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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了可以寫謝誌的時候了。一篇論文只有這個部份可以擺脫

理性的草繩，讓自己完全淹沒在情感中。只是，以此薄薄數紙做為揮
別一個人生階段的祭詞，又未免太沈重了些。

研究所四年，是我人生轉折最大的一個時期。歷經喪父、結婚、
生子，自己的世界也隨著崩解與重組。父親的死，是我莫大的打擊。
他對我的寵愛、信任並以我為榮，無人可替代。他不僅是我的父親，
也是我的同志。二十二歲至二十七歲闊的青春歲月，父親為了台獨的
主張而將它奉獻給政治黑牢。如今二十七歲的我，每當想起同樣年歲
的父親已經有過那樣深沈的遭遇，心中還是會泛起一陣酸楚。然而，

政治雖然囚禁了我的家，卻也解放了它。在剛解嚴幾年，我家的家庭
聚會不是在家鄉，而是在為了某某議題而遊行抗議的台北街頭。一種
人的力量能造成改變所帶來的興奮感聯繫了我們的家。陳水扁選上台

北市長的那一夜，我心中所想的是「爸爸，世界可以改變得這麼快，

多歷希望你也可以看到! J 父親死後，最令我訝異的是母親的柔韌與
無爭。這樣的性格讓我們的家庭度過隨後的數個風暴，也讓我見識到

沒有男主人時，女人用另一種方式所能發揮的安定力量。我的論文謹
獻給他/她們。

,

除了父母之外還有許多人要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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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夏鑄九老師，他對我高度的期望總是讓我在挫折時不得不燃
起門志。

感謝張景森老師，曾提供我兩年的研究助理工作，使我免除斷放
之虞。

感謝陳志梧老師與同學劉欣蓉。還記得許多年前陪伴陳志梧跳舞

，打發他孤家寡人的寂寞。如今他從單身漢到與劉欣蓉組成一家四口
P 認 真一想，果真是七、八年光陰了。
女兒力口安的陪伴，讓我每天都感受到美好與驚奇。作為一位稍嫌

年輕、心思也未定的媽媽，對子女「服務品質」之低落是可以想見的
。不過希望女兒沒有一個事事呵護的媽媽，反而能讓她養成野地求生

的本事，讓女兒與媽媽兩者同時都能做獨立的女人。

感謝先生徐進鈺 P 相識的九年中他為了我，不斷地朝著學做「進
步男人」而努力。不過， r 學無止境 J '彼此共勉。也祝他在柏克萊
的博士學位早日完成，一家圈圈。

感謝其他曾萍水相逢卻給于我溫暖的朋友們。因為你們，我的生
命更為豐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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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從一九九零年開始，全台灣似乎都籠罩在一片「社區學」的熱潮。
我們可以看到電台，不管合法非法、以閩南語或普通話發音，社區議

題成為必備的節目;公共電視也製播許多社區專題;各大報更是大幅

增加鄉情報導、地方文史工作社團介紹以及社區動態專欄;從激進的

草根民主到到保守的道德教化、從捍衛社區的家庭主婦到爭取民心支
持的達官貴人，都圍繞著「社區」的主題發言，各種不同的論述充斥
著，形成奇異的景象。一時間，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所謂

現代化的通程中，被遺棄的「社區」概念逐漸從記憶魚落裡被翻找出
來，一針一線的又織進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了它新的生命。

仔細分析這張風氣的興起來自於兩個不同的取向 P 一邊是草根的新
興自治性社區如雨後春筍般竄起:抗爭型社區因抵抗國家不當規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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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議題興起的另一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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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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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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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新國家的文化主調。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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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興趣即是來自於對國家所帶領的社區學現象的解謎。對研

究者來說，

r 生命共同體」論述比政治口號多了幾分現實感，它不僅

能與反對黨的文化論述展開對話，甚至「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更成
為文建會與草根組織的共同語言，這使得我們不能將它等同於以往國

民黨的文化道德論述或是由國家所主導的社會運動。我們必須進一步
思索下列問題:

1.李登輝總統透過媒體不厭其詳地介紹他「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並

且對基層社區所扮演的商色提出高度期許，然而在國家看似積極
主動的表象背後，究竟是什麼的社會服絡使國家必須以「生命共
同體」論述相因應?

2. 國家以「社區」為核心提出文化建設的方向，對於「社區」及相

關諸概念又是經過了什麼樣的鍵結 (articulate) 與拒斥的過程?

3. 最後我們關心的是，國家透過社區作為支點來調整其國家與社會

的關{系，宣示了「地方‘社區的時代就要來臨 J

'但我們也相信

這絕對不是一個國家「自廢武功」的舉動，那麼，國家的意圖導
向何處?草根組織又應如何對抗這樣一個以國家為主體的文化領

導權爭奪戰?

社區研究諸理論

實質民主取向:社區作為引導社會變遷，建設基層理性社會的基

地

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論對社區參與造成深刻影響;從原始的公民有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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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

力分享的決策過程，支持社區參與的人，以民主政體的概念為基礎作
進一步的鼓吹。這種鼓吹行動並非莫基在古典對於代議制民主政體的
關注(

Schumpeter ' 1942) ,

於鄰里民主的討論 (Dahl

而是將焦點放在現代自由民主理論中關

and Tuft '

1973)

。他們所強調的是經由

民主的參與，可創造或強化社區的營造過程。這關舔著教育與權力的

授于(張景森，

1993 )

這個進步自由的主義者的傳統包括:圖爾幹( D盯kheim) 、杜威 (Dewey)

、米德 (Mead) 、漢娜郭蘭 (Hannah

( communi tarian )
的馬克斯(

Marx)

Arendt) ，以及當今的社區派

及新圖爾幹主義者。並可上溯其理念於青年時代

、傑佛遜 CJefferson)

、盧梭( Rousseau) 以及亞

里斯多德 (Aristotle) 。對於他們而言，民主並非一契約構造，而其
終極保證也非自由市場，而是在自決的自主的社區或公共 (the

publ ic

)中。只有民~透過自省的倫理價值與社會實踐，真正的民主才可能

被維繫。不同於放任自由主義所說的財產或司法決定公民身分，公民

身分在進步自由主義思想中是由社會政治實踐取得與時刻雄繫的。社
會中的主體因而不是經濟的布爾喬豆而是政治公民。公共論壇，而非

市場，是主要的民主制度。主要的活動不是交換或工具性活動，而是

公共論述(趙剛，

1994)

這個思想傳統看待「社區」與「民主」的關係可以漢娜郭蘭為例。
對郭蘭講，當代最能符合革命精神、最能夠激發民眾參與政治行動的

政治制度乃是「協議制度」。這種制度十分神似於傑佛遜所倡議的 「

社區制度 J

'而且自從法國大革命以後，它就不時出現於每一次的革

命情勢中，如巴黎公社。各樣的協議制度有一個最明顯而重要的共同

處，就是它們都展示了一種無從預測的自發性(

spontanei ty) 。協

議制度本身就是一個自由的空間，它的目的是要建立真正的共和 (the

true

Republ ic) ，也就是莫基於無數基層共和制的新政治體

bodypol i tic

(a

new

)。它們與政黨制度是針鋒相對的，因為協議制度體現

3

。 思主主丘克是男吉思

的是行動與參與，而政黨制則以代議為原則(江宜樺， 1987)

。

現象學傳統

現象學傳統提供了我們暸解空問經驗轉變的理論工具。它指出當代

資本主義的特徵便是無地方性 (placeless)

(Relph) 。在台灣的脈絡

下，個人所擁有的地方感的確是缺乏深度的，它根本就是個體參與地
區性和大層次社會結構的再生產和修正結果。反映的是現代背本主義
及國家空間規劃共同塑造的片斷化社會。高度片斷化的社會過程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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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以往農場、村落和城市居民的典型地方感不同的支配性

的地方感的形式。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下地方感的淡化，也和國
家對此地點所制定的制度性計劃的內容有關，它對地方居民每日例常

遭遇起著深淺不一的影響，而這些制度性計劃的起源並非地域上可見
可觸及之處，而是源於遙遠的權力所在。

段義手 (Tuan， Yi-fu) 、瑞夫 (Relph) 及其他學者也強調經由人的住
居，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介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累積過程;經

由符號、意向及觀念等等意義的錯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

動人事件，以及個體及社區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的建立;空間及

其特徵於是被動員並轉形為地方，形成地方感。普瑞德(

Pred )則提

醒我們如果不要讓地方感這樣的觀念消極的流散掉，貝IJ 必須以具有時

空特殊性的每日實踐來重新詮釋，藉此地方感成為了伴隨著其他意識
發展和社會化的元素，是個人經歷的一部分。地方感也要以社會和經
濟結構的特殊性來重新詮釋，這種結構乃是被相同的實踐所表現和再

生產。因此地方感必須被視為是在歷史的特殊情境下，個體和社會、

實踐和結構之間不斷辯證的形成過程一個副產品 (by-product) (Pred
,

198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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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取向

柯斯特(

Castells )與韓德森( HenderSOIl )在他們的經驗研究中

指出，技術經濟過程的全球化，資本以及為資本所催動的新背訊技銜

，改變了空間的社會意義與組織邏輯。「流動空間的歷史性浮現，取
代了地方空間的意義」。近年來空間政治經濟學的經驗研究成果，指

明了新的技術\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空間趨勢。從一個全球尺度的觀點
而言，流動空間的出現，表現了以地方為基礎的社會與文化，與那些
繼續支配社會，卻不受其控制的權力與生產組織之間的脫落現象

(disarticulation) CCastells , 1989) 。德勒茲( Deleuze )與加塔
力(

Gattari )也把這樣的現象稱之為「去領域化 J (台大城鄉所，

1994 )
對於社會與空間的關保，柯司特(

Castells

)從集體消脅的南度切

入，而哈維 (Harvey) 則聚焦在背本積累過程。哈維觀察現代主義興
起之後帶來的時空觀念的改變。以輸送帶為核心的大量生產方式、全

球的經濟網絡使原有的經濟體遭受破壞，而原有的地域性也崩裂了。
而在這股現代主義的狂潮中也有補償性的反潮流的出現，當它慶賀著

普同性(

uni versi ty )的到來以及空間障礙的消除時，它也悄悄的以

強化地域認同的方式展現了空間及地方的新意義。如博物館的設立或

遺址的保存，藉由這些物品連結起斷落的歷史與空間，尋求定位。但
當地方、人們的社會意識及社區認同之間的聯繫被強化了之後，現代

主義的面貌卻促成以一種審美的方式來瞭解在地、區域以及國家的政
治;對地方的忠誠度勝過了對階級的忠誠以及空間性的政治行動。在
這個過程的終點是黑格爾式的國家的概念以及地緣政治學的復活(

Harvey , 1989 : 273 )

。而 1970 年代，凱因斯經濟模型出現危機之後

，資本主義向彈性積累轉型，更深化了現代主義的許多特徵。瞬息萬
變的市場需求及生產地點的轉移使得地方的獨特性成為在地、城市、
區域以及國家尺度的競爭中，一個重要的優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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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再結構過程，圍繞著新工業空間與新服務經濟
的背訊生產單位動力，將其運作組織起來，同時將它們的不同功能連
接到那些被分派執行各種任務的不同空間，創造了一個關於生產與消
費、勞動與管本、管理與背訊的網絡關僻、形態，否定了任何以地方為

基礎的社會意義。基於新歷史的現實特徵乃是流動空間成為權力和功

能組織的空間趨勢，居民自發性地以使用價值建構地方性意義，其實
是對抗以交換價值促進資本機累之都市過程，在動員與抗爭的都市行
動中，我們發現以居住地緣共同刺益關僻、而形成的社區關靜、 CCastells

,

1983 )。這也就是「地方感」被援引做為對抗工具的歷史時勢。地

方附著性常用來對抗現代化所造就的異化空間(

al ienated space)

文化的反省可以用來對抗工業化的社會。地方感確實是居民安身立命
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在社會實踐層次上 ， 問題其實是更復雜的。
當前，去異化空間的獲致需要植基在對後凱恩斯模型之異化空間建構

更深入與更全面的，有全球視野的分析之上，以及，對地域性具體現
實提出更有創造力的計畫(夏鑄九，

1994)

「進步式的地方感」對抗「有問題的地方感」一瑪西 (Massey)
對海德格的批判

瑪西從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角度，不僅對全球資本主義過程提出分析
，同時也檢視了在全球脈絡中浮現的地域主義 ， 並在對海德格式的地

方感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她關於 「 進步式的地方感」的思考。

瑪西認為現象學中，人地關餘的討論都必須追溯到海德格。但面對

背本主義社會中，商品及市場所造成的空間關像的改變以及被現代所
散佈的科技、理性主義以及大眾生產所摧毀的根著感，海德格卻是退

回所謂的「居所 J

(dwelling) 的世界尋求解答，藉由冥思的方式來

發現人類存在的真理，建構一個意義能夠根墟，根得以恢復的地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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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瑪西對海德格發動攻擊，她指出海德格式的「存有」觀念是「

有問題的地方感 J

'

r 反動的國族主義和相互競爭的地方主義，以及

消毒過的、內省式的對於『遺產』的著魔 J

( 草assey , 1993 )。源自

海德格的地方觀念感有幾個方面引起爭議。其中之一是地方具有單一
的本質性認同的觀念。另一個是地方的認同

地方感一乃是從一種內

省的、朝內看的歷史建構而來，而這種歷史莫基於挖掘過去以探詢內
在化的起源。

•
面對如何掌握空間差異、獨特性、甚至是根著性(如果人們希望的
話)但是卻不走向反動的問題，瑪西提出了「進步式的地方感」的另

類思考。有別於海龍格陷入對地方感的「真實性 J

(authenticity)

的追問，瑪西在空間論述中也引用了後現代主義有關建構及人民民主
抗爭的概念，她指出，如果現在承認了人有多重認同，那麼地方也可
以有多重認同，再者這種多重認同可以是豐富的泉源，也可以是衝突

的肇端。同時對於地方感，不能從封閉的、內在的商度去理解。

aG

「地

方」的性格只能藉由將這但地方與其外的地方連結起來才能建構出來

...

，地方感絕對不是靜止的，而且與海德格的空間/地方做為存有的觀
念一點關像都沒有。如果地方的概念可以用它們所綁縛的社會主動來

掌握，那麼這些立動也不是靜止的，它們是過程

( Ross , 1988 )。因

此，不要將空間想成是靜態的實體，而要想成是活躍的、發生的(

generati ve)

，空間是一種操作和互動的特殊形式。這種進步式的地

方感，能夠契合當前全球一在地的時代，以及他們所引發的感覺和關

餘，而且，它也在我們終究無可避免的，以地方為基礎的政治鬥爭上
發揮效用 (Massey ,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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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區發展工作下的社區形貌

社區運動產生前一階段社區的普遍形貌

台灣的現代化過程其實就是一頁社區瓦解‘重組的過程。除了眷村
因為特殊的原因成為社區開保重組中，一套特別的系統。其他型態的

社區，只要被縮入國家經濟發展分工行列中，社區關係便也產生再結
構的作用。變化過程的機制來有幾個來源;一方面，房地產資本及國
家規劃的力量決定社區的空間組織型態;另一方面，社區的動員型態
、資源、動機則主要被國家的行政系統一社區發展工作所塑造。本論
文主要討論國家政策與社區動員兩者之間的對話關保，因此有必要檢
討前一階段由社區發展工作所經理的社區動員型態。

社區發展工作前身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以後，到五十四年台灣開始推行「社區發展

」之先，這期間有兩個運動可以根為社區發展先驅，一為國民義務勞
動，一為基層民生建設(徐震，

1982 : 71

)。

一、國民義務勞動

在國父「地方自治實行法」中即主張，要運用國民義務勞動來從事
地方自治建設。遠在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中央就公布國民義務勞動法
，規定有五大項目，都是從事地方自治建設。民國四十二、四十三年

間，總統蔣公對加強國民義務勞動指示甚多，因此省政府訂定很多有
關推行國民義務勞動的實施辦法。到民國五十年，又將工作重點置於

整修道路交通及改善衛生環境兩大項。其餘如防洪工程、公共造產等

等，亦配合辦理，這些工作在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達到最高，今天全

(~) ~t之三當at5EEZJE

省所有鄉村道路可說大多是運用義務勞動力量完成的(胡宇傑， 1971

台灣的國民義務勞動在民國四十五年之後漸次為地方公共建設所借
用。地方政府可以不費錢，徵用不付工資的義務勞動力從事修建村道
巷道、築堤、墾荒‘造林、建排水溝、開閻公井、公園、美化環境、

清掃街道等簡易工程(劉倩如， 1971 )。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
後的重建工程，收效尤大。民國五十一年至五十三更發動縣市與縣市

間，鄉鎮與鄉鎮間，村里與村里間，揉競賽方式舉辦國民義務勞動，
促使地方人本諸自動白發貢獻勞力，建設自己家鄉。但後因聯合國干
涉(聯合國國際勞動組織謂我們是強迫勞動)而停止(王培勳，

