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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宜蘭的民宿「浮線，發想之島」（以下簡稱，浮線）是林憲慶、林晉德兄弟建築師的成名作，
這是個不同於一般想像的民宿。從價格來說，浮線住宿一晚要價一萬多元，而且，幾乎不打折，
還幾乎天天客滿。雖然浮線的消費包含了晚、早餐，但相較於鄰近礁溪老爺五星級渡假飯店的消
費，也不遑多讓。相較一般民宿，民宿主人經常安排許多「課程」，如捏陶、採果、染布、蠟染、
生態導覽、、、，一位建築系教授曾經形容他的民宿經驗，他說：「有太多課得上，一個接一個，
被操的很慘，好累！」相對的，在「浮線」的生活似乎散發著一種鬆軟、慵懶、無為而治的節奏，
在其官方網站上所建議的活動，騎腳踏車、聽音樂、放風箏、看星星、看夕陽等等，都好像是我
們平時可以作，也想作，但很少真正作到的念頭。所以，浮線的成功，究竟意味著什麼？為什麼
有人可以花這麼高價錢，來浮線住一晚，這是 M 型社會的溫度計？消費分眾化的結果？民宿與
MOTEL 的混合體？（MOTEL 的概念，在台灣已經徹底轉換原意，不再是簡易的臨時的過夜休息
站，而是精品的、休閒的、情慾的空間）還是旅遊/行產業的變奏曲？這篇文章將以「浮線」的
現象為起點，討論其浮現的問題
二、 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
1.

民宿的定義與發展脈絡

根據 2001 年，政府公佈「民宿管理辦法」，民宿是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
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
之住宿處所。」換句話說，民宿是一種具有強烈地域性的產業。
早期民宿，是一個在特定區域（如：溫泉區、登山口附近、墾丁海邊）將家裡多餘的房間
提供臨時住宿（通常是假日訂不到旅館的時候），作為旅程中繼站，一個可以過夜休息的房間而
已。由於是市場先行，有意加入的業者見縫插針，遍地開花，以致於往往無法（令），也無（辦）
法可管。1994 年，農委會首度委託中興大學鄭詩華教授研擬「民宿輔導管理辦法草案」，民宿這
種這種非正式的旅遊經濟與模式，才漸漸浮出檯面，成為消費點與地方發展議題。
同年，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設計，原意在統和文化政策的理念與操作模式，
由社區環境改善、古蹟及地方文史保存整理、社區藝文活動等議題切入，做為社區再造及文化再
生的觸媒，透過由下而上的組織、行動、民眾參與過程，企圖達到永續與自主的發展。透過社區
總體營造，地方被重新動員並組織，被召喚或重新建構了的社區意識，轉為對社區環境、歷史、
智慧、產業的關注及再詮釋，為社區建立了一套新的價值觀與文化資本，並逐漸凝聚為一個「共

同體」。雖然這個「共同體」並不穩定，會隨著各種議題而變動（如：政治、利益），但仍提供了
地方產業與文化連結的機制，為大多數民宿的市場開疆闢土。在社區總體營造的歷史脈絡下，地
方搖身一變成為觀光凝視的焦點，地方魅力使得人們願意花一天以上時間停留休閒，而民宿同時
提供了地方產業、文化、生態與住宿服務，搖身一變成為帶動地方觀光的發動機。而所謂「新民
宿運動」約在 1995 年開始，至 2001 年蔚為流行（黃舒玫，2004：1-6）。1998 年，實施週休二日，
新的休閒概念/工作於焉產生，為家庭旅遊開啟了新的可能，也加速刺激了民宿的成長。2001 年，
政府公佈「民宿管理辦法」，試圖將如雨後春筍的民宿納入管理，然而，已經是亡羊補牢強弩之
末了。
2.

