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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得以完成，我首先感謝政大新聞系過去十年對我的寬

容與支持。過去十年正逢傳播典範隨全球化與網路化而劇變之

時，社會學出身的我常常無法體會傳播學者焦慮的地方，謝謝

同事寬容我的遲鈍。更謝謝本系及傳播學院優質的研究生，即

劉蕙苓（現已是教書同行）、游任濱、劉倚帆、謝政育、杜綺

文、黃柏堯、黃國庭、陳彥廷、林佳弘、及張金煉，沒有他們

爬梳文獻，整理訪談錄音，本書不可能完成。

學術專書的成形，需要研究與出版上的資援與獎勵。所

以，我必須接著感謝現在改名科技部的前國家科學委員會，謝

謝它從 2006年中到 2012年中提供足夠的研究補助，供我們師

生完成三個社群的資料蒐集；而在蒐集過程中，我特別感謝洪

德仁、徐忍川、及張和風諸位先進的協助。在出版方面，本

書的經驗資料及初步構想散見在學術期刊（《社會科學論叢》

2008，2(1): 127-164；《新聞學研究》2009，100: 57-100；《文

化越界》2013，1(9): 1-42）及國內外的研討會上。對每一位評

論過作者論文的同業，我致上最高的感激。這本小書可以說是

在回應他們滿無情的指責下，重新蒐集資料、思考、寫作並一

改再改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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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籌備本書的八年間，每一位都身

體健康、生活和睦，使我沒有後顧之憂，學期間可以六點就上

工，在沒有電話、沒有人聲的環境中自在工作至少三小時。尤

其要感謝太座，她從女性角度看到的人際關係，從來令我驚訝

並逼我深思習而不察之處。因此，也才會出現本書第四章對跨

國婚姻中女性的研究，並藉此完成部分我在十三年前出版第一

本書時的許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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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在 2001年出版了第一本小書《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

之後，就開始尋找第二個中程的研究計畫。那時只有懵懂的兩

個想法：一方面認為在時序上應該離開日據台灣的範圍，著眼

現代的台灣研究；另一方面則對前書中大量使用的後結構與後

現代社會理論滋生困惑，懷疑它們真有幫助自己進一步了解台

灣在日本占領下的社會真際。

現在展現在讀者面前的第二本小書，應該說是具體回應了

原先模糊的想法。首先，透過台北藝術大學劉蕙苓教授從 2004

年起引介我認識社區總體營造，我跟研究生開始在國科會計畫

的支援下，以北投、大溪、及古亭「南村落」為試點，有系統

地參與式的觀察三個社區如何在內政部與台北市府的經援下，

展開內部更新的工作。當然其間有捨棄「南村落」而取兩岸的

「獨立樂團」，再捨獨立樂團而代之以台、馬之間的跨國婚姻

群的決定，那是因為在研究途中，我的教學逐漸發展出對全球

化下的「離散」社群乃至在台灣的所謂「外籍新娘」的興趣；

也因為帶入跨國婚姻的觀察，使我可以把大溪、北投、及台馬

婚姻各自要完成的社群目標，即繞境敬神、環境優化及家庭和

諧，放在從傳統到現代，再到後現代（或稱全球化時代）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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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軸上來了解，也就是分別視為代表傳統、現代以及後現代的

社群。

其次，因為體會到大部分的後學理論者，除了 Foucault之

外，幾乎都不曾動手動腳找資料，他們難免受到為理論而理論

或視理論為美學創作之譏。所以在本書中，我回到把對三個社

群的觀察視為檢驗所謂互信模型的 14個假設的證據之老路，

姑稱為是回到「新」實證主義的路徑。以質性證據檢驗假設如

何能稱為是「新」實證？我的理由奠基於 Luntley （1995）這位

不太出名的哲學家的一本小書。書中認為後現代理論至少提醒

我們，實證主義教我們唾棄日常語言轉而相信數學語言描繪的

宇宙真理，只因為後一語言的意義是自足的；它不容許在運算

中得出不同的歧義。這樣的實證主義 Luntley認為是無法用來

理解人文社會的，試想人際的受想行識或悲歡離合有多少是出

自日常語言造成的「誤會」？進而言之，Darwin的演化論與

Smith的國富論不都是用當時洗練的英語寫的，看看他們所創

始的學門在 20世紀所造成的波瀾！既然本書是用許多的小故

事來驗證理論，參酌 Luntley之說我只得說奉行的是新實證主

義。

最後，我想回答我的研究生看完本書初稿提出的問題：如

何定位本書，即這本書寫給誰看？我的就業經驗使我很難成為

堅守本位的社會學者，加上意志不堅使我常常遭到廣泛學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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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議題的吸引，本書就是明證。如果只限於圈內人，我會希

望至今相信演化作用於人文社會的社會學者成為讀者；但就像

本書結尾處所言，我更希望這本小書能夠得到腳踏實地、為社

區打拚的人的眷顧。

方孝謙
2014.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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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仍然是產生信任、歸屬感，並使人類邁向已訂目標、

參與集體行動的重要組織形式。

Brydon and Coleman, 2008: 5

在 Brydon與 Coleman為加拿大卑詩大學的全球化系列

叢書合編的《重新議價社群》中，他們開宗明義把編完全書

的心得寫成上述引言。句中的「仍然」顯示編者認為像社群

（community）這麼古老的人群集合，在全球化或者有人慣稱後

現代的今天，依舊承擔使人互信、互賴並為集體目標而共同行

動的功能。本書的重要主旨之一幾乎可以用同一引言表述，不

同的是我們不讓從社群到信任再到集體合作的因果關係停留

在「心得」的層次。我們要用一個脫胎理性選擇論（rational 

choice）的互信模型，論證社群的面對面溝通特徵如何透過形

成內部的互惠規範與成員的名聲，影響到社群成員的行動與合

作結果；並用三章的篇幅，以可代表從傳統、現代、到後現代

典型的三種台灣人社群，去檢驗由互信模型導出的命題孰偽孰

真。

而為了帶出本書另一主旨，本章將從學界歷來有分人群

組合為傳統型、現代型及後現代型等問題意識說起，著重在

當下正逢現代型社會關係轉型為後現代型之際，學者如何分

以循環型與直線型方式立論。在討論直線型立論之處，我們

特別舉出 Luntley和 Corlett兩位哲學家，如何建構後現代自

我與社群觀念，以導出本書的理論框架乃攸關由自由主義

（liberalism）推衍出的理性選擇論與由MacIntyre所代表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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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communitarianism）之爭論的背景。接著，在第二節中

詳論MacIntyre的美德社群觀。在定義美德社群為「其共善由

肯認依賴的美德所滿足及維持的人群組合」之餘，MacIntyre

強調他與理性選擇論者的社群觀不同之處，在於對善的定義、

對社會關係的分類、對信任和合作是美德還是關係的看法、以

及對施受規範的性質見解不同。本書另一主旨正是希望透過大

溪、北投及跨國婚姻的真實社群資料，釐清這四點差異。

一、後現代社會關係？

熟悉古典社會學的人，不會對傳統與現代社會差別的

問題意識感到陌生，也很容易聯想德國社會學者 Tönnis

（1855-1936）用了 gemeinschaft（社群）和 gesellschaft（社會）

兩個概念，去形容兩種社會中不同的人際關係。沿續 Tönnis

的二分法，20世紀 50年代美國社會學者 Parsons等人（1965）

用五對「模式變項」（pattern variables）去形容兩者的社會關係

在五個層面上的不同：在社會關係的功能上，社群注重全面功

能（如家族關係可以包含生產與分配關係），社會則注重特殊

功能（小家庭關係完全與經濟關係脫鉤）；在情感層面，社群

注重情感流露，社會則注重情感中立；在規範層面，社群注重

規範的特殊性，社會則注重規範的普遍性；在所欲達成目標層

面，社群注重個人天生屬性（如因嫡長子而繼承），社會則注

重個人的表現（如白手起家）；最後，在關係取向層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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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集體取向（集體利益優先），社會則注重個體取向（個人

利益優先）。在 Parsons等提出的理論又過了半個世紀的現在，

不管人們稱之為「後工業」、「後國家」或「後現代」時代，當

下的社會關係是否因為交通、傳播與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而在

本質上又突破了社會式關係的樊籬，已經成為學界新的問題意

識。

略看學界對後現代社會關係的立論，很快可以發現有直

線型與循環型論者的差別。所謂直線型論者吸取 Parsons的精

神，而認為本質上迥異現代社會的後現代社會關係召喚著全新

的概念與理論；相對的循環型論者則認為，過去分析社群式社

會關係的概念與理論有許多可以套用在後現代社會的研究。讓

我們先舉兩位循環型學者的例子。

法國社會學者Maffesoli（1996: 21-27）認為，當下從鄰

里、友朋網絡到網路聊天室各色團體所表現的社會關係，可以

用新部落（neo-tribe）來形容。而新部落與早期基督教社群不

但在本土的成員身分、特定空間、及團結機制方面若符合節，

更重要的是兩者都顯露集體對一神聖中心（上帝或魅力領袖）

的仰賴與妥協的過程。這是回頭從分析傳統社群取經的一例。

另一例則可從日本社會思想學者山崎正和（2008）的近著中

看出。在著作的結尾處（2008: 271 & 289），他先感慨現在的

「全球化⋯⋯是一個使社會關係解體的過程」，接著提出解決

方案：在「不可克服的風險社會⋯⋯應當以能夠與之並存的另

一種社會作為避難所，毋須多言即可知道，這樣的環境就是社



006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交社會」。日語漢字所謂的「社交」，和英辭典把它解為 social 

relationships，就是社會關係。而山崎（2008: 13-22）認為社交

具有四個結構性的特徵：它維持著不即不離的關係；受到特定

時空的限制；乃表演禮儀規範的即興劇；而遵從禮儀的行動需

要抑制感情或意識。最後，他（2008: 196）認為與社交關係匹

配的其他社會體系元素有禮物經濟、城邦政治與文化禮俗。它

們合組為社交社會而相對於由生產分配、國家政治、組織關係

與文明禮俗所組成的（現代）社會。簡言之，山崎主張前現代

的社交社會，即 Tönnis的社群，可作為風險社會時代的避難

所。雖說以上二人的立論屬於循環型，但從他們重複提到的特

定（時）空間、規範與團結等特徵可以推知，他們其實更致力

於發覺經傳統、現代、後現代的變遷而屹立不搖的社會關係元

素。

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學者投身發展直線型的後現代社會關

係理論。社會學者中提倡風險社會的 Beck，以及主張網絡社會

的 Castells已是耳熟能詳。1讓我們轉而舉出兩位哲學家 Luntley

1 Beck與Castells可以說都師法了Parsons的故智而分別提出他們對現代
與後現代社會特徵的看法。Beck（2004: 21-23）分稱兩種社會為第一
現代與第二現代。他認為前者的特徵為民族國家、科層組織、工業化

與勞動；而在第二現代轉變為全球化、個體化、風險社會與多樣化活

動。Castells（2001: 184-198）則使用工業社會與網絡社會的名稱，
而指前者的九大特徵為工業廠房、大型企業、理性化的官僚制度、逐

步消失的農業人口、大規模都市化、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大眾媒體

興起、全國與國際性交通網的建立、及毀滅性武器的發展；後者則

有經濟建立在網路上，工作被個人化，文化表現在真實的虛擬（real 
virtuality）中，政治以納入或排除媒體符碼方式與媒體互動，改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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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和 Corlett（1989）的例子，因為不但他們對後現代社

群的看法較特殊，同時他們隱約地也都拿 Tönnis的社群與社會

對應政治哲學中的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而後文中會談到，以

MacIntyre為代表的社群主義（下一節）和以理性選擇論所代

表的自由主義（第一章）的對話，將形成本書用經驗資料發展

社群想像—特別是社群成員如何互信以達成集體目標—的出發

點。

Luntley（1995: 178）認為就自我（self）與社群的關係而

言，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執集中於 (1)要用集體或個體

的角度看待自我？以及 (2)在集體中是善（the good）優於權

（the right）或是權優於善？

一方面，像 Rawls的自由主義因為不從歷史傳統看待自

我，所以設想這一自我先於人生目標而存在；自我擁有這些

目標而非它由目標所構成；自我理性選擇這些目標而非它於

人生過程發現它們（Luntley, 1995: 172）。因此，Rawls的自

我三特徵設想出一個既無牽掛又無社群歸依的孤獨生人（lone 

stranger）。而像 Sandel的社群主義設想的則是一情境自我

（situated self），它以擁有歸屬感為特徵，意謂它總是隸屬一個

時代、一個文化、一個種族或一個團體。所以，Sandel設想的

是部分由人生目標所構成的自我，而這些目標總是定義著什麼

是良善的生活（the good life）。換言之，情境自我天生為某一

們運用時間與空間的方式，及民族國家採納網路的結構與運作方式轉

化自己成為「網絡國家」等六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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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成員，它由該傳統所界定的善陶冶而成。如果說，情境

自我克服了 Rawls的自我三特徵，那麼它掉入的另一個陷阱就

是相對主義，因為如果只有我群的傳統決定什麼是我的良善生

活，我對任何陌生人認為好的生活將無從置喙，只因她的傳統

有別於我。

另一方面，因為社群主義堅持傳統的善陶鑄自我之說而墮

入相對主義，自由主義可以反擊說，由孤獨生人依據理性所選

擇的個人權利如自由、財產或追求幸福，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的普遍道德，也就是說權優於善。這當然迥異 Sandel主張的善

優於權。

針對以上兩個爭執點，Luntley（1995: 182-184）想汲取後

現代主義思潮加以化解。所以，他主張化解之道繫於提升情境

自我使它不墮入相對主義：首先，關鍵在於理解歸屬感的本身

而非歸屬的對象，因此他認為要反對孤獨生人的極端個人主

義，「我們並不一定要援引社群」這樣的概念；其次，我們不

需要強辯是善優於權，而是把情境自我理解為天生具有喜愛

（attach）他人的能力，並能從喜愛中開展出生活的意義。但

是，到底要怎樣構思才能化解爭執而使情境自我具歸屬感並有

良善生活？ 

在承認他重構的情境自我「最需要再仔細斟酌」（1995: 

xv）之餘，Luntley真正提出的化解之道，是定義情境自我

為：能以實質理性（相對於孤獨生人的經濟理性）衡量傳統諸

規範所設定的自我觀念與自我價值，進而發覺自我的故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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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narrative, 1995: 189）之個體。他認為這一改良的情境自我

能夠超越集體或個體自我以及是善或是權的爭執，而成就後現

代無需訴諸社群的自我觀。而在這一新定義當中，所謂實質理

性表現在它有歸屬感，或反面來說它能感受其他成員對它的背

叛，但是這一歸屬感是介於自由主義的算計歸屬（如對俱樂部

成員的感情）與社群主義的傳統歸屬之間；換言之，這一以實

質理性為基礎的歸屬感具備審議（deliberate）及衡量由團體規

範定義的幸福人生，究竟是否適用我的人生故事的能力。重構

的情境自我因此是由實質理性審度我為何及如何歸屬的過程中

開展出的人生故事；關鍵是我有透視人性良善、人生目的及生

命因何值得珍惜的悟性，也就是實質理性。

後現代的人是否成為只要有實質理性而毋需社群的自我頗

堪懷疑，但是 Luntley重新定義的情境自我以及諄諄教誨的實

質理性，其實與社群主義另一大將MacIntyre的「敘事性自我」

（narrative self）有甚多雷同之處，我們留待後文澄清。

最後，讓我們檢驗 Corlett視為後現代特色的「無中心目標

社群」（community without unity）的概念。在這樣的社群中成

員互相服務而不存在宰制關係，只因為每一個人視自己的服務

如送禮之原意乃是免費而自發。Corlett的後現代社群觀是依照

哲學家 Derrida質疑人類學者Mauss所言的「禮物經濟」來發

展的，因為他相信 Derrida還原送禮之原意的主張，足以擺脫

傳統政治哲學不是以自由主義就是以社群主義定義社群的二分

法（Corlett, 198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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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ss（1967: 1）是這樣形容「禮物交換」的：「理論上說

〔這一交換〕是人人自動自發，不在乎一己好處，實際上卻是

身不由己的義務且充滿自我利益。」引句的解讀之一是Mauss

似乎認為「禮物經濟」只是在「市場經濟」上加上了集體套牢

個人身上的義務而已，兩者差異不大。

但是如此解讀Mauss引來 Derrida的質疑：禮物的收或授

如果牽涉義務與自我利益，那這行為服膺的就是貨物交易的

原則，而非送禮的本意—免費且是自動自發（“free”, 趙星皓，

2004: 89）。Derrida 提到真正的禮物應該就如亞伯拉罕以心愛

的兒子獻給上帝，因為上帝是與凡人完全迥異的他者，亞伯

拉罕的獻禮就不可能是為了「交換、回報、流通、或是溝通」

（趙星皓，2004: 93）；他處 Derrida 還提到真正的禮物是「寬

恕」（for-give, 字面上也有「為了給而給」之意故相通於送禮本

義），即容忍甚至正面歡迎他者大大小小與我異質之處。

在 Derrida還原禮物之意影響下，Corlett（1989: 207-208）

試圖建構他的無中心目標社群。在這一社群中，他認為不但成

員彼此提供免費而自發的服務，並且每一個人的舉止也樂於被

社群的慣行（practice）所決定，因為服務彰顯的是每一個人異

於他人的技能，而個人之「異」，即她的獨特性則在大家依社

群的成例（「同」）不斷提供的服務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對

個人於社群中的異同交織，Corlett（1989: 214）用他形象化的

語言形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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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的禮物無法事前計算，在理性的主體決定送禮前

禮物就已經易手。〔就像〕沈浸於做愛的夫妻會⋯⋯

讓他們的身軀決定誰是授者與受者，決定主體的身

分，甚至決定禮物的命運。免費的禮物以中和男性與

女性的兩元對立彰顯多元的差異性。

Corlett寬容差異的社群觀，一如 Luntley的情境自我，具

有提供新概念以分析後現代世界的長處，但也同樣具有純出理

論臆測，缺乏經驗檢證的缺點。所以，可以想見如果要期待團

體成員之間總是提供 Corlett所稱許的服務實在強人所難，連以

色列共同生活的集體農場（kibbutz）還是無法擺脫以貨幣購買

服務。

總之，不管是對後現代社會關係的循環型立論，思欲發覺

經社會變遷而恆在的關係元素，或是如直線型立論所做，在建

構適用新時代的概念理論，前人的耕耘都為本書的目的打下

了基礎。這一目的就是：在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對立框架

之間，或更明確的說，是在自由主義推衍出的理性選擇論與

MacIntyre的社群觀之間，利用三個台灣人社群的經驗資料，

找出如循環型論者所追求的構成社群凝聚的元素。我們將發

現，這些元素包括名聲（reputation）、互惠（reciprocity）、互

惠規範（norm）以及信任（trust）；是這些元素的因果鍊索，

特別是非正式的互惠規範不但能夠協調成員的利益，也內化其

心成為生活意義（得到名聲）的泉源，而造成不同時空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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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都能集體合作，完成目標。

二、MacIntyre的理念型社群

自英國移教美國聖母大學之後，MacIntyre出版的第一本

書（1984）與上世紀的最後一本書（1999），其實蘊含了他對

以美德（virtue）為本之社群的完整想像，我們可以稱之為符

合Weber理念型方法論的社群建構（詳後）。有人形容他的美

德社群理論乃「懷舊式」（Dunne, 2002: 353），卻是與英、美

蔚為主流的自由主義社群觀分庭抗禮之作，尤其是為針砭美國

學界盛行的理性選擇論而發。既然理性選擇論是構成本書第一

章之互信模型的理論源頭，我們有必要在此處詳析MacIntyre

所代表的社群主義社群觀（江宜樺，1998；Mason, 2000），

一則可以接續前文進一步把握兩種政治哲學對社群的不同看

法，激發更多對社群的理論想像；再則也可針對異同，特別是

MacIntyre與理性選擇論者在善、社會關係、何謂信任和合作、

以及對共善規範的歧見上，藉由本書後文對實際社群的研究加

以臧否，既而發揮本土資料與重要理論對話的功效。

MacIntyre討論社群就如同他討論所謂「敘事性自我 」的

理論（將在第四章中介紹）一樣，都是從實踐（practice）的

概念入手。他首先定義實踐為「人群任何整合而複雜的合作

性活動，在其中人們以奉行適合此一活動的美德標準來實現

活動內在的共善（internal goods），而活動結果則會有系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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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參加者追求美德的能力及對活動目的與共善的思索」（1984: 

187），其中美德意謂「後天習得的特質，當擁有並運用它時會

導引我們趨向達成實踐內有的善」；MacIntyre也引中世紀神學

家 Aquinas的說法指出「善」含有實踐所要完成之「目標」的

成分，當實踐結果超過預期目標，人們會稱讚我們達成的善為

「卓越」（excellence）（1984: 191; 1997: 240）。MacIntyre繼而

主張創造與維持人類社群就是一種實踐，一種與美德的運用特

別有（兩層）關係的實踐。也就是說，一方面是個人唯有在制

度化的特定社群中才能學會如何運用美德；另一方面則是運用

美德預含對社群中的政經議題持有特定態度，也可以說是政治

態度（1984: 194）。但是教導個人美德並要求她對團體內公益

之事抱有定見的美德社群究竟是什麼？

相較觸目可見的地方社群，美德社群同樣需要具有「小

規模」及「面對面接觸與交談」的必要條件才能運行（1999: 

142-145）。但再對照歷史學者或社會學者研究運行良好的社

群，無論是新英格蘭的漁民社群、威爾斯的礦工社群、或墨西

哥的農業組合，我們總可以學得三個教訓：形成政治態度所必

有之共享的審議理性（deliberative rationality，簡稱共享審議，

shared deliberation）運作絕非完美；但是這種社群內部的政治

也絕非一般民主國家的利益徵逐型政治，而是「共善的政治」

（1997: 239）；最後則是這種社群特重幼小及失能者的需求。所

以對比於普通的地方社群，美德社群不同之處一方面在於它有

一特殊的目標，即社員具合宜的慷慨（just generosity）德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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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社群「施受相通的網絡」；另一方面則是它具有完成特殊

目標的手段，即共享審議的程序，儘管並不完美。

而就美德社群的特殊目標而言，既然維持施受相通的網絡

才能真正落實幼小及失能者的需求，這一網絡建立的是社員之

間無計較的施予與感恩的接受關係，其中施與受的內容或價值

是無需比較的（1999: 100），而只有成員的施受行動同時具有

正義、慷慨，仁慈、憐憫等美德，這樣的網絡才能暢通無阻。

因為英語在此居然詞窮，MacIntyre才創出「合宜的慷慨」作

為這一肯認依賴（acknowledged dependence）的網絡中最需要

的美德。具有合宜慷慨美德的網絡表現出三大特徵：它所含的

社會關係要求我們付出感情（而不只是算計）去經營；它不限

於長期互動的社員之間也兼及照顧陌生人；而特別在憐憫美

德昂揚之際，它最關心的是成員中缺衣少食而具緊急需要者

（1999: 121-124）。

因為美德社群主要由施受相通的社會關係所組成，它要

運行就需要美德，而它要運行久遠則需要某種施受的規範

（norms of giving and receiving）；即對社群運行而言，美德與

規範都不可或缺。想想對待一個具可信美德的人，多數情況下

我信任他是因為迄今他沒有違反任何有關信任的規範（詳第

一章對互惠規範的討論），可是一個人可信一定是要表現在無

規範可循、而彼此必須互信的情況中，而唯有真具信任美德

的人才可託付我的信賴（1999: 110-111）。在這一個例子中，

MacIntyre明確把信任視為一後天習得的特質（正如他也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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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視為美德一樣，1997: 237），完全不同於我們在下一章中視

之為包含甲對乙做丁事有信心的三方關係。反之，如果只能運

用美德而欠缺施受的規範，不但我後來無法有效遂行我的施受

責任，成員之間更是在先前就無法有效審議如何分擔這一責

任；進而言之，施受的規範具有 Aquinas所云自然法的位階，

這種法規必然以理性為底而指向共善，也就是說施受規範是作

為社群手段的共享審議之產物。

作為社群創造與維持施受相通網絡的手段，共享審議包括

三方面，也可以說這三方面成為社群實踐其共善目標的三個條

件（1999: 129-130）：

首先，對於攸關社群的大小事情，社群必須容忍每一成員

理性判斷後表達的意見（詳本節後文討論理念型處）。其次，

一個視合宜的慷慨為主要美德的社群，它所產生的合宜規範

（norms of justice）必須符合運用這一美德的實際。最後，在社

群審議如何遵行合宜規範的過程中，社群的政治結構必須留有

餘地，讓有能力及無能力（指幼小及失能者）獨立思考的人都

能發聲。

MacIntyre進一步認為，能夠做到這三個條件的社群必然

事先已經接受了兩個前提：人有旦夕禍福、生老病死所以我們

必有失能與依賴他人時刻；因此，失能者的需求如何適當發聲

並加以滿足，是每一個人的利益所注，也構成了我們社群的共

善。

在分析過小規模、面對面接觸與交談、成員習得美德遵守



016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規範以維持施受相通網絡並落實幼小失能者需求的特殊目標、

及以共享審議三條件作為手段之後，MacIntyre定義他的社群

是在成員互賴及照顧弱勢的共識前提下，「其共善由肯認依賴

的美德所滿足及維持的人群組合。（1999: 135）」

最後，MacIntyre（1999: 113-117）並以他的社群觀對照

理性選擇論者的社群觀進而指出：後者認為善就是欲望得到滿

足。所以，我與他人的合作如果不考慮到他們各自要達到的善

就一定會以災難收場，結果是我因此也無法達成我善。顧慮及

此，如果合作要合乎理性，我們就必須有規範來束縛每一個人

極大化其偏好的欲望，即「每一個合作者要有理由說服自己，

由規範來束縛極大化並管理合作中的討價還價所帶給個人的好

處，多過於完全無束縛的好處。」這種以善為滿足欲望形成的

社群只能產生兩種社會關係：討價還價的關係（包括議價型合

作），及因同情而自願形成的關係。而理性算計者的道德所及

只限於議價型合作中的同伴之間，他不會去同情陌生人，遑論

其他物種。MacIntyre總結道，理性選擇論的道德觀必然前後

矛盾，而此不一致出在社會關係有，而且只有兩種的劃定上；

它是一種「意識形態」，毛病在於不知生活方式要維持下去，

一定要有更深入的施與受的社會關係存在；而從這種深度關係

中產生的施受規範，其實普遍存在討價還價與同情兩種次級關

係之中。

簡言之，MacIntyre與理性選擇論者社群觀的不同，來自

於對善的定義、對社會關係的分類、對信任和合作是美德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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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看法、以及對施受規範（或理性選擇論者習稱的互惠規

範）的性質之歧見之上。本書的主旨之一可以說正是要透過真

實社群的資料，釐清在這四點差異上社群主義者及理性選擇論

者孰是孰非。

在我們離開對MacIntyre的討論之前，我們應該說明為什

麼認為他的社群觀是一理念型的理由，以及我們對批評他的社

群觀是落後於時代之懷舊產物的看法。

MacIntyre的社群理論非常符合Weber提出理念型方法論

的三個要點。

首先，Weber（1949: 90）定義理念型概念為「一方面由

片面強調一種或幾種觀點所構成，另一方面也綜合由許多分

散、不連續、時有時無的具體個別現象而構成。個別現象透

過片面強調之觀點的安排，而成為統整的分析性概念。」而

MacIntyre則從亞理斯多德的美德觀點出發，安排從新英格蘭

的漁民社群到墨西哥的農業組合的實例，而得到社群乃「其共

善由肯認依賴的美德所滿足及維持的人群組合」的定義。

其次，Weber（1949: 92）認為定義出理念型的目的是要

「建構滿足兩個條件的關係，即一方面我們的想像力可接受這

關係是出自可解的動機，所以是『客觀上可能的』，另一方

面則是這關係從法則慣例上來看是適切的。」所以，客觀可

能性與因果適切性成為判斷理念型關係是否合理的標準。就

MacIntyre而言，他要建構的是一旦社群成員習得「合宜慷慨」

美德，他們的合作能夠完成社群維持施受相通網絡以滿足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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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求的共善這一層關係。而為了證成個體美德與群體共善的

關係，他從生物學裡找證據（1999: 24 & 82）：所以他說海豚社

群的共善是每一成員都能足食，而哲學家 Quinn則推導此一共

善就是海豚合作的「理由」，至於合作的基礎則是古希臘史家

Plutarch指出的海豚具有提供無私友誼的美德。

社交性動物（包括海豚與人）的群居生活讓每一分子習得

維持群居所需的美德，實踐美德帶來群居得以維持的共善，而

共善的實現使每一分子感到幸福（flourishing），從亞理斯多德

的倫理學傳統來看，這樣的因果推論是合理的。而同樣的因果

推論也可以用目標—手段的目的論來看，上文已提到美德會導

引行動者達成行動內含的善，而「善」又含有合作行動所要完

成之「目標」的成分，所以行動者出自美德相互合作，語言上

就可以表達成她的「動機」是為完成群體的共善。

最後，Weber偏好用理性的觀點來建構理念型，他說

（1978: 6-3）：「純然理性行動的建構⋯⋯就等於是社會學者的

理念型，它具有明白透徹、全無模糊的長處。拿實際行動來與

它相比，我們就可能了解前者遭到各種非理性因素如感情或錯

誤干擾之所在，因為一對照就可以解釋實際行動在那裡偏離了

假定純然理性應走的路徑。」而MacIntyre在說到以共享審議

作為社群創造與維持施受相通網絡的手段時，曾提出社群必須

容忍每一成員經理性判斷後表達意見的條件。理想上成員如何

透過理性形成她攸關社群共善的意見？MacIntyre（1999: 106）

解釋說，這一思考過程包括三個邏輯論式：首先，她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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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達到目的 X，應該以什麼行動作為完成目標的手段？」

回答第一問題會帶出第二個問題的論式：「如果要達到更大的

目的 Y，那麼 X是不是當下我們這群人應完成的目標？」這樣

追問下去，MacIntyre引亞理斯多德的話說，最後我們的判斷

必須完成在事關社群共善之原初前提的肯定上，其論式為「既

然共善 Z是如此這般⋯⋯」。所以亞理斯多德也說，實踐的

（practical）審議，即審議理性只涉及手段而與目的無關；這用

Weber的術語來說，就是共享審議的過程中，社群成員運用的

是一己的「工具理性」。

那麼即便證成了MacIntyre的社群觀是一Weber式的理念

型，那又如何？誠如Weber所言，它可以用來與實際社群做對

照，幫助鎖定在實際社群的歷史演化中造成它變成（譬如說）

「惡德社群」的因素。不過，我們藉助這一理念型社群概念，

正如前文所述，主要是用來對照理性選擇論者的社群觀，並在

本書的最後一章中以台灣的三個實際社群完成下列工作：評估

兩種觀點在善、社會關係、何謂信任和合作、以及對共善規範

的歧見上，何者勝出。

最後，針對有人批評MacIntyre的社群觀乃「懷舊式」

的，他應該多說說「具有真正共善的模範社群如何在超現代的

世界裡出現」（Dunne, 2002: 353），一方面我們可以依著理念

型的思維辯護說，MacIntyre自認為奉行的是「革命性的亞理

斯多德主義」（他反對人家稱他為社群主義者，1997: 235），因

此從美德的觀點建構共善社群，並輔以真實的歷史社群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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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不妥。而既是理念型概念，它也可以被用來發掘後現代

世界中存在的「亞理斯多德式社群」，只要後者趨近理念型的

四大特徵：小規模、面對面接觸與交談、共享審議社群共善

的手段、並以合宜慷慨的德性滿足社群失能者的迫切需求。

MacIntyre的社群觀並不需要窮盡經驗上能找到的所有社群類

別。

而另一方面，不管任何人要用後工業，後現代、甚至後美

德去稱呼 21世紀的現在，「懷舊式」的社群似乎也還舉目可

見。遠的不說，2004年我國內政部所擬經行政院通過，但至

今在立法院待審的「社區營造條例」第二條，把「社區〔群〕」

定義為「行政區內就特定公共議題，並依一定程序確認，經由

居民共識所認定之空間及社群範圍。」依此定義，由集合住宅

組成的大樓並有經報備、定期開會的管理委員會者就是一個社

區，而除了共善的目的（其一為滿足社群失能者的迫切需求）

之外，這一定義涵蓋了MacIntyre社群觀的其他三大特徵（當

然，像「守望相助」還是可能成為共善）。不寧唯是，行政院

從 1994年至 2007年間編列了 900億以上經費推行的「社區總

體營造」及「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詳第二章），就是希望以

有管委會特色的「懷舊式」社群作為民主公民社會的基礎。

MacIntyre的社群觀並不過時，它作為我們探究台灣可分

類為傳統、現代與後現代的三種社群的起點，也正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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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書結構

本書除首章為緒論、末章為結論之外，其餘分為一至四

章。

緒論從西方學界歷來有分人群關係為傳統型、現代型及後

現代型等問題意識說起，著重在當下正逢現代型社會關係轉型

為後現代型之際，社會學者及哲學家如何分以循環型與直線型

立論方式，一方面主張後現代型乃傳統型社會關係的再生，另

一方面卻主張後現代型乃迥異前代，召喚全新分析概念的現

象。在討論後一直線型立論之處，我們特別舉出評論政治哲學

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兩位哲學家，Luntley和 Corlett，如

何建構後現代自我與社群觀念，以帶出本書的理論框架乃攸關

由自由主義推衍出的理性選擇論與由MacIntyre所代表的社群

主義之爭論的背景。接著，在第二節中詳論MacIntyre的美德

社群觀。在定義美德社群為「其共善由肯認依賴的美德所滿足

及維持的人群組合」之餘，MacIntyre強調他與理性選擇論者

的社群觀不同之處，在於對善的定義、對社會關係的分類、對

信任和合作是美德還是關係的看法、以及對施受規範的性質見

解不同。本書正是希望透過大溪、北投及跨國婚姻的真實社群

資料，釐清這四點差異。

第一章繼續申論MacIntyre所反對的理性選擇論社群觀。

利用該理論所累積的豐富文獻，我們首先以囚犯困境與獵鹿兩

個遊戲說明它們構成人群合作的最低與最高限度，而指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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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夠觀察到的社群合作大抵都落在這兩極之間。其次，我們

整理出所謂 Ostrom- Hardin互信模型（圖 1-1，頁 34），清楚

陳述可以面對面互動的社群，如何透過名聲、互惠規範及互惠

策略等機制的作用形成社群內的互信，進而使社群成員能夠合

作以完成社群的集體目標。接著，從該模型中導出 14道可以

經驗資料檢證的命題，並分成互惠模組（3命題）、名聲模組

（4命題）、權力模組（5命題）及其他等組。這些模組一方面

可更細緻的與MacIntyre的社群觀比較異同，另一方面也可直

接接受三個經驗社群的檢證。

以下三章的檢證資料都出自 2006年以來的深度訪談與歷

史文獻的搜羅。

第二章開始經驗社群的檢證。我們以大溪環繞農曆 6月 24

日關帝誕辰而形成的常態遊行組織（當地稱做社頭，共 33社）

作為傳統社群的代表，探討在近百年的誕辰慶典中，社頭如何

年復一年凝聚物力與人力完成以敬神為目標的繞境遊行（表

2-1，頁 112）。我們一方面發現，互惠模組的命題能夠解釋社

頭與其管理層之間最多的事例，名聲模組的解釋力次之，而權

力模組的解釋力則再次之。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大溪事例能

夠修正原來分屬互惠模組與名聲模組的兩個命題。

第三章以北投 38處社區發展協會及 4個公民團體作為現

代社群的代表，我們分析這些社群如何在橫跨 20與 21世紀的

十多年以來，依違於政府實施的社區營造計畫之間，而仍然致

力於改善社區環境。通過經驗分析，我們首先駁斥了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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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發言人所云，「參與公共事務能夠凝聚共同體意識」的

說法。因為經由社區營造引入政府資源，原想帶動地方人士積

極介入公共事務，可是為了寫計畫競爭資源卻使得利益衝突成

為破壞共同體意識凝聚的最大障礙。其次，與互信模型對照結

果（表 3-2，頁 158），我們發現北投社群的微觀經驗最適用權

力模組的說明，再來則是名聲模組。而十幾年的社區營造經驗

卻幾乎沒有產生什麼非正式的互惠規範，使得互惠模組完全不

適用於解釋北投社群的情況。

第四章分析我們分別在吉隆坡與台灣北部訪談的 33個由

跨國婚姻組成的離散（diasporic）家族，這是我們後現代社群

的代表。本章中我們再次向MacIntyre取經：利用他的「敘事

性自我」結合「敘事認同」概念作為分析工具；即以它們提供

的插曲、情節、特定價值、及結尾等四個範疇來摘要受訪女性

的 33段故事。隨後我們以摘要經驗檢測互信模型（表 4-6，頁

204），發現離散家族透過兩情相悅、嫁雞隨雞、家庭和諧、夫

妻就業、金錢管理、兒女教育等特定價值形塑了華人的互惠、

名聲與權力規範；進一步我們並發現在這種互惠規範中，以兩

情相悅之價值為基礎的婚姻似乎令女性傾向對丈夫施用「以德

報怨」，而對婆家則施以「以直報怨」的策略。

最後，在結論中一方面我們據本書的經驗分析，回答

MacIntyre與理性選擇論者在社群觀上的四點歧見如下：我們

會同意MacIntyre所說互惠不等於交換等價恩惠，但不同意施

受規範作用於社群的深層結構；對社會關係則偏向接受理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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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論者的市場與同情分類，但進一步認為兩類關係通常並存為

所謂「討價還價型合作」；對信任和合作的定義則認為，如果

撇開是美德或是關係之字面上的歧見，MacIntyre與理性選擇

論者的社群觀對產生信任的理由其實有高度的共識；最後，對

善的定義我們傾向讓獨善與共善並存，且呼應市場與同情並存

的兩種關係而確認全書的分析目標，就是日常生活中社群成員

的議價型合作。

另一方面我們則將表 2-1、表 3-2及表 4-6彙整為表 5-1

（頁 212），藉以綜論以三個台灣人社群檢驗 Ostrom- Hardin

互信模型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結論是：互惠模組加上「規

模 150人左右的社群，透過成員名聲與互惠規範、互惠策略

產生的互信，足以克服搭便車，合作完成社群目標」的命題

（H09），才真正回答了「社群成員為何互信」這一貫穿全書的

主要問題，因為他們在非正式的互惠規範下，不但據以協調彼

此的利益，也內化那規範成為生活意義（守規範而得名聲）的

泉源。 



互信理論模型

一、兩個遊戲

二、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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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章討論過美德社群的理念型之後，我們要從「小團體

的成員愈能彼此信任，他們就愈能相互合作以完成團體目標」

的常識出發，援引社會科學的相關文獻，尤其是理性選擇論與

博弈論，在本章中證成一個可以解釋合作行為的互信理論模

型，並與美德社群做比較。一旦這一模型在握，我們就可以在

未來的篇章中解釋繞境陣頭（傳統社群）如何持續百年時間、

社區發展委員會（現代社群）如何打造優質環境、以及跨國婚

姻下的夫婦（歸為後現代的離散社群）如何追求家庭和睦，也

就是解釋三種社群成員追求其目標（或MacIntyre所謂的共善）

的合作行為何以出現，在什麼樣的條件及因果機制作用下出

現。而為了演繹出這一模型，本章必須先釐清小團體、名聲、

互惠、互惠規範、信任、與合作這幾個概念的意義及其相互關

係。最終，互信模型會主張名聲、互惠、互惠規範是影響信任

最直接的因素；而信任帶來合作。

這一模型中，合作的意義乍看下也許最易說明。它指的是

團體成員為實現團體目標（如恆久繞境、優質環境及家庭和

睦）而互相配合協力的行為。1 協力合作的良窳可以透過目標

1 
生物學界定個體會與其他同類個體合作的條件為βb＞ c，其中 c為該
個體為合作自己付出的成本，b則為其他個體因 c合作而得到的利益，
β則泛指統計關係中的迴歸係數：它可以是預測親兄弟合作的基因係

數（=0.50）或堂兄弟合作的係數（=0.25）；也可以是預測小團體中下
次遇見同一成員的機率。（Henrich & Henrich, 2007: 50）生物學說明同
物種間的合作，是以「自私的基因」為基礎，即基因促使同類生物合

作是因為合作行為會增加基因本身生存的機會（Dawkins, 1995: 7），
而這一合作的條件就具現在βb＞ c。可惜，我們未來篇章涉及到的人



028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的完成程度來觀察，而合作本身則由小團體、互惠、名聲、規

範及信任等原因來解釋。合作是互信模型要解釋的依變項，也

就是通常所說的結果。

在進一步釐清這幾個合作原因之前，也許我們可以稍事

介紹「囚犯困境」與「獵鹿」這兩個由博弈論導出的遊戲模

型，因為此二模型已經成為所有從理性選擇觀點討論信任與合

作文獻的基礎。為了使「囚犯困境」跟本章要證成的 Ostrom- 

Hardin互信理論扣緊關係，我們先把這一遊戲運用在不涉及數

字的「公共場合失火」情況，也就是把這類事故置於「定序」

（ordinal）層次來討論。2 隨後再以涉及數字（「定比」層次，

群合作行為，因為是質性資料很難正確估計其β、b與c的數量，所以
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是透過團體目標的完成程度來判斷成員合作的高

低。
 
最近行為經濟學者與心理學者（Bowles and Gintis 2011; Tomasello, 
2009）透過他們的實驗室證據，開始論證人類固然有以「自私基因」
為基礎形成的「協力型」合作（collaboration, 又稱mutualism），但
是人腦處理資訊方式的演化，也塑造人有「社會偏好」動機（social 
preferences），而在必要時使人會不計利害出面懲罰破壞團結的人，
也就是表現所謂「利他型」合作（altruism），即帶給行為者淨損失的
行為表現。經濟學者證實「利他型」合作者的存在當然嚴重挑戰自家

「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理論預設，但也顯示他們會逐漸擁
抱「社會人」—認定互動結果可改變參預者的思與行—的預設。不過就

本章以下要討論的諸家學說而言，既然大體上他們都接受「經濟人」

與「理性選擇論」的前提，我們所論及的合作大部分情況下仍以「協

力型」合作為主（參見後文對Tomasello實驗的討論）。所以，不同於
MacIntyre認為合作是人在群體中習得的美德，本書傾向接受合作是有
基因基礎，並在人群關係中受制於規範、名聲與審議理性（表現在互

惠策略）的協力行為，也就是MacIntyre所稱的「議價型」合作。
2 1986年秋季已故社會學者 James Coleman首先在課堂上使用本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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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的「獵鹿」遊戲本身進一步定義合作。這兩個遊戲標誌

