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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industry transition approach of resource communities in Taiwan, and trying to 

establish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dustry transition of resource communities. These 4 cases study are 

Saviki village, Tien-Wei township, Chin-Shang township and Taken scenic area. Pressure and spatial 

filter, articulation between local and extra-local, articul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re 

important research approaches to industry transition of resource communities. This study discovers 3 

points. Firstly, the resource communities industry transition are driven by pressure of multi-spatial scale, 

including the outside pressure of global and national scale, as well as the inside pressure of community. 

Secondly, there are various resource industries patterns of the transition of resource communities, 

including one old resource industry (quality rice industry of Chin-Shang community), new resource 

industry (tourism industry of Saviki community) and extended multi-resources industries (leisure 

agriculture of Tien-Wei and Taken community). Lastly,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dustry transition 

of resource communities includes 3 points. 1、Pressure of multi-spatial scale initiates resource industry 

transition. 2、Resource industry is transited by complementary and synergetic relationship from 

articulation between local and extra-local, articul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3、Resource industry transition makes local or products change. 

Keywords：Articulation between Local and Extra-Local, Articul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ulticausal Analysis, Complementary Analysis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臺灣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取向；並且嘗試建立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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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彰化縣田尾鄉、台東縣池上鄉和台中市大坑風景區作為研究分析個

案。外在壓力與地方過濾、地方內外連結、生產與消費連結三者，是研究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重

要取向。本文研究有 3 點發現：首先，啟動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壓力是多元空間尺度，包含全球、

國家的外在壓力，與社區的內在壓力。其次，資源社區轉型的產業型態多樣化，包含單一既有資

源產業（池上社區的米食品質）、新資源產業（山美社區的觀光業和茶產業）和延長的多元資源產

業（田尾社區、大坑社區的農作生產、餐飲、休閒等）。最後，初擬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分析架構，

強調多元空間尺度壓力啟動資源社區產業轉型；地方內外連結與生產消費連結兩個取向，彼此互

補帶動社區產業轉型；資源產業轉型產生地方或產品改變的雙向關係。 

關鍵字：地方內外連結、生產與消費連結、多因分析、互補分析 

前 言 

資源社區係指社區在經濟方面依賴資源的使用，並以此經濟作為基礎連結社會關係，進而維

繫社區，例如傳統的農業、林業、漁業、礦業村落；以及以景觀和空間作為資源的觀光地區（Neil 

and Tykklainen, 1998）。然而這些資源社區的產業大都固著、依賴於土地，致使產業的空間移動能

力偏低（Machlis, Force and Balice, 1990）；而且傳統資源社區有高度依賴單一產業，容易受外部

變化的影響（Ross and Usher, 1986)等特性。因此資源社區在回應全球經濟再結構的轉變時，更加

的嚴峻與特殊，值得在地性的分析。 

1980 年代起鄉村面對全球化與資訊網絡社會的興起，肇致地方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面向的

再結構，而資源依賴的鄉村社區也面臨產業的轉型壓力。然而，資源社區的產業如何轉型？資源

產業的概念又產生怎樣的變化？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由於相同優勢資源的特性與轉變，如農

業，在不同的農場結構和地區，會呈現極大的差異（Stedman, Parkins and Beckley, 2004）。而台灣

地區有關資源社區的研究大都是單一個案，例如望安鄉水垵村（陳憲明，1991）、綠島（陳憲明、

李玉芬，1998）等，缺少比較性的分析。因此本文採取多個案的觀察，選取四個相互關聯且具有

代表性的個案，分別為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彰化縣田尾鄉、台東縣池上鄉，和台中市大坑

地區四個傳統資源社區，進行分析。希望在個案的研究基礎上，初步嘗試整理出台灣地區資源社

區產業轉型的分析架構。 

資源社區轉型的研究有多樣的觀點，包含陳憲明、李玉芬（1998）採用人文生態學探討綠島

漁業發展與社會變遷；梁炳琨、張長義（2005）以文化經濟取向探討鄒族山美部落的觀光發展；

譚鴻仁（2007）以關係空間分析龍潭椪風茶產業與鄉村發展；梁炳琨（2008）以另類農業食物網

絡分析池上米食產業的轉變等。雖然分析的觀點多元，但是由於各理論觀點本體性所關心的要素

不同，而以所選要素進行解釋（Wilga, 2007），也有侷限，忽略當代複雜的發展與多因特性。Neil 

and Tykklainen（1998）建議採取多因取向（causal approach）分析資源社區的轉型，因此本文檢

視資源社區轉型研究取向的核心概念，建立互補性分析架構，並經由四個個案中進行對話、討論

與修正。 

本文檢視有關資源社區的概念，以及資源社區轉型的相關研究取向，並且建立互補分析架構。

其次，按照分析架構精簡分析四個研究個案的轉型。最後，提出討論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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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社區相關文獻與理論的檢視 

(一)資源社區的界定 

許多社區在發展的初期都是資源依賴的社區。Neil and Tykklainen（1998）認為資源依賴社區

是以特定資源來發展經濟，並以此經濟基礎連結社會關係網絡，進而維繫社區發展，包含傳統的

礦業、林業、漁業、農業村落；石化、鋼鐵工業城鎮；以及以景觀和空間作為資源的觀光地區。

Dyer, Gill and Picou（1992）指出資源社區係一個生活於圈囿地區（bounded area）的人群，他們

的主要文化是以使用可再生資源為基礎而存在。換言之，資源社區的經濟活動連結自然環境中的

資源，進而與社區的文化社會產生互動，而社區資源的界定可延伸到服務性質的觀光資源。 

資源社區由於受依賴資源的自然循環特性影響，例如所利用資源的季節性變化、自然環境或

人為的災害，容易有較大的經濟景氣波動。經濟景氣的波動與導致的利益分配不均，使得資源社

區出現貧窮現象的比例較高，而資源社區有限的資源選擇，又限制了住民產業轉換的機會

（Freudenburg and Gramling, 1994）；另一方面由於土地是資源社區生產的重要要素，社區資源產

業對於土地的依賴，也降低了產業空間移動的能力（Machlis et al., 1990）。綜言之，資源社區的經

濟大都鑲嵌於地方的自然資源，容易受經濟景氣波動與後續效應的影響而相對脆弱；社區產業有

限的資源選擇、對於土地的固著性，使得住民依賴的產業不易移動而圈囿於地方，進而建構地方

特定的文化社會。 

(二)資源社區與產業概念的轉變 

1980 年代以來，由於全球化的來臨、網絡社會的形成（Castells, 1996）和市場指向的發展趨

勢，鄉村產生了新的境況（Neil and Tykklainen, 1998）。許多資源社區有了新的發展與轉型方向，

社區的資源產業概念與社會關係也都面臨轉變與調整。 

1. 資源產業概念的轉變 

傳統上資源社區的概念，大致指向社區依賴的資源，是單一的特定資源，例如林業、或漁業、

或礦業等，而非多樣的（Stedman, Parkins and Beckley, 2004）；社區通常位處孤立的區位，遠離其

他產業的活動（Randall and Ironside, 1996），因此社區勞動力與經濟結構是相對的同質，非資源部

門在社區的角色不顯著（Randall and Ironside, 1996）。然而近代的研究對於社區資源的單一性與同

質性提出挑戰。Randall and Ironside（1996）研究加拿大 220 個資源社區、6 種資源類型，指出資

源社區彼此之間有極大的差異，對於資源的依賴程度不同，社區的孤立程度、就業的穩定性則受

多種產業影響，而非僅是依賴單一的優勢資源。Stedman, Parkins and Beckley（2004）對於林業資

源社區與農業資源社區的研究發現：以林業依賴社區而言，雖然相關產業大都屬經濟邊陲部門，

但是彼此之間仍有不同，紙和紙漿生產之依賴社區的收入，普遍高於其他的生產依賴。在農業依

賴方面，由於農耕結構涉及自然因子（土地、氣候、地形）的地區特性，和農耕組織、分工的社

會關係，因此不同的農場結構和區域所產生的農業，也非常多樣。 

綜言之，傳統單一的、同質的資源產業依賴觀念，受異質的、多樣的資源依賴特性所挑戰，

而地方特定性的差異被視為是造成多樣、異質資源依賴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同資源社區多個案的