民宿的旅遊模式

從民宿管理條例的精神來看，民宿是家庭副業。作為一個平台，讓旅客可以瞭解當地的生
活背景、文化特色、風俗民情、自然景觀、產業及生態、、、 等，進而達到知性、感性、趣味
和學習的定點深度旅遊（鄭健雄，2001：17）。有別於一般觀光旅館經營模式、仰賴旅行社串連
名勝古蹟的套裝旅程、進香團或自強活動式的團體活動；多元的、自主的、以家庭旅遊為主的、
慢速、低密度的、結合本土產業的深度旅遊，遂成為民宿旅遊的特色。這是一種沒有景點、非觀
光地區的「風土旅遊」，既是私房景點也是秘密基地，民宿業者往往也就是其代理人（agent）。
透過網絡傳播與旅遊書介紹，電視節目如探索頻道與「草地狀元」、「大冒險家」、「摩托車週記」
等旅遊節目，更建構這類旅遊形式為一種知性的旅遊模式。
然而，民宿還是家庭副業嗎？鄉村地區的工作時間、性質，能夠等同於休閒時間嗎？一般
農民清晨即起，田間工作安排在清晨或傍晚以避開炎熱氣候，夏日工作至七、八點也是常有的事，
看季節、節氣生活，而非週休二日，這與都市休閒的時間概念不儘相同。農忙時或許可見農村真
實一面，但農民哪有時間應對？因此，呈現為幾種對應方式：一、專門化的民宿經理，二、創造
性的「真實」場景，規劃出適合各種行程的場景，兩小時為單位的生態步道、兩小時的捏陶、採
果體驗，簡單的說，就照表操課，鄉村景致被濃縮為一組組的「教練場」。民宿的興起，威脅了
中小型旅館的生存，也去除了旅行社（仲介）的角色，民宿主人的角色趨向多元，既是生產者、
也是仲介。透過民宿，旅客重新認識地方，重新尋求傳統產業的情境與地景。但是，作為「主業」
的農林漁牧早就不是主業了，因為支持生活情境與形式的實質生產與經濟模式已經改變，作為副
業的民宿其實才是正業，所以感受到的都只是一種懷舊情境而非真實。
整體來說，民宿可以促使遊客當地居民產生較多文化上與觀念上的互動，連結地方的資源，
提供一種有別於大型觀光旅館的經營型態的體驗旅遊。民宿消費是一種新興旅遊方式，從替代性
的住宿選擇轉變為兼具風土旅遊與休閒農業內涵的旅遊方式（黃舒玫，2004：1-8）。
3.

關於民宿相關的研究觀點

國內對於民宿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幾種：分析遊客的滿意度：（楊永盛，2002）、（王伯文，
2004）、（黃俊傑，2002）、（廖榮聰，2002）、（嚴如鈺，2002）；研究策略聯盟的經營方式（楊凱傑，
2003）；討論民宿相關法令制度（潘正華，1993）；討論地方資源的串連與應用（陳美芬，2002）、

（張文鈴，2004）；經營者格特質（陳惠怡，2004），民宿行銷論述（林晏新、鍾志強，2007）等。
這些研究取向勾勒出我們對於民宿的想像，包括動機（親切、樸實、人情味、價格、多樣）、消
費族群特性（20—40，女性，大專、未婚）、青睞的民宿類型（獨棟小木屋、套房）、資訊來源（旅
遊雜誌）、消費額度（1000 元），經營者外向親切的人格特質最受青睞，經營策略除彼此串連外，
也整合社區與地方資源，以永續與環保的概念經營。
這些研究結果，雖然勾勒出民宿議題大致面貌，反應消費者具有一定的經濟及文化資本，
然而量化的研究，看見整體卻模糊了個別差異。在象徵經濟的層次上，難以進一步說明例如「浮
線」這種以生活風格做為商品特殊性。
4.

生活風格（
生活風格（Lifestyle）
Lifestyle）的作為消費邏輯
A. 什麼是生活風格？
什麼是生活風格？

美國社會學者索伯在＜＜生活風格與社會結構＞＞書中指出：「生活風格可以定義為任何秀
異的、因而可以確認出的生活模式、、、一種生活風格是由『表現性的』（expressive）行為所構
成，可以直接觀察到或由觀察推論出來」(劉維公，2001)。生活方式（way of life）則是和穩定的
社會連結在一起，並展現如常規、儀式、社會秩序等，並奠基於社會結構形式，如：職業、性別、
場合、種族、年齡、階級等。
相較之下，生活方式總生活風格會影響生活方式，但生活方式仍為一個穩定的價值結構。
生活風格的實驗發生在某些人，他們的自身經濟、職業角色無法提供一致的價值系統，而且他們
的認同不能在生產領域中產生，反而在消費領域中發生（Chaney，1996：93）換句話說，生活風
格是一個可以透過消費模擬、模仿、偽裝的生活方式，這使得「階級」間的界限模糊，不足以充
分解釋社會階層化的現象了。劉維公則進一步說明現代生活與生活風格間的關係，他說：「現代
人是透過生活風格概念來認識與瞭解其周遭社會生活世界」（2001：10）；生活風格是現代人操控
與組織其生活的重要方法與策略（2001：16）；生活風格脫離了作為階級外顯形式的附屬地位，
甚至自成一種分類標準。同時，生活風格更強調其「個人的主動性」、「消費選擇具有建構認同的
意義」（Bennett，2003：154）。簡單的說，人們無法改變實況，於是只好妥協於的現實生活，同
時透過消費得到暫時遁逃。那怕只是短短的一個下午、一個週末的逃脫，都很重要。相對的，具
體化「生活風格」為消費，把符合一般夢想生活情境符號化、商品化，以「生活風格」為生產內
容的產業型態就有機會成形。因此，生活風格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參與模式（social engagement），
認同的敘述形式，使相關行動者將自我埋進周邊各種隱喻脈絡的應對模式，經過自我與外在（媒
體）的詮釋，被隱藏或誇張。
B. 如何消費生活風格？
如何消費生活風格？

