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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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2 

 

 

本期索引 

關於我們 
發行人：江大樹  

總編輯：容邵武 

執行編輯：陳怡君  

編輯群：葉家銘、黃毓珊、林雨萱、張瑜芳  

專欄撰寫：王子華、陳文學、張力亞、龔靖怡、蔡嘉信 

特別感謝：林佳穎、陳巨凱、陳秋政、張硯筑、楊光平、蔡瑋澤 、廖肇祥、 

Johanna Hellmann、 Alexander Ko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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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連結：第一期、第二期 

「發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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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解中新生」 

「團隊人物介紹」 

「網絡資訊連結」 

 

3 

4  埔里鎮民環境態度與公共議題認知：一個初探性調查 

7  交通友善的埔里－數字地圖 

9    無 老 (續) 

10 讀樂樂，眾樂樂 

12 一段建立關係的旅程：學習‧陪伴‧支持 

14 「創新」研究的基本功？ 

17  衝突之後的和解，洞見新生的開始！ 

18  人有善心萬事足 －社會互助關懷組團隊介紹 

19  網站大匯集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files/newsletter/1021118.pdf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files/newsletter/1021216.pdf


 3 

 

 

發刊詞發刊詞發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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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執行長 容邵武 

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書中

提及：創新意謂著不一樣的事物，其定義為將原有的資源重新進行組合。創新擴散學者 Roger(2003)則認為：「當

一個觀念、作法或事物被接收端的某人或某團體認可為『新的』時，這項觀念、作法或事物就是一種創新。」換

言之，創新是一種與過去比較後的相對性，而創新與否的標準則依據接受的客體不同而不同。 

    就整合型計畫的執行現況來看，創新的意涵可分為研究與實務兩大面向。第一，在研究創新方面，除了有子計

畫嘗試理論的建構外，也有子計畫以既有理論為基礎，檢視新個案，從而反省理論。此外，創新不僅展現在研究

計畫本身，更展現在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場域」的轉向。以往多數研究者以觀察法或調查法進行研究。

然而，在本整合型計畫下，研究者必須改以「行動參與」的方式，與合作對象商討所欲解決的問題及其行動方案，

共同實踐，轉而回應理論或扎根理論。這對許多研究者而言，不僅是一種挑戰，更是研究方法的再學習，以及行

動研究典範社群的建立。再者，過去多數研究者的研究客體並非以水沙連地區為場域，而本計畫以「在地實踐」

為宗旨，意味著研究者必須學習與認識在地，拓展新的研究場域。這相較於過去研究而言，即為研究場域的創新。

第二，在實務創新方面，對部分子計畫的合作單位而言，過去的實務作法可能有不足之處，而藉由研究計畫的介

入，嘗試新的作法，以促進合作單位的運作效能。 

最後，辦公室所策劃的「埔里研究會」與「學術工作坊」也有創新的意涵存在。前者於埔里鎮內建構一個開

放的公共議題討論平台，並藉由各類公共議題之主題設定，連結公、私、第三部門與關注民眾(attentive public)，

不僅重新認定公共問題，也發展問題解決的行動方案；後者則於校內建構一個跨科系的研究互動平台，透過各子

計畫的研究分享，激盪不同研究專長之對話，建立跨科系合作的實質或潛在可能性。上述兩項辦公室所策劃的方

案，皆是過去埔里鎮或暨大校內較少見者，因而也是本整合型計畫的創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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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解中新生」、「團隊人物介紹」、「資訊網絡連結」。一、「中心活動簡

訊」由陳文學分析埔里鎮民環境態度與公共認知調查。該調查的受訪對象為 2013 年 12 月初參與生態城鎮教育園

遊會的民眾。二、「埔里研究會」由龔靖怡分享數字地圖的實驗成果。三、「菩提長青村專欄」由王子華特約研

究員延續前期「無老」一題，進一步反省當前許多專業體制以「老」需要依賴，而將其排除於社會機能。四、「人

文創新分享」由陳怡君摘錄侯志仁編《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一書之內容。五、「社會實踐省思」

由賴彥志分享參與林妙容老師陳綢少年之家「逆風飛行增能方案」之心得。六、「本期特欄」由蔡嘉信從社會基

圖與社區研究傳統兩項視角，探討何謂創新。七、「在和解中新生」由葉筑莞說明在和解中新生展的策展概念。

八、「團隊人物」由社會關懷組林冠惟、賴彥志、胡詠婷，分別介紹黃彥宜老師、林妙容老師、林木筆老師與詹

宜璋老師。八、「資訊網絡連結」提供想想論壇、好伴共同工作空間、2013 雲林農業博覽會之連結。 



 4 

 

 

中心活動簡訊中心活動簡訊中心活動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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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鎮民環境態度與公共議題認知：一個初探性調查 

撰文∥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陳文學 

攝影∥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陳怡君 

2013年12月1日，暨大水沙連人社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協助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主辦「生態城鎮環境教育園遊

會」。本中心除了在園遊會場設置生質能源的宣傳看板，也藉此機會探詢埔里鎮民的環境態度與公共議題的認知。目

的在了解埔里鎮民對於「環境現況的認知」、「環境髒亂的忍受度」，以及「誰應作為解決清潔問題之主體」。此外

，我們也額外詢問鎮民對於「非核家園」與「公共議題」的看法。 

本調查以參加園遊會的民眾為調查對象，採便利抽樣。而為增進受訪者的填答意願與品質，本中心不僅在問卷設

計上，力求簡潔易懂，也發送菩提長青村的茶葉蛋，感謝受訪者的耐心填答。問卷共發出150份，回收147份，扣除4

份回答默從(response acquiescence)的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計143份。有關問卷的分析結果，茲說明如下： 