比較性分析，有助於釐清資源社區的資源概念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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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社區概念的轉變 

1980 年代以前資源社區被認為是同質的、合作的、和自我依賴的地方。1990 年代以來有了不

同的觀點。Cheong (2005)指出資源社區的概念包含：(1)異質的社區，社區是複雜的、動態的、多

層的和散漫的，由於社區受資源和權力分配不公，以及階級、族裔、親族、年齡、居住長短等社

會結構因素的影響，產生異質。(2)內部的政治，社區的不同權力者基於利益和需求，常常產生內

部的政治爭執；另外公共參與無可避免涉及地方權力的委託，呈現強烈雇主政治文化，因此地方

菁英經常控制社區的發展意向，以致新的參與組織難以發展。(3)外部的連結，雖然社區的自我依

賴認為連結外力將導致地方自主性和權力公平分配的流失，認為必須制定一個明確的內外邊界，

和規範控制社區資源使用權，但是社區資源使用的空間邊界經常被政治性的塑造而模糊。Gibson, 

Ostrom and Ahn（2000）也指出地方的互動經常是跨地，社區組織往往鑲嵌於國家和全球尺度裡。

此外， Neil and Tykklainen（1998）也提到資源社區浮現符號社區的新空間形式，傳統資源社區

轉向資訊社會，從網際網路獲得新的動力，工作不必然是傳統的工廠或辦公室，許多休閒活動發

生於電腦和通訊的符號環境。因此資源社區出現朝向網絡、多元場所（multi-locale）的結構、工

作於網際網路空間等新空間的形式。 

進言之，資源社區不同於以往同質、自我依賴的概念，而是異質的社區、充滿內部政治協商

與外部連結；並且資訊網絡社會給了資源社區新的發展機會與空間形式。而台灣地區於 1987 年以

來，由於政治解嚴，鬆動傳統中央與地方的權力架構，強化了地方意識；1990 年代反都市化

（counter-urbanization）現象，鄉村地區吸引許多都市人口的遷入居住；1994 年國家提倡社區總

體營造政策，主張由下而上的居民參與，改變傳統鄉村的決策模式等，都肇致鄉村社區的社會關

係發生改變，值得探討。 

(三)資源社區轉型的研究取向 

有關資源社區轉型的理論並不多見，由於資源社區大都位處鄉村，本文從鄉村發展相關理論

入手，並且對焦地方與產業兩個資源社區轉變所關心的面向。鄉村發展的研究與實踐進程方面，

在 1990 年代以前經歷以國家政策或外地資本的外生發展（exogenous development）階段，和由地

方參與推動、認同建構、資源利用的內生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 ）階段，兩元對立的取

向。1990 年代中期，浮現地方內生與外生發展連結的概念，如 Amin and Thrift（1995a）、Murdoch 

（2000）提出鄉村發展的第三條路（李承嘉，2005）。1990 年代末期以來有關鄉村發展的取向更

為多元，有三個有關鄉村發展或資源社區轉型的研究取向被提出，對焦於地方與產業兩個關聯的

面向，三者分別為外在壓力與地方過濾、地方內外連結，以及生產與消費連結。本文簡單精要地

分析各研究取向。 

1. 外在壓力與地方過濾的取向 

由於資源社區的產業大都固著於土地、依賴單一產業，產業不易移動與改變，因此資源社區

的轉型大都受自外在壓力而啟動。Neil and Tykklainen（1998）在「地方經濟發展：鄉村社區再結

構的地理比較」（Local Economic Develpoment: A Geographical Comparison of Rural Community 

Restructuring）一書中，分析了全球 15 個不同區域的資源社區，提出地方經濟發展的多因取向。

該書指出促成資源社區轉型的多元因素，包含外在壓力與在地的空間過濾（spatial filter）兩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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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概念。資源社區的外在壓力主要來自全球性的普遍因素，例如經濟全球化、國際貿易再組織、

技術改良的全球壓力；以及政治性、產業調整的國家因素，例如政治經濟、公共部門改變、產業

部門調整等。經濟的全球化促成政府政策的調整，迎合新的市場趨勢，如紐西蘭實施的農業去保

護政策，農民被迫參與市場競爭；許多特定的產業也在國家經濟考量下被犧牲，導致許多資源社

區面臨邊緣化。在地因素包含地域影響（locality effect），包含在地政策、在地倡議、特殊計畫、

和草根行動等過程與結果；以及在地鑲嵌（local embeddedness）、制度厚實（institutional thickness）
1等在地生產知識的慣習，致使不同鄉村空間有不同的路徑依賴。此外無論是外在壓力或在地因素

都是透行動者進行操作進而轉型。 

綜言之，由於資源社區對於資源的依賴甚深，常有固定的發展路徑，其轉型大都來自外在壓

力的啟動與地方社會資本的過濾決定，形成獨特的地方轉型脈絡。 

2. 地方內外連結的取向 

地方內與地方外的連結是鄉村發展的重要方式。Ray（1998,1999）的文化經濟取向和 Marsden 

（1998）的鄉村後生產轉型，都著重地方內外連結的鄉村發展。Ray（1998,1999）從歐洲鄉村的

發展經驗提出文化經濟取向（culture economy approach），文化經濟取向強調鑲嵌於地方知識（地

方看待世界的方式與做事的方法），選取地方文化標記（cultural marker）（地方食物、舞蹈、音樂、

遺產等）建構地方內外行動者的認同，發展地方。地方的發展是由內生（endogenous）力量與外生

（exogenous）力量的連結，兩股力量動態運作的關係，而地方內外的連結，著重產品的在地生產、

外地消費。文化經濟取向的後續研究者認為地方認同建構之外，仍需社會網絡（networks）與革新 

（innovations）等社會資本作為地方轉變過程的補充（Aarsæther and Bærenholdt, 2002）。因此，建

構地方認同、網絡與革新三者是文化經濟取向，進行地方內外連結的核心概念。 

Marsden（1998）從英國鄉村的農業後生產轉型中，提出四種發展模式，保存的鄉村（preserved 

countryside）、競爭的鄉村（contested countryside）、世襲的鄉村（paternalistic countryside）、依附

的鄉村（clientelist countryside）。發展類型的差異是基於三個核心概念的討論，調節（deregulation 

and regulation）、商品化（arenas of commoditization）和網絡與行動者空間（networks and actor 

spaces）。鄉村地方在外在國家政策、法律，或外地資本等力量的介入，地方發生去調節與再調節

的作用；鄉村後生產轉型過程，鄉村在地物質文化、高的品質食物（quality food）2、或公共空間

等，都必須配合商品化而轉型；鄉村發展形成商品化過程，地方與外地連結形成網絡關係，超越

傳統外生與內生發展的觀點，稱為行動過程的空間化（the spatialization of action processes）（譚鴻

仁，2007），而行動者行動脈絡（action-in-context）的理解，可作為分析地方與外地連結的介面。

此外，地方內外連結的媒介，除了 Ray（1998）所指陳的產品之外，Murdoch（2000）指出革新

的引入也可視為是地方內外連結的媒介之一。綜言之，地方內外的連結是鄉村發展轉型的重要取

                                                             
1 Amin 和 Thrift(1995b)提出制度厚實的概念(institutional thickness)，認為制度厚實可以促使地方形構一

個圈囿的經濟系統。制度厚實應重視六個面向。(1)地方制度的維持；(2)深化或建構正式和非正式的

共同知識；(3)經由組織的學習和改變，形構彈性的制度；(4)地方具有高創新能力；(5)擴展互信與互

惠的能力；(6)建構一個共同情感，快速且有效率地推動地方經濟的流動。 
2 由於消費者對工業食物系統的不信任，引發品質食物的追求。農業品質食物的概念往往涉及生產地的

