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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發刊詞 

 
撰文∥容邵武（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執行長） 

城鎮的宜居性(livability)會因為民眾的人口特質差異，而有不同的期待與想像。不過一般而言，宜居城

鎮的建構除了著重交通、治安、環境、住宅、教育、文化、社福與醫療的完善性，也強調環境美學、鄰里

互動、在地認同，乃至於公民參與等等意涵或機制的型塑。而在型塑的過程中，也著重城鎮的歷史性與永

續發展性。在以埔里為場域下，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團隊著重「生態城鎮轉型」、「社會互助關懷」、

「活絡綠色經濟」與「再現文化小鎮」等四個層面。同時透過「公共議題與公民參與」整體性的考量與橫

向網絡的建構，促進埔里鎮的宜居性。 

具體而言，生態城鎮轉型小組以「發展埔里生態城鎮指標，銜接各行動研究方案」、「跨專業深化桃

米社造議題，擴散生態村營造經驗」為該面向的願景主軸；社會關懷互助小組著重於「探索與回應弱勢族

群需求的有效途徑」、「建構埔里弱勢人口的互助網絡及社會融入」；活絡綠色經濟組期盼「連結埔里主

流產業，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培力創發社群微型企業，型塑大埔里幸福產業圈」；而再現文化小鎮組

希冀「再現水沙連文化歷史，建置文史學習知識庫」、「推展新在地踏查運動，培育新青年文化人才」、

「結合地方各文教機構，打造在地化藝文平台」；最後，在「公共議題與公民參與」部分，一方面「盤點

宜居城鎮的現況與問題」，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增進暨大與在地的網絡關係」並且「發展創新的社會設

計與行動」。藉由上述各項願景主軸的設定，不僅有助於水沙連人社中心各項計畫的推動，相信也能促進

埔里鎮乃至於水沙連地區更全面的發展。 

本期電子報規劃「中心活動簡訊」、「社區紀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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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絡連結」。

一、「中心活動簡訊」由張力亞紀錄與書寫本中心帶埔里鎮里長參訪虎尾堀頭社區的過程與目的。二、「社

區紀實」由蔡嘉信從地方感的角度，分享枇杷社區的踏查成果。三、「埔里研究會專欄」由龔靖怡分享目

前埔里研究會共同工作空間的討論結果。四、「菩提長青村專欄」由王子華特約研究員延續前期的「慣行」，

反省每個人的知識限制與理解習慣。五、「人文創新分享」由洪子鑫摘錄 Jim Diers《社區力量：西雅圖的

社區營造實踐》一書之內容。五、「社會實踐省思」由生態組徐顥助理闡述其參與蔡勇斌老師及陳谷汎老

師研究團隊的感想。六、「本期特欄」由陳巨凱分享其對埔里老屋再現的期待。七、「和解中新生」以水

沙連展為例，反思影像閱讀、文化意涵與攝影者的拍攝訴求。八、「團隊人物」由活絡綠色經濟組張家維、

陳姿穎、蕭立妤、郭姿吟、劉冠妤分別介紹邱韻芳老師、曾喜鵬老師、林士彥老師。七、「資訊網絡連結」

提供魚菜共生、零時政府與 PEOPE 平台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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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簡訊 

