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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日常台北新部落」的兩年計畫本為寫就專書的暖身操。值

此結案之際，我們反省過去的研究工作，思索兩年來蒐集的

社群資料要和什麼樣的理論對話。檢討結果，我們認為過去

張羅到的有關大溪陣頭、北投社區發展協會、及遠嫁馬來西

亞台灣女性的文獻及訪談資料，剪裁之後最適宜用來檢驗所

謂 Ostrom-Hardin 互信模型。理論與三種不同台灣人社群的

對話結果，將成就我們暫名「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的專書。 

中文關鍵詞： 小團體、合作、交往規範、名譽、信任 

英 文 摘 要 ： ＇New Tribes in Everyday Taipei＇ has been defined as 

a warm-up to a monograph from the beginning. In 

reviewing this two-year project, we focus on a 

matching question: how research materials we have 

collected can best test the kind of social-scientific 

theory which is both important and timely? We 

conclude that the research data pertaining to the 

three Taiwanese communities located across borders 

are appropriate for testing what we call the Ostrom-

Hardin model of trust, which stipulates that 

reputation and norms of reciprocity in a small group 

are effective causes for building up the trust needed 

among the members for their cooperation to realize 

the goal of their group. 

英文關鍵詞： cooperation, norm of reciprocity, reputation, small 

group,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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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及關鍵詞 

  「日常台北新部落」的兩年計畫本為寫就專書的暖身操。值此結案之際，我

們反省過去的研究工作，思索兩年來蒐集的社群資料要和什麼樣的理論對話。檢

討結果，我們認為過去張羅到的有關大溪陣頭、北投社區發展協會、及遠嫁馬來

西亞台灣女性的文獻及訪談資料，剪裁之後最適宜用來檢驗所謂 Ostrom‐Hardin

互信模型。理論與三種不同台灣人社群的對話結果，將成就我們暫名「台灣社群

的互信與合作探微」的專書。 

 

關鍵詞：小團體、合作、交往規範、名譽、信任 

 

    “New Tribes in Everyday Taipei” has been defined as a warm‐up to a 

monograph from the beginning. In reviewing this two‐year project, we focus on a 

matching question: how research materials we have collected can best test the kind 

of social‐scientific theory which is both important and timely? We conclude that the 

research data pertaining to the three Taiwanese communities located across borders 

are appropriate for testing what we call the Ostrom‐Hardin model of trust, which 

stipulates that reputation and norms of reciprocity in a small group are effective 

causes for building up the trust needed among the members for their cooperation to 

realize the goal of their group.   

 

Keywords: cooperation, norm of reciprocity, reputation, small group,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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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乃【日常台北新部落】二年計畫的結案報告，涵蓋自 2010 年 8 月至今，

我們六人工作小組—「新部落讀書會」–如何依二年計畫指明的工作執行研究並

得到初步成果之內容。 

在去年的期中報告中，我們遵循從檢討過去的研究工作以策勵未來撰寫(暫

名)《當代台灣人的日常實踐及其社群變貌》著作的原則完成該報告。至今我們

已經知道《當代台灣人的日常實踐及其社群變貌》的專書計畫，經複審後並未得

到國科會的補助。但是細察三位計畫評審人的意見，我們了解原計畫所呈現專書

的內容結構過於複雜，所以未獲青睞。既然新年度我們還要向國科會提出新的專

書寫作計畫，而此一計畫要避免結構過繁的弊病，因此在本報告中我們即針對未

來專書計畫的需要，檢討過去二年工作所蒐集到的資料，如何能夠搭配「台灣社

群的互信與合作」之新書主題。 

至於過去兩年工作的具體成果一言以蔽之，可以說是完成了「情境自我與外

籍配偶：論華人跨國婚姻中為何美德與共善猶不失時」、“Foreign Spouse and 

Marriage Satisfaction”、「離散族群與敘事身分：嫁居馬來西亞台籍女性的故事」、

「誰較幸福？台籍與馬華女性跨國婚姻之比較研究」等論文初稿。 

 

研究目的 

  從過去五年由國科會補助的兩系列互涉的研究計畫中，我們發表了三篇主題

與「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相關的論文： 

「社會資本與社區營造：比較林邊與北投」（《社會科學論叢》，2008 年  4 月，  2(1): 

127‐164）； 

「遊行、敘事與集體記憶：大溪及夢想社區的比較」（《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

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徐秀慧、吳彩娥編，2011 年 10 月，台北：里仁。

頁 327‐369）； 

「誰較幸福？台籍與馬華女性跨國婚姻之比較研究」（投稿中）。  

這三篇以比較不同社群的方法寫成的論文，對於幾類台灣人社群（節慶的陣

頭組織，社區發展委員會、跨國婚姻的華裔女性）透過什麼樣的機制達成互信，

而卒能（或不能）合作以完成社群目標—眩目表演、美化環境、及婚姻幸福，有

極具理論意義的分析。在這樣實作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已經蒐集足夠的訪談與文

獻資料，足以與社會科學最近大放異彩的信任理論，尤其是 Ostrom‐Hardin 的互

信模型對話。這一對話的結果也許可以成就(暫名)《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

的專書。 

簡言之，涵蓋過去兩年研究工作在內的專書研究目的，是要以本土的社群資

料斟酌、批判 Ostrom‐Hardin 互信理論的解釋效力。 

以下我們先檢討 Ostrom 與 Hardin 兩位政治學者帶動的互信理論及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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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重要，再反思我們過去兩年得到的訪談資料如何檢驗他們的理論預測，最後

再衡量我們使用的研究方法，特別是比較法是否得當。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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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援引社會科學的相關文獻，以證成一個可以解釋合作行為的互

信理論模型。一旦這一模型在握，我們就可以在未來的專書中解釋夫婦如何追求

幸福、繞境陣頭如何追求眩目表演、以及社區發展委員會如何追求優質環境，也

就是解釋三種團體成員追求其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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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先釐清小團體、交往規範、名

譽、信任、與合作這幾個概念的意義及其相互關係。 

其中，合作的意義也許最易說明。它指的是團體成員為實現團體目標（追求

到幸福、表演出眾、及優質環境）而互相配合協調的行為。合作的良窳可以透過

目標的完成程度來觀察，而合作本身則由小團體、交往規範、名聲及信任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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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於篇幅讓我們直接從Ostrom‐Hardin的互信模型談起。 

兩位政治學者Hardin與Ostrom，分在2005年及2010年結合他們的研究團隊推

出多年研究信任與合作的總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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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特質、與文化—之中，他們獨

衷最前者；並且都認為交往規範（norm of reciprocity，由小團體所繼承或創生），

以及成員的名譽（由團體內部資訊流通所形塑）是影響信任最重要的二因，交往、

名譽、信任三者構成互信模型的「核心關係」。（Ostrom 2003: 55）綜合二人所言，

我們可以圖一呈現Ostrom‐Hardin的互信模型： 

 

圖一： Ostrom‐Hardin互信模型 

 

成員名譽 

↗    ↘ 

面對面溝通      信任 → 合作 

↘    ↗ 

交往規範 

 

面對面溝通 

面對面溝通可以說是前文我們提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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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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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他們的有關說明之後，我們認為有必要補充小團體究竟多小、搭便車 

(free‐rider)、及俱樂部財貨（club good）的新舊文獻，以重新了解面對面溝通的

重要性。 

對照Ostrom（2003: 26; Poteete, Janssen, & Ostrom 2011: 210）前後發表的兩

個互信模型來看，前一模型明確提出面對面溝通為影響信任的自變項；到了後一

模型卻只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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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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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一模

型中，交往規範對信任有重大影響，而連名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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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以與她領軍所得的「田野實驗」證據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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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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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溝通的經常

性互動當然重要。可是他也強調，「信任在許多人際關係的情況中非常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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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規範對

村民互信的影響，他卻主張在現代社會中，市場與階層(hierarchy)取代並扮演了

過去信任帶動合作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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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多餘。因為Hardin

主張只有對小團體的合作來說，互信才顯重要，他一方面反對同行Putnam所謂

包括信任在內的「社會資本」，對現代的民主運作影響重大的說法；另一方面他

所顧及的，也僅只是像農村的小團體如何產生交往規範這樣的問題。 

小團體作為一個概念，儘管Ostrom與Hardin的闡發有限，過去卻已存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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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線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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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on是肯定只有人數少的團體才能合作，但是直到Ostrom

與Hardin手中才揭露出，是透過成員重複互動，滋生有關他們名譽的訊息並創發

（或繼承）彼此交往的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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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規範上面有待Ostrom與Hardin的開

拓，另一方面他(以及Ostrom與Hard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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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科學

者Gazzaniga（2011: 114）則云：「一百五十到兩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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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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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zaniga所言是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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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指出Olson分析小團體兩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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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罷工成功，我是會員當然享受加薪；如果

罷工不成則參加者為成為資方的眼中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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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困境」，也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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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張以交往規範和個人名譽來超越「搭便車」

的做法。 

  最後，讓我們討論面臨「社會困境」大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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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名何夢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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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內提供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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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g）型小團體：是以其與正常社會分開的「界限」作為公

