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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城作為一個場域 

文、圖∥蔡嘉信(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1 
03 學年起，人社計畫將以「社區」作為實踐的基地，籃城是其中一個社區。作為一個協力的大學

或研究計畫，我們可以在籃城做什麼？有哪些議題值得發展？近兩個禮拜，我有大半的時間待在

籃城社區，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的例行性工作，與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居民做事、交談，可就目前

一些觀察提出來討論。 

社區的期望 

首先，我們從社區最關鍵的行動者，目前擔任籃城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的陳瑞芳老師最關切的議題看起 1。 老

人關懷與社會福利是陳老師的主要興趣，也是籃城社區的強項，現有的社區關懷據點、老人集中用餐等都是社福部

門所列的優等生名單內。無論哪一年，申請什樣的計畫，這都會是陳老師持續做下去的主題。此外，民俗技藝的傳

承、甘蔗產業振興與代間教育也都是陳老師關心的主題。 

民俗技藝指的是集英館武術、獅陣、鼓藝。這些技藝的價值不光是在「技藝」本身，更在「社會組織」──它

是先民在開墾時期對地理環境、水利各方面條件下的生存適應──「組織」不在了，技藝也會跟著消失。目前社區

發展協會已經進行拳路的紀錄，並會出版，問題在於若沒有新一代人傳承這項技藝，這技藝終究是會消失。陳老師

希望做的當然不只是拳路的紀錄與出版而已，他還希望在地的小朋友願意來學，願意把老師傅們的技藝傳承下去。 

甘蔗產業的振興不只是要振興「產業」本身，甘蔗的文化地景、生態環境（候鳥棲地）也都一併要保存。目

前社區推動的計畫著力於甘蔗產品的加工與行銷，我們可以來思考的是「生產端」──亦即蔗農、種植技術、生產

環境──如何鞏固？先從人類學、社會學式的參與式觀察做起應是人社計畫可以部份投入的項目。再來，代間教育

也是陳老師想要做的主題，怎麼樣以學習活動連結老人與小孩，兩個世代間的學習活動如何結合？這個仍需要設

計。 

既有暨大與社區的連接平台 

再進到另一個層次，看幾位由暨大連結進來的「新住民」。從去年四月開始，三位暨大職員生開始有意識地

住進籃城（以「籃城好生活」為名），希望拉近學校跟社區的關係，他們以身示範，要證明暨大學生跟埔里的關係

不只在於居住與日常消費，還有情感與生活各個面向的依存關係。到目前為止進駐了三戶。他們的入住與生活為當

地增添一股新的文化氛圍，他們的在地生活與在地創業也是人社計畫可關注的。目前「籃城好生活」團隊正在執行

一項社區街角空間活化計畫，要把一處原私人住宅的空間打開來，成為一處新社區公共空間。在這裡，居民可以自

由入座、泡茶、閒聊、談論社區話題或討論公共議題。他們想要營造的不只是一個新的公共空間，還想嘗試營造一

種新的「公共性」。 

1 由陳老師這樣一個代表性人物的想法作為議題探詢的起頭，是個人或團隊剛進入社區免不了的作法。只是社區

是多樣的，陳老師也提醒籃城社區不是只有他，還是需要把焦點由他擴展到其他幹部跟居民，這是作者與人社

計畫團隊需要再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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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導向（Asset-based）的思考 

再來，我想從資產導向的角度，整理三個可能的社會創新面向。這是以社區現有的「資產」（assets）為起

點，參酌在社區現場蒐集到的各種意見及一些發想而成。這些都是籃城社區的「資產」：甘蔗、筊白筍、花卉、

民俗技藝（打拳、舞獅、打鼓）、新移民、老人、小孩、暨大職員生（含畢業生）、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廚房、

