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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南國際大學為推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於今年

（2013）五月二十九日成立人文學院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簡稱水沙連

人社中心）。中心成立後，對內逐步建構組織架構與運作機制，型塑校內跨科系之學術

社群網絡；對外連結在地公、私與第三部門、進行埔里鎮民調查、成立埔里研究會，並且走入埔里社

區，了解社區的現況、資源和需求。期盼透過整合型計畫之推動，預約水沙連的春天，並促進宜居城鎮

的轉型與治理。 

五個多月以來，水沙連人社中心已經累積部分實踐與研究的成果，我們希望能夠過電子報的方式，

分享我們的經驗與想法。更期待關心在地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朋友，不吝給予我們批評指教。 

我們將電子報的內容，規劃為「中心活動簡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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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人物介紹」，以及「網絡資訊連結」。一、「活動快

訊」為人類學研究所潘英海副教授所策劃的展覽：「在和解中新生：從水沙連的戰爭，看臺灣的未

來！」該展覽是以暨南大學保存的打里摺文物與大馬璘遺址文物為主。二、「埔里研究會專欄」由龔靖

怡與張力亞介紹埔里研究會的宗旨，並分享在埔里環境議題討論上的設計與對話成果。三、「菩提長青

村專欄」由陳文學以較為柔性的方式，分享他在長青村居住四個月來的感想。四、「人文創新與分享」

摘錄江大樹教授與張力亞博士生〈社區營造中組織信任的機制建構：以桃米生態村為例〉一文之研究成

果。五、「社會實踐省思」由張瑜芳介紹桃米社區筍鄉筍香的活動紀錄與心得。六、「團隊人物介紹」

由陳怡君、張瑜芳介紹中心專任成員。七、「網絡資訊連結」部分則提供暨大人社中心「容樹下的水水

人生」臉書專頁、國科會「人文創新x社會實踐」臉書專頁、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協作平台、以及商

業週刊與中華電信基金會合辦之「蹲點臺灣」網站。 

撰文∥容邵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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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發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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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妳）所不知道的水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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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解中新生：從水沙連的戰爭，看臺灣的未來！」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年來最重要的一次展覽。該展覽是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保存的兩批重要文物為

主：「打里摺文物」與「大馬璘遺址文物」。 

這次展覽以「在和解中新生：從水沙連的戰爭，看臺灣的未來！」為主題，是由

於「水沙連」地域社會的形成，來自於不同戰爭後的「和解」過程。其中，最具

有啟發性的是「打里摺」的概念與意涵。「打里摺」，Taritsi，源自於清代道光

年間中部平埔族群大舉入埔時，埔里地區原住民族稱平埔族人「番親」的意思，

有著「四海一家」、「好鄰居」、「好厝邊」的意涵，也象徵「水沙連」地域人

群關係的「和解」與「新生」。 

其中，「打里摺文物」是以水沙連地區為主，有系統地蒐藏有關各個族群的文物

與文件。這批文件與文物內涵相當豐富多元，包括：文物、影像、地圖、印戳、文件、契約等等，大大小小有

上萬件。其族群範圍涵蓋高山原住民族群、平埔原住民族群、客家、福佬等等，時間涵蓋十七世紀荷蘭與西班

牙時期、清代時期、日據時期、民國時期至今。 

該批文物為賴貫一牧師的私人珍藏，現暫時蒐藏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該批文物經過清點、確認，共計

11,885件文物/文件，並運用在研究、教學、展示、數位典藏、鄉土教育、館際合作等方面之目的，對暨南大學

建立學校特色與在地生根而言都有非常大的助益。打里摺文物在暨大已經充分利用於教學，並於97學年度第一

學期利用校內展覽室進行博物館展示，並於2009年6-9月之間於國立台灣文獻館展出「平埔風華---四百年的孤

寂與等待」特展，發揮社會教育功能。此外，本校也運用此批文物申請「國家型科技計畫」，獲得97、98、99

年度(2008/3/1~2011/7/31)之專案補助。  

要之，打里摺文物是一批具有臺灣歷史文化特色之蒐藏，而大馬璘文物是一批水沙連地域的主要史前遺

址，其共同特徵在於都是水沙連地域的文化財，並形塑水沙連地域的文化特色。因此，本次展覽將展現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之在地文化特色。 