共財，也就是幫眾的身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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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夢筆（1996：109）在提出這三種分類之後，做了有趣的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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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夢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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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有具體服務、信任、及身分三者的差別；我們則想證成不同的交往規範與名譽

的組合，是否會造成不同信任程度（甚至種類）的小團體。但是何夢筆的分類簡

直可以直接套用在我們所觀察到的三類台灣社群身上，即社區發展委員會近似俱

樂部；跨國婚姻當然是家族；而陣頭組織饒有幫派遺風。小團體的分類問題我們

將循著「俱樂部財貨」的思維再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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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討論了小團體在經驗上指稱的範圍、搭便車做為社會困境的邏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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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形成對成

員名譽的評價，也逐步發展出約束內部成員的特殊交往規範。以下我們繼續討論

名譽及規範這兩個變項。 

 

成員名譽 

前文提及 Ostrom 與 Hardin 把信任視為是一個關係概念，也就是說他們把信

任視為一個包含三方的「關係」：甲對乙做丁這件事（或對乙與丁事件的關係）

有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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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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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的資訊細節有關的條件。首先要有適當資訊使我相信他有能力（competence）

做到我的要求；其次是有資訊使我相信他的行事動機（motivation）與我的利益

一致。（Cook, Hardin, & Levi 2005: 64） 

 在面對面互動的小團體裡，我的信任對象之能力，我大抵從文化核板印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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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則傾向於從我們二人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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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導致信任的途徑除了透過相關者特殊的認知與資訊之外，也與當事人的

名譽本身在小團體中的兩層作用有關。（Cook, Hardin, & Levi 2005: 32‐33）首先，

你在小團體中親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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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譽，使陌生人不敢與你交往。名譽可以透

過過去與未來發生作用。 

 因此，名譽真正的效果不僅在於它負載著個人過去行為的訊息，尤其在於一

個會保持名譽的人，使人相信他在未來始終會與人合作：名譽加持著此人未來的

可信性。（Cook, Hardin, & Levi 2005: 85） 

 Hardin 的研究團隊最強之處，就是從上述的引介中清楚交待名譽與信任的因

果關係因何成立。 

 

交往規範 

重要的著作往往不是因為它的洞見重要，而是因為它犯下重要的錯誤。因提

倡「社會資本」而享盛名的政治學家 Putnam，就在他 1993 年的大著中犯下大錯。

Putnam 的論旨可概括成兩命題如下：(1)交往規範（norms of reciprocity）是令人

際關係網絡中的成員產生信任，進而合作的主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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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節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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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2)（詳後），因為他的重要錯誤是出現在乍看無誤的第(1)命題之中。他申述

(1)如下（1993, p. 172）： 

 

交往有兩種。……平衡的交往（balanced reciprocity）指得是同時的交換等值

的物品，如辦公室同事互贈佳節禮品或議員同心通過一項法案。一般的交往

（generalized reciprocity）則是持續性的交換關係，這一關係不要求馬上回

報，但彼此都期望現時給出的好處將來會有報答。例如友情就幾乎總是屬於

一般性交往。 

 

Putnam 看重一般性交往，認為這種規範最能折衷個人私利與團體公益，因為它

使得合作易於進行。他說，一般性交往規範提供互信機制而增加團體成員的合作，

因為這些機制令團體成為「稠密的社會交換網絡」。具體而言，這種團體的生活

就像「永遠不停的遊戲，……而遊戲的成員有限，並且每一個人都熟知他人的背

景，並對未來不太悲觀。」（Putnam 1993: 166）簡言之，Putnam 提出了一般性

交往增進合作的必要互信機制就是：人數、互動、名譽、及風險。問題是，現代

社會的交換網絡（政治學者常稱之為「利益團體」）只可能受制於「平衡的交往

規範」，而非一般性規範。以下徵引人類學以及 Ostrom 的說法來質疑 Putnam 的

立論。 

相對於Putnam因誤會交往的本質而選擇錯誤，人類學的泰斗Mauss則因為說

了一句語意模糊的話，讓解構學者Derrida犯下誤解的錯誤。Mauss（1967: 1）說：

「[禮物交換]理論上說是人人自動自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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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rida  則質疑：禮物的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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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送禮的本義—免費且是自動自發

（free,  趙星皓，2004，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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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趙星皓，2004，頁93）；其他

處Derrida  還提到真正的禮物是「寛恕」（for‐give,  字面上也有「為了給而給」

之意故相通於送禮本義）－容忍甚至正面歡迎他者大大小小與我異質之處。

Mauss  原文的模糊處是既可指向禮尚往來（reciprocity）也可指向禮物交換

（exchange）兩種原則，而Derrida  卻指責他只偏重禮物交換，或云以物易物原

則的探討。 

  解構了 Mauss 的模糊處，Derrida 繼而我田引水地推論送禮意含對他者無條

件的寬容，這當然也不符 Mauss 對禮尚往來的看法。宗仰 Mauss 的結構主義人

類學者 Levi‐Strauss(1980: 75)則認為，「禮尚往來」道出 Mauss 認為送禮對初民而

言是全面之社會事實(a total social fact)的重要性，他舉法國南部的小農在餐廳必

須與陌生人交換酒杯喝酒—喝交杯酒—的禮俗為例。 

  喝交杯酒首先透露了以酒換酒的經濟事實。其次，交杯酒禮俗的發明卻是基

於心理的事實：在餐廳中與陌生人共餐使每一個人覺得彼此既遠且近；遠的是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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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上對陌生人的見外，近的是彼此都是食客，對刀叉和食物做著相同進食動作的

共同感。這一尷尬的心理事實因為交換酒喝而打破：彼此的不確定被乾杯的善意

所取代，單純空間裡的並坐也被轉化為敬酒/回敬的連帶關係。加之話匣子隨老

酒下肚而打開，人群連帶的社會事實於焉產生。Levi‐Strauss 認為喝交杯酒的禮俗

是禮尚往來的一般性交往，因為它涵蓋經濟、心理與社會三層面的全面事實。而

針對 Putnam 所言，我們可以說正因為一般性交往規範的是前工業小型社會生活

的全面，它無法適用高度分化的現代複雜社會，而必須由平衡的交往規範—以送

禮為例，則是對回禮的時間、回禮的種類及回禮的價值三者都有指示(詳下)—來

取代。 

  Mauss 關於禮物交換的同一句話，左派人類學者 Graeber (2001: 225)另外詮

釋如下。他認為 Mauss 是說初民社會有兩種禮尚往來的形式：開放的及閉鎖的

交往。兩者的差別在於送禮者期待於回禮者的不同：對回禮的時間、回禮的種類

及回禮的價值三者都有定見的，是閉鎖的交往—也就是 Putnam 所說「平衡的交

往」—Graeber 進一步判斷這一形式會使社會逐漸擁抱「以物易物」的平等原則；

對三者都沒有定見的是開放的禮尚往來(「一般的交往」)。開放的形式造成的結

果正如我們俗諺所云，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受禮者無以回報只好變成送禮

者的食客，社會因此走向實踐權力分化的差異原則。Graeber 的詮釋推導出開放

的一般性交往規範伴隨權利義務不等的團體關係(如傳統的「五倫」)，閉鎖而平

衡的交往規範則構連權責平等的人際關係。這一觀點一方面呼應 Levi‐Strauss 認

為一般性交往適用傳統小型社會說法，另一方面也為現代風行平衡的交往規範提

供 Putnam 忽視的重要理由，即這種規範適用講究權責平等的現代團體。 

最後，Mauss 區分的禮尚往來以及禮物交換兩種原則，成為歷史學者 Polanyi 

(1957)辨識歷史上先後出現的三種經濟制度的基礎。Polanyi 認為開放的禮尚往來

(reciprocity proper)正是最原始的經濟制度；他並從其導致社會權力分化的結果中

推導出第二種經濟制度：由(帝國)政府透過稅收以造橋鋪路的重分配制度

(redistribution)；最後他從「以物易物」的平等原則中導出歷史上最後也是最新

的制度—以買賣做交換（exchange）的市場經濟。所以依 Polanyi 看法，由傳統

社會的經濟生活向現代社會的演進，從禮物施受的觀點來看，實有從開放及閉鎖

的交往並存逐漸趨向平等交換的本質變化。總之，Polanyi 就像其他的人類學者

一樣，從其設論中無法得出  Putnam 認為一般交往規範可促成現代人合作的結論，

儘管 Polanyi 提出現代經濟奠基於平等交換的理由，不同於其他平衡交往有助人

際平等或一般交往涵蓋全面之社會事實的理由。 

在上述一片反對 Putnam 所謂一般性交往的規範帶來現代團體成員互信的聲

音之外，還有他的同行 Ostrom 以總結的實驗室證據發出致命一擊。Ostrom(2003:   

46)認為面臨「社會困境」的小團體成員，經實驗證明一定會有人訴諸下列三種

的平衡交往規範之任一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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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還一報」（tic‐for‐tac）的交往規範，Ridley 200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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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斷他人可信任後馬上合作；但別人不回報時即停止合作；如果可能再懲罰

不回報者。[「慷慨的一報還一報」交往規範。「慷慨」意謂別人未表現合作

之前我先展現合作之願。Ridley 2000: 8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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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

