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区运转起来：机制的力量
韋姮慧（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

“好的社區治理有很多不同的定義，在我看來就是要在制度的範圍內最
大程度滿足里民的需要，不要為了出名去增添什麼。不是所有社區都想埔
里的桃米、宜蘭的珍珠那樣的，有自然資源，可以開發成產業，更多的都
是在制度框架內去辦事情去運轉的。”
──文山區萬興里前里長 謝啟峰
引子
我們習慣於研究典型，對於非典型缺乏關注。在之前閱讀文獻以及之
後參訪桃米社區的過程中，我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像桃米、忠順、宜
蘭珍珠等的社區運轉模式是台灣存在的普遍類型麼？如果不是，台灣社區
運轉的普遍面孔是怎樣的？是不是能支持最普遍意義上的社區運轉的機制
才是社區治理真正的“里子”；那些具有特色的社區治理形態是基於“里子”
的基礎上，增加不同的治理要素所形塑成的不同“臉面”？
於是我將觀察的重點放在自己居住的萬興里社區，通過在地觀察和與
前萬興里裡長的深度訪談、典型社區（桃米）的參訪比較（如圖），探求
讓社區運轉起來的基礎機制。

7 月 12﹣18 日：參訪政府部門，閱讀文獻，醞釀研究問題

7 月 19﹣25 日：觀察走訪萬興里：萬興國小、里弄道路、萬
壽橋、道南橋、景美溪兩岸、木柵市場、萬興里圖書館、里
民活動中心、政大周邊車輛停放區域等等

7 月 27 日：第一次訪談萬興里前里長謝啟峰

7 月 29 日：第二次訪談謝啟峰

7 月 30 日﹣8 月 3 日：桃米社區參訪及台中、台南、高雄其
他社區走訪觀察

8 月 4 日：第三次訪談謝啟峰

圖 1 蹲點研究推進過程
之所以選擇萬興里，其一是因為它是我日常生活的地方，安靜有序，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複合“沉默的才是大多數”的普遍原理；其二是它
和被奉為社區治理典範的忠順里同為文山區的管轄範圍，在地理位置上非
常接近，照理說因為有選舉的存在應該會促使地區執政者展開模仿學習，
但實際上萬興里卻默默無聞，並沒有什麼光鮮的成績；其三，萬興里 2015
年實現了 30 多年來的里長職位易主，在過去的 33 年，謝啟峰一直擔任里
長，故其豐富的閱歷和相對超脫的身份（不再執掌里務使其在談論社區治
理時沒有太多顧忌）便於我們通過訪談獲知社區運轉的真實“面孔”以及其
中的細節。
一、社區營造與社區運轉
社區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公共治理研究中一直承載著“宏觀問題的
微觀視角”意涵1。學者們常常通過 1994 年由文建會發起并延續至今的台灣
社區營造運動檢視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謝昇佑，魏龍達，2009；張峻豪，
2012）與地方治理創新（丘昌泰，薛宇航，2007；周錦宏，2007；）。所
謂“社區營造”是以“建立社区文化、凝聚社区共识、建构社区生命共同体的
概念，来作为一类文化行政的新思维与政策”整合“人、文、地、景、产”五
1

