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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文∥容邵武（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執行長） 

回顧政府發展的歷史，早在希臘城邦時期，古希臘政府即會協同或善用私人與民間團體的力量，達成

政策目標或提供公共服務。不過，直到近半世紀，科技進步、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轉變，急遽引發各種公

共問題與民眾需求，在在挑戰政府傳統層級節制治理模式，才使得多方合作的協力治理模式(collaborative 

governance)逐漸受到重視。 

而在實踐地方協力治理時，各行動者除了面臨資訊不足或過於龐雜的問題外，時常也會有各自主張、

期待、方案偏好，乃至於資源分配想像不一的問題。就理論而言，論者仍多傾向賦予地方政府作為網絡促

進者(network facilitator)，主動串連網絡，並溝通協調各方意見。然而，機關首長的支持程度、機關的制

度規範、公務人員的能力，以及地方的政治選舉等因素，反而時常限制地方政府所推動的協力治理，造成

協力過程容易陷入僵局，甚至最終破局。在許多結構限制與制度變革無法即時因應下，尋求一個新的網絡

促進者，彌補政府本質上的限制，實為地方發展的重要課題。 

在行政院科技部人文司的支持下，暨南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正透過「預約水沙連的春天：宜

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之計畫推動，探究大學扮演協力治理網絡促進者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相信

治理過程中，我們必然遭遇許多阻礙，但更深信的是，透過不斷的溝通協調以及信任的建立，應能一一克

服各種困境。 

本期電子報規劃「中心活動簡訊」、「社區紀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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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秋杏紀錄

水沙連文物社區推廣座談會的內容。二、「社區紀實」由蔡嘉信分享去年十一月與十多位暨大學生和埔里

在地青年踏查籃城社區的過程。三、「菩提長青村專欄」由王子華特約研究員以「慣行」為題，進一步反

省當前許多人只看表面，且難以跳脫自我。四、「人文創新分享」由洪子鑫摘錄褚士瑩《在天涯的盡頭，

歸零》一書之內容。五、「社會實踐省思」由黃恩霈與陳品諭等八位同學分享暨大學生對埔里認知調查的

調查心得。六、「本期特欄」由廖嘉展對於近三年埔里社群推動生態城鎮的感想。六、「團隊人物」由生

態城鎮組徐顥、湯振廷、黃佳瑩分別介紹蔡勇斌老師、陳谷汎老師、柯于璋老師。七、「資訊網絡連結」

提供芭樂人類學、范特喜微創文化、虎尾厝沙龍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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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連文物社區推廣座談會 

文、圖∥周秋杏（水沙連文物展研究助理） 

中心活動簡訊 

「水沙連」是一個地名，狹義的範圍是指「魚池鄉」與「埔里鎮」。廣義的範圍包括今天的竹山鎮、鹿谷

鄉、名間鄉、集集鎮、水里鄉、信義鄉、國姓鄉、埔里鎮、魚池鄉、仁愛鄉等地區。根據現有文獻記載，

「水沙連」一詞最早出現於1647年，於至今已有360年的歷史。而身為「水沙連」的一員，我們又對「水沙

連」有多少的了解與認知？「水沙連」會帶給我們怎樣的情感？會勾勒起多少記憶?確實，「水沙連」不論在

生態、人種、文化都有相當深厚的資產。身為在地的一份子，值得我們去探索一下。 

2013年10月在暨大展開「在和解中新生展」，作為水沙連大學博物館開幕的準備。這次的展覽包括了打

理摺文物以及大馬璘遺址文物。這兩批文物於2007年及2009年分批進到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林林總總共計

