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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文明擁塞相對於純淨海岸的對比想像，藉此更清楚地突顯出遊憩化治理體制的運作。 

同時，宜蘭東北角的小漁村，是我從小生活與成長的地方，充滿了個人記憶和情感牽絆。關

注環境變化和魚汛，是漁村生活的重要環節。人與自然互動，使得漁村成為承載意義的地景，這

是與海共生的生產地景。可是，近年因漁村青年勞動力遷出、原住民勞工和外籍勞工引入，以及

漁業企業化經營、海洋生態環境改變等因素，漁村產業與勞動空間的涵構更形複雜。在漁村凋零、

海濱活動轉型的過程中，故鄉轉變為他人的新故鄉，卻成了我的異鄉，這種角色置換的苦悶感受，

迫使我必須釐清故鄉海岸何以轉變，有何後果，又如何可能尋訪出路。 

總之，我的關切是：近年來，台灣海岸及海灘成為大型開發案建設基地，並鎖定觀光遊憩發

展，但這種土地利用與管制方式，經常和保育理念及當地居民生活需求有所衝突，使我們不得不

重新思考海岸治理的問題。本研究擬以東北角海岸為例，藉由分析海岸意義的轉變、土地使用方

式的爭論，以及居民生活世界的改變等，來探討台灣晚近海岸遊憩化治理的動力、機制與影響。

據此，本研究的核心具體發問為： 

(一) 台灣海岸遊憩化，如何在東北角海岸地景的轉型中體現出來，海岸的功能與意義有何轉變？ 

(二) 東北角海岸遊憩化治理體制如何運作，呈現為哪些不同模式，反映了哪些力量的交互作用？ 

(三) 東北角海岸的遊憩化治理造成什麼樣的吸納和排除效果，尤其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在這種

遊憩化體制下有何變貌？又如何回應不斷產生的海岸（自然）治理爭論？ 

二二二二、、、、研究經費概算研究經費概算研究經費概算研究經費概算 

金額單位：新台幣元 

2013 年 2014 年 備註 

9-10 月 11-12 月 1-2 月 3-4 月  

深度訪談與田野觀察 1,250 1,250 1,250 1,250 

往返、留宿頭城、貢寮、台

大、宜蘭 
1,750 1,750 1,250 1,250 

參與守護外澳海岸動員工

作、開發案進度追蹤、文本

資料印刷 

3,750 2,250 2,250 2,250 

收集歷年東北角海岸發展

相關資料，繪製海岸遊憩機

構與土地利用分析圖說 

1,000 1,000 750 750 

1. 本概算未含 9 月前訪調工作。 

2. 研究者參與「守護外澳海岸」

工作，經費將視內政部都委會

審議狀況調整運用。 

3. 收集人口變遷、土地使用方式

與遊憩開發等新聞報導、官方

檔案資料，包括相關學術研究

文獻以及各項資料之收集與

整理。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5,000     

三三三三、、、、    研究材料與方法研究材料與方法研究材料與方法研究材料與方法 

所有的環境紛爭和決策都牽涉權力，而權力既存於宏觀的政經結構與運作邏輯，也現身在由

論述、技術、凝視意象交錯的例行化實踐中。東北角海岸的遊憩化過程，涉及了不同層級的國家

體制、地方社會組織，以及資本積累的機制，也牽涉了論述、技術、凝視與意象塑造。因此，本

研究將針對這些複雜的元素、層面和關係，提出一個以遊憩治理體制為核心的分析架構來釐清焦

點。各行動者對東北角海岸土地使用方式之構想與治理為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研究材料包括官

方遊憩化部署之文本與論述、私人資本房地產開發之計畫書圖與行銷策略，以及透過地方文獻，

掌握地方觀點的漁業發展脈絡與報導文學中早期的東北角情境。 

本論文研究田野位於鄰近台北都會區的東北角海岸。雖然東北角風景區劃定範圍目前向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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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涵蓋了宜蘭海岸，且僅劃定瑞芳區局部，但本研究不以風景區範圍為限，而是要探討廣義的台

