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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14-2016彰化鐵道遺產保存運動為例，探討鐵道遺產志工屬性

及志工情感勞動歷程與目的，由此思考人類學在文化遺產研究的新取向。民

族誌主要描繪台灣晚近彰化鐵道遺產保存運動中，志工為何走進遺產廢墟，

進行打掃及文資調查；以及，他們如何在具「異托邦」特色的空間內交織出

人與「非人」的互動。研究發現，遺產志工係多元異質流動，夾雜公民、常

民與菁英之地方社群，有別於宗教團體與社區志工。志工情感勞動依保存運

動不同階段而調整其目標與內容，並賦予全球化下地方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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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遺產運動：現象與論述

台灣自1970年代開啟古蹟保存運動，80年代蔚為風潮，90年代後各地推

動社區營造與歷史建築保存及空間再利用。1隨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

各地推動文化遺產指定與保存議題，全球掀起另一波文化遺產及觀光熱潮。

台灣各地亦開始關注日治時期所興建的鐵道及相關設施，歷經廢墟階段後所

形成的遺產潛力點。2本文以彰化鐵道遺產保存運動為例，3筆者首先回顧文

化遺產理論並指出，當前遺產研究的主流論述未能解釋廢墟空間內大量志工

參與、分工、與公部門對話之現象。因此，筆者將研究焦點轉向搶救文資期

間，遺產運動志工的打掃等各項情感勞動，期能理解當代遺產志工活動與特

質。

（一）鐵道遺產運動，不一樣？

2014年秋，我在彰化市後火車站一隅參加鐵路村志工舉辦的「露野餐

會」活動。印象中，暈黃燈影映照各式食材擺盤，人群囈語穿梭交織在成排

的老屋樹叢中。除了豐盛餐點與熱鬧人情外，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就屬穿

梭在老舊宿舍與樹叢間，一群不斷拍打也揮之不去的蚊子。當時一位家住鄰

近社區的學生志工曾經熱心教導我如何「唸咒語」驅蚊。據其解釋，蚊子會

找上門來「是有因緣的」，並非個人體質所致。

究竟是怎樣的緣份？我回憶自身在90年代曾經參與鹿港日茂行與新竹辛

1　 1970年代林安泰古厝拆遷保存事件為台灣古蹟保存運動前哨（葉乃齊 1989）。80年代台灣的文
化資產保存法通過。90年代後，夏鑄九的「聚落保存論述」與陳其南的「社區總體營造」論述出

現。居民的「集體記憶」與「社區意識」始受到重視（顏亮一 2006：98-100）。

2　近年來與鐵道相關的地方遺產運動，除彰化鐵路村保存議題外，尚有台北機場的古蹟保存運

動，台中舊鐵道及鐵橋保存運動，以及高雄的舊打狗驛保存議題等。其中，高雄舊鐵道與港口

建設因應當代都市發展而形成民間與官方敘事競逐，已有人類學觀點研究（Hsu 2017）。

3　台灣早期多以古蹟保存運動泛稱文化資產的保存及動員。當代則採用「文化遺產」或「工業遺

產」保存等符合國際認可的中譯詞彙。學界亦有將「工業遺產」譯為「產業文化資產」者（林崇

熙 2005）。本研究案例應屬工業遺產範疇，筆者以鐵道遺產保存運動稱之，係突顯此為鐵道設

施相關的文資保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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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兩處古蹟保存議題，4經比較發現，除了保存建物的規模不同之外，保存

運動者的組成也產生變化：台灣早期的文化資產保存運動多數由保存議題相

關的社會人士及學生組成行動小組（成員人數有限），但鐵路村保存運動所

匯聚的志工，則擴大至地方民眾，甚至有跨地域的學生及專業者加入。據筆

者觀察，近年來台灣各地與鐵道設施議題相關的遺產保存運動，往往伴隨大

批志工參與，形成一股新興文化現象。

來自各行各業的志工，包括專業者、學生、附近居民及跨縣市民眾，筆

者對照過去曾經參與的古蹟保存運動，腦海中不禁浮現問號：大批志工與民

眾來自何處？近年來聯合國推動世界文化遺產指定必然對台灣地方遺產保存

產生影響，台灣各地鐵道遺產保存運動脈絡亦複雜，我們該如何解釋新興的

地方遺產運動與志工現象？

當代，正值人類學理論開始關注全球文化流動與地方性面臨消解危機之

際（Gupta and Ferguson 1992；Appadurai 1996），鐵道遺產保存現象與此脈

絡又有何相關性？筆者首先釐清目前的文化遺產理論與台灣文資保存論述發

展，並將研究視角轉向保存運動中的行動者（遺產志工），嘗試由社群與情

感勞動等面向切入，回顧相關文獻並確立本文思考與分析框架。

（二）反思文化遺產論述

全球文化遺產的主流論述主要探討文化遺產政治，以英語系國家文化

遺產保存案例為主。不僅探討文化遺產與國族建構（Samuel 2007[1994]；

Wright 2007[1985]），文化遺產工業（Hewison 1987；Lowenthal 1985），

亦論及地方遺產觀光衍生的觀光凝視與真實性問題（Urry 2007[1990]；

Magelssen 2007[2002]）。然而，將文化遺產視為國族建構的論點後續受到

多元族群觀點的挑戰（Hall，2007[1999]：93-99）。在英語系國家的案例之

外，開始出現亞洲地區的遺產研究與反思。

4　 1998年鹿港林姓郊商日茂行因都市計畫拓寬道路面臨拆除危機，鹿港發展苦力群發起搶救日茂

行，2000年指定為縣定古蹟。2000年新竹東門街的竹中辛志平校長故居（辛公館）因列為新竹市

第九停車場而面臨拆除，由木造社、竹中校友及清大學生組成的辛公館關懷行動小組發起保存運

動，2002年公告為市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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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者McCoy Owens（2002）研究尼泊爾文化遺產Swayambhu廟宇空

間演變及不同人群賦予的意義，指出後現代社會中遺產議題呈現的「交錯並

陳」。Ackbar Abbas由後殖民角度探討香港的英國殖民時期建築改為博物館

的例子，指出被忽略的資本與軍事殖民史（Abbas 1998：193）。在亞洲地區

的城市文化資產保存過程中，專業者與居民對城市空間經常具有不同規劃及

想像（Askew 2002；侯志仁 2013）。官方政策與在地居民在文化遺產保存論

述上亦經常呈現不同敘事觀點（Anico and Peralta 2009；Hsu 2017；王舒俐

2015）。

關於台灣古蹟保存議題，建築與相關領域學者指出，國族認同危機下的

本土化政策與古蹟等遺產保存現象密切相關（顏亮一 2006；Chiang 2010）。

人類學者陳其南曾由「文化政治」角度探討台灣文化資產保存，並著重社區

營造與地方文史社團角色（陳其南 2007）。亦有學者從「公共領域」解讀台

灣城市建築保存（郭肇立 2009），或探討文化資產保存權力運作的「文化治

理」（王志泓，李秉霖等 2011）。整體而言，台灣文化遺產議題過去較為著

重國族建構與文化、空間政治等視角。基本上，筆者認同國族建構與台灣社

區營造推動等政策，對當代文化遺產議題具有影響力。但筆者未採取此理論

取向，係因本文主軸由遺產建構的過程轉向參與志工的行動特質探究。

在長期參與觀察台灣文化遺產運動的基礎上，筆者指出，地方文化遺產

研究可由空間建物為主的保存歷程探究，轉向遺產行動者的想法、情感與行

動目標理解。因此，不同於將文化遺產視為「物」、空間與其意義建構的研

究，筆者擬探究廢墟空間內「人」的行動特質，由此理解遺產志工無償與情

感勞動，在全球化下地方社會所具有的意義。

（三）社群的情感勞動

「社區」與「社群」的英文皆為community，筆者在此所使用的「社

群」係指在人類學理論發展與使用脈絡下，具有身體、情感、敘事等社群概

念化實體（Cohen 1985；Amit 2002）。在台灣，「社區」概念發展有其歷史

脈絡，5亦曾與地方製造（Lu 2002；莊雅仲 2014），或公共領域等議題結合

5　在台灣，「社區」一詞源自政府配合聯合國推動的「社區發展」計畫，旨在創造一個有組織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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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容邵武 2013；楊弘任 2007）。然而，本文中志工為行動主體，既包括