走出埔里 

 
撰文、圖∥張力亞（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副執行長） 

為 了鼓勵埔里各個鄰里社區，共同參與環境清潔美化的行動行

列，茆師傅洋菓子工房有限公司乃贊助暨大人社中心經費，

規劃設計「埔里街區環境清潔營造輔導計畫」。企盼暨大人社中心以社區營造培力的方式，讓暨大師生有機會可

走入埔里，與各里辦公處、社區組織，共同針對鄰里街區環境營造的問題，構思解決的策略。 

經過一段時日宣傳，共有 22 個里辦公處、3 個社區發展協會報名參與。然而，報名結束才是挑戰的開始！如

何認識這 25 個鄰里社區，人社中心採取的是「逐一拜訪」的方式，藉由一對一的拜會，不僅可加深與當地頭人（里

長、理事長、志工隊隊長…）的互動對話，瞭解他們對於環境清潔的想法、實際作法與擔憂，更可利用時間走入當

地，觀察該鄰里社區的環境特質。除了走入各鄰里街區傾聽與觀察，人社中心也規劃兩場次的「社區見學之旅」，

希望藉由「他山之石」的經驗，擴充鄰里社區幹部的實作想像，並且提升行動信心。社區見學之旅的第一站，我

們規劃了「雲林農博與百大社區亮點」見學行程，共計 8 個里、3 個社區的夥伴參與。在農博的會場，看到主辦

單位如何運用創意巧思，將習以為常的農具（傳統農用機械、水果箱），轉化為裝置藝術，以豐富農村地景樣貌。

參訪的過程中，埔里的朋友們開始討論著，為何我們「花卉博覽會」每年舉辦，卻都一直沒有加入這些巧思！ 

結束農博之旅，轉赴以綠美化與環境友善為主軸的社區：雲林大埤鄉三結村、虎尾鎮堀頭里、頂溪社區見學。

這三個社區雖然都標榜環境空間美化，但作法上確有差異。在三結村我們看到由社區居民集體捐贈，闢建而成的

太陽能光電公園。每個月將太陽能轉賣給台電，可為社區增加 1 萬元的收益。同時，看到由社區與虎尾科技大學

的師生合作，以家戶故事作為背景，所進行的社區牆壁與鐵門彩繪計畫，以及牆面馬賽克拼貼，讓整個村莊內的

生活空間，與藝術作無縫的結合。 

堀頭社區，在李萬壽里長介紹下，瞭解堀頭社區如何與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合作，善用社會勞動役人力資源

的經驗，藉以共同營造與維護社區的街角空間。此外，堀頭社區區內每支電線桿都是乾淨的，沒有任何小廣告，

這現象也顯示社區居民的自我約束力。而且，為了提醒社區居民時時保持環境清潔意識，社區發展協會在各個綠

地空間或是重要路口，皆張貼「提醒標語」。這些經驗其實都是值得我們省思與學習。 

最後，到了以繪本「在屋頂上的貓」作為創作靈感的「頂溪社區」。頂溪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本身是一個廣

告繪圖師傅，有感於社區營造需要藉由議題來做創發，於是以自身專長，利用社區的牆面，將貓的型態以 3D 立面

繪圖方式進行繪製。這個創意不僅讓社區知名度大增，也吸引許多人前來參觀。參訪尾聲，頂溪社區的蘇坤福理

事長分享著：「每個里或社區要發展，除了尋找社區的特色資源，創造社區亮點，更重要的是，社區內部的頭人

彼此之間要相互合作，不要為選舉扯壞關係，這對社區而言，都是不好的」。話雖說簡單且平常，但卻知易行難。

我想，如何在不同地方頭人的現實生活脈絡中，型塑和諧互助的模式，乃是每位社區工作者，必修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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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簡訊 

在虎尾堀頭社區的參訪過程中，發生一個小插曲。由於此次參訪成員多為埔里的里長或社區理事長，因

此堀頭社區特定安排虎尾鎮林文彬鎮長出席。想不到一個單純的社區參訪，鎮長竟也撥冗出席指導，這樣的

行動，彰顯了虎尾鎮對於社區營造事務的重視程度。 

林鎮長是一位社區規劃師，很早即投入社區營造工作，就任鎮長後成立「虎尾社區總體營造中心」，主

動提供有意願從事社區營造的社區幫助，同時活化再利用虎尾合同廳舍，結合在地資源，推展地方特色，振

興地方產業。這種致力以社區營造作為城鎮發展的思維與作法，不僅讓虎尾鎮行政社造化，同時也陸續獲得

文化部文化小鎮計畫、文創地產計畫的補助，藉以充實虎尾鎮的鎮務資源！這種行政社造化的積極作為，值

得埔里鎮公所好好學習仿效。雖然社區營造的經費不多，但卻是城鎮轉型的重要原子。 

總結這次的參訪行程，埔里的里長與社區理事長們在回程分享參訪心得時指出：今天學到很多，別人的

社區為何有辦法做到，我們自己卻還在起步的階段。下個階段，可以嘗試怎麼來做，讓里或社區有機會更棒！

將會考驗著我們。 

「別人不錯，我們應該可以怎麼做？」這是一個好的問題。只是，理想與現實之間仍然存在許多的差距，

畢竟各個里或社區的條件不盡相同。但是，假如遲遲不肯嘗試，那麼轉變依然會是一個遙遠的夢。我們觀察

到，以往里辦公處的里長，即使有許多想法，卻受限於社區發展協會的干擾、無法獨立提案，且沒有輔導團

隊可以對話想法，共同構思解決之道，以致於往往變得消極被動。 

這次「埔里街區環境清潔營造輔導計畫」，乃是暨大第一次以團隊的方式，嘗試與各里辦公處或社區發

展協會產生連結關係。雖然未來尚不知可以發展出什麼樣的成果，但至少是一個開始。我們暨大人社中心的

團隊，將秉持「陪伴」與「交朋友」的態度，與這次一同參與「埔里街區環境清潔營造輔導計畫」，且有行

動意願的里辦公處或社區發展協會建構夥伴關係。企望從最基礎做起，讓我們一起為埔里的環境清潔營造共

同努力。 



06  

 

