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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發刊詞 

撰文∥陳文學(暨大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兼副執行長) 

 

轉眼間，暨大「預約水沙連的春天：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計畫已執行近一年的時間，除了生態城鎮、綠

色經濟、社會關懷、再現文化，以及公共議題與公民參與等五大面向之願景主軸已經獲得計畫老師們的共識外，

各計畫老師之間也陸續或額外形成未來跨專業合作的可能性。 

初步觀察，跨專業的研究整合大至有三種模式：第一，埔里整體性的行動。例如社會組以「建構埔里弱勢人

口的互助網絡及社會融入」為願景主軸，未來該組老師能以第一年的計畫為基礎，共同從新住民、老人、兒童、

原住民族等多元弱勢族群角度，建構各弱勢人口之間的互助網絡平台。 

第二，聚焦於社區，譬如以青蛙為老闆的桃米社區，雖然已是模範生態社區，但是社區內部存在不同公共團

體，偶有溝通協調的問題。再者，桃米社區內的生態、農業與觀光之間的連結關係似仍有不足，同時也缺乏一個

對桃米整體發展的「創意發想暨共識願景建立的平台」。為了促進「跨專業深化桃米社造議題，擴散生態村營造

經驗」的願景主軸，江大樹老師、蔡勇斌老師、陳谷汎老師、曾喜鵬老師、林士彥老師等研究團隊未來將從公民

參與、水質監測與教育、創新運籌平台、客家民宿認證等面向持續深化桃米社造的議題。除此之外，我們在杷城

社區、籃城社區與國姓鄉南港社區等地區，也看到跨專業老師合作的可能性。 

第三，個別議題的合作，比方說柯于璋老師的埔里鎮生態城鎮指標建構，包含環境面、經濟面與社會面，而

這些面向也可透過不同專業的老師，提供指標建構的意見，進而於各面向的評估後，將評估成果提供給計畫老師

參考並連結各計畫老師的執行狀況。除了柯于璋老師的計畫之外，黃彥宜老師的綠色社工、潘英海老師的水沙連

文化觀光與文化創意產業、林宜蓉老師的文化資源普查等等，未來可能也需要連結不同專業的老師，共同推動方

案。 

本期電子報規劃「中心活動簡訊」、「社區紀實」、「埔里研究會專欄」、「菩提長青村專欄」、「人文創

新分享」、「社會實踐省思」、「本期特欄」、「在和解中新生」、「團隊人物」、「資訊網絡連結」。一、「中

心活動簡訊」由教發中心實習記者黃健富紀錄人文咖啡 time ：走進埔里，預約美好的活動內容。二、「社區紀實」

由蔡嘉信描述帶同學進珠子社區後，同學與居民關珠子山的水的對話。三、「埔里研究會專欄」由張瑜芳、李雯

潔、葉家銘分享他們前往台南金華社區見學的心得。四、「菩提長青村專欄」由王子華特約研究員抒發其對長者

充滿活力與人情味，而社會卻總是忽略長者此一面向之感嘆。五、「人文創新分享」由洪子鑫分享埔里 Butterfly

交響樂團的緣起與歷程。五、「社會實踐省思」由陳姿穎分享其對國姓南港社區新移民女性的觀察心得。六、「本

期特欄」由龔靖怡從 Jim Diers 的演講，反省埔里研究會環境議題的運作。七、「和解中新生」由葉筑莞闡述水沙

連展第二展廳的規劃內涵。八、「團隊人物」由陳宜文、蔡芳馨、黃雅涵、張晏甄分別介紹文化組林宜蓉老師、

曾永平老師與潘英海老師，以及社會組莊國銘老師。七、「資訊網絡連結」提供玩台灣、歐北來與 BIOS Monthly

之連結。 



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學院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電子報 

中心活動簡訊 

「走進埔里，預約美好」－知識與實作的改變行動！  

 

撰文∥教發中心實習記者黃健富；圖∥人社中心 

103 年 4 月 16 日下午，由人文學院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簡稱人社中心）及教學發展中心主

