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觀光展列與認同操演 

 上一節描述各觀察點其觀光展列方式，各有所不同，細究其不同可分析出若干

共通特色，這些特色正是目前台灣在地觀光中，展列觀光的操演方式。另外，將

這些展列方式對照當地受訪者的陳述，也將發現認同、在地、文化、觀光，這四

者以何種形貌在地方運作，形成目前看到的觀光操演。 

第一節：觀光展列的方式 

展列的形式也是具有意義的，在本節以符號學分析的方式，分析各觀光點的展

列形式其中的隱喻、並分析符號之間的關係，以發掘觀光展列的各種形式其所代

表的意義及關聯性。 

 

壹、符號與風格－客家情調與異國情調 

桐花祭的活動該以何種形式舉辦？既然各地方團體皆獨立辦理，各個自方自然

有一番自我詮釋，在觀察各地點中，有一半是以「客家特色」為號召的觀光小鎮，

因此，在分析前要先定義何謂「客家特色」。經由近年政府對客家文化的大力提

倡，使得客家文化商品化，所謂的客家文化便擁有一定的符號概念，在本次觀察

中，被視為客家的符號包括： 

 台灣的老式建築：三合院的紅磚平房、木頭門窗、紅磚地板或石頭地。 

 台灣老式農村家庭用品：木頭長板凳、或圓型小凳、木桌、簡單的木製家具、

碗廚、竹籃、甕、老式縫紉機、木床、紙傘、斗笠、簑衣等等。 

 農具：包括各種非機械化的老式農具及相關農夫器具－鋤頭、耕犛，牛軛、

牛車或耕牛、石臼、扁擔、籮筐等等。 

 食物：客家菜－客家小炒，薑絲大腸、福菜湯、梅菜扣肉、客家板條等；另

有點心－草粿、豬籠粄、麻糬。 

 古早的手工藝品或經濟生活：藍染、竹編器具、採茶。 



 舞蹈及詩歌：客家八音、採茶舞、採茶劇等。 

 客家符號中，只有「舞蹈詩歌」及「食物」二項具有清楚的客家族群特色及界

線，在觀察時可被明確指認屬於客家族群、並與其他族群做出區別。但其他的界

線皆很模糊，尤其是「台灣老式建築」、「台灣老式農村家庭用品」、與「農具」

這三點，也可以被標示為閩南文化的復古符號。但既然觀察點以此方式展現為客

家文化，可以規納而出，目前觀光點展列出所謂的「客家特色」，是以復原台灣

古早時期的農村生活，再加上客家食物、歌舞民謠、及該地的手工藝品形成的，

但這個「古早時期」並不明確，無法確切被指認其究竟屬於何年代。 

 以此「客家特色」符號做分類，則以上觀察點可分為三類： 

 第一類：客家莊結合「客家特色」及少數中國風的休閒式：三義勝興車站、

公館鄉 X陶窯、南庄鎮 

 第二類：以客家莊及在地生態歷史展現為主的社區總體營造：三義雙湖社區 

 第三類：異國情調的休閒區－公館的油桐花坊、黃金小鎮 

 正因為客家特色無法被明確指認，因此以客家特色為號召的觀光點，其「客家

特色」具有相當大的意義／想像空間。因為，既然是古早時期農村復原想像，那

麼只要是同屬於「台灣古早」的東西，不論它是不是真的出自該時期，只要外貌

形似，就可以出現在觀光展列當中。因此「勝興客棧」會出現中國字畫及書法，

也可以販賣非明顯客家特色的食物，例如梅餅等小零食；雙湖社區的文物展覽

中，出現日據時代的修業證書、以及不屬於台灣農村文化的鼻煙壺，但皆被冠以

「客家文物展」的名字；而南庄鎮上，日據時代的老郵局與裁製和服的布莊也都

可以與客家老街並存，共同為遊客欣賞。所以，所謂的「客家特色」與「復古農

村」這兩者之間幾乎是難以區分的，這正是「客家符號」的符號特色，其與「復

古農家」的模糊界線，正營造出客家特色訴求的氛圍──即一個不知歲月是何年

的古老農村想像，及附帶在該想像中的各式符號意義。「客家特色」符號與「復

古農村」符號互相模糊指涉，正是客家符號的建構特色。 

但是，這個模糊的界線仍需以「農村生活」及「當地生活遺蹟」為兩大前提，



如果脫離太多，則可以被指認出來，最明顯的就是勝興車站的一處店家「老吳的

店」（見圖１０，頁 58），它也是復古，但「老吳的店」會被明顯的指認出不是

客家特色的，原因乃是其復古採用中國式雕樑畫棟的裝飾方式，與其他店家，例

如「勝興客棧」所製造出的台灣農家氣氛完全不同，因此馬上可以被辨認出不是