灣東北角海岸。因此，調查區域主要集中於宜蘭縣頭城鎮與新北市貢寮區內的漁港、海濱聚落與

海域，另部分跨界瑞芳區與蘇澳鎮。 

本研究除了考察 1980 年代迄今的東北角地景變遷、將不同治理模式（法源基礎、土地開發程

序和興建旅館、遊憩設施）類型化外，也將以特殊處境中人們的日常生活處境為目標，通過參與

觀察與深度訪談方式，掌握海濱聚落的人們如何進行例行性實作，以及呈現不同行動者的異質觀

點。其中，新北貢寮和宜蘭頭城海岸有著不同的地理與社會條件，我將以「田寮洋土地徵收計畫

爭議」（第三章）與「外澳海岸地目變更爭議」（第四章）為本研究主要的分析案例。通過這兩

章，來比較出公和私的主導力量和治理方式差異，以及地方社會力量於土地使用中的角色。（預

擬章節請詳附錄） 

四四四四、、、、（（（（初步初步初步初步））））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一一一一)))) 東北角發展概況東北角發展概況東北角發展概況東北角發展概況 

東北角海岸治理類型，受到各時期政治與社經脈絡影響，可概分為五個互有重疊的歷史階段：

漁村漁業發展時期、戒嚴禁海時期、水泥化人工海岸時期、遊憩化海岸治理時期，以及遊憩主導

的資本化海岸時期（參見圖 1）。 

 

圖 1 東北角海岸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二二二)))) 初步論點初步論點初步論點初步論點 

我對於本研究核心問題的初步回答如下： 

首先，針對台灣海岸的遊憩化，如何在東北角海岸地景的轉型中體現出來，海岸的功能與意

義有何轉變的提問，我主張必須同時考慮國家政策、地方社會和資本邏輯，討論它們如何在政治

解嚴、區域競爭與地方經濟振興，以及國民旅遊需求的高漲等社會變遷趨勢下，共同塑造東北角

海岸成為以遊憩主導的地景。 

針對東北角海岸的具體遊憩化治理體制如何運作，並呈現為哪些不同模式，反映了哪些力量

的交互作用的提問，我認為國家政策有與資本市場結盟的趨勢，且地方的政治力量與東北角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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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都是地方的大老，連女性也不例外。然而，近年近海漁業衰退，漁會轉型推廣海上觀光，如賞

鯨、夜釣、浮潛、遊龜山島。漁會之功能與意義有了重大轉向，開始脫離漁民、轉為特定獲益者

服務。此外，東北角海岸因分屬新北市、宜蘭縣兩轄區，受地方首長執政策略、地方政治派系力

量之差異而有不同轉型趨勢。 

最後，針對東北角海岸遊憩化治理造成的吸納和排除效果，尤其是居民日常生活世界在這種

遊憩化體制下的變貌，我認為必須掌握海岸地帶的人口、產業組成，以及土地使用變遷，以及自

然地理條件的轉變，才能衡量遊憩化的衝擊和排除效果。但整體而言，逐漸外流、老年化的人口

特質，漸次凋敝或轉型為遊憩導向的漁業，徵收、重劃後標售予財團的土地開發趨勢，以及因為

大量遊憩活動導致的海灘流失、淤沙堆積、植被剷除和棲地改變等課題，都已經指出了遊憩化導

致地排除與吸納：不好玩的人事物都遭到排擠和摒除，取而代之的是看似好玩、誘引遊客的東西。 

綜言之，海岸治理體制從「戒嚴時期的海岸管制」、「漁業化的漁村生產地景」，轉向「觀

光旅遊導向的遊憩化海岸」，對地方的改造產生了創造性的破壞，導致東北角海岸空間再結構的

過程中，雖形成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卻無法回應既有的產業發展和社會危機。在遊憩化治理的

脈絡下，海岸和海洋被視為具有價值的景觀與資源，賞海景、吹海風、吃海鮮、進行各式海濱休

憩和消費活動的地點。通過旅遊經濟的生產、交換和流通的政經過程，以及各種技術、論述和意

象塑造而實踐的遊憩化海岸，與真實漁村的常民生活脈絡正在加速斷裂，在看似蓬勃發展的前景

中，持續著邊緣化的命運。 

((((三三三三)))) 遊憩化海岸遊憩化海岸遊憩化海岸遊憩化海岸案例初步比較案例初步比較案例初步比較案例初步比較 

 

