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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 
偏鄉振興政策的侷限性： 

日本瀨戶內海群島個案分析* 

李翠萍** 

摘 要 

本研究基於制度論的觀點，透過深度訪談、田野觀察與歷史文件

資料分析，檢視被重工業污染的瀨戶內海小島，如何在企業財團倡導

的公益資本主義之下，透過舉辦國際藝術祭而活化。研究結果顯示，

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制度特質──政府與財團之間的結合關係，以及承

襲半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權觀念，影響了政府、財團與常民的思維模

式與行為，再加上偏鄉的特質，使得強調以企業資本解決社會問題的

公益資本主義，在應用於偏鄉振興時，自然而然出現了由上而下、由

外而內的振興途徑。財團在政府部門的支持下，主導了振興獲利模式

與在地文化詮釋，使島上呈現了明顯的階層差距。同時，偏鄉住民承

擔著觀光帶來的外部成本，卻沒有獲得足以支撐島民經濟的實質獲

益，因此無法抑制人口流失。本研究於結論嘗試提出三大原則，以減

少公益資本主義在應用上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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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偏鄉振興是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重要課題，自 1989 年起，經濟

部開始推動一鄉一特色計畫，試圖透過特色產業活絡地方經濟，而近年來

各地設置的觀光設施，例如天空步道、水晶教堂等，更是試圖振興的軌跡。

偏鄉振興的途徑多元，例如重建在地產業、土地再利用或是發展觀光等，

有些振興模式是由在地居民或草根性團體發起，有些則是藉由外來產業進

駐而活化。瀨戶內海被重工業污染的小島群透過現代藝術活化的案例，是

亞洲地區著名的偏鄉振興個案，也是我國政府試圖學習仿效的範例，被譽

為「地方創生的成功實例」（交通部，2018：33）與「可作為我國農村地區

社區營造的學習模式參考」（文化部，2016：9）。 

瀨戶內海小島群的振興模式，是日本倍樂生財團（ベネッセコーポレ
ーション，前身為福武財團）基於公益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而形成，相較

於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公益資本主義主張更

積極的利用企業資本來解決社會問題。然而，鑲嵌於日本式資本主義之中，

再加上偏鄉獨有的特質，使公益資本主義的操作過程與結果無法符合公益

的初衷，財團即使立意良善，但源於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再加上小

島環境污染的歷史背景，以及人口外流、老化與經濟衰退的現狀，使島上

出現了明顯的階層差距。現代藝術之島的美名，到底為島民帶來什麼利益？

為什麼外界公認的偏鄉振興範例，卻呈現一種社會階層的疏離？為什麼操

作了 30 年的藝術文化振興策略，仍無法抑制小島人口流失？如果藝術祭是

活絡地方經濟的良藥，為什麼無法吸引人口移入？本研究將基於制度論的

觀點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本研究之所以採制度論的觀點，檢視日本式資本主義特質如何限制公

益資本主義理念的實踐，主要是因為觀察到偏鄉振興的主事者（財團與地方

政府），基於公益理念執行振興策略，卻讓島上出現不符初衷的現象，而非

關道德判斷的制度論，可引領研究者從深植於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

為島上的振興現狀提出解釋。而用於歸納分析的資料，則是採自本研究的

田野觀察筆記、在地深度訪談逐字稿、在地蒐集的文件資料與先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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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說明本研究所採取之制度論的觀點，並探討日本式資本主義的

制度架構與特質，以及公益式資本主義的內涵，再說明研究方法與訪談對

象。研究結果分為三個部分敘明，分別是本研究個案直島、豊島與犬島的

簡介、人口流動趨勢，以及從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特質梳理小島振興途徑的

產生、實作、與振興結果中不符公益理念之處，並於結論中反思我國仿效

此振興途徑的可能性與偏鄉振興原則。 

貳、理論基礎 

社會制度論者認為，制度不僅僅是正式的規則或標準作業程序，還包

括其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點與共同規範，影響著個人的感覺與偏好，進

而使其採取適當的、符合共同價值的行為（Scharpf, 2000）。制度的形成與

文化是息息相關的，制度的形式與過程，是透過儀式、習慣、迷思等具有

文化底蘊的實務操作，而逐漸成型的（Meyer & Rowan, 1977），由於個人

浸濡在制度中，也是傳承制度的載體，因而制度會透過習以為常的認知腳

本、規則、模型，影響個人的偏好與認同感，進而影響個人行為（Hall & 

Taylor, 1996: 948；Scott, 1994: 56-63）。意即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把

其在制度中的角色內化為一種行為規範，因此自然而然做出符合制度規範

的行為。所謂自然而然的行為，意味著人們在服從規範或採取行動時，並

非來自計算、特意的決定、或認為這些行動是合理或應該的，而是對於其

他選擇沒有任何感知的狀況下，理所當然的態度或行動。這是一種在行動

者（ actor）與行動（ action）二者之間交相融合而成的行動者位格

（actorhood），個人、組織甚至國家，在其所扮演的角色中幾乎不經思索地

採取某種態度與行動，很難說是角色影響了行動，抑或行動影響了角色

（Meyer, 2008）。在社會制度論的觀點之下，制度在指引個人的態度與行為

時，也引導個人對自己能做什麼的想像（Hall & Taylor, 1996: 949），也就

是框住個人的思想界限。 

社會制度論解釋了具有文化底蘊的制度系絡如何影響個人、組織、國

家的態度與行為。更進一步的，由於行動者在制度的影響之下，對於制度

的反應都不自覺的呈現標準化的方式，因此，政策或制度就不斷地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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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即使各地的特質差異甚大，卻處處存在著類似的制度（Meyer, 2008）。

然而，制度雖然被複製，但卻會因為各種在地的特質而無法被徹底執行，

而與實務脫離，例如，Hafner-Burton & Tsutsui (2005) 以跨國量化數據研究

人權在全世界的制度化過程，發現各國政府紛紛簽署人權協約，甚至在國

內通過了相關法令，但其國內相關的實務運作卻不見得跟進，甚有反其道

而行的情形。Brunsson & Olsen (1993: Chapter 3) 的研究也發現，許多組織

皆宣稱改革能幫助組織適應多變的大環境，所以改革成了普世價值，有趣

的是，我們會看到很多組織提出改革方案，但能徹底執行者卻相當有限。 

制度雖然可以透過改革來改變，但能夠被快速改變的只是法定的規

則，至於融合於社會文化中的行事習慣、觀點與不成文規範，並不容易快

速改變，Roland (2004) 把制度分為快速變遷（fast-moving）與慢速變遷

（slow-moving）兩種。快速變遷的制度指涉可以透過立法改變的法規，這

並非暗指制度會常常改變，而是指正式的制度往往能夠經由政治程序而在

短期內就能建立。至於被歸類為慢速變遷的制度，則是指涉文化，即社會

中長期以來形成的共同價值、信念與社會規範，改變它需要很長的時間。

快速與慢速變遷兩種制度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釋何以制度的移植不容易成

功，因為不同的地方特質是源於慢速變遷的地方文化，所以快速複製一個

與在地價值格格不入的制度時，將導致制度表象的複製而已。 

本研究採社會制度論的觀點，從兩個面向檢視制度，一為正式的規則，

二為共同的觀點或持守的規範。為配合研究主題，正式的規則聚焦於日本

式資本主義中，政府與財團之間的穩定網絡關係。而共同的觀點與規範，

則聚焦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下，政府、財團、常民在社會階層與土地利

用上的認知。基於對制度的理解，導引出政府與財團之間在偏鄉振興上的

合作模式，以及偏鄉住民的行為模式，進而檢視偏鄉振興的樣態。本研究

藉由這個分析脈絡，呈現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偏鄉振興政策的侷限。 

參、日本式資本主義之制度架構與影響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美式資本主義有明顯之差異，因而針對日本能

否被稱為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問題，引發了不同的看法。Johnson (199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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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日本所發展的是「不同種類的資本主義」，既非亞當史密斯或馬克思所

稱的那種，也不是美式的資本主義。Lipset (1996: 215) 則認為，有一種極

端的說法，是把日本經濟描述為一種市場的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

或共產式的資本主義（Communistic Capitalism）。1 日本經濟學者竹內靖雄

指出了前述各種不同看法的根源，他認為日本是表面上的資本主義國家，

但若從日本人的心理狀態來看，其實是個社會主義國家（Takeuchi, 1998）。

這種說法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理解，首先是以「村」為文化基礎結構的集村

社會，這個源於德川幕府時期之繳納糧稅的基本單位，被賦予一種集體責

任，不論是農耕活動或灌溉溝渠的建設，都需要村民的共同合作。這使得

集村意識根深蒂固於日本文化中，即使今日，此種集村概念存在於各種形

式的社會單位中，個人或多或少都會隸屬於某個團體，例如公司、地方社

團、住所的社區等等，他們對於所屬團體自然產生責任感而共同合作，透

過共識的凝聚來解決問題。此種文化不僅未見於西方國家，連亞洲其他國

家如中國或印度，皆相當少見（Fukutake, 1989: 33-40）。 

其次，日本政府認為，純粹追求市場經濟是有問題的，因為全然的自由

會導致市場失靈，促使追求狹窄私利，缺乏對國家目標與公共利益的重視，

即使是要發展經濟，也不能忽略公共利益（Okimoto, 1989: 10-12）。明治維

新開啟了日本工業化的道路，然當時日本政府的角色卻與西方工業國家的

政府不同。日本政治菁英扮演著「計劃者」的角色，一方面認為應汲取西方

國家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經驗，另一方面則刻意融合傳統與現代，保留所謂

的忠誠與武士精神，使其與現代技術所帶來的物質效率並存。在意識型態

上傳承了後封建時期的皇權與階級觀念，使政府的角色具有正當性，所以

日本只有在科技物質的層次上有新、舊日本之分，但在精神上則沒有如此

明顯的分野（Nakane, 1973: 119-120；Suzuki, 1984: 100；Veblen, 1998: 251）。

在代代傳承的文化中，個人不是個人，而是屬於某一個特定群體，在所屬的

群體中，有著義務、責任與服從關係（Doi, 2001: 40-44），下層對上層有義

                                                                                                     

