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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撰文∥容邵武(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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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刊詞發刊詞  

暨南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以「預約水沙連的春天：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

作為執行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之主題。計畫主旨在藉由改變城鎮生活現況，以及有別於政

府主導的傳統行動模式，促進城鎮的宜居性(livability)。然而，在內涵上，要如何邁向「宜居城鎮」呢？

2009 年美國住宅及都市發展部、交通部與環境保護署共同提出「宜居原則」(livability principles)提

供我們執行研究計畫與反省城鎮現況的方向。基本上，宜居原則的內涵包括： 1.發展安全、可信賴與

節約能源的交通系統，減少家庭交通成本的支出，並促進空氣品質與民眾健康。2.促使不同年齡層、

所得、種族與族群的民眾，皆有租屋或購屋的機會與能力。3.藉由具公信力與及時性的就業服務機構，

增進民眾的就業競爭力，並協助各行各業得以順利融入市場運作。4.活絡既有的社區組織，並加強社

區安全的維護。5.連結各層級政府的政策與資源，協力合作提供公共服務。6.透過健康、安全與適合

步行(walkable)的鄰里建設，增進各社區的特色。期盼藉由上述「宜居」意涵的探討，有助於中心各

計畫的未來推動。 

本期電子報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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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欄」、「團隊人物」、「資訊網絡連結」。一、「中心活動簡訊」

由蔡嘉信分享這三個月來，以走路的方式，記錄與反思埔里。二、「埔里研究會」由張力亞與龔靖怡

介紹埔里交通議題的設計與對話內容。三、「菩提長青村專欄」由王子華先生以「無老」為題，省思

「老」的意涵。四、「人文創新分享」由陳怡君摘錄胡哲生等人所著《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 9 個

社會企業熱寫追夢實戰故事》一書之內容。五、「社會實踐省思」由林冠惟分享其參與黃彥宜老師阿

朴「新」娘家計畫方案的心得。六、「本期特欄」由張力亞與龔靖怡紀錄盧幸助村長如何推動魚池村

環境美化的工作。七、「團隊人物」由陳怡君、張力亞介紹本中心江大樹主任與容邵武執行長。八、

「資訊網絡連結」提供本中心網站、生命力新聞、巷子口社會學之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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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埔里 • 走入埔里！ 

撰文、攝影∥蔡嘉信(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大概從十月初開始，我和埔里年輕人瑾沂利用一個禮拜一到兩天的時間到埔里的各個庄頭及田間走動，作為

在地的年輕人，我們對自己和對埔里有幾個提問：埔里有什麼？要如何留住人？除了「觀光」和「文創」，青年返

鄉還能做什麼？ 

這些提問，說明了我們和埔里還是有段「距離」。這個「距離」，一方面可以讓我們比較容易去發現一些事

情的不對勁，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對地方人事物不夠認識，而無法掌握地方知識做出有效的行動。就我來看，