「客家特色」的。至於「勝興客棧」室內所掛的中國字畫，只要是置身在古早的

農村風格佈置中，就不會被視為突兀。「當地生活遺蹟」之所以成為展列的原則，

乃藉由地域性關係扣聯著「客家」的符號，其實存在著「在地生活的都是客家人」

的假設，在此假設下，當地生活遺蹟就成為「客家人的生活遺蹟」，在這樣的狀

況下，只要是當地人使用過的東西，或是貌似當地人生活過的痕跡，皆可以合法

存在「客家」符號之中。 

客家風格為什麼只與「復古農家」相連？在展列出來的符號當中，幾乎沒有現

代生活，而都是復古生活，而且一般大眾也接受了「客家特色」便是如此般復古

農家的特色，復古農家所扣聯上的符號意義乃是勤奮、儉僕、鄉土等，與客家人

族群特性的建構絕對相關，但在這樣的建構中，現代客家人的面貌反而是缺席的。 

 至於另一個在觀光地呈現的明顯風格，則是複製「異國情調」的風格。之前分

析了桐花「祭」，「祭」這個字可以看出某一種崇拜異國情調的傾向，這種傾向在

觀光展列中更是一覽無遺： 

 建築：非台灣農舍的紅磚平房，以是歐洲童話木屋、或是日式木造房舍、或

是歐式小磚屋及小花園為多。在觀察點看到最多的是歐式木屋。大部份結合

日式或歐美式的庭園規劃，種滿鮮豔的花草。 

 室內佈置：無漢文化符號的任何物品，元素為白色的桌椅、粗的原木桌椅，

色澤及樣式非台灣古早的農村形式，而是鋪有花格子、繁複的歐式花紋的桌

巾；另有色彩鮮豔的抱枕、紗質或碎花的窗簾，大型落地窗，屋內擺放許多

異國風格裝飾品，如德國咕咕鍾、歐洲風格瓷器人偶等等。 

 食物：非客家美食，為客家特色不明顯的中式簡餐或西餐；另佐以歐式下午

茶小餅干、蛋糕等點心；選用西洋花草茶，以精緻外國風格的茶具裝盛。 



 「異國情調」風格、與「客家特色」風格迥異，兩者可被清楚區分。更值得注

意的是，在觀察的景點中，除了「客家特色」、「異國情調休閒」二種風格以外，

沒有再發現第三種風格。並且，異國情調休閒風幾乎都具混血性質，例如在歐洲

小屋中販賣中式簡餐、或裝潢採日歐混合式風格，所以，異國情調在經過本地挪

用、混合之後，也成為台灣本身典型展現休閒觀光的方法。 

  

貳、觀光活動的展列 

除了觀光區的展列方式，分析觀光活動的舉辦形式及內容，亦可發現若干意

義。2004客家桐花祭的導覽手冊，可以規納出各地區的觀光活動包括： 

 賞花：不純然只有賞花活動，亦配合下午茶、午餐的活動，所以在賞桐花區

餐館咖啡店林立。也有地點將賞花活動配合健行、騎自行車，或導覽桐花生

態及地方生態的活動。 

 一般文藝活動及表演：指非客家的藝文活動及表演－戲劇演出、西洋古典音

樂表演、傳統國樂表演、非客家舞蹈表演、說故事比賽、非客家說唱藝術（相

聲）、舞龍舞獅、武術表演、模特兒走秀。 

 客家活動：客家山歌表演、客家採茶舞、客語教學、客家故事講述、客家美

食品嘗及教學、客家採茶劇、客家八音表演、擂茶活動、客語說唱藝術表演、

客家文物展、客家紙傘介紹及製作教學、觀賞客家竹器製作、客家童玩、藍

染教學。 

 桐花活動：桐花詩歌朗頌、詠桐花文字比賽、桐花攝影展、桐花押花、桐花

木雕、製作桐花布、製作花蠟燭、桐花風車、桐花別針、桐花燈會、扮演桐

花精靈、桐花寫生、油桐薰陶、桐花陶板壓印、桐花 T恤、印製桐花書卡、

木耳植菌體驗、木屐製作 DIY、扮演桐花情侶、古法榨油體驗、桐花餐品嚐。 

 其他活動：這一分類，是無法歸屬到上面三類的其他活動，在此一分類中，

大部份的活動都與該地的特色產業、或該地文史生態有關，但也有完全無關

的。屬於此類的活動包括：品茶；當地生態或文物歷史說明及遊覽、或遊戲；



賞螢火蟲；當地特產水果製成食品 DIY活動（如草莓、桑椹等）；竹器製作

DIY；陶器製作 DIY；觀賞茶葉製作；桃花劍製作 DIY；釀酒製作 DIY；植

物染 DIY；陶板磚 DIY；手拉坏；野薑花粽 DIY；爆米香；烤地瓜；坐牛車

（牛車犁田）；放天燈；拜藥師佛；紙雕；琉璃珠；觀賞原住民編織製作；

撿泥鰍田螺；烤土雞；採筍；烤肉；放竹筒炮；馬術教學；彩繪唐裝；與母

親節相關活動。 

   