1 此為一種極端說法，意指日本現代經濟發展路徑仍承襲明治維新時期的計劃經濟精

神，為了利用資本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而構築出一套獨特且層級節制的經濟與社會

系統，以降低常出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確定性（Lipset, 1996: 215）。本文後續

提到的集村意識與系列，就是鑲嵌於這個獨特的經濟與社會系統中。 



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偏鄉振興政策的侷限性： 李翠萍 
日本瀨戶內海群島個案分析 

110 

務與忠誠，而上層對下層則是父權般的保護與支持。由於階層的觀念深植

人心，所以日本人傾向於接受現狀的不平等（Traindis, 1990: 103）。 

雖然日本具有根深蒂固的階層觀念，但相較於西方工業國家而言，卻

是較為體現平等的國家。從 OECD 國家的吉尼係數變化趨勢來看，日本的

吉尼係數相較於英、美較低（OECD Stat, 2019），就稅制而言，日本針對高

所得者採高稅率，而且遺產稅率也高，所以日本資本家跨代累積財富的速

度比西方工業國家的資本家較慢。同時，日本大企業家較少炫富行為，反

而會因與員工過著相同的簡樸生活而受到稱讚，這也是為什麼日本會被戲

稱為最成功的共產國家（Koike, 2015）。前述的理解對於本研究而言是重要

的，一方面避免誤解日本的資本制度發展與西方工業化國家如出一轍，另

一方面能夠不偏廢傳統文化在日本資本制度影響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發展背景與特質 

(一) 發展背景 

日本資本主義是從 19 世紀後期工業革命開始形成，從棉紡紗、鐵路、

礦山等產業的勃興，到造船、鋼鐵產業技術發展，期間經甲午戰爭與日俄

戰爭的軍需擴張，使得軍用產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不論是

財閥系大銀行、具高利貸性質的中小銀行、或是提供二者強力支援並與政

府財政密切關聯的日本銀行，皆承接國債，融資產業，持有產業的有價證

劵，形成金融與產業環環相扣的體系。其中資本累積最快，促進大資本對

金屬礦業的獨佔化，卻同時造成大量公害的，即是礦業（石井寬治著，黃

紹恆譯，2008：216-246、272-275），而本研究個案瀨戶內海上的直島，就

曾是典型的礦業污染區。 

日本資本主義型態異於西方，特別是在資本集結與勞動條件上。首先，

國家資本佔壓倒性優勢地位，財閥資本則處於補足的位置，政府與財閥之

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其次，在勞動力的供給上，半封建地主制使佃農無力

負擔高地租，佃農家庭不得不釋放勞動力至其他產業（例如衣料生產部門）

尋求勞動收入，因此也造就出大量低工資、勞動條件惡劣的產業現象（鹽

澤君夫、近藤哲生著，黃紹恆譯，2001：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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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之後，日本經濟制度在美國監督之下重整，但是，由政府、金融

業與企業之間所產生的連結，並沒有因改革而潰散，相反的，在種種國內

外政治考量之下，仍保留了形式上的天皇制度，且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

影響力並未削減，財閥系企業依舊集結，後來甚至發展成為所謂的「系列」

（keiretsu），即透過股份的相互持有而形成獨特的資本經營模式。主導國

家成長的大企業制約了國家政策，而且，在永業制之下，勞動力無限制的

付出，產生過勞現象。此外，二戰後雖然表面上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被農地

改革解體，但改革只限於農地，其他如山林、市街地之地主都不在改革範

圍內。更重要的是，當時麥克阿瑟憲法草案中原希望明文規定，土地與一

切天然資源的最終權力在於全體國民的代表（即國家）手中，但此種「土

地使用應服膺於公共利益」的精神最後並沒有入法，以致於日本在「擁有

土地」與「使用土地」之間，仍承襲戰前的半封建制度的思想，較少參雜

公共利益的考慮，地主在土地使用上具有崇高的權力（石井寬治著，黃紹

恆譯，2008：385-395；Grad, 1948: 131-133）。 

(二) 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特質 

二戰後的日本之所以能享受高速的經濟發展，除了因為戰敗國必須捨

棄軍事發展以外，政府、大企業、與政治家之間的鐵三角關係更是關鍵

（Imada, 2010: 31），在這個基礎之上，日本發展出「以公司為中心」的社

會與經濟文化，簡稱公司主義（Companyism），直接主導了日本社會的價

值觀，形成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是辨別日本式資本主義的關鍵要素（Hall & 

Gingerich, 2009；Hall & Soskice, 2001；Yamada, 2000: 20-22）。此外，源自

明治維新時期對土地所有權的確立與保護，促使了戰後土地資本市場的形

成與經濟起飛，亦成為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礎（Sorensen, 2010）。 

公司主義由兩個要素組成，分別是就業安全與管理安全。就業安全指

的是公司給予工作永續的保障，而勞工則以永無止境的工作態度來報答，

這可以從日本社會中的集團主義來解釋。與美式勞資關係不同的是，美國

勞工比較在意勞動薪資與福利，日本勞工則比較在意工作的有無（Yamada, 

2000: 20-22）。日本有許多保障就業的制度，甚至在景氣蕭條時，也不裁員，

而是以減產或調整員工工作項目來因應。日本 1975 年制訂的《就業保險法》



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偏鄉振興政策的侷限性： 李翠萍 
日本瀨戶內海群島個案分析 

112 

便規定，政府在景氣蕭條時必須提供公司財務補助以助其進行上述的調整

（Uni, 2000: 65）。管理安全指的是企業與銀行之間的資本融通關係，以銀

行為中心的企業體，形成了非常複雜的企業相互持股的網絡結構（Yamada, 

2000: 26）。銀行提供資金與商業資訊給企業，企業則讓銀行賺取鉅額的利

息。此外，企業集團之間的交叉持股可避免惡意併吞，維持公司的穩定，使

企業在經營管理上有安全感，整個系統又鑲嵌於政府的產業政策中，穩定

又有效率（Streeck & Yamamura, 2003；Witt, 2006: 12；Yamada, 2000: 27）。 

除了公司主義以外，日本社會對於土地所有權的保護程度，也與西方

相異。雖然土地私有化與資本化是資本主義世界共同的特質，然而相較於

西方國家，日本對於土地所有權的保護較多，對土地使用應服膺於公共利

益的概念較少，即使經過二戰後的農地改革，但源自於明治維新時期對土

地所有權的保護網並沒有減少（Sorensen, 2010: 288）。在麥克阿瑟將軍的

監督與建議之下，日本政府甘願放棄國家武裝軍備，甚至日皇的實質政治

權力，但在眾多地主浩大聲勢的壓力下，土地所有權的極高保障仍舊存在，

土地服膺於公共利益的概念始終無法建立。在沿用至今的憲法中，明敘土

地所有權的不可侵犯性，雖然其中亦提到土地可為了公共利益而在適當的

補償之下被徵用，但根據語言學家的分析，該法條以日式古文寫成，在語

意上並無硬性規範之意（Inoue, 1991: 90）。源自明治維新時期的土地觀念

深植於日本社會 100 多年，雖然近代日本試著在法律中強調公共利益的優

位性，土地的社會意義與價值開始受到重視，例如 1989 年《土地基本法》

強調土地公共性，與 2005 年的《景觀法》確立城鄉風貌作為全民共同財產

的基本建設理念，但此番變革畢竟是近 30 年的事而已。 

二、公益資本主義的興起與訴求 

異於西方資本制度的日本式資本主義，造就了日本戰後的資本形成與

經濟發展，在企業社會責任風潮的帶動下，資本家逐漸地必須思考反饋社

會一事，而所謂的反饋，不只是與社會分享利益，近年來更進一步強調應

積極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所謂「公益資本主義」因而興起。公益資本主義

於 2000 年中期出現於日本，主要倡議者原丈人（George Hara）為美國加州

矽谷發跡的日裔跨國企業家，曾任聯合國跨政府組織的特命全權大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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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日本安倍內閣網羅諮詢國家財政、經濟與稅務政策，目前擔任日本公

益資本主義推進協議會的最高顧問（公益資本主義推進協議会，2017a），而

其所創立的「聯盟討論會財團」（アライアンス・フォーラム財団）旨在幫

助日本企業擴展至開發中國家，利用日本的創新技術解決開發中國家社會

問題，使日本成為開發中國家無可取代的夥伴（Alliance Forum Foundation, 

2019）。 

什麼是公益資本主義？簡單地說，就是一種鼓勵私人企業自願以對社

會有利之方式尋求利潤的經濟制度（Brunner, 2012: 24），使企業管理者基

於道德做決策，培養出有利於所有利害關係者的策略習慣與價值（Brunner, 

2012: 26）。原丈人批評傳統以追求股東利益為主的資本主義，認為這是造

成許多社會問題與外部性的主因，他提倡的公益資本主義是以利害關係者

為中心的制度，包括公司的員工、顧客、股東、以及地方社群，都應分享

企業利益（Hara, 2009）。公益資本主義的追隨者想要恢復深植於日本傳統

商業行為中的三方受益（三方良し）價值（Brunner, 2012: 26），根據日本

大辭典《デジタル大辞泉》的解釋，是指江戶時代近江商人所創造的一種

讓買方、賣方與社會三方都滿意的商業模式（デジタル大辞泉，2019）。簡

言之，公益資本主義倡議者主張資本主義應具有提升公共利益的功能，幫

助解決社會問題。 

在公益資本主義的實作上，倡議者對外提供技術解決開發中國家之社

會問題，對內則透過與政府部門和其他非營利組織的合作，進行地域振興

與孩童教育支援（公益資本主義推進協議会，2017b）。例如，原丈人以私

人企業（日本 KDDI 與美國 Defta Partner）與非營利組織（BRAC）合資（joint 

venture）的模式在孟加拉成立寬頻網路公司 bracNET（bracNET, 2017；Hara, 

2009），旨在推廣無線網路至廣大的偏鄉地區，由於公司利潤會有 40% 流

入 BRAC 以支持社會公益計畫，此種合夥模式備受世界銀行的推崇（Hara, 

2009: 24-25）。至於在日本國內，瀨戶內海群島的地域振興就是一例。開發

者倍樂生財團2 理事長福武總一郎強調，財團是基於公益資本主義的精神

以藝術活化瀨戶內海因工業污染而沒落的小島（天下編輯部，2017；謝錦

                                                                                                     