人文學院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電子報 

社區紀實 

社區的地方感－枇杷社區的例子 

 

撰文、圖∥蔡嘉信（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地方感」是什麼？強調「地方感」的社區調查會得出哪些「成果」？去年（2013 年）11 月 23 日，「走

路埔里－資源調查工作坊」兵分兩路，分別在籃城社區與枇杷社區實際操作，承上一期電子報分享籃城社區的

「成果」，本期就來分享枇杷社區的。在上一期籃城社區的分享，我是以一個地景的三層架構（聚落－生產圈－

山）來整合個別的觀察與發現；本期的枇杷社區，我要聚焦在「地方感」，試著以調查成員的觀察和紀錄來說

明什麼是「地方感」，以及枇杷社區的地方感有哪些。以下是我對幾種表達「地方感」途徑與內容做的初步整

理。  

藉由「物」，而猜想… 

例如淑惠走進一條「安靜、不起眼，但可能有著風光過去的小巷」，他寫道：「已經不種花的犁頭尖，在

小巷裡某戶人家的門口看見已壞的乾濕測量計還掛著，揣想著這戶人家的主人，依著花時時序所形構的生活節

奏。」 

庭芳看到「一個紅、橘、暗、刷淡等顏色交雜的信箱」（圖 1），當她打開它（有點阻礙），發現裡面仍

有新的信件…她想著：「（信箱）體繡的程度是否代表這裡的房屋、生活在這的居民有一段歷史？或者是這裡

常下著雨，會有梅雨？」 

還有一個鑲在傳統家屋牆壁上的「家紋」者「鏤刻」（圖 2）。庭芳在陽光下看到它，在逆光下，它「挖

空的地方非常像是一個橡皮章，也像是足以代表某個家族或這棟房子的記號。實際走入後，已沒有人生活過的

痕跡的感覺，因為多處結了蜘蛛網，但大抵上裡面的結局還不錯，東西也算整齊，讓人不免想像這裡面是否先

前還有人住過？」 

 

圖1： 紅、橘、暗、刷淡等顏色交雜的信箱（張庭芳攝） 

圖2： 象徵、家紋、鏤刻、橡皮章（張庭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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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紀實 

