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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物件化與意識化的攀引、斷裂和連結運動 

 

蘇羿如1
 

 

摘要 

 

本文主要在於探究當代人們對土地進行的意識化和物件化的運動，如何交織在人

們日常生活和各種土地運動的訴求之中，使得土地以相互攀引、斷裂與再連結的

方式大量為人所使用與生產。可以說，倘若是土地是作為個人所有權的物品，那

麼在商品買賣邏輯中，它可以是被當成可交易的資本。若土地涉及集體性的人群

分類意識，土地則成了人群劃分的重要依據。土地的意識化作為，同時促使另一

種意識空間或意識界域的出現，亦即對有形土地的意識化延伸到對無形空間的區

隔與分配，繼而創造出虛擬的連結。此外，土地除了是可看、可觸的物質存在之

外，同時也以一種滋養萬物生息的方式被認識。因此當災難發生時，土地便成了

具有主動性的本體，而不再是被開發的存在物。以此觀之，土地的諸多運動隨著

不同時、不同處和不同情境而不斷相互攀引、斷裂又連結，共構了當代社會中人

們和土地的複雜關係。 

 

Land movements: land as a social thing and the human percep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people consciously perceive land as a social thing and the 

human percep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movements, which results in a 

collective phenomenon of interweaving, interruption and connection. As a property of 

the individual, the land is apparently a kind of commercial capital. However, it is 

turned into the ground of distinction when the land is brought back to the habitat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extension of a material piece of land, people create som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s a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and virtual connection to 

spatial partitioning and distribution. Furthermore, when natural disasters occur, the 

land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some passive, inert matter, becoming instead an active, 

living being capable of responding in a (self-) destructive manner to human panning 

and exploitation. In light of this, we suggest that land movements of various times and 

places have always perceived interweaved with, interrupted by and connected to land 

and huma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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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這篇文章
3
主要是探究發生在土地各種現象之下的兩個主要運動，這兩項運

動分別是物件化和意識化。在這兩項運動交織之下，繼而產生不同土地的看待方

式，並在不同的看待立基點上，才會有不同對待和使用土地的方式。就此而言，

本文主要是以多篇對土地有深入討論的文章，做為探討各種土地物件化和意識化

的現象，這些現象反應出相互攀引、斷裂和再連結運動。舉例來說，土地是人們

居住之處的同時也是可以被價格化的商品，因此成為了既是居住又是商品的相互

攀引關係。同時土地也可以是攀引的斷裂，這時則成為純粹的商品，或無人為造

作物的自然所在之處。土地也會因為人們各種不同的意識化作為，而產生各種連

結運動，諸如：土地作為傳統領域意識化的產物，形成與某種人群分類判準的連

結關係，或是土地成為一種人們記憶或想像的意識空間。而近年來則反轉了土地

的被動性，主張土地同樣具有主動性，亦即主動性不再是人類專屬的特殊能力，

相反地土地環境才是決定人類能否生存的關鍵。 

    何以使用土地的物件化一詞，而不直接使用土地商品化？主要原因在於談到

土地時，最一般的認識是將土地視為是物質性的存在，因此必然可以找到所有權

的歸屬。也就是某人擁有某一塊土地，是人與物的一種關係，而且這種關係主要

是以人為優位，土地是被操作的物品。但人對土地的物件化，不見得總是會走向

商品化一途4。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土地物件化是進入商品化的必要前提。或許

正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像是一部停不下的巨大機器，快速地將自然物質

或非自然物質(像是：關係、觀點等等)，以種種物件化的方式轉變成立即可供計

算的商品，讓商品化現象隨處可見，而使人難以想像有物件化卻無商品化的存在

狀態。但賴倍元的例子，是讓土地以物件化而不進入或是對抗商品化的形態顯現。 

    這也是何以本文採取意識化而非商品化一詞作為論述立基點的主因。但也因

為在明顯可見的土地物件化下的各種炒作現象，突顯了資本主義的商品化邏輯思

                                                     
2 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認真且細心提供的具體意見，讓我能夠對文中所使用的概念在進行

更細緻的區辨的同時，不斷得以重新審視文章內涵與發生的諸多現象的關聯。 
3
在寫這篇論文的過程中，歷經了立法院通過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猶記在去年 2011 年 12 月

14 日播出這則新聞時，腦海中浮現老農夫、農婦們痛哭失聲於賴以生存的農地沒了，日子該怎

麼過下去時，頓時心涼了一大截。一來心痛於農民們是最不破壞生態的一群人，同時也是糧食生

產者，卻不敵更大的資本累積或開發的意識化結果，而失去家園。二來更驚訝於，促成土徵法通

過的立委名單中不乏原住民立委。然而，從 1980 年代以來原住民爭取還我土地的抗爭到當代積

極爭取傳統領域的各種運動，土地對原住民的深層意涵是生存的，也是文化的根本。但在看到支

持土徵法的原住民立委名單時，心情只能以五味雜陳形容。或許在開發或發展的意識化作為下，

族群身分是否還具有其影響性，都是值得存疑的。而更貼近真實處境更像是，各種反應在土地之

上的意識化作為，讓土地不再只是單純地物質性的存在物，而成了不同意識化運動下的競技場。 
4將土地物件化而無商品化的例子之一，可從筆者曾經在商業週刊閱讀到台灣樹王賴倍元的故事

