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歷史脈絡與論述分析 

要討論台灣目前將觀光做為文化產業的狀況，必須先討論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

政策，因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政策，最早便是從「社區總體營造」

政策中脫胎而出。本節從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提出，至「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

化」政策的實行，耙梳其過程中的演變與脈絡，並分析其中的論述接合，為後來

觀光化中如何實行新國家認同的打造尋找其論述基礎來源。 

 

第一節：政策背景與論述接合  

壹：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在文建會 1999 年出版的《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中提到關於社區總體營

造的源起： 

 

 台灣自黨禁開放，戒嚴令解除以來，社會生命力聚然勃發。政治改造運動已使

舊有的威權政治體制鬆動，各種資源開始從舊有的控制體系裡釋放出來。社會

多元發展的結果，則使區域要求自主發展的呼聲日漸高漲。.．．．．台灣民
主化發展也面臨關鍵期。民主體制的基本架構雖然已經建立，但民主運作仍未

上軌道．．．．由於長期封閉，一般社會成員的政治水準普遍偏低，一直以來

在台灣所推行的民主政治制度都被簡化為只是選舉與投票的活動，未能真正深

化為地方社區自治和政治參與的實踐。．．．只有透過人民的參與與監督，民

主才能逐漸深化，所以全民學習民主是不能缺少的一環。而學習民主最重要

的，便是開放公共領域。社區就是社區住民通過組織化動員的過程來參與自我

發展的場域．．．社區觀念的推展，在當前的台灣發展情境中就是為了要落實

「基層民主」（草根民主），不只是在基層選舉活動的參與而已，更重要的是基

層民眾對於自身所處的社區生活事務的參與態度．．．．（文建會，1999:18-19） 

 

另外，除了落實人民的基礎民主意識以外，社區總體營造還肩負文化建設的責

任： 

 
地方文化建設的一項最常被忽略的功能及目標，就是在社區共同體意識的培

養．．．舊社區解組而新社區仍未成形，造成國家社會缺乏內聚力，而非一具



體的有堅強生命的共同體，這必須從文化發展與文化建設的角度來解決問題。

（文建會，1999:19） 

 

 於是，自民國八十二年開始，政府提出「文化地方自治」的構想，又在民國八

十三年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念。 

 此概念的提出自然有其背景。在過去的的研究(黃麗玲，1995)中提到，從 1990

年起始，全台灣乎籠罩在一片「社區學」的熱潮中，但這一片社區學的熱潮中，

似乎可以分為兩個取向： 

 

 一邊是草根性的新興自治性社區如雨後春筍般竄起：抗爭型社區因扺抗國家不 
當規劃或資本的入侵行動而形成組織，長期經營的社區蹲點及社區歷史重建則 
是以地方認同為動員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社區議題興起一個動力卻是來自於 
國家的倡議：在國家體質轉型，政經力量重組，同時也尋求新的相應的文化意 
識型態以召喚不同的群體的過程中，國家領導人以「生命共同體」意識作為回 
應民間力量的語言論述；同時以文建會的社區文化建設為主體，透過行政資源 
的分配，試圖在社區的議題取得領導權，建構國家的文化主調（黃麗玲，民 
84:1） 

  

  也就是說，該時地方的草根力量正逐漸興起，而國家這一波運動潮之中，也扮

演了推動的角色。在此社區學熱潮出現之前，台灣的社區發展形式，是在大中國

統治意識型態下，壓縮地方性以建全中央的模式。因為制式的不考慮地方特色的

評鑑過程，使得地方特色被壓抑，而以國家機器所能解讀的符碼作為溝通的符

號，大國旗及口號標在地區中隨處可見，這是國家企圖將相同的文化發展內涵，

強行要求地方所有社區配合的結果，導致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大幅降低，社區文

化在這種情況下並沒有社區化，生活反而國家化。(王秋絨，1986)。 

 如同 Castells所言，現代國家的創建是國家（以文化、領土或這兩者共同加以

界定）而非國族，一旦國族在特定的國家領土的控制之中被創建出來，共同的歷

史的確就會產生社會與文化的鍵結，以及經濟與政治利益，然而，國（民）族國

家的社會利益、文化、與領土不均等的再現，使國族制度偏頗地朝向開國菁英的



利益及其聯盟成員間的關係，於是，當被壓抑的認同，不管是已在歷史中成為根

深蒂固的、或是經由意識形態地再生，能動員歷史國族契約新談判時，也就開啟

了制度危機之路(Castells，2002)。 

因此在地方上，與中央政權抗衡的地方政府漸漸出現(張景森，1990。轉引自

劉昭吟，1994:5-2)。例如以「環保、觀光、文化」立縣的宜蘭，正是地方政府自

主性的爭取與建立，宜蘭透過一連串的環保抗爭運動(如反六輕運動、反火力發

電廠運動等等)，一方面提高自身高自主性的意象；另外在行動過程中動員民眾

參與的策略，也漸發展地方發展方向的認同，並以此鬆動與地方政府的結構性關

係，突破中央／地方結構的規則與限制，進一步建構新的中央／地方結構。(劉

昭吟，1994:5-4) 

 

所謂以“堅持環保、觀光、文化立縣的目標＂不僅是真實的地方計畫，也是一 
種政治鬥爭的策略。而它的真實性，也是在空間攻防戰的鬥爭過程中建構的。 
(劉昭吟，1994:5-5) 

 

另外，台灣一直缺乏所謂「公民社會」的傳統，依著中國傳統一脈下來的台灣

社會，早年並無所謂「公」的觀念，若是我們想對傳統進行「創造性的轉化」，

當務之急是使民間組織能轉化成為現代公民社會中的有機力量，否則即使各種民

間活動再熱鬧，也終不可能形成公共輿論及公民文化。而台灣在解嚴以後，迅速

激發出民間的力量，出現了以單純「公民」身份組織起來的各種社團，使「社會

力」產生自己的力量，逐漸和「國家」區分開。（顧忠華，1999） 

最後，則是全球化的影響，台灣漸被納入全球化的脈絡之下，在此現象下，人

們的經驗壓倒性的被資本的行動所決定，造成了時空的壓縮及片斷化，人們經常

產生出貧乏地整合的某地方的意義、記憶和感覺，或是一種原子化的存在。資本

主義下地方感的淡化，乃是： 

 

．．．使人們為了抗拒個人化及社會原子化的過程，他們喜歡聚集在社區組織 



中，並隨著時間逐漸產生歸屬感，最後形成了社區及文化的認同．．．這是一 
個防衛性的認同──一種已知世界的堡壘式的認同，用來對抗未知及不可控制 
世界的不可預測性。突然地未加防衛地面對全球化的風暴，人們不知所措，只 
能緊靠在一起。(Castells，2002:69-70) 

 

於是人們為了抗拒個人化與原子化的過程，喜歡聚集在社區組織中形成小團

體，並形成社區及文化認同。（Castells，2002）。 

在這些潛在力量之下，台灣社會漸漸轉向，國家權力結構改變，黨國威權政體

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新國家機器的打造、大眾政黨的競爭、以及資本與國家

更為有機的整合。就國家意識型態的轉變而言，中國意識正迅速被新興的台灣意

識所取代，統獨爭議也逐漸轉化為新興國族的認同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

委會，1995:2)。 

於是，隨著舊體制的逐步瓦解，全新的黨國機器打造則方興未艾，「台灣化」

的訴求隨著 1987 年政治解嚴後便開始進行，隨著這個風潮，一個新的國家機器

建構活動必須展開。新興勢力採取了民粹主義的路線，以求達成國家主義的目

標，因為： 

 

原有的強人黨國集中並壟斷權力的模式不復在，反對運動的挑戰更帶出來社會

力量的解放以及民主要求的高漲．．．．消極而言，原有的支配體系原自舊時

代，充滿舊制度的掣肘與舊人的覬覦，對國民黨新當權派來說不敢用，對民進

黨來說則是無從使用，故兩個主要政治勢力（民進黨反對勢力，與國民黨的改

革勢力），均只能向「人民」訴求，以建立國家支配體系。積極而言，面對新

情勢，也唯有民主正當性方足憑恃，才足以擊潰舊有既得利益者以及其他新興

競爭者的挑戰，達成統合權力的目標。結果，新國家的權力基礎，跳過了既有

的權力架構，直接向人民喊話，取得他們所賦予的正當性基礎，再回過頭來接

收權力架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1995:5) 

 

 當時新的黨國機器便發展出新的霸權計畫，企圖製造全民共識，以民主為其形

象，正當化新國家的統治基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指出，建構新國家／國族

霸權計畫包括以下幾個部份： 



 

 在政治方面，將民主問題化為如何產生正當性的問題，奠定統治的民意根基；

在經濟方面，強化經濟發展，穩固統治的物質基礎；在意識形態方面，透過社

區文化建設以及台灣人身份的構作，強化國家意識；在人民權利方面，透過福

利國家的政策，獲取人民對新國家的認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1995:6） 

  