1、六成受訪者認為埔里鎮的環境清潔確實尚待改善 

根據調查，有六成的受訪者認為「時常在埔里市區看到垃圾、狗大便或菸蒂」。2006年，遠從日本來到埔里居

住的中村夫婦，因為看不慣狗大便和居住環境髒亂，憤而離開埔里。2010與2011年，環保媽媽基金會連兩年將埔里

鎮評比為髒亂城鎮。儘管2013年，環保媽媽基金會並未對埔里鎮進行評比，不過隨著埔里鎮公所、18度C文化基金會

，以及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等社團，共同推動環境清潔認養，環保媽媽認為埔里鎮可列為優等。然而，依據本調

查結果，埔里環境清潔的問題仍有改善空間。 

 

 

 

 

 

2、九成受訪者不太能忍受環境髒亂 

根據調查，有九成的受訪者「看到別人亂丟垃圾時，會覺得不舒服」；另外，也有九成的受訪者不同意「街道有

一些垃圾也沒關係」（反向題）。顯示，受訪者對於環境髒亂的忍受程度偏低。而這也意味著受訪者對於埔里環境清

潔之現況，具有相當程度的反省力與自覺力。 

圖 1 我時常在埔里市區看到垃圾、狗大便或菸蒂 

圖 2 我看到別人亂丟垃圾時，會覺得不舒服 圖 3 我覺得街道有一些垃圾也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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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九成受訪者認為民眾應協助改善鄰里環境清潔 

有九成的受訪者認為「改善環境問題，不應該只是鎮公所的責任」；另外，也有九成二的受訪者認為「民眾應協

助里長，改善鄰里環境整潔」。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為環境清潔是大家皆應共同關注與解決的公共問題，因此，除了

公部門之外，民眾也應該協助改善鄰里的環境整潔。 

 

 

 

 

 

 

4、九成受訪者樂意貢獻心力以解決環境清潔問題 

有九成三的受訪者認為「如果有機會，我希望在解決環境問題上貢獻一份心力」。顯示，有相當高比例的受訪者

有意願貢獻其心力，協助解決環境清潔問題。申言之，這個結果隱含著受訪者具有高度的公民參與意識。 

 

 

 

 

 

 

5、六成受訪者有聽說「我愛埔里，世界清潔日」活動 

有六成的受訪者有聽說「我愛埔里，世界清潔日」的活動。2013 年 10 月 5 日，埔里鎮公所、18 度 C 文化基金會

與山明獅子會共同主辦「2013 我愛埔里－世界清潔日」活動，透過本活動一方面宣導環境清潔的重要性，以及表揚長

期默默為地方環保工作付出的芳草人物；另一方面也邀請埔里在地社團與企業認養街道，進行街道清潔。該項活動可

說是埔里鎮近年來的重要活動之一，尤其結合公、私、第三部門，以實際行動解決埔里髒亂問題，頗為可貴。本調查

發現有六成受訪者皆有聽過該活動，除了顯示活動的宣傳效果甚佳，相當程度也代表著鎮內環境清潔議題已受到民眾

的矚目。 

 

 

圖 4 我認為改善環境問題，不應該只是鎮公所的責任 圖 5 我認為民眾應協助里長，改善鄰里環境整潔 

圖 6 如果有機會，我希望在解決環境問題上貢獻一份心力 

圖 7 您有無聽說「我愛埔里，世界清潔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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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九成六受訪者支持「台灣朝向『非核家園』的能源發展方向」 

有九成六受訪者支持「台灣朝向『非核家園』的能源發展方向」。顯示，有相當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為台灣應朝

向廢核的能源發展方向。 

 

 

 

 

 

 

7、「環境議題」、「交通議題」與「教育議題」是受訪者最關心的公共議題 

哪些公共議題是受訪者最為關心的議題呢（複選題）？根據調查，環境議題（八成五）、交通議題（五成七）與教

育議題（五成六）是受訪者最關心的公共議題。其後，則是治安議題（五成）與觀光議題（五成）。另外，也有三位受

訪者填答其他（動保與同性戀）。 

而本調查再進一步追問：「請問您是否願意參與埔里公共議題的討論呢？」結果顯示，有七成七的受訪者回答願意

參與。表示受訪者對於埔里公共議題之討論並不冷漠。這個結果可供未來埔里舉辦公共議題討論時的參考。 

 

 

 

 

 

 

 

 

基本上，這一份調查只是初探性研究(pilot study)，再者由於是非隨機抽樣，因此無法推論到整體鎮民的意見。不

過藉由本調查，仍有助於我們初步了解鎮民對於「環境現況的認知」、「環境髒亂的忍受度」、「誰應作為解決清潔問

題之主體」，以及「關心哪些公共議題」，應可作為後續進一步研究或是環境清潔行動（如即將於 2014 年推動的「埔

里環境清潔營造與標竿團對選拔計畫」）之基礎資料。此外，後續調查也應將受訪者的居住里別納入問卷當中，俾有助

於分析與建議之擬訂。  

圖 8 您支不支持「台灣朝向『非核家園』的能源發展方向」？ 

圖 9 請問您會關心哪些公共議題？ 圖10您是否願意參與埔里公共議題的討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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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友善的埔里－數字地圖 