大社区发展面向為主要目標，而产生出来的政策性名词。
台灣政府推動社區營造的動因歸結為三個層面：一是社會問題推動：
其一，“九一二”大地震之後的社區重建帶來重新塑造和凝聚共识的契机；
其二，人口外流讓觸發知識界思考如何增強在地的經濟活力與吸引力。第
二個層面是台灣政府對民主化進程的順應：一是台灣經濟政治上的率先開
放2，使其較早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加之日治時期和國共對峙時期的日美
政治文化影響，對全球性公民社區和社區主義思潮有著敏銳觸覺；二是政
治威權體制鬆動后釋放巨大的社會力量，非營利組織迅速發展，社會運動
此起彼伏3，政府亟需將這股能量轉入社區。第三個層面是台灣政治人物對
於“台灣生命共同體”的倡導以及復興本土文化與社區意識的推動。
台灣的社區營造運動以“一鄉一特色”、“由下而上”、“民眾參與”、“發
掘地方文化”理念，可以分為社區環境營造、社區產業營造、社區文化營造、
社區醫療營造、社區教育營造、社區治安營造和社區服務流程營造等方面4
（圖 2）。有學者將社區共識、社區人力資本、社區環境、社區的功能性
整合、社區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和社區內在的社會資本5視為社區營造運動
的六大指標，其中社區共識、人力資本、環境、功能性整合、社會資本體
現了社會力量的培力這一維度，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則可歸於行政變革維
度。
由上述分析可知，台灣的社區營造具有同時形塑政府與民間社會的雙
重內涵，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具有自我運轉能力的基層社會單元。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就普遍意義來說，哪些制度性的力量支撐著
台灣社區的“自轉”？這些制度性設計又是如何為各具特色的社區運轉形態
留出空間的？在真實的場景中，一個社區運轉的普遍狀態是什麼樣的？以
上三個問題，本文將以萬興里為主要案例，輔以桃米社區、忠順社區的實
踐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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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底，台灣政府政府制定“19 點財經改革措施”，是台灣經濟開放的伊始，之後的“十年經濟建設計劃”使
其經濟開放程度增加，1984 年的“十項建設”與 1990 年的“國家建設六年計劃”使其躋身亞洲四小龍，經濟開放
程度大大增強，捲入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也隨之加深。政治開放，日治時期的台湾选举共于 1935 年与 1939 年举行两
次；中華民國時代，1996 年第一次正副總統直選。
3
如福林社區的河岸規劃、三重後竹圍的公園改建、慶城社區的住宅變電所抗爭、停車塔計畫（一九九○）、違法營
業的入侵（一九九○以來）
、商業用地變更計畫（一九九二）等等（參見沈又斌 1993），引自台灣社造聯盟官網《台
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1）
》：http://47go.org.tw/article/2003。
4
談志林，張黎黎，我國台灣地區社區運動與內地社區再造的制度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
3 月，第 37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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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志林，張黎黎，我國台灣地區社區運動與內地社區再造的制度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
3 月，第 37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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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社區營造類型示意圖
二、機制的力量
（一）理順關係：合作型政府的塑造
本文重點探討的是村里層面的社區運轉機制，但上層的制度設計關係到整
個基層運轉機制所處的結構性位置，因此必須首先進行澄清。本文從社區
營造的角度進行上層制度結構分析，一是社區營造本身就是針對社區發展
的制度設計，故對其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各部門對社區運轉的介入的具體
方式；二是對政府自身來說，社區營造反過來塑造了公共行政的方式，政
府在這個過程中的變化關係到社會自我成長的空間，故需要更細緻地釐清。
自 1994 年以來台灣社區營造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圖 3），第一階段
（1995﹣2002 年）初步構建起人、文、地、景、產五大社區發展方向，推
進方式是單一據點的示範性推動；第二階段（2003﹣2008）以 2002 年推動
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書》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劃》為主軸，
以“行政社造化”整合政府對社造投入的資源，增加政府間協同，促使個別
社區執行不同政府部門的計書時能夠有整體性的思考以及成果的積累6，避
免社造領域的部門分割及資源浪費，以及社造成果碎片化。此時的推進方
式是綫的聯結，對於社區自身來說是將原有的各領域的零碎成果統合到一
個相對完整的規劃中，對於政府而言，則是將各部門的資源聯結到一起。
第三阶段（2009 年至今）以磐石行動提出的“地方文化生活圈”與“地方文化
環境發展計書”為雙核心，調動相關組織、團體或個人力量，網絡化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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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壯，社區總體營造的回顧與展望，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三期（民 97 年 9 月）
：18﹣21。

2005 年推出的六星計劃是此前新故鄉社區營造計劃的擴展版，自此，
社區營造總體設計有了相對穩定的形態，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合作協調制度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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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灣社區營造的發展階段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王本壯，社區總體營造的回顧與展望，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三期（民 97 年 9
月）：18﹣21 中的歸類，加之作者政策文本的閱讀，整理而成。

以 2005 年“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劃”為例，其六大面向的指標性計書即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產業發展）、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書（社區醫
療）、全民拼治安行動方案─構建治安社區制導計書（社區治安）、活化鄉
村社區組織計書（人文教育）、營造農村新風貌計書（環境景觀）、綠色
社區清凈家園計書（環保生態），就涉及勞委會、內政部、農委會、環保
署等多個政府部門。表 1 呈現政府各個部門在社造各領域的具體合作，凸
顯了台灣在社會營造中整合政府力量、克服部門行政碎片化，打造的“合作
型政府”的思路。

表 1 六星計劃各部會施政計書整理表
六大
領域

策略

直接有關的計書

1.推動產
業轉型
升級

地方特色暨社區小企業輔導計
畫
商店街區再造計畫
發展地方料理特產計畫
輔導地方產業文化化計畫
社區營造創新實驗計畫
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計畫