瓜的一報還一報」交往規範，Ridley 2000: 83]。 

這三種平衡交往規範都有以怨報怨（sanction）的特徵，但是遵守規範的當事人

表現由 1 至 3 遞減的防範之心：即遵守 1 者防範最嚴，最不能吃虧；而遵守 3

者則是懲罰（報怨）之後還能盡棄前嫌，重新與被罰者合作。遵守第 3 規範的人

本性上最能與人為善。以怨報怨即懲罰不回報者，團體中有人遵守規範起而懲罰

搭便車者很重要。因為此人固然要承受遭懲罰者可能報復的壓力，卻有實驗證據

顯示他同時得到可帶來信任的好名譽。（Gazzaniga 2011: 121）於此，實驗證據連

結了名譽與交往規範兩個變項。 

 所以綜合人類學者的田野證據與 Ostrom 的實驗所得，我們似可確信 Putnam

所言為非：現代社會的小團體內部容易滋長的是平衡的，而非一般的，交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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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uyama 1995; Sztompka 1999）

的取徑完全不同。現在是說明二者不同在那裡的時候。 

  如果我們直接比較圖一 Ostrom‐Hardin 互信模型和波蘭社會學者 Sztompka

（1999: 133）的互信之社會生成模型，就可知前者適用 150 人左右的社群，而後

者則被用於解釋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波蘭的政經社會變遷。前者為微觀（micro）

理論後者則為鉅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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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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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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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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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nam 的社會資本之改稱，因為原名已經過於濫用。但是至少

Putnam 有進一步解釋作為社會資本的一般性交往規範，透過人數、互動、名譽、

及風險的互信機制而增進了合作，Sztompka 則只是畫了從集體資本到信任文化

的因果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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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Sztompka 基本上是接受了上文所提 Putnam  第二個主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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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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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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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機制不屬於鉅觀模型而是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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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微觀與鉅觀理論之間的關係時，她就碰到本書的第三大缺點：根本

沒有微觀與鉅觀理論之間的關係說明。 

 因為有關信任合作的鉅觀理論缺如，也更因為我們過去研究取得的經驗材料

出自屬於小團體的台灣人社群，我們選擇說理清楚，證據充分的 Ostrom‐Hardin

互信模型做為我們的指導理論，用以和我們的經驗資料對話，透過以我們的資料

檢證互信模型完成《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的專書。 

 以下則檢討過去兩年我們取得的三種經驗資料，用來檢證互信模型的適當

性。 

研究方法 

  過去兩年我們取得的三種訪談資料如下； 

  大溪普濟堂歷年關帝繞境的33社團中，訪談了其中26團的管理階層，訪談之

問題見附錄一。並紀錄了每年繞境前兩週各團集訓練習的實況。 

  北投註冊有案的社區發展協會38會中，已訪談了其中12會（訪談之問題略同

附錄一）並長期追蹤北投文化基金會的活動，因為後者一直扮演著提出社區議題、

動員各社發會的角色。 

  2010及2011年以國科會經費赴吉隆坡訪談嫁給馬華的台灣女性計21位，同時

期也訪談馬華女性嫁到台灣者有12位。訪談之問題見附錄二。 

  從附錄一與二的內容來看，訪談的內容的確與Ostrom‐Hardin互信模型標示的

幾個變項相關，我們的三類資料足以勝任檢驗理論的任務。 

 過去二年的工作，我們仰賴深度訪談及歷史文獻蒐集做為主要方法，得到似

乎足以完成專書的資料，這證明當初選擇的方法允當。同時，正如前文所提，我

們已發表的三篇主題與「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相關的論文用到比較不同社群

的方法，在未來專書寫作中，比較法依然會成為我們借重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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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計畫成果自評 

  利用 2012 年上半年教授休假機會，我已經修改並撰寫的論文如下： 

「情境自我與外籍配偶：論華人跨國婚姻中為何美德與共善猶不失時」， 

“Foreign Spouse and Marriage Satisfaction”， 

「離散族群與敘事身分：嫁居馬來西亞台籍女性的故事」， 

「誰較幸福？台籍與馬華女性跨國婚姻之比較研究」。 

 四文大部分都進入投稿、改寫、再投稿、可望發表的過程中。 

 

附錄一 

大溪普濟堂與社頭田野調查問卷(20110707) 

 

二、正式問卷： 

為何參加社頭？主要的理由？ 

（一）社會網絡面向： 

  1.地緣 

    1-1.現在居住地址為何？已住多久？     

    1-2.請問您原居住於何處？與舊家有無聯絡？什麼樣聯絡方式？                         

    1-3.社頭成員是否都居住在鄰近區域？ 

1-4.除陣頭外有無一起活動？舉三人姓名？              

  2.血緣 

    2-1.社頭成員有多少是自己的親戚嗎？舉三個人名？ 

    2-2.社頭成員是以宗親會為主嗎？（例如姓氏宗親會或祖籍宗親會？） 

2-3.社頭成員多是自己家附近的鄰居嗎？或是原本自己的朋友嗎？ 

3.嗜好 

  3-1.參加社頭是因為想加入北管隊嗎？ 

  3-2.參加社頭是因為想加入青龍隊嗎？ 

  3-3.社頭內成員有共同的興趣或休閒活動嗎？ 

  4.職業 

    4-1.參加社頭是因為工作必須所以加入嗎？ 

    4-2.是同事拉您加入的嗎？例如同業公會或以公司行號的名義加入？ 

    4-3.社頭成員多是自己的同事或同業嗎？ 

  5.主祀神：平時宗教參與程度 

    5-1.請問平常什麼時候會到廟裡去拜拜（如日常祭拜、儀式慶典、社區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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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交流等），或是參與過哪些宗教活動（如進香、遶境等）？在大溪最

常拜的廟是哪一座？ 

5-2.在什麼情況下會祭拜關聖帝君，祭拜關帝的習慣由何而來，家中主祀的

神明也是關帝嗎？ 

5-3.離開故鄉在其他地方生活，選擇祭拜的神明也是關帝嗎？ 

5-4.除了普濟堂之外，也會去其他關帝廟宇進香、祭拜嗎？是否還祭拜其他

神明？  

    5-5.除了普濟堂廟會活動，貴社頭有無參加其他廟會活動？ 

    5-6.社頭組成是否和地方神之祭祀有關？ 

    5-7.身為關帝信徒，在您印象中，有無聽聞過任何關帝在大溪當地顯靈的事

蹟？就您的觀察，該事件對地方的關帝信仰產生什麼效應？(信徒更多、

香火更鼎盛、參加繞境的人比往年更多？) 

5-8.普濟堂有無著名的乩童或鸞生？您（或您的家人、親戚朋友、社頭成員）

過去是否有透過乩童或鸞生求助於關聖帝君的經驗？這些經驗讓您更堅

定關帝信仰、強化您加入陣頭參與每年遶境活動的動機嗎？ 

5-9.您覺得每年關帝遶境活動的重要性為何？(在宗教信仰方面、在地方社區

方面、在文化傳統方面、在個人生活方面)    

（二）關係維持： 

  1.互惠規範 

    1-1.社頭成員是否需要定期繳交會費？如何使用？ 

1-2.社頭是否以全體名義組成互助會？或社頭內是否有成員私下組成互助會？

或者有無標會？ 

1-3.禮尚往來：紅白帖場合時，給社頭成員的紅白包是否比非成員多？多多

少？有無勞力交換：例如搬家、或輪流擔任爐主？ 

  2.資訊取得 

    2-1.社頭是否是您生活中的重要資訊取得來源？ 

 2-2.社頭若有訊息發佈，通常是由誰告知？用什麼方式聯絡告知？ 

2-3.您能夠從社頭內獲得什麼樣的訊息？ 

  3.信任 

    3-1.若在社頭內遇到問題，您會先尋求誰的幫助？ 

    3-2.若日常生活中遇到經濟問題或其他的私人困難，您會尋求社頭的幫助嗎？ 

（or 互助規範？關係網絡的支持？） 

    3-3.當社頭成員在金錢或貨物上有急需時，你願意調錢或貨物給他抒困？ 

（三）關係網絡的支持： 

1.個體方面 

1-1.加入社頭是否有助於找職業？ 

1-2.加入社頭是否有助於找婚嫁對象？ 

1-3.加入社頭是否有助於找尋買賣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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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加入社頭使否有助於化解家庭糾紛？ 

  2.團體方面 

    2-1.陣頭歷年來的表現如何？參不參加每年的遶境有無任何影響？過去是否

有不參加的經驗？為什麼？ 

    2-2.明年願意出錢出力去參與社頭活動？社頭內每年花多久時間、資源和人

力籌備活動？有哪些儀式或內容？這些儀  式內容代表什麼意義？是

年年相似(經驗傳承)還是會有所變動？ 

    2-3.景氣不好時，社頭成員會繼續大力支持參與活動？ 

    2-4.您(或所屬社頭)認為每年參與普濟堂關帝遶境活動的主要用意╱目的為

何？如宗教目的？經濟目的？社會目的？情感目的？ 

2-5.新社頭形成的原因？為何也要參與繞境活動？成員是否有參加神明遶境

的經驗？除了參與遶境之外，其他宗教儀式或活動是否也能達到類似功

能或目的？是否還會參加普濟堂其他的宗教活動？ 

 

附錄二 

吉隆坡採訪大綱最後定稿    2010 / 04 / 15   

 

壹、個人基本資料 

 

1. 姓名：＿＿＿＿＿ 

2. 出生年月日：＿＿＿＿＿ 

3. 教育程度：＿＿＿＿＿ 

4. 子女數：男＿＿＿女＿＿＿ 

5. 職業：＿＿＿＿＿(從何時開始就業) 

6. 宗教信仰：＿＿＿＿＿ 

7. 家中使用何種語言？ 

是否有學習當地語言？(馬來語?) 