其中第三方面：「透過社區文化建設以及台灣人身份的構作，強化國家意識」，

乃是社區總體營造提出的首要重點。國家必須重新界定認同的國族建構，從歷

史、文化、語言、傳統等因素下手，建立人民集體身份的認同，於是李登輝適時

的提出了「建構生命共同體」的論述，以吸收當時草根回歸的各地聲浪，並且選

擇在 1993-1995 年，讓文建會推動以文化為主要角度的「社區總體營造」計劃。 

社區總體營造工程表面上是倡導社區凝聚力及振興地方產業，這個工程乃「從

社區文推展文化著手，藉由社區居民共同的鄉土關懷與共同參與的文化活動中，

產生社區意識與社區共同體的概念，而由此再產生一個全民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

體」（中央月刊，1994：14-15）。根據文建會當時的說法，社區總體營造的功能，

第一乃以社區做為建立文化認同的中心，使社區對居民產生在地感的意義；第二

是做為實質空間的改善，提昇生活美學品味；第三是做為國家公民意識養成的基

地，因為社區的概與公民社會乃是一體，以社區居民的自身動員來決定社區的相

關事務；第四是以社區作為整合國家資源的單位，促進國家行政體系的轉型，承

認權力下放，以有效進行資源分配；最後，是以社區做為產業再發展的地域，以

「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為訴求，任何類型的產業都可以加上文化的包裝，

使產業轉型成文化的一部份，另一方面也開發新的地方文化活動和產業，來配合

社區重建，以提供生活環境及經濟力。(黃麗玲：84:56-59) 

在這樣的操作之下，文建會的社區主義，便與李登輝提出的「生命共同體」主

張遙相呼應，在各式場合中，建構社區共同體，都和建構（新台灣）生命共同體

的論述相扣聯，而變成「我們的生命（社區）共同體」，變成國家積極建構以召

喚人民文化認同及政治認同的論述(黃麗玲：84:63)。國家這個在意識形態上製造



共識的計畫，乃透過社區文化的強調和台灣民族的建構，來培育「生命共同體」

的共識： 

 

在精緻化的層面上，新國家的文化政策，不只強調以往西方精緻文化的引進，

而且更將一些文化產品以台灣本土文化的形式，吸納到國家級的表現場所，使

之成為菁英文化一部份；在本土文化擴散化方面，則重視社區文化的重建，強

化地區居民的本土認同。台灣文化的精緻化與擴散化，不再像以往國民黨政府

所強調的是中國文化延伸，而是具有本土自主發展的性質。新國家並且藉此強

力將「人民」進一步建構成為「國族」，與國家相互界定認同，形成排除他者

的可能。這些做法，在在顯示國家機器企圖藉著從中國認同到台灣本土認同的

轉移，建立國族－民眾（national-popular）的文化，作為支配體制的正當性基
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1995:8-9） 

 

所以，社區總體營造這一政策的提出，是順從了草根勢力的興起、國家民主化

的訴求、及全球化之下國家本身權力結構的改變；另一方面，此舉可順利將國家

機器的打造、台灣本土化的意識型態藉此方式植入民間。 

針對這社區總體營造這一政策，以社區為號召建構的意識型態，在實行之初乃

是象徵意義大過實質意義，它的作用雖然在強化本土認同，但是社區參與的制度

面向卻完全被忽略。可能培育出現代市民的都市地區從傳統地緣中解放，但是鄉

村地區其公共事務仍被傳統連帶所牽制，大多仍是地方派糸在代理，進而壟斷公

共資源，像這樣的社區主義強化，並沒有辦法形成公共參與的政治，反而是強化

了地方派系動員地域認同和狹隘的地方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1995)。

這樣的建構會有幾個重大問題，包括第一，社區及市民社會的體質原本就與國家

是相違的，社區與市民社會，原本就與國家是緊張的關係，它們常對國家的都市

計劃形成挑戰，國家要收編這個概念，只會造成市民社會的衝突抗爭性被隱去，

資源仍國家手中無法下放(黃麗玲，84)；第二，國家收編社區的結果，只會造成

隱去了各社區住民異質多元的事實，而將之全部建構成同質的，被賦予集體意志

與集體利期的集體人民身份。在國家建構、國族脈絡裡出現的人民，通常都是民

粹主義式的人民，「它的特色是集體而無名，功能在於借用民主的名義，滿足新



國家威權體制的正當性需求」（王振寰等，1995）。 

 也就是說，在建構新國家的過程中，台灣同時以文化、認同打造的國族主義，

很可能在推翻舊有統治階級之後，複製了舊有統治階級的鬥爭形態，使用國家機

器從上而下的方式來營造新的國族文化，而不是「主動基極的使弱勢群體有更大

的自主性空間來建立不同於國族主義主體的文化主體性」，（陳光興，1994:204），

這就是所謂「台灣人的悲哀」，因為在民間積累的反對意識力量，被直接轉化成

為統治權力集團打建新國族－國家的基礎構造。（陳光興，1994） 

  所以，國家建構的社區論述，以「文化」之名固然可能開始新的工作方向，但

文化之名也會使社區問題宥於「文化」這個概念之內，使社區的基進面向不易彰

顯，且不質疑國家最終的價值觀（黃麗玲，1995）。人民的注意力因此被轉移到

「文化」上，不涉及實質的權力分配等問題。 

 從以上可以看出，當時學界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擔憂可能分成兩部份，第一部

份，是關於政治上，社區總體營造是否真的是由中央下放權力到地方，使人民藉

由地方事務的參與而形成所謂公民社會？第二，是關於文化，意識形態的打造，

可能使原本可能呈現的異質多元文化無法呈現。學界擔心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可

能犯下將人民想成同質的政治／文化體，而無法達到原本的構想。 

可是在該時，學界的擔憂並沒有阻止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進行。國家並更進一

步的提出文化產業政策。 

 

貳：社區總體營造到文化產業政策 

 

地方文化建設的一項最常被忽略的功能及目標，就是在於社區共同體意識的培

養．．．舊社區解組而新社區仍未成形，造成國家社會缺乏內聚力，而非具體

的有堅強生命力的共同體，這必從文化發展與文化建設的角度來解決問題．．．

目前的社會文化系統，產生民間和官方在某些程度上的隔閡，希望今後能調整

文建會與地方文化中心的關係，並透過地方文化中心，積極整合各種民間社會

文化資源。（申學庸，轉引自文建會，1999:19） 

 



在這裡，社區文化的概念乃是「從文化活動入手，顯然更容易進入民眾日常生

活領域，發揮凝聚民眾生活意識與共同體意識的效能」。以「全國文藝季」為例，

文建會認為活動中央去辦理，「很難整合於地方文化生活的脈絡」中，不如讓文

藝季交由地方文化中心辦理，「讓各縣市文化中心與地方文化工作者產生連繫，

整合文化中心成為地方的文建會」(文建會，1999:20)。 

 從此可以看出，文建會一開始文化的概念，仍由傳統的精緻文藝為主，但為了

「整合於地方文化生活的脈絡」，將所謂「文化」工作「下放」，這時的「文化」

內涵，應該是漸漸由中央精緻文藝，轉變成各地文化中心自行詮釋的「文化」。

文建會自己也聲明，八十年代的文化政策乃是「由中央到地方」，「試嘗把文化素

質與自身人文土壤作更緊密結合的企圖」（文建會，1999:22）。 

 這種「下放」，入手的方式是以地方的精緻文化及歷史文物為主，所以在民國

八十三年提出的「十二項建設計畫」中，將社區總體營造工作分為三類，其中包

括「文化資產保存」：第一、維護地方文物及古蹟；第二、「藝術村」的建立：第

三、以提供現代藝術場地及人才培育；第四、「文化藝術發展計畫」：第五、以加

強地方文化藝術環境硬體為考量，以期增加文化藝術活動下鄉之誘因；最後是「社

區文化發展計畫」：除了美化地方空間，「從地方特有傳統建築空間、文化藝術主

題館、人物紀念館、產業乃族群文物館、學校、廟宇、社區等既有展演設施等做

為切入點」，唯一關乎社區本身力量的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是配合上述硬體，

提供軟體活動、人才訓練及組織管理的工作（文建會，1999）。這個計畫是： 

 

以文化藝術形式做為切入點，以社區為對象，啟動社區意識的建立．．．．在

鄉村地區更以振興地方社區之文化產業和產業文化做為目標．．．．激起居民

自主意願，主動推行社區總體營造的觀念與做法(文建會，1999:27)。 

 

 從這裡可以看到的是，最初國家政策中，所謂從中央到地方的「社區文化」，只

是把舉辦文化活動的權力下放到社區中，而政府在這一波的文化政策中，仍採取

的是由上而下的教育者姿態，並不相信基底的群眾力量： 



 

事實上，台灣社會過去因為政治的壓制，台灣人民很少有參與公共事務的經驗，

市民社會力量並不成熟。如果要期待人民能夠即刻自發性地進入公共事務領域，

立刻成為一個完整社會公民，似乎也不合於實際，因此由文建會所發動的「社區

總體營造政策」，是一種文化生活的學習運動，相關計畫的推動就是要創造一個

讓居民可以學習處理公共事務的機會。如此一來，民眾自發自主地「由下而上」

的參與才有真正可以實現的一天。（文建會，1999:26） 

 

