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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灣社區營造運動中，如何建立社區共識和社區文化一

直是相關研究的核心議題。然而在地方層次上，文化傳播究竟

如何促成社區動員的動力（dynamics）迄今仍然缺乏足夠研究

成果。本文回顧相關理論，並以苗栗縣「灣寶社區」為經驗個

案，分析在具體脈絡下之社區運動如何運用地方文化傳播策略

建立社區成員共享的文化資源，並使社區成員一起動起來投入

社區營造活動。本文結論指出，地方文化歷經一段時間的傳播

與建構後即得以構成一個有用的動員機制和行動戲碼，吸引、

感染社區成員共同響應社區營造乃至集體的抗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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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二十年來，社區營造如何凝聚地方互動和有效發展早已成為台灣

社會高度重視之議題。理由在於，現實層面上社區不僅是日常的生活領

域，更具備高度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意義。特別是自 1990 年代以

後，在中央政策推動下，藉由資源投入和各式計畫企圖形成有效的政治

倡議，促使社區居民參與社區運動、共同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徐震，

2004；陳其南，1996）。1
 

國內不少傳播學研究過去曾經觸及社區研究議題，諸如 1990 年代

末期林福岳（1998）、吳宜蓁（1998）即曾關注地方媒介與社區認同間

的關係，晚近蔡鶯鶯、徐永年、林永隆（2003）、洪貞玲（2008）、蔡

鶯鶯（2010）及孫曼蘋（2011）等研究則關注歷經重大災害後社區重建

與地方傳播間的關係。這些研究有效地說明了如要深入臺灣社區營造這

個研究議題，傳播學觀點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個研究脈絡與基礎下，值得進一步提問的是，如何透過地方文

化傳播來形成社區成員共享的文化資源，進而創造有效社區動員動力，

讓社區動起來？ 

本研究以苗栗縣「灣寶社區」為經驗個案進行分析解釋，企圖探討

地方文化傳播與社區動員的關係。選擇「灣寶社區」的理由在於，該社

區堪稱近年來臺灣社會最具代表性的社區運動，早在戲劇性的苗栗大埔

事件爆發前其即已進行了一連串引發社會矚目的社區動員，成功對抗地

方政府的開發政策，更帶動許多媒體、公民開始關注農業社區的保存問

題。以下首先回顧相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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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回顧：地方文化傳播與社區動員 

一、地方文化作為社區營造的動力 

有關台灣社區營造運動形成之緣起，過去研究多關注 1990 年代的

特殊政治情勢發展，特別是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導，以文化建設

為核心，強調各社區自主、民眾參與共同發展並創造社區文化特色之改

造運動（林福岳，1998），同時引進日本造町運動之理念，藉此區別了

沿襲自 1960 年代以地方經濟發展、社會福利意涵為主的「社區發展」

一詞，而將此運動稱「社區營造運動」（徐震，2004）。 

因此，社區研究議題之開展亦著眼於如何有效地促進缺乏互動的社

區成員再社區化，進而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符合民主價值、社會正義的

「賦權式」（empowering）參與，建立社群從自在（in itself）到自為

（for itself）並形成能夠自我主導生活方式的能力，包括社區參與意識

和實際的參與行動（徐世榮，1999；夏鑄九，2007，頁 231-232；楊弘

任，2007；Aiken, 1969）。 

從過往社區營造研究的討論不難發現，社區作為當代的政治期待正

是有賴社區成員間的互助合作。而互助合作必須建立在一些前提上，包

括認知彼此在共同社群和人際網絡生活（Tuan, 2002, pp. 307-308），以

及社群成員間擁有有效的傳播溝通機制（Eliasoph & Lichterman, 

2003）。 

因此，對社區研究而言，關鍵問題便在於社區成員如何形成常態性

的傳播互動和集體性（collectivity）。換言之，如何經由社區層次的傳

播活動來建構集體意識並持續維繫、發展形成「為了我們」（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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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selves）的存在而持續投入社區營造，是當代社區營造研究的焦點。 

與前述論述緊密相關的則是社區／群動員的概念，指透過社區成員

組織而成為集體（即「社群」）的過程（McNutt & Boland, 2007, p. 

166）。在具體的實踐意義上，社區動員行動便能透過集結個別力量形

成集體抗拒或挑戰外來勢力（Jackson, 1978）。 

在其它研究中，社區／群動員亦被視為能夠提供可行的另類計畫，

使社群得以持續進行個別事件的介入、調停的行動，形成合於邏輯的進

展，進而逐漸形成改變現狀的行動效果（Michau, 2007, p. 97）。 

因此，社區營造仰賴動員和文化傳遞的過程，以形成社群互動、社

區認同，並建立具有集體目標的參與行動。如此一來，方能在社區發展

過程中形成深具群體自我意識和共享集體價值的歸屬感並獲文化認同

（吳介民、李丁讚，2005）。 

Adriance（1994）的研究進一步指出，社區／社群動員是透過組織

人們成為集體以進行共同的目標行動，包括支持和維持土地利用、進行

改革，並在此過程中發展出具有意識型態導向的社會改變（Adriance, 

1994, p. 164）。 

同樣的，Treno 與 Holder（1997）認為，社區動員有賴於組織社區

成員，支持和執行共同目標以維持社區完整性。兩人進一步強調，社區

動員在取徑上可以區分「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方式。在由下而

上或草根（grassroots）式的取徑中，社區行動係由社區成員自主性設

計、實行。相對而言，由上而下取徑則是那些由外界菁英或者自選社區

領導者建立的目標（Treno & Holder, 1997, pp. 173-174）。 

綜合上述，若社區營造核心的關懷是創造社群的形成、形成集體

性，則這也意味著在這過程中必須促使人群相互連結、相互支持的機

制。值得追問的是，在實際的社區動員過程中，個別成員如何被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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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願意參與實質的社區營造的集體行動？ 