特定性和自然性，生產地的特定性係指地方傳統的、農場當場操作的、農場生產的食品，而自然性

則包含有機的、安全的、健康的等概念的食物 (Marsden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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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產品、革新都是連結的媒介，而行動者是建立連結網絡的重要作用者。 

3. 生產與消費連結的取向 

由於當代鄉村旣是經濟的生產空間，也是大眾的消費空間，資源社區的轉型，除了地方內外

的連結之外，生產與消費的連結也是重要的方式。縮短食物供應鏈（short food supply chain）與另

類農業食物網絡（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 AAFNs）是兩個生產與消費連結取向的重要概念，

而生產與消費的連結在於品質食物的建構。其主要是運用於歐洲與北美地區，目的在於重建消費者

對於慣常食物供應鏈所喪失的信心、抵抗全球食物供應鏈的整編，以及創造落後地區的內生經濟發

展（Watts, Ilbery and Maye, 2005）。縮短食物供應鏈有三個主要概念: (1)縮短工業食品長而不透

明的供應鏈模式；(2)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藉由面對面溝通提供產品資訊、表達產品的價

值；(3)縮短食物生產與產地的關係3（Marsden, Banks, Bristow, 2000; Renting, Marsden, Banks, 

2003）。 

另類農業食物網絡關注農業產品生產與消費間的連結網絡，透過產品與地方的關係強化消費者

對於產品的信任，包含面對面（face-to-face）、近鄰（proximate）、和延長（extended）三種關係。

(1)消費者直接從生產者購買產品的面對面關係，例如農場小舖、農民市集、路邊攤販等。(2)近鄰另

類網絡，產品販賣的代理者是生產者的代表，保有確保產品道地的角色，例如在地農會。(3)延長另

類網絡是透過制度化的協定、標準和商標，使消費者與生產地產生關聯、和與生產地獨特的生產方

法所形成的價值產生關聯，例如認證商標、地理標示等（Higgins, Dibden, and Cocklin, 2008）。 

綜言之，生產與消費連結的核心概念在於品質食物，透過強化生產與消費、產品與產地的（網

絡）關係，以建立消費者的信任關係來發展地方。近年台灣地區無論是有機農業、農產品的履歷認

證、或農民市集等的推動，都是強調生產與消費的連結，希望建立信任關係與推動品質食物。 

4. 取向的互補關聯 

鄉村發展是多元取向的相互關聯，而非單一取向的運作，如 Marsden（1998）所言鄉村的發

展，當地方與地方形成關係空間時，除了商品生產-消費的協同作用外，地方原有的傳統扮演過濾

與連結的作用（譚鴻仁，2007）。的確，從文獻檢視中發現，鄉村或資源社區的轉型，涉及地方內

外連結、生產消費的連結、地方過濾三者及其關聯。外在壓力啟動地方尋求轉型，地方社會資本

的過濾決定了轉型的路徑，而地方內外連結與生產消費連結的兩個轉型模式，彼此又相互關聯。 

1980 年代以來，許多學者指出，地方的研究應該結合不同的研究取向，例如政治經濟學的結

構主義取向（全球的、客觀的），以及人本主義的社會文化取向（地方的、主觀的）（Ward and Munton, 

1992；Vallega, 2004）。而不同取向的結合為避免忽略顯著的差異、和忽略由差異產生的緊張、衝

突，可以採用互補分析（complementary analysis）（Clark,1992），從彼此相同性（similarities）和

差異性（difference）中運作，提出某特定狀況下的彼此差異，並使用特定觀點結合（Phillips, 2004）。

Wilga（2007）指出理論觀點之間的互補，必須注意：(1)組合理論和建構協同模式，各理論本體

必須平衡互補，而非排除；(2)將各自單一且不同的概念，形成分析系列，依循因果關係順序作為

理論間的互補。本文試圖連結上述三個有關資源社區轉型的取向。策略上，從上述三個取向的回

顧中，精要釐清三者的核心槪念，再區分彼此的相同性與差異性，進而尋找彼此的互補關係。 

                                                             
3 如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的農民市集、消費者透過網路參與食物生產，宅配到府的網路商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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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源社區轉型三個取向的關聯互補 

取向 核心概念 相同性 差異性 互補關連 

外力與地方過濾 
 

多因理論、外在多元

壓力、地方社會資本

的過濾、行動者 

地方過濾 
行動者 
革新 

外在多元壓力 外地壓力啟動轉型 

地方內外連結 
 

鑲嵌地方知識、認同

建構、網絡、革新、

調節、商品化、行動

者 

鑲嵌地方知識 
行動者 
革新 
網絡  

地方認同建構 
調節 
商品化 

地方生產產品、外地

消費 

生產消費連結 
 

品質食物、產品與產

地關聯、信任建構、

另類食物網絡、行動

者 

產品與地方關聯 
行動者 
網絡  

品質食物 
信任建構 

產 品 與 產 地 的 關

連，建立消費的品質

信任 

 

相同性方面，首先三者的形成脈絡，都是資源社區在全球經濟再結構，以及資訊網絡社會形

成的壓力下，面臨的再發展與轉型。其次，核心概念或策略都是強調關聯到地方的思考，無論是

地方過濾的決定、鑲嵌地方知識的認同建構、和產品關聯地方的信任建構，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

取向都以地方為共同的基礎；三個取向也都強調社區轉型中行動者扮演的作用。最後，外力與地

方過濾與地方內外連結都關心革新的重要，而地方內外連結與生產消費連結也都強調網絡的部份。 

差異性與互補方面，外在壓力與地方過濾關心外在壓力下的地方轉型，地方內外連結強調建

構地方認同連結外地，生產消費連結著重商品與產地的連結建構品質食物的信任關係，三者偏重

的面向雖有不同，但是對於資源社區轉型過程存在因果順序和互補協同的關係。外在多元壓力是

啟動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重要因素，而地方內外連結與生產消費連結，則是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

方式，轉型因素與轉型方式存有因果順序關係。地方內外連結與生產消費連結兩者，雖然轉型取

向不同，但是彼此關聯，地方內外的連結是透過產品媒介，而商品生產消費的連結是透過地方的

關聯，彼此透過地方-產品依賴互補。因此資源社區產業轉型依地方的差異，選取不同的取向，但

是仍然需要其它取向的協同互補。 

 

 

 

 

 

 

 

 

 

 
 

圖 1 資源社區轉型三個研究取向的互補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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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資源社區的界定包含定性的描述，強調使用資源的社區，包含傳統的礦業、林業、漁業、農