文化藝術獎助條例第九條規定公有建築物設置藝術品，但台灣一般厼大眾尚未有

成熟的環境景觀意識，如果沒有完善的作業程序與設置方式，地方的執行者將面

臨無所遵循的困境，貿然執行的結果，恐怕是另一個藝術生態的夢魘。初期文建

會乃以示範（實驗）方式進行，先從實驗操作過程中汲取經驗，以為全面施行奠

立基礎。（文建會，1999:26） 

 

 政策之中認為，為了建立社區整體的「生命共同體意識」，只靠保存文史，與

發展、邀請精緻藝術，似乎嫌不足，「．．．．，作法上．．．古蹟保存不是將

古蹟凍結起來，而是要賦予它新生的生命。．．．．認為自己所擁有的是珍貴的

資產，那麼就必須把這些特色轉化為促進經濟活動的基礎」，這類想法就是文化

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發端。因為事實上，當時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遇到了危機，

在當時社造過程之中，只強調了發展社區的民主與文化，卻無法將人留在社區裡： 

 

 宜蘭人什麼東西都沒有，可是他是最滿意、最滿足且最有驕傲感的，事實上，

我們也追求，同樣的我們也希望維持生活環境，這是我們所有經濟發展、社會

發展、政治發展最終的目的，可是每次到了選舉，或是其他議題的時候，宜蘭

人又會質疑，我們在宜蘭找不到工作怎麼辦？（陳其南1） 
 
 台灣過去也有這些頭城搶孤、鹽水蜂炮、屏東萬巒猪腳，多多少少都有特，色

可是這種特色並沒有社區總體營造化，所有有時頭城的搶孤、鹽水蜂炮，大家

也都知道那個地方有這樣的活動、這樣的特，色可是這樣一個特色並沒有為這

個地方帶來繁榮，反而帶來髒亂、交通問題，這不是社區總體營造的作法。（陳

其南，同註１） 

                                                 
1 陳其南於 997 年 11月 4日演講「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講詞，收錄於 王本壯等，1998:78 
 



 

因為這樣留不住人的危機，才使得社造單位重新審視社造政策中對地方經濟的

幫助，一方面不想使用傳統的工業化方式破壞環境，一方面又必須讓地方擁有自

行發展經濟的能力，因此有了下列的發展想法： 

 
社區總體營造的作法是透過地方的特色，把人帶到這地方來，有人來這地方才

有活力，才會有特色、才會有發展、才會繼續維持下去，這是社區總體營造的

精神。（陳其南，同註１） 
 

爾後，社區總體營造就變成「對應於創造、再生文化生活價值機制的策略」（文

建會，1999:28-30），其主要的設計乃是： 

 

 主要是透過社區居民的討論、組織、行動，先由外部政策的帶領刺激，引發居

民對自我權利與地方事務的關心，再漸進式地由民眾來主導社區營造的進行，

使一個地方和社區重新恢復生機和活力。社區總體營造一開始，居民應該先找

出社區特色（或問題），分別從單一不同角度切入，再帶動其他相關項目，逐

漸整合成一個整體的營造規模。（文建會，1999:31） 

 

 輔助地方政府推廣文化產業資源與特色，促進民眾認識地方文化風貌，宣導「文

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理念，鼓勵民眾關心、整合、運用地方文化產業資源，

營造地方文化特色產業，提昇價值與競爭力，開拓社區生機與活力（文建會，

2004:194） 

 

 這樣的設計，以經濟活動為活化的方式，使社區民眾珍惜自己社區的事務，並

藉由討論社區事務的方法來增加居民參與的形式，這種參與形式，亦是認同的重

要創造過程： 

 

 ．．．社區參與是社區建築中最關鍵性工作方式。（陳志梧，轉引自文建會，

1995:38） 

 

  所謂社區建築，不同於以往由政府、建設公司或菁英設計師由上而下的工作

方式，而是要真正讓使用者能夠在營建過程中表達他的需要和感情，因此，社



區建築所要完成的不只是一個實質的空間造物而已，而是要創造出一個能夠容

納住者感情和認同感的地方。（文建會，1999:38） 

 

經濟活動的施予目標，就是所謂社區的「文化」，可做為地方經濟活化的文化

活動內涵包括： 

 

可做為社區總體營造切入點的議題，包括生活問題的解決、社環境景觀的改

善、古績、建築、聚落與生活空間的保存、地方文史、人物、傳說、典故之整

理呈現、民俗廟會祭典與地方生活文化的展現、社區藝文聯誼活動、社區終身

學習活動、增進地方福祉的合作事業、地方特有產業之開發與文化內涵的提

昇、生活商店街之營造、社區形象與識別系統之創造、地方文化旅遊品質之精

進以及國際小型活動的舉辦等等。(文建會，1999:31-32) 

 

可見大多是以挖掘地方傳統、或解決地方經濟問題為主要導向，而其解決地方

經濟的主要方式，也以挖掘出的地方傳統經濟復興、或是重新建立地方特色產業

為主，例如： 

 

  ．．．．即使歷史街屋立面的保存計畫成功了，但是下一步可能會遇到的問

題是如何振興地方傳統產業的疑慮。大溪居民形成保存老街立面的集體共識

後，繼續意識到木器技術的保存很重要，但從木器造技術來看，在失去現代實

際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已非國家產業政策或是經濟政策的重點，因此喪失了繼

續發展的可能性．．．．．．．．「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思維，讓老

街文化成為大溪特有的觀光資產，讓木器工藝也成為地方的文化特色，繼續推

動地域的活化振興。（文建會，1999:33） 

 

是以「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政策以此方式鑲篏入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

中，並於 1995 年正式提出變成國家政策。 

 從以上文獻中可檢視出，最初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政府是以教育及輔導者的姿

態出現，指導民眾發展地方文化，並預設社區民眾將來的民主參與，期待民眾藉

由共同決定社區文化發展的方式，達到自決社區事務、珍惜社區文化、並由過程

中達到對社區認同的目的；另一方面，則以經濟活化為誘因，主導社區居民經由



民主討論的形式來保存、發掘自己社區的文化事務。但以上這兩點的實踐是有時

間順序的，首先是政策的帶領，再來是地方人士的參與討論，接著居民自決決定

社區營造的主題，以挖掘出的傳統歷史文化、或是地方特色產業來活化地方經

濟，而讓社區的民主機制自體營運下去。 

這裡可以看到的幾個不被說出的自然聯結是，一、「民主參與」與「地方文化

的發展」；二、「經濟活化」與「地方人士珍惜地方」。 

 預設民主參與，擁有自決的市民社會式運作機制，社區民眾就可以自由發展出

自己的社區「文化」。可是首先要質疑的是，政府一開始的姿態顯然將人民視為

缺乏教育的大眾，所以才需要政府的由上而下的輔導，這在根本預設上否定了民

眾有自己發展出市民社會的自覺能力，可以看出在政策之初，在政府想像中，大

眾仍較接近是精英主義的大眾文化理論之中的烏合之眾（Raymond.Williams），

這種烏合之眾沒有各別的面孔，在此種想像中，背後隱藏的是對民主的不完全信

任，一方面倡民主之利，另一方面卻想要控制避免真正的民主威脅到某些階級之

價值觀，在此種立場之下想像的大眾不但是單一面孔的，主要的「本源」也會傾

向灌輸給大眾某一種單一價值觀，並期待「烏合之眾」能照著所灌輸的價值觀而

行動。 

第二個預設乃是「地方經濟的活化就可以讓地方居民珍惜自己擁有的資產」，

以此提供認同的基礎。讓地方的資產成為地方經濟的基礎，固然可能使地方居民

重視地方資產，並藉由保存、挖掘地方資產的方式，使民眾參與到創造認同的活

動之中，可是這會否使得經濟活動成為地方資產存在的唯一目的，是非常值得懷

疑的，因為這個邏輯牽涉到，活化地方經濟的，其實並不是該傳統產業本身的產

值，例如大溪並不是真的靠著傳統木器工藝來自給自足，而是靠著它成為地方「特

色」產業後所附加的觀光價值，隱藏在活化地方經濟這種邏輯之下的，其實是將

地方產業轉變成被被觀光的目標，以此種邏輯復興的地方傳統產業，與地方的生

產關係早已轉化為抽象。 

「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在這樣的過程中發展起來，並成為基本國策，但



其最基本的體質因為上述的幾項連結，使本文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去檢視更背後的

預設價值為何，才可能解釋上述的聯結可能有何問題。 

 

參：文化政策的誕生與國家論述的連結 

台灣過去的文化政策可以說相當不受重視。直至民國六十九年才在十二項建設

中加入文化建設一項，七十年成立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其任務為：「統籌規

劃國家文化建設，發展中華文化，提高國民精神生活，並職掌文化政策之研擬，

文化活動之規劃、推動、文化資產之保存及文化傳播之及揚與策劃等。並於每一

縣、市成立文化中心，負責文化活動及康樂活動之執行與推動」。（文建會，

1985:69） 

 過去的文化政策中，其定義的文化，內涵為「中華文化」，政策則偏向於文化

的保存。過去認為，文化政策就是要做到文化資產的保存、鼓勵文化創新、將文

化「落實」於生活之中，並推廣精緻文化。另外，文化也與所謂的進步國家有關： 

  