((((四四四四)))) 研究發問修正過程研究發問修正過程研究發問修正過程研究發問修正過程 

本研究前期發問為「好玩的地方為何不好生活？」， 經回到田野、幾經反思後，體認到田野

訪調目的若僅試圖發掘他們如何「不好生活」，無非透過自我長久以來不在場生活的眼光來評價

他者。換句話說，試圖聽到這些明明在海邊村落生活了許久的朋友談論他們如何苦於生計，這本

論文很可能會充滿對生活的抱怨與煩惱，並且讓整個發問意涵停頓在嘲笑居民們如何傻得不曉得

離開這個苦地方一般，無法呈現出在不斷改變的環境與政經局勢下，人與自然共存的正面價值。

且考量到經驗研究不一定能佐證或說明「好玩的地方不好生活」，以及不同行動者的考量和價值

  田寮洋土地徵收計畫田寮洋土地徵收計畫田寮洋土地徵收計畫田寮洋土地徵收計畫 外澳海岸地目變更外澳海岸地目變更外澳海岸地目變更外澳海岸地目變更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新北貢寮 宜蘭頭城 

環境特殊性環境特殊性環境特殊性環境特殊性 農作濕地 岩岸沙岸交界處 

觀光鄰近性觀光鄰近性觀光鄰近性觀光鄰近性 福隆海水浴場 外澳遊客服務區 

遊憩部署與遊憩部署與遊憩部署與遊憩部署與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 

（（（（收編方式收編方式收編方式收編方式）））） 

� 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 

� 徵收農地變更遊樂區、觀光旅館

區 

� 特定區計畫個案變更 

� 甲種住宅區與國有土地景觀保護區

變更為乙種旅館區 

指導計畫指導計畫指導計畫指導計畫／／／／依循法源依循法源依循法源依循法源 
區域計劃、北台觀光藍海計畫、都市

計畫（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 
發展觀光條例 #47 

主要部門主要部門主要部門主要部門 

（（（（看似中立的決策後台看似中立的決策後台看似中立的決策後台看似中立的決策後台））））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農委會

水保局、土地重劃工程處 

國有財產局、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

營建署、宜蘭縣政府 

爭議中爭議中爭議中爭議中對立的前台對立的前台對立的前台對立的前台 副總統吳敦義（象徵國家） 阿拉伯王─林昭文（象徵財團、資本） 

主導的公民主導的公民主導的公民主導的公民 國小老師林紋翠（貢寮人社區報） 魏家姊妹（守護外澳海岸）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訴求訴求訴求訴求 農民／反對農地徵收（捍衛私產）  漁民／反對國有地私有化（支持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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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不同，對何謂「好生活」的觀點也將有差異。因此，本研究將「為什麼好玩的地方不好生活？」

的發問，調整為「在看似好玩不好生活的邊陲地方，居民如何回應不斷產生的海岸治理爭論？」，

來談生活在海邊的人如何為生計、生存而與自然關係有所轉化，從而指出「特殊處境中人如何為

人？」，以及邊陲地方的社會轉型機制。 

五五五五、、、、本研究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本研究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本研究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本研究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 

((((一一一一)))) 既有既有既有既有海岸海岸海岸海岸研究之侷限研究之侷限研究之侷限研究之侷限 

目前國內有關東北角海岸的研究，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實證與管理取向的觀光產業研究、風