Staggenborg（1998）的研究認為，文化可以作為維繫群體的力量，

是形成此一社區網絡的重要要素。在此，文化可定義為是種象徵、儀

式、價值和意識型態等的意義系統。對社區成員而言，文化要能成為促

進社區形成與維繫的知識和對話的基礎資源的具體動力，仰賴社群間是

否能夠共享、持續實踐及發展社區文化，創造出持續的集體社區認同與

成員凝聚及行動資源。 

反映在強調地方的農村社區之上，則文化應與地方聯繫。這種地方

文化可以被進一步概念化為：以特定地理為範圍的社群共同經歷、共享

和發展而來的象徵、價值系統或意識形態。這一概念與本文意圖分析之

個案特具相關性，因為對深具地方性的農村社區而言，社區之中的團體

和個體往往需掌握地方文化資源，藉以作為社會網絡和活動參與的連

結、溝通基礎，進而產生集體認同。 

進一步而言，如果社區營造如 Jackson（1978）、Michau（2007）

等學者所指出的，也是一種涉及抗爭、介入和實踐社區計畫的集體行

動，則需進一步討論的是，在行動面向上，地方文化與社區營造的概念

關係為何。以下進一步歸納整理相關研究論述。 

二、文化傳播與社區行動 

文化作為一種抽象的意義系統，其與行動間的關連為何？晚近學者

的討論傾向於將文化作為行動的基礎資源，一方面扮演著行動所需的知

識和技能，另方面作為有限的資源。個體作為具有能動性（agency）的

行為者，對文化掌握的程度也構成了行動的侷限或自由運用的可能性

（Gooptu & Bandyopadhyay, 2007; Neuhouser, 1998; Sewel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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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dler, 1986, 2001; Watkins & Swidler, 2009）。換言之，文化對行動之

影響不是藉由提供目的價值來引導行動，而是藉由提供一種慣習、技能

和生活形態的行動腳本（repertoire）或者工具箱（toolkit），以作為人

們自我建構行動策略的基礎（藍佩嘉，2000；Swidler, 1986, p. 273）。

與本文題旨相關的，地方文化又如何作為有利於社區營造的行動機制？ 

Nagel（1994）認為，不論作為抽象的概念或者具體的行為表現、

互動模式（包括語言、宗教、信仰系統、藝術、音樂、穿著、傳統和生

活方式等等），其作用在於支配了什麼行動內容是適當、什麼不是。因

此，在社區層次上，地方文化作為一種行動資源，能提供社區行動可能

有的內容和意義。反過來說，社區營造作為一個要串聯集體的共同行

動，則仰賴透過文化內容和意義的傳遞或建構，形成有利於社區營造的

動員。 

因此，地方文化提供的是一個認同的戲碼，能夠協助個體扮演好認

同的角色。而動員的形成，則能夠進一步創造個體對文化內涵產生高度

認可，使得該文化資源回頭建構社區集體行動所必須的文化認同

（Neuhouser, 1998, pp. 351-352）。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要能夠有效地將地方文化作為促進社區集體

行動、建立共同認知的資源，必然涉及文化傳播的過程。從社區營造的

角度來看，則這種地方文化的傳播過程意味著社區為了實踐強調地方文

化建構的社區營造活動，運用地方文化的既有資源，同時經由一定的傳

播溝通過程才能夠建立社區成員的共同認同和共享。如挪威的移民協會

便是利用文化傳播建立社群動員，也就是透過傳播他們對於移民共同文

化遺產和集體親密關係的重視，同時處理成員的內在需求和促進移民與

外在環境進行實質的傳播互動（Meadwell, 1983; Predelli, 2008, pp. 253-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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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社區營造相關實證研究中，有不少研究強調地方非營利組織或

社區透過社區文化傳播與互動，不僅能夠形成地方文化篩選和重組而保

存特定的地方文化要素，如此也由下而上地建構出社區營造的內涵。這

些研究包括社區文化保存（郭瑞坤、徐家楓，2008）、社區的自然及文

化資源保存（李永展，1995；湯京平、呂嘉誠，2002；盧道杰，

2004）、發展地方媒介以建立社區文化認同（吳宜蓁，1998；林福岳，

1998；孫曼蘋，2011；蔡鶯鶯，2010）、建立地方文化的經濟發展（江

大樹、張力亞，2008）等。 

諸多國內個案研究凸顯了地方核心的社區營造行動者──社區發展

協會，在經濟、人力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能夠運用重生和創新等多元

的社區文化傳播策略達到集體的動員行動，並且有利於社區集體行動的

文化傳播與建構過程，促成相當程度的自立、自為乃至於自主的社區營

造目標。 

綜合上述討論，本文所稱地方文化傳播實指有用的社區動員機制，

也就是從既有在地文化資源中抽取有利集體行動的文化資源，經由各類

傳播行動予以強化並掌握經篩選的文化要素，以能進一步吸引社區成員

共同建構彼此的文化價值，同時回頭維繫與再生產社區文化資源，同時

創造集體行動以實踐社區的目標或創造具社區意義的地方文化型態。 

以下本文將藉由具體個案分析國內有關文化動員與社區營造之實際

情況，探討「灣寶社區」如何透過文化傳播策略重新建構地方社區文

化，並促成實質的社區集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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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灣寶社區」營造運動之發展與個案特殊性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藉由實地訪談（訪談紀錄表，請詳見附件

一）和歷史文獻資料蒐集等方式獲得資料，並進行具體經驗分析與討

論。 

首先說明本研究範圍與對象「灣寶社區」。就行政轄區而論，苗栗

縣灣寶里轄區範圍含括仔內、灣寶庄、百三、海口等地區，面積 3.5603

平方公里。清朝及日據時代灣寶里隸屬新竹廳苗栗一堡苦苓腳庄，臺灣

光復前行政區域調整為新竹州竹南郡後龍庄之部分，通稱苦苓腳。 

依當地世代居民祖先牌位及墓碑考證，先民約在明末清初時進住，

時值西元 18 世紀初，距今應有三百年歷史，是一個典型的閩南農村部

落。目前人口近兩千，農業戶數 390 戶，是一水田、旱作皆所適宜的農

業地區（張天寶，2007），地質多為砂質土壤，1970 年代以前多以西

瓜、地瓜與花生等旱作物為主。 

作為典型的台灣農村社區，「灣寶社區」歷年來投入不少官方資

源，卻同時發生兩次備受台灣社會矚目的社區動員抗爭。首先整理

1997 年至 2009 年的「灣寶社區」發展重要歷程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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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灣寶社區」發展重要歷程 