藉由跟人的互動，看到或感受到… 

除了「物」，在走的過程中也會遇到人，經由簡單的閒聊與互動，可看到或感受到簡單與清新的風景。例如

千慈遇到一位九十歲的老奶奶，老奶奶的雙眼或許看不清，步履些許蹣跚，但仍熱情的與千慈談論、介紹著她居

住了五十多年的老房，讓千慈感受到相當的親切與熱情。還有一位伯伯，在田埂間辛勞的紮著稻稈，為了就是將

稻稈曬乾後，放在有機的菜圃上當肥料。千慈這樣描述：「過程中，伯伯總是開心的說著：『好玩吼～好玩就好！』

突然覺得，辛勞後的微笑綻放，好美！看到了一種純粹的生活。」 

活的「畫」 

有些畫面是動人的，像幅畫，活躍在觀察者眼前。例如千慈看到「藍」與「老屋」組成的畫面：「藍天、藍

色的鐵門、信箱，在虎頭山腳下，和諧的融入大自然中，如一幅畫。」還有一幅是庭芳看到，由「倒影」、「天

空」、「樹」、「旁邊田埂的植物」組合而成的畫面：「這一片是在休耕的水田，還是魚池？詢問阿伯才知道這

裡種植筊白筍，而水源引自眉溪和惠蓀林場。在休耕期間，這一片水水的田變成萬物的鏡子，映照著的倒影時而

朦朧、時而清晰、時而有水紋…」（圖 3） 

想像 

靜態的場景或畫面也經常能夠引發想像，例如千慈走道一處磚瓦老房（員林高工老師），看到其中的紫藤花、

石板烤肉和搖椅，她描述到：「紅磚瓦屋下的老搖椅，配著橙紅的燈光，無人下的空間，卻似乎訴說著自己的故

事，靜靜的等待歸人。」一個有想像力投射的空間，意義就會產生，「地方感」也會隨之而生。 

味覺 

除了視覺，仍不要忘了聽覺、味覺、嗅覺及觸覺，充分運用「五感」，就能品嘗更豐富的田野滋味。例如淑

惠遇到了一位友善的阿姨，她對食物的體會程度令人吃驚。她跟淑惠說，檸檬乾會依曬的階段不同而有不同的滋

味。這就打開了淑惠的「味覺」，讓她對檸檬乾的滋味更有體認：「原來曬到一半的檸檬乾是最好吃的，不只融

入了暖烘烘的太陽味，還保留了檸檬的多汁鮮美～啊～真是太銷魂了～（醉）」這也是地方感的一個環節。 

社區的整體觀 

透過片段的觀察，不斷累積，可以形成一種社區整體觀，這是有意義的生產。例如瑾沂在走的過程中看到一

張張到處張貼的土地買賣訊息，在樹上、在路邊、在牆上、也在……，她於是得到一種社區意象：「買賣的社區」。

姑且不論你同意或不同意，像這樣的一種認識社區的路徑，就有助於我們看到社區的本質。 

本月（4 月）18、19 兩天，在珠子山社區的「水、環境、生活、文化──環境關鍵字調查工作坊」，我們將

繼續探索埔里在地社區的「地方感」。希望透過一次一次的實作，找到做調查的另類可能。 

圖3 ：倒影、天空、樹、旁邊田埂的植物（張庭芳攝）  

＊延伸資料： 

「水、環境、生活、文化─環

境關鍵字調查工作坊」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index.php/events/activity/139-2014-04-10-09-03-44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index.php/events/activity/139-2014-04-10-09-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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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電子報 

埔里研究會專欄 

共同工作空間 

 
撰文、圖∥龔靖怡（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近年埔里公共議題的討論及大型活動的籌辦，吸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討論，並嘗試將行動付諸實

踐。從農業、環境、健康到交通友善等議題，透過一次次主題式的對談，埔里漸漸營造出共同築夢的氛

圍。但在議題暫告一段落之際，是否還有一個多元性的開放空間提供大家做更進一步的討論，或作為下一

次行動的中繼站？ 

這是本期埔里研究會議題探討前，我們對於「共同工作空間」的疑問。 

什麼是共同工作空間？ 

共同工作空間的是為因應近期自由工作者的增加，而對工作空間需求的日漸增長。因此，部分城市開

始出現以工作或創業為主題的共享空間。亞洲地區以日本最為盛行。這些空間透過租借，提供個人或團隊

具有互動性的獨立空間，有時會藉由講座、工作坊、小旅行等活動，在創造議題的同時也凝聚彼此情感。 

現況、想像與需求 

正式開始前，我們嘗試盤點了埔里現有的共同空間，當中包括籃城好生活、水田衣民宿、戲綠川民

宿、阿朴咖啡社福中心等，多為聚會及演講型態場域。 

隨著議題的討論與開展，我們瞭解埔里年輕人對於創業有著各式各樣的想像與期望，有的人希望藉由

主題式的討論能聚焦成一次次的行動，有的人希望提供空間作為技能的學習與傳承，有的人希望從這樣的

空間裡習得專業知識，也有的人希望將閒置空間再利用，強化埔里的地域及特殊性。埔里的確有工作空間

的需求，但當提及經營、管理及場域時，現有空間雖並無法滿足年輕人的想像，討論卻又無法有效聚焦於

特地議題及空間。 

埔里對於「共同工作空間」的期望有別於目前既有的城市型共同工作空間，如何透過共聚、探討、行

動與延續發展出一套屬於在地的空間，將是埔里接下來要面臨的課題之一。 

※延伸閱讀：埔里研究會－共同工作空間活動記錄（Read）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index.php/puli-research/97-puli-forum/co-working-space/130-co-working-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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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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慣行 續 