景區效益評估、消費者偏好分析，以及自然地理研究。另一類則是著重意義詮釋的景觀美學與意

象分析。大多數研究，明顯是偏向實證與管理取向。 

首先，除自然地理研究外，既有實證主義取向研究多將東北角海岸視為國家風景區來考察。

這類研究的特質是：第一，通常採取標準化問卷調查或量化分析模型，研究者根據受訪者回應進

行分析。第二，研究發問與分析結果往往迎合既定政策。第三，研究的變項設計與測量方式，多

將東北角視為遊憩活動沿岸散佈的場域，而非以生活聚落為分析單位。這類研究（簡連佑，2006；

盧郁伶，2008）將觀光視為消費活動，可以通過行銷地方吸引觀光客、吸納觀光財，卻未說明觀

光財究竟如何有助於地方發展，甚至造成何種衝擊。社會不僅是資本邏輯及技術過程的表現而已，

將東北角海岸僅視為充滿商機的風景區，忽略了地方日常生活，像是傳統的漁、礦業脈絡，以及

因觀光而來的各種影響。 

晚近有些研究（吳佩茹，2001；左顯能，2000）開始關注環境衝擊，提出觀光與環境雙贏的

永續發展論述，立基於人為活動與自然環境衝突的假設，透露「滿足今日這一代的需求時，不能

傷害到下一代發展的需求」的環境永續論述。然而，Doyle and McEachern（2001）提醒我們，永續

發展並非具批判性的環保概念，因為它接受了「經濟成長是首要需求」的主張，也認為人類福祉

應優先於環境需要；而且，它仍然將環境視為由人類運用並享受的資源（Doyle and McEachern, 2001: 

49）。再者，由於環保意識日益抬頭，政府與商界選擇接受永續發展，很可能只是一種政治策略

或安撫手段，藉以避免失去政治支持。 

另一方面，以東北角景觀和美學意象為主的人文主義取向研究，雖有助我理解東北角的再現，

卻無法有效分析海岸的社會關係。總之，國內既有的海岸研究顯然無法回應與處理隨著社會轉型

而來的海岸治理課題，我們有必要以不同於主流休閒研究和觀光管理研究的觀點，來探討台灣海

岸複雜的社會生產與治理。 

((((二二二二)))) 預期貢獻預期貢獻預期貢獻預期貢獻 

本研究除解謎自我的生命困惑，也希望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理論層次上，我擬與 Rojek 的休閒

研究對話。他指出資本主義積累邏輯下勞動／休閒的對立結構，本研究將接著指出休閒政治中生

活／休閒的異化與二分過程。其次，關於海岸（社會）自然的破壞與生產的議題，本研究的關係

性分析能呼應晚近政治生態學的討論，提出台灣的發展脈絡。最後，我結合 Foucault 的權力和治

理術觀點，以及 Smith 的建制民族誌方法，提供空間治理和規劃取向的研究案例。 

以經驗層次論之，雖然東北角既有研究不少，但檯面上相關研究討論多侷限於主流實證科學

視野，缺乏社會脈絡與地方文化之理解，無法說明東北角海岸複雜的社會生產過程。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東北東北東北東北

角地方治理議題角地方治理議題角地方治理議題角地方治理議題，，，，不僅與地方社會發展關係密切不僅與地方社會發展關係密切不僅與地方社會發展關係密切不僅與地方社會發展關係密切，，，，更更更更涉及涉及涉及涉及海岸土地使用爭議海岸土地使用爭議海岸土地使用爭議海岸土地使用爭議。。。。研究東北角海岸的研究東北角海岸的研究東北角海岸的研究東北角海岸的

遊憩化治理問題遊憩化治理問題遊憩化治理問題遊憩化治理問題，，，，可由小窺大可由小窺大可由小窺大可由小窺大，，，，間接掌握城市治理的特性間接掌握城市治理的特性間接掌握城市治理的特性間接掌握城市治理的特性、、、、甚至是官方的結構性角色甚至是官方的結構性角色甚至是官方的結構性角色甚至是官方的結構性角色，，，，以及與市以及與市以及與市以及與市

場場場場（（（（資本資本資本資本））））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總而言之總而言之總而言之總而言之，，，，海岸治理與轉型海岸治理與轉型海岸治理與轉型海岸治理與轉型之研究不僅與台灣海岸地區之土地使用論述之研究不僅與台灣海岸地區之土地使用論述之研究不僅與台灣海岸地區之土地使用論述之研究不僅與台灣海岸地區之土地使用論述，，，，

