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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探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理論探討 

實踐的問題只有在清楚的理論架構上，才能被形成和處理。本

研究欲以都市政治學的角度來研究都市公園的空間形塑，探討空

間、意識型態及權力的論述，以建構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權力意指一社會群體實現其特殊的客觀利益的能力；霸

權則意指實現這些利益的過程，不必化約為純粹使用武力或暴

力的宰制，而是包含著一個領導權和意識型態的功能，社會關

係便藉此而建立在積極同意的基礎上。」 

（Nicos.Poulantzas,1987） 

「權力本身是多數性的，它橫越過諸社會階級，諸意識型

態與諸體制。」 

（Michel Foucault,1976）  

 

一、文化霸權（Hegemony） 

（一）文化霸權的緣起 

霸權的思想淵源可追溯至 1880年代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

諾夫（ Plekhanov）所指涉的無產階級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在聯合其他
團體推翻沙皇時所應給予的一種領導（Anderson,1977），此時霸權的

提出乃因應俄國專制落後的社會情境，著眼於政治領域裡的革命策

略，未觸及文化、意識型態領域。到了列寧則採用領導權（ leadership）
及領導者（leader）等詞彙，但其概念仍在政治的革命鬥爭，目的是

要奪取國家霸權。直到葛蘭西，霸權的概念才有進一步的突破。 

葛蘭西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生於 1891 年，死於 1937 年。在大

學求學階段深受哲學家本尼德特‧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影
響，相信歷史是支配著和包含著道德、政治和藝術的精神活動，是

聯繫過去與現在、現在與未來的途徑，另外他也深受列寧、馬克思

的影響。在 1926 年〈南方問題手札〉（Notes on Southern Question）
中提出政治領導權，帶有濃厚的列寧色彩，直至〈獄中札記〉（P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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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s）中，才加入智識、道德的層次，形成文化領導權。 

葛蘭西在〈獄中札記〉裡陳述道： 

「使廣大民眾自發的同意基本統治階級對社會生活的領

導，歷史性的同意源於統治階級的地位及其經濟生產功能之威

信而存在。」 

亦即可透過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來進行統治。就葛蘭西看

來，一個政治階級的文化霸權意味著該階級成功說服其他階級接受

自己的道德、政治以及文化的價值觀。透過文化霸權可讓大家更了

解社會是如何的建構起來，而國家在這裡面又如何居中扮演似乎中

立的角色。 

（二）文化霸權的行使 

市民社會在分析上常和國家形成相對的概念。馬克思認為市民

社會是屬下層建築，而葛蘭西則認為市民社會是上層建築的一部份： 

上層建築兩個主要的「層」：其中一個叫「市民社會」，通

常被叫作「私的」各種組織的總和；另一個叫作「政治社會」

或「國家」。這兩層一個與統治階級通過社會發揮其「領導權」

相對應，而另一個是與統治階級通過國家和政府進行「直接統

治」或支配控制相對應（Gramsci,1971）。 

葛蘭西認為上層建築包含了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在此的國家

是狹義的國家概念，通常指國家機器而言。統治階級一方面在市民

社會中進行文化霸權，另一方面和政府直接統治的力量相結合，其

結合的方式如葛蘭西所表示的「每個國家都是倫理的，因為它最重

要的職能之一，是把廣大的人民群眾提高到符合生產力發展需要，

從而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一定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型式）。」（獄中

札記，1983）、「國家教育與建設的目的始終是建立新的和更高的文

明形式，使廣大人民群眾的『文明』和道德標準符合生產上經濟制

度不斷發展的要求，從而也在本質方面養成人類社會的新形式」（獄

中札記，1983）。就這樣的論述看來，政府便是統治階級行使文化霸

權的機器。在葛蘭西時代，所謂的統治階級一般泛指資產階級，他

認為資產階級一方面透過文化、智識在市民社會中贏得積極的同

意，一方面和政府有合作關係，使政府為其服務。然而，統治階級

的概念在本研究分析中，主要是指擁有較多權力資源者，而擁有較

多權力資源者，往往能夠在決策中取勝。 

一般而言，文化霸權的意義主要為：一、統治階級中的某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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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階級對其他同盟者進行領導。二、統治階級運用政治、知識、文

化、道德上的地位，建立其價值觀，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在此，

文化霸權是被定位在市民社會中運作，目的在贏取積極性的同意。

就葛蘭西看來，政府往往成為統治階級行使文化霸權的工具，但事

實上，政府也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行使文化霸權，透過政策、教育、

意識型態來贏得市民的同意。所以文化霸權不應只是狹隘的限制於

市民社會中來分析。因此，本研究中也欲透過案例去檢驗國家是否

也為自身利益行使文化霸權。 

（三）文化霸權與意識型態 

「意識型態」（ideologie）一詞在西方歷史上的出現，可溯源自

法國大革命時期德拉西（D.de Tracy）及其同時代進步人士的倡導。
在啟蒙思潮的衝擊下，這批被拿破崙貶稱「觀念派」（ ideologues）
的人，企圖去除迷信，改造人民的思想，並積極推動教育與政治制

度革新，以達匡正世俗與社會的目的。他們所採用的方法則是從人

類思維過程的具體問題—即觀念（ idee）—著手。到了馬克思，在〈德
意志意識型態〉一書中，仍繼續使用這個詞，但它的內容已經從「觀

念」的科學轉換至某種與生產關係及社會關係相聯的思想體系。（于

治中，1998）。 

馬克思認為觀念活動之所以虛妄，根本原因在於與現實脫離，

所以主張意識型態是非物質性的。然而，阿爾杜塞（ L.Althusser）
在 1970 年發表的「意識型態與國家的意識型態機器」文章中，提出
了意識型態物質性的概念。阿爾杜塞以「再生產」（ reproduction）
的角度，重新檢視意識型態在國家 1之中具體的功能與作用方式。他

指出為了再生產與鞏固這種生產關係，統治階級必須藉助上層結構

的力量，使工人階級臣屬於這些剝削關係與情況之中。因此，阿爾

杜塞認為觀念自身想像式及精神式的存在雖然消失，但最終會進入

由意識型態機器主導的各種實踐之中，產生具體的力量及物質性的

存在（于治中， 1998）。  

葛蘭西對意識型態的看法和阿爾杜塞較為接近。葛蘭西將意識

形態區分為歷史性有機意識型態（  Historical ly Organic Ideologies）
及任意的意識型態（Arbitrary Ideology），有機的意識型態對一定的
歷史結構來說是不可少的，它組織人民群眾，創造一個人民據以前

進、獲取關於他們地位的意識和鬥爭等領域（Gramsci,1971）。 

                                                 
1 阿爾杜塞將國家中的國家機器區分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及國家的意識型態機
器。國家的鎮壓機器包括警察、法院、監獄…。國家的意識型態機器包括有宗
教、學校、家庭、媒體…（于治中， 1998）。  



 -  14  -  

葛蘭西認為意識創造了主體，意識型態並非只是一種哲學的世

界 觀 ， 它 必 然 伴 隨 著 行 動 的 取 向 ， 以 及 在 群 眾 中 被 社 會 化

（ Larrain,1983）。為了避免意識型態的一般抽象理論，葛蘭西具體
分析文化霸權是如何的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中組織群眾、創發人類運

動的領域，並和政治、社會勢力領域及不同勢力間的鬥爭做連結（黃

富國，1990）。 

至於意識型態是如何形成呢？葛蘭西認為統治階級握有豐富的

權力資源，在製造與複製意識型態中占優勢，意圖將意識型態滲入

日常生活之中，與語言、共識及民俗融為一體，並藉由政治社會化

的機構，如學校、大眾傳播媒介傳達有關人與社會的假設，一方面

對其統治做合理化的解釋，一方面建構民眾的現實感，使民眾在無

意間擁有一套哲學觀，以為社會生活本當如此，讓民眾的道德和文

明能配合持續經濟生產，進而符合宰制階級的利益（湯國榮，1996）。 

這如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瑪莉‧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體
制如何思考？」（How Insti tutions Think？）一書中所表示的：「體制
有系統的引導人們的記憶，將人們的知覺引往與體制可以相容的形