 
撰文、圖∥王子華（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特約研究員） 

又 
是一個靜到不行的午夜。該睡的都睡了，除了娃娃（長青村的一隻老狗）仍圈臥在她始終佔據的

那張老舊回收的藤椅上，有時還不經意的抖動她那略嫌雍容的身軀。其實她睡了，唯一沒有睡的

是書和我。不知何時養成的習慣，只要是能與其（書）神交聊天的「書」，總能與其徹夜「長談」

痛快淋漓。「長談」是一種「對話」，只是沒有聲音，全憑文字。這才覺得書頁為什麼總留些空白，例如上下左

右的空白處，看到有些感觸，不免拿著筆寫些「對話」。抒解書中彼此不同的看法或是有感心得。 

知識不等同瞭解，一段文字在靜夜中，脫口而出。夜太靜了娃娃似乎被驚醒，張張眼睛，無意識的看了看我。

吵什麼！（我是這麼認為-笑），換個姿勢，繼續他的春秋之夢。當下，不經意伸手摸索桌邊的辭典。心中想著

知識是什麼，瞭解又是什麼。原先的字意都是耳熟能詳的字眼，這位不知現在是睡是醒的神交作者，何出此言。

不厭其煩的查閱每一單字的註解，恍然有悟。「知」當名詞解，為所知道的事物，例如知識。當動詞解，有明白、

瞭解的意思，例如賞識。而「識」當名詞解，有見解之意；當動詞解有辨認的意思。而「瞭」呢，原來是形容詞，

眼睛明亮謂之瞭。「解」字的單字解釋，當名詞為意識，例如見解。當動詞是剖分。 

看完辭典，把思緒略做停頓，並闔上辭典順手放回原處，心想我們都在一知的半解之中。就像三幅達摩畫作，

也是在一知的半解之中一樣。知識是學問，但有學問並不就全然的瞭解知識。 

回憶起幾年前在長青村的一段往事，一個參訪團體在看完電視播完長青村的介紹短片後，進入長青村的解

說。當然一定會彼此互動的討論，就在互動討論的當時，有人提出了一個非常專業問題。長青村即是以長者生活

為主的空間，為什麼沒有「無障礙空間」。頓時，全場眼巴巴的望著台上的解說者，待著釋疑。解說者不疾不徐

的反問，無障礙空間真的是一個健康老人需要的嗎？台下的參訪團體點頭如擣蒜，幾乎百分百同意是需要的。而

解說者仍繼續的以同樣的問題一次又一次的提問，台下反應仍是全數點頭。解說者在問第三次，台下反應如昔。

這解說者也鐵齒，同樣問題續問第四次。台下還是反應一致。再問第五次，感覺出台下一小部分參訪者，開始有

不同的反應。可能是感覺這位解說者煩不煩，同樣的問題已經問五次了。解說者並未理會台下的不耐煩。繼續第

六次的提問，直到第十次的提問同樣的問題，也不知是台下的參訪者已經全然的不耐煩，而完全沒有反應，還是

已經覺得這樣的提問無聊透頂，不給與任何的反應。總之，完全沒有反應，解說者看了看大家，接著說：如果無

障礙空間對一個健康行動自如的長者來說，是幫助他們加速退化，你們同意嗎？空間瞬間鴉雀無聲。只能感覺所

有的參訪者若有所思，不可置否。一陣寂靜之後，參訪者有人打破了寂靜，首先發難，提出我怎麼沒有想過這樣

的問題，而一直認為無障礙空間本來就是所有老者所需要的。頓時更多的參訪者加入討論，但都仍環繞著適不適

合的問題上。 

問題不在於適不適合，而在於一知的半解，以及知識不等同於瞭解。因為知識習慣的思緒使然，我們就稱之

為習慣的思維，簡稱「慣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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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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悅讀 

 
撰文、圖∥洪子鑫（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社區力量：西雅圖的社區營造實踐 

作者 JIM DIERS  

譯者 黃光廷、黃舒楣 

年份 2009 年 04 月 

發行 紅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簡介 

       描述一個來自美國西雅圖的社區營造經驗與模式，茲以了解國際社區發展趨勢的無限可能與產生力

量，它是一個好的開始也是一個未來社區發展的典範。 

作者 

        Jim Diers 擁有著無限的熱情與能量，所以創造了社區的無限發展空間，這是相對地，因為回歸於社

區營造的造人運動，毋庸置疑則是困難重重與充滿了挑戰，而社區培力的延伸與持續將是發展成功與否

的重要因素。Diers 做到了也享受這如實的成果。 

社區營造經驗類型 

 

 

社區發展局 
開展與政府夥伴關係，挹入資源，反應社區的價值與理念，革新政府以往

投入大型計劃重點工作 

社區總動員 
發展草根性運動，包括發展組織、宣揚訴求、籌措經費，透過參與以及運

用策略來動員 

社區服務中心 
整合政府與社區的核心資源來自於召集人或雙邊代理人的角色與社區輔佐

的經驗 

社區媒合基金 
實體環境與社會關係的概念，政府提供經費，而社區配合提供相當於經費

額度的志工勞力、物質捐獻或服務，以間接支持居民所發起的多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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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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社區營造實踐的故事 

 

 

 

 

 

 

 

 

 