三萬餘件的文物，但此次只展出了一小部分。「在和解中新生」的展覽除了讓本校與在地有了更深的連結，

並開始了「水沙連」過去與現在文化扎根的意象與使命。 

2014年2月19日為了進一步與社區產生連結，我們召開了一次水沙連文物推廣社區座談會，邀請了附近

的小學及文化遺址相關社區，期望更多「水沙連」現今的在地人，透過文物、導覽培訓說明及水沙連大博物

館的構想，能更加認識「水沙連」這地方的價值，並期許將來有更多的在地人發聲讓更多人聽見、看見「水

沙連」的過去與現在。 

219座談會當天雖遇寒流來襲，但是不減大家對於此次與會的熱情。有三個社區、三間國小及南投縣導覽

解說協會及暨大學生等近二十人，齊聚一堂，一起為「水沙連」文物回到「水沙連」人們心中打開了序曲。

座談會當天除了說明我們想做什麼(從「從和解中新生」展覽談起)，也說明了我們想怎麼做(行動方案)，以及

我們已經做了什麼(現階段成果)。最後，我們也說明了我們希望/需要什麼(推廣構想及社區合作與國小推廣)及

願景。 

簡報之後，我們也安排了「在和解中新生」的導覽。為在地的「水沙連」居民導覽實為一件相當有意義的

事情，因為可以確切的感受到居民與文物過去的連結。社區的居民看這些文物時，我們可以聽見他們述說著

因為文物或照片所喚起的回憶及往事。這些交流，對於我們策展的人來說，是一個相當寶貴的互動及學習的

歷程。 

此次座談會，讓「水沙連」文物開啟新的旅程。社區及導覽協會的人除了相當讚許「水沙連」文物的規

劃，更用行動來一起支持這願景。這些社區居民同時報名參加導覽培訓課程，並於2月23日一起參與第一堂的

「文化導覽與行動加值課程」。國小的老師也開始洽談本學期「從和解中新生」展覽的校外教學方案，並將

透過我們規劃的親子工作坊與「水沙連」文物的產生互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B9%E5%B1%B1%E9%8E%AE_(%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8%B0%B7%E9%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8%B0%B7%E9%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D%E9%96%93%E9%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6%E9%9B%86%E9%8E%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9%87%8C%E9%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9%84%89_(%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7%93%E9%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94%E9%87%8C%E9%8E%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A%E6%B1%A0%E9%84%89_(%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81%E6%84%9B%E9%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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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觀察小記：籃城社區 

文、圖∥蔡嘉信（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 助理） 

社區紀實 

如 何看一個「社區」？一群不同背景的人集合在一起又會看到什麼樣的「社區」

面貌？去年（2013 年）11 月 23 日，十多位暨大學生與埔里在地青年共同以走路

的方式觀察且紀錄了籃城社區，一天下來，他們繪製出這個社區的地景結構，也呈

現了存在於這個地景結構中的種種元素，包括生命的、家居元素、農業與水設施等。 

先從地景結構說起。籃城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型集村聚落，地景結構大體可分三層，由內而外分別是：聚

落、生產圈、山。聚落是人們的居所也是日常活動最密集的地方；聚落外圍是田地與水路所構成的生產圈，

其生產的糧食除了供應本庄人、也供應庄外廣大的市場；聚落與田地的外圍則是連綿不絕的山，是處在聚落

與生產圈的人們視線所及的，身處在這個農業型集村聚落中可以感受到群山環繞的包覆感。 

以下我們就跟著當天調查成員們的步伐，進到這個地景結構，看看地景的、生活的與生產的元素是被認

為有趣且值得紀錄的。 

首先，在「聚落」中，宜如注意到房子的磚塊紋理。他觀察到：「磚塊的不規則感非常吸引人。可以想

像它們當初一塊塊被堆疊起來的樣子。窗戶上方磚是直立排列的，而其它的磚就算是橫放也各有各的寬度。」

觀看的尺度再放大些，你也許會和我一樣，看到由傳統紅瓦民宅、廟宇及現代民宅的屋頂所組成的「天際線」。

除了空間上的特徵，也有對於「生活」和「生命」的觀察。像是秀慧觀察到有民宅把腳踏車掛起當作屋外裝

飾、以酒瓶裝飾的牆面以及工寮內部擺設等，這些都是當地居民生活的展現；而他觀察到的共生的雞鴨及宜

如所畫的拖地豬則展現了聚落中的多樣生命力。 

接著走出聚落，繞到聚落外圍的「生產圈」，秀慧又看到優養化嚴重的農田，他的描述是：「在這一方

農田裡，充滿著藻華，覺得很像在綠泥中生長，可以顯見優養化相當嚴重，和前方澄澈的小溝渠相較，確實

成為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情。」一正則觀察到水溝上的水管，他覺得奇怪：「此水管不知從何處抽水？通往何

