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頁03  眉溪田野紀要—部落選舉  

頁05  走進社區廚房（續） 

頁08  我在籃城 我看暨大 

頁10  藏匿在角落的藝術：籃城巷弄中的影像實驗 

頁12  水質團隊在桃米正在或試圖進行的行動：發想、規劃、實作、反思 

頁13  西雅圖P-Patch社區園圃計畫 

頁16  11月活動剪影集錦 

發行人：江大樹  

總編輯：容邵武 

執行編輯：陳怡君 

專欄撰寫：陳文學、張力亞、蔡嘉信、洪子鑫、林冠惟 

特刊撰寫：鄭中信、林展緯、徐顥、林威志、陳谷汎、蔡勇斌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人文學院 B1 人社中心  

電話：049-2910960 #3890、3891、3893、3894；049-2911184  

電子信箱：ncnuhiasp@gmail.com  

前期電子報連結：立即前往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index.php/newslet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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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溪田野紀要—部落選舉  
文、圖∥陳文學(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在特定地域推動人社實踐計畫，是一段多面向與多層次的行動歷程。一方面擷取自己有興趣的知識

；另一方面也篩選或紀錄有意義的資訊，尤其是有助於計畫推動節奏的資訊。在行動過程中，以身體作

為研究工具的同時，身體本身也不斷在學習與琢磨。至少對我而言，在行動時，必須密集地用文字陳述

並公開分享，不僅要顧及呈現的忠實性，又要避免擦槍走火過度詮釋（承諾），就必須不斷學習此間的

拿捏藝術。 

選舉可能是社會實踐時，最為敏感的議題。在眉溪，確實看到一些新的希望，這不僅是對人社計畫

推動的希望，更是對部落，乃至於原住民族社會的政治希望。不過，畢竟本次我們採取中立觀察的態度

立場，再者，選舉資訊的來源並不足以宣稱為「全面性」，因此還是必須留待11/29之後，持續觀察與

檢驗勝選者的作為。 

在和一位部落居民聊天時，他感嘆地說：「現在的部落選舉，只有政治觀，沒有部落觀。」我想他

的意思是：多數候選人關心的是自身利益（名望），而較少深刻地看待部落的需求。他會此感嘆，更在

於因為這裡有人才，也有資源，但許多公共事務的改變進程卻是緩慢。 

如果「政治是社會權威性價值的分配」，那麼我們就不能不看看這次的選舉狀況。翻開選舉公報，

第一個直覺是，缺乏一些原住民選民關心的資訊，再者也不禁自問：如此呈現方式，適合原住民選民嗎

？就內容本身，想像一位沒有任何資訊的原民選民，我想他應該會想要知道候選人是哪個原住民族？也

會想知道他的出生地是什麼部落？至少這兩項資訊是目前選舉公報所沒有的。 

當然，在目前的原民選舉制度下，列上候選人的族群別可能對候選人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尤其是

小族候選人。畢竟目前是「泛原住民族的選制」而非「各族群代表的選制」。不過，我們始終擔心，如

同過去的研究發現，原住民代議士並沒有特別利用爭取補助款來照顧自己的族群，反而會關心與自己不

同族的原住民（羅清俊、陳文學，2009）。如果以原住民各族自治為原住民族的政策方針，將泛原住民

族的族群代表，漸進推往以各族為單位的代表，我想列上族群別應該是必須的。 

就本次眉溪部落所涉及的選舉。首先，在鄉長選舉方面，共有江子信與孔文博兩位競選。本屆鄉長

選舉的選舉人數為11,930人。江子信為泰雅族，在仁愛鄉許多國小擔任過校長（包括南豐國小），具有

豐富的基層人脈，由國民黨提名競選，也是現任鄉長江子孝的弟弟。孔文博為賽德克族，曾任南投縣議

員與仁愛鄉公所公務人員，以無黨籍身份參選，同時也是現任立法委員孔文吉的弟弟。在雙方的政見上

，多屬於普遍照顧全仁愛鄉的政見（如整合觀光資源或辦理文化活動），而特別提到南豐村（眉溪部落

）的僅有一點，也就是江子信的第二點政見：「推動南豐互助新生法治中正等村自來水裝設到戶……，

做到全鄉用水無虞，不受風水災斷水困擾，保障鄉民生活。」目前據說雙方實力旗鼓相當，競爭十分激

烈。 

 

 

圖一 仁愛鄉鄉長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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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鄉民代表選舉方面，南豐村、榮興村與大同村屬於仁愛鄉第一選區，該選區選出鄉代3名，

選舉人數為2,843人。本次共有6人參選，分別為林秋菊（現任鄉代，女，國民黨籍，民39）、林婷立（南

豐村代理村長，女，國民黨籍，民68，前立委林春德之女）、王嘉勳（台灣原住民部落振興基金會執行長

，男，無黨籍，民73）、張蔭壽（男，無黨籍，民47）、謝志秀（南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男，無黨籍，