略為知曉。賴倍元隻身前進大雪山、收購山坡地，至今已耗資 15 億，只為圓一場造林夢。種了

超過二十萬棵，不種可以有經濟價值回收的果樹、也不想賣木材，因此他從不砍樹。即便賴倍元

二十幾年來都是有目地性在買地，將土地對象化為物品，但他為了保育森林資源的努力，並不因

為這樣的物件化而進入商品交易邏輯之中。資料來源：2009/09/14 商業週刊第 1138 期。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37808&t=20090909152548。2012/04/22 瀏覽。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37808&t=2009090915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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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模式與運作趨勢，在當代人類社會中已儼然成為政府主要思考與規劃方向，即

便人民並不總是以可供計算的商品化方式將土地給物件化，亦即不同人對土地仍

有著不同意識化作為，但在商品化的主導下，各種政治手段為了迅速達成商品交

易而成為最強勢的意識化作為。這可從許多與土地相關議題，像是：現在還在進

行中的都市更新條例與文林苑一案便能知曉。 

就此而言，土地被視為是可被操作的物，這種人與土地的關係，在 Buber(1958)

的討論中，即是一種「我與它」(I-It)的關係。所謂我與它的關係是一種有目的性、

有指向的關係，其中更涉及權力的行使。而另一種在世界中的關係則是「我與汝」

(I-Thou)的關係則是一種當下呈現，相互含涉的關係。換言之，我與它的關係是

一種對象式且是停留在過去可以被指出為物的關係，而我與汝的關係則是當下呈

現的關係。而所謂的當下呈現關係並不是指我們思考在某一個時間後所停格的那

個點。相反地，當下呈現是一種真實的充實，是在相遇的關係存有中。也就是說

在相遇的當下，我和汝，彼此含涉並獲得某種內在充實。 

    就此而言，「我與它」和「我與汝」的關係是同時並存在世界之中，以Buber

的說法，世界的雙重性即沿於人所本具的雙重態度。從Buber對世界雙重性的觀

點，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問，是否對非人的物質性存在也可以是一種我與汝的當

下呈現關係呢?無疑地，答案是肯定的。Buber以樹為例說明，樹可以是我們對象

性的存在，是一種有條件、種類和特定位置的對象物。但是樹也可以是當我念及

此樹時，我即被涉及一種關係中，因此樹就不在是「它」，這時候我和樹的關係

則成一種我與汝的關係。同理，土地的物件化並非人與土地唯一的一種關係，土

地和人的關係也可以是「我與汝」的真實充實關係。即便Buber的「我與汝」關

係闡明了在世界中另一種超越對象性的關係，但他並不否認我與它的關係，Buber

也挑明地說，人不可能只活下在純粹當下呈現中，沒有「它」人活不下去，但只

有「它」則不是人。Buber對世界雙重性的關係討論，給出了兩種核心的世界認

識觀，且此兩種認識觀交織在日常生活之中。 

    本文主要是立基在Buber對世界雙重性中的「我與它」(I-It)認識觀的基礎上

進行探討，亦即將土地視為是探討的對象物，以及發生在此對象物之上的運動。

由於時代變遷經濟體制的改變，使得土地意識也發生各種形態的流變，這些型態

可以說是意識化過程的結果，而伴隨意識化而出現的即是土地的物件化現象。可

以說，即便是人們與土地的關係主要是以「我與它」的關係方式呈顯在日常生活

中，然而「我與它」的關係其實還含涉複雜的不同意識向度，以及立基在此意識

向度上發展出的種種物件化作為。 

    準此，本文主要在於探究當代人們對土地進行的意識化和物件化的運動，如

何交織在人們日常生活和各種土地運動的訴求之中，使得土地以看似實質性的方

式大量為人所使用與生產。而這些意識化和物件化的活動隨著不同時、不同處和

不同情境而不斷相互攀引、斷裂又連結，共構了當代社會中人們和土地的複雜關

係，同時也讓共同體的概念在不同脈絡下不斷變形。可以說，土地意識化和物件

化是日常生活中人與土地的各種I-It關係的顯像，而與以同時人與土地的I-T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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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則以隱沒的方式不被看見。本文主要是以人與土地的I-It關係為討論立基的

基礎，以此說明土地在意識化和物件化的雙重運動下，所呈現出的各種可能樣態。 

 

生成連帶的土地情感及經濟利益的流轉 

 