2 原名福武財團，1995 年改名為倍樂生（Ben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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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賴至巧，2017；鈴木款，2018）。該財團旗下有 30 幾家公司，其中的

「直島文化村公司」（株式会社直島文化村）主掌直島、豊島、犬島等地的

美術館、飯店與公共藝術品的經營管理（Benesse Art Site Naoshima, 2019）。

而該財團所成立的「公益財團法人－福武財團」，亦主導直島、豊島、犬島

為主的美術館事業，以及瀨戶內海藝術祭的各項活動（株式會社ベネッセ
ホールディングス，2019）。從該公益財團法人 2018 年的事業計劃與收支

預算書中，瀨戶內海地域振興是該財團的重點工作項目，援助目的是振興

地域文化與增加當地人口（公益財団法人福武財団，2018）。 

三、日本式資本主義對企業公益行為的影響 

由於公益資本主義出現至今只有 10 幾年，實務操作尚未被系統性地檢

視，因此為了解日本企業公益行為的動機，本研究從最貼近公益資本主義

概念並行之有年的企業社會責任，來檢視日本企業擔負社會責任的動機與

表現。企業社會責任就是追求利潤的企業開始承擔對社會的責任，於進行

商業行為時考慮到對利害關係者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在定義上並不等同

於公益資本主義，因為後者更強調社會問題的解決與利他主義（宮崎哲也，

2009: 178），也需要企業挹注更多的經費（Hara, 2009），但二者都倡議私人

企業的營運策略須有道德意涵，並顧慮利害關係者。因此，檢視企業社會

責任的執行樣態，就能窺得公益資本主義在現實操作上的可行性，畢竟後

者需要公司股東讓出更多利潤。 

一個比較 OECD 各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顯示，日本企業社會責任的

積極表現普遍偏低，但不法或具爭議性的行為則比他國少（Jackson & Julia, 

2017）。相較於美國企業，日本企業的資深經理較不重視股東利益（Witt & 

Stahl, 2016），反而比較在意勞工福利以及公司長期的穩定正當性（Witt & 

Redding, 2012）。而日本巨大綿密的社經網絡使其商業制度變革非常緩慢與

困難（Witt, 2006），此現象也反應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上。一個針對全

球 199 個高階經理人的調查研究顯示，日本企業在環境關懷、社區關係、

以及職業安全方面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比較好，但若會影響企業組織內部

權力動態改變，則較難實現，例如注重股東需求、降低執行長的權力、移

除女性的玻璃天花板等等（M2PressWIRE, 2005）。而在同一研究中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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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追求利潤與實現社會責任之間有所掙扎，許多日本受訪者表示，日

本之所以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落後於歐美國家，主因在於企業社會責任

的良好表現並不會為公司帶來利益（M2PressWIRE, 2005）。 

當然，有論者認為，日本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不能用西方的指標來檢

視，因為日本獨有的集體主義或社群主義，已經相當照顧利害關係者的需

求，包括員工、員工家庭、顧客、股東等都是。換言之，西方國家倡議的

企業社會責任，有許多元素早已體現在日本的勞資關係與企業顧客關係中

（Krukowska, 2014；Suzuki et al., 2010: 380）。然而，公益資本主義對於企

業的要求更多，道德標準也更高，不僅強調利他主義，還要幫助解決社會

問題。私人企業本來就不是慈善機構，要一間營利導向的企業解決社會問

題並與社區分享利潤，那麼就要看承擔投資風險的股東與為企業賣命的員

工，願意讓利多少。 

四、小結 

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偏鄉振興理應非常具有說服力，偏鄉若能有企業

願意挹注資源，必有助於地域活化，這也是近年來此種操作方式在日本盛

行之因。然而，日本式資本主義制度上的獨特性，再加上偏鄉異於一般地

區的特質，使得利他的公益資本主義反而將明顯的階層差距帶入偏鄉，並

產生外部成本。本文將從日本式資本主義制度特質，以及在此制度中政府、

財團、常民在社會階層與土地利用上的認知與作為，檢視公益資本主義在

實務操作上的侷限性。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日本內閣府地方創生事務局所公開的 88 個地方創生事例中，

篩選出瀨戶內海小島作為研究對象，選擇理由主要有三。首先，相較於其

他案例的規模、產業類型、與地域涵蓋而言，瀨戶內海離島振興是所有案

例中唯一橫跨多個縣（沿瀨戶內海共有 7 個縣）的廣域合作案例，而且其

振興項目較為完整，從觀光、文化、服務、商品通路等，非常全面（內閣

府地方創生事務局，2017：45）。此案例不只是振興特定地方產業，或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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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區，而是整個區域的全面振興，因此，本研究能同時觀察離島個別的

振興現狀，也能觀察群島整體的振興樣貌，可說同時具有巨觀與微觀的視

野。其次，瀨戶內海諸島的國際藝術祭已行之有年，深具國際知名度，也

是公認的偏鄉振興成功案例，我國交通部、文化部皆曾因此派員考察並激

賞其振興成效（文化部，2016：9；交通部，2018：33）。第三，深究瀨戶

內海諸島的歷史，發現其中的直島、豊島、犬島三島具有類似的歷史背景，

他們都有過產業興盛豐饒的過去，也經歷過環境危害與人口外移，而目前

福武財團分別在這三個小島上都設立了知名的美術館，成為藝術祭的觀光

重點，因此提供了檢視企業資本影響偏鄉的共同基礎。 

本研究於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11 日進行田野調查，期間訪談當地政府

部門、非營利組織、與島民，並於出發前已充分檢視相關文獻資料。由於

本研究目的為了解倍樂生財團之公益資本主義在瀨戶內海群島的實踐與影

響，而既有的文本資料已非常豐富地呈現了財團透過藝術祭對當地的正面

影響，且財團本身也有許多出版品說明其對當地的貢獻，因此在移地研究

的有限時間中，只聚焦於非財團之利害關係者的訪談，以實地的訪談與觀

察，對照文獻資料中對財團的評價。至於田野觀察的重點，由於瀨戶內海

群島一向被外界認為是文化藝術振興偏鄉的典範，因此觀察聚焦於與振興

相關的設施、觀光相關產業（食堂、零售店、飯店、民宿、交通）以及觀

光對小島帶來的各種可觀察的影響。此外，亦從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蒐

集當地歷史、文化、觀光等文件資料，以及政府統計資料。因此，本研究

資料來源主要有三，分別是訪談逐字稿、田野觀察筆記與在地蒐集的文件

資料與學者專家的研究相關報導與報告。 

受訪對象的選樣方式有二，第一是搜尋政府部門與在地非營利組織，事

先以電子郵件約訪，經此途徑而接受正式訪談者有 13 位。第二是在田野調

查中採機會選樣，在島民同意的情況下訪談，經此途徑而接受室內正式訪

談者有 2 人，室外非正式訪談者 10 人，總結此次田野調查受訪人數，正式

受訪者共 15 人，非正式受訪者 10 人，所有受訪者身分與訪談方式如表 1

所示。正式訪談在受訪者同意之下錄音，而巷弄之間的非正式訪談，則是

在訪談後迅速以錄音機錄下訪談內容與重點，成為觀察筆記的一部分。為

了訪談過程的流暢，本研究採非正式對話訪談法（informal convers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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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瀨戶內海群島受訪者一覽表 

受 訪 者 類 別 受 訪 者 代 碼 身 分 訪談方式 

政 府 部 門 
G1 香川縣直島町 町長 正 式 

G2 直島町總務課 係長 正 式 

非營利社區組織 

N1 直島町婦人會會長 正 式 

N2 直島町老人クラブ連合会會長 正 式 

N3 直島町老人クラブ連合会會員 正 式 

N4 直島町老人クラブ連合会會員 正 式 

N5 豊島：廢棄物對策豊島住民會議 事務局長 正 式 

島 民 

R1 豊島：家浦港邊シーサイド大西 餐廳老闆 正 式 

R2 豊島唐櫃港邊涼風庵茶店女主人 正 式 

R3 犬島精煉所美術館志工 正 式 

R4 豊島唐櫃港邊章魚燒店老婆婆 非正式 

R5 
（島民 4 人）

豊島：家浦港橫尾館附近 非正式 

R6 犬島 Project A Art House 旁住宅 非正式 

R7 豊島：家浦交友館附近 非正式 

香 川 大 學 

U1 香川大學教授 正 式 

U2 
（學生 4 人）

直島咖啡廳經營團隊 正 式 

觀 光 客 

T1 
（遊客 2 人）

來自法國，建築系學生 非正式 

T2 西班牙觀光團導遊 非正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interview）（Patton, 2015: 437），訪談前只擬定幾個重要問題，無固定的提

問順序，而提問時會隨著訪談情境與受訪者所言，而採不同的措辭。訪談

題綱如附錄一所示。其中，經營香川大學直島咖啡廳的學生團隊受訪者有

4 位，由於每一位提供的說法一致性高，因此不個別處理訪談資料。 

研究資料分析採歸納法，以訪談資料與田野觀察筆記為主，輔以各類

文件與文獻的交叉比對，歸納出三種資料所共同呈現並相互呼應的現象。

為分析訪談資料、田野觀察筆記與文件資料，所有資料皆採兩循環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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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循環採開放編碼方式，過程中混和實境、描述、價值與評估編碼，第