了合作者之間從利益完全不一致（囚犯困境）到完全一致（獵

鹿）的兩極，而經驗上看得到的各種合作（包括後文所分析事

例），則是介於兩極之間各合作者利益折衷妥協的結果。3

一、兩個遊戲

（一）囚犯困境

像 1995年台中衛爾康餐廳大火造成 64人死亡這種公安悲

劇，似有一個特徵：在公共場合的大門或逃生口處發現最多的

死者。顯然，很多罹難者在喪生火吻之前，已因逃生踐踏而或

傷或亡。為減少這種悲劇的復發，「囚犯困境」可以重建火苗

初起的狀況，而提出增加逃生機會的建言（見表 1-1）。

目睹火影乍現的任一人（稱為甲，現場中的其他人統稱為

乙）似有兩種選擇：循序撤走（慢）或拔腿就跑（快）。因為

甲的逃生動作必然與乙的行動發生關連，我們可以模擬可能發

生的關連如下：

3 
從MacIntyre的角度看，這些當然都是議價型合作，因為合作者不是從
感情出發，而是隨時都在比較參加合作與否何者帶來更大的利益（即

偏好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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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囚犯困境」模型用於模擬「公共場合失火」情況

乙

慢 快

甲
慢 X, X’ Z, W’

快 W, Z’ Y, Y’

對甲而言她在起火之初面臨的四種關連是：我快逃時別

人慢走（即W）；我慢走時別人也慢走（X）；我快逃時別人也

快逃（Y）；我慢走時別人快逃（Z）。只要甲愛惜生命，理性

選擇論的觀點認為她會把四種關連依最想要到最不想要的等

級（即不同偏好）排序如下：W> X> Y> Z。再從乙所代表的

任一人的觀點來看，只要他愛惜生命，面對四種關連他的排序

也一定是W’> X’> Y’> Z’。既然兩人的排序系列完全相同，我

們就發現在火場中的甲，不管乙做或慢或快的反應，她最終會

決定拔腿就跑，因為W> X（當乙選慢走時）而且 Y> Z（當乙

選快跑時），即快跑使她不管乙做何反應都得到較想要的逃生

機會；同理乙也不管甲的反應如何，他也一定拔腿就跑，理由

一樣是W’> X’而且 Y’> Z’。正因為為了求生，每一個人都不

管其他陌生人的反應而選擇快逃，最終結果（即 Y, Y’的組合）

就如同我們開始討論時所說，正是大多數亡者死於在逃生門附

近的踐踏，亦即個體完全不顧及他人利益的理性選擇最終導出

集體最慘的悲劇。

但是「囚犯困境」的邏輯另外指出一種組合可能，X, X’，

即每一個人都循序慢走到最近的逃生門。這一維持相當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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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一定比所有人選擇快跑的 Y, Y’提供更高的逃生機會，儘

管對甲個人而言選 X還是不如選W好。

組合 X, X’的出現告訴我們三件事情：配合他人而選擇

慢走是合作以逃生的行為；大家選擇合作就勢必要放棄個人

原先的最佳選項（W），即合作在常態下意謂妥協於次佳選擇

（Pareto-suboptimal）；最後，從 Y, Y’的結果要提升到 X, X’的

關鍵有二。首先要訊息（information）充足。陌生人在公共場

合中愈早知道逃生門有幾處、在那裡，遇有事故他們愈能從容

撤走。這正是「囚犯困境」邏輯對公安事件的最佳建言，想

想現在到戲院看電影，為什麼出現的第一個廣告就是逃生門所

在的通知？其次是人群間能夠互信。這不會突然發生在陌生人

之間，但若是家族或朋友在衛爾康聚餐，因為互信的存在我們

就可以想見這些小團體會扶老攜幼，迅速離開火場，因此他們

逃生的機會會大於他們各自行動。而形成互信的小團體和訊息

（與名聲攸關）兩大關鍵都是下文討論 Ostrom-Hardin模型的重

要變項。

（二）獵鹿

如果有一種情況使我們能與人合作而不必對自己的最佳利

益打折扣，那必然是選擇獵鹿的情況。哲學家 Skyrms（2011: 

4）主張獵人組隊以捕獲大型獵物（如麋鹿）的行為更能說明

合作。假設：兩個原始獵人是老友，他們拿矛槍到森林卻同時

發現在不同方位的麋鹿與野兔；兩種獵物不可得兼；捕獲麋鹿



032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需兩人同心但任何獵人都能自行捕兔；如果捕獲並同分鹿肉則

兩人的滿足程度都設為 5，如果共同或自行捕兔因為肉少所以

滿足程度只得 3。仿表 1-1的矩陣，我們得到表 1-2：

表 1-2　「獵鹿」模型
乙

鹿 兔

甲
鹿 5, 5 0, 3

兔 3, 0 3, 3

在表 1-2情況下，試問任一獵人是選擇捕鹿還是捕兔？答

案是看對方選擇那一項，我就跟著選那一項（下文稱之為「一

報還一報」，tit-for-tat）。這是因為對甲而言，隨乙獵鹿比自

行獵兔不但是滿意程度為 5> 3，並且避免了我獵兔卻驚走麋鹿

而使乙一無所獲的結局；而即便隨乙共同獵兔也可以得到個人

3集體 6的滿意程度。反過來說乙的考慮也跟甲一模一樣。既

然兩個獵人中一定要有一個人（假設為乙）先做決定，那麼乙

需考慮什麼？一方面共同獵鹿是收獲多風險也大的行為，共同

獵兔卻收獲少風險也小，所以乙需評量兩人承擔風險與追求收

獲的均衡點。另一方面乙的考慮也一定要納入甲的利益，這是

因為如果這一次乙主導的共同行動一無所獲，那麼下一次甲極

可能就不會跟乙搭擋狩獵；有人稱此為未來影響（the shadow 

of future）的考慮，但更簡單說這是乙要維持好獵人名聲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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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rms強調獵鹿模型是從重複囚犯困境的模型而來。也就

是說，因為一再互動使得原來的陌生人變成老朋友，後者才能

在考慮風險與名聲之後共同追逐最佳收獲（Pareto-optimal, 表

1-2左上方組合）或最小風險（risk-dominant, 表 1-2右下方組

合）的結果。獵鹿模型的重要性，在點出「一報還一報」的策

略、納入對方利益的算計、及名聲的顧慮等重要議題，我們將

於後文進一步分析。

心理學者 Silk（2009: 113）曾經指出，像在獵鹿模型中兩

造的利益完全一致「是極稀有的情況。」這稀有的程度就像前

述的火場逃生中，我們假設每個人完全不顧他人的利益一樣。

換言之，「囚犯困境」與「獵鹿」兩個遊戲是日常人類合作行

為的兩個極端，具體繪出從不合作到完全合作的光譜，而光譜

中間則是許多兩方利益必需折衷妥協、甚至引進規範加以限制

的部分合作情況—這正是MacIntyre不認可卻普遍存在的議價

型合作，也正是後文我們要分析的對象。我們在日常互動中固

然不易找到完全適用任一遊戲的合作行為，但是兩者齊觀卻已

經透露出小團體、持續互動、訊息、一報還一報、和信任等變

項對形成合作的重要性。

二、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兩位政治學者 Hardin與 Ostrom，分別在 2005年及 2011

年結合他們的撰文團隊推出多年研究信任與合作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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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 Hardin, & Levi, 2005; Poteete, Janssen, & Ostrom, 2011）

兩人基本上都視信任為一關係他人及他事的概念，而不僅止

於是個人與生俱來或後天習得的特質，且與所謂「信任文化」

（Fukuyama, 1995; Sztompka, 1999）幾無關係。也就是說研究信

任的三大取徑—視其為關係、特質、或文化—之中，他們獨鍾

最前者；並且都認為名聲、互惠、互惠規範是影響信任最重要

的三因，名聲、互惠、規範及信任四者構成互信模型的「核心

關係」。（Ostrom, 2003: 55）綜合二人所言，我們可以圖 1-1呈

現 Ostrom-Hardin的互信模型，並進一步分析其中各變項：  

圖 1-1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一）面對面溝通

面對面溝通意謂兩人的（dyadic）持續互動，可以說是前

文所提「小團體」最重要的特徵，它甚至可以說是小團體的同

義詞，但奇怪的是 Ostrom與 Hardin對它卻只有最小程度的說

明。在了解他們的有關說明之後，我們認為有必要補充俱樂部

財貨（club good）、搭便車（free-rider）、及小團體究竟多小的

新舊文獻，以重新了解面對面溝通的重要性。

面對面溝通 有關名聲之訊息 信任 合作

互惠策略及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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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 Ostrom等人（2003: 26; Poteete, Janssen, & Ostrom, 2011: 

210）前後發表的兩個互信模型來看，2003年模型明確提出面

對面溝通為影響信任的自變項；到了 2011年模型卻只保留互

惠規範導致信任的核心關係，而把面對面溝通拆解為「群體規

模」及「交流」（即溝通），並把群體規模、交流、名聲連同其

他七個變項都視為在「微觀環境」中會影響「規範→信任→合

作」之主要關係的因素。簡言之，在 2011年模型中，互惠規

範對信任有重大影響，而連名聲在內的十大自變項經實驗證明

對信任有次要的影響。因為 Ostrom自 1998年擔任美國政治學

會會長以來直至 2012年去世，她的著作偏向評論實驗室的可

控制證據，以與她領軍所得的「田野實驗」證據（不可控制）

相輝映，為的是證成能實際解決使用公共資源難題，又能結合

微觀與宏觀面向的大型理論。所以，隨著實驗證據的累積，她

的理論模型出現前後的差別也是事屬必然（而本書的研究則

會確認，產生互信最重要的因素果然是互惠規範），但卻留下

對信任而言，能夠經常面對面溝通的小團體到底重不重要的疑

點。

Hardin則認為就催生信任以便合作完成小團體目標來看，

經常性互動當然重要。「信任在許多人際關係的情況中非常重

要，」他說，然後話鋒一轉又說：「但它無法承擔使複雜社會

有效運作、生產大盛的重責。」（Cook, Hardin, & Levi, 2005: 1）

所以，Hardin（2006: 6-7）固然會去分析 10世紀法國農村所

具有的互惠規範（及其放逐村民的獎懲力量）對村民互信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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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他卻主張在現代社會中，市場與階層（hierarchy）取代並

扮演過去信任帶動合作的功能。Hardin是強調互信是小團體，

或說是傳統社群的特殊產物。也因此，他的研究團隊 2005年

的著作取名《無需信任的合作？》。通讀全書後，任何人大概

都會覺得那個問號實在多餘。

小團體作為一個概念，至今已有很多有趣的討論。其中

之一就是 Ostrom與 Hardin所熟知，他們的前輩 Olson（1965: 

2，）提出的集體行動法則：「除非團體的組成人數相當少，又

除非有強制或其他特別手段令個人為團體利益而行動，理性

而自利的個人不會為了達成共同或團體的利益而獻身。」（底

線原有）Olson是肯定只有人數少的團體才能合作，但是直到

Ostrom、Hardin、甚至MacIntyre手中才揭露出，是透過成員

重複互動，滋生有關他們名聲的訊息（或從互動中習得信任的

美德）並創發（或繼承）彼此互惠的規範，小團體的目標才能

經由成員的合作來完成。

Olson一方面在了解小團體涉及的訊息與規範上面有

待 Ostrom、Hardin等的開拓，另一方面他（以及 Ostrom、

Hardin、和MacIntyre）似也從未明言所謂小團體，在經驗上究

竟包含多少人。但是此一問題至今似乎已有共識。

根據演化人類學者 Dunbar（1998）的推算，小團體的上

限是 150人。而動物學者 Ridley（2000: 74）也肯定「這個數

目正是我們可以相互熟悉的人數」，也就是日常進行面對面溝

通的上限。最後，腦科學者 Gazzaniga則云：「一百五十到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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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需要組織性的階層〔原譯階級〕就能控制的人數，也是能

維持個人忠誠與人際接觸秩序的軍隊基本單位人數。」（2011: 

114）Gazzaniga所言與 Hardin一致，因為 Hardin也認為市場

與階層是要在遠比小團體龐大的現代社會取代信任而催生合

作。而參酌MacIntyre的用法，我們也可直接以「社群」來代

替「小團體」。

Olson分析小團體的不足其實是瑕不掩瑜，他的集體行動

法則整體來看還是站得住腳，因為它導引出以「搭便車」的概

念說明「囚犯困境」的邏輯：「每當集體創造的好處具有個人

未出力卻仍然安享好處（即他可以白吃他人的午餐，或云『搭

便車』）的特點時，每個人總會覺得他何必出力⋯⋯可是有愈

多的人逃避出力（也就是他們愈不合作），那麼每個人從集體

得到的好處也愈少。」（Mansbridge, 2001: 330）譬如，工會為

會員爭取加薪而組織罷工，但理性自利的工人一定不加入罷

工，因為如果他人罷工成功，我是會員當然享受加薪；如果罷

工不成則參加者會成為資方的眼中釘，我則因未參加可以倖

免。但是，如果每個工人都是如此設想則根本不會發生罷工，

也不可能得到加薪。

社會上公共資源的分配都會面臨像參加罷工與否的「囚

犯困境」，也就是都必須克服人性自利的「搭便車」問題。畢

生研究公共資源分配的 Ostrom因此把「囚犯困境」擴大稱為

「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並主張以個人名聲和互惠規範



038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建立互信來超越「搭便車」的做法。4

最後，讓我們討論面臨「社會困境」，成員有 150人上

下的小團體本身，能否再做有意義的分類？德國經濟學家

Herrmann-Pillath（何夢筆，1996）曾根據「俱樂部財貨」的概

念提出有趣的三分法。

所謂「俱樂部財貨」，是指由私人團體內部提供的，具對

外排他對內共享（非競爭）的物品或服務。運用這一概念何夢

筆（1996: 106-108）把面臨「社會困境」的小團體分成三類：

「俱樂部」（club）型小團體：它對內提供像「優雅用餐環

境」的公共財。可是這種財貨，會有太少會員用餐則無法維

持，太多人用餐則又彼此競爭座位的窘態。俱樂部因此是對外

排他，對內提供有限度的非競爭性服務。

「家族」（clan）型小團體：提供像「信任」這樣不具成員

競爭性的公共財。換言之，家族成員愈增，信任也跟著拓展而

沒有邊際效用遞減的問題。當然，這裡假設了血緣是產生信任

的堅實基礎。

最後，「幫派」（clique）型小團體：是以其與正常社會分

開的「界限」作為公共財，也就是以「界內」通過儀式規範賦

予幫眾黑道身分。有此身分則恃強凌弱被視為常態，而入幫的

會眾需通過諸如「歃血為盟」的儀式。

4 
社會上公共資源的累積與分配通常都視為國家機器的任務。但是

MacIntyre（1999: 131-135）一貫認為現代的國家與家庭都是失能的，
所以他訴諸美德社群中每人個人習得合宜的慷慨，從溫情出發去樂善

好施，而不必計較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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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夢筆（1996: 109）在提出「三 C」分類之後，做了以下

的評論：他認為華人的小團體最接近「家族」型態，而也保留

「俱樂部」與「幫派」的若干特徵。

何氏分類的出發點與我們不同。他是要論證小團體內部提

供的公共資源可以有物質、血緣、及規範三者的差別；我們則

想證成不同的名聲與互惠規範及策略（如一報還一報）的組

合，是否會造成不同信任程度（甚至種類）的小團體。但是他

的分類簡直可以直接套用在我們所觀察到的三類台灣社群身

上。也就是說，現代型社區發展委員會近似俱樂部，如它可以

爭取經費補助社區的家戶種花蒔草；後現代型跨國婚姻當然涉

及夫妻及其二人家族的問題；而傳統型陣頭組織—尤其是練習

「八家將」與「官將首」者（詳第二章）—則饒有幫派遺風。

小團體依「公共財貨」性質的分類顯然有助我們將來分析個

案。

以上討論了小團體在經驗上指稱的範圍、搭便車作為社會

困境的邏輯、和以排外兼對內不競爭的財貨區分小團體等特

徵。這些特徵加上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所強調的面對面溝

通，使得 150人左右的社群以其溝通所得的訊息形成對成員名

聲的評價，也逐步發展出成員的互惠策略以及約束他們的特殊

互惠規範。

在本小節的討論中，我們傾向把小團體與社群混用，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許多理性選擇論者所謂的小團體幾乎與

MacIntyre所謂的社群形似（實質面則有對善、社會關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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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信任和合作、以及對共善規範看法的差別）；另一方面也因

最近社群主義者提出對社群新的分類中，其中有非常接近小

團體的說法。政治哲學家 Bell（2012: 15-16）認為社群主義

者所謂社群不出三種：地方社群、回憶社群（community of 

memory）、及心理社群。地方社群是如MacIntyre所提到的新

英格蘭的漁民社群、威爾斯的礦工社群、墨西哥的農業組合

等。回憶社群則是由社會學者所創之名詞（Bellah et al., 1996: 

152-55） 但社群主義者主要用來討論族國作為「想像的社群」

（Anderson, 1983）。所謂心理社群則是「藉由信任、合作、和

利他的感情而面對面互動的人群」，除了信任與合作被理性選

擇者視為較中性的「關係」（而非感情）之外這一社群就是小

團體，而它也適合指稱我們後文的大溪、北投、與跨國團體：

三者主要都是心理社群，可是其中也雜有地方或回憶社群的特

徵。

以下我們繼續討論名聲、互惠策略及其規範。

（二）成員名聲

從「囚犯困境」中我們已導出適度擁有對陌生人或環境的

訊息有助人群合作；而從「獵鹿」中我們也知道主導打獵的人

決定獵物時，會受到自己未來名聲的影響。這兩種情況都在

Hardin對名聲的討論範圍之內。

前文提到 Hardin把信任視為是一個關係概念，也就是說他

把信任視為一個包含三方的「關係」：甲對乙做丁這件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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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乙與丁事件的關係）有信心， 5 而通常我們會先知道一個人的

好名聲既而信任他。但是，從相信別人的令譽到信任此人，其

中含有兩種與我所需的訊息細節有關的條件。首先要有適當訊

息使我相信他有能力（competence）做到我的要求；其次是有

訊息使我相信他的行事動機（motivation）與我的利益一致。

（Cook, Hardin, & Levi, 2005: 64）

在面對面互動的社群裡，我的信任對象之能力，我大抵從

文化刻板印像或云人口學特徵推斷得知；即從年齡、性別、職

業、教育乃至族群背景等去判斷他是否值得信任。至於他的動

機是否合於我的利益，我則傾向於從我們兩人在人口學特徵上

的相似程度來判斷。Cook等人（2005: 30）舉例說，中國行商

以同鄉與否做信任基礎就肇因於人口學特徵的相似程度。

名聲導致信任的途徑除了透過相關者特殊的認知與訊息之

外，也與當事人的名聲本身在社群中的兩種時間作用有關。

（Cook, Hardin, & Levi, 2005: 32-33）首先，你在社群中過去親

近了那些人會透露出你是否可信、可信至什麼程度的訊息；其

次，只要我們同屬一個團體即便我們尚無私交，我們對你做出

不可信任的行為仍有制裁力量，那就是以蜚短流長妨礙你未來

的名聲，使任何人都不敢再與你互動。名聲因此可以透過過去

與未來的時間發生作用。

所以，名聲真正的效果不僅在於它負載著個人過去行為

5 Hardin（2006: 19-23）特稱此信心為 trustworthness，意謂甲對乙做戊
事不因此就有信心；甲對乙的信心乃以丁事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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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尤其在於一個會保持名聲的人，容易使人相信他在

未來始終會與人合作：名聲加持著此人未來的可信性。（Cook, 

Hardin, & Levi, 2005: 85; Skyrms: 4）

Hardin的團隊最可取之處，就是從上述的引介中清楚交

待名聲與信任的因果關係。至於來自演化心理學的實驗室證

據（Henrich & Henrich, 2007: 117-118）則對他們所言有若干補

充。

實驗顯示：當社群出現具高度「廣播價值」（broadcast 

value）的情況，即媒體聚焦該團體時，有人會傾其所能幫助他

人以獲慈善等美名。結合社會學者 Blau（1986: 19-25）的交換

理論，我們可以推測在此狀況下追逐名聲的人，目的極可能是

攫取團體中的權力。反之，當情況混沌時，追逐名聲的人有誘

因只做出幫助他人的姿勢，卻口惠實不至，如答應捐款卻不交

錢。所以，實驗室證據主要補充了名聲的建立，在媒體聚焦與

否的小團體情境中同方向呈「實至名歸」與否的變動。

（三）互惠策略與規範 
Ostrom（2003: 46）認為面臨「社會困境」的小團體成員，

經實驗以及電腦模擬（Axelrod, 1984）證明一定會有人訴諸下

列三種的互惠規範之任一種：

（1） 總是先合作；但別人不回報時即停止合作；如果可能

再懲罰不回報者。

（2） 判斷他人可信任後馬上合作；但別人不回報時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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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如果可能再懲罰不回報者。

（3） 其他人已經合作時自己也加入合作；但別人不回報時

即停止合作；如果可能再懲罰不回報者。

三種規範的差別在開啟合作契機的不同。

其實 Ostrom的三種互惠規範，是由三種演化生物學家稱

為「直接互惠」的策略加上「如果可能再懲罰不回報者」的規

範條款所組成。她為什麼不分開討論互惠策略與互惠規範的原

因並不清楚，但是兩者混為一談而導致較細膩的討論遭到擱置

的後果卻是不爭的事實。以下我們就分開二者並先評論互惠策

略。

1. 互惠策略

Ostrom的三種互惠規範中都包括「但別人不回報時即停止

合作」的子句，它隱含「如果別人回報我就繼續合作」之意。

換言之，這一子句涵蓋了中文成語如「投桃報李」與「以牙還

牙」正、負兩面的「報」之意義，英文就稱為 “tic-for-tat”（一

報還一報），這是最簡單的互惠策略，它適用在兩造利益完全

一致的「獵鹿」情況中。而 Ostrom所提因為都加入了程度不

等的第一句話，所指的是進階之「善良的」、「慷慨的」及「贏

留輸溜」（win-stay, lose-shift）的一報還一報。讓我們從最簡單

的互惠策略開始依次討論：

對於一報還一報，人類學者把它置於禮物互贈的脈絡中已

多有討論。（Liebersohn, 2011; Graeber, 2001; Levi-Strau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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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ss, 1967）以出身大陸的人類學者常向群最近的說法為例，

她（2010: 358 & 427）整理了十五位中外社會科學者對互惠行

動的分類，但她稱「互惠」為「往來」而得到四個類型：饋贈

型往來、表達型往來、工具型往來、及否定型往來；四類型乃

對應一個或多個「禮尚」原則（道德評價、人的情感、理性計

算、及精神信仰）而成。其實，她的類型主要出自人類學者

Sahlins（1972: 191-196）著名的互惠分類：一般型、均衡型、

及否定型，只是把均衡型互惠（Sahlins另稱之為「直接交換」）

擴大為表達型和工具型往來。Sahlins認為否定型互惠最接近經

濟學情況：參加者的利益關係相反，每個人都以犧牲他人來賺

取最大效用，也就是本章開頭所舉的「囚犯困境」情況。而他

的一般型互惠則接近我們所舉參加者利益完全一致的「獵鹿」

情況。所以，我們在本小節所討論的互惠策略，可以說是對

Sahlins的均衡型互惠（或常氏的表達型和工具型往來）的進一

步分析。當然，常向群從重複費孝通對江村的田野調查中析出

的四大「禮尚」原則（及其與「往來」類型的複雜關係），在

我們未來的實例分析中，也是有用的指引。6

但是也許我們更應注意的是新近心理學者 Tomasello

6 
常向群以饋贈型往來對應「道德評價」的禮尚原則，而以表達型往來

對應「人的情感」之禮尚原則。這樣做可以說是把MacIntyre的施受關
係再細分為饋贈型與表達型往來，而把維持施受關係網絡不可或缺的

美德細分為道德評價與人的情感兩個原則。但是常氏的討論是置於禮

物互贈的脈絡，而MacIntyre關心的則是任何社群對它的弱勢者衣食上
的需求如何滿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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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45）對一報還一報策略源起的解釋：從演化上來看，人

類合作的發展模式就是以初期天生的利他傾向交換後期規範下

的協作。

Tomasello在他的同行（Dweck, 2009: 125）所豔稱之「劃

時代」的人─猿幼仔比較研究中，區分靈長類的合作行為為利

他與協作。在一連串精巧的實驗設計中他證實，代表利他行為

的主動幫忙、以指傳意、 7及分享食物三方面，人類幼兒可以肯

定是與生俱來。但是繼而在接受教養化育的過程中，Tomasello

（2009: 4）說：

幼兒相對上無分親疏的合作傾向受到下列影響的制

約：像他們對對方是否回報的判斷〔互惠〕，及他們

對團體中他人評價的顧慮〔名聲〕⋯⋯同時他們開始

內化文化中特有的社會規範，以作為我們如何做事或

身為團體的一員應如何做事的準繩。

Tomasello把互惠、名聲、規範視為節制人類性喜合作的因素，

概念上近似 Ostrom把互惠、名聲、規範及信任四者當作互信

模型的「核心關係」，只是 Tomasello的自變項可能負面地影

響合作。但關於信任呢？ Tomasello雖然沒有自己的實驗證據

可以支持，但他（2009: 55）認為協作需以信任做前提：「在著

7 12月大還未能說話的人類嬰兒，可以視情況以手指指出大人所找東西
的藏身處，提供利他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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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進行這些複雜的協作行為之前，早期人類必須比現代猩猩表

現對他人更加寬容和信任。」所以基本上 Tomasello應該可以

同意我們圖 1-1的因果模型，而他的重要實驗就是企圖證實，

人類合作行為的演化本身暗合以節制的協作取代天生的利他之

「一報還一報」策略，因為後來審慎的協作更能保障愈趨成熟

的人的利益。

如果 Tomasello的實驗企圖為真，我們就必須承認在生命

過程中人愈年輕愈保有合作天性，隨著年紀增長他們反而需

要更多規範來節制其天性。這不啻是顛覆整個MacIntyre的說

法：合作不是美德而是天性；社員合作以達成社群共善他們需

要的不是習得合宜慷慨的特質，反而是更多的互惠規範以抑制

泛濫的合作天性。所以MacIntyre說社群朝向共善運行，不可

或缺美德與規範的講法甚可懷疑，顯然美德可以從缺。

至於在進階的互惠策略中，Ostrom所列 (1)之互惠規範

去掉最後一句，只保留前兩句就變成了「善良的一報還一報」

（nice tic-for-tat）策略（陳東升，2012: 7; Henrich & Henrich, 

2007: 57; Nowak, 2006: 1560; Ridley, 2000: 66）。此種策略乃開

啟合作所必須，但它只能出現在常存且親密的兩人關係如親子

或青梅竹馬之中，因為首先示意合作的善舉極可能引出「人

善被人欺」的結果。在社群中個人要施用「善良的」策略經

常有賴規範的幫助；即有規範 (a)規定社群中兩人關係的內涵

如「師徒制」或日本文化的「先輩—後輩」，(b)要求兩人保

持長久關係，如「三年學藝」的規定，(c)透過婚姻或義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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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擬血緣制」擴張親戚關係以包攏社群；也就是把社群轉化

為一連串的兩人關係，建立所謂「家族」型社群。所以，只有

在極為親密的氛圍中才可能有人以「善良的」策略啟動合作，

而施用這一策略即使在親族之間也需要互惠規範的制約。前述

何夢筆認為，基於血緣而使家族成員愈增，信任也跟著拓展的

說法，在這裡得到修正，家族之中也要透過規範，即俗稱「禮

節」才能互信。

正因為善良的策略易遭人背叛，繼而有「判斷他人可信任

後馬上合作；但別人不回報時即停止合作」的「慷慨」策略出

現。對社群的新成員施以慷慨策略前，可依 Hardin的團隊所

言，用人口學特徵及我與她共享這些特徵的程度來確定她的能

力與動機。至於要以相同策略對待一般成員，則視 (a)過去已

在多種場合共事，且 (b)那些場合中鮮少出現背叛者而定；換

言之，視成員的過去名聲而定。

對「慷慨」策略另有定義為當別人不回報時，我有三分之

一的機會會原諒她這次的背叛而繼續與她合作。雖然只有三分

之一的原諒機率，但它對消除雙方的猜忌、避免我再次遭到對

方背叛的功效極大。（Ridley, 2000: 83）當然，「慷慨」成為策

略而非美德這不符MacIntyre的社群觀，他會認為對不回報我

的善行的人，我可能會原諒她這種說法預設我是以利益衡量施

與受的價值，而非以感情看待受施者迫切的需要。因此，這種

說法適用市場買賣，卻無法據以建立特別要滿足弱勢需求的社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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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贏留輸溜」的策略，也就是參考上次合作結果對我

有利與否，有利我這次就繼續合作，不利就不合作；未遇失敗

就不必修正原本行為。（Imhof, Fudenberg, & Nowak, 2007: 574; 

Ridley, 2000: 85）所以它既有「善良」的願意在第二回以後率

先合作的長處，但是合作失利下次就採取不合作；也像「慷

慨」一樣懂得原諒，在對方受到不合作的教訓後又繼續合作。

它唯一無法應付的是對方抱持著「永遠背叛」的策略。

以上討論的互惠策略，就如 Tomasello指出的，是與名聲

一樣乃節制人類性喜合作的因素。另兩位心理學者（Henrich & 

Henrich, 2007: 116）更直言：「互惠理論⋯⋯只提供限制⋯⋯，

它無法釐清要貢獻什麼，或貢獻到什麼程度別人才認為公

平。」能夠釐清如何合作及合作程度的是因文化而不同的社會

規範，而我們全書的研究可以說就是聚焦在三種社群的內部規

範如何調整互惠策略（乃至名聲顧慮），以達成各自所欲的合

作目標。最後，Henrich與 Henrich（2007: 48）還提醒我們，

互惠策略解決合作問題的能力，常被學者所高估。這也是為什

麼我們的討論只限於 Ostrom認為重要的三種。

2. 互惠規範

從三種進階策略轉變為三種規範的關鍵，Ostrom是加上

「如果可能再懲罰不回報者」的條款。顯然她認為，在團體中

有人會充分遵守規範並進而懲罰背叛者非常重要。至於理由則

可取自兩方面的實驗證據：一方面是此施罰之人固然會承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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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者報復的壓力，卻有證據顯示他同時得到可帶來信任的好

名聲。（Gazzaniga, 2011: 121）所以，在這方面實驗證據連結了

名聲與互惠規範，就如同「慷慨」策略的討論中也援引到名聲

一樣；名聲與互惠的變項顯然可以互相影響。

另一方面，Bowles和 Gintis（2011: 22-38） 摘要他們在

實驗室重複八種合作遊戲所得到的十大發現中，有五項發現

就攸關懲罰，分別是：人們會不計利害挺身懲罰傷害他人

者〔利他懲罰〕；利他懲罰這種「強互惠」（strong reciprocity）

非常普遍；利他懲罰有助合作；懲罰有效與否端看其正當性

（legitimacy）；單純之象徵懲罰〔如蜚短流長〕也可以奏效。8

Ostrom等人篤信各種互惠規範足以解決社會困境，但是

他們對此一規範為何發生卻只提出一個理由：「互惠基於一個

交換（exchange）機制，就是過去我獲得某人的服務促使我提

供他現在需要的服務」。（Walker & Ostrom, 2003: 385）這一看

法實未道破規範那「促使」的力量來自何處，倒是 Hardin與

Tomasello分從利益面與演化面而有進一步的解說。Hardin認

為在現代生活中，我們會跟遠超過小團體上限的人，針對「特

殊的共同利益」（specific common interest，如遺產稅減免、統

獨公投、高齡照護公共化等）共組各種也許交情不深的團體

（通稱「利益團體」）。這類團體既少重疊而其內部關係也無法

8 
其他五項發現則為：搭便車者破壞合作；「社會偏好」動機並非不理

性；文化與制度非常重要；團體身分會制約行為；人天生樂於合作也

樂於懲罰搭便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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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到強迫我們遵守任何規範。在這些疏離的社群中我們只能

從「直接的互惠」行為中贏得他人的信任。什麼是令直接互

惠規範產生信任的基礎？那就是在小圈圈之中（Hardin, 2006: 

8）：

我為你做某件事因為我相信你會回報，而你果然回報

主要因為你要維持與我的交情。就因為要維持交情，

你把完成我對你的信任視為自己的利益；即你把我的

利益納入在自己的利益考量當中。以上是信任的互納

利益模型（encapsulated interests model）。

Hardin用了這個模型來解釋互惠規範的運作。事實上社會

學者 Blau（1986: 92）在 1960年代就說得更直白：互納利益模

型是一種心理需求（need）。

社會互動或團體結構的啟動機制就是對已得到的好處

為了能繼續得到而要回報的心理需求⋯⋯它是交換的

必要條件，意謂看在將來能繼續得到所需服務的利益

上，個人對過去已得到的好處履行回報的義務。
9

9 Blau的博士班同學 James Coleman對「規範」的需求，則從個人心理以
外的來源做解釋。他說（1990: 250-251）：「社會需要規範的條件是，
行動對行動者之外的其他人具有同類性質的外部影響，但以控制此種

行動的權利為交易對象的市場難以建立，而受到外部影響的任何個人

也無法在爭取控制權的交換中獲益。」舉例來說，「室內公共空間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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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報的心理需求或互納利益的模型都從利益面解釋了

互惠規範產生的原因。但是就像Walker 與 Ostrom（2003: 385）

也承認「人學習互信與互惠的能力來自演化」，Tomasello也從

演化面探討合作規範乃至一般規範的起源。

Tomasello先教會三歲幼兒玩某種單人遊戲，再加入一個

布偶宣稱要玩同一遊戲，但它的玩法不同於其他幼兒學到的。

過不久就有幼兒以「譴責」的語調對布偶說：「不是這樣玩

的。」

在這一實驗當中，幼兒不是一起合作玩遊戲。而她在自行

模仿學到的玩法之後會用抗議聲去「懲罰」他人脫軌的玩法，

證明在社會化之前她已感知遊戲規則宛如載有社會力量的「超

個人形體」（Tomasello, 2009: 38），使她不得不譴責脫軌者。

在這樣非常涂爾幹式的解說中，Tomasello（2009: 89-92）加

了幾個但書。他承認至今我們仍不明白合作規範源出何處，但

是幼兒在合作遊戲中透露出的合作規範包括兩個基本元素：它

有自身的力量，而這一力量或來自懲罰的威脅，或來自「我們

抽煙」成為本地的法律，對怕吸二手煙的人來說是好事。因為在沒有

此法之前，面對擁擠餐廳中的煙客，我既不能飽以老拳令他不抽（因

為打鬥結果我的損失必然大於禁止他吸煙所得的好處），也不能付錢

來買得「令他不吸煙的權利」（要付多少錢？問題在根本沒有這一「轉

移控制權」的買賣市場）。正因為我既不能以一己行動而獲利又沒有

市場助我交易以獲得所需（乾淨的空氣），所以我對能夠禁止室內抽

煙的「規範」（立法通過則成法律），有一殷切的需求。新規範誕生的

條件，就來自一群人同感外部的影響卻無法以私人武力或買賣方式抵

銷影響時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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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承的互賴及不願看到集體失敗的自然反應」；它具概括性—

有些協作行為經不同的人在不同場合輪演不同的角色而終於變

成文化慣行，即文化中的每一分子都熟知它的集體目標及所要

求的角色。如果說 Tomasello在前文的實驗顛覆了MacIntyre

所稱美德對完成團體目標的重要性，他這裡對規範約束人的

力量可能來自「我們自承的互賴」的推論，卻又回頭呼應了

MacIntyre的說法：美德社群存在的前提之一，是承認人有旦

夕禍福及生老病死，因此我們必有失能與依賴他人時刻。

所以對互惠規範的說明，一方面有所謂利益說，認為規範

是為了想獲得未來利益的心理需求而產生；另一方面有演化

說，認為規範自有懲罰的力量並另有概括的力量可以從個人遊

戲擴張到文化慣行。這裡形成了兩種規範源起的不同假設。

（四）信任

我們已說明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把信任定義為甲對乙

做丁這件事有信心，而這種「關係」式的定義與視信任為「文

化」的取徑完全不同。10現在是說明二者不同在那裡的時候。

如果我們直接比較圖 1-1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和波蘭社

會學者 Sztompka（1999: 133）所畫的互信之社會生成模型，就

可知前一模型適用 150人左右的社群，而後一模型則被用於解

釋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波蘭的政經社會變遷。前者為微觀

10 MacIntyre（1999: 110）把信任視為後天習得的美德，也可歸為是「文
化」式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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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理論後者則為宏觀（macro）理論。

Sztompka的社會生成模型先假定一地具有信任或不信

任的傳統。這樣的背景影響到屬於「結構脈絡」的五大自

變項：規範統整、公序穩定、組織透明、環境熟悉、人事

究責（accountability）。五大自變項再透過兩種「代理資源」

（agential endowment）而最終影響到新的信任文化。第一種代

理資源稱為社會氛圍，是囊括信任衝動、主動進取、樂觀主

義、未來取向、高度期待、成功取向等中介變項所組成；第二

種代理資源則稱為集體資本，也包含了八個中介變項：財富、

穩定工作、多元角色、權力、教育、社會網絡、健全家庭、及

宗教信仰。

在這麼龐大的變項群中，Sztompka定義了每一變項，卻沒

有解釋任一自變項經中介變項到依變項的關係，尤其是沒有解

釋作為依變項的「信任文化」，到底因為其他變項的影響起了

怎樣的變化。這是第一個缺點。

這個宏觀模型的第二個缺點在於所謂集體資本的代理資

源。集體資本 Sztompka自承是政治學者 Putnam（1993）所謂

社會資本的改稱，因為原名已經過於濫用。但是至少 Putnam

在其著作中有進一步解釋作為社會資本的一般互惠規範，透

過人數、互動、名聲、及風險的互信機制而增進了合作， 11

11 
這是Putnam的互信模型之摘要。比較它與Ostrom-Hardin模型可知兩
者所涉及的自變項幾乎相同，不同者則在因果箭頭的連接。Putnam認
定所謂一般互惠規範不受團體大小所拘，可以透過互信機制帶來合

作，包括鞏固民主；Hardin則批評這種規範根本無法在現代的利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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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tompka則只是畫了從集體資本到信任文化的因果箭頭。

其實 Sztompka基本上是接受了 Putnam著作的一個主旨：

由各種公民倫理（含互信）組成的關係網絡—稱為「社會資

本」—可成為振興民主制度的基礎。所以，他在提出了社會

生成模型的大型理論之後，就以一章的篇幅（第七章）論證

信任文化與民主相需相成的關係。在此章中 Sztompka（1999: 

139）的說法是功能式的（functional argument）：民主產生信

任，信任再倒過來支持民主。問題是 Sztompka絕口不提民主

應該是對應社會生成模型中的那幾個變項。他提到的民主助

長信任文化的兩種機制為究責性（accountability）與先前承諾

（pre-commitment，如婚前契約），但這兩種機制不屬於宏觀模

型而是出現在 Sztompka探究信任緣起所構思的「反思型信任」

（reflective trustworthiness, 1999: 70）之微觀模型之中。當讀者

要進一步理解 Sztompka的微觀與宏觀理論之間的關係時，她

就碰到本書的第三大缺點：根本沒有這樣的說明。

因為像 Sztompka有關信任合作的宏觀理論缺陷甚多，更

因為我們調查所得的經驗材料出自屬於小團體的台灣人社群，

所以，我們選擇說理清楚，證據充分的 Ostrom-Hardin互信模

型作為我們的指導理論，並和MacIntyre的社群觀相比較，讓

後兩種理論和我們的經驗資料充分對話。

體中滋生（參看方孝謙，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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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權力

在討論完圖 1-1模型的所有變項之後，我們必須再分析一

個被 Ostrom與 Hardin兩位政治學者視為理所當然的問題。那

就是在現代 150人左右的小團體內部有無分化成管理者與被管

理者的權力問題？這一提問以常識就可做答，因為從我們的資

料來看，社區發展委員會都有理事與會員；陣頭裡面也都分爐

主與陣腳；更不用說華人的跨國婚姻中夫婦、婆媳地位依然不

均等。團體無分大小必有權力分化現象，問題是如何概念化

「權力」，使它融於 Ostrom-Hardin的互信模型之中。

Blau（1986: 19-25）以及他的追隨者（Race, 1974: 173）曾

經這樣描述權力如何開始分化：A擁有 B渴望的資源，A於是

可以用她多餘的資源作為獎賞，以換取 B的順從；而當 B至 Y

的人都為了獎賞而服從 A，獨 Z不然時，Z發現自己面臨 B至

Y加諸他身的不贊同（collective disapproval）的壓力。所以，

權力依資源交換而展開，而在擴大時得到已臣服群眾之集體贊

同的加持；獎賞加上集體贊同使 A的權力愈發廣泛而深入。

社會心理學者 Emerson把 B的渴望稱為 B對 A的「依賴」

（dependence），並提出他有名的權力依賴理論。（Molm, 1997: 

2）其中有一個主要命題是：「在交換關係中依賴是權力的基

礎。⋯⋯而依賴由兩個因素所決定：B對 A所提供資源渴望的

程度，及 B能從他人獲取相同資源的程度。」（Cook, Hardin, 

& Levi, 2005: 41）B的渴望低而替代程度高時，他不依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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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A與 B沒有權力關係。

以上定義的權力是可以與利益說的互惠規範並行不悖，也

就是說 B是看在將來能繼續得到 A的利益上而遵守規範，即

依賴於 A。當 A無法再提供 B所看重的資源時，B自然轉向他

人去奉行互惠規範。可是這樣定義的權力能否與互惠規範的演

化說相合？ 讓我們先爬梳 1970年代後期一場「道德經濟」對

「政治經濟」的重要辯論，以便回答此一問題。

在這場辯論中，兩位政治學者 Scott與 Popkin對互惠規範

與權力的問題已經激烈交鋒。Scott（1976）起初提出「道德經

濟」說來理解東南亞小農在殖民主義入侵下的遭遇。此說的前

提有三：氣候無常對環境的限制，家戶一年最低所需口糧，及

有限土地的糧產。從三大前提中，他導出道德經濟理論的兩

大規範。首先，互惠規範要求村民回報曾經幫助過他的人。

所以一個地主應該在饑荒時寬待佃農因為他們曾幫他累積財

富，而佃農應該服從地主，因為他供給他們謀生之具。這一規

範設定交換可比較（comparable）價值的理想情況（因此不同

於MacIntyre「無需比較」的看法）。第二是具體的生存權，指

的是「村民對其經常使用的資源保有使用權利。只有村民基本

溫飽得到滿足之後，他人才能染指本村資源。」（Scott, 1977: 

279）所以村民對國家課稅及地主索租是以生存權來衡量，而

決定他們被剝削的程度。

 Popkin（1979）則是寫了小農的「政治經濟」來反對

Scott的道德經濟。Popkin認為注重最低糊口的生存權沒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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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因為一個理性的農夫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想辦法發財；只