民63）、蕭傳吉（現任鄉代，男，無黨籍，民47）。這六位候選人當中，林婷立、王嘉勳與謝志秀皆來自

南豐村眉溪部落。就政見而言，林秋菊與林婷立不約而同地都提及「改善南豐村民飲用水問題」；另外，

在這六位鄉代候選人中，除了王嘉勳之外，幾乎傾向以鄉公所作為資源爭取或問題解決的對象，唯獨王嘉

勳的第九點政見「連結外部民間資源；協力發展部落社區」，頗具有善用社會資源，協力治理仁愛鄉的概

念。根據上一屆選舉結果，鄉民代表的最低勝選門檻為387票，而南豐村的選舉人票數僅有602票，因此想

要在本次選舉中，由原先的1席代表，增加為2席代表，南豐村出身的三位候選人不僅要吸收南豐村閩客選

票，以及爭取榮興村與大同村賽德克族人的選票，最後甚至要思考有無整合或棄保的可能性。 

 

 

圖二 仁愛鄉第一選區鄉民代表候選人 

最後，在南豐村村長選舉方面，本屆有4位候選人，分別為王仁智（男，無黨籍，民60）、劉美英（

女，國民黨，民59）、郭明德（男，無黨籍，民47）、李易晊（男，無黨籍，民62）。儘管本屆南豐村長

選舉沒有像上一屆7人參選的參選大爆炸，但是依舊是本屆仁愛鄉16個村中，候選人人數最多的村。就政

見而言，多主張親民愛民，服務熱忱，而具體政策上除了李易晊之外，其他三位候選人皆未觸及，不過在

基層選舉，族群身分十分重要，而南豐村主要還是以賽德克票數為主。因此非賽德克族的李易晊若想要勝

選，一方面要整合南豐閩客票源，另一方面也在賽德克候選人相互競爭下，才有勝選的可能性（據說，過

去曾有一屆的南豐村長是漢人，而非賽德克族）。而目前傳言呼聲較高的是郭明德與劉美英。 

 

圖三 南豐村村長候選人 

適逢選舉的時期，我們多採取中立觀察的態度立場。但不可諱言地，選舉對人社實踐計畫的推動確實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譬如難免耽擱行動方案的推動進程，以及讓行動更細膩，尤其是思考如何在「建立關

係」但又必須與「選舉保持距離」的兩者間，動態地找到合適地平衡點。 

然而，也因為適逢選舉，讓我們有機會了解眉溪的地方菁英以及他們主要關心的公共議題。更重要的

是，選前各候選人應該都允諾了一些事情，選後如果我們能整體盤點當選人的競選承諾，擷取其中與人社

實踐計畫相關的部分，並主動拜訪討論，相信對未來的計畫推動應可事半功倍。 

參考文獻 

羅清俊、陳文學，2009，〈影響原住民政策利益分配的因素：族群代表或選舉競爭？〉，《選舉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頁 16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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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社區廚房（續） 

文、圖∥蔡嘉信(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距上篇〈走進社區廚房〉的登載又過了五個周次，行動團隊已進到廚房，「社區貨幣」或「時間銀

行」這樣的概念在「社區」（或人類學慣用詞「田野」）被試煉著。以下就時間的先後說明事情的經過

。  

1. 