1985

二、基層民生建設

據農復會解釋，基層民生建設f!p 村里建設，為地方自治最基層的一

環。政府遷台以後，農復會為開發台灣農村，於民國四十四年起，先
後在台北的木楠、就園的龍潭‘主蘭的礁溪等地試辦基層民生建設，

其目的在求農村經濟與村民生活的改善。其工作項目有四: (一)生
產建設、(二)教育文化、(三)社會福利、(四)衛生保健。民國

四十九年，有五十七個村里推展基層民生建設，到了五十四年，已擴
展為三百二十七個村里。

社區發展工作簡介

民國五十四年四月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 J

'乃將

社區發展列為該政策的七大措施之一。五十七年五月行政院又頒布「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J e 同年九月臺灣省政府公佈「臺灣省社區發展八

年計劃 J '六十年五月又改為十年計劃。五十八年後經外交部與經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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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洽商，獲得聯合國發展方案( UNDP) 之協助，指派社區發展顧問來

台協助社區發展與訓練工作。至此，政府乃將原推行之「基層民生建

設工作」、「國民義務勞動工作」合科改稱為「社區發展工作 J

'由

政府社政單位主管，全面展開。是我國正式以「社區發展工作」之名
稱，由政府推動此項工作之開始。(徐震，

1985 )

行政院在民圈七十二年將「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修訂為「社區發展
綱領」以加強精神倫理及生產福利建設，維護基礎工程建設工程內容

，並以擴大社區規劃，加強社區發展工作與村里行政之聯繫配合，以

及在社區中加強推展社會福利為工作重點。社區發展自五十八年起推

動以來至七十二年六月底，已完成四、三 0 三個社區，其中臺灣省四
0 四七個社區，台北市一七九個社區，高雄市七七個社區。總經費達
到六十五億元，其中政府負擔約四十億元。受益戶約九百五十萬人，
佔總人口數的一半強

，可說是國家建設中的重大措施之一。我國社

區發展百至為廣泛，包括公共設施建設十五類目、生產福利建設三十

四類自、及精神倫理建設二十八個類白，其推行範園也甚是廣闊，包
括大部分鄉村地區及各個都市的若干地位。為在經脊上卻至為節省。

自民國五十八年至七十年，共支出六十四億四于六百萬元，平均每年
支出四億九于六百萬元，其中政府負擔三九龍八干二百萬元。民眾配
合捐款二十四億六干四百萬元，政府負擔及民眾配合款約六一比三九
(范珍輝，

1986 )

社區發展工作三大建設內容(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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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社區發展工作綱領所列社區發展工作項目如下

一、公共設施建設類

(一)社區活動中心之設立

(二)社區集會活動場所之建立

(三)道路弦樑與民防護岸之維護其奎芝
(四)溝渠與下水道整治
(五)路燈及路標之設置

(六)農田灌溉水圳之修築

(七)社區，綠化及美化
(八)小型公園、運動場、及兒童造業場的詩建
(九)名勝與古蹟之維護與整修
(十)破舊陋屋之整修

(十一)垃圾之荐這與處乏
(十二)譯音L 污染之清除

(十三)飲水系統之修建
(十四)交通秩序與治安設挖之整頓支添設

(十五)其他

生產福利建設類

(一)農作彷及家禽探用優良品種及指莘莘義是真詞養三支街之吾吾與;三行
( 二)新式農機具往廣示支推廣真使用長養方法之三蓋習
( 三)農業按械化之拉行事項
(四)農作物病主害防治及記料、農菜等使用方法之研習

(五)耕地共同經萱及委託代耕工作之在行
(六)農牧生產與安全操作之講習
(七)農產品加工技街之訓練兵指導事項
(八)食品營養其烹調技街之訓練兵指導事項

( 九)。于工藝生產技情之訓練兵請等事項
(十)全是紡及緒三京之零授
(十一)家庭副業之倡導

(十二)客表及工廠之倡導
(十三)儲蓄互助之倡導
(十四)消者生產這銷之超音

(十五)建穀場、是檯倉及注 :黃接之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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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守望相劫、保防白?哥哥救生防護之宣導及潰，報
(十九)社會優良風氣之維護及倡導

(二十)低收入子弟說學之服務
(二一)成人補習教育之舉辦
(二二)代書與咨詢服務之舉辦

(二三)社區志豆豆服務之舉辦
(二四)社區長壽俱樂部之組設

(二五)社區男女童子萃的組社
(二六)宗教慈善圈章孝詩公益之春繫與鼓動

(二七)社區通訊之刊行

(二八〉其他
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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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工作結構性分析

一、社區做為國家獲取廉價勞動力及進行低成本再生產的基地

總觀社區發展工作是台灣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試圖以社區為最小

單位作為國家進行生產與再生產的基地。在生產方面，除了以社區發
展之名從事基層建設的整備之外，在制度設計上更透過家庭副業‘客

廳 ~p 工廠的推廣使社區所擁有的地緣、親緣關係被整合進入資本主義

的生產中，充分運用婦女、老人及幼童的剩餘勞動力。行政院經建會
所做的「以社區發展工作推行家庭副業」之研究也明白指出此設計可

r ~，咸輕工廠勞力不足的壓力，緩和工資困人力不足而上漲的趨勢，利

.

用家庭副業生產方式，減少工竅廠房、工人宿舍之投資，降低勞工徵
募管理等勞動著用之支出，促進新的外銷產品，藉以增加生產，減少

戚本，穩定物價，加速經濟建設 J (徐震， 1985 ; 223) 。

此外，社區更以自足的形式，低成本地滿足了休闊的功能，並負擔

起圓家所應承擔的福利、治安等任務。對國家而言 P 社區發展工作的

， 建立，有助於解決在大量域鄉移民的環境中，由於城市匿名性( anonymi ty
)帶來的治安惡化、社區自助題絡瓦解的問題。

二、社區精神倫理建設為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所必須的意識型態而
鳴

服務;同時藉由管制、政令宣導的文化政策來強化國家認同

在國家以經濟成果作為塑造正當性的主要工具時，社區的精神倫理

建設也為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所必須的意識型態而服務。例如國民禮儀
、破除迷信、節約倚蓄、集團結婚、一機兩箱，接建上台灣在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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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代吸引外資、提倡儲蓄的 經 濟政策，以加速資本的機累，求得經

濟起飛。另一方面，在「正民俗，對人力、物力都有幫助」、「 將 農

業社會的觀念擴充來適應時代的標準」等考慮之下許多鄉土社會動員
力最旺盛的民俗活動，也在被界定為粗俗文化或以國家節約的理由停
辦了(如宜蘭頭城搶孤)。在強勢的國家文化的主導下，台灣的草根
社會多元的文化面貌被壓縮，失去文化再生的能力。

現代化伴隨的不只是傳統文化的失落，在兩岸的正統爭奪戰中.

í

復興中華文化」更成為國府繼承道統的識別標記，以發動政治動員。

因此相應的是本土文化被去根，接枝上以 「 天地君親師」為中心的中
國道統文化，伴隨著「國語運動」的語言改造，人民歷史記憶以國家
文化的架構重新被書寫。

三、社區做為社會控制的有力來源一以家庭價值為中心，以婦女
做為國家與家庭的中介

在社區發展工作項目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在經濟方面以加強家庭生
計為主軸。政治上則是配合國家發展，配合政令宣導，而文化則是以
家庭為本的再生產活動。在這樣的過程中，家庭是則被界定為社會層

級的基礎，而婦女又是家庭的中心。可以看到女性所扮演的是的角色
是在大量城鄉移民、社會快速轉型的過程中，經由社區，將國家的價

值傳遞至家庭 P 並在新的社區中作為發展出新人際關保及尋找新資源
的觸媒。女性發揮的是類似安全瓣的作用。民國六十二年，但任台灣
省主席的謝東閔將「媽媽教室」納入台灣省的社區發展計畫中，在台
灣省各地全面推動。當時省政府頒發的 「 台灣省各社區推行媽媽教室

活動實施要點」中，即曾明白指出媽媽教室的成效，如:1.促進社區

精神倫理建設具體化; 2 . 擴大教育的領域，使學校教育、社會教育、

家庭教育三者合為一體; 3 . 啟發母性愛，減少問題青少年之發生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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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家庭主婦之責任，改善家政，使家庭能順應社會形態之演進，而

更求進步; 5 . 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準。當時參與設計的社工界
的學者也指出:

r [i'媽媽教室』在現代社會中的確也推廣的必要，因

為它幾乎可以在社區中配合任何工作計劃來推行，如改善社會風氣專
案、社會革新工作、志願服務、社區發展三大建設、基層建設、禮貌

運動等Jl J

(王培動，

1986 )。總觀動員婦女所從事的媽媽教室、敬

老活動、守望相助，主要內容仍是動員以己身人力、物力，為國家從

事基層社會福利工作服務，圍繞著以家庭為本的意識型態，婦女的活
動伯被母職的角色所束縛。

四、將社會問題道德化，強調社會統合而忽略社會衝突

官方試圖在變遷社會中，以社區作為種定社會秩序的基石。因此也
往往將社會問題加以道德化，而期望以社區此一公共生活的單位為基
地，從事撥亂返立的時代任務。他們常將治安惡化、金融秩序紊亂、
、交通混亂、甚至環境整潔美化的失敗都導向「中國文化倫理道德的

失落」所造成的「社會風氣的敗壞 J

'再進一步將「社區」規為是 一

個整體、內聚的單元，以「社區」做為道德反攻的基地。「社區發展
工作是國家建設的基石，因此社區發展工作中精神倫理建設方面，關

於社會優良風氣的維護及倡導、公共道德法律知識之宣傳‘敦親睦鄰
之宣導、模範家庭及好人好事的表揚、守望相助及保防自衛之演練. .

. .自應以社區為起點，形成蓬勃的社會運動，扭轉社會風氣，重振國
民道德，使社區發展工作成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先驅 J
,

(林洋港

1986 )

•
這樣的論述建構模糊了問題的根源。國家機器的無效率、快速都市

化過程中對公共設施提供不足、「以農養工」的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

階層分快潘隘的問題，被矮化為個人的 片斷化的 道德的表徵
、可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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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由於國家文化的要求，向「中國文化倫理道德」尋求解決之道

，造成社會與文化關靜、進一步異化。在這樣一個關於公共領域的參與
、討論，不被鼓勵的年代，社會的衝突不被認為是一種價值，處理衝

突的過程也不被視為是學習的過程，社區工作的終極價值乃是社會統
合，社會衝突因此被忽略及壓抑。而官僚連結上道統的意識型態，使

得「人我合一、群己合一、官民合一、政黨合一. .

口號竟變成了「工作網目 J

五、

(蔡漢賢， 1986)

J

(蔡漢賢語)等

，可謂是奇觀。

以建設交換忠誠的父權體制

由於基層民生建設為社區發展工作的前身，且民國六十九所全面推

動的基層建設項目與社區發展工作多所重疊，因此塑造了社區發展工
作以工作「目標 J

(通常是硬體建設)而非工作動員「過程」為重的

性格。另一方面，這反映的也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家父權制，以建設
交換選票的作法。「社區建設關係居民日常生活之直接刺益。凡屬已

V

鋪設之巷道路面，改善家戶衛生，以及輔導生產副業之社區，其居民

無不稱便。因此，一般人士均認為政府致力於基層建設，啟發居民自

劫之做法，實為結合地方利益，取得民心向心之有利措施 J

1985 : 125 )
措施 J

(徐震，

, r 一般民眾誤認社區發展是政府嘉惠人民的一項行政

(王秋絨，

1986 )。同時在威權恃從體制的結構下，地方派系

結合民意代表中介著政府與民月1 間資源的流向。林振春指出「政府以
撥款補助尋求人民的感激，民意代表以爭取政府捕助款為能是向民軍
表功，以獲得經曹文援為已足，不知自動白發，自立自強 J

•

,

1986)

(林振春

，是此情景的最真實寫照。

六、社區並非不動員，而是按照國家的意志進行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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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社區發展工作中的社區動員，有研究者認為由於白色恐怖的政
治恐懼，導致社區動員低落(蘇昭如.

1994)

，但從更細繳的魚度來看

，社區並非不動員，而是以黨國系統配合地方派系進行動員，以國家

之意志為意志進行動員。例如許水德提出「動員必須採社會運動方式
，激發民眾自動白發精神，以本身之人力、物力，自動推行 J
龍， 1986 ) 。

(許水

而背料顯示，過程中民間所貢獻物力、人力也頗可觀。

林振春指出「以台灣省為例，在社區發展經費，政府只動用三十六億

八千七百四十六萬餘元，民眾的配合款已達二十三億九于四百九十八
萬餘元，而不包括土地、物料、勞務在內 J

(林振春， 1986)

。事實

上，動員的系統也如蔣介石在社區發展的書1I 示中所提「社區建設為國
建設之基礎，應由黨部、師團館區、婦工會、婦聯會及研國圈，動員

所屬群眾，集合各種力量，密切配合推行」。社區發展工作變成是國
家所倡導的社會運動。主要以基層建設配合國家施政，社區缺乏自主

性，且完全順從於國家「發展掛帥」的意識型態，是為全民意識。

七、教育並非是賦與權力( empower) 的過程

社區發展原本是一教育過程。其意指對社會變遷企圖作有計畫、有

旦的的積極反應。就是說，在許多可行宵旗中考慮與採取最合理之行
動;涵蓋所有受變遷影響的人在開放、民主的氣氛中作決定。因此社
區發展可被定義為一種促進社區及其成員主動，並導致兩者同時進步

的教導與教育過程 (Grantham

•

&Dyer , 1981)

。

在我國的社區發展體系中，對於社區教育的進行雖有社區與學校結

合的規畫Ù '但這樣的構想與其說是對學校資源有效的利用，更精確地

來說，它所反映的是國家將社區教育類同於由國家所提供、鼓勵的國
民義務教育的想法。仍是由國家父權來規範社區教育的方向、內容、

甚至推動方法。其目標在於「使學校成為社區的文化精神堡壘，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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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中華文化向下扎根」。如「國民小學以社區、村里為範園，加強推
行社區(村里)之『精神倫理建設.!l

'推動全面性的社會教育一包括

公民教育、語文教育、健康教育‘生計教育、科學教育、藝術教育。

並運用『媽媽教室』、家長會、村里民大會等場所擴大宣傳推行『國

民生活須知』及『國民禮儀規範.!l

'使家庭、學校、社會、三種教育

之觀念與說法 一致，以發揮教育的功能」。

發生於美國六零年代的社區鄰里運動，其目的是組織起來，要求權
力。但台灣做為第三世界的一部份，選舉制度的建立被認為是民主的

完成。國家與個人之間，並不存在什淒樣的公共領域。因此，台灣由 l
官方所發動的社區發展工作，正是經由民粹主義的意識型態結合威權
的政治體系，對草根社區發動去除權力的過程。所以，在社區中的民
眾教育並非賦與權力( empower)

的教育，而是以親職教育、政令宣

導為主，而無法負擔從社區發展中培養民主精神的任務。「根本的教
育過程沒有建立，使得民眾誤認開會、動員之類的人聚集起來的場合
就能學習民主」。

八、由行政體系提倡草根組織所造成的扭曲

在社區發展工作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推動機制是「社區評鑑制度」

。「為鼓舞工作熱情，造成高潮，接用競賽方式，每年均由省、市、

縣市鄉鎮逐級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考核，一方面考核社區成果，一方面
維護社區之維護與繼續發展情形，來評估社區發展優劣，接討得失，

-

對績優單位及人員均利用台灣光復節慶祝大會分別給于表揚，表揚方
式採團體獎、個人獎兩種給于獎金(臺灣省部分每年提供兩干萬元作
為建設獎金)獎狀、區額之獎勵以激勵士氣，藉以掀起工作高潮，恢
宏績效 J

(徐震，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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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評鑑考核制度以一種隱藏的形式來將國家的意識型態主導於社
區發展的有限形式中。「希望將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從社區做起，使中

華文化向下扎根，成為民主精神的堡壘，使我囡囡有文化及倫理道德
日益光大，弘揚於世界 J

(許水德， 1985) 變成是各社區精神建設的

主題。

因為制式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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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碼作為溝通的符號。大國旗及口號標語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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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也大幅降低。

社區文化在這種情況下並沒有社區化、生活化，反而是國家化了。評
鑑方式造成的另一個結果是資源的扭曲。「社區發展在政府鼓勵成果
比賽的情況下，莫不以有形建設代替更重要、更應做的倫理精神建設
J

(王秋絨，

1986 )。只重硬體建設，缺乏軟體規劃的結果，造成許

多社區圖書館缺乏書籍，社區活動中心沒有活動。

在政治的民主參與風氣尚未建立之時，官僚便宜行事的求速心態，

也使得各個地方獨特的需要均遭到忽視。「例如:社區發展之工作項
目，原應由社區依其不同之需要，而自行討論決定，但由於政府列有

年度計畫中工作項目，雖屬舉制性質，而基層行政人員與理事會，即
不欲另有設計，於是各社區多仰賴上級之指示而『依樣畫葫盧 JI

'遂

使社區中白發、創造、學習與討論之精神抹煞殆盡，而所謂之社區發

展計畫，又恢復為傳統行政中、由政府命令行事，由上而下推動工作
之一環 J

(特震，

1985 )。

小結

1950 到 1960 年間，聯合國及美國在冷戰時期採「圍堵陣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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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大量資金援助第三世界進行社區發展方案的行動，到七零年代
普遍嚐到夢幻破滅的結局。印度在 1978 年放棄了社區發展計畫，而代
之以「去種族隔離一整體鄉村發展計畫 J