要他能致富，他就可以忍受剝削。而當 Scott說地主會在荒年

幫助佃農因為前者需要服從互助的規範，Popkin卻認為地主只

會選擇性的幫助一些佃農，使佃農分成兩派而他可以分而治之

（divide and rule）。

Popkin（1979: 47）進一步指出互惠規範作為概念的缺

失。Scott說地位不等的兩人可根據這一規範而交換可比較的價

值，如以糧食換取日常的恭順。Popkin則認為交換可比較的價

值只會發生在地位約略相等的人之間，像地主佃農兩個不同階

層之間的人進行等價交換，事屬罕見。

除了 Popkin的嚴厲批判之外，幾乎所有的東南亞專家也

都否定「道德經濟」說可一體適用東南亞各國的情況，但是

其中的大部分學者也認為，加以增減並提高「道德經濟」對脈

絡的敏感度（context sensitive），它未必不是有用的分析工具

（Greenough, 1983; Keys, 1983; Polachek, 1983）。今天，有了

Tomasello的合作規範演化說的解釋，也許我們可以接受各專

家對「道德經濟」所言互惠規範的持平議論。

互惠規範仍是有用的分析概念，因為在傳統的農村中既有

由資源分配形成的權力，也有 Tomasello所說村中慣行本身所

具有的超個體力量；而後一力量對權力所有者正如同對沒有者

一樣有約束的能力。規範的力量無法用個體的利益完全解釋。

但是 Scott所講的互惠規範不可能一體適用東南亞各國情

況，因為只有各國文化才會針對本地風情賦予規範約束力具體



058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的指謂（如何合作）與程度（合作多少）。

所以，考慮規範有其自身的力量等於為以利益依賴為本的

權力定義加上道德的限制；即認為政治不可能在沒有規範慣行

限制下赤裸裸地交換利益。我們這樣的立場，與MacIntyre認

為以互賴為前提的美德社群其政治乃「共善的政治」仍有差

別。MacIntyre所認定的互賴並非權力的基礎，它指的是社群

內施受相通的關係網絡。在每一個人的生命循環當中，她大部

分處於或施或受的不同位置，只有在出生後與臨死前她是完全

接受施予，所以MacIntyre（1999: 100）進一步強調施受關係

無法是嚴苛的互惠（strict reciprocity），它只能經由她在社群中

學到接受互賴前提也學到合宜的慷慨去維持。MacIntyre根本

無法接受 Scott或 Popkin所言，遵守互惠規範意謂人與人之間

交換可比較的價值之說法，他甚至取消「互惠」規範而代之以

「施受」規範。 

以上對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的解說，我們可以用命題

的形式加以摘要如下：

1. 規模 150人左右的社群，透過成員名聲與互惠規範、互

惠策略產生的互信，足以克服搭便車，合作完成社群目標。

2. 社群依其內部資源可有俱樂部、家族或幫派的不同，而

產生不同程度的互信。

3. 名聲由他人判斷當事人具有的能力與動機所組成：能力

的判斷來自當事人具有的人口學特徵；動機的判斷則來自當事

人與判斷者雙方人口學特徵的相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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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人過去的名聲以及對未來名聲的愛惜都有助於他人對

本人的信任。

5. 社群具高「廣播價值」時，個人追求名聲的意願也高。

反之，「廣播價值」低時，個人願意有名聲但不願意付出代

價。

6. 各種互惠策略的施用受到互惠規範的約制。

7. 互惠規範出自為未來利益而現在樂意回報的心理需求。

8. 互惠規範自有其超個體的約束力量並具有概括性。

9. 遵守互惠規範進而能挺身懲罰搭便車者的人，會因獲得

名聲而得到信任。

10. 懲罰有效與否端看其正當性；擁有正當性時即便單純

之象徵懲罰也可以奏效。

11. 在交換關係中依賴是權力的基礎。依賴由兩個因素所

決定：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及依賴者能

從他人處獲取相同資源的程度。

12. 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可因其他

受惠於被依賴者的人之集體贊同而增強。

13. 社群中的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間既有利益關係，但同

時也受制於規範的約束。

14. 從依賴轉化為對被依賴者的信任之關鍵，在於被依賴

者執行對搭便車者的處罰。

以上 14個命題等於是後文中我們要用三個台灣人社群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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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檢定的假設。為了稱謂與引述的方便，我們把它們依其層

次分成幾個模組（module）並重新編號如下：

互信模型：（命提指涉模型全體）

H01：社群依其內部資源可有俱樂部、家族或幫派的不

同，而產生不同程度的互信。

互惠模組：

H02：各種互惠策略（一報還一報、善良、慷慨、贏留輸

溜）的施用受到互惠規範的約制。

H03：互惠規範出自為未來利益而現在樂意回報的心理需

求。

H04：互惠規範自有其超個體的約束力量並具有概括性。

名聲模組：

H05：名聲由他人判斷當事人具有的能力與動機所組成：

能力的判斷來自當事人具有的人口學特徵；動機的判斷則

來自當事人與判斷者雙方人口學特徵的相近程度。

H06：本人過去的名聲以及對未來名聲的愛惜都有助於他

人對本人的信任。

H07：遵守互惠規範進而能挺身懲罰搭便車者的人，會因

獲得名聲而得到信任。

H08：社群具高「廣播價值」時，個人追求名聲的意願也

高。反之，「廣播價值」低時，個人願意有名聲但不願意

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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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名聲模組：

H09：規模 150人左右的社群，透過成員名聲與互惠規

範、互惠策略產生的互信，足以克服搭便車，合作完成社

群目標。

權力模組：

H10：在交換關係中依賴是權力的基礎。依賴由兩個因素

所決定：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及依

賴者能從他人處獲取相同資源的程度。

H11：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可因其

他受惠於被依賴者的人之集體贊同而增強。

H12：社群中的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間既有利益關係，但

同時也受制於規範的約束。

H13：從依賴轉化為對被依賴者的信任之關鍵，在於被依

賴者執行對搭便車者的處罰。

H14：懲罰有效與否端看其正當性；擁有正當性時即便單

純之象徵懲罰也可奏效。

前章曾提到，MacIntyre與理性選擇論者社群觀的不同，

來自於對善的定義、對社會關係的分類、對信任和合作是美德

還是關係的看法、以及對施受 /互惠規範性質的歧見。再經本

章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查覺在互信模型中，MacIntyre可能

最關心規範模組與權力模組的命題。而對前一模組，他傾向支

持 H04而反對 H03，因為承認互賴正是超個體力量的所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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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H02他會想補充合宜慷慨的美德也能約制互惠策略的施用。

對後一模組則除了 H12之外，他頃向否定其他命題，因為互賴

不能被視為權力的基礎；而對 H12句中「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

間既有利益關係」，他會解為是指失能者的需求如何適當發聲

並加以滿足是每一個人的利益所在（因為每一個人都可能在她

生命的不同階段成為失能者），也就是社群共善的基礎，在這

樣的理解下他會支持 H13。

本章的文獻檢討，首先從囚犯困境與獵鹿遊戲的討論中，

揭露日常生活中的合作現象是出現在合作者從利益完全不一

致（囚犯困境）到完全一致（獵鹿）的兩極之間，也就是各合

作者利益折衷妥協的結果。其次在討論 Ostrom-Hardin互信模

型的內部時，我們進一步發覺：釐清不同團體內部產生的規範

如何調整互惠策略、名聲顧慮以達成團體所欲的合作目標，是

研究日常合作的首要任務。在這樣的認知下，我們可以說本書

未來三章的內容，就是以我們蒐集到的經驗資料，即大溪普濟

堂歷年關帝繞境的社團（共 33個）、北投社區發展協會（共

38處）、及我們分在吉隆坡與台灣北部訪談 33個由跨國婚姻

組成的離散家族，檢證以上所列 14個命題的正確性，兼及與

MacIntyre的社群觀對話。



大溪繞境

一、老13社與新4社的比較

二、普濟堂與社團促進會（及老9社）

三、互惠與名聲的分析

四、經驗分析與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五、小結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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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8月 13日合農曆六月廿四日，是桃園縣大溪鎮普

濟堂以其一年一度的關帝聖誕繞境慶祝建廟一百週年的日子。1 

由當時和普濟堂親善的 28個民間社團（當地人自稱為「社

頭」）出動了北管、舞龍、舞獅、大仙尪（含神將、童仔）、大

鼓等上百個陣頭，在當天上午分社、分區繞行了幾乎涵蓋整個

大溪行政區域的範圍，又在下午全員繞境大漢溪以東的老城

區。自 1917年同人社為關帝送上神轎而興起社頭助陣的繞境

活動以來，迄今參加的社頭迭有增加，隨大溪行政範圍的變遷

上午的繞境路線也有增減；但下午的路線始終是以所有陣頭繞

行老城區，而整個慶典也始終是大溪一年一度最盛大的宗教活

動。

大溪普濟堂乃是 1902年創立的私宅鸞堂，奉祀三聖恩主

（關帝、呂洞濱、張灶君），以扶鸞方式勸人為善。後因信徒

日增鸞堂不敷使用，遂於 1908年由地方精英發起建廟，奠下

今日普濟堂的基礎。（陳建宏，2004: 123-125; Sangren, 1987: 

83-86）雖然日據時代的「寺廟台帳」資料顯示，最早在 1914

年普濟堂就已舉行關帝聖誕繞境的活動，但是要等到 1917年，

才有到九份採礦為生的大溪人組成的第一個社頭—同人社在繞

境中出現。自此之後超過 90年間，社頭參與繞境的形式不但

一直保存，而且社頭數目不斷擴充，至今（2013年）已有 33

1 
普濟堂創於 1902年，至 2001年號稱百歲似是根據本地算「虛歲」的
習慣。我們以2001年的繞境作為本章開始，主因普濟堂為慶祝建堂百
年，編纂了自身的史料，並已有學者（陳建宏，2004）針對此次繞境
做了深入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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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頭為繞境而存在。

所有社頭中，有 14社成立於日據時代，而且絕大多數創

始社員是根據他們的職業而組團（如同人社、同義社由礦工組

成；協義社乃木器業者；慶義社乃泥水匠；大有社乃士紳富商

等等）。其餘社頭成立於日據之後，一直到 2008年後還加入

三個新社（玄元社、福山巖、金東鋒太子會館）。戰後新社的

創始社員則多因居住地或共同信仰而組團（如一心社由一心里

里民組成；鎮豐社由鎮豐宮信徒組成，同義堂則是嘉天宮信徒

等），但愈晚組成的社頭，其社員的成分就愈趨向多元化。（陳

建宏，2004: 200-201）至今不管是新社還是老社，各社頭每年

展出的遊行陣式主要都是由國、高中生、就學或就業的年輕人

在表演。

本章的主要內容，正如第一章圖 1-1的 Ostrom-Hardin互

信模型所示，是要分析名聲以及互惠策略與規範，在近百年綿

延不絕的社頭繞境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社頭資料與互信

模型之相關命題的對照，我們的目的一方面是要精確了解像老

社頭這樣的傳統社群，它內部的成員之間及與外部社頭之間能

夠長期合作，即逐年完成繞境目標的基礎何在？我們會發現，

這基礎與密佈各社頭的規範傳統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則可進一

步比較未來章節的現代社群（北投諸社區發展協會）及後現代

離散社群（分嫁馬來西亞與台灣的華人女性），以證成 Ostrom-

Hardin互信模型的解釋效力，並與MacIntyre的社群觀對話。

我們對照理論所用的經驗資料，涉及大量與社頭成員，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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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負責幹部的訪談內容，為恪遵研究倫理，避免節外生枝，

我們將以 1987的解嚴之年作為判斷社頭新舊的標準：凡在該

年份之前創立的社頭就稱為老社，其餘為新社；並依歷史學者

曾考據出 29社的成立時間加上我們查得的時間，以號數愈小

成立愈早為標準替新舊社編號。2因此我們得到老社 25個、新

社 8個的結果。

一、老13社與新4社的比較

在研究名聲以及互惠這兩個概念，於大溪的社頭繞境中所

扮演的角色之前，我們必須對構成大溪遊行的主體有所了解。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知道在年中例行的繞境裡，屬於民間自

發的新、舊 33個社頭以及屬於管理層的普濟堂和大溪社團促

進會彼此之間如何互動，自身成員之間又如何互動，我們才能

藉由名聲與互惠的概念角度，解釋這些例行互動，如何造就綿

延百年的繞境合作。所以，在本節我們要先比較兩個資料最豐

的新、舊社頭，即從創社年代、陣頭內容、社眾人數、會費繳

納、內部組織、例行活動、婚喪習俗及向心力來源等八個層面

來排比兩個社頭的運作。最終，這八個層面會成為套用名聲以

及互惠概念的經驗基礎。

老 13社據云是在 1920年代後期，由板橋林家的成員所

2 
學者范雲（2004: 176-177）曾引內政部資料說明台灣的民間社團在解
嚴之後不但數量大增，成員也趨於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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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開始時先糾集莊內的長工成立北管班，慢慢的又成立了神

轎、神將、童仔等陣頭。北管的表演用到嗩吶、殼子弦、鑼、

鼓等樂器，不同的曲牌（如正八音、風入松、醉扶登樓等）演

奏下來可超過一個小時，所以需要選拔有音樂天賦者經常練習

才能上陣。有北管班的社頭，一般認為比較莊嚴、虔誠。

該社現有會員一百五十多人，據廖前社長云：「目前應該

是最多人的時候」。會員要遵守規章，即按時繳納「緣金」（即

「會費」：會員 1,500元，委員 3,000元）；並參加活動。組織上

有主任委員一人，社長一人，副社長二人，總幹事一人，一屆

三年，可連任兩屆。另年中活動—主為繞境—的經費都由擲茭

選出的年度爐主負責；這是上自普濟堂下至新成立社頭的通例

（詳後文）：由爐主張羅活動費用，而由總幹事負責常態活動。

年中活動主要有二：首先要為農曆三月廿三日的大三層媽

祖文化節出陣。大三層地當大溪現在的福安里與美華里，域中

的福安宮主祠媽祖而與老 4社、老 10社及老 13社有「分靈」

關係，所以三社爭取到政府補助而成立地方的文化節。

其次就是六月廿四日的繞境。於每年農曆六月五日開委員

會，規劃遶境事宜。六月廿四日前一週開始訓練神將、童仔這

些神偶踏步；至於北管班則是常年在練習。繞境當天，大概

有會員總數一半的人參加，年輕人居多。據老 13社的幹部表

示：年輕人來參加一半是認為出陣表演滿新鮮的；還有一半是

覺得這是為神明做事。繞境一日以老 13社這樣的規模並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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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外界助陣，但平均也需花費四十多萬元。3

在六月廿五日則會舉辦一年一度聯誼聚餐慶功會，讓會員

對繞境發表改進意見，並繳交緣金。慶功會上還要在自家社館

擲筊選新爐主。由司儀按照會員名冊，依序向神明介紹並擲筊

杯。擲出「聖杯」（兩支木片呈一平一凸者）就繼續擲，當擲

出平平或凸凸的結果就停止，換下一名擲。連續擲出最多聖杯

者就是正爐主。老 13社每年要擲出一名正爐主，六名副爐主，

都要分繳巨額緣金並負責勸募。

此外還有非例行性活動，主要為紅白帖場合。老 13社的

成規是：會員的喜事可以視交情發喜帖，自由參加。有喪事時

則以老 13社名義致贈喪家奠儀 15,000 元，花籃一對，並免費

出北管班致哀。

雖然緣金收入要支應文化節，繞境以及喪事的開支，老 13

社的財政依然游刃有餘，「每年都剩一點，我們就存在農會的

戶頭」，廖前社長說。

最後被問到為什麼成立超過 90年的老社，它依然能夠吸

引到一百五十多人來參加？廖前社長簡潔地回答：「一方面是

傳統，一方面是信神，一方面是我們主辦的人很健全，大家就

有向心力。」

3 
老13社未提供我們任何年度收支明細冊。但以成立時間及人數規模與
老13社非常接近的老11社來說，它2007年的收支冊明示繞境花費41
萬9,000元。而其他老社自承或收支冊所示的花費，在沒有外界助陣情
況下，也都界於40與50萬元之間。請外界出陣，最貴的是北管班，一
天要支付4萬元；一般陣頭則是2萬之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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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之下，新 4社創社於 1997年，據首任總幹事陳氏說，

他是自小舉旗子、打鑼鼓、跳童仔這樣跟著繞境長大，因為個

人興趣加上所住鄰里沒有自己的社頭才出面創社。至今已有大

鼓、神轎、童仔、神將及官將首等陣頭，後三陣更是新 4社的

特長。相較於老 13社有北管，新 4社則標新立異地把平常地

藏王菩薩繞境才有的官將首引入大溪的遊行。

從創社時繳緣金的三十名社員如今成長為二百多名且 90%

以上為大溪人，加上其陣頭的長度（由不繳緣金的另外二百名

年輕人組成），使新 4社自許為在地的「大社」之一。社中組

織除虛位的社長之外，創社的陳總幹事至今在位，它主管各

陣頭的組長。另外每年擲茭選出九個爐主，因為沒有永久社

館，爐主是在普濟堂中擲茭選出。社上規定值年爐主年繳緣金

20,000元，委員 10,000元，社員 2,000元。

新 4社員的增長，除了創立之初總幹事就從老 2社帶了一

批人進來，他還認為是「人情互惠」的結果。也就是說很多繳

緣金的社員或曾受惠於總幹事及其他幹部，或與他們及其長輩

有交情，所以這些社員原都已參加其他社頭，還是跨社參加新

4社。當然，很多人會提出條件說只交緣金但無法擔任幹部；

他們只是欠身為記者的總幹事一份人情（譬如幫忙註銷紅單

等）。

該社的年中活動主要為六月廿四日繞境，在當日前一個星

期開始練陣。二百多名年輕人從此時開始以啤酒當飲料，直喝

到慶功宴完畢。所以有新 5社幹部反映，新 4社「收緣金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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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萬，花也要花一百多萬。」這是新 4社立意培養子弟兵

陣頭所付的代價。該社總幹事觀察：

大溪目前⋯⋯真正有在培養子弟兵的陣頭真的不多

啦！不像以前都自己組。大致來講，老 3社沒有自己

產生陣頭，包括鼓也沒有，就是一尾龍，還有將軍。

老 11社他們也是只有將軍，十多尊童仔，其他也沒

什麼⋯⋯。老 2社更慘，什麼都沒有，只有將軍兩

尊、轎跟旗子那個基本上是每個社團都有。再來那個

老 6社也沒有。

這段話所涉及的老社頭如果再加上老 5社，就構成大溪人現稱

的「五大社」。所謂五大社是指繞境隊伍排在最後面的五個社

頭的陣頭，他們在遊行結束時要把關帝等五尊神像奉回普濟

堂，依次進堂的是老 3社的神明、老 11社、老 2社、老 5社

及老 6社。新 4社所自許的「大社」應該就是以其社員的多數

對照五大社的正統。

繞境之外，農曆年初四至初六之間找週末會舉辦進香。以

七、八輛遊覽車載社員至南部著名的媽祖廟、關公廟、太子廟

等進香。另外對年輕社員平常也會透過烤肉等活動聯誼。此

外，像社員的婚喪喜慶，大小幹部都會到場。即使未繳緣金的

非正式社員，也一律是喜慶送紅包 2,000元，一般白帖則出大

鼓陣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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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4社從創社時的三十名社員 15年間成長為號稱有四百

名會眾，關鍵似乎是在子弟兵陣頭的培養。為什麼新 4社能夠

培養，而很多老社做不到？陳總幹事回答：「第一個要招子弟

兵不容易；第二個管理上，你也要關心他、注意他，不能一直

利用他；而且本身當社長的人要有興趣」。

對於所招子弟兵的來源，陳氏不願多談。但像成立職業陣

頭的老 22社就表示：「我們社團是在學校扎根，都是在附近的

子弟來這邊練習。」它所招收的國、高中生中，有的人是除

了入伍或成家之外都生活在社頭中。另外，兩個都號稱有社

員六百人的新社中，新 6社魏社長說社員「平均年齡差不多

在 22歲左右。」新 8社呂社長則說：「成員都是同業〔運輸

業〕的，比如說公司員工的子女，還有 朋友。⋯⋯我老婆也會

跟孩子講，如果再不改掉壞習慣〔吸毒〕，我們就不讓你加入

了。⋯⋯大溪的小孩真的都不愛念書、交男女朋友啦、然後到

處去喝酒。」最後呂社長還說：「現在有很多社頭，說難聽一

點，就是堂口。」事實上，新 7社的創社人談到新社的陣頭，

就特別指出：「有些武轎班的其實是用藥控制孩子」。

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愈晚成立的社頭愈具備幫派的性

格，但是追求短時間人數膨脹的社頭卻似乎很難避免蹈入幫派

強收學生會眾的窠臼。

所以，從創社年代、陣頭內容、社眾人數、緣金繳納、內

部組織、例行活動、婚喪習俗及向心力來源等八個層面可看出

新舊社頭的異同。其中，很多層面都涉及互惠規範的遵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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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互惠策略的運用，我們將在討論完繞境的管理單位之

後進一步分析。

二、普濟堂與社團促進會（及老9社）

就關帝繞境的活動而言，除了社頭之外最重要的參與及管

理組織就是普濟堂與社團促進會。我們延續上節的討論，但減

少為從創立年代、組織內容、經費收入、與社頭關係及向心力

來源等五個層面，來敘述這兩個管理單位的運作。

本章前言已述及，普濟堂始自 1902年的鸞堂而在六年後

增建為廟。嗣後該堂內部組織經歷兩大變更，最終演變成今日

繞境時廟堂對社頭有權無責的格局。

第一次重大組織變革始自 1961年成立的「修建委員會」，

這是為立廟超過半個世紀、建築破舊而成立負責修繕的組織。

據陳建宏（2004: 171）的研究，該委員會成員除了前此掌控普

濟堂的少數經理人之外，為擴大祭祀區域大量增加常務委員名

額，使得大溪鎮各里及輪祀福仁宮開漳聖王的十大姓氏都有代

表參加，即該委員會兼納了地緣與血緣的關係。4

但是到了 1965年修繕完成，「修建委員會」解散而代之

以「管理委員會」，普濟堂經歷第二次的組織變革。新委員會

4 
福仁宮是大溪人口中的「大廟」（相對於稱普濟堂為「善堂」），約建

於嘉慶年間，主祀開漳聖王而自十九世紀末葉逐漸形成大溪「十姓輪

值」爐主、殺神豬祭神的制度。十年間的輪值姓氏分為李、江、林、

簡、張廖、黃、呂、王游、陳及雜姓。（陳建宏，200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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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員產生辦法，除保留經理人後裔、區域代表（如里長）的

舊有原則，並公開以社頭代表取代十姓代表。據陳建宏（2004: 

166-167）的分析，因為普濟堂是採取六大核心里輪值爐主的慶

典方式，而非大溪其他寺廟的十姓輪值爐主制，它以逐漸增多

的社頭組織之代表取代姓氏代表加入管委會，是反映了廟堂依

賴地緣關係遠超過血緣的現實。5 只是它所依賴的地緣分別來

自官方的「里」與民間「莊」的社頭，自 1992年管委會依政

令改組，出現「里長派」與「社頭派」的主任委員人選競爭白

熱化之後，十五席委員形成對立兩派的態勢已昭然若揭。 

現行普濟堂組織與繞境社頭的關係可分三方面說明。首

先，它們有建制上的相似性，就是爐主勸募緣金的成規。當

然，普濟堂的「大公」爐主（一稱鎮爐主）是自核心六里中擲

茭選出，這不同於承擔社頭爐主的人選。而一旦當選鎮爐主他

就會收到去年爐主移交的緣金簿，簿上的緣金組成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大緣」，是要爐主、副爐主等依其人脈親自出馬勸

募的錢；另一部分就是「散緣」，以前沒有鄰、里長的時候，

繞境區域範圍內有「緣首」（頭家仔），每個緣首需在區域範圍

內挨家挨戶收錢。緣金簿上的緣金每年只能增多不能減少。普

濟堂每年耗在繞境慶典的花費都在一百八十萬元上下，但是在

2012年收的緣金已超過二百萬，加上其他香火收入，據其值年

爐主表示該堂現有二億左右的公積金。

5 
六大核心里是地處普濟堂附近的月眉、一心、一德、興和、福仁及田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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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如同社頭爐主一樣，鎮爐主對依其人脈募得的緣

金有部分的支配權。受訪的某年輕鎮爐主就曾在值年的農曆六

月廿二日晚上，樽節繞境支出另外舉辦平安祈福晚會。但是除

此之外，普濟堂的緣金必須花費在六月廿三與廿四日兩天繞境

日（因參加陣頭多而增為兩日）提供各社頭的中餐上；也需打

造金牌、獎狀送給參加社頭；並補助除「大公」固定路線外，

自願到大溪偏遠地區繞境的社頭（如老 6社及老 24社）；而在

五大社之一的老 11社年度收支明細冊上，我們發現在「緣金

收入」中有一列明寫著「普濟堂三萬元」款項，足證該堂對有

特殊淵源的社頭是另有補助的。

最後，就普濟堂管委會的立場來說，它對繞境是始終堅持

繞行老城區的大公路線不變、日期也照舊（老社一定在 24日

遊行）的傳統，而這兩點引起社頭尤其是新社頭最大的不滿。

現任老 6社社長又是連任三屆普濟堂委員的江氏分析：管委會

把繞境活動推給鎮爐主，而鎮爐主年年不同，那麼他辦慶典的

經驗是無法累積跟傳承的。而管委會本身雖然有區域代表及社

頭代表兩部分，區域代表已變成過去的里長還在做委員，而未

擔任委員之現任里長（透過鄰長）才有收緣金的正當性。結果

是現任里長事不關心，過去里長卻尸位素餐。可是，「里長派」

委員席次又多過「社頭派」委員，所以議事結果都是路線與日

期照舊。總之，「普濟堂就剩管理廟，慶典跟它沒關係。⋯⋯

〔卻又〕弄一個爐主來收緣金，剩的錢還要交給普濟堂。」這

正是有權無責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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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像老 9社的少壯社長就抱怨：「普濟堂管理委員會

要拿出一套辦法來，要改革啊！它都照舊制，不改革。」在

2012年解散的新 6社社長更具體指出：

我們在繞的路線，應該稱為動線。普濟堂的動線是要

回頭的，不是直通的。我這一陣結束以後，還要〔退

出來〕，另一陣才能進去。⋯⋯祝壽可以提前做，我

們現在已經有提前一天了，之前都是廿四號，那現在

已經提前到廿三號，就是兩天的時間，是不是我們再

往前挪到廿二號、廿一號，⋯⋯那是不是把外地的商

機又帶進來？

甚至有老社把它與新社到底要排在廿三日或廿四日遊行的爭執

也歸咎於普濟堂：

新 4社來〔成立〕的最晚，照理來說是不是要排最前

面？但是現在新 4社壯大起來，他們的陣頭就〔找方

便時段〕表演兩、三個鐘頭你說要怎麼辦？說了也

沒效。普濟堂那邊也沒有拿錢出來，你說要怎麼去制

衡？我今天如果弄一百萬出來，各社頭分五萬、八

萬，那我可以規定你什麼陣頭不能進來，⋯⋯這樣才

有制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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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的老 10社顯然未得到普濟堂選擇性的補助。

普濟堂對繞境的態度因保守被動又只選擇性補助某些社

頭，普遍被各社頭所埋怨。各社頭目睹每年增加的陣頭、膨脹

的花費，總會冀望 2008年向內政部登記在案的「大溪鎮社團

民俗技藝促進會」能發揮爭取補助、維持秩序的功能。

「促進會」的前身為「大溪鎮普濟堂社團民俗技藝聯誼

會」，成立於 1987年，由當年參加繞境的 23個社頭所組成。

組織模仿普濟堂管理委員會，分成代表大會、委員會、常委會

及監事會，並選出主委一名、副主委二名；2008年後則稱為理

事長、副理事長，由理事長聘任總幹事及財務長各一人（陳建

宏，2004: 207）。

自 2008年成立正式可對外募款的「促進會」以來，已聘

任過江、黃兩位總幹事。兩位都出身青商會，透過青商會與桃

園同濟會、扶輪社、後備軍人會、警友會等民間社團的聯誼，

他們兩位糾集上述社團的成員參加促進會，還頂下差點解散的

老 9社。

據第二任的黃總幹事表示，從「聯誼會」改成「促進會」

的契機，是在 2007年蘇文生鎮長要擴大繞境為大溪文藝季的

活動，因此成立「促進會」向鎮公所爭取到七十萬的補助。

該會當時訂出使用補助款的規定如下：「一個社頭出一尊大仙

尪〔補助〕多少錢，然後童仔多少錢，北管多少錢。北管要

50個人以上〔才算一陣〕。」可是當繼任鎮長不作興辦文藝季

時，「聲音馬上就出來了，說那七十萬不知道怎麼花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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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2年接受訪談時，「促進會」還是一直向外界勸募。但是

當年從文建會到縣政府再到鎮公所的補助都是零，反而從「中

油、台電這種半公營的單位申請⋯⋯到幾十萬，所以我們就把

他們列為贊助單位。」

相對於普濟堂的不管事或其鎮爐主單為緣金忙碌，「促進

會」除募款外的大事就是充分介入繞境事宜。黃總幹事說：

我們廿四號繞境的時候，一般都會〔拖〕到隔天的

三、四點。我們就想說：是不是把它分成兩天來弄—

廿三號一天、廿四號一天—時間就可以節省。後來我

們試過很多方法，有說你今年繞廿三，明年就繞廿

四，然後按單號雙號對調。唉！有些社不願意啦！所

以說有些事情我們的想法其實跟結果會差很多。⋯⋯

還有就是路線的規劃⋯⋯跟內容的約束。比如，我們

說別表演這麼久，後面的人拖到了。我們每一年都在

講，但是每一年都發生。我們每一年也都請消防局、

分局、交通隊列席，⋯⋯什麼路段要管制，什麼路段

是單行，我們都會整體的規劃。

但整體來看「促進會」的運行，

我覺得就少了法治。談法治你就要去教育那些社長。

那些社長其實在以前的社會就是角頭。我們跟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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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後來發現也是還好啦，只是說跟他們溝通要

用他們的方式，不能像青商會這樣決議後我就行文給

你啦，你這樣子寄去會被他罵。⋯⋯〔要先〕打通電

話去說，「啊老大，那天開會沒什麼事情啦，就大家

是這樣〔決定〕。」所以避重就輕，然後他也不會很

在意就說好。

從黃總幹事的角度來看，「促進會」的作為，必然需在事前事

後以面對面方式跟社團角頭溝通。

除了「促進會」以外，兩位總幹事還從青商會等現代社

團找來青壯成員延續創社於 1922年的老 9社命脈。老 9社在

2000年停止業務，之前它參加繞境因為缺乏新血，神將已不是

人在扛的，是車在載的。整個陣頭只剩兩部車：前面一部的後

座載將軍，後面一部載神轎，然後就沒有了。透過由社交人脈

聯繫的 60名三、四十歲青壯派在 2001年重新出發，老 9社現

有社員 150名，都交緣金：會員 1,000元，委員 3,000元，爐

主 5,000元。該社每年擲出九名爐主：總爐主、正爐主各一、

六名爐主外加一名神將組爐主。全部會員幾乎都會參加繞境慶

功宴後的擲茭，向心力可見一斑。因為是復興的老社，婚喪喜

慶從簡，一律送 2,000元。

為什麼像黃總幹事這些大溪的青壯派，在正業之餘如此投

入社頭與促進會的經營？當然他們有發展人脈等於發展錢脈的

想法，如老 9社的江社長就表示：「有的人從事生意要靠社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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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增加客源。⋯⋯〔但是〕就像大甲鎮瀾宮要進香，要媽祖遶

境，我希望大溪也是這樣，⋯⋯〔做到〕南媽祖、北關公。」

而促進會的黃總幹事則把他對延續大溪繞境的看法表達得更深

入：

〔我〕國小三、四年級去拿旗子，五、六年級或國中

就去打鼓。⋯⋯在老 9社〔時，負責〕抬大仙尪。

〔我感到〕儀式裡面的應對進退是有道理的，因為這

裡面跟我們平常做人做事的道理是相通的。⋯⋯〔我

的〕使命感就是說有沒有辦法把它〔繞境〕整理起來

做成一個 SOP〔標準作業程序〕這樣。⋯⋯整個過程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捧場：江會長他已經開口了，

我一定要去幫幫忙。後來了解到整個歷史意義、文化

背景、它的順序等原因、典故之後，我就覺得好像在

替關聖帝君做事情。

從看在交情而參加社頭轉變為黃總幹事所講的替神明做事是事

出有因的。他在 2009年第一次擲中爐主，接著就因為身為電

子白板供應商，偶爾得知某校長要參加 6個高中的相關採購會

議，他就坐在辦公室向各校電傳電子白板規格，因為滿足急需

而做了兩千多萬的生意。他的好運正符合大溪人所謂「中爐

主，會發啦」。

就像上節比較老 13社與新 4社所顯示的差別一樣，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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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境管理層的普濟堂與社團促進會也展現有權無責與勇於任事

的不同。到底新舊社團或管理組織之間風格差別的對照，與大

溪百年繞境的延續有什麼關係呢？

三、互惠與名聲的分析

大溪繞境如今已成為大溪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宗教活動。

據陳建宏（2004: 236-238）訪談所得，當地住民多半認為繞境

是跟春節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節慶： 

要說一種能夠代表全大溪的事，應該就是六月廿四

日⋯⋯就像過年團圓的意思一樣。（訪張惠榮）

每年都很會期待六月廿四日的到來，好像在期待「夏

天的過年」一樣。（訪鄭琇鳳）

「六月廿四日」是不分姓的大拜拜，也是大溪最熱鬧

的時候⋯⋯比過年更加熱鬧。（訪黃辰義）

造成大溪人視繞境為第二個春節的集體感受，是不斷增加

的社頭，年復一年出錢出力、互相合作的結果。當然，每年來

觀賞繞境之群眾的膨脹、他們帶來的叫聲、笑聲、驚嘆聲本身

就是刺激社頭，尤其是新社來年要展現更加驚豔陣頭的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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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forcer）。但是對更多的老社來說，保守固有陣頭，以「敬

神」、「信神」的虔誠態度，抬著神偶走完老城區路線，就是

完成慶祝聖誕的目的。新、舊社員參加遊行的動機容或有「拚

場」與「敬神」的不同，近百年來相互合作，或更精確講是在

齟齬吵鬧中完成繞境的行為卻昭昭可鑒。他們究竟是如何做到

的？讓我們從互惠以及名聲的角度開始分析。

（一）互惠規範與策略

在討論第一章的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時，我們曾指出

Ostrom的互惠規範，是在三種演化生物學家稱為「直接互惠」

的策略加上「如果可能再懲罰不回報者」的規範條款所組成，

規範因此是被視為乃具有制裁能力的策略。但是在實際運用這

兩個概念時，我們無寧是視互惠規範為基於傳統與共同經驗所

塑造出的某種人際互動的準則，而把互惠策略視為團體或個人

之間，為維持交情而在當下表現之程度不同的互動善意。依此

操作定義，我們將分析大溪繞境中的緣金、爐主、交情及遊行

等規範，以及「善良」、「慷慨」和「贏留輸溜」的互惠策略。

1. 互惠規範

從上述兩節的資料中，我們能夠列出多少事關繞境的互惠

規範？從創社年代、陣頭內容、社眾人數、會費繳納、內部組

織、例行活動、婚喪習俗、向心力來源及管理層與社頭關係等

等比較層面，我們似乎可析出緣金、爐主、交情（社頭對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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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係）及遊行四大類規範。而在第一章中，我們曾討論到

互惠規範令人遵行的力量可能來自三處：懲罰的威脅；即時回

報使交情及受益延續至未來的心理需求（H03）；或社群成員

「自承的互賴及不願看到集體失敗的自然反應」（H04）。有關

繞境的四類規範，何者在什麼程度上發揮了什麼樣的力量？以

下就逐類加以探討。

（1）緣金規範

就上文我們已討論的三個社頭（老 9社、老 13社及新 4

社）中，各社都依社員的職等規定不同緣金的收取（萬元以

下），也都依爐主贊助慣例要求他們捐輸較大份額（萬元以上

為原則）。這樣的做法是遍及老社及大部分的新社的。我們掌

握到不收緣金的例外就是都號稱社員超過六百人的新 6社與新

8社：前者是成立職業陣頭，為廟宇進香或公司行號開業表演

而收費，但該社已於 2012年解散；後者則是社長出身運輸業，

自掏腰包贊助由兒子領銜的陣頭每年繞境。

那麼，為何其他社的社員每年都會繳緣金？其實從我們蒐

集到的社頭年度收支明細冊來看，各社都有登錄了社員名字之

後，緣金欄空白情形。針對不繳緣金，老 3社內規是說三年不

繳，第四年就自明細冊上除名。但這根本不算懲罰，反而為跨

足多社的人省下一筆錢。所以一般社頭就如前述老 9社與老 13

社所為，把繳交來年緣金和繞境事後的慶功宴綁在一起，因為

在現場可以接觸到最多的社員以便繳費。

所以不是懲罰，而是延續交情以便將來受益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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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解釋社員繳交緣金實況。這在繳交他社緣金時表現得最為

明顯：

老 6社我也有參加啊！以前我伯伯在老 6社，我爸爸

在老 3社。後來我就幫他們接手啦！老 6社那邊我就

繳錢，但叫他不能給職務、也不能擲爐主。我都不

要，只繳緣金。（老 3社游總務）

老 7社我也有參加，〔我們團〕是務農的，老 7社是

土水班、蓋房子的。我開建材行，賣東西給人蓋房

子，所以也是要參加〔他們〕社。（老 14社簡團長）

社頭有可能會當樁腳啦！因為大溪有一個楊議

員，⋯⋯我們也是邀請他做我們顧問，然後幫忙出錢

〔緣金〕。重點是來這邊跟我們開會，多互動。有感

情的話，當然可以蓋〔印選〕給他。（老 18社廖總幹

事）

現在有參加社團的大多會有重複性，⋯⋯主要是因為

人情。（新 4社陳總幹事）

至於，緣金規範的力量是否來自社頭成員「自承的互賴及

不願看到集體失敗的自然反應」呢？新舊社的幹部紛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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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收緣金，沒有的話活動辦不起來。（老 18社廖

總幹事）

在莊的部分因為一年有三、四次的緣金在收，所以說

我很不想收莊內的，都對外莊去收，⋯⋯因為這平常

有相互往來啦！⋯⋯〔但是〕這社團出去都是拚面子

的，別說社團在拚面子，我們一尊一尊〔神偶〕都在

拚面子！這是一種勉勵！（新 5社曾主委）

我們鄉下〔參加繞境〕，比較有一種使命感啦！覺得

是自己莊內的事情，你要是沒人接觸，沒多久可能就

散掉了。⋯⋯怎麼辦這個節〔慶〕我是不知道，但是

我的感覺是，做這個東西可以促進地方上的團結這

樣，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傳統這種東西就是只

能走一步算一步啊！還能怎麼樣？（老 4社許里長）

所以，就緣金規範而言，它令人遵循的力量與其說是來自

尾隨它的人為懲罰，不如說是來自渴望將來受益的心理需求，

以及社頭成員小我互賴又希望大我成功的自然反應。

（2）爐主規範

為了風光參加繞境必須掌握「大緣」的收入，這是上自普

濟堂下至新社頭都要擲茭選出年度爐主的主要原因，即透過爐

主捐輸或利用爐主人脈擴大緣金收入。環繞爐主制度形成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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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有擲茭資格、擲茭次數與勝出理由、及爐主權力等幾項，讓

我們依序分析。

在擲茭資格的成例上，除了普濟堂自限在環廟附近的六里

中擲出鎮爐主外，各社頭都是開放全體社員自願參加擲茭，而

即使參加普濟堂擲茭的六里人士也是自願的。雖云自願，但社

員估量是否參加，一定會考慮到自我捐輸與人脈勸募的能力以

及距上次當爐主的時間，這就使得各社每年擲茭的人數有一自

然的上限。通常我們劃為老社的，它們每年參加的人數以及爐

主再次輪值的年數都不會過多或過短：

現在一百五十個〔社員〕⋯⋯幾乎都願意〔出來擲

筊〕啦！如果說有的人只是上班族或工人，就盡量避

免，因為這種東西讓他選到可能也無法承擔。⋯⋯盡

量讓大家都能來選啦，最主要是公平。（老 9社江社

長）

〔我們〕七十個有五、六十個願意出來擲，由五穀仙

帝來決定。因為我們老 14社的費用不多，所以人家

比較願意參加擲筊杯。（老 14社許前團長）

反之，

現在想當爐主的人都比較少，不像以前二百個正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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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可能一百多個人要擲，超過八成。現在沒有，不

到五分之一想參與這個活動。我們九個爐主，一年

五十個來〔擲〕，如果輪一輪來講，輪六年就結束

了。⋯⋯〔而六年中〕一定會有重複的，這九個還是

會〔擲〕中啊！（新 4社陳總幹事）

正因為新社頭往往欠缺夠格入選爐主的核心成員，新 6社與新

8社乾脆不收緣金因此也沒有爐主。

其次，正、副爐主的擲出與排序，完全是在神像及圍觀者

見證之下，依個人擲出的「聖杯」數而決定。這一規範是依循

一般廟宇中信徒擲茭決疑的風俗而來，它符合社會學者Weber

所謂「傳統的正當性」。可爭議的倒是，為什麼是某人短短時

間內又擲得爐主？就大溪人而言，促進會黃總幹事對照自身經

歷所說的「中爐主，會發啦」顯然是一個解釋，而且附和這種

講法的還居多數：

我擲到爐主，代表我今年會很好，會有生意。一定有

某種原因吸引你，你才會想要去擲。（老 3社游總務）

如果擲到的人會很願意擔任，因為是神明指點的。窮

的人會覺得今年中爐主，接下來一年會賺比較多；如

果本來就很富有的人，他會覺得神明願意找他，他要

辦得更好。（老 13社林前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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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普濟堂鎮爐主的話〔就〕不得了，很神氣很威

風，說你今年會賺大錢。（新 4社陳總幹事）

但是也有相反講法：

原本大家說當爐主是運氣不好的人才會當，說神明保

佑這樣比較好聽，我說的是比較白。就是家裡有事情

神明才會找上你，來大事化小事。這樣講才對啦⋯⋯

這其實是義務。（老 5社藍前社長）

如果以信仰來說的話，我就覺得〔擲中爐主〕是讓它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樣。我們就秉持這樣的心就好

了啦！就像我們講的保庇這樣。（老 24社洪社長）

在自願的基礎之上執行擲中爐主的義務，這一特殊的爐主

規定既有擲茭的正當性，也被賦予有鬼神「賜福降禍」的賞罰

力量。無怪大溪社頭至誠擁抱此一規範。

最後，擔任爐主的人，除了募集經費的責任之外，相對的

他對緣金的支用有不成文的部分支配權，前文已提及黃鎮爐主

省下普濟堂繞境支出另外舉辦祈福晚會是一例。另外，

今年這個總爐主差不多兩、三個月前說，他想要請

「藝閣」。那不是人裝的，是「尪仔」那種。但我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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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適合啦！麻煩啦！後來才放棄。他後來還加一陣

北管。緣金公訂是一萬六他拿〔出〕兩萬啦！想要熱

鬧一點。（老 3社游總務）

我做爐主就說老 6社〔是〕生意社〔所以要〕做一個

全國最大的算盤⋯⋯還有做大元寶，那些〔現在〕都

毀掉了。（老 6社江前社長）

像去年有人贊助電子花車，是爐主自己找來的。⋯⋯

只要沒有花到公的錢，應該大家都沒有意見，搞得愈

熱鬧愈好。（老 13社廖前社長）

說來這一不成文的權力規範，正如緣金規範要求新任爐主需籌

錢勝過前任一樣，實在是要求爐主出更多的錢找來鎮外陣頭，

增加繞境的熱鬧。

（3）交情規範

新舊社頭的交情規範一方面表現在內部與社員的關係，另

一方面似也表現在外部與其他社頭之間。

社頭與社員的關係，配合年中例行的活動，可從進香、繞

境前後的練陣、遊行與慶功等事項上觀察。繞境前後的活動涉

及陣式、繞境、及慶功宴上之收緣金、擲爐主等規範，除陣式

規範非本文所關心外，其他規範我們都已有觸及。進香活動則

一方面對社員而言是坐遊覽車到外地做宗教之旅，另一方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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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頭因為社館所祀主神乃其他廟宇之分靈，所以藉進香與原