10月30日是行動團隊與媽媽們約好要進廚房共餐的日期。早上九點半左右，行動團隊成員已全部抵

達，這群人中還有兩位中國交換生及一位日本交換生。晴雯的後車廂裝滿了食材，包括一隻豬後腳（前

一天去山上原住民朋友送晴雯的）、煮咖哩的食材（蘋果、香蕉、雞腿肉、洋蔥、紅蘿蔔、咖哩塊）、

煮湯的食材（白蘿蔔、昆布等）。卸貨後，每個人在廚房裡各自找位置，就各自能做的事動手。燙豬腳

、拔豬腳毛、切菜、洗米、挑菜、切豬舌、炒洋蔥、炒菜、煮湯、切豬腳肉、清洗鍋盤等。說好的甜湯

也沒有少，儘管紅豆沒煮爛。 

期間，素珍阿姨、玉花阿嬤有進來幫忙挑空心菜，姵妤和他們一起，邊挑邊聊天。洪班長也有來，

帶來魚（有裹粉）和魯好的豬舌，並利用空檔，在一個未使用的瓦斯爐炸魚。在外頭，有人探頭，有人

在問：「今天怎麼那麼熱鬧？」將近十一點半，配菜都已上桌，有一鍋湯、一道炒高麗菜（分成兩盤）

、一道炒空心菜、一盤豬舌、一盤海帶、一盤豬腳肉、一盤炸魚。飯則有兩大鍋。十一點五十分左右，

煮飯的與吃飯的已齊聚廚房，等待開飯。開飯前，陳總幹事特別向用餐的長者們說明這是由暨大的老師

和學生來煮的一餐。行動團隊由晴雯代表介紹成員和菜色。有一小段插曲是當日本學生被介紹到時，陳

總幹事也拱出兩位會說日語的阿嬤和她打招呼。兩位阿嬤於是分別走到這位日本學生面前，以日語簡短

交談，大家都看得很開心。開飯的氣氛歡樂。我有觀察到其中一位阿嬤平常都盛回家吃，這一天他在廚

房跟大家一起吃。 

吃飽飯後，一位阿公回去拿一串香蕉到廚房，放在桌上要請大家吃。動手收拾餐具的是小朱的阿嬤

。小葉有問：需要我們幫忙嗎？一位阿嬤說：不用啦，我們來就好！ 

2. 

第一周次的活動算是圓滿，互動氣氛也不錯。第二周次的進度是訪談，這是第一周活動結束後團隊

成員討論決定的。如意算盤是藉由訪談，和社區媽媽們熟一點，再邀請他們進廚房，而我們也會陪同。

我們先問陳總幹事與家政班班長有哪個是可以先接觸和詢問的對象，問到的是，包括曾**、麥**、游**

、羅**、陳**、陳*、吳**，而學生也分為三組，各自約時間去訪談與認識，看能不能在建立關係後把媽

媽們拉進廚房。如意算盤沒算好，這作法只進行一周，約了兩位媽媽，真正訪談的只有一位，沒有分組

，而是併組。約訪談的地點是阿嬤的工寮，蓋在他（種花的）田地上，靠路邊。當天和阿嬤聊了大概一

個小時，問到這位阿嬤有沒有意願進廚房時，阿嬤說她很忙，沒時間進廚房。「有沒有可能我們幫你忙

，你到廚房幫忙？」「切花有技術性，你們做不來！」這樣的回答算是拒絕。 

第一周次活動結束後，我們也嘗試問陳總幹事和洪班長，可不可以讓我們參加家政班的聚會，我們

有大概提要找班員討論分擔廚房工作的事，班長和陳總幹事都同意，認為廚房的工作是應該要被分擔。

經由洪班長的聯繫，開會時間訂在11月10日晚上七點。原本每月一次的社區關懷據點志工會議也併進來

（大部分成員兩邊都參加）。相較於訪談，參加這會議就算是一次正式性的來往，也是必要的。這次會

議併出了一些火花，也意外地讓我們原本設定的進度超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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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月10日晚上七點，大部分的家政班班員與社區關懷據點志工都到了，約七點二十分會議開始。

此次會議有三個議程：(1)家政班事務、(2)志工隊事務、(3)行動團隊要提出的合作議題。這裡不交代

其他會議細節，僅說明第三點的討論狀況。 

行動團隊某人發言，講明這是一門課，要到社區做一些事，但希望是「『咱們』（包括你們跟我

們）作伙來做。」接著說：「我們想進廚房幫忙，減輕洪班長的負擔，但也希望有意願的一起來，看

一個禮拜幾天，我們來輪。」家政班某位阿姨：「不然你們就來專門負責一天和兩天，每周的這一兩

天就都交給你們。」行動團隊某人：「可以，但我們希望洪班長以外的班員也能分配到一兩天。」主

席：「你們有六個，就分組，一組一到兩個，負責煮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五就我們來。」行動團隊

某人：「我們這邊六個，希望你們也有六個出來，至少是一個學生對一個居民。」主席問在場的媽媽

們：「誰有意願？」只有大概兩位媽媽說他們可以成為一組，進來輪，但同一時間，也出現了「我要

上班」、「我要做工作」…這些話。為了打破僵局，陳總幹事站出來主持，把有意願的、猶豫的、沒

意願的名子統統寫在黑板，上面講，下面也講，上面寫，下面在看，不行的馬上協調調班，沒多久，

社區方的班表就底定了。空下的欄位是行動團隊的，成員們於是也協調自己的時間，把自己的名子報

上去報名，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班表如下： 

 

 

正式輪班前，或者說正式進到廚房的田野以前，11月13日這天，容老師對大家做了一番叮嚀。歸

納其中的幾點：(1)要去觀察、去感覺、蒐集多一點「絲」，進而抽「絲」剝繭，回答居民不能來的原

因是什麼；(2)要想到課程結束後能留下什麼可以往下走的機制，由社區和暨大在社區的人力接手；(3)