8. 何時嫁至大馬？ 

居住在當地的時間？ 

 

貳、 移民決定 

 

一、移民前的原生家庭結構 

1. 與誰同住？與家中父母、兄弟姊妹關係如何？與其他親戚的聯絡情

況為何？ 

2. 父母親和兄弟姊妹職業分別為何？ 

3. 是否經常和家人出國？自己出國頻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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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人或親戚有無移民？如果有的話，他們的移民經驗對您有什麼影

響？ 

 

二、過去在台灣的同學和朋友是否有人有移民經驗，或計劃要移民？是否

與他們有移民方面的資訊交流？他們的移民經驗對你有何幫助？ 

 

三、移民前的工作屬性： 

1. 從事的職業為何？工作時間多長？可以大致介紹一下您的工作內

容嗎？ 

2. 這份工作是否提供您出國出差機會？出差過幾次？去過哪些國家？

是否到過吉隆坡？ 

3. 公司同事是否有人移民？如果有的話，他們的經驗對您產生什麼樣

的影響？ 

 

四、移民的原因： 

1. 個別問題： 

①. 嫁給華僑者： 

A. 如何認識您先生？ 

B. 當時在決定跟他結婚，如何考慮到底要不要移民？在自己

的生涯規劃，比方說在工作、原生家庭和婚姻之間的取捨

關鍵為何？還有遇到什麼其他的影響是否移民的因素？ 

②. 舉家移民者： 

A. 當初為什麼決定要移民到馬來西亞？為什麼選擇吉隆坡？

有考慮過其他國家或地方嗎？ 

B. 是否在 90 年代之後提供政治捐款給馬來西亞政府，這和

您全家後來決定移民至馬來西亞是否有連帶的關係？ 

2. 共同問題： 

①. 是否有移民到馬來西亞的親友？他們在您決定移民時扮演甚

麼角色？除此之外，是否有其他諮詢對象？她們提供甚麼樣的

資訊或協助？ 

②. 在決定移民上遇到什麼阻力與助力（經濟、情感面向）？家人

和其他親友知道後的反應分別為何？理由又是什麼？ 

③. 自己對於移民的想法為何？在徵詢意見前後想法有甚麼差

異？ 

④. 最後如何做成移民的決定？如何權衡取捨利弊得失？這方面

是否可以跟我們詳細說明與分享？ 

 

參、移民後「適應」 



16 
 

 

一、選擇居住地與聚集地 

1. 到馬來西亞後住過哪些地方（A:一直居住在吉隆坡；B:從外縣市搬家到

吉隆坡；C:吉隆坡內遷徙，D: ”B”與”C”兼具）？當初選擇定居地點有

哪些考量？若有搬家，在找新居的考量和初到時有何不同？諮詢的對象

與管道為何？最後決定的理由？ 

2. 如果是住在台灣僑民聚集區，其原因是什麼？諮詢的對象與管道為何？

如果不是住在台灣僑民聚集區，原因又是什麼？諮詢的對象與管道為

何？ 

3. 平時和鄰居（台灣同胞、馬來西亞或是其他國籍）是否有接觸？相處模

式？聯絡的頻率為何？ 

 

二、日常生活 

1. 在馬國生活與台灣的生活有甚麼差異？ 

2. 剛來這邊時，生活中是否遇上甚麼樣的困難或不便（例如：語言、人際

關係、夫妻及婆媳相處、教養子女、風俗民情與社會文化等面向）？如

何解決適應？各階段有什麼樣的差別？可以跟我們分享您住在這裡

10-15 年經驗嗎？ 

3. 移民之後，過去的親友是否對日常生活適應提供甚麼樣的幫助（經濟、

情感、資訊面向）？可以為我們分享幾個實際的例子嗎？ 

4. 在當地有結交新朋友嗎？認識方式為何？如何擴展、經營這些人際關係？

這些朋友對日常生活適應提供甚麼樣的幫助（經濟、情感、資訊面向）？

可以為我們分享幾個實際的例子嗎？ 

  

三、當地就業 

1. 請問您是否為職業婦女？  

2. 職業婦女 

①. 你所從事的職業為何？為什麼選擇這份工作？如何獲得這份

工作的相關資訊？是否有人介紹？對象為何？（如果是和丈夫

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或是在丈夫公司任職，當初這樣安排的初

衷為何？） 

②. 剛開始工作的情況？阻力或是助力為何？和現在的情況有什

麼差異？ 

③. 丈夫、親人和朋友（台灣、大馬、其他）分別提供什麼樣的幫

助？（資訊、情感面向） 

④. 過去在台灣工作上的人脈跟經驗是否對於馬來西亞工作有所

幫助？甚麼樣的幫助？ 

⑤. 是否因為工作而增進人脈網絡？而這對於您在大馬生活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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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上有什麼幫助？ 

⑥. 除此之外，在大馬工作對您在當地的適應有什麼幫助？ 

3. 家庭主婦 

①. 沒有在外工作的原因？ 

②. 如果曾經有找過工作的話，找過什麼樣類型的工作？訊息來源

為何？ 

③. 您認為在馬來西亞找工作的困難之處在於？ 

4. 擔任義工 

①. 請問是否在大馬擔任義工？如果有的話，請問是擔任何種組織

的義工？ 

②. 為什麼決定要當義工？如何獲得相關資訊？ 

③. 該組織是否有其他台灣人加入義工的行列？ 

④. 擔任義工是否讓您增進了人際網絡？對於您在大馬的生活適

應上有何幫助？ 

 

肆、 移民組織與適應 

 

一、基本問題 

1. 是否有參加當地的台胞相關組織？（若不止一個，再追問：對您來說最

重要的組織是甚麼？）該組織的全名為何？當初如何知道這個組織？可

否為我們簡介該組織？ 

2. 何時參加？參加時間多久？當初參加的動機？ 

3. 社團成員有多少？成員組成？參加之後是否還有推薦其他的人加入？  

4. 平常聯絡的方式為何？（聯絡通訊方式，例如：直接見面、打電話、寫

信、電腦網路等） 

5. 有無固定的聚會？聚會的性質？聚會活動內容？是否每次活動都參加

（參加頻率）？ 

6. 您熟識的會員有幾位？與他們除了組織活動之外，是否私下接觸聯絡？ 

 

二、信任 

1. 資訊層面 

①. 訊息發佈通常由誰告知？是否有意見領袖，其所扮演的角色與功

能？ 

②. 社團通常提供哪些方面的訊息？ 

③. 社團是否為生活中重要的資訊來源？ 

 

2. 經濟層面 

①. 您在大馬是否曾有經濟上的困難？參與社團對於經濟問題方面是



18 
 

否有所幫助？ 

②. 成員之間對於提供經濟方面協助的態度為何？ 

③. 您是否也提供金錢幫助給其他成員？ 

 

3. 精神與情感層面 

①. 當您遇到困難時，您是否會想到成員的幫助，例如日常生活上的適

應問題等？這樣是否有助於融入馬國的生活？可否舉例說明？加

入前後有什麼差異?  