;在許多非洲國家，社區發

展與公共服務領域一樣不受重視，社區發展之執行被無計畫的安置於
資金捕助貧乏的社會福利部門。腐化且低效率的現象開始蔓延(張景

森，

1993 )

台灣社區發展工作的失敗也同屬一環。 1948 年之後，台灣做為一個
「渡海政權」的「復興基地 J

'這種特殊的政治情境使得在台灣對社

區發展所發動的全民動員卻是複製了建民國家中由傳教士及蘊民官員

所提倡的社區參與模式。馬耀(

Mayo )指出，蘊民主義以雙向的政治

權力 一 是教化、同時也是剝削 一 為了有利於勞動力之強制性利用的目
的下，亟需建立一個種定的政治結構，並以此作為建立本土性組織之
必要的藉口，這就是最早的社區形式得以演化的動力。這樣取向的社

區發展工作失敗的原因乃是因為它在推動過程中的官僚化，以及對社
區太過粗暴的「添加 J

'而無視於社區的原始存在。這不只閹割了一

般民眾決定他們未來命運的原始能力，而且導致國際問及地方層次結
構上的不平等及壓迫關位。當代的社區參與論述認為要解決這攘的困

境，應選擇由草根出發的方式，這不僅可使草根的無力感獲得抒解;

且可保證他們對於社區生活的介入，故必須倡導「真實的參與 一 共享
J

(genuine

participation) 之發展(張景森，

1993)

台灣在解嚴之後被釋放的民間社會力，在政治領域爭取制度上的變

革之後，也開始對原有社區發展工作所規範的社區角色產生質疑。茁
對國家與社會新的關保重組，屬於九 0 年代的新的社區發展工作方案
卻仍付之關如。民國八十年因應社會變化所修訂的「社區發展工作綱
要」仍處處展現出有關部門父權主導的心態(如在第十二條中要求社
區發展必須配合政府指定工作項目)

，實質內容並無太大的更動。這

也說明在聯合國第三世界發展方案結束後的後冷戰時期，以社區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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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對象的社會福利方案， 逐 漸 退 去色彩，不再是國家歷史性 計 畫(

historica1

project ) 中 的 主筒 。 在台灣，連結上整體國家經建計畫

一環的「社區發展工作」 的 年代已然逝去。然而在九 0 年代，由鼠、 政
治脈絡的特殊性，新國家建構過程所需的意識型態卻重拾了「社區」
的概念，置換不同的內容以回應草根;在新的歷史時勢中，主尚是被

重新建構、界定的國家與社區，戰場也轉移到文化的領域。這就是我
們下面所要分析的國家的策略與草根組織的新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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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國家建構與「生命共同體 J 論述的提出

多重決定的社區變遷過程

我們在分析台灣的地方化、社區學的熱潮時，檢視台灣的歷史與政
治脈絡固然可以讓我們掌握到前一階段的歷史現實;但，另一方面不
能忘記，台灣的時勢同時也是全球政治、經濟、文化過程的一部份。

造成我們的日常經驗及社區衛色變遷的發動機，並不在我們自身所能
控制的網路中。處於時代的流變中，社區的面貌乃是被多重決定的。
哈維 (Harvey) 及尤瑞 (Urry) 對於資本主義的動態分析有助於我們

掌握經濟再結構如何在全球尺度上進行，以及資本對空間的的掠奪行
動對人們的感覺經驗造成崩解的一般性結果。據此，我們可以瞭解，
處於世界中的台灣，保存議題的興起、商業廣告中鄉愁的呼喚也是全

面背本主義掠奪經濟中的補償。而台灣被編入邊陸的國際分工位置所
造成的快速都市化及政治上的威權侍從主義手段其實是開發中窟家共
通的經驗，缺乏市民社會形成的都市化過程則是開發中國家都市地租

流向私人部門，而造成公共設施不足‘生活品質低落的片斷化( fragmented) 社會的主要原因 (Tekel i ' 1994) 。最後我們歷史性的考察台

灣在不同階段，國家的經濟及政治政策動用了何種的空間策略，對城

鄉關偉、社區意識進行改造以及草根的反撲。並進入本文分析的主軸
，討論解嚴之後，草根社區運動接著政治運動造成更廣泛的民間社會

力釋放，而執政黨在領導人李登輝以「生命共同體」論述的成形與轉
型，回應社會風潮，試圖接收民間資源重塑國民意識，在國家體質已
進行經濟、政治轉型之後，完成意識型態重建、打造新國家的整體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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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脈絡的歷史地理學

資本主義新的地理形勢，藉著進入新地盤的地理擴張和一組全新的
空間關棒、 的建構，來吸收資本(有時是勞動力)的剩餘。空間關係和

全球空間經濟的建構與再建構乃是使資本主義能夠存活到二十世紀的
主要手段。正如哈維所描述的「背本主義 一 直受著積累的飢渴所催逼
，它在歷史的某一點上，按照了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一個地景，然後再

將它摧毀，以便為進一步積累而閉路 J

(Harvey' 1986) 。這個積累

過程是建立在先前的時空系統周遭的生活方式及社會實踐的破壞，也

導致地景的「創造性的破壞 J

(creative destruction) 。在這全球

經濟再結構過程中，人們的經驗壓倒性的被資本的行動所決定，空間
開偉、 與空間再現激烈重組，造成我們所謂時空壓縮的現象。時空壓縮
這個字眼指涉了 2橫跨空間的移動及通訊。這個現象暗示了社會關餘的

地理延展(季登司稱之為時空距離化， Giddens '

1984) ，以及我們

對這一切的體驗。用哈維自己的字眼說，促使世界轉動以及促使我們
環繞(或不環繞)世界的乃是時間、空間和貨幣。

然 而，哈維也指出，時空壓縮伴隨著瓷、同的危機產生。引發了 「 我

們 是誰?我們屬於什麼空間/地方?我是世界的公民，還是國家或地
域的成員? J 諸問題。時空壓縮帶來的空間阻礙崩潰得越徹底，世界

上的人群就更緊密的連繫於地方及鄰里，或國家、區域、族群團體或
宗教信仰，以之做為認同的特殊標記。這也就是尤瑞所描述的時空壓

箔帶來的虛無化的社會與文化反應 : 其指標乃是尋求替代性的領域認
同的形式，這包括國際式樣的現代建築所受到的歡迎眾滅，以及各種

後現代與風土建築的吸引力增加;一群群的個人顧意一起而反對威脅
他們環境中的關鍵符徵( s i g i n i f i er )的事物 ， 那些符徵包括了代表
一個特殊地方的特定建築物、地景、樹林、道路設施等等;一群群的

人積極的參與保存他們的遺產，使得過去關於多重且相立競逐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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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現:人們試圖重塑空間，使之成為散步與生活的所在，而不是盡可
能快速通過的地方:環境主義與政治的一般性浮現;所謂的新世紀(
newage-ism) 的信仰與實踐;以及重新創造各式各樣的族群認同的符

徵 (Lash

&Urry , 1994 ; Maenaghten & Urry , 1995 )。

開發中國家沒有市民社會形成的都市化經驗

塔克立(

Teke 1i

)則檢視了開發中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普遍面臨

的快速都市化及所帶來的公共設施服務不足，生活品質低落的情形。

他發現三個彼此相互影響的變數 (Tekel i

這三個變數是:

性的(

dominant

都市地租經濟，

'

1994) 。

(一)這些(開發中)國家中政治領域出現的宰制

)民粹主義的態度(或說是恃從主義的關詐、)

(三)在這些都市中缺乏市民權(

形成，可說是「沒有市民的都市化過程 J

, (二)

ci tizenship

)的

(urbanization without

ci tizens )

都市化及地租經濟對於民粹主義政策及侍從關係的重要性

由於開發中國家在快速的都市化的初期透過都市經濟所創造出來的

地租及其上漲的表面現象能加強民粹主義政策所得到的社會穩定效果
。因此並不會引起激烈的政治行動，它也不會對當時的政治當局造成

威脅。同時都市地租的分配與創造作也為侍從關餘的產生及維持的來

源 (Tekeli

' 1994) 。除了創造房地產業者的利益之外，違建作為第

三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如何在都市地租高漲的情況下，仍能降低勞

動力再生產成本，保持國際競爭力，產生了各面向的非正式部門的問

題。另一方面，透過民意代表來向政策討價還價，國家也以政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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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彈性作為交換選票的工具。都市地租形成過程的多樣性、彈性及其
佔有及配置提供了一個維持民粹主義政策及恃從關偉的理想媒介。

市民的形成的缺乏

塔克立指出，由於政治上的威權侍從關餘，使開發中國家的國家(

nation state) 形塑僅以個人的投票行為就被認定為足以證明市民的
存在。由於其政治模式被民粹主義或侍從關靜、所幽禁了，人們所尋求
的是透過侍從關舔的網絡將私人利益極大化，而無根於公共領域的存
在。這也就是缺乏適當的機制形成成熟的市民社會的主因。

台灣社會從一九五零年代一直到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由於國民黨一

黨獨大的威權統治，因此選舉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但國民
黨如何保證它可以得到大多數的選票?一個主要的作法就是與地方派

系合作。在選舉時國民黨提名地方派系的人 ， 爭取他們的忠誠。然後

爭取地方派系在地方某些經濟壟斷的權利，例如客運業、信用合作社
等，由於這種政治及經濟的交換關舔 P 國民黨因此縱容地方派系在選
舉時的違規、買票和賄選等。這種以壟斷經濟的權力來交換忠誠的作

法正是「威權侍從主義的政治體制 J

( 王 振寰，

1993) 。另一方面在

透過蔣家政權的強人統治、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的政治論述，伴隨政治

上的 「 白色恐怖 J

'政權遂能免除異議的質疑。而結合在政策土對廣

大軍公教階層的照顱，以及教育制度創造的階級流動的管道，威權侍
從關像得到廣大的支持。

台灣特殊的政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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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立的理論架構對於我們考察在台灣的脈絡中，為國家政策所中
介的的空間品質與政治動員的面貌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商度。

國府遷台後，這個威權政體相對的文化政策也持續強化過去日本蘊

民時期對地方歷史的減音，並代之以建構「中原文化」的支配性霸權
。地方的歷史保存工作不但完全不在議程上，甚至遭到污蹺，。同時
國家持續不斷的對地方歷史及城市進行各種改造行動，特別是在城市

中陸續建造表徵著「中國」的北方官式建集，以塑造故國意象(陳志

梧， 1994)

。同時透過地名的改變，替換原有社區意識的元素。其作

用除了模擬故國外，也表徵了強人政權對空間的操控及所有權。「中
正」、「中山」於是成為全國各鄉鎮主要街道的路名。

一九六零年代末期，台灣社會因轉向外銷導向經濟而產生劇烈的變
化，不過這個變化一直到了七零年代以後才具體的表現在社會、文化
和空間等諸層面上。再加上被國際社會孤立(特別是退出聯合國、與

日本斷交所造成的衝擊)所導致的政權合法性危機，因此國家力圖透
過一連串的經濟「現代化」來化解。這些現代化手段包括，更強化台

灣經濟發展掛帥的發展型態;和因之而生的區域空間以及城市改造(
特別是十大建設和當時在城市中接二連三的閉路、建堤防等基礎工程

)。這一連串行動不僅掀起台北、高雄兩大都市擴張及城鄉移民狂潮

，也直接促成房地產背本在新歷史時刻中浮現。這些「現代化」行動
不僅只在物質層面作用，更進而變成一種支配性的意識型態，主宰了
我們社會的各種價值判斷。因而，房地產投機配合著現代化的意識型

態，翻遍了島嶼上的每一寸土地，也快速而毀誠性的摧殘了倖存的歷

史空間。一直到七零年代中期，隨著反攻神話逐漸幻滅和新興小背產

階級的壯大，追求新文化的要求也日益高漲，特別是後來打壓鄉土文
學不成後，這種認同反成為新生社會力量最主要的意識基礎，以對抗
威權黨國的支配霸權(陳志梧， 1994) 。而這種認同也變成後來的「

黨外運動」、八零年代末期政治解嚴及民進黨成立後，意識型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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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在八零年代的在政治運動及新興社會運動風潮之後，一九九零年初
期興起的社區自主風潮，其所進行的地方記憶書寫或創造(

ν

inventing)

歷史的行動，是對抗穿透過去台灣社會的「去歷史化」、「去社區化
」和威權體制所進行的嘗試。同時也是一種空間使用價值重建的行動

，以改寫資本對空間的「交換價值」取向、國家對城市發展的「經濟
掛帥」取向，同時，在社區動員過程中，呈現的是草根民主的理性過
程，目標是建立現代的市民社會的認同。我們會有這樣的觀察結果，

乃是由於我們發現在台灣目前的社區運動的脈絡中，擺脫了以前各新
興社會運動對政治運動的依附，不再將最終社會運動的資源能否輸送

給特定政黨視為動員的目標。全面的價值反省產生了可能性。初步來

說，塔克立所說的「被威權侍從體制所幽禁的政治模式」正逐漸被拆
解，台灣社會開始有市民社會成形的土壤，以公共領域為最終關懷的

「新人類」正在浮現。「新人額」新在何處?用漢娜郭蘭的話來說「
我們所想像的個人是他在行動時，會將社會及其法律加以考慮，就是
說在執行其權利的同時，對於他們的力量正在對社會及其規則進行改
變這件事是有自覺的，就像是在執行其責任一般 J

(暫蘭，

1958

)。

是這種自覺參與社會變遷的責任感，區別了成熟的市民團體及追求短
期私利的利益團體。

新國家建構的政治、經濟基礎

而當市民社會的雛形正在台灣社會浮現之際，一個全新的黨國機器

的打造過程，早已悄悄的展開序幕。並試圖編織各種新的政治論述，

來接合民間社會用以對抗國家的語言。一場政治修辭學的肉博戰於焉
展開。這也是我們所試圖分析的主題:新國家建構過程中，關於社區
意義的再建構與霸權的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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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家的打造，在政治社會結構的轉型早在一九八七年台灣政治解

嚴之後便陸續進行。所謂的轉型，一般以「台灣化」稱之。國民黨是

在台灣化，特別是在國會全面改選之後，國民黨將轉變成幾乎就是台
灣人的國民黨，因為代表社會意見和力量的國會議員將會絕大部份來
自台灣人，加上現有的黨中央的台灣人要員，以及內閣中的台灣人閣

員，國民黨將不能如部份反對運動人士所稱的外來政權，而是徹底台

灣化的國民黨員(王振寰， 1993: 198 )。在經濟關靜、「國民黨在李登
輝和郝柏村執政之後，緊密的與台灣的背本家結合，一方面使得國民

黨台灣化，另方面也取得統治的正當性，而且還化解了反對運動外來
政權的批評。國民黨現在的問題是與金權的緊密掛勾，而不再是省籍
的歧視(王振寰，

1993 : 178)

新國家的認同建構

而台灣的政治轉型所涉及的面向，除了權力分配結構與政治體制的

重新安排等屬於「國家機器建構 J

(state-building) 的企圖外，還

包括一個重新界定認同 (identity) 的國族建構傾向。此二者共同構

成了台灣邁向新國家的趨勢。國家機器的建構指涉國家權力的集中、
領土主權的確立、正當化暴力的使用、與其他社會組織分化並建立協

調整合關保 (Tilly' 1975: 70)

。而國族建構則指涉透過歷史、文

化、語言、傳統等因素，建立人民共同的國家認同或「人民集體身分
J

(peop 1ehood )。以艾蒙與波威 (Almond and Powell ' 1966:35)

的區分，國家機器的建構是政治體系所面對的「滲透和整合的問題」

，而國族建構則是「效忠與忠誠的問題」。國民黨從 1993 年也加入了

建構「想像的社區」的行列。國民黨由於政治權力鬥爭的勝負，而改

變了其原有的性質。其實在這個時期，國家機器已經全面投入召喚台

灣人民「邁向新國家」的使命中。台灣在一九八零年代民間社會掘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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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國民黨逐漸失去自主性，且面臨統治危機。而在政治轉型期悶
，國民黨內部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改革派，與掘起的台灣本土政治勢力

及資產階級結盟，共同將國民黨勢力掃出政治核心，使得舊勢力的國
族建構失去了權力的基礎，從此台灣邁向新國家。簡言之，我們將指

出現階段台灣的政治轉型，特別是一九九三年之後，國民黨政府與反

對黨共同大量使用「台灣意識 J

r 台灣人民 J

'乃是與台灣政治轉型

中等民粹主義的訴求召喚人民，乃是與台灣政治轉型中國家機器權力
結構重整、民間社會的興起有關(王振寰， 1995) 。

相較於一九四九年那次「民族國家」在台灣的「重建 J

'這次重建

的新政治起點是一個以經濟發展掛帥政策來成功的交換了國家合法性
的民族國家。同時這次民族國家重建的國際時勢正好是全球經濟之再
結構，以及，國家經濟政策本身被迫再調整，企圖改變台灣經濟發展