M. Douglas 提出現代消費認同乃是透過我們和符號世界的關係，而不是透過與物質世界的
直接關係而被形構。消費者的理性不只在不同商品種類（kinds of goods）之間的選擇，而是在於
不同關係（kinds of relationship）之間的選擇。Featherstone 則認為：「生活風格在當代的消費文化
中是指一個體呈現出的個性、自我意識、自我表現於身體、言談、飲食、旅遊、服裝、居家等範

圍，是個體風格感受與品味的指標」（1991：84）。而消費的動力則來自「植基於實現幸福、膜拜
新奇、慾望的民主化、以金錢作為所有價值先決衡量等的都市文化」（Zukin，1992：108）。人們
的消費品味和喜好是可被視為一種政治的，亦即消費不僅是一種「文化喜好和生活方式」（cultural
preferences and lifestyle）而已，消費認同是透過自我敘述而為多樣、競爭和論述構成的，其亦是
根據社會有意義的異己（others）而被建構的，且更重要的是透過其特別的人、地方和物質商品
的關係而被闡連（articulate）在一起的。對消費者來說，生活風格做為一種商品的生產和消費，
可以使生活風格的實踐進入生活政治的層次，具有更多個體詮釋的主動性（黃舒楣，2004：2-8）。
C. 休閒的概念
休閒的概念

休閒其實是一種抵抗，抵抗現代性所造成種種失落，這是一種後現代特質。接近 Feifer（1985）
以後現代文化中，遊戲特質（playfulness）為基礎，所提出的後觀光客（post-tourist）概念。包括：
後觀光客在家就可以憑傳播科技想像遠方，也使得觀光凝視的特殊性逐漸消失；同時，選擇本身
即是逾越的來源；然後，顛覆生活秩序、挑戰生活禁忌，盡情享受「當一個觀光客」，甚至當個
小孩（being a child）（Urry，1990：101）的身份切換遊戲。
5.

地方感（
地方感（sense of place）
place）

地方感（sense of place）通常指涉兩種意義：既指涉一個地方的特殊性，也指涉人對於這個
地方的依戀與感受。前者強調地方的特殊形式、物理或歷史特性，後者強調個人的記憶、意向和
身體經驗對於地方的深刻依附。兩種意義分別包含了客觀與主觀的認知，也隱含了本質與唯心論
的的危機。Pred, A. (2002)在＜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行程過程＞中，提出修正。
他指出地方感和結構感覺乃是人們在其每日的日常路徑與制度性計畫交錯的時空之流中，緩慢疊
加而形成。個人主體行動與結構性制度相互辯證，構成了結構化歷程。空間經過這格行動過程加
以命名，而成為地方，換句話說，地方是被賦予了意義的空間。
當由都市價值所支配的觀光的模式，隱身在民宿的消費過程中，結構性的改變了地方。民
宿體驗（對業者而言，是服務）則提供了一種「家」的想像。許多因應民宿需求而衍生的服務業，
重組了地方資源、人力，進而也影響地方居民的生活。作為一種生活風格的產業，民宿經營是以
既有的生活方式為基礎，進而轉用、再造、變形，必須超脫出既有生活方式，在彼此間形成新的
參與模式。換句話說，社區提供了民宿一個視覺或休憩的（生活/產業）地景，也是支持生活風
格的重要資源，民宿的需求刺激了地景的改變。這是如科司特（Castells）（1989）所稱的「流動」
(foows)的概念，即意義蒸散離開了地方及社會，而在重新建構的流動空間邏輯裡稀釋和散佈。
綜合上述論述，整理研究發問如下：「浮線」如何建構其生活風格的想像，空間、擺飾、活
動、音樂、飲食各種元素之間，如何組織？由生活風格所仲介的生活方式，其實踐與消費關係為
何？「浮線」與地方或社區的關係為何？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訪談、資料蒐集與分析兩種。訪談對象為曾經至浮線消

費的消費者。資料蒐集包括：部落格或個人網站裡關於浮線消費的感言、日誌；浮線官方網站的
介紹；雜誌、媒體關於浮線的介紹；另外也林憲慶建築師於 2008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譯
城、閱市」第一屆空間設計研討會的演講及問答資料。
四、 浮線發想之島是什麼？
浮線發想之島是什麼？
1.