「處處都是西雅圖」 

        政府與其它非營利組織等部門，與社區的「夥伴關係」，其實是具有某種程度豐富的開展空間，關鍵

的因素在於「人的培力」與覺醒，串起綿延的熱情與持續的社區運動，都能使一個原本單調與低落的社區

再現其本質的風華與活力。反之若沒有「人的培力」，雖然某一群人住在同一個社區，卻擁有不同的社區

意識，則無法互相扶持與認同；因此社區廣義的定義應當是超越了地理環境的限制，更加地強調社區所擁

有的共同的文化、語言、網絡等。最後未來永續的培力社區發展指的是「滿足當下的需求，但是不耗盡未

來的資源」。 

▲博客來網路書局(Here) 

▲誠品網路書局(Here) 

▲TAAZE讀冊生活(Here) 

哪裡買 

延伸閱讀 ▲PEOPE公民新聞：【分享】社區力量：從西雅圖看台灣(Here)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90052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8611858697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0630344
http://www.peopo.org/news/4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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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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科技到人文 

 
撰文、圖∥徐顥（暨南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七 
年前，剛進暨南大學念的是土木工程學系，但由於高中為第三類組，

因此四年後進了土木工程研究所環境工程組，也就一直到了現在的博士班。升上博士

班後，在蔡勇斌老師與陳谷汎老師的引領，有幸參與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的

計畫案，並在兩位老師的指導下於 102 學年起於通識教育中心開設「環境教育與解

說」課程。身為環工人，所做當然與環境工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讓我們『環

境管理組』更能在與社區永續發展找出另一個實踐的夢想。 

參與計畫將近一年，我們從一開始在桃米生態村的初步踏勘，也針對當中河川的大家

長 ---『桃米坑溪』、山泉水與家污處理池部分進行了採樣點的規劃與盤點，並進行採樣分析。而在採樣

的過程中，深入山林，跋山涉水，在過程中常常遇到一些預料之外的不可抗力之外在阻礙，這也相對的

考驗著我們的能力與智慧。就在這樣看似『理工化』的過程中，我們漸漸的深入桃米社區、認識桃米，

從與社區的居民及幹部每次訪談互動中更了解桃米的過去與現況，甚至我們希望透過量化資料可以建構

出生態永續發展的水環境模擬模式，帶入更多社區民眾與『人文化』參與其中，讓每位居民了解觀光與

環境共享的重要性，進一步讓這些科學數字堆疊出的數據更精準的實踐在社區當中，這些都是我們需要

努力及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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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電子報 

本期特欄 

打開記憶的窗 埔里老屋再造與觀光 

 
撰文、圖∥陳巨凱（水田衣藝術家民宿＆藍屋頂民宿負責人） 

去年為了實踐埔里的慢旅行，我們透過順騎自然單車店的開設，逐步實踐這個理念，在開店的初期，我們

意外的在整理過程中於店家的二樓發現了許多寶貝古物，有早期飯店發的火柴盒，也有留聲機，甚至找到一整

組古董沙發，單車出租店開始營業，透過埔里慢慢小旅行，我們開始穿梭於巷弄之間，一直以來身為一個埔里

人，並沒有機會可以這樣慢慢的體驗埔里，通常我們都是機車、汽車快速的移動與穿梭，但中山老街、能高老

街、南興打鐵老街就在我們單車小旅行的過程中漸漸的被遊客探尋，但九二一大地震過後震垮太多的老舊建

築，且現在新市鎮的開發，埔里的地價水漲船高，即便有老屋佇立在那，但想活化與利用，可能都要付出相當

的代價。 

但埔里的觀光發展，如果都是以快速經過、不讓遊客導入至巷弄之內，許多很棒的小吃、市集、人文、藝

術都將被輕輕放過，試想如果有一個光點，讓遊客願意走進去，是不是同時也可以發展周邊的店家呢？ 

埔里有太多的東西都是新的，新的量販店、新的連鎖店、新的餐廳、豪華的旅館，但埔里的老街也在同一

時間漸漸凋零沒落，或許有很多投資客覺得的埔里是土地行情大好、也有許多外地人來此投資房地產，但身為

一個埔里人而言，有些情感是無法割斷的，我們都在從現在看未來、從未來看未來，但我們能不能也從過去與

歷史看未來呢？當我有一天站在華國戲院的門口，這座民國四十年代開設的戲院，舞台早已頹圮，但看臺區，

逃生空襲路線圖、一些痕跡還可以看到當年繁華的一面，期待有一天，當新的埔里不斷的往前進的同時，可否

看看自己家裡的二樓有沒有一些值得想念的古物，我們從細微的事物開始保留下來，然後再看看自己的房子，

有沒有可能為埔里留下一些記憶，我想這些事情是很棒的事情，值得埔里人一起省思。 

童木生診所 童木生診所內部 劉家古厝 

華國戲院 華國戲院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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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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創殤中的影像與事實 