更更更更攸關海洋保育之發展攸關海洋保育之發展攸關海洋保育之發展攸關海洋保育之發展。。。。我希望刻畫出地方每日生活運作與海岸遊憩化爭議的社會圖像，提出海

岸遊憩化的批判視角與異質觀點，以影響當今技術官僚與主流論述（優越的觀光遊憩）建構的土

地開發邏輯，並替後續研究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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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海岸轉型研究海岸轉型研究海岸轉型研究海岸轉型研究／／／／論文章節預擬論文章節預擬論文章節預擬論文章節預擬 

 

生活世界遊憩化生活世界遊憩化生活世界遊憩化生活世界遊憩化：：：：台灣東北角海岸的轉型台灣東北角海岸的轉型台灣東北角海岸的轉型台灣東北角海岸的轉型（（（（1984-2014）））） 

Recrea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rtheast Coast, Taiwan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 去政治化的海岸遊憩：產業管理和技術導向的研究 

(二) 海岸遊憩化的社會（自然）生產與文化建構 

1. 度假海灘地方的歷史性生產 

2. 觀光地方的意象塑造與凝視 

3. 海岸遊憩化的區域發展效應與後果 

(三) 休閒的政治經濟分析：資本積累、遊憩治理與生活世界 

1. 「休閒」將生活世界一分為二 

2. 觀光遊憩的知識／權力與治理術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核心論點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東北角海岸遊憩化的歷史進程與地景特質東北角海岸遊憩化的歷史進程與地景特質東北角海岸遊憩化的歷史進程與地景特質東北角海岸遊憩化的歷史進程與地景特質 

第一節 前遊憩化的東北角發展 (清朝、日治、解嚴前) 

(一) 地理位置、環境資源與空間發展 

(二) 管制、軍事的權力地景 

(三) 日常生活的節奏：海濱勞動地景與漁會組織 

(四) 一分為二的山與海：北宜濱海公路與北迴鐵路 

第二節 「東北角國家風景區」與遊憩化地景的形成 

(一) 國民旅遊的時代背景與趨勢 

(二) 台北都會區的形成與休閒需求 

(三) 觀光宜蘭綠色經濟主流論述 

(四) 風管處的設立 

第三節 後北宜高時期「東北角國家風景區」的擴張 

(一) 變與不變：北宜高的爭議 

(二) 多重地景的抗衡、交鋒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多重治理模式之集體狂歡多重治理模式之集體狂歡多重治理模式之集體狂歡多重治理模式之集體狂歡――――遊憩部署遊憩部署遊憩部署遊憩部署（（（（新北段新北段新北段新北段）））） 

第一節 遊憩發展趨勢、政策與設施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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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的界線―海洋音樂祭 

(二) 風格化休閒―海水浴場、沙灘野營、自行車道 

第二節 國家治理模式與論述 

(一) 北台觀光藍海計畫、庶民生活行動方案 

(二) 大型開發計畫、BOT 案 

第三節 田寮洋土地徵收計畫爭議（公部門主導） 

(一) 吳敦義：居民享受不到被徵收的好處，很可憐！ 

(二) 改善庶民生活的美麗糖衣：財團購地在先，政府規劃在後 

(三) 由下而上的行動者組織與動員過程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發展觀光以振興地方發展觀光以振興地方發展觀光以振興地方發展觀光以振興地方――――經濟與環境之抗衡經濟與環境之抗衡經濟與環境之抗衡經濟與環境之抗衡（（（（宜蘭段宜蘭段宜蘭段宜蘭段）））） 

第一節 觀光宜蘭論述的影響、宜蘭海岸的治理趨勢 

(一) 漁業轉型、節慶 

(二) 河東獅子大開口：失控的海岸線 

(三) 徵收+填土造陸=烏石港宜蘭厝計畫 

(四) 政策論述、休閒生活二合一，私有化與資本化海岸 

第二節 外澳「景觀保護區」變更「乙種旅館區」之爭議（由私人主導） 

(一) 土地使用大躍進：從軍營到私人招待所 

(二) 個案變更之計畫內容 

(三) 行動者與動員過程、觀光節慶作為反叛的位置 

第三節 土地使用爭議的缺席者―漁會功能與意義的轉變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海岸的遊憩化治理呈現出什麼樣的社會秩序與社會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轉化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