實體社區居民，同時匯聚社區之外的人群。在遺產運動過程中，來自不同社

區的個體志工因加入地方遺產保存運動，由此發展集體情感與認同，故筆者

採取「社群」視角思考遺產志工現象。

綜觀Anthony Cohen（1982，1985）與Vered Amit（2002）的人類學社群

研究，前者指出「歸屬感」（belonging）與社群邊界的重要性，後者則強調

社群為情感的真實社會關係表達。Ortner研究美國高中同學會的社群組成，

發現當代「去地域化」的「後社群」（postcommunity）具有情感源頭與階級

流動特質（Ortner 1997：61-76）。另一方面，當代因網路科技發達，「想像

的共同體」（Anderson 1983）論述在思考社群或國族議題方面蔚為主流。儘

管地方遺產運動亦不免有其網路動員與想像，但本文中筆者著重在遺產志工

社群形成過程中，志工打掃等行動的身體與情感敘事的角色。

就本文遺產保存運動案例而言，眾多志工個體加入形成志工群，係仰賴

成員間各種共享經驗與共事情感。然而，在保存運動相關工作的情感交流之

外，筆者亦將探究，在鐵路村空間內號召志工與群眾走進鐵路村進行打掃，

或支援文資調查工作等各項活動是否具有「情感勞動」現象？

「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與「無償勞動」或「非物質勞動」的概

念及內容有所重疊。Terranova（2000）以「無償勞動」（free labor）探討數

位經濟的文化現象，與後工業社會及網路使用相關。「無償勞動」與「非物

質勞動」（Lazzarato 2006）現象與當代網路科技社會關係密切，用於解釋因

應資訊社會產生勞動方式改變及文化與身體的互動。Michael Hardt認為「情

感勞動」經由情感創造與操作，由此產生社會網絡、社群形式與「生物力」

（biopower）。而情感生產與再生產亦促成集體的主體性與社會性生產，是

資訊經濟社會中顯著的現象（Hardt 1999：93-97）。Antonio Negri強調，在

後現代與全球化市場下，勞動情感與價值來自生命本身的基礎本質（Negri 

1999：78-80）。

代空間（莊雅仲 2014：168）。1994年後，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影響所及，各鄉鎮

的「社區」即帶有「社區營造」理念，係指台灣各地的文史團體或社區組織重新發現地方歷史並

由此再造地方特色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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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者Andrea Muehlebach研究指出，志工情感勞動背後其實有國家

治理及福特主義作用，無償情感勞動被國家塑造為公共道德與市民典範的行

動。80年代以來，義大利志工團體如雨後春筍，他藉由醫療機構志工訓練

過程，探討義大利後福特的勞動大眾建構，以及國家如何經由志願性勞力新

治理使同情心變得豐沛。同情（心）既生產亦維持一種新的排除秩序，情感

勞動是義大利社會邊緣「成員的喜愛活動形式，將使其獲得在福特社會所培

養的社會歸屬感－係經由有償工作被公開承認與歸屬的能力（Muehlebach 

2011：67-76）。

Andrea Muehlebach強調，義大利志願性團體蓬勃發展，與國家刻意扶植

志工團體具有密切關係。「此志願主義文化，及其所仰賴的情感能力，是新

自由主義改革者所稱之為社福（關照）社群所製造的關鍵。也是多數歐洲經

由引進非營利與志願性活動朝向社會福利私有化的趨勢」（同上引：65）。

筆者由此思考，台灣近來在政府「志工社會」政策推動下，眾多遺產「志

工」出現，係受全球經濟體系變動影響需重新尋得「歸屬感」，抑或志工

「情感勞動」還有其他解釋面向？

（四）彰化鐵路村保存運動6

鐵道志工情感勞動的空間，實與彰化鐵道遺產保存運動的背景及歷程密

切相關。首先，筆者描繪鐵路村的地理位置、空間格局與歷史文化特殊性。

接著說明搶救鐵路村的遺產運動過程，並歸納遺產保存運動階段及志工行動

脈絡。

本文田野地點「鐵路村」，7又名「台鐵舊宿舍群」，為匯集許多棟台鐵

員工宿舍的聚落，建造於1922年（大正11年），與扇形車庫同年興建。筆者

經比較後發現，儘管為同年代建物，兩者命運卻大不同。扇形車庫價值極早

6　本文報導人為彰化鐵路村保存運動參與者，以彰化縣（市）居民為主，年齡層主要分布於20到50
歲之間。文中提及保存運動各階段領導人物時，筆者沿用其綽號或暱稱。當文中描述或引用其他

報導人（志工）觀點時，筆者均採用匿名（化名）方式。

7　「鐵路村」為當地老住戶對於這片大面積台鐵員工宿舍的稱呼，打掃志工群在成立協會後沿用。

「台鐵舊宿舍群」係保存運動及民間團體提報文化資產時所用的詞彙。筆者在本文中，考量延續

當地居民說法，故使用「鐵路村」指稱此空間。



53

廢
墟
裏
的
異
托
邦
：
彰
化
鐵
道
遺
產
志
工
的
情
感
勞
動

 

 

受到重視，1995年鐵道迷發起扇庫保存運動後指定為彰化縣定古蹟。相較之

下，扇形車庫對面的鐵路村，位於溝渠、鐵道及一座地下道所圍繞的隱蔽區

域中，在鐵路村保存運動發起前，甚少彰化市民知道這塊地方。

彰化自清代設縣治進入帝國治理體系以來，因位處台灣西部中間的地

理位置，加上鄰近鹿港的貿易興盛，遂躍居經濟貨貿交流中心。青井哲人

（2013）在《彰化1906》書中描繪，彰化早期城市發展的巷弄紋理，多數集

中在市區附近的古城門遺跡一帶。日治時期，鐵路開通後，山海線匯聚於彰

化，使彰化成為重要交通節點。然而，提供銜接路線的客運交通，與商貿經

濟發展，大多分布在火車站前，極少越過鐵道，擴及火車站另一邊（後站區

域）。

依據鐵路村志工群的文資調查報告（彰化縣醫療界聯盟 2017）指出，

1905年彰化段鐵軌舖設，第一代木造火車站於同年完工。此時的台灣堡圖顯

示，彰化鐵路村尚未出現，其所在地推估係位於彰化城「北門口」外，古地

名「過溝仔」的農田區域（圖1）。再詳閱1945年美軍所繪製的彰化市地圖，

鐵路村基地格局已然確立，與周圍兩條鐵路互動密切。鐵路村東側為台鐵；

北側為糖鐵，並設有糖鐵西勢子

站。鄰近扇形車庫，又有第二消費

市場及一座輾軋廠，顯示當時生活

機能與產業型態（圖2）。

圖1　1905年台灣堡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地圖檢索系統
（彰化台鐵舊宿舍群基礎調查加註繪製）轉引
自彰化縣醫療界聯盟（2017：57）

圖2　舊宿舍群外部空間公共設施相對位置
資料來源：昭和20年（1945年）美軍繪製彰化城
市地圖（彰化台鐵舊宿舍群基礎調查加註繪製）
轉引自彰化縣醫療界聯盟（20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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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知，鐵路村的特殊地理位置，極可能是在員工財產安全及方便人

員進出管理等考量下的設計。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來台期間，日人所建的

鐵道部官舍已擴充為台鐵局員工宿舍，在彰化市中心外自成一個體系，是提

供各項生活機能與所需的鐵道職工村聚落，與市區的生活空間有所區隔。

由日治時期封閉性且階級分明的宿舍空間，在國民政府來台後，閩南

客家與外省族群進駐，打破空間內部的嚴謹區隔，同時因應更多鐵道職員及

家庭成員所需空間，鐵路村不斷加建宿舍與公共設施，基本上仍維持日治以

來的規劃與空間格局。2003年，台鐵局依據「中央各機關學校國有眷舍房地

處理要點」要求鐵路村老住戶搬遷。當住戶陸續遷出，各式樹木與動植物進

駐，在幾乎無人居住的廢墟空間內顯得生機蓬勃。

鐵路村遭遇拆除危機，主因行政院辦理「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彰

化縣政府變更彰化都市計畫，將火車站立體化打造為彰化市再發展中心，並

將後站扇形車庫（鐵道文化園區）、鐵路村（公園用地）、農會倉庫、及乙

種工業工地（台鳳舊廠）等逐步納入都市更新（彰化縣政府 2012）。鐵路

村有部份原為商業及道路用地已變更為公園用地。地方政府擬將鐵路村內多

數建物（僅保留四戶六棟的歷史建築）拆除。2013年底，彰化民眾路過並發

現鐵圍籬漆上紅色「拆」字。不久，半線新生會成員發起「搶救台鐵舊宿舍

群」行動。8

鐵路村保存運動依據主要決策者、參與志工及階段性目標，可區分為：

一、保存運動初期（2014年3月－2014年5月）：由半線新生會號召網路連署

及召募志工。二、保存運動中期（2014年5月－2015年3月）：由打掃志工群

接手，並在鐵路村進行密集打掃、測繪與訪談等工作。9三、保存運動後期

（2015年3月－2016年3月）：以志工群為基礎成立NGO組織（鐵路村文化再

8　半線新生會，係由在北部工作返鄉開設咖啡店的小王子於2013年成立。參與者多為彰化縣市在地

青年。成員有經營彰化市區咖啡店、特色餐飲及書店者，亦有從事媒體、教育工作，或開設個人

工作室從事藝文創作。

9　期間活動包括：提報鐵路村為文化資產，舉辦學術界聲援台鐵宿舍村記者會，會同文資審議委員

進入鐵路村現勘，舉辦鐵路村「露野餐會」與其他鐵路村導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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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協會），並進行鐵路村的文資調查計畫。10唯此階段區分僅供筆者於本文分

