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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南投縣埔里鎮桃米社區建構「桃米生態村」的過程，從它

的蘊釀、討論，到具體成型與運作，再到轉型，一直到晚近社區重新組

織再出發，所呈現出來許多和公共性（publicity）有關的面向。一般認

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提出與實踐，可以從地方逐漸萌芽出如Habermas所描

述的現代溝通公共領域。本文則認為上述的說法，對於社區居民在參與

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培養以及實踐自己的權利意識，太過於從「應然」的

層面去論述，其中假設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討論，就會產生公共意見，

形成公共領域。筆者認為研究分析者應該找出不同的語言來描述我們看

到的是甚麼、居民參與的是甚麼公共空間。人類學家Michael Herzfeld

「文化親密性」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概念，他指出居民原有的經驗、習

慣、行為，成為接合不同規模社會空間的共同元素。本文將描述桃米的

公共領域泰半是熟人的組合，他們溝通互動方式是建立在熟悉的元素，

桃米居民將其推到公共的層次，作為社區的精神和特色。掌握公共性的

關鍵之處便在於了解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等不同規模社會空間連接

的方式，文化親密性正是提供了這樣的途徑。

關鍵詞：公共性、文化親密性、社區總體營造、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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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u-Mi “eco-village” in 
Puli Nantou, analyzing its emergence, op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publicity. It is commonly assumed that recent examples of integrated 
community building in Taiwan are helping to establish a Habermasian public 
sphere. Instead, I view it as a normative and teleological discourse that 
presumes an increase in citizen consciousness via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researchers need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describe 
actual practices in public spaces. Michael Herzfeld’s “cultural intimacy” 
concept is worthy of further development, since it addresses how people 
articulate different scales of sociality by means of inward acknowledgement 
of cultural habits. The community I use as the focus for this study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mostly know each other, and therefore can only develop new 
forms of publicity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daily 
lives. My conclusion is that publicity reflects how people can cultivate ways 
to mediate communication among individuals, as well a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collective whole. In short, cultural intimacy is a precis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ediating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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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1

2007年的元月初，連續數天的陰雨和寒冷，社區組織的幹部非常擔

憂這樣的天氣影響到隔幾天之後就要舉行的社區重大活動。還好6日當

天一大早，埔里盆地讓人熟悉的暖和冬日就露臉了，雖然還有些寒意。

早上十點不到，居民一起把921大地震（1999年）之後近幾年來社區發

展的成果放在幾張長桌上，包括社區老人繪畫班的圖畫、社區婦女布織

的青蛙和蜻蜓、歷次社區活動的照片；還有十幾位社區裡桃源國小的學

童組成的合唱班準備表演。也許唯一和社區發展成果無關的擺設，是一

幅放在長桌之前，頗為醒目的阿扁半身像油畫，因為今天的活動就是陳

水扁總統參觀訪問桃米社區。從社區的信仰中心－福同宮－到地震紀念

館之間，短短不到一百公尺、寬不過三公尺的狹小道路兩旁，大約有

二百多個人等候著，包括記者和志工。身穿黑衣的特勤警衛，夾雜在社

區民眾之間，十分顯眼。很快地七、八部黑色箱型車開到，社區推派出

的女主持人以行動式擴音器歡迎總統來到我們這個鄉下的桃米社區，再

來向阿扁一一介紹在場人士。

接著是今天活動最戲劇化的片段。擺在福同宮廣場前，有十個半徑

約三十公分、高度約五十公分的竹蔞，每個竹蔞裝滿了稻穀，稻穀之上

放著現今桃米的象徵物─綠色青蛙布偶，每二個竹蔞間放置一個扁

擔。主持人高聲說道，阿扁總統要挑著二個竹蔞加起來約十台斤的稻

米，從福同宮走到地震紀念館。話聲甫落，全場響起掌聲和歡呼。阿扁

總統與隨從官員以及社區代表每個人就定位於一個扁擔之前，讓記者們

拍照，然後挑起扁擔走向地震紀念館。主持人藉著擴音器解釋今天安排

這個片段的原因：桃米社區舊稱「挑米坑仔」，因為從前埔里盆地要往

1 本文儘可能省略掉可資辨認的社區人士的資料，改以假名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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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池一帶輸送米糧，當時的挑夫以扁擔挑著稻米來往於山坡地區，常常

會在此地休息，所以當地人便稱呼此地為「挑米坑仔」。國民政府覺得

名稱不雅，才改稱桃米。主持人繼續說，阿扁總統以元首之尊挑著稻

米，重新模擬先人的動作，踏著以前人走過的路徑，象徵著繼往開來的

精神，也象徵著從以前的「挑米坑仔」到今天的「桃米生態村」─桃

米人一路走來始終不斷前進的步伐。這個路線規劃也有它的象徵意涵：

從福同宮這個傳統的社區中心走向地震紀念館─現今社區再出發的地

點，更是代表著傳承。最後在地震紀念館那頭響起了另一次的掌聲，呼

應著主持人精彩的解說以及阿扁總統已經走到地震紀念館前面。

阿扁總統卸下扁擔，開始參觀居民準備好的展覽品，並且聽著主

持人在旁邊的解說。接著阿扁和已經就位好的國小學童（最後沒有表

演）、社區居民合影留念，之後揮手向大家致意，沒有發表任何談話，

便驅車前往當日其他行程，總計他停留的時間約莫半小時。當箱型車隊

陸續駛離，社區老人、小孩先行離開，志工收拾展覽的物件，一些居民

零零星星的攀談著，又過半小時之後，這裡恢復了如往日般的寧靜。隔

天，社區組織幹部們聚在一起討論媒體的報導。電子媒體普遍沒有報

導，他們推測應該是因為這只是總統的下鄉行程，而且阿扁也沒有發表

任何談話，所以無法引起台北電視台的興趣。反倒是各大報紙的中部新

聞版，都報導了這個事件，雖然只是把它放在阿扁總統整個參訪南投縣

行程裡的一站，有二份報紙還刊登阿扁挑米的照片。整個說來，幹部們

對於媒體報導的份量還算滿意，同時也把報紙的報導與圖片剪貼起來，

放在資料簿裡，以作為下一次展示的成品。

整個事件生動的表現出當前臺灣社區營造裡許多令人熟悉的畫面。

比方說，社區活動歡迎政治人物來訪，特別是來自中央政府部會首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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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持」。2 當桃米社區藉著陳水扁總統在福同宮的現身與協助，有意

識的展演自己的文化時，傳統的神聖廟宇空間某種程度轉變成為世俗的

準公共空間。不過，本文要檢視社區總體營造最初也是一直以來最主要

的論述：社區總體營造的提出與實踐，代表了晚近臺灣社會民主化的逐

漸成熟，人民要求權力下放，居民參與，以社區為主體，強調草根民

主。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強調社區作為一個自足體，既是延續歷史文化

的單位，更是民主社會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起點（陳其南 1992；黃煌

雄、郭石吉、林時機 2001；林萬億、戴寶村、王塗發 2002）。本文將

論證，像上述桃米社區阿扁總統扛著扁擔挑米，重演「傳統」的這個生

動事件，總統（以及其他事件中大大小小的政治人物）出現在社區的公

共空間和活動，除了顯示出在地方萌芽的公共空間，不斷的被國家力量

穿透、甚至是如學者所說，其實它們是國家建構的地方性（例如，Lu 

2002）、國家其實從來沒有讓社區自主發展、當前的臺灣社區總體營造

也只是國家整編與統治社區的最新方式之外；很明顯的，在社區的公共

空間和活動裡，總統所代表的國家被社區居民慶賀（甚至給予加持），

我們當然疑惑國家和「公民社會」的界限在那裡？但是我們之所以有這

種疑惑，大概來自於一個很強的預設，也就是說公／私（國家／公民社

會）領域界線的劃分是民主社會的基石，公民社會必須獨立於國家之

外，假設社會能夠依照自己的邏輯運作，一方面可以在此形成理性和批

判的素養；另一方面社會才能因此拒絕並進一步校正國家不當權力的使

用。而且正因為這個基石是臺灣所缺乏的，它才是社區總體營造要努力

2 「加持」為一位協會幹部的用語。有趣的是，整個活動從福同宮開始，在福同宮

原本興建的居民活動中心結束，以社區廟宇為範圍，似乎不自覺為加持這個字詞增

添了一些政治和宗教的交錯感，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其加持的力道自然是不可比

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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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和營造的元素。上述的預設可以Habermas的理論作為典型的代表，

Habermas（1989）描述西方資產階級理想的公共領域是陌生人聚集與互

動的場域，在此資產階級（男性）以理性及批判（rational-critical）的語

言討論公共議題，進而形成辯證性的共識。

然而和Habermas理念型（ideal type）的公共領域不同，本文將描述

桃米的公共領域泰半是熟人的組合，更關鍵的是，他們溝通互動方式是

建立在熟悉的元素之上。桃米居民將「挑米」這種從前的個人維繫生計

的行為，推到公共的層次，作為社區的精神、特色，甚至是國家元首到

訪時社區的表徵，實際上是顯示出當地人連接不同規模的社會空間的方

式。「挑米」以前只是個人或家族的經濟行為，但是當社區營造開始要

創造出「社區」這樣一個新的概念範疇、新的社會空間時，這些其實是

從上從外而來的全新元素，無論尺度、規模、性質都和居民的生活經驗

截然不同，它們要如何被表述（表演論述）出來呢？筆者認為居民原有

的經驗、習慣、行為，便成為建構新的社會性的共同元素，用以接合不

同規模社會形式的元素。也就是說，「國家」、「社區」等概念不是不

證自明的概念，居民不能只憑論述或想像就可以掌握及呈現這些概念，

反而是「挑米」等等那些留存在記憶的從前生活方式，可以是連接的基

礎。但是應該立即說明的是，筆者不是說這種連接是唯一的、或是「較

佳」的方式，因為它牽涉到許多的社會狀況以及效果，這些因素必須先

行被釐清。

本文以桃米社區為例子，探討921地震之後，社區以「桃米生態

村」的架構進行重建的過程，從它的蘊釀、討論，到具體成型與運作，

再到挫敗與轉型，一直到晚近社區重新組織再出發，所呈現出來的許多

和公共性（publicity）有關的面向。3 例如，社區的組織形成的脈絡是

3 公共性（publicity）在Habermas書中（1989）涉及至少三個層面，一是公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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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居民參與的內涵是什麼、公共討論的議題又是如何出現等。筆者