農村再生計畫引導的社區營造、「文創」與「創業」成為留鄉年輕人難以承受之重任、觀光式的地方消費都是我覺

得不太對勁的。  

有了這些提問與不解，好好去認識埔里成為一個不得不的選項。認識一個地方的方式千百種，有人會說：當

一個生活者，長期浸淫在一個地方，地方知識自然會被內化、變成銘刻於身體的個人知識。但現階段我們還是需要

一種方法，打開身分限制，讓更多人能夠也願意去認識埔里。 

連結過往的經驗，我拋出利用「發現的方法」來認識埔里的想法。所謂「發現的方法」是由日本建築學者吉

阪隆正（1917-1980）所提倡的地域計畫方法論，這是一種由發現進而創造的思維與方法論，並由他的子弟兵象設

計團傳承並實踐於日本與台灣。2004-06 年間，我有機會參與到象設計集團在台南的城鄉風貌及鄉村風貌綱要計

劃，跟著幾位前輩的腳步，見證這方法對環境認識的效用，逐漸累積個人對環境的敏感度，並看到土地的價值。陳

永興、顏賜英為這套方法的台南實踐歸納出三個關鍵字：五感、尺度與田野。 

以「發現的方法」認識埔里的想法首先得到瑾沂的支持，走入埔里的行動於是展開。在成功里，我們沿著種

瓜坑溪走，在一處筊白筍田邊的甘蔗陰下不由自主地坐下，乘涼、聆聽水聲與鳥叫聲並坐看旁邊的山景，這是一個

難以名狀的舒適空間；在一新里，我們發現到參讚堂後方有一個和山的地形鑲嵌在一起的客家聚落，在連結房子與

房子的道路上看見各種日常生活互動的可能；下到蜈蜞坑，我們在溝邊一處由水泥板隔出的小空間蹲坐著看地圖，

沁涼又舒適。這些場所狀態無法被量化，無法被化約成數字或變項，也沒有一道函數公式可以精準對應，只能由個

人經驗去感知與體驗，進而建立身體與情感上的連結，這種人與場所的連結正是所謂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我不在這裡討論「地方感」的學理價值，我們重視「地方感」是因為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埔里若缺乏「地方感」

就無法留住在地人，也遑論吸引外地觀光客來駐足了。 

1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出自於個人自由意志的認知不代表任職單位的立場。 

2詳見陳永興、顏賜英於2005年發表在「鄉村風貌綱要規劃願景展暨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發現的方法」之南瀛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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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這個走路行動又有世昌、森葳和梓頎的加入，每多一個人都讓每一次的走訪多一分收穫。在每一

次的調查結束後，我們會聚在一起，藉由討論相互補充各自看到的東西。例如十一月初的某一天，我們一

行人進入水頭里良善堂的廟埕，我專注於觀察整個廟埕場所，投射於 A4 圖紙或照片約為 1/100 的尺度，

我以平面圖紀錄主廟、廟前的埕和戲台的位置，並用虛線畫出一片連接主廟與對向戲台的大屋頂，以及五

到六個社區居民聚集看報的位置，我想描繪的是這個廟埕的空間模式（pattern）。調查結束後，我們一行

人聚在某咖啡廳，討論過程中梓頎談到他在這個廟程看到的兩隻金獅子，投射於 A4 圖紙或照片約為 1/10

的尺度，立在廟前的大柱前，這兩隻金獅有別於一般廟前的灰色石獅而顯得特別顯眼。當下我是驚訝又開

心，驚訝的是同時在場的我竟然看不到那兩隻金獅，開心的是這一群人的共同行動能互相補充，豐富彼此

的視界。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利用「發現的方法」，或多或少，因人而異，畢竟工作技法是心向社區行

動的年輕人必備的，有工作技法才不會讓行動失於方寸、不著邊際；另一方面，我也試著不強調這方法，

保持一種實作上的開放度，因此在實作過程中我幾乎不向同行夥伴提「發現的方法」，而是強調憑「直

觀」做調查。為了讓更多人能參與這個調查行動，我們以更簡白的語言－－「走路」、「五感」－－作為

號召，期望越多人能藉由「走路」來認識他所生活、工作與求學的地方，深入每個街坊巷弄、田間小徑用

心感受，找出此地的環境特徵、生活美學和文化資源等等。藉由這場集體行動，也試著要去回答本文開頭

所提到的問題：埔里有什麼？要如何留住人？ 

11 月 22 日至 24 日的「走路埔里-資源調查工作坊」聚集了將近二十位暨大學生、埔里在地年輕人以

及遠到的朋友怡婷、志彬和聖文，分別在眉溪以南平原及沿虎頭山西南側平原試做這個直觀調查法。三天

的安排，第一天是由「發現的方法」在台灣的領航者之一陳永興建築師講授田野調查技法，並由南華大學

陳惠民老師帶大家回顧 90 年代淡水工作室的空間調查與實作經驗，思索埔里下一步的操作可能性。第二

天是實地調查與調查資料的整理，第三天是調查階段性成果的報告與討論。相較於大家可能比較關心的調

查成果，在這篇短文想強調反而是這場工作坊的原初動機：是希望讓埔里年輕人與暨大學生具備直觀的能

力、能掌握環境特徵，發掘「對」的問題，後續在社區行動上找到明確地目標，實踐場域也許就在埔里，

不在埔里亦無妨。 

兩個月左右的走路埔里運動能回答本文一開頭提到的問題了嗎？關於「埔里有什麼」，我們有的資料

和心得能回答到一部分；至於「埔里要如何留住人」和「除了觀光和文創，青年返鄉還能做什麼」，至少

就我掌握的資料和觀點來看仍是無法有效回答的。既然問題還沒解決，那就有必要繼續走下去，再深入

些、帶著批判性、也帶著感情去和這個地方建立深刻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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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交通停•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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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龔靖怡(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路要平、溝要通、燈要亮、人要安」，一直都是地方首長核心的治理議題，埔里亦不例外。只是看似