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以爭取高科技的邊緣與國際市場的狹縫，來保

持其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優勢。而新的經濟及社會安排，也正在重新
改變台灣原有的空間結構，加強在台灣戰後的背本主義發展過程中，

原先相對並不突出的區域南極化趨勢。而這次民族國家的重建其實是
國家新領導權(霸權)整編。對這次民族國家重建本身，國家機器正

經歷著威權政體結束後政治權力結構的重組，以及中央真地方關餘的

重塑。執政黨先以「六年國建計畫 J

「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J

'後鐘之以「振興經濟方案」、

(其縮寫恰巧為 ROC)

，以及十二項

建設等重要政策，提供政治之憧憬與公共工程之利益交誤，做為民族
國家建構的歷史與政治計畫。它們企圖在政治上，交換國際之承認，

以及更重要的，收編原有的地方派系，縫補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集團問

之利益分享模式與政治上的聯盟(夏鑄九， 1995) 。在意識型態方面，
透過社區文化建設及「台灣人」身分的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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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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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觀察的是，國民黨本土化的過程中，不斷的透過語言論述的實

踐及政策的調整，逐步收縮原有反對黨的訴求。這樣的動作不僅使反

對黨失去了原來以本土文化做為對抗的意識型態基礎的正當性;對國
民黨而言，召喚了原來在政治領域被壓抑的本省人士的同時，也排擠
了「非主流」人士，造成另立新黨的事實。因此，國族認同的建構過
程，也是各社會群體與國家之間的關像被重新界定的過程。

邁向新國家的各種政策

從一九九三年年之後，一個新的趨勢正在出現，也就是邁向新國家
的各種政策逐漸出現。首先，台灣不斷對外宣稱為一個實質獨立的政
治實體，積極加入各項國際組織，甚至由國家機器推動進入聯合國;
在此之前的台灣政局中，簡直無法想像。其次，在意識型態上，李登

輝總統不忌諱公開指出「台灣人的悲哀」、「國民黨為外來政權」、

「台灣優先」等說詞;並以國家機器之力，致力於社區文化建設，強
化台灣意識于「生命共同體」的認同感，以區別於以前的「中國瓷、同
」。第三，在教育上，李登輝總統大力批評既有的教育，要求強化本
土教材，加強台灣意識。『我要國民小學教育捏，多加些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課程。過去不教台灣的事而盡是教

些大陸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I

(李登輝， 1995:476)

。第四，透過

文建會，致力於台灣文化的精緻化與擴散化，而不再像以往國民黨政
府所為，強調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延伸，是地方文化不具有自主的

性質。以上這些作法，在在顯示國家機器轉移中國認同到台灣本土認

同上，以建立國族一民眾 (national-popular) 的文化企圖(王振寰

, 1995) 。

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籍人士成為政治人物的主流，以台灣為主體的

語言、文化也正在扭轉前一階段備受壓抑的劣勢。連李登輝自己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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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主席是台灣人、秘書長是台灣人、組工會主任也是台灣人，

國民黨早就台灣化了，應該叫做台灣國民黨才對 J

, 9, 15

)

(遠見雜誌，

1995

。本土化政策所造成的相關改變機制，使台灣歷史文化重受

重視，中研院成立台灣史研究所。在教育傳播方面﹒第四台出現使市
場較能反應語言的需求。第四台大量製播日語、普通話、英語改配台
語的配音節目。日語連續劇「阿信」與由於蓮民歷史而與本土語言形

成自然的親近性，造成日語、普通話、閩南語微妙的三衛平衡。

而從「繼承中華文化道統」到強調「台灣經驗 J

'台灣文化的主體

性也歷經轉變。李登輝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於國民黨中常會的發言

，強調「台灣經驗」指台灣在光復後四十餘年來發展出來的一種極其
地方性的特殊成果。而「新文化」貝IJ 指台灣在整個中華文化中提供了
一種新的宗材、新的刺激，足以供給綿延已久的中華文化一個反省、
重建的機會。此時不僅不避諱的運用了反對陣營民進黨立委謝長廷在

八零年代末期提出的「新文化」的用語，同時暗示著擺脫舊日以中國
文化論述來同質化台灣文化的企圖。到為總統大選鋪路的「經管大台

灣」一書既出，台灣文化已經不被視為只是給予「刺激 J

r 反省」的

小辣椒般的醒味筒色，而是一躍變成主菜了。

李登輝的卡理斯瑪(

char i srna )特質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就職。做為中國國民

黨統治下的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第一位強人後的總統;秩序解體、政
治民主化的第一位總統。就任初期，充分利用政壇各方勢力(包括最

大反對黨民進黨)的「李登輝情結 J

'步步鞏固領導(周玉楚，

1993

)。歷經一九九 0 年二月政爭、李郝體制、新黨自立門戶，李登輝在
民間的聲望仍維持不墜。根據天下雜誌所做的民意謂查，在一九八九

年十月，就任接近兩年時所做的調查。對李登輝領導的滿意程度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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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而在一九九 0 年驚濤駭 浪 的二月政爭期間，縱使國民黨黨內高

層幹重要部屬誼釀以黨內民主的理由，推翻李登輝正是獲得提名為執

政黨候選人的資格，但在民間仍有 90. 凱的人對李登輝的領導表示滿
意，更有高達 95. 6 的民眾表示支持李登輝當總統(天下，

1993: 7 )。

除了李登輝在民間的聲望以外，李登輝個人卡理斯瑪(

charisma )

的特質更蠱惑了「生命共同體」論述的語言感染能力。傳統的日本教

育，使得本省籍的年長一輩對他分外有親切感;在文憑主義盛行的台
灣社會中，美國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的學歷又使得他贏得不少尊敬與
前幾任總統所不同的，李登輝在文化的領域十分活躍。文化總會秘書

長黃石城就提到「李總統本身有相當深厚的音樂、藝術造詣，因此在
台北市長任內 P 他就曾推動藝衛季工作，而到社區參觀老人會的北管

表演，他也能隨手拉上一段。總之，由於李總統個人所流露的藝術氣
息所致，因此當他登高一呼有意推動文化建設，也就顯得十分自然，

這是其他政治人物所沒有的氣質 J

創辦「音樂季 J

(註一)。李登輝在台北市長任內

;在省主席任內推動 「 文化下鄉 J

;在總統任內，文

化活動行程則相當頻繁，主口連續接見舞蹈大師瑪莎葛蘭姆與林懷民、

當代傳奇劇場「慾望城國」演出人員以及明華園歌仔戲團;參觀本土
畫家畫展‘舉辦總統府音樂會、數度參觀琉璃晨、與青年文學作家座
談、與導演蔡明亮在總統府一起欣賞「愛情萬歲」、邀影星陳松勇到

官即作客、邀吳念貞寫光復節文告、哲學座談、學易經，更加突出其

「文化總統」的形象。李登輝更試圖透過制度的力量，推動道德及文

化運動。一九九一年三月由文復會改組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正
式成立，由李登輝任會長、並延請以「道德」治縣的前彰化縣長、行
政院政務委員黃石域任秘書長。雖然文化總會已依法登記為人民團體
中的社會團體，但主要成員中黨政要員仍佔了半數，而活動方式仍以

「由上而下」色彩奶十分濃厚(鄭錫錯， 1993) 。

就是在前述的國家機器中霸權的重組、邁向本土化政策的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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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充分發揮了他以總統的身分，在文化領域所佔有的優勢，進
行「生命共同體」的建構。

「生命共同體」論述的建構

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日，李登輝總統就職三周年記者會上，李
登輝重申「生命共同體」概念的重要性。雖然以往千里的場合，李總統

也曾提及這個想法，但這次卻是首次旁徵博引，把「生命共同體」與
其他許多概念加以組合，展示了重建國家認同的積極企圖。他說:

r

面對一個人人相當肯定自我的社會，要怎麼辦呢?我認為就是要建立
『生命共同體』的整体觀念，透過溝通‘協調的方式，提聚這個共同

體的共識。 J

r 我們要努力建立一個全體認、同的社會，建立一個『生

命共同體』的共識，也就是為現在以及未來的中國人開創一個嶄新的
歷史開端」

在這場記者會中，李登輝侃侃論及自己的治國理想，自信的神情

、有力的手勢、直率的談吐，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他用黑格爾的歷
史哲學做對照，提出他對於「歷史的終結」及「全民自由意志」這些

概念的詮釋及批評，並勉勵國人努力建立一個「全體 identity J

(認

同〉的社會。

在這場記者會之後，國民黨的「中央」月刊便不定期的由文工會

總統府、文化總會、立法院等系統的人馬執筆宣揚「生命共同體的理
念」。這些寫法所共同潛藏的邏輯可以當時文工會主任祝基澄所寫的
一段話為代表，祝基澄寫道:

的『生命共同體 JJ

r 就全體國民而言，中華民國就是我們

'在民主持代，個人意識強，人人都自我肯定，充

份表達自由意志，這是應有之義。但在生命共同體中，我們應不分省

籍、宗教、年齡、職業，也不分政治立場，不分黨派族群，凡對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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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去丘克i語言:

文化、國家體制認同者，都是中華民園生命共同體的一員，彼此休戚

相關，福禍與共，大家都有風雨同舟、同命一體的共識，都以『立足

臺灣、胸懷大陸、放眼天下』為職志，那麼有秩序的民主制度才能實
現」。這些說法雖然認可民主社會中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但重點都

是在強調應不分省籍、黨派，都要以「中華民國」為唯一的國家認同

在此同時，李總統在各種場合，不論是參加社區文化研習或是接

見世台會成員、亦或是在九三軍人節對三軍發言，李登輝總統也不斷
從每個商度來提倡生命共同體概念。甚至在國民黨省市長候選人黨內
初選的會場上，也以「建立生命共同體」做為主要標語。一時，

r生

命共同體」彷彿成為政治言論市場上無堅不摧的利器。

再下來，文建會主委申學庸於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在國民黨
中常會上所做的報告「文化建設與社會倫理的重建」使「生命共同體

」的概念得到一次重大的發展 。在這篇被李登輝譽為「歷年中常會中
最好的幾篇報告之一」中，申主委呼籲執政黨的各個部門應該正視文

建會目前所推動的「透過文化策略的發展，落實對於社區意識及社區
倫理的重建工作」。她並指出「目前的社會文化系統產生民間和官方
在某些程度上的隔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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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整合各種民間的社會文化資源。她並警

告「如果我們的政府單位不再重視民間社會資源的吸納，那麼執政黨
只會將這份豐富的背掠拱手讓給對方」。申主委也以「社區共同體」

回應李總統的「生命共同體」概念。她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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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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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r 這必須從文化發展與文化建設的俑度來解

決問題」。做為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份，文建會強調的仍是從文化
的商度來建立國家認同。但是不同於國民黨文工會及文化復興總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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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意識型態宣傳的手法，文建會在得到李登輝總統的支持之後，文

建會的工作方向與目標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文建會提出十二項文化
建設計畫報院預算審核定案，爭取了一百二十六億二千四百萬經費，

從八十三年七月起到八十九年六月止分年執行。包括「加強縣市文化
活動與設施」、「加強鄉鎮及社區文化發展」及「文化資產保存與發
展」等三項計畫的充實「省(市)、縣(市)、鄉鎮及社區文化軟硬
體設施」計畫將是行政院十二項建設中唯一文化建設，同時也是軟硬
體兼備的建設方案。

接著，黨務系統也根據這套社區論述作了調整。在八月底，國民

黨第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如何精進組織落實社區工作」做為未來
黨務發展的核心議題，身兼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總統也在會中強謂富

民黨應確實掌握多數民意，尤其社區工作是當前基層工作的重心，必

頌確實貫徹「社區工作即是黨務工作，社區發展即是黨務發展」的目
標。國民黨這樣的宣示動作的意義一方面有可能成如某大報社論所言

，目的是要「擺脫目前執政黨地方基礎備受惡質派系勢力壟斷的局苗
，重建一個真正與基層民眾福祉相結合的地方組織 J

'但在省市長選

舉即將舉行之時提出，更顯示社巨資源的壯大已經在政黨競爭中被授
為是主要的商力場。

另一方面，

r 生命共同體」的論述又在文建會副主委陳其甫的規

劃下，力口進了兩個重要的元素。在一趟日本之行後，陳其南對於日本

近年來以「造街運動」與「地方文化產業」的概念，凝聚民間自主力
量，參與環境營造及活化地方經濟的作法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而試
圖以這樣的架構來整合組織文建會所提的十二項建設。

這攘的想法很明顯的得到農經背景且熟悉日本經驗的李登輝總統

的支持。李總統很快的在各種場合倡導社區提聚力及提振地方產業的
重要性。在九月十八日，參加文復會和高雄市政府合辦的「高雄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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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區文化巡禮」活動時，李總統指出:

r 隨著政治改革與民主憲政

的發展，地方和社區在未來的國家建設中，必然扮演重要的商色，尤

其在實施地方自治及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法確立後，

Ii' 地方的時

代』、『社區的時代』就要來臨。政府部門的施政也應該從社區單位

入手，落實到以特定層次的社區為對象，並由社區本身進行不同部門
資源的整合」。他也指示在加入關貿總協定(
的初級產業應朝「產業文化化 J

GATT )之後，地方原有

r 文化產業化」轉型。

李登輝總統對「生命共同體」的相關發言表(見附表示 1

)

小結

本章分析九 0 年代後台灣社會所展現的在民族國家內部尋求地域認

同的風潮。作者認為它的出現，一方面是作為在全球尺度上進行的晚
期背本主義的文化現象的一部份;另一個原因，則是由於外交困境、

黨內鬥爭、社會運動、社區風潮等情勢所逼迫的國家政權轉化過程中
，國家接收了社會運動的語言，以「社區」、「土地」、「人民」等
概念，建構新的論述加以回應所產生的對話效果。

義大制政治學者葛蘭姆西(

Gramsci

)認為一個國家主要是由政治

社會 (pol i tical society) 及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的復雜運
作共同達成，前者依恃軍警法律等強制力量遂行統治，後者則透過文

化主導權( cul ture hegemony) 的運用，來達成圈境內各地人民的共
識(黃美英，

1995 )。台灣的政治社會經過解嚴初期各種社會力衝撞

的結果，光是倩靠軍警法律，已經不能對蓬勃的民間社會進行有效的

控制。國家所需要的是更細緻的、以建立文化領導權來爭取人民積極
同意的手段。於是當權者轉而重新界定「人民」這個概念，莫定體制

的基礎。王振寰 (1995 )分析，從「人民」出發的策略，一方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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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況，想吉思

表示 l

李登輝「生命共同建」言論表及論述召喚對象

80. 7.

5 李主席登輝先生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對農漁幹部講話時指出

對黨內鬥亭、

，將來台灣的政治是政黨政治，政黨政治是競爭的，不努力的話，我

基層

想不久執政的機會就會消失﹒希望大家能以這種共問題的觀念來奮鬥

的呼散

，為黨扎根。相信本萃的形象馬上會改變過來﹒我懇切的要求大家，
不要改老百姓留下中國國民黨的壞印象﹒

81. 7. 17 李登輝總統巡視台灣省政府之後指出時代的演變與環境的

傳統教化

不同﹒我們或者不能在沿襲過去老一套的道德標準，但是我們仍應秉

持傳統美好、 11 良的道德與偷逗。社區就可以作為推動的基礎，由社
區來進行「喚醒國人建立『生命共同體』的共識」﹒

81. 7.

22 李登輝在接見海外優秀青年代表時，再度呼若要建立生命共

海外僑胞

向遁的共識﹒他強調唯有大家有此休戚與共的觀念，才能白發的奉獻

心力，也更能珍惜我們擁有的一切﹒

8 1. 1 1. 22 李登輝說，文化建設必頌考量地區的特性，從生活著手

社區建設

，從社區做起，藉文化的相互認同與相豆尊重，結成一個有機的、互
助的生命共同體﹒

81.

12.4 李登輝說，我們反對台獨是基於民族大義、囡家利益﹒百

對當前形式，我們不能在堅持 F 漢賊不兩立』的論調，而自絕於國際

國家認同
外交困境

社會。」他強調，我們不能自我孤立在台灣小島上，我們一定要走出

去、有尊嚴、有信心的支入國際社會，我們要有『生命共同體的種認
，所以一定要放棄省籍情結。

82.5.20 李登輝總統就職三週年紀念，提到「面對一個人人相當肯

社會運動

定自我的社會，要怎麼辦呢?我認為就是要建立「生命共同體」的整
種觀念，透過溝通、協調的方式，凝聚這個共同鐘的意識﹒

82. 10. 20

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在國民黨中常會報告「文化建設與社

整合民間力量

會 f侖涅的重建」深得主席賞識。

83. 3.

教化

22 台北市社區文化研習管首度針對「社區文化」及「社區意

社區自主民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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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這念作公開演說，李總統指出社區居民應該自主來經管自己的

社區生活，包括環境衛生、停車問題和交通秩序，凡是涉及社區安寧
及福是止的問題，決大部分都應透過「群謹的組織力量」來處乏:只有
牽涉到法律和街爽的問題時，才由玫府出苗，由公權力來解決

83. 6. 20

李總統參觀由中華文化程真這動總會與台北縣政府舉辦的

「社區文化觀摩研習營 J

社區自主反溺

指出社區文化是整體文化建設的先菇，社

區文化發展成功，則全盟文化基於鄉土鼠裝必可順利發展﹒

83. 7. 2

李登輝總統文訪新竹縣北堉鄉一級古蹟〔金廣福〕時 fE 也，

教化

社區意識要發展，必須從中國固有文化著手才有希望，因此保留中濁傳
統農村的風貌是有其需要的.