社區農園、土地（公地、農地）…等。資產導向的思考就是要珍視這每一個資產，去理解它，再進一步活用它、

創造它的可能性。這有別於需求導向或問題導向的切入方式，問問社區的需求或問題，再設法予以回應。這種方

式美其名是要滿足社區需求，實是太過被動，在行動與思考層次很難跳脫現狀，難以在行動或論述上有什麼創新

。 

我所要指出的三個面向是：民俗技藝傳承、社區經濟、社會企業。 

民俗技藝傳承正是陳老師所關心的議題，如何把這項兼容歷史、技藝與傳統社會組織的「民俗技藝」傳下去

，而不要斷在這一代是行動發想的開端。這也是南投縣文化局社區營造計畫的輔導老師關心的議題。輔導老師陳

惠民的提議是設計一套課程，結合課輔、打拳並供餐，鼓勵小朋友來參加。這可以是一門暨大的實習課或社參課

進來操作，或列為人社計畫、旗艦計畫其中一項施作計畫。可以支撐這個計畫的社區資產包括：民俗技藝（打拳

、舞獅）、老師傅、小孩、社區餐廳等。 

再來，我想提出的是「社區經濟」的想像。勞動是經濟的基礎，創造多樣的在地勞動機會，應是讓社區經濟

成為可能的第一步。籃城的社區資產包括：甘蔗、筊白筍、花卉、民俗技藝、新移民、老人、小孩、社區廚房、

土地（農地）等。勞動的可能形式包括：武術教學、廚房事務、農事勞動、環境維護、課業輔導、社區事務等等

，這些可以滿足社區內需，以勞動力交換的方式換取基本的生活所需，減少對外在消費世界的依賴，降低經濟資

本的支出，也可以對外交換，換取經濟資本，讓這個社區經濟體可以運作得下去。可以思考的起點是如何創造多

樣的勞動機會？ 

最後的一個想像是：籃城社區發展協會有沒有可能朝「社會企業」轉型？目前社區發展協會是一個志願性團

體，以申請計畫的方式推動社會公益、文化事務等事業（business），朝一種社會企業型的事業體發展，會不會

因而有年輕有志的新人力投入進來？或讓目前無酬性質的工作人力發揮更大的效能？這一想像的社區基礎是社區

發展協會本身，可運用的資源可以是在地老人、小孩、新移民、暨大人力（職員、學生、畢業生、老師）、社區

農園、土地（農地）等。這還只是我單方面的發想，仍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點與社區幹部或您討論。 

以上所提，若無法切中您的興趣，當然是無法吸引您的您參與或投入。若是的話，請先包涵，也希望有機會

能就您的興趣做討論。 

▲甘蔗加工品製作課程 ▲南投縣文化局社區營造計畫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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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溪田野紀要—眉溪部落之現況分析 

文、圖∥陳文學(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眉溪部落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省道台14線兩端，包含南山溪、天主堂、上眉溪三個聚落。根據仁愛鄉

戶政事務所103年7月統計，南豐村戶數453戶，總人口為1,523人，其中原住民共計904人，登記為賽德克族則

有725人。原住民年齡方面，0至14歲佔原住民總數的18.47％、15至54歲佔63.06%、5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佔18

.47％（以55歲可請領國民年金為原住民老人為基準，若改以65歲為基準，則老年人口為7%）。 

 

 

 

 

 

 

 

 

 

▲南豐村各族群別佔全村之人口比例（資料日期 2014.07） 

 

 

 

 

 

 

 

 

 

 

 

 

 

▲南豐村原住民族人口年齡分佈（資料日期 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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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組織方面，部落內的組織相當多元，包含台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步達善文化藝術團）、

南豐社區發展協會、眉溪天主堂、眉溪基督教長老教會、南豐社區老人會、眉溪儲蓄互助社、璞拉蕾生態班、田

媽媽料理班、依娜產銷班、頑皮獵人工作室等等。只不過，雖然組織甚多，但各組織之間的資訊與資源似乎未充

分分享與合作，而不易發揮綜效效果。因此，近期預計成立「東岸部落產業促進發展協會」，期盼該協會能作為

眉溪生態、旅遊、餐飲與藝文的資訊與推動整合平台。 

第三，在人才培育上，相較於南投縣其他部落，眉溪部落人才輩出，除了蝴蝶解

說員、編織老師、口簧琴與皮雕老師、傳統舞蹈老師、文史工作者外，更有公務

人員、醫師、學校教師、縣級或中央層級的政務官或民意代表。至於，為何眉溪

可以培養出這麼多人才呢？依據廖信達（2012 ： 103-105）的研究，原因大致有

二：第一，眉溪部落位於南豐村，而南豐村是一個原漢混居的區域，儘管原漢能

和平相處，但也存在相互比較與競爭的文化氛圍，以致於原住民不希望輸給平地

人，而具備較高的創新接受能力與學習意願。第二，部落內設有儲蓄互助社，讓

部落居民可以簡易且快速地申請小額貸款，進行創業或提供子女持續受教育，使

得部落能不斷培養出優秀人才。除了上述兩項原因外，筆者在某次與部落長者聊天時，部落長者表示：「我們這裡

會出立法委員以及優秀的人物，其實都是教會（天主教）培養的，從小神父就會帶他們去春陽補習，然而一直透過

教會體系升學受教育。」顯然，在眉溪部落，教會也扮演重要的人才培育工作。 

 
 ▲眉溪部落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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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地研究方面，以眉溪部落或南豐村為例的專書或碩士論文雖有，但數量非常有限，研究領域多屬人

類學、宗教學以及公共行政。其實眉溪不僅有豐富的賽德克文化以及蝴蝶生態，在許多議題上也值得相關研究者

投入並共同行動實踐，比方說生態旅遊、特色餐飲、有機農業、老人關懷、青年培育、土石流防治、飲用水水質

檢測、組織資訊整合，以及各類基礎資料盤點與居民認知態度調查。 

整體上，本文認為在符合部落傳統習俗規約下，「活化部落人力資本」以及「促進組織間的資訊分享」是當

前眉溪部落最重要的課題。就前者而言，似可由老人與青年著手，規劃具有共識性的操作機制，讓老人家貢獻其

部落智慧，並且讓青年累積部落知識與就業技能。就後者來說，則可藉由部落刊物編撰、部落會議或成立整合性

的組織平台，增進各組織間的資訊溝通。而在關注這兩項課題的同時，年底適逢九合一選舉，吾人皆知選舉制度

時常造成部落內的緊張關係，並阻礙部落共識的凝聚與形成。當前已隱約感受到眉溪部落的氣氛正在轉變，期盼

這次的選舉不會嚴重撕裂部落的人際網絡，我們也會持續參與及觀察下去！ 

●參考文獻： 

廖信達，2012，《公共建設的支出與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之關係研究：以仁愛鄉萬