處？為何不是就近抽取水源？卻是使用水管？」另外宜文看到一排新蓋紅屋頂房屋，顯眼地矗立在農地上方，

這是九二一大地震後才蓋的集合式住宅，他當時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要蓋這種形式的房子？又都是誰住在

裡面？走在宜文旁邊，志彬的視線則隨著他腳下的這條路而伸進到山裡面，他以一張「通向山的農路」表示

了生產圈與山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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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紀實 

隨著志彬的視線由「生產圈」轉到最外圈的「山」，它是連綿不絕地圍繞整個聚落與農田。這些山

高高低低、有遠有近，層次相當豐富。身處在這片環山圍出來的土地，可以感受到一種包覆感或者定居

於此的安定性。埔里出身的著名學者劉枝萬也以他兒時經驗述說了這種類似的地方感。他說他小時候相

當愛玩，但家中長輩鮮少責罵，「因為埔里盆地位處內山，在大人們的心中，整座被山環抱的盆地就像

一個家，孩子不過是在家內玩耍，安全而無危險之虞，到處亂跑也大可放心。所以，一般人是將步出家

門的地方稱為『外口』，但我們則把埔里盆地以外之地才叫「外口」，唯有踏出埔里盆地之外，家人才

會掛心。」1 走訪當天，籃城在地青年欣霖也捕捉到環山景緻的一小段。 

 

 

 

 

 

 

 

 

 

 

在這一天的觀察中，參與的成員們憑藉自己的五感與步伐，在社區的田間巷弄進行探索，從細部到

大尺度，從具體可見的到存在但不可見的，先拼湊自己對一個地方的理解，再經由成員間的討論而看到

一個更大的社區圖像。這些觀察中，有驚奇、有疑問、有各式各樣的感受，這些都是主觀的資料，卻也

是「活」的資料，它會隨著每一位觀察者的學習與生命歷程繼續被修飾與圓潤。2 

 

 

 

1 林美容、丁世傑、林承毅訪問，2008。《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頁 16。 

2 內文圖片擷取自「走入埔里資源調查工作坊」調查訪員：羅欣怡、陳宜如、夏秀慧、楊志彬、謝欣霖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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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行 