 建立一個現代化國家，不單要使國民能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同時也要使國民能 
有健康的精神生活，因此十二項建設中特別列入文化建設一項。（蔣經國，轉

引自文建會，1985:90） 

 

但時至今日，文化政策中「文化」的內涵已大大改變，文化雖然與我們對進步

國家的想像仍相當有關，但其地位已從「不單要使國民能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同

時也要使國民能有健康的精神生活」這樣的配角，躍昇為國家進步的主角。 

 

如果我們將國力的概念調整之後，就會發現：經濟發展自身不能成為目的，它 

只是一種提供文化發展基礎的手段。就像國防和外交的成就一樣，如果不是為 

了保衛和散發我國的文化與文明，那又是為了什麼呢？如果這個社會不能在漢 

文化圈，或是在人類文明的領域，呈現出它獨特的魅力與貢獻，那麼我們存在 

和發展的終極意義又在哪裡？我們今天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投注的努力和心 

血，就是為了建立一個新的文明社會、新的文化面貌。（文建會，1998） 

 



 這是文化的新任務，也是國家發展將「文化」地位提升的重要合理化過程。文

化，不只是經濟發展之後生活的調劑，它成為經濟發展的目的與意義。 

 這個轉變其實乃是當代的趨勢。文化政策受到重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至今

的事（林信華，2002），這可能導因於消費社會的來臨後，人類的生活及認同已

然與文化消費無法脫離，文化符碼的意義產製也變得格外重要；另有一部份原因

來自於全球的資訊化，「創新」成為了最有利的競爭要件，而使得各國不得不重

視培育或保存本國的文化以為創新的源頭；另外，在全球化的浪潮之下，全球化

文化及在地文化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也大大影響了人們的生活，於是歐美各國紛

紛提出了具體的計畫及專門的部份，以為管理。 

 目前的文獻資料中，並無專門說明為何二次世界大戰以來，各大國政府皆專為

文化設立獨立部門以茲管理，但是關於我國文化政策專門部門的設立，文建會自

然有一套完整的說明，而分析這套說明，可以看出文化在今日政府論述中的定

位、內涵，皆與過去完全不同。 

首先，文化究竟可為國家的進步帶來什麼樣的幫助？這是在文建會在 1998 年

及 2004 年二個版本的《文化白皮書》中相關的論述： 

 

 充實國人的素養，營造美學生活 

希望透過文化的薰陶，重建國人的生活價值觀，達成豐富國人精神生活，活化 

社區家園的活力與生機，均衡城鄉文化發展的目標。（文建會，1998） 

 
 今天，國人的物質生活已大致無所匱乏，但精神文化的發展，仍待吾人共同反 

省，務期建立正確的生活價值觀，並進一步落實於日常生活中，對現存偏差觀 

念、行為和習俗等，則應進行個人和群體的全面改造，建立個人與他人、個人 

與群體、個人與環境的和諧關係，才能營造良善的生活文化，建構物質與精神 

和諧發展的現代社會，這也是社區總體營造所以由來的關鍵（文建會，1998） 

 

 得到世人的尊敬與友誼，展現優勢 
政府各部門充分瞭解和學習如何將文化意識融入各自部門的行政業務中，讓都 



市建築具有建築美學、讓街道生活化和人性化、讓公路和堤防有景觀可看、讓 

國民的日常行為進退有據，果能如此，我國才可能重建文化文明的景象,贏得 

世人的尊敬(文建會，1998) 
 

目前國人的生活習性與價值觀，仍然未臻理想，今後只有依賴有系統的文化施 

政，繼續擴大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終身學習，推展新故鄉新部落運動，普遍而 

深入地進行有關社會結構、民族習性、工作倫理和生活價值觀的改造與重建， 

做為政治經濟再提昇、國力再蓄積的動力來源，展現真正的文化優勢。（文建

會，1998） 

 

讓「創意研發」成為台灣的代言；其挑戰，是必須在過去歷史及未來中找到一

個更好的定位點。形塑文化台灣，對內是為了奠定文化創意的基礎，建立新故

鄉，對外是為了建立文化尊嚴，傳達國家威信，形塑當代台灣（文建會，2004：

241） 

 

 帶來經濟收入，提升國家競爭力 

因此，從長遠來看，自然、文化和傳統才是一個國家的永久資產和國力所在。 

此種國力的展現不只是集中在大都會，也在於無數生活型鄉村和小鎮，從這些 

地方所看到的真實面貌和活力才真正令人感到驚訝！與這些國家的國力相 

較，雙方差距最大的並不在台北市，而是在遍佈台灣各個角落大大小小的地方 

社區。今天世界上有許多地方的經濟活力主要就是靠文化旅遊方面的觀光，我 

們去這些地方是為了它們的自然環境、地方特色、傳統魅力和各種藝術活動， 

因為這些都是『文化』。換言之，文化不僅為這些地方的人民帶來形象和地位，

也為它們帶來實質的經濟收入。（文建會，1998） 

 

．．有系統的培養文化種子，透過全面網狀的佈局，建立健全、完整的人才創

作機制，落實提升國家競爭力的目標。（文建會，2004:242） 

 

 民主進步的社會 

由於民主化是現代文明國家的重要指標，而經濟的發展、秩序的井然、教育的 

普及與生活的美好，更是每個社會成員追求的目標，至其整體表現，則是社會 

文化品質的能否相應提升。（文建會，1998） 

 

．．．．近年來，「社區總體營造」一詞，儼然成為當前社區營造工作的顯學，

其真正的意涵，是運用各種方法與手段，將居住在一個小地域（社區）內的居



民凝聚共識，透過大家的參與，共同規劃社區的願景，面對社區的問題，也就

是希望恢復並提升社區中已經逐漸喪失的居民自主能力。（文建會，2004:187） 
 

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即是要社區居民瞭解並肯定社區的文化資源，以此

為基礎，以「由下而上」、「自立自主」、「居民參與」、「永續發展」的原則，大

家攜手同心，共創美麗家園。現階段工作的重點，是從建立人民愛鄉、愛土的

生活價值觀著手，進一步藉由社區藝文活動的推展，凝聚社區意識，改造社區

環境，提昇地方文化產業，建立社區文化特色。．．．．使民眾樂意為自己的

社區、社會、國家貢獻心力、奠定文化發展的基礎。(文建會，2004:187) 
 

 建構國家認同，還原歷史 

由於時空背景不同，以台灣文化為主體的觀念一直無法確立。今後有必要在學 
校教育之外，透過文化行政體系，精心擘劃社區的教化政策，結合柔性的藝文 
活動和鄉土學習，強化台灣民眾對這塊土地和文化傳承的認同，確定自我的主 
體性。文化行政系統的力量如果善加運用，可以適切地建立全民終身學習體 
系，培養立足台灣、胸懷大陸、放眼全世界的現代文化觀。(文建會，1998) 

 

 ．．．．．全方位保傳續歷史資料，積極的發展文化主體性省視歷史認同，促

進對話，凝聚共識，讓國民可以大聲說出：「我是台灣人！」，以自己的文化為

傲（文建會，2004:239） 

 

 呈現多元價值 

在多元價值的現代社會裏，由於立場、思維的互異，各界人士對於文化發展走 
向亦往往有不同的看法。但因文化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整體，它的體系是開放的 
而不是封閉的，所以多元的思考，不僅不該是衝突，而且還應是可以兼容並蓄，

甚至百花齊放的結果，經過交流辯證，可以更加豐富文化的內涵（文建會，1998） 
 
國內的文化思潮已逐步進入多元價值並存的境地。因此，今後的文化發展，一 
方面既要展示各性別、族群、地方、階層、信仰等的文化差異，凸顯特色；另 
一方面則要在差異之中，相互尊重、相互豐富（文建會，1998） 

 

以上這些，都以「這是一個進步的國家該有的優點」的方式呈現，其想像方式

是：「我國」為了追求進步，提高競爭力，所以必須要追求上述的境界，而文化

正是達到上述境界的萬靈丹，並以此推論「國家該要重視文化政策」。在文建會



2004 年出版的《文化白皮書》中，更省略 1998 年版本中闡述文化重要性的步驟，

而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均設置文化政策中央部門，直接做為訴求我國建

立事權統一之文化部門的正當性來源。 

文化政策既是如此重要，則文建會提出文化政策的幾個重大方向，包括：文

化資產之保存與再生、文化環境之整備、文化創意產業之推動、當代文化藝術之

拓展、新故鄉總體營造、國際文化交流。在論述之中，這些方向乃是使國家能夠

達到「擁有文化」這一目標的實踐步驟。 

於是可大概看出我國文化政策的整套邏輯，乃是以國家進步發展，趕上先進國

家為最高正當性來源，以召喚所有對國家是否具競爭力有所焦慮的人民，而文化

發展在此論述中成為達成進步發展的唯一手段，文化所包括的內涵也是成為進步

國家的唯一可辨識指標。於是在此之下文化統一管理單位便成立得順理成章，而

文化政策的制定與發展也順水推舟。國家發展文化的方式則衍生於原本的社區總

體營造計畫，接著與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接合。這個聯結方式，乃藉由社區

總體營造的為基底養份，使文化從地方培養起來（包括了民主、美學、多元文化、

永續經營、創意發展）： 

 