  以上活動的舉辦可歸納出若干趨向： 

第一：「復古農家」與「客家」符號的串連：此趨向造成分類時的困難，有

些活動既可分類成「客家活動」、又可分類成「其他活動」，例如坐牛車、茶葉製

作、印染衣服、竹編器具，這些活動都可能既屬於客家、也同時屬於古早農村的

其他族群；而另有些活動不屬於被貼上「客家」標籤的活動，也出現在這次活動

舉辦之中，例如爆米香、烤地瓜、烤土雞、撿泥鰍、採筍等，這再度印證了「客

家符號」與「古老農村生活」符號的混用，其模糊的互相滲透指涉，正是「客家」

的符號特色。 

第二、桐花的徹底符號化：在桐花祭之中，桐花成為了各種活動都可以挪用的

符號，考察在所有跟桐花相關的活動中，除了榨油、植菌、押花及木雕，是確實

使用了桐花本身的物質部份以外，其他活動均利用桐花的符號，化身為所有產品

之上皆可出現的形象；另外，「黃金小鎮」、「南庄鎮」這兩個觀察點中並無油桐

花林，但它們依然成為油桐花祭的觀光點，這些現象均表現出油桐花的符號化－

油桐花成為桐花祭活動的代表，被一而再再而三複製其形象，出現在各種產品

上，徹底的成為符號。尤其，當油桐花形象出現在與客家符號相關的產品上，如

藍染布、擂茶陶缽，或當桐花形象四處出現在以客家符號為主的場景中，桐花與

客家的符號的結合便更順利。 

第三、以 DIY體驗方式消費在地文化：在「其他活動」類中，可看到所有的

在地產業或生態，均以可親近、可被觀光的商品化方式出現在活動中。最值得注



意的是活動中出現多種名為「DIY」、或「體驗」的活動，此類活動模式乃是經

觀光客親自動手製作、親身遊覽等「親身參與」方式來消費在地文化。觀察地的

觀光活動，不論主題為何，均以此方式讓本地產業或特色文化成為被觀光／消費

的對象。因此包括地農產品、在地歷史風土、在地傳統手工，皆以這樣的模式被

消費，也成為台灣在地觀光消費的主要模式。這種模式中，觀光不只是「看」，

觀光客到該地除了購買產品、風景名勝之外，還購買「經驗」。這類體驗式消費

的模式，將觀光地更徹底的變成了完整的展演場所，消費者去觀光，是購買被指

定的氣氛、被指定做的事、被指定的感受，甚至購買亦被指定的、可自行再生產

的經驗。這是同時兼具消費／生產的行為，觀光客購買的是比以往更為內化的、

主動加入生產的觀光「經驗」。 

第四、觀光活動的商業面向：此外，與在地文化特色無直接相關的活動也連帶

產生，包括了禮佛、馬術教學等；而在表演部份也是五花八門，甚至包括模特兒

走秀。觀光活動的舉辦，在這些無法分類的活動上顯露其消費至上的面向，乃遵

循商業邏輯，舉辦與在地文化無關的活動。 

「客家桐花祭」中台灣本地觀光的想像方式為：「在地」是以一種無所不在的

方式介入其中，所有的地方團體利用地方所擁有的觀光資源，盡力扣聯觀光活動

的主題－桐花祭，扣聯之後的其他部份依然植入自己本地的特色活動，與主題不

一定相關。「桐花」變成虛位的符號，可以植入各式的客家符碼，並為原本的客

家符碼帶來新意義。但客家符碼的呈現也是有限及模糊的，它與「復古台灣農村

生活」符碼互相滲入混合。除了模糊的客家符碼外，佔更大比例的是地方呈現出

五花八門、混合了在地產業、在地生態、及仿造出來異國風情的觀光形式，顯示

最終主導的還是資本主義下的觀光邏輯，因此各式的想像與消費活動，各色紛呈

的出現在觀光地的操演之中。 

當然，雖然資本主義的觀光邏輯依然是最高指導原則，但是本地產業與本地特

色因為可以在活動過程中成為消費對象，便可以成為地方努力經營的動力來源，

因此在「雙湖社區」的個案之中，正因為經濟的推力，使地方願意花心力深入了



解自己的社區，以選擇自己認同的符號。但選擇時，同時受到「愛鄉愛土」及「資

本主義觀光邏輯」的影響之下，會產生什麼樣的認同？ 

 

第二節 自我詮釋的地方與文化 

在晚近的質性研究中，已不再單純將語言視為中立、客觀、反映社會真相的，

而將之視為一種社會行動，並認為訴說經驗是一種個人的演出（performance），

仔細的分析其如何表達、如何選擇用語、如何組織，將比單純解讀敘述內容得到

更多資訊（胡幼慧，1996）。本研究以此觀點，分析在觀察地點採訪到的 13位受

訪者，其自我描述、及討論參與桐花祭觀光活動的方式，發現如下： 

壹、 「我們」 

 發展觀光，事實上已使在地的個人對身屬一個地方有所自覺，也就是說，所有

的在地受訪者都意識到自己「屬於」是一個「地方」的： 

好要好到什麼程度才叫夠了？中國人就是太容易知足。地方觀光雖然帶來很好

的經濟，但地方的文化卻不太能夠這樣做起來的。．．．．．政府始終不了解

我們要什麼，學者與官員始終與我們地方真的想法有隔閡．．．．．地方政

府雖然有做事，但是問題是有沒有用！(A1) 

(觀光)可以帶動我們所有的那個有沒有，像這次的活動，來帶動我們三義，

就是任何一種行業都有改善，真的，雕刻也好，飲食也好，還有交通業也好，

無形中都增加了啦，人潮越來越多（A4） 

 

像我們公館鄉台六線就是我們這個兩個村有在辦啊，那其他的村就沒有。(C3) 

我們覺得這裡很美，所以想與大家分享。（C1） 



  結果那個上級評審，還有文化局的那個，他們過來我們這邊，結果覺得很驚豔

我們這裡的，啊，古道，包括我們生態啦、自然啊都好像滿完整的，他們就

覺得好像，我們這裡有，可以發展的空間，而且有我們的特色（B1）   

  但是這個「我們」是誰？想像中的與「我們」相對的「他者」又是誰？「我們」

原本就是個移動的指稱，受訪者A1 提到的我們包括了「中國人」；而A1、A4、

C3、B1 則在前面的引文都指稱自己的社區。 

另外，受訪者 C3在說「我們」的時候，有時是特別將自己與其他地方一般商

家區隔開： 

 這那就要看他們經營者，他能不能再深入的去好好，去把我們地方的文化甚

至特色，加以研究或保持，繼續推廣。．．．．對，休閒協會是那些年輕人，

我說你們要做事業的話就好好幹，說其中有一個會長，年輕的，我說好，你們

要的話，我可以做支持你們，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名氣很高啦，其實我們可

以不用（不用跟他們）（C3） 

 也就是說 C3在認同地方時，又有意將自己與地方的其他商家區隔開，顯示

出其知識份子的身份。 

有時候「我們」與政府單位相對，「我們」變成了一般民眾： 

政府始終不了解我們要什麼，學者與官員始終與我們地方真的想法有隔

閡．．．．．地方政府雖然有做事，但是問題是有沒有用。（A1） 

  有時候「我們」不是指整個社區，而是自己所屬的單位： 

我們做前一段的花園，那個，種草啊，除草啊那些．．．做幾段，都沒有很漂

亮，然後就慢慢整理出來就漂亮了．．．．我們那個協會哦．．一開始是勞委

會有那個永續工程。(A1) 

但在流動的指涉之下，受訪者所指稱的「我們」已具有一定的基本指涉。即在

提及「我們」時，基礎的描述範圍一定包括「參與觀光活動的那群行動主體們」，

包括「我自己」，雖然指涉的對象會隨著敘述指內容相對改變，指涉範圍也忽大

忽小，可能是指涉一個團體、一個社區、一個鄉鎮、一個族群甚至全台人民，但



是可以看出這些流動已有基本的共同指涉。而且，「參與觀光活動的行動主體們」

這個基本指涉，與地緣關係已無法切割，因為在政策之下，參與觀光活動的行動

主體者，其組成成份會是住於同一地域或社區的人們，正因為這樣的扣聯，因此

實踐觀光中的受訪者，在提及所屬共同從事觀光的行動主體時，其範圍已與其所

屬地緣關係相疊合，政策即可透過這個扣聯，著力於達成地方性認同的建構。 

另外，所有在地受訪者所陳述的「我們」中，有位受訪者明顯將「地方」與「客

家族群」兩個認同包含在一起，所有的「我們」，都是「地方＋客家」的，這幾

位受訪者包括A1、A2、A4、B1、B2、B3、C3。判別的方式為，在提到「我們」

的時候，除了討論在地以外，以上這些受訪者，都會很自然的帶入其客家身份來

討論在地觀光的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所以我本身啦，我不知道別人怎麼樣，我本身非常感激她(葉