撰文∥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龔靖怡 

照片∥廖肇祥、龔靖怡、陳巨凱 

曾有人說，台灣不適合旅行，而是一個來生活的地方。 

從阿君姊的花生脆糖、洪班長的筊白筍干、阿嫁婆的咖啡築屋，走到森林好事多、敲敲木工房、指紋市

集，走進菩提長青村、日月人文藝廊、阿朴咖啡社服中心，點綴上虎頭山的夕陽與飛行傘，再「愛跑」一段到

布爾喬亞，最後於水田衣畫上本日句點。 

這是埔里，穿越了大街小巷的生活。也呼應了近年盛行的慢旅行、慢生活，如何放慢步調，似在地人一樣

地在巷弄裡與彼此互動，並融入在地生活。旅行應是放鬆感官，以體驗與享受，尤其在鄉間小路上。唯臺灣大

部分鄉鎮地區指示標誌不明與人車分道不明確，而導致普遍存在行人不便的問題。對於初來乍到的觀光客，如

何拖著二十公斤的行李，在模糊不清的指標系統裡，躲過呼嘯而過的汽機車一一抵達目的地？對行人不友善，

也很難讓旅人留下難忘的好印象。若又加上語言不通，很難玩得盡興，更別提深入在地生活 1。這樣的困境，

一直困擾著埔里人與在地的觀光業者。 

面對這樣的問題，一位在埔里長期經營民宿的返鄉青年：陳巨凱，為了讓在地的旅遊更具深度化，且符合低

碳旅遊的精神，不僅成立「順騎自然單車出租店」，藉以推廣在地單車旅行，也從友善交通環境的角度，思索「數

字指標系統」的建構想像，希望未來埔里有更完善的旅行與長期居留生活交通環境。 

數字指標系統的發想 

藉著民宿與單車出租店的經營，埔里創業青年陳巨凱觀察到：路標指示不清的問題，是普遍存在於許多來

到埔里遊玩的遊客經驗中。有鑒於此，在多次造訪日本輕井澤後，阿凱於去（102）年 10 月 15 日的埔里研究

會，第一次提出「數字指標系統」的概念。希望以數字取代現有的店家指標，並繪製數字紙本地圖。讓即便是

不懂中文的遊客也可以跟著數字去旅行，以減少找路時間與迷路的可能性，同時降低資訊更新之成本。 

為瞭解建置的可行性並提出具體建議，阿凱同暨南大學四位朋友於去（102）年 12 月 12 日進行第一次測

試，其中包含兩位德國交換生，分別與臺灣同學組隊。唯一的規則是臺灣同學不能於過程中使用中文及台語。 

1 http://www.slowtrav.com/vr/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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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電子報 

操作前的規劃設計 

本次設計比照輕井澤的經驗，指標數字採亂碼式。因商家設立時間與地區的不同，新設數字並無一定規則。本次

以簡易的 A5 黃色紙張作為指標，設置於 18 個街口的電線桿上，受測者僅需依照數字便可抵達目的地。但在佈置時已

發現下列幾個問題： 

（1）街口攤販林立，遮蔽指標。 

（2）電線杆上的廣告內容繁雜，易模糊數字資訊。 

（3）指示數字設計過小。 

（4）岔路口指標的設立位置如何一目了然? 

外國人在埔里的操作測試 

本次將同學們分為兩組，從順騎自然單車出租店出發，分別前往鎮立圖書館及中興實驗林，然僅有圖書館路線設

立數字指標，實驗林路線採用傳統地圖。兩條路線距離分別為 1.7 公里及 1.0 公里。測試結果如下： 

（1）數字組較傳統組快 5 分鐘 

（2）真正差異是在主觀的旅遊心情上。傳統組利用數街口找尋目的地，常需地圖進行對照。數字組僅需依循數

字便可抵達目的地。 

因本次為實驗測試，對象為德國人，須分別以英文說明兩次，兩組人馬對測試內容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使操作過

程未能符合測試方向。且最初設計是時間作為比對依據，但結果呈現的最大差異為「旅遊緊張感」。如何讓使用者瞭

解數字指標的功能及使用方式，及非客觀的感受要如何作為測試對照基準，未來皆須納入設計考量。 

指標系統的未來 

目前埔里鎮街口粗估為 300 個，須花費大量時間與經費，進行整理與規劃設計。考量到執行的可行性，現階段將

以埔里環鎮單車道為指標設置起點，利用「下交流道」的概念，由外環道至埔里鎮中心進行旅遊。 

阿凱也強調：「居民的認同及參與將會是數字指標系統的成功關鍵」。友善交通的建構不只是提升小鎮形象。對

於居民而言，如何結合生活記憶，透過指標系統認識與介紹埔里。帶領朋友遊覽之時，加深對埔里之印象與認同。這

是數字指標系統在埔里的執行精神！ 

★延伸閱讀 

埔里研究會紀錄：埔里數字地圖停看聽  

大埔里生活網：埔里數字地圖大考驗 德交換生順騎很自然 

中時電子報：數字地圖 方便深度遊埔里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files/traffic/PuliNumberMap.pdf
http://www.pulife.tw/pulilife/travel/3405-2013-12-17-07-13-56.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213000489-2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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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長青村專欄菩提長青村專欄菩提長青村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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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老 (續) 
撰文∥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特約研究員 王子華 