②. 參與社團對於心情調適是否有所幫助？可否舉例說明？加入前後

有什麼差異？ 

③. 參與社團對於同鄉會的看法和歸屬感為何？（引以為榮、想更積極

投入，讓組織運作的更好、彼此信任的地方） 

④. 您是否也有協助其他成員克服情緒上的問題？ 

 

三、關係網絡的維持 

1. 個體方面：參與社團是否有助於您的人際網絡維持?您覺得加入前後的

有哪些差異？ 

2. 群體方面 

①. 組織成員集體的向心力如何？ 

②. 成員的流動率為何？如果很高，為什麼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3. 整體而言，那個族群（大馬社群、台灣社群還是其他）的人際網絡對於

您在大馬當地生活適應、家庭關係、工作或事業發展較有幫助？ 

4. 最後再請問您與台灣哪些親人較常聯絡？可否提供其聯絡電話或

e-mail 以便我們做後續研究的聯繫與訪談，謝謝！ 

 



國科會計畫出國報告書 

一、計畫名稱：日常台北新部落 

二、時間：2011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9 日，共七天 

三、地點：中國北京 

四、出訪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方孝謙、研究助理劉倚帆 

五、受訪者：共 7 位獨立音樂圈人士（包含樂手、樂團經紀、次文化機構負責人） 

六、出國目的與準備 

 
此次來到北京進行研究訪談，主要是希望可以訪談到北京當地的獨立音樂人

士，藉以觀察理解北京獨立音樂社群的生態與運行機制，並更進一步比較北京與

台北兩地間獨立音樂社群運作的異同。 

在我們研究計畫的架構中，獨立音樂社群可被歸類為具有後現代風格—即顯

現特殊「消費」風格—的實存群體，除了以台北的獨立音樂社群作為瞭解「後現

代社群」的對象，我們還希望能夠比較同類型社群的形成與運作機制，並據此檢

證我們的理論架構。 

在亞洲，台灣、日本、韓國、北京、香港等地的獨立音樂社群彼此往來頻繁，

同時皆多受歐美搖滾樂的深刻影響，此外，隨著全球化浪潮牽引，前述亞洲各地

亦皆與歐美獨立樂圈多有互動，逐步形成全球性的音樂場景。基於此，我們初步

思考擇東京、首爾、北京、香港四者其一作為另個觀察案例，進一步考量自身語

言能力局限，以及各地獨立音樂文化的豐富程度與未來前景，最後選擇了北京的

獨立音樂社群。 

出發之前，我們已經訪問了三位居於台北、且對台北獨立音樂社群運作涉入

頗深的人士，並且參加了獨立音樂展演場所「地下社會」十五週年慶所舉辦的三

場獨立音樂文化論壇，初步發現，在台北，所謂「獨立音樂社群」的成員，其音

樂品味皆在國高中時期養成，主因乃覺得當時的搖滾樂唱出和流行音樂不同的曲

風和想法，於是逐漸涉入其中。至成年後發現台北市有許多獨立樂團的表演場

所，於是長出現於這些地方觀賞樂團表演，久而久之便結交友朋，並進而形成社

群雛形。而隨時間遞嬗，社群開始有了表演或籌組活動的能力，因此也開始參與

表演活動的生產。 

台北的獨立音樂社群運作與活動範圍多環繞著台北市南區幾個重要的表演

場合（如「地下社會」、「the Wall」、「河岸留言」），不過其並非有明確邊界的群

體。其中成員雖彼此相識，但由於個人性格、品味偏好、生涯階段與生活形態有

別，其下又可再分為數個不同次群體，次群體內互動較為緊密，群體內認同也相



對較高，不同次群體間的互動則相對有限，甚至有理念不同而少有往來的狀況。 

次群體內部成員互動雖然緊密，但除了會相約一起看演出、參加聚會之外，

日常生活其實很少聯繫，根據受訪者的說法是因為「平常沒事不會刻意相約，不

常碰面也沒關係，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而且在網路上也會遇到」，但有

趣的是，社群成員的認同感卻很強，因為聚會場合中往往有酒精助興，容易產生

一種「脫離自我」的體驗，彼此互動也因此被認為比較真誠。 

不同次群體間的區隔多是以樂團或音樂廠牌為單位，「廠牌」的概念與運作

方式與傳統搖滾樂團有許多相似之處，若說樂團透過彈奏樂器與歌唱傳達自己的

想法與品味，那麼廠牌則是藉邀請自己喜歡的樂隊或樂手演出的方式來吸引同

好；另一方面，樂團自身也會將自己當成一個品牌在經營。此外，也有以不同表

演場所為區分單位，如何東洪教授所稱的「地社掛」。各樂團或廠牌各自發展自

己喜好的音樂品味並拓展閱聽眾，但在理念上仍有差異，例如某些獨立樂團會以

政府補助作為是否繼續發片的考量，申請到補助才會繼續做唱片，若是沒有申請

到補助便會怨天尤人，創作也因此停滯，這點對許多強調獨立精神的成員來說是

無法認同的事情，因此導致互動疏遠。但受訪者皆表示，音樂仍是社群成員間的

共同喜好，雖然理念不同，但仍尊重彼此立場。 

僅僅三份訪談與三場論壇的資料雖有助我們理解獨立音樂社群的粗略樣

貌，但我們還需要更多訪談與觀察資料更深入的理解台北獨立音樂社群的運作。

目前預計再繼續訪問六到八個社群成員，也正進一步接洽當中。 

另一方面，在北京部份，我們除了要瞭解北京與台北兩地獨立音樂社群在日

常運作的哪些方面展露出消費風格，以及藉由何種方式展露這種消費風格之外，

藉由比較兩地社群運作機制的異同，我們也希望能進一步回應研究計畫中所提出

的理論架構，是否足以作為解釋社群運作的理論工具，以及是否有需要更進一步

修正之處。 

我們透過研究助理劉倚帆的北京友人接洽，代為尋找受訪者，擬定了七位受

訪對象，但由於諸位受訪者在我們訪問北京期間各有要務，因此只有兩位在行前

已確定受訪的時間地點，其餘五位皆都希望等我們抵達北京之後再聯繫。雖然因

此存有不確定性，但幸而皆順利訪問完成。 

七、出國行程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十二點五十五分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班機前往北京，歷經三

個半小時的航程，下午四點半左右抵達北京，出關候搭車前往事先預定，位於二

環內南鑼鼓巷的飯店下榻。我們預計在抵達當晚便進行一場訪談，在上飛機前，

受訪者「重塑雕像的權力」
1
樂團團長兼主唱華東已先向助理劉倚帆聯繫，確認

                                                 
1 以下簡稱「重塑」。 



本日晚上的訪問行程，但華東也提醒，因為今晚在北京「兩個好朋友」
2
livehouse

中有演出，必須先進行 soundcheck 預演，無法確定是否能在預定時間抵達訪談地

點，希望我們抵達北京之後再與他聯繫。 

安頓好行李之後，驅車前往位於朝陽區的「兩好」，因離預定七點的訪問還

有不少時間，因此在與華東聯繫之前先行用餐。用完餐後卻無法聯繫華東，於是

我們先行抵達在台北時便已查詢妥當的咖啡店，卻發現該店並未營業。與華東聯

繫上之後，我們另擇附近連鎖咖啡店進行訪談。 

重塑在北京是非常有聲望的樂隊，當晚在兩好做演出，華東則是利用預演和

正式表演中間的空檔和我們進行訪談。據了解，重塑平常練習、創作的地方在距

北京市區外約一個小時車程的通州，如果錯失今日的機會，在我們訪問北京期間

將很可能無法與重塑樂隊碰面。 

訪談時，由於華東暢所欲言，幾乎要耽誤到他的演出時間，因此訪談結束後

華東邀請我們一同觀賞他的演出，他說，「你們來作研究的麼，當作是田野觀察

吧。」華東曾接受高等教育，並曾留學德國，對學術語言並不陌生，因此用這樣

的方式與我們拉近距離，同時也是試圖提供我們觀察的機會。由於時間已晚，方

教授先行回飯店休息，由助理劉倚帆前往。 

 

訪談華東。 「重塑雕像的權力」演出，右為華東。

觀賞表演的過程中，劉倚帆發現兩好的整體氣氛與台北的獨立音樂表演非常

類似，氣氛輕鬆而熱鬧，也有很多外國人，不過場地稍微大一些。特別的是，當

天晚上表演的四個樂隊都是華人面孔，但唱的幾乎全是英文歌，事後詢問華東，

華東認為他們自己的音樂風格適合使用英文歌詞，這雖是個人主觀見解，但為何

四團全用英文創作？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原預計訪問北京荔芙經紀、school pub 負責人 Billy，但 Billy

事先來電，希望能將訪談移往當日晚上，因此我們白天在飯店休息，同時討論昨

日的訪談心得與接下來的訪談計畫。晚間與 Billy 約在南鑼鼓巷的一間咖啡店進

                                                 
2 以下簡稱「兩好」。 



行訪談，除了訪談內容的交流，Billy 同時也允諾幫我們尋找適合的訪談對象。

此外，Billy 旗下樂隊「萬能青年旅店」在十一月十七日即將舉行演出，Billy 也

邀請我們前往欣賞，希望能給我一些幫助。Billy 也提到萬能青年旅店已敲定明

年三月到台灣進行演出，我們也允諾到時再見，並略盡地主之誼。 

訪談 Billy。 

訪談結束後，我們與劉倚帆的北京友人王詩琪見面敘舊，共同聯繫規劃日後

的訪談人選與時間地點。聯繫過程中，得知一位受訪者不幸重感冒，可能無法接

受訪談，使得我們必須盡可能再另覓人選。 

在閒聊的過程中，詩琪提到，這次安排的受訪者皆為北京獨立音樂社群中頗

有地位且涉入頗深的重要人士，因為每個人都事務繁忙，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大陸

獨立音樂在國內外皆漸顯頭角，受訪者並不是那麼好約，只能盡量接觸這段時間

人在北京，且目前並未籌辦大型演出或處理國際演出事務的朋友，詩琪說她已盡

力。能夠約到這些受訪者，我們對詩琪致上最深的感謝，當然我們也會盡力把握

這次難得的機會。而後在陸續敲定訪談時間地點之後，我們便回飯店休息。 

十一月十四日，這天的訪談同樣在晚上進行，因為今天的受訪者「後海大沙

魚」樂隊吉他手曹璞是個夜行性動物，習慣夜生活的作息，因此我們盡量配合受

訪者的需求。這天我們另有一個受訪者是「東莞皇家交響樂隊」的樂手健，他跟

曹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們因此接受了曹璞的建議，在曹璞的家中同時訪談兩

位受訪者。但很可惜，由於健尚有要事必須赴約，因此訪談結束後他先行離去，

並未能夠與他合照。 

在曹璞的工作室訪問曹璞與健，左為

曹璞。 



十一月十五日，這天我們訪問到的是 VICE 大中華區負責人孟金輝。VICE

是一個九〇年代中期發跡於美國的次文化雜誌，經過將近二十年的發展，如今

VICE 已是遍佈 28 個國家的全球性次文化機構。近一兩年 VICE 試圖將觸角伸進

中國，於是找到孟金輝擔任 VICE 在中國的主理。透過孟金輝的努力，VICE 目

前已在中國順利策劃執行了旗下幾個次文化活動計畫，例如 Noisey 音樂活動和

creator’s project 藝術性活動。孟金輝原是北京獨立音樂廠牌「摩登天空」的經理，

在北京獨立樂圈頗具份量，主理 VICE 中國事務尚不滿一年，此次非常榮幸能夠

獲得訪問孟金輝的機會。 

 訪問孟金輝（左一）。 

 