豐村、南豐村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延伸視聽 

＊眉溪部落年祭 傳揚賽德克文化(看影片) 

＊賽德克文化推展 眉溪部落延續傳統(看影片) 

＊從都市來到部落——第一次部落經驗(閱讀全文) 

＊【眉溪部落】臉書專頁(前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xRDzbCIHm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dfknbYaII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8927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7%9C%89%E6%BA%AA%E9%83%A8%E8%90%BD/598812236814409?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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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米『跟著蝴蝶去遠足』：創新旅遊產品的展翅歷程 

文、圖∥劉家瑋(暨南大學國企系博士生) 

               郭姿吟(暨南大學觀光系碩士生)  

桃米休閒農業區位於南投縣埔里鎮，與暨南國際大學相鄰而居。十年前，921地震後浴火重生，區內居民長

達十年共同努力復育，終於成功轉型為生態村。位處生態多樣性的地區，擁有複雜而多樣性的生態景觀資源，

好山好水的優質條件，農業產銷也是部分居民收入來源之一。在此十年間，桃米休閒農業區以生態旅遊為標榜

，培育當地居民導覽解說能力，提供生態認識與農業體驗之活動，更因「紙教堂」的盛名，逐漸提昇大眾對於

桃米的認知與認識。 

一. 桃米發展面臨的四大問題 

十年後，本研究團隊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的支持下，深入桃米休閒農業區，審視十年的成長歷程、

轉折、變革等，更進一步發現了桃米發展中面臨問題： 

(一)雖然桃米劃定為休閒農業區，但農業體驗機會少、意象弱：區內現在農業體驗僅以筊白筍體驗為主，但

提供業者僅一家提供筊白筍採收體驗，埔里地區有其他業者筊白筍活動或商品之發展更完整，例如吟詩綠曲茭

白筍體驗園區，遊客對於筊白筍的直接聯想，多以埔里為主。 

(二)以紙教堂為核心，生態與農業不易被遊客知覺：目前遊客多集中於遊覽「紙教堂」景點，或是直接進入

個別民宿，皆屬於單一定點旅遊。相對的，遊客不知道區內還有其他景點(例如茅埔坑溼地、親水公園、樹蛙亭

等)。 

(三)現有生態旅遊模式與國際思潮仍有差距：生態旅遊係為一種具有環境責任感的旅遊方式，保育自然環境

與延續當地住民福祉為發展生態旅遊的最終目標，但在2014年螢火蟲季之管理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例如違規

停車、棲息地使用大燈、大聲喧嘩等。 

(四)停車、安全、汙染、意象等問題：來訪遊客以自行開車、搭乘遊覽車為主， 

逢假日則致區內車多、擁擠、不易通行外等，影響居民們通行的便利性。 

二. 打造綠色經濟新品牌 

面對上述發展問題，本團隊整合資策會委託桃米休閒農業區農業暨生態旅遊服務設計一案，此案至今年六

月底期間內經過五次腦力激盪，兩次內部腦力激盪為本專案團隊成員的討論，三次外部腦力激盪則邀集或拜訪

休閒農業區內或專案相關人物，提供本專案旅遊服務設計發想之來源。致使提出以食材旅行的概念，以跟著蝴

蝶去旅行為主軸，打造「桃米‧我的生態遊樂園」(Taomi Agroecology Para-

dise)之品牌，以遊樂園的歡樂、夢想、探索，作為未來桃米在旅遊市場上行銷及溝通的語言。其品牌意涵為： 

(一)打造一個由「點」至「面」的旅遊場域，打破過去遊客只有去紙教堂、餐廳、住宿等地。 

(二)以生態及農業為吸引力之核心，打造一個充滿歡樂、探索、夢想之旅遊地。考量旅遊市場競爭，發展休

閒農業的地方很多，遊客對於生態或農業已經存在既定想像，若無新意，更加難以跟類似旅遊地去競爭。因此

，採用生態遊樂園之概念，一個新的品牌意象，以鮮明形象來活化運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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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內蝴蝶可見度提升：過去桃米在生態環境復育上已經有很大的成果，新故鄉文化基金會的埔里蝴蝶王