目前國人的生活習性與價值觀，仍然未臻理想，今後只有依賴有系統的文化施 

政，繼續擴大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終身學習，推展新故鄉新部落運動，普遍而 

深入地進行有關社會結構、民族習性、工作倫理和生活價值觀的改造與重建， 

做為政治經濟再提昇、國力再蓄積的動力來源，展現真正的文化優勢。(文建

會，1998) 

 

協助地方具史性或獨特性之文化工藝產業，發展其經濟利益，並藉由個別廠商 
及集體式輔導，以創造「一鄉（社區）一特色產業」為目標。．．除將喚起全 
國民眾對地方特色產業之重視並積極參與發展外，更期能有效創造當地特色產 
業之經濟價值，達到地方經濟永續繁榮發展之目的。落實推動「文化產業化」 
及「產業文化化」，輔導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協助地方特色業業者與工藝創作 
家，提升創意創新水準，健全其經營管理及行銷能力，並維持及創造在地就業

機會，境訓專業人力資，源以活化地方經濟，共同促進總體經濟之發展(文建
會，1998) 



 

因此，國家文化政策論述的產生，即是順著最初社區總體營造的步伐，由原本

社造政策中發展國民民主、文化素養、愛鄉愛土情懷等等概念，接上國家發展的

概念，即，最初的文化產業化為的是活化「地方」（經濟及認同），但同時文化產

業化也可以活化「國家」，故衍生出後來「文化資產之保存與再生、文化環境之

整備、文化創意產業之推動、當代文化藝術之拓展、新故鄉總體營造、國際文化

交流」等實踐方向，在文化乃是進入已開發國家的唯一鑰匙的原則下，文化產業

化－社區總體營造這一組政策，成功的與國家對外發展扣聯起來。聯結方式如圖

一： 

圖一：國家文化政策的論述 

 

 

 

 

 

 

 

 

 

 

 

 

 

 「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政策發展方向，幾乎不可避免的走向發展

觀光產業，在「文化」、「文化產業」、「社區認同」等概念，一切都在以「國家發

展進步」為中心做出論述扣聯之後，我們下一步可以確認觀光業在其中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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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有鑑於此，文建會在倡導「社區總體營造」時，並不侷限於傳統的村、里形式

上的行政組織，而著重於「社區」居民共同意識與價值觀念的營造。在日常生

活中可以用來凝聚居民共同意識和價值觀的事項很多，如地方民俗活動的開

發、古蹟和建築特色的建立、地方文史人物主題展示館的建立、居住空間和景

觀的美化等，各社區都可以考量本身的資源及條件，經由民眾共同努力的過

程，建立自己社區的特色。（文建會，民 87） 
 

 政府鼓勵各縣市建立自己的特色之後，下一步就是鼓勵他們成為可以被觀看的

對象： 

 
因此，從長遠來看，自然、文化和傳統才是一個國家的永久資產和國力所在。 

此種國力的展現不只是集中在大都會，也在於無數生活型鄉村和小鎮，從這些 

地方所看到的真實面貌和活力才真正令人感到驚訝！與這些國家的國力相 

較，雙方差距最大的並不在台北市，而是在遍佈台灣各個角落大大小小的地方 

社區。今天世界上有許多地方的經濟活力主要就是靠文化旅遊方面的觀光，我 

們去這些地方是為了它們的自然環境、地方特色、傳統魅力和各種藝術活動， 

因為這些都是『文化』。換言之，文化不僅為這些地方的人民帶來形象和地位， 

也為它們帶來實質的經濟收入。（文建會，民 87） 
 
所謂文化產業，一方面地方上不論原來是何種類型的產業，傳統的農漁業，土 
產特產業、觀光遊憩業，都可以加上文化的包裝，使得這些產業類型因為轉型 
而成為文化的一部份，而增加其吸引力和價值。另一方面則以開發新的地方文 
化活動和產業，來配合社區重建工作，提供較高級的生活、遊憩環境，使鄉村 
的初級產業直接轉型為具有特色的、精緻的第三產業。（李登輝，民 83；轉引
自黃麗玲，1995:59） 

 

也就是說，「文化觀光」是在整體文化建設之後的更大工程，在政府的藍圖中，

有了「文化」的各社區，會因為文化產業的發展而提高其產值，而更有甚者，在

該社區以此產業為社區特色及認同之後，將這個社區特色呈現給世人「觀看」，

這是更大的產值來源。劉維公即明言： 

 
在台灣，文化產業與觀光產業已經緊密的結合起來，根據《數位時代》雜誌(39 



期)的報導，目前在台灣每年有上百場的嘉年華會活動，平均每星期有兩個活 

動在舉辦。宜蘭國際童玩藝術節、台南白河蓮花季、屏東東港黑鮪魚文化觀光 

季、台北貢寮海洋音樂祭等是大家耳熟能詳的例子。這些嘉年華會的特色是積 

極結合文化、觀光、以及娛樂三項元素，創造出可觀的經濟效益，以宜蘭國際 

童玩藝術節為例，2001年該活動的門票收入高達２億多元，而其周邊的觀光 

經濟效益估計約１０億元。（劉維公，2003:44-45） 

 

 於是，發展文化觀光便代表發展文化產業，發展「文化產業」則成了該社區「有

文化」的符號代表。但這是否會造成問題？ 

 

第二節 觀光與文化 

在這樣一個論述架構底下，可以檢視上節提到，在社區總體營造中暗含的其中

一個聯結：「經濟活化」與「地方人士珍惜地方」。 

上節提及，活化地方經濟的是地方的特色產業，而地方特色產業又扣聯上地方

的歷史記憶，以建構認同。對地方而言，「發展文化產業就等於發展地方觀光」

是已確定的論述扣聯關係。 

但是觀光化的意義又是什麼？觀光化身為資本主義邏輯之下的一項活動，絕不

可能單純的視為一種休閒活動。 

 觀光是一種相當特殊的產業，學者MacCannell(1976，轉引自陳志梧，民 80)曾

指出，觀光就像 Simmel 所言的大都會經驗「快速集結著各種變幻的形象，每一

瞥之間都尖銳斷裂，出人意表之印象洪流」，而且MacCannell 也認為，觀光時每

個據點都涉及複雜的生產過程，以產生或得到普遍的、有意義的、有利的觀光凝

視。而且這樣的凝視並不是憑空而生的，是必須被教育、必須提供凝視的對象，

並且經過將對象世俗化的過程，對視景的命名、框起或抬高、建廟供起來、對視

景的機械複製、對視景的社會複製、以著者之名命名等等。Urry(2002)也指出，

觀光的凝視和尋找真實無關，真實只是因為它和一般人現實生活中的對比，因



此，搜尋新奇事物的觀光凝視才是觀光重心。Urry2指出（Urry，2002:2-3） 

一、 現代社會中，觀光是一種活動，乃是與不同於日常生活／工作的時間有

關，它是關於一段特別的時間與地點，以與日常生活區別。 

二、 現代社會的人口中，有確實的比例在從事觀光實踐，這是一種新的社會

化供應形式，以迎合觀光凝視的大眾化性格。 

三、 那些預期會提供強烈快感，特別是可通過白日夢或夢幻方式而得到快感

的地點才被選為看的對象，這些快感是被各式無觀光客參與的實踐所建構

的，包括電影、電視、文學、雜誌、錄音及錄影帶，這些東西建構並加強了

這些凝視。 

四、 觀光客被導引以不同於日常生活經驗的方式看地景或街景，會以這種方

式去凝視，是因為被帶離了日常生活的地方。這種觀光客式的凝視通常涉及

一些不同的社會模型形式，這些模型使人們以不同於日常生活的高度敏銳度

去看地景或街景。並且以明片、照片、模型．．．方式複製看的對象，因而

可無窮地被重新捕捉。 

五、 這種凝視是透過符號系統建構起來的，涉及一群符號的集合，例如：永

恆浪漫的巴黎、神秘的東方．．．等。 

六、 有一群觀光專業因而產生，以不斷複製永新的凝視對象。 

  