西元年 歷程概述 社區發展性質 

1970s 農地重劃 經濟發展，尚缺乏社區意識。 

1995 自救抗爭，拒絕新竹科學園區擴充

計畫徵收灣寶土地。 

 社區意識興起。 

 建立集體抗爭行動初始經驗和日後

的社區動員經驗。 

1996 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正式有意識進行社區營造發展。 

200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輔導進行有機種

植 

外部資源投入，精進農業發展。 

200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輔導，建立有機

生態藝術村產業輔導計畫；開辦第

一屆灣寶西瓜節。 

 強化社區特殊性。 

 援用農業文化，同時強化農業生產

及經營社區環境。 

2003 農委會遴選優良農業區，地方政府

申請上億經費改善當地農水路設施 

 強化有利當地農業之基礎建設。 

2003- 

2005 

為期 3 年之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 強化文化項目的經營，開始發展地方

文化和凝聚社區集體意識。 

2005- 

2007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著手進行 3 年之

地方產業輔導 

強化地方產業，促進經濟發展。 

2005 農業資源空間整體規劃 增進農地整治、投入農業資源。 

2009 發動抗爭，反對苗栗縣政府徵收灣

寶土地，將之劃歸後龍科技園區。 

 集合自救會、社區發展協會與里長

辦公室，共同動員社區居民進行集

體抗爭行動，彰顯社區動員力並以

再現社區感外。 

 吸引公視、客家電台、民視進行專

題深入報導，於主流文化場域中，

豎立社區文化之象徵地位。 

2011 內政部區域委員會正式駁回後龍科

技園區開發案，灣寶社區農地保留

抗爭成功。 

 建立社區發展行動典範：地方志願

組織結合外部非營利組織的社區文

化行動模式。 

 推展地方社區文化價值普遍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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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過往曾受官方投入一系列資源使得「灣寶社區」日趨具備優良

的農業用地，並發展成具指標性的農村社區，然而 1995 年與 2009 年卻

因大型工業開發計畫而面臨兩次重大地方危機。 

1995 年初，由於新竹科學園區擴充計畫，約有三百六十甲「灣寶

社區」土地被劃歸預定地。由於當時政府徵收價格僅以土地公告現值加

四成，每甲大約五百八十萬元，與土地市價（約一千五百萬元）差距太

大，因而引發地主群起反對，就權益問題不惜發動抗爭、積極爭取個人

權益，最後成功迫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正式宣布放棄後龍地段（張

天寶，2007）。就性質而言，當時的集體動員行動主要是基於地方人士

共同的土地權益，方能形成集體抗爭。 

第二次土地徵收事件則明確地以保存農村社區文化為主要訴求。由

於苗栗縣政府以三百億產值有益地方經濟發展為由決議進行「後龍科技

園區」開發案，預定興建之園址包含每年不足三百萬產值的大半灣寶里

土地。然而，灣寶居民由灣寶里辦公室、灣寶社區發展協會和灣寶愛鄉

自救會共同串連群起發動「我要西瓜，不要開發」、「我要農地，不要

科技」等議題，引起台灣社會廣泛的重視（呂苡榕，2009）。後續在更

多外來行動者參與、協助下，「灣寶社區」興起不棄守社區農業文化、

極力對抗經濟、工業發展吞沒灣寶社區之論述與行動。2
 

「灣寶社區」這樣的運動過程展現出高度的社區集體性，不僅受到

輿論的支持，更受到國內不少大眾媒體的重視，包括公視【我們的島】

節目拍攝了［童年保存期限］、［灣寶西瓜保衛戰］等專題報導，3 民

視【異言堂】專題報導［搶救灣寶西瓜］，4 客家電視台【客家新聞雜

誌】深度報導［灣寶的故事］等。5
 

在這些專題報導中清楚可見媒體讚揚「灣寶」集體行動所凸顯的強

烈社區意識。以下本文將進一步分析、詮釋「灣寶社區」為何能夠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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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強大的社區動員力量，並從中了解社區地方文化傳播與建構對社區

營造運動的形成所具有的意涵。 

肆、「灣寶社區」地方文化動員行動 

「灣寶社區」營造運動的初始概略可以 1996 年「灣寶社區發展協

會」成立為起點。協會設立初期並無明確社區營造運動及地方文化傳播

策略，成立背景與今日大部分社區相同，係因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時期針

對 1994 年的相關政策宣示並由昔日的文建會（今升格為文化部）主

導、推行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陳其南當時擔任文建會主委，引進了日

本造村、造町概念作為經營社區營造的理念方針，以文化建設為整體社

區營造政策的主軸，透過各種政策倡議和觀念教育，以及從中央到地

方、由上而下的實質經濟資源投入，並且頒佈〈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明

訂社區可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大規模地推動社區營造活動。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村／一里設立一個社區發展協會成為社區總體

營造政策的主要的現象。在性質上，社區發展協會亦成為推動臺灣各地

社區營造運動的重要角色（徐震，2004；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

2007）。 

值得一提的是，「灣寶社區發展協會」設立前一年，灣寶地區才因

1995 年元月被列為新竹科學園區第四期擴建用地而面臨大半土地徵

收。由於地方政府執行土地徵收過程中所採用的土地徵收方式以及土地

徵收價格不符合社區居民期待，因而形成歷時一年以上的集體抗爭和請

願行動。 

當時為有效動員抗爭組織，居民共同成立組成「苗栗縣後龍鎮苦苓

腳地段權益保護委員會」，成功帶領居民請願成功，使得「灣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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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被徵收的命運。其成員如副主委陳幸雄、委員洪箱，日後分別先後

擔任「灣寶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成為推動社區營造運動的核心人

物（張天寶，2007）。 

透過檢閱 1995 年此一反動土地徵收行動的重要聲明文件，包括

1995 年〈2 月 16 日的陳情書〉、〈3 月 23 日的聲明書〉、〈10 月 16

日的陳情書〉、〈10 月 27 陳情書〉，內容均尚未運用社區這個字眼，

僅強調灣寶里這個行政區遭受徵收是如何不公，並以古地名苦苓腳為集

體抗爭運動的主要範圍。就運動的表現觀之，傳統地理名稱、文化認知

與集體抗爭形成的緊密意義連結，可說是初步發揮了凝聚居民的集體意

識並形成有用的集體行動。 

時空挪移到 2009 年，在面臨第二次土地徵收時發起的諸多動員行

動中，「灣寶社區」的集體認同象徵概念則不斷地被明確凸顯。有趣的

是，在本研究訪談過程中，同時參與兩次土地徵收抗爭、動員的地方意

見領袖都將前述第一次土地抗爭納入社區集體動員經驗與歷史。但究竟

「灣寶社區」意識建構過程中是否透過其他文化傳播策略進行社區動員

和營造，以下進一步討論。 

一、老照片作為文化動員策略：「灣寶社區」傳統的再生產 

雖然「灣寶社區發展協會」已如前述早在 1996 年成立，然而嚴格

說來，灣寶社區營造運動直到 2003 年才開始建立、逐步深化並發起第

一次的文化傳播與動員。 

2003 年，「灣寶社區」開始積極參與文建會發起的社區總體營造

活動評選，參與動機概略關係到「社區營造」的政治、經濟資源的爭

取。也就是在這個響應社區營造政策的過程中，「灣寶社區」開始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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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瞭解社區營造理念，並由里長和社區發展協會共同協力規劃地方文化