業村落，和以景觀和空間作為資源的觀光地區（Neil and Tykklainen, 1998）；以及定量計算地方對

於自然資源的依賴，例如依賴資源的就業百分比、或依賴資源的就業收入。由於本文主要探究資

源社區的產業轉型取向？以及試擬資源產業轉型的分析架構。因此研究步驟：首先參考 Stedman, 

Parkins and Beckley（2004）所界定的一個地方依賴資源產業的就業率高於 20%者，先行確認社區

產業轉型前為資源產業依賴的社區，並以 2005 年再檢視各研究個案的資源產業依賴狀況。但是由

於台灣官方統計缺少針對一個社區單一資源產業就業人口的調查資料，例如稻米、花卉、柑橘等，

因此本文選用社區資源產業發展程度直接有關的農業生產面積，以及依賴資源產業就業的農業人

口兩個統計資料，透過既散優勢產業生產面積與產業生產總面積的比值，和該產業就業人口佔該

社區總人口比值兩者的乘積，代表地方依賴資源產業的就業程度，修正計算方式為：社區優勢農

業產業生產面積佔農業生產面積比率 X 社區農業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高於 20%者。其次採用互補

分析（complementary analysis）建立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分析架構，分析研究個案的轉型過程與

取向，再經由討論、重新修正分析架構。 

由於關注地理差異的多元個案，可豐富經驗的比較與理論的對話。本文採取多元個案分析，

研究個案的選取，除了符合資源社區條件之外，也考慮彼此之間的比較關係。由於 Stedman, Parkins 

and Beckley(2004)指出農業的資源社區，資源產業的依賴，因農場結構和區域的不同，呈現多樣

且差異性。本文資源社區的選取原則：首先考量具有共同性與差異性的資源產業；其次選取資源

產業具有代表性、以及產業轉型具有相同性（觀光休閒業）與差異性（非觀光休閒業）的社區；

最後觀察個案社區的區位差異。本文希望以農業依賴，作為不同資源產業共同比較的基礎，再從

農委會農業生產的 8 種分類中，選取與消費大眾關連，以及生產面積較高者的稻米、花卉、蔬菜、

果品（其餘為雜糧、特用作物、牧草、綠肥），作為比較，而蔬菜選取生產面積最高的竹筍4。研

究個案分別為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竹林產業，第一個以溪流生態發展部落觀光）、彰化縣田

尾鄉（花卉產業，第一個花卉專業區與形象商圈）、台東縣池上鄉（食米產業，第一個獲得食米地

理標示），和台中市大坑社區（果園產業，都市地區果園因自然災害因素而轉型），四個研究區為

筆者分別於 2005 年（田尾鄉）、2006 年（山美社區）、2008 年（池上鄉、大坑社區）先行深入研

究發表的個案。區域差異方面，鄉村平原（池上、田尾）、山林（山美），以及都市丘陵區（大坑）。

產業關聯方面，四者都是農業依賴的社區，但是有農產依賴的差異，竹林（山美）、稻米（池上）、

花卉（田尾）、果園（大坑）產業。社區產業轉型的取向，山美社區、田尾社區、大坑社區三者都

是轉向休閒觀光，池上社區致力於品質食米的轉型。為了利於統計資料的取得，本文社區的界定

以行政區為主，包含村、鄉、風景區。 

由於 1980 年代全球化與網絡社會的來臨；同時 1980 年代台灣地區政治面臨解嚴，啟動地方

轉型的各種行動，影響台灣資源社區的轉型。因此本文關心 1980 年代以來，台灣地區資源社區產

                                                             
4 2005 年稻米收穫面積為 260,116 公頃，果品 207,178 公頃，花卉 13,445 公頃，竹筍 27,697 公頃。（資

料來源，農委會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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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轉型發展。各個個案的研究時間選取，都以 1980 年代以後為主，但由於各個案產業轉型發展

的時間不同，因此所選取的各個案分析時間並未一致。但是為了達到比較的參考基礎，轉型後的

資料時間都以 2005 年為主，依賴產業的比較指標以本文所修正計算的依賴資源產業就業程度為

主。 

表 2 研究個案比較關聯表   

項目 山美 田尾 池上 大坑 
傳統優勢產業 竹林(21.6%) 花卉(39.1%) 稻米(71.1 %) 果園(21.5%)5 

新增或轉型的產業 觀光6(自然生態公園) 休閒(餐飲) 米(品質) 休閒(餐飲) 
社區類型 山村 農村 農村 都市郊區 
臺灣區域 南部 中部 東部 中部 

 

在分析架構方面，由於資源社區轉型的力量複雜，涉及多層面的（multi-faceted）轉型過程。

因此本文選取促成資源社區產業轉型有關的外在壓力與地方過濾、地方內外連結，以及生產消費

連結研究取向，三者都關注資源社區轉變的地方與產業兩個的面向。再從各取向的核心概念中尋

找相同性與差異性，建立因果與互補關係的關聯性，作為個案的分析架構。本文主要關心資源社

區產業轉型的取向，但是由於選取的個案有限，可能拘限了通論的推論，因此本文所提擬的資源

社區產業轉型的分析架構，僅是初步的研究成果，有待後續就各產業，以及各區域的研究個案成

果累積，提出進一步的修正。 

資源社區的產業轉型個案分析 

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分析，以檢選的山美、田尾、池上、大坑四個社區作為觀察的個案，並

以初擬的分析架構進行探討。 

(一)山美社區7 

山美鄒族地名為 Saviki，此為原來居住於新美、茶山一帶的布農族蘭社群（takepulan）之稱

呼，意為檳榔；Saviki 所指稱的僅是位於達娜伊谷入口，臨曾文溪的平坦河階地。山美社區位於

阿里山鄉西南側，共有 7 鄰，海拔分布在 500-1200 公尺之間，山地保留地約 588.8 公頃。 

資源的經濟依賴由竹林產業轉變為部落觀光產業，1995 年開始營運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

1987 年竹筍種植面積 10.4 公頃，佔農業生產面積的 46.4%，農業人口 303 人，佔總人口的 46.6%，

社區優勢農業產業生產面積佔農業生產面積比率 X 社區農業人口佔總人口比率為 21.6%，故為依

賴竹林產業的資源社區。1987 年8與 2005 年9竹林種植面積的比較，竹林從最大的生產面積轉為不

                                                             
5 括弧內數字為依據修正公式所計算的各地方資源產業轉型前的依賴程度。 
6 山美轉型為提供原住民舞蹈與溪谷生態的部落觀光；田尾與大坑社區則是發展結合餐飲的休閒農業。 
7 可進一步參考梁炳琨、張長義 (2005) 原住民部落觀光的文化經濟與社會資本，地理學報，39: 31-51；

梁炳琨 (2006)原住民族觀光發展的地方建構: 鄒族山美社區個案，台師大地理研究，44: 35-58。 
8 陳憲明等(1987)，山地農村土地利用及社區發展綜合規劃報告， 第 119 頁。 
9 資料為阿里山鄉公所提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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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而茶葉產業取而代之成為作物生產的大宗，生產面積 10 公頃、佔農業生產面積的 62.5%，