至於「大馬璘遺址文物」，是「水沙連」地域距今4000年前有關史前人類在此地活動的蹤跡。根據物質文

化的傳統在相對地層的分佈狀態，曾有三個史前物質文化傳統在此地出現，由早至晚分別為： 

 1.牛罵頭文化（約4000-3300B.P.） 

 2.大馬璘文化（約3300-1700B.P.） 

 3.褐色細砂陶文化（推測應為距今2000年內鐵器時期的物質文化）。  

 

撰文∥潘英海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攝影∥葉筑菀(「在和解中新生：從水沙連的戰爭，看臺灣的未來！」策展人) 

中心活動簡訊中心活動簡訊中心活動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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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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能代表「水沙連」地域的史前文化是大馬璘文化。大馬璘文化早期，出現長方形的地下凹室，

並伴隨淺橢圓形灰坑的家戶空間配置現象，使用的陶器絕大多數是具有中部營埔文化特徵的陶器，以及少量

具有東部卑南文化特色的陶器。 

大馬璘文化中期，開始出現大量臺灣玉的原料、廢料、半成品與加工品，亦出現短軸切面呈現H字形的

大型石板棺，再漸漸由短軸切面呈現ㄩ字形的石板棺取代的變遷現象，並開始以砌石結構來區隔空間的配置

形態，灰坑變得又圓又深，並發展出以在地材料製作的大馬璘式陶器，數量上開始與營埔及卑南文化特徵的

陶器抗衡。 

大馬璘文化晚期，開始出現小型石板棺，大馬璘式陶器成為主流，玉器加工技術越顯精緻，出現少量琉

璃珠。  

大馬璘遺址為日治時期初所發現的遺址，從發現至今，共經歷了13次考古發掘工作，由每一次的調查

及考古發掘的資料顯示，大馬璘遺址的地下資料是相當豐富而多元的。 

2009年人類學研究所亦接受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執行「大馬璘遺址射箭中心開發基地範圍內影響

評估考古探坑發掘研究計畫」， 共計挖掘出的一萬餘件考古文物，是臺灣重要的史前文物。南投縣政府於

2009年9月間召開遺址審定會議，將該遺址訂為「縣定」遺址，末來亦有機會成為「國定遺址」。  

整體而言，大馬璘文化中物質傳統多元的現象，充分體現臺灣東部與西部史前文化的人群互動與文化融

合。借用人類學「文化合成/合成文化」及「文化生態」的概念，可以說明大馬璘文化的獨特性，即，在時

間的過程中將牛罵頭文化的淺橢圓灰坑形態、營埔文化的陶器與深圓灰坑形態、卑南文化的製玉技術與石板

棺還有砌石結構等要素，在地環境適應後，將多元要素嵌入自身文化的傳統，發展、製作出屬於大馬璘文化

獨有的物質文化。 

要之，打里摺文物是一批具有臺灣歷史文化特色之蒐藏，而大馬璘文物是一批水沙連地域的主要史前遺

址，其共同特徵在於都是水沙連地域的文化財，並形塑水沙連地域的文化特色。因此，本次展覽將展現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之在地文化特色。 

在和解中新生： 

從水沙連的戰爭，看臺灣的未來！ 

展覽期程：2013/10/25～2014/06/30 

展覽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I廳：行政大樓一樓 

II廳：圖資大樓地下室 

III廳：圖資大樓五樓 

開放時間：09:00a.m.～05:00p.m. 

(國定假日；週六、日休館) 

※團體預約，請洽(049)2910960#3712魏小姐 

中心活動簡訊中心活動簡訊中心活動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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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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宜居城鎮的可能！－從埔里研究會出發 

撰文∥龔靖怡(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張力亞 (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副執行長) 

 攝影∥ 龔靖怡(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陳怡君(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埔里研究會」，係由一群熱愛討論埔里公共議題的暨大師生與埔里鎮民共同成立的非正式組織。成