    土地物件化的現象，亦即土地與人的關係，在當代社會主要已是「我與它」

(I-It)的方式呈顯，而與土地休戚與共的生命情感則是「我與汝」(I-Thou)關係，

所謂與土地是「我與汝」的關係，意味著人在土地之中，當談到土地的那個人，

他並不擁有可被具體占有的物(土地)，而是這個人就在和土地的關係5中，因為人

與土地形成的關係連結，讓人在”關係”中而非”物”中獲得一種內在充實。為

了明白這種人與土地的關係，是否仍蘊含「我與它」、「我與汝」的雙重交織，

還是已經大幅度地偏向某一方，最好的方式便是觀察擁有廣大土地農村人口的中

國大陸，對於土地使用的調查報告。在當代中國大陸有關土地的研究指出，即便

生在同一個農村裡，但不同世代的農民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許多農民的身分不

再是單純的農民，而是多重職業身分的匯集，其中在中國大陸以農工兩者兼具身

分最為顯著。這種身分的轉變除了反映經濟生活的變遷之外，同時也是反映了不

同世代對土地的情感以及土地的價值認識產生很大的差異(王希輝，2007；趙淑

芹、陳民，2010)。以王希輝的研究為例，他綜合中國大陸國內外的研究指出，

對傳統中國農民來說，土地是其生存的基本依據與保障，土地、種地和生存，是

三位一體的概念，並以此形成人同土地結合在一起，生於斯，死於斯的生命觀

(ibid.,:48)。 

    然而，傳統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意識在近二十多年來有很大的不同，上述研究

調查發現其中最主要的差異就在於，新世代不再將土地視為只是生產糧食唯一目

的，土地從具有生產農作物的有機物質，被物化成非生產作物的商品。由於農村

裡的土地在經濟商品市場邏輯中，比起大都會的土地幾乎毫無價值可言，再加上

土地若只是作為農作物生產，其所獲得的經濟效益仍難以維持農民在現代社會中

的各項民生開支。就此而言，隨著國家政策的制定，新生代農民要不就成為農工

兩種聚合的身分，以流動工人的打工方式增加家庭收入，要不就得仰賴政策對農

地的各種補助方式。換言之，新生代農民不再視土地的農作物生產為主要的維生

根本，傳統農民與土地緊密發展所孕育的生命觀也逐漸鬆動。當代農民在現代經

濟發展的變遷之下，轉換了單一的身分認知，同時也轉而將土地看作是如何能夠

獲得更多利益的商品。 

    何以會出現土地意識的轉變，趙淑芹、陳民的調查發現老一輩的農民世代由

於歷經過戰爭的饑荒恐懼，對他們而言土地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可以生產糧食，糧

食可以救命，土地是生存之本。但隨著高度的經濟發展，對新生代的農民而言，

                                                     
5 Buber的說法是這樣的：「When Thou is spoken, the speaker has no thing; he has indeed nothing. But 

he takes his stand in relation.」(p.4)(斜體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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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價值則可以有更多向度的開發，土地不僅是農作物的產出，還包括土地流

轉的所得、農資綜合補貼、以及種種農業政策補貼所帶來的利益(ibid.,:91)。就此

而言，我們不難看出以往人們勞力耕作而獲得農作物的收成，農民與土地有著生

命共同體的育成連帶關係。但到了所謂新生代的農民，人們不再花費全部的勞動

力在土地勞作之上，而更著重在非勞動式的土地流轉所得，或是各種土地政策補

貼。換言之，老一代農民不僅將土地視為是可以提供糧食的根本基礎(I-It)，同時

更重視土地作為與生命休戚與共的關係(I-Thou)。然而，新世代的農民和土地則

少了相伴生成關係，更偏重在土地可以被做為各種物件化後的商品，並且從各種

物件化的項目中獲得經濟上的利益。 

    可以說，近十幾年來土地意識最顯著的轉化莫過於將土地物件化後所獲得的

各種經濟利益價值。以往土地的價值主要在於農作物的生產，而農作物的生產必

須仰賴天氣環境的自然條件配合，就此而言老一代的農民與土地和自然條件等有

著共生息的相伴關係，以及與此共生息所延伸出的土地情感意識。到了新生代的

農民，土地不再只是以農作物的生產為主，隨著國家對土地政策的規劃，土地的

使用有了各種不同的方式，即便是做為農作物生產的土地，也是以經濟利益最大

化為所追求的目標。事實上，以世代做為區分只是一個籠統的劃分方式，土地意

識的轉化最主要是在於以往培育種植農作物過程中，人與土地和自然環境的共生

連帶所孕育出的土地情感，轉變成著重在經濟利益的計算價值之上。因此，並不

表示老一代的農民就較具有土地情感，而完全不在意農作物的經濟價值，新一代

的農民則只重視經濟利益價值而喪失土地情感的化約式的世代二分法。本文所引

用的調查研究資料中，之所以大多以新舊世代農民做為劃分，或許恰恰反應出不

同時期的人們和土地不同的關係和看待方式，而這些調查研究很大一部分也顯示

出不同時期範疇的人在其特定時空脈絡的條件之下，會形塑出相近的土地意識。 

    土地的物件化幾乎已成為明顯可見的趨勢，而此物件化最大的目的就是符應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土地商品化。換言之，土地的物件化讓土地的經濟邏輯計算性

成為可被操作和被認識的方式，至於生活在土地的各種生存處境難以看到。這種

經濟性對土地的討論即便依不同人與時期，有著不同面向的反省與觀點上的轉向

(Foldvary,2008)，但仍是立基在以為可以是被預測掌握的經濟計算邏輯之上在討

論。Bourideu(2002)撰文「新自由主義，一個剝削到底的(正在實現的)烏托邦」則

將經濟性的計算邏輯徹底批評一番6。而他主要的批評就在於指出，「在一般最被

視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計算，其實只不過是純粹數學的虛構，尤其是經濟學家所

信奉的經濟學場域，事實上和真正的經濟社會現實是脫節的，這些經濟學者特別

容易混淆邏輯事物和事物的邏輯」(p.165)。 

    此一商品化除了是土地意識轉變的結果之外，同時商品化的本身也成了探究

                                                     
6
Bourdieu指出：「自由主義的理論是一個純粹數學的虛構，一開始就建基在一個抽象化之上：藉

著一個狹隘又嚴格的理性概念之名(即個人理性)，這一抽象畫忽視產生理性傾向(特別是做為新

自由主義觀點之基礎—對經濟事物的計算傾向)的社會及經濟條件的社會經濟結構。」(200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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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當代多災難的罪責對象，同時更促使另一種生態意識的崛起。李丁讚(2010)