傳播活動，以社區文化發展角度動員居民參與社區事務，也藉由地方文

化傳播發展出日後以文化、地方意義為基礎的社區動員行動。 

灣寶里長謝修鎰：稍早還沒有參加社區營造之前，一般我們的

觀念就是說，社區就是辦個晚會、健康活動，一般我們想說，

社區的工作就是這樣而已，這次這個機會，得到訊息，文建會

這邊有辦一個社區總體營造，那陣子一直在講，我聽得也是一

頭霧水，社區成立就是這樣而已，沒這個概念啦，當初那個行

政委員在問說，我們這個社區到底有什麼特色，我不會講啦，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我們社區就是沒有什麼特色，我們才會

參加這次的評選，如果有特色我們就自己作就好了，我們就不

用來了，那時候行政委員大概是想說，因為是這樣，所以我們

可能比較有那個可塑性，所以我們才會入選（文建會，

2003）。 

在活動成果的紀錄片拍攝中，當時擔任灣寶里里長的謝修鎰受訪內

容一定程度表現出了社區營造概念對他而言實是尚處有待深化的狀況。

另一方面，正因社區總體營造發展數年後臺灣各地方紛紛為了避免邊緣

化且力求發展而不得不爭取社區營造資源，希望藉此能以社區營造之名

來獲得發展之實。 

在此階段，「灣寶社區發展協會」開始展開有利於社區營造的文化

行動，其中灣寶社造員吳淑玲便是整個文化規劃行動的關鍵角色： 

灣寶社區營造員吳淑玲：因為我跟我先生是這四年才搬來社

區，說真的，我對社區不是很瞭解，因為家裡環境就是自己

過，說真的跟社區不是說接觸得很近，才有互動這樣子。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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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就寫了一個尋根之旅這樣的計畫，蒐集老照片，然後整

理灣寶里的歷史資料，從這樣來慢慢瞭解社區。從（計畫）中

間我也是真的很投入社區，因這樣子而認識更多的人，甚至認

識很多他們以前的照片故事。我覺得這個意義非常重大，不管

是對我個人，甚至對社區每一戶提供照片的人，我想是給他們

不同的感受，甚至他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活動，這樣

子（文建會，2003）。 

藉由重新挖掘當地歷史文化的計畫，「灣寶社區發展協會」率先以

搜集社區老照片、展出老照片為其文化傳播策略，6 希望藉此讓每位照

片提供者述說老照片的故事，重現當年的歷史和人文，並在說與聽故事

的文化傳播過程中建構地方文化與社區感。此點可從以下居民的生動分

享中略窺一二： 

蘇綉鳳（居民）：在這個相片的故事裡面，在我們庄頭有一個

阿伯，我去他家，我看到那個相片就掛在他們家牆壁上，我就

想到，這個長輩，我細漢（小時候）在讀書，那種山路那樣起

起落落，他抬一支鋤頭，就在路上那樣拓，一格一格那樣拓，

拓（平土地）給人經過比較不會滑倒。我就想說這個阿伯，我

看到他的相片，想起他的過去，種種做人的行為，都不是為了

他自己，都是為了眾人的利益那樣子。我想說，這個相片假使

能夠讓人知道他，不知道有多好。正好我們這個庄頭，選到可

以營造文化，我們有這個機會把照片拿出來可人看，我就去他

家跟那個阿木伯講：你這個相片可不可以借給我？他說，好

啊！要做什麼？我就給他借來，我就想到一個老人家的德行，

他的故事應該講給人家知，正好有這個機會，參加營造，我們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六期  2013年 7月 

‧188‧ 

適時的讓我們把我們的故事講出來，我就把這個故事講一講

（文建會，2003）。 

過往研究（如 Eliasoph & Lichterman, 2003）認為，有效的文化傳

播、溝通是促進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集體行動的關鍵基礎，而藉由老照片

活動的文化傳播毫無疑問地能夠促使居民在面對老照片時勾起回憶、訴

說圍繞在社區發生的歷史點滴，也在緬懷過去美好事務的過程中使社區

成員形成有益於社區營造的溝通互動，強化了以社區為基礎的共同認知

（Tuan, 2002, p. 308）。 

前述老照片的蒐集最終亦出版成《後龍灣寶──咱庄頭的故事》，

加上後續文史工作的經營出版，不僅將社區過去的地方歷史透過圖文保

存下來，其對文化傳播的意義更在於保存過程與歷史再現的效果。換言

之，就在這個記憶昔日地方文化事務和歷史圖像化的過程中，新舊成員

得以形成集體性互動；在講社區歷史、說記憶中的昔日點滴故事過程

中，社區文化的歷史面向得被重新獲得。 

據此，社區組織能透過紀錄出版以及展出老照片的文化傳播活動重

新凝聚社區集體記憶，觸發舊成員的共同記憶並緬懷社區昔日的人事

物，也促成新一代成員與前一代社區成員的網絡得以相互聯繫和強化，

增加跨世代成員的社區參與和社區歸屬感（Sonn, Bishop, & Drew, 

1999）。2009 年，本研究曾經訪談灣寶社區營造員與前任、現任協會

理事長，他們都不經意地提到老照片活動對社區成員的意義，相當程度

顯示該文化傳播活動有益於社區動員。 

事實上，任何集體感受都有賴共享的文化意義行成，也有賴一個能

夠有效促進成員彼此互動和溝通的機制（Eliasoph & Lichterman, 

2003），其效果甚至是建構出能驅動集體行動的價值方向（Swidler, 

1986, 2001; Alexander, 1990／李家沂譯，2002）。這樣的文化物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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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敘事的互動過程能夠產生傳播擴散和集體心理感染的動員力量，進