 因此，不論台灣的觀光化內涵為何，它們都是一種符號化的行動，是帶著被看

的眼光在進行的活動，其實對台灣而言，文化產業中的觀光活動就是雙重符號化

的行動－第一重是揀選適合自己的文化創意產業－先將一切的產業都符號化

後，再選擇最適合建構成社區特色的，並將之變成被看的對象，第二重是再將符

號－原鄉（社區）做一次結合，呈現出結合後的景觀化。當然有的地方運作是直

接將兩者合一的，以具有觀光價值的產業直接做為當地主要發展的產業對象，但

                                                 
2 參考陳志梧(民 80)論文中的翻譯。 



不論如何在選擇做為該社區特色的文化產業時，其選擇一定是帶著「被看」的目

標。這雙重的符號化之中，第一重主要「觀看的人」是社區內部的人民，因為這

個文化產業必須是社區內部人民所有認同匯集的符號，所以社區內的人民是觀看

者，而該產業是被觀看的對象；而第二重的觀看者才是社區外部的人，以該文化

產業與該社區人民認同結合後形成的景觀化為第二重符號，給社區外部的人觀

看。 

 且正因為雙重的符號化，使得觀光化社區與其實質政經連結以及歷史都更加的

抽離，以凝視為主要活動的觀光行為，所觀看的對象──這雙重產製出來的符

號，將與該地產生異化，變成憑空生產出，與該地經濟、歷史聯結可能都極為薄

弱的符號，但這架空的符號又將成為地方的原鄉符號，變成地方的認同中心。 

既然符號是架空出來的，它與地方連繫是薄弱的，那麼認同又是如何產生出來

的？也就是說，在政府的論述中，「發展經濟」，與「地方人士珍惜地方」是被直

接扣聯的，但這中間沒有被說出來操作的到底是什麼？ 

  

第三節 政策中的文化與民主 

壹、認同、文化、民主 

Castells(2002)在整理前人關於建立國家認同的理論時認為，「國家」(state)與「國

族」(nation)是不同的東西，他認為國族是「藉由共同的歷史及政治目標，以人

民的心智及集體記憶所建構的文化共同體」(Castells，2002:58)，而國家則是擁

有政權的政治實體。國族會依著歷史、文化及領域的共通可以造成人民強烈的認

同，國家則否。他並不贊霍布斯邦所言，國族主義只有依附在國家政體下之下才

能存在的，他舉例蘇格蘭、加泰隆尼亞、巴勒斯坦等，他們都是有國族但沒有國

家。因此，國族的出現與國家不必然是相連的。 

Castells認為國族主義是一種有根的建構，而且不是一群菁英操弄大眾的技

倆，甚至可能有反菁英的現象，他引用 Smith的評論： 



  

 經由一個歷史和命運的共同體，記憶可被保存鮮活而行動可保持他們的光 
芒，因為只有在具有共享歷史與準家庭般的連繫所形成的世代相連中，個人才 
可能有希望在此一純粹現世的經驗的時代中獲得不朽的感覺。因此，國族的形 
成及種族國族主義的崛起看起來更像是「代理宗教」的制度化，而非政治意識 
形態的制度化。也因此，它比我們願承認的還要持久有影響力。(Castells， 
2002:35) 

 

因此當代的國族主義是傾向於文化性而較少政治性的，它們的定位多在於防衛

已經制度化的文化，而非建構或防衛一個國家。例如吉野耕作對日本文化國族主

義的分析： 

 

文化國族主義的目的在於當文化認同薄弱或受到威脅時，經由創造、保存或強 
化人民的文化認同，再生國族共同體。文化國族主義者視國族為獨特歷史與文 
化的產物，且視其為具有獨特屬性的集體團結。簡言之，文化國族主義所強調 
的是以文化共同體的特殊性來作為國族的本質。（吉野耕作，1992。轉引自
Castells，2002:36） 

 

Castells也提出他對建構國族的看法，他認為，能夠增強國族認同的特徵各有

不同，但是所有的例子預設共同的歷史是必要條件。然而他認為，他覺得關於認

同，在理論及實踐上，真正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是如何、從何、由誰、以及為何被

建構。(Castells，2002:54) 

關於國族的認同，Anthony D. Smith認為有兩種，一種是「西方的、公民的模

式」（Western or civic model），這種模式強調的是「具有歷史意義的領土、法律

政治共同體、成員們在法律政治方面的平等，以及共同的公民文化與意識型態」；

另一種是「非西方的、族群的模式」（Non-Western or civic model），強調的是「宗

譜與假想的族裔聯繫、民眾動員、地方性的語言、習俗與傳統」，他認為任何地

方的認同，都具有上述這兩者的特徵，且以不同的比例混雜而成。(Smith，1991)。

Smith定義的國族如下： 



 

i. 具有歷史意義的領土，或「故土」 
ii. 共同的神話與歷史記憶 

iii. 共同的大眾公共文化 
iv. 所有成員共享的法律權利與義務 
v. 領土上互通有無的共同體經濟體系 

   

Smith認為，只要共同分享以上五點要素，且以共同名稱標示的人群，就是一

個國族。（Smith，1991:9-14。轉引自 江宜樺，1997:100） 

因此，不論是 Castells或是 Smith，都認為國族不等於國家，但是 Castells認為

國族不必然導致建立國家，他的國族定義，較似類於民族（這裡應該是 nation

的翻譯容易產生的混淆），而 Smith的國族定義，則包含了民族與國家的結合。 

台灣自 90 年代以來所從事的國家運動，到底是在建構新國族、新國家，或二

者皆有，至今沒有一個定論，這也不是本文擬處理的問題，但這個問題確是這裡

必要釐清的，因為關係到「認同」。 

國內的學者江宜樺在討論國家認同問題時，將它們分成三種，分別是「族群認

同」、「文化認同」與「制度認同」。族群認同乃是基於同共的血緣或主觀認定的

族裔身份，而文化認同則指一群人共同分享了歷史傳統、習俗規範及集體記憶；

至於制度認同，則是指一個人基於對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度有所肯定所產

生的認同。但是他在分析時也承認，通常制度認同的力量是較薄弱的，往往不如

族群認同或是文化認同，在西方國家的認同中，常常是以族群認同為基礎的。而

族群認同的連帶又往往是靠想像的，以主要還是得借助文化認所同的力量。大部

份國家的認同，都是基於這三者互相的調和摻雜。（江宜樺，1997:101-102） 

在這裡，本文擬引用江宜樺的分類，認為台灣目前在從事的集體認同建構，事

實上包含了「族群」、「文化」及「制度」三方面。在族群上引用了多元族群的想

像方式，而文化上則試圖喚起／建構對於共同土地的記憶、至於制度上，則打算

使用「民主」的方式。且本文認為，在從事集體認同建構時，國家政策的論述上，

是想辦法將這三者以邏輯串連起來的。 



檢視上一節末提的「民主參與」與「地方文化的發展」這個扣聯之中，沒有說

出來的操作，可以看出這個邏輯。 

檢視這個聯結，除了可以指出，政府在政策之初想像中的人民，乃是一群烏合

之眾，是政府不信任人民自己的力量；另外亦可探究，若將人民視為烏合之眾，

則引用 Raymond Walliams(1981)的看法，政府身為「本源」，想要給人民的價值

觀是什麼？而此價值觀也正是地方選擇觀光化的符號時，所受制的政府意識型

態。 

我們依然可以從「文化」這個概念下去找尋，在政府政策中指出，國家想要擠

入進步國家之列，就必須發展文化，而文化的內涵包含了： 

 
增進美學素養、提高認同、民主進步的社會、多元文化並呈、環境保護及美化 
發掘或創造文化 

 

從此可看出，「提高認同」、「民主進步的社會」皆被給定成為「文化的內涵」，

且在相關論述之中，這兩者是互有相關的： 

 

 只有透過人民的參與及監督，民主才能逐漸深化，所以全民學習民主是不能缺

少的一環。而學習民主最重要的，便是開放公共領域。社區就是社區住民通過

組織化動員的過程來參與自我發展的場域。開放社區公共領域，最能深化社區

參與，使居民本身在公共領域中分享資源及決策權，從社區實際事務中學習民

主運作．．．．（文建會，1999:19） 
 
 舊社區解組而新社區仍未成形，造成國家社會缺乏內聚力，而非一具體的有堅

強生命力的共同體。這必須從文化發展與文化建設的角度來解決問題。（文建

會：1999:19） 
 
  由文化活動入手，顯然更容易進入民眾日常生活領域，發揮凝聚民眾生活意識 
與共同體意識的效能。(文建會，1999:19) 

 
主要是透過社區居民的討論、組織、行動，先由外部政策的帶領刺激，引發居

民對自我權利與地方事務的關心，再漸進式地由民眾來主導社區營造的進行，

使一個地方和社區重新恢復生機和活力。社區總體營造一開始，居民應該先找



出社區特色（或問題），分別從單一不同角度切入，再帶動其他相關項目，逐

漸整合成一個整體的營造規模。（文建會，1999:31） 
  

  ．．．．近年來，「社區總體營造」一詞，儼然成為當前社區營造工作的顯

學，其真正的意涵，是運用各種方法與手段，將居住在一個小地域（社區）內

的居民凝聚共識，透過大家的參與，共同規劃社區的願景，面對社區的問題，

也就是希望恢復並提升社區中已經逐漸喪失的居民自主能力。（文建會，

2004:187） 
 

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即是要社區居民瞭解並肯定社區的文化資源，以此

為基礎，以「由下而上」、「自立自主」、「居民參與」、「永續發展」的原則，大

家攜手同心，共創美麗家園。現階段工作的重點，是從建立人民愛鄉、愛土的

生活價值觀著手，進一步藉由社區藝文活動的推展，凝聚社區意識，改造社區

環境，提昇地方文化產業，建立社區文化特色。．．．．使民眾樂意為自己的

社區、社會、國家貢獻心力、奠定文化發展的基礎。(文建會，2004:187)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民主進步的社會」，其先決條件是從「建立人民愛鄉、