國之計畫，復育及種植蝴蝶棲息地逐漸有成，讓蝴蝶可見度提升。因此，在此定位底下結合桃米的蝴蝶餐，將大

眾對蝴蝶的認同提高，更容易打造生態遊樂園的概念。 

(四)生態環境跟農業持續關注：既然是生態遊客為主，希望更多遊客的來訪，必須以生態復育為核心，在生

態環境跟農業持續關注，並且要能吸引更多遊客對環境的關注，以助區內良性循環發展。 

(五)逐漸朝向低碳運具的旅遊模式：由於電動腳踏車可能的導入，空間移動上變得延展性變高，到達的地方

更加方便，能夠安排行程更多。 

因此，當桃米休閒農業區對於生態維護的越好，吸引更多遊客對環境的關注，致使遊客增加，區內產業及業

者的收入增加。如同前述生態旅遊地按力之說明，當社區收入及盈餘提升，用做生態維護基金的比例將會增加，

將有助於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創造生態旅遊的良好發展循環。 

三. 結合在地產業鏈的創新產品 

在「桃米‧我的生態遊樂園」品牌概念的基礎下，本團隊以農業與生態為主軸，設計出『跟著蝴蝶去遠足』的

創新旅遊產品。此產品透過食材旅行，選擇蝴蝶為主角，介紹蝴蝶吃的植物為何？其中哪些植物應用到人類的膳食

料理中？以餐桌到產地的形式，主要有三個活動內涵： 

(一)動手料理食材：透過在地餐廳業者備材，遊客來包裝或料理蝴蝶食材，在過程中使遊客體會食材的味道、

觸感、烹調方式等。本團隊發展及設計出『桃米便當-遠足系列』，以蝴蝶食材為主，結合在地的青蛙粿、百香果、

筊白筍等農業資源，讓遊客自行包裝便當，回味小時候父母親自手做便當的愛心及滋味。 

(二)體驗戶外野餐：選擇適宜的戶外野餐地點，遊客在用餐的過程中，一邊品嚐蝴蝶食材料理，一邊感受蝴蝶

在身邊翩翩飛舞。本團隊挑選區內特色民宿，使遊客感受包裝完便當，經過短暫拔山涉水，到一個廣闊戶外草坪，

席地野餐的特別感受。  

(三)尋找認識產地：用餐後，由導覽解說員的帶領，踏入產地裡面尋找蝴蝶食材，親眼目睹食材尚未生產加工

的原貌，了解食材的培植環境與種植方式，幫助遊客認識蝴蝶以其食草。 

另外，創新旅遊行程不只緊扣休閒農業區中既有的農業及生態資

源，也結合在地產業資源。除了特色民宿之外，本團隊使用中華汽車研

發，以及博覽科技與綠動奇蹟等兩家公司共同營運的電動腳踏車，以此

為遊客移動的載具，達到低碳旅遊、綠色經濟、節能環保、足跡擴展等

目的。  

綜合上述，『跟著蝴蝶去遠足』的創新旅遊產品，結合六大在地產

業鏈，如右圖，為在地農業、生態、產業、景點等，帶來新的意義與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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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操作及實踐：國外參訪團踩線 

『跟著蝴蝶去遠足』的創新旅遊行程於八月十四日及八月十八日，實際運作接待兩團國外參訪團，來自於浙江

杭州動聽 968 的貴賓朋友。規畫半日遊行程，以電動腳踏車為載具，中餐享用及包裝桃米便當，於熊糜鹿了幸福手

作民宿的大草坪席地野餐，感受遠足野餐吃便當的樂趣。另外，分別安排三茅屋認識青蛙、茅埔坑溼地、樹蛙亭、

親水公園等地認識生態工法、黑豆園參觀筊白筍種植、紙教堂見學旅行等行程，透過接待過程中，傳達『跟著蝴蝶

去遠足』的核心意義，讓遊客能進一步認識桃米休閒農業區的其他資源，本團隊更能從領團中找到進步或改善的空

間，讓創新發想及實踐之間能夠更加契合。 

五. 結語 

大地震後的十年，桃米的豐富資源帶來地方成長的機會，旅遊發展在區內運作的成果有目共睹。桃米的下一個

階段，同樣應用在地農業、生態、產業、景點等，透過新的旅遊產品設計，涵蓋蝴蝶食材旅行、桃米便當的手作、

席地野餐的體驗、低碳運具的導入等，串連在地六大產業鏈，帶來新主角新意義的旅行目的，持續的如蝴蝶雙翅般

的展翅飛翔。 

新聞資料 

＊埔里桃米 推廣電動自行車旅遊－自由時報 (閱讀全文) 

＊導入電動自行車 桃米低碳旅遊啟動－大紀元  (閱讀全文) 

＊綠色旅遊 埔里桃米推電動自行車 －聯合報 (閱讀全文)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072322
http://tw.epochtimes.com/b5/14/8/4/n4217057.htm%E5%B0%8E%E5%85%A5%E9%9B%BB%E5%8B%95%E8%87%AA%E8%A1%8C%E8%BB%8A--%E6%A1%83%E7%B1%B3%E4%BD%8E%E7%A2%B3%E6%97%85%E9%81%8A%E5%95%9F%E5%8B%95.html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3/88487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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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研究會」操作模式概要 

文、圖∥洪子鑫(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About 

非實體的組織以一種公民論壇的模式出現企圖透過公民審議的方式來關注埔里公共議題深化社區居民公共意識 

Who 

由一群熱愛討論埔里公共議題的暨大師生＋社區居民＝共同成立的非正式組織，扮演橋接學術單位與在地社群串

聯的節點， 以社區為擴散基地，發展行動議題，以此凝聚心力與社區發展。 

Conceptual framework 

 

 

 

 

 

 

 

 

 

 

 

 

 

 

 

 

NOTES 

選取埔里鎮社區為研究會的基地，企圖與社區共同發展公共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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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抱埔里．親清埔里】創意競賽 

文、圖∥許育僑(暨南大學國比系大三學生) 

此次【環抱埔里．親清埔里】創意競賽，目的是冀望藉由影像或文字的方式，記錄「埔里環境營造」的現況

與過程，從徵件到繳件，經過三個月的努力，共有八個團隊完成作品。 

2014年6月11日，八個團隊齊聚暨大人文咖啡館。為了增加徵選的可看性，我們請到三位評審，為這次的參

賽作品選出得獎者。 

評選會一開始，參賽團隊分別上台介紹自己的作品，還一一分享創作的理念及在這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評審