祖廟交好。但是從前文老 13社與新 4社的比較中，我們也看

到老 13社的進香因為是向大三層的福安宮祖廟上香，而與背

景相同的老 4社、老 10社共組了大三層媽祖文化節；且新 4

社除農曆年初的正規進香外，另有烤肉活動以聯繫演出陣頭的

年輕社員：二者可以說代表了進香規範的變格運用。

至於非例行的、社頭與社員的交情規範顯著表現在婚喪喜

慶的場合。就我們蒐集到的所有數據顯示，婚慶的紅包從社頭

不送、社員視交情自由繳納（老 3社、老 13社、老 14社、老

18社），到 1,600（老 11社）或 2,000元（老 9社、新 4社）

為上限，一般做法是傾向社頭不出紅包。至於喪葬場合，社頭

一概有奠儀，自 2,000（老 9社、新 4社）、5,000（老 11社、

老 18社）、6,000（老 3社）至 15,000元（老 13社）不等。老

13社從原先家族長工組成的社頭，慢慢社區化但又與大三層的

地緣關係深厚，所以其社員身分甚至可追溯至鄰人的曾祖輩，

也因此奠儀特別豐厚。此外，老 13社還免費以最高規格派出

北管班致哀，相視於其他社頭都是出大鼓陣（老 3社、老 11

社、老 14社、新 4 社），尤見其對往生社員或其家人的哀思。

奠儀規範似乎最能道出前章MacIntyre所謂構成社群的兩

個前提共識。社頭向每一個身遭變故的社員致哀，一方面表達

出對生老病死旦夕禍福，無人可免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也是

對變故之後徬徨失措的個人提供實質與象徵上的幫助，這正是

MacIntyre所謂成員互賴與弱勢發聲的兩個社群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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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到社頭與社頭之間的交情。除了老 4社、老 10社

與老 13社共享地緣與香火緣的深厚關係外，老 9社與新 5社

則因幹部之間交誼匪淺，在 2001年之後六年間是以老 9社名

義參加關帝繞境的，之後兩社才獨立參加。新 5社屬於宮廟社

頭，是先有清水祖師廟存在才於 1997年成立神將陣，當時並

未參加普濟堂繞境。至 2001年青商會、後備軍人會、警友會

等社團的青壯成員頂下老 9社要重新出發，後者就向新 5社學

習神將步伐，並引新 5社加入關帝繞境行列。所以此二社是因

為彼此需要而交情轉深。

老 9社與新 5社的交情與其說是有規範存在，不如說是建

立在「贏留輸溜」的互惠策略之上。因為新 5社先教老 9社的

新成員神將步伐，換得了當年以老 9社名義參加普濟堂繞境、

擴張人脈機會；至此是單純的「互惠」。但是繞境六年之後，

新 5社發覺：

我們穿的衣服也是用老 9社，但是神尊〔清水祖師〕

的帶子卻是新 5社，變成說老 9社的人去拿新 5社

〔的神像〕，覺得怪怪的。⋯⋯〔另外〕像是我們將

軍在走的腳步，跟大溪那邊的腳步不一樣，我們比

較⋯⋯有威嚴。他們拜禮〔也與我們〕不同。⋯⋯我

們新 5社也有一個主體在那裡，為什麼還要跟人家？

（新 5社曾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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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言其實切合「贏留輸溜」的定義：參考上次合作結果對

我有利與否，有利我這次就繼續合作，不利就不合作；未遇失

敗就不必修正原本行為。新 5社主體性的覺醒使他們選擇繞境

時與老 9社分道揚鑣。

整體來看，大溪社頭之間的關係深深受到宮廟與政治兩

個變項的影響。介入社務 30年以上的老 2社趙社長有如下觀

察：

大溪的三十幾個社頭裡面，有兩、三個是宮的沒錯，

像是新 6社、新 9社。⋯⋯帶領社的人，如果談到靈

驗那邊去的話，到最後一定會去創宮廟。像我們的

社，就沒什麼地方的議員啊、或是頭人來相挺，因

為政治一攪和下去，以後一定會分派別。你看像新 4

社、老 6社都是啊！

趙社長說到新 4社的成立應該感到心痛，因為它正是從老 2社

分出的。另外老 6社則是有幹部去接老 24社社長職。在他看

來新 4社與老 24社的幹部都有政治動機，不像在 2014年迎接

百年社慶的老 2社的成員，都是「我們這種要出錢又要出力，

也沒有什麼利益，純粹就是向聖帝公祝壽的啊！」

但是趙社長對社頭幹部如果相信靈驗就會出組宮廟的說

法，恐怕是顛倒了因果。事實上我們觀察到的宮廟社頭，即去

除新 4社之外的七個新社，全部都是宮廟神壇成立於先，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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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壽的社頭成立於後。

所以從交情規範的角度來看，社頭－社員間的進香與婚喪

規範成形有年，也切合社員社交與物質上的需求；而社頭－社

頭間的交情，我們只看到參加大三層媽祖文化節的三個老社有

創意地遵循了進香規範。其他，如老 9社與新 5社的交情可以

說是建立在「贏留輸溜」的互惠策略之上；再考慮進來宮廟與

政治兩個變項，則大溪社頭間的交情似乎未產生如社頭與社員

間的規範，反而充滿了下文要詳加分析的互惠策略。6

（4）遊行規範

遊行規範最簡單的意義就是，普濟堂始終堅持繞行老城區

的大公路線不變、繞境日期也照舊（老社一定在廿四日遊行）

的傳統。

繞境的大公路線基本上就是在農曆六月廿四日，老社頭全

員遊行大漢溪以東的老城區（從田心國小出發，經文化路、中

央路、和平路到普濟堂為止）。而每個社頭則依其歷年館藏的

道具出示各種陣頭而構成遊行的主體；陣頭排列的次序則是社

頭歷史愈久，其陣頭愈排在行列末端。百年來繞境路線及敬神

的主題和內容基本固定，出現變化的地方有三：因大溪行政區

域隨政權改易而有變動，大公路線以外的繞境也會跟著調整；

其次是近年來參加的新社頭漸多，有些社頭還邀請外地陣頭助

6 Bowles和Gintis（2011: 4）認為從演化來看，人的利他 -社會偏好動機
往往戰勝她的自利動機的要因之一，就是團體之間對資源與生存權的

競爭；對外競爭促成內部協力合作。社頭之間似乎也因為爭奪繞境榮

耀的關係而無法產生持久的交情規範。



094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陣，使得遊行行列拖長，所以近幾年來已把一日上、下午的行

程改為兩日進行；最後，是新社頭引進了八家將或官將首等與

地獄信仰有關的陣頭。

人類學者如 Connerton（1989: 57-68）會主張普濟堂堅持

的遊行規範，適足以形塑大溪人「六月廿四如過年」的集體記

憶，這是因為繞境的儀式語言（神將步伐、北管曲牌等）不變

及儀式表演的週期（從練陣到慶功）重複使然。但是，正如前

文比較新舊二社所示，新社頭的年輕成員多因表演慾而上陣，

又要求自己的陣頭夠炫、能拚場，所以他們或選擇扮像嚇人、

動作誇張的「地獄」陣頭，或自創新陣（新 6社），甚至陣頭

內容以放鞭炮取勝（新 8社）、廣邀外地類似陣頭來「尬陣」

（新 4社）者也所在多有。而隨著新社陣頭及外來陣頭爭取表

演的時間，廿四日一天的繞境時間，根本不允許「老五社」做

完奉關帝神像回普濟堂的收尾動作。於是普濟堂必須在「社團

促進會」的敦促下妥協，改一日行程為新社在廿三日、老社在

廿四日的規定。

一旦一日繞境改為兩日，有老社（如老 8社）會希望選在

廿三日遊行，主要因為在現制下老五社已經要拖到廿五日清晨

才能進普濟堂，而前一日白天過後根本就沒有群眾在觀看繞境

了。結果新社卻以「〔你〕們算是老社，所以⋯⋯不能繞廿三

日」為由一致反對。

總之，遊行規範一方面有學理主張乃是確立大溪集體認同

的基礎，另一方面卻因新社頭的興起，逐漸侵蝕了規範對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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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間的具體要求。遊行規範本身不再是引導社頭合作的藍

圖，它已成為新舊社頭利益衝突的導火線。

所以，從現存繞境的互惠規範中，我們發現緣金規範透過

可令社員未來受益及他們不樂見社頭丟臉而獲得社員的繳費；

而爐主規範的力量則大部分來自所謂鬼神賜福降禍的仲裁及擲

茭的公平性和傳統正當性。但是在交情規範中，雖然在社員層

次的進香與婚喪規範，切合社員社交與物質上的需要，在社

頭層次卻因幹部有宮廟或選票的考慮而缺少實質規範。社頭之

間，我們已發現存在老 9社與新 5社中間「贏留輸溜」的互惠

策略；加上普濟堂原設的遊行規範已變成新舊社頭爭逐繞境曝

光的導火線，因此我們有必要不但在社頭層次，也在社員層次

分析各種互惠策略的運用。

2. 互惠策略

在兩人互動中，「投桃報李」與「以牙還牙」構成一報還

一報的互惠策略。如果我總是率先表達合作意願，直到你不回

報我的善意時才停止；這是「善良的一報還一報」策略。如果

我先以共事經驗或人口學特徵之相似程度判斷你的動機與能力

可信任後才合作，直到你不回報我的善意時為止，這是愈趨嚴

格的「慷慨的」互惠策略。而最嚴格的是「贏留輸溜」的策

略，它要求你已經表現合作誠意之後我才加入合作；之後我要

參考上次合作結果對我有利與否，有利我這次就繼續合作，不

利就不合作。在繞境的社員與社頭兩個層次中，那一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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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相當於大溪人口中的「應援」（日語，讀如 ōen）行為，

最易在什麼場合之中出現？為什麼？

先從社員層次說起，上文分析緣金規範如何滿足個人預期

未來受益時，我們提到老 3社的游總務一方面承接其父原在老

3社的職務，另一方面以單繳緣金方式接手其伯父在老 6社的

資格；也提到某楊議員受老 18社之邀做他們的顧問以幫忙出

緣金。如果從互惠策略來看，這兩個事例中第一例可以作為游

總務個人施用「善良的」策略的明證；而第二例卻示範了「慷

慨的」策略。

參加長輩的社團是「善良的」原因，在於此一策略預設了

我的長輩的社友也是我的長輩，換言之預設了「擬血緣制」的

親戚關係作為信任的基礎。即我率先與長輩的社團合作而不擔

心他們只是利用我，是因為「善良的」策略是最常以界定私人

親密關係的規範（如血緣規範）做基礎的緣故。在規範的完善

保護下，個人可以最低風險施用「善良」策略。7 

至於為選票而出緣金為什麼屬於「慷慨的」策略？讓我們

先回想政治一如宮廟常常介入大溪社頭之間的說法。除了楊

議員參加老 18社的事例之外，我們知道老 9社的江社長當初

號召青商會員加入該社時，是頂者某縣議員秘書的名義；而

新 4社成立之初當時的邱鎮長就率同主秘、里長一起參加。從

7 
如此銓釋的話，則上一章提到何夢筆認為「家族」型小團體內部，可

提供像「信任」這樣不具成員競爭性的公共財的說法太粗疏。家族能

夠提供信任，是以家族中形成血緣規範，如漢文化中的五倫，為必要

條件。在這種規範下我才可以信任親人會回報我「善良」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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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二例中可以清楚看到：江社長原就是青商會員，而他的政治

閱歷也是青商會員（如社團促進會的黃總幹事）所嚮往的；共

事經驗及年齡、閱歷、參加社團的相似性，都使得青商會員願

意「應援」江社長。而邱前鎮長率領部下支持陳總幹事創社，

正因為政治人物需要地方記者，反之亦然。彼此對對方能力與

動機的了解，即認可對方的「名聲」促成了「慷慨」策略的展

現。

最後，新 4社創社之初從老 2社挖走核心社員，也可以從

新 4社的陳總幹事與老 2社的趙社長個人的角度來理解。趙社

長主持社務需要的是「純粹就是向聖帝公祝壽」的人，而陳

總幹事既與邱前鎮長交好，又「跟他〔後來的蘇鎮長〕走得

近」，正是趙社長視為「攪政治、分派別」的人。陳總幹事必

須另創新社除了他自己說的個人興趣與所住鄰里沒有社頭的理

由之外，其實符合「贏留輸溜」的策略，因為他再待在老 2社

只會惹來趙社長更多嫌棄，而帶走的核心社員一定會支持他成

為新社之長。

再從社頭層次分析，老 9社與新 5社之間，既先有單純的

「互惠」，也有新 5社後來選擇獨立成社而實踐了「贏留輸溜」

的互惠策略，已如前述。

同樣先合後分，從「互惠」變成「贏留輸溜」的還有以務

農為主的老 14社與分出的老 16社的關係。為何分家的理由據

老 14社的許前團長說就是「理念意見不合」；但據老 16社創

辦人的孫子，也就是普濟堂黃鎮爐主云：「在民國 50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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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農業時代，擔心月眉里就只有一個老 14社，婚喪喜慶太

多了忙不過來，所以我阿公就找了十幾個在地的再組成一團，

那就變成老 16社。」創新社時可以分別交情深淺而只吸收關

係深厚的社員，於是所收緣金及所出陣頭只需滿足新社的婚喪

規範，比起待在老 14社更省錢省力，這就是老 16社「贏留輸

溜」策略的實質內涵。

最後，讓我們回頭分析組成大三層媽祖文化節的主體—

老 4社、老 10社及老 13社。三社在歷史上共享地緣與香火緣

的深厚關係，此外三社至今都保有需長期練習的北管班參加繞

境，甚至老 4社還可以出龍陣，那是需要七十個人來扛舉的大

陣。據該社許里長表示，舉龍的成員都出自本里但該社只有

一百五十個上下的社員；這也差不多就是老 10社與老 13社的

人數。換言之，三個老社都已無復有本地社員達到兩、三百人

的盛況，同時社員年紀偏高：「差不多五十幾到六十的參加比

較多」。

但自 2005年許里長向當時的曾鎮長建議，由鎮補助五十

萬元合三社辦媽祖文化節以來，未曾聽聞三社有何內部不和的

聲音，唯一只有老 10社游總幹事堅稱是他們的媽祖向外分靈

的：「當初在分社的時候，老 4社就請我們的媽祖出去。」而

且文化節的花費應該是沒有細目的，許里長說：「我們鄉下人

有一個特質就是說，有關神明的事情就是不會去計較錢的事情

啦！⋯⋯都是想說花在神明身上的錢你還去吃，吃得下嗎？」

地緣與香火緣結成的共識，顯然能夠使得三社在文化節的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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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誠合作。所以可以說三社採取了「善良的」互惠策略對待

彼此。

所以，互惠策略在社員與社頭兩個層次上的運用，隨著互

動脈絡的不同有著不同的側重。社頭幹部如有介入政治者，或

認為社頭可能轉變為椿腳者，會頃向於施用「慷慨」的策略；

社員施用其他策略者則相對稀少，只有跨團參加長輩社團屬

「善良」策略一例。至於社頭之間的交情，新舊社分立而適用

「贏留輸溜」策略的例證有二，施用「善良的」策略者也還有

大三層的例證，而使用「慷慨」策略者則還沒有發現。

（二）名聲

分析名聲這一變項在延續大溪繞境中所擔負的角色，我們

仍然可以從社頭與社員兩個層次著手。

擁有大量年輕社員的新社頭，既供應社員啤酒解渴，又排

練「地獄」陣式以滿足他們的表演慾。酒精加上誇大的動作卻

常常導致群架，而引來他社的疵議：

像是八家將、官將首、武轎這些，都是年輕人，最容

易打架，每年六月廿四都有，連開槍都會喔！那種東

西〔陣頭〕年輕人一大早出門，到晚上才休息，酒一

直喝，喝到沒八分也有六、七分醉，稍有衝突就打起

來了！（老 8社廖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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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的社頭，比較會發生問題的就是八家將和官將

首，碰到了就會互尬，那就容易打架或鬧事。⋯⋯像

去年，武轎班也有打架的情況發生。通常是新 8社和

新 6社、新 9社比較會發生事情。（新 7社游委員）

自己社團〔也〕可能會打架，都是跟外調的打架。比

如說今天只有三個陣頭他認為不夠，他要請武轎、童

仔、八家將、官將首那些，那些人來的時候都不熟；

而且比如八家將跟官將首可能會擋到人，你沒辦法走

到前面，你會想說你是社長怎麼被檔，就會有衝突。

（新 4社陳總幹事）

繞境時打架滋事，自然為涉事的新社頭蒙上負面評價。而新社

頭擁人自重、又開壇設廟，有時還涉及灰色地帶的利益：某哪

吒廟及其社頭所在之土地承租不到三年，但是這塊土地因地主

負債即將被銀行拍賣。社頭主事認為唯一可得標的就是自己，

因為一般人看到地目上有宮廟通常不會來投標。

當然被指稱行事風格像幫派或堂口的，不只限於某些新社

頭。老 3社也曾被形容為「兄弟社」，因為他們的社長都要很

海派，老 18社廖總幹事說，「〔社長〕一個人去吃冰，吃到最

後變兩桌的人。」但是據我們的觀察，視之為幫派乃一偏之

言，因為他們一方面嚴守互惠的各種規範，另一方面也像其他

保守的老社一樣人才凋零。至於海派作風，應該與自創社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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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3社就吸收的是工人階層有關，呼朋引伴更可能出現在工餘

一起喝酒。

不管怎樣，就如社團促進會黃總幹事指出的，這類「海

派」社長不會參加會議以表決議題，他們要的是資格如黃總幹

事的人跟他們面對面溝通。

此外，背負堂口名聲的新社頭似乎內部組織也較不周全。

譬如新 6社的陣頭雖然分組並設組長，它的社長自承社務由他

獨攬，將來他還需要成立管理委員會。而新 8社中照顧社員的

就是社長和夫人，負責練陣的就是社長的長子，整個社頭歸一

家三口經營。

至於老社頭一般的自我評價，前文已經多處提到他們強調

是為了虔誠恭賀關帝聖誕才年年繞境。如老 2社的趙社長自認

為是「純粹向聖帝公祝壽」的人；老 4社許里長則對參加繞境

認為有一種「使命感」；黃總幹事為促進會及老 9社盡心盡力，

自我解釋是「在替關聖帝君做事」；而老 13社廖前社長認為他

們的社頭興旺是「信神」使然。除此之外，還有人表示：

信神是虔誠的，神明廟宇是我們信眾最後一道門：我

們要去哪裡找工作、還是姻緣沒剛好，我們自己沒辦

法主宰，〔所以〕去那裡擲個筊給我們指示。（老 6社

江前社長）

我們也是為了神明在做〔社頭〕，如果我們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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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就做，那別人有別人的看法。只要對得起自

己良心就都不需要怕別人說話。（老 10社游社長）

〔繞境〕算是我們大溪鎮一個普世價值的文化，需要

一代一代傳下去。（新 7社游委員）

簡單地說，當某些新社頭被指為乃幫派鬧事的同時，一般

老社頭則堅持自己乃虔誠祝壽的自我評價。 

至於承辦社頭業務的幹部，從本章開頭的敘述可知，新 4

社的陳總幹事及老 9社的復興功臣、現為社團促進會的黃總幹

事兩位名聲顯著。

陳總幹事自老 2社攜眾出走，另立社眾龐大、以官將首、

童仔陣頭吸晴的新 4社。他的作風引來老社褒貶不一的評價：

除老 2社趙社長指責他「攪政治、分派別」，還有人指責他的

陣頭常介入打架之外，也有老社肯定他：「做報業的人當然他

政商比較好」（老 6社江前社長），或說「因為前鎮長人脈廣，

然後他〔陳〕跟對人，老 2社裡面的小朋友也挺他」，所以他

能創社成功。（老 18社廖總幹事）

黃總幹事則先因同為青商會會員的盛情難卻而加入老 9社

及後來的促進會，後又自覺是為維護繞境傳統在做事。他一貫

地想比照青商會來合理化社頭及促進會的組織與運作，「就是

說有沒有辦法把〔繞境〕整理起來做成一個 SOP這樣。」對照

新社頭引年輕成員演非正統陣式的譁寵、或對照普濟堂有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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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固守傳統的態度，似乎只有黃總幹事及他既參加青商會又

加入社頭組織的同仁，可能替大溪繞境走出不但延續而且光大

社頭的路。

四、經驗分析與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通過從互惠規範、互惠策略、名聲和權力劃分（社頭之

間、社頭管理層及其社眾之間）四個角度分析繞境社頭及其成

員之後，我們應該追問：大溪的社群到底帶給我們對前一章的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什麼樣的理解？

互信模型可分為三個主要模組，即互惠（第一章 H02至

H04）、名聲（H05至 H08）、權力（H10至 H14）三組及其他

（H01、H09）。經驗的事例不會剛好印證所有的 14個命題，所

以依上文敘述之輕重有別，我們著重在互惠模組的分析，再旁

及他組。不過，首先我們應從互信的內部資源基礎（H01）開

始討論。

H01的命題假設具有不同資源的團體可分為家族、俱樂部

及幫派三種，而導致內部不同程度的互信。從上文的分析中可

知，大溪社群中接近命題所示的社頭如下：由長工組成再進

而招收社區成員的老 13社接近家族型態；新 6社已是他社口

中的堂口（而新 4、新 8與新 9社則多打架）；式微後再興的

老 9社則接近俱樂部。重新出發的老 9社成員多出自青商會等

社團，而後者對會員的重要訓練之一，就是熟悉議事與辯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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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青商會員就是憑仗這種訓練來重組老 9社的。

再從四大規範來看，新 6社不收緣金、沒有爐主，喪事出

陣式但不送白包，基本上反對普濟堂的遊行規範；誠如該社魏

社長所言，他們是「玩陣頭的」。因此，新 6社完全不同於老

13社奉行既有規範以延續傳統的做法；他們內部欠缺規範凝

聚的向心力。表現在實際幫助社員的喪葬之痛上，老 13社有

15,000元的奠儀，資源匱乏的老 9社也有 2,000元，新 6社則

完全沒有。而兩個老社把繞境視為社頭存在的根本理由，每年

各花四、五十萬元在自己陣頭上；新 6社卻以陣頭營利，賺取

本身存續的經費，這一世俗動機抵銷了任何參加繞境的神聖意

義（亦即抵銷了另一向心力的來源）。難怪在經濟不景氣的年

頭，當魏社長無法再做到吸收「外面的資源」，成軍 7年的新

6社不得不在 2012年宣布解散。

最後從重新出發的老 9社來看，它的成員因具有青商會篩

選過的類似人口學特徵（年齡、職業、收入、參加活動），除

資源少一些外互信程度不見得會輸老 13社社員。但是老 9社

社員團結的目的不只為傳承繞境，他們還透過掌握社團促進會

要改善它，如有可能則要發展成「北關公、南媽祖〔指大甲繞

境〕」的架勢；他們的做法可對照老 13社廖前社長解釋社員有

向心力的公式：「傳統、信神、主辦的人很健全」。換言之，

老 9社社員的互信力量極可能造成超越一般社頭想像的繞境合

作。

總之，如果我們理解 H01所指「內部資源」包含了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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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共享規範乃至相近的人口學特徵（即名聲），那麼老 9

社、老 13社及新 6社的對比，的確支持了 H01命題所云，即

堂口型社頭內部都可能互毆，互信程度最低。老 13社有最隆

重的奠儀規範似乎互信最強。可是，老 9社社員不但有青商會

等的重疊身分，更把社頭當作現代企業在經營反而表現出最大

的合作能量。

（一）互惠模組

接著，我們要以社頭的例證，依 H03、H04、H02的次序

討論互惠規範與策略的模組。

H03與 H04分述互惠規範的拘束力源自何處：前者強調

「現在回報可繼續收益」的心理；後者則指向規範或自帶制裁

力或或來自「我們自承的互賴及不願看到集體失敗的自然反

應」，Tomasello（2009: 90）並認為規範成為文化慣行後具概

括性。大溪的社頭規範分別有支持兩命題的事例：

預期收益而現在付出的心理需求，足以解釋緣金規範和交

情規範兩者中的次級規範。緣金規範中繳交他社緣金或為得到

生意或為選票固然是這種心理的明證；即便看在爐主面子，繳

交「大緣」何嘗不是出自同樣心理？因為我將來有機會當爐主

時，我也會需要你看在我們的交情上繳出更大份額的緣金。至

於交情規範中的進香及紅白帖規範，則切合社員與外莊社交及

逢變需錢的要求；它們在社頭中的盛行符合 H03所述。

H03不能解釋的是一般社員為何按年、按例繳金。既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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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的人最終只是從緣金簿上除名，這稱不上是制裁；那麼只剩

「不願見到我社的陣頭從繞境中消失」可以解釋按時繳錢的慣

行。這正是 H04扣除「成員自承互賴」及「制裁」之外的主要

命題。

而就自承互賴造成規範的拘束力而言，社頭贈給社員的白

包是最符合的事例，因為藉贈奠儀一方面是所有社員表達感同

身受，另一方面也照顧到遺族的身心需要；也就是白包彰顯了

MacIntyre所謂社群的共善前提。

再就制裁的部分而言，也足以解釋爐主規範中擲茭勝出的

理由，即禍福臨門的說法顯示說者相信在規範背後有鬼神賜福

降禍的賞罰力量。對信神的人來說，無形的鬼神制裁與有形的

規範制裁也許是難以分別的，這就像心理學制約反應的結果，

唾液的增加已無分是食物、抑是鈴聲的刺激一樣。

另外，H04提到的概括性，除了遊行規範所示繞境時間與

區域現有一些社頭作勢反對之外，其他三大規範已是大溪社頭

的文化慣行。

個別來說，針對大溪情況 H04比 H03有更廣的解釋範

圍。可是應該合 H03與 H04為一個命題，才最能解釋現行繞

境規範的源起。

至於 H02所云：各種互惠策略的施用受到互惠規範的約

制，我們的例證釐清了三種關係：

首先，游總務一方面承接其父原在老 3社的職務，另一方

面則以繳緣金方式接手伯父在老 6社留下的缺額。這案例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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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說明可解釋為他在血緣規範影響下，施用「善良的」策略之

明證。

另外，「善良的」策略也顯示與地緣與香火緣有親近關

係。這就是構成大三層媽祖文化節主體的老 4社、老 10社及

老 13社精誠合作催生文化節的事例。

以上兩種規範與策略關係的成立，是基於以下預設：血

緣、地緣或香火緣等共同經驗已經塑造了某種人際互動的準

則，也就是普遍的互惠規範。

其次，判斷他人可信後才與之合作的「慷慨」策略，可見

諸於青商會員「應援」老 9社的復興，及前鎮長傾部下支持陳

總幹事創立新 4社的事例中。這兩個事例一方面符合 H03對互

惠規範的說明，且進一步指出立基交換心理的規範愈盛行的地

方，行動者愈傾向使用「慷慨」的策略（可成為命題 H2.5）；

另一方面它們也指出對他人可信與否的判斷，其實就是對其人

口學特徵是否相似（即名聲）的判斷（即支持 H06對動機的判

斷）。

除支持 H02的兩種關係之外，我們也發現新 4社、新 5社

及老 16社分從老 2社、老 9社、老 14社獨立的事例，基本上

是建立在「贏留輸溜」策略的施用。但尤其是在社頭層次，我

們難以發現令此一策略易於產生的互惠規範氛圍。所以，作為

三大互惠策略中條件最嚴苛（你先合作且一旦合作失利，我馬

上退出）的「贏留輸溜」，似乎無需規範的配合；它本身就是

行動者立身行事「審慎的」（prudent）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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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大溪的事例中，善良和慷慨兩策略易受互惠規範的

限制；而贏留輸溜策略則自成一格，雖可稱之為審慎的的規

範，它卻構成 H02的例外。

（二）名聲模組

有關名聲模組的討論，我們將依 H07、H05、H06的次序

並總結於 H09（H8無適當案例）。

首先，H07提到：遵守互惠規範進而能挺身懲罰搭便車者

的人，會因獲得名聲而得到信任。我們似有正反二例以說明這

一命題的適用性。

普濟堂規定了遊行規範就是繞行老城區的大公路線不變、

繞境日期也固定在六月二十四日。但是它沒有能力制裁擺開陣

式一表演就是兩、三個小時的社頭，而它的失能則出自於它從

不把剩餘的緣金用以回饋各社頭所致。新舊社頭對失能的埋怨

見證了它們對普濟堂的不信任。

反之，真正對繞境路線及表演內容做整體規劃，並把繞境

精神宣揚給大眾、輿論、及政府知道的，是以青商會員為主幹

的社團促進會。經過該會的協調，至 2012年為止大溪繞境已

有三年不見八家將和官將首陣式的出現。因此像該會的黃總幹

事，已是公認的社頭代表，而他也有使命感要帶來社頭的現代

化。但促進會對繞境違規者其實只有協調勸導的力量，它無法

真正懲罰他人。

其次，論及 H05，即對構成名聲的兩大機制—能力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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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透過人口學特徵及特徵相似度的說明。在大溪的事例中，

我們一再提及的青商會員作為老 9社與促進會的骨幹之事，當

然證明了幹部之間具有相似的人口學特徵的重要性。但是 H05

隱含未提的是，與當事人共事的歷史，也會使他的能力與動機

昭然若揭。共事經驗其實就是在上文分析中，新社頭動輒披上

幫派鬧事惡名，或新 4社陳總幹事得到褒貶不一評價的主要原

因。所以構成名聲的機制，在能力與動機之外似乎可加上共事

經驗。

第三，說到 H06：本人過去的名聲以及對未來名聲的愛惜

都有助於他人對本人的信任，當然促進會的黃總幹事自云做事

心態從為青商會同仁捧場轉到為關公而實踐，其實就是轉向老

社頭成員的「敬神」態度，這自然贏得他們對他更進一步的信

任。此外，代表老 13社接受我們訪談的廖前社長也是適用本

命題的事例。他是國校校長退休，任老 13社社長之外，又是

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大溪某文教基金會董事。他自言老

13社「主辦的人很健全」也正是愛惜名聲的寫照。

如果大溪社頭支持 H8以外的 7個命題（但對 H02及 H05

都有修正）的事例都可信，那麼同樣事例也可支持 H09的命

題，即規模 150人左右的社群，透過成員名聲與互惠規範、互

惠策略產生的互信，足以克服搭便車，合作完成社群目標。而

號稱成員達到 600人但今已解散的新 6社，則是以反例證明

H09為真。至於另一也自稱成員有 600人的新 8社呢？上文提

到該社乃家庭經營，不收緣金、沒有爐主，完全依賴社長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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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業營運中自掏腰包參加繞境。所以關鍵在社長的運輸業有無

盈餘以支持社頭，一旦資源匱乏，它步上新 6社後塵的機會頗

大，屆時又會成為本命題的負面證明。

（三）權力模組

最後，讓我們簡單考慮有關權力畫分的模組，即 H10至

H13（H14無適當案例）。

H10指出，在交換關係中依賴是權力的基礎；依賴由兩個

因素所決定—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及依

賴者能從他人處獲取相同資源的程度。就如同討論 H07一般，

社頭信任促進會而不信任普濟堂的情形，實則可以專注在補助

社頭這一點上而轉化為對 H10的說明。也就是說社頭普遍不依

賴普濟堂（接受該堂選擇性的補助的老社頭除外），因為後者

原則上從不分配緣金剩餘給社頭；但是社頭會依賴促進會，因

為該會自 2007年向鎮公所爭取到七十萬元的經費，就制定補

助陣式標準，而至今也還向中油、台電等申請到幾十萬元做補

助。此外，像繞境的整體規劃也是只有促進會能夠提供給社頭

的資源。

H11命題則指出，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

度，可因其他受惠於被依賴者的人之集體贊同而增強。唯一支

持此一命題的例證如下：每年繞境各個陣頭都需要年輕人或

扛或舞，加入表演。年輕人從何而來？如老 18社廖總幹事所

云：「好像一年一度，那些小孩自然就會來。大部分都是大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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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的小孩，就會互相拉來。反正有一千塊或一千兩百〔的報

酬〕嘛！」先加入者牽引後來的人加入的手段，一般是動之以

利（除報酬外還可訴諸表演慾），下焉者就動之以酒、以藥。

但是既有的成員愈多，加上他們勸誘的資源愈豐富，他們說服

更多人加入的力量也愈大。

對 H12—現代團體中的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間既有利益關

係，但同時也受制於規範的約束—的理解，在大溪的事例中近

似上文說明「慷慨」策略的施用所牽涉到政治人物為何加入社

頭的問題。不管是楊議員身兼老 18社的顧問而贊助「大緣」、

或青商會員「應援」原任議員秘書之江社長以復興老 9社、或

邱前鎮長動員屬下支持陳總幹事創立新 4社，都是一方判斷對

方會回報我現在的援手而施行「慷慨」策略；這既是我方現在

與對方未來的利益交換，也都可以託名於「為關帝祝壽」的各

種規範之中。換言之，H12在大溪的適用性情況非常近似上文

所言：立基交換心理的規範愈盛行的地方，行動者愈傾向使用

「慷慨」的策略，也就是合 H02與 H03而成的變格（H2.5）。

最後的命題 H13說：從依賴轉化為對被依賴者的信任之關

鍵，在於被依賴者執行對違背規範者的處罰。我們再以促進會

的事例來對照。促進會已經滿足 H07及 H10所述，即它既阻

止了易鬧事的八家將和官將首的參加，又能依規定分配它所募

集的補助金給各社頭，所以它不但受到依賴也得到信任。照理

說，它自然也合乎 H13的描述，只是有但書存在：黃總幹事自

承迄今他們無法制止陣頭超時演出而拖長行列。事實上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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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頭為「拚場」而自雇鎮外陣頭加入繞境，才拖長了隊伍，使

繞境需分兩天進行。促進會畢竟只能協調，它未有懲罰搭便車

者的能力。

總之，在以大溪繞境的事例印證互信模型的命題中，我們

能夠支持或修正其中的 12個命題。剩下沒有合適事例的，就

是 H08及 H14。本節討論可以表 2-1摘要如下：

表 2-1　大溪繞境事例對照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互信模型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1：社群依
其內部資源可

有俱樂部、家

族或幫派的

不同，而產生

不同程度的互

信。

家族－老 13
社

俱樂部－老 9
社

幫派－新 6 社 

內部資源包括

金錢物資、共

享規範、及成

員名聲。

三社互信程度

老 9社大於老
13社大於新 6
社。

互惠模組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2：各種互
惠策略的施用

受到互惠規範

的約制。

血（地）緣規

範影響善良策

略（游總務與

大三層文化

節）；現在回

報未來獲利的

互惠規範影響

慷慨策略（復

興老 9社及創
立新 4社）。

贏留輸溜策略

不受影響（從

三老社中分出

新社及各社頭

之間）。

互惠規範對互

惠策略的約制

為軟性約制，

容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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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互惠規
範出自為未來

利益而現在樂

意回報的心理

需求。

緣金與交情規

範。

合H02則導出
新命題H2.5：
立基交換心理

的規範愈盛行

的地方，行動

者愈傾向使用

「慷慨」的策

略。

H04：互惠規
範自有其超個

體的約束力量

並具有概括

性。

休戚之感與鬼

神制裁；緣金

與爐主規範。

合 H03與 H04
最能解釋社頭

規範的源起。

奠儀規範符合

社群 2共善。

名聲模組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5：名聲由
他人判斷當事

人具有的能力

與動機所組

成：能力的判

斷來自當事人

具有的人口學

特徵；動機的

判斷則來自當

事人與判斷者

雙方人口學特

徵的相近程

度。

促進會幹部的

動機與能力。

共事經驗一如

動機與能力，

也構成名聲的

基礎。

H06：本人過
去的名聲以及

對未來名聲的

愛惜都有助於

他人對本人的

信任。

促進會的黃總

幹 事； 老 13
社廖前社長。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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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7：遵守互
惠規範進而能

挺身懲罰搭便

車者的人，會

因獲得名聲而

得到信任。

普濟堂不能制

裁違規；促進

會則協調不再

違規。

H08：社群具
高「 廣 播 價

值」時，個人

追求名聲的意

願 也 高。 反

之，「廣播價

值」低時，個

人願意有名聲

但不願意付出

代價。

大溪無適當案

例。

互惠／ 
名聲模組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9：規模 150
人左右的社

群，透過成員

名聲與互惠規

範、互惠策略

產生的互信，

足以克服搭便

車，合作完成

社群目標。

支持 H 0 2 至
H07的例證；
新 6社及新 8
社則以反證支

持。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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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模組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10：在交換
關係中依賴是

權力的基礎。

依賴由兩個因

素所決定：依

賴者對被依賴

者所提供物事

渴望的程度，

及依賴者能從

他人處獲取相

同資源的程

度。

社頭不依賴普

濟堂，但社頭

依賴促進會。

H11：依賴者
對被依賴者所

提供物事渴望

的程度，可因

其他受惠於被

依賴者的人之

集體贊同而增

強。

年輕人以錢、

酒、藥引伴參

加繞境。

孤例。

H12：社群中
的依賴者與被

依賴者之間既

有利益關係，

但同時也受

制於規範的約

束。

議員身兼老

18社 顧 問；
青商會員復興

老 9社；鎮長
動員屬下支持

創立新 4社。

可與由 H02與
H03導 出 的

H2.5結合。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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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3：從依賴
轉化為對被依

賴者的信任之

關鍵，在於被

依賴者執行對

搭便車者的處

罰。

促進會做到

H07與 H10。
孤例，但可由

H 0 7 與 H 1 0
導出。不過促

進會只有勸阻

而無懲罰搭便

車者的能力。

H14：懲罰有
效與否端看其

正當性；擁有

正當性時即

便單純之象徵

懲罰也可以奏

效。

大溪無適當案

例。爐主規範

雖有擲茭的正

當 性， 也 被

賦予鬼神賞罰

的力量，但無

正面罰則與對

象。

五、小結

在運用第一章的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以解釋大溪繞境

的長期合作中，我們有幾個發現。首先，我們發現該模型的互

惠模組部分能夠解釋社頭與其管理層之間最多的事例。這是因

為社頭傳統已近百年，它形成的緣金、爐主、進香、婚喪及遊

行的規範既多且普遍的緣故。而名聲模組的解釋力則次之，這

或許是因為在搜集資料過程中社頭成員原則上秉持與人為善態

度，不輕道他社是非所致（雖然在上文的各引言中，我們已

竭盡所能析出對他人或他社的評論）。至於權力模組的解釋力

則再次之，這一方面是因為其 H12 與 H13命題可分由 H02與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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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及 H07與 H10導出的緣故；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繞境

管理層（普濟堂與社團促進會）欠缺實質的懲罰力量。管理層

沒有懲罰力在普濟堂這一邊是因為該堂收緣金卻不補助大部分

的社頭；而在促進會這一邊則表現在它每年能爭取到的補助經

費既不固定且年趨減少，同時它無法制止陣頭的超時表演。

其次，我們發現大溪事例能夠修正原有命題的地方主要有

二。一方面，對於各種互惠策略的施用受到互惠規範的約制

（H02）的說法，大溪事例一則指出「贏留輸溜」策略的施用難

以發現與之對應的互惠規範。再則我們發現「慷慨」策略的施

用與 H03所指規範的心理需要息息相關，這也許是因為這兩

個層次的互惠作為都預設了行動者計算未來酬報所致。而結合

H02的「慷慨」策略與 H03，我們可導出 H2.5的新命題：立

基交換心理的規範愈盛行的地方，行動者愈傾向使用「慷慨」

的策略。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修正名聲模組的 H06：儘管從人口學

特徵判斷他人能力，並從這些特徵與我的相似程度判斷他人動

機的說法有理，在實際上這些判斷都形成於他人與我多年共同

參加繞境之中，即「共事經驗」可融兩類判斷名聲的基礎於一

爐。

最後，在互信模型與大溪繞境的對照中，我們發現唯有符

合 H04的奠儀規範也同時符合MacIntyre所謂成員互賴與滿足

需求的兩個社群共善。這倒不是說像大溪這樣的傳統社群只

發展出一則符合MacIntyre所稱的社群規範，因為本文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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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透過其社頭組織以完成整個社群的繞境目標，而不全面涉

及大溪是否符合MacIntyre定義的美德社群。但是為完成繞境

的社群目的而演化出來的相關規範中，卻只有奠儀規範符合

MacIntyre所說，而其他緣金、爐主、進香、婚喪及遊行的種

種準則，更近似他所批評的理性選擇論者的「互惠」規範（即

對施與受的內容價值時加比較的準則），那麼依MacIntyre所

言，繞境固然可稱為是大溪的共善，因為完成它必須有社頭合

作然後滿足國泰民安的需求，但繞境卻不足以成為判斷大溪是

否為美德社群（以合宜的慷慨助成社群之幼有所長老有所終）

的指標。



北投社區營造

一、公民社團的發展

二、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及文化基金會

三、小結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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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紀的十多年間（1994-2007）對打造台灣各式社區或

社群成為「公民社會」—具雄厚互信資本，足以深化地方民

主的社群—影響至鉅的外部力量，大概就是由行政院主導的

「社區總體營造」及後繼的「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台灣

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造」從 1994年至 2000年間編列了

一百二十六億以上經費，「社計」及「六星計畫」則從 2002年

至 2007年間計畫花費七百七十四億元；1 三大計畫涵蓋了許

多改善社區生活空間的硬體建設，如「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

及「都市社區風貌營造計畫」（分由內政部營建署在前兩大計

畫中編列預算實施），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輔導美化地方傳統

文化建築空間」計畫，或經濟部商業司的「改善商業環境五年

計畫」等等。但是這些涉及生活空間及其他種種社區關係的計

畫，其源頭據監察委員黃煌雄（2001: 8）的說法，乃出自前文

建會主委申學庸為回應李登輝總統「生命共同體」主張，而提

出以「社造」創造「社區共同體意識」的論述。實際上，如果

要論及誰是發展此一「共同體意識」論述的主要操盤手，那就

非數自 1994年至 2006年初，長期擔任文化建設委員會副、正

1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在完成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基礎上，具體的形成

如下實行架構：人文面向—「文化資源創新活用」；地景面向—「社區風

貌營造」；產業面向—「內發型地方產業活化」；健康福祉面向—「健康

社區福祉營造」；及族群面向—「新客家運動」與「原住民新部落運動」

（蘇麗瓊、田基武，2004: 9）。具體架構的諸面向，則參考日本專家
宮崎清的社造五大範疇主張：人、文、地、產、景（曾旭正，2007b: 
16）。「六星計畫」則實施不到兩年即告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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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的陳其南不可。2