主張我們從當地人的角度來看，他們走在福同宮的廣場的行為有其連續

性，其實是他們不斷在做的事情，即使是總統的加入也建立在此一熟悉

和親切的經驗上，雖然觀察者以外在的分類來解釋居民的行為，以規範

性的角度來解釋居民行為的意涵。筆者認為如果居民需要各種表述來連

接規模、性質不同的領域，那麼研究分析者也應該找出不同的語言來描

述我們看到的是甚麼、居民參與的是甚麼公共空間，而不只是以外在的

標準來審視我們所面對的經驗現象（雖然我們需要規範性的模型來比較

與批評）。本文就是在做此初步嘗試，當我們歷史性的了解桃米社區居

民現代性的經驗之後，筆者希望指出桃米社區目前在社區總體營造所形

成的公共空間中，公／私概念的轉化，以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二、Habermas在鄉村

社區總體營造的旗手陳其南很早也很清楚的指出，「我們社會的各

個成員缺乏一種社會參與和社會制約的公民倫理觀念。沒有最基礎的公民

意識，任何自治活動和自治組織根本就無法運作」（陳其南 1992: 12）。

（publicness），也就是人們必須參與公共領域，以彰顯自己的能力（p.37）；二是

透明性，特別是資產階級對抗國家統治的秘密性（p.63）。這二個是Habermas所憂

慮逐漸消失的層面，特別是當代媒體工業發達後。三是批判－理性論述所形成的介

於政治和道德的溝通領域（p.103）。當然，後來的學者對公共性各有自己的強調，

例如Sennett（1976）把公共性界定為產生意義和存在的地方和過程，當代人卻把私

人情感帶入公共空間，導致「公共人」的喪失。此外，公共領域的意含比較特定，

或許可說是Habermas專門指稱理想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要件；而公共性必定涉及集

體，導向關注某項議題，而筆者特別著重它的運作和呈現是如何受到這個集體裡的

文化元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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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嘗試從小地方、基層做起，讓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討論，從而

形成一種公共領域，個人在此與他人溝通，養成表達公共意見的習慣，

協商不同的意見與利益，最後成為公民社會茁壯的前題。社區總體營造

要建立臺灣公民意識的基調，一直以來幾乎就沒有放棄過，不論是二十

年來大大小的各個部會、各種層級政府的政策都不忘如此強調（請參見

黃煌雄等 2001；林萬億等 2002；曾旭正 2007）；或是學者們分析、批

評社區總體營造雖然在不同的層次和面向上有所缺失，也都指出它在理

念上帶給地方足夠能動性的重要性（例如，李丁讚 2004b；吳介民、李

丁讚 2005；楊弘任 2007；何明修 2010），社區應該把握機會和資源進

行自我培力（empowerment）（張力亞、江大樹 2006）。總之，整個社

區總體營造的評價圍繞在社區是否有全面改造與發展，若無，那目前的

優缺點為何，造成進步或停滯不前的原因為何，該如何改善等。這些相

關的論述非常類似Hann & Dunn（1996: 22）的描述，亦即後進的公民社

會總是以負面（negatively）的方式被衡量，它與典型的模式比較之後還

有那些匱乏不足的地方。

讓我們更進一步檢視，Habermas從早期的著作就指出公共領域是一

個介於國家和公民社會的制度化空間 ，它是一個社會生活的場域，他

非常看重17、18世紀在西歐所發展出來的文學社團、沙龍、政治性的報

紙，因為從這些場域的運作，個人開始批評國家的規範—公開的以及理

性的。更重要的是，Habermas把公共領域的模型關連到資本主義社會

的早期階段，也就是商品交易和競爭性個人當道的階段。這個關連似乎

就把理想的公共領域看成是個人彼此競爭的自由市場的延伸。正如同個

人能夠在市場裡自由的交換商品，他們也可以在公共場域裡自由交換理

念，然後形成公共意見，達到公共的利益 （Habermas 1989: 14-26）。

然而，意見要轉變成公共的意見就必須經過理性及批判的討論，在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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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形成判斷（Habermas 1989: 94-102）。公共的主張必須排除掉權威

和權力的影響，當代的公共領域自然是落在政治之外，才能對政治的運

作有所監督和制衡。很顯然的，這個政治之外的經驗是剛剛興起的資產

階級才擁有的（特別是男性）。所以，矛盾的是，公共領域原本被期待

成為一般、共同利益形成的場所，它反而帶有排除的效果。儘管已經有

許多作者指出Habermas這項缺點 ，特別是女性和普羅階級的經驗無法被

含括（例如，Calhoun 1992, 1993; Benhabib 1992; Eley 1992），而他自

己也承認這樣的缺點，但是他還是強調經濟面向的重要性。用Habermas

自己在1992年文章答覆批評者的話來說：「公共領域能夠負起政治的功

能的程度，只能在它也可以讓參與者─透過作為公民的身分─在經

濟上能夠互相協調或是普遍化他們的利益，而且能夠有力的主張這些利

益，以致於國家力量被轉變為社會自我組織通暢的媒介」（Habermas 

1992: 431）。Habermas此處的強調維持理論的一致性，也就是這個公共

領域源自於資產階級生成時的經驗，卻也是它的限制性。關鍵的是，這

個經濟面向同時有其邏輯上的重要性。在公共領域內的理性及批判的辯

論，只有當個人在私領域裡能夠充分發展出獨特的觀點才有可能：「資

產階級形成了對知識世界（world of letters）的理性及批判辯論的公共領

域，在其中，源自於一夫一妻家庭內部的主體性，透過和自己的溝通，

達到對自己的清晰性」（Habermas 1989: 51）。對Habermas而言，資產

階級公共領域的這個特性，是和以前貴族式公共領域最大的不同，因為

貴族式的公共領域只關心外表和禮儀，以致於沒有辦法發展出實質的自

我。反而是資產階級父權、一夫一妻的家庭在家戶內，讓男性熟悉文學

或是政治，並且發展出自我的觀點，然後才能到公共領域和同樣屬性的

他人分享。也正因為如此，Habermas指出，資產階級家戶內發展出來

特有的自我，反而是公共領域興起的前提：「在較大的資產階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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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公共的領域出現是家庭私密領域的擴充（expansion）同時也是完

成（completion）」（Habermas 1989: 50，筆者的強調）。Habermas

在1992年文章答覆批評者仍然強調，「不同於普羅階級被（資產階

級）公共領域排除，女性被排除有著結構上（structuring）的重要性」

（Habermas 1992: 428，筆者的強調）。

無論如何，這個能夠參與公共領域的資格，一方面必須是利益自覺

的主體，而且常常是利益彼此衝突的個體，在公共領域裡找尋彼此的

最大公約數。另一方面Habermas高度預設這個主體必須具備理性言說

（discursive）的能力，於是理性言說被視為是判斷以及達成真理的方

式，然而這不是一個簡單自明的能力，因此這也排除了其他人類表現性

（expressive）溝通的可能，例如展演、圖像等。人類學的作品探討了

其他的可能，Yeh（2012）探討墨西哥由謠言（hearsay）組成的另類公

共性如何連接了發話者（I）和公眾的我們（WE）；Creed（2004）研

究保加利亞社區如何從傳統具衝突性的儀式，建構了現代社區的型態。

無論如何，不論理性／情感是否是國家社會組成的二個基本元素，表現

性語言的提出其實已經影響我們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認定（請參見Cody 

2011: 42-43）。另一方面，從人類學所致力的非西方國家的研究成果來

看，Habermas的政治現代性理論，包括主體和公／私領域的關係、公民

社會，都太過於歐洲中心論（e.g. Chatterjee 2000; John & Jean Comaroff 

1999; Hann & Dunn 1996; Krohn-Hansen & Nustad 2005; Rutherfold 

2004），甚至是歐洲的另一部分，哲學家的公民社會模型便深陷在改革

開放之後的東歐泥地裡無法成長（Hann 1996; Verdery 1996）。但是筆

者要立即指出的是，人類學不是只有從文化相對論或是文化不可相容的

立場來質疑Habermas規範式的公共領域理論，認為它是西方所發展出來

的範型，自然無法簡單套用在其他社會之上。這樣的文化相對論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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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在人類學界重新被思考，因為人類學逐漸放棄文化是靜態、同質、

屬於界線清楚團體等的看法（e.g. Appadurai 1996）。筆者要強調的是，

人類學對政治現代化或政治變遷的研究時，特別注意「政治」的微觀與

日常生活的過程，指出西方式的政治體制與概念是需要當地的原有的文

化範疇去想像、去連結，也因此才能被當地人所理解，雖然和西方的理

念型有著極大的距離。例如，Ferme（1999）研究的西非獅子山選舉，

已經達到西方學者看來的「理性公開討論」條件，但是實際上當地人的

意見是表現在私底下、秘密的過程，甚至會私下運用巫術或散佈謠言的

方式來攻訐對手，她因此強調研究者要注意傳統在現代語境下混同的效

果。Gupta（1995）描述了印度鄉民的日常生活裡，各個領域是交織、

模糊的（blurred boundaries），鄉民卻反而要在最貼近生活的腐敗論述

裡才能想像國家的形貌。Neiburg（2003）則以阿根廷的研究，討論私密

性和公共性的關係，在國家的政治和歷史過程裡，私密性是個人及家族

區分關係遠和近的隱喻。

然而，最直接討論公與私、個人與個人之間關係，並貢獻公共領域

研究的人類學作品，應該是Michael Herzfeld的一系列著作（1997, 2004, 

2007, 2009）。Herzfeld提出文化親密性的概念（cultural intimacy），

它指的是「文化認同的面向中，那些被認為會在外人前難堪的部分，

不過它們卻可以提供自己人確認共同社會性（common sociality）」

（Herzfeld 1997: 3）。Herzfeld原本用文化親密性來描述國家認同裡共

同的情緒，但是這種情緒卻是用拘謹的方式來表現「自憐的自我認知」

（rueful self-recognition）（Herzfeld 1997: 6）。Herzfeld以19世紀以來

希臘人國家認同所出現的親密性為例子，指出就是從19世紀希臘的公共

領域形成之後，行政官僚和一般人民開始小心謹慎的建構出希臘人「良

好」的品性，一種需要時時反省的自我認知，不要讓當時先進的歐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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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不起。文化親密性來自於一些在外人眼中看來難為情或尷尬的言行，