辦的第二場「走進埔里，預約美好」活動於人文咖啡登場。本場活動係由人社中心張力亞副執行長及土木系陳谷汎

副教授進行座談分享。 

人社中心的建置、目標與行動 

  張力亞副執行長開場時表示，埔里是個「好山好水」的空間，官方也曾提出讓外來客在埔里「Long Stay」的

施政方向。然而，是怎樣的好山好水呢？是否還有改善空間？近年來，埔里的環境問題，也曾躍上新聞檯面，引發

不少關注。他以「埔里的環境清潔問題」為題，帶入中心介入的社會參與。 

  人社中心曾對 150 位本地民眾實際進行公共議題問卷調查，發現本地民眾最關注環境問題。去(102)年度開始，

人社中心訴求產、官、學三方合作的「埔里研究會」，以阿朴咖啡為據點，舉辦了一系列座談分享會，並邀集官方

與民間人士共同討論。不僅獲得官方回應，建置清潔條例、推行清潔運動外；同時也得到在地公共社團與鄰里芳草

人物的迴響，成立「我愛埔里環境推動小組」、進行街道認養活動，「埔里愛跑俱樂部」並曾經以戴口罩夜跑的行

動，呼籲重視空汙問題，還清新空氣給埔里。 

  在環保基金會評比中，埔里的環境漸漸有了改善，往後人社中心將繼續推動「社區清潔營造培力計畫」，舉辦

工作坊、選拔標竿團隊，與國中小深耕宣導教育。最近校園能見度頗高的「短片製作徵選」宣傳海報，則是希求用

多媒體的形式，讓更多參與者看見埔里，提升凝聚力。 

水質分析：許埔里一個清新  

  在生態環保的思考下，具備高能動性的桃米社區一直是示範性的指標。土木系陳谷汎副教授兼環衛中心環保組

組長就針對所謂的「好水」部分，分享他所做的「桃米水質分析」。 

  陳老師說，他在桃米坑溪的上中下游，分別設立監測點，測量桃米的水質變化。開設的通識課，也讓同學們組

成小組，進行實作測量，透過活動，讓同學們產生對地方的關切。經過一系列資料的採集與分析，「好水與好產品

的關係是什麼？仍需更多論述證明。」他秉持著知識人的理性，如此對在場聆聽的師生說明，也彷彿意味，關於「在

地」，我們還認知得太少。 

  講演後段，陳老師分享參與「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團隊」的心路歷程。笑稱「誤入歧途」的他表示，一開始尋

思著，環境工程專業的他，跟人文創新究竟有何關聯？參與的過程中，經由衝擊產生啟發。他發覺，理工與人文專

業的思維方式不盡相同，理工背景的他，往往先以數據展示，人文學科則總愛先問「對事情有什麼想像」。在與居

民的溝通相處中，他也發現，居民的需求，與工程師的想像，也可能有不少落差。在視野互換間，這些都不是非此

即彼的，而是打開一個交流的空間，涵納彼此，讓思考擴大。經歷了實作的體驗，「我們是不是都看向遙遠的天邊，

卻忽略周遭的人事？」他為自己的思考下註解，說來輕鬆平易，所使用的，卻已是人文學院最為熟習的感性文學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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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紀實 

問與答：針對珠子山「水」的一段對話 

 

撰文、圖∥蔡嘉信(暨大人社中心助理) 

四月十八、十九兩天的「水、環境、生活、文化：環境關鍵字調查工作坊」之後，四月二十五日晚上，我們

再次回到珠子山社區，一方面向社區居民報告調查成果，一方面希望與居民展開對話。 

當天我們貼出所有調查票，並且用五十多張投影片，配合口頭報告呈現調查成員的現場感受、觀察到的環境

特徵以及令人感到好奇與困惑的點。這些直觀性的原始素材（raw materials）以及經驗性的感受能引發怎樣的迴

響？ 

摘錄一段當天報告的內容： 

報告者 Y ：我們這組在走的時候大部分同學對珠子山的水都有些疑問……這些疑問包含了她對於一條水墻流

下來的溪流的水量。她沿著水墻路往上走，發現到水路是忽隱忽現、忽近忽遠的，溝槽大、水卻少，她不知這是

為何？另外也觀察到這條溪流「時而流得通順，係迷人的小溪，時而消失，係神祕女郎，時而一處垃圾。沼澤易

出臭味，既有活水（排水）、又像死水。」小註解是：「土溝水水的夢？」與 Y 同組的 J 也沿著這條溪流走，她

原本期待的是美景，但實際看到的卻是一灘死水、垃圾，她問到：「不知水會如此少，髒會不會是因為枯水期？」

她還觀察到「兩種溝情」，一種是有水的溝、另一種是沒水的溝。這觀察傳達的問題是：為何沒水？報告中還帶

到一張投影片，是參與者 C 畫的一張調查票，這張傳達的主題是「不能喝的水」。他寫到：「據說（阿公、阿嬤

級別）以前喝的水都從這裡來，現在家庭廢水都往這排，水質很糟。」 

這些，居民意會到了！在志彬主持的面對面討論時間，居民有以下的回應： 

居民 W 說：「水跑去哪了？照道理說我們這裡是水源頭…剛剛里長有提到環境的變遷，這是免不了的，再來

就是因為經濟的壓力。現在埔里鎮周邊比鎮上還要明亮，因為是種植筊白筍。我們小時候的筊白筍，它是淺水的，

水是到這裡（手比在小腿位置），它的水就是從水圳淋水進來，就夠灌溉了，夠給這樣的筊白筍使用了。可是現

在的筊白筍，水是到這裡（水比在腰位置），下去都要穿青蛙裝，它的水是原來的水的幾倍？四到五倍。所以你

們現在會問水到哪裡去了！那為什麼水那麼髒？那都是筊白筍田排出來的廢水。這些水都是在筊白筍田使用過後

流出來的，裡面有農藥、肥料，這些水，就是你們在水圳看到的水。總之，水就是給筊白筍吃，要供養筊白筍，

讓它看得漂亮，還有水的深度要夠，它才會變成「美人腿」，才會白、才會吸引人、才會清脆、才會好吃。」 

輪到居民 O 的回應，他說：「在這個課程裡面，我發現同學糾古錐耶（台語），看珠子山的角度實在是很可

愛啦，看事情的角度也很夢幻，其實喔，珠子山人很簡單，就是為了生存而已，其他的不用想太多啦！為了生存，

噴農藥，生態破壞掉，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水的問題，探討三個月也探討不完，太大了、太嚴重了。我們現在

要生存不容易，所以土地就超限利用啦。這部分希望可以靠政府單位，不過較抱歉，政府現在在我們心目中的份

量幾乎等於零。多遠大的目標？不要講那麼多！所以我們只能在這裡求生存，自力救濟，不能望政府。我們能改

變這環境嗎？我覺得在有限的生命當中，做不到！只要不要再往下沉淪我就很安慰了。今天要把珠子山的水治好，

要變成觀光，我覺得太難了，幾乎是沒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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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紀實 