照片∥長青村提供 

早 
起的鳥兒有蟲吃，打小就不斷的聽著這句話。也不斷的使用這

句話，甚至濫用這句話。我根本不知道早起的鳥兒是不是有蟲

吃，也從來沒有深究過。長青村的早晨當那道晨曦劃過，旭日

東起，天空才有那麼一丁點亮的時候，只要有一隻鳥開始「鳴金」，寂寞的早晨

空間剎時熱鬧，就像軍中的起床號想起一樣，不管是老鳥或菜鳥都得在最短的時

間打理好一切。聽到的只有乒乓的床板聲、拿漱口水杯、鋁臉盆的撞擊聲，還有

急促的拖鞋聲。這第一隻鳥「鳴金」的起床號，一呼百諾，所有夢鄉的鳥兒奏起協奏，仔細聽還真有高低音之分，應

該是不同品種的鳥類，好心情的時候，蠻悅耳的。但想懶睡的時候還真有些煩人，心想著那麼多鳥兒吵死了。 

住在長青村的長者大多起的早，人到了一定的年齡，是不是就會懂得早睡早起，循著自然的定律，日落而眠，日

起而醒。就想鳥兒一樣，這我也不知道，但長青村的長者的確都早起。伸個懶腰，所幸在今天的這個早晨也就早起。

伴著鳥兒的協奏訪訪看看鳥兒早起著的是找蟲吃嗎？目光所見，到也一片欣榮，花殘著露水，草也嬌綠。住在長青村

男的長者在等早飯以前，已經拿著掃帚刷刷的掃著村內的落葉。 

這是一個夏日的早晨，穿著短褲短杉的長青村男性長者，刷刷的掃著落葉聲音才沒兩下，就看到這個男性長者坐

在長條椅上休息了起來。一位女長者不經意的經過正好看見，冷不防的脫口說出：你這個「奧笑連」（台語發音）。

讓我訝異這麼會有這樣的譏諷用語，尤其是這位兩位長者了，還被這位女性長者（約莫九十幾歲）譏諷著，而且這是

用這個沒有用的「年輕人」。我剎時很難將思維跳出眼前所見所聞。 

定定了神，用最簡單的數學加減法，這位女性長者九十幾歲，而這位男性長者七十多歲，相差二十幾歲。即使以

母子相論，到不以為過。難怪她可以這樣的數落這位男性長者。真希望我若有幸能活到這把年紀，仍然有人數落我「這

個沒用的年輕人」，該是多麼甜蜜。 

鳥兒仍然吵雜著，我心如止水，反覆思考人真的需「老」嗎？「人」不論活到任何年齡，有誰不需吃飯穿衣，拉

撒睡覺呢？曾在一本書讀過這麼一段文字：「缺乏文化上可行的理想老年期，我們的文明不算真的擁有整個人生的概

念。我們的社會並不知道如何真正將老年人融入社會的主要模式和常規，或是融入他的重要機能中。老年非但沒有被

融合，反而往往被排除、遺忘或者忽略；老人似乎不再是智慧的象徵，而是羞愧的存在」。 

我們的社會用許多專業制度將老人從社會中主要的模式與常規剝離。用「老」需依賴而切割其融入社會機能以外。

探究原因，只能說這些專業的制度的制訂者都沒有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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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分享人文創新分享人文創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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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主編 侯志仁 

出版 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年份 2013年9月 

內容摘錄  

本書收集了台灣城市十一個正在發生中的案例與故事，延續「城市造反」的觀點，建構一個「反造城市」的述說

與行動模式，挑戰制式的規劃論述與實踐，也同時批判城市全球化與現代化的迷思。 

案例一：溪州部落 

從都市規劃與社區建築的角度看，河岸部落提供的是一個異質空間，讓都市生活也可以有與自然共生、友善鄰里

關係的特質出現，並尊重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在溪洲部落的案例中，部落與專業者的努力，讓美好的空間特質

與原住民環境智慧皆可在都市中保存，並讓部落(社區)與政府成為夥伴關係。 

案例二：力行路段－非列管眷村 

此案例證明都市發展或文化保存之間並非只有二元對立，也因為有了自救會、保存團體、專業者、地方政府在過

程中的爭辯、談判、抗爭，延後了拆遷的時間，讓公部門更有彈性的重新接納弱勢、突破制度，進行跨領域對話

與合作，讓社會開始重新思考，如何兼顧整體城市發展、文化保存與社會正義。 

案例三：土城彈藥庫 

一個位於都市近郊、坐捷運可達的微型農村，因為儲放彈藥而長期受到軍事管制的聚落，意外地保留了都市郊區

難得的多樣化生態體系，以及軍事庫房與農田民居共存的歷史地景。後因「擴大土城都市計畫(土城彈藥庫附近

地區)」規劃案，而引發社區居民的強烈不滿，遂組成「看守土城愛綠聯盟」，開始進行社區組織工作和抗爭行

動。但其社區力量，並非仰賴居民的同質性，反而是因為政策的壓迫而讓具有不同專長的居民，在各種活動的協

調與配合中深化既有的社區關係。 

案例四：「安坑三城」 

一群青年規劃師，因為以「都會農學」的概念，進入被遺忘的城鄉交界－安坑三城，進而啟發新北市評估規劃一

條安坑農學輕軌的故事。農學都會、社區農學與耕讀教育在三城幫的小實驗中逐漸萌芽在居民、學生以及政策制

定者的生活與專業實踐中。 

案例五：新堀江 

以經濟競爭為目標，追求國際化所可能帶來的商業利益，空間規劃者與使用者的願景和行動，在新堀江街頭不斷

衝突、協商。意圖藉由設立徒步區、規範使用者來達成的現代化消費空間，卻無法完全規訓商圈內的活動者。在

新堀江活動的這些人，對於新堀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卻不相同，構成了今日紛雜、各取所需，卻又一致指向

競爭與商業利益的地景。 

 讀樂樂，眾樂樂 
文獻整理∥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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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新分享人文創新分享人文創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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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六：士林夜市 

士林經驗展現出，城市的規劃與管理，不須以淨化與驅逐為前提，反之，應適度開放給原日常使用者找到最適化

使用方式的機會。當設計專業者與決策者能以較開放心胸，接納專業或政治理想與實際使用之差異時，便有機會

豐富，而非扼殺城市生命，也較可能永續地營造一個有真正活力的城市。 

案例七：中山北路三段ChungShan 

全球化情境中，跨國移民議題正在各地醞釀與發酵，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形塑了城市的新文化，從國家的角度