這些言行也只會出現在內部相當熟悉的群體之中，於是人們在親密性群

體之中便可以放心地談論、批評。重要的是親密性和公共性的關係，

當Herzfeld描述親密性時，就已經意謂了公共性的存在，親密性不是發

生在私有領域，它也不是關起門來的自我的特質；親密性的存在和表現

反而是在公共領域已經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它在公共領域裡表現出

國家認同裡細微的防衛性情感，是一個在外人觀看時「向內看的認知」

（inward acknowledgement）（Herzfeld 1997: 6）。

很明顯的，Herzfeld對親密性和公共性的關係與Habermas討論公共

領域和私密性的關係有很大的不同。如上文所述，對Habermas而言，

在近現代的歐洲理性－批判的公共領域形成過程中，資產階級的私密情

感結構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Habermas強調私密性的「正面」性，使

資產階級男性無後顧之憂，養成其獨立人格的情緒，而且主要是發生

在家庭之內，因此Habermas定義的私密性似乎可以等同私領域（private 

sphere），4 不像Herzfeld強調親密性是發生在同胞或同儕之中。相對

的，Herzfeld描述的親密性比較是防衛性的，因為在乎旁觀者（真實的

或想像的）的眼光，而自我調控的情感內容；同時Herzfeld強調公共性

和親密性不斷的互相影響、增加或削弱，但是Habermas描述的私密性反

而是資產階級男性學習理性－批判溝通能力必要而且穩定的情感經驗。

只是，最後說起來，了解Herzfeld文化親密性的概念有甚麼重要性？

首先，Habermas的公共領域強調公／私領域有著截然不同的規則和性

質，劃分出清楚的界線，公領域裡強調理性－批判的作用；Herzfeld文

化親密性則看到個人與公共的連接方式有其連續性、互相建構的面向。

4 這也就是為什麼筆者在談Herzfeld論述的intimacy時翻譯成親密性，以區分出

Habermas將其歸為私領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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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Habermas的公共領域是陌生人的組合，並且交換著如同自由市

場裡的利益極大化的原則；而Herzfeld文化親密性則強調社會性的模擬

（simulacrum of sociality）（Herzfeld 1997: 6-8），也就是熟悉的社會經

驗投射到陌生的社會場域，熟悉的私人情感變化到公共的行為。最後，

Habermas的公共領域是各種差異利益尋找共識的地方，找尋各方可以接

受的最佳方案；Herzfeld文化親密性則是一開始就顯現出同一，同時儘

可能的維持同一，這其中當然有很多問題，Herzfeld提到物化（reified）

的嚴重性（Herzfeld 1997: 26-31），但這種同一正是社群呈現出的防衛

公共性，它也無法像Habermas式的公共性講求透明，反而有很多的秘密

性（secrecy）（Herzfeld 2009: 142-144）。筆者認為Herzfeld的文化親密

性能夠幫助我描述桃米社區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學者李丁讚（2004a, 2004b）使用親密關係來討論

在社區營造裡臺灣公共領域的問題和解決之道。5 但是，本文認為李丁

讚使用親密關係這個概念，似乎超出了Habermas的原意，因為李丁讚指

出在家庭、社區、學校等，人人要把別人看成一個獨立的個體，認真而

細緻的去傾聽和注視對方，進而慢慢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性，因而有

助於臺灣公共領域裡的溝通。如同筆者在上文所整理的Habermas對家戶

親密性的描述，它和公共性是有邏輯上的先後關係以及本質上的不同，

一個資產階級的男性因為擁有私有財產以及家庭內溫暖的感情，使得他

5 湯志傑對此書的長篇書評裡指出，作者群把哈氏公共領域當做批判的理想概念

時，總是問「『有沒有公共領域』⋯⋯這種『什麼』的問題，而較少問『是怎樣的

公共領域』、『它如何起作用』、『起了什麼作用』這種『如何』的問題」（湯志

傑 2006: 185）。也就是說，本書作者群較少反省「理性－批判的公共領域」這個概

念本身，而著力於探討如何增進臺灣公共領域各種面的品質，進而提升臺灣的民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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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在物質上以及情感上是個獨立的個體，因此能夠以平等身分和其他

類似背景的男性參與公共場域。但是，如同Benhabib所指出，家戶內家

長父親的權威和公共政治場域內所講求的平等和共識總是存在著緊張性

（Benhabib 1992: 91）。因此，Habermas強調公／私領域運作著不同邏

輯以及不同的主體性內容，不過實際上卻存在著連接和跨越的問題。

再者，Ozyurek（2004: 105）在討論私密性和公共性關係的看法時指出

的，Herzfeld與Habermas二者都忽略了私密性其實有可能是有意識地被

建構出來的（fabricated），它不必然是原本就根植在當地文化形式中，

特別是在當代公共文化的場域裡，文化形式總是以展示和表演的方式被

呈現出來，因此在公共空間裡的展現出來的自我認知、自我認同的內容

不一定就是原來的情感或是行為。那麼無論家戶內形成的親密關係是否

為「真實」溫暖的情感，它在公共空間依然必須面臨多種層次的轉折，

不是直接就可以移植生長的。

然而，暫且不論理論解讀的爭執以及親密關係從何處出現的問題，

李丁讚提倡公共領域的親密關係的確反思了「理性－批判的公共領域」

在臺灣實踐的問題，也就是說親密關係的建立讓我們有更豐富的同理

心，容易進入到對方的脈絡，增加公共溝通的可能性。類似的反思也出

現在他和吳介民合寫的另外一篇文章（吳介民、李丁讚 2005），他們從

林合社區的觀察指出抽象式的理念無法出現在盤根錯節的「傳統生活」

裡，再加上地方派系的把持，因此在公共溝通裡，「個人因此沒有能力

進行情感的互動，無法將他人當成一個獨特而有個性的個人，因此在溝

通過程中，便難以進入對方脈絡」（吳介民、李丁讚 2005: 132），努力

改善之道在於社區工作者必須帶入基於私人情感的信任。筆者一方面贊

成並呼應作者們強調公共領域裡自我利益和公共溝通連結的方式不是只

有理性的說服，雖然我認為「一個獨特而有個性的個人」的想像已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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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西方個人主義的想像；但是筆者另一方面將在下文說明，公共領域其

實正是一個地方範疇。它是一個地方範疇不僅意味著當Habermas建立公

共領域的範型時，是根植於西方的「地方」歷史經驗，雖然經過西方的

擴張與當今的全球化，這個「地方」的經驗有了普世的價值和規範的意

義。同時，當公共領域萌生在一個社會時，它就會是一個地方的範疇，

因為它需要和地方世界關連、呈現當地的文化特性，它也被地方世界既

有的經驗和習慣不斷型塑。它並不是如同吳介民、李丁讚（2005: 127）

所說的是「本然」的社群生活，需要以及等待其他力量的轉化變成優質

的現代公共領域。我們從Herzfeld的文化親密性概念來看，桃米的公共

生活已經有著許多現代力量穿透與建構，它不斷「起了作用」，並且最

終要表述地方世界裡個人主體和其他主體連接的形式。

三、「不生產桃子也不生產稻米」的桃米

921地震似乎已經變成桃米生態村的起源敘事，無論是書面的資料

或是從居民的口述裡，那場驚天動地的大地震，「是危機也是轉機」，

變成了桃米生態村產生的契機。而這個起源敘事總是從地震前桃米的邊

緣性開始─從它地理上的邊緣、農業經濟的邊緣開始。首先，地理上

的邊緣。桃米里是南投縣埔里鎮行政區域中面積第二大的里，雖然僅僅

離鎮中心西南方約五公里，卻因為包圍在海拔高度420到771公尺的連綿

山丘裡，即使鎮上的女性也不願嫁到桃米，或是如同一位嫁到桃米的女

性所說，婚後也寧可住在鎮上。然而晚近桃米的介紹特別強調其位於中

潭公路台21線沿線（如圖1）。6 這個新的地理上的定位似乎可以是繞

6 本段落對桃米社區基本資料的介紹，部分取材自埔里鎮公所出版的埔里采風

（1994），以及邱淑娟（2002），潘祈賢、劉文浩（2004），張力亞、江大樹

（2006）。



文化親密性與社區營造：在地公共性的民族誌研究　71

過埔里鎮中心，將其座落成台中到日月潭熱門觀光景點的路線之間，這

個定位不僅只是客觀的座標，更是將桃米置放於當前南投觀光大版圖裡

的主觀企圖。在2011年，桃米里共計11鄰454戶，總人口數共為1,195人

（1980年代曾達4,300人），其中男性有643人，約占53.8%，14∼65歲

之青壯年人口則為78%（埔里鎮戶政事務所2011年統計數字）。桃米主

要分為下城、中城、桃米坑及草湳聚落，住戶集中在桃米山和珠仔山所

夾的谷地，亦即桃米坑或坑仔，其他則分散在廣達1,500公頃的山坡和谷

地，地廣人稀。由於桃米離埔里市區不遠，居民多半到市區購買各式用

品，除了桃米坑有二家雜貨店之外，也沒有農材行、肥料行這些農村常

見的服務業，反而是這十幾年裡出現了許多專門出租給暨南大學學生房

客的西式樓房。

桃米的產業歷經了幾個階段的變化。由於地形環境的因素，最早是

「靠山吃山」，先後出現了樟腦業和伐木業，山坡原始自然山林早已不

圖1　桃米社區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www.taomi.org.tw/0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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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可見，後來農業漸漸取代其他產業。不過，拜隔壁農委會集集特有生

物保育中心（後文用「特生中心」）所屬魚池鄉蓮花池自然保護區之

賜，約有20公頃的山林地，是不准開發的，因而保留了大片沒有人煙的

自然景觀。居民曾經開闢過旱田和水田，這是桃米的地名唯一和稻米沾

上邊的時期，現在早已不再出產稻米了。稻米之後，隨著市場的起伏，

農民栽種過許多的農作物，比較出名的是竹筍，大約是民國60、70年代

最盛，曾經大量製成筍乾外銷到日本。由於竹子的大量種植，附帶產出

各種竹製品，或是生活器具，或是當作商品，現在竹製品當然是極為稀

有了。反倒是目前社區有聲音要復振竹製工藝，帶回傳統的技術，再結

合現今的生態意象，製作新一代的竹器商品。桃米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

是天然漆的採集，也曾在60年代外銷到日本。當這些產業不再風光之

後，檳榔樹就開始出現，並且夾雜著目前幾種比較高經濟產值的作物，

如花卉、太空包菇、金線蓮、以及有機農業等等。然而，農民總是說桃

米是一個不起眼的農村，幾十年來沒有什麼改變，而且因為靠近山邊土

壤比較貧瘠，雖然農民十分辛勤，栽植多種作物，生活狀況其實不好。

近年來居民領取政府休耕農地補助，更造成不少荒蕪的農地。不過，這

位農民口中停滯不前的桃米農業─經濟的邊緣，卻意外地變成921地

震之後桃米生態村經營的基礎。

921地震對中部許多農村的衝擊是非常巨大的，桃米里共有168戶

全倒，60戶半倒，占總戶數的62%，幸好無人傷亡（張力亞、江大樹 

2006: 83）。然而，地震帶來「看不見」的破壞使得農村一些根本性的

問題給突顯出來，才是農村重建最大的障礙。比方說，原本就處於經濟

邊緣的農村，更是人手不足的鎮公所最後照顧的地方，地震之後有許多

志願團體和資源擁入埔里鎮，但卻沒多少人了解桃米等農村的災害；加

上地震導致的交通和基礎建設的破壞，使得農作物難以運送出去，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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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失業率的增加。這些重建的困難有的是結構性的因素，是當地長期