談話中他還是有提到教育的重要性及團結的必要性，不盡然是完全地悲觀，但我們先在這裡打住──居民已經

很真誠地回答我們提出來的問題了。我們應該接著去問的是居民 W 所提到的「經濟的壓力」是怎麼形成的？是何

時開始的？是什麼力量造成的？還有，農民生存的權利是握在誰手上？這背後的問題是結構性的，是什麼？資本主

義？新自由主義？現代性？發展主義？除了這些外力，那居民所處的這個農村社會具有什麼樣的體質？它的社會

與文化邏輯是什麼……？這一連串的問題如果不去不面對，光是處理環境表面的問題，光是照著農村再生計畫的上

課、提案流程走，就像矇著眼睛在走一條沒有明天的路。 

這個問與答的過程，參與調查的我們與珠子山居民都拿出真誠。算是外來者的我們，從觀察出發去看一個「他

者」，縱使不客觀，縱使是帶著立場，目的還是要去觸碰到社區的本質。居民從生活者的立場來看，接納了外來者

的觀察，並針對這些沒有包裝過的觀察給予回饋，藉由說，也在內視自己。這個藉由調查開啟的互動仍會持續，月

底，居民將與我們一起，走一次討論中提到的這條溪流，我們都要再針對這個社區重要的環境元素──水──再好好

看一看、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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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研究會專欄 

見學之旅－臺南金華行 

 

撰文、圖∥張瑜芳、李雯潔、葉家銘(暨大學生) 

延續上回「農博暨百大社區亮點」見學之旅，這一回見學之旅來到臺南市金華社區，曾於 2011 年參與國際宜居社區大

獎（The International Awards for Liveable Communities）榮獲「國際花園城市獎」（Whole City Awards）A 類社區(人

口兩萬人以下 )第二名的殊榮。去年(2013 年)，埔里研究會曾邀請臺南市金華社區柯崑城里長前來分享其社區經營的理念與

經驗，柯里長除分享金華里在環境清潔上所做的改造，更強調，現在所居住地方便是自己的家，要多認同並且參與其中。

而社區營造就是從「家」開始經營。  

此次見學之旅，除埔里鎮公所、8 個里辦公處及 4 個社區發展協會的夥伴參與，也有數位暨大的同學共同前往，並於活

動之後寫下其於參訪過程中所得之感想與反思，就讓我們一起在同學的文字裡，感受臺南的溫度吧！ 

◎張瑜芳（暨大國比系大三學生） 

一早從埔里出發，車程約莫兩個多小時，終於抵達台南！經過繁忙喧囂的市中心，轉個彎卻像世外桃源，這裡寧靜、

整潔、充滿人情味。 

進入社區，印入眼簾的是金華公園，涼亭中滿滿的居民在裡面下棋、泡茶、聊天，讓人馬上就能感受到社區的生命力。

然而，其它曾參訪過的社區，雖然各社區中幾乎都有公園作為公共空間，但涼亭就像是裝置藝術般，相較下使用率不高，

只有建築佇立，而鮮少人群停留。 

金華社區的各項社造成就相信大家有目共睹，但在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社區的意識凝結與自主參與。透過里長

的簡介，清楚了解社區的運作模式，他們致力於打造友善環境且友善居民的空間，整個社區有明確的人事分工，且各社團

組織完整，像是守望相助隊、環保義工隊、青年會、婦女會、長壽會及各項不同性質的社團等等，讓社區全體居民都能夠

共同參與，而不是將公共事務全視為里長或是社區幹部們的職責。除此之外，里長有提到，社區每年都會舉辦「社區環境

改造共識研習營」，讓居民凝聚，聆聽各方意見並加以整合，讓大家心甘情願地同意社區的新決議，也會願意負責任地實

際參與、執行。 

經由此趟參訪行程，讓我更加確定社區營造的根本是共同參與，也讓我實際看到在一社區中，幹部與在地居民共同協

力的重要性及其具體的成果、看到一個了不起的里長帶領整個社區一起成長、發展。在我看來，金華不僅獲得國內、外的

肯定，更贏得居民的心。 

◎李雯潔（暨大公行系大二學生） 

我來自澳門，一個彈丸之地，小小的一個地區不像台灣這麼大可以在同一個地方分有不同的社區，而每一個區域都有

里長作管理者利用不同的社區營造帶領為社區有更好的發展。 

這一次的參訪有機會到了位於台南的金華社區，一個榮獲了聯合國宜居社區大獎等多項獎項；在整個過程中由於是用

台語作介紹，所以在聽不懂的情況下我選擇了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這一個社區；走過每一條街道都給人一種很舒服的感

覺，而最印象深刻的是，在社區中有塊地是用來種蔬菜的，在現今的社會中，我們都身處於人煙繁密的都市中，看得最多

的就是汽車跟由磚頭堆砌而成的房子，百般無聊的日子裡能在園藝中有一點樂趣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綠色是令人心情輕

鬆的顏色，因此社區的綠化是很重要的。金華社區還有一條很特色的一條巷子，文化藝術廊道，牆上都用了馬賽克的小瓷

磚砌成的圖案、畫有不同的塗鴉以及一些由廢棄的鍋子加工而成的裝飾品，走在其中你會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社區中可供居民休憩的地方不多，應該安裝一些健身設施在社區中，這樣就可以讓居民在休息放