農業人口 298 人佔總人口 662 人的 45.0％，資源產業依賴程度為 28.1％。雖然茶葉取代竹林成為

社區資源依賴的產業，但是茶葉種植拘限於鄰近阿里山公路的第一鄰，其他鄰仍然面臨經濟轉型

的壓力。另一方面部落觀光是 1980 年代以後，山美社區的重要轉型發展方向，根據筆者 2004 年

的調查資料，部落觀光轉型後的山美社區以服務業為主的餐飲店有 9 家、民宿 6 家，提供約 60

人次的就業機會。因此本段以竹林到部落觀光產業的轉變，作為山美社區產業轉型取向的分析。 

1. 社區轉型的外在壓力與在地因素-阿里山公路通車、河川生態知識與分享文化 

山美社區產業依賴的轉型有複雜的因素，但是直接啟動社區轉型，則是 1980 年代國家對於阿

里山公路的興建。通車以後的阿里山公路，中寮以下開始種植檳榔，以上種植茶葉（山美社區僅

臨近阿里山公路的第一鄰有直接參與茶葉種植），雖然創造農業就業機會，但是茶葉人力的需求，

造成山美社區竹林產業的人力成本的增加，削弱競爭力，產生經濟再結構的壓力。此外，阿里山

公路的開挖與通車，土方任意棄置、水源山坡地開闢茶園、電魚毒魚歪風的進入，肇致河川生態

的破壞與河川倫理的失序，也使得地方文化生態面臨壓力。 

由於鄒族擁有河權文化，山美社區至 1979 年還是按照傳統規範使用河川，大多數的山美人還

印象深刻。達娜伊谷為各氏族的傳統漁場；捕魚使用叉魚、網魚、麻痺性毒魚等傳統方式，毒魚

是不被允許的；部落捕魚是由各氏族約定時日，全體動員，漁獲由各氏族長老按每戶人口數平均

分配。過去鄒族人捕魚行為所規範的永續利用及分享河川資源的文化，成為山美社區產業轉型的

重要社會資本。 

2. 社區內外連結-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寶島魚固 魚節、社區組織調節 

山美部落觀光的轉型涉及向外的連結，以及內部組織的調節。山美社區向外連結的產品，主

要是達娜伊谷的商品化，透過建構外地觀光者的認同，而到社區進行消費。建構外地認同的行動

主要是地方的行動者與媒體、企業、官方等外地行動者的網絡連結。1991 年社區幹部透過個人關

係邀請嘉義地方記者進入達娜伊谷，報導魚固 魚復育的過程，首度將達娜伊谷的資訊向外傳送。

在企業的連結方面，1996 年鄰近的巃頭休閒農場轉介中國時報文教基金會，協助辦理寶島魚固 魚

節，首度以文化節慶包裝，透過全國媒體的文字影像再現，獲得旅遊大眾的認同，增加園區旅遊

人次與經濟收益（1994 年收入 987,900；1995 年收入 1,010,359 元；1996 年收入 3,119,979 元）。

官方則從各種獎項象徵給予山美社區新的政治論述與意義，尤其 2001 年獲得社區評鑑優等獎、原

住民社區有功團體獎、總統文化玉山獎。換言之，山美社區與外地的連結是透過達娜伊谷自然生

態公園的商品化，並以官方的經費補助獎項與論述的效果、媒體的包裝、企業的轉介，成為地方

向外建構認同的重要行動。山美社區主要的組織包含村辦公室、教會、家族、社區發展協會等，

在部落觀光轉型發展期間彼此產生競合關係，初期村辦公室與長老教會為主要的行動者，後依據

社區發展綱要規範，達娜依谷自然生態公園的經營轉由社區發展協會接手。另一方面，山美的觀

光轉型，吸引觀光者進入社區，讓地方所生產的商品與餐飲等，可以於在地商店、民宿等商業設

施，與外來的消費者面對面的連結，例如游絲芭，該商店成為在地美食、工藝品、茶葉、蔬果等

產品與外來消費者連結的場所。如此地方內外連結與生產消費連結兩取向產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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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尾社區10 

田尾社區居濁水溪八堡二圳11之下游，灌溉水渠之末端，故有田尾之名，初期不利農耕，農

民選擇耐旱雜糧或果樹、蔬菜等園藝作物。1972 年本土性電照菊花技術的創新12，提升品質，獲

得穩定的日本、香港、新加坡市場，促使許多農人棄稻種花。1973 年省政府核定為公路花園園藝

特定區，設立花卉專業區共 120 公頃。1980 年彰化縣政府公佈「彰化縣田尾鄉園藝特定區計畫」，

計畫朝生產與觀光並進。1990 年代初期日本經濟的不景氣，影響菊花銷日市場，促成了田尾花卉

產業朝向多元化發展。 

2000 年起田尾鄉開始推動形象商圈，2000 年全鄉農業人口（20,401 人）佔全鄉的總人口（29,232

人）的比率為 69.8%；花卉生產面積共計 1,002.8 公頃，佔全鄉農業耕地面積（1,787.5 公頃）的

56.1%，社區優勢農業產業生產面積佔農業生產面積比率 X 社區農業人口佔總人口比率為 39.1%，

為以花卉產業為主的資源依賴社區。而 2005 年農業人口（14,502 人）佔全鄉總人口（29,387 人）

的 49.3%；花卉生產面積為 1,229.7 公頃，佔全鄉農業耕地面積（1,750.4 公頃）的 70.3%，資源產

業依賴程度為 34.7%13。2000 年與 2005 年田尾社區產業的依賴皆以花卉為主，但是由於形象商圈

的推動，地方的商業活動有明顯的改變，由花卉生產、批發，延長到零售休閒產業，包含商店批

發與零售經營的分配比例，由約 7:3 調整到約 5:5；新增休閒產業店家達 23 家之多，佔總店數的

14.3%14（梁炳琨，2005）；以往週六、日休息的門市，現在假日高達 99%以上的開店率。本段將

分析田尾社區推動形象商圈以來，花卉產業由生產、批發，延長到零售、休閒的轉型過程。 

1. 社區轉型的外在壓力與在地因素-WTO、花卉市場、形象商圈、自然環境、社會網絡、產業

結構 

1990 年代後，田尾社區為因應 WTO 架構的規範、日本菊花市場的銳減，以及國內營建工程

對苗木需求的減少。地方進行兩方面的調整，一方面許多盆花、苗木商品選擇大量輸出到中國大

陸，進而轉變為直接投資，建立跨地連結的產業再結構（陳永軒，2002；李河錫，2003）；另一

方面，田尾社區花卉產業再地進行轉型。 

田尾社區花卉產業資源的在地因素，包含自然環境、社會網絡、產業結構。首先由於地方的

土壤大都為粘土質，吸水性好，苗木的挖起移植，根部形成土球，不易鬆脫易於長程運輸。其次，

地方具有學習與調貨的社會網絡，花卉的生產需要專業技術與資訊的習得，同業之間的技術社群

是重要的學習網絡，包含世居宗親、兄弟、姻親、師徒的社會關係；這樣的社會網絡也呈現在分

享貨源與顧客群方面，有默契的約定俗成調貨（當某一接單商店因貨源不足時，會先行向合作的

商店調貨，交易完成後在給付款項），俗成調貨，通常約 20 家。再者，完整的產業結構與組織，

                                                             
10

 可進一步參考，梁炳琨 (2005) 從競爭策略與商品鏈探討田尾公路花園的地方發展，彰化研究濁水溪

流域自然與人文研究論文集，彰化縣政府: 377-393。 
11

 八堡圳位於現在的彰化縣二水鄉，於 1719 年引濁水溪水建造完成，流經 103 莊，灌溉區域涵蓋 8 個

堡，面積達 12,000 餘甲地，八堡圳流到源泉村的林先生廟處，分為八堡一圳和八堡二圳。 
12

 花農注意到靠近住家有電燈的菊花長的較高、花期延長，在不斷嘗試電燈架設距離的經驗累積，得

到花卉品質與電費成本的最佳平衡。 
13

 人口資料為田尾鄉戶政事務所提供，其餘農業資料為鄉公所農業科提供。 
14

 一個商店的批發與零售總收益比約 2:1，但是獲得利潤分別約為 1 成與 4 成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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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業、花藝業、蘭藝業、盆景業、觀葉植物業、果蔬業、園藝資材業、貿易業、景觀造園業、