菊蘭)，她的認真，她的方向，她是客家人，她把所有客家莊都做得有聲有色，

像新竹做得很好，桃園也做得很好，像我們苗栗縣來講，整個南庄也是鳥不生

蛋，我們這邊還好，我們這邊還有車站，還有大湖啦，銅鑼啦，還有西湖鄉，

西湖鄉搞一個蕃薯節，搞的滿有聲有色，還有搞一個柚子節，銅鑼搞一個杭菊、

南庄搞一個桂竹，都是我們客家的特家。（A4） 

客家文化，有，因為我們這裡說，包括我們整個區域性的整個包括自然生態，

文史，傳統產業，傳統產業就是，包括燒木炭啦，蒸餾樟腦啦，茶業啦，包括

我們的油桐那些，這都是跟我們有息息相關，以前農業社會息息相關，那現

在我們說等於說是一種復古、也是一種念舊，也是一種發揚我們舊有的文化

（B1） 

一味的只是在做一些好像就是說餐飲那些的話，沒有特殊文化的話，那當然現

在也很多餐飲的，也有很多客家文化的，那種，像比如飲食的話，那也是客家

飲食啊，只是說不要做一些外來的那種飲食文化，就好像就，牛頭不對馬嘴了，

對不對（C3） 

 在言談中傾向結合「客家＋在地」兩種認同的受訪者，也會傾向使用「客家

符號」展列觀光。在受訪者之中，只有 C1在展列觀光時採用非客家的符號，但

是在訪談提及其客家身份時，仍欣然說明自己在地的成長背景，雖然無法判別她



的認同中「客家」是不是與「在地」已結合，變成背景，但至少她也有清楚的「在

地」認同。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只要是從事觀光的受訪者，已經很清楚有一個自己「屬

於一個社群」的概念，另一方面，「客家」這個認同大部份已可與「在地」認同

做結合，變成個人認同，但有的人選擇表現、挪用客家符號做為觀光展示，有的

則選擇不展列，但這與認同強烈與否是否有關，則無法得知。 

貳、 桐花的新凝視 

 桐花造成的美感經驗，是在地受訪者經常提及的，對在地而言，這樣的美學感

受是被喚起以後重新被重視的。 

 因為很多地方啊，我們不懂的都慢慢去修，比方講說之前不懂很多事情

啊，．．．．，其實油桐花開起來滿漂亮的，掉下來還會旋轉，啊它掉下來，

我常常去坐在那邊，基本上風一吹桐花這樣旋轉掉下來，它不是直接飄下來，

是轉的，真的很漂亮，然後滿地都是（A4） 

那我們以前在那裡的時候，就真的很厚是白色的一層像下雪一樣(A5) 

這次第一次辦油桐花祭才知道，實際把它採下來才知道，啊，這個是母的這個

是公的⋯.上面是公的．．公的比較漂亮，像動物一樣。(B3) 

多位受訪者均提及在桐花祭中的美感經驗，是以前沒有注意或不曉得的，直至

辦桐花祭，才「懂得」如何欣賞桐花美景。由上可知，桐花美感是被教育的，當

桐花原本只存在當地而未成為焦點時，當地人根本沒有留意到它，直到桐花祭之

後，人們才學習被指定的欣賞對象及美感感受方式。這正是桐花祭作用的地方，

藉由議題的設定使參與觀光操演的人被教育，用新的方式去凝視自己的地方，且

在新的凝視教育中，美感經驗已和地域性認同扣聯，因此受訪者 C1會表示： 

 

我們覺得這裡很美，所以想與大家分享。（C1） 

 



 因此，這樣的凝視是以「美感」扣聯著「我們」＋「地方」的方式形成的，美

感的凝視教育召喚著本地參與觀光操演者進入到「我們地方」的位置裡，美感加

強了參與者的地方歸屬感。 

 另外，桐花的新凝視還包括另一種實用眼光： 

 

像妳剛所說的這種我們這裡的認同，這很重要，像我們還沒有舉辦那個桐花祭

以前有沒有，我們對著油桐樹，小孩子說哦那就是油桐樹，油桐樹三個字，可

以經過這次桐花祭以後呢，不知道桐花祭可以製造那麼多的人潮、商機、包括

就是說桐花，哦原來桐花還有那麼多的，包括就是說桐花可以做火柴棒，那油

桐子可以做美濃傘那個防水的那個，包括我的兒子他以前，他現在二十幾歲，

我現在四十幾歲，他也不了解這個，可是經過這個桐花祭以後，那麼多的人潮

帶進來，包括說我們那個客委會，包括我們那個政府機關⋯⋯，我覺得對我們

本地的這種認同一定是有很大的幫助，這有絕對關係的。（B1） 

 