式 。 它 將 本 來 動 態 的 世 界 予 以 固 定 化 ， 並 假 裝 這 不 是 它 的 影

響。⋯⋯。我們嘗試想要去思考的問題，也就自動轉變成了它們的

組織問題。⋯⋯。因此，對於我們，知識獨立的希望乃在於抵抗，

抵抗的必要第一步即是去發現體制的黑手如何君臨我們的心靈。」

瑪莉‧道格拉斯所描述的乃是體制對人們的細膩操控，這種操控在

以往台灣威權體制下，是以更直接、明顯、鎮制的方式在進行著（中

國時報，1987.12.28）。戒嚴以前的台灣，不管是大眾傳播或公共空

間的規劃使用，是放置在整個國家環節中來思考，是以政治為中心

的教化體系，給予人們模式化的世界觀，儼然是透過文化霸權達成

社會的馴化及對社會的支配。 

而如何脫離這種體制的操控呢？葛蘭西認為知識份子的角色在

霸權意識型態的闡述中佔有重要地位。知識份子的主要活動表現在

上層建築裡，在於對群眾進行「知識與道德的改革」，葛蘭西認為某

種意義上，每一個人都是知識份子。透過行使某種技能，透過一定

的語言知識，每一個人都證明了他可以起知識份子作用的能力（詹

姆斯‧約爾著，石智青校閱，1992）。葛蘭西教育的目標是希望透過

知識與道德的領導，促進群眾批判的能力及意識的自覺，最後消除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分割，使人人皆有自治者或領導者的能力，因

此，葛蘭西不斷提倡參與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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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霸權的省思 

葛蘭西的霸權觀念在很多領域上被使用，因為其包含智識及道

德上的領導權，所以不只用於政治分析，在文學、語言學上也被採

用。很多的研究也以葛蘭西的霸權論為基礎，再加以延伸應用。唯

葛蘭西的作品較為零散及艱澀，很多都是後來研究者加以整理或闡

述，所以某些觀念會有分歧的現象，若想單單從文化霸權理論去瞭

解文化霸權是很難的，而需較全面瞭解葛蘭西的思想，才能進一步

釐清一些觀念。  

文化霸權的觀念給本研究相關啟發如：一、政府除了透過武力

來宰制被統治者，是否也意圖透過知識、道德、文化的領導來取得

被統治者的「同意」。Robert  Bocock2表示：「文化霸權的領導包含發

展全國所有各主要團體的知識、道德和哲學的同意，它包含一種情

感的面向；在那裡面，想取得文化霸權領導，一定要說動民族—人

民的情感，不能看起來像是脫離群眾的陌生人或是外人。」這樣的

觀點是否能解析日本殖民政府除了武力統治台灣，同時透過許多教

化手段想取得人民的積極同意，而新公園是否為其工具之一；另外，

威權國民政府時期所興建的中正紀念堂，整個空間的規劃設計，也

別具意義，有許多大中國的味道，透過這樣一個都市公共空間，是

否欲取得民眾的認同；然而，到了解嚴後的台灣，興建了大安森林

公園，政治教化意味不再那麼濃厚，而此時，文化霸權是透過什麼

方式來進行？市民社會是否行使了文化霸權？二、霸權也說明了黨

或統治者的領導，不應只是著重於菁英，遠離市民，應提升市民的

智識與道德，使得市民能參與。 

二、 權力三面向 

權力的論述，常被應用在諸多研究領域，尤以政治學為最。概

權力是影響力的一種特殊形式，奠基於對有價值資源之控制、不平

等的分配，在人際關係間運作、透過大型機構來運作。廣義而言，

影響力是具意圖性效能的產物。羅素在〈權力：一項新的社會分析〉

（ 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書中指出：「權力像能量一樣，擁
有許多形式，諸如財富、武器、公共權威、輿論影響力。在這些裡

頭，沒有任何一項可以被視為附屬於另外一項，也沒有任何一種形

式從其它種形式中衍生出來的。企圖在某種孤立的情況下，去處理

某種權力的形式（例如財富），則只能獲得部分成功⋯⋯回到對物理

的類比：權力就像能量，必須被視為持續地從它的任何一種形式轉

                                                 
2 Rober t  Bocock 著、田心喻譯， 1994，〈文化霸權〉，台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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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為任何另一種形式，社會科學的任務就在於尋找這種轉變的規

律。」（湯瑪斯‧戴伊著、柯勝文譯， 2000）。  

權力可透過不同的形式來發揮它的影響力，因此權力如何運作

便成為重要課題。在此，以 John Gaventa在「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一文的觀點來分析權力運作的面向。Gaventa 從三個面向來定義權
力：  

（一）權力的第一個面向  

權力的第一面向是由美國多元主義學者 Robert  Dahl 和 Nelson 
Polsby 所發展出來的，他們對權力的定義為：「若 A 能讓 B 做他本
來不願意做的事，則 A 的權力勝於 B」，Polsby 之後也強調，權力的
研究應該著重於「誰參與了？誰得到或失去？誰在決策過程中勝利

了？」  

在權力的第一個面向中，有幾點假設：（ 1）市民的不幸可以被
認同，可以起而行動；（ 2）任何的決策領域都可參與，是一個開放
的體系；（ 3）任何的不幸都可以找到他們的代言人，來表達他們的
意見。因此，多元主義者認為，不參與或不行動並非是政治問題，

而是不參與者本身的文化問題。Gaventa 認為這樣的說法是「譴責犧
牲者」（ blame the vict im），在這樣的觀點下並沒有考慮到，若 B 非
處於相對無權力情況下，B 可能採取其他行動。  

（二）權力的第二個面向  

權力的第二面向是 Bachrach 和 Baratz 所發展出來的，他們認為
「權力不只在決策過程中運作，同時也運作於特定參與者及議程被

排除於決策議程中。」這種方式是透過非決策方法，使得某群人沈

默或無法推動。而這種非決策方式可能是武力、制裁的威脅或政治

系統存在的偏差。  

（三）權力的第三個面向  

權力的第三面向是由 Steven Lukes 所提出， Lukes 認為「當 A
的權力勝於 B，則 A 影響 B，這和 B 的利益是相衝突的。因此其包
含有三個意義：（ 1）A 對於 B 擁有權力，因為 A 運用權力來影響形
塑 B 的需要，透過意識型態來掌控 B；（ 2）在這種情況下，衝突成
功的被移轉，B 的利益被排除了；（ 3）權力的分析並非只是個體的，
權力與社會制度和結構有很大的關係。」也就是說，A 透過意識型

態的形塑，讓 B 成為無權力者，B 在這樣的社會制度結構中，唯有
改變社會的制度結構，才能改變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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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venta 將權力三面向加以結合，認為當 B 處於權力第三面向
時，B 很難和 A 對抗，所以要先拆除意識型態的迷思，才能夠回復
到權力的第二面向。當 B 回復到權力的第二面向時，要努力排除「動
員偏見」、被設定的議程，讓自己能進入到權力制度裡，到達權力的

第一面向。  

由 Gaventa 的論述，可知意識型態在權力運作中所發揮的影響
力。意識型態提供了權力運作時的正當性，也合法化權力，因而使

得權力的運作被一般大眾所接受。因此，整個社會可說是被我們稱

之為意識型態的理念系統所塑造成的。戴伊也說明意識型態以好幾

種方式控制著人民的行為：  
1、  影響認知。  
2、  理性化並合理化一種生活方式，因此為社會結構提供了正當

性。  
3、  決定社會性事務的「對」與「錯」上，提供了規範標準。  
4、  為社會與政治行動提供動機。它們提供追隨著一種行動的動

機，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湯瑪斯‧戴伊著、柯勝文譯，2000）。 

權力、意識型態在探討空間形塑的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誠如

Henri 所言：「空間一向是被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鑄造，但

這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型態的。它真正是

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型態的產物。」（Henre Lefebvre,1977；陳志梧