二循環則採主軸編碼，將第一循環編碼結果進行分類，找出受訪者之間，

以及資料與資料之間所呈現的規律模式。 

伍、瀨戶內海地域振興個案簡介 

日本政府基於國土安全、環境保育、人口下降與老齡化的問題，早在

1953 年便制定了離島振興法，並且陸續針對人口急遽減少之地區制定《人

口減少地區自立促進特別措置法》（《過疎地域自立促進特別措置法》）、《地

方再生特別措置法》、《地域再生法》等等（內閣官房內閣廣報室，2019a）。

安倍政權於 2014 年 9 月 3 日第二次安倍內閣就職典禮宣布設立地方創生的

主導單位「街町、人、工作創生本部」（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內

閣官房內閣廣報室，2019b），整合前述各種地方振興與活化策略，成為地

方創生政策之下的推行項目，而且明確定義地方創生的目的是為了避免人

口過度集中於東京等大都會區，期望透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民間力

量的合作，從文化、社會、經濟等面向來幫助振興人口急遽下降的地區（內

閣官房內閣廣報室，2019c）。雖然瀨戶內海群島振興並非在地方創生政策

之下啟動的，但目前也有內閣府提供「地方創生先行型交付金」3 的支援，

並成為內閣府的地方創生事例之一（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2017：

45）。以下簡介瀨戶內海群島的偏鄉特質，以及目前的振興現狀。 

一、瀨戶內海群島的偏鄉特質：工業污染的遺毒 

瀨戶內海共有 3,000 多個島嶼，絕大多數是無人島，由於地處偏遠，

許多高污染重工業都聚集於此，因此留下嚴重的污染。直到今日，從本州

搭乘國鐵跨越瀨戶內海進入四國之前，沿海仍可看到重工業林立，例如三

菱化學（早期是三菱煉鋁廠）、YKK AP 四國製造所、煉油廠（コスモ石油

坂出物流基地）等等。這些工業發展軌跡雖然讓瀨戶大橋上的遊客在視覺

                                                                                                     

3 所謂「地方創生先行型交付金」，指的是由地方自治體先提出地方創生計畫，而由中央

政府提供之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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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到震撼，但只要轉個彎，瀨戶內海的小島美景將映入眼簾。4 本研究

主要訪查地點為國際藝術祭中最著名的三個島嶼，分別是直島、豊島、與

犬島，這三個島嶼都有發展重工業與環境污染的歷史，甚至豊島還曾是日

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產業廢棄物非法投棄之地，直到 2017 年 3 月 28 日，才

完成最終的清除工作（石井亨，2018：383）。 

直島隸屬於香川縣香川郡直島町，直島町雖由 27 個大小島嶼所組成，

但只有直島、向島、屏風島是有人島，且人口大都集中於直島，直島的總

人口目前 3,000 多人（直島町役場，2017）。直島早期是一個漁村，以漁業

與養殖業為居民主要收入來源，然而三菱材料會社（以下簡稱三菱會社）

在當地建立銅冶煉廠，日本各地大量的銅礦多運此冶煉，其後又陸續冶煉

較高級的金屬，例如黃金與水銀，因此帶來重度環境污染，扼殺植物樹木

而形成禿山。當然，冶煉事業支撐著直島經濟，在 1960～1970 年代三菱冶

煉事業的極盛時期，曾經有 7,000 位島民受僱於三菱會社。然而，當美國

便宜的銅礦進入亞洲市場之後，日本銅礦失去了價格競爭力，冶煉廠大受

衝擊而規模遽減，一半以上的人口外移，直島的經濟自此一蹶不振（Global 

Enviroment Center Foundation, 2005）。 

豊島是直島的鄰近島嶼，屬香川縣小豆郡土庄町（Global Enviroment 

Center Foundation, 2005），人口只有 800 多人，因 1970 年代被豊島總合觀

光開發株式會社非法棄置、焚燒與掩埋有毒產業廢棄物（以下簡稱產廢）

高達 56 萬噸，造成豊島的生態浩劫，也導致豊島島民普遍罹患氣喘與呼吸

道疾病（豊島事件と産廃問題，2004）。在居民持續抗議之下，香川縣政府

於 1999 年提出由直島承接產廢中繼處理工程的建議，而直島居民認為藉由

產廢處理事業可彌補三菱會社的式微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因此於 2003 年同

意設置產廢中繼處理場。然而，污染的污名化對島民帶來衝擊，例如島上

農產品輸出前被中盤商要求必須先去除產地辨識標籤（Inoue et al., 2015: 

10-11），而漁產也面臨市場嚴峻的挑戰，香川縣政府甚至需要編列預算補

償島民因污名化造成的經濟損失（Benesse Art Site Naoshima, 2019）。在 2017

年 3 月豊島污染清除工程終於完工，受訪者 N5 帶領筆者到現場勘查，大

                                                                                                     

4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瀨戶大橋；日期：4/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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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荒土令人難以想像那裡曾有其記憶中的美麗景緻，而且根據 N5 的說

明，該地在 2018 年又發現更深的污染土，因此除污工作又開始進行。 

犬島隸屬岡山縣岡山市，是該市唯一的有人島。依據 2015 年的人口調

查，島內總人口 44 人，其中 65 歲以上的人口就有 32 人，是一個極端老齡

化的小島。犬島總面積很小，徒步繞一圈只需約 1 小時（岡山市役所，

2019）。雖然面積很小，但卻有盛極一時的產業，例如 1899 年大阪築港開

始，犬島石就輸出提供大阪港的建設，當時犬島港邊人聲鼎沸。犬島上的

煉銅廠於 1910 年建立，其後又有日本硫磺岡山工場進駐，所以島上人口

曾經維持在 1,000 人上下，而當這些產業沒落，人口便迅速流失（在本桂

子，2007：20-21）。犬島的產業發展為當地帶來的環境影響至少有二，其

一是犬島石的大規模挖掘造成土地的減損，其二是煉銅廠冶煉過程中所產

生的毒氣毀損了島上的綠地與植物（秋元雄史、江原久美子，2003：164）。 

二、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的發展與現狀 

瀨戶內海的地域振興始於「直島文化村」的構想。在 1985 年 11 月，

正在尋找國際露營場興建地點的福武書店創業社長福武哲彥，與企圖在直

島南方發展觀光的三宅親連町長，因理念相合而產生共同發展直島的默

契。然福武社長隔年驟逝（Akimoto et al., 2000: 218），他想「為孩子們創

造一個有夢的島嶼（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の夢のある島を創りたい）」的夢

想，便由其子福武總一郎接手執行（Akimoto et al., 2000: 3）。現任社長福

武總一郎從 1987 年開始購買直島南方的土地與 4 個離島，於隔年在直島町

議會發表發展構想，並請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進行建築設計。文化村在

1992 年開始營業，陸續建設了倍樂生別館，並於 1997 年著手購買或租賃

島上舊宅，邀請藝術家於舊宅中展演藝術作品，稱為「直島‧家計畫」（直
島‧家ポロジェクト）（Akimoto et al., 2000: 244）。其後，聞名於世的地中

美術館、李禹奐美術館等，也陸續在 2000 年代於直島完成。 

從在地觀察中發現，直島在所有瀨戶內海藝術島嶼中，發展相對完善

與現代化，常駐之現代藝術作品與大型美術館數量也最多。5 而當倍樂生

                                                                                                     

5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豊島、犬島；日期：4/3/2018、4/4/2018、4/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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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現了「跳島商機」── 即吸引觀光客在島與島之間遊走探訪藝術作

品的獲利模式，才開始發展其他島嶼的觀光產業，在豊島設立美術館、心

臟音檔案館（心臓音のアーカイブ）與豊島橫尾館，而在犬島則把煉銅廠

遺址改建為美術館，並增加幾個「家計劃」展點，並於巷弄空地上設立大

型現代藝術品。在外人眼中，藝術祭藉由藝術與在地文化的結合，為人口

逐漸減少的小島帶來活力，並振興地方經濟。 

雖然藝術祭被認為是偏鄉振興的良藥，卻有研究顯示，有相當比例的

住民抱持負面態度。香川大學瀨戶內圈研究中心在 2010 年第一次藝術祭舉

辦後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直島與豊島受訪者中分別有 42.1% 與 34.9% 表

示對藝術祭沒有期待，而且島民最不熱衷的就是「與外人交流」與「藝術

作品的鑑賞」（室井研二，2011：9-16），這與倍樂生財團強調藝術品為島

民與觀光客帶來交流的機會，形成矛盾。而當問到藝術作品是否反映了當

地的歷史文化，直島與豊島受訪者抱持正面態度者分別只有 20.8% 與

31.7%。此外，強調住民參與的藝術祭，不論是在協力製作、在地材料提

供、或是參加藝術祭活動等方面，豊島與直島都呈現非常低的參與率。而

整體而言藝術祭是否對島嶼帶來有利的變化，直島受訪者只有 32.6% 認為

有，而豊島則是 55.8% 認為有。但對於三年後是否希望再舉辦藝術祭，直

島與豊島分別有 33% 與 64% 表示希望（室井研二，2011：9-16）。這個問

卷調查結果令人意外的部分在於，直島上的藝術品展示，應是所有島嶼中

品質最高的，但顯然直島住民對於藝術祭的反應反而是最差的。誠如日本

藝術家川俣正所言，藝術祭所在地的村民或許並不介意有外人進來參觀，

但他們的日常生活則是完全不同的事（轉引自 Kajiya, 2017）。 

陸、在公益與私利之間：研究分析結果 

公益資本主義以公共利益為訴求，旨在解決社會問題，但資本家經營

的並非慈善事業，因此在社會公共利益與企業私利之間的權衡與操作，將

影響著偏鄉振興的結果。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的舉辦，把曾被稱為禿山的

直島、產廢之島的豊島、與幾乎要成為無人島的犬島，轉化為現代藝術之

島（現代アートの島），環境污染的島嶼印象已經不再，污名化的去除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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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成功。法國觀光客 T1，提到來訪目的就是欣賞安藤忠雄等知名設計師