浮線的經營型態

浮線發想之島位於宜蘭五結鄉的民宿，與傳統藝術中心比鄰而居，其官方網站開宗明義的
宣示：「渡假其實就是換個地方生活，來浮線發想之島直接切換你的生活情境」。不過，林建築師
不喜歡浮線被稱之為「民宿」，而是私人住宅；住宿者，也不是客人或遊客，而是「島主」。因此
儘管有許多渡假的建議（也滿像空間與設施的使用說明書），不過更希望「島主」能自主的感受
空間、感受生活。林憲學說，「浮線發想之島」不是飯店，不是民宿，是一個來生活的地方，不
是趕場式的渡假，而是一個可以停留的點，是可以放空的地方，很多人一進來就不想出去了。浮
線一共有五個房間，上層三個下層兩個，上層擁有天窗，下層則有泳池，價格同樣。收費原則上
12500 元，特殊時段八折優惠，包括三餐、甜點、點心、飲料及接送。偶爾也會帶客人出去走走，
瀏覽一下宜蘭風光。浮線也有許多道具，可以呼應所建議的各種活動，例如：望遠鏡/看星星、
小船/划船、吉他/談唱、家庭劇院/觀影、CD/聽音樂、海灘椅/曬太陽、、、等。不像許多民宿安
排各種民俗（如作風箏）、產業（如手工肥皂）、生態（如認識青蛙）的課程，浮線頂多只是「建
議」。因此，可以睡到飽與自主性，是浮線與一般民宿主要的不同。五個房間（符合民宿法規所
規定），分別依參與建造者生日給予編號，內部除公共空間（用餐）外，每個房間都有大床、落
地大窗、乾濕分離並帶有浴缸的浴室，家庭劇院組合，舒適沙發等，並提供 CD、DVD、雜誌、
望遠鏡、自行車、雜誌等生活運用品。另外法國名牌保養品歐舒丹也是目光焦點之一，它讓許多
島主感覺被尊重與寵愛（尤其是女生），也讓原本平淡的泡澡變得有趣許多。網路視訊，則讓島
主們可以即時與朋友聯繫，分享在浮線渡假的「優閒」。與一般飯店不同的是，房間內有許多擺
飾，例如：木鴨、抱枕、馬桶刷、木馬、鮮花等，這些擺設多半重看不重用（應該不太會有人需
要再自己刷馬桶），卻製造了一種家的感覺。
2.

浮線的空間設計

許多被浮線所吸引的島主，首先為其空間設計所吸引。基地原為稻田，改為魚塭養殖魚蝦，
後來閒置，這也是林建築師改建住宅的念頭起源。浮線，主要為兩層 RC 構造，水泥灌漿拆模後
即為完成面，精神上類似清水混凝土構造，但呈現出模版的木頭紋路，而不強調清水混凝土的光
滑平整，型體粗獷，材質原始。結構不採一般的垂直方柱，而以協稱不對稱的鋼管支撐，或整體
建築為線性配置，公共平台略高於水塘，感覺如同漂浮在水上，周遭水田景致盡入眼簾。透過電
動步道連接連外通道，塑造「島」的意象。立面以錯落的鋼管作為結構，配合大面開窗，彷彿水
草與稻梗的意象，利用窗簾或浴室屏蔽，讓立面以透過色塊分割，隨著窗簾的昇起落下，立面有
了更多表情。
「稻子站在水田裡，一根根地杵著，隨風搖曳；水草在水池裡一根根地晃來晃去，身軀卻

是挺直地」。
「他們在屋頂挖洞，讓月光進來，四周的牆換成透光落地窗，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大片的水
田綠野，坐在陽台就能釣魚，午後微風輕拂，水波盪漾，還能泡在水池裡，想像和魚兒一
起悠游」。
3.

浮線的消費
浮線的消費

浮線強調部分餐點無限量供應，老實說，多數人用量有限；但無限量供應，無限制飲食對
許多人來說，象徵的是一種徹底的解放，這是渡假的符徵。浮線一般都是雙人床，頂多可以加到
三人，浴室又通常不隔間，加上建物四周的水糖，因此網站上也提醒不適合小朋友，換句話說，
浮線適合夫妻、情侶的更勝於家庭旅遊，這是一種特殊的旅遊門檻。
五、 浮線，
浮線，浮現了什麼
1.