觀之，移民往往隱藏著背離、騷亂或是闖入的可能性，但是移動也可以從正面積極的觀點被看待，讓人開展自身

的文化面向，讓不同的價值得以對話、溝通，而ChungShan扮演著開啟的角色，讓我們看到不同世界的可能。 

案例八：溫羅汀獨立聯盟 

「溫羅汀」的名稱始於規畫專業者的地方敘事策略，經由許多獨立書店代表開會後決議，為自身所處的公館地緣

提出另一個特定網絡的想像。潛伏於公館高度商業化與理性都市計畫的表層下，溫羅汀許多「逆共」空間表徵了

台北多重文化主體發聲、論述、及動員的深刻經驗，同時又見證了某種布爾喬亞社會中、不斷擺盪於犬儒批判與

社會行動間的知識分子之永恆困境。 

案例九：社群營造，營造社區 

幾處城市中的開放空間，不僅是創意的、多樣化的、新的都市景觀，回顧羅斯福路綠生活軸線案例，網絡治理的

潛力在民間社會的這一端是醞釀著的，各種社群與NGO都能夠自主地開創形成公共領域與公共空間，對於一直

固守傳統現代性規劃理論的專業者與政府將是很大的啟發。 

案例十：大猩猩綠色游擊隊 

大猩猩綠色游擊隊關切的是人們形塑公共空間的權力、可實地景取代視覺地景的可能，以及社區營造與前述兩者

的關係－既有社區營造行動對兩者的實踐、社區營造如何協助兩者的實現。透過游擊園藝的綠色行動，顛覆過去

的實踐方式，試圖將三者進行串聯。這一連串的游擊行動皆是一種城市的綠色改造行動，不管這些地方是公有地

或私有土地，訴求的重點並非土地歸屬本身，而是「我們所居住的土地與我們的關係」。 

案例十一：樂生療養院 

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不但改造了城市，也改造了市民。在城市改造方面，保存運動雖未能完整保存院區，但是它

卻成功的突破了保存與發展的二元對立邏輯，替城市留下一片重新詮釋與理解漢生病人的歷史空間；在市民改造

方面，藉由形成組織、街頭抗爭、藝文活動等方式，樂生院民找到了串聯他們生活經驗的語言，發展另類公共論

述，並促使一般市民大眾正視弱勢者的文化與人權，重省都市社會正義的課題。  

(本文摘要整理自書籍內容) 

本書何處採購 

★博客來網路書局 

★誠品網路書局 

★金石堂網路書局 

(或至各大實體書局)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97804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41162261984
http://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kmcode=201545001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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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省思社會實踐省思社會實踐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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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建立關係的旅程：學習‧陪伴‧支持 
撰文、攝影∥暨南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研究生賴彥志 

你，有沒有長期與穩定的被某個人固定拜訪與關心呢？ 

這就是我們這幾個月來與少年們一起做的事  

與少年相遇  

102 年初秋，我們一群研究生在老師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前往陳綢少年家園。少年家園位於埔里鎮郊區，群山圍繞，

透露出一股質樸的氛圍。來到這邊，最主要目的就是來認識未來的服務對象 - 少年們。 

在思考與摸索我們如何為這些少年們做些什麼事時，我們想到了這群少年們的特質。這是一群很特別的少年，他們

在外表與一般少年一樣，但內心世界充滿了敏感與警覺。若我們更加認識他們，就知道這樣的特質是來自於不安定的環

境及缺乏內心的穩定感。因此，穩定與給予安全感，似乎是這群少年們目前暫時最需要的。然而，這似乎也告訴我們，

與這群少年們建立關係之不易。 

記得有位朋友曾說：居住在機構的孩子們經常接受來自各方的關懷與支持，像是課輔、營隊、團隊等等。在過程中，

大家總以為正在付出溫暖與關心，猜想著如此服務可以幫助到這些孩子。不過，這些孩子不斷接受到許多短暫的資源進

入後，他們也深刻體會到一件事情：「這些都是短暫的，你們來了不久就會離開，來來去去，為什麼需要配合你們？」

聽到這般陳述，我感到震撼與警醒！的確，並不是這些活動對孩子不好，只是，我們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及我們帶著

什麼眼光與態度走入他們的生命，這都需要我們好好的反思，否則，孩子是否將成為我們的消費對象了呢？ 

逆風飛行  

在思考如何與這些少年相遇，「穩定與長期的陪伴」是我們第一個主要想法。當然，要用什麼方式來進行，又是一

個大挑戰，在幾次與老師及機構之會議與討論後，我們決定把「學習」當作是陪伴關懷的媒介。當然，你或許會想，「學

習」多麼枯燥乏味，這些少年們會願意接受嗎？因此，經過團隊與家園的腦力激盪，我們決定辦個說明會，讓少年先知

道我們是誰，將要做些什麼事情，而我們要帶給他們什麼樣的學習內容。我們設定陪伴少年學習之目標與策略為適性、

具體、容易達成及不斷創造成功經驗。希望藉此能為參與方案之少年賦能，以提升其自信與自我效能。再者，我們希望

透過正向吸引的方式，讓少年「自我決定」，把握機會且主動報名參加，而不是被迫參與。 

我們將方案稱為「逆風飛行增能方案」，乃因這群少年們身處不利環境，但就像飛機逆風才能起飛一樣。過程中，

藉由我們不斷提升與正向支持力量的陪伴，希望少年們得以增能，而展翅飛翔。 

基於此，102 年 10 月，我們在家園辦了第一場說明會，第一次見到這些少年們，經由我們的賣力演出與行銷，最

後竟有七位少年主動報名參加，而少年們與我們的故事就這樣的展開。期間，我們除了例行閱讀、數學、英文的陪伴學

習，也透過與少年的相見歡活動建立初步關係。因應聖誕節的到來，我們帶領少年一起動手做了薑餅人卡片與神仙教母。

近期，我們將再辦理百萬少年學堂及桌遊活動，希望藉此了解少年們這段時間內的學習與成長，並給予正向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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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省思社會實踐省思社會實踐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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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與長期的陪伴 