析時使用，並不代表志工或協會的分期方式。2016年3月之後，彰化縣政府將

鐵路村規劃為設計案招標，委由呂政道建築師規劃，協會工作則朝向舉辦論

壇與「講講八巷」活動，藉由導覽與小農、音樂市集持續活絡鐵路村空間。

在台灣，文化遺產保存所涉及的議題與單位繁雜，推動文資指定流程曠

日費時，故主要決策者與參與志工因應不同階段，其保存主軸亦時有調整。

我在2014年8月加入鐵路村志工打掃行列，11正值保存運動中期，打掃志工群

由任職教育界的米媽帶領，與初期發起搶救運動的小王子（及半線新生會）

在文資保存路線上分別採取「全區調查」與「儘速活化」等不同立場，後續

新生會成員漸淡出。122015年，志工群成立協會，保存運動邁向後期發展，理

監事會推選具古蹟修復經驗的龍爺擔任首屆理事長，統籌鐵路村全區文化資

產調查工作，並參與地方政府與專家學者進行文資審議的討論。

結合田野地發展與上述文獻回顧，我認為彰化鐵路村的志工行動，特

別是在遺產保存運動過程中，尚未指定為文化資產的廢墟空間階段，志工沉

浸於打掃、訪談或各項文資調查工作的階段頗值得探究。筆者發現，遺產志

工並非沿用台灣80或90年代的遺產運動組織方式，他們並非遺產空間的承載

者，而是連結空間過去的使用者，以及，重新體驗、挖掘或發明當代鐵道遺

產意義者。

筆者試歸納本研究問題意識：首先，大批志工湧現於當代文化遺產運

動，有哪些不同於過去文資保存行動之處？若與台灣社會中常見的社區、宗

教志工比較，在志工組成、參與動機及方式上，又具備哪些不同特質？

其次，志工行動與志工情感源頭？志工如何、又為何進行「情感勞

動」？換言之，當志工在廢墟空間內部進行打掃、訪談、測繪或導覽等各項

10　期間活動包括：召開協會籌備會議，第一、二次鐵路村文化再生協會的會員大會，進行＜台鐵

員工及居民集體記憶訪談計畫＞與＜彰化台鐵舊宿舍群文化資產基礎調查計畫＞案。

11　我的博士論文田野主要由2014年8月到2016年底，以歷史文獻蒐集及打掃工作為主，期間曾參與

導覽、測繪、訪談與植栽調查等工作。本文聚焦於志工群打掃階段，筆者以參與觀察及訪談資

料為主，輔以協會文資調查報告與相關文獻進行分析。

12　 2014年5月，半線新生會成員與後來召募的志工群因保存觀點不同，新生會成員淡出，僅訪談組

有新生會成員繼續老住戶的訪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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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時，個人與廢墟空間互動的身體經驗如何轉化為集體的志工社群情感？

打掃與文資調查等各項分組工作，志工須利用假日或平日閒暇時間參與，且

為不支薪的無償勞動。筆者由此思考，志工「情感勞動」的歷程、目標與意

義究竟為何？

二、廢墟裏的志工打掃行動

依據本文田野觀察發現，大批志工密集進行無償勞動／情感勞動的時間

點，係發生在遺產保存運動初、中期，空間尚須維護整理的廢墟階段。筆者

將指出，鐵路村廢墟具有「廢墟化」過程與「異托邦」特質，由此脈絡理解

志工於打掃行動中衍生的身體經驗及社群情感聯結，可做為後續探討志工情

感勞動的基礎。

台灣各地遺產潛力點可經由提報與審議等程序成為文化資產。然而，在

指定為文資前，這些空間必然歷經長時間「廢墟」階段，彰化鐵路村亦不例

外。Stoler區分「廢墟」（ruin）與「廢墟化」（ruination）差異，思考帝國

廢墟在現今政治下的再挪用、策略及主動位置（Stoler 2008：195-196）。筆

者認為，彰化鐵路村在搶救行動發起前，即為一個歷經多年「廢墟化」過程

後形成的「廢墟」，承載日本殖民時期、國民政府來台、二次大戰以及戰後

的制度變化，係匯聚各階段歷史、建築及生態的空間。

Foucault（1986）將博物館、歷史村、墓園與主題公園等特定空間視為

「異托邦」（heterotopia），13然而，後續卻未將此概念發展為完整論述而招

致批評。研究者指出，heterotopia在台灣經常被簡化套用，既未置入傅柯思

想脈絡，也缺乏本土化經驗的研究省思（王志弘 2016：76-91）。但亦有學

13　 Heterotopia通常譯為異托邦或異質空間。Foucault（1986）提出六項原則說明heterotopia：1. 危
機異托邦與偏離的異托邦。2. 既存的異托邦（ex：墓園）可以不同方式運作。3. 異托邦可以在
一個真實地方交錯並置好幾個不同空間或位址（sites）。4. 能積累時間的異托邦（ex：博物館
與圖書館）以及暫時性節慶式異托邦（ex：渡假村）。5. 總是預設一套開放與關閉系統的異托
邦，既能孤立它們亦可被穿透。6. 具有與其他空間產生關係的異托邦特質，有兩種展現形式：

其一是創造一個幻像式空間，其二是創造另一個完美的真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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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工業遺址即是由多元文化混合及共存所構成的「異質空間」（陳逸杰

2010：24）。筆者同意「異托邦」概念須被審慎使用，同時亦須考量台灣工

業遺產具有不同年代與空間特質並存的事實。本文中筆者以「異托邦」闡釋

彰化鐵道遺產在廢墟狀態所具備的多重異質，係吸引志工走進鐵路村發掘其

歷史的背景因素。

筆者認為，彰化鐵路村在老住戶遷出後的廢墟化過程，使其異托邦特質

更為彰顯。例如：異托邦第四項原則描繪一個可將時間堆疊並陳的空間，第

五項原則是描述一個既開放又封閉，具管理機制的空間（Foucault 1986：24-

26）。彰化鐵路村歷經不同政權與居民更迭，同時是一個受政府部門的鐵道

單位管制，與市區生活隔絕的「異托邦」，在「廢墟化」過程中，「人」的

遷出與「非人」進駐，使這個空間與遺產志工相遇時，將生產更多層次對話

的可能性。14

（一）走進廢墟化的鐵路村

回顧志工群當初進入宛如廢墟般的鐵路村的打掃行動，肇始於一種極為

特殊的感官經驗與場景氛圍：

那時候我們是爬窗戶進去的……由＊大哥旁的日式房子，要把窗子

拆掉，爬進去，裏面根本就沒有路，很可怕，我進去都覺得毛毛

的，為什麼，因為那個沒有人進去喔，啊我覺得應該會有蛇才對

啊，結果進去才發現，裏面堆了很多遊民的床墊、垃圾，因為沒有

人去，整個根本是老鼠，整個垃圾是一堆又一堆……好可怕。（訪

談BO1109記錄）

阿志是在保存運動中期，首批進入鐵路村打掃的志工之一。當筆者訪談

其他打掃志工時，也發現類似場景與身體經驗，附帶視覺與聽覺的震撼。例

14　筆者認為，鐵道遺產係具備「異托邦」特質的工業遺產空間。而匯聚於異托邦空間內的志工，

其屬性與特質亦可能因為人的遷出、遷入，與空間內的物有所對話而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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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鐵路村擔任攝影記錄的志工所描繪的情景則是：「一群人從洗衣店旁

房子間隙進去，踩在動物骨頭上，跨過疑似流浪漢使用的棉被……」此外，

志工在鐵路村內行走時，亦會望見舊住戶留下的神主牌位與遺照等。每逢假

日「開打掃」時，隨志工穿梭在老房子間，我亦曾目睹這些畫面，往往內心

一驚。不禁佩服起那些初期就走進鐵路村打掃的志工所具備的勇氣，除回應

各種感官衝擊外，還有志工曾走進伸手不見五指的防空洞內進行調查記錄。

筆者不禁感到好奇：所謂「志工打掃」究竟是指什麼樣內容的行動呢？

裏面很多野狗嘛，吃東西，留下骨頭，都是骨頭啦，進去就沒有路

嘛，沒有路就開始……人家講「披荊斬棘」，就是開一條路，工具

就是都不夠，有帶一些鐮刀，根本就沒有路……（問：最開始打掃

什麼呢？）就是路啊，就是把路開出來…（訪談BO1109記錄）

「披荊斬棘」的開路英雄意象，具體呈現在一開始走進鐵路村打掃的志

工回憶中。當志工攀牆拆窗，闖進多年無人居住的廢墟，再設法開路，打掃

出一條路徑或是老房子空間，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

約莫四個月後，2014年8月，我第一次走進鐵路村，在老房子內協助志工

進行清掃工作時，頗能領略初期打掃過程中，人力、物力上的艱困條件。根

據許多志工指出：「現在打掃的情況已經好很多了，蚊子也少了很多……當

初可是連路都看不到！蚊子叮得滿頭包呢！」鐵路村裏一棟四層樓員工宿舍

（洞洞屋）被整理為志工室，仍張貼著保存運動初期召集志工進場打掃時所

拍攝的照片。其中一張顯示，遠從北部前來協助空拍攝影工作的志工，小腿

滿滿是被鐵路村蚊子大軍叮得密密麻麻的小紅點。

志工小玉，彰化秀水人，在熱心參與及拍紀錄片的過程中敘說她曾被鐵

路村的狗咬到的經驗。但日後經由打掃和鐵路村內一群狗兒漸漸熟悉後，還

可以道出每隻狗的特徵與命名。筆者進行打掃工作時亦曾聽志工提起，鐵路

村裏的一群蜜蜂早已搬家到鐵福幼稚園教室旁，另發現有一群蝙蝙亦住在舊

宿舍裏。自2003年起，原本居住在鐵路村的台鐵員工因政府部門的一只公文

要求他們搬遷，鐵路村的老房子開始荒廢衰頹，無人居住管理，各式各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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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進駐且生長茂密，與眾多老建物交織並存。