簡單的順口遛，要真正落實卻是不易。生活在埔里四年以上的歲月，可以深刻體會到，鎮內的交通存在許多

尚待改善問題。這樣的生活心得，也是許多埔里人共同的心聲。根據今（2013）年8月的一份由暨大人社中

心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交通問題」，是位居鎮民關心的第二順位。為了更有系統的理解埔里鎮內交通問

題的因素，並且尋找關心的社群人員，人社研究中心遂將「交通議題」設定為「埔里研究會」第二輪的討論

主題。期盼從現況的理解開始，尋找「建構埔里友善的交通環境」的可能。 

從「無」到「有」的交通現象整理—小市民觀點 

交通問題，對於學經濟學的小編而言，只有日常生活的體驗，而無專業的分析知識。為此構思這次的講

題設計，反覆的與人社中心夥伴討論後，最終決議：「從日常生活中所觀察的交通現象切入，藉由現象的觀

察，提出潛在的問題」，並且將第一場次的討論會，設定為「現象分享與資訊蒐集」的功能。 

為了撰寫埔里研究會的討論引言，小編趁著這次的機會，走訪幾個與埔里交通環境建設有關的單位，例

如：鎮公所、埔里分局、等單位，蒐集相關的資訊。經過兩、三週的走訪與資訊彙整，小編從「埔里在地人

及外地遊客的用路情況」，歸納出「（一）普遍性的道路占用；（二）停車空間設計不當與數量不足問題；

（三）交通號誌紛亂；（四）交通轉乘與旅遊資訊取得不易」四個造成埔里交通不友善的現象。 

為了豐富交通問題的討論素材，我們也邀請暨大土木系運輸管理組的陳孜穎博士生，以「公共運輸發展

提出對埔里可能之影響」作為題目進行分享。陳博士生強調：台灣正從「高齡化社會」邁向「高齡社會」，

如何照顧高齡乘客需求，建構舒適且便利的運輸系統，將是未來發展重點之一。與會者暨大土木系周榮昌教

授則認為：解決交通問題首重「政府態度」，鼓勵未來如在組織與經費許可下，優先成立專案單位統籌規劃

並落實執法，對於交通環境改善將有極大的助益。可是，面對錯綜複雜的交通問題，假如只是單單仰賴沒有

充足人力、財政與權限的鎮公所獨自行動，要早日促成交通環境的友善化，似乎也很難期待。在這

樣的現實條件下，如何尋找可能的行動構想，似乎是下階段必須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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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地圖」的發想 

為「尋找埔里環境友善化的其他可能」？我們在第二場的埔里研究會中，遂邀請順騎自然

負責人陳巨凱先生，以「埔里數字地圖停看聽」為主題，分享他對於埔里交通友善化的行動想

像。阿凱從國際觀光客的角度做觀察，他認為埔里的道路指標難以閱讀，加上可能的語言溝通

問題，大大增加迷路的可能。為減低國際遊客在埔里旅遊的迷路成本，阿凱兄參考日本的輕井

澤「數字地圖」概念，開始構思制度移植埔里的可能。阿凱兄主張：未來如能仿效輕井澤「數

字地圖」經驗，在街口「種數字」並搭配地圖的使用應可適時減低遊客在埔里找尋景點的時間

及旅遊的壓力。這個構想引發了許多的迴響，而鎮內幾個與交通運輸建置有關的單位，如埔里

汽車客運業者、埔里鎮公所及暨南大學皆表示支持且願意協助。只是若是要進一步操作化，會

中有與會者提出幾項尚待留意的課題，例如：「數字地圖如何取得在地居民的認同，並結合埔

里傳統文化？」、「埔里大小巷弄上百條，如何簡單羅列？」，這些課題，卻實質得大家共同

集思廣益，逐步克服。 

下期分享場次及活動 

在兩場次的「埔里研究會」分享後，阿凱先生偕同人社中心於12/12（四），一同邀請暨

南大學德國交換生，嘗試一趟「數字地圖」的單車體驗，測試內容、趣事與結果，將於下期電

子報及1/7(二)埔里研究會進行分享，歡迎各位持續留意。 

下一場次埔里研究會將於12/24(二)晚間七點登場，地點依舊是「阿朴咖啡社會服務中

心」。將邀請東海大學行政系陳秋政助理教授，分享「美國西北地區的生態城市發展經驗觀

察」心得，並以流域作為出發，延伸環境與交通議題，解析西雅圖與波特蘭跨部門協力狀況與

創新措施。誠摯邀請各位朋友一同參與，並分享您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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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老 
撰文∥王子華(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特約研究員) 