造園資材業、觀光園藝業、及綜合經營等，形成完整的在地商品鏈結構。田尾社區水平的社會網

絡與垂直的產業結構，有利於在地花卉產業商品鏈的延長轉型。 

2. 生產與消費的連結-延長產業鏈、縮短花卉的食物供應鏈 

由於田尾社區長期以來就以花卉等產品的銷售與外地連結，而 2000 年田尾花卉資源社區的轉

型，主要是在地生產與消費的連結。1998 年鄉公所主動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向經濟部商業司提

出形象商圈計畫的申請，後來由易展顧問公司承接輔導。由於該專業輔導團體有輔導台中市精明

一街形象商圈的經驗，將都會區的商圈業種、業態的組合觀念引進到鄉村地區，故而將田尾花卉

的商品鏈從批發業，延長到零售與休閒產業。 

地方組織是產業轉行發展的重要行動者，由於地方從業者長期以來重視組織的參與所形成的

社會網絡，地方形成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如公路公園業者聯誼會、台灣花卉發展協會、園藝

花卉商業同業公會、中華盆花發展協會等。因此在專業團體的輔導下，以既有的公路公園業者聯

誼會為基礎，很快地成立公路公園推動委員會。 

田尾社區透過地方花卉的知識與生產網絡的優勢，進行花卉食品的生產，例如花冰、神秘果

冰、食品等，使得花卉食物與產地連結，縮短食物供應鏈，提高附加價值，獲取外地消費者的認

同。花卉產業由生產批發，延長到休閒或餐飲食物，致使生產與消費連結於在地。田尾透過花卉

商品鏈的延長，不僅連結生產與消費，同時引進了休閒與餐飲人口而連結外地，不同於以往的花

卉輸出連結外地的方式。 

(三)池上社區15 

池上鄉位處花東縱谷中的新武呂溪沖積扇，日治時期在「內地化東臺」和殖產興業的政策之

下，於新開園地區設置「日本移民村」，易名為池上。日治末期以來西部客籍人士與 87 水災的彰

雲地區移民，為池上的主要人口。國民政府時期，池上日本會社地及日本私有地，多為農民佔耕，

爾後根據公地放領放租條例，放領與放租農民，而創造出今日稻米景觀之基礎。 

2001 年池上鄉農業人口 7,717 人佔全鄉總人口 10,508 人的 73.4%，而稻田面積 2,759.1 公頃，

佔農業生產面積 3,879.01 之 71.1 %，社區優勢農業產業生產面積佔農業生產面積比率 X 社區農業

人口佔總人口比率為 70.6%，固為以食米為主的產業依賴社區。池上米食產業的轉型，主要是 2000

年起推動稻米產地認證、獲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發的地理標示，從重視稻米量的生產，轉型為

以質計價的食米品質追求。推動品質食米認證後，2005 年稻田生產面積（2,752.3 公頃），大致回

升到 2001 年的生產面積，減緩 2002 年加入 WTO 所帶來的衝擊（2003 年生產面積僅 2,591.66 公

頃)；另外米價上漲，農民生產的稻米 60 公斤售價約 1,400 元，較鄰近關山的 12,00 元，台灣西部

的 1,150 元都高。2005 年池上社區的稻米產業依賴程度為 32.1%（農業人口 4,488 人，全鄉人口

9,893 人，稻田面積 2,752.33 公頃，耕地面積 3,897.55 公頃）16，稻米雖然仍為社區的依賴產業，

但是池上食米產業已經進行地理標示與品質食米的轉型，本段將分析 2000 年起池上食米產業品質

                                                             
15

 可進一步參考，梁炳琨 (2008)：農業食物在地化-台東縣池上鄉米食產業的探討，地理學報，53：

85-117。 
16

 2001 年與 2005 年資料依據 2005 年台東縣池上鄉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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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的取向。 

1. 社區轉型的外在壓力與在地因素-WTO、市場仿冒、自然環境、教育訓練、比賽制度、完整

食物供應鏈 

池上米轉向品質食米的外在壓力，來自加入 WTO 和市場的仿冒。2000 年時臺灣預期於 2002

年加入 WTO 預期的稻米市場衝擊，激起地方朝向品質提升。2000 年消保會曾行文智慧財產局，

市面池上米標示不實要妥為管理，智慧財產局也行文農委會地方政府機關可以以地名申請認證，

觸發地方進行池上米認證以杜絕仿冒的構想。地方提議委由農會主導認證，但由於農會有碾米廠，

屬財團法人，應由第三者社團或公正單位認證，後由鄉公所提出申請核准，建立認證制度與地理

標示的產地證明。 

品質食米轉向的在地因素，包含自然因素、教育訓練、比賽制度以及完整食物供應鏈。低溫

氣候與土壤是池上良質米生產的自然條件。1998 年至 2007 年的 10 年氣象資料，池上第一期榖粒

充實期（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以及第二期榖粒充實期（10 月下旬到 11 月下旬），大都低於安全

環境17。土壤方面，池上鄉東緣山麓丘陵地區以黑土、黃壤、紅壤等為主，表土層較厚、土壤質

地粘重、酸鹼度微酸至中酸性、鎂鉀等交換性鹽基較高、陽離子交換能量較高，屬肥力與保肥力

較高，是良質米產區（郭鴻裕，1996）。2000 年後地方所建立的教育訓練、比賽制度、認證等制

度，明顯促進品質食米的發展。教育訓練長期以來由農會舉辦（農會法規定農會 62%經費要用於

農事推廣），引進改良場專家提供知識，建立農民可以諮詢的管道，成為農民學習的重要管道，而

後來由民間池潭源流協進會所辦的認證制度、或糧商良質米專業區制度都納入教育訓練。比賽制

度的建立與比賽獲獎方面，1991 年糧食局舉辦全國第一屆良質米競賽，池上鄉首度獲得第一屆十

大金米獎，1999 年 2 期稻作起，鄉內農會配合縣級良質米比賽，開始每期舉辦競賽，並且鄉內每

年參與縣級比賽皆得獎。此外池上 11 家的在地便當行，讓稻穀生產（農民）-碾製（糧商）-便當

（便當行）的食物供應鏈於在地連結，是池上米食產業的優勢。良質米的自然優勢、教育訓練與

比賽制度累積的地方學習風氣、完整食米供應鏈，都是地方轉向品質食米的重要資本。 

2. 生產與消費的產地連結-另類農業食物網絡  

池上社區食米產業由產量轉變到品質的行動，是透過生產與消費的連結，建立信任關係，而

生產與消費的連結是建基於與產地的關聯，包含三種形式。(1)農民於產地自產自銷與消費者面對

面的銷售方式，建立面對面的溝通與信任關係。(2)在地糧商作為契作農家的銷售代表，並於糧商

的在地門市銷售，例如農會、建興、陳協和，交易互動的信任基礎，是基於糧商與產地的近鄰關

係，以及消費者基於對在地品牌或池上米名聲的認同。(3)糧商銷售的小包裝米，透過產地認證取

得池上米地名的地理標示，關聯產地銷售到外地。外地消費者購買池上米普遍基於對池上米的認

同，以及池上米認證制度的信任基礎。 

池上社區透過食米與產地的關聯，使得生產與消費連結建立信任關係；另一方面部分消費者進

入池上社區購買食米，而部分食米銷售外地，無論是經由消費者的進入或食米的輸出，都讓地方內

外產生連結。 

                                                             
17

 盧虎生與劉韻華 (2006) 以日本、中國大陸及臺灣的研究結果，歸納出生產良質米的安全環境條件，

認為榖粒在發育期，日均溫應低於 26℃、日高溫低於 30℃、日低溫低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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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坑社區18 