另一位家住鐵路村附近的人文學科研究生阿進，亦曾參與志工活動並指

認出鐵路村裏一兩棟魅影幢幢的建物，有著老住戶們知悉的鬼故事傳說。因

此，每當筆者參與打掃活動，跨過紅色鐵門後，獨自穿越樹枝椏與草叢密佈

的巷道，總得快步踩過，心跳隨狗吠聲接近而加速，直至轉個彎，望見其他

打掃夥伴在遠方招手時，方才鬆了口氣。志工對於打掃鐵路村的回憶，顯示

各種身體經驗皆讓參與者產生不同於日常生活的文化震撼：包括進入廢墟空

間帶來的視覺（骨頭、舊棉被、遺照）、聽覺（狗吠聲）、觸覺（蚊子叮、

狗咬）與心理上（毛毛的、好可怕、心跳加速）各種不同感官體驗與認知。

鐵路村打掃過程中，志工間人與人的互動外，尚有人與「非人」的互動

體驗。15志工與周遭的建築、文物、生活用品，以及蚊子、蝙蝠、蜜蜂與狗

等動植物也不時地互動著。宛如考古學家發現古代重要遺址般的感受，不僅

辛勤地挖掘遺址裏珍貴文物，同時抱持讓過去的歷史文化重見天日的殷切期

許。當志工們潛入這一大片廢墟邁力進行打掃工作，希望由遺產廢墟開拓出

一條可供行走的道路時，在過程中，志工毫不畏懼狗咬蚊子叮，以其身體勞

動經驗與血汗灌溉，讓原本荒煙蔓草的廢墟開始「重現生機」。

（二）共食共享的身體經驗

伴隨著志工一開始密集的打掃行動，終至在舊宿舍群空間內開闢出幾

條主要巷道，逐步開啟通往歷史文化與建築之美的導覽體驗之門。在後續打

掃活動中，因為鐵路村本身豐厚的生態資源與環境，經由志工導覽活動認識

原先在此空間內所栽種的花果樹木，並且在果實成熟季節，大家共同採集龍

眼、桑椹等果實品嚐。因此，志工原初踏入鐵路村時的不安與害怕，以及身

體感官的震撼，也由後續集體共享、共食的情感互動以及嶄新的身體經驗所

取代。

15　 Harrison曾提出由「物質性」、「連接性」與「對話」三組概念以思考當代遺產現象。其中，

人與「非人」的事物將持續對話，並提供更具民主的遺產決策模式（Harrison 2013：1-5）。本

文中關於鐵路村的人與「非人」的討論亦延續此概念，意指遺產空間內部的人（志工）與各建

物、植栽與文物等「非人」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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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鐵路村，沿路最常見的是本土原生種的血桐及構樹。血桐因為鋸樹

時會產生紅色樹汁液，故得此名。構樹則為造紙材料，紅色鮮艷的果實也是

許多鳥類的食物來源。然而，這兩種樹木在台灣遍地可見，因此，當志工群

打掃修樹時，它們經常成為被修剪對象。果樹的命運則大不相同。因鐵路村

原住戶多栽植果樹於後院或房屋旁，成為過去日常生活中的水果來源。依據

植栽調查報告指出，宿舍裏的果樹無論數量與種類皆多，包括龍眼、芒果、

桑椹、楊桃、蓮霧、酪梨、檸檬、破布子等不同種類的果樹。其他常見樹種

還有正榕、雀榕、樟樹、玉蘭、椰子、桑樹等（彰化縣醫療界聯盟 2017：

350-373）。

在所有果樹中，龍眼與桑椹因為盛產期間果實相當多，是前往打掃的志

工群最常採集食用的果樹。龍眼若吃不完可以曬乾處理成龍眼乾。而桑椹則

是一串串懸掛在志工室前，隨手摘下即可品嚐。2015年3月，我參與鐵路村內

一場高中生社團的導覽活動，導覽志工阿民具備豐富植物生態知識。因此，

導覽過程中，他指認鐵路村沿路的果樹名稱，也提及血桐與構樹是原生種，

因此會不斷地冒出成長茁壯。沿途看見桑椹樹時，亦鼓勵大家撿拾落在地上

的果實食用。據有設計專長的上班族志工小芮所述：桑椹加工所製成的桑椹

醬與桑椹汁，後來還送到提報鐵路村為文化景觀的文資審議會上，供文資委

員品嚐。由此，果樹與果實成為代表鐵路村的象徵物，加工製作與食用這些

特產果實的過程也被志工賦予重要使命。

有一回打掃時，一位熟悉百草用途與功效的志工小月，本身是退休教

師，父親曾任鐵路局員工，熱心地帶領志工群環繞鐵路村一圈認識植物。當

我們走到鐵路村的一棵雀榕（樹）旁，她指著葉子上白色葉托部份，邀請我

們摘下並品嚐雀榕嫩葉微酸的味道。經她介紹，筆者方知構樹有公、母株之

分，公樹為穗狀花序，母樹則結有紅色果實。此外，鐵路村內開著白色鈴鐺

小花，散發一股特殊氣味的雞屎藤原來亦具有神奇療效，她建議大家採回去

燉排骨，對小孩「轉筋骨」有助益。當天確實有志工媽媽身體力行，採回雞

屎藤燉湯食用，並將照片貼到網路群組與志工們分享。

芒果樹也是鐵路村內常見果樹之一。經常可在鐵路村舊宿舍的庭院發

現芒果樹蹤跡，顯見它受鐵路村原住戶所喜愛的程度。在參與植栽調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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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曾隨志工走進八巷。沿巷是最早興建的日式宿舍群，院落裏有許多棵

樹徑極寬的芒果老樹。遠遠目測其樹冠，發現它的葉子別具特色。在這些芒

果樹中，最具傳奇性，也是志工打掃時經常提起的，則是熊段長宿舍前庭院

裏所栽植的芒果樹。據志工指出，這顆芒果樹品種與鐵路村內其他芒果樹不

同，據推測係由福建移植而來。有一回打掃段長宿舍時，發現滿地遍布鵝黃

色小芒果，有些則發芽了！大家一邊打掃工作，一邊拾獲果苗，小心翼翼端

起，腦海裏浮現著芒果樹與熊段長的日常生活故事。16

志工打掃行動往往伴隨著多次認識果樹，與學習植物知識的歷程。不

論果樹或其他常見樹種，經過解說、撿拾、品嚐、燉用後，也成為志工身體

感受及經驗的一部份。有一回打掃活動安排攀樹與修樹活動，讓志工跟隨專

業攀樹教練用繩索攀到一棵老樟樹的枝幹上，協助修剪樹枝作業。此舉讓志

工以身體行動接近並感受老樹的生命力，建立身體與鐵路村空間的連結及記

憶。

筆者認為，採集共食正是自遠古人類以來就具有文化意義的共享儀式，

由此建立集體情感與認同。在打掃過程中，志工們不光用眼睛觀察植栽，用

耳朵聆聽植物典故，同時亦聯想果樹與老住戶相關的軼事。各種果樹植栽，

與鐵路村建築空間、人文景觀皆具密切關係。經由行走、採摘與品嚐過程，

志工們更加理解鐵路村建築與各種充滿歷史與常民生活的故事外，藉由採集

共食的身體經驗，逐步形成每位志工對此廢墟空間的情感及認同。

（三）煙霧繚繞的劇場

2015年10月在蘇迪勒颱風過後的一次打掃，活動是一整天。參與打掃的

人來來去去，累計約十多人次，是志工參與踴躍的打掃行動。首先，洗衣店

老闆（老住戶）帶我們去看鐵路村內的蜂窩，位於雀榕相伴的鐵福幼稚園教

室旁一角，推測是由宿舍村八巷搬來此處。上午我們開始由志工室搬來打掃

16　熊仲炎段長，湖南人，曾在湘貴黔鐵路服務，來台後曾任職於內灣支線與林場管理局，後任職

彰化工務段段長，為人博學多聞，廣受老住戶敬重。許多則與他在職與居處相關的生活軼事流

傳在鐵路村的老住戶與打掃志工群之間。資料來源：彰化縣鐵路文化再生協會〈熊仲炎段長女

兒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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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打掃起熊段長宿舍前的巷子。一場颱風過後，所堆積的樹枝及落葉厚