其實這幾個月，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很簡單，卻也很不容易，就像是一開始我的提問：你，有沒有長期與穩定的被

某個人固定拜訪與關心呢？這樣的歷程就像是小王子與狐狸間的故事一樣。 

從暨大到家園半小時的車程，每周固定兩次在同一時間前往家園陪伴少年，給予少年們穩定的安全感。從此過程，

我們與少年們也慢慢建立關係，就像是狐狸被小王子馴養後，他們對於彼此是唯一的。狐狸雖不吃麵包，麥子對它也沒

有用，但小王子金色頭髮，就像是金色小麥一樣，總讓狐狸想起了他。 

 

 

 

 

 

 

 

 

 

 

 

 

 

 

這段時間，與少年的互動關係中，我們看到了少年的潛能，也看到了自我的限制與盲點，而更可貴的是，我們也在

彼此關係裡相互學習。身為一個助人工作者，我們常常從服務過程中學習到更多。「施比受更有福」，這雖然是一句老

話，但卻是亙古不變之真理。 

狐狸說：「馴養就是『建立關係…』」 

「建立關係？」小王子說。 

狐狸說：「不錯。對我來說，你只不過是個小孩，跟其他成千成萬的小孩沒有分別，我不需要你，你也一樣不

需要我。我對於你也只不過是一隻狐狸，跟成千成萬其他的狐狸一模一樣。但是，假如你馴養我，我們就彼此

互相需要。你對於我將是世界上唯一的，我對於你也將是世界上唯一的…」 

狐狸：「我的生活很單調。我獵取雞，獵人獵取我。…假如你馴養我，我的生活將如充滿了陽光般。我將認識

一種腳步聲，它將與其他所有的腳步聲不同。其他的腳步聲使我更深地躲進洞裡，你的腳步聲像音樂一樣把我

從洞裡叫出來。再說，看吧，你看見那邊的麥田嗎？我並不吃麵包，麥子對我一樣也沒有用處。那些麥田並不

會使我想起什麼。這倒有點傷心。但是你有金色的頭髮 。於是當你馴養了我，這將是很好的一件事！那些金

色的黃小麥，將使我想起你。而我將喜歡聽吹過麥田的風聲…」 

第二天小王子又來了。 

狐狸對他說：「最好請你同一時間來。比方說，假如你下午四點鐘來，從三點鐘開始我覺得幸福。時間愈接近，

我愈覺得幸福。四點鐘一到，我早已坐立不安！我將發覺幸福的代價！但是如果你不管什麼時候來，我將不曉

得什麼時候做心理準備…」 

引自莫渝(譯)(2000)。《小王子》(原作者：聖修伯里)。台北：桂冠出版。 

方案介紹： 

「逆風飛行增能方案」為「陳綢少年家園輔導機制建構

之行動研究」子計畫之一，也是目前最主要進行的子計

畫。在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林妙容老師帶領下，由七名研

究生，持續一年，每周一、周四19:30~20:30，藉由學

習從中陪伴與支持少年。這些少年們與研究生之間會碰

撞出什麼火花，我們還在探索與思考中，且讓我們一起

繼續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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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欄本期特欄本期特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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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下，如何做「創新」研究一直是計畫參與者不斷被逼問的問題。我試著把這問題

聯繫到上個世紀初由人文區位學（human ecology）發展出的「社會基圖」（social base map）法，以及在人類學和

社會學領域發展出來的「社區研究」（community studies）傳統，從這兩種「傳統」中延伸一些思考。先由「社區基

圖」談起。 

「社會基圖」算是一種社會調查（social research），由人文區位學發展出來，作為一種併陳社會現象與空間向度

的研究設計，做法是將實地調查及統計資料編碼在地圖上，由此可看出社會問題與現象在空間上的分布與動向，進而了

解人類與其環境的互動關係。 

在台灣，「社會基圖」啟動於 1960 年，該年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成立的第一年，首任系主任龍冠海在這一年就著

手擬定了台北市社會基圖調查計畫，翌年始有系上老師和研究助理投入這項工作。他們用四到五年的時間，繪製了七十

幅台北市社會基圖，圖的內容呈現了社區概況、人口、工商業、教育文化機關、民眾團體、貧戶、犯罪等（如後附圖 1、

2、3）。1965 年，他們選定了其中四十九幅出版，即名《台北市社會基圖》1。龍冠海認為「社會基圖」的用途有三個：

一是表示某種社會現象或問題在空間的分布狀態；二是指示或幫助發現某種社會現象與其他社會（或非社會）現象之間

的相互關係；三是透過不同時期的社會基圖的比較可看某種社會現象或問題在空間上的變遷趨勢 2。「台北市社會基圖」

在龍冠海眼中是一種「創舉」──確實算是一種「創舉」，但這「創舉」在台灣學界沒被延續，這項方法跟技術也就沒

機會再修正與精進，它的進展只能停留在 1965 年的程度。姑且不論它沒辦法延續的原因，就從芝加哥都市社會學派的

觀點來看，社會基圖著實為台大社會學系了解都市社會的起步，也是進一步做都市研究的參考點。3 

回到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下要做的「創新」研究來思考，一個根著於埔里或水沙連地區的創新性研究，社會基