大坑社區位處台中市，大致以大坑風景區為主，行政區主要涵蓋大坑五里（大坑里、民德里、

東山里、民政里、廍子里）。地名係因早期住民建聚落於寬達 350 公尺的谷地得名。自然環境坡向

複雜、坡度較大、有豐富的生態資源。農業是傳統住民的主要經濟基礎，1999 年果園生產面積為

660 公頃，佔農業生產面積（769.4 公頃）85.8%。農業人口約有 2,160 人，佔大坑地區總人數 8,625

人的 25.0%，社區優勢農業產業生產面積佔農業生產面積比率 X 社區農業人口佔總人口比率為

21.5%，故為以果園為主的資源社區。2005 年大坑社區的果園依賴程度為 20.3%（果園生產面積

659.4 公頃，農業生產面積 769 公頃，農業人口 2,000 人，社區人口 8,881 人）19，果園生產雖然

仍是社區重要的依賴產業，但是 1999 年 921 震災之後，從果園轉型到休閒農園，提供餐飲服務，

是地方發展的重要取向，現在共有 15 家休閒農園。因此本段就果園生產轉型到休閒餐飲農園的轉

型取向進行分析。 

1. 社區轉型的壓力與在地因素-921 震災重建、鄉野性、觀光休閒符號 

雖然 1980 年代中期休閒農業即是國家的重要政策（梁炳琨，2008b），但是大坑社區休閒農業

的啟動，則是 1999 年 921 震災的自然因素。大坑地區 921 災後重建，共有 14 個以上的計畫、完

成 134 項工程、花費經費 676,485,000 元（行政院 921 重建委員會企劃處管考課，2002）。重建相

關計劃大都朝向「觀光發展、創造商業機會」。觀光轉型的方向主要是溫泉業和休閒農園。休閒農

園方面，台中市農林單位為了回應 WTO 的農業衝擊與配合 921 的重建計畫，援引都市計畫法台

灣省施行細則第 25 條20，認為風景區得經營農業及農業建築，以休閒農園之名進行輔導。 

大坑社區由果園轉向休閒農園的在地因素，包含自然鄉野與觀光休閒符號的建構。大坑地區

位處頭嵙山區，保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鄉野性。1970 年台中市綱要計畫，將大坑地區劃出風景區，

並於 1976 年的劃定為風景區。2001 年台中市綜合發展計劃也以「台中市的後花園」的地方想像，

進行地方計畫。另一方面私人資本亞哥花園於 1982 年，以新加坡花卉為主題的「胡姬花園」作為

比擬，進駐大坑地區帶動遊樂產業。自然鄉野與觀光休閒的想像成為大坑社區消費的重要符號。 

2. 生產與消費的產地連結-縮短食物供應鏈、生產技術、鄉野性 

大坑農園農業作物的生產（如水果、竹筍等）以往都是銷售到外地，休閒農園的轉型，將農

園生產的農業作物連結到餐飲食物的消費，而在園區進行消費。而農業食物與餐飲食物的連結，

涉及食材來源與料理技術來源。 

園區的餐飲食物大部分的食材來自農園，例如五葉松葉（製成五葉松汁）、木瓜（製成涼拌木

瓜絲、木瓜起士焗烤）、柚子（製成鮮柚茶）；園區內野菜農園，例如過年後到清明節之間長滿於

                                                             
18

 可進一步參考，梁炳琨 張長義 (2005) 台中市大坑地區地方建構之研究-921 震災後的重建與觀光地

景的再現，中國地理學會刊，35: 1-24。梁炳琨 (2008) 由後生產主義的觀點來審視台灣農業體制的

轉型－以大坑地區休閒農園為例，戶外遊憩研究，21(3):49-80。 
19

 社區人口為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提供整理，農業人口、果園面積、農業面積資料都是北屯區公所提供

整理。 
20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25 條的內容為：風景區之使用限於住宅、宗祠及宗教建築、招待所、

旅館、俱樂部、遊樂設施、農業及農業建築、紀念性建築物、其他必要公共與公用設施及公用事業

共為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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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園下的黑甜菜，以及山茼蒿、山芹菜、牧草心、地瓜葉、南瓜嫩葉與心等；或大坑地區（土雞）。

餐飲料理技術的來源有明顯地性別差異，女性大都來自婆媳母女烹飪技術的傳承，男性則是透過

參與社團、朋友、食品商的外在社會網絡，或專業技術學習獲得技術。由於許多食材來自園區，

消費者可以看到食材的種植與生產，也可以看到採摘過程，透過在地化與面對面食材處理過程的

展示，縮短食物供應鏈，使消費者產生品質的信任感，提高食物的價值。另一方面，農業作物與

餐飲食物的在地連結是重要的轉型關鍵，不僅降低食物材料的成本，提高品質食物的價值，也讓

農園中農業作物與農園景觀（如鄉野性、觀光採果），都成為消費的對象，增加入園的消費者。 

果園生產與餐飲消費的產地連結，也讓地方向外連結，包含果園作物賣到外地的連結；和生

產消費兼具的休閒農園，吸引外地消費者入園的連結。 

討 論 

本文就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取向、過程，以及分析架構兩部份，在個案分析之後，進行討論

與修正。 

(一)資源社區多元空間尺度的壓力 

在四個個案的研究發現，直接促成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壓力來自多元空間尺度，包含全球、

國家、社區等。全球經濟的壓力包含台灣加入 WTO 組織的衝擊（田尾社區、池上社區）、國際花

卉市場的縮小（日本切花市場的萎縮影響田尾社區）等，跨越國家尺度直接衝擊資源社區產業。

國家尺度方面，如池上米來自國內食米市場的仿冒壓力；田尾苗木園藝市場受到國內營建環境低

靡的影響；阿里山公路的開通衝擊山美的竹林產業結構。雖然上述研究個案看到全球經濟對於產

業轉型的普遍影響。然而資源社區產業的轉型不僅是來自外在的的壓力，地方文化與地方內外認

同等社會因素，也決定轉型的啟動與方式，例如山美的河川文化、池上米的比賽制度與教育訓練

制度、田尾的社會網絡與產業結構等。此外啟動大坑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壓力，是發生於地方內

的 921 震災自然因素，自然災害的壓力與機會為 Neil and Tykkyläinen（1998）的外在壓力因素所

忽略。 

 

 

 

 

 

 

 

 
 
 

圖 2  直接啟動資源社區轉型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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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產業的轉變 