83. 8.

26 國民黨十四屆二中全會主李登輝起統強調社區工作是基層工

國家認同

作重心﹒經白「生命共同建」所凝聚的高度向心力與恆久的認定性，

中華民國將在經濟發展、政治改革及文化建設方面，結造(比中共)
更接優勢的成果﹒

83. 9.

17 李登輝總統在左營活動中心參加文說會與高雄市政府合辦

的「高雄之美一往區文化巡禮」活動時指也「隨著地方自治的實施與

社區
地方自主風頭

中夫和地方財政的劃分，地方的時代及社室的時代就要來臨」﹒並強
調政府施政應從社區做起。

83. 9. 25

李登輝總統在新竹縣「社巨文化觀摩研習營」中主張鄉

城鄉差茫

村的初級產業與具有特色的第三級產業結合'Ji以 重建社區文化﹒

83. 9.

29 李總統接見本屆榮民模範代表玲重申，政府一質的「反共」

「反台獨」

「統一中國」的政策始終沒有改變。近 年來，政府致力於

民主憲政改革，熟能落實「主權在民 J

83. 9.

圈家認同

落實生命共同體意識﹒

30 李登輝總統在漢光十一說演習中強調，中華民國兩千萬向

國家認同

施是彼此生死與共、這禍相依的生命共同體。

83.10.14 總統接見張大春等青年作家，和與會作家共度一位「文學

下午 J

社區文化

總統和他們揚談文學的啟蒙經驗，忘情以及在人生歷程中的看

書經驗。提到文化的落實，現在的經驗擺在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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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 7

中國國民黨社工會舉辦每年春節過後例行的民眾團體負責人

社區建設

務誌茶會。李總統指出，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須先從激發扯區意
識、加強社區建設開始，因為社區是然是最基層、規模最小的單位，卻
是我們社會建設的基礎。

84.2.

14 參加文建會所舉辦的「客家民俗活動」

族主羊問題

84. 2.

28 李登輝總統在二二八 紀念碑的揭幕儀式中，致詞承擔政

族主干問是

府所犯過銬，為二二八事件這深摯款建、﹒他表示，紀念碑不僅是歷史

悲惰的終結，同時也提逗我們走出歷史悲劇，要不分族群，共同經營
大台灣，凝棄休戚與共的生命共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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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掃舊勢力的盤距、擺脫舊體制的單肘，讓新國家有一個忘卻過去的

清白的開始 (clean

slate)

;二方面爭取到人民的認同與支持，為

新人新政取得了民主的正當性;第三貝Ij劃清與中國的界線，開啟國際
承認的機會。一條演變發展路線於是浮現﹒從建立新國家所滋生的國

家主義，到體制的威權性格，進而衍生出對於「人民」的建構與召喚
之需要，終於民粹主義的意識與制度。下一章，我們便要對民粹主義
的社會土壤做進一步的分析。

司。

第四章

「生命共同體」論述的產生時勢

執政黨政權危機

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底舉行的國民黨二中全會通過以強化社區工作為

未來黨務工作的核心。輿論認為國民黨二中全會欲將社區發展與地方
基層黨務工作加以結合，視為重建執政黨社會基礎的主要策略，其目

的是要擺脫目前執政黨地方基礎備受惡質派系勢力壟斷的局面。尤其
是民國八十二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總體得票已經十分接
近，這是執政黨地方政治資源急遠流失的警訊(註一)。而民國八十

三年底的省市長選舉結果，國民黨在台灣省和高雄市保持嬴面，但在
台北市卻慘遭滑鐵盧'不止黃大洲慘敗，台北市議員方面，達半數都
沒達到(全部五十一席，國民黨只佔十九席)

，高雄市議員方面也下

降了十六個百分點。這個選舉結果說明了國民黨的選民已向民進黨和
新黨流去(註二)

一般認為，國民主的基層組制已經相當鬆懈，小組活動多徒具形式

，地方派系反而凌駕其上。這是國民黨面對社會新興發展因既有組織
僵化難以調適的一大難題。因此藉由社區工作以強化組織，雖然不見
得有解答，但可確定的是國民黨整個黨機器的確普遍意識到基層崩解

的事實。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表示，
向，落實基層服務 J

r 以社區導

'是必須立刻實踐的課題，否則國民黨不可能自

應日漸激烈的政黨競爭。他也不諱吉，國民黨長久以來已經嚴重的官
僚化，如何讓基層黨務幹部體會自己不是公務員，不是指導者，而是

提供服務和民意宣;曳的管道，是落實基層能否成功的關鍵。而國民黨

文工會刊物「中夫月刊」在社評中也指出「近年來政府行政和立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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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顯然未能充分反應這種社會變遷的現實、結果導致政策與民意脫節
、施政不得民心的窘狀，使本黨為民服務的理想，未能充分實現，這
些都是我們必須自我檢討的問題 J

0

r 換言之，未來政府擬定政策，

付諸行政的程序，必須是由下而上的取向模式，而非以往由上往下的
模式 J

(註三)。

另一方面，不僅是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早就開始重視社區工作與

黨務的結合。在政治影響上，社區運動也對民進黨過去偏重公職服務

處的被動經營方式產生衝擊。注重草根組織的新潮流系也曾在黨員代
表大會的專題報告中提出報告，討論社區運動作為反對陣營未來發展

基層方針的可行性。而新黨則以單線聯絡人構成基層發展實力，並以
眷村組織累積動員選民為工作重點。國民黨面對這種時勢，所提出來

的積極作為似乎是以籌組社區發展協會的形式，爭取資源及壟斷其他

黨派勢力進入社區或是進一步壯大。例如一九九四省市長選舉之前，
執政黨台北市黨部委員會鼓勵里長籌設社區發展協會，甚至有些里長

表示，里長選舉是否能被黨部提名，社區發展協會的籌組績效也列為
考評之一，在此壓力下，社區成立如雨後春筍。

台灣人意識的重組一主流媒體本土化及異議媒體的興起

在一片「回歸社區」聲中，為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意識形態的轉型
進行鋪路工作，耕耘出「社區意識」生根的土壤的一個重要的作用者
是媒體。

以出版界的龍頭一天下文化出版社為例。其出版的「認識台灣系列
」在文化影響及政策思考方面都起著引導話題的作用 n 一九九 0 年出
版的「走過從前，回到未來 J

(後來書名改為「一同走過從前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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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九九四年十月，已經出版至二十刷。在強人政治結束後兩年，這

本書標榜在「人民要肩負更多責任、自我作主的時代」以「回顧過去
歷史、喚起共同記憶」的途徑「重建台灣經驗」﹒而同一年出版，由

小 野執筆的「尋找台灣生命力 J '更以文字及電視媒體的傳播方式，
掀起本土文化及價值反省熱潮，被譽為是台灣版的「河觴」。這本至
一九九五年已經出版了十二刷的暢銷書，定義台灣的 「 生命力」在於

「一群人，一起在尋找一個共同的文化基調 ， 在共同基調上，對這塊
土地勾起一些共同的感情」。其實，這 正 是對台灣社會中浮現的的民

間力量，從文化侖度的解譜。一九九三年，承續同一主軸，天下文化
出版社又出版了尹萍的「海洋台灣」。這本書扭轉了一般從四周封閉
的海洋向內部觀看台灣的角度，轉化為向海洋開展、出發的技野，聯

繫歷史土台灣做為中國大陸邊陸的海島南色，及作為海陸交會樞紐未
來在世界網絡從事競爭的優勢位置。有趣的是，在此書序言，中國大

陸 「 河嘉」的作者蘇曉康對「海洋台灣」作者的觀察，側面指出了短
短幾年中，台灣社會面對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主體企置的轉變。蘇

曉康提及 ， 在一九八八年他初見尹萍時，覺得她 「 大陸情結很重」。
而 「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作者的關懷卻已轉變。「我做為生
長在台灣的外省人，為什麼要到大陸去尋根呢?我們應當承認，島上

曾經發生的，都是我們的來源 ， 它就是根 J (尹萍， 1993 )。這種對

台灣本土文化的 「 文明時空感」的精神補充，及走出「島國心態」的
企圖，可說是被統獨情結幽禁的政治領域中，典型的文化出路。這樣
的思考方式無論是在解嚴前一九七五年，張俊宏於 「 台灣政論」及 「

這一代」月刊中，所發表 「 海洋文化」 、「 海洋國家」的概念或是後
來李登輝的 「 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以及許信良 「 新輿民族」論
述中，可發現相同的策略。

另一方面，市民社會傳遞訊息的工具一報紙 ， 也有重大的變化。八

零年代末期，報禁解除、競爭增強，為反映市場的需求，新興社會運
動被以各種前進的 、 保守的南度加強報導著 ， 迅速反應了報導當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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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社會運動的需求。另一方面，晚報、新報出現，報紙增張，題材要

求更趨多元化，造成人才需求孔急，必須招募新手，造成「媒體界大
接血 J

'這些新聞界新兵意識型態較活潑，較不受國民黨內化的影響

，甚至其中有些人是原本社運界成員。大舉向媒體界進軍的結果是量
變變成質變，帶動媒體本土化的趨勢。

民國七十九年底，中國時報寶島版開闊「老照片說故事單元」。在
這樣的形式中，老照片成為主體，由提供老照片中的人物，回溯影像
中的情境。「說故事」的當事人不必要是知名人物。經由影中人的故

事陳述，勾起了許多人的歷史記憶。推出以來，這股「老照片說故事
」風潮，成為媒體亮相採用的題材形式，同時也成為各社區，尋求援
結社區文化意識的焦距。近兩年，文建會文藝季在各縣市展闊的活動
也往往以老照片展揭開活動序幕便是一例。透過這攘的工具，鄉土記
，億與庶民生活成為被記錄的主體，接連上不同的抗爭論述。運用老照

片只是一種形式，許多新的溝通形式也被開發出來。中國時報及新新
聞等媒體設南部或地方編採中心也反映出地域社會的重要性與日遞增

。中央重於地方、城市重於鄉村、北部重於南部的觀點以及一元化的
資訊傳播管道逐漸遭受挑戰。

我們認為，上述主流媒體的轉化有多重的意義。它們對「本土化」

、「草根化」的熱衷與呼應並非是巧合或單純的媒體熟，而是對一九
九 0 年初期的時代面貌的反省。包括經過金錢遊戲及房地產狂

，對

社會價值的全面反省及重建(別忘了一九八九年的無住屋運動)

;對

諒奪自然換取經濟發展，造成環境惡化、人與土地關保的疏離此一發
展模式的質疑;透過地方歷史及地域感的重建，對抗失根的恐懼;以
及伴隨著新的世界網絡中，台灣在經濟、政治、文化的定位不明的焦
慮。

;除了主流媒體的本土化，異議媒體的出現也使得言論的空間更為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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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意見的來源也更為多元。所謂異議媒體，除了以「政治反對(國
民黨)之運動及政治選舉」為主要目的而創辦的媒體，也包括不直接

面對國家機器領域，但是對其他社會領域建制性的 (εstabl ished )
權力關靜、提出批判的媒體。地下電台是近兩年來台灣重要的文化、社

會現象，也是異議媒體中的主流。根據調查發現，有 44 %大台北地區
的民眾收聽過地下電台節目(民生報， 1994.8.11 : 18) 。也有推論認
為「若說過去一年內，台北縣市六百餘萬人口當中，有潛在的聽眾大

約 264 萬，與主動接觸的聽眾 53 萬，可能尚屬可信 J (馮建三， 1995) 。

馮建三分析做為溝通的媒介，電台有一些特殊性，如可以低廉製播

，因此能夠免除商業控制，呈現較多 ，龍化的節目結構，以及聽眾扣應

至電台參與等經驗所帶來的脫除疏離與產生力有所出( empowering )
的氛圍﹒他並且對電台聽眾扣應 (call in)

進行分析，認為電台的

表現在一些時候應當能夠視為某種形式的「代議式的參與民主」與公
共領域原則的體現，而不全部徒然是政黨的宣傳或組織工其(馮建三
, 1995) 。林芳玫也同意「台灣的地下電台可以跨越階級與教育程度

所形成的障礙，普及至社會各階層，喚起男女老少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與關心，這可說是極為接近公共領域的理想 J '而且對於西歐等國由
公共電視所界定出來的布爾香亞式的公共領域，台灣的地下電台頗有
普羅公共領域的味道(林芳攻， 1995) 。

以尋找地方認同為目標的地方文史團隊的湧現

γ

九零年代開始，台灣人的深層感覺結構正在重組。不同於上一階段

的社會運動，廣泛稱為社區運動的議題正連結著許多價值觀的改變與

新視點的發現在島上如火撩原般蔓延、沸騰起來。推動著這些改變的
以在地文史工作室的紛紛湧現最受人囑目。各地文史團體也因其為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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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理想、執著而常成為媒體的常客。

「社區文史工作室」將自身的工作任務定義為是針對地方鄉土的人
文發展過程，尋根探源記錄保存社區的文化資產，並建檔、出版，將
土地、社區以及人的關餘，以歷史記憶串連，同時配合時代潮流，對

未來社區理想生活空間，能提出前瞻規劃'凝聚「社區意識 J

'激發

居民參與，發展出風格獨特的社區文化(註四)。

至一九九五年為止，若單以各縣市文史社團數量來論，仍以大台北

都會地區所佔數量最多。若行政範圍所小到鄉鎮，則發現鹿港、北港
、鳳山、埔皇、六堆等過往歷史輝煌之地分佈較多的文史社圈。各文
史社團的組織結構以工作室所佔比例最高，有百分之二十七，可以理

解為返鄉的有心人目前奶在單打獨門的狀態。個人工作室的比例除大
台北外，以桃園、新竹兩地所佔的比例較高，推測此地與大台北的文
化工作者可以有較密切的聯絡有關(台原，

1995

)。

地方文史社團組織結構及分佈一覽表(見附表)

文史工作室的勃興現象與整個社區運動與社區意識的興起有立為因

V

呆的關像。其實有許多從事地方文史及台灣文史工作的個人已經存在
許久，只是在解嚴前，這些工作都只能暗地中進行，甚至許多書平常
還要找地方藏起來，不能放在書架上。解嚴之後言論鬆綁，不僅書的

流通公開化，同時也開始在各地或學校社團進行講學，招收于弟。這
樣的工作一直都在持續的進行，直到最近整個文化環境走向本土與回

歸，才以「地方文史團隊」的名稱來界定自己。同時由個人文史工作
者訓練的學生離開學校說 P 顧意回到自己的家鄉做同樣的文史工作。
因此，文史工作室主口雨後春筍出現，是前一段工作開花結果。

有人認為台灣各地要求文化自主權、環境參與權的文史工作園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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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史社團組織結揹恆分 j(日…覽表

誕生，象徵著台灣文化的覺醒與復興。事實上，各地方文化社團的工
作方向正具體而微的凸顯地域特色，高雄的「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
以宣導生態保育，抗拒石化業對環境的破壞;

r 美濃愛鄉協進會」不

遺餘力的反對興建水庫以及鼓吹再生當地的煙樓;至於「遁尾文史工

作室」和「赤炭文史工作室」則針對地方的歷史、地理與人文環境進
行保護與整理(註五)。有的觀察進一步點出由文史工作社團主導的

草根運動的特徵，認為這股自發於最近流行的「本土社區意識」的新
文化運動，不但不像以往社區運動集中在都會高素質人口住宅區，反
而有不少是源於建設落後的郊區鄉村住民的集體感情;其中甚至還滲

透出一點反對商業化與過度開發的危機意識。不過對照著反對過度開

發或不當開發的地方計畫，卻也有地方社團憂心於地方在城鄉差距日
益擴大， GATT 又入關在旬，將對地域社會產生衝擊，而提出希望以地

方產業文化做為地域振興基礎，雲林縣褒忠鄉大

村便是一例。因此

地方文史社團的勃興背後所透露的不只是地方爭取文化自主權、環境
參與權、同時也是對於圓家所掌握的以都市計畫對地域社會進行商色
分配的功能進行質疑。在全球的層次上，這是晚期背本主義普遍面臨

的空間矛盾。也就是列福斐爾所指出，由國家

官僚理性組織起來的

背本主義空間生產，所倩靠的是均質化( homogene i ty )的邏輯與重

複的策略 (strategy of the repetivity) 。但當空間具有此種性質
，被佔有、控制與朝向「可再製者」的時候，那麼它將很快的見到自

已已被「不可再製者」包圍了:例如:自然、場所及地域性( Lefebrve
1979) 。

社區運動風潮一浮現市民社會雛形

所謂社會運動，指的是一種集體意志及集體行動的表現，不僅皆在

對現有支配體系的抗爭，更蘊含某種文化取向的行動形式。其目的不
僅是要改變運動的參與者群體的現有處境位置，還有意重塑當前社會

18

的「歷史性 J (historici ty)