陳其南的「共同體意識」論述為何？簡單的說，他視社區

為建設「公民社會」的出發點，但是「公民社會」之所指，則

隨政經環境的轉移而有變化。以其擔任正副主委期間分三段來

看，首先從 1992年到 1996年間他的「公民社會」是與李前總

統的「生命共同體」相應和，而以「公民國家」稱之：

公民國家的理念是建立在社區社團自主自立的基礎

上，走徹底的社會民主化方向，將國家生命的基礎根

植於社區共同體，國家的形式組織也融入公民社會的

成員中（陳其南，1992: 31）。

文化建設委員會所稱的「社區總體營造」就是以「社

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藉著社區

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陳

其南，1995: 5）。

2 
政治學者江宜樺（1998: 162）也稱陳其南為「『社區總體營造』的總
工程師」。但是江氏認為社造計畫的理念就是「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

公民國家主義」，筆者無法完全接受。最低限度這樣的理念與下文所

引陳其南說的「社會民主化」、「社區共同體」、乃至「公民的作用不

只發生在單一個人身上，而是發生在群體之中」格格不入；而陳氏說

詞卻更接近江宜樺所謂與「自由主義」抗衡的「社群主義」看法。持

平而論，陳其南對包括公民社會在內的政治社群的看法，恐怕是依違

在「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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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96至 1999年間他則多用「市民社會」的名稱：

台灣「社區營造」運動的背景和最主要的課題乃在於

市民社會理想中的「社區共同體意識」之建立⋯⋯但

台灣基層社會由於歷史和政治原因，向來普遍缺乏此

種經驗和能力。即使在情況較好的日本，一些外來的

專業者和知識分子的協助也是不可或缺的（陳其南，

1999a: 14）。

社區總體營造作為一種態度，它並不是只在處理小社

區的事務，而毋寧是在針對一個社會的組成和運作，

從實踐的角度重新去思考與想像。社區是「世界村」

或「國家城市」的縮影，前者的複雜性和多元性，絕

不亞於後者（陳其南，1999b: 14）。

最後，在 2004年擔任主委之後則以「文化公民」代替「市民

社會」：

「公民」是文化公民權的載體，⋯⋯所謂公民的作用

不只發生在單一個人身上，而是發生在群體之中，是

在共同體裡所產生的概念，用來描述相對於群體的個

體成員的權利與義務關係（揭陽，200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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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陳其南自身對社區作為「公民社會」的經驗實體的看法，

經歷了從強調社區與族國的政治性連結，到社區是「世界村」

的縮影，再到最後對居民本身文化、美學素養的期待之過程。

但是用詞與強調的地方固然在不同時期互有差異，他則一貫認

定育有共同體意識的社區乃形成公民社會的基礎；而社區共同

體意識的凝聚，則必須「藉著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

務」。至於如何具體操作，陳其南事實上還帶領一個研究小組

擬出一本社造工作手冊供人參考（陳其南，1998）。

因為主政者強調居民參與公共事務是社區共同體意識的體

現，所以在以下北投公民團體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動員民眾以

求其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就成為公民團體響應社造最常做的

事；而加強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也成為動員的最高目

標。但是，大規模地以社造相關計畫動員民眾的結果，真的就

凝聚出所謂的共同體意識嗎？從試圖代表全北投行政區的一個

公民團體，不斷爭取政府計畫進行社造，卻引來只是向外部資

源靠攏的批評；到該公民團體欲磋和社區基層的民政單位與人

民團體，為擴大社區的福利服務網絡而努力，又引來命令式指

導風格之譏，本文將透過北投公民團體近二十年的社造經驗否

定陳其南凝聚共同體意識的說法，並釐清為什麼政府提供的外

部資源，反而破壞共同意識的凝聚。最後，再以北投經驗檢測

我們互信模型中的各個命題（見表 3-2，頁 158）：我們將發現

從權力到名聲再到互惠模組，各模組呈現遞減適用公民社群的

態勢；而且互惠模組完全無法適用北投，因為其公民社群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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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非正式互惠規範。而這一缺憾繼政府外部資源的負作用之

後，也成為消極影響北投居民互信合作的重要因素。

北投公民團體的社造故事一方面包括一個宏觀層次的主要

情節，即開始時（1994年）能夠凝聚全體居民意識的創建溫泉

博物館一事，結果卻成為至今北投各自主公民社團分裂為「計

畫型」與「議題型」兩邊的導因。另一方面微觀層次的延伸

情節，則包括「計畫型」社團希望聯合北投區內部以里民為基

礎的「社區發展協會」，擴大志工服務的網絡（於 2004年成

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聯誼會」），卻因各社發會與里辦公室

原本曖昧的互動關係（或齟齬或合作），使得聯誼會帶動各社

區參加內政部的三年期「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成效不

彰。

我們依前章之例用代號稱呼對訪談對象。原則是，涉及公

民團體的幹部用英文大寫字母代稱，其他的人用英文小寫字母

代稱。

一、公民社團的發展

1994年正當陳其南初任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委之時。同

年，北投國小學童因為「北投溯源」課程要求，探勘了戰後作

為台北縣中山堂地下室的舊公共浴場遺址，並知道中山堂將拆

除改為活動中心，他們向市府與議會請願保留而不果，寫陳情

書的 J老師最後向身為教授、醫生、或政治人物的家長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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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促使這些家長成立「八頭里仁協會」，向當時的陳水扁市長

爭取改日據公共浴場為溫泉博物館。3

里仁協會一方面成功地使中山堂在 1996年 4月被內政部

指定為三級古蹟，另一方面並向市府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

申提含溫泉博物館整建在內的「北投溫泉親水公園」計畫，獲

「優良都市設計獎」，並由市府列溫博館為大型公共建設案，至

1998年 11月博物館落成。

至此，這是一個公民團體聯合學校、社區向公部門爭回詮

釋在地集體記憶的成功故事，殊不知背後卻有醞釀分裂的矛

盾在形成。八頭里仁協會的領導層中 A醫生與 B教授擅長社

區內部的溝通，但是處理溫博館時他們的市府對口單位為民政

局（那時尚未有文化局），這裡面牽涉到的行政、工程程序問

題則主要由 X君以及他的重要助手、建築系畢業的 Y君來處

理。分工如此無妨，但是對於北投整體的文化資產，X與 Y傾

向全面的調查與保存；A及 B則採取個案處理的態度，這是

做事風格的差異。最後，還有認識領導層雙方的民政局人員

居中嚼舌，才使得雙方意見鬧僵。在協會人員要進駐溫博館營

運之前，他們（含 Y）居然被 A及 B當面訊問選擇「站哪一

3 2007年 2月 3日訪談 J老師。又據同日訪談當時身為家長的A醫生表
示，J老師先寫陳情書求助市議員不果，又轉而求助於他。隨後由他與
某雜誌社的X君號召其他家長在1995年9月24日成立八頭里仁協會。
「八頭」據云是古時平埔族稱呼當地的舊名，意謂女巫住處，閩南話的

「北投」即從「八頭」音轉而來（劉蕙苓，200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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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4 於是在開館前，X與 Y選擇離開里仁協會。他們在開

館次年（1999）成立未向市府立案的文史工作室，又在 2001

年成立有備案的文史協會；這兩個團體是 Y君所謂「議題型」

─我們則會稱為「社運型」─公民社團的核心，我們回頭再來

敘述他們的活動。現在先觀察「計畫型」公民團體，亦即北投

文化基金會的發展。

在溫博館成立後，A君另於 2000年 4月 27日成立文化基

金會，目的之一是要以財團法人身分申請「社造」與「社計」

子計畫。為慶祝基金會成立一週年及北投國小百年校慶，並響

應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遂倡議並在 2001年 11月經居

民簽署通過了「北投憲章」。5 這一包括北投人全體的公民協定

其本文如下：

大屯山 關渡米 北投石 磺水味／北投的山水 我們的家園

土地情深 人文樸實／在地的精神 代代的傳承

相互扶持 共同努力／創造北投的光與熱

疼惜台灣 關懷世界／展現家鄉的真善美

4 2007年6月3日訪談Y。另2007年4月21日訪談親近X君的Z里長則表
示，他風聞在建館期間Y曾向包商樂捐，請其贊助里仁協會成立文化
基金會，但是A、B反對這一做法，Y就把包商的支票撕掉。

5 
以下引用北投憲章源起及其文本的資料，都是從北投文教基金會網站

中「北投文教基金會精神總指標」專欄中取得。詳http://www.ptcf.org.
tw/ptcf2/modules/news/，2013/02/10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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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列文字依基金會的解釋，分別代表了「我的家鄉」、「共

同遺產」、「描繪願景」、「國際交流」之四大主軸及隨附的行

動方針。如共同遺產的主軸就包含「發揚傳統文化，建立地方

特色；凝聚地方共識，傳承在地的精神」之行動方針；再如描

繪願景的範疇也提到「溫泉資源是大家的共同財產，應發展多

元的利用方式，而非隨意浪費。」尤有甚者，基金會還在這個

社區憲法的架構下，擬出了十年計畫，每年分主題式活動、市

民參與、出版、及行政與慶典配合四個類別，列出集體的具體

行動。當然這四類活動都是要透過企劃書向政府、民間爭取經

費，這也是為什麼基金會被稱為公民社團中「計畫型」社團的

主因。

在 2001年內一年不到的時間，基金會就發動居民完成了

北投憲章的條例、釋文、操作方法的文字化。這看在主導人

A君眼中也必須承認對社區共同意識的凝聚只起了「表面的

作用」；而看在社造專家眼中，更覺得「有點流於形式」，因

為「所關懷的多仍停留在功能性的解決危機或建立共同體上，

少有能提升到意識上與計畫上充分凝結的層次。」（曾旭正，

2007b: 137）最後在「議題型」社團成員的眼中則認為北投憲

章所呈現的共識，也就是那「幾個人的共識」。6

在北投憲章「描繪願景」的主軸說明中，已提到當地居民

對「溫泉資源」這一公共財的重視。到了 2004年 5月，基金

會為了台北市政府後續如何經營溫泉博物館的問題，透過它承

6 2007年4月21日訪談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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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設立（2003年 2月）的北投社區大學與台大社會系合作，催

生了「北投社造協定公民會議」，利用這一審議式直接民主的

程序，提出北投居民對經營模式的看法，作為向市府的建言；

並在同年 10月續辦了「北投老街區的明天」會議。

2004年 6至 7月歷時一個多月，有十三名居民全程參加

的全台首次社區公民會議，顯然得到輿論與關心民主人士的讚

揚。不但報紙、網路報導會議對溫博館的定位、經營模式及財

源籌措方式的討論，與「北市文化局即將推行的溫博館委外模

式有異曲同工之妙」，亦即兩方面都討論出外力與社區合作，

共組溫博館「義務服務暨經營管理委員會」的現在模式（林

諭林，2004: C4）。在 2005年 8月底由台灣民主基金會、台

灣智庫等單位共辦的「審議民主國際研討會」中，與會代表

陳東升教授也稱許北投公民會議形成了「特別的社區審議民

主型態」；而民主基金會執行長高英茂更提到北投社區大學在

2004年 10月續辦的「北投老街區的明天」五天會議，「實驗

了國內第一個線上公民會議」（羅慧君，2005: A12；林子倫，

2007）。

但是在輿論的讚揚之後，社區內部的利益衝突顯然沒有

透過民主手段得到妥協。這一點我們在北投社大自己評估舉

辦「老街區的明天」公民會議成效的網路報告中，可以一瞥究

竟：

此次的公民會議比之第一次的公民會議衝突更多，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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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更大，整體的困難程度也大為增加，而且會議討論

中的各個衝突點都是社區居民生活周遭最尖銳的問

題，會議之中的針鋒相對情況不時出現，光要建立與

會成員之間的互信就是一大挑戰。幸好整體會議到了

最後，成員們都能秉持著理性的態度來相互對談並且

討論出彼此共善的結論來，這是值得欣慰的結果。什

麼是「現代公民」？現代公民應該是能夠關懷環境、

關懷社會，時時檢視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關

係，並且懂得思考、明辨是非、能夠接納、容忍異己

的現代人，在這些公民小組成員的身上我們看到了

「現代公民」的典範（北投社區大學，2006）。

光是一個對台北市政府無任何法定約束力的居民會議，只因利

益攸關大家就吵得不可開交；也引發了這一段社大的老師提出

對現代公民的看法。

在兩次公民會議之後的同年底，基金會又陸續採取了在北

投行政區內外的社團結盟行動。

在區內的社團結盟行動，指的是由與基金會合作的八頭

里仁協會出面整合四十二個社區，於 2004年成立「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聯誼會」：每月聚會一次，或安排上課，或參訪其

他社區。7 基金會在其中扮演專案控管運作經費的角色。在此

一聯絡平台運作下，各個社區（如吉慶、東華、文化、福興、

7 2007年2月3日訪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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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榮光、奇岩等）遂能一方面與法鼓山基金會合作，推

動「關懷長者、溫馨送餐」活動，每週一至週五由志工配送午

餐給社區內八十位獨居長者及身心障礙者。另一方面，也集體

參加 2008至 2010年內政部的「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

（詳見頁 144）。

在區外的社團結盟行動，則是從 2005年 11月開始，北投

基金會接受衛生署「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指導，與榮

總、關渡醫院規劃成立各「社區醫療群」（現已涵蓋北投、士

林、陽明山、蘆洲、石牌等五大社區）。其中北投醫療群的基

層醫師現已加入「關懷長者、溫馨送餐」從事義診活動，因此

進一步形成了由四十位醫師與七個社區組織所開展的「北投社

區健康關懷服務合作計畫」（陳怡妏，2005: C1）。

在北投行政區內有社區結盟外有醫療群林立的基礎上，北

投基金會進一步在推動建構整合不同行政區的「社區健康福祉

網絡」（洪德仁，2006: E2）。至此，基金會的作為似已脫離行

政院「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的範圍而自行其是，因為自行政

院院長更迭，屬於謝長延院長任內推出的相關「九六台灣健康

社區六星計畫」，未再延續。

總之，北投「計畫型」公民團體的發展，是以 2000年成

立的文化基金會與 2003年基金會創辦的社區大學為骨幹、再

到 2004年陸續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聯誼會」、「北投社

區健康關懷服務合作計畫」、「社區健康福祉網絡」等外圍非

政府組織。其間推行北投憲章與兩次的公民會議，當然是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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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主生活的重要手段。但是更重要的，這些民主活動以及

「健康社區」活動的經費都是透過基金會與社區大學以各種企

劃案向民間、尤其是政府申請，或接受委託案所籌措。這也難

怪看在「不需要政府委託案」就可以結合在一起的「議題型」

社團人士眼中，會認為「基金會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理念引導，

資源在哪裡，他們就可以轉變他們的旨趣和工作計畫。」 8 那

麼北投的「議題型」公民團體又如何發展呢？他們發展的主軸

簡言之是環繞在反對北投興建纜車；但是在此議題上，又牽扯

出獨立於「計畫型」與「議題型」之外改組後的八頭里仁協會

來。

在 1995年八頭里仁協會初成立時，其實 B教授就關心纜

車站選址會選在公共浴場所在地。在這一點上他與 X，Y同

感，而他們運作公共浴場使它在 1996年被指定為三級古蹟，

也在遂行抵抗纜車的計畫。9

1999年即溫泉博物館開館次年，B個人、一些當年新任

的北投里長、及文史工作室成員就成立了「反對北投纜車聯

盟」，從 2000年 7月至 2005年 5月先後到台北市議會開記者

會陳情三次，並提案給監察院，促成該院向市府提出糾正。但

是 2005年年底台北市政府終於跟民間建設公司簽約，開始興

建纜車系統。

在聯盟積極反對纜車興建的 2000年，B並被選為八頭里

8 2007年6月3日訪談Y。
9 
同訪談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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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協會理事長，他很快帶領協會加入了「反對纜車聯盟」。對

此舉 A並不表示贊同，同時 A在自組文化基金會之後，因為

與里仁協會同址，發生過錯拆信件以及帳目不清的事，A即脫

離里仁協會。

所以在 2001年之後，里仁協會一方面加入了「反纜聯

盟」；另一方面擴大經營心靈課程，以發揮他們擅於與社區內

部溝通的專長。而再一方面，他們也沒有拒斥與文化基金會的

合作：2004年底整合北投內部社區，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長聯誼會」，而運作經費出自基金會就是合作的結果。所以 A

離開後的八頭里仁協會，可以說轉型為介於「計畫型」與「議

題型」兩類公民團體之間。10

至於最典型的「議題型」公民團體—文史工作室及文史協

會，除了一貫堅持反對纜車興建外，也把他們的工作觸角延伸

到天母，因為所謂北投纜車其實在行義路上也有一站，也會對

當地交通造成衝擊。除此之外，他們也介入天母的「草山水道

保存」運動—從 2003年第一次舉行天母水道季，至今已辦超

過十屆。對於所謂「議題型」團體，Y君解釋說，就是要堅持

「社區事務最核心的部分是公共參與。〔團體成員〕應該鼓勵民

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對公共事務提出質疑或勇於表達自己意

見。」幫助民眾做到這一點，不一定要採用反對形式；但也因

為有反對運動，不同的意見才容易被接納。所以，在市府處理

「北投纜車、溫泉博物館委外經營、⋯⋯公民會館〔與〕 ⋯⋯
10 
同訪談Y。又2007年4月21日訪談Z時，Z也做了相同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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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公園的橋」之拆除幾件事上面，因為都違背公共參與的精

神，文史協會與工作室都不惜和市府對立。11

總而言之，從 1995年八頭里仁協會環繞 A、B、X、Y四

個核心幹部成立以來，他們先合力推動溫泉博物館在 1998年

的開幕；接著就有 X、Y在 1999年脫離里仁協會成立文史工

作室；而在 2000年 A也離開協會另立文化基金會。此後，文

史工作室成為北投「議題型」—以社會運動動員居民—公民團

體的代表；基金會則成為以承攬社區營造子計畫為業務的「計

畫型」團體的龍頭；而歷經志趣、風格不同成員的脫離之後由

B主持的里仁協會，則成為與「計畫型」與「議題型」團體平

行往來的溝通學習型社團。

二、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及文化基金會

在述說過幾個旨在代表北投全體的公民團體由合而分的故

事後，我們轉而陳述其中的「計畫型」社團—文化基金會如何

與北投的基層組織互動的經過。上文中，我們已看到文化基金

會這一「計畫型」社團一方面以社區憲法為基礎，擬出了每年

分主題式活動、市民參與（如公民會議）、出版、及行政與慶

典進行的十年計畫；另一方面它透過合作夥伴—八頭里仁協會

出面整合區內四十幾個（歷年迭有增減）社區發展協會，於

2004年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聯誼會」，把諸如為長者送
11 2007年6月3日訪談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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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推行「北投社區健康關懷服務合作計畫」或「福利化社區

旗艦競爭型計畫」擴大到不同的村里之間。所以，不管是基

金會個別的或是整合型的活動，它都仰仗自 1991年起，內政

部為改進「社區發展」政策而用「章程」規範的新人民團體組

織—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稱社發會）。

北投的社發會全盛時有 45個，至我們訪談時也登記有 38

個（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2010）。但是，真正有在營運的據資

深的社發會理事長 e表示：「大概四分之一吧！」 12因此我們依

書面、網路資料挑選出最活躍的 8個社發會，對其前任或現任

理事長進行系統訪談（依訪談順序標記為 a至 h）。八位社發

會理事長中有三位競選或輔選過里長（a, b, f），兩位是現任

里長（e, g），一位則是前任里長（h）。這樣的分配狀況，其

實符合多年來以碩士論文為主、對社發會（人民團體的基層組

織）與里辦公室（民政系統的基層）關係研究所示。這一研究

指出，同樣以里為行政範圍且是政府設計的兩種基層組織，可

用理事長與里長的協調（coordination）關係分為四種型態：

二合為一型（e, g），分工合作型（c,h），各自為政型（ d），

及衝突對立型（a, b, f）（林麗蓉，2011；楊瑤文，2010；陳

怡君，2005）。而我們的訪談資料也正為四大類別提供實質內

容。至於社發會與文化基金會之間透過「理事長聯誼會」平台

的協力（collaboration）合作關係，則可由二者在 2008至 2009

兩年間合作推行內政部的「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過程

12 2011年11月5日訪談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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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

如果從「組織是糾集眾人以完成特定目標之團體」的社會

學定義來看，社發會與里辦公室兩種組織都必須達到資源輸入

（input）與目標產出（output）的功能。在輸入端人的資源方

面，根據法律或行政命令，同村里的三十個人就可以成立社發

會，再從中選出十五名理事，理事再互選出理事長；而里長則

由里民選出，配有里幹事（有職等之公務員），下轄鄰長並可

主持里民大會。錢的資源方面，社發會為社團法人，自有會計

與出納，可向外募款並得開立收據抵稅；里辦公室則受區公所

指揮監督，除里長每月 45,000元的事務補助費及租賃「里活動

場所」的補助（此為台北市的通例）外，無經費收入。但它有

權提報基層建設（如造橋鋪路）所需，並會獲得上級主司機關

的回應。

在產出端，理事長或透過她的理事或另聘總幹事組成各種

自願班隊，如社區巡邏隊、長青俱樂部、媽媽教室等等。她可

以更主動地向中央、地方機關提計畫案，滿足社區的特殊需要

（如規劃生態社區）。里長則或透過里民大會或勤訪街坊，反映

里民需求給上級機關。

所以，無論從理性的組織分析或相關法律如《地方制度

法》、《人民團體法》或《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的規定來看，雖

然服務里民的總目標一樣，但是里辦公室是制式單位，負責里

民常態需求的滿足；社發會卻在徵集資源及服務里民上具有彈

性，可滿足里民特殊的需要。可以說在基層制度設計上，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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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賦予了相輔相成的協調關係。但是，為什麼自 1991年起

啟用新制的社區發展協會以來，會發展出社發會與里辦公室的

四種互動型態？讓我們從對北投區 a至 h理事長的訪談中來理

解。

（一）二合為一型（e, g）
現任第五屆里長並兼任理事長的 e，首先強調社發會與里

辦公室承擔的責任是不同的。他以己例來說，自 1995年他在

里長任內成立該里社發會以來，他們推行過中央與北市的「地

區環境改造計畫」、「社區招牌改造」、「廣告貼紙清除」、「社

區綠化美化」，並成立四個志工隊：環保義工、保健志工、守

望相助隊及綠美化志工隊。像這些工作都是超乎里辦公室承擔

的制式職務，而由理事長及其幹部申募經費與人力來服務。

e為南部人，大學畢業後就一直住在北投，也一直擔任學

校家長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受到當時家長委員的肯定，而在

1994年推薦他參選里長，自此連任五屆。他於 1995年據內政

部的《社區發展綱要》命令創立該里的社發會。當時認為「里

辦公室是屬於民政系統，是由民政局來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是

社會局，是社政系統，兩個資源是截然不同。所以我想說結合

社政系統的資源來一起營造社區的話可能會有加成作用。所以

我當時就積極地配合社區的一些熱心人士來成立社區發展協

會。」e的社發會是四年一任，他擔任兩任之後停了一任，因

為《人民團體法》規定只能連任兩次。第三任是由該社發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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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監事接任。第四任到現在又都是由 e任理事長。

最後，e則進一步分析里長兼理事長的優缺點：「〔兼任〕

可以把兩個資源結合起來，相輔相成這〔是〕優點。」那麼為

什麼很多的縣市規定一個里只能成立一個社發會，台北市跟高

雄市卻可以成立兩個以上呢？因為「過去有很多的里長，他為

了怕里內產生一個對立的團體，所以他就把這個社區發展協會

申請下來，然後別人就沒有機會再去成立了。但是他這樣把它

占著，又不經營推動，那這個里就很吃虧了！因為這樣子，當

時台北市政府就開放一個里可以成立兩個以上社發會，讓大家

自由競爭。」

也同時兼任理事長與里長的 g則表示：他是 2007年接理

事長到現在，並在 2011年當選里長。這四年期間，他一方面

發覺里長並不願意與社發會合作，「就是要抓權力而已」；另一

方面他也覺得理事長的力量還是有限：他曾建議社區公園增建

停車場、山坡建防洪緩衝池卻沒人採納。

但他一擔任里長就能招攬足夠里民，把漏水十幾年的福

德宮全部整修完畢，一共「花了四十幾萬，等於今年的薪水

〔應是事務補助費〕全部花掉了。」他認為「里長的力量才比

較大。」他現在要著手解決社區最大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小

學，但是沒有真正的活動中心當禮堂，那個畢業典禮都在操

場。⋯⋯社區要開什麼會或什麼活動，可以用的場所對達成社

區跟學校融為一體很重要。」雖然市政府答覆說該里有斷層不

宜蓋活動中心，g仍然堅持這是他施政的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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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事長這方面的工作上，他自承「我們也沒有去參加什

麼評比，但是我們社區做的比別的社區還多。⋯⋯我們經費都

是申請的很少，我們只有社會局申請一個母親節，那內政部申

請一個重陽節，就這樣。⋯⋯我們也考慮到國家財政方面，能

節儉就盡量節儉。不夠我們就自己出，我當了四年理事長至少

花掉一百多萬！」

g總結他的經驗是認為里長跟理事長還是結為一體比較有

力量，對社區比較有貢獻。而且，各級政府給社區的資源應

「全部規劃統一⋯⋯應該國家統籌，比如這個單位要給社區的，

就全部整理起來去分配。然後派督導員來看運作，去改進。每

個單位本位主義就造成有門路的人就容易申請，⋯⋯這是很重

要的問題。」

（二）分工合作型（c, h）
屬於分工合作型的理事長基本上也認同社發會與里辦公室

各有職司，但強調理事長與里長需充分配合才是村里之福。

對理事長與里長如何配合，c與 h的看法並不一樣。c坦

言社發會是「支援」里辦公室的，因為「資源是在他們那

邊。」c的說法符合他的社發會現狀，因為他們舉行活動的場

地就在台北市民政局每月補助 30,000元所租賃的「里活動場

所」上。里長每個月掌握的事務及租賃補助經費，常常是每一

分錢都來自申募的理事長所豔羨的。

h則認為：「里長兼理事長這樣子不好發揮，兩個人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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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來發揮一定會比較好。」但是他也看出兩職分離「會產生

一個後遺症：到底誰是頭？要怎麼相處？如果說社區發展協會

很突顯，里長不夠突顯，到下一次要選舉的時候人家會〔比

較〕！」其實 h是連任里長失敗之後在 2011年被社發會理事

推選為理事長的，前後職位的一手經驗讓他深信里長與理事長

「是互補，有很多東西里長根本沒辦法做。」

h專任理事長之後最大的問題卻出在前任理事長身上。前

任不但帳目不清，而且在同里成立第二個社發會，把 h的二胡

班學生都搶走了。訪問當時 h透露這位前任還身兼淡水某社發

會理事長。h說：「其實大家都知道他能力不錯，申請到很多經

費，但是那些經費他不拿出來用，他自己花掉然後用核銷的方

法，大家都看到了。」

（三）各自為政型（d）
我們訪談 d時， 13正值他的社發會在稍早前解散。這件事

看在他的鄰里 c的眼中，認為是「他申請的經費滿多的，問題

是，他花在協會〔社發會〕裡面的很少。等於是用這些錢去養

一些他自己的人吧。到時候，如果協會開會或怎樣的話，他就

能夠比較好弄。」結果在社員大會上遭到不滿會員提議解散。

比較同情 d遭遇的 f 則表示：「我覺得⋯⋯他們前理事長可能是

為了財務方面吧，因為可能你盈餘剩下太多或者你得獎盈餘多

的話，那人家上台來就看你的結算財務什麼的，可能就會囉唆

13 2011年10月8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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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

但是 d 自己的解釋則是跟原來支持他的 k里長態度反覆有

關。原來 k里長就希望 d出任第二屆理事長，結果一位女性勝

出。到 d 終於擔任第三屆的理事長時，他的理事中有人是支

持前任女性的。而「我們里長⋯⋯是好好先生，所以說會有很

多〔人〕在爭寵。她〔前任理事長〕在協會有理事，在那邊也

〔是鄰長〕，她就是一直跟著里長比較有資源。原來里長是一直

支持我們的，後來就比較差一點。」

至於為什麼會解散社發會，原因出在會員大會上「他們

〔前理事長的人〕說要推薦主席，結果〔k〕里長做主席。里長

沒有宣布解散，後來就是⋯⋯有人聲音滿大的說解散啦。我就

跳下去〔說〕，依人民團體法第 59條第 3項和第 5項，會員

大會中會員跟會員代表有權利來表決協會未來的存廢。那時

候我就明說，要繼續表決存廢。⋯⋯後來結果舉手投票通過

解散。」所以，d是認為里長偏向前理事長及其布置鬧場的會

員，才使他自己提案解散社發會。

（四）衝突對立型（a, b, f）
最後，有三位理事長與他們的里長是正面衝突的。衝突的

原因則或出在利益糾紛或出在性別議題。

b對其里長的指控全部與土地利益有關。首先是關渡平原

開發案，從黃大洲市長徵收土地全部是一坪 16萬，到馬英九

市長則把地目分段，徵收價格從 3萬到 6萬不等。b 指控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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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不符居民分配正義的政策。第二，b 指控里長先未積極爭

取後並濫用焚化爐回饋金。北投其他里拿到一年 1,000萬的回

饋金，本里只有 80萬，而里長卻用來辦遊覽，忽視提供健康

保險。第三，里長忽視里民住家安全，一方面對里內有三處加

油站造成的威脅不聞不問；另一方面否定 b設立入里防汛道路

之自行車 /步道的建議，任令 2.5噸以上卡車呼嘯窄路上。最

後他並指控在最近他參選的里長選舉中里長賄選並可能唆使人

對社發會縱火。

a與 f都是女性理事長，都因對里務看法迴異里長而支持

她們前任理事長出面競選但落敗。a解釋為什麼她們要推女性

跟里長競選，因為「創會理事長當選後就被〔里長〕叫去罵，

說：這是地方在做的事，為什麼你們這些女人要改朝換代？我

這個正義感就出來了，為什麼一定是他們在做？為什麼長期

是你們在把持？」而選舉過程也讓 a大開眼界地方政治的不堪

面：「我們還辦肥皂箱演講，我們要去登記借學校，但是學校

說這三天人家都借走了。選舉的前三天最要緊的，不借給我

們。但是我還仔細看選罷法，發現有一條說我要租借場地，如

果是有人重覆登記了，你要報區公所。我就跟主任說：這不是

你的事你要蓋給我啊！他看我不好惹就打電話去問，問了以後

說真的是這樣，後來都借給我們。在派出所也上演了同樣的戲

碼。這種地方都被把持著！」

f的經驗也類似。「我們前理事長有推動社區綠美化營造。

但問題是我們一有這種議題，里長就〔會搶過去〕。像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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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號公園本來是我們社區發展協會請社區規劃師來幫我們做

改造，後來里長就說他申請多少補助金可以改造，就這樣子

啊。⋯⋯你要做什麼事情最後的成果他要蓋章，結果最後的成

果都是他的，選舉的公報就寫成是他做的。我們是可以發文，

但還是要會通里長。里長還是比我們大。其實我們上一屆理事

長也選過里長，沒有辦法選上我覺得因為那時候理事長是被打

成親民黨，那時候剛好是陳水扁那時候。假如他〔里長〕沒什

麼作為的話，我們會再出來。因為他的文宣上說他要社區營

造，但是我所知道的他只是把別人的營造成果，做成自己的業

績啊，選舉的時候就是幾個廣告用幾個改造的圖片，日期也全

部改造。」

所以，從北投區社發會與里辦公室的四種互動型態中，我

們可以理解讓里辦公室滿足里民常態需求，而讓社發會滿足里

民特殊需要的並行制度為何窒礙難行。根本的原因出在金錢資

源取得的難易度上。里長坐擁每月 75,000元的事務及租賃補

助，並主管「里活動場所」；14理事長的每一元經費則都靠申請

或勸募，活動需要場地也都必須向區公所申請。除非理事長有

能力申募經費（a, d, f）或與里長利益衝突（b），他們一般會

傾向與里長靠攏或自任里長以擴大資源。綜觀我們 8位訪談對

象，他們表現最一致的一點就是都想或已做到取里長而代之。

在討論過社發會與里辦公室的協調問題之後，我們轉而分

14 
台北市甚至可以看到里長把住家設在里活動場所，原來住房出租的變

相實收租賃補助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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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社發會如何透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聯誼會」的平台，與

文化基金會協力，在推行內政部「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

畫」的前兩年間，從合作到分手的經過。

內政部在 2005年所推出的旗艦計畫，是在運用社會福利

的經費補助上，鼓勵社發會聯合提案參加評比，以代替過去對

單一社發會的小額補助，目的在聯合社區、擴大福利服務網

絡，以涵蓋諸如高齡化、外籍配偶、或兒虐與家暴之通報等

重要議題。所以內政部要求至少有五個社區透過跨局處（至

少二個單位）的協助提出連續三年的計畫，而予以每年最高

一百五十萬元的補助。（蔡宗翰，2012: 2；施丞貴等，2008: 

324-325）

就在旗艦計畫出台的前一年（2004），文化基金會在中華

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委託下，負責北投區的社區培力工作，致力

社區協力結盟；並在同年透過八頭里仁協會協助成立「北投社

區發展會理事長聯誼會」。（蔡宗翰，2012: 8）所以很巧合地，

在旗艦計畫問世前，北投已先有「聯誼會」的非正式跨社區組

織等待在三年計畫中大顯身手。而首屆聯誼會的召集人正是前

述連任五屆里長的 e。

據 e回憶，北投的聯誼會是「純聯誼」，沒有向台北市政

府社會局正式立案為人民團體。因為一旦立案，就要選舉理監

事，又要選舉理事長，每一年還要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受到政

府的約束。「我覺得很多的協會就是在這樣的限制之下，有時

候會為了選舉彼此傷感情。我們理事長聯誼會的功能，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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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享經驗，傳承經驗，這一部份跟立案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對不對？」新的聯誼會有兩個工作要點：一個就是每兩個月一

次的走動學習，參觀北投區各項的建設；另一個就是公共論

壇，也是兩個月舉辦一次，針對北投區的公共事務由大家表示

意見，提供政府參考。另外還有工作坊，用以培訓社區如何寫

企畫案，如何發行刊物，這些屬於聯誼會的培力計畫案範圍。

e認為這些工作的成效非常顯著，因為每一年的台北市或是內

政部的社區評比，北投區幾乎都是名列前茅，「包括有好幾個

社區得過全國卓越社區獎的」。

聯誼會成立四年後它才與基金會合作，推動七個社發會

（大同、吉慶、東華、振華、福興、義里、榮光）加上關渡關

懷站及永明里辦公室提案，競逐內政部的旗艦計畫。北投旗艦

計畫中的諸方案前兩年與後一年不同，我們引用並稍加更改蔡

宗翰（2012: 18，表 1-3）極精當的表格介紹如表 3-1（另增表

下附註，並參本章最後底註透露的方案變動原因）：

表 3-1　2008-2010年北投旗艦計畫的方案名稱與變動
2008-2009年 
方案名稱

2010年方案名稱 變動說明

社區人力資源教育
志工訓練與成長交

流

未持續籌組志工服務隊，但延續

頭兩年方案精神，同時招募志工

並培訓在職志工。

提升社區組織能力 社區組織培力計畫

因故停止「陪伴家族」制度，
*

但仍持續提供社區幹部培訓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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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關懷服務
長者關懷與服務計

畫

在原有社區推動「關懷據點」方

案基礎上操作，
**
增加成長教育

與飲食健康等新課程。

北投區人力時間銀

行
*** 無

原為 e之社區主辦，因故停辦。

建構北投社區身心

靈健康關懷網

建構北投社區身心

靈健康關懷網

前後變動規模大，僅持續辦理新

住民成長與交流課程，及發行

《社區福祉健康報導》。
*
陪伴家族：如北投的奇岩社區與東華、榮光、文化、中和就構成一

個「家族」，由比較有經驗的社發會輔導新成立的進行社區營造。期

間會有官方請來的老師幫忙診斷社區特有的問題，並提供改進意見。
**
關懷據點：即前文所述參加「關懷長者、溫馨送餐」活動的各個社

區所訂的據點，志工由這裡配送午餐給社區內的獨居長者及身心障礙

者。
***
人力時間銀行：利用銀行乃進行「存」與「貸」場所概念，由社

發會扮演銀行累計志工服務時數，等到本人有需要時再提領，即請其

他志工服務。2008年文化基金會引進並翻譯了日本活力生活俱樂部
（Nippon Active Life Club, NALC）的人力時間銀行操作手冊，欲推廣
到參加旗艦計畫的各社區。

在實行長達三年的旗艦計畫各方案過程中，實際參與的社

發會幹部感覺成效如何？

接受我們訪談的 f表示，她是在基金會主導 2008至 2009

年的旗艦計畫後第三年才承擔主要責任。她認為：「旗艦這個

計畫一直都在，看看北投的理事長有沒有人願意再出來做這個

事情。旗艦好像錢不怎麼好申請，比較麻煩一點，而且它的核

銷也嚴格。」

而三年間都領銜提案的 e則解釋：「我們每一個社區都可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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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輪流代表聯誼會去提案申請。⋯⋯你事先在計畫案裡面寫明

我這個案子結合哪些個社區，⋯⋯經費下來就是各個社區我

們都統整經費讓你去執行，但是你執行完畢要把成果彙整到這

邊，統一來做核銷。最近〔民國〕97、98、99年我們〔社區〕

代表去跟內政部提旗艦計畫案，我們結合八個社區一起來營

造，每一年一百萬，是最大的案子。一開始我們也是透過⋯⋯

文化基金會那邊幫忙撰寫企畫案，八個社區大家一同來參與。

提案的單位也是我們社區，所以我們社區要負責提案，負責

執行、推動，再來就是負責核銷，這個已經連續三年，去年

〔2010〕結案。」 15

e雖然把社發會、聯誼會與基金會三者在旗艦計畫案中扮

演的角色都釐清了，但並沒有回答各社區合作推案的成效問

題。正是在這裡蔡宗翰（2012: 61）訪談了參加旗艦計畫的各

個社發會共八位幹部的資料才更顯切題。他綜合訪談意見得到

的結論是（2012: 119-125），經過三年「社區協力關係未確實

建立」、「社區培力成效有限」、「社區資源整合效果不佳」、

15 
「一開始我們也是透過⋯⋯文化基金會那邊幫忙撰寫企畫案」一語是有

玄機的。e在訪談中未透露卻在計畫進行的第三年開始於會議中如此
表達他的看法：「第三年的旗艦想改變過去兩年各社區不知如何配合由

上而下、分配承辦的指導方式，今年想改由 [e的社區 ]這邊來撰寫提
案計畫並配置專案經理人。我們今年也邀請東吳大學⋯⋯成為我們的

專業協力單位」。（北投旗艦社區聯繫工作會報 2010年1月28日會議紀
錄，引自蔡宗翰2012: 15，註5）所以在前兩年掛名專業協力單位的基
金會到第三年改為東吳大學，連帶改變的是「由上而下、分配承辦的

指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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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專案經理角色〔應更〕多元」，最後，「對整體北投影響

有限」。也就是說，以「有好幾個社區得過全國卓越社區獎的」

北投實行旗艦計畫的結果，並無法達成內政部透過此大型計畫

要聯合社區擴大福利服務網絡的初衷。

不止是這樣，在北投旗艦計畫結案後，e表示作為聯絡平

台的聯誼會也「沉寂了大概一兩年。⋯⋯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幾

個熱衷的理事長都卸任，卸任之後新任上來的還沒有辦法銜

接。〔但是〕我們今年〔2011〕又重新出發。」所以在 2010年

文化基金會不再擔任旗艦計畫的專業協力單位之後，作為聯絡

平台的社發會理事長聯誼會也趨於沉寂。

因此，就基層的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與文化基金會三

者的互動關係來看，首先，做里長的人除非她身兼社發會理事

長或指派親信擔任其職，因為業務不免重疊，加上擁有事務費

與租金的保障經費，她沒有誘因與理事長合作。

其次，在北投旗艦計畫實行期間的前兩年，作為想代表北

投全體的基金會與代表各里的社發會之間，產生了「由上分配

而由下承辦」的互動方式，令各參與的社發會不知如何配合，

導致社發會的龍頭 e終於替換掉基金會作為整個計畫的專業協

力單位，並進而影響到兩造的溝通平台—理事長聯誼會趨於沉

寂。對照基金會從 2001年起透過北投憲章以「我的家鄉」、

「共同遺產」、「描繪願景」、「國際交流」四大服務主軸期待自

身，而到 2009年時它仍然無法取得社發會的充分信任，未能

「提升〔居民〕到意識上與計畫上充分凝結的層次」（曾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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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b: 137），服務都會中的社區這一條路又何其漫長啊﹗

最後就政府行政而言，一方面讓里辦公室與社發會並立的

制度難行，因為人性爭取資源傾向捨難（社發會勸募資源）就

易（里長兼理事長）。另一方面，即使讓社發會蓬勃運作的北

投來實行旗艦計畫的結果，仍然無法達成內政部想聯合社區擴

大福利服務網絡的初衷，失敗原因仍在基金會與社發會之間的

互信並未凝結。

總之，在社區營造的大纛下，北投公民團體近二十年經歷

的是從響應政府號召到「眾聲喧嘩」的經驗。在宏觀的層次

上，為創建溫泉博物館而凝聚家長形成的八頭里仁協會，循其

會員所欲追求的社會議題逐漸分裂為「計畫型」與「議題型」

兩邊。而在微觀的層次上，則一方面「計畫型」的基金會希望

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聯誼會」以擴大志工服務的網絡，

卻受制於各社發會與里辦公室不暢的互動；另一方面，基金會

也想一路帶動各社區實踐內政部三年期的「福利化社區旗艦競

爭型計畫」，卻因社區成員對其自上而下領導方式的不滿，導

致中途撤換其作為專業協力單位的結果。

對照社區營造的主要論述者陳其南所說，公民社會的存

在，需要在地居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所凝聚出的共同體意識，

姑不論北投區蓬勃的公民團體活動是否體現了當地的公民社

會，這一系列的活動結果與「參與公共事務能夠凝聚共同體意

識」的說法是不符合的。北投的經驗為何不符陳氏所言？在宏

觀上我們回想「計畫型」的基金會曾遭「議題型」社團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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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理念引導，資源在哪裡，他們就可以轉

變他們的旨趣和工作計畫」。而在微觀上我們已經分析指出，

在金錢資源取得的難易度大相逕庭情況下，里長沒有誘因與理

事長合作而理事長有各種理由要取里長而代之；甚至遭理事長

物議的基金會自上而下領導風格，又何嘗不是涉及內政部每年

一百萬的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可以說，政府引入外部資源，

原想帶動地方人士積極介入公共事務，可是為了寫計畫競爭資

源卻使得利益衝突成為破壞共同體意識凝聚的最大障礙。

三、小結

以北投公民團體投身社區營造的故事對應本書第一章提出

的互信模型，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論？

就互信模型中的權力模組而言，北投的經驗無疑地支持

H10的說法，亦即在交換關係中依賴是權力的基礎。依賴由兩

個因素所決定：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及

依賴者能從他人處獲取相同資源的程度。在微觀層次我們把所

訪談過的社發會分為四種型態（二合為一型、分工合作型、各

自為政型及衝突對立型），進一步地分析顯示這些型態中，二

合為一型（e, g）及分工合作型（c,h）的社發會是高度依賴里

辦公室的；而各自為政型（ d）及衝突對立型（a, b, f）的，則

因本身擁有的申募經費能力而不必依賴、甚至能跟里辦公室唱

反調。雖然如此，d至少還希望與里長維持友好關係，作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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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理事長正當性的來源。