立宗旨：提供鎮內公私部門針對在地公共議題開放性的分享與交流平台，同時配合議題定期邀請其他縣

（市）、鄉（鎮）的實務工作者前來分享，希望可藉以型塑對埔里在地的行動共識與方案。 

目前每隔一個禮拜的週二夜晚七點，在「阿朴咖啡社會服務中心」（阿朴咖啡）舉辦論壇。企盼藉以

扮演橋接學術單位與在地社群串聯的對話節點。 

運用街訪調查，掌握埔里議題  

為讓我們理解現在鎮民所關心的公共事務項目，從八月開始，水沙連人社中心偕同本校公行系陳仁海

助理教授進行埔里街頭訪調，利用三個禮拜的時間，共回收 150 份的問卷。統計顯示：「環境、交通、以

及觀光」是目前鎮民認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前三個問題。 

三場次的社會實踐試驗設計 

埔里環境議題，是鎮民最關注的問題。從以往一些媒體的報導與專業單位評比結果，致使民眾普遍存

在「埔里環境不佳」的負面觀感，為深究原因並尋找可能的解決方案，於是水沙連人社中心針對「埔里環

境議題」設計三場次的討論會議，企盼能擾動一些改變的可能。 

在第一場次的規劃設計上，邀請了「埔里鎮公所、18 度 C、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的代表，前來

分享目前各自努力的作法。期間，與會的民眾也提出自己所關心的重點項目，例如：髒亂點確切位置的盤

點。透過這公共對話的場合，也讓在地居民理解公所的可利用資源、行動策略及其限制，同時也引導大家

反思各自可能付出的責任。 

 

▲環境議題第一場次 

「埔里研究會」專欄「埔里研究會」專欄「埔里研究會」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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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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澱，在第二場次，我們邀請了埔里世界清潔日推動人陳巨凱（阿凱）先生及雲林縣

計劃處陳東松處長，前來分享他們的行動經驗。阿凱是位埔里創業年輕人，在他的生活觀察中也發現：埔

里確實存在環境清潔的問題。為提倡埔里環境的友善化，開始號召一群年輕同好共同籌辦「922 世界無車

日」，倡議雙 B 城鎮（Butterfly & Bike）的想法，這個活動顯露出埔里民間力量的聚集、號召及意識凝

聚。再者，陳東松處長亦從公部門的角度，提供埔里改善環境的不少具體作法，例如：盤點與整合公部門

資源、發掘與評估各里、社區動能，鼓勵民間與政府建立資訊與推動平台，藉由一兩個社區亮點的建構與

行銷，值此整體政策擴散效益將會風行草偃。 

 

 

 

 

 

 

「他山之石」是啟動學習的關鍵。在最後一個場次裡，邀請到台南市金華社區柯崑城里長前來分享「金

華社造經驗」。金華社區是全台灣第一個榮獲國際花園城市獎（LivCom Awards）之社區。在三十多年社造

經驗中，柯里長從將「空地代管、商店街整治、社區文化藝術、環保低碳、健康照護」五大主軸，分階段爭

取政府資源、與社區居民對話溝通、賦予社區居民參與責任。藉由共同參與及成果行銷兩項策略，擴大社區

居民的參與度與增強社區認同感，以便維繫社區持續運作的動力。柯里長強調：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支持，

不僅能讓地方自主管理與經營，更是社區永續發展之關鍵。 

 

▲環境議題第二場次 

▲環境議題第三場次 

「埔里研究會」專欄「埔里研究會」專欄「埔里研究會」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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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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性成果 

在一個半月的問題聚焦中發現：埔里環境改善困難點在於，跨部門組織之間的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進而引發各方不必要的焦慮。為此，推動小組以 18 度 C 文化基金會為主軸，結合鎮公所清潔隊、大埔里觀

光發展協會、南投縣導覽解說協會、及暨南大學資源，共同成立「環境生活推動小組」，負責：促進埔里鎮

環境整潔及相關資源之整合平台、協助地方街道認養、環境競賽輔導評鑑及民眾教育訓練。希望透過公私部

門的定期對話與行動設計，可架構起埔里環境改善可持續運作的基礎條件。 

截至目前為止，埔里有超過 15 個地方社團進行街道認養與清掃，並於每月定期聚會，以瞭解彼此執行

況狀與困難。「環境競賽部分」也已進入辦法草擬的階段，預計在明年一月份召開諮詢會議並執行。 

下階段的期許 

對於未來埔里環境清潔的推動，我們期待從基礎的「撿垃圾」開始，漸進往更高層次的「環境生活美學

營造」邁進，讓我們一起打造一個舒適、整潔的埔里宜居城鎮。 

 