照片∥長青村臉書 

閒 
逸的夕陽，暈染著西邊的綠山，已分不出是綠？深藍？還是橙黃？ 

只是加深了那山形的輪廓，夕陽靦腆的彷彿在告知大地的一切該休息了…. ，不然等會兒

黑幕就要下垂，長青村的大門正好面對著西面的夕陽，只要是好的天氣，這種夕陽提醒

場景每天勤勞反覆的上演著，這是大自然的永恆。人生就不是如此，只要一息不在，不敢說是魂飛魄散，

起碼可能就是永遠的消失，夕陽黃昏，卻仍有一個期待的黎明，但人呢? 

長青村是921地震災後免費提供災後老人安住的一個聚落社區，更貼切地說是一個沒有血緣關係卻彼

此互助的家，長青村的開始，真是一個偶然，一場充滿熱情的偶然，從來沒有想過持續到現在，以它存在

的模式，短期的運作，還可以理解，但長時間的存在就難以說明；長期以來長青村並沒有固定的財源，卻

要堅持以免費的方式提供全天候住在長青村的老人；其實很簡單，就是生活的尊嚴期待，就好像雖然已是

垂暮，但仍希望有一個溫暖的黎明，人被分成許多階段，幼兒、青少、成年、壯年、老年….，但人對老的

之後是什麼的一個想像，在９２１地震之前，老這件事離我非常遠，而後十幾個寒暑在長青村與老人朝夕

相處之後，猛然發現，老了之後，他還是人，有人所有一切的需求、親情、愛情、友情等都是不可或缺

的，但往往被時代、生活分裂、壓迫、歸屬到就需要去過屬於年老的生活，只等含飴弄孫、退休清閒，倒

楣的長臥病塌，如果人老沒有孫可弄，沒有閒可享，幸運的沒有病可磨，那怎麼辦？ 

有一天把車停進一個私人的停車場，繳完了停車費，約莫２０出頭的年輕妹妹，笑臉迎人地把收據遞

到我的手上，並禮貌地說道「謝謝，阿伯（台語發音）！」天呀！雖然說的親切，卻也霹靂！是我已有老

態？還是我這半白的頭髮？還是早上忘了刮掉滿臉鬍渣？讓這位年輕的妹妹以老相待？六十曰老，七十曰

耆，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就是用這樣分別，我也還不到使用老的敬稱，我覺得被叫阿伯就是老的敬稱。

內子每每在電視、新聞聽到，五十老婦或五十老翁的稱呼，總是憤憤不平說這些年輕記者先生小姐的用詞

不當，這點我極同意內子的看法，因為我們都未到六十曰老呀！所以前陣子紅極一時的不老騎士，春風快

意騎車環島，這說明了不管是老、耆、耋、耄都還是可以瘋狂的享受生活不是？而長青村更是提倡“無

老”！ 

“老”只是一種分類的界定，就人生而言，應該有無數的溫暖，希望的黎明存在，只要黃昏後的黎明

存在，那這個期待也會不斷的實現，無老就是這個黃昏後的黎明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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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長青村專欄菩提長青村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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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意讀冊！ 

文獻整理∥陳怡君(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個社會企業熱血追夢實戰故事  

撰稿執筆 胡哲生、梁瓊丹、卓秀足、吳宗昇 

策劃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出版者 新自然主義 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年份 2013年4月 

內容摘錄 

過去三年來，｢輔大社會企業研究中心｣與｢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舉辦了許多學術活動，接觸了許多