老師們則不吝嗇地針對參賽作品不足的部分給予鼓勵與建議，讓整個評選過程減緩緊張度。 

經過了評審們熱烈討論，得獎者名單終於出爐囉！這些作品也將作為後續宣傳之用途。最令人感動的地方是

，在今日的會後，參賽者們沒有馬上離開，反倒是特地留下來和評審們熱烈討論更細部的修改，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夠達到最完美的樣貌呈現給大家！也希望自己的小小作品能影響到更多人投入環保清潔活動。  

入選團隊： 

〔金閎一瞥〕 

以埔里曾被評比為最髒亂的小鎮為出發點，記錄近年來

埔里的改變其實是有一群人默默付出，也希望藉此影片

來讓更多人一起加入愛埔里愛地球的行動。  

〔山城綠影〕 

以紀錄片的方式來呈現環保志工們，在清掃過程中他們

是非常的”快樂”的。希望藉由快樂的力量，讓擁有這麼

棒的景觀&氣候的埔里，有更多人來「環抱埔里‧親清埔

里」  

最佳創意獎： 

〔唯情。薇晴〕 

不同於前兩部，這部以動畫的方式來呈現外地人也愛上

埔里的心。用每張手繪的圖片來呈現一個感動的小故事。

希望藉由這樣的小故事，也能吸引更低年齡層的族群來

加入環保清潔行列。 

短片組得獎者名單及介紹 

入選文章： 

〔南村社區環保樂活〕－馬雨汝 

由一個成功案例來呈現，從一開始的一塊荒廢地，到現在

還得到綠美化第一名的殊榮，讓社區的居民生起信心，除

了固定的街道清掃以外，還將社區的綠美化做成台灣的形

狀呢！而這樣的成果不只要歸功於理事長，而是社區的每

一份子。 

〔愛：環抱埔里、親清埔里 〕－魯志楷、鄧淑瑜 

主要紀錄同聲里的清潔義工隊，總在固定的時間看見他們

的身影，而這些阿姨們總是面帶微笑不喊苦，而他們也希

望藉此呼籲更多的年輕人一起加入打掃團隊。和這些叔叔

阿姨們一起為埔里盡一份心力。 

〔南投最大高灘垃圾地志工用愛變公園 〕－游柔恩 

從一塊垃圾地變成公園，這裡頭有多少人投入？用多少愛

來灌溉這片土地。除了退休的老伯伯、老阿嬤們，也讓替

代勞役們盡他們的力氣來愛埔里。愛埔里不只是口頭說說

的，愛埔里就該用行動來表示。 

文字組得獎者名單及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M3l7Az8XT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ljrlLfGl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kHrCiaOhg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files/poll/reportNo2.pdf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files/poll/reportNo3.pdf
http://www.doc.ncnu.edu.tw/chisp/files/poll/reportNo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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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展望會腳踏車捐助計畫 

文、圖∥陳威筑、葉家銘、方姿雯、林季葳、楊慧儀(暨南大學公行系大二學生) 

南投縣分布了許多原住民部落，而多數坐落在信義鄉與仁愛鄉。在這些原鄉部落中，由於教育資源較其他鄉

鎮更為落後，且平時上學的交通路途較為遙遠，因此多數家庭在教育上，往往會將孩童送至附近教育資源較為豐

富的埔里鎮受教育。而目前埔里鎮世界展望會的學生中心，主要以幫助單親、中低收入、通車不便的山區孩子，

在埔里的就學上有一個棲身之所，讓他們在離鄉背景的就學，能夠有一個家的依靠。但目前埔里世展的學生中心

，雖能夠提供這些原鄉的學生一個居住之所，但在交通上卻依舊有所不便，而在此之前雖陸續已有本校的幾位教

職員捐贈腳踏車，但在數量上尚有所不足，甚者，也有數輛失竊。因此我們希望能夠為這些原鄉的學生，每人均

募集到一台腳踏車，讓他們在埔里的就學能夠更為順利，在學習上能夠更無後顧之憂。 

操作方式 

 

 

 

 

 

心得分享 

√陳威筑(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大二學生) 