2.促進綠
色生產
產業
與綠色
發展
消費
3.發展產
業策略
聯盟

社服
醫療

社區
治安

人文
教育

4.促進在
地就業
機會
1.發展社
區照護
服務
2. 強化
社區兒
童照顧
3. 落實
社區健
康營造
1. 建立
社區安
全維護
體系
2. 落實
社區防
災系統
3. 建立
家暴防
範系統
1. 培養
凝聚社
區意識

相關計書

經濟部

農委會
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
輔導有機農業經營計畫
有機米產銷經營輔導計畫
綠色消費計畫
綠色商業推廣計畫
辦理再生能源利用宣導工作

地方小鎮振興計畫
地方產業永續機制建構計畫

文建會
客委會
農委會
環保署
經濟部
經濟部

發展休閒農業計畫
觀光客倍增計劃﹣套裝旅遊
路線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青年返鄉就業計畫（一）：大專
學生暑期職場初體驗
預防照護-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計畫

主辦機關

農委會
交通部
勞委會

青年返鄉就業計畫（一）：鼓
勵青年在地創業

青輔會

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

內政部

長期照護社區化計畫

衛生署

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

教育部
托育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

內政部

健康生活社區化計畫

衛生署

運動人口倍增計畫

體委會

推動「全民拼治安行動方案─建
構治安社區」指導計畫

內政部
工業區敦親睦鄰計畫

辦理有關防災社區宣導工作
辦理民間救援隊訓練
坡地防災應變

經濟部
內政部
農委會

推動「無建力社區」輔導方案

內政部

社區人力資源開發計畫
社區營造人才培育計畫
社區藝文深耕計畫

內政部
文建會

2. 強化
社區組
織運作
3. 落實
社區終
身學習
4. 促進
社區青
少年發
展

環境
景觀

環境
生態

綜合
類

1. 社區
風貌營
造
2. 社區
設施及
空間活
化
1. 推動
清淨家
園工作
2. 加強
自然生
態保育
3. 推動
社區零
廢棄
4. 強化
社區污
染防治

客家文化環境營造計畫
新故青成果展現計畫
行政機制社造化計畫
活化青村社區組織計畫
創造偏青數位機會推動計畫

客委會
文建會
農委會
建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計畫

教育部

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
推動青少年社區志工參與及服
務學習

推廣青少年社區資訊及服務
網絡
活絡社區青少年組織
推動社區青少年審議民主論
壇

營造農村新風貌計畫
營造漁村新風貌計畫
都市社區風貌營造計畫
生態社區示範計畫
開發利用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
計畫

農委會
內政部
文建會
充實地方文化館計畫

文建會

客家文化設施興(修)建計畫

客委會

綠色社區清淨家園計畫
社區病媒孳生源清除及入侵紅
火蟻消除計畫
社區林業計畫

推動社區垃圾全分類計畫

青輔會

環保署
社區生態教育概念性架構之
研究

農委會

環保署

推動社區清新空氣計畫
河川污染防治志工巡守計畫
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
永續校園推廣計畫

環保署
原住民會
教育部

資料來源：根據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劃書推動方案，行政院院臺文字第 0940084226 號函核定整
理而成。

合作型政府不僅意味著政府各部門之間是協調合作的關係，還意味著
政府與社會之間能夠一種協調共治的關係。在這份施政計書整理表中我們
可以看到，各部會的計書被分成了直接相關計書與有關計書兩大部份，明
確了社區營造各部分推進的主要實施者；且每個部會都負責著自己專精的
事項，並在整個政策的實施流程中互相配合。除了對每部會計書之間關係

的理順，不同部會力量的參與意味著社區的各類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生態休閒園區協會等，可以從對口部門申請到計書實
施經費，從而使公共財政在一種競爭性的狀態下得到更有效的使用；且競
爭也促使社區各類組織增強對社區發展的研究能力與計書的操作能力，從
而形成了一種訓練和培養社區自身力量的有效機制。
（二）錢從哪來？社區運轉的核心的問題
對於社區而言，社區運轉的良好狀態是每個居民都能在社區中獲得生
活品質的提高。這就要求社區中要有一定的公共休憩與娛樂設施，以及整
個社區的安全度、環境整潔度、有序程度等等。不管是社區硬體設施的提
供，還是諸如社區活動、社區巡防等軟體項目的開展，都離不開資金的問
題。那麼台灣社區的經費是從哪裡來的呢？以萬興里為例，本文根據前裡
長謝啟峰先生的介紹和相關制度文本的查閱，整理除了表 2。
表 2 萬興里社區經費來源說明表
項目
村(里)長事
務補助費
里鄰建設服
務經費
推行睦鄰互
助聯誼活動
補助費
召開里民大
會、基層建
設座談會補
助費