發展的問題。在經過救災、組合屋的臨時安置、個別家屋的重建等階段

之後，桃米開始面對社區要如何重建與發展的問題，「桃米生態村」的

起源故事就從這裡開始。當時的里長（兼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在1999

年底因緣際會的認識了在埔里鎮市區的文化工作組織─新故鄉文教基

金會（後文用「新故鄉」）。「新故鄉」進入桃米幫助社區籌組社區重

建委員會，開啟了桃米重建的漫長旅程。「新故鄉」在經過評估與實地

探勘之後，並且媒合介紹「特生中心」的專家，發現桃米因為邊緣農業

而低度開發的土地，卻意外使得自然環境得以生養休息，蘊藏著豐富的

生態資源。於是從2000年8月開始，桃米社區重建逐漸朝向「生態村」

的方向規劃。不過，什麼是「生態村」呢？什麼是「桃米生態村」呢？

四、把「社會」帶進來

地震之後，「特生中心」的專家們調查結果顯示，在桃米這個小地

方裡，竟然發現很多種蛙類、鳥類、蜻蜓，特別是臺灣擁有的29種蛙類

裡，在這裡就有19種，顯示桃米仍然保持頗為完整的溼地、溪流，提供

這些對環境非常敏感的動物一個廣大的棲息地（顏新珠編 2005）。因

此重建初期，「新故鄉」與社區人士以溪流的保護作為訴求與行動的開

始，例如發起沿溪清垃圾、向縣政府申請社區最大的桃米坑溪封溪，一

方面呼應了臺灣晚近保護河川的模式，另一方面是讓居民親近溪流，進

而了解和蛙類、蜻蜓習習相關的溪流和溼地。接著，「新故鄉」聯合社

區爭取到地震之後豐沛的重建補助，嘗試在地震帶來的破壞和農村原有

弱勢的雙重困境下，找出突顯自身特色的產業。在「特生中心」的專業

指導與媒合下，進行多項產業、社區生活環境、生態環境的課程與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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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例如：鄉土餐飲、生態領隊及解說人員、民宿經營與管理、生態

調查等等課程。7 教育訓練課程讓社區民眾不但重新認識自我和身邊的

環境，試圖在這過程中更改社區民眾的價值觀；另一方面課程本身被當

成吸引居民走出自己家屋參與公共活動的方法，這些課程也決不是硬梆

梆的，只講教材和理論，反而是一種「療傷止痛」的方法，因為地震強

大的威力讓居民感受到大自然可以一瞬間摧毀人們多年的辛勤努力，人

類也只不過是一種地球生命，於是要找出某種平安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

福氣。可以這麼說，強調永續經營的生態保育旅遊因此有其吸引力。

2001 年年底，隨著幾位居民取得生態解說員的認證，社區出現第一波的

民宿，開始以桃米生態旅遊為名對外營運。

2002年2月桃米社區重建委員會下成立旅客營運中心，專門負責推

動社區生態旅遊業務，象徵性的宣告「桃米生態村」的成立。同時因為

有單一窗口負責對外業務，像是一個有大門、邊界的旅遊村落範圍成形

了，而村莊旅遊的範圍也開展了桃米新的自我界線，雖然它的界線和行

政區劃裡的桃米里是一樣的，但是它的成員和屬性卻截然不同，它的成

員限於參與生態旅遊的居民，它的實質運作更是具體而功能性。由於

「新故鄉」和媒體的良好關係，報導重建後的桃米村走出一個特殊的生

態保育的面貌，開始吸引不少遊客。同時政府挹注在災區重建的龐大

軟硬體資源、8 專業團隊的支援與啟發、加上幾個大型企業的關注與贊

助，都帶來有利的契機。光以草創初期的 2001-2003年就有30,000名遊

7 關於這段桃米社區重建初期的過程資料非常多，請參照邱淑娟（2002）、張力

亞、江大樹（2006）有詳細的描述，另請參照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編，《繽紛桃米推

動桃米生態村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

8 例如，從90-92年度，政府各部門投入將近900小時的導覽解說培訓課程，以及600

小時的民宿經營課程（繽紛桃米推動桃米生態村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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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造訪（顏新珠編 2005），這是一項顯著的成果。有「特生中心」的專

業指導、「新故鄉」的協力、長期和暨南大學等學術機構合作，桃米的

例子常被拿來當作產官學良性合作成功的例子。在921大地震之後，臺

灣又接續出現永續發展、生態城鄉的規劃，將生態、生活與生產結合。

因此，桃米災後重建後又趕上一系列農村發展的新模式，例如生態村、

休閒農業區、低碳社區、農村再生、國際生態文化村，不斷有新計畫和

資源挹注，創造話題和故事結合到社區的展示空間裡。桃米從一個平凡

的小農村，變成代表南投縣參與各項全國社區競賽的常客，也成為大日

月潭風景區的亮點之一。更特別的是，桃米的社區營造目前已經十幾個

年頭，而且仍然充滿活力走下去，各種不同的挑戰持續刺激規劃者和居

民的創意，放在臺灣其他社區普遍只因為某一任熱心的社區協會理事長

而推動的營造算是頗為難得。「桃米生態村」既是以上許多客觀條件湊

合下的結果，更是當地居民主觀意願的實踐，而這個主觀意願正是下文

將要描述的「文化親密性」的展現。

桃米生態村逐漸成形，我們可以看到桃米在幾方面產生了變化。首

先，最明顯的是空間地景的變化。桃米本身擁有大大小小一百多個水塘

溼地，其中幾個主要溼地經過改善後，成為保育、教育及推動生態旅遊

的標竿場域，如茅埔坑溼地、中路坑溼地、草湳溼地、親水公園、水上

瀑布；「特生中心」的專家也鼓勵居民打造更廣的生態環境，在自己的

民宿、餐廳裡建造生態溝及小型生態池；此外，公共空間綠美化及造

景，架設路標、圖說、招牌，在遼闊的自然地景上刻劃出人為的標訂。

當然，更多的是歐洲風格的民宿、餐廳，散佈在沒有拓寬的山坡道路、

果園以及檳榔樹之中，置換了土角厝的農舍和水泥透天厝。總之，整個

空間營造出桃米作為休閒度假農地的意象。其次，實際生活上的改變。

有的居民從農夫、家庭主婦搖身一變成為專業的生態解說導覽員以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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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經營者；假日湧進的旅客，改變從事生態旅遊居民原來的農村步調，

和一般人相反的生活作息，成為居民戲稱的「周休五日」；社區集體活

動變多了：各種培訓導覽課程、社區組織的聚會、生態資源調查、與其

他社區互相交流參訪等。最後，是語意內容的改變。以前是個別的農

民、個人的產業，現在則是處處在談生態村的整體行銷，畢竟生態旅遊

不同其他的產品，它的整體環境保存與展示是非常關鍵的，也因此社區

整體性的營造有其關鍵之處；以前是偏遠、蕭條的農村，現在是繽紛的

桃花源；以前是「靠山吃山」，不覺得周遭環境有何特別美麗與豐富之

處，現在居民則是重新認識環境、看護照顧生態環境，對周遭環境注入

「人情」、「情感」；以前抓青蛙、烤青蛙，現在是「把青蛙叫作老

闆」，青蛙變成桃米生態村的招牌，它的造型千變萬化，出現在各種場

合、產品上；以前是土裡土氣的農夫，現在是注重禮節、服務、形象的

（民宿、餐廳、導覽員）經營者，同時還具有豐富在地動植物、山川地

貌的知識（或是說，以往對自然的了解是農業、技術性的知識，現在是

綠色知識經濟）。總的來說，最重要的語意內容的改變─是「桃米

人」的出現。也就是，以前「我們社區」、「我們桃米人」等的話語，

指涉發話者居住的地方以及其左鄰右舍等具體的對象，現在這些語詞則

多了目的性、評價性、甚至排他性的內容，蘊涵著抽象的意義。亦即

「桃米社區」已經指涉了特定的社區發展方向─生態旅遊；導向特

定的集體主體─一種居民琅琅上口的「照顧這片土地」的人。「桃

米人」成為個人在表達自我屬性與認同時的集體稱謂，當然這些語詞

也具有涵括、排除（人與理念）的作用，正如任何一個認同話語都在

劃分界線。總之，「桃米生態村」帶來幾乎是全面性的改變，發生如

同Herzfeld所說的社會詩學（social poetics）的作用（1997: 21-26），也

就是說它這個符號語言成為從官員、社區工作者、居民大家都在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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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句，涵括了許多的社會形式和內容，繼而投射出整體和不變的形象。

儘管實際的內容每個人都有意見，但是「生態村」變成了共同的形式語

言，成為一組意符（signifier），在不斷的使用過程裡，把各種不同社會

現象化約和本質化到這組符號裡，雖然其中卻同時有許多異質和矛盾的

意指（signified）在衝撞著。

因為蛙類、蜻蜓、以及其他的生態體系，被本質化成為社區固有的

特色，它們被表現成早就存在於社區，是因為桃米長期以來的邊緣性、

低度開發而幸運留存下來，成為和居民共生的體系。「桃米人」也被敘

述成對生態環境友善的群體，一直以來─目前更持續著─保存生態

環境的多元性和原生性。9 其實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的事實，很容易的指

出這個論述的「營造」性質、桃米人的生態意識是地震之後的產物、生

態休閒其實有著很強的人為建設的成份等等，來強調「桃米生態村」其

實是文化觀光、文化產業營造的產物。比方說，桃米可能是一個不起眼

的農村，但是它絕對不是幾十年來完全沒有變化的停滯。筆者上文摘要

它的產業發展，就可以看到桃米就從不是只有單一的作物，農民總是有

意識的跟著市場的變化栽種或換掉某些作物，農民和周遭環境的關係因

此並不是處於共生的狀態，而是開發利用。如同一位居民回憶當初「新

故鄉」提出桃米願景時，他只知道地震之後社區不知何去何從，生態旅

遊似乎「比較符合時代變遷，現代人的生活休閒需要，就來試著做做

看」。換句話說，居民其實非常敏銳於外界的變化，而且願意嘗試不同

改變以分散風險，居民對於營造「桃米生態村」的求新求變的邏輯因此

9 相對於Boeck（1998）對非洲剛果的描述，「樹」盤根錯節的深植在當地人的世界

裡，樹的「自然」的特性被用來當成許多文化的比喻，展現出該社群特殊的人和地

的關係。青蛙等物種並沒有出現在桃米文化分類的隱喻裡，反而是後來加上並進一

步被本質化在「桃米生態村」的論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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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理的。