在「重回土地—災難社會的重建」一文裡，開宗明義就指出所有災難的結構性病

因，就是土地商品化。而「災難社會」所指乃為一個社會的災難變成社會的常態，

使得主要的生活節奏或步調，皆被這些災難所左右，於是災難社會就此正式誕

生。那麼何以土地商品化會是災難社會的主要病因？李丁讚引用博蘭尼(Polanyi, 

1957)的理論說道：「當我們買一塊地是為了使用，我們會好好耕耘這塊地，也

會把這塊地保持在適合生產、甚至是永續生產的狀態中。但是，當我們把土地當

成商品，準備隨時賣掉它時，我們對這塊土地的處置方式就完全不一樣了。當土

地慢慢被納入商品的範疇下，變成一種『虛構的商品』，而被置入市場的交易過

程之中。」(2010:283)而被置於市場交易的土地，被視為是一種虛構商品，但土

地的商品化又為什麼會造成重重的災難呢？ 

借用博蘭尼的觀點，他認為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當人們不再關注土地的使用

價值，而只著重在市場的利益交換價值，那麼這樣的『圖利原則』會反過來腐蝕、

破壞原來的社會關係，因此各種政治、經濟、文化、以致於自然環境的災難便接

踵而生。李丁讚並將這些災難主要歸成三大類：1.傳染病與公共衛生；2.金融危

機；3.氣候變遷。而這三大災難都與土地商品化有著直接的關聯。可以說，土地

意識化在當代最明顯可見的，就是人與土地關係從使用的生產連帶轉變成商品化

的利益交換關係，而這種商品化的土地意識將導致只追求利益和無止盡開發的生

態破壞，以及延伸出種種的災難。但這只是當代最顯著的一種土地意識，另外將

土地視為是人群分類所帶來的認同基礎，則是另一種土地意識化的作為。 

 

人群分類的指標—是土地，部落，還是傳統領域？ 

 

（一）依地方感形成的族群界閾 

 

    土地意識化的另一個向度，不僅是將土地做為一種所有權物件化的宣稱，同

時更涉及到人群分類的勾連。這種與人群分類結合的土地意識，就不再只是著重

在上述土地的生產使用價值或是經濟交換價值。這種與人群分類結合的土地意

識，主要是將土地實質性給人群地方化，而所謂的地方化意謂著曾經生活在土地

上的人群有著歷史上的情感，同時這樣的情感又轉而成為人群自我認同的重要基

礎。就此而言，土地的另一種意識化是將土地與人群生活於斯的歷史情感有關，

亦即這種意識化是一種人群情感取向的意識。不僅如此，此種土地的地方化不以

個人取向的我與土地的關係為基礎，而是以團體取向的我群與土地的關係作為出

發點，且此我群取向的關係核心是一種群體歷史情感上的連結。換言之，土地的

群體情感化是土地意識作為另一種呈顯，雖然不像土地商品化如此的顯著，但同

樣在當代社會中隨處可見。 

    事實上，人文地理學門很早就關注到這樣的趨勢，摒棄空間科學或經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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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概念，人文主義的地理學更關注主體性和經驗所形塑的地方，亦即空間和

地方是兩種不同理解世界的態度。空間是比地方抽象的概念，例如：幾何空間、

或面積、體積等空間。然而將抽象空間賦予意義並命名，則使得空間變成地方。

Cresswell以加拿大原住民與殖民者相遇的例子為例，做了這樣的說明，對著駕獨

木舟的原住民來說，他們認為海洋是跟特殊精神和危險有關的一組地方；殖民者

望著海洋，看到單調空蕩的空間。換言之，空間被視為是缺乏意義的領域，而當

人們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變成了地方

(2006:17-19)。因此，當我們說地方時即意指一種存在方式的生活地方。即便看

似能將空間與地方做出區別，然而地方的複雜意涵以及理解基礎的差異，例如：

地方是在世存有或是社會建構，都讓地方的討論無法有定於一尊的說法。而將土

地視為是人群分類的地方，是明顯地立基在人們有意識的意義建構基礎之上，意

即土地被建構某一特定人群的聚集之處，使得土地因為人群情感的歷史依附，而

成為此區分我群/他群的基礎，以及群體認同的根源。 

    羅素玫在(2010)〈文化認同、生態衝突與族群關係〉一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參照。羅素玫發現她在1998年到2000年田野調查期間，都蘭部落舉辦傳統海祭的