 

撰文、圖∥葉筑菀（視覺空間策展人 ） 

在述說第一展廳的影像與創殤之前，我們先談談影像這一件事情。藝術通常被人們認為是一種獨一無二

的崇高性，但當工業化、機器時代複製藝術品出現，藝術的崇高性質時常被藝術評論、哲學家們拿來討論。一

個影像，透過繪畫（手做）呈現與攝影（機械）呈現有何差異？兩者都有其創造性、都是一種觀看（創作者）

與被觀看（對象）的關係。當這樣觀看與被觀看的關係，在繪畫、雕刻，藝術家有一定的主權選擇其畫面結構

的詮釋；反觀攝影家在拍攝其對象時，被觀看者參與了創作當下的互動性，保留其真實性。在攝影盛期之後拍

照者時常提到一句名言：「絕不正對著相機鏡頭看。」（Benjamin, 1999, p. 22）這不就說明，拍照者所參與

的當下讓攝影與繪畫、雕塑最大不同，正是一個「此時、此刻」的被紀錄，保存。班雅明（1999）提到：「早

期的相片，一切都是為了流傳久遠：不光指那些無可比擬的集體合照－他們的消逝自然可視為一大徵兆。」（p. 

24） 

藝術品之所以珍貴，是在於其背後的傳統與文化關係（圖一）、在祭典過程中被崇拜儀式的價值（圖

二）。班雅明（1999）會稱之為「靈光」（arua）1，但當這「靈光」一但消逝，藝術品將在被其顛覆其價

值。（pp. 66-68）當機器時代複製藝術品即將讓「靈光」消逝，是消逝、也是讓藝術品身份轉換，貼近大

眾。布萊西特曾經提過：「一旦藝術品變成了商品，就不能再以藝術品的觀念來看待了。」（p. 108）在這

展區，牆面上的影像，肩負著展覽中的物件－藝術品、同時也是民族誌物件（ethnographic object）2的再

現（圖三）。 

1Benjamin（1999）： 

將「靈光」定義為將「靈光」定義為「遙遠的獨一呈現，雖近在眼前」，只是將藝術作品的儀式價值以時空範疇的用語來表達。

遠與近相反，本質上「遙遠」的事物變不可「接近」。事實上，圖像用以服務際儀的主要素質是其不可親近性。圖像因起本質的

緣故，必定總是「遙遠的，雖近在眼前」。我們可以接近其物質現實，可是無法迄及它一出現幾保有的遙遠（高高在上）特性。

(Benjamin, 1999, p. 105) 
2民族誌物件（ethnographic object）是民族誌學家或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所蒐集的「文化物證」。「民族誌物件」之所以有意義，

就在於物件背後是人類特定文化、歷史歷程之下的產物。(李子寧, 2011, p. 99) 

圖一：布農族，紡織物（攝影：簡史朗）  

紡織物，在經緯度交疊的過程，傳遞著傳統

與文化。  

圖三 ：邵族，石印社（攝影：鳥居龍藏） 

經由影像，將日治時期的邵族生活狀態，記

錄下來。 

圖二：邵族，白鰻麻糬（攝影：鄧相揚） 

每年農曆七月初舉行狩獵祭及漁獵祭，各戶

人家獻白鰻麻糬給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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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解中新生 

因此當我們在閱讀這些影像，除了瞭解其背後的脈絡，我們亦可透過觀看（觀者）與被觀看（影像）之

間，瞭解其攝影家的拍攝訴求。攝影簡單來說，它是一個線性的訴求，它在被拍攝的當下，回到一個此時、

此地，是一個直線性的故事。柏格（1978）表示：「相片只是重複文字所表達的東西。」（Berger, 2002, p. 