與重組存在「社會力場」及「文化力

場」諸多的權力關偉( Tourai 悶， 1981 )。

就上述的定義而言，社區運動比八零年代指向國家機器的各類新興

社會運動，更接近杜甫( Tourain )

的定義。蕭新煌研究解嚴後出現

的新興社會運動指出，八零年代的台灣已逐漸出現一個「要求甚苛」

的民間社會，同時在政治文化上也形成了某種程度的改變，一種「參
與式的政治文化」亦在日益成熟之中。要求嚴苛的民間社會，一方面
訴求社會的自主性，一方面要求資源分配的新規則;而成熟中的參與

式的政治文化也正在加速(蕭新煌， 1989) 。
產( legacy) ,

這是前一階段運動的遺

對社區運動的成形有深刻的影響。經過解嚴之後的「

新興社會運動」促使重要的政治制度如政黨、媒體開放，最基層的地

方與社區自治力量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睡釀、興起。這是社區運動所
需要的成熟市民社會的土壤。它不只關位著對抗，更包括若將新價值
重建於動員過程中。

社區運動三類型

至目前為止，社區運動尚屬零散的局面，且主要集中在台北都會區

中，初步整理本地社區經驗之議題與工作方式如下: (一)以爭取社
區生存環境權益的抗爭性活動:如台北市的慶城社區，為阻止特種行

業進入寧靜社區而形成的社區意識;內湖的國家山莊等山坡地社區為
阻撓建商任意的開發行為而形成聯盟。(二)社區生活環境的經營工

笠:不同於公部門社區發展工作由上而下推動方式，台北市民生社區
工作者採取與社區居民共同生活方式的「蹲點」方式推動社區工作;
初步以完成有效整合社區內外資源而且帶動社區居民的參與熱誠。(
三)社區居民環境參與式規劃設計工作:即藉由居民的直接參與環境
改造工作，以提出能夠容納社區生活需要的規劃設計案，必且加以推

動實現;如台北市福林社區雙溪河演公園或台北縣三重後竹園社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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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等均採取此種工作方式而完成提案，並獲得相關部門的同意，進入
發包及施工階段(黃瑞茂，

1994

)。

社區運動的三種類型宣告了市民社會的浮現

研究指出，關於社區運動的第一類型，都市層級的社會運動之所以

產生，是導因於都市化的程度日益增高，都市人口的快速擴張，使得
公共建設及住宅的需求增加。再加上政府官僚體制的僵化，相關法令

的不合時宜，以及傳統規劃程序基本上是從上而下的管制，缺乏由上
而下的溝通管道，以致於公共政策與計劃的執行，遭遇重重的阻礙，
使得都市環境品質日益低落，空間規劃問題層出不窮。成為都市社會

抗爭的重要原因(王鴻楷， 1994:1)

。有趣的是，我們觀察這些以

抗爭事件為特徵的社區案例，在他們向挑戰政府部門規劃公權力的事
件中，至少有下列特徵 P 彰顯了市民社會能夠存在的條件:

1. 對建制化(

establ ished )的權力的質疑:例如國家、媒體、專家。

2. 社區優仕的運動觀:微妙處理三黨平衡，拿到最多資源。根社會運
動的主體性強過政治團體的主體性。

3. 根據第一項而來的運動策略的學習:例如結盟或間接施壓的策略。

這使抗爭者暸解決策是被如何制定出來的以及可如何被改變。
4. 更朝公益的方向轉化:以成立社區發展協會、變成壓力團體監督官

僚單位或與其他社區串連等方式轉化、持續鬥爭，漸漸脫離了個別
社區的利益，而對政策制定的價值、市民權利的內容要求重新的定
義。

而社區運動的第二個類型一蹲點式經營，使得都市社區中人與人之
間的疏離感可以消除。這類組織多不倚賴國家及大企業的財源資助，

而以社區居民及社區型商業的資助為主。因此，雖然它沒有辦法變成

大型規模的社區組織，但相較於由官方系統所發展的社區組織，它卻

50

。 如Zitrzz

表 4-3

近幾年台北市社區抗爭案例:
、

1. 1988 年慶城街附近居民反對台店公司在社區內興建敦育愛電所。
1990 年反對慶城公園變更為三個停車塔並抗議色情行業進入住宅區內。
1992 年反對都市計直到商業區通豈是檢討將本區化為商業軍﹒目前仍持續
抗議誼商變電所的成立﹒

2.1990 年南港山豬窟居民反對環保局在該地區興建垃圾楚這場﹒
1991 年更結合中失研究院力量一起反對﹒

3.

1993 年士林芝山岩 附近居民反對政府核准民營加油站的設立 ，破壞社區
環境品質與古蹟

4.

1993 年萬芳地區萬剎街居民抗議國宅處於駁坎地興建醫宅﹒

5. 1993 年天母奇岩社區像市政 府抗議核准新光建設公司於地質不穩處興建住宅

6.

1996 年東 湖、社后居民抗議市政府在該社區之交通建設未作好 ，要求交通局
改善當地交通狀況﹒

7.

1993 年內湖區大潮山莊街 126 巷附近居民抗議市政府將大兩街底的保護區
用地變更為住宅用地而減少開放空閑與公園綠地。

8.

1993 年士林天母地區居民抗議市政府將該地區德行東路、士東路庚、天母路

反及芝玉路兩側保護巨變更為住宅區，以安置十四﹒十王三支公園違建拆遷戶，
並造成社區公共設施嚴重不足及環境破壞。

9.

1994 年大安區七號公園附近居民與佛教團體抗議市政府王將觀音像遷移出公
圈，引起激烈的抗爭行動。

來源:王清楷 (199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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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更高的自主性，並能強調迺異於官方的社區教育、組織目標。它

們動員能力之強，常讓國民黨、地方派系所掌控的鄰里行政系統及原
有的社區動員組織感到威脅，而加以抹黑。

社區運動的第三個類型 一 參與式設計，則是一種方興未艾的新專業

方法，它的目標在營造好品質的社區環境、形成豐富且民主的鄰里生
活。並且透過民眾動員、參與的過程，對地方空間的意義產生探索，
可使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觀有對話的可能。在目前由國家都市計畫權

力及資本積累的邏輯所塑造的空間價值觀中，可望開發出以社區居民
為本的新的空間的價值觀體系。

市民社會的基礎是市民權，其重要表徵是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

/

在現時的台灣社會，不管是以爭取受損權益為主軸的都市抗爭、或是

自主性的社區發展工作、或是社區居民與進步規劃者攜手合作的參與
式設計與規劃'它們都使國家與社會間的權利義務界線產生變化，都
市政治的遊戲規則也重新改寫，它們所宣告的是一個新時代一市民社

會的來臨。這個新時代的衝擊也是民進黨謝長廷及陳水扁分別提出「
社區主義」、「市民主義」作為首次台北市長選舉的市政訴求的原因
所在。

小結

本章對九 0 年代以來，使台灣社會走向本土化、草根化的重大改變
做一初步的探討。一方面，黨國機器的腐化，造成國民黨政權的合法

性因為遭受社會運動抗戰，選民流失，而必須宣示以「社區」的取向
做為黨務工作的重點。另一方面，各社會領域鬆綁，社區運動、草根

自主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要求地域自主的呼聲升高，尋求文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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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趨勢更成為熱潮。不像剛解嚴之後政治運動受到媒體的打壓及扭

曲，這一波社區自主運動因為展現了文化的外貌，也多受到了主流媒
體的呼應。異議媒體的出現更與帶有民粹主義風格的地方自主運動合
拍，產生推波助瀾的功能。

趙剛分析九 0 年代社會力的展現，他指出台灣人民有一種聲音，想
要表達，但苦無喉舌，這個聲音即是中下階層人民要求政治有力感(

po1 i tica1 efficacy) 的呼聲。低能的公共政策、荒誕的公共工程、
惡劣的社區環境﹒不堪的選舉及政黨政治、以及日常生活經驗中所經

歷到的種種剝削與支配，讓越來越多的民眾要求有他們自己的參與
，甚至逕行自已的管理。各種社區運動，乃至於各種民眾呼入(扣應

) (ca 11 i n )的廣播電台，凡此一切都在具體的或癥候的反應一般
大眾企求在政治上出聲及使力，能透過行動改變既存的生活與環境(
趙剛，

1995 )。所有的質疑指向國家機器。國家政策對地域角色的強

行編派(南北差距)、國家資源的獨斷分配模式(媒體壟斷)、國家

行政體系的無效率、公權力的無能。草根對國家普遍失去信心，甚至
對民主的代議制度有異化的疑慮而向國家要求自行掌管權力，或強調

人們有接近權力的工具的權利。誼民車IJ 的是，當危機四伏，地域社會對
囡家發動攻擊之際，李登輝卻以「生命共同體」的核心概念一「社區

」來進行民粹主義式的訴求，掩藏了國家的面貌，試圖做為這場困戰
中可能的脫身之計。這也就是下一章我們所討論的文建會的「社區共
同體」論述。

註一: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註二:新新聞週刊，第四零四期

註三:中央月刊

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

註四:都市改革組織

社區總體營造研討會會議手冊

註五:同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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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建會的「社區共同體」論述

雖然在朝野社區風潮的推動下，政府單位許多部門也對社區有因應
的措施，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決定將中小企業的輔導對象轉向社區型

的小企業;營建署也正在推動「社區建築 J

;經建會也正在倡導「產

業文化社區化」以及「福利社區化」的觀念，然而在論述上對社區問
題提出整體看法，並將社區南色的轉變連結上國家行政體質、資源分
配、權力架構的調整，仍以文建會為主導。

以文化認同整合政治認同的歷史性計畫 (historical

project)

我們認為文建會作為以「生命共同體」論述整合社會力的一重要作

用者的主因乃是政治議題對民間過度動員之後，試圖以文化認同重新
建構政治認同。文化建設被規為是整合民間資源的一個策略，主要目
標仍是解決國家危機與國家重建。

如前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在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常會所做報
告中就指出「這個政策方向的『政治涵意』是『不言而喻』的。如果
我們政府單位不再重視民間社會背源的吸納，那麼執政黨只會將這份

豐富的資源拱手讓給『對方.!I

J

(註一)

(引號為作者所加)在當時

縣市長選舉迫在眉哇，國民主黨務系統又與地方派系衝突頻仍，而與
民意漸行漸遠的情況下，這篇報告開發的新方向得到李登輝的大力讚
揚。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自己也分析，

r 目前在台灣的各種背源中，

文化活動已經是最重要的政治資源了，因為除了選舉以外，已經沒有
其他的活動可以讓政治人物如此密集且自然的與民月1 接觸，以文藝季
為例，剛開始時沒人開間，後來打響知名度之後，單單為了要邀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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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官員和民意代表，都快吵翻天了，因為人人爭著要來 J (註二)。

事實上，兩年來文藝季的轉型，也使李登輝總統隨著文藝季的開蟬儀
式深入各鄉鎮，並藉由不同的地方主題(如茄定漁村的牽署‘新竹客
家的民俗活動等.. )塑造了他多面向的親民形象。陳其南更明白指出
, r 全國性文藝季舉辦，更為執政黨爭取不少民心選票，從李登輝總

統下鄉時萬人空巷的情形可見其支持程度 J (註三)。文建會更藉由

這樣的政策調整，與最大的反對黨的「本土文化」優位的意識型態逐

漸靠攏;並由於擴大了草根組織參與的空間，造成在文化部門的霸權
重組。陳其南自己評估「自由派知識份子和地方文史工作室也和文建
會合作無間，達以前嚴厲質疑文建會的民進黨立委也開始產生良性互
動。從來政府的文化部門不曾博得這麼多的關注 J (註四)。

文建會的「社區」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

一、社區範圓的界定

做為一個論述對象時，文建會充分利用了「社區」的英文 community
、日文「共同體」及中文「社區」等詞語所指涉的多重意義。「首先
, fi'社區』的本意比較接近『社群』或『共同體』的涵意，它既非單

純的空間地域單位，也非行政體系的一環，它應該是指一群有社會共

識的社會單位，其共識的程度，也就是『社區意識.iJ '可以強烈到具
備『共同體』的性格，在對外關僻、方面，甚至可以視為一個其備『法
人』人格的團體。我們如此談論一個『社區.iJ '當然指的是『人』而

非『地.iJ '是『社群』而非『空間.iJ (區)

J

(註五)。

這裡強調

的是以行動及意識的強度來界定自身的「社群 J '頗符合解嚴後，要
求集會結社之政治權利的民眾意識。

但是做為一個工作的對象時，文建會對社區的定義又回復到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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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只不過強調「其所稱之社區，並不以『社區發展綱要』所界定

的『社區發展協會』為限，地區性 、 自發性之組織團體，均包括在工
作的對象中 J

(註六)。

尹章義曾觀察到

r 社區文化」

是一個包容性較強的概念，也是台

灣內部凝聚共識有最大交集的概念(註七)

.從這個簡度來看，文建

會視發言脈絡而側重在人群或地域的面向來界定社區的方式，可以「

社區」之名對許多現象發言，或是鼓吹「社群」或「地域」的動員，
不失為一個成功的策略。

二、文建會對社區的定義

1. 社區做為建立文化認同的中心

早期在民國八十二年底，社區共同體的概念才剛提出時，由於當時

媒體及文化界仍處於對菁英文化展開反省而轉向草根常民文化、重建
文化主體性的整體氛圍中，文建會所提出的社區共同體概念也帶有鄉

愁式的烙印，思考模式仍以傳統社會為借鏡，試圖找尋得以建立現代
社會的集體認同、推繫社會倫理的價值系統及表現形式。因此試圖從

民俗活動與廟會結合的方式來凝聚共同體意識。文建會也試圖撥款「

美化」傳統廟宇空間。但後來這項作法因為強化宗教信仰的適宜性，

以及廟宇衛色在地方政治中的復雜，引起民間的質疑，文建會也覺得
有些社區動員「只是把民俗活動直接搬出來，過於粗糙 J

'而逐漸低

調。後來陳其南赴日後，受到日本的「造街運動」理念的影響，轉而
強調透過地方事務的市民參與以及社區空間的營造過程，凝聚社區意
識，建立文化認同。扮演社區的文化活動發電機的商色也從廟宇轉而

落到文化中心頭上。透過文化中心的藝術文化活動「潛移默化，匯集
社區認同感、社會意識，使社區生活有新的、精神的中心指標，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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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可以促進社區共同意識的建立 J

變成有意義的文化社區 J

(註八)，

r 把沒有意義的空間，

(註九)。

可r

2. 社星做為實質空間改善、提昇生活美學品味的起點

做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典型，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以犧牲環境品質

、國家壓低集體消費的投資而換取來的﹒在九 0 年代環境運動及社區
運動都環繞著一個爭取基本的居住安全及品質而進行，這也正是台灣
的都市危機的展現。環境品質的下降，空間的美學品味成為奢求，是

每個人的切身經驗。以改善實質空間為社區動員的第一步，是最容易
打動人心的訴求。陳其南也提到「台北市和台灣各地的住居品質、都

市景觀、鄉村格調、環境衛生、交通秩序、公共安全、社區安寧的問

題，幾乎到了讓人難以忍受的地步 J

(註十)。

除了把社區中所謂令人厭惡的事務(

nuisance )去除掉的基本要求

之外，社區也能夠被建設為一個使人感受到動人的空問品質的地點。

「社區」的現代涵義乃在於它是一種民主社會的生活方式，是介於國
家社會和家庭團體之間，而為現代人追求居住環境品質，提昇生活品

味的基礎單位(註十一)。因此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 J

'以全

面改造文化地貌、環境景觀和生活品質。另一方面文建會透過全國文

藝季的策畫與推動，試圖深入社區，透過地方特色的發掘及文化活動
的推廣，結合社區空間、景觀的改善，使一個國家的精緻藝術活動建

立在普遍的地方和社區的基礎上，以提昇國民的美學品味。

3. 社重做為圈家公民意識養成的基地

在陳其南的理念架構中，社區的概念是與公民社會(或說市民社會

)的概念互為一體的。他認為，不管是介於家庭與國家之間的社區層
級或是以界定個人與社會、國家之間契約關靜、為特徵的市民社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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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領域發達、血緣與種族關靜、發達的中國社會中，從來不曾被強調過

(陳其南，

1992

)。所以今日要轉換國家的體質，使以私人利益為基

礎的東方社會發展出以公共利益為基礎的民主內涵，

r 可以社區做為

培養公民意識的基地。藉著公民意識的建立，使傳統的文化性國家發
展成為一個現代性的國家體制 J

(註十二)。這也就是透過社區居民

自身動員，決定相關社區事務的過程，培養現代的國民，組成現代的
茵家。不過這整套以「社區」及「公民」為核心的概念中，所強調的
乃是透過國家為最高組織形式所編排的層級化的穩定關保，

r 我們所

關心的問題乃是公民概念所引申出來的人際關保，及人與社會國家之
閉的關餘，以及自己所體認到相對於社會國家的責任義務 J

,

(陳其南

1992:6)

4. 社區作為整合圈家膏囂的單位，促進國家行政體系的轉型

陳其南指出「台灣已經發展到必須再回到社區重建的階段，過去以

整體為單位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工作，今後只有落實到社區的層次
，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體質才能提昇和轉型，才能跨越發展階段的門檻
J