譯，1999）。所以，政治環境、文化領導權、意識型態及權力關係，

左右空間的形成、變遷甚或消失。因此，本研究欲透過葛蘭西文化

霸權的概念、Lukes 權力第三面向及 Gaventa 權力三面向的整合，來

探討不同歷史變遷下，台北市都市公園空間如何被形塑。 

三、 公共空間相關理論 

公共空間除了是實體的空間，亦有社會形構及政治意涵。早期

西方學者常以政治哲學觀來探討公共空間。例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公共空間」（ public space）理論所指涉的公共空間就是
公共領域。鄂蘭的思想淵源於古雅典的直接民主，在希臘文中，public
是 appeal 及 l ight 之意 3，因此鄂蘭主張在行動中彰顯自己，個人由

私人領域到公共領域是需要被鼓勵的，民主政體要學會在公共領域

中適當的表達自己，而不是隨著政府或多數人的意見。鄂蘭的思想

                                                 
3 根據理查‧森涅特（ Richard  Sennet）的考察，「公共」一詞原來在希臘文是
指 synoik ismos，乃「創建一個城市」之意，其中 syn 指聚集在一起， oik is 則
是希臘的家戶單位。這些 oik is 必須聚在一起，否則會被消滅，經濟也無法成
長（王志弘譯， 1995；魏慶嘉，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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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思考如何可能平等參與民主政治之基本概念。因此，是否為民

主體制，可從是否有開放的公共領域來判斷。 

對於公共領域的討論，另有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的〈公
共領域的結構性轉變〉（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書。哈伯瑪斯所稱的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是由德文
翻譯過來的，指的是公共性（ publicness）。哈伯瑪斯認為公共領域
具有作為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力之間的中介作用，但到了福利國家的

資本主義階段，由於國家之干預，國家與市民社會互相滲透，社會

領域被政治化，公共領域基礎因此而破壞（夏鑄九，1994）。對於哈

伯瑪斯公共領域的論點最普遍被質疑的地方，在於他過度理想化北

歐中產階級社會之歷史階段，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目的和達成之間

有著爭議。 

鄂蘭和哈伯瑪斯對於公共空間的論述，乃著眼於公共性。這對

於只強調公共空間規劃內涵，而不重視規劃過程的理論，提出了一

個反思。本研究亦著眼於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因此將就促成公共空

間公共性的相關概念－公共利益、市民社會加以說明如下。 

公共利益 

什麼是公共利益（ public interest）？經濟學者認為公共利益是
個人利益的總結。而 Deborah A 則認為公共利益往往和個人利益相
衝突；人們對公共利益沒有一致的看法；公共利益會隨著大眾的需

要而有所改變，並非恆久不變。Deborah A 比喻公共利益就像空盒

子，各方的人都想把自己的觀點來填滿這個空盒子。至於公利和私

利間如何連結？即公共利益如何形成？通常有幾種模式：1、影響：
我們的行動和觀念會受別人的影響；然而影響和強迫的界線有時很

難區分。 2、合作：有合作、聯盟，才會有權力。 3、忠誠：市場沒
有忠誠問題，但在政治模型上，人和人的關係不是浮動的，是結合

在一起的。4、團體：若屬於不同組織，意見、利益會受組織的影響，
由組織來代表他們的意見。5、資訊：對資訊詮釋的影響力常常更大
於事實。 6、熱情：人們的推動。 7、權力：權力大能照著對自己有
利的方式來詮釋，可藉由權力來影響什麼是公共利益（ Deborah 
A,1988）。  

就上面的論點看來，何謂公共利益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往往是

由權力角逐而來的。因此要產生具有「公共性」的公共利益，其運

作機制就很重要，Gaventa認為要從權力的第三面向回到權力的基本

面，也就是參與的公平基礎點。而參與的主體在最近一直被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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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市民社會」，吾人在前述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已稍微提及，

然而市民社會的概念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及意義，在此再加以詳述。 

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 又稱為市民社會或民間社會，其有很多不同定義。

就原始意義而言，意指一種「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指

涉一個由法律所治理並在國家權威之下運作的社會。一般說來，市

民社會有別於國家，該名詞用來形容具有「私人性的」機制，市民

社會獨立於政府之外，它是由許多個人所組成，並追求其自身的目

標。因此，「市民社會」所指涉的領域是一種自主性的團體和機構、

企業組織、利益團體、俱樂部、家庭等。然而，黑格爾又區分市民

社會與家庭之間的差異，黑格爾將後者視為一種自我主義（egoism）

與自利取向的領域。 

古希臘羅馬學者往往用市民社會概念描述城市或城邦生活狀

況，亞里斯多德主張城邦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構成的共同體，因此

公民享有參與政治共同體各種活動的基本權利，然而，當時享有上

述權利者只限於具有同等地位的少數人，奴隸、婦女、外邦人是被

排除在外的。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間，一些契約論思想家（如洛克、

盧梭等人）反對為專制王權提供理論依據的君權神授思想，認為市

民社會和政治社會乃是同義詞，與此相對應的則是自然狀態或自然

社會，而所謂的自然狀態是一種無政府的狀態。因此，市民社會理

論在當時成為反對君權神授思想的重要理論武器（何增科，2001）。

在 1750 年到 1850 年間，市民社會的定義是變化多端的，Keane 整理
出四種看法：第一種是獨立自主的市民社會，強調策略性領導以對

抗政府當局；第二種對市民社會的再定義主要在英國和法國，強調

市民社會可透過立法來對抗政府；第三種是弱化反政府的市民社

會，相反地，獨立的市民社會可幫助獨立的政府；第四種是控制政

府的權力，支持多元及自己組織的市民社會（Abu-Lughod,1998）。  

到了黑格爾，集合許多思想家的理論基礎，明確的將政治國家

和市民社會區分開來，其著作〈法哲法原理〉（1821 年）是關於現代

市民社會理論的代表作。黑格爾偏向於以精神倫理面來探討市民社

會，而另一位學者馬克思則以現實面來分析市民社會。馬克思市民

社會理論主要具有三個特徵：第一、在階級社會中，隨著階級利益

分化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而產生了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隨著階

級社會的消失，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也將一道消失；第二、詳細地

分析了市民社會和國家相分離的政治意義；第三、在市民社會諸領

域中物質生活關係的總和或經濟關係的領域具有決定性意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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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一批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做了新的闡釋，他們主張把經