休閒是源於自我(myself)
休閒是源於自我(myself)的反抗及擴展
(myself)的反抗及擴展

從機能來說，浮線介於旅館與家之間，它比旅館多了一些家的設施，卻又少了家的真實。
比方說，這裡的冰箱，只有飲料不會有剩菜剩飯或其他堆積的食材；浴室裡不會有堆積待洗的髒
衣服、陽台也不需曬衣服，庭院或空地不需處理放置儲藏農作、農具；它也有馬桶刷，但不是真
要你刷，只是裝飾。換句話說，浮線的空間，情境，反應的是一種生活模式的想像，而非真實生
活，是一種相較於真實生活的互補。因此，浮線的「無所事事」正是相對於真實生活的忙碌。浮
線所提供的活動（看 DVD、喝紅酒、泡泡澡、放風箏、釣魚、、、）看似不難，可是說對大多
數人來說卻又很少做到，這與環境、情境的改變有關。Henderson 等人詮釋了「休閒空間」的概
念：休閒可能在任何空間發生，但是有些空間容易發生休閒體驗，而一些則會限制。休閒空間的
概念是在個人意義與社會因素之間，建築了一種聯繫。因此一個人所處的社會位置（階層、種族、
年齡、性別）會影響其家庭、工作、社交場景，進而影響到有什麼空間來承載自己的休閒體驗。
也就是說，浮線的空間、設施作為一種觸媒，刺激了島主們的行動，而且這些活動對島主們來說
是具有休閒感的。Urry 曾經斬釘截鐵的說：「最能體現『浪漫式凝視旅遊』的群體就是知識份子」
（2007：146）這裡所指的浪漫式凝視旅遊側重的及是孤獨、隱私，甚至是能夠與凝視對象有一
種個人神交（Urry，2007：256）旅遊模式。
Mercer 說：現行的娛樂方式需要一種全心全意但又毫不自覺得參與。趁機推翻所有日常生
活的秩序。然而，休閒的概念並非只有依附在工作/休閒二分的概念之上，而是包含反抗、相對
自主性以及「自我」的擴展。因此，休閒可以同時包含自由和限制，讓我們能經由休閒反抗種種
壓迫，建構自己的主體性（駱貞穎，2002）。駱貞穎的解釋提醒我們，休閒的概念不僅是個人主
體的延伸，也包含其對立面的壓迫、限制。因此，浮線的緩慢、暢飲暢食、空間與視野的開闊都
映照出真實生活的快速、節制與壓迫。所有緊繃的社會規範，在此一一鬆動，都在這充滿奇想與
暗示的環境中解放。凝視「自然」，成為於現代化都市生活的逃逸路線，是一種彌補。
布迪厄(Bourdieu)以文化資本的概念解釋象徵性的權力。他認為：文化資本並非只是抽象的

理論知識，而是一種能夠鑑別作品是否具備「藝術」、「反藝術」，或「身份地位」價值的象徵性
權力。特定消費模式與其接觸管道有關，對特定對象的複製來說非常重要，也關乎其階級的擴張。
這種階級有別的文化消費不但是階級制度的運作結果，同時也是階級與其他社會勢力藉以在社會
裡取得獨霸的機制 (1984) 。布赫迪厄所謂的新小資產階級，指的是那些擁有文化資本遠大過於
經濟資本的族群，他們能夠參與特定的文化活動，與傳統的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品味結合在一
起。這或許可以解釋，許多島主存錢到浮線當一日島主，不僅是休閒，逃離現實生活的壓迫，更
是晉紳化的過程。其意義，不僅是渡假，而且是到浮線渡假，透過影音即時通或個人部落格，炫
耀性的介紹到浮線的「旅程」。赫徐（Hirsch）認為「產業成長有其社會限制」指的是本身稀有，
或受限於參與人數的產品、服務、工作、地位或其他社會關係之各個層面的消費。這是一種零和
遊戲，因為只要有人消費，必定排斥他人的消費。不同於其他容易生產的商品，這種產品無法任
意增加，而這就是浮線
2.

民宿主人是生活風格的投射

許多民宿主人，是歷經都市生活後選擇回歸山林，這種戲劇性轉變，不僅是資本及人口的
流動，也是文化、價值及生活風格的流動；不只是個人生命選擇的改變，同時也是都市、鄉野之
間在空間、社會上的互相改寫（黃舒楣，2004：1-12）。這種由都市回到鄉村的「新移民」，是一
種對於都市生活的態度，對許多必須寄身於都市機能的人來說，既是奢望也是想望。想像田園生
活，然後回歸田野經營民宿，真的是經營田野生活，務農或農作嗎？還是只是相對於城市生活、
上班生活對「田園生活」想像的挪用？只是從想像中擷取所欲的文化形式，符號消費，以去脈絡
化的文化形式作為想像來源。因此，經營民宿不僅是一個抉擇與放棄，是對城市生活的疏離、常
規、束縛的對抗，一種將自己隱身於周邊隱喻的對應模式，也是自我詮釋。
浮線不會特別為島主們規劃活動（例如：生態導覽、人文解說），雖然用餐會在同一公共空
間，但浮線更強調每位島主的自主性。雖說像漫遊，但不是波特萊爾筆下，「以熙攘人群為家，
飄盪於此起彼落的人潮之中」的都市漫遊者，而是享受孤獨、浪漫。旅遊的服務是一種勞力與接
觸密集的行業，透過在同一時空生產者與消費者互動得以完成。服務包括有形與無形的部分，有
形的包括設施、餐點服務，一切當作是招待客人。對許多消費者來說，所謂服務是低層服務人員
將商品遞給我們那一剎那的感覺，浮線提供的一種無形的服務，是一種生活態度模式的引領。因
此，浮線不需要如一般民宿有一位明確的主人（通常都在場），只需要認同主人所引領的生活模
式。於是，誰是主人？是一日島主？還是業主？在浮線，這是一個主客易位、身份交換的過程。
一般民宿經營者以新的社會位置出現，時而文史解說員、服務人員、傾訴聊天的朋友、導遊、工
藝老師，身份多重而彈性。但在浮線，主人卻是生活風格的一部份，是精神導師也是生活楷模。
「浮線」主人在遊客眼中是這樣形象：「熱血青年」、「一頭及肩長髮，一副玳瑁框邊眼鏡，
牛仔褲加上牛仔外套，略帶痞痞的外型，一看就是個藝術家的樣子」、「建築生活的夢想家」，在
各種網站落部落格「浮線」主人也跟空間本身一樣吸引人們注意，許多消費者會對於意外到訪的
業者林建築師，覺得新鮮與好奇。民宿主人，既是舞台前台的表演者，也是舞台後台的幕後人員
（Crang，1997：146）。民宿業者將自己、自己的生活風格化，同時也商品化。然而，商品化的
過程，其實也改變了自我生活，兩者相互影響。民宿經營者認同的過程就是生產一種自我論述，