文∥王子華（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特約研究員） 

菩提長青村專欄 

壁 上掛著一幅老友的畫作，是一張連字的半身達摩像，畫者調皮的在達摩的鼻頭上畫了一

隻不知名的昆蟲。達摩雙眼集中在鼻頭上，不知想啥！達摩半身像僅有墨色，卻在那不

知名的小蟲身上用了一丁點的色彩，這幅半身的達摩畫像在牆一掛就掛了20餘年。當年

達摩的面壁年限也沒有20幾年吧！好有定力的半身達摩。而我也就隨機的看了20幾年，因為就是牆上的一幅

畫嘛。但今天就特別有些感覺，發現這半身達摩像，似乎用他的眼尾正偷瞄著，瞄著這個空間，也瞄著我20

幾年，瞄著「你們」在想些什麼。「我」只是畫的人把我畫成這個樣子，讓我這樣在牆上待了20幾年，有一

天看「我」不爽讓我塵封，不再把「我」掛在牆上，「我」還是看著小蟲，一語不發。 

另一幅好友的戲作，也是畫著達摩，但卻是全身像。很直接的在畫面上題了兩個字：「面壁」。只是達摩

禪座在畫面的左下角，其餘十分之九的空間都是墨色填充，唯有達摩座像一身紅衣。墨色落筆渲染想像空間無

限，不像是在一洞穴中，就畫像呈現已脫離了洞穴景象的侷限。而「面壁」二字的落款，又將達摩紅衣座像拉

回洞穴的遐想之中，畫面運用巧妙。惟許多人看此畫時，總會唸著「面壁」二字，就不再多想。因為達摩面壁

理所當然，有什麼好想。想的卻是此畫是否出自名家，能賣多少錢。當然越貴越值得珍惜，更應該為他的增值

而好好的保存。達摩面壁為何？早就九霄雲外。有錯嗎？當然沒有，在自然不過了。 

還有一幅也是達摩，是極少見有這樣畫的達摩。隨意座像，一腳盤於蒲團之上，一腳曲立於蒲團；一手隨

意搭在腿膝蓋上，另一手肘搭在膝蓋上輕鬆垂下，雙眼沒有情緒的平視。就像夏日的午後，一群人在大樹下乘

涼、磕牙，少說也有兩三人是這樣坐著，無非就是舒適。此幅畫不免俗題了一堆字於畫作上，寫著「有時候畫

達摩皆以蠻子象形之，實在大不敬。今我以出凡入聖的人樣為之，因為達摩祖師是很真實的人。」一幅畫是雅

是俗，見仁見智。但習慣如何去看一幅畫，還是有一個通識的標準。只要有一個標準，就難免用「習慣」去看

了。這三幅畫一樣掛在牆上，唯有第一幅看的人多，原因不在他夠吸引人，而是他是名家之作。第二幅畫有其

意境卻是被評論最多，因不是名家可以評論的空間就大。而第三幅是名家，卻在題字上有其看法，通常焦點就

不在畫，而在所題之字。 

想想有這樣的結果也妙。不都是達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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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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人生 

文獻整理∥洪子鑫（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人文創新分享 

在天涯的盡頭，歸零 

作者 褚士瑩 

主編 賴佩茹 

出版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年份 2010年12月31日 

內容摘錄 

如何歸零：「Unlearning」 

公益旅行 voluntourism 是一種新型態的休假形式，也是一種新型態的志工服務形式，同時這種

旅遊結合了公益活動（volunteer）和旅行（tourism）兩種概念，讓旅行者不僅在旅行當中感覺到

不同的生活面貌，更可以主動創造更多不同的可能性。藉由旅行來滿足志工的服務，突破以往志工服

務靜態的形式，同時讓志工服務的類型顯得有趣與動態。從事十年來國際 NGO 顧問工作的禇士瑩顧

問提出公益旅行的想像空間，並從中領悟到從事公益活動與社會改革者的心態與角色是

「Unlearning」，也就是學會適時揚棄個人所掌握的知識與真理，以及固有的思惟，秉持著寬廣的

心境，在自我承諾的行動與付出來發展出變革的力量，透過自我被世界盡情塗抹作畫來重新認知地球

與地球上的生命。在此過程中從別人的感受出發，留有空間來等待，則會在個人真實生活中遇見溫柔

革命的能量。 

為什麼歸零：付出與回報的有機循環 

此外禇士瑩的最愛的頭銜是農夫，從農夫的立基點可從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s）觀

點出發，以建立和平社區為目的。其中有機農業滿足了人類渴望回歸自然生活方式與生態平衡生產的

模式，同時可以從較高的產品價格與較低的現金投入等方面，企圖獲得較佳的經濟收益，因此能引起

愈來愈多的人們來持續關注。相較於過去一百年來工業發展之下慣行農業技術的領導模式，也使環境

和食品受到嚴重的污染與生態的破壞，尤其是土地資源竭枯與土地生產力快速的下降，此時找回對土

地的感動與創新乃是重要的核心課題。自然生態系統是基於付出與回報的有機循環，所謂人的行為模

式比農業技術更為重要，必須要用農業的本質來感動農人。農民的體驗與認知都決定了「耕作自主

權」的回溯與發掘的空間，其中共生共存的價值與倫理漸漸取代了傳統的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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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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創新分享 

延伸資料 

關於本書作者 

一路從埃及開羅AUC大學念到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但其實從小就不愛念

書。這輩子從沒去過日月潭，卻被譽為旅行家。寫了四十多本書，但因為害羞，也很

少進出版社。十年來從事國際NGO顧問工作，辦公室在紐約和倫敦，卻很少去，而

且不愛去大都市，不工作的時候寧可航海。 

目前是英國Eco Positive環境顧問公司特別顧問、ICS碳顧問公司首席顧問、美國

KPC綠色能源公司的亞洲合夥人，但是最喜歡的頭銜是農夫。 

從二○○三年以來，籌設、管理位於緬甸北部山區面積約三百英畝的有機農場，

協助聯合國CDM碳計畫設立盧安達生質能源農場，以及協助美國牧場以動物糞便製

造LNG天然氣等，讓他以NGO工作者的角度，一窺美麗新世界的未來。(摘錄自博客

來網路書局) 