厚一疊，清理起來十分不容易。

此時，志工阿義搬出他所自製、搬運樹枝落葉用的神奇工具，由數片木

板加上兩條細長繩索拼接釘成的工具。當天由七位志工輪流運用此工具搬運

落葉。每次三人一組，一人在後面推動木板，兩人在前面往左右方向拉動。

因為搬運落葉及樹枝時皆需耗費極大力氣，藉助工具的力矩原理，我們省下

來回徒手搬運的時間與人力。

一早志工阿鐵出現時，身著迷彩軍裝，頭上是一頂安全帽及口罩，另外

還配備有拉線驅動馬達的陽春除草機。一開始，大家看這機器十分有趣，於

是輪流拉線設法啟動，卻總是拉不動，僅聞到濃濃機油味。終於，志工小玉

成功發動，大家亦開心歡呼，期待機器能提升打掃效率。阿鐵說，他好一陣

子沒來，看到先前所認領的環境維護區域變化之大，看了嚇一跳。原來，在

志工群「不開打掃」的期間，雜草與樹枝在大自然帶領下重新填滿此廢墟空

間。

一個多小時後，在神奇拖曳工具的發明及協助下，每人平均拉三到四

趟。儘管氣喘吁吁，汗流夾背，大家卻覺得很有成就感。打掃完段長宿舍的

庭院後，決定一起拍張大合照。志工群聚，於是資深志工阿民提議搭配一

首歌曲，但究竟誰的歌曲較為合適？大家開始聯想鐵道相關曲目，最後選唱

「車站」，係因為工務段的段長宿舍和火車站意象有所扣連。接著，大家一

邊拍照，一邊唱起歌來，將先前打掃的辛苦，轉化為愉悅的歌聲。此時，我

不禁受到這氣氛感染，同時體會到志工曾有此一說：打掃，是為了體驗和有

趣的人、事、物相遇的樂趣。

更具劇場氛圍的一景，出現在志工將打掃完的樹枝及落葉堆疊一起，

形成小山丘般的壯觀奇景。之前，每當打掃工作結束後，就有志工提議大家

排排站，一起在志工室前拍張大合照。但這次拍照場景有所不同，大家決定

在堆起樹枝落葉的小山丘旁各就各位。一旁燻蚊子用的鐵筒焚燒著拾來的落

葉，一陣煙飄來，白茫茫地迷濛一片，宛如劇場的戲劇效果。隨著煙飄來散

去，志工隨意地更換位置與動作，一向慣用相機或攝影機幫大家記錄打掃過

程的志工小芮也馬不停蹄地按下快門。（田野日誌 201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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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整個打掃過程，像是一個煙霧繚繞的劇場。劇場裏的人物陸續走進

宿舍村，穿著特定服裝，帶著特定功能的工具。不須導演喊聲「開嘜啦」，

大家就各就各位，手上拿著除草或是鋸樹所需要的工具。有時靜默地打掃，

有時對話中穿插一些趣味。除完草，掃完地，再依循一定的路線，用特製的

打掃工具拖到集中處置放。在陽光燒烤過的空氣中，在志工自製的燻蚊鐵桶

移動中，煙就在劇場中的每個人身邊瀰漫著。

因此，2015年10月的那場打掃行動，是在當年蘇迪勒風災過境後，9月志

工們先行進場整理倒塌樹木、鋸完樹枝結束時，發現巷道環境仍待整理，因

此再度召喚志工群一同前來打掃。當次由協會總幹事發起，以網路訊息通知

大家進場時間。但因為距上次打掃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空窗期，志工們不知道

彼此會有誰到現場支援。爾後，志工陸續抵達，帽子、長袖衣物、防蚊液與

水皆是必要配備。另外，為防蚊子叮咬，有志工圍上領巾，我當天也穿上有

衣領的衣物。

進行志工訪談時，曾經聽一位長期參與打掃的志工大哥提到打掃的服裝

配備：「就是需要長褲和長鞋子，臉最好要包住，像我是喜歡戴魔術方巾，

騎腳踏車在用的，可那個只是短暫，還是一樣會被叮到……」早期在蚊子大

軍籠罩下，服裝配備更為繁複。此外，當兵時所穿的迷彩軍裝，經常是男性

志工的服裝首選。我詢問過經常穿迷彩裝到宿舍村打掃的志工，方得知這種

服裝布料「因為不會髒，很耐洗啊，料子很好，而且你也不會心疼」。而迷

彩軍裝，加上防護頭臉的帽子口罩就形成饒富趣味的造型。

關於燻蚊子的煙燻桶與打掃時搬運樹枝落葉的木製器具，實具有志工發

明與演進的過程。當我2014年8月開始加入宿舍村打掃時，就觀察到煙燻蚊子

用的鐵桶（圖3）出現。志工在進行打掃時，則另有志工默默地到旁邊找出小

鐵桶，用一根木棍挑起，點燃巷道旁拾來的枯枝落葉，火焰瞬時燃燒。若火

焰太大，其他志工也教導我從路旁摘取新鮮構樹葉子投入。因為葉子蘊含水

份關係，原本火勢暫時被抑住而形成煙，達到煙驅趕蚊子的目的。原先使用

的舊鐵桶在某次志工打掃活動時功成身退，改由志工阿民帶來數個重新整理

過並上漆的大型鐵桶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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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阿義巧手將鐵路村內的廢木版，釘製成大家打掃時，方便用來拖曳

落葉樹枝的神奇工具（圖4）。我曾經見過此工具在打掃過程中使用過兩次，

好奇之下也詢問他為何想製造這項工具。阿義說明從前曾在鄉下看到其他人

使用日曬稻穀工具，於是改良為在鐵路村打掃時可合力使用的工具。筆者親

身體會這項工具的使用方法，發現是一個須三人合力推拉，充份展現志工默

契與力量的工具，在打掃行動中，能發揮快速搬運的效果，絲毫不比推車遜

色。

圖3 志工自製煙燻桶，以煙驅蚊（筆者攝） 圖4 志工使用自製工具，拖運樹枝落葉。（陳廷妍攝）

打掃過程中，經常有志工進行影像記錄，並提醒大家在清理環境後拍

張大合照一起入鏡。關於拍攝大合照，志工間已然形成默契與儀式。一般而

言，大家會在打掃後聚集志工室前，以一座旁邊綴以扶桑或綠葉植物的「藍

色大門」為背景合影。大家手上分別拿著不同打掃工具，有時是掃把，有時

則是鐮刀、鋸子或是耙子。偶爾會將手中工具換成鐵路村裏所新鮮摘採的水

果，例如一串串的龍眼或桑椹。拍照時經常會事先分配拍照動作，經常由不

同志工依序負責比出當天的「年、月、日」手勢。按下快門剎那，志工比出

手勢代表一個數字。因此，每張大合照毋須標示日期，即可由照片中人物手

勢看出打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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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打掃劇場」，筆者發現，志工的各項工具、服裝，以及打掃流程

展現的氛圍，即為打掃行動時慣常展演的儀式。無論打掃工作的服裝特色，

打掃工具的別出心裁設計，或是打掃氛圍中即興歌曲與大合照的拍攝方式，

皆構成「打掃劇場」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在此劇場中所展演的，不僅僅

是穿梭在鐵路村建物或巷弄空間裏的人，還有人與各種打掃工具等「物」的

會遇，以及人與動植物或白煙場景所交織形成的對話。

三、志工為何情感勞動？

回顧志工打掃過程的場景：志工走進廢墟，看見無人居住的空間與極

須整理的環境；被蚊子叮與被狗追的身體經驗；打掃期間，藉由共享共食水

果等食物，志工建立起情感互動。此外，筆者描繪志工為驅逐蚊子完成打掃

工作，身上裝備與周圍環境所營造的「打掃劇場」。乍看之下，這些志工敘

事儼然充滿個人故事與詩意，但其背後則顯然具有更重要的打掃動機、目標

與志工分組協力過程。志工無償投入與情感勞動現象亦值得進一步思考及探

究。

（一）打掃動機與情感空間

鐵路村志工打掃的想法並非創舉。1980年代台灣社會的地方社區總體營

造是由掃街、淨溪等行動開始，地方文史工作室由此確立「為公而行」的方

向（楊弘任 2007：229-230）。然而，鐵道廢墟內的志工打掃行動又是如何啟

動？其打掃的目的為何？當時召集志工群「開打掃」的志工米媽係住在彰化

市區的教師，她指出，從2014年4月起，開始有志工定期進行打掃行動，係為

了讓鐵路村恢復原本環境，避免雜草叢生滋生蚊子造成登革熱疫情，以免所

有權人與公部門以此理由拆除鐵路村內建物：

我覺得我們打掃是有目的的，是要讓它變乾淨一點，然後恢復它原

來的容貌。然後再來是也避免登革熱，因為他們會講說這裏有登革

熱的疑慮，可能就可以把它處理掉…（訪談米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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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報導人認為，藉由打掃行動使鐵路村環境恢復到可以在巷

道中行走的程度。首先，為了讓文化資產審議委員，在受理鐵路村與扇形車

庫所共同提出的「文化景觀」等文資申請程序後，能走進鐵路村進行實地勘

查，並理解其文資價值：

打掃以後，委員他們來看，他們真的走進來，然後他們也真的看見

了。文資審查那一天，我覺得他們就很肯（定）……然後我們打掃

就有發揮價值。6月16號（文資審查日）之後，我們繼續打掃，就是

想要讓更多人進來看……我就是覺得，只要有人看見它，我們力量

就會增強。（訪談米媽記錄）

2014年6月文化資產審查結果是將彰化台鐵宿舍群（全區）及縣定古蹟

彰化扇形車庫（以文化景觀的文資身份）列冊追蹤，另成立專案小組，就宿

舍群保存範圍進行討論。換言之，鐵路村尚未正式列入文化資產名單，須待

「彰化台鐵舊宿舍群文化資產基礎調查計畫案」執行全面性調查後，方能進

行專案小組討論，並將結果提報給文資審議委員會，才能確立其文化資產身

份。因此，打掃志工群仍然充滿「下個月可能要拆……」的危機意識下，持

續進行打掃行動，並透過導覽方式，讓更多人走進來認識鐵路村。

「後來就又遇到選舉，選舉人物來看，勝過很多人來看。我們又開始，

也很努力打掃，想說這樣機會就更大了」（訪談米媽記錄）。接續的幾次打

掃行動，米媽與志工群的目標亦趨明確，係為整理出讓民眾或具影響力的政

治人物走進宿舍群的行走動線，使政治人物理解鐵路村價值以提高此空間做

為文化資產保存的機會。儘管發起打掃活動者具明確信念與打掃目標，但其

他參與打掃工作的志工夥伴是否亦具有類似想法？

當時，因為保存路線與方式不同，第一批發起搶救行動的半線新生會

成員逐漸淡出。「那時候只留下少數的人，我覺得蠻可惜的，的確須全區調

查，再緩拆，所以那時候參加很積極，也很緊急……」（訪談BT0928記錄）

自保存運動一開始就積極參與打掃，這位每週都專程由北部工作地點大老遠

趕至彰化鐵路村打掃的志工阿文，曾經關注台中鐵道、基隆碼頭等地區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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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行動，強調他對彰化鐵路村面臨拆除的感嘆，期能藉打掃行動促成全區