垃圾焚化廠
回饋金

7

詳細說明
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
助條例」第 7 條規定，里長由區公所編列里長事務
補助費，每里每月新臺幣 4 萬 5,000 元，補助里長文
具費、郵電費、水電費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
里每年里鄰建設服務經費 30 萬元，由里辦公處依里
民之建議及里內之需要自行運用，以適時解決里內
建設及服務事項7。
每里每年補助 6 萬元整。各項執行細節請參閱「臺
北市各區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主管部門

臺北市
民政局

每里每次召開補助 5,000 元整，每年度以補助 2 次為
限。
臺北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三條：焚化
廠每處理一公噸垃圾應提列回饋地方經費新臺幣二
百元。每會計年度回饋地方經費額度以當會計年度
各焚化廠實際垃圾處理量為準。各會計年度相關地
區未使用已繳庫之回饋地方經費，得依相關地區需
求於其他會計年度編列。

臺北市
環保局

根據台北市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實施要點規定的項目包括：（一）防火巷之整頓清理，（二）其他里內公共區域認養
之必要支出，
（三）守望相助工作，
（四）鄰里公園之清潔維護，（五）活動中心、里民活動場所各項設施之購置及
維修，
（六）里內巷弄簡易照明設施，（七）巷道或水溝之維修，（八）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設備之設置、升級、維
修零件耗材及電腦網路月租費等，（九）里辦公處辦公機具之購置或租用，（十）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租用及維修，
十一）里內防疫、保健、防災、救災器材之購置（或租用）及其他小型零星工程或公共設施，（十二）辦理節慶、
公益、環保等相關活動，（十三）志工相關費用。

資料來源：根據臺北市民政局網站「里長權利義務篇」
http://ca.gov.taipei/ct.asp?xItem=95977301&ctNode=76675&mp=102001，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臺北
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ArticleContent.aspx?LawID=P12E100220120608&RealID=12-05-1002 整理而成。

其中，村(里)長事務補助費、里鄰建設服務經費、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
動補助費、召開里民大會、基層建設座談會補助費等四項是全台里長適用
的，只是在具體經費數額上則可能會視當地政府的財政水平有所調整。比
如在台北市 30 萬元的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在中南部的一些地區可能只有 20
萬元。垃圾焚化廠回饋金並不是所有里都可以享有的，而僅是在垃圾焚化
廠所影響的區域內實施補償性資金回饋。
對於萬興里來說，焚化廠的回饋經費成了其開展社區活動，進行社區
公共設施整修維護的主要經費來源（表 3）。從表中可知，回饋經費可以
達到 17 萬至 74 萬元不等。若申領回饋經費，則里長需要向焚化廠回饋金
管理委員會提交資金使用的計書說明。也整因為是環保部門設立的經費項
目的緣故，里辦公處通常會在資金使用項目中加入與環保教育相關的項目，
以便更好的獲得資金的資助。這樣的制度設計既符合了社區居民對生活品
質提高之要求，又確保里長能有一定的自主權規劃社區服務項目，同時將
環保教育融入社區生活，培養社區居民愛護環境的行為自律意識。
表 3 民國 99﹣101 年度萬興里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使用計書統計表
時間

99

100

101

經常門科目
太極拳研習班
有氧舞蹈研習班

預算數
32，000
32，000

電腦研習班

20，000

觀光美語研習班
環保敦親睦鄰觀摩
活動
環保母親節活動

35，000

親子環保參觀活動
環保志工設備及服
裝
親自環保參觀
敦親睦鄰活動
環保母親節活動

資本門科目
輔助學校教學設備
辦理監視系統修建工程
購置萬興居民活動中心設
備
設置 LED 燈具

預算數
100，000
150，000
127，579
100，000

100，000
43，351
99 年總計：739，930
40，000
巡守隊專用對講機

40，000

28，003

62，006

環境美化工程

100 年總計：170，009
60，000
輔助學校教學設備
50，000
LED 感應燈具整修工程
40，540
環境美化工程
監視系統修正工程
電子看板
101 年總計：442，985