延伸閱讀 

★板橋高中畢旅 人人多帶一公斤心物資到偏鄉(Read) 

★碩士務農 收割親情 (Read) 

★有田有米，加倍務農─2014穀東招募(Read) 

買書趣 

√博客來網路書局(Go) 

√誠品網路書局(Go) 

√金石堂網路書局(Go)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92784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92784
http://www.nownews.com/n/2013/10/24/1000694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339422
http://www.newsmarket.com.tw/blog/44880/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92784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0932000785
http://www.kingstone.com.tw/ebook/book_page.asp?kmcode=240000116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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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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問卷調查，我們想說的是…… 

文∥黃恩霈、許景茵、葉家銘、詹欣鈺、呂晏菁、張雅婷、康巧昀、陳品諭 

社會實踐省思 

本計畫團隊於 102 年 8 月間在埔里鎮上做第一次的開放式問卷調查，主要針對「埔里鎮民對埔里公共議

題與暨大在地角色的看法」進行調查。結果出來之後，為了更進一步從另一種角度探討埔里地區與暨大之間

的關係與連結性，於 102 年 12 月 2 日開始進行為期約二週的校內問卷調查（暨大學生對埔里認知態度），

以瞭解目前暨大學生對埔里地區的想法，因此，為了順利推行這次的校內問卷調查，我們另外找了六位同學

作為訪員協助進行問卷工作。在實施校內訪調的過程當中，訪員們透過和其他同學們的互動，從中學習並反

思。 

黃恩霈(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大學部二年級) 

這次做問卷，發現暨大學生和埔里鎮之間的連結似乎只侷限於經濟消費的行為，多半的暨大學生不知道

埔里鎮長的名字、甚至也不清楚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以及桃米是以蝴蝶和青蛙聞名。做了這次的問卷調查，最

深的感覺是暨大歸暨大、埔里歸埔里，除了經濟消費以外，應該鼓勵暨大學生多走入埔里的社區或中小學，

做一些文化和音樂藝術上的交流。不單單只是在大學四年內做一個過客，而是要在埔里這個美麗的地方作為

一個常客。關係是可以改變和改善的，只要我們願意去做。 

葉家銘(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大學部二年級) 

這次有幸能夠擔任發放問卷的人員，讓我從中有許多的感動。這次的問卷內容主要是希望了解暨大學生

對於埔里的認知態度，由於在發出問卷後，需要在旁為受訪者解釋問卷，因此也稍微了解到一些受訪者對於

埔里的想法。其中暨大學生大多數均認為埔里居民是友善的，而這其中包含了僑生與交換生，讓我格外的有

感觸。雖然我不是埔里人，但在這一年的生活中這裡已經好似我的第二個家鄉一般，埔里人的熱情與善良也

是我愛上這片土地的原因之一，因此當我看到暨大學生填寫對埔里居民的認知態度時，我的內心也有一份感

動和驕傲，因為這就是埔里的魅力，讓大家都感受到的最佳證明 

陳品諭(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大學部四年級) 

  進行問卷調查是一項可以體會到酸甜苦辣的工作。會因為有同學願意認真幫忙填寫而感動；但也會因為

有同學拒絕、裝作沒看見而感到受傷。除此之外，也能透過這樣的工作，而更了解到其他人對於埔里鎮抱持

的不同想法。其實，在暨大唸書已經邁入第四年，因為之前都住在學校宿舍的因素，總覺得自己和埔里鎮之

間的關係並不深；除了偶爾下山吃飯、添購生活用品之外，對於鎮上的事務並不會特別關注。但因為成為訪

員，藉此機會觀察到有的人對於鎮上懷抱著美好的憧憬，希望學校與鎮上的交流與連結能更進一步，但我覺

得更多的卻是對於這樣的議題較無特殊想法的人。這時我才驚覺，原來在不知不覺當中，我也成了對於學校、

埔里鎮相關議題冷漠、被動的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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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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實踐省思 

詹欣鈺(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大學部四年級) 