這種凝視是對桐花的功能性重新重視、並創造新的功能。過去未將桐花視為焦

點時顯為人知的桐花物質性功能、以及在桐花祭舉辦之後對於桐花帶來人潮的功

能，都是新的凝視眼光，這類的眼光達成了桐花的新意義。在本研究第三章的分

析中，桐花的符號被填入新意，並與「客家」符號扣聯，加強了客家符號的意義，

在此例中也達相同作用，因為地方生活歷史已與客家符號扣聯，因此桐花的符號

意義在此亦藉由這種新的凝視與歷史／客家／觀光扣聯，如此聯結意義，使得「桐

花」的符號意義與「客家」符號的現在（發展觀光），以及過去（生活歷史），都

產生了聯繫關係。 

參、 貢獻 

 受訪者會在討論觀光時，不停的提及自己為地方所做的事，或是自己對地方的

了解及貢獻： 

 有那個永續工程，對，永續工程，一開始我們請了十個工人．．．．對，這些

拔草啦，除草啦，還有上次那個桃芝颱風還有碧拉颱風，有一段路是崩下來的，

我們也把它去掉啊，去掉後來釘起來把它修復，整個鐡軌都是我們協會幫它修



復的。（A4） 

 當初我來的時候，十幾年，差不多十二三年了，我來的時候這邊都是．．講不

好聽叫處女地，都沒有人來，也沒有什麼，一點文化都沒有，什麼都沒有，就

是鄉下地方，人家這邊的人他房子賣，都想說能夠賣掉我趕快賣掉我趕快跑，

不想待在這種地方，那我們來了以後才慢慢的經營經營到這旁邊周圍的環境改

善了啊，把這個文化帶入，是這樣的，後來才會有後面油桐花的幾家店家，這

是這兩三年之間的事情，他們後山的（油桐花坊）只是這兩三年的事。（C3） 

像我們這個木炭窰遺址有沒有，跟著我跟中華大學的同學去採訪，包括我自己

的認知有沒有，我們這裡的木炭窰的遺址大概還有差不多二十座左右。（所以

你們都有找出來了嗎？）我都有找出來，我都有標示按照號碼，把它那個排列

起來說，像我，我把它排 ABCD，田野調查的時候，我就說，像我們家以前燒

的就是Ａ，就是在這個地位，我就把它編列，這張沒有，但是在我們社區計劃

的那個計劃書裡面我都有把它標示ＡＢＣＤ。(B1) 

對受訪者而言，貢獻地方是被稱許的價值，從本研究第二章的小結來解讀這個

現象，可以發現「愛地方」，並建設地方為可觀光的地點，果然是受到政府意識

型態的影響，成為被稱許的價值。 

 

肆、 永續經營與發展文化 

 受訪者之中會共同提到的另一觀念是「持續經營」的概念，因為發展觀光帶來

的收入有助地方經濟的提昇，受訪者皆會對於這片榮景是否可持續發表看法： 

好要好到什麼程度才叫夠了？中國人就是太容易知足。地方觀光雖然帶來很好

的經濟，但地方的文化卻不太能夠這樣做起來的。．．(A1) 

地方社團的互相不和，大家都是為了自己的私利，將自己的私利置於地方利益

之上的地方，怎麼可能好好的把地方觀光做好，也許兩年就落沒了。(A2) 

帶進財源啊，當然有好處啦，就對經濟來講也是一種．．．改善生活的⋯三年

了啦，第一屆做的時候被很多人笑啊，下一屆還好，這一屆做得更好．．．．

杭菊也是炒出來的啊，杭菊是那個，以前是（統領）公司的田承租的店東啊，

就把那個田都拿來種那個菊花，．去年辦一個活動辦得不錯啊，那今年我想應

該還會再辦。（A4） 



我們也有想到說，這個桐花祭因為時間很短暫，如果說一年裡面只舉辦這個桐

花祭，時間只有半個月到那個二十天左右，是沒辦法說朝觀光這個活動去做，

我們主要還是以去年我們這個社區營造，就是挑炭古道。(B1) 

是要把文化藝術帶入觀光，只是觀光的話，那只是曇花一現，一般的觀光就是，

絕對是曇花一現，文化藝術的話它才能長久，對不對，就是．．．深根（耕）

的文化也好，這樣才能長久，對不對。(C3) 

 不論受訪者對於以觀光發展地方的未來樂觀與否，觀光帶來龐大的財源確實

使在地受訪者都思考是否能永續經營下的問題。受訪者 A4抱持著有錢賺地方就

會發達的心態，認為只要好好做觀光就會持續發達下去；受訪者 A2則因為地方

派系鬥爭而持相反意見；受訪者 A1與 C3有較為類似的看法，認為地方觀光只

是一時的，「地方文化」才是延長地方生命的精髄；B1則更進一步，以實地研究

社區其他特色來尋求解決之道。 

但何謂地方文化？則又有不同的見解，因為與「觀光」概念的纏絞，所以「地

方特色與文化」很難與觀光本質切割開來。受訪者 B1直接認為「過去在地的生

活經驗」就是文化，這個文化，便受到觀光本質的影響，是指可以「驕以示人」

的東西： 

包括我們整個區域性的整個包括自然生態，文史，傳統產業，傳統產業就是，

包括燒木炭啦，蒸餾樟腦啦，茶業啦，包括我們的油桐那些，這都是跟我們有

息息相關，以前農業社會息息相關，那現在我們說等於說是一種復古、也是一

種念舊，也是一種發揚我們舊有的文化(B1) 

 受訪者 A1並無明確指出何謂地方文化，與他說法類似的 C3則在說明文化時，

有較為矛盾的立場，一方面他認為可以延續觀光熱潮下去的地方文化，是必須帶

客家文化及地方特性的： 

我們地方的文化甚至特色，加以研究或保持，繼續推廣它，比如說我一些文化

古蹟啊，或者是什麼文化的內涵的什麼東西啊，就是把它保留下來，或者就把

它推廣出去，那在當然這個飲食的文化啦或是吃喝玩樂的部份，就是帶入，增

加它的一個內涵也好、增加它的熱鬧性也好，是不是這樣子，只能這樣子啦，

所以總是說，這還是要有這個地方的文化紥根才有辦法。(c3) 



 

一味的只是在做一些好像就是說餐飲那些的話，沒有特殊文化的話．．．那當

然現在也很多餐飲的，也有很多客家文化的，那種，像比如飲食的話，那也是

客家飲食啊，只是說不要做一些外來的那種飲食文化，就好像就，牛頭不對馬

嘴了，對不對（c3） 

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其實只有藝術文藝這類的雅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對