愛土的生活價值觀」著手，民主深化的場域是社區，而想在社區發展民主，得先

第一步「愛鄉、愛土」，這個價值觀必得是民主建立的第一步，而且是「有文化」

的第一步。因為要先愛鄉愛土，才有社區意識，有了社區意識，「文化」才能順

理成章的被「發展」起來。在論述的實踐順序之中，民主必得從文化入手才能達

成，因此，這裡文化內涵乃是有限定的──唯有愛鄉愛土才能發展民主，唯有這

樣的民主才能發展出文化來。這就是「本源」想要給大眾的價值觀。因此，在制

度認同時，事實上已經摻入了族群及文化認同的意識型態。而「制度」（即民主）

變成了達成文化及族群認同的方式。 

若仔細研「民主」這一詞，在政府論述中的內涵： 

 
主要是透過社區居民的討論、組織、行動，先由外部政策的帶領刺激，引發居

民對自我權利與地方事務的關心，再漸進式地由民眾來主導社區營造的進行，

使一個地方和社區重新恢復生機和活力（文建會，1999:31） 

  

 如此的民主想像，很近似市民社會的想像方式，夏鑄九(1999)亦指出，社區總



體營造正是一種市民社會的意義： 

 

 在台灣，社區設計在過去十年之中並不只是對草根社區賦權，而且在都市意義

的歷史層次上賦予了台灣城市「市民城市」的意義。（夏鑄九，1999:182） 

 

Castells認為，「市民社會是建一套組織及制度，和一群被結構化及組織化的社

會行動者，它們再生產合理化其結構性支配來源的認同，它一方面延續了國家的

發展過程，而另一方面則深深的根源於人民。」（Castells，2002:9）。Tilly則認為

市民社會的公眾認同，乃是一種深植於國家代理者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Tilly，1996)。但現在的社會中市民社會是萎縮且彼此失去連結的，因為在全球

網絡中權力產生的邏輯，以及特定社會文化中相互結合與再現的邏輯之中，這兩

者之間不再有密切的關係，於是對人們來說，意義的追尋便會失去，全球掀起認

同運動，正是為了抵抗在現代社會中漸漸失去的意義聯結。（Castells，2002） 

以地區或社區為中心產生的領域性／地方性的認同乃是其中的一支，但是一個

普通的地理區域對居民而言並不會產生領域性的認同，依 Castells的說法，要達

到產生歸屬感的領域性認同，「人們必須參與（不是那麼革命性的）都市運動，

而在其過程中發現並守護彼此共同的利益，並以某種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那

麼，新意義也就有可能產生。」（Castells，2002:69） 

如果說地域性的認同乃是經由一種「運動」來達成的，那麼在我們文化政策中

對於民主的想像，也就是近似於市民社會的建構方式，就是反其道而行的提供運

動的機制，以恢復、或建構地方對人民的意義，用這樣的方式來建構認同。所以

才會招致批評此乃象徵性的民主（台社，1995），因為是以圍繞著愛鄉愛土為主

的價值觀來從事，名為民主化的運動，其目的乃是為了找到地域對人民的意義。

民主化只是利用來完成地域性認同的工具性使用，所以行政院直到民國 93 年才

有真正以社區總體營造為考量、並機制化的民主施行細則3，因此真正運作認同

                                                 
3行政院院會於 93年 2 月 4 日通過「社區營造條例」草案，將社區自主營造與公民參與機制法制

化，未來地方社區居民針對社區總體營造事務得經由適當合法程序，制定適合當地個別需要之社



的其實是以愛鄉愛土為中心施行民主的這個「過程」，而不是民主本身。所以，「制

度認同」的運作，其實是為了達成「文化認同」或是「族群認同」的方式。 

而隨著執政黨的更換，愛鄉愛土（認同）－民主－文化，這一組概念的扣聯，

便越形明顯。 

且比較文建所出的《文化白皮書》1998 年版本及 2004 年版本，可以發現台灣

主體意識的明顯抬昇，認同的訴求也從 1998 年版本的曖昩不明，到 2004 年版本

的清楚說出，且 2004 年版本的文化白皮書，明顯的是將台灣提昇為獨立的國際

主權體，試比較如下(表二)： 

表一：1998 年及 2004 年文化白皮書類似論述比較 

1998 年版本 論 述 內 容 2004 年版本 論 述 內 容 

贏得世人尊

重 

政府各部門充分瞭解和學習如

何將文化意識融入各自部門的

行政業務中，讓都市建築具有

建築美學、讓街道生活化和人

性化、讓公路和堤防有景觀可

看、讓國民的日常行為進退有

據，果能如此，我國才可能重

建文化文明的景象,贏得世人

的尊敬 

贏得國際友

誼 

透過國際文化交流，可提高台

灣在國際能見度，亦使國際認

知我存在的意義、感受到台灣

之美；．．．台灣以文化交流

方式，突破外交限制，鞏固邦

交國情誼，並協助非邦交國推

展實質關係，達成一次又一次

成功的文化外交(p215) 

建構認同 由於時空背景不同，以台灣文

化為主體的觀念一直無法確

立。今後有必要在學校教育之

外，透過文化行政體系，精心

擘劃社區的教化政策，結合柔

性的藝文活動和鄉土學習，強

化台灣民眾對這塊土地和文化

傳承的認同，確定自我的主體

性。文化行政系統的力量如果

善加運用，可以適切地建立全

民終身學習體系，培養立足台

灣、胸懷大陸、放眼全世界的

現代文化觀 

建構認同，還

原發掘歷史、

尋找台灣豔

光 

．．．全方位保傳續歷史資料，

積極的發展文化主體性省視歷

史認同，促進對話，凝聚共識，

讓國民可以大聲說出：「我是台

灣人！」，以自己的文化為傲

（p239） 

從顏色開始，未來也要找出代

表台灣的聲音、台灣的味道、

台灣的圖騰與台灣的觀點，走

向現代台灣（p240） 

充實素養 今天，國人的物質生活已大致

無所匱乏，但精神文化的發

展，仍待吾人共同反省，務期

建立正確的生活價值觀，並進

一步落實於日常生活中，對現

存偏差觀念、行為和習俗等，

則應進行個人和群體的全面改

美學營造 ．．．台灣文化雜揉了中國、

日本、原住民等東西方的美學

觀念，近來我國的許多藝術家

運用台灣素質，創造出國際水

準的藝術創作，帶領人民新的

美感體驗，將優質的藝術文化

深入生活。（p241） 

                                                                                                                                            
區營造協定，作為行政單位與社區居民遵行之依據。（資料來源：行政院全球資訊網 

http://www.ey.gov.tw/web92/privacy.asp.htm 



造，建立個人與他人、個人與

群體、個人與環境的和諧關

係，才能營造良善的生活文

化，建構物質與精神和諧發展

的現代社會，這也是社區總體

營造所以由來的關鍵 

．．幸福的台灣，要從生活的

各項元素中提煉特有的文化氣

質，粹取台灣的顏色、線條、

空間，建構食衣行各方面台灣

美學觀，一齊唱和咱自己的

歌，穿著咱自己設計的衣，讓

眾人有平等的權利進行欣賞、

取得、使用、創造等文化活動。

（p241） 

增進經濟 文化不僅為這些地方的人民帶

來形象和地位，也為它們帶來

實質的經濟收入 

發展創意 
培育人才 

．．．我們應當發展自己的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

貼近在地文化，開發國家品牌

特色的創意產品，強化國家在

國際領域的競爭力。（P231） 

  建設文化台

灣 

．．．我們將推動「Branding 

Taiwan」，讓創意研發成為台灣

的代言；其挑戰，是必須在過

去歷史及未來中找到一固更好

的定位點。形塑文化台灣，對

內是為了奠定文化創意的基

礎，建立新故，對外是為了建

立文化尊嚴，傳達國家威信，

形塑「當代台灣」。這不只是提

升國家競爭力的重要課題，也

希望改變國際人士過去的刻板

印象，凸顯新的國家與生活內

涵表徵。(p242) 

 

 由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從 1998 年到 2004 年的版本中，有二點明確的不同： 