的建築，對於島嶼污名的過往則完全不知情，6 甚至連日本導遊 T2，也表

示對於島嶼的污染一無所知。7 

除了翻轉了島嶼的污染形象以外，本研究受訪者對於以藝術振興小島

的操作，大都表現出正面的態度，而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一，提升了島民對居住地的自信，產生榮譽感。G1 認為，大量遊客

遠道而來，提醒了島民居住地的美好，他們維護環境的態度會變得較積極。

G2 則提到，大家現在認為直島是「有很多美麗的藝術作品的小島」，這種

對於直島印象上的改變，是有目共睹的。U1 也提到，「居民了解了直島的

文化價值，會因此具有榮譽感」。 

第二，藝術祭帶來的觀光客品質較高。G2 說，「來到島上的人都是比

較『上品』的人」，但如何判斷遊客的品質呢？N1 的回答相當具有代表性

意義，他說： 

我們這些看不懂（現代藝術）的人，看到那些看不懂的東西，

就會覺得有一群人要來這邊看這些我們看不懂的東西，所以這

群人應該有一種很高的素養或是什麼的。 

這種說法隱含著自我貶抑的謙卑，也反映了「他們」與「我們」在藝

術素養上的高低之分，對「他們」產生了莫名的高估。前述曾提及，日本

在意識型態上傳承了後封建時期的階級觀念，所以日本人傾向於接受現狀

的不平等，而此種現象明顯反應於受訪者對於遊客品質的判斷上。特別是

藝術祭的主導者是具有社經優位的財團，而日本文化中對於提供大量工作

機會的財團又有崇敬之意，自然會產生此種判斷。 

然而，以藝術祭活化小島的成效如何呢？觀光客是否為島上帶來更具

體的利益，例如活絡地方經濟，增加工作機會，防止人口外流？以下先從各

島人口數變化，以及與觀光產業直接關聯的服務業就業人數，來檢視人口

外流的趨勢是否受到抑制。接著再基於訪談資料、觀察筆記、與文獻資料，

                                                                                                     

6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豊島唐櫃港；日期：4/7/2018。 
7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高松至豊島船班；日期：4/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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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以資本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操作，如何在偏鄉帶來明顯的階層差距。 

一、人口變化趨勢 

(一) 直島 

直島是最早發展觀光產業的，從 1989 年的國際露營場、1992 年嘗試

結合美術館與飯店住宿的倍樂生之家，到 1994 年開始舉辦的現代美術展

（著名的草間彌生大南瓜作品便在此時展出並留置至今），以及後續完成的

更多旅館、餐廳、美術館與家計畫，說明了直島的藝術文化振興模式執行

至今已 30 年（金代健次郎、脇清美，2018；秋元雄史、江原久美子，2003）。

然即使如此，直島人口仍不斷下降，2000 年至 2015 年從 3,636 下降至 3,105

（請參考表 2），總降幅 15%，而從 2010 年第一屆藝術祭舉辦之後，人口

降幅還是維持在 5% 上下。但藝術祭後的服務業就業人數（包括餐飲與住

宿）則有些微增加，從 2010 年的 274 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299 人，佔總就

業人數的比例從 16% 上升至 18%（請參考表 3）。 

(二) 豊島 

產廢事件對於豊島環境造成的重創，是倍樂生財團對外宣傳豊島觀光

時常提到的（秋元雄史、江原久美子，2003：192），顯然這段慘痛的歷史

也是個最佳宣傳工具。然而長年為了污染奔走的受訪者 N5 被問及藝術振興

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係時說，「沒有，完全沒有關係」。豊島上最著名的三

大藝術設計為豊島美術館、心臟音檔案館與豊島橫尾館，從福武財團公開

的建館資料來看，前二者是豊島旅遊的宣傳重點，都是有計畫地在 2010 年

完成以參與第一屆藝術祭（秋元雄史、江原久美子，2003：206；218）。然

而，豊島人口持續下跌，2010 年至 2015 年的人口降幅為 14.8%，比之前的

降幅更大（請參考表 2），而因觀光帶來的商機，從事服務業人數從 2010 年

的 57 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83 人，其佔總就業人口比例從 15% 上升至 23%

（請參考表 3）。 

(三) 犬島 

財團於 2001 年買下犬島煉銅廠遺址之後，集結藝術家與建築師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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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裝修，於 2008 年以精煉所美術館為名開始營業，也成為 2010 年藝術

祭的主打重點（岡山県庁，2013：23）。從精煉所美術館開館至第一屆藝術

祭的兩年之中，遊客量成長了 84%，在當時人口只有 54 人的小島上，2010

年總遊客量達 38,500 人（岡山県庁，2013：52）。然而，同一段時間之內，

犬島人口仍快速流失，降至 2015 年的 44 人，降幅 18.5%（請參考表 2），

高齡化率達 79.6%，高居岡山縣所有離島的第一名（岡山県庁，2013：50）。

此外，大批的觀光客並沒有帶來住宿的需求（岡山県，2013：52 表 6），服

務業就業人數只從 2010 的 3 人上升至 2015 的 5 人，島上的就業總人數一

直維持在 15 人（請參考表 3）。 

表 2 人口變化趨勢 

 2000 2005 
2000-2005

降幅 
2010 

2005-2010
降幅 

2015 
2010-2015 

降幅 

直 島 3,636 3,476 4.4% 3,277 5.7% 3,105 5.3% 

豊 島 1,327 1,141 14.0% 1,018 10.8% 867 14.8% 

犬 島 84 65 22.6% 54 16.9% 44 18.5% 

資料來源： 作者根據下列資料自製表格，直島、豊島資料來自香川県庁（2019），犬島資料來自岡山県
庁（2013：50）與人口統計ラボ（2019a） 

表 3 服務業就業人數變化 

 2010 2015 

 
服 務 業 
就業人數 

就 業
總 人 數

比 例
服 務 業
就業人數

就 業
總 人 數

比 例 

直 島 274 1,701 16.0% 299 1,654 18.0% 

豊 島 57 388 14.7% 83 367 22.6% 

犬 島 3 15 20.0% 5 15 33.3% 

資料來源： 作者根據人口統計ラボ（2019b）自製表格 

總結三個小島的人口變化趨勢，各島總人數持續下降，直島的人口降

幅在 4%～6% 之間，藝術文化的振興並沒有抑制島上人口外流。豊島的人

口降幅反而是在藝術祭之後最高，為 14.8%，而犬島人口數已經太少，觀

察百分比雖然無太大意義，但仍可見降幅。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直島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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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島嶼中人口降幅最低的，原因在於直島仍有營運中的三菱會社與直島町

役場，其他島嶼則完全沒有較大規模的產業提供就業機會。 

二、你的小島不是你的小島—消失中的住民主導性 

在田野調查期間與島民的接觸中發現，小島民風簡樸，例如從 R5 一群

老嫗的互動可知，他們從小一起長大，彼此熟識且感情相當融洽。8 而 R7

在與筆者交談中不斷數算著鄰居家裡的大小事，並與鄰居閒話家常，展現

了鄰里間的深厚關係。9 在如此樸實無華的小島上，倍樂生財團確實帶來

了觀光人潮，但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制度特質與制度中政府、企業與常民的

價值觀，影響著他們的思考與行為模式，間接地使在地居民在振興過程中

失去主導性。有趣的是，島民的主導性並非經過激烈的衝突而失去，而是

在無人刻意掠奪，也無人意圖放棄的情況下，自然消失在財團與島民的鴻

溝之間。 

以下將從制度規則與共同觀點兩大面向，來檢視政府、財團與常民的

行為模式，以及其所導引出的偏鄉振興樣貌。在制度規則的面向上，檢視

政府與財團之間的合作模式所引導出的由上而下、由內而外的振興途徑，

以及常民對於政治與經濟威權的習慣性服從，帶出島民在振興過程中失去

主導性的現象，包括島民與財團之間對於振興定義的不同調、振興模式並

非為小島量身打造而是複製他處的獲利模式、財團掌握在地文化詮釋權、

以及振興實質獲利歸屬財團。至於共同觀點，則從傳統對土地所有權的認

知，帶出島民失去主導性的現象，包括小島土地被財團大量收購、島民日

常生活成為觀光財、以及島民承受觀光所帶來的外部成本。 

(一) 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振興途徑導致住民主導性的消失 

政府與企業之間強力穩定的網絡關係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與

制度特性，當財團與地方政府合意振興經濟衰退人口老化的偏鄉，一個由

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振興模式便自然成型。同時，島民面對政府與財團的

                                                                                                     

8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豊島家浦港橫尾館附近；對象：4 位島民；日期：4/6/2018。 
9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豊島家浦交友館附近；對象：1 位島民；日期：4/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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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計畫，一方面習慣性的服從，一方面也期望見到島內人口增加，所以