地點並不固定，但是2005年發生都蘭BOT開發案之後，都蘭鼻成了都蘭部落每年

固定海祭的地點，這說明了什麼呢？羅素玫認為將海祭的地點給固定在同一處，

而且是象徵守護傳統領域的事件發生地點，意謂著該部落集體宣示了該地方的儀

式性地位，同時該地方也就承載了部落的集體認同。而這種地方主權的宣示，正

好可以做為和政府單位和外來開發者的抗衡(羅素玫，2010:12)。 

    事實上，固定化某地方的儀式性地位，是否就表示某地方即成為某族群團體

認同的基地，進而為某族群團體所有？這是可以在探討的。不過，很重要的是，

羅素玫在進行文獻探討和田野調查中發現，都蘭部落的傳統領域論述和部落主權

的宣示，主要與都蘭鼻遊憩區BOT開發案及外地漢人可能買下都蘭山附近的土地

修建廟宇或其他用途有關(引自蔡正良，2004:8)。而她自身田野訪談資料中則有

出現這樣的訪談記錄：「我們很震驚、不理解，Pacifalan是我們世世代代捕魚的

地方，從我阿公、祖先，他們一直都在那裏，為什麼會變成國家的？蓋飯店？」。

於是羅素玫關注到從2004年開始，都蘭部落海祭的聚會所從以往的不固定狀態，

開始固定在同一處，也就是都蘭鼻。而對於”固定”一處，羅素玫的觀察與分析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涵，所謂固定在某一處正表示某種族群團體與該地方的關係被連

結起來。可以說，某一事件的發生可以召喚某一群人群凝聚成團體，從而形成某

種樣態的族群團體的主體性，但這不表示某一族群團體的內部同質性，不過若當

該團體成員共享某一地方的歷史記憶與生活方式，那麼這個地方對於該族群團體

成員就有屬己的意涵。而對於某一地方所具有的屬己意識，則成為區隔我群與他

群的重要分野。於是，土地做為人群劃分的指標於焉產生。 

    從加拿大原住民對地方理解到進一步，將地方固定化成為台灣原住民傳統領

域的劃分基礎，土地被視為是某一族群團體的地方，意謂著人群對土地情感的歷

史意識化作為，就如同羅素玫所引述的報導人所言，「我們世世代代在這裡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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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阿公、祖先，他們一直都在那裏」，我們意謂著我群團體成員，世世代代

說明歷史延續性，在這裡則說明我群團體成員的生活所在地。土地與族群團體的

連結關係，其中有一部分就在於固定在一處的時間連續性，而當土地與族群團體

的連結出現，也就意謂著具有區別我群/他群團體邊界的形成。更基進的例子，

則可從陳永龍(2010)探討莫拉克災後原住民部落再生成的主體化一文窺其堂

奧，在該文中曾有這麼一段描述： 

 

對原住民而言，生活文化得依存於土地，所以『山』是文化和生活的屏障；

但對政權與漢人社會而言，山林自然大地頂多只是城市休閒旅遊『風景』

之所在，卻又充滿無知的恐懼與危險。原漢兩種生活模式的差異，不同價

值與世界觀的落差，都讓這些原住民請願訴求的聲音，猶如『雞同鴨講』

那般，即使上達天聽，最後也走音變了調。」（引號為原文所有；陳永龍，

2010:414）。 

 

    在陳永龍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土地與族群團體的連結，主要是依於

不同人群使用土地的差異方式，從而證成土地與族群關係的連結。之所以能夠依

照不同使用土地的方式便做為人群區分的判準，主要仍是因為某一群人在某處長

期居住所形成的地方感，並依此地方感作為族群團體區隔的基礎。可以說，當土

地和人的關係，從個人被擴大成族群團體的關係時，土地便成為一種放置在人群

分類的意涵下，團體成員意識化作用下的持有物。此時土地則是不同於商品化的

另一種物件化下結果，而該物件化的方式是以使用土地方式的差異，進行我群與

他群的區隔。然而，群體大小規模或是族群團體的界線為何，依著不同意識化的

判準而產生各種混雜的現象。以下將針對族群團體的界線如何在不同意識化的判

準之下，從而形成各種混雜難解的族群課題。 

 

（二）部落所在=傳統領域？  

 

    在上述的討論中提及依著地方感可以形成某些族群團體的界閾，但這種依著

地方感的判準並非形成族群團體區分我群/他群邊界的唯一判準，事實上若實際

進入田野調查現場，則很容易會發現邊界的判準一直是處在眾說紛紜的不同基礎

上，也因此會出現各種不同群體範疇既相互矛盾又互相含涉的現象。而這也使得

某一群體如何得以成群，其劃定成為該群體邊界的基礎何在，不斷地被提出來討

論。官大偉和林益仁(2008)從泰雅族馬里光流域的傳統領域調查經驗中，便提出

一個關鍵性的觀察，兩位學者發現原本單純的傳統領域調查，卻引發了馬里光部

落與鄰近泰雅族部落的緊張關係，其中所涉及的即是對傳統領域空間知識的論述

差異。官大偉和林益仁發現在1993年原住民團體發起的第三次還我土地運動，便

歸結了對過去國家機器侵占土地的控訴，以及爭取其土地所有權的主張。就此而

言，還我土地運動所指稱的傳統領域所指乃是一種國族/擬國族的概念。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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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02年發起原住民傳統領域調查，則將「領域」移到「部

落」上，並對部落的傳統領域範疇做出定義(ibid.,119)。 

    而問題的癥結則在於，首先還我土地訴求中的傳統領域，是以原住民對臺灣

主權的宣稱，而不是僅限於部落的傳統領域，再者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所在，則是

「部落」的模糊多義性，亦即部落的範疇該如何界定一直以來難有定論，光就「部

落」的範疇與概念，皆是糾葛不清，難有共同的基準。也因此當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拋出「部落」「傳統領域」的調查時，原本可能是立意良好，但是實際實