於要如何使他心目中的雅文化與觀光熱潮結合，他自己做了一些小的嚐試，例如

開設可供遊客親手做的手拉胚，或是用自己燒製的陶器搗擂茶、又或是為了桐花

祭所繪製的國畫及製作的陶器，但是其實這樣的結合目前並無法吸引大量的觀光

客： 

政府最近是有要把這個文化藝術帶入觀光，是這樣子引導沒錯，這樣是很好

的。是要把文化藝術帶入觀光，只是觀光的話，那只是曇花一現，一般的觀光

就是，絕對是曇花一現，文化藝術的話它才能長久，對不對，就是．．．深根

（耕）的文化也好，這樣才能長久，對不對(c3) 

這個文化深耕是需要長期的，長期抗戰的，不是像他們那個隨便辦一辦，所以

像你說，現在，前一陣子，去年跟前年，他們那是辦了香草，香草季，很盛行，

像那個歡樂田園那樣，很盛行，不過那個，現在那個慢慢的就，好像稍微退了

一點，那種人潮慢慢的退了，所以它會一直會變，觀光熱潮的人就會一直變，

他們喜歡一些新鮮的，一些．．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喜歡文化，那個時代潮流會

變。(C3) 

因此可以看出，對 C3而言，長久發展地方是既定的觀念，而藉由「觀光」這

項活動可長久發展地方的觀念，已自然而然與「發展地方文化」扣聯，也就是說，

「發展文化才是地方發展觀光的長久之道」，已成為在地人不言而喻的邏輯。只

是在這個邏輯之中，對於「文化」這個概念有不同想像。 

但扣聯著觀光已有一些既定的、受到意識型態影響的邏輯，在受訪者的言談之

中就可以發現，包括： 

 了解地方的歷史與生態可做為傳承 



復古是帶動我們以前的，現在我們是工業社會也進入差不多二三十年了對不

對，跟我們以前農業傳統比較是，對你們這些現代的人，包括像我兒子那些

二十歲，新新人類有沒有，那些也是說，他們根本就是，想像中根本沒有．．．

以前我們這邊就是刻苦耐勞，我們還發揚我們客家舊有的傳統文化，硬頸，

就是說燒炭、種油桐樹啦，還有說樟腦油那一些、採茶那些文化，我們還是

希望說，把現在我們，有一些希望我們下一代有一些傳承下去。（B1） 

 讓所有的人知道自己的地方是值得驕傲的 

希望把我們這個點這個地方推展出去，讓大家，各界對我們這個評語，不是

評語，等於就是，了解我們這個地方(B1) 

她（葉菊蘭）把所有客家莊都做得有聲有色，像新竹做得很好，桃園也做得

很好，像我們苗栗縣來講，整個南庄也是鳥不生蛋，我們這邊還好，我們這

邊還有車站，還有大湖啦，銅鑼啦，還有西湖鄉，西湖鄉搞一個蕃薯節，搞

的滿有聲有色，還有搞一個柚子節，銅鑼搞一個杭菊，．．．南庄搞一個桂

竹，都是我們客家的特家。(A4) 

 有財源才能回饋地方： 

在過去的研究中也有顯示，對地方而言，觀光帶來經濟的寬裕，是造成他們認

同地方最主要的原因（黃琇玫，2003），而這個觀念果然也出現在受訪者的言談

之中： 

最先的想法是說，就把我的事情（興趣）做好來，把地方做好來，有財源

嘛，有財源才有回饋地方。（A4） 

這些觀念都可以顯示，發展觀光對受訪者而言已具有豐富的意義，就如同政府

的意識型態中所扣聯的，發展觀光＝帶來財源＝讓世人看到地方＝讓自己認識地

方＝發展／掘在地文化＝發展地方。這一連串的觀念串連，在受訪者的言談中得

到了印證。 

既然觀光已附加了這些概念於其上，所以在地受訪者對於發展觀光所帶來的一

時熱潮、以及炒作出來的話題性，都可以在上述這些價值觀之下變成可以接納的

過渡。但同樣，經由上述的分析也可以發現，對於受到觀光影響之下的「文化」



為何物，地方上並無法清楚明確的定義，在政府政策之下，地方雖然可以更深入

的去認識自己的環境及歷史，但這個「深入」的程度，由於受到觀光的資本主義

邏輯影響，產生了如客家庄目前只往「復古」過去生活的方式在探求自己的文化、

或在地只能將自己的生態歷史展示性的化為遊客可接觸的「體驗／消費商品」、

抑或是有的受訪者進一步認為地方上的文化藝術也可以成為被觀光／消費的對

象，等等這些現象，使得在地文化發掘／建構的深入程度變得有所限制。在觀光

邏輯的操演之下，當消費大眾的凝視熱潮轉移後，觀光地對於己身的挖掘與建構

可能跟著轉移，一旦失去眼光、得不到消費大眾認同的「在地文化」，將失去商

品價值，不論其為建構或是挖掘，將被快速替換掉，尋找下一個好賣商品，便難

避免文化淺層的命運。 

 

第三節 觀光操演與認同 

 經由上節的分析可以發現，觀光活動的資本主義本質給了在地人發展在地文

化的限制，另外，經由上一節的資料分析也可以證實，在地人的認同確實會受到

政策意識形態的影響。意即，當在地人在實踐觀光時，確實受到政策影響，而有

了價值觀判斷的高低，並確實影響了在地人的認同，包括： 

 「我們」的認同：即不論如何，這一連串的實踐活動，已使在地人擁有了「我

們」的社群認同，且這個「我們」是參與實踐觀光操演的想像社群，已與

「在地」結合。 

 「在地＋族群」的認同，已經由政策而成功的結合：即「族群」與「文化」

的認同，已成功的結合在一起，並互相強調，互為合法性來源。 

 在一切以發展地方經濟的大前提之下，參與者會視發展觀光為貢獻地方，並

將貢獻地方判斷為令人稱許的價值，爭相表現；另外，「被別人看到」這樣

的觀光凝視，也成為發展地方的目標。 

 