決定自我參與模式過程，更簡單的說，是一種風格化的過程（黃舒楣，2004：5-14），也是一種
新的資本流動。
如果說，民宿之所以吸引人，在於「真實」呈現的某種（業者）的生活風格；那麼，業者
日常生活與經營民宿應是互為因果的。只是，這個「真實」有多真實？事實上，消費者在民宿可
以享受到生活中沒有餘裕經營的生活樂趣，而無須付出勞務和心力（黃舒楣，2004：4-2）。
3.

浮線空間是生活風格
浮線空間是生活風格的呈現
是生活風格的呈現

民宿消費的美感體驗，透過文化商品化與商品文化化兩組概念越界滲透形成，其消費並非
反應階級、種族等社會位置，而是反應認同。意即，認同不再是根源問題（roots），而是路徑（routes）
與取向問題。民宿同時是自己住的地方，即便不是真正自己要住的空間，也是認知中家的一部份，
是一個自己心中理想的家。即使生活風格是符號，仍描述了經營者想要達到的感性狀態，並且透
過實質的種種營造闡連這些文化資源以表達自我（黃舒楣，2004：4-16）。生活風格不僅是消費
指引，更是產業重心，因此需要創造並維繫想像空間。民宿呈現了理想佳屋的想像，也提供了厲
志性的參考架構（陳麗安，2003）。民宿往往具體呈現了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結果，以及人們對
於理想家屋的想像，是一種統合過的生活風格（lifestyle）的呈現，也是生活價值的重塑。換言之，
空間的生產也是意義的生產。不同經營個體挪用不同的文化成分，建構自己的生活風格以作為不
同的空間生產邏輯。
民宿經營者要經營生活風格，就是在處理象徵經濟中的符號價值，如果符號並不能和自己
對於地方、生活的意義連結，要不是淪為純粹符號的操弄，就是完全無法涉入經營領域。「浮線」
所提供的：浴缸/泡澡、紅酒/微醺、釣竿/釣魚、泳池/游泳、影片/觀影、CD/音樂、望遠鏡/觀星、
腳踏車/騎乘、小船/遊湖，是一組由設施/環境與活動構成的論述，這些也是空間劇本素材，滿足
生活想像的情境道具。這是一種把生活瑣事的風格化的過程，凡是吃的、用的、看的、讀的、玩
的都是滿足觀光的凝視，也是一種透過住宿消費模擬的理想生活實踐。
4.

失落了的地方

「反正，在浮線待的兩天一夜，我們三個就只有做四件事：拍照、看電視、吃飯、睡覺」
「來到浮線的島主應該分分秒秒都不願意離開，因為這麼貴當然要好好享受一下」
「整個就是超懶得去附近景點玩」
「下午四點回到用餐的公共區域，工作人員已經準備好餐盤等我們了，午茶之後沒多久就
是晚餐了」
民宿的經營發展可以視為一種詮釋自己與地方關係的歷程。地方沒有單一獨特的認同，它
們充滿充滿了內在差異和衝突（Messey，1993）地方感牽涉到對地方詮釋、理解、體驗與創造。
地方意義、地方認同的建構與否，關係到個人對於民宿經營的認識，它是一種情感、一種認同，
意義用以消費，卻也是民宿經營、觀光發展與個人地方之間緩衝的感覺機制。這個特質，使得地
方感成為一種商品，透過民宿經營或旅遊代理而傳達、複製和販賣。然而，浮線呈現什麼樣的地