但是，它的營造性質不意味著虛假、淺薄，我們反而看到一些真實

的事情。如果我們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些現象呈現了現代化一般

的狀況。現代化被想像成是不斷前進、發展、具有流動性的，甚至是都

市、工業、科技的同義詞（只有科技可以造成不斷的發展）。因此即便

桃米從來不是一個停滯不前的地方，但是對照於都市不斷的發達，只要

不脫離農業的範疇，基本上就被認為是沒有多大的變化；桃米處於鎮中

心的邊緣，以至於二十幾年前埔里鎮的垃圾掩埋場也放在桃米。同時，

農村總是扮演著供應者的角色，既供應天然資源和農業產出，更供應青

壯人口。另一方面現代化導致許多負面效果，例如親族鄰里的往來甚至

是換工的情形越來越少，個人自掃門前雪，「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注意社

區的環境或事情」。當地年輕人到了高中之後似乎理所當然的就要往都

市去就學和就業，所以對社區的感情是很疏離的。然而，這些邊緣、後

進的狀況，卻反而成為桃米生態村出現的「物質」基礎，無論是正式文

件，或是日常的言談裡，都敘述著村莊經濟停滯，反而讓自然有休息生

養的機會，保留著豐富的生態環境。只是，這個「物質」基礎還必須加

上一些論述的轉換。我們看到，「桃米人」是一群在現代化巨輪下的邊

緣農民，純樸而勤奮，固守著不變的農業，一直到目前守護生態。其中

居民審時度勢的精明被淡化了，而不變的農業是相對於恆變的現代工業

才有意義。「桃米生態村」的營造是建立在居民的真實經驗，但卻予以

轉化：以往負面的邊緣和後進，現在卻是珍貴往前出發的歷史經驗。如

同協會幹部的宣傳，「就把以前的東西找回來即可」，生態保育的現代

價值被接合上以前農業社會珍惜大地資源的態度，把在地農村文化以創

意、加值的方式呈現在各種生態旅遊產品裡。於是，生態旅遊這個後工

業、後現代的價值，被投射以及接合在對前現代農村的想像上；然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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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簡單、接近自然的農村其實正是現代發展的對立面，同時生態旅遊

的後現代的價值，是接合在當地居民持續的求新求變現代發展經驗上。

本文一開始所描述的阿扁總統挑擔的竹蔞上放著綠色青蛙布偶，一個是

早已消失的農村生活，一個是全新的發明或營造，二者似乎毫無縫隙的

接合在國家元首展示的社會（區）空間裡。如果我們說營造是某種程度

的發明，它其實必須建立在更多的連續性上。

社區關係有了實質改變，鄰里之間的互動也比以前頻繁，好像在生

態村的架構下，把大家拉在一起，產生出社區一體的感覺。生態村不只

是要創造就業機會留住年輕人，還要讓下一代願意居住下來，扭轉桃米

長久以來人口只出不入的趨勢。桃米人談論保護生態的重要性，當然不

僅是工具性的著眼於永續保育的必要性，而且是要「與生態環境親密對

話」（社區協會給解說員的座右銘）。或是用協會某幹部的話語，「要

交心，和環境交心，和遊客交心」，在這裡談論保護生態不能僅僅強調

功能性，要把「人」帶進去。例如，筆者參與的幾次生態導覽，解說員

強調這一代先身體力行保育環境，下一代耳濡目染才不會破壞山林，我

們是要保存美好的山水給下一代，替下一代做山林的守護者。筆者認為

這種把「人」帶進去自然的說法，不只是居民新的生態認識，更關鍵的

是，居民透過這種說法在敘述他們和其他居民的關係，要親密要交心，

人們要使用與生態環境親密對話的方式與其他居民親密對話。永續保育

是個抽象而遙遠的目標，但必須要透過居民現在能夠把握住的親密關係

來傳遞。於是居民必須先去和自然交心，作它的守護者，如同與其他居

民交心，才能接著開展其他較為理性的關係。生態村的運作改變了社區

空間景觀，居民普遍覺得桃米變得乾淨、整齊多了。居民產生一種新的

自我認知，可以拿來向外人介紹的自信與驕傲。但是，另一方面居民同

時自覺生態保育的不確定性，一開始時，沒有人有把握生態是甚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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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旅遊該是甚麼，以往居民覺得自己對社區環境的認識太少，現在則對

外界如何看待桃米的生態非常敏感。例如，解說員特別留意遊客留下的

負面評語：「也不過就是一些青蛙和蜻蜓，這樣就算是生態村嗎？」、

「還看到很多寶特瓶和塑膠袋，這是什麼生態村呢？」、「和我在外國

看到的差很多」等，然後在居民之間流傳和提醒，彼此告誡；似乎社區

的生態是一項不穩定的產品，還沒有打響品牌，更須極力維持，小心翼

翼的不要讓它褪色，不讓外人瞧不起。桃米到目前為止都還有安排全里

出動（雖然效果時好時壞）大清掃的日子，除了把集體清除垃圾以及注

意周遭環境清潔的活動，當成是持續加強社區一體感的方式之外，這其

中更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訴求，例如提醒居民不要讓環境輸給外國，要作

到讓遊客不需要到國外去生態觀光，來到桃米就夠了的地步；還有更特

別的是，協會幹部強調桃米的生態保育，也是對國家有所貢獻，保護環

境，可以作為其他社區的榜樣，讓它們有一個觀摩的目標。這個訴求顯

然和以前提倡農村清潔的說法類似，試圖把生態觀光的營利性質降低，

類比於以往對農村進步的道德要求。總之，以前居民不在意、不了解的

動植物與溼地、溪流，似乎從外在於生活領域的事物，變成像是自己生

活圈子裡重要的事物，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以前居民有時半開玩笑的

說，他們從前對各種青蛙的種類並不了解，反而僅有的關係是把它們當

成食物，現在沒有人敢得罪「老闆」。以前令居民難為情、自覺落後的

社區生活狀況，現在是值得驕傲的資產，卻仍需時時看護。

Herzfeld所描述的文化親密性正可以來了解桃米的狀況。「桃米生

態村」這個新的自我認同在公共空間裡被他人觀看評量，更是在桃米的

社群裡被小心的看護著，居民仔細注意外顯的社區空間以及自己的行

為，不要讓桃米的生態環保形象有所損傷，或是讓自己感到難為情。但

是，正如Andrew Shryock （2004a: 11）把Herzfeld文化親密性的概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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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自信、驕傲等在公共空間裡正向的自我認知，而不只是自憐甚至是

悲傷的自我認知，因為Shryock認為在公共性的建立時，社群成員的正

向感情所構建的文化親密性是不可忽略的一環。自憐和自傲或許是一體

二面，都是桃米公共性開展的基礎。社區協會幹部常常宣導要大家少喝

酒，打破一般對農民無所事事就喝酒的觀感，特別是民宿業者，不要喝

酒誤事，要努力表現出彬彬有禮、「乾淨和氣」的舉止。在創立生態村

的同時，社區人士便擬定了「社區公約」，還細分「民宿公約」、「解

說員公約」、「餐飲組公約」。「解說員公約」就規定：「解說員一定

要穿制服建立良好形象、不得有宿醉、抽煙、嚼食檳榔之情事」，更特

別的是「解說員不得將個人片面所聞的社區負面情事向遊客訴說，應該

在社區內部會議上求證、討論，即使有家醜，應不必外揚」，「解說員

應親愛精誠，不可對外惡意中傷」。這種社群親密的情緒、拘謹的自我

認知，是在一個公共空間裡產生，這種看起來像是關起門來的自我要

求，卻是在一個假設的公眾的注視下形成。同時這個自憐和自傲更有現

代性一體二面辯證的根源：現代化既是居民追求的目標，但同時現代化

卻是造成桃米不發達、貧困、社區網絡疏遠的原因。地震之後，桃米的

殘破再一次證實了社區的後進位置，不是政府重建規劃的主角，生態村

的成形，卻是桃米居民最新參與現代化的方法，規劃了社區另一個現代

性的面貌。而這個保護生態、注重環境的前進性，帶來正面的情感，希

望從內在於社區的資源，走出特別的發展方向，不要再受到外界的支

配。居民形成這個新的自我認知，也希望能夠得到大眾的承認，在公共

空間裡成為桃米人的自我認同。桃米新的自我認同，給予居民自主賦權

的感覺，「社會」真的被帶進來了。這種可以參與到公共領域的資格，

不斷形塑他們的文化親密的情感結構，決定了對外展現的內容，讓居民

小心的看護、注意彼此的行為，也因此這個自憐和自傲的親密性不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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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私密的，反而是公共、公開的。同時這種親密的自我認知有一大部

分是接合在居民以往熟悉的經驗上，也就是說它的價值被理解成為發揚

傳統的農村精神、甚至是連接到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措辭上。地震之後

社區營造出新的文化親密性，但它並非不真實、淺薄，它決定了居民把

自我和公共性連接的方式。

五、「社會」的分裂、轉型、重組

從現在回頭看，2007年是一個分水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921地

震後專設的「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隨著「九二一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於2006年2月期滿廢止，也於2006年12月底全面結