一步串連起社區成員，驅使網絡成員在歷史敘事與地方文化象徵圖像形

成過程中變得更加緊密。 

換言之，這種透過歷史和記憶形成的社區文化敘事的擴散反應了

Swidler（1986）所謂的「傳統」這樣一個文化型態。短期間來看，雖然

這些有關昔日傳統、歷史的地方文化傳播並不直接影響社區成員之某些

行動，卻能夠提供「灣寶社區」營造行動的文化工具箱，建構社區行動

策略的資源，進而有利於未來形成集體行動的意義系統和情感資源，成

為社區成員凝聚、串連以及共同對抗外在結構壓迫的動力來源

（Neuhouser, 1998; Sewell, 1992; Swidler, 2001; Watkins & Swidler, 

2009）。 

二、地方經濟作物的文化建構：灣寶西瓜的象徵化 

西瓜原是灣寶主要經濟作物，其他還包括花生、蕃薯、稻米。然而

從「灣寶社區」營造運動的歷史過程可以發現，透過持續性的文化建

構，西瓜被挑選為深具地方人文精神的象徵物，不僅被建構和附著

（attach）對「灣寶社區」的地理人文和歷史情懷，更在持續的文化傳

播活動中逐漸轉變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徵。換言之，在社區營造運

動的過程中，西瓜從經濟轉變為地方象徵，也正好反應出地方文化傳播

是社區營造成功與否的關鍵機制。 

那麼灣寶西瓜是在什麼樣的地方文化傳播過程中成為最足以代表灣

寶的文化象徵？藉由田野訪談和相關文獻資料可以發現，種種活動中，

「灣寶西瓜節」是建立西瓜為地方象徵的關鍵文化傳播活動。 

自 2002 年起，每年夏天「灣寶社區」的首要大事便是舉辦「灣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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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節」；然而對灣寶而言，西瓜在不同歷史過程之意義卻有所不同。

從現有經驗資料可以發現，「灣寶西瓜節」早期並未反應出今日的文化

象徵意義。2003 年「灣寶西瓜節」會場上，當時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長便強調了此節日的推動是側重在藉此帶來西瓜的「經濟行銷」效益。 

這樣的論述相當程度反應出 1990 年代末由政府推行的地方產業文

化行銷政策，特別是服膺於由文建會的地方文化產業和農委會的「一鄉

鎮一特色」等政策論述。然而，這個早期純以推銷西瓜為主要目標的西

瓜節慶活動，卻在後續的「灣寶社區」營造歷程中發生了相當不一樣的

意義變化。 

2009 年是「西瓜節」在灣寶連續舉辦的第 8 年，其意義已從經濟

發展與作物行銷的意義轉而成為集體認同凝聚的重要象徵。在歷年連續

的地方文化傳播活動運作下，「西瓜節」已被視為展現「灣寶社區」的

地方特殊性，是讓地方子弟回鄉，充滿文化感染力的特殊文化時刻。負

責此活動辦理的「灣寶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洪箱（受訪者 B），便曾

如此提到： 

我們西瓜節我們也已經辦八年了，其實一個在地精神在地文

化，我們這個地方的人大家在這裡生活可能三百多年，四五代

了，到最後這些人都生活在這裡這麼久，我常在說，我們這些

人大家都相處得很融洽，其實大家都能夠忍受你的個性，現在

他們要把我們徵收，等於就是滅庄了（受訪者 B）。 

正如前述，由於當時灣寶面臨了「苗栗後龍科技園區」強硬徵收大

部分農地的問題，地方已陸續發起社區抗爭，使得苗栗縣政府中斷對

「灣寶西瓜節」行之有年的固定補助。這對「灣寶社區」居民而言，無

疑是深具象徵性的壓迫行徑。從上述訪談內容可見，洪箱提到「西瓜

節」活動是「灣寶社區」的年度大事，已經是行之有年的重要地方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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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而西瓜作為活動主要象徵物，代表著地方精神以及社區網絡的凝聚

和互動，包括在「西瓜節」舉辦的地方文化表演，擔西瓜、吐西瓜子等

遊戲活動，首要目的便是讓遊子和社區成員能夠重溫昔日（值得緬懷和

維持的）灣寶人的生活。 

灣寶當地雜貨店是社區人際互動的核心地點，雜貨店老闆娘（受訪

者 G）也指出了「灣寶西瓜節」對當地具備的重要性： 

（問：西瓜節，參加的人大概是什麼樣的組成？）受訪者 G：

就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都會回來，出外學子都會回來。在

外面賺錢的都會回來。（問：這樣就很成功勒？你有特定打電

話叫他們回來？）不曉得耶，他們就是會自己回來（受訪者

G）。 

社區文化意義透過西瓜此一文化象徵在「灣寶西瓜節」這樣的現代

式文化建構過程中形成了顯著的社區集體關懷，不僅成為得以串連「灣

寶社區」意識的文化主題（cultural theme），也構成社區面臨外來勢

力、形成危機時串連社區成員與社區外支持團體的有效文化傳播及動員

手段（如抗議「後龍科學園區」土地徵收事件）。2009 年的「灣寶西

瓜節」海報之文案便曾寫到： 

今年連續第八年了，也或許將是最後西瓜節。雖如此，灣寶里

民更要以歡樂，迎接這個外出子弟返鄉、親朋好友相聚的日

子。若真要，如花般凋落，也要以最美的姿態飄下，但，本地

農民當初，一鋤頭一畚箕地開墾，加上無數心血才有今天的良

田，請別讓農民守護田園的心碎（誠摯的邀請您蒞臨灣寶西瓜

節，2009）。 

在長期累積建構形成有效的西瓜文化象徵意義基礎上，「西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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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有效的文化動員機制，展現出高度的文化象徵意義。即便是因「後