在宏觀層次上，即便「議題型」公民社團，即文史工作室

及文史協會的出現，也肯定 H10的說法。雖然這些團體批評文

化基金會受政府經費左右，儼然自己不以申募經費為要，但是

它們是擁有異乎物質的資源的，那就是「對公共事務提出質疑

或勇於表達自己意見」的堅持。就是這種信念的，或稱為意識

形態的資源使它們能夠與市政府對立而存在。

至於 H11至 H14呢？北投的經驗中，有支持 H11（依賴

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可因其他受惠於被依賴

者的人之集體贊同而增強）的事例。當 c提到他的社發會每年

「辦一些出去觀摩、參觀的，還有敦親睦鄰的活動」，或 e自評

「我們⋯⋯社區跟公部門的互動還有申請的經費，應該是北投

區最多的」，兩者顯然都是在與其他同樣接受政府補助的社區

做比較。而不管比較結果如何，當事人年復一年向政府申請補

助的決心卻會因為有比較而受到增強。甚至 h提到的「前任理

事長」，連 h也肯定「大家都知道他能力不錯，申請到很多經

費」。正是眾人的肯定使這位前任理事長更勇於創立新社發會

以爭取更多經費。

H12說明「現代團體中的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間既有利益

關係但同時也受制於規範的約束」。北投經驗中各自為政型的

d不得不解散自己的社發會，雖然他自我解釋為失寵於里長又

遭前理事長的人馬所設計，但 c、f都指出與經費核銷不符《社

區發展工作綱要》的規定有關。只是，尋找出一個符合 H1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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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並不足以道盡這一命題強調的「規範的約束」，因為此

處的規範更直指法令之外因社發會慣行本身所襲有的超個體力

量（Tomasello, 2009: 38）。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出北投公

民團體與大溪社頭極大的差別：近百年的社頭組織產生從緣

金、爐主、社員之間紅、白帖一直到陣頭排序的各種法令之外

的規範；而從八頭里仁協會自 1995年創立算起的北投公民團

體，至今似乎絕少透露組織自成的規範（除了只起了「表面作

用」的北投憲章以外），仿佛所有的會員行為已經全然被《地

方制度法》、《人民團體法》、《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及各種計

畫書所圈定。我們因而認為，非正式規範的缺乏造成會員之

間的權利義務感只以明文規定為限，加上各種實質利益的糾

葛，使得社發會不易凝聚陳其南所豔稱的共同體意識，也違

背MacIntyre所云，真正的社群成員不會斤斤計較施與受的價

值。

但是 d不得不解散自己社發會的事例也切中 H13所說：

從依賴轉化為對被依賴者的信任之關鍵，在於被依賴者執行對

搭便車者的處罰。但切中之處是 d成為 k里長懲罰的對象，即

藉 d有帳目不清疑慮（即懷疑 d搭便車）遂強制剝奪其理事長

職位的作為，使得該里長可因賞罰分明而更得到其他手下的信

任。

最後，H14宣稱：懲罰有效與否端看其正當性；擁有正當

性時即便單純之象徵懲罰也可以奏效。所謂懲罰有效是承 H07

而來，即懲罰搭便車者而使自己聲名鵲起、得到信任。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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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這一命題的事例仍是所謂 d帳目不清的疑雲。如果 d 確如

c、f所指核銷經費不符規定，那麼 k里長利用理事倒戈剝奪其

理事長職位的懲罰，自然有正當性而可以得到其他手下更多的

信任。當然，理事長因有勸募經費的職能，剝奪此職位不僅是

象徵性的懲罰。

所以北投公民團體的微觀經驗最適用權力模組的說明，但

呈現從 H10到 H14事例遞減甚至只有 d例適用 H12、H13、

H14的情況。至於以北投經驗對照其他模組，也同樣呈現出從

名聲到互惠模組適用度遞減的態勢。

名聲模組的 H05說：名聲由他人判斷當事人具有的能力與

動機所組成—能力的判斷來自當事人具有的人口學特徵；動機

的判斷則來自當事人與判斷者雙方人口學特徵的相近程度。北

投的事例中 A醫生與 e里長兼理事長明顯符合 H05所言。A醫

生的人口學特徵有身為在地閩南人、中年男性、受醫學教育而

業醫等；他服務社區的能力無庸置疑。而從創立基金會、社區

大學到社發會理事長聯誼會、社區健康福祉網絡，他服務社區

的動機應該也是昭然若揭。但是一方面我們知道有「議題型」

公民團體批評基金會的旨趣和工作計畫隨資源所在而轉變；甚

至和 A志同道合的 e都曾指出，基金會由上而下、分配承辦的

指導方式不再適合北投旗艦計畫第三年的需要。另一方面誠如

a理事長所感慨，「公益的部份我覺得是最難操作的一塊，但是

這個又是最重要的」。換言之，從事公益的人因為仍然涉及利

益糾葛，他 /她的動機總是容易遭來多方評價。只是評價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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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服務動機，雖言會受人口學特徵相近與否的影響，至少應

該與他在分工中的角色、做事的風格、和是否有人居中嚼舌等

因素分開來看。

另外，e里長則是長居北投的南部閩南人、中年男性、體

育系畢業從事幼教而服務學生家長會多年。他的服務能力受肯

定而被推薦參選里長，任職至今。而他里長兼理事長的身分似

乎使他服務社區的動機免於懷疑，畢竟里長的公職身分本應盡

瘁桑梓，服務動機遂有一正當性的加持。

對 H06所言：本人過去的名聲以及對未來名聲的愛惜都有

助於他人對本人的信任，A與 e能夠近二十年都浸淫在社區服

務工作並且力道與規模日益擴張，自然是符合 H06所預測。即

便是 d的個案，縱然有人認為他帳目不清，他在理事長任內的

作為仍有正面評價。這可以從他身兼北投理事長聯誼會的副召

集人，以及台北市社區發展協會聯合會的監事兼北投區的主任

委員等職務看出。沒有人望是無法選上這些職位的。最後，女

性的 a理事長從事服務工作，不但從自己社區的山系、水文調

查做起，一直做到經營合作社型態的健康生活店、烘焙館，她

也擔任文建會營造中心的營造員，協助其他社區創立他們的社

發會並找出針對該社區實際可行的服務項目。以上四位都是長

期服務、著有名聲，且此一名聲贏來更多信任而付托他們更重

要的責任。

符合 H07所言則只有一個事例，就是剝奪 d理事長職位的

k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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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H08指出 : 小團體具高「廣播價值」時，個人追求名

聲的意願也高。反之，「廣播價值」低時，個人願意有名聲但

不願意付出代價。此一命題的前句容易證實，後句則否。網路

上蒐羅媒體對北投各社區的報導，不難看到 a之社發會積極介

入社區內一 16公頃大的土地開發案，與市府都發局、建商、

地主多方協調，保留區內水塘及溪流，建成台北「首座的生態

社區」。d之社區則以每年元宵燈會創作大型燈具（如孫悟空

騎筋斗雲、比例百分之一的台北 101造型）而著名；而隔不遠

e的社區在每年 12月，都會由家家戶戶點亮耶誕燈形成「耶

誕巷」。社區營造一旦有具體成果很容易成為媒體地方版面的

焦點；鎂光燈效果足以增強 a、d、e諸位理事長推行下一輪更

重大服務項目的決心。至於反對本命題的例證則出現在身處農

業社區的 g、h兩位身上，他們自稱秉著服務桑梓是「造福田」

的想法一直在默默苦幹，並不理會所處社區是否有廣播價值。

對於構成互惠模組的 H02、H03和 H04，限於多次訪談北

投公民團體中卻難以發現內部自成的非正式規範，遑論互惠規

範，所以無法於此以本地經驗對照這些命題。

至於互惠 /名聲模組中唯一的 H09，我們倒有乍看反對的

事例，那就是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前文提及，在北投

旗艦計畫實行的前兩年，文化基金會與參加的幾個社發會之

間，產生了彼此無法配合的「由上分配而由下承辦」的互動方

式，導致基金會不再成為整個計畫的專業協力單位，甚至影響

到居於中介的理事長聯誼會也趨於沉寂。符合 H05及 H06所



156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言的 A、e 二人，為什麼無法合作完成三年的北投旗艦計畫？

最簡單的答案正是：內部欠缺非正式規範以約制「由上分配而

由下承辦」的命令式互動。所以旗艦計畫的不歡而散可以說是

以反面例證說明「社群目標打折扣，因為欠缺非正式互惠規範

以節制命令式互動」，它不但是以反例證明 H09所真，它更進

一步顯示第一章圖 1-1的互信模型中，「互惠策略及其規範」比

起「有關名聲的訊息」更能影響信任與合作。

最後讓我們討論 H01這道不在四個模組之內的互信命題。

H01明言：現代團體依其內部（可共享）資源而有俱樂

部、家族或幫派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程度的互信。本章中我們

討論的公民團體最主要的有所謂人民團體與民政基層的差別，

簡言之就是社發會與里辦公室的不同。而在第一章的討論中我

們已經提及，相對於社頭近似幫派、跨國配偶構成家族，公民

團體則最像俱樂部，那麼文化基金會、文史協會，乃至社發

會、里辦公室是什麼樣的俱樂部？

我們知道被稱為俱樂部的團體是因為它們提供「俱樂部財

貨」，即排他而對內一定程度內無競爭性的服務或物品。文史

協會與社發會乃正式立案招收會員的團體，它們無疑是俱樂

部，甚至文史協會還能對內提供意識形態的資源。即便基金會

本身不招募會員，但它有社區大學，可以提供學員俱樂部式的

服務。至於里辦公室是公家單位，並不符俱樂部定義。但是從

上文分析可知，構成里辦公室與社發會的成員身分，重疊性很

高（interlocking membership），所以兩個團體其實構成一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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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狀的俱樂部。譬如說，d與前任女性理事長及 k里長三者之

間的關係，就是網絡狀的俱樂部，而該里長可被視為俱樂部的

主委。他透過令 d先取代前任理事長；再透過前任理事長留任

的理事拔除失寵的 d 的理事長職位，這種作為正是利用自己的

人脈資源以「分而治之」手法控制他的網絡。

所以北投區的社團，不管稱之為是標準的還是網絡狀的，

它們是俱樂部無疑。而對照前一章的老社頭，俱樂部對政府之

外部資源的依賴遠超過傳統社頭，所以前者內部的互信可推知

是小於老社頭的。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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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北投社區營造經驗對照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互信模型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1：社群依
其內部資源可

有俱樂部、家

族或幫派的

不同，而產生

不同程度的互

信。

文化基金會、

文史協會、社

發會及「網絡

狀俱樂部」。

意識形態也可

成為內部資

源；d與前任
女性理事長及

k里長三者之
間的關係構成

網絡狀的俱樂

部。

互惠模組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2：各種互
惠策略的施用

受到互惠規範

的約制。

北投無適合事

例。

H03：互惠規
範出自為未來

利益而現在樂

意回報的心理

需求。

北投無適合事

例。

H04：互惠規
範自有其超個

體的約束力量

並具有概括

性。

北投無適合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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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聲模組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5：名聲由
他人判斷當事

人具有的能力

與動機所組

成：能力的判

斷來自當事人

具有的人口學

特徵；動機的

判斷則來自當

事人與判斷者

雙方人口學特

徵的相近程

度。

A, e 從事公益的人

如能擁有公職

名位可減少他

人對其行善動

機的懷疑。

H06：本人過
去的名聲以及

對未來名聲的

愛惜都有助於

他人對本人的

信任。

A , a, d, e  

H07：遵守互
惠規範進而能

挺身懲罰搭便

車者的人，會

因獲得名聲而

得到信任。

剝奪 d職位的
k里長。

與 H13關係密 
切。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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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8：社群具
高「 廣 播 價

值」時，個人

追求名聲的意

願 也 高。 反

之，「廣播價

值」低時，個

人願意有名聲

但不願意付出

代價。

a, d, e 支持命
題前段說法。

g, h則不管社
群有無廣播價

值，一直默默

苦幹。

互惠／ 
名聲模組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9：規模 150
人左右的社

群，透過成員

名聲與互惠規

範、互惠策略

產生的互信，

足以克服搭便

車，合作完成

社群目標。

福利化社區旗

艦競爭型計畫

以反例證明

H09為真。

缺乏非正式規

範而發展出命

令型互動。

權力／模組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10：在交換
關係中依賴是

權力的基礎。

依賴由兩個因

素所決定：依

賴者對被依賴

者所提供物事

渴望的程度，

及依賴者能從

他人處獲取相

同資源的程

度。

c, e, g, h支持
前一因素；a, 
b, d, f支持後
一因素。

文史協會提供

意識形態的資

源，獨立於交

換關係之外。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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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依賴者
對被依賴者所

提供物事渴望

的程度，可因

其他受惠於被

依賴者的人之

集體贊同而增

強。

c, e, h

H12：社群中
的依賴者與被

依賴者之間既

有利益關係但

同時也受制於

規範的約束。

d 北投未發展出

具束縛力的非

正式規範；成

員的施受關

係淪於斤斤計

較。

H13：從依賴
轉化為對被依

賴者的信任之

關鍵，在於被

依賴者執行對

搭便車者的處

罰。

d 與 H07關係密 
切。

H14：懲罰有
效與否端看其

正當性；擁有

正當性時即

便單純之象徵

懲罰也可以奏

效。

d

總之，本章的重要發現在於，一方面否定成員參加公共事

務可以凝聚社群向心力的說法，因為注入政府的外部資源以提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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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參加熱誠，適足以造成成員利益衝突而抵銷向心力。另一方

面公民社群內部欠缺非正式互惠規範，使得成員之間的權利義

務只以明文規定為限，也造成旗艦計畫要求的協力關係變質為

命令式互動，而減少了北投居民的合作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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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過大溪的繞境社頭及北投公民團體與社區發展協會

等兩種前現代與現代社群，如何透過各自的時空特性產出特殊

的互信途徑，以合作完成各自敬神與改善環境的目標之後，我

們要轉而觀察一種常被認為是後現代典型的社群：由跨國婚姻

組成的離散家族，即經過我們訪談，由 21位嫁給馬來西亞華

人的台灣女性及 12位嫁到台灣的馬華女性所組成涵蓋婆家與

娘家的家庭。1

為了使總共 33位受訪女性的婚姻故事，能有效與本書

關心的互信模型對話，我們必須在本章中引進能夠轉化她們

的問答資料成為首尾一貫的故事之中介理論，也就是闡述如

何依插曲、情節、特定價值、及結尾等範疇去組織訪談資料

的「敘事身分」概念。利用這一出自MacIntyre「敘事性自我」

（narrative self）的中介理論，我們會發現尤其是透過特定價值

及結尾兩個範疇所彰顯的故事，不但指出即使是後現代的婚

姻，它也必須從現代或前現代的經驗中汲取兩情相悅及嫁雞隨

雞的基本價值作為基礎；同時也指出，由這種基礎造就的婚

姻，似乎令女性傾向分別對丈夫施用「以德報怨」（nice tic-for-

tac）而對婆家則施以「以直報怨」的互動策略。

1 
「離散」原指西元前六世紀，遭巴比倫人自耶路撒冷放逐的猶太人在

世界各地集結的社群，現在則可泛指散居各國依共同血緣、文化、語

言或宗教而群集的團體。另外，人類學者Appadurai（1996: 10），文
化學者Kalra等（2008: 29）及社會學者Kivisto與Faist（2010: 141）、
Brydon與Coleman（2008: 2）都強調過家或親族在全球化跨國移民中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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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介紹與個案選擇

在 2010至 2011的兩個春季中，我們師生二人兩度前往馬

來西亞，從北到南在檳城、吉隆坡、巴生、及芙蓉等地訪談嫁

給馬華的台灣女性。同時，這兩年中我們也在北台灣訪談了嫁

給台灣人的馬華女性。兩種訪談所得到的當事人背景，可用各

種平均值側寫如表 4-1：

表 4-1　台籍及馬華女性配偶背景特徵

人數 年齡
兄弟 
姊妹

教育 
程度

職齡 婚齡 子女數 信仰
移民 
年限

台籍 
21人

42.6歲 4.2人 大學畢 11.2年 14.2年 2.1人
耶佛 
為主

12.8年

馬華 
12人

36.0歲 4.9人 大學畢 7.5年 8.7年 0.8人
耶佛 
各 3

12.9年

註：各平均值取至 2011年年底

在馬來西亞的訪談對象，是透過作者任職學校之大馬校友

會以滾雪球抽樣方式找到的，21人中有 15人住在西馬中南部

的吉隆坡－巴生地區（兩地車程約 45分鐘）。在台灣北、桃、

竹的訪談對象，也一樣是透過學校之大馬社團用滾雪球抽樣方

式找到。滾雪球抽樣—依抽樣者的人脈找到人選—造成的偏誤

相當明顯：大馬本校校友會主事者約 40幾歲，他們找到的人

選年齡層就介於 43至 59歲之間；本地大馬社團委請一博士生

一碩士生協助各找 6人，博士生的人選平均 46.9歲，而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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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選平均就降為 30.0歲。

我們的訪談備有題綱，事先有請 33位受訪者過目。但面

對面訪談時，我們只要求受訪者把握結識過程、結婚決定、婚

後適應、整體評價四個要點，依時間順序用她們的話告訴我們

這一異國婚姻的故事。受訪者說故事的能力不一，我們需施以

不同程度的提問以導引她們回到四個重點。在馬國有三次訪談

因為受訪者結伴出現，作者與他碩士班的研究助理必須分開訪

問。但不分海內外每次訪談都進行約 90分鐘，事後有合影為

證也都贈予本校文具小禮物，以示感謝。

在下節針對兩群女性婚姻展開其敘事身分與互信機制的分

析之前，我們先以大寫英文字母為台籍受訪者編號同時以大寫

羅馬數字為馬華女性編號，並編輯 F和 VI的口述故事如下，

以供體會兩地婚姻的異同。2

（一）F口中的異國婚姻故事
我在台灣是念到高中，差不多是二十歲就在英國中部的

Staffordshire大學念商學院一年級，〔並〕認識我現在的先生

（他小我四歲，新山人，小學七歲他媽媽就送他去新加坡念書，

2 
分別依據2010年4月21日（訪F）和2011年1月8日（訪VI）的訪談
錄音編輯：主要為刪除文字（但故事中的刪節號全部省略）並用方括

號補充文意。又我們一共訪談了 12位馬華女性，其編號從 I至XII無
誤。但是以大寫字母為台籍女性編號我們需跳過 I、V、X三個易與羅
馬數字混淆的代號；另有一位女士則是嫁給了馬國的巫人， 我們特以Σ
作為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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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跳級）。之後我就到Warwick商學院讀碩士，他是到倫敦

政經學院念經濟。〔兩地之間〕開車要兩個半小時，他是常常

往我那邊跑，我認為他有幫我度過了那一段時間。

26歲那年我先畢業，他算是小我一年〔還〕在寫論文。我

〔想〕回台灣工作，因為我的兩個姊姊都嫁國外了。但是我有

陪他〔一年〕，等到他畢業那一天我跟他說我一定要走了，可

是我還記得那時候哭得很慘就對了。他得到學位之後就回新山

接家裡的生意。我 27歲開始在南科的生化科技公司上班，媽

媽那時候也住在台南，因為我上班我媽來照顧我。

一直到我們分開兩年多了吧！是 1999年秋天他跟我說他

要到日本考一種執照要〔待〕一年，因為他爸要送他去那邊學

日語，他去日本之前要來找我。我跟他說因為我在上班，他也

不再是我的男朋友，我只能夠下班出來招待他，可是他竟然跟

我說他要住我家！〔先是〕我媽請他〔在家裡〕吃飯，然後他

竟然跟我媽媽說他沒有訂 hotel，結果我媽說沒有關係你住我

家，因為她也要觀察他。〔其實，〕我們兩家的父母在英國也見

過面，那個時候我爸爸不喜歡他，覺得第一年紀比較小，第二

他覺得這麼小就送出國，然後開著跑車，他就說像這種人啊，

要〔嫁〕的話台灣也有。然後對方的父母親也覺得說，這個台

灣女生不要說〔是〕千金小姐，可是家裡可能也是挺寵的，所

以他的媽媽也怕啊！

那時候他做的一切東西我覺得我媽都挺滿意的，因為他也

沒有抽菸，也不算愛喝酒，他在台灣〔待了〕十天。後來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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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猶豫，因為那種舊的感覺一直翻回來。媽媽跟我說，妳飛

一次東京，如果妳這次看到他，妳還有很愛他的感覺，那就是

他。結果我後來〔1999年耶誕假期〕還真的飛東京，一飛就飛

了兩個禮拜。然後我覺得已經二十八歲了，到了適婚的年齡，

那時候工作我也覺得累了，〔既然〕我認識的人是這個對我最

好，所以我做〔了〕這個決定。〔那時〕我唯一能夠得到忠告

的就是我的二姊，因為她嫁的也是馬來西亞華僑。

我們 2001年的 11月 11日在台中訂婚，因為我爸爸是台

中人。然後 2002年的 1月 26，我們就在馬來西亞的新山辦婚

禮。〔婚後，住公婆家附近。〕以每天吃的三餐來說，印度食

物很愛煎炸，又甜；馬來食物是辣，也是炸，又鹹；那廣東食

物，很多勾芡，它的湯要熬煮很久，然後又很鹹，味道又很

重，因為這樣，我就常常拉肚子，也常常咳嗽，就吃一點辣

然後我就一直咳。然後跟我公公婆婆吃飯，我婆婆夾了一堆，

我真的吃不下去，你拒絕她，她就堆更多。然後她就會直講，

「啊恁台灣的人喔，就是很難飼啦！」

我兒子是 2003年出生的，2005年我女兒出生。先說我兒

子，因為結完婚之後我一直沒有懷孕，有一天我婆婆拿著一張

藥方用台語說，「這給妳吃不會生的。」我記得很清楚耶！她

在懷疑是不是我不會生。我也是嘴巴不是很好的媳婦，就跟她

說，「媽，這是給男生吃不會生還是給女生吃不會生？到底是

妳給男生吃還是給女生吃嘛？」因為我婚前有健康檢查，可是

我老公沒有去檢查啊！後來我懷女兒的時候，婆婆就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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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是男的還是女的？」我說我不知道，她就邊笑邊講說，「妳

這胎如果是女的，我不要去幫妳買魚了。」就是說她不要去市

場幫我買補品給我吃。

我的男孩生出來心臟有孔，結果我婆婆說，「為什麼會這

樣？我們家就沒人這樣。」我已經很傷心了，然後，我就覺得

說妳怎麼這麼樣的傳統、這麼樣的不開化？在生女兒之前我就

跟我老公講，醫生說這個〔心臟毛病〕是會遺傳的，我也不曉

得遺傳自哪一家，所以生老二我不要在新山生，因為新山醫療

系統不好。我要到吉隆坡生，如果我們沒有搬到吉隆坡，我回

台灣生！後來我的女兒是 9月 29日生的，我八月份已經搬來

吉隆坡了。

〔現在，〕常常為了孩子的事吵架，也常常為了婆婆的事情

吵架。像我的男孩已經上一年級了，是本地私立的華語學校，

因為我要讓他念中文啦。〔本來〕我想要讓他去〔吉隆坡的〕

台北小學，可是我老公不要。他覺得說小孩本來就是馬來西亞

人啊，為什麼念台北小學，他很怕孩子變成台灣人，這個是我

不能了解的。

我的本地朋友基本上是從我先生的商業圈中過來的。那樣

的朋友基本上我不講太多家中的東西，大家見面會把比較好的

那面表現給對方看。從台灣嫁來的女孩子則是很愛比較的，我

不參加她們因為我很怕八卦。

婚姻到目前這個階段我覺得有滿大的反感。我不恨我的老

公，事實上他在生活經濟上面沒有給我吃到苦是真的（雖然剛



第四章　台籍與馬華女性的跨國婚姻　171

嫁來時要靠他爸爸給的差不多三萬台幣過活），可是就是很多

心態與文化衝擊的問題。事實上他也搞不清楚為什麼我這麼

反感。當時對那種愛的選擇，造成我的生命目的是兩邊不到岸

的。所以我的結論是，如果不做台灣太太，你要看你的家庭背

景〔以及〕能不能適應〔婆家〕的家庭背景跟環境，然後你一

定要把一些法律的條文搞清楚。比方我後來才知道，如果我跟

我老公離婚了，我不是像台灣拿一半的財產喔！

（二）VI口中的異國婚姻故事
我有四個兄姊，只有我是讀安順（吉隆坡以北，兩小時車

程）的三民獨立中學的。學校貴一點，每個月都要繳學費。在

裡面又有兩個系統，能力好的話，你就是讀馬來文與中文，然

後國三就兩個一起考。若能力差，就只讀中文。所以讀了兩種

語言的等於是說有兩種出路，可考政府的，也可以考董總〔僑

社機構〕的文憑來台灣就讀。我是念理科班的。

每年學校會邀請校友回來辦升學講座。所以知道台灣學費

還是比較便宜，而且可以打工，可以念的科系也是重要考量。

1996年 12月高中快畢業的時候，就拿了華僑簽證決定到台

灣。我幾乎都是自己決定的，然後就看爸媽能不能夠給我經濟

上的協助。97年 9月來台灣之前在吉隆坡短暫就業了半年，做

文書工作，一個月七百塊馬幣，大概台幣七千塊。

到了台灣先讀了一年僑大先修班，98年畢業，再到 q大

生命科學系。在台灣第一年其實都還好，因為都是黃皮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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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都是國語，最大的差別就是個人的飲食。像馬來西亞是重口

味，可是其實不會很油，台灣算是蠻油的。其他的因為在馬來

西亞可以看很多台灣的電視劇，還滿了解台灣的生活方式。

僑大那年沒有打工，主要是靠家裡。後來到 q大第一年在

那個外僑組打工。921大地震之後，q大有一個助理獎學金制

度給貧困的學生申請，申請到的話就是學費免，只付雜費而

已，還可以在學校裡面的固定單位打工。大二、大三、大四幾

乎就是靠這筆獎學金。

在大學四年裡，除了地震以外，其他比較深刻的經驗就是

找了個老公。先生姓江是物理研究所研一學長，我們大一的物

理實驗助教。我並不喜歡常掛在 BBS上面，可是對他還滿有

興趣所以就特別上 BBS。而且那時候 q大每個禮拜會有播電

影，我常常都會去看，然後他也會常常去看⋯⋯他是很務實的

桃園人。地震之後停了一個禮拜的課，所以我就跟他去他家過

週末這樣子。那時候第一次見到未來的公婆。我公公在郵局上

班是外省人，媽媽〔婆婆〕是本省人，他們後來離婚了。2003

年也就是畢業後一年我們結婚。

我畢業時先生在服四年的國防役，在工研院上班。那時候

我就想說，我回去的話，這段情就斷了。因為我們畢業之後還

有一年時間留在台灣，過了兩個月剛好系上缺一個帶實驗課的

助理，我就去幫忙。然後有一個僑生學長介紹我到同系其他老

師的實驗室，所以畢業後第二年還是在自己系裡面做研究助

理。在那個實驗室就認識了更多人。我在僑大沒有積極參加馬



第四章　台籍與馬華女性的跨國婚姻　173

來西亞同學會，大學四年主要與在僑大時認識的三、四個女生

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比較年長的人就像我大姊一樣。她是在馬

來西亞高中畢業，在報社工作之後，覺得還想要念書，然後她

就來台灣，所以她長我五、六歲。

我們是 2003年 9月 10號公證結婚的，因為我快沒辦法申

請居留了。所以那時候就跟爸媽講了一聲，先生他求婚也是後

來才補的。公證之前我先生有跟我回去一次，就是 2003年過

春節的時候去的。在決定公證結婚之前，我主要會想的是這個

人，雖然會抱怨社會什麼的，但不會因為這個社會然後就放棄

這個人。

2004那一年，算是重大的轉折點吧！因為前一年當第二

次助理的時候，我就自己看書準備再考研究所，結果考上 q大

的原科所備取。決定不念之後，就決定說不要再當學校的助理

了。7月 31號離開後到 2004年年底，先在竹科找到工作，然

後回馬來西亞一趟，在 2005年 2月 21號開始上班。從到生技

公司上班之後，都一直在同一個部門。老板是美國人，也是台

灣女婿。他不太管，吩咐做的事情做完就好。

2007年 6月我們補請喜酒 20桌。這是在工研院之後，我

先生在民間又工作了三年準備換新工作時補請的。喜宴之前，

我們去馬爾地夫度蜜月待了一個禮拜。公證之後因為我不想這

麼快跟婆婆一起住（她離婚後與我先生同住），所以都還分開

住。從此就住在一起，但是到現在跟婆婆處得不算好，就是不

會吵架，也不會很親。在這一年我父親也走了，我請了假回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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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奔喪。

我們都一直在努力要生小孩，比較希望生個女的，公婆那

邊有一點壓力：她久久會唸一下，我公公也有一次打電話來。

但如果有了小孩的話，我不會希望婆婆幫我帶，因為他姊姊小

孩之前是給婆婆照顧的，我看在眼裡覺得太縱容小孩了。

我們在新竹買的房子，就是我先生為了他媽媽來合住而

買，我沒有付到房貸。公婆常常為了生活費而吵架，我先生就

不希望以後還會這樣，所以我們的帳戶都是分開的。如果買菜

時跟他一起的話，就他付錢，如果自己去就自己出錢這樣。吃

館子時就是你請我、我請你這樣。他給他媽媽零用金，然後我

給我媽多少他也不過問的。如果我有足夠的錢的話，我會買馬

來西亞的房子給家人，現在我媽媽和兩個哥哥都住老家。

從畢業到工作，我覺得都滿順利的。如果完全是先生在

養的話，那就什麼都要看老公的意思。而且我後來找的工作，

做的東西，跟我當初進的那個實驗室做的有點像，就是技術

上能學以致用。而我先生後來進到 IC設計的公司，他這個月

〔2011年 1月〕就要離職了，因為他有一些技術可以自己研

發，可能就是暫時當 SOHO族這樣子。我就覺得，他想要做就

去做，別等老了沒做到後來抱怨當初都是我不讓他去做。我有

準備必要的時候養他，而他自己其實也有一些存款。創業如果

不成，他認為自己不會找不到工作，他從小就是資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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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與VI故事的隱藏價值： 
敘事身分的分析範疇

在介紹了 F與 VI的婚姻故事之後，我們應該綜合所有台

籍及馬華女姓的 33段故事成為一資料庫，以檢測互信模型的

相關命題。但是既然我們沒有篇幅逐一介紹剩下的 31段故事，

我們需要一些有關故事的分析範疇，扮演銜接從個人故事到測

試命題的中介角色；即這些範疇可以概括 33段婚姻故事的共

同元素，而在加總的（aggregate）層次上檢驗互信模型。我們

從文獻中找到的範疇出自敘事身分理論：它提供了插曲、情

節、特定價值、及結尾等四個範疇，供我們中介受訪女性的故

事。利用四大範疇來摘要 33段故事，我們將發現特定價值及

結尾的範疇，最有助於發現所有故事中的共同元素，即兩情相

悅、嫁雞隨雞、家庭和諧、夫妻就業、金錢管理、及兒女教育

等六項構成受訪人婚姻的特定價值。我們也會發現實踐六項價

值的各種狀況，即實踐各種婚姻規範，也最能解釋受訪者如何

自評其婚姻為欠佳、普通、或者滿意。

敘事身分的理論發源於 1980年代，哲學家MacIntyre及

Ricoeur對敘事與身分兩個概念的看法，而在 90年代經社會

學者之手鑄成分析的工具。MacIntyre最初提出「敘事性自我」

的概念，但它與他的另一概念—實踐密不可分。

如緒論所言，MacIntyre定義實踐為「人群任何整合而複

雜的合作性活動，在其中人們以奉行適合此一活動的美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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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實現活動內在的共善，而活動結果則會有系統提升參加者追

求美德的能力及對活動目的與共善的思索。」從參加戰爭（合

作）時戰士必須有勇氣（美德）面對敵人以確保我族的生存

（戰爭內在的共善與目的），到朝野共推社會住宅立法時每個

立委需有公平態度以濟弱扶傾，MacIntyre會認為戰爭與立法

兩者都是合作事業，都是實踐；而此一過程要求並能改進兩件

事：每一參加者對實踐之目的（絕非引起競爭，有關名、利、

權的外在共善）的思考；以及如何秉持與內在共善攸關的美德

以完成事業的能力。各種合作事業要達成的內在共善或目的不

同，因此它們要求每一合作夥伴的美德及奉行美德的規範也不

一樣。

在他的實踐概念中，MacIntyre進一步劃分合作性的實踐

與參與合作的個人行動。MacIntyre對行動的了解有如Weber

（1978: 4）之定義社會行動：行動必含行動者—「我」—對之

賦予的主觀意義；而行動具有社會性，即當此主觀意義兼顧了

他人的行為並因之影響我的行動的走向之時。Weber所云的主

觀意義，MacIntyre把它理解為是「意向」（intention），而他

比Weber更關心他人如何能正確解讀「我」的行為意向。以下

引言道出了MacIntyre（1984: 208）迥異Weber之自由意志論

（voluntarist）個人觀，另起個人觀爐灶的「有力回答」（Sandel 

2010: 221），即「敘事性自我」的答案：

我們只能經由有意無意的召喚兩種歷史來理解一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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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我們把行動者的諸意向⋯⋯置於因果或時間

次序中以理解它們在他或她的歷史中扮演的角色；而

且我們也置放諸意向以理解它們在脈絡（setting）歷

史中扮演的角色⋯⋯在如此置放，也就是在決定意向

如何影響行動的走向〔因果次序〕及決定短程意向如

何構成長程意向與否〔時間次序〕的同時，我們各為

這兩種歷史又多延長了一段。這裡的敘事歷史恰變成

了要特徵化（characterization）人類行動的基本文類

（genre）。

引言中，MacIntyre（1984: 217）證成了「敘事性自我」概念成

立的兩個條件：第一，「我」是我的歷史的主體，我的歷史具

特殊意義因為它包含我為追求人生目標所做的一系列行動；我

可以用這些行動與目標來自述我的性格與人生（即為人處世乃

性格一以貫之的歷史為第一條件）。第二，我的行動及歷史與

他人的，或稱脈絡的歷史交錯，即在我自述的歷史及他人（我

的合作夥伴）自述他們的歷史之間，個人的意向受到折衝與妥

協而雜揉成長程的、集體的意向之過程。當兩種歷史—簡稱行

動史和實踐史—不斷交錯，也就是當人我的兩系列行動（及

背後的個人及集體的價值觀）不斷交織為追求共善的實踐，

MacIntyre（1984: 219）就像 2300年前的亞里斯多德一樣，認

為這就是人最好的生活：「人最好的生活就是不斷追求好生活

的過程；而追求所需要的美德也正是那些使我們能了解還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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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更不同的好生活可追求的美德。」

像 F與 VI的婚姻故事雖然一受挫一圓滿，但是女主角卻

都在揭露她們的行動史和實踐史當中，投射出她們的敘事性自

我。

但是在MacIntyre提供的敘事性自我及實踐的概念中，

我們得不到太多對「敘事」之為物的闡明，這點缺失可求諸

Ricoeur對敘事的看法，而他的看法透過社會學者 Ezzy（1998: 

245）的整理如下：

情節化（emplotment）是敘事中綜合人事經驗的過

程。事件在經驗中發生，經情節化而變成插曲再在統

一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插曲不是自然發生，它們

會推進故事的走向。⋯⋯情節則是敘事中具組織性的

主題；它們把一系列複雜的事件交織成一個故事，但

是情節本身也是由事件與情節結構之間不斷互動至各

安其位而產生出來。最後，情節化對我們的時間經

驗賦予意義。以上就是 Ricoeur的大作—《時間與敘

事》—的要點。

到了另二位社會學者（Somers, 1994; Somers & Gibson, 

1994: 59-60）手中，所謂「敘事身分」變成是融MacIntyre及

Ricoeur之說，具有四個重要特性之關於「我們是誰」的故事，

即這故事把社會事件轉變為插曲；它權衡這些插曲把它們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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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的情節」（causal emplotment），亦即故事的走向；而它

權衡、評估情節的標準出自敘事者熟悉的基本價值；但是敘事

者是選擇性的使用這些價值，因為她是在特定時空下述說此一

故事的緣故。簡言之，這一敘事身分的集大成提供了插曲、情

節、基本價值、及時空限制等四個範疇，供我們解析我們受訪

女性的故事。但既然我們無法從有限的訪談中知道敘事者所有

的基本價值，我們主張融合基本價值和時空限制成一敘事時空

下的「特定價值」範疇。

除了以上三個可供分析的範疇之外，故事的結尾（closure）

也是政治哲學家Whitebrook（2001: 11）認為屬於敘事身分的

重要範疇，因為此處常常是說故事者要總結故事之教訓的地

方，也就是她重申所持價值的所在。所以結尾與我們的「特定

價值」雖非完全兩分，針對本文所要分析訪談資料的特性，我

們仍然把它納為我們分析故事的第四範疇。而納入結尾範疇更

重要的理由則是，我們的敘事者也有在故事的終端總結自己的

婚姻欠佳者（如 F），對照MacIntyre 與Whitebrook的說法，

她們透露出是無法在婚姻中實踐她們的特定價值的人。3加入結

尾的範疇使我們更能全面的分析我們蒐集到的故事。

3 
後現代心理學者Kenneth Gergen（2011: 47-51）認為對自我的「社會構
建」可運用敘事的五大特點：追求的目標、與目標相關聯的事件、事

件的先後順序、因果關係、及基本敘事模式（分趨進目標與背離目標

兩種）。Gergen的「目標」如果可代之以敘事身分中的「價值」，則他
的前四範疇絕大部分與我們的相通；而他「背離價值」的基本敘事模

式卻可涵蓋MacIntyre所遺漏之無法追求共善的實踐，譬如婚姻失敗的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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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插曲、情節、特定價值、及結尾等範疇摘要 F與 VI的

故事，我們可以得到表 4-2及表 4-3：

表 4-2　台籍 F的婚姻故事摘要
F 婚姻故事

插曲

92年在英國讀商學，認識丈夫。97陪他至其畢業再分手，回台
後，在南科某生科企業工作。00秋，男方求婚。她因為：工作
瓶頸、適婚年齡、與丈夫認識八年、二姐的跨國婚姻成功及娘家

強勢，決定結婚。0111在台訂婚；0201舉辦婚禮定居新山。03
兒子出生、0508搬至吉隆坡、0509女兒出生。10兒子就讀私人
華語學校。

因果情節 在英國大學至研究所、台南、新山、吉隆坡等地展開

特定價值
兩情相悅、嫁雞隨雞、婆婆重男輕女、與丈夫心態不同、男主外

女主內、丈夫掌財

結尾
對婚姻產生反感，甚至有考慮分居。 「當時對那種愛的選擇，造
成我的生命目的是兩邊不到岸的。」

註 么女，有兩位姐姐（二姐嫁馬華）；先生為長男。

表 4-3　馬華 VI的婚姻故事摘要
VI 婚姻故事

插曲

96年底高中畢決定到台灣。先讀僑大先修班，9809再到 q大生
命科學系。921大地震後 q大有助理獎學制，大二至大四依其維
生。丈夫是物理所學長。畢業時想到一旦回馬就情斷緣離。畢業

後兩年還在自己系所做研究助理。03年 9月公證結婚，07年 6
月補請喜酒。跟婆婆不吵架，也不親。尚未有子女。

因果情節 在霹靂州、林口、新竹等地展開

特定價值
兩情相悅、嫁雞隨雞、與婆婆合住、先生務實想創業、VI學以
致用、分開帳戶。

結尾

「從畢業到工作，我覺得都滿順利的。如果完全是先生在養的話，

那就什麼都要看老公的意思。而且我後來找的工作，做的東西，

跟我當初進的那個實驗室做的有點像，就是技術上能學以致用。」

註 么女，有三兄一姐；先生為長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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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摘要 F與 VI的故事中，我們發覺特定價值及結尾的範

疇，對於引導我們檢測互信模型特別有益，因為價值是形成

（互惠）規範的基礎，而結尾則顯示敘事者對自己與丈夫的婚

姻（合作）事業的主觀評價。如果把剩下的 31段故事都用相

同的範疇加以簡化，再整理所有故事彰顯的特定價值及婚姻評

價，我們就得到表 4-4及表 4-5：

表 4-4　33段婚姻故事包含的特定價值
特定價值 台籍女性 馬華女性

兩情相悅（+） 皆是 皆是

嫁雞隨雞（+） B, K, Q, Σ除外 皆是

家庭和諧（+） A, H, L, U X, XII
大家庭婆家（+） A, H X
複雜婆家（¯） F, N, O, T I, IX, XI
反對婚嫁之娘家（¯） K, W, Y 皆無

大男人主義（¯） H, K, O, P, R IX, XI
信仰（+） A, D, G, K, N, U,Σ I, II, III, V, XI, XII

夫妻就業

專業（+） U, Z IV, V, VI, X, XII
同業（+） D, E, H, L, P, R, W, Y,Σ 皆無

就業（+） A I, III, VII, VIII, IX
家管（¯） B, F, G, K, N, O, Q, S, T II, XI

金錢管理

夫管（¯） B, F, K, Q
妻管（+） D, H, L, R, W, Y,Σ

分開帳戶（+） N IV, VI, VII, X, XII

共同帳戶（+） R, Z III, XI

兒

女

教

育

夫妻一致（+）

國際 A, G

華校 B, L, N, Q, S,Σ

國校

夫妻不一致（¯） F,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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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敘事者對婚姻的自我評價
自我評價 台華 馬華

婚姻欠佳
K（6¯2+）, F（4¯2+）  
B（3¯2+）, O（3¯2+）

婚姻普通

T（2¯2+）, S（1¯3+）
P（1¯3+）, E（0¯3+）
Y（1¯4+）

IX（2¯3+）, XI（3¯4+）
I（1¯4+）, VIII（0¯3+）
VII（0¯4+） 

婚姻滿意

Q（3¯2+）, G（1¯4+）
W（1¯4+）, N（2¯5+）
R（1¯5+）, Σ（1¯5+）
Z（0¯4+）, D（0¯5+）
H（1¯6+）, U（0¯5+）
L（0¯6+）, A（0¯7+）

II（1¯3+）, IV（0¯4+）
V（0¯4+）, VI（0¯4+）
III（0¯5+）, X（0¯6+）
XII（0¯6+）

註： 台籍： K＜ F＜ B, O＜ T＜ S, P＜ E, Y=G, W, N＜〔Q〕＜ R, Σ, Z＜
D, H, U＜ L＜ A

　　 馬華：IX, XI＜ I, VIII＜ VII=IV, V, VI＜〔II〕＜ III＜ X, XII 

表 4-4列出了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會談到的構成婚姻制度的

價值，它們是：兩情相悅、嫁雞隨雞、家庭和諧、夫妻就業、

金錢管理、及兒女教育。其中兩情相悅指的是所有受訪者都認

為愛情是其婚姻最重要的基礎，比起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舊基礎，受訪者當然認為它有助婚姻的滿意程度（所以