將振興計畫視同救命稻草一般（Inoue et al., 2015: 10）。 

直島町役場與倍樂生財團之間的合作關係從 30 年前開始，G1 表示，

前町長三宅親連在任長達 35 年，始終執著於直島南方發展觀光產業的願

景。在倍樂生財團之前，便曾邀請藤田觀光公司來發展觀光，並幫忙收購

整合土地進行開發，然該公司因經營不善而撤出直島，留下大片荒廢的土

地。由於三宅町長不願放棄，又適逢財團正在找地興建露營場，便協調財

團購買這片荒地進行開發。對於政府部門而言，財團的做法符合當時町長

的發展理念，當然會盡力協助： 

對我們來說，也是因為原本這麼大一片荒廢的土地就放在那邊，所

以有一個公司，要進來，要開發，要復興。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我

們當然是很正向的，也想要幫助他。可是在金錢的部分，我們是

完全沒有出的，只有在需要提出一些申請，或者是一些手續的方

面，提供了幫忙。總之，就是在除了金錢以外的方面，我們都有幫

助倍樂生（G1）。 

從文獻資料中也發現，地方政治人物也幫助財團向島民買地。例如曾

擔任小豆島土庄町議員長達 24 年並曾擔任議長的山本彰治先生，因為認同

財團發展豊島的計畫，便幫助說服地主，讓財團順利購買豊島美術館用地

（Inoue et al., 2015: 10-11）。當然，地主願意賣地，也是基於成本效益的考

量，例如犬島煉銅廠的地主便是因無法負擔維持成本而將土地賣給財團

（Inoue et al., 2016a: 12-13）。 

財團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也表現在對町役場政策的支援上，例如直島町

著名的綠建築─町民會館的建設，由於興建當時遭逢東日本大震災重建

與東京奧運興建工程，導致工事成本攀升超乎預期（Inoue et al., 2016a: 9），

G1 告訴筆者，該建築興建成本 8 億日圓中，便有財團的捐助。 

在日本資本主義之下，民眾早已習慣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關係，在

台灣容易被放大檢視的官商合作，在直島卻能順利進行，幾無阻礙。然而

此種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振興模式，卻使得小島振興的定義、操作模式，

甚至對地方文化的詮釋，都掌握於財團，而非島民，而島民從地域振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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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益，也非常有限。以下針對島民失去主導性的現象進行分析。 

1. 島民與財團對振興定義不同調 

對於振興的內涵，政府與島民一致，但卻與財團不同調。對於政府而

言，小島最大問題是人口流失，不但地方商業活動因而降低，稅收減少，

公共服務包括學校與醫院也會因不符成本效益而減低供給，進而人口流失

更加快速。在香川縣與岡山縣政府的離島振興計畫中，抑制人口流失皆是

振興重點（岡山県庁，2013）。G1 不斷強調，其施政願景是避免人口流失： 

對我來說，我最希望的還是，因為我們人口一直持續減少，雖然

觀光客有一直增加，但是直島的人口一直在減少。再過不久，人

口就要低於三千人了……我們的小朋友蠻少的，我最終的目標，

就是在於維持人口……我們想要增加小孩子，這真的是我最大的

目標了。 

G1 的說法與島民的需求相互呼應。一個針對直島與豊島島民的問卷調

查顯示，島上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前三項課題，分別是醫療服務與福祉的充

實、海上交通的改善、與兒童教育環境的充實，至於觀光振興，則在所有

14 項課題中敬陪末座（室井研二，2011：24），顯然發展觀光並非島民所

欲，唯有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的改善，才符合他們的需求。 

然而，財團對於地方振興的定義是比較抽象的，現任社長最常提起的

便是讓老人重新展開笑容、促進老人年與年輕人、島民與非島民之間的交

流等等（金代健次郎、脇清美，2018：3）。因此，以文化藝術讓老人重展

笑顏，順理成章成為小島活化標語。在福武總一郎與策展人北川富朗合著

的專書從《直島啟航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以藝術活化地方》中提到，瀨

戶內海藝術祭「不是為了觀眾或藝術家而舉辦，而是為了當地居民，以土

地再生為目的……由於現代藝術在當地出現，使得老爺爺、老奶奶精神百

倍，不管到了直島還是豊島，這些藝術都讓老人家真心歡喜……」（福武總

一郎、北川富朗著，張玲玲譯，2017：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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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量身打造的小島振興模式 

近年來，日本掀起一股偏鄉藝術祭的流行，在瀨戶內海藝術祭之前，

最引領風潮的應是 2000 年開始舉辦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舉辦地點為新

潟縣南部的十日町市和津南町，也是一個面臨人口外流、高齡化、空屋、

廢校、棄耕地等等問題的典型偏鄉（Echigo Tsumari Exective Committee, 

2019）。目前在日本偏鄉舉辦的藝術祭很多，例如愛知三年展、北阿爾卑斯

國際藝術祭、奧能登國際藝術祭三年展、中之条雙年展、石川縣輪島市白

米町千枚田、青森縣南津輕郡田舍館村的稻田藝術等等，但複製藝術祭的

獲利模式已經開始引起藝術家們的檢討（Kajiya, 2017）。 

倍樂生財團複製藝術祭的方式，是直接聘請新潟縣大地藝術祭的策展

人北川富朗為瀨戶內海藝術祭的操盤手，同樣強調現代藝術與在地文化的

結合，藝術家來到島上，感受在地文化並設計作品。雖然在藝術祭的宣傳

中，總會強調島民參與藝術家的創作，但事實上島民參與的部分極其有限。

例如直島上的「角屋」，雖號稱有島民參與，但實際上參與的部分僅是設定

作品中的計時器，而且參與者並未被列舉於作品介紹中。北川富朗在一次

雜誌訪談中也承認，很少邀請在地居民以藝術家的身分創作，大都是邀集

外地人前往發表作品，因為他認為作品必須要有趣味，有讓人驚豔之感，

才會有人願意來島上參觀（楊天帥，2016：23）。 

3. 財團掌握在地文化詮釋權 

偏鄉藝術祭大都標榜藝術與在地文化的結合，但是，當現代藝術成為

瀨戶內海群島的新標誌後，遊客透過藝術品所認識的在地文化，卻與島民

所認知的小島文化有著明顯的差距，散置於島上的現代藝術作品雖然驚艷

遊客，卻鮮為島民所了解。一個針對島上藝術品的評價調查顯示，當島民

被問及是否喜歡島上的藝術作品時，直島與豊島受訪者分別有將近 60% 與

48% 回答不知道，該研究認為，有一半以上的島民不懂藝術作品，所以才

會談不上喜歡或不喜歡（室井研二，2011：9）。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也呼應

了這個說法，即使直島的藝術活動已經長達 30 年，豊島也已經 10 年，但

島民仍舊無法了解島上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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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部分的人，都有點像是「不知道他們要做一些什麼，都是

些我們搞不太懂的事情」只是這樣子的態度而已，因為畢竟這種

現代藝術，是居民有點無法了解的東西，所以應該真的是只有，「他

們要搞一些，我們不懂在做什麼的事情」這種的想法而已。（G1） 

……去了幾次（美術館）都還是看不懂（N1） 

像法國的美術館是不是很大，可以待一整天，但這邊倍樂生的只

是一間小小的而已，就比不上。（N2） 

有一種，有一些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指的是財團要帶入的現代

藝術）要來的感覺（G2） 

只去過豊島美術館一次……看不懂……館裡面有水……（R4） 

對於藝術文化的感受，本來就是非常個人的，因此更有操作空間。以

本研究田調經驗而言，矗立在直島兩個草間彌生的大南瓜作品，雖是該島

的重要宣傳工具，也是遊客必定拍照留念的景點，但其鮮豔的色調與小島

的靜謐卻令人略感格格不入。10 在犬島，古老民宅旁的空地上赫然出現一

座巨型透明牆，內嵌艷麗的塑膠花。11 幽靜巷弄底由民宅改建的透明屋內，

竟出現白色巨型蜘蛛般的裝置藝術，這些作品與一旁的老舊民宅呈現視覺

違和感與階層差距感。12 而在美術館中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輕聲細語仙風

道骨，融入高雅的美術館建築中，這與巷弄中仍有點髒亂的水溝與集結聊

天的老婦，形成了衝突的對映。13 

田野調查過程中的兩個發現，凸顯了財團在經營模式與在地文化之間

的取捨。第一個發現是在犬島精煉所美術館，已經 80 幾歲的 R3 在美術館

出口處擔任志工，等待著向結束參觀的遊客講述犬島的歷史文化。R3 表

示，這個項目是犬島島民向財團爭取的，他們希望遊客能多了解犬島。然

而，每位遊客在即將結束參觀之前卻被美術館員工主動提醒，若不願聽志

                                                                                                     

10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宮浦港邊；日期：4/5/2018。 
11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家計畫 A 邸；日期：4/8/2018。 
12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家計畫 F 邸；日期：4/8/2018。 
13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精煉所美術館；日期：4/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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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說話可逕行離開無妨，顯然，志工對在地文化的堅持並不受到美術館經

營者的重視。14 這與中島正博（2012：84）的說法契合，該研究認為觀光

客在欣賞藝術作品時，對島上歷史文化的認識極其有限，主要是主辦單位

對於藝術作品的介紹並不著重於該作品與當地文化的連結，使得有些住民

感到不受尊重。第二個發現則是有關直島的南寺。南寺是由安藤忠雄設計

的知名木造建築，財團原欲在島上的極樂寺境內借地建造，寺方雖婉拒但

願出借寺外一塊名下的土地，惟須拆除其上作為老人休憩與社團聚會之處

的集會所。在短短 6 個月之後，財團便與極樂寺簽約並拆除了集會所。從

南寺興建的紀錄中可以發現，經營者先有設計提案，再找場所，雖然經過

談判協調，但集會所既屬極樂寺私有財產，又有意出借給財團，如此的協

調結果應不意外（金代健次郎、脇清美，2018：57）。當遊客驚嘆於安藤

忠雄的絕妙建築設計之餘，應該很少探究這段外來文化凌駕於在地文化的

歷史吧。 

4. 誰掌握了小島振興的獲益？ 

當藝術祭被政府、財團、媒體與遊客們讚譽為解決偏鄉問題的有效工

具時，或許應該進一步檢視的是，藝術之島的盛名與每年數十萬的遊客，是

否為小島帶來經濟效益？ 

首先，島上工作機會並沒有顯著的增加。R2 表示，「美術館其實並沒

有帶來太多的工作機會」。而筆者從家計畫工作人員處了解到，當地美術館

或家計畫的員工大致分為三類，分別是財團員工、時薪工作者、與志工，

他們很少是島民。15 從文獻中得知，財團在島上所執行的稻米栽種計畫，

雖然目的是將農耕技術傳承給年輕人，但很多員工習得農技之後卻都已離

開島上（Inoue et al., 2016b: 10）。 

當然，大量遊客多少能嘉惠地方服務業，N3 表示，「餐廳或民宿業者

應該是獲益較大者」，而在豊島家浦港邊經營小食堂長達 40 年的 R1 也表

示，「如果沒有美術館的話，根本不會有觀光客來。」而 U2 也表示，香川

                                                                                                     