龍科技園區」抗爭事件使得「西瓜節」缺少地方媒體的宣傳和地方政府

的財力支持，「灣寶社區」仍然在協會幹部和里長到處籌措以及社區民

眾熱心義務參與下順利舉辦，不但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遊子返鄉參與，

也受到台灣農村陣線、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等團體到現場抗爭打氣（黃

姿華，2009）。7 而從動員論述中可以發現，西瓜已緊密與地方、灣寶

社區聯結，成為社區文化建構的具體成果。 

除了灣寶西瓜節外，促成西瓜的地方化、灣寶化和象徵化的另一文

化傳播策略則在於新舊歷史、圖文與在地敘事的交互建構策略。受訪者

E 為「灣寶社區」當地人，並於 2007 經營當地唯一的人文藝術工作

室，在受訪過程中便曾回顧地方性文化傳播的開展狀況： 

本來是我太太，我太太是社區營造員。就是一開始，蒐集收集

文史資料，我們有出那個書，我們村內的故事。活動的話，就

是大家一起作，其實每年的西瓜文化節，我們是每一年都有加

一些活動在裡面，我們就是跟大家講一些文史資料、地方生態

文化。……之前照片的話，就是一些特定人士，生態的話，他

們也會看啊，沒有想到我們這邊有這麼多東西（受訪者 E）。 

在本研究個案中，灣寶人文藝術工作室是另一個社區營造的地方志

願組織，其無疑是帶動灣寶西瓜成為文化動員的重要行為者。在受訪過

程中，受訪者 D 亦曾提及：「以前西瓜照片很少，以前沒有照相機。

現在我們有拍，在種啦，在擔西瓜。」 

一方面著眼於老照片反應社區歷史所帶動的社區感渲染力，另方面

西瓜被設定為目前「灣寶社區」重要的代表物件，因此透過新照片紀錄

西瓜這個重要文化象徵，以建構新文化保存和再現，便構成了重要的文

化傳播形式。而這樣的有效性又特別與舊歷史（西瓜照片）的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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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相互對照，讓居民得以接受新時代的現代照片，填補缺乏昔日西瓜

種植照片的缺憾。 

誠如 Nagel（1994）分析指出，文化材料使用並再現於符號是透過

權利、資源的競爭來完成。而由社區營造運動組織刻意挑選的文化傳播

要件──西瓜──作為可能的社區文化象徵物，正仰賴文化傳播活動來

創造可能的意義和詮釋系統。因此，透過地方文化傳播活動，西瓜便可

被創造來與社區成員生活息息相關，同時是深具地方性的社區獨特部

份。讓其不僅不同於其他地方經濟作物（作為一種生產性、物質性的存

在），灣寶西瓜更被進一步地方化和擬人化而成為促進社區成員共同建

立的文化溝通載具（vehicle）。 

總體而言，利用新時代的圖像和歷史文字、說故事等親身傳播活動

以及大型地方文化傳播活動，建構了有用的社區營造機制，使「灣寶社

區」成員能夠集體重新發現過去歷史、地方記憶，並發現當下的共同意

義──灣寶的西瓜是屬於「我們的」（our）西瓜。不僅呈現「灣寶社

區」的集體感與共同歷史敘事，也可被視為是地方物（local objects）的

文化新建構，以此造就「灣寶西瓜」得以有效地具像化，進而繁衍出社

區共同歸屬和想像，以支撐日後「要西瓜，不要開發」的論述正當性；

這無疑也創造出社區的地方動員所需的集體意義。 

伍、地方文化動員的可行性 

在分析層次上可以發現，不論是舊歷史的原地重現或者西瓜節慶、

西瓜象徵化等新文化建構活動，皆已反應出文化形式如何透過文化傳播

而建構、形成有效文化資源，以提供有利於社區營造的文化動員動力，

提供社區互動的慣習（habits）、技能和生活形態（style）的行動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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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rtoire），成為區民自我建構的基礎（藍佩嘉，2000；Swidler, 

1986, p. 273）。 

而對本文而言，關鍵在於什麼文化型態性質有利於形成社區營造運

動這類集體行動，透過文化動員又如何有效地促進文化型態形成有用的

文化資源、其表現的樣態為何。以下嘗試進行進一步討論： 

一、傳統的建構與再建構 

傳統是構成社區居民一種共同文化信念和文化實踐，多視為理所當

然，像是生活中各種具傳統意涵的正式儀式能夠提供廣泛的共享系統，

以作為標示忠誠和成員關係的基礎。這樣的新傳統對社會行動的影響能

展現在其調節社會成員之忠誠度、互惠程度和責任義務的程度

（Swidler, 2001; Watkins & Swidler, 2009）。 

在「灣寶社區」，灣寶西瓜節慶原本是地方產業及文化行銷的活

動，後經由 8 年社區營造運動和文化動員逐漸轉變成為行之有年的地方

文化傳統的活動儀式。在這個過程中，在地社區居民知道應該如何協

作，如誰應上台發言以及為何發言等；相對而言，出外工作、遠遊、讀

書的遊子也認知應該返鄉。換言之，在地居民與出外遊子對於投入「灣

寶西瓜節」所具備的高度動員力、響應程度，凸顯的是，西瓜節慶活動

日漸成為重要的社區文化活動。 

值得重視的是，這樣的西瓜節慶作為新的在地文化傳統，即便在現

實中是種相對較短的小歷史，但這樣的小歷史和新文化建構不僅能凝聚

在地資源的生產與再生產（如集中人力和經濟資源辦理節慶活動），同

時也產生人際網路關係和新經濟機會（銷售西瓜），更可以作為應證我

群存在意義的文化場域。在此文化場域中，屬於灣寶的地方文化具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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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並濃縮，成為地方對抗威權、人民對抗政治與資本勢力的文化力量。 

歡迎各方好友一起來吃西瓜 

灣寶鄉親敬邀 

經過風雨的一年 

我們長輩頭髮又白了一些，但依然堅強 

今年我們還是以歡樂的心情來迎接這親朋好友相聚的日子 

更要告訴苗栗縣政府，不補助經費並不能阻止我們歡聚，也無

法打擊我們的信心（第九屆灣寶西瓜文化節，2010） 

2010 年，灣寶保護農地、社區抗爭進入第二年，當時正舉辦第九

屆的「灣寶西瓜節」。這一年的西瓜節很特別，因為「灣寶社區」居民

結合環保、農運團體以及公民團體的支援聲浪抗議中央和苗栗縣政府強

力徵收良田的衝擊達到高峰。即便缺乏地方政府的經濟奧援，「灣寶社

區」居民仍然延續第八屆灣寶西瓜節的辦理精神自立辦理，同時透過柔

性訴求的文化傳播論述彰顯「灣寶西瓜節」的重要，仍要辦下去。活動

網站海報登載了一首歌〈灣寶的心跳聲〉，歌詞開頭便寫著「那西瓜藤

蔓延，溫暖的旱沙地。像農民離不開，有土香的地方（第九屆灣寶西瓜

文化節，2010）。」 

以「西瓜藤蔓」連結「土地」與「農民」，此三位一體的象徵論述

突顯出「灣寶西瓜節」連結在地人、遊子與外來客人的重要性。即便現

實存在著抗爭不成西瓜農地就要全面徵收的隱憂，這一年的「灣寶西瓜

節」反應的文化象徵仍然強調凝聚群體的存在意義以及維繫微小權利去

抗拒政治與經濟勢力的動員意義。而灣寶展現出的集體共識與意義恰恰

反應出社區做為自主、自為、自立群體的理想價值（夏鑄九，2007；夏

鑄九、成露茜、陳幸均、戴伯芬， 2002； Jackson, 1978; Michau,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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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十屆西瓜節活動更名為「灣寶西瓜節及感恩晚會」，