65）影像越出色，越能帶領觀者進入其被創造與紀錄的時空脈絡中。因為這些影像以群體的方式再述說、再

現當下的時刻。（圖四）時刻串連記憶，攝影的影像作品勾起觀者的記憶，正如同柏格（1978）： 

記憶以放射狀來運作，也就是說大量相關的資訊全部導向同一個事情的中心。若我們想要將相片置入生

活經驗、社會經驗、社會記憶的脈絡裏，我們就必須遵循記憶的法則。 （Berger, 2002, p. 65） 

因此整體展場中，我們透過影像，去述說在水沙連土地上的故事，提供一個概論、印象。讓觀者透過視

覺的影像，認識居住在水沙連區域中的族群、人們。在展場中，我們透過等高線的符號，讓觀者看到，居住

在水沙連土地的人們，居住的高度。 

其次，歷史影像長廊中，我們將未有視覺影像的史料記錄，經由展場中裝置，並製作一個時間軸。（圖

五）將無影像的事件透過線性的引導，讓觀者觀看過往的紀錄事件。另外一端，透過幾組歷史相片的故事，

看到過往發生的歷史事件。（圖六）歷史相片是傷痛的，但是這樣的傷痛不是要挑起族群衝突，而是一個事

件的陳述。我們期待觀者以中性的態度瞭解過往發生的事件，才可以往前走。歷史是現在生活中的借鏡，我

們必須瞭解，才可以讓自我成長。 

柏格（1972）：「面對被拍攝下來的悲痛時刻，如同可以隱藏著一種範圍更廣，更緊急的事實。」 

（Berger, 2002, p. 44） 

圖四 ：平埔族群 

在和解中新生第一展廳，平埔族群的群

照。藉由影像組合，建立觀者的記憶與

族群印象。 

圖五：水沙連時間軸 

在和解中新生第一展廳，歷史影像長廊

中水沙連時間軸。透過時間軸的裝置，

讓民眾看到歷史的時間「距離」。  

圖六：霧社事件 

在和解中新生第一展廳，歷史影像長廊

中霧社事件的群照。期許觀者能以中性

的態度瞭解過往發生的事件，才可以往

前走。  

＊延伸資料：請點我！ 

＊逼一下： 

 

 

 

 

＊參考書目： 

Benjamin, W. （1999）。迎向靈光消逝的

年代 （許綺玲，譯）。臺北市：臺灣

攝影工作室。 

Berger, J. （2002）。影像的閱讀 （劉惠

媛，譯）。臺北市：遠流。 

李子寧。（2011）。理解「民族誌物件」。

黃貞燕（編），民俗/民族文化的蒐藏

與博物館。新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 

https://www.facebook.com/taritsi.ncnu


16  

 

人文學院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電子報 

團隊人物 

活絡綠色經濟組：吃喝玩樂 

 
撰文、圖∥張家維、陳姿穎、蕭立妤、郭姿吟、劉冠妤（活絡綠色經濟組兼任助理群） 

邱
韻
芳
老
師 

林
士
彥
老
師 

曾
喜
鵬
老
師 

真實身份：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外表：跟學生在一起的時候像學生、跟原住民在一起的時候會變身

為原住民！  

內在：內建各部落GPS自動導航系統。  

特殊專長：靈動的美讓相機難以捕捉，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以拍出閉

眼模糊照  

名言：我乾脆去開專走部落的旅行社好了！ 

真實身份：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餐旅管理學系主任 

外表：彬彬君子、文質書生 

內在：從未停止對追求知識與青春的熱血渴望 

特殊專長：植物檢索資料庫、熱血籃球小前鋒 

名言：你知道那是什麼花(草、樹)嗎? 

學名是XXX，俗名叫XXX，學校OOO那邊有一些。 

真實身份：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助理教授 

外表：深沉的帥、智慧之眼 

內在：邏輯就是一切 

特殊專長：遊覽車上的那些年 

名言： Get stronger to help more people, go further to dis-

cover more of 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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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絡連結 

茫茫網海 

 
資料整理∥陳怡君（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助理） 

Environmental Friendly, Natural, Sustainable, Organic, Healthy! 環保、

有機、自然、健康、自給自足! 推廣魚菜共生系統，讓人人都能在家種菜、

自給自足，減少食物里程，節能減碳、為地球降溫!  

Let’s Go 

將 gov 以「零」替代成為 g0v，從零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也是代表數位

原生世代從 0 與 1 世界的視野。g0v.tw 以開放原始碼的精神為基底，關心

言論自由、資訊開放，寫程式提供公民容易使用的資訊服務。資訊的透明化

能幫助公民更確實了解政府運作、更快速了解議題，不被媒體壟斷，也才可

有效監督政府，化為參與行動最終深化民主體質。 

Let’s Go 

我們深知，人類社會不可能存在完美的烏托邦；但我們亦深信，人類

若能敞開心胸，參與、分享及行動，我們將更接近人間天堂。公共媒

體本以追求成熟公民社會為職志，建構 PeoPo 平台，或許可以作為人

類烏托邦之夢不死的新註腳。行動公民們，還猶豫什麼，上！  

Let’s Go 

AVATA 魚菜共生實驗農場  

零時政府 

PeoPe 公民新聞 

http://www.aquaponics.com.tw/
http://g0v.tw/
http://www.peop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