參與這次的計畫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因有別於以往，是以訪員的身分進行問卷調查。在過去，比起

做為訪員，成為受訪對象的經驗更多，原以為自己能體會與理解受訪者對於問卷的各種抗拒或不感興趣的

心情，但是實作中卻更希望受訪者能夠體會計畫所要追求的目標而認真填答，在不同的立場中，產生出不

同的角色期待。我認為，問卷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我揭露，訪員必須透過詳盡的解釋讓對方放下戒心，

進而願意呈現出自己內心想法。向陌生人搭話對我來說並不是件易事，成為訪員卻讓我更加熟練，面對形

形色色的人以及問題，如何冷靜以待地處理。在面對他人的拒絕及無理時，這種失敗比起人生中的挫折或

許不足掛齒，但是我覺得它也是另一種不可或缺的學習。 

呂晏菁(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大學部四年級) 

在這次成為幾日訪員之前，只曾在街上填寫過問卷，未曾實際做過問卷調查。還好同學們都很熱心地願

意停留下腳步，幫助完成一份又一份的問卷，有些不好意思拒絕的同學，便默默地舉起手指向餐廳，然後緩

緩地移動腳步走過，在雙方皆會心一笑後，訪員只好收回欲遞出問卷的那隻手。現在回想當時的過程，其實

最害怕的不是被拒絕填寫，而是經過問卷調查地點的同學過少，因此，在比較下來後，餐廳仍是個發放問卷

不錯的地方，即使必須聞著飄飄而來的香味，與聽著從身上傳來的咕嚕嚕聲。 

張雅婷(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大學部四年級) 

  生平第一次當問卷訪員，是個很特別的經驗。有些人遠遠的看到我們就繞路避開，有些人說趕時間就快

步離去，有些人看到問卷就面有難色，當然我們不會勉強大家，前前後後被拒絕不少次，一開始心裡會有些

難過，但碰到填問卷人的加油打氣，心頭一股暖意上來，讓我們更有衝勁繼續。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女生看到

金沙巧克力就笑得很開心，比較激動的就尖叫，男生看到則是冷笑說你們好大手筆。還有寫到埔里鎮長那題，

不少人大叫說：「我知道！我知道他的臉！看過他！」但想了一會還是想不出名字。做過問卷訪員才知道是

個不容易的工作，之後若有人要發問卷只要我有空一定會填的，因為自己做過這份工作，可以體會他們的心

情和辛苦。 

康巧昀(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大學部四年級) 

  擔任訪員是一件有趣但又會感到挫折的事情，會感受到許多不一樣的性格，有的人會很熱情的幫忙填寫，

有的人雖然不願意但還是會勉強幫忙，有的人冷漠連頭也不回，更有一對到眼就快速離開的人，而自己的心

情也會跟著起起伏伏，遇到爽快答應的人就覺得很開心，被拒絕時則感到失望。這次發完問卷後也更體會那

些常常要做問卷調查的人的心酸，一次做下來可能要好幾小時，更得遍嚐各種臉色，所以我決定只要不是要

推銷商品的，我都一定會幫忙填寫問卷。 

許景茵(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大學部二年級) 

我覺得這次的問卷訪談很有趣，尤其是前面的部分，可以體會到，其實人都很善良；雖然介紹的部分很

長一段，但就算有事在身沒有時間做訪談的人還是會先聽你講完，然後才說沒辦法；被拒絕而感到沮喪，是

沒有的，反而會覺得很好笑，或是耽誤他的時間而感到抱歉，且幾乎沒有遇到沒有事卻不願意填寫問卷的學

生，反而有許多已經做過問卷的同學還會帶著沒有做過問卷的人過來找我們。參與這次發放問卷的工作，我

想收穫最大的大概是能夠更有膽量去與不熟識的人交談，能夠有這次的體驗，我覺得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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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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集體英雄的新時代  