方感？
宜蘭早期由於交通不便，也順勢抵抗了資本的進入，在主政者有計畫的規劃了宜蘭的開發
密度下，並強調其公共工程品質與規劃設計的整體性，造就了冬山河、五荖坑風景區、羅東運動
公園、傳統藝術中心等著名景點，加上童玩節、綠色博覽會等活動的舉辦，為宜蘭的旅遊模式定
下基調，即景觀、人文、歷史與生態。浮線建議了許多可能的行程，這些行程也包括當地名勝，
不過不論是山線、海線，都需要大半天時間，但是浮線的消費並不低，包含午茶、晚餐、早餐、
午餐，島主為了享用餐點使用各種設施，反而定在浮線，頂多是騎著浮線的腳踏車到附走走，到
浮線度假並不等於到宜蘭度假。商品化也意味著特殊化，為了在有限的時空條件下，體驗風格化
生活，於是有限的地方與風土，被放大為全貌，而形成對地方一種奇異的認知。壓縮變形為更扁
平的認知模式，意義越來越稀薄。
消費漸漸取代農業對於鄉村地景的結構性影響；鄉村，由生產/農業地景轉變為消費/休閒地
景。當鄉村地區，選擇觀光作為出路的同時，即必須面對日常生活環境轉換為凝視對象及展售舞
台的改變，甚至配合改變，形成以觀光旅遊需求作為結構地方的邏輯，肆應觀光需求而改變並形
成地景、地方意象、時空組織與活動，乃至生活方式。因此，浮線也是宜蘭厝嗎？曾旭正認為宜
蘭厝作為一種概念，一種指向地域建築表徵的概念，其實若隱若現的接合上了蘊藏在人們「底層
常識」的某種認知－一地建築也可以清楚地地表爭當地的地理人文特質。基本上，當然是，浮線
是蓋在宜蘭的房子。但不同的是，宜蘭厝具有「底層常識」，意即底層生活的意涵。理想中的「宜
蘭厝」是一個結合地景、產業與人文的空間。例如：農忙時，農家需要空地整理農機具、農產加
工；農閒時，空地也做為兒童嬉戲、休閒的環境。因此，空地具有多重意義，具有生產也具有休
閒意義。
浮線其實已經跳脫了民宿或「宜蘭厝」的意涵，其機能也截然不同。沙利文（sulliven）說：
「形隨機能」，機能不同，解釋了浮線形式上的自由。一般家庭生活，重視隱私、擔心西曬，但
這些都不會是浮線要面對的問題。在擁有視野與隱私、日照與室溫之間，浮線毫不猶豫的傾向前
者。因此，浮線在熟悉的宜蘭地景上不熟悉的身影，更轉換了地景元素的意涵。浮線，提供了一
組悠閒、樂活、鄉村概念，無法完全詮釋的想像空間，它不是要被欣賞的風景，而是要進入其中，
但卻又是以一種脫離脈絡的身體運動參與（並非參與勞動），而是像騎腳踏車、看星星、玩水、
抓青蛙等浪漫行為串連起來，這正是一種後現代的觀點，將鄉村視為一種奇觀，甚至是一種供人
參觀的主題場景，而非特定勞動、產業、生活、文化所構成的地景。
5.

被建構了的真實與想像

浮線的成名，除了設計雜誌的介紹，網頁及各種網路傳播也很重要。以前的觀光，強調視
覺凝視。看與被看則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延伸。因此，凝視主體（gazer）與凝視對象（gazee）間
是經由社會關係與實質關係中所建構的。例如：人們到原住民部落窺探他們的住家、生活方式、
是一種獵奇心態使然。另外，攝影普及對於旅遊造成一定影響，人們透過鏡頭看世界，也透過鏡
頭記錄旅遊過程，甚至，拍照與到此一遊幾乎成了旅遊目的。這是一種特殊的凝視狀態，決定了
哪些景點才值得觀光（值得的或適合入境）。大自然與其他景色都變成可以任意傳送點閱進入的