個有創新特色的社會企業，本書依據這些組織設立時的本質，大致分為六類背景的企業或組織，並從這六類企

業中選擇了九家個案， 希望藉由個案的深入報導，為不同社會與經濟背景的讀者，提供廣泛學習的機會。 

Ⅰ、合作經營組織 

喜願共和國：一塊好滋味的簡單健康麵包，成為奪回台灣糧食自主權的先鋒，在地農糧、在地加工、在地消費

的完美組合，創造出台灣不一樣的土地風景。(點我前往) 

Ⅱ、NPO 事業投資 

光原社會企業：絕大多數原住民有土地卻沒有種植，或有種植卻無法銷售，「光原」與「瑪納」產銷一體的合

作模式，在四年之後走過損益平衡點，其關鍵在於：保證收購、租地雇工、集體有機驗證等創新經營策略，成

功打造第一個原鄉有機專區，為原住民找到自立、自信的一線曙光。(點我前往) 

勝利潛能發展中心：走出庇護工廠的經營格局，大量運用「創新、專業、資訊、多元」的方法，經營旗下資料

鍵檔、平面設計、超商加盟、手工甜點、加油站、精品琉璃等營利事業，不販賣愛心、不對外募款、不消費故

事，勾勒出震驚各界的身心障礙者就業版圖。(點我前往) 

Ⅲ、企業社會化轉型 

日月老茶廠：以有機栽種創造繁華盛景，更以一場場環境教育生態導覽，為守護台灣紅茶歷史、一方有機淨土

努力著。茶業強調適地適量生產，製程遵循古法，健康無添加，不奉承消費者的低調行銷，口碑傳千里，歷經

三年就轉虧為盈。(點我前往) 

Ⅳ社區互助團體 

芳榮米廠：為對抗來自 WTO 與休耕政策的衝擊，甚至食用米人口銳減，搭建起小農、農村發光第二春，不但

讓稻農健康又有機，自創「無米樂」、「禾家米」等品牌還成了搶購伴手禮。活化農村的歷史人文資產，成功

再現農村古早味風華。 (點我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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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創新分享人文創新分享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
http://www.o-power.com.tw/
http://www.o-power.com.tw/
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
http://www.victory.org.tw/
http://www.assamfarm.com.tw/index.htm
http://rice066622749.idrice.com.tw/ShopStyle/rice101/default.asp
http://www.idrice.com.tw/product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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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個社會企業熱血追夢實戰故事  

Ⅴ、社會創業 

上下游新聞市集： 2011 年 9 月問世，從閱讀到購買，形塑起消者對食物的主張，讓飲食對個人產生意

義。喚醒多面向的食物安全意識、阻止財團搶水危機、為有機小農紓解庫存米壓力…….。到「上下游」品

食物與讀文章，總是能帶來全新的身心洗禮，同時滋養了你我脾胃。(點我前往) 

大誌雜誌： 2010 年 4 月 1 日「愚人節」，台北街頭出現了一本風格清新的《大誌》，透過英國品牌授權

為後盾，以全新的商業模式、文化創意，給流浪街頭的人一個機會，讓他們重新取得生活主控權。 (點我

前往) 

四方報： 2006 年創辦的《四方報》，堅持為這些台灣無名英雄發生。內容讓讀者決定、讀者就是記者、

小吃店就是通路，是《四方報》創新的辦報理念與做法，現今越語版每月發行量突破二萬份，自嘲是文盲

辦報的總編輯張正，不計成本，還要繼續辦泰柬菲印尼等小語報，就是想要照顧六十萬個在台灣一顆顆漂

泊的心。(點我前往) 

Ⅵ、公平貿易 

生態綠：引進台灣第一例公平貿易咖啡豆，這粒高貴不貴的公平貿易咖啡豆，找回了被商人剝削的環境、

社會、人力成本，未來，更希望在台灣複製這套良善機制，解決對小農不公，消費者不義的食物問題。

(點我前往) 

 

（本文摘要整理自《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 9 個社會企業熱血．追夢實戰故事》）  

本書哪裡買 

 

★博客來網路書局 

★金石堂網路書局 

★誠品網路書局 

 

延伸視聽 ★(YouTube) 2013年06月30日 

《經典.TV》【書齋】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個社會企業的熱血．追夢實戰故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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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創新分享人文創新分享  

http://www.newsmarket.com.tw/
http://www.bigissue.tw/
http://www.bigissue.tw/
https://www.facebook.com/4wayvoice
http://www.okogreen.com.tw/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82747
http://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kmcode=2014410133133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3611222428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csoP9ZUd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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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她們學習！ 