每次來都做記錄，記聽到的、看到的及感受到的，內容包括時間、地點與人，此紀錄僅在團隊成員間

流傳；(4)在訪談時不能秘密錄音，要錄音要取得對方的同意；(5)要學習並逐漸熟悉「田野」技巧，而

不只是訪談技巧而已。 

輪班時間 組長 組員 暨大行動團隊 

星期一 羅** 麥**、賴** 吳** 

星期二 曾** 游**、洪** 蔡**、張** 

星期三 陳* 陳**、呂** 貝**、劉** 

星期四 游** 蔡**、陳** 黃**、葉** 

星期五 洪**  

10 月 30 日行動團隊與社區長者的共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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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月17日，輪班表正式啟動。一周過了，情況大致順利。篇幅的關係，不詳述。11月20日是團

隊成員執行排班表後的第一次齊聚，有討論到的問題是：這個學期會不會只做到排班，而無法把「時

間銀行」的樣子做出來？如果這樣一直做下去當然有可能。容老師提醒大家銀行有預存跟提領的機制

，「時間銀行」也要做到這樣，所以要繼續在廚房這個「田野」中抓到媽媽們可以交換的以及纏住她

們進廚房的具體事項，唯有把這種模態抓出來，才有可能進一步設計時間跟勞動力的預存跟提領。 

11月27日，團隊算是完成了第二周的輪班，午餐過後，團隊成員再一次齊聚，除了分享各自的值

班狀況，也討論如何再進一步。行動團隊某人提到：「兩周下來，我們發現會進來輪班的就七位，加

上洪班長八位，有沒有可能就以這些人為班底，開始進行時間及勞動力的交換？」容老師是倒過來想

，希望我們先關注沒有來的三位，他說：「會來的這七位也許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很頻繁的互動及交換

了，對他們來講，來參與廚房工作也許只是另一個互動的場合。那三位不能來的媽媽的狀況、不能來

的原因也許是我們更需要去了解的（了解他們是被什麼具體的事綁住了，也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與網

路）；當然和那七位媽媽的輪班還是要繼續。」 

「要在日常生活中創造互惠的機制確實很不容易，特別又是在一個鄉村型社區。在籃城媽媽們的

生活不像是生活在公寓大廈或都市社區的媽媽們，生活無法被分割成一件一件具體事項（例如托嬰）

，這是在籃城要推動時間銀行的挑戰，比在『花園新城』的場域推動還難。另外，媽媽們之間有一定

的情感基礎，他們會出來可能是基於很籠統的責任感、情感等因素，但這不是時間銀行的機制，時間

銀行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礎上，而是新的『交換』制度。要怎麼把這種新的『交換』加在原本的情感基

礎上？這就是挑戰！」容老師給出來這樣的視野。 

接下來的進展，還沒人能預測…… 

11 月 13 日行動團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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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籃城 我看暨大 

文、圖∥洪子鑫(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林冠惟(籃城福利化社區旗艦計畫專案經理)  

當我在籃城時 我看暨大：林仔城福利化社區旗艦計畫專案經理 

    其實籃城擁有許多的資源，軟硬體部分包括：三層樓的社區活動中心、諾大的社區戶外廣場、籃城小

公園、社區廚房、願意投入社區工作的幹部志工，以及外來的專業人力進駐(包含暨南大學各領域團隊與

旗艦計畫專案經理)，而這些有形的硬體建築與人力資源得以出現，大部分的原因都來自於社區擁有的無

形資產，即強大的凝聚力。因為有人願意站出來為社區盡一點心力，才能籌組社區發展協會和辦理各項

福利服務；因為有社區的向心力，才能自籌經費買地蓋活動中心、廣場、公園和廚房；因為有想要解決

社區裡長輩的需求，才能號召志工進行居家訪視與每周五天的用餐服務。所以要做事，社區居民的意識

遠比花錢蓋硬體、修水圳、補充最新設備來得重要且有意義。 

從局外人到局內人的角色變革 

   暨大的角色是什麼，我不知道，我也一直不知道為什麼暨大會一直出現在

籃城而不是別的地方，就像在與某個其他社區的幹部聊天時她提到，為什麼

籃城的資源那麼多，我們連要跟暨大申請學生志工來陪伴老人都沒有人願意

來？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現在我只能站在籃城的位置，來看我看到的暨

大。以前還是正職學生擔任研究助理時，知道學校有了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的研究計畫，覺得很感動，學術與實務終於不再是兩個平行世界，而是交流