行時卻造成部落之間，乃至於部落與族的緊張關係。事實上，之所以會造成部落

與族的緊張關係，主要在於部落對於原住民而言是完整生活體系的範疇，因此從

口述史中所聽聞的部落事蹟，像是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同盟或爭戰，主要便是兩個

不同獨立群體之間的競合關係。但「族」的概念則是出現在日治時期，這是屬於

知識上的概念建構的團體範疇，而非日常生活中人群團體互動下的範疇。所謂知

識的概念建構，乃指依據某種人為的判準進行劃分，例如：依照語言或是風俗習

慣，將人群進行分類。但日常生活中依照互動關係所形構的群體範疇，則無一共

同判準可以適用於說明分類的基礎何在。也就是說部落的形成、部落的規模範疇

乃至部落之間的界限，都在不同情境的互動下而呈現不同的樣態。相反地，被歸

類為某某「族」的人群，則是知識概念建構下的產物，概念分類可以做為行政劃

分文件上的基礎，但只要落實到日常生活實行，就會有許多矛盾又含涉的狀況出

現。 

綜上所述，事件的發生可能是形構族群團體的原因之一，比方說因為戰亂，

使得某一群人匯集到某一處，時間久了外部人士逐漸將之視為是某一族群團體。

或者也可能是國家力量的介入因為各種因素而進行了人群的分類。抑或是事件發

生強化原本模糊的某種形態的族群團體，從而使原本混雜的內部成員認同趨向同

質化。這種土地與人群分類的結合，往往會以何人最早來到某一地方或是居住時

間的長短，藉以證成某一族群團體與土地的連結性關係。並且在此連結關係之

下，發展出不同族群團體對於土地使用方法亦有所不同的差異論述。這種以土地

為基礎而區分出不同的族群團體，又往往很容易將人群團體同質化，亦即認為某

一族群團體的成員皆是具有相同的一致性作為，從而形成了族群團體的對立性論

述。 

    換言之，土地則是被物件化為某一群體的生存的地方，並以此意識化為不同

族群團體區別的基礎。土地在此意義脈絡下不再是經濟利益取向的商品，也非人

與土地在生長作物時孕育的連帶情感，土地在人群區隔的意涵上被視為是某一特

定群體具有歷史連續性上的持有物，且該群體和該地方已逐漸發展出相當程度的

生活慣習，乃至於形成某種宗教式的儀式作為，讓該土地和群體關係有深厚的勾

連，於是土地成了該族群團體有意識地，要區別於其他團體成員的物件化持有

物。以此觀之，土地仍是被動地被人們有意識地物件化為某種區隔判準，而某一

群人以更親近自然乃至情感性的方式和土地生活是事實，但若將這群人視為是同

質性的團體而對立於其他的人群團體，那麼對於土地的認識，將因為某些人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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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意圖而有所限制。 

 

土地作為記憶或想像的意識空間-- 

 

    土地的意識化除了作為人群分類的判準之外，在意識化的作用之下，土地也

不見得是以實質的存在物質形態出現，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土地是家園和故鄉的

同義詞，並以懷念或想像的方式勾勒出曾經存在或尚未成形的烏托邦。以魯凱族

作家奧威尼‧卡露斯的作品『神秘的消失』為例，在該書一開始的序言中，就這

麼說到，「想起族人從舊好茶已經遷下來了，我再也沒有機會看到自己生長的故

鄉，一股強烈對故鄉的懷念湧上心頭，我便拿起筆來，以回憶和想像開始『畫我

故鄉』來，然後以魯凱語『歌唱我家園』表示我對故鄉的戀情。」(引號文原文

所有，2006:7)。奧威尼想念的家鄉是他從小生長的土地，這個土地並非物質性

的存在物，而是由許多情感與記憶編織而成的。換言之，奧威尼筆下的家鄉是對

其生長土地的情感表露，儘管以往土地的樣貌在當今現實世界已經不復存在，但

卻仍深植在奧威尼的心中。然而，令奧威尼擔憂的倒不是家鄉故土在環境變遷的

消失，事實上他也提到環境不會不存在，只是會改變。他最深層的憂心莫過於在

他心中這方具有人情關懷所構築的精神家園，是否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也神秘地

消失。也因此，奧威尼在該書中寫下了， 

 

「石板文化的高山子民—魯凱人，如果有一天消失，並非是大洪水，也並

非是飢餓、瘟疫，而是溺死在現代文明的浪潮因本質褪色。並非生命死亡，

而是生態進化」那一天，或早或遲，一定會到來。就像我們的祖先「達瑞

卡哦格勒」，從鹿鳴安來到古茶部安，距離僅僅只是一天的路程而只是改變

環境而已，遠古祖先鑄造以形於永恆的太陽，竟然神祕地消失在生命歷史

無限的長河。(引號文原文所有，2006:159)。 

 