撰文、照片∥林冠惟(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碩士班學生) 

認識她們 

外籍新娘、外配、新移民，她們是誰？也許這指的是同一群人，也許是他們身分轉變的一個過程，也許是

一個逐漸趨於中性的用詞。 

我們身邊其實有很多來自異國的姊妹，也或許我們根本沒有發現到她們與我們有什麼不同。和我們每一個

人一樣，辛苦的工作、開心的和好朋友一起逛夜市、用力的愛著我們的家人、努力地在我們站著的土地上生活

著。每個人之間本來就存在著許多差異，你是男生我是女生，你愛男生我愛女生，你來自柬埔寨我來自台灣，

你說原住民語我說台語。新移民是一個群體的總稱，但這個群體卻也是由各個多元和充滿差異的姊妹們所組

成，我們不應該以偏概全的拿著不好的想像套在每一個新移民的身上。 

許多的錯誤想像都是來自於不了解，也許當我們願意敞開心胸，放下原來的成見，安靜地傾聽對方時，你

不只更認識她們，同時也發現了另一個你從來不知道的新世界。 

不斷地在學習 

「冠惟，這是你要去學習的！」每次聽到彥宜老師這麼對我說，我心裡既是感到榮幸(因為老師可能看得

起我)，卻又總是冒著冷汗。當老師提到要我接下一些任務的時候，心裡充滿著不安和害怕，但又有一點點的

興奮和期待。對人的工作就是這樣，不管你先前做了多少準備和想像，當你接觸到她們，一切的狀況總是會不

太一樣，甚至是很不一樣。人就是如此多變，也就是那麼的有趣。當我還在害怕無法和這群新移民姊妹們認識，

擔心她們可能不會理我的時候，我已經和某個姊妹玩著咬吸管傳橡皮筋的「親密接觸」了！ 

在擔任助理的過程當中，就是這麼不斷的學習。從本來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助理，站在

旁觀的角色，使命完成老師交代的一切任務；到現在從社會大眾的眼光、閱讀文獻、與老

師的討論、參與團體和親身與新移民的接觸，我從各個層面拼湊出我對新移民的認識，我

正在不斷的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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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實踐省思社會實踐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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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資源網絡 

若你從台灣去到一個語言、文字和文化都有差異的地方生活，你會不會害怕？當你為了取得留在某個地方的

合法身分而苦惱、當你的丈夫對你很不好、當你生病卻不知道要吃什麼藥？如果這個時候有人可以幫幫你該有多

好！從移民署(2013)的資料顯示，埔里的新移民(含港澳及大陸)人數占全南投縣最多，但卻沒有一個專為新移民

提供服務的地方。 

因此我們想要做點什麼，一點一點地營造對這些姊妹更友善的生活環境-埔里。目前已經進行兩個月的新移

民團體中，透過學生熱情有活力的帶領下，對姊妹們進行充權(empower)，和她們一起挖掘出自己本來就存在的

能量，不僅能幫助自己，也希望在自己小小的力量下去影響更多的人。另一部分也將串起埔里在地的非營利組織，

織起一個服務的網絡，讓她們知道，遇到問題可以找誰幫助。 

對人的服務本來就很難立即見到成效，也常常讓外人覺得無效而失去耐性。但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建立起來的

關係和情感，卻都比最後的成果來得重要。因為我們一起越來越好了！ 

(本文作者為社會互助關懷組黃彥宜老師之助理) 

方案介紹 

本方案結合社工系課程「方案規劃與

評估」的實習來進行，由十位社工系四年級

的學生及兩位志工，歷經數個月的思考與討

論，從需求評估、撰寫活動計畫書、募集資

源、招募新移民成員到今年十月開始正式進

行「要愛不要礙，讓高牆倒下」新移民方案。 

透過活潑的活動討論各國飲食、交通、

服飾和節慶文化的差異與分享，進行多元文

化的交流和認識，也讓學生們從台灣出發，

建立更廣闊的國際視野。 

▲邀請新移民穿上自己母國的傳統服飾進行介紹，並以

走秀的方式展現自己。當天也教新移民的子女製作紙

花，親手將紙花獻給中滿自信的媽媽。 

▲進行議題的討論，讓新移民勇

於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 

▲進行親子遊戲，讓孩子可以了解

媽媽在母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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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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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屢經過，卻常忽略：魚池村的環境美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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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龔靖怡(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埔 
里的環境議題是一項深受在地人關心的公共議題。記得 2011 年「環保媽媽基金會