因為這一年舉辦時，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正式駁回苗栗縣政府的後龍科學

園區開發案，也代表著這幾年艱辛的護農、保田地、守住社區的抗爭成

功，「灣寶社區」正式走出土地被徵收的陰霾、免去社區意識因經濟開

發而面臨分崩的危機。這一年的「灣寶西瓜節」邀請函主旨為「灣寶鄉

親誠摯的邀請各方好友一起來吃西瓜」，整個活動成為回首艱辛抗爭過

程的歡笑回憶與慶祝會，昔日協助抗爭的外地運動團體共襄盛舉，讓西

瓜節帶有濃厚的嘉年華和慶祝重生意味。 

而活動中廣受矚目的新節目，是由灣寶老農為主組成的地方志願團

體如社區發展協會、自救會等主要成員，以及地方里長在會場上獲得社

區頒贈的獎牌，代表灣寶居民對其愛灣寶、愛鄉土、愛里民的感謝，更

表揚他們在帶領灣寶區民對抗政治和經濟開發勢力的貢獻；這樣的表揚

正內涵著社區形成的認同感，也顯見「西瓜節」已成為多元豐富的文化

場域。 

整體而言，透過小歷史的分析來詮釋與了解「灣寶西瓜節」的內涵

變化，可見新傳統的建構同時能建立「灣寶社區」文化動員的動力，不

僅讓「西瓜節」跳脫了十年前反應政府積極發展地方經濟的行銷活動特

質，更成為積極凝聚地方能量、在地重生、復興農民精神等多重內涵的

文化場域。 

二、土地的文化價值常識化 

在概念上，常識被假設為受到長期累積和受到社群成員認可所形成

的更接近不言自明的世界觀（Swidler, 1986）。在「灣寶社區」中，土

地與人的緊密關係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常識。這也表現在以下的親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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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內容： 

（問：阿伯你們現在對土地的感覺是什麼？） 

受訪者 H：土地就是自早，祖先一代傳一代，大家都捨不得。

人家就是說一代傳一代。 

（問：有的年輕人想種田賺不到錢就賣掉？） 

受訪者 I：有也是有，有能力就不會賣，有一個半個歹子，每

個庄頭都嘛是有，有的沒錢就是要賣。 

（問：土地被收徵你們就可以退休啦？） 

受訪者 J：不是啦，住在鄉下就是這樣，吃老就是一直作，一

直作到不能做了再做打算。都是這樣子！沒作就是無聊，也不

甘土地被收去。 

（跟它換錢啊？） 

受訪者 H：換錢就是，錢會花完，地就一直在（訪談資料，

2010年 1月 31日）。 

從上述田野訪談可以發現土地蘊含的地方意義。從灣寶人文藝術工

作室的一場訪談對話，也可以發現「灣寶社區」居民在日常對話中如何

環繞著土地，包括如何從土地保存社區意識、關心土地和耕種傳統，因

而形成一套相連不可分的常識，更反應出土地連結生命的文化內涵： 

受訪者 D：一開始回來很不習慣，…然後慢慢認識我們社區這

些居民，慢慢熟悉了，把原來不喜歡的住家慢慢整理成自己看

起來順眼，然後就感覺比較有在扎根的感覺。自己動手作，這

裡本來就是亂七八糟，自己開始種花啦，種死掉就換別種，就

是這樣，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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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你們搬回來要適應比較快，因為波哥本來就是這邊

的人了，那要是我們要搬走，就不一樣了，因為我們從小就在

這裡長大，所以我們這些人，要適應更難。這些老年人，要去

別的地方適應應該很難，因為他們從小就在這裡長大，那種習

慣那種場景，（如果搬離這裡）我常說，人家說鬱卒會死，那

些人會這樣。 

受訪者 A：我們是不捨得這塊土地，不捨得土地上這些人，還

有這些環境，這個自然的環境，種種因素都有，為了維護這個

農村地方，最主要為了維護我們這個農村、為了維護台灣這片

土地，為了維護我們只有保護這個農地，下一代才有永久生存

的空間，才會永續經營（訪談資料，2009/12/18）。 

在社區土地上生活的意義，難以與土地割捨的情懷，作為一種社區

居民日常談話中不假思索的價值與共識，人與土地的不可分割，建構灣

寶最核心的地方文化內涵，這不僅是建立傳統的農村概念上，同時也是

強烈的農民的行動指引。瞭解灣寶社區的「常識」有助於回頭理解為何

1995 年強調土地經濟價值的集體反抗行動，到了 2009 轉變為以捍衛土

地、守衛家園和疼惜農村土地的論述。土地情感的常識化伴隨著社區文

化傳播的發展被相當程度的凸顯，並做為誘發灣寶社區運動的一個重要

的力量基礎。 

陸、結論 

社區是個體參與社會的最初場所之一，提供個體意義的角色、關係

和社會認同。事實上，不論任何集體感受均有賴於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共

享文化作為彼此互動和溝通重要的行動基礎（夏鑄九，2007；楊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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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Eliasoph & Lichterman, 2003），甚至是驅動實際行動的價值方向