鬆的時間中仍可以做一點運動；如果可以讓我選擇，我希望可以住在一個有藝術氣息且又可以有休閒設備的社區，有運動

場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因為運動可以有益身心又可以拉近居民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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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研究會專欄 

◎葉家銘（暨大公行系大二學生） 

這趟去金華社區的參訪，讓我對社區營造的概念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剛到金華社區，第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社區活動中心，裡面的涼亭坐了一群老年人在下棋聊天，我覺

得這是一個社區良好發展最為簡單可見的特徵。社區裡面有一個共同的空間，能夠營造得讓社區居民來這裡一起聯絡

感情，而不是在自家門口或者家裡只與自己的朋友聚談，這是一個居民感情良好的現象。 

在聆聽過柯里長的介紹後，讓我對這個社區更為驚嘆。這個社區本來的面貌跟現在實在有太大的落差，以往的那

種社區居民人人自掃門前雪的情況已不復見。柯崑城先生在接任了金華社區里長後，透過說服居民將閒置土地交由社

區管理，將社區的環境面貌一一的加以改善，有些改建為菜園，有些改建為公園、涼亭，還有停車場，社區的環境改

善了，嫌棄廢置的髒亂不見了，里民也在這些環境改造的活動中，彼此建立了感情基礎，讓社區改造後，居民時常的

相約在公共空間連絡感情。在活動中心的二樓，我們參觀到了社區的保健站，社區的老人家能夠在這裡進行簡單的健

檢，讓老年人能夠在社區公共空間活動的時候，也能夠檢測自身的健康狀況。 

我們也實際地進到社區的各個地方走走參觀。文化藝術廊道真的令人相當驚艷，里民在這條步道上的牆壁上自己

彩繪，並且運用家裡一般的家用品來做裝飾，如有將平底鍋加以彩繪裝飾的簡單的藝術，讓整個蝴蝶步道充滿了新意

與驚奇感，這裡也栽種了些許水果，讓整個步道不僅具與色彩性，也有生機盎然的感覺，這裡採收的水果，也可讓居

民使用。此外，社區也拿出了一個空間興建鄉土文化館，讓金華社區不僅是一個環境保護的相當成功的社區，也在文

化的保存上有所成就。 

這次的參訪，我確實地感受到金華社區享譽國際的原因，在這裡，除了環境的營造之外，也注重社區居民的安全，

建立了許多社區安全的相關措施配套，並且關注老人家的健康問題，讓整個社區的每一份子，都能夠對自己的社區有

著強烈的認同感跟向心力，我想這真的是台灣社造一個很好的範例，希望透過這次的觀摩學習，我們能夠將金華社區

的經驗帶回埔里，讓埔里的社區發展更為成功、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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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長青村專欄 

萬歲車廂 

 

撰文∥王子華(暨大人社中心特約研究員) 