資源社區所依賴的資源產業，轉向以市場取向為主，農業方面並不再是早期焚耕或輪耕型態，

所產生的人類聚落與周遭環境的依存關係，而是經濟作物的種植，以生物資源為主的生產形式。

個案的資源產業轉型分析發現，在農業依賴方面，除了山美社區由竹林產業轉變為茶葉為主之外，

其餘三者仍是依賴原有的產業，但是資源社區產業主要是從第一級產業轉向第三級產業，例如山

美、田尾、大坑三個社區明顯朝向休閒觀光產業，雖然如此三者之間仍然有差異。山美社區觀光

的發展，並未直接將竹林產業納入部落觀光的一部分，而田尾、大坑兩社區都是在既有資源產業

的基礎上延長商品鏈，朝向多元產業，不再是單一的資源依賴。田尾社區由原先的花卉生產、批

發，延長到零售、餐飲、休閒；大坑社區由果園作物的生產連結到採果觀光、餐飲等。池上社區

的資源依賴仍以食米單一資源為主，但是轉向品質食米。因此，資源產業轉型的類型多樣，包含

單一既有資源產業（如池上米食產業的轉型）、新資源產業（如山美社區的觀光業與茶產業）和延

長的多元資源產業（如田尾與大坑社區的休閒農業）。因此資源社區的產業轉變類型，不應僅是單

一資源產業與多元異質資源產業之分(Stedman, Parkins and Beckley, 2004；Randall and Ironside, 

1996)，應該包含更複雜與精細的區分。 

(三)資源社區產業轉型取向的關聯 

資源社區在多元空間尺度的壓力與機會，以地方內外連結和生產消費連結兩個取向進行轉

型。在四個研究個案的經驗分析，對於兩個取向雖然各有偏重，但是彼此互補關聯。田尾、大坑

兩社區都是以產品的生產與消費連結於產地而轉型，同時透過休閒產業吸引消費者進入地方，而

與外地連結。傳統的池上米就已經由地方糧商銷售到外地，與外地產生連結，而池上米以食米品

質的建構進行轉型，是建立在池上米的地理標示（產地認證）與產地產生關聯，使得消費者透過

對產地的信任轉而對產品產生信任，換言之，池上米的轉型是透過地理標示進行生產與消費的連

結。山美社區轉型觀光的發展，除了觀光地本身的吸引力之外，主要是透過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

園的商品化，經由國家、企業、地方行動者的實踐，以及媒體、網路的對外報導，吸引觀光客的

進入消費，產生地方內外的連結，進而讓許多在地生產的產品（農產品、藝品、美食等）能在地

消費。因此，四個個案資源產業的轉型取向關聯，山美以地方內外連結帶動生產與消費的連結；

池上米是在既有的地方內外連結基礎上，透過生產與消費的連結轉型品質食米；田尾與大坑則以

生產與消費的連結進行轉型，進而產生地方內外的連結。 

(四)資源社區產業轉型分析架構的修正與限制 

本文從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理論文獻回顧，透過互補分析建立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發展的初步

分析架構（圖 1），再經由 4 個個案觀察和討論，修正分析架構（圖 3）。首先，由於資源社區產業

固著土地、依賴單一產業，產業的移動與改變不易，因此產業的轉型大都受自於壓力，但是壓力

不僅是來自單一的空間尺度，應該是多元的空間尺度（全球、國家、社區內部等），而各地的轉型

取向取決於不同地方的（社會資本）過濾。其次，地方內外連結與生產消費連結，兩個地方產業

轉型取向的關聯，不僅是產品與產地的互補關係，更包含轉型的先後帶動關係，地方內外的連結

可以帶動生產消費的連結，例如山美社區；以及生產消費連結帶動地方內外連結，例如田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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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池上三社區。再者，兩個取向的關聯也促成原來的地方或產品轉變，例如池上食米透過生產

與消費的連結，一方面造成池上米品質與價格的改變（梁炳琨，2008a）；另一方面，也改變了池

上米的地方內外連結通路方式，以往大都以大包裝食米批發到外地池上便當行作為便當米，目前

許多小包裝食米於超市、大賣場、郵局，或透過網路訂購、或地方糧商門市面對面購買，多元通

路改變地方糧商經營方式，以及糧商與農民的社會關係等（梁炳琨，2008a）。因此地方或產品的

轉變、地方內外或生產消費的連結與互補關聯是雙向關係。最後，雖然多元空間尺度壓力的轉型

啟動，地方內外與生產消費連結的協同互補，可提供轉型的分析架構，然而不同資源社區轉型的

差異甚大，因此在取向關聯的搭配、核心概念的選用、以及行動者運作的觀察等，仍應依個案差

異，因地制宜有所不同。由於本文選取的資源產業主要以農業為主，而且只有四個個案，分析架

構有其局限性，仍有待更多個個案與其他資源產業的觀察與檢視。 

      

 

 

 

 

 

 

圖 3 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分析架構圖 

結 論 

本文主要探討資源社區面對全球經濟再結構、網路社會等新境況所發生的轉型過程；以及透

過臺灣地區四個案例經驗，嘗試建立互補的分析架構。首先經由文獻分析界定資源社區與資源社

區產業轉型的研究取向。資源社區的界定包含定性的使用傳統礦業、林業、漁業、農業的村落，

和以景觀和空間作為觀光資源的社區；以及定量的社區依賴自然資源的就業率高於 20%者。資源

社區轉型的研究取向，包含外在壓力與地方過濾、地方內外連結、生產消費連結三者。  

由於本文主要探究資源社區的產業轉型取向，以及試擬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分析架構。因此

首先以修正的社區優勢農業產業生產面積佔農業生產面積比率 X 社區農業人口佔總人口比率高於

20%者，先行確認社區產業轉型前為資源產業依賴的社區。其次利用資源社區轉型取向的理論回

顧，以互補分析（complementary analysis）初擬的分析架構，分析研究個案的轉型過程與取向，

再經由討論、重新修正分析架構。研究個案的選取，本文希望以農業依賴，作為不同資源產業共

同比較的基礎，選取與消費大眾關連較廣，以及生產面積較高者的稻米、花卉、竹筍、果品作為

比較；以及產業轉型具有相同性(觀光休閒業)、與差異性(非觀光休閒業)的社區。研究個案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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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竹林產業，第一個以溪流生態發展部落觀光）、彰化縣田尾鄉（花卉產

業，第一個花卉專業區與形象商圈）、台東縣池上鄉（食米產業，第一個獲得食米地理標示），和

台中市大坑社區（果園產業，都市地區果園因自然災害因素而轉型）。 

本文研究發現：首先，啟動資源社區轉型的壓力是多元的，包含全球、國家、社區等空間尺

度，全球經濟的壓力是跨越國家尺度直接衝擊資源社區，例如台灣加入 WTO 組織的衝擊（田尾

社區、池上社區）、國際花卉市場的縮小（日本切花市場的萎縮影響田尾社區）等，而發生於社區

內部的自然災害壓力，例如大坑資源社區，是為 Neil and Tykkyläinen（1998）所忽略。其次，資

源產業轉型，在農業依賴方面，除了山美社區由竹林產業轉變為茶葉為主之外，其餘三者仍是依

賴原有的產業；然而研究個案資源社區產業的轉型，主要是從第一級產業轉向第三級產業，例如

山美、田尾、大坑三個社區明顯朝向休閒觀光產業。山美部落觀光的發展，並未直接與原來的竹

林產業連結，但是田尾、大坑兩社區都是既有資源產業延長商品鏈，朝向多元產業，而不再是單

一的資源依賴。田尾社區由原先的花卉生產、批發，延長到零售、餐飲、休閒；大坑社區由果園

作物的生產連結到採果觀光、餐飲等。池上社區的資源依賴仍以食米單一資源為主，轉向品質食

米。資源社區轉型的產業類型多樣化，包含單一既有資源產業、新資源產業和延長多元資源產業。

最後，本文從外在壓力與地方過濾、地方內外連結、生產消費連結三個研究取向的協同和互補關

係，透過四個資源社區的經驗分析、討論、修正，建立初步資源社區產業轉型的分析架構（圖 3），

多元空間尺度的壓力啟動資源社區產業的轉型；資源產業轉型的取向，無論是居於地方鑲嵌的地

方內外連結，或居於地方關係的產品生產與消費連結，兩者彼此會產生互補與帶動的關系；經由

轉型取向的運作，也會肇致地方或產品的轉變，形成雙向回饋的關係。由於本文選取的資源產業

主要以農業為主，而且只有四個個案，分析架構有其局限性，仍有待更多個案與其他資源產業的

觀察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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