下期預告 

下一期埔里研究會議題將設定為：埔里交通友善。 

預計從埔里鎮民日常生活與外地觀光客的角度出發，探討

埔里交通環境的現況與所面臨的困難點。時間為 11/26

（二）晚間七點，地點一樣在「阿朴咖啡社會服務中心」，

誠摯歡迎關心埔里的夥伴們一同參與，分享您的在地觀

察與寶貴經驗。 

 

「埔里研究會」專欄「埔里研究會」專欄「埔里研究會」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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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沒有「菩提長青村」！ 

撰文∥ 陳文學(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副執行長)；照片出處∥ 長青村臉書 

十三年前的 921 大地震，震碎了許多家庭，卻也讓人有重新理解與實踐「善念」

的機會。「菩提長青村」的成立，乃至於運作迄今，處處展現人與人之間「善

念」的結合與融合。 

對許多沒有接觸過長青村的人，可能會以為長青村是佛教團體或是老人安養院，

順而以各自的想像，猜測長青村可能為何。 

或許長青村草創之初有宗教的意義，但是現今宗教並非全部；或許長青村成立之時確實是為了讓老人

有個棲身之處，至今老人照顧雖然依舊重要，但卻也不是唯一的居住群體。其實，對於長青村的理解應該

是多面向的、多層次、且有脈絡與持續創發的。 

這樣的理解看似複雜，實則不難，因為它就是一種「生活」。與一般生活的差異在於，這種生活構築

在「善念」之上，蘊含「信任」與「互助」的精神。 

假如沒有長青村！當然，你我的生活不會因此受到影響。但是會有一群無法被社會福利照顧的邊緣老

人，無處可歸。他們也就只能失望於社會、失望於政府，只好歸咎於宿命，無聲又無奈地終老，而遑論

「老有所用」的價值實踐。 

假如沒有長青村！對於那些被工作所制約而逐漸忘卻初衷的人，同樣也不會有什麼影響。但是卻會讓

幾位不願低頭於現實的年輕人，失去喘息與實踐理想的機會。 

假如沒有長青村！對於生於廝，長於此的我們，一樣不會有任何影響。但是卻會讓憧憬台灣的大陸交

換生們，失去一個認識埔里真實面貌的介面，同時也失去一個適應台灣生活的避風港，一個默默分享台灣

人情味的地方。 

    假如沒有長青村！的確，我們依舊能自我滿足、無須質疑地朝向科技研發的願景方向，但是卻失去一個

能夠深層反省制度結構、反省自由經濟限制，提倡「夠用就好」的社會創新場域。它的珍貴在於它是各種

因緣偶然所創生，但並不表示沒有仿效複製的可能性。 

長青村的存在已然是事實，無庸置疑！它豐富的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就能道盡，因為它是一種涵括老

人、青年、學生、藝術家以及一群無私奉獻者的生活形態，而多元的組成更正向反饋了老人居住的感受。

生活型態只能直接體驗，任何間接的理解難免會有片面的侷限。如果有空，就來長青村走走、坐坐、看

看、聽聽、聊聊……，不用帶太多的想法與疑問。 

「菩提長青村」專欄「菩提長青村」專欄「菩提長青村」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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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中組織信任的機制建構：以桃米生態村為例》 