離 發車的時間還有空檔，平時不需餵食的胃在今日的早晨竟有些飢餓，看著來去匆匆的搭車人

總是很準確的走入賣早餐的店中，唯有一個飄盪的身影仍舉足不定並配合著搽頭的腦袋，搜

尋著這個早餐要讓胃裡裝些什麼。如果這車站只有一種選擇就不必煞費心思，雖然車站不大，

但可選擇的食物還真是不少，也不知為什麼，最後選擇了平時很少吃的漢堡。想必吸引我的是那套餐中的冰可樂

吧！平時領導（我對妻子的稱呼）是絕對禁止喝可樂的。然，丈夫乃一丈之夫，更何況現在離家有數十公里之遙，

不禁雀躍的更肯定今晨的選擇。結完帳服務生告訴我還得等 10 分鐘，因為是現點現做的。真是沒有效率，所謂速

食不就是點的快、做的也快、食的快嗎？拿了餐包僅騰不到 10 分鐘，還得找月台呢。快速驗了票，直奔達車月台，

月台上早已站滿了人。但很多人都是站著吃早餐，不自主的從餐袋中拿出漢堡，不覺中車還未來站前，漢堡吃完了，

真是「速食」，準確的來說，應該是我吃的「太有效率」了。 

距上一回搭火車已是數年前的事了，奇怪的是對火車運行的效率情有獨鍾，是一種棄而不捨得循環。每一次鐵

軌與火車輪摩擦的聲音，總帶著一種前進的努力的紮實。找了座位是靠窗又是我最喜歡的，因為火車總有一大片窗，

減少視線阻礙，習慣性得從背袋中尋出書來，一會兒看書，一會兒看窗景，還有早已放在杯架上的冰可樂。當下如

此，樂哉！ 

雖然目的地是台東，但買不到直達車票，只好買兩段票在高雄換車。在高雄站下車後，這會兒從容的很，因為

距離到台東的車班還有將近兩個小時，只見快速移動的人群，有一個慢條斯理的過客緩行其中。高雄車站是一個陌

生的地方，正好利用這次機會努力逛逛，其實高雄車站也不大，一會兒就出了高雄車站。四下搜尋，除了樓房商店

就是汽機車，天氣又熱，尋原路線返回車站大廳，吸引我的竟是在不遠處擺設一大落的鐵路便當，這便當該嘗一嘗。

買完便當走回月台，竟也離火車到站時間所剩不多。上了車，這回座位是臨道，只是車內的乘客與早上發車中的乘

客不太相同，鄰座的一位先生，頭髮比我還白。隔著走道的鄰座也是頭髮幾乎全白的婦女。他的鄰座也是，嚴格而

論，視線所盡車廂內幾乎盡是白髮。列車長查票，看了我的票，小聲的念到，終於有一張全票。以此推論莫非……。 

雖然這是一個萬歲車廂（估計車廂所有的年齡相加近一萬歲），卻異常的吵雜。完全不同與早上車廂內的寧靜，

索性不再翻書，聽他們的說些什麼。意外外頭車廂的車門大開了，列車服務員推著小車叫賣著便當，便當吵雜聲更

盛。眼見車廂服務員面帶微笑離開，因為所有便當在這個車廂全部賣完。這時整個車廂又多了一種便當的氣味，但

車廂中的吵雜聲卻不因便當而有所停止。 

鄰座的白髮先生眼睛瞄向我，殷切地詢問我的便當是不是在車站買上車的。沒等我回答，繼續又問了你要去哪

裡。還是沒等我回答接著又繼續詢問前排太太你孩子回來了沒有，真是忙碌。前排的太太忙著回答，孩子去美國讀

書後就留在美國並結婚，現在當阿嬤了，只是還沒見到孫子。又接著說昨晚用視訊看到了孫子。前排隔壁的太太也

不甘寂寞告訴我鄰座先生說老楊的太太前天過世了。隔著走道的先生說真的，上個月才跟她一起吃過飯呢！這種交

錯又漫無邊際的東家長西家短，直到我下車，才又回到我的現實。 

我想整個車廂是一群相識的長者一起搭火車旅行，他們可能不在乎旅行的目的地，而是藉著火車行駛的平穩與

空間，排出年齡帶給他們的寂寞。想到這一路上吵雜，現在卻顯的格外寧靜，真想再次上車享受這群長者的吵雜。

只是火車漸遠，而我卻孤獨的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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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分享 

人文創意城鄉： Butterfly 交響樂團 in Puli  

 

撰文∥洪子鑫(暨大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圖∥ Butterfly 交響樂團提供 

以蝴蝶為化名：以人為本&在地脈絡 

因為代表了埔里的物種，更進一步期望化蛹蛻變，帶著自信隨風展翅，處處顯露在地的美學，聽見深耕在地

音樂的音符，曲曲動聽之外，更看見青年回鄉的情愫，以音符為媒介，關心與服務地方事務，突破交響樂團世俗

的框架，走入社區，尤以社會關懷與責任為一首要任務。 

Butterfly 交響樂團源起與歷程 

 

 

 

時間 歷程 

1999 年  921 地震之後臺北指揮家樂團 謝東昇總監來到埔里 

開啟孩童學習管弦樂的風潮 

2012 年 9 月   紙教堂兒童合唱團陳致平團長播下成立交響樂團的種子 

2013 年 4 月 29 日   

成立全臺第一支鄉鎮級的交響樂團，成員共 46 人，大都由

本地音樂老師與學生組成、赴外讀書的在地人、外地共同

組成 

2013 年 7 月底    在牛耳石雕公園初試啼聲 

展開年度活動音樂會共十場 

2014 年起  

蛹之生培訓計劃(以缺乏資源學校或團體為主) 

圓夢計劃(少年音樂家的夢想)、駐團音樂家 

公益巡迴演出(向生命智慧學習之旅) 

音樂校園巡禮 

▲2013 年 8 月 5 日埔里 Butterfly 交響樂團

創團記者會，於地理中心碑宣告正式成立。 

▲2014/1/24 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

廳舉辦「南投青年協奏曲之夜」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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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分享 

Butterfly 交響樂團未來展望 

正在做的事：社會企業 

埔里 Butterfly 交響樂團運作初期以募集方式做為團員車馬費的樂團運用的資金來源，展望長期發展期望交響

樂團能以演出收入來維持樂團營運，除了自給自足模式以外，還能扮演公益角色，關懷地方基層與弱勢單位，音樂

若能走入偏鄉深入地方，亦能撫慰人心與培育文化藝術素養，以永續經營的社會企業概念出發，鼓舞居民追逐夢想，

創造積極向上的社會力量，同時也是交響樂團人文學習與實踐的場域，致力於埔里城鎮的藝術與文化涵養。 

創意無限：專屬 APP+愛樂民宿+贊助支持方案 

推出樂團專屬APP，並研擬2014年募款企劃搭配APP共同宣傳，同時大埔里民宿業者譜出愛樂交響曲民宿結

合音樂藝術，會讓旅遊更有氣質！大埔里地區熱愛音樂的民宿業者，即將成立共同結盟成為「愛樂民宿」，將並

配合辦理相關樂團優惠住宿方案，成為埔里藝文旅遊的推手；同時樂團也會以到民宿演出做為回饋，讓遊客更深

入感受埔里音樂藝術氛圍。交響樂團也推出「特別的你，特別的一天：Butterfly366」贊助方案，凡每年以1萬元

為1單位成為贊助會員，就可指定特別的一天，由樂團錄製祝福樂曲送給特別對象，以傳達心意；同時享有「愛

樂民宿雙人住宿招待券」、內有樂團錄製的精彩曲目的USB隨身碟及小喇叭一組、樂團音樂會票券、精美紀念品

等。 

 

★APP 逼一下 

butterfly 交響樂團 APP

(iOS 系統) 

butterfly 交響樂團

APP(Android 系統) 

★延伸視聽 

〄 Butterfly 交響樂團 20140124 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青年協奏曲之夜