客體，他們能掛在牆上裝飾房屋，也構成回憶。當然，透過相片的記憶，其所記下的跟排除的一
樣多。攝影為旅行記錄，也成為旅遊的延伸，當數位相機結合網絡傳播後，旅遊經驗變成一種可
以肆意流竄的經驗。浮線透過論述、出版、網頁、節目各種媒體（media），共同製造出一種融合
了該時空所有人與物在內的整體感覺。這種感覺並非只依賴視覺，也包括「聽覺景象」（suondscape）
或嗅覺景象（smallscapes）味覺景象(tastesapes)，而這就是我們以為的浮線。
現代主義學者懷疑，是否真有不透過媒介產生的真實經驗？他們認為人所有的經驗都透過
媒介而來。對於一般人來說，對日常生活空間，所產生的種種經驗，可以和媒介對此空間的描述
互相驗證，取得一種「真實感」；但是對於不熟悉的別的城市，「空間感」勢必依賴媒介的建構。
例如，巴黎就被建構成「浪漫之都」，這些被建構起來的關於某個城市空間的想像，影響了到那
個城市旅行者的經驗。人們帶著從媒介中事先獲得的想像，去到現場驗證他們的經驗。浮線的網
頁及其傳播，正是具備這樣的功能，它建構了我們成為島主的想像，甚至比真實經驗還要真實。
布迪厄（1984）指出，這種集體認同仰賴的是特定族群的訊息系統，過去封閉的系統隨著媒體的
普及而更開放，使得新小資產階級，更有機會越界窺探另一階級的生活與品味。因此，最低限度
的奢華、效益主義、禁慾美學等等來顛覆資產階級秩序。於是，不需要天長地久，只需要曾經擁
有，人們可以輕鬆的成為島主，雖然只是一日，但已足夠。透過即時通，這一日島主的宣言來的
更快，透過網誌與網絡傳播來的更久。
Castells 指出，空間的符號學閱讀，不是單純地對形式解碼（社會行動凝結的痕跡），而是
經由在既定時勢中，社會關係所產生的實現意識形態的過程，表現中介的研究。透過媒介建構「空
間想像」，浮線的網站與網路傳播作了最好的詮釋。浮線網頁所呈現的，包括：背景音樂的選用、
影像與註解文字，不僅再現了也建構了人們浪漫的想像，甚至無須親身經歷也可以感受到浮線的
休閒感，網頁裡的照片總是隱約透露生活的痕跡（喝一半的水、看一半的書），有著適合渡假的
陽光（事實上宜蘭多雨），視野良好，（白天室內需要窗簾，晚上基於隱私問題，更需要窗簾），
這是否完全「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影像與媒介聯手編織了各種供人想像的影像，並構成
一個自我的幻覺系統（system of illusions）。我們並非只是簡單的在「看」，我們所見的其實是一
堆符號，一堆隱喻（metonym）。我們所消費的越來越是符號或其再現。社會認同的建構是藉由
互遞的符號值（sign-values）而完成，但是以一種「奇觀」（spectacle）形式存在。
六、 結語

觀光是傳統朝聖的現代版本，追求一種生活上匱乏的「真實」（MacCannell，1973）。消費生
活風格則是現代人與流動的象徵經濟互動的對應機制。「浮線」為缺乏經濟或文化資本趨近理想
風格的人們，提供一個方便門，透過消費，輕易貼近理想的生活風格。「浮線」經營，也是一個
說故事的開始，說自己的故事，說地方的故事，透過故事，將所有物質形式，意義串連，成為一
個整體的敘事結構；也透過透過故事，實踐自我，於是人與環境的關係也隨之重新定義，生活態
度透過生活風格而呈現，生活風格召喚了主體，主體則內化了各種論述，這是一個不斷詮釋的過
程。環境的意義也不僅於「浮線」空間，也包括對社區、地方甚至歷史的、生態的整體想像。這
是一種過度美好的企圖，透過民宿中介，以為理想生活－生活風格－浮線，一以貫之。然而，也
可能是一種想像的斷裂。

浮線如同後現代建築作為一種環境象徵，空間流動，橫跨全球節點，逃離每個既定的社會
與文化，為奇幻世界的想像所俘虜，隱於新媒體傳播邏輯下，在各節點間漂流沈浮也再現連結。
捕捉漂流的想像，片段化的形式內化為自身的意義，甚至做為地方意義與認同的基礎。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人類文化中有一種虛構地點，如：「烏托邦」（utopia）。同時在每一個文化、文明
中，存在著一種有效制定的虛構地點，稱之為「差異地點」（heterotopias）。「差異地點」則是一
種真實空間，確實存在，而且是社會的真正基礎。在虛構地點與差異地點之間，有某種的交滙，
可作為一面鏡子。使人在鏡中看到了不存在其中的自我，在人缺席之處看到了自身，這是鏡子的
虛構地點，但鏡子本身，又確實存在現實之中。傅柯描述有關差異地點的原則，包括：差異地點
有一個開關系統，要進入必須是強制的或被許可的，如軍營、監獄。另一些則看起來開放，但實
際具排他性的地點，例如：Motel。差異地點一方面創造了一個幻想空間作為對照，以揭露真實
空間，但也提供幻想。浮線，一方面創造了一個精緻的、經過仔細安排的真實空間，以對應我們
日常生活空間的混亂、平凡，如柴米油鹽的生活所需。同時，浮線又讓我們覺得捶手可得近在咫
尺，儘管只是一日島主，卻也滿足對另一種生活的想像，使得空間成為所有想像的容器。這一切
並非幻像，而是補償，甚至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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