就在同一天晚上，我們另外安排了兩位受訪者，分別是「Carsick cars」鼓手

斑斑以及「躁眠夜」實驗音樂表演策劃人朱文博，由於每週二晚間正是躁眠夜舉

辦活動的時間，因此我們與兩位受訪者約定在北大附近的 D22 livehouse 欣賞躁眠

夜的演出，並在活動後進行訪問。比較特別的是，斑斑是從台灣到北京發展的樂

手，在台灣曾組「雀斑」樂團並發行專輯，在獨立樂圈中小有名氣，此次也與她

分享了兩地不同的社群經驗。 

訪問斑斑（右一）與朱文博（左

一）。 

 

參與 D22 livehouse 的活動是此行第二次參與獨立表演活動，綜合而言，前次



在兩好的演出活動，因為有重塑這種重量級樂隊演出，因此現場人聲鼎沸，氣氛

與情緒都非常熱烈；而今晚的躁眠夜活動主要強調更前衛的實驗噪音樂風，因此

現場樂迷並沒有非常多，不過仍有一定數量，這點與台北的獨立音樂場景差別非

常大。因為實驗噪音並非主流樂風，較難引起多數人共鳴，因此台北幾乎沒有這

類風格的演出，但在北京，因為地大人多，能夠接受這種冷門樂風的閱聽眾仍舊

不少，足以支持這類冷門活動持續運作下去。 

但必須注意的是，能夠持續運作的原因並非能夠營利，而是因為「有這麼一

群人喜歡這種樂風」。據朱文博指出，這個活動並不賺錢，重點在於分享、推廣

實驗噪音的創作，只要有人來，D22 老闆 Michael 就會一直跟他們合作下去，營

利並非唯一考量。反觀台北，即便不以營利為目的，但這類樂風在台北因為願意

聽、能創作的人都相對稀少，沒有足夠的人能支撐這類樂風的萌生，以至於幾乎

沒有類似的活動能在台北出現。 

 十一月十六日，這天我們要訪問的對象是「Carsick cars」的主唱兼吉他手

張守望，我們約在友人詩琪經營的咖啡店進行訪談。而在十一月十七日這天，原

本預計訪問的「景觀：像重疊」樂隊主唱 Nicole 大病未癒，因此不得已只能取消

訪談。Nicole 同時也是香港「My little airport」樂隊主唱，近兩年則在北京發展。

未能訪問到 Nicole 我們甚感可惜，如此我們將錯失了請 Nicole 分享京港兩地的獨

立音樂社群差異。不過也有好消息，十七日晚上是受訪者 Billy 旗下樂隊「萬能

青年旅店」樂隊的演出，日前 Billy 曾邀請我們前往欣賞，我們也在這裡碰見了

Billy 推薦給我們的受訪者和小宇，並約定十八日下午進行訪問。 

訪問張守望（左）。 

 

本日萬能青年旅店的演出已是此行第三次觀賞獨立音樂表演，我們發現，這

些場所佔地頗廣，一般來說比台北的類似場所都大，這或許與台北的都市發展密

度有關；此外，這些場所就如同一般的店家，都在一樓營運，這也與台北不同：

因為 livehouse 會製造出相對吵鬧的聲響，因此幾乎不可能在一樓營運，而必須在

地下室；北京部份或許因為地大，livehouse 附近並沒有非常多住宅，身處一樓也

就不會有打擾他人生活的疑慮。此外，較為特別的是，這場演出乃是 VICE 旗下

Noisey 的音樂活動，並由 Dell 電腦與 Intel 公司協力贊助，此種由跨國企業出資



贊助獨立音樂活動的狀況在台灣幾乎不曾發生，我們一方面或可認為這是獨立音

樂的「主流化」，但「主流化」是否等同於「商業化」？「獨立」一詞，是否已

成為另個行銷符號，又或者我們應該重新定義與理解「獨立音樂」？這些問題都

值得進一步思考。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們在南鑼鼓巷的咖啡店訪問了此行最後一位受訪者和

小宇。和小宇的身分較為特別，他不是樂手，也不曾經營樂隊運作，但他涉入北

京獨立音樂圈頗深，乃小有名氣，論述頗豐的獨立樂評。從他的想法中，我們得

到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也更瞭解號稱「反叛」的獨立音樂與北京政府當局管制之

間的張力。 

訪問和小宇（左一）。 

 

十一月十九日一早，我們便從下榻的飯店出發，前往北京機場搭乘八點半飛

往桃園的班機，於中午時分返抵國門，結束這一次的北京訪談行程。 

八、訪談結果初步整理 

 

在六天的訪談行程中，我們訪問了七位在北京獨立音樂圈中的相關人士，身

分包含樂手、樂團經紀、樂評、次文化品牌經營者等。從他們身上，我們試圖瞭

解其個人參與獨立音樂社群的歷程、社群運作與經營，以及整體獨立音樂圈的大

致生態，並試圖與台北的獨立音樂社群進行比較分析。 

根據訪談資料，我們初步發現這七個受訪者的幾個相似之處： 

 

（一）社會網絡面向 

1.成長歷程與習性養成 

在成長歷程與習性養成方面，受訪者皆在十五六歲的時候開始接觸音樂，當

時主要的音樂來源以港台流行音樂為大宗，其次則是大陸本地搖滾樂如黑豹、唐



朝等樂隊；在接觸了搖滾樂之後，漸漸覺得流行音樂不如搖滾樂有勁，因此各自

循著不同管道接觸到西洋的搖滾樂。西洋搖滾樂在當時被政府管制不得進入，因

此他們從黑市中找到「打口磁帶」或「打口 CD」來聽，這是受訪者的共同經驗

回憶。 

所謂「打口帶」或「打口 CD」，乃是廢塑料的另類挪用。據受訪者指出，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期，中國還被西方視為第三世界國家，當時在歐美發行的唱