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應該由社會和文

化領域構成，同時強調它的社會整合功能和文化傳播與再生產功

能。較著名的有葛蘭西和哈伯瑪斯。葛蘭西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界定

市民社會，認為市民社會是統治階級實現文化霸權及革命階級反文

化霸權的主要領域，市民社會中的社會關係即是「權力關係」；哈伯

瑪斯則將「生活世界」4（life world）的概念引入市民社會的討論之

中（何增科，2001）。 

對於市民社會來說，問題不是要不要國家干預，而是要確定國

家干預的具體方式、內容和限度。就如 Castells 所認為的：政治體系

是針對政府而言，其相依於政府，並且是政府的一部份。社會運動

的存在及發展和市民社會相關連。政治體系和市民社會間的間隙之

所以很大，是因為政治體系對於新社會運動所傳達的價值和需求並

不善於接受（Castells,1983）。  

那麼，市民社會在空間生產中應如何扮演其角色，Castells 指出

沒有社會運動，市民社會改變政府制度的挑戰就無法浮現。都市的

歷史定義是透過社會衝突而來的。新的都市意義是透過下列四種過

程產生的：  

1. 既定社會下的統治階級，可依據他的利益和價值運用權力去限制

社會形式，改變已經存在的意義。 

2. 被支配的階級達成了部分或全部的改革並且改變了都市的意義。 

3. 社會運動在既定空間上反對支配性的意義而發展了它的意義。 

4. 社會動員（不必然基於某特定社會階級），給予都市不同於制度

化的新意義，並且反對統治階級。（ Castells,1983） 

Castells 的理論對都市社會運動研究有很大的貢獻。而都市社會

運動是新社會運動之一環。由於社會運動理論在資源動員理論

（resource mobilization）5之後有新的創見，因此稱之為新社會運動

                                                 
4 生活世界是指由文化傳播和語言組織起來的解釋性範式的貯存，它包括文
化、社會、人格三方面的「解釋性範式」。人們在生活世界中的行為是以相互理

解為目的，哈伯瑪斯稱為溝通行動（ communica t ive  ac t ion）。  
5 根據 Jenkins（ 1983）的分析，資源動員論具有下述之主張：（ 1）運動的發生
主要是考量了成本及收益，因此運動是理性的，參與者也是理性的；（ 2）運動
的目標是由體制內權力關係所造成的利益衝突，來給予界定；（ 3）由衝突所帶
來的不幸或冤情（ gr ievances），是無所不在的，它無法解釋運動發生的原因；（ 4）
中央集權、階層分明的組織，在取得資源及發動持續性抗爭方面，是比分權式、

非正式結構的組織來得有效；（ 5）運動的成功與否，是決定於政治過程中策略
的運用（徐世榮，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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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Fisher（1992）認為新社會運動

理論注意人們的生活品質及文化認同，強調價值，向科技的目的

（ ends） 及 環 境 遭 受 破 壞 進 行 挑 戰 ， 同 時 也 反 對 社 區 的 商 品 化

（commodification）及生活品質的降低。另外，Milbrath（1984）表

示，新社會運動所追求的可能是一個新的社會典範，傳統型態的支

配社會典範（Dominant Social Paradigm），主張經濟成長的位階應該

是高於環境保護之上、科技至上及市場的自由運作是造成經濟向前

邁進的主要關鍵，且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應掌握在少數專家及政治

菁 英 手 裡 。 而 與 此 概 念 相 對 的 典 範 則 為 新 環 境 典 範 （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它給予自然環境高度的評價，認為人類必

須與自然和諧相處、環境保護應該優於經濟成長，另外民眾應利用

直接行動來表達他們的主張（徐世榮，2001）。 

分析這些新社會運動的組成份子，主要來自二個團體，其一是

受到這些問題影響的團體，他們的組成是因為面對了相同的問題，

而不是由社會階級所聚集而成的；其二是中產階級，因為中產階級

對於社會價值及需求的改變及現代化後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特別敏感

（徐世榮，2001）。 

新社會運動的興起，增加了市民參與的場域，市民社會所要傳

達的價值和需求沒有得到政府的回應時，會企圖透過各種方式，取

得政府的同意。市民社會和政府未必是對立的，但卻常處於對立的

狀態。在空間形塑的過程中，政府和市民團體常常欲賦予空間不同

的意義，不同的市民團體間也會彼此角逐空間的意義。因此，空間

存在著衝突，具有支配地位及權力大的團體最後能夠改變空間的意

義，賦予空間新的意義。 

Manuel Castells 在〈城市與草根〉一書中指出： 

「空間的形式是透過人類的行動而產生的，在既定的生產

模式及特定的發展模式下，表現出統治階級的利益，也表現出

歷史所定義的社會下政府的權力關係。」（Castells ,1983）  

Castells 所論及的公共空間是充滿利益、權力與價值觀衝突的地

方，不同的歷史行動者以不同的論述企圖塑造空間。空間意義界定

的政治過程關係著空間的生產，也就是什麼人在什麼脈絡下，用什

麼方式，賦予了空間什麼意義，推動其運作，展現其文化表現（夏

鑄九，1994）。由於空間意義的形成，常常關係著「誰參與了？」、「如

何參與？」，因此空間生產的公共性、是否代表公共利益及民意的展

現，便成了被關注的焦點。然而，如同前面所論述的，公共性透過

民眾在公共領域中的參與來展現，而所謂公共利益並無一致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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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同的利益團體會積極的說服自己的利益成為公共利益，至於

民意，很難獲取全體民意，通常為主流民意。在這樣的情況下，如

何讓民眾的參與更具公平性？Gaventa希望透過由權力的第三面向

回歸到基本面，來破除參與的不平等；而葛蘭西也指出市民社會中

的社會關係即是「權力關係」，較有權力者可取得文化霸權，贏得了

積極的同意，所以其希望提升市民社會的智識與道德，使其成為一

股反宰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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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都市公園相關文獻回顧 

關於都市公園的研究，可分為二類，一類是實質規劃的研究，

另一類則是探討都市公園的社會、政治意涵。早期國內、國外的研

究都以第一類居多，諸如都市公園規劃設計探討、都市公園系統及

法規探討、民眾參與都市公園之探討等。而在後期相關研究中，已

意識到雖然實質規劃有其重要性，但對於都市公園意涵的瞭解、歷

史變遷及形塑空間過程的探討是都市公園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以台

灣都市公園之特殊歷史建制過程，尤其值得以此面向加以探討分析。 

在國內，以社會、政治意涵來探討都市公園的論文有：蔡厚男

（1991）〈台灣都市公園的建制歷程 1895-1987〉、魏慶嘉（1996）〈台

北市公園規劃的社會分析—1897-1996〉、黃孫權（1997）〈綠色推土

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變遷中

的台北都市公園〉、彭揚凱（1998）〈綠色之城：台北都市政權之統

治分析 1994-1998〉、劉淑瑛（2000）〈都市公園設計評析—以大安森
林公園、中山美術公園、萬華民俗公園為例〉等。 

其中，蔡厚男基於我們的社會和相關專業論述一直缺乏認真反

省都市公園在台灣特殊歷史中的命運及處境，所以針對日據時代到

冷戰戒嚴下資本主義化的歷史脈絡，透過都市計畫的建制歷程，分

析台灣都市公園。蔡厚男將議題鎖定在：1、為什麼國家會在特定的

歷史階段，生產特定的休閒空間，或形成特定的休閒政策？2、在休

閒空間形成的歷史過程中，國家究竟以何種干涉行動與策略，在社

會結構過程中結合了經濟剝削、政治支配與文化霸權的實踐？3、在

不同歷史時勢下，特定的休閒政策與空間的文化形式所浮現的社會

意義與角色轉變為何？此論文的理論基礎為休閒與社會變遷及休閒

空間歷史相關論述。論文貢獻則在於透過批判性的分析，提供民眾

在休閒空間具體實踐過程中的知識基礎。 

蔡厚男的論文提供本研究一個很好的思考方向，唯本研究的時

間界定、理論基礎及分析方向和蔡厚男有所不同。蔡厚男的論文將

時間點鎖定在日據時代及威權國民政府時代，並以都市計畫建制歷

程為主軸，而本研究則將時間進一步延伸至解嚴後的民主時代，選

擇各時期台北市規劃的一個公園為分析對象，並以政府和民眾在都

市公園空間形塑中上的互動關係為主軸，探討其背後的意義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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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如何在其中進行。另外，蔡厚男的論文貢獻在於提供民眾對於