文資調查目標。

因此，一開始的打掃工作係以「讓更多人走進鐵路村」為目標。志工明

白指出「只要有人看見它，我們力量就會增強」的說法，顯示鐵路村空間所

具有的豐富多樣歷史文化及生態特色，讓後續走進鐵路村的志工、遊客、文

資委員或政治人物，行走在此空間中皆能深受感動，繼而願意加入保存志工

行列，或協助爭取鐵路村獲得文化資產身份，不致面臨多數建物遭拆除的危

機。

另一方面，打掃志工群由眾多異質個體組成，在打掃動機與目標亦呈現

多元觀點。上班族志工小芮表示，打掃時「能呼吸青草味」也是其中一個因

素。上班族能暫時脫離職場工作壓力，在此空間內專注地整理環境，一邊割

草修樹一邊聊天，如此氛圍也吸引部份志工投入打掃工作。他強調，有些參

與打掃活動的志工未必深具文化資產保存理念，而是單純喜歡打掃環境，及

擔任志工的快樂才加入打掃工作。住彰化市區任職補習班英文教師，因拍攝

記錄片加入打掃的志工小蘭則回憶道：

我們會加入志工，是從記錄片拍攝開始。然後，後來是，在記錄的

過程當中，慢慢的從去記錄別人的觀點，會去跟其他志工聊。聊完

之後其實那時候蠻需要有打掃這件事。所以就想開始利用這個機

會，跟大家一起做打掃的志工。其實，有點是，每次去我都站在旁

邊看，有點不好意思這樣。那我也一起來幫忙，所以就開始去做打

掃這件事情。（訪談CL0117記錄）

另外，筆者訪談時發現，想理解鐵路村保存運動的來龍去脈，或認識不

同於平日工作場域上的人，也會是志工參與打掃活動的動機：

比較像是去看大家在做什麼？我比較像一般的民眾，知道這裏要拆

掉了，然後有一群志工去打掃，將場地整理了一番。知道這裏為什

麼要保留，理解大家在幹嘛……我是覺得掃地這件事情，大家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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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會看到我熟識的人……除了掃地之外，我們會遇到平時不會

遇到的人……儘管私底下我們不會有交集，但是在那個場合，會知

道這個人，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立的性格。覺得這一點蠻有趣的。

（訪談CL0505_2記錄）

受訪志工阿鐵是彰化福興鄉人，家中開設刀具磨製廠，因家人的參與及

引介才進入鐵路村打掃。訪談時他提到打掃的初步動機是因為「閒閒」（有

空）所以來幫忙「鋸樹仔」。此外則強調當他進行打掃工作時，總會遇到些

有趣的人，發生一些有「趣味」的事。他經常和鄰居好友小美一起擔任志工

並認領打掃工作區域，後來結為夫妻，也成為志工群流傳的佳話。

筆者歸納志工打掃動機與詮釋後發現：打掃志工願意無償進行身體勞

動，有些受發起者熱忱感召，認同將鐵路村環境打掃乾淨，方便文化資產委

員與社區民眾走進鐵路村，達成地方文化資產保存。有些志工則有不同考

量：保護日治時期以來所建的老屋，維護生態環境，跳脫工作環境，或藉由

打掃工作理解鐵路村保存運動，或探索職場外的人事物等。誠然，有志工兼

具兩方面的動機，希冀打掃工作為地方留下有歷史及鐵道文化意義的空間，

同時亦在各行各業志工的會面相遇時得到生活情感交流。

志工打掃動機顯示其情感勞動目的：在打掃志工群發起者米媽的熱情感

召下，認同全區調查理念的志工，在鐵路村命運充滿「隨時會拆」的危機感下

進駐這個已然成為廢墟的異托邦空間。另一方面，在周末假日走進鐵路村拍攝

記錄片，或欲跳脫日常職場節奏的志工，對於異托邦空間內搶救文資者的理念

認同，以及「趣味」人事物感到新鮮，投注情感，但亦從中獲致新的情感與動

力。自此，廢墟在每次打掃時刻中被活化，揭開荒煙蔓草所掩蓋的樣貌。廢墟

已不再是廢墟，空間被志工打掃行動賦予情感交流及意義。鐵路村裏的荒廢房

舍與各式建物，已然被轉化為一個情感投注與交流的異托邦空間。

（二）身體經驗與情感勞動

由2014年鐵路村保存行動開始，為期近兩年的打掃活動，筆者曾經描繪

打掃行動者遭遇被狗吠、遭狗咬、被蚊子進攻等的各種身體感受。余舜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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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體感」不僅是個人主觀感受，也經常被文化中成員討論及定義，具

有「團體」、「共享」及「公共」層面（余舜德 2011：3）。志工打掃時所共

享的身體感受，經由志工對鐵路村內動植物生態理解與熟悉後，也逐漸由負

面轉為正面。

後續在鐵路村行走及打掃過程中，志工「聞」青草植栽，「嚐」果實美

味，眼睛「觀」燻蚊的煙霧裊裊，一種宛如劇場儀式的氛圍。筆者認為，共

享的「身體感」為原本多元異質志工的個體共同經歷，由此凝聚為群體的共

同感知與共享意義的闡述，而這些感知與意義所形成的邊界，亦可因應成員

變化而改變其社群邊界（Cohen 1985：20-21），筆者由此界定在地方文化遺

產保存運動過程中，遺產志工由個體參與逐漸轉化為一個志工群的歷程。

彰化鐵路村運動的志工群具有多元背景：無論地緣關係（住鐵路村附

近）、親屬關係（家屬為台鐵員工），或基於個人專業（建築、設計、法

律、人類學、生態、環境等），或是上班族與學生，經由網路獲悉訊息感興

趣參與者，皆付出相當多體能與心力。因此，投入遺產運動的志工，願意無

償付出的背後有哪些個人或集體情感被動員？我們又該如何從「情感勞動」

觀點闡釋？筆者將會逐一探討。

概括志工自發性參與的情感源頭包括：志工對於日式宿舍的回憶、車站

鐵道的城市記憶，以及上述志工打掃與共採水果的情感互動等等。17個人情感

可以由志工打掃時對鐵路村歷史建物、生態環境或是鐵道員工（老住戶）生

活的接觸與對話所激發。集體情感則仰賴志工在鐵路村內共享的各種身體經

驗與記憶所形構。實際上，修樹除草的過程既炎熱又辛苦，活動多於週末假

日舉行，志工難道不會偶爾偷懶或休息？服務於教育機構的資深志工小玫指

出，在「開打掃」活動頻率高峰期，的確會有假日無法準時赴約打掃的情況

發生。她回憶道，若是奮力起身，到現場感受到其他志工與召集者的工作熱

忱後，便打消睡意，連忙過去支援。筆者以此說明集體情感勞動亦影響個別

志工的參與意願。

17　在筆者進行訪談時，有志工的家人曾任鐵道職員，提到兒時曾與家人居住或造訪日式宿舍的回

憶，強調日式建築空間在其記憶裏的良好深刻印象。鐵路村內至今仍保留一批建於1922年的鐵
道部官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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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情況也發生在志工群成立協會後，接手公部門案子進行鐵路村全區