圖式的基本工作應該是可以嘗試的，這是一個研究上的基本功，一個認識在地社區的基本功。它的成果或許無法立即在

學術研討會或期刊上發表，一張一張的基本圖卻可讓研究團隊的成員經由空間的層次看到綜合性的社會樣態（包含社會

現象與社會問題），看到一個依地域而組織的有機群體如何與所在土地發展出共生關係。至於做這件事能不能開創新的

研究議題或做出創新性研究，這就要試了才知道了！  

接著看「社區研究」，這也是一個上個世紀初所發展出來的學術傳統。芝加哥都市社會學學派創始人 Robert Ezra 

Park 受到 C. J. Galpin 的影響，以「自然村」（village）作為社會研究的具體對象，即「社區」（community），發展

出人文區位學取向的社區研究，時為 1920-30 年代。約莫同一時期，英國人類學家 Alfred Radcliffe-Brown 在初民社

會的研究上頗有心得，發展出以功能論研究小部落、小社區的方法論。這兩人在 1930 年代初先後到中國燕京大學講學，

把「社區研究」的觀點、做法等帶進中國，在吳文藻、費孝通、許烺光、林耀華等人的發揚下，中國社區研究形成一支

鮮明的傳統，中國社會也開始吸引西方學者的關注。 

「創新」研究的基本功？ 

撰文∥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蔡嘉信 

1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編（1965）。《台北市社會基圖》。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 

2 同上引，〈序〉。 

3 章英華（1991）。〈龍冠海教授的生平與學術－東西文化洗禮下中國社會學家的一個例子〉，《中國社會學刊》15: 41-55。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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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欄本期特欄本期特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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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研究」比起社會調查更有清楚的研究問題以及理論觀點。以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為例，核心問題是江

村經濟為何會蕭條？而作者從內在因素（離地地主）與外在因素（現代工商業入侵）提出解釋。在理論觀點上，作

者以結構功能論分析傳統經濟（家庭手工業）與外來力量（現代工商業）的互動，例如現代發明蒸氣引擎的引進使

得傳統蠶絲產業的產量更加平穩，卻造成了一種集中的系統，引起其他面向（如社會組織）的變遷，於是整個鄉村

社區面臨系統性的重組。到1940年代末期，中國的社區研究已有相當程度的累積，那些具體的社會現象逐步被提煉

，去回答更大的問題並建構中國社會的整體圖像。例如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以「土」的概念來說明中國基層社會

何以如此安定，並指出差序格局、家族、男女有別、禮治秩序、長老統治、名實分離等中國社會運作的基本原則。

又例如許烺光的《祖蔭下》考證了中國常有的「富不過三代」現象，得出「中國的親屬系統導出與其目的相反的後

果」的結論。這些研究帶讓我們能穿透表象，逼視中國社會的內在本質。 

1960至70年代，台灣人類學家也開始接續中國式的社區研究傳統，或在「中華文化」的架構下找出台灣經驗的

變異（variations），或是認真對待台灣本土社會並發現其特質皆有。1997年謝國雄回顧了1966年到1995年的台灣

漢人民族誌，指出了往後漢人社區研究該注意的面向：1、需由在地居民的價值與觀念出發，找尋台灣社會的構成法

則以及運作邏輯，用人類學的話說，就是以「人觀」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社會及社區；2、要把社會看成是「能動的」

（enabling），而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客觀的結構或一個「物」；3、社會是被「再現」的，不同的社會活動皆「再現

」不同的社會性質；4、要意識資本主義的存在，在社區中看看資本主義下勞資關係的特殊性是什麼。4在《茶鄉社

會誌》中，謝國雄親自實作，回應了自己所提出的那幾個面向，試著指出台灣鄉村社會的社會邏輯，這個邏輯形塑

了鄉村社會的種種樣貌與規則，也回答了他在前一部作品《純勞動》留下的未解謎團：「純勞動」意識源自何方？ 

這些社區研究可以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首先，藉由這些社區研究，我們看到我們對埔里社區認識還是在表面

的現象層次，對於社區內在的運作規則，以及外在力量（例如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影響，我們的理解仍非常淺薄。

其次，前人走過的研究路程已經留下不少知識結晶，這些都是可以經由閱讀和討論而吸收，打開這方面的視野，在

行動或實踐上才不會「見樹不見林」。第三，前人知識不斷被挑戰與超越，以埔里或水沙連地區為基地所生產的知

識也要超越前人的理解界限。第四，當下埔里社區發展或社區營造幾乎捲進了申請計畫的黑洞，尤其是農村再生計

畫，表面上社區都非常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前進，實際上它只是把社區帶向更茫然的未來。這時候我們是不是也

能像做社區研究的學者，有冷靜雙眼和洞悉事物的心智，跟社區居民站在一起，產出新知和力量，掙脫政策與計劃

的枷鎖，跟著社區民眾一起看到這個黑洞的出口？ 

和「社會基圖」一樣，「社區研究」也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傳統，不同的是社區研究沒有中斷，相關研究仍不斷

進行，新知識也不斷被生產出來。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研究應也能跟著社區研究的進展思考「創新」，或是

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做「創新」。當然我們不是要去做純學理的研究，而是要在研究中加入一些行動劇碼，例如與

地方居民合作，共同做社區調查、探討問題並做創新性行動設計，在實踐上為社區帶來實質的「創新」轉變，在學

理上也能穿透社區或社會現象的表層，挖掘出更深層的知識。 

4謝國雄（1997）。〈陳紹馨、台灣漢人民族誌與台灣社會性質之探討〉，發表於「1997社會學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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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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１ 台北市里別人口分佈圖（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編，1965 ) 

                     附圖 2 台北市菜市場商業區及商業中心分佈圖（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編，1965） 

附圖 3 台北市貧戶分佈圖（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編，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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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解中新生在和解中新生在和解中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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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之後的和解，洞見新生的開始！ 

撰文、攝影∥葉筑菀(視覺空間策展人) 

2013 年 10 月 25 日，「在和解中新生」一展緩緩的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拉開一個序幕。該展覽是一個「多