我認為這學期的公益服務讓我學到很多，首先是行動力和計畫，再來是與夥伴們一起討論，認真完成每一個

目標，奧斯特洛夫斯基曾說：「不管一個人多麼有才能，但是集體常常比他更聰明和更有力。」韋伯斯特也說過

：「人們在一起可以做出單獨一個人所不能做出的事業；智慧、雙手、力量結合在一起，幾乎是萬能的。」同心

協力是我們所能完成任務的最大力量，如果沒有大家的互相包容和幫助，也許這次無法幫助到孩童，我學會了團

結的力量，這讓我相當感動。 

此次的任務也讓我有相當多的感觸，在過程中我不只幫助到了別人也同時自我成長了，愛默生曾經說過：「

生命中最美麗的報償之一便是幫助他人的同時，也幫助了自己。」我決定以後要幫助社會更多的人，給社會多一

點的關懷，德雷莎修女說過：「愛的種子，必須親手撒出，而且每次只有一粒。在安慰別人中，我們得到安慰。

」只要每個人都願意多付出一點，把愛傳下去，莫因善小而不為，那麼微小的光亮也可以燃燒成熊熊的火焰，照

亮全世界的黑暗，讓世界變得更好。叔本華曾經說過：「左右人類的一切，通常都是人的意志。」有些人會怨恨

上帝對他們不夠好，忘了自己所擁有的，轉而去嫉妒他人，卻不知別人光鮮亮麗的背後，有一段辛酸艱苦的故事

。人生也許不總是美好的，但面對陽光，陰影就會在背後，很多苦痛在熬過之後，我們將看見雨後天晴的可能。 

將腳踏車送至腳踏

車行進行維修，確

認使用上安全無虞

確認宿舍前的廢棄

腳踏車可用並聯繫

腳踏車維修費以募款及

校內補助的方式，希望

藉此讓更多人願意加入

，協助弱勢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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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家銘(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大二學生) 

埔里周圍城鎮的原鄉孩童為了就學來到埔里，世界展望會埔里學生中心為他們提供居住的地方，但他們不

僅年紀尚小，上學路途也是相當遙遠，讓我對於這種原鄉孩童到周圍讀書的風氣甚有感觸。為了讓自己的孩子

能夠到得到與城市孩子一般的教學環境，於是將他們送離家裏，從小就在外求學，並且由於路途遙遠，孩子也

不會常常回家，因此這些赴外地求學的孩童從小就必須獨立，不能像同齡的孩子在家裡跟家長撒嬌、讓父母呵

護，童年很大一部分就沒有了父母的影子，我覺得這是相當令人心疼的事情。 

我想這也是在台灣討論許久的偏鄉教學的問題，許多人會認為偏鄉教學是在浪費資源，畢竟僅為了少數的

學生花費了許多的公帑在設備及教師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或許也真是如此，但如若用真心來看這些孩童，

就會為他們這樣的求學感到不捨，為他們遠赴他鄉卻還必須要花費比起其他人更多的時間在通勤上感到難過。

因此，就算是綿薄之力，也希望能夠藉由這種腳踏車的募捐，為這些遠赴他鄉求學的孩子打氣，讓他們能夠將

更多精神花費在學習上，而不是花在通勤上。學著為他人付出，從實質平等的角度看待事情，是我對將所學加

以應用，也是我從這個課程所學到的最大收益。 

為了讓自己能夠用行動去為這些孩子做點什麼，我與同伴第一次完成了一份自己的簡易企畫書，並且在企

畫書流通的過程中，對於公務體系的公文格式些許要求有了初步的認識。並且也在尋找腳踏車的過程中，四處

的遊蕩埔里，對於埔里的一些巷弄小道更為熟悉清楚。最重要的是，遇到了願意降價銷售的車行老闆，讓我對

於埔里的人情味更有了明確的體認。我們所尋找到的三合腳踏車店，是一間兼具販賣新車與二手車的腳踏車店

，老闆為人相當風趣熱情，技術也相當純熟，雖然是一個生意人，但聽完我們的買車動機後，也願意主動降價

賠本販售，減輕我們負擔，讓我們能提供孩子更多的腳踏車，這是最令我感動的一點。常常會說，做生意的人

不講親情，但如此素未謀面，卻願意付出善心，真的是相當難能可貴，讓我真切地見識到埔里人的熱情跟善良

的一面。 

√方姿雯(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大二學生) 

南投縣在台灣許多縣市比較之下，許多資源像是教育資源等等明顯十分不足。導致一些家長為了孩子們的

升學率或是教育問題，將子女們送到南投縣相較於其他鄉鎮較多資源的埔里鎮上。這次服務的對象為南投縣從

其他鄉鎮到埔里來念書的部落孩童，他們在這裡沒有家人照顧只能寄住在教會裡面由其他志工們照顧。而上學

也只能依靠雙腳步行，因此世界展望會的志工們希望可以募集到腳踏車提供這些來念書的孩童們使用，除了可

以讓孩童們可以不用這麼辛苦之外，還可以提高上學時的便利性。在公益服務的這段時間裡，嘗試了平常不會

做的事，例如：與腳踏車車行交涉詢問價格和二手腳踏車、尋找校園內已是無人的腳踏車等等。雖然最後募得

的腳踏車僅有四輛不夠十幾位部落孩童們的需求，但是仍然略有小補而感到非常的開心。在這學期的服務學習

中，對於地區的資源多寡可以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在我們認知的一般家庭中，上下學需要一台腳踏車代步是一

件多麼稀鬆平常的事情；而離開家裡到其他相對教育資源較多的鄉鎮市求學也是一件普遍的事，甚至父母親都

會安排所有的生活起居，包括離學校近的房屋、冰箱裡源源不絕的食物等等，使子女們完全不用擔心憂慮自己

的生活。但是在資源相對普遍較少的南投縣裡，我們平常認知的卻是這邊許多家庭的奢求。這些遠從南投縣其

他鄉鎮部落來的原住民孩童們，平常只能安置在埔里鎮上的教會裡，幾乎每一個人家裡經濟狀況只能剛好收支

平衡抑或是入不敷出，可以說是非常辛苦。再反觀回來像我是從屏東縣來埔里鎮念大學的學生，許多事情都是

已經安排得可以生活得相當安逸，幾乎生活上必須的食衣住行我都沒有什麼缺少的。因此這次的服務學習中，

使我最深刻的感受即是要好好珍惜現在所擁有的，相較於很多人我真的非常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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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季葳(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大二學生) 