文資調查的期間。當時多位志工在下班後，得連忙趕到志工家開會，討論文

資調查分組內容。此外，召開主題研究讀書會，或邀約其他志工前往其他縣

市查詢資料，這些不支薪的額外工作，亦成為志工情感勞動的歷程。

Andrea Muehlebach研究指出，義大利志工藉由情感勞動找回過去由工作

中所獲得的歸屬感。在後福特主義彈性生產模式改變下，許多人提早離開或

未進入就業市場，故選擇志工團體加入並進行無償勞動（Muehlebach 2011：

67-68）。筆者認為此論點對於本案例或能提供部份解釋。確實有些離開職場

的鐵路村志工，藉由無償勞動獲得「歸屬感與社會同一性來源」（同上引：

74）。已退休志工經由打掃與支援文資調查工作可獲得成就感與歸屬感。

但筆者未完全認同Andrea Muehlebach的論點，係因為在志工打掃的保

存運動中期，多數的鐵路村志工為帶職帶薪（或具彈性上班時間者），僅少

數比例為退休人士或無從業者。僅由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的社會經濟變遷

來看，無法充份解釋鐵道遺產保存運動中，大量志工湧進的情感勞動現象。

此外，Andrea Muehlebach研究的志工團體係社會福利團體，受國家治理的程

度深，其目的在「塑造具公共道德及市民典範者」（同上引：66-67）。相較

之下，台灣遺產保存運動者係因對抗國家（地方政府）現有的都市規劃而動

員，係由下而上行動，自不同於義大利當代志工與國家互動。

Michael Hardt亦探討當代資訊社會衍生的「情感勞動」，關乎健康服

務、娛樂業或文化產業中人的溝通及互動。並指出「情感勞動」的產物是無

形的，包括舒適感、良好感、滿足感、興奮、熱情—甚至是連結感或是社群

（Hardt 1999：95-96）。換言之，在電腦網路發揮影響力的當代，人與人間

的溝通互動，將在勞動過程突顯其價值與重要性。筆者指出，儘管Michael 

Hardt探討「情感勞動」所產生的無形的情緒及感覺等產物的論點較為統整與

化約，但缺乏Andrea Muehlebach論及志工情感勞動的深刻理路與批判視角。

然而，卻提醒本文研究亦須關注遺產志工打掃與文資調查等情感勞動的副產

品—關乎其他情緒或感知的生產。在志工情感勞動過程中所生產的正面情緒感

知及互動，亦可能重新回饋到志工身上，促發他們排除萬難，持續進行下一

階段情感勞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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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工情感勞動的轉型

筆者接下來所欲探討的情感勞動，並不同於志工群在鐵路村保存運動

中期的打掃經驗與調查工作，而是與保存運動後期，在志工群基礎上成立協

會後所進行的文化資產調查計畫較為相關。此時，接任首屆協會理事長的龍

爺，曾在南部從事修復古蹟與歷史建築工作，其專業背景帶領志工執行細項

分工與會議討論。自此，志工情感勞動亦邁向轉型階段。

回顧新生會發起「守護台鐵舊宿舍群保存運動」時，曾將網路報名志工

分為護樹、訪談、建築與導覽等不同任務分組。保存運動中期，以打掃志工

為主，亦辦理多次志工導覽，此時的志工分組以打掃環境、建築測繪、訪談

老住戶與導覽為主。182015年3月，鐵路村文化再生協會成立後，大抵沿續志

工既有分組內容，僅調整部份工作項目。192014年底，協會以彰化縣醫療界聯

盟名義向公部門承接「彰化台鐵舊宿舍群文化資產基調查計畫」，20此後開啟

更大規模的志工動員及分工模式。在各專業領域志工擔任召集人的情況下，

無論菁英或民眾都歷經分組與相互培力過程。21

筆者以植栽調查及老住戶訪談為例，說明志工分組協力的情感勞動情

形。2014年鐵路村保存運動開始之際，初次走進鐵路村進行調查的「護樹

組」志工，對這片無人居住的老房子旁大片綠意留下讚嘆文字，將鐵路村老

樹視為「都市綠肺」。志工書寫道：「整個過程，慢慢的感受到自己調查的

不只是樹，而是發現生命，而生命也養育著生命。公園的保留，若也能將他

們留下，這一定是最值得彰化人說嘴的事了」（彰化台鐵宿舍村保存運動志

工群 2014a）。在時空交錯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下，這些生態綠意顯得彌足珍

貴。

18　在保存運動中期，仍持續運作且人數最多的是打掃志工群，原本「護樹組」部份成員亦加入打

掃工作。然後是「建築組」、「訪談組」與導覽志工。當鐵路村進行打掃活動時，「建築組」

及「訪談組」志工亦同時執行測繪或訪談工作。

19　協會工作分配有：行政文書、推廣美宣、導覽教育、行動維護、測繪調查及訪談等組別。

20　彰化縣醫療界聯盟為彰化地區關心環境、健康的醫療人員所組成的NGO公民團體。當時鐵路

村打掃志工群尚未立案為協會，故經由志工成員請託彰化縣醫療界聯盟代為掛名標案。由此可

見，打掃志工群的人際脈絡擴及彰化地方環境NGO相關社團組織。

21　文資調查計畫項目包括文獻史料蒐集、文物、建物、植栽調查與老住戶訪談資料等，而志工群

在接前就已經分組進行多數項目的資料整理。故在此基礎上，須更審慎加強細節與資料補充。

期間亦召開多次文資調查案的志工會議，以協調工作並確認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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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筆者跟隨導覽志工阿民站在鐵路村至高點「洞洞屋」頂樓，22看見眼前

不同樹種構成各種明暗層次的綠，錯落在成排灰黑屋瓦的老屋間，望見蓬勃

伸展的樹所交織的生命力，係感召參與鐵路村搶救運動志工，持續打掃廢墟

的動力來源。當志工進行植栽調查時，須準備鐵尺、竹竿作為測量工具，記

下鐵路村眾多植物樹木的樹徑、樹高及樹冠三項數值。有時候，當準備的工

具全派不上用場時，志工身體將成為最佳測量工具。調查結束後，所繪製成

的全區植栽調查分布圖，標示鐵路村內除居民自宅的果樹外，包括自行生長

的血桐與構樹共有二十多種植栽。

志工阿民在擔任鐵路村導覽志工前，曾擔任彰化成功營區生態解說志

工，也曾經是彰化古蹟導覽與賴和基金會志工。他在受訪時指出，台灣在

318學運後，許多社會力湧現，鐵路村保存運動也在這波民主化浪潮推波助

瀾下，吸引眾多青年學子加入（訪談BL1013記錄）。例如，以大學生為主的

「喚醒彰化青年聯盟」即有成員參與鐵路村保存運動。23

關於訪談組進行的老住戶訪談工作，據2014年的訪談計畫，訪談內容涵

蓋宿舍村本體發展、居民工作刻劃與居民生活。訪談主題多元，包括二戰美

軍轟炸及防空洞設施，光復初期台人與日人相處的生活景象，鐵道兵在村內

活動情形，八七水災情景等（彰化台鐵宿舍村保存運動志工群 2014b：3）。

志工經由訪談老住戶，揭開過往的常民歷史記憶，也經由照片及文字再現過

往的鐵路村生活。志工小萊，擔任訪談組召集人，也是媒體文字工作者，自

新生會時期就參與鐵路村搶救運動，其他訪談組志工成員除媒體記者與文字

工作者外，尚有英文老師或護理人員。儘管志工人數不多，卻承擔大量錄音

檔及訪談逐字稿的整理工作。

22　志工阿民導覽時帶大家走進鐵路村的司機員宿舍「洞洞屋」，總特意爬到頂樓高處，再俯瞰周

圍景色，使被導覽者感受大面積的綠意之美。他曾建議我用手機google地圖查看彰化鐵路村區
域，自能體會保留鐵路村生態價值的必要性。

23　「喚醒彰化青年聯盟」，簡稱「喚彰青」，主要係彰化地區子弟到外縣市就讀的大學生所組

成，亦包括來彰化等中部地區大學就讀者，亦有彰化市區高中生參與。主要關注議題包括環境

及公共事務等，並曾在彰化市區辦理多場相關主題講座。



73

廢
墟
裏
的
異
托
邦
：
彰
化
鐵
道
遺
產
志
工
的
情
感
勞
動

邀請老住戶回到鐵路村的訪談行動，由保存運動初期，一直延續到鐵路

村全區文資調查工作時期。筆者認為，志工訪談行動本身，亦即生產老住戶

訪談計畫或全區文資調查報告內容。在訪談當下，志工藉由老住戶的回憶敘

事，重新認識並挖掘鐵路村建物背後的人物精神。此外，住戶提供老照片與

舊文物，亦成為鐵路村重要史料，以及志工、協會重新建構鐵路村歷史的源

頭。

此外，訪談旨在呈現老住戶所口述的常民生活史，因此，鐵路村內的生

活軼事，在整理為文字檔案後，也被許多志工閱讀，成為後續導覽鐵路村時

不斷覆述與強調的話題內容。例如，列為志工打掃重點的台鐵工務段的段長

宿舍不僅建築設計別具特色，住戶熊段長的生平，以及他與當時知名建築師

友人的交遊對話，皆成為志工口耳相傳的故事。

志工自搶救遺產運動初期，持續到文資調查計畫的植栽調查與老住戶訪

談工作，顯然可歸納為志工情感勞動的面向，其特色在於生產鐵道遺產內部

的地方知識，使廢墟空間原有的歷史文化得以復振或再現。當志工進行鐵路

村導覽工作時，亦再次使用或強調這些調查資料與訪談內容。因此，筆者認

為，在文資調查案推動時期，志工情感勞動目的極明確是促成地方知識生產

與再生產。

綜上所述，由志工群密集打掃時期到文資調查計畫時期，我們看到志工

群與協會領導風格與理念差別，情感勞動目標及歷程改變，皆使志工參與方

式隨之調整。打掃鐵路村時，志工因文資提報與審議，僅需貢獻體力、勞力

即可獲得廢墟環境改善的成就感；但在文資調查計畫動員時期，則需志工大

量投入額外時間，輔以專業菁英指導，由勞力到勞心的工作方式變化，並非

所有打掃志工皆能適應。於是，當密集的學術專業會議與文獻資料搜尋漸次

取代原本在「異托邦」空間內打掃的人與「非人」互動時，更多地方知識菁

英的參與，及打掃工作頻率調整，志工情感勞動於是轉型，志工組成亦隨之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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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廢墟裏的異托邦