休閒空間實踐過程中的知識基礎；而本研究則希望透過分析歷史脈

絡中政府及民眾在都市公園空間形塑中的角色，去瞭解規劃機制中

的問題，並對市民如何進行文化霸權提出一些看法及建議。 

對於都市公園空間形塑，以社會學及政治經濟學加以探討的，

還有台大城鄉所的一些碩博士論文，諸如：彭揚凱（1998）〈綠色之

城：台北都市政權之統治分析 1994-1998〉，探討台北市都市發展過

程中，國家機器扮演了何種角色？並針對 1994∼1998 年的都市政權

統治進行分析，尤其對標榜「市民主義」的公共政策及城市規劃提

出批判。作者在都市公園的部分所做的探討不多，但針對市政府如

何進行領導權計劃，有詳細的說明及分析，對本論文要進行的霸權

分析，提供一些分析方法。 

而黃孫權（1997）〈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

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變遷中的台北都市公園〉，則在探討空間生

產的不同主體如何中介於公園生產過程中，主要以十四、十五號公

園運動為案例，分析拆遷事件抗爭的經過、社區意識的形成和消彌、

市民與國家關係怎樣在既定的政治權力場域中轉變。黃孫權和吾人

的研究，均關注市民和國家的關係，然而，不同的是，黃孫權的研

究，乃是公園已決定為某種形式的生產，而針對生產過程中拆遷戶

和國家的關係進行探討；而本研究較關心的是「什麼決定空間的生

產形式」，這樣一個空間形塑過程中，市民和國家如何進行其領導

權。舉例言之，若以七號公園為研究對象，黃孫權研究的是七號公

園生產過程中，原住戶拆遷問題，而本研究所探討的是，在體育館

和森林公園之爭中，是什麼樣的權力爭逐過程，讓七號公園形塑為

一個森林公園。 

劉淑瑛（2000）〈都市公園設計評析—以大安森林公園、中山美
術公園、萬華民俗公園為例〉，其研究對象設定在 1990 年代的都市

公園，並將台北市都市公園按性質加以分類，作案例分析。其論文

在資料收集及整理上頗為詳盡，對於台灣都市公園的歷史脈絡、台

北都市公園相關法規加以整理。在理論方面，主要是採用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的空間生產理論，然而其在個案分析和理論之間
的結合不夠深入。另外，台灣也已有很多研究採用列斐伏爾的空間

生產理論來分析都市空間。而本研究所採用的主要理論為葛蘭西的

文化霸權論及 Robert Dahl和 Nelson Polsby、Bachrach和 Baratz、Steven 
Lukes 的權力三面向來分析都市公園，在案例分析方面是主要的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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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慶嘉（1996）〈台北市公園規劃的社會分析—1897-1996〉
是以公園規劃為核心來探討都市公園的意義。其在論文中，將台北

市 都 市 公 園 的 發 展 分 為 首 度 引 入 期 （ 1897-1949）、 低 度 開 發 期

（1968-1988）及多變發展期（1988-），以此為主軸來分析不同時期

都市公園被賦予的意義。魏慶嘉的論文在都市公園意義的論述上頗

為詳盡，然其在理論基礎上較為薄弱，對於公共空間公共性中政府

和市民關係的分析過程較為簡略。而本研究則以政治分期為軸，透

過案例分析政府和市民如何以意識型態和權力左右空間形塑，進而

檢視公共空間的公共性。 

在國外相關文獻中，較為有名的為哥蘭‧葛蕾芝（Galen Cranz）
（1982）所撰的〈公園設計的政治學：美國都市公園史〉。此書分為

二個部分：第一部份，葛蕾芝將美國的都市公園發展分為四個階段，

分別為 1850-1900 年的遊樂場（The Pleasure Ground）階段、1900-1930

年的改革公園（The Reform Park）階段、1930-1965 年的遊憩設施（The 

Recreation Facil i ty）階段、1965 年後的開放空間系統（The Open-Space 
System）階段，對美國都市公園進行歷史回顧，並採取比較分析。
第二部份，是公園設計的政治學。分析了不同的歷史階段，行動者

如何運作都市公園政策、不同階級的使用者如何去認定公園、公園

的效益和使用、公園在都市中的角色等。 

蔡厚男在〈評 «公園設計的政治學：美國都市公園史 »〉一文中，
認 為 葛 蘭 芝 對 充 斥 烏 托 邦 主 義 （ Utopianism） 與 技 術 實 用 主 義
（Technical  Pragmatism）的傳統專業論述敞開了一條新路。雖然此
書依歷史脈絡做回顧，並提出了一些見解，但由於葛蘭芝始終在韋

伯社會學的引導下，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所以較缺乏深度的批判。

蔡厚男同時認為就國際邊陲的依賴社會來看，公園的運動風潮不僅

沒有發生過，即使過去興建了各式各樣的公園，但都暗指著某種動

機與意圖，而台灣就是屬於國際邊陲的依賴社會，直接採取葛蘭芝

的理論觀點從事經驗研究是很危險的。然而，蔡厚男此篇文章發表

於民國七十六年，當時的台灣情形和現在已不同而語。解嚴後的台

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是否公園的空間形塑情形有所轉變，是本研

究所欲探討的重點之一。 

二、空間相關論述回顧 

目前國內外關於空間的研究非常多，研究的領域從人類學、人

文地理學、建築學、都市計畫到都市社會學都有。就都市社會學而

言，又可分為人文區位學、新古典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都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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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學等，分別以不同的角度來研究都市空間。人文區位學派主

要探討高人口數、高人口密度及高人口異質性對個人身心健康、人

際關係、社區意識等影響；新古典經濟學派著重於經濟活動，尤其

是都市房地產市場的運行及其產生的後果；新馬克思主義學派，以

社會生產方式為基本出發點，探討都市的動態變遷過程，重點放在

資本的累積與動態過程；都市政治經濟學派，乃企圖整合人文區位

學派、新古典經濟學派、新馬克思學派，其研究著重於都市的政治

經濟結構（蔡勇美、章英華，1997）。 

另外，就社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而言，他們對空間的看法也

有很大的不同。資本主義強調的是交換空間，而社會主義學者強調

的是空間的支配和使用，如同 Henri Lefebvre 以下所陳述： 

「社會主義空間的生產，意味了私人財產，以及國家對空

間之政治性支配的終結，這又意指從支配到使用的轉變，以及

使用優先於交換。」 

（Henri  Lefebvre,1979） 

「 社 會 主 義 的 空 間 將 會 是 差 異 的 空 間 （ a space of  

differences）。」 

（Henri  Lefebvre,1979） 

「空間一向是被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鑄造，但這

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型態的。他真正

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型態的產物。」 

（Henri  Lefebvre,1977） 

總之， Lefebvre 認為現實中的空間同時具備形式與物質，是社
會的產物，瀰漫著社會關係。  

除了上述對空間的不同辯證外，地理學者對空間論述也有相當

多的研究。由於受到十六、十七世紀且延續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

動」之影響，早期地理學者採用實證方式探討絕對空間。「啟蒙運動」

的最根本信念是賦予人類「理性」絕對的能力，欲透過理性科學的

引導，建立理性秩序的社會。但因著太強調「普遍性法則」的追求，

人文研究的特殊意義便被忽略了。有基於此，許多人文主義者挺身

而起，強調人文科學有其特殊性質，不同於自然科學，不可化約為

自然科學的附庸，須闡釋個人、社會、時代的意義和價值。這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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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論、非實證論思潮，在啟蒙時代末尾，即十八、十九世紀之交

便已興起 6（潘朝陽， 1987）。  

R.J .  Johnston 將地理學的反實證論流潮分為二個系統，一為「人
文主義地理學」，另一為「結構主義地理學」 7（實以馬克思主義為

核心）。一般「人文主義地理學」可分為三大支派，即「觀念論地理

學 」（ Idealist  Geography）、「 現 象 學 地 理 學 」（ 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存在主義地理學」（Existential  Geography）。其中，「觀
念論地理學」重視「文化歷史結構」，「現象學地理學」重視意向性

（ Intentionali ty）和生活世界（Lifeworld）理念而論「空間主體性」，
「存在主義地理學」則由人之存在世上（Being in the world）而論「空
間意義」（潘朝陽， 1991）。相似的是，三派皆強調空間的主體性及
空間被賦予的意義及價值。  