這學期的公益服務較以往不同，屬於任務型，目標是替世界展望會埔里中心的小朋友們募集腳踏車。藉著這

次的服務學習，讓我深刻的了解到為這些社會中較為弱勢的族群謀一丁點的福利，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當中有

各種阻礙與挑戰必須克服，而我們碰巧是相對幸運地有人社中心的相助。以前不能明白社工單位老是出現在社會

各處，像是便利商店前、學校附近、公園、商圈內等，舉辦募款、募發票、義賣諸類的相關活動，甚至有時候覺

得有些惱人，然而在自己稍稍經驗過後，才漸漸理解他們為了幫助社會中相對弱勢的一群所流下的汗水，或許甚

至還有淌下的辛酸淚珠。同時，我也相當感佩社會工作者無私與大愛的付出，在與各界協商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

較為功利主義的對象，甚至為強化自身立場轉而批判他們的行動，這樣的挫折往往會讓社會工作者深感無力，乃

至質疑所為的事是否正確。 

佛教的達真堪布曾說過要讓心變得柔軟，與信仰無關，每個人在生活中、社會上，都會有自己的預設立場和

前提，當立場不同、意見相左時，不免有堅持己見、硬碰硬的情形出現，唯有在親身體會後，才有更加包容與關

懷的視野。當大眾的心開始變得柔軟，社會便能朝更理想的型態趨近，爭吵、批鬥、謾罵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

會是了解、寬容與信任，如此或能改善資本主義下長期以來社會的冷漠與人際間的疏離。 

√楊慧儀(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大二學生) 

此次公益服務與世界展望會埔里分會合作，幫助世界展望埔里分會的原住民學生募集腳踏車，讓他們可以有

代步的交通工具到學校。在開始募集腳踏車前，我們先到了世界展望會埔里分會與負責此次活動的社工師面談，

社工師向我們說明了他們的需求以及動機、目的，讓我在參與此次的公益服務時，更加了解我是為了誰、為了改

善什麼而努力。需要腳踏車的學生大多為原本居住於武界部落的原住民學生，他們的父母為了讓小孩能夠接受到

更完備的教育，把他們從仁愛鄉、信義鄉送到埔里鎮來就讀。由於路程遙遠，這些原住民學生都寄住在世界展望

會的宿舍之中，由世界展望會來照顧他們的起居。看著這些學生，為了求學、受教育，年幼就離家來到一個陌生

的環境，少了家人的陪伴，又要面對一個未知的地方，我想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挑戰與磨練。當我知道我現在所

募集的腳踏車，是為了使這些偏鄉學生有更便利的交通方式，減少他們到學校的交通時間；增加他們休息的時間

，讓我更加願意付出，也讓我學會更加惜福。不要去想自己沒有的，而要想自己擁有的，相對於這些原住民學生

，我的生活很幸福。過程中，讓我看到了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問題，對於一個公行系的學生而言，制定政

策是我們的所學，也可能是我們的工作。我知道每個政策都會產生受益者與受害者，事情是一體兩面的。在政府

積極推動都市發展時，卻忽略了城鄉差異的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認為既然政府有做不到的事情，社會團

體、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功能就變得相當重要。他們可以彌補政府的不足，甚至付出的比政府更多。我想這是在公

共事務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也是我值得深思探究的問題。 

 

腳
踏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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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鄰里社區的力量—為蝴蝶造窩 

文、圖∥張力亞(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許育僑(暨南大學國比系大三學生) 

面對許多鄰里社區的閒置空地問題，在埔里的我們如何解決？透過為蝴蝶造窩的方式，是一個兼具空間美化、

蝴蝶復育的重要策略。為了讓更多鄰里社區可以共同參與，暨南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與 18℃

文化基金會、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埔里鎮公所共同合作，於 2014 年 7 月 9 日（三），在桃源國小舉辦為期一天的

「埔里鎮鄰里街區蝴蝶棲地營造工作坊」，總共吸引 11 個鄰里社區 30 幾位夥伴的參與。 

工作坊當天，邀請到前行政院農委會集集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副主任：彭國棟老師，規劃「埔里常見蝴蝶」、「戶

外辨識課程」、「食草蜜源種植」、「棲地營造規劃討論」四類課程，為社區夥伴傳授各項「蝴蝶棲地營造、保育

的相關知識」。 

第一堂課程，由彭老師帶領大家先認識蝴蝶及蝴蝶的生長過程，從毛毛蟲到蛹再到漂亮的蝴蝶，哪些是票選前

十名漂亮的？而蝴蝶又都在埔里哪些地方出沒呢？讓參與的夥伴先了解今天的主角－蝴蝶，看到每個參與的夥伴

除了驚呼以外，似乎也漸漸的發現這麼多漂亮的蝴蝶在埔里出現，卻沒有好好維護的遺憾。結束了蝴蝶認識，再來

重要的當然是食草、蜜源的認識！雖然下半堂課少了漂亮的蝴蝶引起夥伴們的注意，但彭老師靠著他的活力和親和

力，讓夥伴們更加的專心於課堂上，大家除了聽彭老師上課以外，發現下半堂夥伴們非常踴躍的參與課程，會主動

回答又或者是舉手發問，大家一刻都不想放過和彭老師互動的機會！ 

結束了第一部分的課程，大家也餓了累了，大家抓緊時間吃中餐跟休息，因為下午有一連串更精彩的課程等著

大家！ 

 