束業務。對中央政府而言，地震重建告一段落，有關業務回歸到正常的

行政體制裡，桃米已不再是「災區」，必須從常態體制裡爭取資源。桃

米生態村已經全面啟動，不少舊的問題、新的困難持續出現，導致社區

的紋理不斷的改變。筆者從幾個面向來說明。首先，居民努力維持生態

景觀的永續性，這些青蛙的雇員不鼓勵大規模的開發，以免破壞敏感的

地質，造成對「老闆」們的傷害。但是外來的投資者2007年之後漸漸看

上這塊生態旅遊的商機，還有一些原本在外面打拼的桃米人，也慢慢的

回來把家族的土地重新整理成民宿。外來投資者也有許多類型，不只是

純粹為了要賺錢而已，有的人是在地震之前就買了一塊地，或是準備退

休養老時候居住，或是當成追求山林生活的第二個居所，直到生態村聲

名起來之後轉型為民宿；有的人是看到綠色生態的商機，想要一方面享

受綠色生活，一方面經營民宿。後來進入的人有些會加入社區組織一起

參與社區的活動，因此桃米檯面上的區分漸漸不是原來的桃米人和後來

的人，主要是有無經營民宿、餐廳的區分。另外，臺灣各地越來越多旅



文化親密性與社區營造：在地公共性的民族誌研究　83

遊地區，以休閒、特色民宿為號召（例如，離埔里不遠就有以眾多歐風

民宿為響亮招牌的清境農場）。桃米的民宿於是越來越多量、造型越來

越多樣化。根據社區的資料現有民宿19間，餐廳10間（2011年），就連

學生宿舍也有12間，相對2004年時只有民宿7間，餐廳3間。不僅新蓋的

民宿越來越大、越來越豪華，原有最早的幾個民宿也紛紛改善擴建。根

據民宿主人的說法是，遊客的胃口因為臺灣民宿的豪華走向整個提高

了，遊客喜歡住在新穎有風味的地方，即使是在講究生態旅遊的地方。

相對的，最早一批的二家民宿已經停止經營。因此桃米的民宿也在互相

比較，用一位民宿主人的話，「民宿多了，雖然有群聚效應，但是利潤

就很難說了，不過既然在這個市場了，就要投資下去」。然而，民宿規

模的差距是個老問題。社區一開始接團的試運期時，曾經商議出一個統

一價格，透過社區旅客營運中心接客，每家民宿收費均同。之後，個別

民宿的服務和經營理念逐漸出現差別，甚至不透過旅客營運中心接客，

統一價格於是無法維持，民宿彼此之間早已出現競爭。

社區組織也發生變化。桃米原本就有「社區發展協會」，在2006年

8月蘊釀已久的「桃米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協會」正式成立，並在2007

年全力運作，發表了生態村新的視覺形象識別系統，而且為了凝聚成員

的向心力，每個月輪流由會員（主要是民宿和餐廳主人）作東，大家出

錢出菜聯誼聚餐，最多的時候有八、九十位參與定期聚會。同時，新協

會希望把之前設計的民宿接客規則、公基金繳交、解說員（到2011年合

格解說員增加至28位）輪派的原則再重新確認和執行，以公平的分工讓

每個人都有事做。其次，鎮公所為了爭取即將實施的「農業再生條例」

經費，10 必須推出模範社區，2007年開始輔導桃米，據鎮公所人員的說

10 「農業再生條例」2008年草擬，2010年通過實施，是個對農村影響力很廣的法

條，主要是因為它規定由地方提出計劃爭取資源，但是同一社區組織，必須先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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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桃米近年來偏重旅遊，沒有發展地方產業，也沒有深耕農業」，

在農委會的農村評比僅僅為「中可」，要到「良好」等級才會有幾千萬

元的補助。桃米先在2008年獲農委會准正式成立休閒農業區，因此又出

現一個「休閒農業園區協會」，以社區裡面唯一的小學桃源國小裡面廢

棄的鎮立托兒所作為辦公室開展業務。桃米在2011年9月最終獲得再生

計畫的補助。所以目前桃米一共有三個協會，而總人口數只有1,195人，

儘管三個組織有不少重疊的成員。最具有「法律」基礎的是「社區發展

協會」，因為它是臺灣每個社區都有的協會，後來成立的二個組織像是

人民自由組織的團體，因應著補助計畫而生。最後，2010年桃米村納入

到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範圍，出現在日月潭的旅遊地圖以及獲得政府的經

費，但是社區的開發開始受到國家風景區法令的限制。

桃米晚近最外顯的改變其實是紙教堂的成立。2005年臺灣重建

區的人士和日本阪神大地震災區的交流時偶遇了鷹取紙教堂（Paper 

Dome），而它即將在阪神大地震（發生在1995年）十週年後功成身

退，「新故鄉」提出讓紙教堂在臺灣埔里重生。之後經過二年多的募

款、尋地、開工、規劃、搬遷、千人立柱等過程，在2008年於桃源國小

旁邊正式復原鷹取紙教堂（其實也做了許多硬體上的改變）。「新故

鄉」同時將紙教堂周邊規劃成社區見學園區，成為臺灣日本震災社區重

建的交流站、農產品及社區產業展示、以及社區學習的講堂。11 剛剛成

立的時候，某些社區人士並不看好紙教堂的前途，因為園區不大，遊客

1小時就可以逛完了。但是，幾個重要事件陸續發生，加上「新故鄉」

的努力，讓紙教堂站穩腳步。首先，2009年國道六號高速公路台中到埔

合，只能有一份計劃書，加上它宣稱要投入至少一千五百億到農村，是近來農村發

展「再生」最大的一塊餅。

11 紙教堂的歷史，請參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網頁：http://www.homela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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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通車，將二地原來需要二小時的車程縮短為半小時，一日遊的旅客增

多。國道六號的開通其實也被埔里人視為大事，它拉進了海邊平原和山

區的距離，打開了內山人的旅遊工業夢想。再者，2009年921地震十週

年，紙教堂辦理一系列年紀念活動、音樂會，漸漸打開知名度，而音樂

會也成為紙教堂日後常態性活動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國際上的災難

也發生效果。2008年中國四川大地震，桃米社區以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

從救災到重建陸續輸出自己的經驗，接著災區之間這個平行的連繫在

2010年之後由於陸委會的接合和經費補助，更擴大為二岸環保與永續發

展主題的非政府組織與社區之間的連繫交流。因為這些緣故，社區接待

很多來自海南島和廣西的生態旅遊交流團。2011年3月日本發生空前的

地震與海嘯大災難，紙教堂因為原本就有的日本連繫更在非政府組織跨

國的連結上扮演重要角色。以上種種情形，顯示出「新故鄉」的活力和

網絡，也讓紙教堂園區充滿活力，人氣高居不墜，不僅假日出現塞車，

平日也是遊客絡繹不絕。因此紙教堂園區硬體不斷的擴充和改善，同時

軟體上持續辦理各種課程，除了一般習見的增進社區智能的課程，現在

還有進階的課程，如日語，認識地球暖化等。

地震之後桃米從傳統農村轉型成為結合生態保育、觀光休閒的生態

社區。「生態」逐漸從一個陌生讓人疑慮的字眼、到成為社區的招牌、

以致於到今天是個具有多樣意義的符號，很像一個「社會」歷經生成、

分裂、轉型和重組。無論是再生計劃或者紙教堂都帶來願景也帶來騷

動，目前社區也出現國際文化生態村、低碳社區的論述，而國際遊客除

了常見的日本、香港之外，還有印尼和馬來西亞。總之，目前桃米對未

來的想像並置了農委會再生計劃的傳統農村發展，以及作為世界地球村

一員的全新規劃。桃米村對於生態的多元想像同時也是產業的多元方

案，但是只要一帶入產業，就難以避免競爭和不均。無可諱言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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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同時也是角力，它們也反映在社區組織的分分合合。當一群人覺得

無法在既有的組織裡發揮，很容易就另起爐灶。然而政府的計畫和經費

卻是導致「社會」分裂與重組的結構因素，晚近的二個社區組織成立都

和爭取政府計畫有關，但是為什麼很少人會覺得眼下的狀況是「公民社

會」的蓬勃呢？甚至有些組織已經被視為沒有怎麼在運作，只剩下接

計畫的功用。一位居民直接就說，「分協會，是分散力量，更在分利

益!」那麼社區為什麼強調合不強調分（雖然無法避免分裂），害怕內

部起衝突呢？以下筆者分三部分來討論。

首先，以上桃米社區的新現象帶來雀躍、焦慮、轉型、分裂、再結

合，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應該會發現以上的社區發展方案，在形

式上其實和戰後政府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有極大的相似性，儘管實質內容

上的不同。社區發展一向被視為政府不可讓渡的工作，甚至是政權合法

性的要素之一，政府由上而下的補助來推動地方的基礎工程建設、生產

福利建設、乃至於精神倫理建設（請參閱林萬億等〔2002〕，詳列各個

年代的重要社區發展計劃）。921地震之後一直到現在桃米的社區總體

營造、農村再生方案，我們也看到熟悉的模式，例如開辦許多增進鄉村

居民新知識的課程；又例如農村再生改造社區風貌的建設等，也像是政

府長期以來的鄉村基層工程建設。在桃米居民的認知裡，社區總體營造

雖然是一項新的方案，不過卻是接合在六十年來國家一波又一波社區建

設方案的連續體裡，因為居民看到是政府不斷的撥款，一再要居民組織

起來提出計劃，作為增能轉進的策略。對居民而言「做社區」其實就是

社區發展、社區建設的同義詞。這也許說明了社區豐富的動、植物的生

態環境，總是被居民稱之為生態「資源」，要當成「資源」般的被保護

與規劃。同時最近十年農村更是被各種有期限的計劃短暫牽引著，局部

完成片斷的目標，正因為政府的計劃常是短暫而有具體針對性，經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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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因而是不去爭取就沒有的「利益」。但更關鍵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政

府的經費被視為是「外來」的利益，必須被爭取「進來」，如果社區在

這裡被想像成一種在內圈的同質自己人，那擁有資源的團體就被視為外

在者。於是，學者專家、非政府組織、社造專業者提出計畫爭取政府外

來經費時，被視為是幫助社區的自己人。而社區居民要作的事便在於集

合組織起來，但是組織最怕分散力量、各行其是，那就不利於爭取經

費。在這些的客觀長期經驗下，當「桃米生態村」被提出來時，居民很

自然的主觀上視其為最新的把公部門補助爭取下來的方法。同樣的，農

村再生方案也讓社區籌設了另一個組織。問題是當不同組織爭取到不同

經費，社區卻無法安置處理彼此的競爭或掣肘，因此居民抱怨分散力量

和分享利益其實是一件事的二端。也只有當我們了解社區居民對於資源

取得與運用的內外區別，我們才能掌握為何一方面居民不喜歡社區力量

對外無法統籌，另一方面當內部難以找到共識來安排不斷進來的資源時

就產生抱怨。於是公基金的制度就再度被強調（社區公約規定民宿接團

需繳交住宿經費總額之5%為公基金），希望社區合作而不要分裂。這

件事情特別之處便在於，居民都知道公基金制度的存在，但人們都不清

楚或是不願意正面談論它的實質運作，有人說它已難以運作，連支付旅

客服務中心的日常開銷都不夠，有人則說它「不透明」；不過每當有一

個新的契機，例如新組織或新計畫的出現，它就被提出來，有些幹部認

為不能放棄「公益」的部分，畢竟生態村是極度依賴整體環境的永續經

營，因此需要持續的經費以維持環境整理，民宿、解說員依靠著社區這

份自然生成的「公共財」，理應繳交費用回饋社區；有些則說桃米不能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公基金像是某種會員費用能夠維持向心力。