片中，可能會有印刷錯誤，或是因為庫存太多賣不掉的狀況，於是這些唱片會被

當作廢塑料運到中國來。而在過海關的時候，為了讓這些唱片不能再聽，海關會

在唱片上切一個口，以資作廢。但有時候海關可能破壞得不夠徹底，因此磁帶或

CD 還有一半是可以聽的，當時對西洋搖滾樂有興趣的人便是以這種方式獲取西

方的音樂資源。也由於打口唱片是受到破壞的唱片，因此專輯中的歌曲內容往往

僅存片斷，但為了自己的興趣，還是有許多音樂愛好者以這種方式來汲取片斷不

完整的音樂資源。 

2. 地緣親近性與參與程度 

此行我們訪問到兩位土生土長的在地北京人，其餘則來自山東、河北、江蘇、

廣東等不同省份與城市，他們在自己故鄉的青少年時期，已經能夠接觸到西方的

搖滾音樂，成年之後也都曾在自己的故鄉經營起自己的音樂之路。問起來到北京

發展音樂事業的原因，有受訪者認為北京相對於其他城市來說，較具有文化底

藴，對於文化品味具有相對高的包容度，同時北京也是國際能見度較高的大城

市，因此在這裡也比較容易與國外的音樂圈人士交流；此外也有受訪者直言，獨

立音樂畢竟是千禧年之後才逐漸萌芽的中小型產業，從市場的角度言之，自己的

故鄉並沒有足夠的表演空間與資源，因此無論是從零開始到大城築夢，或者是在

故鄉小有成績後希望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北京都可說是最佳的選擇。 

換言之，從我們的訪談資料可以發現，在受訪者的想像中，著眼於北京的市

場、國際能見度、與文化深度三者乃是獨立音樂人士選擇從四面八方群聚至北

京，各自發展音樂事業的理由，由此或可解釋為何近年來中國獨立音樂文化發展

乃以北京馬首是瞻的情況。 

有趣的是，上海是另個在市場、國際能見度與文化深度皆能與北京相互匹敵

的一級城市，甚至在文化方面，歷史上曾作為歐美各國租界的上海灘，其實與西

方文化的親近性更高，而中國獨立音樂更是源於八零年代以降西方搖滾樂的滋

養，何以上海未能成為中國獨立音樂的重鎮，卻讓北京成為了滋養中國獨立音樂

的重要土壤？受訪者的意見則說明，這或許與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發展策略有關。

在受訪者眼中，晚近上海的發展有傾向於成為國際級商業經濟大城的趨勢，在文

化發展層面更多是主流的消費時尚與流行文化，這反而與獨立音樂偏向於的「次

文化」的調性不同；而北京雖然亦有商業化的趨勢，但在中國人眼中，上海是「淘

金」的城市，北京則是更能滋養藝術文化的城市，因為北京不僅向來是文教重鎮



（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同時也是中國各類高等藝術教育的中心（例如中

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等），更重要的是，北京在現代化過程中仍保有了各

種歷史遺跡，傳統與現代並陳的都市空間則也多少隱含了對藝術文化的包容性

格。 

此外，另有受訪者提及北京的政治性格與獨立音樂間的關係。北京乃中國政

治中心，對於早年強調「反叛」的獨立音樂來說，政治權力中心乃是重要的反抗

標的，因此或也成就了北京作為晚近中國獨立音樂重鎮的機會，不過因為事涉政

治較為敏感，受訪者並未多言，並直言「這城市裡還是有很多看不見的管制，其

實很多力量在監視的」，這方面或許可再進一步深究。 

（二）參與程度與社群關係維持 

進一步的將尺度縮小至社群，北京獨立音樂社群與台北相似，同樣也區分為

數個次群體，除了品味差異之外，地理距離則是區分的另一關鍵。相較於台北，

北京幅員廣大，因為各次群體的活動範圍不同，不同次群體間很少相互往來；而

次群體內的互動雖緊密，但不如台北的社群頻繁，主要也是由於距離遙遠，且有

網路作為互動工具，並不常面對面互動，主要都是在特定表演場合相聚。此外我

們也發現，與台北獨立音樂社群相同，獨立音樂社群並非有明確邊界的組織，進

出社群亦沒有必須的儀式或行動，往往只是因為個人偏好而形成「物以類聚」的

群聚形態。 

1.社群內部參與及關係維持 

在社群內部互動部份，我們發現，各次社群成員在表演場合中相聚的互動方

式也與台北的獨立音樂社群相近，我們訪問到的受訪者中，幾乎所有人每週都會

在各獨立音樂展演空間出現，或者相約在酒吧小酌，這或許是因為北京許多 live 

house 若是沒有樂團演出，本質上就是一個供人社交的 pub，而參考我們此行所參

與的幾次表演經驗也發現，這些場所播送的音樂也都是相對前衛獨特的獨立音

樂。除了一同分享舞台上的音樂外，社群成員們不外乎聊天嬉鬧，最重要的則是

必須有酒精相伴，社群成員間因此能夠共享「脫離自我」的某種感官體驗。雖然

酒精下肚後往往不記得自己曾與其它社群成員間分享過哪些想法、喜悅或困境，

但卻依然存在著緊密的情感認同。 

有趣的是，無論在北京或是台北，社群成員幾乎不曾從群體內獲取任何「有

用」的資訊。從實效性的考量來說，部份受訪者指出，與音樂創作與產業經營有

關的資訊，對北京獨立音樂社群來說正是他們需要的參考資源，然而，他們大多

都是從網路上攝取這類資訊，而非在社群中分享交換。
3
在社群中，他們更多時

                                                 
3 有關社群的資訊分享，所有受訪者皆指出，在成長時期身邊會有一群音樂同好，彼此會分享交

換自己喜好的歌曲或音樂資訊，但這樣的狀況僅發生在成長階段的品味養成時期，進入北京獨立

音樂圈後則仍多由網路獲取資訊，社群內部資訊分享也多透過社群網路平台。 



候是以實作的方式，摸索自己的樂風，或是更適於北京在地的產業營運模式。 

然而，當我們換個角度思考「有用」的含義，可以進一步發現「愉悅」乃被

社群成員視為更重要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說，若把自己的創作歌曲視為一種資

訊，則共享舞台上的音樂便成了成員間彼此交換或分享資訊的重要方式，此外，

成員群聚時的閒聊亦可視為社群資訊交換與維繫關係的方式，就此而言，社群成

員間的資訊流動與分享似乎沒有特定的功利性目的，比較大的成份仍在於尋求娛

樂，這點與台北的獨立音樂社群非常近似。不過，北京獨立音樂社群有一點與台

北獨立音樂社群非常不同，即部份受訪者從事獨立音樂產業的工作，因此群聚於

表演場所欣賞演出時，有時也會從商業的角度審視台上的樂隊是否有操作的價

值，而此審美判準則相當主觀的多以受訪者本人的品味偏好為準則。 

2. 社群間互動 

而在社群間互動關係方面，我們從訪談資料中發現，不同社群間的互動其實

非常有限，對彼此的狀況也不熟悉。舉例來說，我們這次訪談的對象中，其實分

屬於兩個不同的社群，可以粗略分為「摩登天空」與「兵馬司」兩個廠牌下的社

群，
4
在訪問中，我們分別問了每個受訪者獨立音樂創作是否能作為支應日常開

銷的工作，屬「摩登天空」社群的受訪者認為可以，但並不知兵馬司的細部運作

狀況；而兵馬司的成員則認定光靠做音樂肯定沒辦法活下去，也提到他們並不明

白摩登天空那邊的運作狀況，同時認為摩登天空那邊應該也是沒辦法讓樂手光靠

做音樂就活下去。兵馬司成員的說法與我們訪問摩登天空成員時所獲得的資料有

出入，顯見他們彼此交流不深。不過，兩邊的受訪者也不約而同提到，不同廠牌

喜好的音樂品味並不相同，雖然彼此喜好會有重疊，但互動的機會的確較少。由

此觀之，社群間互動既不頻繁，對彼此的陌生或許也就可以理解。 

3.信任感 

 此次北京訪談行程中，有受訪者提到，北京獨立樂圈有著特別的「混子」文

化。「混子」一詞乃是他們的口語使用，泛指沒有特定喜好，也沒有特別專長，

只想靠著常出入表演場合，結交獨立樂圈相關人士，好讓自己能夠沾光甚或招搖

撞騙的人。由於獨立樂圈幾乎沒有進入門檻，也沒有如傳統社群般的入會儀式，

因此這類人物非常常見。對於這類人物，受訪者提到，自己社群內部的成員其實

是漫無目的的群聚，彼此乃是因對音樂有共同喜好而結合，每個人的處世價值觀

也都類似，因此很容易便能夠從行為舉止辨認誰是混子。由於混子對音樂沒有特

定喜好與信仰，也沒打算跟誰真誠往來，如果社群成員們讓混子覺得無利可圖，

混子便會離開這個群體去尋找下一個目標。 

另外，受訪者也提到自己在社群內部的互動，雖然彼此會相互鼓勵或互助，

因而有一定程度的互信存在，但特別的是，當自己遇到困難或瓶頸時，卻未必會

                                                 
4 此並非嚴謹的有效分類，僅為討論之便而粗分之。 



尋求社群成員的協助。曾經以「雀斑」樂團在台北獨立樂圈發過專輯、現正在北

京發展的受訪者斑斑指出，她在北京發現與台北極度不同的社群成員相處方式，

在台北，成員若是遇到低潮或困難，常會相約談天訴苦，抒發負面情緒，但在北

京「根本沒有人要理你」，因為人人都有負面情緒，在北京最好的互動方式，「就

是拿出你的創作」。斑斑認為，北京獨立樂圈比台北更注重創作，相對來說，台

北的獨立音樂社群比較注重享樂與分享情緒。 

（三）關係網絡的支持 

1. 個體方面 

我們在訪談資料中發現，受訪者皆認為自己參與社群並未懷抱任何功利性目

的，他們進入這個社群的原因無他，即懷抱著創作與分享音樂的理想，這點在我

們訪問兵馬司社群成員時顯得非常明確。由於跟兵馬司廠牌相熟的受訪者如斑斑

與朱文博皆認為從事獨立音樂創作無法支應日常生活，因此他們皆從事另外一份

與音樂無關的工作維生，音樂對他們來說更像是興趣以及理想，對維生毫無幫

助，社群因此無法提供穩定的關係網絡幫助他們就業。 

但我們也發現，北京獨立音樂社群有著比台北更濃厚的商業氣息，舉例來

說，VICE 和摩登天空兩個廠牌組織皆以「獨立」作為音樂的行銷賣點，並創造

出有別於主流音樂的新市場，因此，獨立樂隊是否能被音樂廠牌賞識並簽約合

作，將直接影響獨立樂隊能否有足夠的發片與表演機會，並進而成為能夠維繫生

活的工作的關鍵，而獨立音樂社群成員既有樂隊樂手，亦有為廠牌組織工作者，

因此很難說他們彼此的情感聯繫完全無關於個人工作。受訪者雖然多認為自己因

為喜好音樂而來到北京，並進而成為獨立音樂社群的一分子，但他們也曾提到，

除了純粹群聚同樂的朋友之外，社群中有些朋友是因工作之故而相識相熟，也有

些是先因志同道合相熟，之後才各自運用彼此資源互助，其實無法明確界分哪些

人是朋友，而哪些人又是工作夥伴。從這個角度來說，或許因獨立音樂本身具有

一定程度的娛樂性質，故工作與娛樂休閒兩者並非涇渭分明，更多時候其實指的

是同一件事，獨立音樂社群因此能夠成為有助於個人職業生涯的關係網絡。 

另外在婚嫁方面，我們的受訪者中僅有一位已經成家（妻子並非獨立音樂社