作者 江大樹、張力亞 

出處 東吳政治學報第二十六卷第一期，頁87-142 

年份 2008年 

內容摘錄  

信任是人類社會運作的重要課題，透過信任機制建構，既可累積個人與組織的社會資本，又可降低

組織內、外人際互動的交易成本。台灣自從 1994 年推展社區總體營造以來，期望透過公民文化生活化

的方式，讓社區居民能彼此聯繫，喚醒並增進大家對居住地的情感與認同。經過十多年的努力，雖已累

積相當豐碩的成果，但不可否認地，當今台灣健康社區營造工程仍存在諸多問題尚待克服。其中，固然

不乏制度面的缺失，惟若究其關鍵因素，主要乃是組織信任感的薄弱，經常導致社區人際互動上的諸多

衝突，進而影響社區營造工作的推動與落實。 

台灣面臨如此社會困境，亟須思考蛻變的可能性，重新建構組織信任，藉以形塑生命共同體的價值

觀，無疑乃是重要課題。至於，如何具體實踐？筆者認為應從基層草根民主出發，透過社區營造過程，

由下而上累積能量，逐步改造公民社會本質。要之，積極推動並有效落實台灣健康社區的營造工程，無

疑乃是當務之急。 

本文以社區營造中組織信任的機制建構為題，藉由桃米生態村的社區營造案例，進行理論探討與實

務分析。從桃米生態村社區營造的歷程可以發現，在不同階段中，社區所面對的環境因素是複雜且持續

變動的，而這些環境因素，不僅為社區帶來新的營造課題，也影響社區內部、或社區與外部組織間信任

關係的建構與維繫。 

再者，歸納桃米社區轉型成功經驗，筆者發現：信任的建構必須同時架構在「被信任者的特質」與

「組織互動模式」之上，前者強調「意願、熱誠、在地性、義工精神」的重要性；後者則重視「人際及

組織間彼此的尊重、社區自我學習與教育、非正式且持續不斷的鍊條式溝通、營運制度的健全性」。 

最後，本文也同時進行組織信任的類型分析，藉以剖析各類型中可能的互動要素，及其對社區營造

之現象與意義，並輔以前述「被信任者的特質」與「組織互動模式」，嘗試勾勒出一個理想社區營造模

式所應具備的三項條件：人際與組織間彼此的尊重與關懷；「認同型信任」的共識凝聚；「制度型信

任」的公正、公開及參與。一個社區只要能建構這三項重要的組織互動基礎，並搭配嚇阻、計算、知識

等類型的信任機制，以及各種組織溝通與協調的技巧，應可順利邁向永續發展的社區營造模式。 

★按我看全文！ 

做伙來讀冊！ 
文獻整理∥ 陳文學(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副執行長)、陳怡君(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人文創新分享人文創新分享人文創新分享   

http://www2.scu.edu.tw/politics/journal/doc/j26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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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鄉筍香」為桃米社區每年度重要的產業活動。主要目的在於：期望藉由該項活動的舉辦，吸

引更多外地遊客進入、認識、以及增加桃米的曝光率，進而創造內部經濟效益，但往年舉辦的整

體成效卻相當有限！ 

為求轉變，今年活動舉行的核心價值和往年相比，有些許的不同。活動目的不全然以「吸外地

人」做為首要考量，而是希望藉由活動的舉辦，擴大「在地人」的共同參與，讓更多的居民藉此

機會重新認識自己居住的社區，創造更多的認同。因此活動項目的選擇，著重的不僅是桃米既有成果的展現，例如：

生態旅遊導覽解說或是農特產品展售，亦悉心著墨該如何完整呈現「從 921 震災至今桃米社造歷程」與「社區內部各

項社區營造事務的靜態展覽」等課題。成效究竟為何？是否有達成社區一開始所構想的目的？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此次活動從事前的準備到當天的舉辦，我有幸參與了其中部分事項，也讓我重新認識這個社區，同時重新理解社

區營造。活動籌備期間，透過每次的會議、訪查、實作，不僅讓我對各個社區組織的想法思維及運作方式更加了解，

也從旁觀察到某些有趣的現象，甚至顛覆以往對桃米社區的想像。 

首先，原以為一個社區不管對內、對外都應為一個群體、一群相互合作的夥伴。至少在先前進入

桃米社區時給我的印象都是很團結的，組織內各個幹部們對於自己的職責及對於社區的付出不遺餘

力；然而，這次因協助策劃靜態展覽之需，開始與社區內部不同的組織做接觸。而這樣的機會也讓我

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氛圍。舉例而言，即便在同個社區內部要舉辦一個活動，但要同時動員不同社區組