全國各縣市鄉鎮區環境髒亂調查結果」顯示，埔里被列為「亟待改善」的等級。這

結果雖然引發鎮內民眾的震撼、質疑，但是卻喚起這個小鎮居民關懷街道環境清潔

問題的意識。自 2011 年開始迄今，為洗刷埔里是全臺灣最髒亂的鄉鎮之名，鎮公

所乃陸續祭出相關的政策方案，並且利用多元就業方案，聘用清潔人員清掃街區。此外，平日也有許多基層

環保芳草人物為在地的公共區域做清掃工作。為促進埔里更積極的消除髒亂問題，一些在地的民間社團也開

始陸續響應，並且創發許多活動與實作機制，例如：舉辦「2013 我愛埔里－世界清潔日」、「922 世界無車

日_埔里」等活動，並且倡議「企業響應認養街道」機制。這些事蹟，都可以在在顯現出，埔里在地公私部門

對於清潔問題的重視。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關於街區的環境整潔問題，鄰近埔里鎮的魚池鄉魚池村，其實已有顯赫的經

驗。但是，卻常被我們所忽略。為進一步探訪瞭解，魚池村的環境整潔操作經驗，我們特別前往拜會，希望

能提供埔里在推動環境整潔運動時，可有借鏡之處。 

魚池村位於魚池鄉的市區街道，係屬都市計畫區內，內有幾個重要的行政單位（如：鄉公所、農會、郵

局、派出所、公有市場等），人口密度較高。村內目前除了「村辦公處」，亦成立「魚池永續家園協會」，

協助負責社區環境清潔工作，讓社區有更多元的發展。但迄今尚未成立「社區發展協會」。也因受限於都市

計畫區內，因而沒有申請農村再生計畫。 

魚池村之所以會積極從事「環境整潔」的工作，係源於盧幸助村長當年選舉村長的自我承諾。有感於村

內空地環境髒亂不堪，盧村長在民國 92 年 8 月上任後，便開始積極推動村內環境整潔工作。第一步，於 2003

年底成立魚池鄉第一個環保義工隊。由村長帶頭，進行社區街道的清潔與空地髒亂消除等工作。歷經幾年的

努力，其環境清潔成效業已穩定，且屢獲行政院環保署的獎勵。關於魚池村的環境整潔運作手法，以下扼要

整理相關重點： 

時間： 102 年 11 月 25 日 10 ： 15 ～ 11 ： 50     

地點：魚池鄉魚池村村長辦公處 

受訪者：盧幸助村長                 

訪談者：張力亞、龔靖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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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村長帶頭，善用環保義工隊 

在村長的號召下於 2003 年年底，成立全魚池鄉第一支環保義工隊。義工們每週至少一天打掃街巷（從

上午六點至七點半），維持清潔衛生的環境及景觀。在這十年過程中，志工們參與度高，以積極負責的態度

不僅成功打造整潔的街道，亦吸引鄰近村里跟著成立環保志工隊，目前魚池村總共有十個環保義工隊。 

在工作過程中，考量義工大部分為女性且年齡層較高，因此勞動工作的器具搬運多（如器具及垃圾載

送）由村長負責處理。 

2、村長主動出擊，協調地主推動雜亂空地美化措施 

目前魚池村綠美化共計 17 處，部分為私有地。為了讓排除空地的髒亂，盧村長主動出擊與各單位、地

主協調。為了化解地主對自家土地提供使用的疑慮，盧村長擬定切結書，保證地主必能收回土地。與公所協

調，地主如有用地之需，僅需於半年前告知，以便讓村辦公室進行植栽搬移即可。目前僅有一位地主將土地

收回。 

過程中，假如地主同意由村長代為管理，村長便帶領義工進行空地整理，並著手栽種花卉。成功且有

效率的空地管理促使其他地主同意將土地交付管理，亦吸引民眾定居魚池。 

 

 

 

 

 

 