一是自我主體打造定義的不同、二是對於他者想像的不同。 

 在自我主體文化的預設上，1998 年的版本中，自我主體是不可被清楚說出的， 

因為主體不明，所以主體文化也不清楚，只得等待後代子孫努力拼湊創造。而此

時對於他者，即國際其他國家的眼光，其想像也因為對自我主體的定義不清，而

有矮人一等的描述，所以在描述中會強調主體必須努力才可能得到世人的尊重。 

 到了 2004 年的版本則大不相同，在這裡主體－台灣已經被清楚指出，因為確

定了主體性，所以對本身文化的看法也與之前大相逕庭，文化不再是一個空無一

物，等得後來拼湊創造的東西，而變成深藏在主體文化之中的「寶藏」，只待後

人挖掘出來，即可大放異彩。因此，對他者的想像也不同了，因為主體的確定，

所以地位大大提升，對他人不再是要得到尊重，而改稱只要得到他人的「友誼」。



且這個得到友誼的方式，是只要將主體既有的文化挖掘出來，就可以憑著這文化

本身的風彩吸引國際友誼。且這個主體可以憑藉著自身文化的光彩得到所有──

包括經濟起飛、國家進步、人民幸福。 

 但是對照前面的分析可以發現，事實上整套的論述乃是以市民社會（所謂民主）

做為一種「運動」，而認同的中心乃是「我們原來就有值得珍視的文化」，但是這

個認同的中心－「文化」，有很大一部份並不是原本就存在、只等待拂去塵埃的，

而是後來重新創造、或重製出來的東西。因此，因為觀光化的運行，做為製造認

同的中心－文化，成為了建構的架空之物，要進入這個架空的框框之中成為認同

的中心，則必先符合政府所要灌輸的價值觀，即愛鄉愛土的文化認同、及可能的

族群認同。那麼，事實上即有可能使得文化建構進入抽象架空的層次，並被政府

想要灌輸的意識型態所操控。 

 

貳、民主的作用 

但是，本文認為，政府論述中提出的民主，雖過去被批判為象徵意義，卻在整

個認同操演時，可能扮演著重要角色。事實上對於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過去雖引

起強烈批判，但也有學者後來修正他們的看法，尤其是民國八十八年發生了九二

一大地震之後，民間救災的動員明顯快過中央政府，使得某些學者重新評估社區

在整體社會環境變動時所擁有的功能，認為，是多年的社區總體營造活化了民間

的力量。（夏鑄九，1999；黃麗玲，1999） 

研究指出，開發中國家是「沒有市民的」的城市，由象徵政治與媒體政治所創

造的民粹主義政治明星會攫取民主化的果實；是以，社區總體營造乃具有歷史性

的地位，其任務乃在市民社會漸漸浮現的民粹國家中，扮演「與市民城市的都市

戰壕進行抵抗」的角色，這就是社區總體營造的歷史任務。（夏鑄九，1999） 

 
社區參與在地域國家與社會運動間扮演了一個角色。社區參與在體制之內又在

體制之外作用．．．．都市社會運動的目標是都市改革，然而，它們卻不會參

與在國家機器的體制之中，這就是草根民主，社區參與的機制可能經由民主的



過程逐步釋放機會的力量，轉化了國家，這也就是經由社區賦權的過程營造了

社區。（夏鑄九，1999:178） 

 

社區設計做為社區動員，正為浮現中的市民社會之地方自主性創造了抵抗空

間，對抗國族國家的中央集權式管理，也就是說，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

市民城市像抵抗的戰壕一般作用著，與歷史地建構起的發展性國家的領導權與

權力集團進行鬥爭(夏鑄九，1999:182) 

 

研究認為，因為草根的民主是真正與人民日常生活相連的，所以「它的戰力正

來自於在現實情境中不斷地經由主動或被迫地，尋求與本身疆界之外地域展開對

話」（黃麗玲，1999:154），而這樣的對話，會使得社區成為培育異質多元文化的

溫床： 

 

 在台灣，這個過程在過去十年中得到了一定程度的發展．．．．在日常的都

生活中的都市問題與危機是社區動員的必要元素。．．．．學習能力與集體經

驗創造了批判性的地方智慧（critical local wisdom）或文化氛圍之空間．．．

這種地方文化的氛圍並不只是一種限制了人們可能性的結構性條件而已，而且

是積極主動的人類作用者豐富的土壤，它可以被視為一種“異質地方＂

（heterotopia）的批判性空間。(夏鑄九，1999:178) 

 

 

所以，社區也可能鬆動國家的意識型態： 

 

 ．．．以社區為基礎所提出的多樣性價值，正是鬆動發展中國家一元化價值

體系的主要力量。（黃麗玲，1999:153） 

 

正是因為在政策中留下了民主運作的空間，就算沒有真正制度化的市民社會民

主制度，但是依然使得地方不得不自己面對最基本的地方問題，包括經濟、傳統

產業凋零、人口外移等等現實。觀光在政府的理想中做為一種活化地方經濟文化

的活動，觀察 2004 年台灣觀光年可發現，既然是與傳統連帶最少的第三類活動

最多，而這些活動卻也不是一朝一夕輕意出現，而是經由地方人士的商量與協調

才出現的，也就是說，地方人士必須自行決定什麼才是他們要的，做為認同中心



的文化符號。這雖然是個建構的過程，卻也是漫長的協調過程。 

Tilly認為： 

 

 認同，乃是一個行動者（actor）的經驗，此經驗來自所身屬的分類（category）、
連結(tie)、角色(role)、網絡(network)、團體(group)或是組織(organization)，並
伴隨著該經驗的公共再現形象(representation)一起出現。這公共的再現形象，
通常會採取共享的經驗或敘述的形式。（Tilly,1996:7） 
 
他並為市民社會中的公眾認同（包括市民性的認同）界定出四種特性: 
 

1. 是關聯性的（relational），它將認同放在個體與團體之間的聯結中，而不是在

單獨個人的心理或是全體人口的心理。 
2. 是文化的（cultural），它主張社會認同應依賴在分享理解和他們的再現形象

(representation)上； 
3. 是歷史性的(historical)，它將注意力擺在依著以下三者會隨著時間累積並改變

的東西上，即「記憶」、「理解」和「在特別認同之間的行動方式」，這三者的

增加 
4. 市民社會的認同乃是偶合性的(contingent)，在每個認同皆是策略性的交互作

用，為可能失敗或失效負責，而不是直接表述一個行動者的屬性。因此學者

應視市民性（citizenship），為「國家代理者」、與「社會建構類目之下的成員

們（包括性別、種族、國家和其他的）」之間互相的、競相的一組宣稱。

（Tilly,1996:5） 

 

所以，市民性乃是「一種連繫，是一連續在人們與特定的國家代理者之間的協

調，在這連繫之中，雙方皆有權利與義務，．．所以市民性形成一種特別的契約」

(Tilly，1996:8)。市民性的認同是來自於本身的經驗，這經驗來自於行動者（市

民）與國家代理者互動的過程之中，而市民的所屬身份團體、及這個經驗的公共

再現形象都會影響行動者的認同，且此公眾再現形象又是來自於分享的共同記

憶。所以，市民性的認同基本上是過程性與經驗性的，來自於不停的協調過程。 

在晚近的認同理論中也有提到，關於現在人們的認同，已不再是固定的，而是

流動性。Storey認為，在後現代的理論中，認同並不是一個固定一致的常態，而

是在不斷化成的過程中被建構出來，但永遠處於未完成的狀態，永遠不會完整。



這樣的認同乃是一種「生產」，甚至是一場場的「演出」，視你在不同的脈絡來決

定自身的位置，是多元與流動的方式，是在一趟永無休止的旅程中，進駐與遷出

的許多位置。我們的認同，是由我們日常生活的社會存有所形成的，亦即我們在

社會中行動與互動（Story，2001）。 

因此，本文認為，當地方要舉辦觀光活動時，它的功能類同於 Castells所提到

的都市運動，此運動發生的場域雖不是發生在都市中，但以一種社區動員的方式

出現。更重要的是，在經由地方選定可以代表的文化認同符號與實際實踐觀光活

動時，就是一場地方對「國家代理者」－即「政府」的協調過程，經由這個過程，

地方的人們不自覺的得到認同，這個認同反而一開始並不是依附在他們所建構的

認同中心符號上，而是在他們建構這個符號的過程中，經由協商溝通所得到的經

驗，經由這個經驗內化他們對在地本身的認同感。 

這可以解釋為什麼一開始黃麗玲等人，皆對國家意識型態打造的新國家建構運

動直接收編草根感到憂心，但後來又改變了看法，認為草根的力量確實有其內在

的作用，可以鬆動某些連結。 

草根力量之所以可以鬆動國家意識型態的原因，其實是因為認同並不是附著在

其所建構出虛構的原鄉符號，而是附著於地方討論「如何建構原鄉」、及以觀光

方式實踐過程時所形成的市民性認同中。這個認同也不是指地方對於「民主」這

個制度有所認同，而是指，藉由討論、協商及實踐觀光活動的過程，地方內部可

以任意的想像自己理想的原鄉長相及功能，可以較不受到政府意識型態桎梏的文

化想像影響，且在這個協商的運動過程中，得到身為同一地方的領域性認同，即

Castells所言的：「在其過程中發現並守護彼此共同的利益，並以某種方式分享彼

此的生活，那麼，新意義也就有可能產生」。（Castells，2002:69）而這個新意義

由地方自行決定，以及在決定時不停實踐中的，也許可自行決定的範圍並不夠自

由，但也正是這個自行決定的空間，給了地方可能鬆動政府意識型態的能力。 

以下章節將實地觀察地方舉辦觀光活動後所產生的現象，以映證這個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