(註十三)。

這大概是文建會所揭業的「社區論述」中最有新意

的一個概念。可說是試圖以社區為組織單位，改寫政治權力的地景。
這捏涉及面對「地方時代」的來臨與「社區時代」的來臨(註十四)

，承認權力下放是趨勢所在，以及晴示了國家行政體系無法有效率的
進行背源分配。事實上陳其南自己都曾提及「文建會提出由下而上的

社區自主路線，是對行政體系的無效率感到失望的結果 J

(註十五)

。因此他指出，國家背源的整合與分配不能全靠中央層次的行政系統

, r 中央永遠不能確實知道一個社區單位真正所欠缺、所需要的背源
種黨和數量，這個訊息只有各個社區自己才能正確評估與定位。政治

部門只是背源的提供者，社區本身才是背源的享有者，只有社區才能
整合運用這些不同種類和比例的資旗。社區才是國家資源的消費單位

，不是個人、也不是家庭 J

(註十六)。因此，社區能透過自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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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經營、自我管理的過程來促成行政體系的轉型。

5. 社星做為產業再發展的地域

面對 GATT 對鄉村地區產生的衝擊，原有的區域差距有更加拉大的可
能。國家於是提出「產業文化，文化產業」作為地方發展的替代性方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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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配合社區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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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繳的第三產業

(註十七)。

三、社區總體營造

日本的社區總體營造概念

「社區總體營造」的構想來自日本的造街運動。造街運動產生的時

勢:一、對環境意識的改變:由於頻頻發生環境公害的問題，以及鄉

村人口大量外流，都市人口過度集中，城鄉不能均街發展，都市環境
惡化問題，因此居民對自己居住環境意識日益高漲及覺醒。二、傳統
都市計劃的缺陷。以往日本的都市計劃僅有主要計劃，且都市發展以
經濟、產業為最優先的考量。在沒有落實對地區照顧的都市計劃體制
下，人們開始形成怎模去改善地區環境的需求。 三 、民主化逐漸成熟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民主憲法使民主思想定型化，民主意識促使認
日本政府將一些都市改革計劃的權限交給最基層的單位。另外一九六

0 年代之後，產生一些想革新的地方政府，對於過去以經濟為優先的
發展導向有新的反省。在上述的趨勢下，居民本身開始參與，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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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也有此認同，而於一九七五年當都市化現象稍微種定後，全
國各都市為有效掌握其發展方向及特有風格，而普遍進行造街計劃。

造街計劃主要在創造都市綠意，而能夠回歸自然，並要壓抑都市之無
限制之任意擴張;同時在對外交流及國際化之時，更要保留自身的傳

統特質與個性;此外在異質個人所組成的社會中，如何透過民主制度
的運作，以有效進行溝通與協商均是造衛運動推行的重要課題(經建
會， 198 1)。

造街的內容大部分為公共空間的改善，此外也包括人才

培育並強化教育的課題、激發居民愛鄉、愛自己地方的意識，組織動
員的工作以及行政系統的調適，規範協議制度的訂制，考慮加強生活
與產業的關像。

工作方向及權力模式的調整

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提出是以社區做為施政與從事文化
藝術活動發展的基礎單位。其重點在整合並提供一個社區經營的切入

點，而且提出的是一個「套裝」的觀念。計畫中包括了表演場所、建

築空間的改良﹒傳統建築美化、街道規劃、民宅景觀長期的規劃改善
、新的廟會民俗活動、甚至地方知識份子的社區工作結合等等(註十

;\)

此外，每年的文藝季，是文建會施政的重頭戲所在。在陳其南的想
法中，文藝季不只是凝聚地方意識的的動員過程，同時也想藉由文藝
季發掘、深化地方特色，並與總體營造相結合。因此經由經脅的補助

，文建會要求各地文化中心以地方文化特色為主題，提出計畫書。並
藉由各地區文史工作團隊研習營，及社區總體營造研討會的舉辦，為

各地縣市文化中心及文史工作團隊牽上線，展開與社區中的知識份子
、文化工作者的合作。文建會各地縣市文化中心經過第一次的試驗並

向各地文史工作室尋求協助之後，民國八十四文藝季主題鎖定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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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由文建會、地方文化中心、地方文史工作室的三邊合作模式初
步成形。

以往文藝季的辦理使文建會與全國各地方主動仍採「藝術下鄉」的

模式，除了之中晴涵以精致高雅文化形式「下」鄉以區別「粗俗」的
鄉野文化的教化心態:所謂的文藝內容是以表演藝術為主，在過程中
結合民間資源的層面十分狹窄，背後透露出來的文藝並非是常民生活
的意念。呈顯了我們的文化似乎都仰賴官方的窘境。同時整體看來，

本土文化與中原文化所佔的比例懸殊，說明了中原文化仍為國家所要
建構的文化主體(註十九)。經過文藝季的轉型過程，各地的特色
浮現，文化的主體也從提倡的中原文化、菁英文化取向，調整為以常

民生活為基礎的本土文化。相對於中國文化，一向被視為粗俗的、邊
陸的及附屬的台灣文化猶如經歷一次脫胎換骨，浮上歷史的舞台，在

李登輝「經營大台灣」的雄圖中，變成了「新中原」之所在。

生命共同體諭述與社區共同體諭述的結合

自從李登輝總統提出 I _生命共同體」這個政治詞彙後 2

「社區主義

」的觀念，與李登輝的思想互相呼應。李登輝在許多公開場合發表談
話時，也經常有「社區」的言論出現。以李登輝對澎湖二授、龜山島

、茄定、民生社區... .等社區言論為制，都是出自文建會的手筆。李
登輝在公開場合的談話，如果與社區文化的主題有關，詞稿都是由文

建會集體創作產生，然後由陳其南做最後的修改和核定(註二十)。
因此，雖然李登輝個人對於社區的可被賦典的商色與功能的認定與陳

其南個人有著差距，做為一個政治領導人(尤其面對首次的總統大選
)，面對必須建構政治論述的需求，李登輝與文建會分享了相似的口

號，共用「社區」的用語，沿著文化的主軸與領導人卡理斯瑪的魅力
P 共同架構了國家重新打造盟民意識、建立新文化主體的歷史性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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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l

生命共同體論述及社區共同體論述關像圖

文建會

~

李登輝

(文稿投供一> )

宣示目標

社區文化、玟治重建

口號

經營大台灣 ，

台灣文化、政治主體重建

經營大台灣

從小社區做起

核心概念

建立新中原

社區共同建一共用" COlllmun i ty" 一生命共同登
用語

相聞概念

公民社會

政治對象

草根玟;台

主權在民

國家認同、族群街突

黨內銜爽、社會運動

實踐

社區總值營造

透過參觀文革E 季及各
種不同性質的場合，

演講宣示翠念

包括: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

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
充實鄉鎮反演設施計畫

等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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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共同體論述因此與社區共同體論述結合為一，分別從政治及文
化的南度對人民進行認同的召喚。

小結

本章分析文建會所提出的「社區共同體」論述。整理其對社區所做
的定義、社區投賦典的各個不同的南色以及 「 社區總體營造」概念的

成形。並提出一個初步的架構說明文建會的 「 社區 共 同體」論述及李
登輝總統的 「 生命共同體」論兩者間的關係。

目前這個時刻，要對文建會從 1993 年底至 1 9 9 5 年五月短短兩年之間
，鎮定「社區」為主軸而進行的文化建設方向進行成果評估仍為跨過
旱，不過可確定的是由文建會主打的 「 社區共同體」論述及李登輝主

打的 「 生命共同體」論述，透過語吉陳述及政策的開展彼此相互接配
、助勢，密集出擊，在言論市場上 已 佔據 一 席之地。連陳其南自己都

說「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 ， 還沒有 一個名詞 可 以像『社區總體管這』
一 樣 ， 擴散得這樣快 J

(註 二一 )。

從陳其商所說的「以後還總統，不僅社區總體營造 P 我們要讓他萃
還 J (註 二 二)。也 可 以判斷文化場域所發動的攻勢 、 財藏的能量，
的確也強烈到能對政治領域產生影響。這說明了 由 於首次總統民這時
問點的催逼，社區共同體由 一 個文化建設的政策被壓縮(或許也可以

說是「被弄葦 J

)

，變成了政治宣言。在重建國民意識的意圖上，我

們發現 ， 文建會試圖經由 「 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來催生「新人類」
的豪語，多麼相似於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之一的許信良以 「 新與民族」
異國人共勉的雄心。因此，我們將「生命(社區)共同體」論述視為
一個國家積極建構以召喚人民文化認同及政治認同的論述。以此為基
礎，進入下一章的批評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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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文化建設與社會倫理的重建

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在國民黨中常

會所做之報告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註二:林萱秋

「陳其南要在台灣各地學習日本人『造叮』

」新新聞

1994 年 7 月 3 1 日 -8 月 5 日

在三:蔣慧仙

「營造適合人居的公共空間是文建會最關心的事一

專訪文建會主委陳其南」 黑白新聞週刊 1995年 1 月 8 日 -1 月
14 日
註四:同上

註五:陳其甫

「社區與國家重建」

中國時報

在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專題報告
采員三』扭庄

女只盲于民口

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六日

立法院第二屆第三會期教育

市設開闊八---J.-.士-6=斗目

T 平民閏八十--'t""/、月/

註六:李登輝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八日於左營活動中心參加文復會
與高雄市政府合辦的「高雄之美一社區文化巡禮」演講用語

註七:鄧蔚偉 「社區文化翻身醒過來」聯合報

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日

証八:蘇育琪

「陳其南:認同從社區開始」 天下雜誌 1993 年 11 月 15 日

註九:郭崇倫

「公民、社區意識與生命共同體

建會如何推動社區概念」中園時報

註十 ; 陳其甫

專訪陳其南﹒該文

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日

「經營大台灣從小社區做起」

中國時報

民區八十

四年二月十九日
在十一:同註三

註十二 : 陳其南社區與國家重建

中國時報

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六日

註十三:同註十二

在于自: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七日李總統參加「高雄之美一社區文化
巡禮」活動時發言

註十五: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四日陳其南於文建會主辦、專業者都市攻
革組織承辦的「社區，總體營造理念溝通座談會」中發言
註十六:同註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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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七: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五目李登輝參加文建會與新竹縣政府
合辦之「社區文化觀摩研習會」中演講
占主- _L八

b工，

/

/

•

\.﹒

t=司令，，

lμJ p工-

註十九:根攘立法委員謝長廷於民園八十三年中央封熙皇宮有~安街-+
一，

-、 - / ~/I 吋'"、.... .，，.‘7õ

，守、 J可 J

U

組第二居第一會期第四次會議發言，針對民國七十八年、七

十九年和八十年文建會所舉辦之戲劇活動作統計 ﹒ P 本土文
化表演之總和(歌仔戲、客家戲、原住民表演) ，七十八年

佔 36 ， 86% '七十九年佔 26 .5 5% '八十年為 26.95% '而中原文
化的戲劇表演(平劇、豫劇、越劇等) ，七十八年佔 63.13%
'七十九年則上升為 73.44兒，八十年佔 73 . 0 將(按 :原會議
紀錄將各個比例記錄為次數，研究者自行修正)
註二十:同註二

註二一:謝金蓉

「日 本大師技街指導，文建會想捏出新文化」新新

聞第四二九期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三日

註二二: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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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生命共同體」論述試圖建構社會層級化、人民同質化的民主圖像
面對八零年代以來道現為金錢遊戲、社會運動、治安惡化等形式的

社會政治問題，國民黨政權的情境定義，仍然受到傳統思想模式極大

的影響。也就是說文化與道德論述仍然流行著道統、秩序情結、政治
道德化、由上而下的教化與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論述規則。這
種論述的流行，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社會政治問題的性質，而這些
問題有可能源自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結構與政策。因此這些論述一方面

既做為共識以凝聚政權的內部，另一方面也具有爭取市民社會對其政
治行動賦與積極同意的作用，都有助於其統治(鄭錫錯 '1993: 126) 。
從國民黨政權核心對於「生命共同體」論述的定位看來，社會的 圖

像在論述中被加以同質化、層級化了。他們認為「在解嚴之後，舊有
規範瓦解、新的規範未能確立之下，造成了國家認同、省籍隔閩、法
治基礎動搖及社會價值混淆的危機 J (註一)。在這種背景下，李總

統提出「生命共同體」觀念，就是要「做為推動社會重建的莫基工作
」。並在原有「修齊治平 J '從個人、家庭、推展到國家的層級中，

加入「社區」的層級。試圖「從社區推展文化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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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註二)

。最終的目標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 J (註三)。這就是政治學者

拉克勞( Laclau) 的假民主的社會觀。對拉克勞來說，許多社會衝突
的出現並非是如哈柏瑪斯的解釋，傾向於認為是溝通情境不良所產生

，相反的它所表現的是在既有建制下不可化解的利益衝突。因此激進
66

sgb t之三吾土;豆豆豆ii

民主的社會圖像認為沒有所謂終極的民主的出現。相反的正是在民主

與自由原則中不斷顯現的緊張開舔( tension)
容 (Marcil-Lacoste ， 1992)

構成了現代民主的內

。

同時在這個論述中，人民被集體化、同質化了。總統府副私書長邱

進益指出:

r 我們社會病了，因此李總統提出『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希望台灣的的兩千萬人民能以休戚與共的情懷，停止無謂的意識型

態爭辯，大家不分黨派、不分砂域，不分男女老幼、士農工商，共同
為『立足台灣』的目標而努力 J

(註四)。這一方面顯示的是國家試

圖以「生命共同體」論述整編政治的統獨議題，更呈顯了所謂「國家
利益」無限上綱，社會關像的矛盾、群體的街突被加以同質化。共同
體的利益替代了真實的族群、階級利益。

國家費力建構這樣一個同質的、被賦與集體意志與集體利益的「集

體人民身分 J (peopleh∞d)

，究竟是為了滿足它的什麼需要?王振

寰認為，以這樣的人民做為基礎，國家意志的形成與國家利益的設定
才有了立足之處。唯有假一個儼然具有統一人格的人民之名義，國家
意志才稱得上全體、普遍的意向;也唯有全民福扯、命運之類的說辭
，才能讓國家利益相對於社會中的特殊利益取得優先性(王振寰， 19

95 )。除了將國家投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與社會群體相對立的商度
之外，也有論點將其根為是國家的文化霸權的建構，為組織市民積極
同意而進行的計畫(黃美英， 1993) ,

國家以具有卡理斯瑪氣質的領

導人，透過意識型態競逐的社會過程，建構新的政治主體，轉化正當

性的危機。此外，政治學者還林( Wol in )也提出「建構性的視野」
(architechnic vision)

的看法，認為要化解個體間不同的歧異與

衝突，政治人物必須要提出一組「異中求同」的論述，它能生動的敘
說這群人共享的過去與現在，並許諾美好的未來;它能令人信服的詮

釋他們的共同命運，界定他們共同的利益、目標與行動議程，並描繪
出攜手共建的理想社會。它不是全然的事實陳述而是以全面重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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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的大膽想像，或誘發人們的實踐熱情，或刺激思考、引燃
辯論，並在論辯中塑造共識，進而集體行動(吳叡人，

1995

)。

在這樣的論述中，面對但體與群體、差異與認同的問題，李登輝說

的是「異中求同」、「把自己盡量忘掉 J

(周勳男， 1993)

。然而，

解嚴之後，各種基於階級、社群、性別甚至地域的新興社會運動的出

現，宣告台灣已步入一個「差異政治 J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抬頭的年代。國家機器如果僅以論述召喚人民，卻缺乏一個利益再
分配的機制來重組社會、國家及各社會群體間的政經權力關保，一個

想要以整體主義(

total ism) 來抹除差異的舉動，最後得到的可能是

如口號般孤立的窘態而已。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這樣以國家認同為主軸，建構集體身分
的行動，在台灣的社會居然是朝野兩大黨的共同舉動。借用柏度(

Bourdieu) 的概念來說，國家機器的爭奪、國民意識的建構，在主流
的政治領域中，仍是不被質疑的認知結構，它也就是所謂異端與正統

共同分享的「信念 J

(Do xa)

(Bourdieu'1973) (註五)。

面對朝野兩黨均以民粹主義的面貌建構國家主義的牢籠，逃脫的策

略為何?趙剛主張以民主民族 (democratic nation)
作為團結的基礎(趙剛，

取代民族主義

1995 )。他認為，民主民族才是真正一個包

容性與多元性的論述場域。在這個論述場域中，自由主義的傳統權力
論述和左翼的與進步的激進權力論述(階級、性別、族群與各種邊緣
論述)產生多元的創造性對話;由「民族主義」認同來壟斷公共論述

、擁有最高合法性的情景將不再出現。另一方面，相對於國家的「異

中求同 J '應提出一個崇高的「存異求群 J

di versi ty )

(together-ness in

的理想:各個族群在平等的政治經濟基礎上保存它各自

的多樣性，而同時能沒有宰制的溝通。因此，個人與集體、特殊與普

遍不再被化約到任何一方;但人由社會構成，社會亦由個人構成(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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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1994)