 文∥廖嘉展（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圖∥取自紙教堂臉書相簿 

本期特欄 

這 是大埔里的黃金時代。儘管我們對社會對政治環境都不甚滿意。 

站在生活者角度，我們因緣際會來到埔里，來到水沙連的大埔里地區，前埔基醫院

院長，來自挪威的紀歐惠女士說：「埔里是眾神之地，來到埔里的人都有他的使

命。」 甚麼是我們來到埔里的使命？ 「在和解中，新生──從水沙連的戰爭看台灣

的未來」，這是暨南大學人類所正在進行的展覽，展覽陳述水沙連的開拓史正是一

部戰爭史，是一部殺戮史。從康熙年間的朱一貴事件、雍正年間的骨宗事件，之後的林爽文、戴潮春、

郭百年事件；日治初期的埔里社退城事件，後來的霧社事件、太魯閣事件、撒拉茅事件，埔里都是武力

整備中心；國府遷台初期的二二八最後戰役──烏牛欄事件等。這些事件的血淚正是水沙連大埔里這塊

土地所負荷的。 歷史並不會因過去而消失無蹤。面對這樣的歷史，如何看埔里的未來？多元族群如何

成為埔里的資產而不是負債？  

近三年來，埔里社群「與自然共生，與人共好」的生態城鎮的推動，已得到諸多鎮民的認同與參與。

開始謙卑與自然重修共好，並在過程中理解、傾聽、尊重不同的聲音，鼓舞彼此為水沙連的生態城鎮願

景發展而努力，這種社會力的形成，需要靠集體的力量來推動，而這力量正是扭轉歷史命定、社會無望

的解藥。 讓我們迎接，這屬於集體英雄的大埔里新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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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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城鎮轉型組－鐵漢柔情 

文、圖∥徐顥、湯振廷、黃佳瑩(生態城鎮轉型組兼任助理)、陳怡君(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團隊人物 

  

陳

谷

汎

老

師 

  

蔡

勇

斌

老

師 

  

柯

于

璋

老

師 

真實身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  

外表：正氣凜然、剛正不阿、牛山濯濯 

內在：詼諧風趣、不拘小節、刀子口豆腐心 

特殊專長：中年體能極限感知器 

名言：求學是為了養成學識培養能力，不是為了一紙文憑 

真實身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外表：和藹可親、鄰家大哥    

內在：幽默風趣、談笑風生、沉穩內斂 

特殊專長：人體水質分析 

名言：你以為土木系都沒能人了嗎？(台語) 

真實身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外表：高富帥    

內在：心思細膩(江湖俗稱玻璃心)、愛妻愛兒 

特殊專長：把笑話變得不好笑 

名言：同學應多出去增廣見聞、開拓視野 

同

場

加

映 

  

林

展

緯

老

師 

真實身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體育組約聘講師  

外表：虎背熊腰  

內在：心存善念的灰太狼 

特殊專長：於日月潭正中央投籃 

名言：我叫 Michael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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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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資源大集合 

網絡資訊連結 

2009年11月2日，台灣人類學界的一群芭樂籽開始一個實驗，推出一個共筆

部落格，命名為「芭樂人類學」。 為什麼這種水果能擄獲大家的心？事後

分析起來，有人說芭樂是番又不番的大眾水果，有人想到「芭樂票」、「芭

樂歌」的弦外之音，總之芭樂有神秘的魅力，good to eat, and good to 

think about。                                                                                                (前往) 

芭樂人類學 

范特喜•微創•文化 

與其說是稹密的構思，不如說是許多美麗的緣份，范特喜悄然在台中巿美村

路一段117巷萌芽和成長。我們認為一個城市的進步，不在於豪宅蓋了多

少，而是生活在這裡的人能不能時時感受到幸福的小氛圍。因此，范特喜選

擇在老舊巷弄中，努力用「人的故事」延續一個城市的軌跡。              (前往) 

虎尾厝沙龍 
【虎尾厝‧Salon】，以凝聚在地情感之建築召喚土地思考意識，沙龍形式擴展

對書店的想像，促動反轉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智識行動。 

【虎尾厝‧Salon】替未來留住現在之際，更將推開與世界對話之門，為現在創

造未來。                                                                                                             (前往) 

資料整理∥陳怡君(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351
http://guavanthropology.tw/
http://guavanthropology.tw/
http://www.fantasystory.com.tw/index.asp
http://www.fantasystory.com.tw/index.asp
http://www.huweisalon.com/index.php
http://www.huweisalon.com/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