元」、「戰爭」、「衝突」、「融合」、「期盼」、「新生命」的展覽，我們經由校園中的三個空間，緩緩訴說著水

沙連地域主人們的故事。 

我們經由視覺語言讓觀者經由視覺刺激，感受水沙連的故事。故事訴說著：族群相片、歷史事件影像、戰爭、

日常生活、史前遺址、藝術工藝等文物、精神寄託的文物、水沙連相關書籍等…這些，都是我們組合這個展覽的主食

材，當策展人－潘英海，經由文字、邏輯的烹煮，「在和解中新生」一展的辦桌饗宴即將「開食」。該展覽將邀請水

沙連地域的居民經由導覽、藝術教育的推廣，一起來辦桌，享受共食的樂趣！ 

在水沙連這一個地理空間居住著許多人，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在這一塊土地上的主人們經由紛爭、融合的過程

紛紛證明自己的存在。但不管是距今 4,000 年前的大瑪璘史前居民、道光年間（1823 年）發生在埔里盆地－平埔族

群入墾埔里盆地、或者昭和 5 年（1930 年）南投縣仁愛鄉霧社的霧社事件…都在衝突之後的融合不斷證明自己的存

在。衝突之後的「殤」是哀痛的，但唯有走過這樣的「殤」希望的洞見就在眼前等著迎接我們走過去。 

未來我們會在「人文創新＆社會實踐電子報」將這次展覽的經典文物，陸續呈現。 

時     間： 2013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4 年 06 月 30 日 

展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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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請洽：（049）291-0960 ext.2582                                                                           

 

 

 

 

 

 

 

 

 

 

★欲參與導覽暨工作坊師資培訓者，請來信，E-mail ： g109842005@grad.ntue.edu.tw 

圖說： 

水沙連土地的主人翁們的生活剪影，包括：福佬族群、客家族 

群、原住民族群、新住民族群、新移民族群。 

展區：Ｉ廳－行政大樓一樓。 

※導覽暨工作坊師資培訓強力招募中： 

每一件文物都代表著一個動人的故事， 

期待更多友善的敘述，讓它們的故事不斷的被傳唱。 

文物的背後不單單只是物品， 

這些文物背後所代表的人們，在歷史過程與文物建立的對話， 

產生的該時空的「殤」情、記憶。 

我們需要您們的熱情參與，讓我們為這些文物說說它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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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人物介紹團隊人物介紹團隊人物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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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社會互助關懷組兼任助理林冠惟、賴彥志、胡詠婷 

照片：助理提供、暨大社工系及輔諮所網頁 

人有善心萬事足 －社會互助關懷組團隊教師介紹 

外表：美魔女 

內在：心思細膩且溫暖 

特殊專長：兼任鄉土劇演員，能在上課時唱作俱佳地

把各種情境活靈活現的演出來 

注意：喝一口摻有米酒的麻油雞就會臉紅 

妙容老師是個專業的助人者，她特別重視個案權益與諮商倫

理議題，目前主要投入於青少年與兒童領域。教學上，對學

生抱持著期待與注意學生學習狀況。聽說老師對花花草草頗

有研究，也喜歡布娃娃之類的可愛玩偶，如卡布貓。據了解，

私底下老師偶爾也會展現出專業以外的童心趣味呢！ 

木筆老師在方案規劃、社區工作、愛情、婚姻與家庭以及

非贏利組織建立上有很豐富的國際實務工作經驗，是位不

可多得的社工實務界和學術界的活躍前輩。目前於社會關

懷組進行的柔思社會工作模式建構正是老師有鑑於多年

實務工作經驗後，想給社會工作專業的一個反思，期待社

會工作在被過度簡化為福利資源管理及再分配的洪流中，

能有一個更貼近人本的理性、藝術及靈性的整體檢視。 

宜璋老師主要關心的對象是原住民，其著作中有很多

台灣原住民相關議題的探討研究。宜璋老師同時也是

社工系最有親和力的老師之一，帥氣又溫柔的氣質常

常不小心迷倒社工系眾生，就是大家害怕的統計學給

小詹老師上起來也多了份親切有趣，是個在研究上、

教學上和人際關係上都用心認真經營的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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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資訊連結網絡資訊連結網絡資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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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我們台灣，乃至於整個世界，正籠罩在一股惴惴不安，往前沒有借鏡，後退卻又無路

可去的晦暗氣壓下；「想想論壇」嘗試著架構起這樣的空間：邀請沒有限制的思辯、自由

自在的發想，透過彼此交互衝擊，終究奔放出屬於這塊土地、屬於我們的無限可能。 

在「想想」論壇，我們應該討論文化，歡迎辯論政治、擘劃經濟，必須談談民主，好好思

索哲學。 

我們期待您一起想想，想想你我，想想這塊土地，還有這個世界和我們的時代。（MORE) 

好伴共同工作空間 是一個有朋友可以互相支持實踐理念，像家一樣的地方。我們希望為年

輕世代創造逐夢的舞台，為臺中的舊城區引入創新的活力。  

好天氣，好生活，好台中 / Taichung 

共同工作空間 / Coworking space 

講座，聚會，派對 / Events 

分享經驗，分享專長，分享生活 / Sharing 

社會創新，青年實踐 / Social Innovation  （MORE） 

 網站大匯集 

網站整理∥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陳怡君 

因此，守護「人、土地、農作物」幸福鐵三角的關係是我們的信念。2013年

開展的農業博覽會，即將呈現的是永續、健康的農業新主張與創造出來的成

果，在此，我們需要向社會各界募集更多對環境友善的力量，一起用安全農

業照亮自己往前走的路。 （MORE）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
http://www.happencoworking.com/
http://www.happencoworking.com/
http://expo.yunlin.gov.tw/?page_id=2001
http://expo.yunlin.gov.tw/?page_id=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