互動、彼此學習的夥伴。畢竟學術除了滿足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之外，更

重要的應該也是為了解決社會發生的問題，若研究者不進入社會，如何得知

社會的需求在哪裡呢？ 

旗鑑計劃專案經理的角色：投入專業資源的效益 

    現在自己來到了社區，我從不同的角度到不一樣的暨大。社區居民普遍沒有學校老師來得有那麼高的

學歷和學術專業，因此對於學校老師總是充滿敬畏之情，卻忘了自己在實務工作與在地生活中累積的豐

富經驗，是學校老師極度缺乏的。我想這樣的計畫是互相交流、相互學習的一個過程，旗艦計畫安排了

許多幹部培力的課程，請學校老師分享許多專業知識和概念給社區幹部，那學校老師在社區裡學到了什

麼呢？ 

當我也在籃城社區－暨大人社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角色 

暨大人社研究中心於 8 月初進入林仔城社區，展開了解社區的大

小事，此時的社區人手不足，剛好可以協助社區執行計畫的行政事

務，自從專案經理人 9 月份開始任職後，社區慢慢有了依循的節奏，

行政事務也開始分擔並且快速地掌握計畫的執行，人社研究中心的角

色與任務，也在此社區呈現較穩定的狀態中準備陸續地醞釀與開展

中。主要以福利社區化旗艦計畫為軸線，配合可能操作與實踐的議

題，包括社區尊嚴老化，社區福利，社區產業，文化傳承，社區觀光，生態防災社區，代間學習，新住

民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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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仔城 SWOT 分析 

1、strengths ：林仔城從先民的時期，社區的居民共同保護水源，以利農業的灌概，因此形塑一股

強大的力量，所以老壯年這一輩，對於社區的意識與行動是早已根植。另外林仔城地理面積不大，居住

位置大都較集中，這地理形態非常有利於社區發展，尤其是號召行動時，是非常便利地。這也是林仔城

與其它社區的不同與優勢。 

2、weaknesses ：基於前述，林仔城的青壯年這一世代，乃因出外打拚的因素，較無時間參與社

區活動，這也造成青壯年社區領導人的培育限制。 

3、opportunities ：社區開展老人福利成效穩定，老人家也

十分依賴此社區關懷與活動，後續朝向更細緻的訴求尊嚴老化以

及遠端照護等，指日可待。同時社區產業如甘庶，茭白筍等，和

籃城好生活，籃城書房已持續關注社區，更可結合人力資源開

展。 

4、threats ：目前社區較大的瓶頸是人口逐年減少，原因是低的生育率，以及老人逐年凋零，加上

先民留下的集英館文化和拳術，中青一代受限時空背景，較無感受到正面認知文化傳承的意義，恐出現

文化傳承的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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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匿在角落的藝術：籃城巷弄中的影像實驗 

對於生活環境的景物，乃至於景物的種種轉變，稱之為「住民」或「居民」的群眾，通常有幾種型態

。一種是對周遭環境的視若無睹，縱使每天遊走在街頭巷尾，處理各種瑣碎雜事，日常幾乎身處其中，

卻不曾定下腳步，駐足欣賞生活中的景觀；一種是對生活習慣的若有似無，對於事物的變化，彷彿有些

印象，記憶中始終存在著殘影，好像熟悉某種聲響或氣味，卻又說不上來的模模糊糊；一種是對自身經

驗的瞭如指掌，對於關注的焦點，始終保持著新鮮感，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可以看見常人所忽視的人事

或物件，鉅細靡遺的敘述各種細節變化。 

這種對生活環境瞭如指掌的型態，可能關注的對象極為細微，微弱得不足以特別提起，也有可能極其

特殊，純粹是個人興趣使然下的發現。但是這些微不足道的、特殊興趣的種種觀點，卻可能觸發其他住

民或居民的生活感受，開始看見生活中的景物變化，增加了感知環境的動力。角落藝術的存在，讓觸動

成為可能，拉近了個人與他人的距離，也改變了群眾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在2013年底，有位在埔里鎮工作，於籃城里租屋的青年，因為參與社區資源調查活動，學習了身體

五感的知覺方式，讓自身浸營於住所周邊的環境中，利用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的方式，徒步

於籃城巷弄中，感受紅磚牆的古樸氛圍。在試圖重合生命經驗與地方記憶的過程中，發現紅磚牆對於歷

史的不可替代性，尤其是曾經歷經1999年九二一地震災區來說，大規模的重建變革，過去的街景已經不

復存在。在新式的建築叢林裡，巷弄中斷續出現的紅磚牆，固然呈現頹圮、斷裂、傾倒的樣貌，但是它

們的存在，依然微弱而堅實的揭示了曾經的景象。 

文、圖∥鄭中信(暨南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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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紀錄這些殘存的牆面，在不懂建築術語的狀態下，這位青年用自己的身高做為標準，發明的「與

肩高」、「齊眉高」、「額頭高」的個人術語，為每一個片段的牆面註記，並且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