60，000
35，000
57，445
50，000
90，000

資料來源：根據萬興里前里長謝啟峰提供紙質版統計清單整理。

（三）民選與官僚：規則與邊界
現在台灣的里長，凡是當得比較久的，能安全“下馬”的人很少，我當
了里長三十三年，能安全下來，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大部分人腦子不清
楚，因為錢出了問題。這是因為他們會有種傲慢的態度，認為自己是人民
選出來的，錢怎麼花自己有權決定，然後就不按照制度辦事情了，把區公
所丟到一邊。其實說實在的，區公所是保護我們的，官僚體制有自己一套
健全的運行制度在，你按照制度規則來走，就不會出什麼差錯。我們這一
代的里長，文化水平又不太高，對於這種制度之類的東西，哪有他們公部
門研究的透徹。凡事跟區公所有商有量，他們就會指出倪經費呀各方面可
能存在的程序性問題，你就能避免。現在大部分里長自以為是，跟區公所
對抗的狀態，是很可憐的，他們沒有搞清楚自己的位置，這對台灣的民主
來說是件很可惜的事情。（摘自 20150727 謝啟峰訪談）
對於台灣社區來說，很重要的一個命題就是如何處理民選的里長與區
公所之間的關係問題。里長雖是民選的，但是需要接受區公所的指導與管
理。從某種程度上說，里長與區公所是一種相互合作的關係。這種關係主
要體現在，如果里長需要聯繫各政府部門對里的工作予以支持，這種公函
的發送是以區公所的名義來操作的，由區公所派駐的里助理具體擬文發送。
對於民選的里長而言，為社區服務的具體事宜並不是自己主觀來決定
的。90 年代初推出社區總體營造計劃伊始，在政大地政系師生的幫助下對
萬興里的整體營造進行了規劃。而謝啟峰在任期間所開展的活動就是根據
那是為期兩年的萬興里居民服務需求調查的分析結果確定的。
當時我們大概篩選出了 30 項居民的需求，因為經費有限，我們就開里
大會篩選出其中的 10 項。這 10 項也不能同時提供，再說你提供的這個服
務，比如說某個技能培訓是需要讓別人有收穫的，這需要一個課時的保證。
所以在我當里長 30 多年期間，是按照這 10 項服務一個一個來走的，居民
也表示贊同。要知道，人的需求在一定時間內是固定不變的。而且那次的
入戶調查是很科學的。（摘自 20150729 謝啟峰訪談）
到底里長在日常的社區運轉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在我們的認知中
里長所處理的就是諸如鄰居吵架、屋簷漏水、夫妻不和等人際關係問題，
但鮮有了解作為民選的里長是如何代表里的公共利益進行發聲的。表 4 整
理了從民國 93 年到 102 年，謝啟峰先生提供的在任期間的部分提案內容。
表 4 萬興里前裡長在任期間提案表
時間

類別

內容

陳達人

市長區政說明會：萬興國小學生活動中心新
建及公有路外停車場共構計劃
葉副市長之旅：萬興里興革事項報告資料
1.依法合理劃分國立政治大學附屬國中部之
學區申請及入學資格
2.儘早興建萬興國小「教室及活動中心新建
工程」共構地下停車場
3.今早拓建新光路二段捷運機房至二段 74 巷
口未拓寬完成之路段
4.儘早於道南橋與萬壽橋之間防汛側溝加蓋
以為居民安全

93.﹣﹣

發言單

94.3.2

報告

95.7.27

陳情書

萬壽橋下違建平台拆除

95.8.29

陳情書

社區與政治大學共同行動
二格山 次分區 區里發展研討會 萬興里興革
事項補充報告
1.建請規劃萬壽橋上游親水遊憩場所
2.提升社區子弟就學國中教學環境品質
3.請區公所輔導里辦公處提高里政工作素質
4.儘早拓建新光路二段通往深坑交流道未完
成 150 公尺道路案
5.有效解決監視系統器材存廢問題
道南橋至萬福橋景美溪兩岸設置遊樂設施、
觀景平台、堤防設施及自行車道案

97.3.9

報告

97.11.11

陳情書

97.11.14

陳情書

貓纜坍塌處置措施建議案

98.04.09

發言單

98.08.22

陳情書

101.07.09

發言單

文山區第 6 期里行政區域調整說明會發言單
新光路 2 段拓寬工程於 74 巷口橋樑引道彎
度過大造成視覺死角安全案
台北市郝市長龍斌文山區「區里發展座談
會」臨時發言單﹣有關「政大里列為政大附
中國中學區之優先學區」一案