這可證明在本研究第二章所分析，「愛鄉愛土」的意識型態實際影響了觀光實

踐。至於其影響的方式，乃是化身為強調「人與土地的關係」，且土地、觀光、

與族群這三個元素同時互相緻密作用，以強調愛鄉愛土的意識型態，這些作用包

括： 

 社群、土地、觀光的關係：如上所述，經由觀光操演的實踐，使當地實踐的

人已有同屬一個社群的意識，且這同一個社群因為同屬一個地區，使得土地

與同一社群得到連結。另外，參與操演觀光者來自桐花的美感經驗，乃是從

土地而來，因此此美感經驗立即被吸收到與土地的聯結關係中，並併入同屬

一個社群的認同之中。 

 族群、土地、觀光的關係：觀光展列強調在土地上的生活遺跡，鼓勵生活在

該地的人，以「客家族群」的身份挖掘、創造、強調生活遺跡，「客家族群」

乃是被限定召喚的對象，在該地生活的人，只能以族群的身份去挖掘／展示

生活遺跡，並藉由這樣的召喚將「族群」與「文化」認同結合。 

 觀光、土地的關係：觀光操演成為生產／再生產認同的方式，因為觀光操演

而得到社群＋土地認同的人們，又因為發展觀光＝帶來財源＝讓世人看到地

方＝讓自己認識地方＝發展／掘在地文化＝發展地方，這一連串的意識型態

扣聯，社群＋土地的認同反而成為發展觀光的合法性來源，如此循環加強認

同。 

在整套作用中，「族群」與「社群」這兩個元素，因為土地的關聯而重疊，實

踐觀光的在地社群與客家族群被假定為一致，意即，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的疊合

是此套運作的著力點，族群是實踐觀光時被限定召喚的身份，因此，雖然仍有非

客家族群的人加入在地社群的觀光實踐，但是在這套操演中，非客家族群的人只

能選擇依循實踐觀光的邏輯來認同土地，或是選擇，不認同、不參與或離去。 

在觀光操演的作用中，「民主」的影響力，在訪談中雖看似隱而不顯，卻以一

種做為社區動員的方式影響在地，達成了社群、土地兩者認同的聯結，並且成為

在制度、意識型態之外鬆動的可能。 



 在 Shotter(1993)的理論中，進一步將市民性(citizenship)認同的形成過程做出說

明。他將社會想像成生態有機體，由互相依存且不斷改變的時空所組成，分為「確

定」的架構，與「無法確定」的部份，確定的部份乃是一些讓人們對突發行動可

以自我修復的基本模式及架構，大部份的「其他部份」都是未確定且不穩定的，

人們其實都是在突發的、無法確定的部份來確認自己，因為在無法確定的部份

裡，人們必須經由與他人協商溝通，來確認現在「我是誰」、「我該做什麼」、「我

在什麼位置」，而在協商溝通這個行動之中人們分享的共同經驗、共同感覺形成、

共同情緒，這些就是「我們是同一社群」歸屬感產生的所在，也是「我是誰」認

同感所由生之處。確定與不確定的部份並不是固定不變的，隨著參與者的協商，

確定的部份會跟著增加，而不確定的部份會也會不斷產生： 

 

  如果我們以隨著時間製造“接合（形塑）的活動＂來想像，想像的客體持續

存在在人們的溝通協商中，做為目的的客體瞬息萬變，僅僅是為協調“在這個

狀況之下接下來要做什麼＂的爭議而存在。去想像這個要求我們去採取一個批

判及反身性的自覺，一個當我們正在說“我們在做什麼＂時會意識到“我們正

在做什麼＂的自覺，以及一個準備去承認所有我們文化的聲稱都是建構在這個

矛盾，曖昩，及無明確時空的協商之上。（Shotter，1993:134） 
 

 以此進一步的來解釋在地實踐觀光時的認同運作，可以視政府「愛鄉愛土」的

意識型態、以及觀光的資本主義本質為協商場域中的條件，參與者、政府這兩個

角色就「實踐觀光」這項活動來進行協商；另，除了這兩個角色以外，外來者／

觀光客，也是參與協商的一部份。 

文化觀光不僅經常成為資源較少的地區的主要經濟活動，一些甫擺脫殖民狀

態的地區，也往往訴諸前殖民者的懷舊口味，重新包裝傳統文化，以換取經濟

利益。觀光地區人民的自我認知以及群我認同的形構，既擺脫不了外來者透過

觀光活動所獲得的刻板印象，更必須與這些外來者對於地主人民的期待，不斷

磋商互動。文化觀光因此不僅是一項經濟活動，尚且是地主區人民與外來者

交、協商、再現其文化身分的重要場域。文化觀光行銷包裝的傳統表演，也因

而承載／紀錄著地主區（政府、學者、觀光工業等），如何透過文化政策以協

商自己本身的國族身份認同的重要文化過程。」(周慧玲，2002:84) 