（Alexander, 1990／李家沂譯，2002; Swidler, 1986, 2001）。 

因此，藉由文化社會學的分析角度切入，當有益於瞭解社區營造如

何透過文化傳播建立文化資源，並策略性地運用、協助社區營造社區運

動的建立。藉由經驗個案分析可發現，事實上「灣寶社區」自 2003 年

起開始運用明確的文化傳播為社區營造策略，以此建立有利於「灣寶社

區」營造運動的文化資源和社區動員機制。 

從灣寶的文化傳播和社區文化再建構過程中可以瞭解，原來的地方

經濟作物──西瓜──如何經歷地方的集體文化建構後逐漸成為灣寶社

區重要的文化象徵，並且成為與土地、維持生計之作物和地方情感，以

及鄉村環境生態之美等意象相互連結的文化意象結叢。 

對社區中的行動者而言，西瓜成為地方意義系統的重要文化象徵，

能夠提供社區行動具有一致化傾向的答案（Swidler, 1986），並能協助

成員將自我與周遭社會區分開來（Swidler, 2001）。因此，灣寶社區營

造運動經由種種地方文化傳播活動所累積的文化資源，使得當「灣寶社

區」面臨土地徵收危機時便能以西瓜為重要象徵促成有效社區動員，讓

「要西瓜不要開發」等運動口號成為有效的動員符碼，啟動社區居民抗

議的意義和集體行動。這也說明了「灣寶社區」何以能夠發展出一種環

繞土地、最後一塊寶地的論述，力抗企圖設立後龍科技園區的經濟發展

論述，同時形成備受社會矚目的集體動員力量。 

本研究結果正說明了倡議和實踐社區營造的重要行為者應該重視地

方文化資源的經營，地方文化傳播活動也能更創造社區彼此成員的互動

與聯繫並成為社區營造與動員的重要機制（Predelli, 2008, pp. 253-

258）。而地方文化的建構有利於社區成員形成共同慣習和生活形態，

是因地方文化可以成為社區集體生活的共同行動腳本以及意義系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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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寶社區」這個案例來看，一旦地方能透過文化傳播累積足夠地方文

化資源，一旦面臨重大危機或外來壓迫，哪怕是以缺乏行動力的老農為

主體的社區亦能有效地形成社區動員和集體行動。 

最後，本文並非意圖採取實證主義式的個案說明文化相關的傳播動

員是社區營造成功的保證，而是藉由灣寶此一個案透過實際經驗個案的

詮釋、分析，意圖理解和解釋實際經驗世界中，社區如何藉由地方文化

傳播活動累積集體行動的動力與機制；而有關地方文化傳播與社區動員

的理論化則有賴未來持續累積更多個案經驗。 

註釋 

1 本文所稱之社區營造運動聚焦在 1990 年由文建會主導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發展

下所促進的臺灣各地社區進行社區營造。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事實上社區營

造運動不同於 1960 年代依據聯合國「社區發展概念」及運作模式，在意義上社

區發展係「以社區資源救濟社區貧困」為重要面向，將社區發展至於行政體

系，視其為推動社會福利之工作。而社區營造運動則是 1990 年代由文建會發

動，引入日本社區營造概念，係由文化建設面向的強調促使臺灣各社區能夠

「建立社區自治」。這個過程更加強調社區自主、居民參與的集體行動模式，

企圖形成由下而上的動員來強化社區維護自我社群生活的模式。因此，社區營

造運動性質上更加貼近區民參與、共同自主的集體行動，其運動價值和目標更

圍繞在如何藉由凝聚社群、共同協力形成集體行動以維持或發展社群集體日常

生活等議題之上（徐震，2004，頁 26-29）。 

2 進一步可參考，李慧宜採訪／撰稿（2009/04/27）。［灣寶西瓜保衛戰］、［

童年的保存期限］，【公視 -我們的島】第 502 集；我還會留在地球

（2009.06.19）。［漂流的灣寶西瓜］，網址連結：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19.html；灣寶社區網站，網址

連結：http://artistic.org.tw/wan/modules/weblog/。 

3 【公視－我們的島】，［灣寶西瓜保衛戰］，內容連結： 

http://web.pts.org.tw/php/html/island/list.php?pbeno=1305。 

4 【民視異言堂】，［搶救灣寶西瓜］，內容連結： 

http://artistic.org.tw/wan/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250&start=0#foru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19.html
http://artistic.org.tw/wan/modules/weblog/
http://web.pts.org.tw/php/html/island/list.php?pbeno=1305
http://artistic.org.tw/wan/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250&start=0#forumpost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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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ost395。 

5 【客家新聞雜誌】，［灣寶的故事］，內容連結： 

http://artistic.org.tw/wan/modules/newbb/viewtopic.php?forum=12&post_id=247。 

6 「灣寶社區」雖屬臺灣典型農村社區，社區成員主要由幾大宗族構成，社群之

間平日互動頻繁，然而在社區發展協會初始的文化動員過程中，灣寶社區發展

協會發放 500 份誠徵老照片之邀請函，卻僅收到兩位居民的回應。因此，社區

營造員進一步運用策略，從圖書館借出一本某社區之《社區老照片專輯》，委

由一位熱心的社區媽媽帶著這本專輯充作樣本至每一戶進行宣導和遊說，最終

才成功完成第一次的文化動員行動（受訪者 D，2009年 12月 18日）。 

7 另可詳見，2009 年灣寶西瓜節現場實錄，【「守護灣寶」共同宣言】，網路連

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qbapc1Vj-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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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實地訪問表 

受訪者編號 說    明 訪問時間 

A 前灣寶社區理事長、灣寶自救會會長 2009/12/18 

B 灣寶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2009/12/18 

C 灣寶里里長 2009/12/18 

D 灣寶社區營造員 2009/12/18 

E 灣寶人文藝術工作室 2009/12/18 

F 地方居民座談 2009/12/18 

G 雜貨店老闆娘 2010/01/31 

H 地方居民 2010/01/31 

I 地方居民 2010/01/31 

J 地方居民 2010/01/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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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Mobilization of the 

Wan-Bao Community in Miaoli County 

 

Chun-Yen, Chang
*
 

ABSTRACT 

Cul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vement in 

Taiwan.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rare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community movement. Thus, this paper considers 

cultural mobilization, proposes an analysis framework, and underpins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culture and community movement interactions from a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perspective. Using this framework, we 

analyze the Wan-Bao community movement in Miaoli County to examine 

several research questions, including how to operate cultural resources to 

buil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mong community members, and how to 

connect community members with cultural mobilization. Based on this case 

study, we explain how culture is a useful tool for community mobilization 

and how action is useful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reover, we aim to 

clarify how cultural mobilization unites community members and enhances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mobiliz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loc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Wan-Bao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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