101.07.10

陳情書

文山區博嘉里富德公墓增設納骨塔之抗議

101.7.10

發言單

台北市議會「為警察局文山區第一分局及指
南派出所用地遷移案」協調會發言單

102.08.19

陳情書

里區域內道路施工平整案

資料來源：根據萬興里前裡長謝啟峰提供提案文本資料整理。

台北市
葉 副市長

周柏雅
議員
國立政治
大學

林奕華
議員
市長、議
會正副議
長、所有
議員
李慶元
議員
郝市長
市長、正
副議長、
民政局局
長、全市
議員、文
山區區長

李慶元
議員

由表 4 我們可以發現，對里長來說，提案的方式主要會議發言單、報
告、陳情書三種。其中，陳情書是最常使用的提案載體。且提案多涉及需
由公部門使用公共財政才能解決的道路問題、交通問題以及社區休憩娛樂
設施建設問題。通過與表 3 的對比我們可以發現，社區的軟體建設問題更
多的是使用回饋經費由里長主持解決的，而硬體建設問題則由里長提請議
員，再由議員督促相關政府部門進行解決。就第二個層面來說，里長扮演
的是預先發現社區安全與秩序隱患，爭取公共經費來營造社區良好生活環
境的建言者角色。
現在媒體上包括很多學者都說里長是選舉的莊腳，我覺得這樣說很可
憐的。平心而論，里長應該是中立的，不是什麼政治的莊腳，就是為社區
服務的。一旦捲入了，不中立，就會有很多的利益瓜葛在。（20150729 謝
啟峰訪談）
后來我也有在想，為什麼這次選舉被里民沒有選我。可能是因為我對
於經費這塊太龜毛了，都是在制度設計的框架內做事情，當然不會有有什
麼突破的事情。其實每筆經費的使用，條文都是規定得很清楚的。除此之
外的和錢有關的事情，比如說合作組織什麼活動也好，我是不沾的。但在
規則之下做事情，是所有社區的常態，也是有序運轉的重要原因，不然有
些社區搞得烏煙瘴氣的。（20150804 謝啟峰訪談）
通過表 3 的支出事項分析我們也發現，諸如各種研習班、參觀活動、
整修工程全都與“台北市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實施要點規定的項目”規定的十
三項內容相契合，雖然回饋經費使用計書並不要求參照里鄰建設服務經費
的要求進行操作。但可以看出的是，一旦有某一相似領域做出了經費使用
的制度要求，里長就會對其進行某種程度的模仿。這使得在無形中，社區
的建設與發展總是遵循某種所規定的方向的，從而帶來有序的運轉狀態。
三、討論與反思
本文從頂層制度設計、經費來源、民選與官僚關係三個層面討論了社
區運轉的基本機制。其中，村里以上行政層級的部門關係的理順，為各種
社會資源的注入以及社會組織的行動提供了行動的邊界，這種邊界體現為
對口競爭帶來的社會組織專業化、解決社區問題的明晰化，專業與清晰的
問題導向反過來又強化了這種邊界。當各種力量被組織進一個完整的實施
方案中，這種邊界便會發揮有序、高效的作用的。正如桃米社區新故鄉基
金會理事長廖老師所說的，“雖然在桃米村有各種相互平行的社會組織，但
是大家不會打架，因為對口爭取經費的單位不一樣。對外，我們和其他同
類型的基金會是競爭關係，但是對內我們就有了一個很明確的分工，這樣
社區就能獲得相對全面和平衡的發展”。其次，對官僚機構代表的制度和秩

序的尊重是社區永續運轉的重要保證，這是在萬興里調研過程中給我的最
大觸動。當民主衝擊了秩序和邊界，社會的失範就很難避免了。
最後，反觀本文所要回應的問題：社區運轉的基本制度性力量是什麼？
社區以上行政部門合作型整合、經費的使用機制、民選里長和官僚機構邊
界的清晰這三個制度性要素，只不過是筆者從萬興里的治理實踐中總結出
來的，前提假設是萬興里代表了台灣普遍的社區形態，或者是其具備了台
灣社區最普遍意義上的大多數元素，因為其太平凡了。但是同樣需要注意
的是，就更大的比較區域來說，萬興里畢竟是城市社區，它可能代表著城
市社區的普遍樣態，但是不一定能涵蓋中南部農村社區運轉的基本的制度
性要素。但就城市社區而言，其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像忠順里是單
一的居民聚居區域，它還包括了所有學制的學校整個完整的體系，還包括
動物園這類的大型公共活動場所，更具複雜性。以上是本篇文章的最大不
足，也是今後可以繼續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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