除了這三個角色以外，在同時，參與觀光的在地人內部也在進行協商，在協商

的同時不斷的實踐，人們分享共同的經驗、感覺，形成認同，形成社群，形成「我

們」。 

也就是說，可以確定在「文化觀光」的實踐中，一共有以下幾個元素： 

 意識型態：愛鄉愛土觀念、觀光資本主義 

 角色：在地人、政府、觀光客 

 以上這幾個元素在以「實踐觀光」為主要活動的場域中進行接合、協商的活動。

進行協商的是三個角色之間，以及其角色的內部也在進行協商，意識型態則是在

協商之中看似不可動搖的既成條件。在觀察在地實踐觀光的過程中，可以就這個

協商模式再次檢視本節一開頭提到的三點： 

 「我們」的認同：即「社群＋土地」的認同，這是在地人內部協商時得到的

共同經驗性認同。 

 「土地＋族群」的認同：這是與政府政策意識形態協商之後的結果。 

 在一切以發展地方經濟的大前提之下，參與者會視發展觀光為貢獻地方，並

將貢獻地方判斷為令人稱許的價值，爭相表現，另外，參與者將「被別人看

到」這樣的觀光凝視，視為發展地方的目標：這是與資本主義、以及代表資

本主義的觀光客／外來者協商的結果。 

 這就是協商出來暫時的結果。這些協商的過程必定會互相衝突，例如，當在地

要吸引觀光客時，是否選擇客家符號做為展列形式？若選擇「非客家」符號做為

展列形式時，參與者必須就下面二者做出協商，即「愛鄉愛土」意識型態－是否

使用客家符號做為表現自我的符號，與「觀光資本主義」－使用非客家符號的其

他元素是否較能吸引觀光人潮這兩個限制條件。選擇使用非客家符號的參與者，

亦可能將「只要賺錢就是貢獻地方」這樣的想法帶入，試圖說服認為「使用客家

符號才是愛鄉愛土」的參與者；也就是說，在協商時，選擇使用非客家符號與客

家符號的參與者，將就兩種方式何者才是愛鄉愛土的表現、又能符合觀光資本主

義的邏輯以吸引大量觀光客，這兩個既存條件來考量其觀光展列的方式，並進行



協商接合的過程。 

然而，如同 Tilly(1996)理論中所言，當一切都是協商時，所有的接合都只是暫

時性的，在這個場域之中，意識型態確實是限制，但因為協商的變動性使得這些

限制也有被鬆動的可能。在觀察中雖然暫時無法看到這樣的現象，但是如夏鑄九

等人在研究(1999)中提及，因為協商溝通的力量，使得社區變成了可能發展異質

的溫床，另外，培養出社區自我協商對話的機制，使得社區可直接面對與社區息

息相關的實質問題，這些使社區可以成為在九二一大地震時，發揮比政府更迅速

的動員能力。 

重要的是以觀光做為一種實踐的社區動員運動，培養了在地人群我的意識，並

開啟就實際與切身相關的社區問題進行溝通、對話的機制，這樣的成果不是因為

觀光所選擬的認同符號所形成的，而是進行認同符號打造的過程中漸漸成形的，

在實踐觀光的過程，才是社區真正「現在的文化」，而非打造出來的認同符號。

因此，雖然以觀光操演做為社區運動，是一個培養在地人擁有自覺意識的機制，

但在觀光的資本主義邏輯運作之下，在地文化商品化的淺層現象要如何突破，「現

在的文化」要如何跟「符號化的文化」做出接合，就是有待在地努力的地方。 

另外，從觀光地的觀光展列中可以發現，事實上政府的政策引導扮演著重要的

地位，其強勢介入的姿態明顯。首先，「客家桐花祭」是客家族群近年在台灣的

政治舞台上成為主角最主要操作之一。台灣政壇中提出的所謂四大族群脈絡－閩

南、客家、原住民、外省人，其提出是為了建立新的國家認同： 

 
四大族群的基本立場其實是相互承認、包容與尊重，或者要保障弱勢族群．．． 
它誕生的大結構，則是台灣獨立建國者對於台灣「人種與族群」的想像，彼此

間因為對立或有不能跨越的鴻溝，所以建國運動要在「民主憲政」、「保護少數

族群發展」的架構下，重新建構出一個想像的整體的國民概念．．．它所要顛

覆的對象，是過去「大中華」的統一民族主義以及意識型態。（張茂桂，2002:244） 
 

在 1988-1993 年之間，族群成為政治上實際動員常使用的符號，而多元族群也

漸成為政治正確的訴求，事實上其背後代表的就是想像中的亦欲擺脫中國，建構



台灣整體的概念。過去的優勢族群是所謂的外省族群，而閩南、客家、原住民皆

為相對弱勢族群，但是在台灣意識的覺醒之下，四大族群分類中的閩南族群反而

後來漸成所謂「福佬沙文主義」，在本土化時成為主流，造成其他族群有再度被

壓迫成為相對弱勢的感受，例如 1988 年客家人就不滿民進黨排斥非閩南語，只

將閩南語視為台灣話，為此走上街頭進行「還我母語」遊行。 

 

客家人自認在語言、歷史記憶及政治經濟各方面都是弱勢族群，這一方面固然

是由於客家人的人口比例較低，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客家人過去和閩南人一樣，

在文化上及政治上都受到「外省人政權」不公平的待遇，對於客家運動者來說，

反對運動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挑戰，本來代表了一個可以改變這種地位的機會。

但是當台灣民族主義中關於台灣民族界定的論述，讓他們感覺到它已成為另一

個對於客家文化與歷史記憶的壓迫來源時，因為失望所引起的弱勢族群意識，

不亞於過去對於國民黨同化政策壓迫的反彈。（王甫昌，2003:140）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多元族群和平共存」是目前政治上的理想，但

是族群之間的敵意卻也一直被激發。客家族群在這一場爭鬥之中所佔的是極為微

妙的地位，一方面他們跟「外省」族群一樣同屬於相對少數的族群人口，因此在

對抗中外省族群一直極力拉攏「原住民」與「客家人」，以對抗「閩南人」在語

言文化上的福佬沙文主義（王甫昌，2003）；但在同時，以「閩南人」文化為特

徵的當前執政者也極欲拉攏「客家人」，為展現出為政者對政治正確的「多元文

化」內涵做出的努力。因此，客家人在近幾年成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主角，客委

會的成立、客家桐花祭的舉辦，都是在政府強力運作之下進行。 

在政府政策操作的用力中，對客家桐花祭投以過多的注目，投入大量的經費與

人力，使得客家桐花祭其觀光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的面向可能受到扭曲，因為過

於龐大的利益，使得地方動員及協商的過程中，產生過份商業化的危機。最明顯

的就是三義勝興車站，因為觀光利益，造成外來商家大量的移入、地方人士的派

系鬥爭，地方雖選擇「勝興車站」做為認同符碼，卻只交給政府去經營，其他的

商店及觀光展列方式各彈各調、地方人士的向心力及認同力都較為薄弱；而與之



對比的就是三義的雙湖社區，明顯是社造較為成功的案例，在地方參與觀光操演

者的手上，對地方的文史與生態，都有了更為深入的了解、緊密的扣聯與認同感。 

也就是說，觀光操演雖然可以做為社區運動，但是也可能在帶來的強大利益之

下走向變調，使社區運動的協商功能無法發揮，使社區的資源變成了謀利的工

具，地方不但無法產生緊密的認同，反而可能更為疏離隔閡。而且在「帶來財源

＝發展社區」，這樣的意識型態之下，政府的注目也可能成為社區資源被大量商

業化的助手，這都是值得小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