群成員），這或許與受訪者平均年齡仍不到三十歲有關。然而，受訪者中不乏有

穩定感情關係者，而他們的男伴或女伴同樣都是獨立音樂社群的成員，例如受訪

者華東的女友就是同團的樂手劉敏，受訪者斑斑的男友也是樂團樂手。就此而

言，我們可推測關係網絡在一定程度為社群成員的感情狀態帶來影響。他們雖非

因參與了社群才相識相戀，但對音樂的共同興趣與對音樂事務的涉入卻能夠使他

們的關係更緊密。 

2. 團體方面 

 根據我們的訪談資料與幾次的參與觀察經驗，我們發現獨立音樂社群中最重



要的活動就是樂隊演出，其中可以再分為大型音樂節、商演，以及規模較小、在

live house 舉行的常態性演出。在大型音樂節部份，受訪者指出，北京有三個重

要的音樂節：摩登天空音樂節、草莓音樂節，以及迷迪音樂節，前兩個音樂節都

是由摩登天空這個廠牌所舉辦。三個音樂節邀請演出的中國本地樂隊多會以旗下

簽約樂隊，或者是雖未有簽約合作，但有不錯交情的樂隊為主。不過，由於不同

音樂節強調的曲風不同，因此主辦單位仍會考慮樂隊曲風的合適性作為邀請的準

則，但受訪者皆指出，基本上，音樂節主辦單位極少邀請其他社群的樂隊或樂手

來音樂節演出。 

 在商演部份，摩登天空與 VICE 兩個單位亦著力甚深，反觀兵馬司除了旗下

的 carsick cars 樂隊之外，幾乎不從事任何商演合作的計畫。在我們訪問北京期間， 

「萬能青年旅店」的演出即是 Dell、Intel、VICE 合作舉辦，由於 VICE 跟荔芙經

紀有合作關係（其合作正是由在荔芙工作的受訪者 Billy 與在 VICE 工作的孟金輝

促成，兩人亦是熟識好友），萬青又是荔芙旗下樂隊，因此促成了此次演出。另

外受訪者也提到，諸如 PUMA、Converse 等國際知名品牌也都曾在北京與獨立音

樂廠牌合作舉辦商業演出，這種商演可以看做是一種以獨立音樂文化作為拓展市

場的策略。而對獨立音樂廠牌來說，這樣的商演可以累積樂隊的表演經驗與知名

度，當然也會有不錯的報酬，其實有助於獨立音樂廠牌的經營，因此他們並不會

排斥商業演出。從這個角度看待樂隊與廠牌之間的關係，兩者之間無論是具純然

的情感聯繫或者純然的工作關係，抑或是兩者交雜，獨立音樂社群的關係網絡確

有助於支持兩者事業。 

反觀兵馬司，受訪者認為商演一定是邀請比較流行曲風的樂隊，那麼也就一

定是比較「無聊」的樂隊，因此他們根本不在意是否能接到商演，也認為以自己

更加前衛、更具實驗性的取風偏好來說，幾乎不可能有商業演出的機會。 

由此可見，獨立音樂雖然已有別於所謂的主流音樂或流行音樂，但在獨立音

樂領域之中仍有著主流與非主流的光譜存在，受訪者張守望更明言，自己雖然也

喜歡實驗噪音風格的曲風，但所屬的 carsick cars 樂隊雖然做的是獨立音樂，「但

其實是很主流風格的音樂」。 

受訪者也指出，從產業運作的角度來看，獨立音樂的行銷賣點正是來自於他

們的獨立性格。這裡指的「獨立」並非傳統意義上製作、發行、演出皆由樂隊獨

立完成，獨立的意涵在此已限縮至樂隊創作的獨立而不受干預，他們藉由音樂創

作唱出自己的想法，這一點是不容挑戰的，也因此並不會有出資者影響創作內容

的狀況。這樣的狀況也指明了一點，受訪者和小宇曾提到，早期北京的獨立音樂

還能帶著反叛精神唱出對社會的不滿與批判，如今卻能做為商業演出的主角，顯

見北京獨立音樂的反叛性越來越弱，獨立音樂最珍貴之處也就消失無存。不過，

受訪者華東則提到，自己的創作並非毫無社會意識，實際上他們在創作時，更希

望能夠運用暗諷的方式來傳達想法，而不是用相對粗野直白的語言挑戰體制，他



認為自己的樂隊其實是繞個彎在進行思想上的反叛。 

最後，在 live house 的常態性表演部份，我們也發現樂隊對於 live house 有著

特定的偏好，除了與 live house 間感情連結的強弱程度可能影響樂隊的演出意願

之外，不同 live house 強調的樂風差異、live house 主事者的行事風格也都是樂隊

或廠牌考慮合作關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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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100 年 8 月 29 日至 9 月 4 日在葡萄牙 Porto 市 Porto 大學舉行「邊界，移居與創作：質

疑當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計有台、日、歐美各地學者超過 100 位參加。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除一般的分組宣讀論文與討論外，上午都有專題演講與辯論，也另有特殊的資

料檔、異議電影、及製圖展覽。利用文字以外的親身參與及影像資料處理會議相關的當

代議題，可稱為歷屆國際夏日大學及學術研討會(姑名之，見「建議」欄)的一大特色。

 

我擔任 8月 31 日下午兩點的「領土拼塊：輪廓與輻湊」的主持人及論文宣讀者。同組

除了我是社會學者外還有心理分析師、英文教授、及文化研究研究生，四篇論文異質性

相當高。全部宣讀完後觀眾提問倒各有針對性。我被問及國家機器在全球化時代的合法

存在問題。我主要回答：國家還會存在但是其功能會大轉變，如台灣之減少國防支出卻

大幅增加社會福利及輔導文創產業預算的轉變。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省略) 

一週的會議中有兩天(9 月 1 至 2 日)在 Serravels 現代藝術博物館內舉行，參加分組討

論之餘參觀該館的各項木作展、短片展，蔚為盛事。博物館本身位於於歐式森林庭園之

內，走出室外參觀不同時期的歐式園景、噴水池、小湖，以及其他的展覽場址，令人思

慮清新，回想室內的辯論主題也頗有心得。 

 

四、建議 

自 2005 年交大社文所發起這一跨國的夏日大學暨研討會活動以來，歷經巴黎第八大學

2007 年、交大 2009 年、及 Porto 大學今年的繼辦，這一國際盛會已有兩年一辦的制度

性共識。它亟需正名—有一「第□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可延續稱號—及籌措

專款出版經評選的會議論文精華集。又 Porto 市連接交通工具發展觀光的做法很值得台

北市效法。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Borders, Displacements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 論文摘要一本，論文光

碟一片，及 Porto 市政及觀光介紹。 

 

六、其他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2/08/31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日常台北新部落

計畫主持人: 方孝謙

計畫編號: 99-2410-H-004-161-MY2 學門領域: 文化研究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方孝謙 計畫編號：99-2410-H-004-161-MY2 

計畫名稱：日常台北新部落 

量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數（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數(含實際已
達成數)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說

明：如數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列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論文 0 3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2 100%  

研討會論文 0 1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2 100%  

博士生 0 3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在過去兩年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已經蒐集足夠的訪談與文獻資料，足以與社會

科學最近大放異彩的信任理論，尤其是 Ostrom-Hardin 的互信模型對話。這一
對話的結果也許可以成就(暫名)《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的專書。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從過去五年由國科會補助的兩系列互涉的研究計畫中，我們發表了三篇主題與「台灣社群

的互信與合作」相關的論文： 

「社會資本與社區營造：比較林邊與北投」（《社會科學論叢》，2008 年 4 月， 2(1): 

127-164）； 

「遊行、敘事與集體記憶：大溪及夢想社區的比較」（《亞洲的政治記憶與歷史敘事國際學

術研討會論文集》，徐秀慧、吳彩娥編，2011年 10 月，台北：里仁。頁 327-369）； 

「誰較幸福？台籍與馬華女性跨國婚姻之比較研究」（投稿中）。  

這三篇以比較不同社群的方法寫成的論文，對於幾類台灣人社群（節慶的陣頭組織，社區

發展委員會、跨國婚姻的華裔女性）透過什麼樣的機制達成互信，而卒能（或不能）合作

以完成社群目標—眩目表演、美化環境、及婚姻幸福，有極具理論意義的分析。在這樣實

作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已經蒐集足夠的訪談與文獻資料，足以與社會科學最近大放異彩的

信任理論，尤其是 Ostrom-Hardin 的互信模型對話。這一對話的結果也許可以成就(暫名)

《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探微》的專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