14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精煉所美術館；日期：4/8/2018。 
15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家計畫（角屋）；日期：4/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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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師生之所以興起到島上經營咖啡店的念頭，原因之一就是日漸增加的

遊客。從表 3 可知，三個島的服務業就業人口確實有些微增加，但相較於

數十萬甚至藝術祭高峰期上百萬的遊客量來看，就業人口數似乎沒有相對

應的成長。此外，服務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比例並不算高，尤其直島

更是。U1 便直言，「直島沒有強大的產業，都是以農業和石材業等小規模

產業為主，倍樂生公司的經濟貢獻也只是舉辦藝術活動等等，因此直島的

主要經濟還是靠三菱公司。」 

雖說餐廳與民宿業者獲益較大，但筆者在犬島時卻發現，當天雖逢週

日，但當地餐廳與咖啡廳皆無營業，唯一營業之處就是精煉所美術館高雅

昂貴的附設餐廳。16 難怪居民擔心，犬島白天還有人進出，但到了晚間很

可能變成無人島（Inoue & Kawaura, 2015: 9）。其實這樣的發展結果並不意

外，因為犬島小，展點少，一般規劃為半日遊，因此遊客停留島上時間不

長。若真需要用餐，美術館附設餐廳獨佔了美麗的海灘與海景，應是最佳

選擇，17 所以餐廳或民宿在犬島並非必需。 

其次，地方上的紀念品店乏人問津。N1 提到，「外國的遊客幾乎都不

會買（島民製作的）紀念品……他們的錢不會留在這個島上……」這與筆

者親身的觀察相符。豊島與直島上由島民經營的紀念品店很少，而且商品

看起來頗為陳舊，似乎擺放很久，至於美術館附設禮品店裡，則有各式精

緻又有設計感的紀念品，觀光客皆會駐足於此，這與蕭條的地方小店形成

強烈對比。18 

事實上，倍樂生財團還在島上經營高檔民宿、旅館、餐廳、與小島婚

禮，這些建築大都坐落於美麗的海灘邊，擁有絕佳海景，從旁經過時可見

高級宴會的盛況，與巷弄中的老宅食堂大異其趣。19 總結而言，島民經營

的民宿、食堂、土產小店的獲益有限，一方面是因為財團也經營類似的產

業，另一方面高松市與岡山市都在搭船一小時以內的距離，20 因此觀光客

                                                                                                     

16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港邊；日期：4/8/2018。 
17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犬島；日期：4/8/2018。 
18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豊島；日期：4/3/2018、4/4/2018。 
19 同上。 
20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高松市往返直島、豊島船班；日期：4/3/2018、4/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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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選擇多元，對於島內的食宿需求不足以創造出大量的工作機會。 

(二) 土地所有權傳統觀念下住民承受的外部成本 

土地與一切天然資源的最終權力在於全體國民手中，而且土地使用不

應違背公共利益，這樣的概念，在二戰後的農地改革中，並無機會深植於

日本，以致於地主在擁有土地與使用土地之間，不會主動涉及公共利益的

考量。財團要在島上發展觀光，當然要大規模購買土地，掌握土地的使用

權，至於土地的使用會不會產生外部成本，很少是企業經營時會考慮的重

點，更何況，藝術建築並非排放黑煙廢水的工廠，更難聯想到外部性。然

而，靜謐的小島在大批觀光客壓境之下，所承受的外部成本是不容忽視的。 

1. 小島土地與老宅被財團收購與租賃 

從各島作品發展年表來看，大型美術館用地都是由財團購得，而家計

畫或公共空間藝術品的展覽位置，則是經由購買或長期租賃而得。地主一

旦擁有土地，對於土地的使用便有相當大的自由度，更何況財團是基於公

益而振興偏鄉，因此在土地與展場的租賃或購買上，甚或要在國家公園特

別區內建造美術館（地中美術館即位於瀨戶內海國家公園特別區內），都能

成功獲得支持（金代健次郎、脇清美，2018：142）。然而，財團購買或租

賃的土地或古宅，出現了兩大問題。首先，這些土地並非集中於特定區域，

而是散佈於島上，有些在海邊空曠處，有些卻在巷弄中，居民無從選擇必

須面對家門外極具震撼效果的大型藝術作品，以及川流不息的遊客。21 

其次，財團土地獨佔了海景，曾經引發島民的不滿，認為財團拿走了

島上最美的土地： 

因為在那塊土地仍然荒廢在那邊的時候，大家是可以自由進出那

塊土地的。像是去挖貝殼啊，釣魚啊，游泳啊，但是在倍樂生進

來之後，因為受到了管理，所以說要限制進出。（G1） 

                                                                                                     

21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豊島、犬島；日期：4/3/2018、4/4/2018、4/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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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拿走直島裡最好的一塊土地。從瀨戶內海國立公園還有公

車路線的這裡到縣道那邊用來蓋房子……當時直島的人最反感的

就是景色最好的地方全部都被拿走這件事，像黃色南瓜那邊。那

裡有海邊，但他們禁止直島的人進去游泳，甚至在放了刺鐵絲，

他們說那是私有海灘。（N3） 

2. 島民生活日常成為觀光財 

由於美術館與現代藝術品的設置散佈於島上，所以騎單車穿梭於展場

之間的遊客便很容易侵入安靜的巷弄，因此島民的生活日常也成了觀光宣

傳的重點。22 一份藝術祭的宣傳品中提到，「走在巷弄中，你常會看到島民

在家門口與鄰居談話，老人們聚在一起聊天，時間過得非常沉潛而緩慢，

而當你偷偷地望進民宅，在大門與車庫之間那維持良好的庭園中，你會驚

訝於島民內斂的美學，與他們是如何用心的過著每一天（Kaneshiro et al., 

2015: 7）。」顯然，可以被遊客窺視的島民生活，已成為小島振興的工具之

一。 

3. 島民負擔振興的外部成本 

從訪談資料來看，小島成為觀光勝地，確實引起了居民生活上的不便。

這些觀光帶來的外部成本，包括觀光客不懂尊重當地文化、隨意照相、島

內外的交通擁擠等等。依據筆者本身的搭船經驗，船上遊客常忍不住大聲

笑鬧，忽略了這些船班都是島民外出購物、或上班族的日常交通工具，遊

客的喧鬧確實讓某些島民面露不耐。23 此外，在巷弄中，觀光客亦大聲喧

嘩，家計畫的志工忍不住向筆者抱怨，「X 國人講話好大聲，都不聽我們的

講解，一直吵一直吵……」。24 針對生活上的不便，本研究受訪者提供了以

下的說法： 

                                                                                                     

22 同上。 
23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高松市往返直島與豊島船班；日期：4/3/2018、4/4/2018。 
24 根據觀察筆記──地點：直島家計畫（南寺）；日期：4/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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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藝術祭會很熱鬧，本村那邊的人會很辛苦……最大的問題是

觀光客他們會占滿馬路……腳踏車也是騎得很快塞滿馬路，我們

就覺得有點困擾。（N4） 

在役所旁邊就是本村，在那個附近的話，無論如何總是難免的，

有許多觀光客走在窄小的馬路上，跟以前比起來的話，當然是變

得更多人會經過那邊。（G2） 

有時候會覺得很麻煩的是，從宇野有高速船可以坐到直島，可是

我們就常常搭不上。雖然有為居民做一個居民優先的通道，但是

還是有很多居民因為比較善良，所以看到觀光客大排長龍的樣

子，會覺得不好意思就這樣子有點像插隊直接上去……最後導致

有些居民會打搭不上船……所以是有一點不方便。（N1） 

依據媒體報導和問卷調查來看，多數居民對於觀光景點化議題有

正面的印象。可是實際上不一定所有人贊成（應該一半一半）。比

如說在直島從事觀光業的會歡迎遊客，但是一般居民在內心覺得

不太歡迎遊客過來，打擾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對學生說，居民

不一定在內心歡迎我們活動。（U1） 

從其他文獻資料與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島民認為觀光客的湧入帶給他

們緊張感，需要隨時小心門戶，而且也讓他們的生活失去了過往緩慢的生

活步調。本村地區的居民認為，現在只有在家計畫休館的週一，他們才能

看到本村的原貌（Kaneshiro et al., 2015: 3-9）。室井研二（2011）的質化調

查研究顯示，許多居民對於觀光客的打擾感到非常困擾，原本島上是步行

的天堂，現在再也不是了，甚至有島民表示絕對不希望藝術祭繼續舉辦，

也有島民表示他們因此想要遷離久居的小島。 

前述這些負面感受都沒有形成抗議聲浪，歸結原因有二。首先，日本社

會強調和諧，這使得個人的重要性稀釋於強調和諧的社群之中（Krukowska, 

2014: 47），每個個人變得不太重要，他們普遍有著相當內斂的傳統與特質，

崇尚幾近自我貶抑的謙虛行為（大導寺愼吾、黃光國，2009：342），因此

並不擅長激烈反對。其次，財團本著地域振興的美意發展觀光，確實有部

分島民受惠於服務業的活絡，而且政府也採取合作的態度。有研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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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起飛所帶來的巨大利益雖然集中於社經菁英，一般民眾被遠拋在