從人文地理學角度來探討空間的論文有楊湛萍（ 2000）〈從景觀
分析與社會結構變遷探討板橋的空間性轉變〉。主要在探討：由於歷

史的變遷，城市的形式、功能與意義不斷的被解構與再建構，其間

板橋出現了哪些支配性景觀要素？這些景觀是在怎樣的歷史社會脈

絡下形塑出來的？哪些結構性因子影響板橋不同階段的空間性轉

變？楊湛萍以板橋為研究區域，由景觀分析與社會結構變遷著手，

探討板橋地區自清代以來，經日治時期，光復後迄今的空間性轉化。

希望解釋不同歷史脈絡下都市空間意義、功能、形式的變遷，透過

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的各社會面向，看到這些景觀如何被賦予意

義，「空間性」如何在景觀與社會結構中呈現其特性。透過楊湛萍的

論文，可知其結合人文地理學的景觀分析、空間性觀念和政治經濟

學的分析。由於空間分析的領域很廣，有時很難單就某一學派、某

一理論作分析，因此常常會有跨學派的分析方式，也發現不同學派

對空間概念有其共通性。好比人文地理學及政治經濟學都強調空間

的主體性及被賦予的意義，並常透過歷史脈絡來分析空間。這和本

研究所要採取的方式相似，本研究並不將空間的研究單界定在某一

學域，而是分析不同學域對空間的概念，且哪些是和本研究的空間

概念一致。因此，楊湛萍的論文，提供吾人一個整合的方向。  

另外，直接以政治經濟角度作空間分析的有湯國榮（ 1996）〈台
中市空間發展政治經濟史考察（1945-1995）〉，以歷史分析的方式考

察 1945-1995 年間都市空間發展的過程，以驗證霸權論、菁英論與
成長機器這些都市發展解釋理論會存在於不同的都市發展階段中，

                                                 
6 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一批思想家帶動一股反動思潮，即所謂的「浪
漫主義」。  
7 Johns ton ,  R.J .1983.Phi 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 :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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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國家政經與社會的變遷而對都市發展有不同強弱的主導性，隨

著這種變遷會產生不同的行動者，干預都市的空間發展，形塑出都

市的空間形式與結構。湯國榮的論文，對本研究較具有參考價值的

地方在於霸權論於空間分析上的應用。其認為都市成長的意識型態

是一種霸權，在霸權的過程中，會有反霸權現象出現，於是產生反

成長霸權。對於霸權如何運作也有詳細分析，很值得肯定。  

綜合言之，本研究對空間的看法，接近社會主義學者 Henri 
Lefebvre 及人文地理學者的空間概念。本研究認為空間不應只是絕
對的存在空間，更應去探討其被賦予的意義及主體性。本研究的空

間主體是「台北市都市公園」，其特質是公共空間。本研究並非要針

對其實體環境及規劃設計做探討。而是想分析不同的歷史脈絡下，

隨著不同的政治主體，空間是如何被形塑？是否如同  Lefebvre 所說
的：空間是各種意識型態的產物？倘若果真如此，都市公園這樣一

個公共空間，是由什麼樣的意識型態及文化霸權所形塑出來的？  

三、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文獻回顧  

國家與市民的政治行為乃受制於某種政治意識型態。透過意識

型態能反映出時代、歷史脈絡及政治社會環境。在理論基礎部分，

對於意識型態已經有所論述，主要觀點同於葛蘭西所論述的歷史性

有機意識型態（Historically Organic Ideologies），強調歷史結構中，
有機意識型態如何組織群眾，如何形成文化霸權。因此，若以歷史

的結構性來分析流行於台灣社會中的主要意識型態，可發現「中國

意識」與「台灣意識」二種意識型態至今仍方興未艾，而主導此二

種意識型態的就是複雜的歷史因素及權力的變遷。以下將透過一些

文獻來回顧此二種主流意識型態的發展和內涵。 

日本學者松永正義表示，國民黨統治所採用的政治意識型態是

以大中國為認同，而與「台灣意識」是相應對的。所以，隨著海峽

分離愈久，「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必然處於互相消長的狀態。

他認為：「進入 1980 年代以後，台灣內部的「台灣意識」，瞬間高漲

起來。文學、思想層面上，「台灣文學」在鄉土文學論戰的過程中，

有了概念的成立，並且在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口號下，開始對民

族主義的文學論（第三世界文學論）展開了批判。在政治方面，1982

年黨外提出了「自決」的主張（9 月 28 日「黨外人士的共同主張」），

1986 年民進黨亦將之納入黨綱中，這使得強調「台灣意識」的議論

高漲起來，在汲取民族主義論之流派者間，「中國結」、「台灣結」經

常被提出來討論。「中國意識」、「台灣意識」的爭論，已是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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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思想最大的題目之一，迄今仍然持續不斷。」（薛承雄，1988；

彭懷恩，1997）。 

1980 年代，關於「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的論述蜂擁而起，

「中國論壇」雜誌於創刊十二週年，舉辦「中國結與台灣結研討會」，

邀請許多學者進行研討，惟研討會學者的立場，大都有較強的「中

國意識」，以下整理出此研討會學者的核心論述。 

首先，陳映真從政治、歷史的發展來解析「台灣意識」，他表示： 
1895 年中日戰爭，戰敗的清朝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在日據五
十年的台灣，不論在前期的傳統主義、農民、帶有民間信仰色彩的

抗日武裝，還是後期市民、右翼的民族自決運動和左翼的民族解放

運動，都高舉著中國民族主義，反抗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 1947
年，因陳儀惡政，台灣在前近代的中國政治、文化與日本帝國主義

殖民化下的社會衝擊，爆發了不幸的「二二八」事變，對於在日本

帝國主義下長期脫離中國歷史和社會經驗的部分台灣人民，造成第

一次對中國民族認同的苦悶和迷惑。這苦悶和迷惑，先是受到「台

灣中立論」、「台灣託管論」所棄，繼而在 1958 年美日推動「二個中
國論」和「一中一台論」的國際背景下 8，被台灣分離主義運動所用。

後來，在台灣，主張民族主義和國家統一的人，不是被看成落伍、

頑固份子，就是被看成赤色、左派份子。台灣人民的「祖國—中國」

形像，也於是開始喪失了焦點。光復當初原本可以迅速在台灣發展

起來的中國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在 1950 年世界和亞太區冷戰體系
的確立過程中，首度遭到嚴重的否定和打擊。因此，所謂「台灣結」，

其實是從 1940 年後半，由美國霸權展開的亞太地區二極對立下「中
國國家分裂—冷戰—反共安全」體制的意識型態。在此圍堵戰略思

想中，便包含著「台灣不屬於中國」、「中國專制、黑暗、貧困、獨

裁」、「台灣繁榮、進步、自由」、「保衛台灣即保衛自由」這些台灣

分離主義運動的基本概念。做為「台灣結」反論的「中國結」，欲以

戰後世界史的視野，將中國視為新生民族國家，從而對戰後二極對

立構造中，「冷戰—國家分斷」架構和歷史加以分析、批判，以建立

中國民眾自己的主體性，又在中國民眾民生主義基礎上，摸索國土

和民族統一的道路（陳映真， 1987）。  

對於陳映真以國際政治情勢來分析「台灣結」的文本內容，陳

忠信認為：「冷戰構造」和「冷戰心智」可以是「台灣結」這一歷史

現象的一個原因，但絕不是充分原因（中國論壇 289 期）。  
                                                 
8在亞洲冷戰架構下，杜魯門總統於韓戰爆發後的第二天，就發表了「台灣中立

化」聲明，以「台灣的地位未定」為由，做為美國派兵「防守」台灣的藉口（陳

映真，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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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從台灣歷史發展來論述「台灣意識」的還有歷史學者尹章