    在奧威尼筆下的神祕地消失，指的不是可觸可摸可種植的有形土地或家園的

消失，而是一種精神家園的逝去。然而奧威尼對過去家園故土所賦予的神祕和神

聖性，只是形態的一種。韓春萌(2007)探究台灣文學作品中的土地意識，在楊逵、

賴和以及呂赫若等作家的作品中，分析出三種深層的土地意識，分別為故土意

識、悲劇意識、孤兒意識。所謂的故土意識在韓春萌的解釋中，是指因為外族入

侵而產生的”守土意識”，亦即保護自己的土地即是保護民族的利益；悲劇意識則

是失去土地所造成的悲慘命運，同時還有該命運所帶來的沉重感；而孤兒意識則

是指沒有了賴以維生的土地，台灣人們就如同流離失所的孤兒一般。也就是說，

文學作品中的土地，是探討人與土地的依存現象，並以失去土地或家園說明人們

對於土地的情感意識狀態。就此而言，重要的是人們對土地的情感，而非對土地

的物質性或物件性的探討或計算規劃，此外這種對土地的情感是一種作為記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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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空間而存在。換言之，土地的意識化作為，可以是在以物質環境為基礎，

再進一步探究於其上的記憶或想像空間等情感意識。 

 

土地的被動性？主動性？ 

 

    上述闡述了人對土地的意識化作為，反應出各種人為意識化下的土地樣態，

而這些土地樣態又預設了人為的主動性以及土地的被動性。從本文一開始有關生

成連帶的土地情感，到經濟利益的物件化之土地意識轉化的討論中，我們便不難

看出近年來重大災難以及各種重大建設的爭論，大多已經開始反省到一昧追求土

地的開發或發展，讓許多的自然災難因為人為的過度開發而加劇，繼而造成更大

的傷亡。換句話說，天災難料，但人為因素使得災難叢生或加劇，卻似乎是可以

加以預防或避免的。而這種強調人為因素的介入而忽視土地本身的主體性，則是

另一個完全不同於前述兩種的土地意識。可以說，這是一種主張土地擁有主體性

的論述，反對人定勝天的開發趨向，大多視生態環境本身為根本著眼處，亦即人

是不可能離開其所生存的環境，環境才是決定人類能否活下來的最根本因素。就

此而言，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將之視為是一個有機體系，同時也是維持各種

生物存活的所在而進行探討。 

廖本全(2011b)對台灣土地徵收的擔憂即是明顯可見的例子。廖本全指出，

即便土地徵收是為了公共利益乃至是興辦各種公益事業，但若能仔細思維土地徵

收這件事，便不難發現其實任何需要進行土地徵收背後的動機根源就是要開發。

但何以開發這件事會讓人擔憂呢？其主要原因在於開發本身有三大疑義一直未

被正視，而這三大疑義最後都可以歸結到開發對環境的衝擊是否有整全的評估。

換言之，任何形態的開發，即使是出於公益行善乃是創造就業機會等等，除非能

確保整體環境的各個面向，不會因為開發而產生難以收拾的後果，否則任何開發

本身對環境的影響都是需要被誠實地探討，甚至挑戰其開發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事實上，廖本全的關懷從2010年〈吞食土地的野蠻遊戲〉到2011a年〈以發

展之名：區域性發展條例的危機〉可以清楚地看見。而任何土地的開發案，姑且

不論資本家以利益為優先考量，在他所列舉的例子中，其實更多的時候是反應出

的是政府中央機關以及地方縣市首長對於土地規劃與使用的價值觀。而此價值觀

其實無不是在吞食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他以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為例說明，該地

區地土地是台灣中部重要的農業和休閒觀光地區，但因為中部區域計畫的設置卻

仍選在此處。可以說，是政府中央機關以及地方縣市首長對土地的意識化方向，

也就是廖本全所謂的價值觀，並不以農業和休閒觀光做考量，而仍以科技產業發

展為主要考量，而犧牲人們賴以生活最根本的土地。 

    同樣在美國也早有不少環境保育人士，提倡各種保育環境的方式，例如：

Adamson在(2010)〈回家吃飯：在全球氣候變遷時代下重新想像地方〉一文中，

便檢視了數位環境作家或環境保護的行動主義的論述，繼而提出為因應全球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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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所帶來的巨大影響，Adamson卻認為想找到一處可以全心投入環境保育的地