幾個朋友，用影像拍攝的方式，捕捉籃城巷弄中的風景。活動過程意外引起社區學童的興趣，甚至加入拍

攝的行列，消解了青年們對於社區的陌生感，不僅遊走於各個孩童的私密路徑，進入了許久無人使用的廢

墟，甚至將路邊的各種花卉盆栽，當成玩具一般把玩，也認識各個住家門前瘋狂吠叫的狗，在呼喊牠們的

名字之後，逐一的停止警戒。 

兒童們的生活日常與環境想像，更為不起眼的巷弄增加了童稚氛圍，讓巷弄不再是單純的空間，每一

個可見的對象，彷彿開始有了它自己的名字。於是，在這兩次活動的觸發下，策劃了農曆年節的角落藝術

展，意圖以當時遊走的巷弄，做為展示影像的場地，將創作的照片吊掛在紅磚牆上，讓經過這個空間的人

群，可以感受到青年們與孩童們所看見的地方風景。 

原本只是呈現個人經驗的攝影展，卻也意外的成為行動藝術。社區居民紛紛同意在自家外側的牆面上

，吊掛關於自家的景象畫面，有了良性的互動關係；社區學童也自願進行影展的吊掛作業，不僅幫忙整理

照片，還進行選址的工作。他們有限的身高促成了獨特的景觀，在能力所及的狀態下，於高高低低的磚牆

上，掛上高高低低的照片，有些照片的高度，符合孩童身高的視野，卻讓成年人必須彎腰才能夠詳細的觀

看。 

有些照片固然符合成年人的高度，但是吊掛在花盆或土堆附近的照片，卻也將孩童們努力的痕跡暴露

無遺，彷彿可以看見孩童們踏在這些充當階梯的物件上，嘗試將照片吊掛得更高的景象。另外，相框還會

因為風的吹拂而旋轉、纏繞，偶而會被翻面，淘氣的以黑色的背版面對觀眾，讓觀者不得不出手翻轉相框

，才能看見相片的景致，成為互動式的展示。相框擺設的位置與變化，因為豐富的參與過程以及環境因素

，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照片陳列，相片與巷弄的關係，甚至相框與人際的關係，儼然成為角落藝術的另外一

種風景，超脫了相框中的影像，讓整個巷弄都成為藝術。 

這個角落藝術展，獲得許多的回饋與支持。不僅在農曆年節期間，提供了休閒遊憩的所在，讓許多返

鄉的民眾，看見暫居埔里的住民與社區兒童的籃城。影像展也讓活動於村莊巷弄的住民減緩了腳步，觀看

兒童高度視野下的街景，觀看平時不常注意的景象。角落藝術也提供了許多的話題，讓村莊的人際開始變

得不同。這項策展活動僅僅只是突發性的嘗試，卻獲得許多深刻的回響，所以願意將這樣的經驗分享，撰

寫成這篇文章，提供給有意策劃相關計畫的社區或團體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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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團隊在桃米正在或試圖進行的行動：發想、規劃、實作、反思 

文、圖∥林展緯、徐顥、林威志、陳谷汎、蔡勇斌(暨大人社實踐計畫水質團隊) 

一年多前，暨大土木工程研究所環境工程組在蔡勇斌教授及陳谷汎副教授兩位老師帶領下兩位博士生

林展緯、徐顥和林威志助理及學生群們所組成的桃米水質調查團隊，參與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的

計畫案，將本團隊於水質分析及環境工程上專業知識與技能，實際應用於桃米社區中。兩位老師並積極於

通識中心開設了「環境教育與解說」、「環保與生活」、「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及土木系「水質分

析」等相關課程，並將課程活動與社區環境資源結合，期能讓修課同學更進一步認識桃米社區，並藉由課

程之進行，對社區環境品質的提升貢獻一份心力。身為環工人，所做所為當然與環境工程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藉由計畫及課程之執行，讓我們有機會在桃米社區實踐環境永續發展的理想。 