義，他認為荷蘭人經營台灣的時代，漢移民的人數不多、時間也短，

台灣、大陸二地來去自如，缺乏形成「台灣意識」的條件。到了清

代，漢移民對於台灣認同的基本型態是「鄉土認同」—也就是認同

於自己生長的地方。這種認同型態蘊含著對於民族、文化的認同，

並不排斥對於台灣府（或台灣省）、福建省甚至廣東省和對於全中國

的認同。因此，清代的「台灣意識」和「台灣人意識」始終是從屬

性，而未曾發展出獨特、自主的「台灣意識」和「台灣人意識」。到

了日據時代，日本人在公文書上、在公開場合稱台灣人民為「本島

人」，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壓迫本島人，使本島人難以認

同日本。在長期的、不敢奢望祖國援助的抗爭運動下，發展出「與

日本人對立的台灣人意識」以及「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之具有主

體性的「台灣意識」9。到了國府遷台以後的前十年，政府極力宣揚

以「大陸認同」為基礎的中國意識，以利於「反攻」思想的發揚。

殘留的日本意識和所有能勾起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回憶的事物都在剷

除與抑制之列。1970 年代，大陸與台灣的對立之局已趨穩定，政府

放棄鼓吹「反攻意識」和「大陸認同」，轉而培養以「認同中華民國」

和「國民政府」為基礎的「新型中國意識」。對於舊移民的「鄉土意

識」，及以「大陸認同」為基礎的「中國意識」發展，政府也以審慎

的態度注目和處理（尹章義，1987）。 

具有孤兒意識的台灣人，除了鄉土認同外，無論是「認同日本」

或「認同中國」都遇到挫折而產生「歸屬問題」，也就是說，孤兒意

識是以日本社會（養父母）或中國社會（親生父母）是否接納為前

提而產生的認同問題。日本佔領台灣後，由於政治上台灣與大陸分

屬於二個不同國家，台灣一地又有民族對立與統治壓迫的問題，台

灣人的意識遂產生複雜的分化現象。因此，「中國與台灣意識型態之

爭」的關鍵在於「論辯者對於現實環境認知和評估的差距」以及個

人的「主觀認同」有所不同，二者往往又基植於個人或集體的歷史

經驗。」（尹章義，1987）。 

另外，葉石濤從「台灣文學」的發展來探討台灣意識和中國意

識。他認為「台灣文學」最大的特色在於它的作品具有濃厚的「漢

人意識」。皇民化的強調，越發使得台灣民眾的台灣意識凝結起來。

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寫於 1943 年，主要是描寫台灣人認同的

危機，其一是台灣人和原鄉人的關係，其二是台灣人和日本人的關

係。而用以抵抗日本皇民化的是民族意識，也就是漢人意識。然而

                                                 
9 黃朝琴，〈續  文改革論〉《台灣雜誌》第四年第二號，第 27 頁，大正 12、 2，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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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漢人意識只是認同父祖之國的文化而已，不是近代的民族意識。

葉石濤同時表示，1946 年 6 月，「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其創立目

的乃由於五十年來大陸和台灣間的隔離，形成語文和文化的隔閡，

產生溝通上的困難，故必須先剷除日本統治所留下的遺毒，建設民

主的台灣新文化和科學的台灣（葉石濤，1987）。 

對於二二八事件，是否促成「台灣文學」上，強烈的「台灣意

識」。葉石濤認為：「一般來說，二二八事件前的報刊雜誌，只看到

台灣民眾強烈濃厚的中國意識，而看不到任何台灣意識的表現。那

麼二二八事件以後，台灣文學界和作家是不是拋棄了中國意識，堅

定了他們的台灣意識呢？是否他們因二二八事件的衝擊而失去理

性，喪失了知識份子應具有的人道主義關懷和尋求真理的努力？是

不是仇視外省人走向分離主義的道路？這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

管是外省作家或台灣作家，他們都有一個共識—那便是，「台灣文學」

是「中國文學」一環的認知。只是台灣作家不贊成以「中國意識」

來涵蓋台灣文學的一切。顯然在 1940 年代的台灣文學裡，我們看不

到任何根深蒂固的台灣結。台灣作家所渴望的，只是正視台灣的特

殊歷史遭遇，尊重台灣人民民主、自由的意願而已」（葉石濤，1987）。 

楊國樞對此研討會進行總結，指出從學術觀點來看，也許可以

如此界定「台灣結」和「中國結」：所謂「台灣結」是以某一種台灣

意識為中心意識型態所形成的一套認知、感情、意圖及行為。什麼

是台灣意識？台灣意識是以台灣、台灣人及台灣文化，為政治、社

會及文化之主體價值的一套意識型態。至於「中國結」，可以界定為：

以中國意識為中心意識型態所形成的一套認知、感情、意圖及行為。

什麼是中國意識？中國意識是以中國、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為政治、

社會及文化之主體價值的一套意識型態（中國論壇 289 期）。 

而黃光國在〈兩結下的沈思〉（1987）一書中，對於中國意識及

台灣意識內涵也很清楚地加以剖析。他認為國民政府，尤其是解嚴

前的國民政府，之所以堅持「中國意識」，乃起因於經過八年艱苦的

抗日戰爭後，終於贏得勝利，當時包括台灣人在內的中國人，都充

滿了「河山光復，祖國統一」的歡欣，「中國意識」成為普遍被接受

的一種現實。然而，光復之初，從大陸派來接收台灣之外省人的行

為表現，讓台灣人逐漸產生反感。尤其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

更是讓台灣人心中佈上一層濃厚陰影。接著大陸淪陷的事實更使「中

國意識」陷入困境。因為這樣的事實，讓國民政府不得不藉用各種

教育或政治方法來宣揚「中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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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意識」方面，黃光國則認為因著不同時空背景，「台灣

意識」往往呈現不同的意識和風貌，可依政治成分的多寡，分為「台

獨意識」、「現實主義式的台灣意識」和「鄉土意識」。「鄉土意識」

是由「認同台灣、關懷社會」而來，其政治成份較為淡薄。「台獨意

識」是一種包含有強烈政治意識在內的「台灣意識」，它是針對「中

國意識」的反動，也是反對國民黨人士用以抗拒國民黨的一種意識

型態。而「現實主義式的台灣意識」是較贊成溫和的政治改革，雖

可能懷有「台灣意識」，但卻反對較強烈的「台獨意識」。 

另外，黃俊傑在〈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2000）一書中，以歷

史的角度將台灣意識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一、明清時代作為中國

地方的「漳州意識」、「泉州意識」或「閩南意識」、「客家意識」等；

二、日本統治台灣後，反抗大和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反抗殖民統治的

階級意識；三、1945 年台灣光復後，「台灣意識」基本上是一種省籍

意識，直到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作為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意

識才開始發展；四、1987 年解嚴後，台灣逐漸走向民主化，「台灣意

識」乃逐漸成為反中共政權的政治意識。就其觀點而言，1895 年以

來各階段的「台灣意識」論述，可說是一種抗爭論述－反抗日本帝

國主義、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反抗中共的打壓。因而「台灣意識」

的核心關鍵在於「認同」（ identi ty）問題，可分為「文化認同」與「政
治認同」。「文化認同」是一種抽象的「心理建構」，而「政治認同」

是以具體的國家、政府或政權作為認同之對象，具有強烈的現實性。

這二者之間會相互滲透，即「文化認同」常成為「政治認同」的重

要基礎。質言之，透過歷史文化的解釋，能夠讓國家或政權具有正

當性。 

對「台灣意識」的相關論述，還有施正鋒以政治學對集體認同、

或意識如何產生的解釋，歸納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結構

論」（structuralism）、「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三類。「原生論」

認為一群人的集體認同建立於有形文化特色、或是生物上的特徵；

「結構論」認為一群人集體認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不滿自己在政

治權力、經濟財富、或是社會地位上的分配不公，而血緣或文化特

色只不過是菁英動員的工具罷了；「建構論」則主張認同是人為建構

出來的，所以強調共同歷史、經驗、或記憶等基礎才是決定民族認

同的關鍵。因此，橫切台灣意識的發展，可將其分為建立在華人文

化及漢人血統上的「原生論」、以本土住民的正當性來進行抗爭的「結

構論」及源於外來民族自決思潮，要求建立自己國家的「建構論」

（施正鋒，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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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台灣意識的分類，還有謝長廷以血統和出生地來區分，他