織進行真誠的協力合作，似乎存在困難性。此外，我也觀察到，即便同樣一個社區組織內部，要動員

全體會員分工，共同從事一項事務，似乎有存在許多「眉角」，甚至有時候每當需要人力幫忙時，每

每見到的夥伴大多屈指可數，反倒是有許多不是來自於桃米社區的夥伴，因為共同的信念而前來相

助。 

然而，經過這次活動參與，除了深刻體會道：「社區動員不易」的現況，仍有見到一群人不為私

己、不為報酬，只為公共利益付出的感動！在他們的身上，我真的體會到「為社區行動付出，卻不求

對價回報」的精神。畢竟為社區盡一份心力，這只是一種回饋，回饋賴以為生的家鄉、土地，讓

「它」更美、更好。這或許是社區營造之所以迷人的地方。 

最後，活動如期順利結束了，但是否有達到預期效應？或許不同人有不同的評價。但是在我的內

心中，我覺得或許桃米在外地人眼中是個規劃完善的、可供他人效仿的完美社區。但是，我的參與觀

察經驗卻告訴自己：社區營造不應是只注重外在的榮譽，「內部居民、組織之間的共識凝聚」、「組

織幹部為居民謀得福利」、「居民看見幹部的努力並予以認同」，這些要素之間都需彼此相輔相成，

才能真正為社區注入持續運作的能量。 

 

（此文作者為國科會「社會企業與生態城鎮的良善治理－－「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個案研究兼任助理） 

桃米社區「筍鄉筍香傳千里」  

撰文、攝影∥張瑜芳(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學系大三學生) 

社會實踐省思社會實踐省思社會實踐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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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入水沙連的世界：暨南國際大學人社實踐計畫 
撰文∥施聖文(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推動與協調計畫辦公室博士後研究人員) 

攝影∥陳怡君(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人文。埔里。水沙連 

1999年，921大地震重創了南投，各方團體陸陸續續進到埔里地

區，地方活力逐步增長累積。這些能量在921之後開始重新反省地方

的意義──埔里的精采一直是台灣社會發展過程的縮影。倘若再從歷

史、文化、族群角度切入，埔里不僅是現今行政區域劃分下的埔里

鎮，更能從「水沙連」區域概念，串連起周邊不同的社群、文化。 

2000年之後，暨南國際大學開始與地方結合，尤其在社會關懷

上，一直與埔里地區的地方社會聯繫在一起。十多年過去了，這些社

會實踐的累積又要如何突破大學體制上的限制，重新找尋更具創新的作法呢？ 

重新思考的行動契機  

2013年初，國科會開始推動「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概念與想法，並凝聚成相關計畫，期待大學走出學術的

象牙塔，重新思考學術實踐的意義。 

暨大在眾多的大學競爭中脫穎而出，一方面深植於過往的累積，另一方面不斷地透過各種教師專業社群的組織與

對話，展開各種跨領域的研究合作，加上課程規劃的革新，已使得暨南累積足夠的能量，能重新思索「水沙連」的地

方社會意涵。 

五月底，「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正式於人文學院掛牌啟動，計畫團隊便開始積極規畫運作。除

了繼續串連、參與計畫老師之間的研究外，也不斷地媒合有意願從事社會實踐的老師共同加入。 

目前計畫共分為生態城鎮組、活絡經濟組、再現文化小鎮組以及社會關懷組，每組召集人各自組織組內參與的老

師。小組內有不同領域的老師參加，例如再現文化小組中，有中文系、人類所、觀光系、公行系等不同領域老師的加

入。每一小組自發性進行組內的會議，商討共同研究的課題與實踐的可能性。 

學術社群工作坊 

暨大計畫團隊中最為特殊的設計，是透過兩個禮拜一次的學術社群工作坊，橫向連結各組老師，由每一小組負責

相關主題與工作議題的討論。除了報告小組目前的規劃與進度外，也會由小組內自行發起不同的專業學習模式與演講

會，來與各組間進行資訊上、知識上的交流。 

每星期二晚上，是暨大計畫團隊最忙碌而又快樂的時刻。除了老師、助理、以及計畫夥伴犧牲自己的時間共同參

與之外，另外討論氣氛的營造，也是計畫主持人江大樹老師與執行長容邵武老師所關心的。工作坊的主持人容邵武老

師的幽默，也常常使得工作坊的討論更顯輕鬆而有趣。 

本期特欄本期特欄本期特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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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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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本
期
特
欄