在人社中心協助下，本團隊在102年度桃米坑溪流域水質調查成果既有的基礎上，於社區進行水環境

永續發展知識及理念之推廣。目前已於10/21舉辦第一場「關懷水環境人才培育工作坊」，與社區居民及

幹部初步展開桃米坑溪流域水質基本狀況分享及互動性交流之教育訓練，期望能於鄰里社區中培力水環境

關懷種子人才，讓社區居民能自主關心社區中水環境及污染對生態運行的影響。後續預計於104年2月份

舉辦【桃米】蛙聲火影‧水舞交響講座課程，針對桃米社區居民進行簡易水質分析課程教學，並著手策畫

相關環保議題及河川巡守教育訓練課程，培養社區居民基本水質檢測能力。未來更將著重於水污染防治及

水資源永續利用知識之推廣，如現地自然處理淨化技術、設施、可行方式、案例、污染減量及防治方法、

水資源再利用技術等議題，以達成第二年知識及技術推廣目標成果。本團隊期盼透過水環境的教育訓練培

訓課程，增加居民對環境生態永續發展之認知，進一步培養社區基本水質檢測調查員之種子教師，協助社

區民眾建立河川巡守團隊，在地關懷守護桃米坑溪。 

目前本團隊以桃米坑溪及其五條重要支流：種瓜坑溪、中路坑溪、四股坑溪、茅埔坑溪及紙寮坑溪為

主要調查的範圍，全面盤點桃米社區水環境資源及污染來源，並評估水環境品質狀況。本團隊以RPI指標1

及WQI5
2指標做為主要桃米坑溪水質檢測及評估的標準，在一年多來的計畫執行中，我們深入桃米社區、

漸漸認識桃米社區，從與社區的居民及幹部每次訪談互動中，更瞭解桃米的過去與現況。本團隊未來除了

分析彙整水質現況外，亦希望更進一步藉由民宿、餐廳與學生宿舍、遊客量統計推估其污染量，分析整體

觀光發展對桃米生態之影響。  

未來本團隊規劃透過桃米坑溪河川水質檢測、污染源調查及污染量推估，配合水質模式之模擬及自然

淨化工法，提出桃米坑溪短、中、長期之水質管理策略，以維護生態環境品質，達到永續生態城鎮經營發

展之實踐目標。 

1RPI又稱做河川污染程度指數，RPI指數係以水中溶氧量 

（DO）、生化需氧量（BOD5）、懸浮固體（SS）、與氨氮(NH3-

N）等四項水質參數之濃度值，來計算所得之指數積分值，並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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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1P-Patch社區園圃計畫 

文、圖∥張力亞(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接續前一期都市社區花園的介紹，本期將針對西雅圖 P-Patch 社區園圃計畫，分享它的一些操作機制。

西雅圖 P-Patch 計畫創始於 1973 年，是美國第一個社區有機園圃計畫。目前隸屬西雅圖市政府鄰里發展部

門（Seattle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s）的社區園圃方案。2014 年全市共分為九個分區，目前總計

88 個 P-Patch 社區園圃計畫，其中 82 個由市政府管理。以下將從三個面向介紹其推動機制，以及產生的功

能： 

一、主要推動組織 

．P-Patch 辦公室 

為了促進 P-Patch 計畫的服務工作，在西雅圖市政府的鄰里發展部門（Seattle 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s）中設置 P-Patch 辦公室，扮演政策執行協調平台，負責以下五項工作： 

1、一般行政管理：計畫執行內容、使用年費的收入等。 

2、P-Patch Community Gardens 網站維護管理：座落點的資訊建構、提供社區安全食物資訊…等。 

3、服務諮詢：串聯城市內參與的 P-Patch 社區園圃團隊，提供有機耕作的學習機會、舉辦 P-Patch 討

論社群。 

4、志工管理：成立 Friends of P-Patch、媒合社區志工、專業人力共同參與。 

5、舉辦嘉年華會： Seattle P-Patch Market Gardens、P-Patch YOUTH Gardening 等活動。 

此外，市政府每年編列 20 萬美元專案給予 P-Patches 計畫，從事更新公共基礎性設備、擴張園圃空間

與必要的服務功能，讓它更具親近性。 

．GROW formerly P-Patch Trust 組織 

GROW formerly P-Patch Trust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組織成員來自於對 P-Patch 社區園圃的友善志工

會員。該組織秉持倡議（Advocacy）、生態敏感度（Eco-Sensitivity）、夥伴關係（Partnerships）、正

義與公平（Justice and Equity） 包容與尊重（Inclusivity & Respect）等五項分享價值，扮演著 P-Patch

社區園圃計畫 2 的輔助推廣角色，並發行 P-Patch Post Newsletter，倡議有機耕作原則、協助低收入戶耕

作、鼓勵收成食材捐贈食物銀行的行為，以採購模式確保園圃的保護。期盼藉由以上工作項目達到以下四點

效益： 

1、鼓勵藉由社區園圃這樣的模式，保護都市公共空間。 

2、促進一般公民的使用繼而改善都市公共空間 

3、為低收入戶提供永續生活的機會 

4、藉由領導力、協調舉辦公共論壇，向西雅圖的民眾傳遞都市有機耕作相關的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知識。 

二、利害關係人 

P-Patch 社區園圃計畫的推動，通常涉及： P-Patch 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志願工作、地方非營利組織、

西雅圖住宅機構、企業團體 3 等，共同用夥伴關係的模式，支持、發展與管理社區園圃。 

1西雅圖Seattle City是美國華盛頓州King County的一個城市，且為King County縣治所在。  
2GROW formerly P-Patch Trusth 由草根組織 P-Patcher 於 1979 年開始推動，期間歷經 1990 年的組織變革“Friends of P-