指出，「台灣意識」至少有二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一為「省籍意識」，

強調「出身血統」；一為「住民意識」，強調「所在土地」。另外，大

陸學者趙玉福認為就思想體系而言，台灣意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光復之前、蔣氏父子時代、李登輝主政後

至今。到了第三個時期，台灣意識已從一個非主導地位到主導地位，

台灣前途和定位問題逐漸成為台灣意識的核心（虞義輝10，2001）。 

除了歷史、政治的觀點，社會學者蕭新煌以國體（國家社會體）

的觀念來剖析台灣意識。他認為外省族群本來就是二次大戰後才來

台灣的漢人「新移民」，他們不同於早期的華南移民，是被動的「政

治移民」，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在台灣長久生根，至今仍帶有深厚的「原

鄉認同」，這不只是社會文化內涵而已，更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跟

已本土化的早期移民後代，有很大的認同差距（蕭新煌，1999）。 

由於早期台灣移民是為建立新家園而非新國家，加上日據五十

年統治和光復後的威權體制，台灣一直只被認定為一個地方，而非

完整自主的國體（statehood），台灣人民也一直被教化成不敢、也不

能去認同台灣自己的國體。從清朝廷到日本殖民政府，再到戰後來

台接收的國民政府，都是外來的政權，在他們眼裡，台灣分別是「移

民社會」、「殖民社會」和「地方社會」，都不是完整的「國家社會」。

直到 1980 年後，台灣人的客觀歷史處境才有了改變，台灣人才開始

認真地找尋自己的主觀國家意識，也在這樣的過程裡，和對岸的中

國有了統獨的矛盾。因此，如今的「台灣本土認同」所欲抗衡的，

已不是台灣內部原有或現存的總總體制和價值或規範，而是來自外

來的中國和它的「統一」意識型態（蕭新煌，1999）。 

除此之外，戴國煇〈台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

的構圖〉（ 1994）一書中，結合艾力克生（Erikson）的認同（ identi ty）
觀點，認為「認同」具辯證、動態、歷史連續性、是環境及社會變

動所制約的。主要的「自我」會隨著時間及空間逐漸成長、擴大，

而個人參與社會組織或社團也會隨著時間和空間逐漸開展。在這個

過程當中，「自我」將會慢慢地形成、獲得某種概念與意識，而會跟

另外一個社會或世界所逐漸形成的概念與意識相互對比，為自己找

尋出角色定位。「自我」便慢慢會向一個團體的價值認同，逐漸地建

                                                 
10虞義輝引用謝長廷、趙玉福的論述，其原文分別出自：  
謝長廷，〈新的台灣意識和新的台灣文化〉，楊青矗編，台灣命運中國結：142-146。 
趙玉福，〈台灣意識的複雜性及中國意識之關係〉，一九九九年澳門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61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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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我的主體。  

其在書中，對於「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的主要觀點如下： 

「人們對於台灣結的內涵界定是有分歧的。有人說『台

灣結』就是台灣民族或台灣人及台灣意識等。在詞彙上的顯現

即：台灣歷史情結→台灣情結→台灣結。」  

「台灣結與中國結鬧出分歧、對立甚至於變為對抗性，

當然亦意味著有關住民對既存政治、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有關

當局所提示之目標不願一體化；亦則是不願在被動之下被整合

的另一種表現。」  

「大陸情勢激變，中共政權成立，國府中央遷台，韓戰

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美國對國府的軍事經濟援

助重新開始，國府為鞏固政權以資對抗中共，便大肆搜捕左傾

份子並大舉掃「紅」，遂形成「白色恐怖」和風聲鶴唳的全島

性社會不安。斯時避居香港的廖文奎、廖文義兄弟開始出面主

張「託管」，不久後又喊出台獨主張來。「託管」抑或「台獨」

運動的基地，在 1950 年代初期，自香港轉移到日本後，台獨

運動家們開始喧嘩「二‧二八」為其運動的原點。⋯⋯國府當

局為了維護退居台灣後政權的穩定，一直把「二‧二八」列為

政治禁忌，鎖在「黑盒子」裡頭。如此一來，反而給台獨運動

人士提供了運作「黑盒子」搞其運動的好機會。解除戒嚴後，

言論自由的空間擴大，過去被壓抑的冤屈和怨懟遂有趁黨外反

體制運動的激情化而向外噴出，到處獲得共鳴的社會現象出

現。」  

戴國煇從「認同」的觀點出發，強調血統的認同，他認為二二

八事件是國民政府派來之接收機關與官員的疏失，然而卻提供了往

後台獨份子的反動機會。他對台獨的態度是：「能同情其苦悶的心

態，部分能理解其心態之所以然，但卻不能苟同他們的政治行為和

主張。」其提出睪丸理論，將中國大陸比喻為男人的本體，港澳為

其睪丸，認為港澳若沒有中國大陸作為其腹地，不可能有當今的繁

榮，港澳同胞承認它們為中國的一部份，但不願中共來管制他們；

而台灣則為中共的另一個睪丸，與大陸是自立共生的關係。然而，

戴國煇所主張的這種自立與共生的微妙關係，在權力極端不對等

下，如何體現「自立」，頗值得再商榷。 

綜合上述諸位學者的論述，可發現「台灣意識」及「中國意識」

所反映出來的是特定政治歷史處境下的一種意識型態，其內涵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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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時空下會有所移轉。從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威權時代直至解嚴

後的今日，此種「認同」的意涵不斷改變；另外，隨著政治權力的

變化，二種意識型態的影響力也有所消長；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出「二

二八事件」促成了「台灣意識」的興起 11；顯然，「二二八事件」是

「台灣意識」發展的重要環節。但換個角度思考，若共產黨統治或

國民黨派系不鬥爭，「台灣意識」就不會興起嗎？或許，什麼人來都

一樣，因為台灣一直被視為邊陲。由於這種邊陲的角色，讓台灣人

民成為被統治下的犧牲者，因此「認同」問題備受重視和爭議，而

唯有取得主體性的地位，才能夠替代這種邊陲的角色。這就是台灣

歷史命運中的悲情，因而楊逵在戰後一年發表〈為此一年哭〉一文，

痛切剴陳：「打破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哭民國不民主，哭言

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拭著眼淚寫著備忘錄：『自今

天起，天天是爭取民主日，今年是爭取民主年』」。（自由時報，

2003.2.28） 

透國台灣歷史的變遷，可以瞭解到台灣意識的內涵何以會轉

變，如何透過「認同」以對抗支配的強權和思想，尋求自己的定位。

因而，本研究將在案例中分析這些台灣主流意識型態如何在公共空

間中展現，如何透過歷史及集體記憶，來取得其意識型態的支配性

地位。 

 

 

 

 

 

                                                 
11有些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例如尹章義認為：論者常舉二二八事變為台灣意識發

展的契機。然而，具有抗爭性和主體性的「台灣意識」，早在日治時代已經萌芽；

1949 年以後，國共政爭形勢急轉，大量移民東遷台灣以後，新移民與老移民間
廣泛的通婚，老移民大量投入國民黨，繼而大陸籍與台灣籍抗爭份子合組「中

國民主黨」等行為，都顯示對立性的「台灣意識」並未在台灣發展。只是二二

八事變後，廖文毅兄弟在香港組成第一個台獨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尋求

美、日的援助，從此之後，少數日台族、台美族支持的若干台獨組織，在美國

或美國影響下的日本，發展出不根植於台灣的「台灣自決」、「台灣獨立」，以及

支持上述觀念且能迎合美國心理的「台灣民族論」。這些思想影響了若干台美

族、日台族、政治事件受害人、案件受刑人以及關心這事件、案件的人，但在

台灣本地並未產生廣泛的影響。因此，二二八事變對於台獨運動或許是關鍵性

的因素，但對於台灣意識的發展，至少在 1980 年代以前並無重大意義（尹章義，
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