筆者則認為有位幹部的話最傳神，「公基金可以讓大家把社區的事當成

自己的事」，最後說來「沒有社區，就沒有xx民宿」！筆者認為這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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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意思是當民宿主人回饋自己營業所得給社區，他會覺得他同時幫忙

提升其他民宿以及整體環境的品質，經營越成功如果回饋越多，他越會

覺得社區的好壞也是自己的責任，督促別人也要進步。換句話說，公基

金象徵不同協會資源的整合，利益糾結的化解，以及實現社區一路走來

不斷向上的集體價值。當然，問題最後仍然是公基金督促和執行的機制

要如何建立和運作。

其次，新民宿業者如同新的組織既帶來活力也產生問題。最直接的

問題是，新業者注重外觀和環境，卻很少人擁有生態解說員的資格。筆

者知道有的業者委請認識的在地人安排解說員，然而有的業者會超量接

客只好再安排沒有解說員資格的人解說，以致於旅遊品質很低，還遭到

遊客在網路上留言以及向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告發。社區組織的幹部商量

要重新開設新一輪的解說員訓練課程，讓新來的業者能夠取得生態解說

的知識。另外一些新民宿業者就更特別了，他們大致是地震之前就已經

在桃米買地，後來由於朋友的慫恿這麼美麗的地方和這麼好的商機，何

不來經營民宿？這群新來的人，可能原本沒有經營民宿的技能，卻非常

主動參加社區活動，認識人脈與認識環境，並且不斷自我進修以符合生

態村的發展需求，把桃米當成自己的家，甚至有些人成為社區組織的幹

部。雖然社區組織的領導人還是出自原來的桃米居民，但是這群人在社

區的集體活動裡和居民一起發聲，一起宣示生態村的驕傲。筆者前文提

到「桃米生態村」以原來的桃米人和後來的人的區分越來越模糊，反而

是否積極參與社區組織和社區活動變成有無分享親密空間的主要區分，

也就是說即使是原來的桃米人但沒有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也在「新的村

莊」親密空間之外。類似的情形也可以紙教堂來做說明。地震之後，

「新故鄉」是生態村出現的最大推手，以致於談論桃米生態村就一定會

提到「新故鄉」的貢獻，也因此十多年來「新故鄉」在許多的階段都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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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要讓社區自己接手，做到真正的「讓社區自主」。然而，紙教堂某種

程度是既在桃米也不在桃米。一方面，紙教堂的籌組基本上以「新故

鄉」為主體，動員「新故鄉」長期累積的網路，募集了跨國拆卸、運

送、組裝的龐大費用，社區並沒有太多的參與。另一方面，紙教堂重現

在桃米，和生態村是合作關係而不是一體；更重要的是其財務獨立，例

如門票、周邊產品的收入等，依照「新故鄉」人員的說法，作為非政府

組織基金會，它也要找到財源自主的方法，不能全部依靠申請政府計畫

的經費。紙教堂近年來非常火熱，從它在周邊租賃土地擴建停車場可見

一斑，但同時社區有人抱怨紙教堂造成附近原本就狹小的道路交通混

亂，還勞駕警察周末指揮交通。更麻煩的是，社區耳語紙教堂吸引了大

批遊客卻沒有分潤給社區，因為許多遊客是專門來紙教堂，之後行程也

未必留宿桃米；甚至有流傳紙教堂承接政府計畫卻只花在自己園區裡。

從地震重建以來到現在的過程裡，「新故鄉」似乎從陌生人變成熟人再

變成陌生人，似乎內外走了一圈。筆者在這裡要說的是，如同原來的桃

米人和後來的人的區分越來越模糊，反而是已經成形的生態村在劃分參

與者，內外的界限取決於參與者是否分享此一親密空間的情感內容。如

此一來，「新故鄉」既是是熟人也是陌生人，「新故鄉」既是促成此一

親密空間情感結構的行動者，又變成它的受力者。臺灣其他參與社區營

造的NGO是否也經歷這樣的過程？

最後，社區的文化親密空間不代表沒有問題的討論，讓筆者先行敘

述一個例子。在2011年4月的一個晚上正逢社區為了提報再生計畫修正

稿最後忙碌的階段，筆者在一家民宿和三位社區朋友聊天，他們剛剛從

社區集會回來，最新的方案是要打造埔里「蝴蝶王國」。也許是剛從社

區集會回來，大家都還帶點「氣」回來，有人就先發難說，「我就聽說

某甲在夜間解說時，把青蛙抓起來讓小朋友看和摸，將來變成蝴蝶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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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辦？」另外一人也回應，「我也聽說他們那一些人現在都不繳交公基

金，那還談甚麼未來的發展！」三個人你一言，我一句，指出某乙不做

事，某丙知識水準低，這些人專門扯後腿，社區交通問題越來越嚴重，

定期的餐聚也沒有了。大家分享彼此知道的秘密，一些彼此都知道存在

已久的問題，好像這些問題不解決，新的發展便無法取得社區的共識。

講著講著三個人裡的A君漸漸聲調高亢起來，說他為社區做了許多事，

但有些人就是只為自己，不求進步，繼而竟然無來由的啜泣起來。一位

中年男子突然啜泣，有一段時間還頗為傷心，的確讓在座的人嚇一跳，

不知道該怎麼辦。A君語帶哽咽接著說，「我感到很見笑（台語，羞

恥），明明社區沒有那麼好，我還要在外面講社區如何的好！」社區不

成長，組織不更新，那要如何進步呢？後來A君大概也發覺失態（他身

上並沒有酒味，不是酒後的失控），好像即使在熟人面前啜泣也是件不

恰當的事，他慢慢恢復平靜。在這個極具張力的時刻之後，大家反而不

知道該要繼續說甚麼。

2011年這個事件是個意義豐富的時刻，首先是筆者彷彿像是自己人

一樣聽到社區的秘密，自2006年進入社區田野之後，筆者和這些居民有

了一定的熟悉度，參與了不少事件，似乎可以被納入分享社區的秘密。

關鍵之處不在於那些說出來的問題，因為它們已經是檯面上存在許久

的問題；關鍵之處在於社區人士被指名道姓的說出來，更在於A君的啜

泣，他對社區某些人與事的不滿，讓他情緒激動，繼而更讓他啜泣地講

出許多不滿，這樣的「真情流露」可以確定只會發生在他的信任網絡

裡。筆者在社區聽過耳語、不屑、憤怒、消極，但還是第一次碰到有人

因為社區事務而啜泣，這就不只是發牢騷，也不只是耳語，那是甚麼樣

的把社區事務當成是自己事務的情緒呢？如同Cody（2011: 46）所言，

在公共空間裡的自我表達，特別是弱勢團體，一定具有雙重的對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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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針對想像的旁觀者，一方面則導向自己團體內部的人。當A君說

「明明社區沒有那麼好，我還要在外面講社區如何的好！」顯示出他自

覺社區的主體在團體內外展現方式的不同，即使自己人都知道的見笑

（羞恥）事情，也不能讓外界知道。但是在團體內部遮掩的秘密，並不

意味它們是完全不見（完全不見反而是沒人知道、沒人在乎），秘密其

實是指在小心注意的空間裡的分享，並且這樣的分享進一步認可彼此的

成員資格。這也就是Herzfeld（2009: 135）所說，秘密必須在公共空間

被展演才能證明其存在。而這種分享的文化親密性還要分出社區好與壞

的行為（這當然牽涉到權力運作）（Shryock 2004b: 288-290），因此它

伴隨著遮掩和尷尬，因為要呈現在公眾之前的是自我認同，於是人們就

要小心看護著會引起尷尬和羞恥的行為，要遮蔽不讓其表現出來。因此

秘密本身有此二重性，它看似屬於私人之間，卻必須有一個公共的展

現。它還有另一種二重性：在小心注意的空間裡揭露秘密確認了內含／

排除（inclusion/exclusion）的邏輯，也就是說發話者藉由秘密的訴說一

方面證明了我群的存在，因此雖然某些人讓人見笑，這些人應該也要如

同我作為社區成員一樣的愛護社區，另一方面大家都應該要同心協力排

除掉那些不好的行為與事物，這就是上述所提文化親密性把文化元素給

同質化的操作。最後，我們看到三位社區朋友講「我聽說」，除了是分

享秘密之外，說話者藉著把聽來的謠言或秘密的責任分散在不知名的社

區民眾上，雖然是「我」這個個體在發話，卻是開始於並且導向於一個

實在或虛擬的社區公眾，也只有在這個社區公眾存在的前提下，「我

聽說」才有著力點（另請參見Yeh〔2012: 728-729〕對謠言與公共性的

分析）。我們看到在耳語謠言、交換秘密的文化親密性裡，一個集體的

「我們」（實在或虛擬的社區公眾）必定是一個外在的參考點，但這個

個體連接到集體的方式並不「應然」導向居民在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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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以及實踐自己的權利意識，反而在這個方式裡居民形成一個對於外

在公眾的認識和期待。

一位民宿業者在地震十年之後還說，他真的很懷念當年地震之後初

期的課程，每個人從零開始都會互相幫忙，很單純而沒有利益的考量，

他即使白天在鎮上有工作，晚上還是會騎機車來桃米上課，有說有笑到

十一點才回家。當災後因為相似的創傷、相似的生活困境所累積的革命

情誼，歷經社區凝聚、擴大、分裂、再連接，還有多少的能量讓大家一

起面對問題？無論如何，那位民宿業者接著說，社區紛紛擾擾的，但是

才不久前因為要討論提案計畫，「大夥兒又湊在一起吃吃喝喝，就是要

這樣常常聚在一起，感情才會好，像從前一樣」。筆者認為社區的文化

親密空間對問題的討論總是以多種形式出現，但我們一直以來認為在公

共場合的討論必須是一種形式或是期望它最終將達到這個形式。筆者無

法預測社區最終是否能夠走到Habermas式的理性言說溝通形式，但是

本文指出桃米社區正在進行公共的溝通，我們對它們的形式還了解的不

多，然而卻認為它們是需要被超越的對象，要達到理想的形式。但是，

社區的公共溝通一方面以集體的情感為基礎，如同那位民宿業者的形

容，而內容也以文化親密性為前提；另一方面，它們的形式異常多元，

不是以爭論性（argumentative）為主，不是以批判的共識為目的，反而

它們不斷的在表達公共評論與自我期待，在此同時持續證明公共空間的

存在（雖然難有理性批判的力道）。例如當桃米居民對外說他們是落後

的地方，現在是一個不完美但往前走的生態社區，對內則像A君的狀況

以戲謔、批評、謠言來理解和連接自己可以親近的公共性。用Herzfeld

的話來說，文化親密性的基礎就是分享以及同意那些對外界來說不被贊

成的知識形式（Herzfeld 2009: 156）。雖然公共性不斷變動，有各方的

力量、設計、論述交織建構，居民如果要能夠往前往外踏出到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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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是實踐如Habermas強調的理性－批判的溝通，卻反而是從自憐