演出影片：請點我 

〄 Butterfly 交響樂團臉書專頁：請點我 

〄如蝶破蛹 埔里誕生交響樂團(中時電子報)：請點我 

〄大提琴當烏克麗麗 古典音樂的城鄉差距(大埔里報)：請點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ohyHjKpzXI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94%E9%87%8CButterfly%E4%BA%A4%E9%9F%BF%E6%A8%82%E5%9C%98/240121892795268?fref=ts
https://tw.celebrity.yahoo.com/news/%E5%A6%82%E8%9D%B6%E7%A0%B4%E8%9B%B9-%E5%9F%94%E9%87%8C%E8%AA%95%E7%94%9F%E4%BA%A4%E9%9F%BF%E6%A8%82%E5%9C%98-213000806.html
http://www.pulife.tw/index.php/news/education/3825-2014-05-02-08-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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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省思 

來自異國的自家人－南港村新移民女性 

 

撰文、圖∥陳姿穎(暨南大學人類所碩士生) 

 
國姓鄉位於台灣中心的山區，屬中央山脈系統之丘陵地帶，四面環山。沿溪狹長之河谷盆地，為人口聚居處，

位處國姓之南，故名南港。而南港村境內，分成南港社區與港源社區，從北山村 147 縣道到南港村，先到達的為南

港社區，包含林厝聚落，沿著 147 縣道繼續往南走，過流觴曲水公園後，即為另一社區，港源社區。南港村以客家

族群為主要人口，其經濟發展主要為務農以及養鹿畜牧。屬於山區內之客家農村，社區中主要的經濟發展為務農，

因此需要較多的人力支援，為外籍配偶進入台灣的典型社區型態。走入村中，若是問起有哪家的媳婦是從外國嫁來

的，那可是要數著指頭細細講上一會兒。而這些村人鄰里的太太們彼此在未出嫁之前，在自己國家時是同村的鄰居

或是遠親近戚的狀況也不少見。地緣關係或是血緣關係等等細密交織的人際網絡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交圈，讓這些

遠嫁來台的新移民們彼此支持以及交流。 

    在現代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國際分工是一個相當常見的現象，使得國家之間的界線已不再分明，彼此之間所產生

的連結也日益加強。因此，較富裕國家的女性為了能夠從家務勞動中解放，方法便是從另一個國家大量輸入女性勞

力。在這樣的市場需求之下，越來越多的人們在仲介以及網路的穿針引線之下跨越國界，並且居留在所工作的國家。

在印尼，女性有外嫁的現象，其中有許多的華裔客家人會選擇嫁到台灣的客家村落中，同樣的，在台灣的客家男子

也較喜歡迎娶同為自家人的異國客家女孩。在南港村這樣的情況相當常見，也因為母語相通，這些遠嫁而來的新移

民女性在適應上面有著相較其他需要重新學習中文的新移民有著更好的優勢。而隨著新移民女性來台的人數也逐漸

增多，她們的需求也漸漸被看見。許多的社福團體以及地方組織或是公部門便在這幾十年間紛紛試圖將資源帶進這

個村落之中。早期身分證取得狀況仍不普遍的時候，村中的南港國小以及港源國小便開設過識字班以及取得居留權

所需要的相關課程，地方的社區發展協會也針對新移民的下一代設立了課後輔導的課程。農會以及養鹿協會也曾補

助新移民以取得專業證照。此外，家扶中心更是在南港村中深耕已久，獲得村中新移民女性充分的信任還有信賴，

舉辦活動時總是能夠讓平常忙碌的她們能夠願意暫且放下手邊繁忙的家務工作，一起到場彼此交流以及互動。原先

被稱為外籍「新娘」的這群人經過時間的流轉，成為真正在台灣扎根，安生立命的「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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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欄 

ABCD 有感－ Jim Diers 演講小記 

 

撰文、圖∥龔靖怡(暨大人社中心助理) 