3、藉由參賽機會，喚起居民的光榮感 

民國 97 年首獲環保署清淨家園特優獎，得獎的榮耀也讓義工更有動力。義工隊有八成的參與者每年

出席率超過 90%。環保署之獎金規定僅能購置與環保整潔有關之物品，如掃帚、垃圾袋等。 

4、設置內部獎勵機制 

（1）前幾年魚池鄉公所曾提供保險補助，一年 1000 元，但當年結束便取消補助。（2）魚池村義工

隊整年出席超過 70%以上便有獎勵，不同出席標準，兌換獎項不同。70%->80%->85%->90%-

>100%。 

※綠美化工作項目包含： 

空地清掃、髒亂點清掃、停 

車場建設、植栽栽種與維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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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後心得： 

成功的背後，一定要有人持續堅持信念，持之以恆的作為，方可成就！這句話點

出魚池村這幾年環境清潔美化的關鍵。雖然在盧村長的帶領下，成立環保義工隊，

分組進行街區認養。而且近幾年以來，也協調公私部門的地主，提撥空地做綠美

化工作，讓社區內的街區越來越美。不過在訪談的過程中也發現，即便社區有環

保義工隊，但是街區內的綠美化共地，維護管理，似乎仍仰賴村長積極作為，例

如持續號召人員參與、維護修繕器具….等工作。是以，在過程中可以清楚發現，

社區事務的運作成功與否，村里長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唯有村里長以身作法，

才能足以號召社區居民、鄰里民眾共同走出家門，參與公共事務。這種村里長主

動積極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仿效。期待埔里的里長們，也一起走出來吧！！共

同為環境空間的改善，盡一份心力！加油！ 

【番外篇】 

盧幸助村長曾表示，魚池村環保義工隊裡有

80 多歲的老人家，也有年輕的小夥子，大家

一起種樹，除草、澆水，大太陽底下揮汗如雨，

沒有人皺一下眉頭，「歡喜做 甘願受」「為

著咱的家園，為著咱的子孫」，本持著這樣的

信念，身為環保義工的一員，一路走來，只有

更多的感動和歡喜。 

【延伸影片】 

影音南投 - 99年南投縣環保義工績優 魚池鄉魚池

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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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樹下的水水人生：精神領袖簡介 

撰文∥陳怡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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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陳怡君(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暨大人類所網頁 

 
暨大教務長兼人社中心主任 

江大樹 教授 

江湖俗稱樹哥(Big Tree)，最強招數是

以眼神電人，雖然年過半百，仍然是暨

大教職員籃球隊的靈魂控衛，平日雖然

業務繁重，但活力仍是充沛，可謂暨大

勁量電池代言人！ 

 
暨大人類所所長兼任人社中心執行長 

容邵武 副教授  

英姿逼人、風度翩翩是容哥給人的第一印象，但

私底下的他其實是個幽默詼諧的主持人，學術工

作坊有他的加持，總是歡笑不斷，讓大家在略為

嚴肅的氣氛中能夠有輕鬆的感受！下次有機會，

歡迎一同感受容哥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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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江大樹教授簡介 

(點選前往) 

※容邵武 副教授簡介 

(點選前往) 

http://www.dppa.ncnu.edu.tw/v101_1/faculty/profile_jos.html#fac_top
http://www.gia.ncnu.edu.tw/nuke/modules.php?name=Content2&pa=showpage&p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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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資源大集合 

資料彙整∥陳怡君(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龔靖怡(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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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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本中心以「預約水沙連的春天」作為計畫之終極目標。在實踐過程中，我們將採取

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策略，腳踏實地向前邁進。  

(網址：http://www.doc.ncnu.edu.tw/chisp/index.php) 

【生命力新聞】 

《生命力新聞》創立於一九九七年，由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師生經營，致力報

導生命傳奇、多元社會、教育/新知、網路/媒體、社會關懷、生態保育、文化

產業、世界脈動，希望用一個個動人故事，傳達能夠帶動個人成長、社會進步

的知識。  

(★點我前往GO) 

【巷子口社會學】 

街頭巷尾，是一般人最常出入的地方，也構築了基本的社區。在這裡，

我們看看台灣的日常生活社會如何運行。  

(★點我前往GO) 

http://www.vita.tw/
http://www.bigboat.info/
http://www.vita.tw/
https://www.facebook.com/twstreetcorner
https://www.facebook.com/twstreetcor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