我們用「+」表示）。而兒女教育則特指馬來西亞華人對其子女

應受以何種語言為主教育的抉擇：是以英語為主的國際學校，

以華語為主的私立學校，還是以馬來語為主的國民學校？夫妻

雙方對選校有時意見不一，甚至如 F般構成心結，所以我們以

「¯」表示。除此兩項之外，受訪者在實踐其他四項價值時會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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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或順或逆的情況，我們也分以正負的記號標識之。可以說，

家庭和諧、夫妻就業、金錢管理三種價值所含的各種情況，與

我們互信模型中的互惠、名聲及權力三模組有各式各樣的對應

關係，其中細節我們留待後文中分析。這裡我們先檢視不遵從

嫁雞隨雞規範對婚姻滿意度的影響，即 B、K、Q、Σ的情況，

因為這跟互信模型的 H04所述—互惠規範自有其超個體的約束

力量並具有概括性—也息息相關。

嫁雞隨雞也就是人類學上「從夫族居」（patrilocality）的規

範，全球各文化圈大概有七成的婚姻都奉行此制，華人社會至

今把女性登入夫家譜系自然以從夫族居為尊。B、K、Q、Σ的

個案其實最終都還是女性定居丈夫的母國，只是在婚後有幾年

丈夫待在台灣。Σ的情況是 1992年結婚，丈夫為馬來人，有志

在台灣發展事業但逾期居留。他甚至都找好養母希望透過收養

而入籍，但養母驟逝，希望落空之餘才在 98年攜帶大女兒回

馬，兩年後原來在上班的 Σ再帶雙生兒出國團聚。Q的丈夫與

Σ的想法一樣要在台北發展，婚後五年（至 1994年）因為工程

公司外派他回馬國才舉家從天母喬遷，而 Q也放棄在台北八年

進口家具公司的全職工作。

B則是到澳洲短期在職進修時遇到同校丈夫，一年的台澳

往來後於 2001年懷孕成親。02年先生畢業以工程出身到台北

教幼兒英語。居台兩年 B感覺丈夫是不斷在沉淪，才勸他回馬

找到鍋爐工程師職業。再三年後 B辭掉高薪工作攜二子依附先

生。至於 K則是在高雄職場認識丈夫，但父母不滿男方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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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氣及健康狀況。丈夫婚前承諾不回馬來西亞、不與公婆住，

才於 1987年成婚。但到 89年先生就因為工作與照顧其母的考

慮堅持帶妻兒返國，兩人鬧到要離婚因為岳父母勸和不勸離而

讓女兒妥協。孰知回國後丈夫始終反對 K回台探父母。

B、K、Q、Σ都是為了丈夫而放棄職業遠居異國。Σ隨後

能幫丈夫經營學校福利社繼而創辦旅行社，B、K、Q卻只能

全職持家，K還與婆婆同住近二十年。4 也難怪 B與 K自評婚

姻屬於欠佳一級（Q卻自評婚姻滿意，詳下文），但是連同 Σ

她們最終都附和丈夫的回鄉之舉（如果說 K曾發聲反對，至少

她的父母還是認同嫁雞隨雞）。可見，不管是台人或馬華，我

們訪談的所有女性都遵從嫁雞隨雞，從夫族居規範普遍的約束

力量又豈能等閒視之？也證明涂爾幹及後來的 Tomasello（見

第一章）堅持規範具有概括性約束集體的力量的說法（H04）

為真。

B、K、Q、Σ及其他受訪者自評其婚姻狀態如表 4-5所

示。既然在表 4-4中，我們已經把 33位受訪者透露的特定價

值及其各種狀況，賦予「有助婚姻與否」的正負判斷，我們

似可進一步加總每一個受訪者遭遇「+」或「¯」的情況而得

到表 4-5中如 K（6¯2+）的表示法，意謂 6個負因 2個正因。

再將正負因子加以運算則讓我們能夠檢測受訪者自評的可靠

性，即如果我們把正負因子代表的「量」都視為 1，那麼 K的

（6¯2+）就可算出等於 ¯4，因此我們可以排比台籍與馬華婚姻
4 
馬來西亞對外籍配偶的工作權有嚴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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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不滿意到最滿意的序列如表 4-5的註所示。這樣的計算結

果大體上是符合受訪者的自評的，即自評婚姻欠佳者其得分也

是很低，但是在自評婚姻普通與婚姻滿意兩者的界限上，卻出

現少數與得分不一致的情況，也就是排序中用方括號括起的

Q、II兩者。這又如何解釋？

馬華 II的情況比較單純。她與丈夫都是馬華，丈夫事業得

意家人也一直隨著他外派到新加坡、法國及台灣。兩夫妻已先

後入籍星、台，現住天母，他們還送大兒子回新加坡當兵。II

的家務有幫傭相助，閑暇之餘還加入本地佛教志工組織。雖然

早年曾與公婆同住繼而產後憂鬱，但當她坐在天母家中回顧大

半生而自認是平順圓滿，旁觀者也無法不同意。畢竟婚姻幸福

與否最終還是一主觀的感受。

台籍的 Q其得分剛好與自評的婚姻狀況相反：她在放棄就

業隨夫返馬之後就變成全職家管甚至還由夫管錢，一反在台時

由她主掌的情況，她卻自評婚姻滿意。可能的解釋是她出身父

為木匠上有 6位兄姐的大家庭，就讀商專夜校時就開始在上述

同一進口家具公司打工，直到 1989年結婚因丈夫為高級工程

師而租居天母。丈夫在 94年外派算是高升，全家遷入吉隆坡

就在好地段購屋。作者造訪時 Q首先就帶領我們參觀家屋。物

質生活與居家空間的顯著改善應是令 Q滿意婚姻的重要原因之

一。

總之，在本節中我們利用敘事身分的概念範疇—插曲、情

節、特定價值、及結尾，從所有受訪者的婚姻故事中析出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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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價值：兩情相悅、嫁雞隨雞、家庭和諧、夫妻就業、金

錢管理、兒女教育等。利用實踐這些特定價值的各種狀況（表

4-4）並先以實踐嫁雞隨雞規範測試 H04命題之後，一方面我

們發現不同的狀況甚能解釋受訪者為何自評其婚姻為欠佳、普

通、或者滿意；我們甚至能夠導出從最不佳到最滿意的排比。

另一方面，我們也將在下一節中拿這些狀況與互信模型中的互

惠、名聲及權力三大模組對話。

三、實踐價值的情況與互信模型

表 4-4所列的特定價值中，實踐家庭和諧、夫妻就業及金

錢管理三類規範的各種狀況，是從嫁居異國的台籍與馬華女性

的共同經驗裡所析出。直觀上，三類規範的實踐狀況似乎分別

與互信模型中的互惠、名聲和權力模組有選擇性親近的關係，

也就是說維持家庭和諧的各種經驗適用於檢測互惠模組的命

題；夫妻就業的經驗適用名聲的命題；而金錢管理的經驗則適

用權力的命題。當然，在實際分析中規範與模組間不盡然只有

一對一的關係：家庭和諧的狀況也可能適用檢測其他模組。但

就分析步驟的條理化而言，我們不妨遵循簡單的對應來做。

（一）家庭和諧規範與互惠模組

從第一章中我們得知互惠模組包括以下命題：

H02：各種互惠策略的施用受到互惠規範的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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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互惠規範出自為未來利益而現在樂意回報的心理需求。

H04：互惠規範自有其超個體的約束力量並具有概括性。

如果視 H03與 H04為互斥的解釋，則上文分析「從夫族居」

（嫁雞隨雞）規範的例外個案時，我們已說明 B、K、Q、Σ例

外其實支持了 H04的說法。那麼在實踐家庭和諧規範的五種狀

況中，是否 H04依然比 H03具解釋效力呢？

南北朝顏之推（西元 531-591年）的家訓治家篇說：「夫風

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

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

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

導之所移也。」就夫婦而言顏氏認為，在教化上是夫自上向婦

施以禮義以換取在下位的婦的順從；如果她反而以暴虐相向，

那她就是天生凶惡而要用刑罰來威嚇了。顏氏看法反映傳統中

國社會的「夫為妻綱」：夫以教化與懲罰兩種手段使妻順服，

這是權力關係而非平等關係。現代華人夫妻以兩情相悅為基礎

又有民法保護，所謂家庭和諧好似應該建立在兩性平等之上，

事實上是在從夫族居中，教與罰之權分散夫家卻襲有施行互惠

規範之名。如 F故事中婆婆給她生男藥方（甚至長男誕生後還

親聘護理師給嬰兒洗澡）、或狀似開玩笑說生女嬰不給 F吃魚

等舉動，名義上是婆媳共為新生代出力的互惠，實際上是婆婆

貫徹男尊女卑的做法。

但是，齊家與治家的理想（及其衍生的五種情況）對許多

婚姻來說仍然重要。至少如表 4-4所示，受訪者 A、H、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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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X、XII就宣稱保持家庭和諧，令她們感覺婚姻幸福。這六

位當中令人意外的是 A、H、X三位，因為她們同時認為夫家

人口眾多是件好事，而不嫌「人多嘴雜」。A的說法是她的婆

家與娘家「型態相同」，所以她與婆家相處自如。她指的是丈

夫乃六兄妹中的長男，她則是下有三妹二弟的長女，而兩邊都

是兄弟姐妹至今和睦相處的情況。H的說法則是公公連他自己

有十兄妹，男的五兄弟至今都住在吉隆坡，一起過年過節，家

中非常熱鬧。最後，現居新竹湖口的 X說，婆家的客籍宗親非

常多，每天早餐前就已經聚在門前庭院喝茶。所以是大家族的

和諧氣氛感染到 A、H、X，使她們認為大家庭的婆家有助於

婚姻。

除了 A、H、X之外，U及 XII都認為她們篤信的佛教，

也就是事關齊家的第五種狀況，對教導她們如何持家幫助很

大。事實上，共有十三位受訪者視信仰為維持婚姻的主要支

柱，是構成整體評價中最多次提到的正面因素。當然，嫁居異

域的人如果需要結識友朋以支持婚姻，宗教組織是非常便利的

渠道。但是教理本身如馬克思所言變成「無告者的鴉片」，即

意識形態，我們也有 K與 III的事例可循。K是用我們的正負

因加減法算出婚姻最難令其滿意的人。但是在 2008年加入吉

隆坡的慈濟做志工後，她長期主中饋而生出的無用感，「因為

她〔證嚴法師〕的靜思語說不要小看自己，人有無限的可能」

而改變；而「上人有講一句，要改變別人先改變自己」，K也

力行此語而減少了與丈夫的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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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III雖然自評婚姻幸福，卻也提到夫妻曾為新屋中選

燈的顏色而爭吵。此時她就回歸教理：「這個信仰就是說⋯⋯

上帝造男造女，其實是平等的。但是因為上帝給男人一個權

柄，在一個家裡面男生是權柄，所以太太呢是要順服的。」所

以她順從先生選的白燈。

分析過構成家庭和諧的兩個正面因素之後，我們轉而討論

三個負面因素。首先破壞力最強的是關係複雜的婆家。不論台

籍或馬華，除了 N之外，自承有這一因素存在的女性都無法自

評有滿意的婚姻。所謂關係複雜的原因不一而足，有涉及房產

分配而引起兄弟失和的（T、IX）；有公公以看風水為生家庭禁

忌多的、或是婆婆為二嫁導致異父母兄妹難相處的（O、XI），

像 F及 I只限於婆媳相處不洽，則是相對不複雜。

可注意的是 N的例外情形。她嫁入檳城的華人望族，前

五年與婆婆及妯娌的家庭（二叔一家四口（含二嬸之母）、三

叔（未婚）、及小姑一家三口）共十二人合住大宅。N的公公

早逝，婆婆乃側室。婆婆持家但「不是很強勢。」她要求子女

共同經營自家百貨公司，也要求 N的嫁妝要全部放在自己房間

（免得刺激妯娌），卻不要求大宅中所有人共進晚餐。甚至她會

晚飯後自切水果，輪流帶到各房臥室與兒女分享並看電視。她

看不慣 N洗的鍋子，總是背著 N叫幫傭徹底擦亮。她也反對

N生育後找中國保母育嬰，認為 N應親力親為。N執意請保

母，婆婆也讓步，但是 N必須用私房錢在外租房給保母住。至

於妯娌之間，除 N之外都是本地人。她們起初會邀 N假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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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但 N自承「跟人互動比較沒有那麼熱絡。」久之她們也

隨 N自行其是。可見，一方面是共住的壓力不大，另一方面也

是只共住五年，所以含四房在內的大家庭未構成 N自評婚姻中

真正關鍵的負因。

無助於家庭和諧的的第二個負面因素是受訪者的娘家有反

對婚嫁的聲音。但是這一反對聲音的破壞力顯然遠不如複雜的

婆家，因為一方面是馬華女性都未遭遇這樣的反對，而台籍女

性中三位（K、W、Y）有這一經驗的結果，也是順逆有別。

父母對 K婚姻的反對導致丈夫終身不樂見 K返台探親。但是

母親嫌棄W準夫婿的出身卻有父親出面說項，也使W的母親

回心轉意。最後，Y雖自評與大學同班同學的婚姻不過是普通

級，但是她的丈夫至今遵守了原本反對的丈人最後答應所提出

的前三條件：「不跟公婆住；婚後可工作；不強迫生育；如果

離婚，名下財盡歸女方。」

最後一個負因則是大男人主義，這在馬華與台籍女性的用

法間有系統性的差別。馬華 IX與 XI用到此詞都意謂丈夫個性

強、我行我素；而台籍 H、K、O、P、R卻不約而同指的是丈

夫堅持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分工。所以馬華先生的大男人主

義，較少人格特質的意味，而更多是在扞衛傳統的社會規範。

所以，就家庭和諧及其衍生的五種情況對照互惠模組的三

個命題來看，可以說異國婚姻中的女性篤信宗教或馬華男性堅

持男主外、女主內的舊規範，連同前述的嫁雞隨雞，都闡明

了 H04（互惠規範具概括性約束集體的力量）比 H03具解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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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是除了這兩種狀況之外，我們則看到儘管家庭和諧仍然

是現代跨國婚姻的核心價值，至少有兩個由此一價值形成的規

範卻在這類婚姻中受到挑戰，那就是婆媳關係及媳婦與更廣泛

的夫家成員關係的規範。而這兩個規範的鬆弛似又與馬華與台

灣社會遵行從夫族居規範的鬆緊不一有關，即自鬆弛的從夫族

居社會嫁到相對嚴格的馬華家庭之台灣女性，難以接受那邊傳

統的婆媳及夫家規範；反之，馬華女性在台灣比較自如。

最後，讓我們討論在家庭和諧規範制約下，異國婚姻中的

女性如何施用善良、慷慨或贏留輸溜的互惠策略（H02）？這

三種策略的差別在於，我要合作之前先考慮對方是否已表現欲

合作的動機或合作的事實：善良者完全不考慮，慷慨者只考慮

對方的動機（及能力），而留溜者則一定要對方已有嘉惠我的

事實才肯合作。基於這種差別，我們可以說全部的受訪者傾向

對自己夫婿施以善良策略而對夫家成員施以其他兩種策略。進

一步甚至還可推定：慷慨與留溜兩種策略的採用替代了傳統社

會中婆媳及夫家規範謹嚴的功能。

讓我們舉自評婚姻欠佳者（B、F、K、O）為例，她們以

善良策略對待丈夫的明證就是她們儘管不滿至今還待在婚姻當

中。K在丈夫婚後不久就違背不回馬來西亞、不讓 K與公婆同

住的諾言後還是與他廝守一起，至訪談時二十四年的婚姻因為

近年來篤信慈濟令她覺得漸入佳境。F的婚姻走到今日她有考

慮分居，大概會在陪兒女回台留學之時。但誠如她所言：「我

不恨我的老公，事實上他在生活經濟上面沒有給我吃到苦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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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是就是很多心態與文化衝擊的問題。」體諒他而怪

罪他成長的環境與制度足證 F以善良待其婿，也以贏留輸溜

對待婆婆（即搬至吉隆坡），尤其在後者批評 F的血統不好才

造成長孫心臟穿孔之後。O同樣表示她也要在心臟患有「開放

性導管」的次子長大後，陪他到台灣讀書。對其夫婿在公婆指

責 O生下身體有缺陷幼兒其間的消極逃避，她還是表示：「我

會給孩子完整的家。」最後，當 2010年我們初訪 B時，她正

陷於為免丈夫沉淪，放棄高薪舉家遷馬而變成全職家管的困境

中。但到 2011年再訪時，丈夫已經為她購車，她也加入當地

寶島婦女協會做秘書，比起前一年開朗許多。顯然她的善良策

略得到丈夫的「慷慨」回報，而在馬華社會中丈夫不惜血本買

車給太太，常令台籍女性視為是婚姻步入佳境的起點。

在 B、F、K、O中除 K一直與婆婆同住外，F、B及 O都

或快或慢搬出婆家或婆家提供的住所，這當然是以留溜策略

對抗婆家的壓力。同樣策略也被馬華女性採用，如在 IX眼中

她的「大伯不務正業、大姑勢利、二姑嘴賤、二姑丈背地中

傷」，她的對策就是趁大伯想搬回來住時趕快搬離婆家。至於

前引故事中的 VI則自結婚後近四年是獨居在外，在補請喜酒

後才與婆婆、丈夫住一起。她的感覺是「到現在跟婆婆處得不

算好，就是不會吵架，也不會很親。」這種不親近的關係正適

用贏留輸溜策略。

總之，以兩情相悅發端的婚姻似乎令女性傾向對丈夫「以

德報怨」而對婆家「以直報怨」，翻譯成互惠策略則前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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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善良，而後者可能是慷慨但更可能是贏留輸溜。

（二）夫妻就業規範與名聲模組

互信模型主張在面對面溝通的社群中，事關個體名聲的訊

息有助於他人判斷是否信任個體而影響到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主張下，該模型中的名聲模組包括了以下進一步推論

的四個命題：

H05： 名聲由他人判斷當事人具有的能力與動機所組成：能力

的判斷來自當事人具有的人口學特徵；動機的判斷則來

自當事人與判斷者雙方人口學特徵的相近程度。

H06： 本人過去的名聲以及對未來名聲的愛惜都有助於他人對

本人的信任。

H07： 遵守互惠規範進而能挺身懲罰搭便車者的人，會因獲得

名聲而得到信任。

H08： 小團體具高「廣播價值」時，個人追求名聲的意願也

高。反之，「廣播價值」低時，個人願意有名聲但不願意

付出代價。

欲理解異國婚姻中由名聲部分導引出的互信，莫過於觀察

夫妻的就業情況。前文提及，馬華丈夫的大男人主義意謂堅持

男主外、女主內，因此夫妻雙薪通常在華人社會被視為負面價

值，這跟台灣的都會看法恰恰相反。正因為對共同就業的評價

兩極，再加上兩地政府對移民工作權的管理有別，我們看到馬

華女性在台就業普遍，大半還能學以致用；反觀台籍女性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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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家管，否則就只能權充丈夫的創業夥伴—這就是表 4-4中

「同業」的真義。

再進一步觀察台籍女性的就業狀況，除了同業與家管之

外，只有 A、U、Z三位有其職業生涯（career）。甚至 A也是

幫助丈夫創業 12年後、兒女都上了中學，才接受開發幼兒腦

力的訓練，成為預約制的腦力訓練師；只有 U和 Z才真正是在

異地學以致用的專業人員。

在台擔任過藥劑師十三年的 U，於中年結婚遷馬後通過本

地中醫考試成為醫生。Z則是在美國讀工科博士期間與碩士班

同學於 94年結婚，96年先生返回芙蓉再兩年後 Z以博士候選

人身分任職芙蓉一私立大學講師至今。Z認為兩人都是工程背

景所以能以理性看待婦女就業一事；而 U的丈夫長她一紀本身

也是化工工程師。顯然是兩位先生的專業背景，使他們能尊重

同為專業人士之太太的就業選擇；U和 Z兩對夫妻的互動符合

H05所示。

回到夫妻同業的情況。在自承與丈夫同業的台籍九人當

中，除了 E為歌手，丈夫為其音樂製作人之外，其他都是在

丈夫的商店（D、L、P、Y）或公司（H、R、W、Σ）裡擔任

「老板娘」的工作；也因此除 E、P之外，其餘七人都在訪談

中承認她們也是家庭財政的管理者。商店的類型計有餐飲連

鎖（D的情況，她在台時為行銷諮詢）、金屬加工（L，在台

從事外貿）、音樂班（P，留日區域研究博士候選人）及輪胎

行（Y，在台從事外貿）。除 P外，「老板娘」過去的工作經



第四章　台籍與馬華女性的跨國婚姻　195

驗似乎能夠銜接現任工作。自創的公司類型則有絕緣材料外銷

（H，在台時從事空運調度）、木板外銷（R，在台為證券員）、

油壓機製造（W，先留日、就業，結婚後夫妻受日本公司委

託回馬創子公司）及旅遊出租車公司（Σ，在台於百貨公司上

班）。其中W夫妻都是留日學商而 R夫妻則是留美學國貿，

他們創立公司比起 H與 Σ更能學以致用。

所以在同業的情況下，雖然馬華的太太們無法有自己的職

業生涯，至少九位中的五位（D、L、R、W、Y）還能做到一

定程度的學以致用，即接近專業人士的水平。同時，因為同業

關係，職場與家庭生活混合，夫妻彼此有更多機會觀察對方的

可信程度，試以 R、W、Y為例。

雖然婚前有父親與丈夫的約法四章保護，Y嫁到芙蓉還不

免因為想家而哭了三個月。之後她卻花一個月學馬來話就急就

章似地到樓下丈夫的輪胎店幫忙。她表現的議價與批貨能力獲

得先生（第二家店主）及公公（第一家店主）的信賴，至今她

與小姑完全撐起第二店的營運，丈夫則因為對橡膠過敏已改行

從事他業。至於W夫妻則先是學長學妹又是打工夥伴，婚後

在大阪日本總公司還同事一年半才回到芙蓉創立子公司。W對

丈夫的觀察首先在打工時代，「我們所有人〔華人學生〕打工

的工作都是他介紹的」，證明他的交際手腕；日本油壓機的老

板在不知他有女友W前「希望把自己的女兒介紹給他」，是

肯定他的工作能力；至今「因為做生意，對他來講信用是無價

的。⋯⋯他在結婚之前女朋友很多，結婚之後，我相信應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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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負面的觀察則有 R的事例：在創業前全家曾隨著先生外派

到中國長春四年，丈夫與當地秘書約會的事被 R發覺曾鬧到要

離婚，但因為秘書「還沒有進化到小三」所以原諒了他；後來

R又發現「他有存私房錢」約七十萬台幣，她卻「從來沒有一

毛錢的私房錢，從來沒有個人帳戶，都是跟他聯名的。」此事

以錢財「充公」作結。丈夫在感情上雖不可信，R的持家幫夫

的能力卻是受到不同住的公婆的肯定，因為夫妻每次吵到不可

開交時都有他們介入並偏袒媳婦譴責兒子。

所以 R、W、Y的個案，都透過夫妻彼此或公婆的觀察而

肯定當事人的名聲並投以信任，三個個案都支持 H06的說法。

而 R的個案更顯示在丈夫違背互惠規範時她都挺身糾正，公婆

對 R另眼看待並信任她勝過自己兒子實在事出有因。她的個案

也支持了 H07的說法。

最後就 H08而言，我們有二例支持前句命題有一例支持後

句。像台籍W的丈夫，留日時是華人學生的領袖，進入會社

得到日本老板的賞識，偕W回馬創立會社子公司又成為芙蓉

地區的名人。他能得到W對其婚姻的信心，的確符合 H08前

句所言：他的婚姻從交往至今就顯著得到周遭人士的注目，他

有必須維持婚姻成功的壓力。換至擔任婚姻諮商的馬華 III身

上亦然。既然負責向決定結婚的準新人傳授十堂婚姻美滿的

課，在學生的注目下，她勢必自覺要做到十堂課的要求。所以

她遵從丈夫做她的權柄，也力行兩人只開一個聯名帳戶。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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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的丈夫則是從負面證明 H08的後句有理：外派長春與秘書約

會、出差上海召女按摩、私下存錢七十萬。他雖然仍被 R評為

顧家但卻屢有出軌紀錄，除天性之外部分原因也在他的職業生

涯多起伏，既有前期外派、跳槽晉升的風光，也有自創公司卻

逢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窘境。他的婚姻除了自己父母竭力維持之

外，因為「廣播價值」低不免常有非非之想。

（三）金錢管理規範與權力模組

馬華夫妻因為同業而造成「老板娘」身兼家庭財政管理的

事實，顯示女方因為控有資源而又與丈夫朝夕相處，所以在互

惠規範下掌有實權。用術語來說就是，夫妻的金錢管理規範實

與理論上的權力模組息息相關。權力模組假設：

H10： 在交換關係中依賴是權力的基礎。依賴由兩個因素所決

定：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及依賴

者能從他人處獲取相同資源的程度。

H11： 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可因其他受

惠於被依賴者的人之集體贊同而增強。

H12： 現代團體中的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間既有利益關係，但

同時也受制於規範的約束。

H13： 從依賴轉化為對被依賴者的信任之關鍵，在於被依賴者

執行對搭便車者的處罰。

H14： 懲罰有效與否端看其正當性；擁有正當性時即便單純之

象徵懲罰也可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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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裡，我們列出表 4-4中四種夫妻的金錢管理模式。

這些模式的通俗理論基礎，似可見於在教會從事婚姻諮商的 III

之觀察： 

結婚之後，你們的錢要怎麼管理？會有三種，一種

就是兩個人只有一個帳戶。有兩個帳戶，其實是有

很多不信任，〔而〕婚姻裡面信賴是一個最基礎的東

西。⋯⋯所以我跟我先生只有一個帳戶。可是對很多

人來說有困難，他們就會想說，我的錢賺得比他多

耶，那我這樣不是虧大了。那這樣變成說我們要建立

第三個帳戶，就是你有一個帳戶，我有一個帳戶，然

後還有第三個帳戶。我比較不建議這個方式，因為這

樣還是會有一些些的顧忌，我覺得一個帳戶滿好的。

從 III的說法中可推知，訪談者所提到的四種管錢模式是以夫

妻權力平等與否為標準：權力不平等之下再分由夫或妻管錢；

權力如果平等則可採分開或共同帳戶形式。但是真正平權的形

式，即各有帳戶再開共同帳戶則除了 III之外不見有受訪者提

及。此外，由單方管錢卻可能存於自己帳戶或共同帳戶，上文

R（管錢者）論及丈夫存私房錢之事就是證據。

以平權與否分出的四種模式中，最顯著的分布是有最多

台籍女性掌錢（七人），卻有最多馬華女性擁有獨立帳戶（五

人），而不管是台籍或馬華，一旦女性擁有財政資源，她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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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自評說婚姻欠佳。反之，自報由丈夫管錢的 B、F、K、Q

中前三者也自評婚姻不佳；而 Q之例外我們已解釋為，婚後她

的物質生活與居家空間有顯著改善，似可彌補喪失財政權之不

足。從上可知，要免於婚姻惡化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女性有自主

收入，而此收入又非從就業中孳生不可。因此，本段的討論支

持 H10的說法，即女性婚後擁有愈高的獨立收入，她愈不必依

賴丈夫也愈能保持兩人關係的平等。

其次，H11的命題如果運用於丈夫管錢的情況，那就成為

太太需要先生提供金援，而此一需要會因為夫家有同樣需要而

增強，簡言之就是「他們都這樣伸手了，我更應該這麼做。」

但是，在我們的訪談中似乎沒有肯定這種心理學上「增強」機

制的個案。試以最近似的案例，即上文 F的故事來說，在 2005

年全家從新山搬至吉隆坡之後，F的丈夫同時接掌自家在兩地

的工廠，成為婆家與自身小家庭真正提供麵包的人。如果說公

婆依賴先生的奉養有增強 F攫取同塊大餅的作用，這一作用也

似乎已被 F出身外銷高爾夫球產品的富裕家庭所抵銷。

第三，H12所描述的是任何社群中權力分化後的常態，婚

姻構成的社群自然也不例外，只是習慣上我們不用平權與否的

觀點看待家庭罷了。但是，這裡的「習慣」是如何出現的？以

III為例，前文一方面提到她相信「上帝給男人一個權柄，⋯⋯

所以太太是要順服的」，另一方面她又主張夫妻維持一個共同

帳戶以昭互信，所以 III是因為信仰而轉換了看待資源與權力

的角度。再以 K為例，她「在台灣的時候，我們是⋯⋯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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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賺多少錢，我賺多少錢，我們用這個比例來分擔家計」。但

離開台灣之後，她慢慢認為「因為我嫁給妳，你就要養我，我

的錢是我的，你的錢要拿出來。」事實上是離台前後，K從職

業婦女變成家管，因此是管錢做法的改變導致想法的不同。所

以不管是 III或 K都是支持 H12的說法，只是更嚴格地說，在

婚姻中信條或規範更容易遮蔽雙方對資源的控制權不等的事

實。

第四，因為婚姻容易掩蔽權力關係，連帶地這一事實也鈍

化了 H13所謂依賴與信任的差別。再試以 R為例，她採用共

同帳戶形式管錢，發現丈夫有私房錢時予以「充公」，所以她

懲罰了先生搭便車的行徑。可是這一懲罰是否將夫妻關係從依

賴轉變為信任呢？實在難以判定，因為既然兩情相悅結婚而女

方又嫁雞隨雞，信任以及依賴本就是婚姻關係的重要元素。所

以 H13的命題並不適用傾向遮蔽權力關係的家庭團體。

最後，對丈夫的出軌行為，R先以秘書尚未進化成「小

三」原諒了他，後再「充公」他的私房錢：她的懲罰不可謂不

正當。再加上公婆的支持，她又把重心放在子女身上，所以 R

對自己的婚姻仍然感覺滿意。但是顯然令丈夫繼續維持這段婚

姻的力量決非出自 R的正當懲罰。所以我們在異國婚姻的探討

中，缺乏相關事例以證 H14的真偽。

總之，在夫妻的金錢管理規範對照互信模型的權力模組

時，我們有高達 12人的個案（台籍 7人，馬華 5人）可以支

持 H10的說法；但是支持 H12說法的力道較弱，即適當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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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只有 K與 III兩位。反之，我們沒有個案可以支持 H11這種

強調透過心理學上「增強」機制以加深依賴的命題；無個案可

以判定 H13的命題對信任以及依賴二者過細的區分；也無個案

可以判定 H14的命題。

在分析過三類家庭的規範對應三種互信的模組之後，台籍

與馬華女性的婚姻故事對互信模型剩下的兩個命題，還能否提

供檢測的作用？其他的命題包括：

H09： 規模 150人左右的社群，透過成員名聲與互惠規範、互

惠策略產生的互信，足以克服搭便車，合作完成團體目

標。

H01： 社群依其內部資源可有俱樂部、家族或幫派的不同，而

產生不同程度的互信。

對於加總夫妻小家庭、婆家及娘家也甚難超過 50人的後

現代姻親社群來說，它因為人數相對稀少，面對面互動形成的

網絡遠不如 H09的 150人網絡來得複雜。加上上文的分析中，

我們的異地婚姻故事足以支持互惠模組的 H02及 H04，也支持

名聲模組的 4個命題，基本上我們也應該認可 H09的正確性。

但是認可之餘，似乎必須加上但書：首先，我們可以合理推

測，因為我們的訪談對象是透過滾雪球抽樣方式找出來的，其

中的偏誤除上文已承認的受訪者年齡與抽樣者高度相關之外，

還有就是抽樣者自動隔離已離婚者作為我們的訪談對象，原因

之一顯然是他們不希望造成人脈中友朋的困擾，這是對合宜行

為（socially desirable behavior）的顧慮所致。所以，我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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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本」都還維持著婚姻，處於「完成團體目標」的達標狀

態；欠缺離婚者的事例使我們的跨國資料不具否定命題 H09能

力，因為資料與命題已變成「同義反覆」關係（tautology）。

其次，稍可彌補「同義反覆」缺憾的是，從表 4-5中我們知

道，所謂達標還可分為低、中、高，即婚姻欠佳、普通至滿

意三種標準。而即使以低標而言，上文對婚姻欠佳者（B、F、

K、O）與 H02命題的分析已顯示，以兩情相悅做基礎的婚姻

令女性傾向對丈夫「以德報怨」而對婆家「以直報怨」，也就

是說只要最低標準的社群目標能夠完成，在其背後我們一樣可

以發現造成最低程度互信的互惠（及名聲）機制。我們的但書

之一仍然回頭支持 H09的命題。

至於我們的異地婚姻與 H01的相合相離關係，因為婚姻

原本就是組成並繁衍家族的最大要素，它如何與俱樂部（第三

章）、或幫派（第二章）劃分而產生不同程度的互信問題，我

們留待結論的最後篇章中一起討論。

四、小結

本章中，我們從訪談嫁居異國的 33位馬華及台灣女性中，

建構出有關她們對婚姻認同的故事。這些可以稱為敘事身分的

故事，透過其內容所示的特定價值與故事結尾，彰顯了受訪女

性對兩情相悅、嫁雞隨雞、家庭和諧、夫妻就業、金錢管理、

兒女教育等共享價值的重視，以及從實踐這些價值中形成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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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婚姻的評價。接著，引用這些特定價值和評價去對照本書關

心的互信模型，我們得到了如下的初步結論：由跨國婚姻所組

成的離散家族，如何經由上述特定價值形塑了華人的互惠、名

聲與權力規範；進一步我們並發現在這種互惠規範中，以兩情

相悅之價值為基礎的婚姻似乎令女性傾向對丈夫施用「以德

報怨」的策略而對婆家則施以「以直報怨」。表 4-6總結了互

信模型的 14個命題與各離散家族維持婚姻穩定實況的逐一對

照。

 表 4-6　離散家族對照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互信模型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1：社群依
其內部資源可

有俱樂部、家

族或幫派的

不同，而產生

不同程度的互

信。

留待結論的最

後篇章中一起

討論。

互惠模組

H02：各種互
惠策略的施用

受到互惠規範

的約制。
B、F、K、O

家庭和諧的規

範令女性傾向

對丈夫「以德

報怨」而對

婆家「以直報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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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互惠規
範出自為未來

利益而現在樂

意回報的心理

需求。

H04：互惠規
範自有其超個

體的約束力量

並具有概括

性。

嫁雞隨雞規

範；女性接受

宗教規範；馬

華男性堅持男

主外、女主內

的舊規範。

名聲模組

H05：名聲由
他人判斷當事

人具有的能力

與動機所組

成：能力的判

斷來自當事人

具有的人口學

特徵；動機的

判斷則來自當

事人與判斷者

雙方人口學特

徵的相近程

度。

U和 Z兩對夫 
妻的互動。

D、 L、 R、
W、Y的案例
支持「共事經

驗一如動機與

能力，也構成

名聲基礎」的

說法。

H06：本人過
去的名聲以及

對未來名聲的

愛惜都有助於

他人對本人的

信任。

R、W、Y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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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7：遵守互
惠規範進而能

挺身懲罰搭便

車者的人，會

因獲得名聲而

得到信任。

R

孤例。

H08：社群具
高「 廣 播 價

值」時，個人

追求名聲的意

願 也 高。 反

之，「廣播價

值」低時，個

人願意有名聲

但不願意付出

代價。

W的丈夫與 III 
支持 H 0 8 前
句；R的丈夫
則印證H08後
句。

互惠／ 
名聲模組

H09：規模 150 
人左右的社

群，透過成員

名聲與互惠規

範、互惠策略

產生的互信，

足以克服搭便

車，合作完成

社群目標。

跨國家族遠小

於 150人且其
有事例支持互

惠模組的 H02
及 H04，也支
持名聲模組

的 H5至 H8，
故可支持本命

題。

滾雪球抽樣找

不到離婚者，

致使事例與命

題變成同義反

覆。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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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模組

H10：在交換
關係中依賴是

權力的基礎。

依賴由兩個因

素所決定：依

賴者對被依賴

者所提供物事

渴望的程度，

及依賴者能從

他人處獲取相

同資源的程

度。

有 12人 的 個 
案（台籍7人， 
馬華 5人）支
持H10。

H11：依賴者
對被依賴者所

提供物事渴望

的程度，可因

其他受惠於被

依賴者的人之

集體贊同而增

強。

跨國婚姻無適

當事例。

H12：社群中
的依賴者與被

依賴者之間既

有利益關係但

同時也受制於

規範的約束。

K、III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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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3：從依賴
轉化為對被依

賴者的信任之

關鍵，在於被

依賴者執行對

搭便車者的處

罰。

跨國婚姻無適

當事例。

H14：懲罰有
效與否端看其

正當性；擁有

正當性時即

便單純之象徵

懲罰也可以奏

效。

跨國婚姻無適

當事例。

簡言之，我們離散家族的案例基本上支持了互惠模組中的

H02、H04，名聲模組中的 H05至 H08，互惠／名聲模組中的

H09，以及權力模組中的 H10、H12 等九個命題，但支持的強

度不等：高達 12段的婚姻故事支持 H10的說法，但卻只有一

個案例支持 H07。同時，在前章的表 2-1中我們提出對 H05的

修正，即對個人名聲的判斷，除了依據她的能力與動機之外，

共事經驗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礎。這一修正的命題透過 D、L、

R、W、Y的台籍女性與其丈夫共同創業的經驗，也得到進一

步的肯定。離散家族的案例最無能為力的是對權力模組命題的

檢定，因為對該模組中的 H13與 H14，我們似乎無任何個案可

以評其是非。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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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書結論中，我們一方面要回顧前三章以經驗事例對照

互信模型命題的經過，而提出內部自生的非正式互惠規範乃理

解社群成員為何互信的關鍵；另一方面也要用相同的經驗事

例，解決MacIntyre與理性選擇論者的社群觀對善的定義、對

社會關係的分類、對信任和合作是美德還是關係的看法、以及

對施受（互惠）規範的性質之四大歧見。

一、互信模型命題的檢證

首先，讓我們我們把前文的表 2-1、表 3-2及表 4-6彙總做

整體說明。換言之，我們要列出互信模型的每一道命題，並以

大溪、北投及跨國婚姻的三個社群說明它們各自支持、反對或

修正原命題的理由（見表 5-1）。在本節一道命題都不漏的討

論中，我們試圖給貫穿本書的核心問題—社群成員為何互信—

一個簡約而不失周全的答案，那就是因為他們在非正式的互惠

規範下不但能夠協調彼此的利益，也內化那規範成為生活意義

（得到名聲）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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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社群事例對照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互信模型 支持事例 反對事例 修正命題 備註

H01：社群依
其內部資源可

有俱樂部、家

族或幫派的不

同，而產生不

同程度的互

信。

①家族－老13
社、俱樂部－ 
老9社、幫派－
新6社。
②文化基金

會、 文 史 協

會、社發會及

「網絡狀俱樂

部」。

①內部資源包

括金錢物資、

共享規範、及

成員名聲。

②意識形態也

可成為內部資

源；d與前任
女性理事長及

某里長三者之

間的關係構成

網絡狀的俱樂

部。

互惠模組

H02：各種互
惠策略的施用

受到互惠規範

的約制。

①血（地）緣

規範影響善良

策略（游總務

與大三層文化

節）；現在回

報未來獲利的

互惠規範影響

慷慨策略（復

興老 9社及創
立新 4社）。
③ B、F、K、
O。

①贏留輸溜策

略不受影響

（從三老社中

分出新社及各

社頭之間）。

互惠規範對互

惠策略的約制

為軟性約制，

容有例外。

③家庭和諧的

規範令女性傾

向對丈夫「以

德報怨」而對

婆家「以直報

怨」。

H03：互惠規
範出自為未來

利益而現在樂

意回報的心理

需求。

①緣金與交情

規範。

合 H02則導出
新命題 H2.5：
立基交換心理

的規範愈盛行

的地方，行動

者愈傾向使用

「慷慨」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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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4：互惠規
範自有其超個

體的約束力量

並具有概括

性。

①休戚之感與

鬼神制裁；緣

金與爐主規

範。

③嫁雞隨雞規

範；女性接受

宗教規範；馬

華男性堅持男

主外、女主內

的舊規範。

① 合 H03 與
H04最能解釋
社頭規範的源

起。奠儀規範

符合社群 2共
善。

名聲模組

H05：名聲由
他人判斷當事

人具有的能力

與動機所組

成：能力的判

斷來自當事人

具有的人口學

特徵；動機的

判斷則來自當

事人與判斷者

雙方人口學特

徵的相近程

度。

①促進會幹部

的動機與能

力。

② A、e。
③ U 和 Z 兩
對夫妻的互

動。

①共事經驗一

如動機與能

力，也構成名

聲的基礎。

③ D、L、R、
W、Y的案例
支持上述修正

命題的說法。

②從事公益的

人如能擁有公

職名位可減少

他人對其行善

動機的懷疑。

H06：本人過
去的名聲以及

對未來名聲的

愛惜都有助於

他人對本人的

信任。

①促進會的黃

總 幹 事； 老

13社廖前社
長。

② A、a、d、
e。
③ R、 W、
Y。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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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7：遵守互
惠規範進而能

挺身懲罰搭便

車者的人，會

因獲得名聲而

得到信任。

①普濟堂不能

制裁違規；促

進會則協調不

再違規。

②剝奪 d職位
的 k里長。
③ R。

H08:社 群 具
高「 廣 播 價

值」時，個人

追求名聲的意

願 也 高。 反

之，「廣播價

值」低時，個

人願意有名聲

但不願意付出

代價。

② a、d、e 支
持命題前段說

法。

③W的丈夫與 
III支持H08前
句；R 的 丈

夫則印證 H08
後句。

② g、h則 不

管社群有無廣

播價值，一直

默默苦幹。

互惠／ 
名聲模組

H09： 規 模

150人左右的
社群，透過成

員名聲與互惠

規範、互惠策

略產生的互

信，足以克服

搭便車，合作

完成社群目

標。

① 支 持 H02
至 H 0 7 的例
證；新 6社及
新 8社則以反
證支持。

②福利化社區

旗艦競爭型計

畫以反例證明

H09為真。
③跨國家族遠

小於 150人但
其有事例支持

互惠模組的

H02及 H04，
也支持名聲

模組的 H5至
H8，故可支
持本命題。

②缺乏非正式

規範而發展出

命令型互動。

③滾雪球抽樣

找不到離婚

者，致使事例

與命題變成同

義反覆。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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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模組

H10：在交換
關係中依賴是

權力的基礎。

依賴由兩個因

素所決定：依

賴者對被依賴

者所提供物事

渴望的程度，

及依賴者能從

他人處獲取相

同資源的程

度。

①社頭不依賴

普濟堂，但社

頭依賴促進

會。

② c、e、g、
h支 持 前 一
因素；a、b、
d、f支 持 後
一因素。

③有 12 人的
個案（台籍 7
人，馬華 5人）
支持H10。

②文史協會提

供意識形態的

資源，獨立於

交換關係之

外。

H11：依賴者
對被依賴者所

提供物事渴望

的程度，可因

其他受惠於被

依賴者的人之

集體贊同而增

強。

①年輕人以

錢、酒、藥引

伴參加繞境。

② c、e、h。

H12：社群中
的依賴者與被

依賴者之間既

有利益關係，

但同時也受制

於規範的約

束。

①議員身兼老

18社 顧 問；
青商會員復興

老 9社；鎮長
動員屬下支持

新 4社。
② d。
③ K、III。

H2.5：立基交
換心理的規範

愈盛行的地

方，行動者愈

傾向使用慷慨

策略。

①可與由 H02
與 H03導出的
H2.5結合。
②北投未發展

出具束縛力的

非正式規範；

成員的施受關

係淪於斤斤計

較。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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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3：從依賴
轉化為對被依