和驕傲的親密情感結構裡，安置自己以及「我們社區」的主體。沒有人

有把握抽象的未來和理念會在傳遞中變成甚麼，我們甚至不能假設人們

必須先行擁有或著在這過程中養成理性言說的能力之後才能參與公共領

域，A君不斷在說，各個社區人士也不斷在說；抽象的理念只能借助當

地原有的文化元素讓人們模擬（simulacrum）不同的社會模式，幫助居

民跨越私領域到公共空間。因此Herzfeld說文化親密倒轉了Habermas所

說的資產階級的公共性格（Herzfeld 2004: 329），也就是人們在公共領

域挪用並呈現居民的驕傲或尷尬，讓居民能夠形成某種集體性，再回過

頭來影響居民私下的生活與情感。當然一旦某種文化親密元素被再現成

為公共性的內容，它就牽涉到再現的權力問題，必然導致排除不合適的

元素以及只能由局內人分享的秘密。

最後說起來，目前我們看到桃米社區的公共討論裡並置著多種的期

望、想法、作為，以及看似斷裂的範疇，也就是說一個端點是訴諸不同

的人類與自然和平共存新的生態價值，另一個端點是傳統的開發、硬體

建設等發展模式。然而這種斷裂或矛盾卻沒有什麼神秘性可言，因為居

民不是在一個被決定好的抽象領域裡就能夠形成他們的主體，人們用許

多外在的範疇去界定他們的主體，以帶有目的論的論述假設某個計劃、

設計就會萌芽出某種特性，筆者則認為我們需要更審慎的來看待社區的

生活世界，因為這些佈滿了親密性和公共性二者辯證的社區公共空間，

其實一直以來就是社區民眾理解和獲得現代性經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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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社區總體營造在臺灣風起雲湧，筆者相信桃米例子的許多面向也出

現於其他的社區，比方說，社區運用一組「古老」的習俗來作為現在社

區的象徵（例如，林秀幸 2011）；社區目前都樂意擁有一個文物館或

紀念館（例如，容邵武 2004）；社區活動偏好以節慶或嘉年華會式的

方式舉辦（例如，呂欣怡 2010）；文化近來傾向帶動經濟的發展（例

如，鄭瑋寧 2010）。總之，它宣稱文化是一種生活、一種經濟、一種

生命力。地方文化、地方發展、地方動能、地方認同成為一系列緊緊相

關的關鍵詞。然而，所謂地方動能帶來的公共空間意味著什麼呢？本文

是從公共領域的「有」開始本文的論述，而不是從為什麼「沒有」公共

領域的假設開始。對筆者而言，當論者問（臺灣或一個地方）為什麼

「沒有」公共領域，其實是意味著這個地方應該要有公共領域，無論這

個公共領域是以甚麼方式出現，總是被賦予一個邁向民主、政治制衡、

公民意識等發展的應然角色，因此它不可避免的要和公共領域的理想型

態比較。公共領域被視為既是原因也是結果，也就是說，公共領域的形

成可以導致民主政治的進步，另外公民理性和批判溝通能夠促進公共領

域的成熟。然而，本文著重當下民眾在公共空間裡做什麼，他們所建

構參與的空間是什麼，由什麼力量組成。本文不是單純拒絕西方的公

共領域，如同Rutherfold（2004: 145）所言，如果我們只是以非西方的

地方性拒絕西方範疇，我們將忽略掉當地人在各種變遷中所欲求的公共

性（desired public）到底是什麼。再者，這個公共空間未必完成什麼功

能、扮演什麼功能，因為它也不是如同Warner（2002）所稱的「異質公

共性」（counterpublic）是邊緣團體找尋另類、抵抗主流公共領域論述

的聲音。我們看到這個社區公共空間發生的事情好像只是居民私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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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是它們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集體的情感結構，是接合個人與個人、

個人與集體的方式。雖然文化親密性稀鬆平常，卻是當地人所能理解和

實踐集體性的方式。

筆者強調探討公共性的「實質」而不是應然的面向，也就是注重了

解人們經驗自我和集體的方式，而且這些方式是深深根植於他們的傳統

裡；桃米在地震之後出現了新的社會形式，當地人組織自己，採取集體

行動，而這是社區營造最明顯的成就，然而這是甚麼樣的國家與社區、

社區內的關係呢？當Habermas要說明公共領域不只是一個群眾集合的空

間，而是一個社會形式（亦即現代民主政治）生產的脈絡，而且它的內

容常常成為社會行動的基礎，或是如同Craig Calhoun所說，Habermas認

為個人以及理性的自主性只有透過參與公共的政治活動才能獲得保證和

實現（Calhoun 1992: 18-19）。相對的，未被檢視的傳統和未經轉化的

熱情是「私人」意見的主要來源，它們沒有經過公開的判斷，只依賴習

性和風格。然而實際上，傳統和熱情卻常是人們走出家庭碰見他人的動

力，同時人們相遇在充滿文化價值和象徵符號的空間，在這裡許多文化

中根深蒂固的觀念不容易翻譯成現代性的用語。這個領域既是桃米居民

經驗公民權、重塑自我主體的地方，卻也是他們原有文化慣習的場域。

公共性對Habermas而言，代表不斷從權威與權力解放個人，在筆者的分

析裡，它反而是文化親密性所形成的社會集體讓個人不斷的自我觀看的

結果。Habermas所強調的理性個人所依賴的經濟邏輯，在桃米反而視經

濟為國家的治理方式。同時，在這裡公共性不只是產生理性言說的能力

（居民越來越有參與社區事務所產生的培力感覺），它更是運作內含與

排除的邏輯，讓社區充滿了秘密、公開的秘聞、耳語，然而這些秘密、

公開的秘聞、耳語等正是Herzfeld所謂文化親密性所形成公共性的衍生

物。當我們以為這些公開流傳的秘聞只是「私人」意見，它們其實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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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發生在公共空間裡，雖然它們還是維持著原有的形式，但是內容已經

發生變化。每個居民都有所抱怨，都對社區其他的人「不盡心」不甚滿

意，都對其他的人展現出的社區面貌小心翼翼監看，居民以為他們看顧

環境的親密性只是社區之內的事，其實卻早已經是導向外在的觀眾。而

現在居民的互動和情感之所以是如此面貌，正是成形於逐漸興起的社區

公共空間，當然這個社區公共空間是包含在一個更大的公共空間裡。12

藉由一些民族誌例子，筆者希望已經清楚說明文化親密性總是充滿

難堪、驕傲的情感結構，居民在日常生活裡分享和理解它們。桃米生態

村展示以及訴求於外界的是後現代或後工業的生態旅遊模式，但卻是建

立在自認的前現代的落後與邊緣。桃米公開展示因為前現代的落後反而

被保存下來的自然環境，卻成了促進後現代追求人與環境平衡的生態。

就好像一開始筆者所描述阿扁總統挑米的事件，社區自我展示前現代的

農業行為，卻是被建構成桃米當代的「地方性」，接合在後現代裡政府

逐漸強調社區治理與社區自主的時空裡。也就是說，「挑米」以及其他

的傳統元素，卻只有在國家、現代性的論述裡才有意義。然而最後說起

來，那些社區展演後現代以及並置前現代的現象，其實是社區民眾一直

以來接合、參與政府各種現代發展計畫下的連續經驗。暫且不論所謂的

落後與邊緣其實毫無「前現代」可言，因為那是現代發展區域不均等的

下的產物，即使「後現代」的生態村也是桃米社區要搭上現代發展列車

12 一位評審委員意見略謂：「本文嘗試把Herzfeld研究對象從集體認同，拓展到

公共行動⋯⋯討論的對象與內涵⋯⋯本研究是一項創新，而不只是別人理論的詮

釋」。筆者謝謝評審委員的提醒，另一方面目前本文對民族誌材料處理的狀況，尚

無法精確分別出社區的文化親密性裡何者屬於共享的集體認同情感基礎，何者是公

共行動。筆者常常看到的是在社區集會、實作、討論、耳語等行動中，持續的回到

對社區環境看顧的集體情感。因此本文的分析基礎便是在於找出社區變動中的知識

和情感基礎，還沒有分析公共行動中除了親密性之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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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車票。以前此地為「挑米坑仔」，後來覺得不雅改稱桃米，現在

這個不雅的稱呼卻重新變成生態村親切的歷史，以往別人賦予的難堪意

義，現在變成再現自我的內容。難堪、驕傲的內容始終存在，然而它們

的意義完全不同，關鍵便在於公共性的變化。

「桃米生態村」的出現，創造出新的公共空間，居民原有難堪、自

憐自艾的內容，卻成為連接新的公共空間熟悉而且必要的方式。社區居

民在多層次的現代性實踐裡—公共空間、觀光展示、國家政策等—努力

表現集體自我，而居民把過去的文化元素片斷化的運用到當代的場景，

其實正是臺灣社區公共領域的性質。Herzfeld指出文化親密性是在一連

串的跨國際、全國、地方等層次的論述或話語裡出現，這些難堪、驕

傲的元素是群體成員有責任要小心看管不讓它們在外人面前變調。當

群體成員說我們（we）的好與壞時，一方面我們這個集體性已經具體

化，也就是共同社會性（common sociality）的確認，另一方面這些論

述又是出現在由更大的國際、全國等所塑造的整體網絡裡（the totalized 

network）（Shryock 2004b: 308）。如果在社區裡我們看到的文化親密

性是一個掌握公共性時值得注意的方向，那麼它對於更大範圍的公共空

間的研究應該也有所啟發，關鍵之處應該是在於分析文化親密性是在什

麼樣的整體網絡裡被塑造（這其中的過程當然牽涉到複雜權力運作），

以及它們的具體內容如何讓一般的群體成員確認和論述，畢竟這是群體

成員以熟悉的情感結構關連到更為陌生而廣大公共空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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