方，乃至在全球化的時代傳統定義下的地方是否還有意義等，皆是有待進一步再

討論的課題。也就是說，在全球化趨勢下，許多糧食作物區為因應能源問題，將

原本糧食作物加工後轉為生質燃料，而造成更大的環境課題，或者因為環境變化

所帶來的人群遷移現象，使得人們難以安住在一處等，都使得我們對地方的概念

需有不同的認知。 

    同理，土地亦如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影響下，土地不再被人們單純地視

為是生產糧食的根源，相反地土地的概念被視為商品，乃至國與國領土的界線，

或是人群分類的界線皆是如此。以台灣原住民部落為例，在各種土地調查或是直

接以開放原住民保留地為名所帶來的開發思維，不僅讓原住民保留地消失，更讓

以往某種與自然界守護連結的關係產生斷裂（顧玉珍、張毓芬，1999；Awi Mona

蔡志偉，2009）。換言之，在各種以經濟發展由的經濟基礎上，人們想盡辦法行

使各種土地的利用。但正是這種人為主動的開發思維，往往造成更大的環境災

難，而難以收拾。但細究之，土地乃至整個大環境看似被動地被開發，讓人們誤

以為可以控制各種不確定性的因素，從而取得人們想要的利益，卻忽視了其實整

個大環境自成一個環環相扣的體系，人們對土地的利用方式若是無法周全大環境

各種複雜的作用力之間的相生相剋關係，往往會反過頭形成另一種環境的改變，

而加劇各種不穩定的環境狀態一再出現。 

    以去年311日本海嘯為例，海嘯是天然災害，但海嘯沖毀核電廠以及各種建

造物，則是天災共伴著人為造作物，而這才是造成環境浩劫以及死傷之所以為大

的主因。同理地震亦是如此。土地乃至整個大環境看似被動地被開發，讓人們誤

以為可以控制各種不確定性的因素，從而取得人們想要的利益，卻忽視了其實整

個大環境自成一個環環相扣的體系。人們與土地的關係是無法獨立於大自然環境

而存在，而大自然裡則有著各種複雜的狀態在蘊生，當人們一味地對土地進行開

發，而非以生生不息的彼此關照方式對待，往往會加劇各種不穩定的環境狀態一

再出現。就此而言，土地看似被動，實際上卻又有某種因應大自然環境的主動性。 

換言之，看似被動無主體性的土地，在人們忽視順應自然環境的複雜關係的

作用力之下，經常以各種災難式的方式反饋，從而形成所謂的災難難民或各種不

同型態災難社會的出現。就此而言，土地並非完全被動的形態，相反地土地順應

人們利用的方式，而呈現出短暫人們所欲的樣貌，但這些土地利用的方式在長期

各種複雜的作用力之下，又會產生不同的變化，可以說土地在這層意義之下，呈

現出既是被動又是主動的樣態。 

 

結論--土地物件化與意識化的生成運動 

 

    本文主要探討在土地物件化和意識化的雙重運動下，生成各種看待土地的方

式，乃至延伸出各種使用土地作為的相互攀引、斷裂或連結現象。就土地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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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言，最明顯的現象為將土地視為是可計算價值的物件，並隨著資本主義經濟

理性計算的邏輯，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種一般常見的土地觀，亦即將土地

依照某種可換算成計算價值之物而使用之。可以說，將土地等同於可計算之物，

進而以市場交易邏輯運作累積資本，在這種物件化和商品化的邏輯下，土地依著

不同時代、不同所在位置以各種名義而被開發。這種將土地物件化而進入商品交

易邏輯已經十分普遍，以往對土地除了視之為是生產糧食的物質之外，同時也對

其帶有生成連帶的情感，而現今對土地大多數只剩下是帶來各種經濟利益流轉的

物件的認識。 

    除了明顯將土地視為是可計算價值的物件，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之外。被物

件化的土地還會與其他的人為意識化作用產生攀引現象。像是：土地也可以是被

意識化為人群區隔的所在地，此時土地因著不同人群使用的方式，而產生在同一

塊土地卻出現使用斷裂的現象。可以說對某一群人而言，土地除了是可以使用之

物以外，它還比物質性的存在多了精神性或歷史性的連結。但對於另一群人而

言，重點則在於土地物件化的可利用價值。就此而言，土地對某一群人而言，除

了提供生存的立基之處之外，同時又連結到具有神聖精神性或是歷史傳承性的所

在。但對另一人群而言，則完全無此神聖精神性或是歷史傳承性的連結，土地的

價值是可以被截斷為只有市場經濟衡量的標準，人與土地的關係是建立在物件化

與商品化上的連結之上，而與精神性或傳承性呈現斷裂無涉的狀態。 

    不同於被物件化的土地觀，有時人們對土地只有意識化作用，而無物件化的

基礎。此時，土地完全不以物質形態的方式出現，而是以人們懷念或想像的方式

勾勒出曾經存在或尚未成形的家園或烏托邦。土地作為記憶想像的空間，著重在

人們對土地的情感，而非對土地的物質性或物件性的探討或計算規劃，可以說土

地是以一種虛擬的方式作為記憶或想像的空間而存在。 

    最後，即便近年來因為天災所帶來的糧食危機讓人擔憂，但人們仍欲求著更

高經濟的發展，而不願意讓土地回復到薄利的實質作物生產，土地因而成為累積

資本炒作的物件化商品。或是因為興建各種廠房或各種建設，讓土地完全喪失生

產作物以及調節的功能。但土地並不總是以被動而可以無限制被開發方式存在

著，每每因為人為過度開發後所造成各種災難的出現，似乎讓土地呈顯出某種神

秘的主動反轉能力。舉例來說，當天然災害來臨時，原本具有調節功能的土地，

因為各種過多的人為造作物，例如不當的建設或是核能電廠的設置，在天然災害

來時反而引發後續更巨大的災難，像是：土石流或是土地的核汙染。亦即大量人

為的建設，讓土地喪失因應各種不確定性的能力，因此當天災帶來直接的災害時

往往不是最嚴重的傷害，而是因為天然災難共伴人為的各種作為，從而使傷害變

得更加嚴重。換言之，不當使用土地的方式，總在災難中呈現出土地的主動反轉

能力。 

    這篇文章主要是探究土地的物件化與意識化的雙重運動，並以此生成各種看

待或對待土地的方式，這樣的分析視角無不是為了說明何以各種土地的抗爭，或

是各種有關土地的課題，向來在人類社會中皆是相當複雜且富於辯證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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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有關台灣土地的相關課題，除了因應在地不同時期和各種經濟政策的影響，

而有不同的樣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產業全球化的相互影響，乃至氣候變遷的環

境交錯之下，土地議題要能窺其全貌乃至找到合適的解決之道，似乎都不是件容

易的事。換言之，土地的複雜性以各種不同向度在擴延，而本文則以土地的生成

運動嘗試描繪其當前的各種可能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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