。同時王振寰也提醒，必須警覺到人民這個概念的同質化

、整體化傾向。在主權國家制度仍然居於歷史主流的現階段、在國家

制度乃是政治制度的唯一脈絡的情況之下，民主的任務之一，應該是

向民粹主義挑戰。挑戰之一途，是用社會生活中的身份、社群、利益
、即活動領域的多元，分解同質、整體的人民 (Young'

1990)

戰之另一途，則是在體制上建立多元的代表制度( Hir泣，

及多元的民意匯集中心( Ackerman'

。挑

1990 )

1991; 王振寰 1995 )。

「土地」、「省籍」及「國家主權」諸概念的隱形關連

文建會以土地做為主軸試圖建立社區意識(文建會在民國八十三年

、八十四年的文藝季均以「人親、土親、文化親」為主題)

，是整編

了反對黨以「土地」象徵苦難的母親以召喚其于民的所建構的悲情意
識。然而也因為訴諸於「土地」此一回溯的、內省的、靜態的取

,

使得在目前對本土文化的尋舊‘恢復的工作仍然強過以新的政治主體
做為文化基礎的重建工作，例如，外省籍人士特殊的族群文化、居住

經驗被相對忽視(事實上，陳其南自己似乎也體會到僅以「土地」的
訴求，不易召喚外省藉人士的認同，而考慮針對外省族群提出「新故
鄉運動 J

)

這使我回想起趙剛在「土地、槍桿與資本 J

(1994) 一文中提出的

一個有意思的觀點。他認為外省人及本省人的族群矛盾除了有深刻的
政經基礎外，更沿著土地與槍的文化象徵，向對方展開選擇性認知。
這個矛盾表現在象徵真意識型態層次上有如下的對偶:

外省人=國家(軍隊、警察與官僚體系) =強制性手段的佔有

本省人= r 民間社會 J

(地方派系與親族組織) =土地財產的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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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是以往國民黨對不同族群的居住(眷村)、職業(軍公教

)等有意以政策強化區隔、在意識型態上強調「故國」文化的結果。
然而，這次新國家的建構卻選擇了「土地」做為動員人民的情感及記

憶的文化象徵，外省族群面對此一論述的無法「入戲」是可以想見的
。同時，我們認為，這並不單純是族群的文化符號選擇問題，而是關

保著圈族的認同。外省族群對於「生命共同體」論述的冷淡也許透露
的是，在他(她)們身上，新的國族認同誕生的困難。

我在這邊試圖要說的是，隱身在「土地」背後的乃是一個將「土地

」、「人民」與「國家主權」等概念的意涵同時進行重組的舉動(
有趣的是，這也正是憲法土所認定的國家組成的元素)。此「三者」
在國民黨政權渡海來台之後一直都是與現實相互矛盾的。這也正是歷
史遺留給李登輝的歷史性任務。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文建會的「社區共

同體」論述，它皆是在透過地方史的重新挖掘、建構以及地方文化活

動的開展來提聚地方意識。雖然相對於上一個本土文化及地域性文化
被中原文化所擠壓的歷史階段，地方意識的建構有它的進步性;然而
由國家所中介、經理的地方認同，其所專心致力所在是將地域社會描

摹成國家主權之下不同方族的風土人文面貌的展現，在繪製完每一塊
拼圈之後，最終出現的是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國家。潛藏了關於百
家主權與土地的思考，這也是使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典文建會的
「社區共同體」能一線相牽的主題。

「進步式」的地方感?

以土地做為動員主軸的問題並不只出現在上述的省籍分類而已，

r

土地」此一符號有時仍難避免遭遇到瑪西所談到的海德格式的陷阱:

對「其實性」的追問，從內在的、封閉的商度去理解「地方感 J '制

企口，女性商色被土地意象所束縛，如果不是以中性的「人 J

(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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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一語抹去女性經驗的特殊性，便是將女性編派給與家庭中再生
產有關的職能(如提供看護、打掃環境、製造吃食) ;同時它也忽略

所謂的「土地瓷、同」仍是一個被父權的意識型態所主控的概念。無法

提供一個相對主動的、異質的、向外建構的商度這也是選擇「土地」
做為動員記憶的策略所難以脫離的圈套。除了論述上不自覺的陷阱之

外，文建會做為國家機器中的 一 個作用者( agent) ，有時卻是有意

的避開了「土地」符號多重意義的某一部份。例如，土地不再是人們
得以寄託情感的對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土地做為 一 種商品所造

成的摧毀性力量。但諷刺的是，放縱土地被炒作與提倡「社區共同體
」同屬國家「政策」的一部份。

國家與社區的張力關係

要建立公民社會，為何是透過建立 「 社區共同體」為手段?我們回

溯陳其南於一九九二年論公民社會的代表著作「公民國家意識與台灣
政治發展 J '此時公民的理念的然在黨團體制、民主憲政、統獨問題

等代議民主體制的問題範疇(陳其南， 1992) 。可以看出後來發展出

以「社區」做為建立公民意識的基地，是形式民主不足以解決國家正
當性危機的情勢中 ， 國家對都市社會運動及草根團體的動員所做出的
回應，強調以社區經營和地方自治來發展實質的民主政治，以稿投票
民主的不足。這是在民粹主義抬頭的時代，國家進行論述整箱，不得

不然的選擇。以致於在國家生命共同體計畫中，存在由中央來鼓勵地
方分權、以官僚來倡導草根的弔詭。

但國家在多重的歷史偉件下，選擇「社區」的概念做為論述的主體
，猶如埋下一顆激進的種子，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充滿了張力。到底
國家能不能收縮社區這個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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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文建會的論述試圖以社區做為現代社會的基本單位，以 公 民意

識規範個人與國家的權利與義務關餘，但從西方歷史上來看，社區與
公民的概念，卻有著它反國家或分享統治階級權力的激進傳統。從最

早的歐文( Owen)

、聖西鬥 (San-simon) 及傳立葉( Fourier )等空想

的社會主義者所建立的烏托邦，嘗試莫基於于工藝的生產基礎，以躲

避國家的官僚體制及資本的邏輯;以及發生在一八七一年，為要求城
市自由而組織的巴黎公社。它被柯司特稱之為「一個地方市民社會」

的中心主義，以對抗法國國家的中心主義 (Castells ， 1983) :或是產
生於美國土壤的阿林斯基( Al insky )

模式一它強調鄰里社區經由組

主義及參與的過程，決定社區的公共事務，將社區的經濟利益及極大化
。其以社區為本的社會觀，常常對國家的都市計畫的權力形成挑戰(

Stain

心 986

)

。這些具體的歷史經驗都指明了「社區」經常是由對

抗國家權力的過程中來界定自身。另一方面，

r 市民」的成形，則是

對原有的封建秩序的挑戰，它所關切的是權力的分散化，結合了代議

民主與草根民主 (Castells ' 1983)
研究公民背格 (citizenship)

。政治學者馬歇爾( Marshall)

的形成，他指出隨著近代勞工運動的

異起，公民資格的性質發生變化，因而近代公民資格從源於市場體系
並支持市場體系的權利體系演變為存在於市場體系和階級體系的對抗

價傢中的權刺體系。格里夫斯( Greaves) 也指出「公民資格權力是國

家對其成員應盡的責任」。麥克佛森( Macpherson )更認為「公民權

利是一種反對國家的權力 J

(Barbalet' 1988) 。來自激進民主的傳

統則認為公民資格不應被等同為一法律狀態(雖然這也很重要)

，或

是宮僚及圓家所思考的政治概念。其積極意義應是集體行動的主動參

兵，定義一組構成現代民主的政治價值及原則，發展出多種族、多文
化的社會。在這裡所強調的的多元化並不限於地域文化，國家所建構
的同質性也不再是市民背格的基礎(

Mouffe ' 1992 )。

而在台灣，經過國家在前一階段創除人民記憶的行動之後，社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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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逐漸創造出市民社會得以生根的土壤，現今的社區意識也多是在抗
爭的過程中形成。在這種脈絡下，陳其南常強調的，

r 西方所設的國

家與公民，是由村落、城市，一層層來的，每一層都有嚴格意義的成

員(

ci tizen

)與社區(

communi ty

)的意義，有納稅關張、投票義務

，而國家一定是要這種社會性的形態，才是現代化的 J

(註六)。這

一個對理想中的社區景象的靜態描繪，是將社區建立的過程自然化了

。衝突的面向被隱去，衝突帶來的果實被移植為社會演變的動力源頭
。

「 政府部門是一個百貨公司或超級市場的經理，社區為顧客 J

(註

七)的提法，也忽略了事實 : 在國家長期的強幹弱枝政策下，許多社
區沒有能力成為手中有籌碼、能與賣者討價還價的政策購買者。而連

結上李登輝 「 主權在民」口號的「公民」觀念，凸顯了「公民」對於
國家的義務，卻規避了國家的責任。陳其南在許多的場合對強調社區
團體耳提面命，要求地方不能光倩賴行政部門 ， 而要自己動員起來。
問題是許多地方經過專業者、草根工作者與居民串連之後，卻面臨國
家遲遲不接招的問題。面對過時的都市計畫、國家重大計劃對社區造

成的衝擊、背本主義創造性毀滅的力量、地方政治派系的接韓、人民
長期以來對國家的不信任 . . . ..等等問題 ， 在人民建立自律原則之前，
對於政治的民主準則的重新設定、及利益競逐的公平機制的建立都是
國家不可躲避的責任。如果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在國家

整體政策中沒有得到更多的支持(例如地方自治權力的下放、政治制

度更加的開放民主、反發展的經濟與環境政策)

，成為國家的歷史性

計畫的一部份，可謂期的是，它終究脫離不了局限於論述革命的命運

，而無法變成一個在經濟及政治領域發動總體變革的社會工程。

因此 ， 做為國家機器的一部份，文建會的社區觀，仍不免展露出父

權的印記。當真正的權力與資源仍掌握在國家手中時，雖然用了民粹
主義式的語言，鼓勵社區的自我動員，統治者仍是將社區視為國家整

體規範下的一個單位，在都市計畫失靈、集體消費及環境的危機浮現
時，做為拯救國家機器末稍神經麻痺症的治標藥方。李登輝與陳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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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居民應組織起來，解決社區中的停車、垃圾及髒亂的問題」

便是這種對社區的想像。同時這也說明了在六、七零年代的社區發展
工作仍以一種潛藏的方式了左右了官方對社區白色的認定。

•

都市一地域實踐提綱，一個可能的政治議程( pol i tical
agenda)
對於文建會以「社區總體營造」為文化建設的主要方向，這種由國

家機構大力推動的社區重建方式，草根組織及民間團體多抱持審慎樂

觀的態度。一方面，樂見於社區可以因此獲取更多的資頭，邁出更大
的腳步來加速社區工作;另一方面也擔心國家機構一貫的宣揚作法會
讓社區組織淪為樣版，而社區總體營造只是一股旋風;而更重要的是

，資源的分配可能帶來更多的張力，磨蝕了社區組織的自主性與草根
性(註八)。

但縱使有著上述的憂慮，我們仍然認為，社區應有的策略不是就此

拒絕官方的資源，而是奶應積極爭取資源，藉著此計畫至少把一些空
間的品質改善了，把社區變成是一個更迪人居的生活環境。同時藉過

程把民眾動員起來，加強社區闊的聯盟。如果中央插手了，政隨人息
，地方能否自主的就是運動能否持續下去的關鍵。社區的聯盟女P Jit才

能在下一階段增加與國家政治性對話的能力，提出相抗衡的文化計畫
。要體質雇弱的地方草根組織在此時拒絕國家背源，以避免「被國家
收縮」的做法是毋寧是非歷史性的。而且這樣的論述是將國家機器的

爭奪的重要性大過於社區的利益，成為另一種的法西斯。

另一方面草根工作者即規劃者也必須避免僅以社區本身做為參考架
構來進行思考的模式，目前國家正發動以亞太營運中心，作為突破兩

岸關傢、重新尋求台灣產業的國際定位，並對島內區域白色進行再次
74
。 如此語言去

編派的歷史性計畫 (historical project) 。伴隨著這個時勢的是台

灣的區域分化及區域政治的興起同時進行。以社區自治及文化認同為

主軸的地域主義( local is帥，面對著在全球尺度進行的資本主義及
國族主義的問題，不能只是提出地域性的解答。因此如何整合各社區

• •

•

普遍的問題，形成聯盟，提出一個替代性的、進步的計劃，對草根組
織而言，是迫切的議題。

柯司特 (Castells)

•
的提醒，有助於我們對於地方出路的思考。

他指出要重新建構以地方為基礎的社會意義，必須同時在三個層次一

文化、經濟與政治一連結上替代性的空間社會計畫( project )

。然

而為了避免過度強調當地的認同導致不顧任何較廣大之社會參考架構

的危險，至少還需要兩種策略:一方面，必須創設能與其他認同溝通

的特碼，在這種特碼中，社區被界定為副文化，並且能夠認知與溝通
更高層的文化;另一方面，必須將文化認同的確認及其象徵性實踐，

扣連上經濟政策與政治實踐。以此來克服部落主義( tribal ism) 和
基要主義的危險 (Castells ， 1989) 。

這個能與其他認同相互溝通並通向更高層文化，聯繫土經濟政策與

政治實踐的論述正是一個反國家文化領導權的建構，這也是不同層次

的地域間權力相立穿透、重組，以顛覆民族國家單一的、最高權力的

嚐試，它必須在草根、國家、及全球的尺度上同步進行。在草根的層
次，將自治城市的市民主義與社區居民自我管理的公社主義( communitarian) 傳統接枝。發展草根民主的力量，由社區參與過程，使地方

政府向社區開放，以促使現有中央政府向地方開放;在民族國家的內
部，則相對於集中式的國(民)族國家，平行建構多元進步的地域國
家 (local state) ，落實直接民主、活化地方經濟、建造地域認同;

在全球的層次，相對於跨國資本的流動性，以自治的地方政府突破國
際政治中的僵局，推動城市之間與地域之間的聯盟，發明新國家(夏
鑄九，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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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士去
"、這2 品‘口

本篇論文的主要目的在討論國家與社區間相對權力的轉變，並對於
國家在新國家建構過程中，試圖以「生命共同體」及「社區共同體」

•

論述以整合民間政治及文化認同的舉動提出分析。作者認為，在經歷

了六、七 0 年代由「社區發展工作」所界定的國家對社區的父權關保
之後，九 0 年代在國家面臨合法性危機而重組國家機器、重建國族認
同之際，所面對的正是「社區」環繞著集體消費、文化認同以及自我
管理等方面向國家奪權的呼聲。在這樣的情境下，國家領導人運用了
在文化領域的優勢，以文化的議題進行動員，試圖以文化的起同整合
政治的認同。在新的論述建構過程中，國家選擇了「社區」這個語意

曖昧，與各個場域能產生最大交集的詞語作為主要元素。一方面，它
能與政治言論市場上的許多概念相連結，滿足了國家建立新的意識型

態領導權的需求;另一方面，新的社區文化建設方向的宣示也以一種
側面的、委婉的姿態回應了草根社區要求自主的主張。

作者分析了 國 家的「生命共同體」論述，對其中將人民同質化、集
體化，以建構「想像的共同體」 一 國族的意圖提出質疑，並指出，國

家所建構的「社區」論述，在概念組串的刪減及接枝的過程中，使社
區激進的面向隱而不彰。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文建會因「文化」之

名，可開展出許多新的工作方向;卻也因「文化」所限，整個執政黨
政權核心將社區問題界定於「文化」問題，如此便可以不挑戰國家最
終的價值觀、不涉及整體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不調整國家機器的職能

，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高的政治認同。這便是保守的國家機器遭逢激
進的社區概念，所呈現的底線所在。

作者最後對草根運動的策略提出建議，認為社區重建的基礎在於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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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組織的實力而不能倚靠國家機器中少數官員的善意。地方組織而應
該突破向內探詢的地域性的思考方式、將社區的問題置放於更寬廣的

經濟、政治、社會架構中，並且進一步形成社區或地域間的聯盟，在
國家預算分配、參與模式、法令等方面爭取制度性的支持。以此擴大
公共領域，厚植市民社會的根基，提出反國家領導權的地域性計畫。
註一:中央月刊民國八十一年九月 p. 41
註二:中央月刊民國八十三年七月
在三:向上
在四:同註一

註五 :Bo旺di eu 將Doxa定義為一個社會群體所擁有的不被質疑的認知

結構，這個圖表顯示出原本不被察覺的的 Doxa 由於社會變動，
habitus 與結構之間產生了矛盾與衝突，於是不同的 opinion便

會出現，再進一步區分出正統與異端，鼓吹正統、壓抑異端。
但正統與異端是共生的，無法獨立存在的，然而異端與正統的
爭論仍是在一個 Doxa 之中進行，異端作為正統的對立面，卻仍
跳脫不出這個道戲的邏輯。

unlV訂se

of the undiscus~
(undisputcd)
dox .a

hetero-

ortho-

doxy

doxy

?

unlvc用e

o( dlscoursc
(or argumcnt)

註六:郭崇倫

中園時報公民、社區意識與生命共同體

南﹒談文建會如何推動社區概念

註七:陳其南社區與國家重建

專訪陳其

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日

中國時報

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六日

註八:專業者都市攻革組織社區總體營造研討會會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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