「不論問題為何，走進社區便能找到答案。」 

J 
im Diers 教授在演講開場便引用美國組織管理顧問大師 Margaret Wheatley 的名言。 

本場演講正如同教授的爽朗笑聲與性格，積極正向又不失幽默。Diers 教授從近年輔導的三個社區開始

說起，美國西雅圖的 Ballard、Columbia City 及紐西蘭的基督城各自從內部力量發起，以開放性的態

度廣納各個居民的意見，攜手執行與彼此陪伴。 

Ballard 從社區自發性種樹、建立公園到執行 Great Green 計畫已歷經二十餘年，透過生態環境的改變，漸漸

改善社區氛圍，引起居民的好奇進而投入於環保工作，至今已有 67 個西雅圖志工環保組織加入 Great Green 計畫

的綠地擴建。二十年前的 Columbia City 貌似一個荒廢的社區，在長時間透過居民自主性地提案、討論與計畫持續

執行，將人群連結並活絡空間。不僅街區變美了，店家與居民也願意加入整建與永續經濟行列，一同居住與實踐。

2011 年的大地震，震垮了紐西蘭基督城近九成的建築。重建過程中，居民利用空地作為聚會場所，舉辦音樂會、

舞蹈活動，甚至設立腳踏車發電的戶外電影院。正努力中的基督城亦受到各地的關心與支持，紐西蘭政府提供不少

方案鼓勵協助重建。 

來自不同地區的三個社區皆有一個共通點：居民的連結與彼此照顧，建立並持續擴大了協力網絡。Diers 教授

提到，社區營造的關鍵是建立連結與情感，過程中一定會有專業團隊的協助，但專家學者有時反而成為社區的限制，

而其常陷入三大的迷思包括：制式化的思考、問題導向的思考及權威性的思考。應以全盤性的思維著手於地方，將

社區自身的力量與資產做為執行主力，重點是，一切應是以社區為導向進行協力與陪伴。 

回頭看這一年我們透過埔里研究會在環境方面的議題擬定、討論與聚焦，嘗試引起鎮民的關注與共鳴。從認識

居民、社區幹部及單位主管到瞭解地方的執行狀況，在深入埔里的同時也持續累積能量。當各單位在多次的對話漸

漸勾勒出共同願景之時，我們於今年初開始規劃與執行環境清潔營造計畫，以照顧環境的基礎出發，邀集各里辦公

處及社區發展協會共同參與，透過協力營造，持續建構與擴大一套屬於埔里鎮的對話平台！ 

★關於 ABCD(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請點我 

★Village Transformed by Kissing Frog ：請點我 

★人社實踐計劃執行的回顧與反思：埔里期中會議紀實：請點我 

√延伸閱讀 

http://www.abcdinstitute.org/
http://blog.neighborpower.org/
http://hisp.ntu.edu.tw/news/epapers/3/articl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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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解中新生 

殤之物，文化物證的體現 

 

撰文、圖∥葉筑菀(視覺空間策展人 ) 

回顧上一期，當我們用影像閱讀歷史中的創殤與事實，我們可瞭解到經由影像探索其背後的生活經驗、社會經驗、

社會記憶的脈絡。有別於影像，第二展廳，經由器物與裝置的建構，讓我們透過器物閱讀過往。 

器物就當今博物館的重要性，始於大英博物館 1845 年首次設置民族誌學組附屬人類博物館，對於其中收藏的器物，

也確立下「民族誌物件」（ethnographoc object）的稱呼。（吉田憲司，2011，頁 16） 民族誌物件是民族誌學家或

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所蒐集的「文化物證」。這些文化物證，不單單指使器物的使用性，還包含其中的異文化、民族性

與歷史洪流中的見證，學藝員吉田憲司表示：「物件留下該社會與外部接觸痕跡，都會被視為『傳統』文化變化的結果，

而影響其『真實性』」。（吉田憲司，2011，頁 25）因此每一個民族誌物件在其文化中，除了自身的作用之外，還包

含其與外在文化互動的歷程。 

正如「在和解中新生」，第二展廳，「殤之物」的槍、刀、劍、箭，這些殺戮性的器物，除了反映在水沙連地區的

殤、我們亦可透過器物本身看到臺灣與外界互動的痕跡（圖一）。資深導覽員梁傳沛分享，導覽是透過：「傳說」、「文

獻」與「器物」三者，讓觀者瞭解一個展覽所欲訴說的脈絡與故事。（梁傳沛，2014）因此當我們經由一個器物，看到

在日治時期之前，居住在水沙連的原住民，就已經與東、西方世界有所互動（圖二）。收藏家賴貫一認為，器物的重要

性是因為能反映文獻中無法體現的部分，器物它的迷人之處，正是將歷史線索的再現！（賴貫一，2014） 學藝員吉田

憲司：「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一個能獨立完結，與外部世界孤立、不知變化的社會。」（吉田憲司，2011，頁 25-26） 

因此在第二展廳「殤之物－水沙連的戰爭」一區中，策展人潘英海提到：「近四百年來的殺戮與衝突，讓『水沙連』

的族群關係，意識到彼此的存在，也再不斷的『和解』中『新生』」（潘英海，2013）「和解」與「新生」的概念是在

策展過程，不斷透過，「殤之物」為居住在水沙連土地上的人民們所使用過的器具與文化物證， 

「殤之物」：槍、刀、劍、箭。 

「生之物」：鍋、碗、瓢、盆、壺、缸等。 

「殤之精鍊」：藝術、工藝等珍品。 

「人類物語」：大馬璘、水蛙窟遺址等。 

為何要將這些文物、器具，經由展場中的再現呈現？因為「民族誌物件」之所以有意義，就在於物件背後是人類特定文

化、歷史歷程之下的產物。藉由展覽過程中形成「文化物證」。（李子寧，2011，頁 99） 

民族誌物件的意義，不在於器物本身（的美學特色），而在於它背後所代表、所反應的社會、文化特質。當一件

民族誌物件被博物館或民族學者所收藏，也就意味著它從原來社會文化脈絡中被抽離出來，而進入另外一種環

境，喪失了它再原有環境中的意義與功能。（李子寧，2011，頁 100） 

經由不同的民族誌物件，我們可瞭解，居住在水沙連地區的族群多樣性（圖三）、殖民者對土地掠奪、異文化殖民

與改造（圖四）。我們透過民族誌物件、空間裝置的再現（圖五），試圖讓觀者經由民族誌物件，進入水沙連的洪流之

中，一起感受在這塊小土地上的生命力、多樣性！ 

所以，為什麼在埔里，我們需要有博物館，因為博物館是一個提供給觀眾自主且「實學」的場域，正如同杜威所說

的「做中學」，經由自己的雙腳踏入博物館、經由自己的雙眼去選擇與判斷展覽廳中的文物，自己體會觀察博物館的方

式！（水嶋英治，2010，頁 112-119）現在，讓您們自己，用自己的雙腳踏入「在和解中新生」的三個展廳、用自己

的雙眼經由民族誌物件閱讀水沙連的文化脈絡、經由博物館的洗禮，用自己的步伐踏入水沙連地區，去探索、感受這多

樣的現在水沙連吧（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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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解中新生 