Patch”，直至 2003 年才改組為現在的組織名稱。詳細內容可參見： 「GROW formerly P-Patch Trust」的網站，http://

www.ppatchtrust.org/。 
3 西雅圖有許多的公園都是由民間的開發商、企業組織共同捐贈資金興建的，其目的除了增加自我的企業社會形象，也善盡部分社

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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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的責任 

想要參與 P-Patch 社區園圃計畫的認養者，除了必須繳交申請費（$26 application fee）與使用年費

（$12 for each 100sf gardened），負擔一些基本開銷，如：耕地、工作、灌溉與肥料，另須詳細閱讀並

且遵守參與規則（rules for participants），以下先介紹「P-Patch 社區工作規範」、「個人空間使用規範」

兩項內容： 

．P-Patch 社區工作規範 

1、每年至少要付出八小時以上的社區園圃公共工作勞務（其中四小時，一定要在所認養的區域內）。 

2、確認與妥善保固相關工具（個人與公共的） 

3、禁止在公共區域內實施未經團體內部共識討論的任何行動。 

．個人空間使用規範 

1、有機生產（不使用合成的農業） 

2、以年為單基準進行認養，並負起照顧責任。 

3、負責維護管理社區園圃內的走道空間與安全性 

4、不能跨越所認養與設計的區域 

5、禁止將垃圾遺留在園圃內（Pack it in ； Pack it out）。 

四、多元化的功能 

P-Patch 社區園圃對社區而言，具備高度的開放空間屬性，設計理念在於：鼓勵不同的社區行動者共

同參與，繼而從中分享耕作愛心、陶冶友誼、提升鄰里情誼、增加自我信心、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培育

環境意識、減輕飢餓問題、改善地力，甚至成為娛樂或心理治療的場域。扼要來說，P-Patch 社區園圃計畫

的推動，對西雅圖地區而言具備以下四項功能： 

1、社區治理：藉由參與式規劃設計的過程，強化地方的社區意識。例如：華盛頓大學 U Way 上的

University Heights。此園圃 2002 年是由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學系、工業設計系，以及美術系的同學與社

區志工共同合作設計建造的，區域內目前有雨水回收系統，作為部分園圃水源之一。 

2、改善社區環境：透過社區園圃的推動，使環境得到改善。 

3、型塑社群經濟：菜圃園丁可以利用認養的區塊種植自食自食，並且供給在地的食物銀行運用，同時

也能夠活絡筋骨。 

4、促進社會公平：具規範提供部分區域給予低收入戶參與，促進社會公平；另一方面藉由有機食物的

耕作推動，傳遞食品安全的知識。 

5、活絡文化交流：社區園圃並非只固定為社區種植蔬果之處，部分公共區域也保留社區聚會場域、設

備，提供社區內不同團體舉辦活動之用，促進彼此的生活與文化交流。例如： Summit Slope Park，是將

公園設計與 P-Patch 社區園圃相互結合，創造有機耕作、青年滑板運動、鄰里聚會、休憩的共同開放空間，

增加公園的使用性。 

綜上，P-Patch 計畫推動的社區園圃，其功能並非限於「單一目的」，而是具備「環境、經濟、社會、

文化、社區治理」等身心靈多元功能屬性。此外，值得借鏡的是，P-Patch 辦公室將相關的操作機制、問題，

及各社區園圃點的內容，都公開在網頁上，提供大家做閱覽，這點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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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資料 

◆ Office of the Mayor ：請點我 

◆ P-Patch Community Gardens ：請點我 

 

圖說 

圖1、University Heights P-Patch社區園圃 

圖2、社區園圃內井然有序的規劃  

圖3、Summit Slope Park 

圖4、社區園圃內茂密的蔬果樣貌  

圖5、社區園圃工具倉及分類堆肥區  

圖6、鄰里聚會空間  

http://www.seattle.gov/mayor
http://www.seattle.gov/neighborhoods/p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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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活動剪影集錦 

圖片整理∥陳怡君(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圖 1 ： 1031118 重慶西南大學來訪 

圖 2 ： 1031119 參與「流離重返-災後部落自主重建的故事」 

圖 3 ： 1031119 桃米社區「綠動奇蹟」踏查 

圖 1 ： 1031101 參與社區營造願景論壇暨共識交流會 

圖 2 ： 1031114 體驗眉溪文化 

圖 3 ： 1031117 暨大汰舊設備捐贈至眉溪部落 

圖 1 ： 1031120 眉溪水質環境認識 

圖 2 ： 1031120 桃米休區參訪(南投場次) 

圖 3 ： 1031121 籃城旗艦計畫會議 

圖 1 ： 1031122 參與「公平貿易影展：巧克力的黑暗面」 

圖 2 ： 1031123 參與「重振 Gaya-我們是賽德克」－賽德克

經典編織計畫成果展 

圖 3 ： 1031126 校內學生焦點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