本
期
特
欄   

 走入水沙連的世界：暨南國際大學人社實踐計畫  

埔里研究會 

在計畫初期，為了解埔里鎮民對於暨大的想像，計畫團隊在七月初便開始進行非正

式的隨機訪問。主要是蒐集鎮民意見，為年底的民眾意向普查進行先期研究工作。

初步成果已於九月十七日於埔里鎮上的阿朴咖啡舉辦「埔里研究會」中發表。 

值得介紹的是，阿朴咖啡是埔里鎮上公民意見聯繫的所在；埔里研究會並非實體組

織，而是以一種公民論壇的模式出現。因此，不要以為暨大只有兩個禮拜的學術社

群工作坊，同樣在每兩週的禮拜二晚上，都會針對埔里地區的相關公共議題，舉辦

「埔里研究會」，希望藉由這樣的形式，能夠串連埔里鎮上關心公共議題的人士，

同時也邀請相關的公部門單位參與，架構了政府與民眾、以及相關民間團體的對話

平台。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與地方聯繫的工作不僅只有埔里研究會。自水沙連人社實踐研究中心成立，已經儼

然成為與地方事務聯繫的平台。因此，相關社區的研究計畫，也希望透過暨大的計

畫團隊能夠協助。例如埔里鎮公所結合暨大推動「行政社造化」計畫，協助訪視埔

里地區的社區組織。另外也與南投縣文化局的「村落美學計畫」相互合作，進行社

區訪視與社區資源調查的工作。這也帶動了再現文化小鎮組進入杷城社區，以及人

文學院的老師開始構思進入南村社區的契機。 

這些忙碌的行程安排與內容規劃，基本上出自計畫辦公室中的五位成員所推動。副執行長陳文學負責統

籌相關事務，其耐心與誠心常能使得工作能夠順利推動；另一位副執行長張力亞多年來深耕於埔里地區，可

說是中心對外協調的扛霸子。 

研究助理蔡嘉信以參與台南後壁鄉的「土溝社區」的社造經驗，協助埔里各個社區的訪視與相關資源調

查。研究助理龔靖怡負責埔里研究會。暨大畢業之後，她便留在魚池鄉鹿篙社區內，與埔里地區關心公共議

題的年輕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也因此，埔里研究會舉辦時，常可見一些年輕人參與其中。最後當然就是小旋

風陳怡君，這位小鋼砲協助處理最為困難的行政、帳務等事務，可以說是計畫中最具核心的後援大將。 

在這些聯繫機制的建立與計畫工作團隊的討論中，都能看到江大樹老師親身參與，並且耐心的與老師、

助理與外在的公民團隊的對話。在強調一種平行且平等的對話與聯繫中，暨大已然有自己的步驟與節奏，推

動著各個小組更能凝聚對於計畫的共識，逐步在小組內進行討論與研商。在每一次的工作坊、研究會的操作

之下，又重新反思計畫中的論述研究課題。從組織行動與研究論述之間的來回反覆思索、辯證，逐步與地方

社會更為貼近。實踐的意義不再由學術的權威來領銜，逐步地賦予地方更具深刻的意義與自我增能的可能。 

(此文同步刊登於計畫辦公室電子報及臉書專頁) 

本期特欄本期特欄本期特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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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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助理蔡嘉信，天蠍座B型，埔里人，辦公室裡的敦厚王子。 

個性忠厚老實的他，做起事來非常的認真，常常一忙起來就忘記周圍人事物的存在，廢寢忘食的程度相

當令人佩服，雖然平日較為寡言，但骨子裡是個悶騷的天蠍男生，有空的話，歡迎大家到

中心辦公室來跟他聊一聊，或許你可以發現他不為人知的另外一面喔！ 

 