後，但民眾只要所得增加且福祉受到保障，對於鐵三角的作為不會有太多

意見（Imada, 2010: 31）。再者，日本人大都以禮待客，公然抱怨觀光客造

成的不便，絕非待客之道，U1 也針對此表示，「通常在觀光景點不容易聽

到居民的負面意見。」而 G1 也強調，島民們沒甚麼特別反對，都是「默

默地看著這一切」。 

柒、結論 

本研究基於社會制度論的視角，從正式的規則與共同持守的觀點與規

範，來檢視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日本偏鄉振興的限制。正式的規則是從政

府與財團長久以來發展而成的社經優位與聯合關係來觀察，而共同的觀點

與規範則從潛藏於日本社會、經濟、文化脈絡之中的慣性思考模式來觀察，

包括常民重視就業穩定性勝於勞動權利、社會高舉國家集體利益而忽略公

民個人權益、與根深蒂固的社會階層觀念導致常民對政經權威的習慣性服

從。本研究結果分以下兩個部分說明。 

首先，研究結果符合社會制度論對人類行為與制度複製的解釋，發現

具有文化底蘊的制度深層地影響著地方政府、企業、與島民的認知與行為。

政府與財團自然的結合並相互支持，政府在行政上幫助財團以藝術活絡偏

鄉，而財團則支援政府發展地方政策，二者共同形成由上而下、由外而內

的振興力量。而面對政府與財團結合之下的偏鄉振興策略，島民似乎沒有

太多意見的接受了此種模式，雖然從民意調查研究中可看見部分島民的不

悅，但並無法形成足以監督的公民社會力量。在本研究的訪談中，幾乎每

一位受訪者針對於目前的振興模式都表示正面的態度，但只有在長談之後

才會透露出較為負面的意見，顯見受訪者大都有一套「正式」與「正確」

的認知與回應方式。事實上，在政府、企業、與偏鄉居民共同的相信之下，

以藝術觀光振興偏鄉的途徑，不斷地被學習複製，各地的作法也都大同小

異，不論在地文化是否適合作為行銷工具，「融合在地文化」成為偏鄉觀光

的共同口號與價值觀，提高了觀光振興途徑被各方接受的程度。 

其次，研究發現制度限制了行動者的視野，使長期被忽略的不正義持



公益資本主義應用於偏鄉振興政策的侷限性： 李翠萍 
日本瀨戶內海群島個案分析 

136 

續被忽略，導致在立意良善的制度複製同時，也複製了不正義的制度結果，

而且由於偏鄉的脆弱特質，使得此種現象在偏鄉振興的個案中更為凸顯。

本研究發現，在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制度架構之下，由財團主導並與政府合

作的振興模式，容易導致偏鄉住民在振興過程中失去主導性，財團主導了

在地文化詮釋權，振興模式並非針對小島量身打造，而是複製流行於日本

的獲利方式，但島民從中獲取的利益有限，人口仍逐漸減少。此外，安靜

純樸的小島出現了顯著的階層差距，財團在島上經營的美術館與高檔服務

業，形成一種相異於島民生活的高貴體系，服務著願付高價消費的觀光客。

當然，大量的觀光客中，總會有青睞島民提供的低價服務者，但顯然需求

量不足以支撐島民經濟。島民對於觀光業帶來的外部性雖然曾於匿名問卷

調查中表示不滿，但 3 年一次的藝術祭，在政府與財團的合作之下，一次

又一次地舉辦。名聞國際的藝術祭在各界的頌讚聲中，島民的不滿逐漸不

合時宜，他們或許逐漸相信，藝術祭的喧鬧是小島的最佳結局。 

事實上，志在解決社會問題的財團仍必須考慮經營效率，在執行振興

策略時勢必要面臨公共利益與私益之間的權衡。在本個案中，財團的操作

邏輯非常明確，要執行振興政策，就要經過專業的規畫並有效率的執行，

例如購買海景優美的臨海土地、拆掉老人活動中心以興建南寺等等，都成

了必要的手段。此外，要吸引觀光人潮進入偏鄉，就必須加以包裝，而現

代藝術、小島苦難衰敗的過往、以及島民的生活日常，正是層層提升商品

賣點的包裝，不但讓現代藝術增添了振興偏鄉的使命外衣，小島情懷也成

了商品，使小島觀光增加了更多的社會正義與文化藝術的重量。如此的操

作翻轉了小島的形象，產廢與禿山帶來的污名，受到現代藝術的美化，瀨

戶內海不再與重工業污染畫上等號。然而，島民的小島再也不是島民的小

島，雖然不再承受工業污染的外部性，卻轉而必須承受觀光發展的外部性。

當然，若只能從兩種外部性之間做選擇，那麼後者顯然比較不那麼致命，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偏鄉住民是否注定只能在不同嚴重程度的外部性之間

做選擇？ 

瀨戶內海藝術祭是我國偏鄉振興的學習對象，然此種振興模式需要財

團龐大的財力與政府部門的穩定合作方能成事。我國政府部門對於官商合

作相當謹慎，再加上台灣民眾對於官商關係的敏感多疑，使得瀨戶內海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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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模式幾乎不可能複製於我國。但振興偏鄉若無財團支持，單靠政府部門

的推動恐難永續經營。因此，本研究建議可在以下三大原則之下嘗試發展

官商合作機制以振興偏鄉。 

首先，偏鄉振興必須尊重在地居民的存在，住民的居住環境、文化、

其所重視的生活品質等等，都不應成為振興之下的犧牲品。偏鄉人口外流

或老齡化的特性，往往容易讓主事者單方面決定偏鄉住民的需求，而忽略

其內心真正的感受。或許主事者應該探詢的基本問題是，偏鄉是否一定要

振興？當地居民對於振興的期盼為何？外來者是否有足夠的敏感度規畫出

尊重在地文化的振興計畫？這些問題的思考，將避免振興工程的主導者片

面規劃出犧牲住民福祉的偏鄉振興模式。 

其次，偏鄉振興需從社會經濟基礎建設做起。一次性或間歇性的熱鬧

活動，絕對比不上常態永續的社經基礎建設，要遏止偏鄉人口外流的惡性

循環，需要從惡性循環系統裡尋找解決問題的槓桿，針對住民日常生活中

最基礎的需求提供保障，才可能留住青壯人口。事實上，這表示企業需要

在當地讓出更多的獲利機會，而非與常民爭利。以本個案為例，財團在紀

念品的販售與餐廳、旅館的經營上，都可與當地民眾合作，共享利潤，財

團從美術館入場券獲利，而美術館的周邊商品則可散處於島民經營的商店

販售。此外，財團亦可幫助提升偏鄉的社會福祉相關計畫，例如教育與醫

療服務，如此才可能留住各種年齡層的居民。 

第三，偏鄉振興須重視土地使用與區域規劃。不論是發展哪一種產業

振興模式，都不能犧牲偏鄉住民的原有生活型態，因此，振興工程需要注

意區域規劃與在地居民的生活動線，例如觀光區需與住宅區分開，讓偏鄉

住民保有生活空間。以本研究個案為例，家計畫雖然旨在老宅再利用，但

由於家計畫散處於住宅區，觀光活動直接干擾島民的日常生活，也強迫島

民必須面對觀光客。因此，這個案例提醒決策者區域規劃的重要性，不應

讓偏鄉住民在生活品質與偏鄉振興之間做選擇，特別是私人企業通常較缺

乏社會福祉的敏感度，政府部門若要與企業合作振興偏鄉，勢必得在決策

過程中守住區域規劃的原則。 

如果偏鄉住民對於振興過程中的階層差距毫無知覺，對於振興模式也

毫無異議，那麼政府或企業應採取什麼態度？筆者曾於豊島搭乘地方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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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路經財團經營的高級海景餐廳，當時盛裝參與露天宴會的歐美人士舉

杯向巴士裡稀落的乘客致意，而巴士司機樂天地向筆者細數財團在這塊海

灘上的億圓投資。外人看來的階層差距，在島民眼裡或許理所當然。社會

制度論中所謂不經思索的態度與行為，應該就屬於這一類。那麼後續的問

題是，如果受到制度影響的行動者，無法感知到制度中的不正義，甚或有

所感知卻不在意，那麼社經優位者如政府或企業，該如何自覺？該採取什

麼態度？這雖然已超出本文之研究範圍，但本研究對偏鄉振興政策的實務

提醒是，偏鄉振興的主導者若認為住民沒有異議便可無所顧慮，那麼根深

蒂固的偏鄉問題將繼續存在，只不過是再複製一個人口持續流失的偏鄉振

興典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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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題綱 

說明：為了讓訪談過程能更流暢，本研究採非正式對話訪談法（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Patton, 2015: 437），訪談前只擬定幾個重要的問

題，無固定的提問順序，而且提問時也會隨著訪談情境、受訪者類別、與

受訪者所言，而有不同的措辭。 

主要訪談的問題如下： 

1. 請問您在島上的居住時間、工作性質。 

2. 請您簡述您對島上歷史與風土民情的了解，包括島上污染歷史的記

憶、環境變化、小島與小島之間的關係、島上居民目前的需求與遇

到的問題等等。 

3. 您所屬的機構在小島振興上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為是甚麼？在倍樂生

財團前來開發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是什麼？ 

4. 您所屬的機構，對於財團開發小島的態度為何？ 

5. 就您的觀察，財團與島民之間的互動為何？財團如何回饋島民？ 

6. 就您的觀察，小島居民對於藝術展覽品的感受為何？而您本身的感

受為何？ 

7. 就您的觀察，小島居民對於財團前來開發的感受與態度為何？這些

態度如何具體呈現於行為中？ 

8. 就您的觀察，藝術祭（美術館）對小島帶來的影響為何？正面影響

與負面影響都請描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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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ations of Applying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Setouchi Islands* 

Tsuey-ping Lee** 

Abstrac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field observation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i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sm to examine how 
private corporations applied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to revitalize the Setouchi 
Islands via contemporary art festival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apitalism, namely strong ties between businesse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ncep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herited from 
semi-feudalism, affected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the government, private 
corporations, and citizens. Adding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mmunities 
further resulted in a top-down and outside-in revitalization approach when the 
private corporations intended to address rural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the 
power of capital.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private corporation then 
created the profit-oriented revitalization model and domina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cal culture, which led to an increasing divergence between social strata on 
the islands. At the same time, islanders bore the external cost of tourism 
without deriving sufficient benefits for the island economy. The Setouchi 
Islands, which are a so-called example of successful revitalization,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population loss. To conclude this research, three principles are 
provided to reduce limitations of applying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Public Interest Capitalis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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