         「殤之物」的槍、刀、

劍、箭反應不同異地文化與

臺灣原住民的互動！  

         巴達維亞劍收藏於水

沙連原住民頭目家，透過器

物，我們可以見證水沙連地

區原住民與巴達維亞互動的

「文化物證」。  

         生存、生活、生命三位

一體。生存所依賴的文物，

讓生活美好，讓生命沈澱，

全是經由人類的雙手轉換出

新生的面貌。（潘英海，

2013）  

         日治時期，日本的工

藝影響原住民雕刻，使其雕

刻開始有獨立成人像的樣

貌，而不在只是附屬生活物

件上的裝飾面貌。  

         大馬璘遺址文物反映了

史前文明的交換方式與多元

關係。我們對於物質文化的

理解，其交換行為的意義不

應只是停留在文物的實用性

與罕見性上，而是轉向物質

交換背後所隱含的關係象

徵，因為必須要有比實用價

值更為深切的象徵信念，才

能維繫大馬璘文化長期體現

的臺灣東、西部史前文化互

動，也因此大馬璘文化的出

土遺物不但具有物質傳統的

特殊，更具有促使人群互動

的象徵意義，是「人群物

語」。（潘英海，2013）  

       「水沙連」的過去有紛

爭、有衝突，「水沙連」的

現在依然微笑，反思「水沙

連」的過去，瞻望臺灣的未

來。（潘英海，2013）  

★本文參考書目 

水嶋英治。（2010）。走進博物館（蔡世蓉，譯）。臺北市：原點出版。 

吉田憲司。（2011）。博物館的蒐藏與歷史。黃貞燕（編），民俗/民族文化的蒐藏與

博物館（頁 6-30）。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李子寧。（2011）。理解「民族誌物件」。黃貞燕（編），民俗/民族文化的蒐藏與博

物館（頁 96-105）。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梁傳沛。（2014）。專家文化導覽。在和解中新生。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潘英海。（2013）。從水沙連戰爭看臺灣的未來，在和解中新生。埔里：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 

賴貫一。（2014）。收藏家文化導覽。在和解中新生。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file:///F:/在和解中新生/2014／05「人文創新＆社會實踐電子報」二稿.docx#_ENREF_5#_ENREF_5
file:///F:/在和解中新生/2014／05「人文創新＆社會實踐電子報」二稿.docx#_ENREF_5#_ENREF_5
file:///F:/在和解中新生/2014／05「人文創新＆社會實踐電子報」二稿.docx#_ENREF_5#_ENREF_5
file:///F:/在和解中新生/2014／05「人文創新＆社會實踐電子報」二稿.docx#_ENREF_5#_ENREF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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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人物 

再現文化小鎮組：人文薈萃 

 

撰文∥陳宜文、蔡芳馨、黃雅涵、張晏甄；圖∥陳怡君(暨大人社中心助理) 

林
宜
蓉
老
師 

真實身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外表：俏麗的才女   

內在：活潑、喜歡美的東西 

特殊專長：老師寫起書法，字就像有了生命力一樣，翩翩起舞 

名言：最近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嗎？ 

曾
永
平
老
師 

真實身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副教授兼創

業育成中心主任 

外表：高瘦帥   

內在：學校教學認真、在家是好爸爸好丈夫 

特殊專長：唱歌 

名言：喜歡就去做啊 

莊
國
銘
老
師 

真實身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外表：曾留下一張經典照片後被譽為公行三帥之ㄧ(請見同場加映) 

內在：對於棒球有熱忱，近期則對玩音樂著迷 

特殊專長：彈 BASS 

名言：下次我會把這首歌的 BASS 練起來!! 

真實身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外表：外寬內深、頂天立地 

內在：睿智而豪放不羈 

特殊專長：為了專案可以三天三夜不眠但還是照常開會上課 

名言：收悉！謝謝。 

潘
英
海
老
師 

★同場加映： 

公行三帥經典合照 

同 

場 

加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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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絡連結 

網海無涯 

 

資料整理∥陳怡君(暨大人社中心助理) 

玩台灣 

OBL TAIWAN 歐北來 

BIOS Monthly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蘊藏著豐富天然美景、深度醇厚的人文氣息，還有滿

滿的人情味。  

為了呈現台灣的精彩與活力，特選台灣最具代表的四個區域－台北、台

中、台南、花東。從中規劃景點、住宿、美食、伴手禮、活動、遊記等六大領

域，特選台灣好玩好吃新鮮事。                                                                      (點我) 

歐北來為台語「亂來」之意，代表不限定各種形式的可能。我們試著讓被遺

忘、忽略卻重要的事物變得好玩，使之被重視。 

我們認為在每個地方，每個人的身上，都有值得被關注的寶藏，秉持「促進

人與人之間聯結」、「傳遞美好事物」、「自身專業反饋土地」的三大理念，透

過活動、設計、影像、音樂、文字，推播「裏台灣」的美，站在發現的邊緣，看

見台灣浪花以下深刻的生活文化之美 。                                                           (點我) 

BIOS Monthly 是一份以觀察當代城市生活、捕捉多元生命經驗為宗旨的

線上雜誌，並以「生活、體驗、閱讀、分享」的精神作為我們追求成長的目標。

雜誌內容豐富多元，涵蓋了飲食文化、設計時尚、休閒旅遊、藝文思潮等主題，

並以精選新知、專欄推薦與主題企劃等方式，結合編輯部、專欄作者群、以及

所有願意分享最新資訊與個人生命經驗的讀者們，共同創造出現今繁體中文世

界裡獨具特色、質量兼備的一份電子刊物。                                                 (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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