賴者的信任之

關鍵，在於被

依賴者執行對

搭便車者的處

罰。

①促進會做到

H07與 H10。
②剝奪 d職位
的 k里長。

① 孤 例， 但

可由 H 0 7 與
H10導出。不
過促進會只有

勸阻而無懲罰

搭便車者的能

力。

②與H07關係 
密切。

H14：懲罰有
效與否端看其

正當性；擁有

正當性時即便

單純之象徵懲

罰也可以奏

效。

②剝奪 d職位
的 k里長。

①大溪無適當

案例。爐主規

範雖有擲茭的

正當性，也被

賦予鬼神賞罰

的力量，但無

正面罰則與對

象。

註：①、②、③分別對應二、三、四章之事例。

 H01：社群依其內部資源可有俱樂部、家族或幫派的不

同，而產生不同程度的互信。

本命題的發想人何夢筆（1996: 109）原本就以內部資源

指涉物質設施（俱樂部）、信任（家族）、及會眾身分（幫派）

等異質事物。像這樣資源不加定義的情況下，我們發現可刺激

社員互信的事物，還包括大溪社頭中（由長工及社區成員構

成）老 13社的奠儀規範，或脫胎換骨的老 9社篩選其成員用

到的人口學特徵（年齡、職業、收入、參加活動），亦即「名

聲」，甚至包括北投公民團體中的文史協會所堅持的「以社運

介入公共事務」之意識形態。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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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內部資源的指涉隨經驗事例而擴大，那一種資源可刺激

互信到什麼樣的程度隨即變得更模糊。譬如，一方面我們會預

期家族型的老 13社內部比俱樂部型的老 9社更為互信，因為

有歷經幾代不斷的重複互動（Putnam, 1993: 166）。但是衡諸

老 9社成員先有青商會的議事、辯論訓練，接手老 9社及社團

促進會後又釋出「南媽祖、北關公」的集體目標，這種「一起

打拚」的幹勁則顯示內部的互信合作比老 13社強。另一方面，

宏觀來看大溪社頭與北投公民團體的一般屬性，則相對於新社

頭接近幫派型態，老社頭應可視為接近家族型，而公民團體則

接近俱樂部型殆無疑義。可是公民團體依賴政府提供外部資源

的程度遠勝過老社頭也是事實，既然我們在第三章已經建立

「政府引入的外部資源成為破壞共同體意識凝聚的最大障礙」，

那麼俱樂部型社群的互信小於家族型的社群理應成立。總之，

大溪與北投社群的經驗有肯定社群可依其內部資源分類的地

方，但也懷疑如此分類是否可清楚對應不同程度的內部互信。

最後，跨國婚姻形成的家族社群是否相對於大溪與北投的

社群，擁有內部最高的互信呢？答案仍然是不盡然。這是因為

在第四章中我們所指的家族社群是由夫妻小家庭、娘家與婆家

所構成，而不管是台籍或馬華女性，她們對婆家的信任顯然遠

低於對丈夫或對娘家的信任，這是我們提到的「女性傾向對丈

夫以德報怨而對婆家以直報怨」的根本原因；同時婆家情況的

複雜程度，從婆媳不洽、公婆迷信、妯娌不和到兄弟爭產等

等，都會有效降低家族內的互信。跨國婚姻的事例再一次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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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所標示資源不同造成程度不同互信的因果通則。

所以，以三大經驗社群對照 H01的結果，我們肯定原命題

以資源畫分社群種類方式，但對不同資源決定不同互信程度說

法表示懷疑。

互惠模組：可與本模組對話的事例都是出自北投社群以外的兩

個社群。

 H02：各種互惠策略（一報還一報、善良、慷慨、贏留輸

溜）的施用受到互惠規範的約制。

在跨國婚姻的家族社群中，台籍女性 B、F、K、O都是自

評婚姻欠佳的人，她們都考慮過分居或離婚，也都在家庭和諧

的規範之下或因父母相勸，或不願子女受苦而繼續同居；但是

在婆家也成為婚姻的負面因素（如婆婆強勢、重男輕女、公婆

迷信）情況下，B、F、O也都毅然搬出婆家。繼續同居是不斷

的原諒丈夫，乃是採用善良的互惠策略；婆家寡恩而選擇出走

則是實行贏留輸溜的策略。所以，是在不幸的跨國婚姻中，我

們看到家庭和諧的規範令女性對丈夫以德報怨，卻對婆家以直

報怨。所以，跨國婚姻有成例支持 H02命題。

但是在大溪社頭之中，互惠規範對策略的影響則是屬於軟

性制約，容有例外。因為一方面像游總務既接手老 3社又捐緣

金給老 6社，是依血緣規範而採善良策略；而老 4社、老 10

社及老 13社在大三層媽祖文化節合作無間則是因地緣而互予

善良對待；至於復興老 9社及創立新 4社之舉前文已分析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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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慷慨策略，當事人遵守的則是出自現在回報、未來獲利心理

的互惠規範（H03）。另一方面，新 4社、新 5社及老 16社是

分從老 2社、老 9社與老 14社脫出的新社頭，脫離舊社原因

總是與新社幹部認為「續待舊社自己吃虧」的想法有關，於是

這些幹部都從原先一報還一報的策略改採贏留輸溜的策略。此

外，贏留輸溜也常見使用在各拚場社頭之間，主要原因在於各

社就是為繞境而存在，彼此的主要關係就是競爭。在競爭關係

影響下各社頭為榮譽而錙銖必較，贏留輸溜遂勝過其他策略成

為首選。

所以，在兩大社群間固然有支持 H02的事例，從大溪社

頭之例證中，我們發現互惠規範並非對所有互惠策略都有制

約能力，贏留輸溜尤其構成本命題的例外。因此，我們傾向修

改 H02為「互惠規範對互惠策略的約制為軟性約制，容有例

外。」

 H03：互惠規範出自為未來利益而現在樂意回報的心理需

求。

H04：互惠規範自有其超個體的約束力量並具有概括性。

本書第一章的文獻中提到，理性選擇論者（Hardin, 2006: 

8）或是交換論者（Blau, 1986: 92）傾向以心理需求來解釋互

惠規範的源起，而得到 H03的命題；反之，涂爾幹的追隨者如

Tomasello（2009: 38）則認為社群本身即是互惠規範的源頭，

他提出 H04的命題。理論文獻因此把規範的起源化成「非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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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的形式，仿佛 H03與 H04只能存一為真。但是，跨國與

大溪社群的事例雖多偏向支持 H04，大溪這一傳統社群的緣金

與交情兩種規範卻有 H03可解釋的餘地。

在跨國的家族社群中，首先我們曾提到 B、K、Q、Σ 4

位暫留外籍丈夫在台灣的女性，最終還是返回大馬「從夫族

居」而遵守了嫁雞隨雞規範。這證明了規範超越個體、不分出

身階層的約束力量。其次，從女性篤信宗教乃至馬華男性的大

男人主義其實表現的是對男主外、女主內規範的堅持，我們進

一步證明了相關的互惠規範符合 H04所示。

但是，在大溪社頭中源遠流長的緣金及交情規範則同時適

用 H03與 H04。以緣金規範來說，接續長輩或因同業而繳交他

社緣金、議員交納多社緣金、或看在爐主情面繳交「大緣」，

這幾種奉行規範的出錢方式不難看出是因 H03的心理作用。

但是為何一般社員會年復一年按例繳費？我們追溯到只有「不

願見到我社的陣頭從繞境中消失」的集體休戚感足以解釋；緣

金慣行是內化我與群體之互惠規範後不假思索的表現。這正是

H04的作用。

再以交情規範而言，社頭年中行事到外莊進香，一方面滿

足社員本身出遊興致，另一方面也鞏固「分靈」關係有益繞境

時邀請助陣；而對社員本身的白帖規範則既贈奠儀實質幫助遺

族所需，也出陣頭備極哀榮，是為典型的殯葬互助。這些是交

情規範符合 H03之處。而致贈奠儀以及陣頭送行是社頭歷史

愈久者愈形隆重，因為這可能是一個團體對它的第三代成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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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進一步分析就是，出錢出力一方面表達全體社員對「生老

病死無人豁免」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也照顧到遺族的身心需

要。白帖的交情規範既彰顯MacIntyre（1999: 130）所謂社群

的兩個共善前提（成員互賴及照顧弱勢），也因此符合 H04所

言。

所以，從跨國與大溪社群的經驗中，我們認為固然 H04可

解釋的範圍賽過 H03，但是只有綜合兩個命題方足以解釋像大

溪的緣金與交情這種寓意多方的規範。

最後我們想釐清兩點。第一，在第二章以及本模組的討論

中我們已印證老 9社及新 4社的社員之間普遍盛行慷慨策略

（即原青商會員加入老 9社有部分是生意人為增加客源；而新 4

社增長的社員，一大部分是虧欠身為記者的總幹事人情而答應

交緣金、做社員但無法擔任幹部的人），這種作為正像實踐基

於現在回報、未來獲利心理的互惠規範。由此，我們似乎已可

從 H02與 H03導出可供檢證的新命題（H2.5）：立基交換心理

的規範愈盛行的地方，行動者愈傾向使用慷慨策略。此一新命

題將與 H12合併討論。

第二，我們需要宏觀地思索為什麼北投社群建造公民社會

的經驗無法與互惠模組對話。最主要理由可能是自 1994年開

始發展公民社團以來，參預者是以《北投憲章》、《地方制度

法》、《人民團體法》、《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等明文方式規範

彼此乃至上下的互動，而真正遭到規範的是日常生活中個人利

益上的權利與義務。任何團體攸關個人權益的集體決定如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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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述法規的白紙黑字而依票決產生，參考台灣解嚴以來的民

主經驗所示，該團體不是很快解體就是分裂成更小而敵對的利

益群組。沒有團體不需要類似大溪非正式的交情規範以充當明

文限定的權利義務之潤滑劑；最低限度，非正式規範會導引團

體成員（當她考慮彼此為前後輩或同鄉人），使她不至於斤斤

計較所享權利與所受義務的不等價。民主的運行如MacIntyre

所說，需要的是「施受」而不是蘊涵等價的「互惠」規範。公

民團體在北投發展至今雖已二十多年，相對於繞境甚至婚姻制

度，在時間上似乎都嫌太短以致無法觀察到重要非正式互惠規

範的出現。

名聲模組：本模組的 4個命題，三大台灣人社群幾乎都能提供

或多或少的支持例證。

 H05：名聲由他人判斷當事人具有的能力與動機所組成：

能力的判斷來自當事人具有的人口學特徵；動機的判斷則

來自當事人與判斷者雙方人口學特徵的相近程度。

大溪社團促進會及老 9社的骨幹來自青商會（為主）、同

濟會、扶輪社、後備軍人會、警友會等民間社團。老 9社的江

社長及黃總幹事為什麼要吸收以前社團的團員加入新組織？就

如這些社團的名稱所示，它們本身就因突出一部分或大部分人

口學特徵—年齡、性別、職業、教育等—而組成；江社長等可

以相信舊團員的能力。進而言之，舊團員為什麼樂意加入新組

織？黃總幹事本身答覆是看在江社長的情面，但是他及其他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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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的動機也可以解釋成，是看到江社長以縣議員秘書身分發

展社頭的企圖心以及他提出「南媽祖、北關公」的願景；亦即

他們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共鳴。在這一支持 H05命題的

事例中，我們已看到所謂能力與動機的判斷基礎實來自共事經

驗。

北投的案例中，則是創辦文化基金會的 A醫生及 e里長

（兼社區發展委員會理事長）明顯符合 H05所言。同樣地，也

是共事經驗使兩好友中的 e，在合作推動內政部社福旗艦計畫

的第三年，忍痛撤換掉 A所創辦作為專業協力單位的基金會，

因為其領導風格得不到各社發會響應。

最後，在台籍女性的家族社群中，身居異國還能學以致用

的 U與 Z及其夫婿最接近 H05所示。U先擔任藥劑師遷馬後

又通過中醫考試成為醫生；U的丈夫則是化工工程師。Z是在

美國讀工科博士期間與碩士班同學結婚，現在則任職芙蓉一私

立大學講師。訪談 U與 Z透露是兩位馬華先生的專業背景，使

他們能擺脫當地男主外，女主內的規範要求，尊重太太繼續成

為專業人士。U和 Z兩對夫妻的互動因此也符合 H05。

所以相關案例基本上都支持 H05，但是它們同時也都支持

把「共事經驗」（包括 U和 Z兩對夫妻的婚姻經驗）視為能力

與動機的判斷基礎。

H06：本人過去的名聲以及對未來名聲的愛惜都有助於他

人對本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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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溪社頭中最明顯的支持案例為黃總幹事與老 13社的

廖前社長。黃總幹事認為他加入老 9社的心態有從為青商會同

仁（江社長）捧場轉成為關帝而做事的改變，其實這就是轉向

社頭老一輩成員的「敬神」態度，這當然使他贏得更多資深成

員的信任。此外，廖前社長是國校校長退休，任老 13社社長

之外，又是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大溪某文教基金會董

事。他自言老 13社「主辦的人很健全」也正是自己愛惜名聲

的寫照。

北投公民團體中符合 H06的案例除上述 A醫生及 e里長

之外，還有 a、d兩位。

A與 e能夠二十年來都奉獻在社區服務工作，並且規模日

益擴大、事務愈趨繁重，他們自然是符合 H06所預測。女性

的 a理事長從事服務工作，小從調查自己社區的山系、水文，

大到經營合作社型態的健康生活店、烘焙館，無役不參。她也

擔任文建會營造中心的營造員，協助其他社區創立他們的社發

會並找出針對該社區實際可行的服務項目。最後是 d的個案，

縱然有人認為他帳目不清，他在理事長任內的作為仍有正面評

價。這可以從他身兼北投理事長聯誼會的副召集人，以及台北

市社區發展協會聯合會的監事兼北投區的主任委員等職務看

出。沒有人望是無法選上這些職位的。

跨國婚姻社群中，R、W、Y因為都與丈夫共同創業或維

持父業，職場與家庭生活混合，夫妻彼此有更多機會查覺對方

的名聲。在第四章的相關分析中，Y嫁到芙蓉四個月就學了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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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話到住家樓下丈夫的輪胎店幫忙。她表現的議價與批貨能力

獲得先生及公公的信賴。W夫妻則先是學長學妹又是打工夥

伴，婚後在大阪日本總公司還同事一年半才回到芙蓉創立子公

司。W對丈夫的觀察是「因為做生意，對他來講信用是無價

的。⋯⋯他在結婚之前女朋友很多，結婚之後，我相信應該不

至於」。R的事例則是究查丈夫的負面名聲：發現丈夫與秘書

約會；又發現他私存七十萬元。丈夫在感情上雖不可信，R的

持家幫夫的能力卻是受到公婆的肯定，以致夫妻每次吵架他們

都偏袒媳婦譴責兒子。

所以，H06的命題相對於前五命題來說，是支持的案例最

多且幾乎不存在爭議的命題。

 

 H07：遵守互惠規範進而能挺身懲罰搭便車者的人，會因

獲得名聲而得到信任。

針對此命題，大溪社群提供一反一正的支持事例。作為繞

境核心的普濟堂一方面規定了遊行規範就是堅持繞境路線不

變、繞境日期也也不變，但是另一方面它卻無能制裁拖延表演

的社頭，這是因為它從不把剩餘的緣金用以回饋各社頭所致。

新舊社頭在訪談中發聲埋怨見證了它們對普濟堂的不信任。

反之，以青商會員為主幹的社團促進會，把繞境精神宣揚

給大眾、輿論及政府知道，並對繞境路線及表演內容做整體規

劃。經過它的協調，至 2012年為止大溪繞境已有三年不見八

家將和官將首陣式的出現。而促進會也因新舊社頭的信任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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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實踐「南媽祖、北關公」的坦途。不過，促進會至多只有

協調而沒有真正制裁的能力。

北投與跨國社群則各有孤證支持 H07。跨國婚姻中的 R受

到公婆愛護的原因，來自他們肯定 R的持家幫夫能力。具體來

說，R發現丈夫與秘書約會，她選擇以善良（初次原諒）策略

回應，因為「還沒有進化到小三」；既而發現他私存七十萬元

則施以「充公」的懲罰。R對兩件負面事件的處理方式，完全

符合 Ostrom（2003: 46）所定義的「善良的」互惠規範：總是

先合作；但別人不回報時即停止合作；如果可能再懲罰不回報

者。因此她會在公婆心中留下賢慧的印象。

北投社群的事例，則指向社區發展委員會的會員大會上擔

任主席的 k里長。k利用攻擊理事長 d帳目不清的反對力量，

逼使 d在大會上自己提案解散該社發會，也藉機拔除 d的理事

長職位。既然 d原是經 k的支持而當選社發會理事長，之後彼

此疏遠，而在諸理事指證歷歷 d既帳目不清又拖延會員大會的

召開之後，擔任主席的 k順水推舟解除 d職務，里長因此獲得

不護短的美名，也得到反對 d的理事們的信任。

在檢討過對 H07一反三正的支持事例之後，我們發覺 H07

似與權力模組中 H13及 H14有經驗上的關連。個中詳情我們

到權力模組處再相提並論。

 H08：社群具高「廣播價值」時，個人追求名聲的意願也

高。反之，「廣播價值」低時，個人願意有名聲但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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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代價。

在所有命題中，本命題是唯二（另一為 H14）大溪社群無

法提供相關事例的命題。而相關事例中，北投只能支持命題前

句卻有二例根本否定本命題；而跨國婚姻則有二例支持前句，

有一例支持後句。

支持 H08命題前句的北投事例出自網路報導，計有 a理事

長率社發會積極介入台北「首座的生態社區」之建成；d之社

區則以每年元宵燈會創作大型燈具而著名；以及 e的社區在每

年 12月，都會由家家戶戶點亮耶誕燈形成「耶誕巷」。這些社

區的具體成果很容易博得媒體地方版面的青睞；而鎂光燈效果

會鞭策諸理事長在下一輪工作中更加盡心盡力。至於反對本命

題的例證是出現在身處農業社區的 g、h兩位理事長身上。他

們秉持服務桑梓就是個人「造福田」的想法一直在默默苦幹，

並不理會所處社區是否有廣播價值。

跨國婚姻中，W相信丈夫不至於有親密女友，因為他自留

日時就是華人學生領袖，進入會社得到日本老板的賞識，偕W

回馬創立會社子公司又成為芙蓉地區的名人；他的婚姻從交往

至今就是暴露在周遭人士的目光中，因此有必須維持婚姻成功

的壓力。至於擔任婚姻諮商的馬華 III自身亦有壓力。她負責

向準新人傳授如何令婚姻美滿，她也勢必要做到課堂所教的要

求。所以她遵從丈夫做她的權柄，也力行兩人只開一個聯名帳

戶。至於 R的丈夫則是提供 H08後句的例證：他外派長春卻

與秘書約會、出差上海又召女按摩、私下還存錢七十萬。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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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被 R評為顧家但卻屢有出軌紀錄，除天性之外部分原因也出

在他的職業生涯多起伏，既有前期外派、跳槽晉升的風光，也

有自創公司卻逢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窘境。他的婚姻除了自己父

母竭力維持之外，因為「廣播價值」低不免常有非非之想。

所以 H08的後句所言，三個社群全部只有一個孤例可以證

實。

在以上利用三大社群檢驗名聲模組的過程中，我們修正了

H05的命題，也就是證明「共事經驗」一如個人能力與動機都

是構成名聲的基礎。H06的命題則是在整個互信模型中唯一支

持的案例多且幾乎沒有爭議的命題；支持 H07的事例雖只有三

件，但也無反對事例或需要修正。所以，H06與 H07是唯二通

過經驗檢證而能全身而退的命題。最後，H08的檢測容易做到

支持前句，但後句卻只有孤例（R的丈夫）可以證實。「廣播

價值低時，個人願意有名聲但不願意付出代價」，這種表述方

式因為牽涉到在默默無聞的社群中，「要有名聲但不願意去做」

的矛盾想法，相關資料似乎不易以本書使用的深度訪談與歷史

文獻方法取得。

互惠／名聲模組：

 H09：規模 150人左右的社群，透過成員名聲與互惠規

範、互惠策略產生的互信，足以克服搭便車，合作完成社

群目標。

從邏輯上來看，同一事例能夠支持愈多 H01至 H08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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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它也就愈能支持 H09。因為正如我們把它列入「互惠／名

聲模組」所示，H09可以說是濃縮前此所有命題而成的摘要式

命題。因此，以大溪社頭而言，以青商會員為主組成的社團促

進會及老 9社支持的命題最多，它們也因此最支持 H09—譬如

說，每年依爐主規範要擲茭選出爐主以捐獻「大緣」，這正是

自利的搭便車者避免參加的活動。可是老 9社 150個會員，據

江社長云「幾乎都願意啦！」。而大溪的新社頭則是以反例證

明 H09為真。已解散的新 6社號稱成員達到 600人但內部幾無

組織，既不收緣金也不送奠儀，以陣頭營利出陣時還常打架，

所以在經濟不景氣無法出陣賺錢時即土崩瓦解。據此我們也判

斷新 8社步上新 6社後塵的機會頗大。因為它也自稱成員有

600人，由社長及其妻與子採家族式管理，不收緣金、沒有爐

主，完全依賴社長自運輸業營運中自掏腰包參加繞境。所以運

輸業有無盈餘成為維持社頭的關鍵。

另外，北投社群也提供了以反例證明 H09為真的重要事

件，那就是實行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遭遇的不和諧。我

們已知 A醫師與 e里長都是社區中愛習羽毛，著有名聲（符合

H05與 H06）且彼此長期合作人士。偏偏在推動北投旗艦計畫

的前兩年，在文化基金會與參加的幾個社發會之間，產生了彼

此無法協調的「由上分配而由下承辦」的互動方式，導致 e撤

換掉 A所率領作為旗艦計畫專業協力單位的基金會。如果我

們上文分析北投公民社團缺乏非正式的交情規範為真，那麼同

樣的缺憾當然也解釋了為什麼協力與承辦單位之間，卻演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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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辦」的上下屬關係，因為後者更近似明文規定的科層組織

關係。旗艦計畫的案例不但以「社群目標打折扣，因為欠缺非

正式互惠規範以節制命令式互動」方式反證 H09所言，它更進

一步指出第一章圖 1-1的互信模型中，顯然「互惠策略及其規

範」的機制影響信任與合作的力道比起「有關名聲的訊息」來

得強烈。

最後在跨國的婚姻家族中，他們通常形成遠低於 150人的

互動網絡，加上第四章的分析中，異地婚姻的事例足以支持互

惠模組的 H02及 H04，也支持名聲模組的 H05至 H08，根據

邏輯我們必須認可 H09對跨國婚姻的適用性。但是，我們的訪

談對象是透過滾雪球抽樣方式找出來的，協助我們抽樣的人會

避免選擇已離婚者供我們訪談，原因是他們不希望造成友朋的

困擾。因此，我們所有的「樣本」都還維持著婚姻，處於 H09

所言「完成團體目標」的達標狀態。換言之，我們能找到的就

是已經支持 H09的事例，事例與命題變成「同義反複」關係

（tautology）。也因此，我們相信 H09適用跨國婚姻的程度遠不

如它適用大溪。

所以就 H09而言，它的正確性有來自大溪、北投與跨國的

事例支持。不過，新 6社、新 8社及北投旗艦計畫是以反例證

明 H09為真，而跨國婚姻的支持程度因為同義反複的關係遠不

如其他兩社群的事例。

權力模組：最能夠支持本模組命題的案例來自大溪，最無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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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是跨國婚姻。而出乎意料的則是北投，因為第四章對它的

討論與權力息息相關，而它也有支持所有命題的例證，可是卻

只能以相同的孤例支持 H12、H13與 H14。

 H10：在交換關係中依賴是權力的基礎。依賴由兩個因素

所決定：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及依

賴者能從他人處獲取相同資源的程度。

本命題是權力模組中最獲不同社群支持的命題。大溪各社

頭與普濟堂、促進會的三角關係很清楚支持 H10，因為普濟堂

收緣金卻不回饋各社頭，而促進會不但規畫繞境本身也一直向

中油等半公家單位募款補助各社頭。所以，各社頭明顯依賴促

進會而不依賴普濟堂。

同樣的三角關係也發生在北投的各社區發展委員會、里長

辦公室、及政府上級的撥款單位之間。也就是說，不擅寫申請

計畫的社發會理事長傾向依賴里長（c、h）或乾脆參選自任里

長（e、g）；而擅寫計畫的理事長（a、b、d、f）則有各政府撥

款單位作為奧援，他們可以與里長平起平坐。但是，北投的公

民團體—文史協會—卻挑戰本命題，因為它是以其獨有的「以

社運介入公共事務」之意識形態作為非物質資源，既不拉攏里

長也不寫申請計畫卻也能在北投政治中發聲。

在跨國婚姻中，如果本命題可以改寫為「女性婚後擁有愈

高的獨立收入，她愈不必依賴丈夫也愈能保持兩人關係的平

等」，那麼我們的案例中（參表 4-4）有七位台籍女性掌管家中

財政，而有五位馬華女性擁有獨立帳戶；她們都是支持本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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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證。而以反例支持的，則有三位台籍女性（B、F、K）自

報家中由丈夫管錢，她們同時也自評婚姻不佳。

 H11：依賴者對被依賴者所提供物事渴望的程度，可因其

他受惠於被依賴者的人之集體贊同而增強。

對這一道屬於社會心理學之增強作用（reinforcement）的

命題，除北投社群提供三個例證之外，其他之社群幾無成例。

唯一例證就是：大溪繞境主要由國、高中生、就學或就業的年

輕人在表演，約從繞境前一個月起年輕人就會呼朋引伴到熟識

的社頭處練習。因為表演者是供不應求，各表演組的組長（也

是年輕人）以錢、酒、乃至毒品控制成員的說法時有耳聞，這

尤其容易發生在新社頭身上。所以先加入的年輕人不幸鼓勵了

後加入者對錢、酒、毒的依賴。

至於北投社群的三個例證，都來自社發會理事長自評或評

論其他理事長的工作成效。如 c提到他的社發會每年都「辦一

些出去觀摩、參觀的，還有敦親睦鄰的活動」，或 e自評「我

們⋯⋯社區跟公部門的互動還有申請的經費，應該是北投區最

多的」，兩者顯然都是在與其他同樣接受政府補助的社區做比

較。而有比較就有競爭，卒能增強明年要辦得更好的決心。另

外 h提到並肯定其前任理事長，「大家都知道他能力不錯，申

請到很多經費」。正是眾人的肯定使這位前任理事長更勇於創

立新社發會（在淡水）以爭取更多經費。

 H12：社群中的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間既有利益關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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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受制於規範的約束。

我們在第一章提出本命題的原意，並非是要把權力範

圍內的關係分為利益與規範兩種，因為如此做會剛巧成為

MacIntyre批評的標的。在緒章中MacIntyre認為，把善錯誤定

義為滿足個人欲望所形成的社群只能產生兩種社會關係：討價

還價的（市場）關係，及因同情而自願形成的關係。反而，我

們是認定互惠規範的重要性而要為以利益為本的權力定義加上

道德的限制。但是以三大社群檢驗本命題時，我們發現它們的

案例把我們帶向對 H12的三種不同的理解。

最簡單的理解正如本命題的字面所示，也就是MacIntyre

批評的兩種關係。北投提供的孤例是自己提案解散其社發會

的 d理事長（依賴者）：他解散社發會之舉，自我解釋為因失

寵於 k里長（被依賴者）又遭前理事長的人馬設計所致（規範

失靈），但 c、f兩位理事長都指出他的去職與他經費核銷不符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的規定有關（利益衝突）。

第二種理解是規範加在權力關係上的限制不一定只是道德

的，甚至可能是意識形態的。H12的字面所描述的可視為是任

何社群權力分化後的常態，婚姻構成的社群也不例外。但是像

馬華女性 III既相信「上帝給男人一個權柄，⋯⋯所以太太是

要順服的」，又主張夫妻維持一個共同帳戶以昭互信，所以她

是因為宗教的規範而正當化了夫妻的權力不平等。而 K說「在

台灣的時候，我們是⋯⋯比如說你賺多少錢，我賺多少錢，我

們用這個比例來分擔家計」；但離開台灣之後，她改為「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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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給妳，你就要養我，我的錢是我的，你的錢要拿出來。」

她的想法改變肇因她從職業婦女變成家管，可是新的想法振

振有詞卻蒙蔽了她變成依賴者的事實。所以 III與 K都支持對

H12的第二種理解，也就是說在婚姻中的信念或規範容易遮蔽

雙方對資源的控制權不等的事實。

最後，第三種理解則是把 H12轉換成 H2.5：立基交換心

理的規範愈盛行的地方，行動者愈傾向使用慷慨策略；此時，

利益關係的實踐是在與此關係相合、出自心理需求的互惠規範

下進行的。所以在大溪的案例中，不管是楊議員身兼老 18社

的顧問而贊助「大緣」、或青商會員「應援」原任議員秘書之

江社長以復興老 9社、或邱前鎮長動員屬下支持陳總幹事創立

新 4社，都是一方判斷對方會回報我現在的援手而施行「慷

慨」策略；這既是我方現在與對方未來的利益交換，也都可以

託名於「為關帝祝壽」的各種規範之中。

總之，我們對社群生活中會經常出現毫不修飾的利益交換

關係感到懷疑，而認為這種關係大多會託庇在某種或屬意理或

屬需求的規範中。這是我們的經驗檢證所帶出的對 H12原命題

的理解。其實，批評自利的個人只能發展出市場與同情兩種關

係的MacIntyre對利益也有別解，那就是解為「社群中失能者

的需求如何發聲並加以滿足是每一個人的利益所在（因為每一

個人都可能在她生命的不同階段成為失能者）」。而在這樣的理

解下他同樣可以贊成 H12的說法。

 H13：從依賴轉化為對被依賴者的信任之關鍵，在於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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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者執行對搭便車者的處罰。

本命題其實是由 H07與 H10所導出，所以支持後二命題

的事例理當也支持本命題。可是實際上只有一個半的例證真正

支持 H13。

支持的半個例證出自大溪的社團促進會。因為相對於普濟

堂，它既募款補助各社頭又籌劃繞境並勸阻表演過長的陣頭，

比起普濟堂各社頭更信任促進會的領導。但是它只能成為半個

例證，因為在權力關係的三大基礎—威脅、利誘及道德勸說

（Etzioni, 1975）—中，促進會欠缺威脅制裁的最終力量。

真正支持的例證，還是來自北投剝奪 d理事長職位的 k

里長。因為正如前述，d原是經 k的支持而當選社發會理事

長，如今卻帳目不清又遲遲不召開會員大會。k解除 d職務不

但處罰了假職務以自肥的人，也證明自己是「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對其他的依賴者更起了恩威並重的示範作用。k證明

H13為真，因為他擁有促進會所缺乏的制裁力量。

 H14：懲罰有效與否端看其正當性；擁有正當性時即便單

純之象徵懲罰也可奏效。

對此命題，我們所有的案例中還是只有 k可以支持，但是

也僅止於支持本命題的前句。k里長擔任社發會會員大會的主

席，裁示表決 d解散該社發會的提案而獲通過。他拔除 d理事

長職位的懲罰自然具有正當性。但是我們所有案例中迄未發現

既具正當性又有效果的象徵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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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互信模型的 14道命題中，三大社群都有支持案

例而沒有任何反對事證也無需任何修正的，只有名聲模組中的

H06與 H07、互惠／名聲模組的 H09及權力模組中的 H12。所

以從 H06與 H07的檢驗中我們可以歸結說，只有基於個人能

力、動機及與他人共事經驗所形成的名聲變項，相對於互惠規

範或權力變項，無可置疑地在小團體中助長信任。三大社群的

事例證明此點也正符合理論的預期，特別是我們視信任為「甲

對乙做丁事有信心」的三方關係。正因為甲、乙有共事經驗所

以甲了解乙的能力與動機，進而信任乙能夠完成丁。理論觀點

如此，我們的經驗社群也在 H06與 H07中一一證實。

但是，在 H07本身已經說出得到名聲的途徑之一，就是自

己遵守互惠規範並主持正義。說到底名聲的變項還是無法與規

範切割，於此我們可以帶入 H09及 H12與規範攸關的討論。

後二命題也都有三大社群的支持事例，但是我們透過對支持

H12事例的三種解讀，得到社群生活中的利益交換大多託庇在

某種互惠規範中的認識，也等於是說，重新認識了互惠模組中

的 H02。最後，對 H09這一摘要式命題的經驗支持，可說是本

書的重要收獲，因為不但三大社群提供甚多正面肯定的例證，

我們還看到新 6社、新 8社及北投旗艦計畫分別以「缺乏名聲

和互惠」及「只缺互惠規範」兩種情況，從反面證明 H09為

真。本命題的實際用途似可確立。

所以，通過我們的經驗檢證與修正，一方面我們確認為真

的命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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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06：本人過去的名聲以及對未來名聲的愛惜都有助於他

人對本人的信任。

 H07：遵守互惠規範進而能挺身懲罰搭便車者的人，會因

獲得名聲而得到信任。

 H12：現代團體中的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間既有利益關

係，但同時也受制於規範的約束。

 修正 H02加 H2.5：各種互惠策略（一報還一報、善良、

慷慨、贏留輸溜）的施用受到互惠規範的軟性約制；而立

基交換心理的規範愈盛行的地方，行動者愈傾向使用慷慨

策略。

 H09：規模 150人左右的團體，透過成員名聲與互惠規

範、互惠策略產生的互信，足以克服搭便車，合作完成團

體目標。

另一方面，儘管在檢證中是名聲模組勝過其他而得到最多

的正面支持案例，我們還是認為是互惠模組加上 H09的摘要命

題才真正回答了「社群成員為何互信」的核心問題：因為他們

在非正式的互惠規範下，不但據以協調彼此的利益，也內化那

規範成為生活意義（守規範而得名聲）的泉源。而這一答案也

呼應了政治學者 Ostrom（Poteete, Janssen, & Ostrom, 2011: 210）

在過世前一年的總結報告所言：互惠規範勝過其他因素而對信

任有重大影響。讓我們利用下一節闡述這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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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選擇論還是美德社群觀？

久住台北的駕駛人多已養成紅燈不右轉的習慣，但是在清

晨人車罕見，紅燈又特長情況下，一定有人忍不住逕行右轉。

習慣上不右轉，但有時破例於特殊的誘因；遵守規範大體如

是，亦即規範是實際行為的軟性約束。而上文討論 H02時，提

到在家庭和諧規範下，女性對夫婿施以善良策略而對夫家施以

贏留輸溜；也提到基於地緣率先以善良策略對待鄉親，則是進

一步證明互惠規範對互惠策略的軟約束，因為遵守規範而遭到

反噬的話，除非交情夠深厚否則我們就會放棄規範而自行其

是。對以上事例的認識，使我們對互惠規範的看法依違於理性

選擇論者與MacIntyre之間。

就如我們在第一章的兩個遊戲中所表明的，我們討論互惠

的規範或策略都是在利益必須妥協情況下，也就是討價還價的

合作情況中進行。所以，我們討論的背景並非MacIntyre所說

市場關係與同情關係涇渭分明的情況。進一步來說，我們所謂

的互惠其實也遠離理性選擇論者所說，乃人與人之間交換可比

較的價值；反而它更接近MacIntyre所說的施受關係，意謂在

生命循環中每一個人處於不同的施受位置，此時她能施的與受

的價值都不會是對稱或均等的。因此，我們既然認為每個人有

不同的施受能力，同時慣常上他們會互相妥協利益，我們就不

同意像MacIntyre一樣，一定要曲解利益為每個人設法滿足失

能者所提出的需求；利益，尤其是錢、權、名，就是能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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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行右轉」的誘因。

所以，在理性選擇論者與MacIntyre對互惠規範的差異看

法中，我們接受MacIntyre所說互惠不等於交換等價恩惠，但

卻不認為在市場關係與同情關係背後有更深層的施受規範令社

群存在成為可能。因為在由血緣、地緣、交情、婚俗等等構成

互惠規範的軟約束下，面對面的人進行的各種互動策略就是我

們認為社群的日常核心，另外假設社群底部存在社群成員都無

法認識到的深層規範因此是不必要的。

以上說法其實也關係到理性選擇論者與MacIntyre對社會

關係分類的歧見。因為MacIntyre指責從 Adam Smith以下的

理性選擇論者，只能設想出社群中存在市場與同情兩種社會關

係，而如此狹隘的關係無法惠及陌生人遑論萬物萬類。從我們

上文所說，社群的真際是日常為妥協利益人們所進行的策略性

互動可知，我們是偏向接受理性選擇論者的分類，但進一步認

為兩類關係通常並存為所謂「討價還價型合作」。正因為如此

我們不會在任何實存的社群裡看到一團和氣，為了各式各樣的

誘因而吵吵鬧鬧進而折衝尊俎，才是社群給任何一個旁觀者看

到的樣貌。

除了互惠規範與社會關係之外，理性選擇論者與

MacIntyre的社群觀還存在對信任和合作是美德還是關係以及

對善的定義之歧見。

MacIntyre視信任為美德，那就意謂信任是「後天習得的

特質，當擁有並運用它時會導引我們趨向達成實踐內有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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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合作之目的〕」。就美德的定義來看它不一定與視信任為關

係的說法衝突，只是它過於簡單，因為理性選擇論者的信任說

法是：甲、乙因共事經驗所以甲了解乙的能力與動機，進而

信任乙能夠完成丁。所以所謂習得的特質，從理性選擇論者

來看，是對被信任的人之能力與動機，即她的「名聲」的判

斷能力。而在檢證中我們已經建立名聲機制的確在社群中助

長信任，可是更重要的是社群中或因心理需求（H03）或因集

體約束（H04）而產生的非正式互惠規範機制，用MacIntyre

（1984:222）的語言說就是社群自發的解答什麼是共善的「傳

統」。所以撇開美德與關係之定義上的歧見不談，理性選擇論

者與MacIntyre的社群觀對產生信任的理由（名聲與互惠機制）

其實有高度的共識。

最後則是對善的定義。MacIntyre（1999: 113-117）批評理

性選擇論者窄化「善」成為欲望得到滿足。所以，我與他人的

合作如果不考慮到他們各自要達到的善就一定會以災難收場，

結果是我因此也無法達成我善。我們沒有倫理學上的理由可駁

斥MacIntyre的批評，但是如果有理性選擇論者一方面承認個

人的善就是滿足欲望，另一方面讓社群自發的互惠規範去界定

什麼是共善，不知道MacIntyre能否接受這種獨善與共善並存

且需要妥協的情況？但不管怎樣，的確有理性選擇論者選擇讓

兩善並存（Hardin, 2013: 102-104; Elster, 2007: 368-370），而就

如我們第一章的兩個遊戲所示，我們也把介於「囚犯困境」與

「獵鹿」中間的討價還價型合作，作為全書立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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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MacIntyre與理性選擇論者在社群觀上的四點歧

見而言，我們在經驗檢證之後對互惠規範是同意MacIntyre所

說互惠不等於交換等價恩惠，但不同意施受規範作用於社群的

深層結構；對社會關係則偏向接受理性選擇論者的市場與同情

分類，但進一步認為兩類關係通常並存為所謂「討價還價型合

作」；對信任和合作的定義則認為，如果撇開是美德或是關係

之字面上的歧見，MacIntyre與理性選擇論者的社群觀對產生

信任的理由其實有高度的共識；最後，對善的定義我們傾向讓

獨善與共善並存，且呼應市場與同情並存的兩種關係而確認全

書的分析目標，就是日常生活中社群成員的議價型合作。

三、尾聲

本書從全球化之下的後現代社會是否會出現新社會關係的

問題出發，一路分析下來，最終發覺無論是傳統型、現代型或

後現代型，社群要互信以完成集體目標它必須自發產生一套非

正式互惠規範的主答案（以及 H06、H07、H12、H02、H2.5、

H09依次關連的細部答案）。如果我們得到的答案為真，它當

然一方面要廣泛適用各種後現代的「新」社會關係；另一方面

也能夠增進台灣內部的互信與合作。 

就後現代可能出現的「新」社會關係而言，前章中用以代

表後現代社群的離散家庭，固然因為透過兩情相悅、嫁雞隨

雞、家庭和諧、夫妻就業、金錢管理、兒女教育等特定價值形



242　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塑了華人包括互惠在內的各種規範，而證明上述主答案為真，

但離散家庭只是後現代社群的一種而已，非正式互惠規範的說

法適用其他後現代新社群嗎？在本書結束之際讓我們看看網路

盛行以來所形成的「虛擬社群」。

Wellman與 Gulia（1999: 187）認為虛擬社群應被視為

21世紀實際社群的一種形式。當下的實際社群是「個人社群

（personal community）⋯⋯個人由非正式的人際連結所形成的

社交網絡，其中人際連結涵蓋從半打密友到幾百個弱連結不

等」，而虛擬社群正是指的透過網際網路所維持或增加的弱連

結（即點頭之交）部分（參 Calhoun, 1998）。在二版的《網絡

社會之崛起》中，Castells（2010: 389）明顯贊成Wellman與

Gulia的看法，所以他說虛擬社群只是「增強了『社交的私人

化』的趨勢。」

如果誠如上述專家所言，虛擬社群只是個人社群或是私人

化社交的弱連結部分，剩下的部分仍由以密友為中心向外擴張

之親疏不等的人所組成，那麼，我們會主張後現代的個人社

群，正如Maffesoli（1996）的新部落甚至 Corlett（1989）的

無中心目標社群一樣，一旦要完成集體目標，它們都需要遵循

經修正之互信模型的六個（H06、H07、H12、H02、H2.5、及

H09）命題而形成它們各自的非正式互惠規範。

最後就增進台灣內部的互信與合作而言，這正是本書最

根本的定位與訴求。本書所用到的互信模型受益於 Ostrom與

她的研究團隊甚多，Ostrom本人在 2009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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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表彰她畢生研究如何擺脫「搭便車」以公正有效地分配公

共資源的成就。她是一位批判現狀之外還能以學術改善現狀的

社會科學家，而本書正是效法她力圖改善現狀的小嚐試。

1987年解嚴以來，我們的社會更民主也更自由了。大家

能隨心所欲自由表達的結果，我們似乎感覺到政治更分裂、經

濟更缺乏競爭力、而至少在名嘴口中公眾人物更卑鄙、更沒有

誠信，總之現狀令人悲觀。但是，我跟學生實際踏進日常生活

的真實社群中，所看到的卻跟上述感覺完全不同。我們所看到

的已經系統地表述在前面三章，而合三個台灣社群的合作經驗

所凝聚的教訓也已寫成所謂修正過的互信模型。我個人確信這

一模型包含的核心命題，可以適用解釋更多我們不及調查的社

群；而社群的領袖與志工也可以參照命題所涉及的實際經驗，

以改善他們互信的氛圍。學界與志工分頭進行的結果，我們應

該能夠真的感覺到政治分裂、經濟敗退只是表象，我們所屬的

社群每天都是在為它的集體目標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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