回顧本文民族誌敘事，筆者描繪台灣中部鐵道遺產保存運動中，如同廢

墟般的地方遺產潛力點，如何形塑其「異托邦」空間特質，召喚當代遺產志

工進入內裡打掃與進行文資調查，最終促成鐵路村於2018年指定為文化景觀

之歷程。筆者經由參與觀察發現，在遺產潛力點尚未具文資身份前，經常處

於廢墟狀態，伴隨文資搶救與打掃環境的迫切性，造就鐵路村保存運動中期

密集度極高的志工打掃行動，由此開啟廢墟空間內部對話。筆者研究目的，

則是在本文中呈現並分析此階段中的遺產志工特質及其情感勞動的內容與目

標變化。

彰化鐵路村，於1922年興建第一批日籍職員居住的鐵道部官舍，1949年

國民政府來台後，台籍鐵道職員進駐，直至2003年老住戶被強制遷出後，此

廢墟空間顯然匯聚各種歷史、文化與生態，形成一個「異托邦」特質空間。

當志工於2014年因鐵路村保存運動，走進這個廢墟空間進行打掃工作時，人

重新進駐到空間內，與各種「非人」（物）產生密切互動。這群志工究竟有

何特質？他們如何與台灣過往的古蹟保存行動者、社區及宗教團體志工有所

區別？

台灣早期古蹟保存運動經常由在地學生或與議題相關的居民所號召，行

動小組的成員數不多，極需仰賴外來專家學者與其團隊進駐。再者，因缺乏

網路科技的便利性，文化資產保存議題必須經由長時間的報章媒體報導才能

為社會大眾漸漸知悉。然而，當代鐵道遺產志工，如同筆者文中的鐵路村案

例，大批保存運動志工時有流動與輪替，其背景多元異質，卻有共同地域聯

結――多數為彰化地方居民，在彰化就學或有親屬居住在彰化地區者。輔以

當代社會網路與手機普及，地方遺產保存議題遂能迅速流通，並獲得地方菁

英與民眾共鳴。

實際上，志工打掃敘事展現兩種不同「走進」鐵路村的圖像。首先，

關注鐵道遺產議題的「人」走進廢墟裏的「異托邦」空間，成為首批看到與

感受到此空間的「志工」。其次，這些志工，經由打掃與各項文資調查等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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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讓文資審查委員、民眾、甚或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繼續走進來，以提高

鐵路村空間被理解與保存機會。台灣宗教團體如慈濟亦有大批志工投入，形

成動員迅速的志工團體。相關研究顯示，當代宗教志工對台灣民主發展發揮

其影響力（Madsen 2007；Huang 2009）。相較之下，鐵道遺產志工亦與公民

思潮有關，卻不像當代宗教團體志工同質性高且經常為一次性的集體動員。

據筆者觀察，鐵道遺產志工係伴隨遺產保存運動階段及事件發展而逐步加

入，並與廢墟裏具「異托邦」特質的事物展開對話。

此外，台灣文化遺產議題涉及單位與理念龐雜，志工流動性高，社群

邊界經常因應不同階段而有所變動。因此，鐵道遺產志工，極似白沙屯媽祖

進香信徒社群，在不同策略運用下，其實發展出多層次社群建構（呂玫鍰

2008）。從保存運動初期的新生會，到打掃鐵路村以提報文資為主軸的志工

群，再到協會成立後，志工與會員身份的轉換或重疊。遺產志工亦隨著不同

階段而調整其情感勞動的方式及內容。

相較於南台灣林邊鄉長者秉持「為公而行」的理念，拿起掃把在自家門

前開始打掃社區環境的行動（楊弘任 2007）。鐵路村志工亦自發性地打掃，

但他們並非社區居民，而是基於地方鐵道遺產議題的關注，在打掃行動發起

者的熱情感召下走進來。然而，當他們走進鐵路村之際，老住戶已幾近全部

搬離。這種「沒人在家」的荒煙蔓草與人事全非的失落感，24筆者認為，既是

後工業社會與都市發展下必然的景像，同時也是召喚「人」重新進駐空間內

發掘悄然消逝的歷史文化情感的源頭。

所以，回到本文原先的提問：志工走進鐵路村廢墟的情感勞動目標為

何？亦即，情感勞動歷程最後究竟生產什麼？筆者在鐵路村的保存運動中

期，發現打掃志工群的情感勞動目標至少有兩個明確方向：首先，當文資委

員或其他民眾與政治人物走進鐵路村勘查時，能有整潔環境與可供通行的巷

道，俾使呈現老建物原貌與空間特色價值。其二，在歷史情感的喚起、滿足

24　 2016年8月7日「沒人在家－台鐵宿舍村露天攝影展」由彰化鐵路村文化再生協會於鐵路村的八

巷舉辦，展出內容包括老照片與志工攝影作品，輔以文字或詩句。這個活動召喚志工與會員再

度回到鐵路村。長時間「沒人在家」和志工不斷前來「敲門」的意象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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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存的期望之外，輔以個人情感的交流及回饋。

因此，志工「開打掃」的儀式，結合志工身體感與集體工作情感，在每

一次進行打掃工作的當下，將陌生環境與不認識的市民轉化為「瞬間」的熟

悉感。彰化遺產志工共同體的形成，立基於一次又一次的打掃、文資調查的

導覽與行走，以及期間和「異托邦」空間特色的對話。同時，遺產保存志工

也是當代社會公民，在遺產運動不同階段中自我培力，將遺產廢墟空間做為

公共事務參與的開端。90年代，台灣社區營造意識興起，無論鄉鎮都市皆有

社區理想烏托邦營造的想像與實踐（Lu 2002；莊雅仲 2014）。伴隨社區營造

力量而來的，還有社區大學出現，皆為台灣公民社會發展奠定身體實作基礎

（李丁讚、吳介民 2008）。在參與過程中，筆者感受到當代文化遺產運動，

已不限於地方空間歷史認同及發掘，而是在台灣當代公民思潮發展下異質人

群的另類融合與行動展現。

在鐵路村保存運動後期，筆者曾論及情感勞動的轉型。也就是說，當志

工轉為NGO會員身份時，志工情感勞動的內容，亦需要更多專業化地方知

識的整理、重構或再現。而情感勞動的目的，則明顯地朝向地方知識生產與

再生產的循環。這個階段的志工情感勞動，不再是生產「歸屬感與社會同一

性來源」（Muehlebach 2011），而是更接近在Lefebvre（1991）思考空間與

社會關係共構基礎上，Low指出，「空間係由社會生產與社會所建構，必須

將空間力量脈絡化，將人當成社會能動者，以建構現實與象徵意義」（Low 

2000：127-130）。

綜之，在尋回「城市消逝的歷史記憶」的當下，志工在過去所留下的地

方鐵道遺產空間內經營，重新定義自己腳下踩踏的地方，一步步打造未來城

市的圖騰。「我們不是文史工作者」曾是筆者聽聞許多資深參與志工的自我

描繪圖像。而筆者研究指出，「我們」其實是無形的公民、情感的常民、知

識菁英和專業者在地域認同與歸屬感等各種不同角色與感知下的匯聚。「我

們」既是廢墟裏情感勞動的志工，亦是為廢墟裏的異托邦注入情感與靈魂的

人。再者，「我們」還是多元異質流動的志工群――容筆者比喻，係一個與

「異托邦」遺產空間特質相仿的當代志工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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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大量民眾與菁英共同動員的鐵路村志工現象，與現今台灣社區政

策及公民參與的現象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與全球化下地方性面臨文化消

解的危機感有關。Appadurai研究全球化下的地方性受到離散流、電子虛擬社

群與民族國家等因素影響，並且指出，做為情感結構的地方性，有諸多建構

的變化及想像可能（Appadurai 1996：198-199）。因此，在當代地方鐵道遺

產保存運動中，大批志工出現在廢墟裏的現象並非偶然，具「異托邦」特質

的鐵道遺產空間蘊藏的歷史、生態與文化，極可能被夾雜著常民與菁英對話

的志工群重新詮釋、復振與發展而成為地方的新亮點。本文僅以彰化鐵路村

遺產保存運動案例，細述在漫長如酒釀般的地方知識生產過程中，志工的無

償與情感勞動參與，可能造就的另一番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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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topia in the Debris: 
Affective Labor of Railway Heritage Volunteers in Changhua 

Ya Yu Kuo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railway heritage preservation campaign 
in Changhua from 2014 to 2016,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ttributes of 
railway heritage volunteer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and purpose of their 
affective labor, thereby proposing a new approach in anthropology to 
study cultural heritage phenomena. The ethnography mainly depicts why 
volunteers were motivated to enter the debris, sweeping and investigating 
cultural resources there. Also, it focuses on how they wea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inside the heterotopic spac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heritage volunteers, different from volunteers in 
modern religious groups and communities, were multiple, heterogeneous, 
and constantly changing. In addition, they included local citizens, ordinary 
people, and local elites. The goal and content of their affective labor was 
adjus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preservation campaign, which 
provides new visi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 under globalization. 

Keywords: Changhua, Railway Heritage, Heterotopia, Volunteer, Affective 
Lab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