副執行長陳文學，處女座 B 型，高雄人，辦公室裡最年長的大哥。 

根據他多年民間好友的觀察，給予他一個極度中肯的評價：「他這個人看起來相當斯文，但講話就是不

太正經！」在辦公室裡我們常常被他逗得樂開懷，他對於後輩的照顧可說是無微不至，

經常打電話詢問學弟妹：「你的論文寫完了沒？」嚴肅中卻帶了點詼諧，平日也時常提

醒我們：務必學習不同的事物以增強自己的能量，讓自己持續成長！ 

行政助理龔靖怡，處女座 O 型，高雄人，辦公室裡的咖啡小公主。 

因為母親喜歡品嘗咖啡，在耳濡目染之下，靖怡也漸漸地發展出對咖啡的情感，大學時期因緣際會下與

鹿篙社區有所接觸，因而決定畢業後繼續待下來，一方面多加認識埔里這塊土地，另一方

面也對於自己喜愛的咖啡能夠有更多的瞭解，現在每一早進辦公室，就能夠聞到濃濃的咖

啡香，讓辦公室的每一天都讓人感到愉悅！ 

副執行長張力亞，射手座 A 型，台南人，辦公室裡最多才多藝的開心果。 

另外一個重要的身分是暨大公行博班大師兄，博班七年的歲月未在他臉上留下太多痕跡，卻奪走他不少

的頭髮，雖然如此，他卻仍舊相當積極進取，且常常提醒辦公室同仁們，要像他一樣，快

樂做研究也要快樂過生活，心存包容！ 

行政助理陳怡君，射手座 B 型，台南人，辦公室裡的爆走小陳。 

辦事速度猶如電玩裡的快打小旋風，個性幽默詼諧但卻陰晴不定，身形有如哈比但人小志氣高；處理事

務能力波棒，深受長官愛戴。業務包羅萬象，全都難不倒！她是人社中心的精神象徵，少

了怡君，我們就不完整了！ 

編按：人社中心位於人文學院B1(人文咖啡旁)，中心辦公室內有五名成員及數名工讀生，希望藉此篇簡介讓

各位更認識這個團隊，有空可以多來坐坐喔！ 

容樹下的水水人生：中心成員介紹 

撰文∥ 陳怡君、張瑜芳  照片∥ 由各成員之親朋好友提供 

團隊人物團隊人物團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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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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樹下的水水人生」這個名稱，藏有特別的意涵，暨大人社實踐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為暨南大學教務長江大樹教授，研究中心執行長為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容

邵武，因此各取兩位老師名字一字，所以取名為「容樹下」。除此之外，也希望計

畫能長長久久營運。而「水水人生」是希望所有參與在地議題研究及行動的工作夥

伴們，非僅止於書生論劍的階段，而能往外擴展，共同創造一個水水人生。歡迎追

蹤我們的臉書動態，加入我們的行列！(★按我前往) 
容樹下的水水人生 

人文創新 X 社會實踐 

如果你也問過自己，能不能從伸手可及的地方做起，把世界推向更美好的想像，那

你或許也是我們的夥伴之一。 

今年夏天，北中南東四所大學師生結為 人文創新X社會實踐 的行動盟友。我們帶著

所學、熱情與開放的心，從台灣最靠近自己的角落出發，走進社區、走進部落，用

行動種下社會創新的芽，希望你也能和我們一起看著它們茁壯！(★按我前往)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計畫協作平台 

由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推動與協調計畫辦公室所設置之協作平台。 

內容包含人社實踐計畫四校共同日曆、研究資源、研習工作坊資料及人文創新與社

會實踐電子報。如果大家想隨時掌握四校動態、活動訊息，需要更多的研究資源，

都歡迎多多點閱！(★按我前往) 

2009年開始，中華電信基金會便和政大廣電系合作，舉辦第一屆「蹲點‧

台灣」活動，參與的大學生在「數位好厝邊」社區進行「蹲點」服務15

至20天，透過長時間的觀察及親身體驗，感受並記錄社區的文化特色和

故事，「青年行動力大爆發」，這是每年從蹲點青年眼底綻放的火光，從

他們的字裡行間、流動影像中展現對土地與生命的熱愛，及對於自我和社

會連結的渴切。歡迎大家跟隨他們的腳步，感受台灣的強韌，重拾行動的

熱情！(★按我前往)  
蹲點，台灣 

網站資源大集合 
資料彙整∥陳怡君 

網絡資訊連結網絡資訊連結網絡資訊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ncnuhiasp
https://www.facebook.com/ncnuhiasp
https://www.facebook.com/innovationnpractice
https://www.facebook.com/innovationnpractic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nnovationnpractic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nnovationnpractic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innovationnpractice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3/clicktaiwan/default.aspx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2013/clicktaiwan/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