居民參與

。保存式更新的技術性工作流程也

出來。一倍城區委負會被成立起來承擒及協調有

。規懿者、地方行政主管、地主、居民以

，討論並尋求獨乎建築形式與都

能的共識。透過獨立性機構研作的租這者

，以及各種社會計都約同時擬定，也都在國家橋站

的標準程序。過去非法的

團體，則在一種自力救濟計割下獲得合法性的池

。透過內向式組織的協助，它們自都市更新，以及立足

抖動lτ得到稽助 ， 並參與老舊建築區建築的更新 。 透

的補貼，地主保有它們的土地和建物以及更

，而i哥時，原屬弱勢族群訢搶心的房租上

整個程序的進行，事實上並非主I'-JIIll且恩心研饋的。

其中包括了高度的矛盾情緒。然而它成功的達成了居住

關係與環境改善的區的。另一方面，一個新的參與形式

和參與經織被建立起來。它成功的將各積相互矛盾與街

突的潛在因素，整合至1都市帶給槽的決定程序上來。居

民對於其昕居住的環境，被整合~U新的創利機制與新的

經濟條件的共識，也不再經由中央來規割，而是由自己

經織 e

對政廢苔，集體性的共識是一他還史性計齣成功的

確保，而此種共識的形成，只能在廣闊的市民社會自常

生活中敏建立，建城750遞年的名因為這樣一種意識形態

的建構和整合提供了一餾鐘俊的機會 n長達 10年的準備

期09 7 8 - 1 987l，有充分的時間讓它在一個被給予條件的

農史過程中慢慢發酵和極轍。以民間為主體的承辦方

式，不但使得政府可以出合法性赤字(不得不承認卻又作

不到)的政治火線上(各種不向利益關體的攻擊)撥退下來，

自由化的企業化經營芳式，不但較有機會使得資源分配

合遞化，經營5單位化以及適應各種競爭下快建變遷的要

求，民間社會豐沛的資頓和力量，也因此得以充分的聞

發。在一個來自星星際和館內競爭日援激烈的後福特支義

將代，此種企業化經營的取向，不但有效的彌補了福利

模型城市經營取向撤退後的空缺，更成為一種後福特主

義時期都市綴涅的嘉軒典範。此外關際建築展的舉辦，不

僅在實質上達到了都市更新的目地，同時也吸引蹋續資

食對此攘的投資。而後者新帶動的附帶效益主(旅遊、觀

光、國際會議等)更符合了新的彈性積累模式的原則。

‘議慎而周到的都市更新。成為一種新霸權結構的

榜樣。對都市危機和街笑的處理，因此有了更寬蜜的空

間以及更草草賞和拯容的視野。對反對立場的態度，忍不

再如以往的將之排除在外。當然並不意昧著所有反對立

場的要求都被滿足，也不是所有的適逢者的利益都被照

軍直到。結構性的歧視仍然存在，但轉荷為織JJ潛坎上各

種不同團體的利益衝突，而它在這個層次上幾乎是無法

排除的。然而衡突也因之被鳥都化、地JJ化。以柏林為

例，似乎地芳的關係在持續的危機中也可以被穩定下

來。

六、結語

都市經理的實踐，其具體的歷史內容和作為，無法

外在於其所根攘的社會發展涵構外按理解和認識。本文

主要嘗試曲歷史的歡點，以歇iil1都市的發展作為對象 2

柏林的Kreuzberg都市更新作為例子，將都市發展，放到

近代資本主義廣闊的發展歷史中來探討。企盟軍出其社會

發展的路構中，掌握其中那些彼此錯縱糾絡，真實的閔



震動力和閑庭形式，以及相對應都市經理實踐的具體歷

史內涵 e其中特別著葷的是都市經理形成的過稜以及最

新的趨勢。作為都市經理最主重要的課題，文中嘗試處理

歷史發展中，雨般極為異質但又唇齒相依的動力。一種

是來自特定借故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下，由經濟自家研

帶動的社會形構構建的動力;另一股力麓，則來自此種

形糟肉生存的社會行動者。一積針對上述結構性社會獨

震動力 ， E時導致的生存危機感約自我覺酸，而推動了社

會運動的農闕，底在其發展約~稜中逐漸取得足以抗衡

的實力。這兩殷力量量格依相存的關僚，使得無法儷廢任

何一芳。而其異質互相互矛盾的特棠，郤又使得它約經

理更為棘手。是否能夠妥善殺頭這兩種力量，就成了當

前都市環境經邊上的重大挑戰。

柏林約例子描述了個特定盟軍史條件下的綴驗。然

而它並不是一個典範，也不能為其它特定都市發展下的

危機和街突提供解決筒題的答案。一如前所述，每一個

社會的構造，均有其癡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之特殊

性。解決約可能途彼，只有在歷史實踐的自身過途中才

能展開。這點當我們對問題的審視點回到台灣的詩空上

縛，顯得特別重要。在閻內專業論述領域仍常習於直接

由圈外引進典範和被驗的當兒，鐘點應是反省的起點。

敏洲的經驗不同於台灣，柏林的例子更無法馬於台灣。

45年的經濟發展給台灣帶來了特殊的發黨模式 ，45年的

政治發展也l!I!造了台灣特殊的政治調節脈絡以及霸權結

構。它們共同締建了台灣特有的社會開展動力以及特殊

的社會形稽。台灣的都市問題及其危機，與都市經理的

詭弟和脫落，再再都反應了這些特殊性。

台灣特棘的社會脈絡，寧質上也已經通含了經理這

些問題的途徑和力量量。它們可能已經存在，端賴在兒們是

否能正確認織到它們存在的形式和潛能。 80年代以來全

世界經濟再結構過程中，台灣在頭際分工中角色的劇烈

變動，至少已經街擊和鬆動了滋有的積祟模式，更進冒冒

改變了原有政治生鯨下的權力關保。此積重組與再結構

有售貨上也提供了都市再經理的空間和基礎。 80年代在台

灣登場約社會選動則是另一緩可能性，它主蓋章買了一種來

自民閉社會底瘤研蓄積的能聾，在新的社會形構下的翻

動。然而它的被認識，似乎仍受到極大的侷限。其且可遊

發出來的一段火花，似乎帶來了一些希裂，令人感到鼓

舞，卻又不易掌援且缺乏共同整合的基礎。當各種路線

在口號上呼喊，宣稱自己是公理正義的化身時，卻忘記

注義公理往往只是一種對權力關棒、約想像。當…些有意

義的運動力量避漸道德化時，品。不知自己己和自己所生

根的泥土漸行漸遠。當一些運動的行動者感到自己約撥

敗和力拙時，很可能還沒認識到自己在正在一個應該打

陣地戰( S te ll ungskrieg) 的地芳吾雷鋒陷陣的打著還動戰

(Bewegungskreig)(Gramsci的概念:) 。

上述這些新興力量和其變動的可能性都與都市經裂

的課題，皂怠棺鉤，因此如何在我們約展史脈絡中認識與

了解它們，成了我們極為重重婪的任窮與課題，如此我們

才有可能在自己社會的特殊性和歷史琨質上發展出我們

自己的都市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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