 

 

 

 

 

飽餐一頓後，由彭老師將蝴蝶解說員分配到各組，大家開始整裝出發，到哪裡呢？我們要走出教室到戶外來進

行辨識課程。一進到紙教堂，就看到了好多蝴蝶翩翩飛舞，大家也趕緊拿出相機，將這漂亮的美景拍下來。每種植

物彭老師都仔細的一一介紹，除了介紹植物，老師也希望讓大家參與其中，於是和夥伴們玩起「大家來找碴」的小

遊戲，看誰能最快找到茂密的植物上是否有毛毛蟲或蛹，藉此來讓夥伴們更進一步的認識蝴蝶幼蟲。想必每個夥伴

都來過紙教堂，但卻沒有好好逛過紙教堂，但這次的體驗一定和以往都不同，因為大家都是隨著蝴蝶的飛舞來逛紙

教堂，也發現這小小園區蘊藏許多的驚奇！  

課堂實況 

戶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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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今天的課程來到最後一個部分，夥伴們也把蝴蝶及植物認識的差不多了！大家要開始實作的部分，而

我們也多了幾個香港來的大學生，和夥伴們一起進行蝴蝶食草及蜜源種植，雖然豔陽高照，但大家還是非常努力

的為蝴蝶造窩，即使汗流浹背也都不喊累，大家更是越種越高興，一起完成的那片土地，希望下次造訪時，是翩

翩蝴蝶迎接著我們！ 

 

 

 

 

 

 

 

結束了一整天的課程，彭老師講了一整天，終於要由學員們來分享心得及在鄰里社區營造蝴蝶棲地的藍圖，

由蝴蝶解說員來帶領大家，每個夥伴都熱烈討論，大家的想法如湧泉一般，想必今天的課程帶給學員們心中多大

的感動!而我想今天只是一個開始，希望參與的朋友們，除了在快樂學習課程中，帶著滿滿的收獲回家，也期待

將今天的這份感動再感染給更多的朋友們，讓大家一起為埔里的盡一份心力，讓埔里再度成為「蝴蝶城鎮」。 

 

棲地實作－揮汗替蝴蝶造窩 

蝴蝶解說員與參與社區互動 

頒發活動時數證明 

關於蝴蝶食草及蜜源植物 

◇ 蝴蝶食草 

每種蝴蝶的幼蟲對食物的選擇都有專

一性，即每種蝴蝶幼蟲各以特定的若

干種植物為食物，稱之為蝴蝶食草。  

◇ 蜜源植物 

蜜源植物會產生花蜜的植物，才能吸

引昆蟲、蜜蜂、蝴蝶，蜜源植物有一

個特點，他們幾乎一年四季都開花，

吸引昆蟲前來覓食。  

＊資料來源：點我 

http://163.20.94.176/~web/nature01/2-index/flypla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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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草蜜源報你知 
資料整理∥許育僑、陳曉珍、劉力華(暨南大學學生) 

冇骨消 

田菁 

港口馬兜鈴 

馬利筋  

歐蔓  

台灣特有種，是重要的蜜源植物。喜長在向陽處，常綠小灌木或多年生草

本。全株光滑，有腥臭味，其嫩莖葉可食。莖高1至3公尺，直立、多分歧

，羽狀複葉。花期在每年6至8月。複繖房花序、頂生，花形細小，數量繁

多，花序間具有黃色的蜜杯。秋天成熟時，果實為球形漿果狀核果，呈現

可愛的橙紅色。 

又稱山菁及大菁，一年生草本。為淡黃蝶類的食草植物。高1至2公尺，羽

狀複葉。蝶形花冠，總狀花序腋生，花為黃色。莢為綠黑色，長約20至30

公分，呈圓柱狀。由於根瘤多而大，固氮能力強，除了防止雜草，也能挹

注作物養分及改善土壤，為水田重要綠肥作物。 

港口馬兜鈴為常綠藤本，多年生植物，分佈琉球、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印尼，

本省產在低海拔地區。葉片長5至7公分，寬4至6公分，腎形，少數3淺裂，葉

基心形，葉尖銳尖，葉緣全緣至微波緣，上下表面光滑，主脈5條，下表面葉脈

明顯。港口馬兜鈴是紅紋鳳蝶、大紅紋鳳蝶等數種鳳蝶幼蟲的食草。 

又稱蓮生桂子花、尖尾鳳、芳草花。長得很快，喜歡溫暖潮濕的地方，為多年生

宿根性亞灌木狀草本植物。莖基部半木質化，直立性，株高30至180公分，全株

含豐沛白色乳汁，幼枝披被細柔毛。葉對生，披針形或長橢圓狀披針形，先端尖

銳或銳形，全緣。聚繖花序作繖房排列，腋生或頂生，有長總梗，花冠輪形5深裂

，裂片向上翻捲，朱紅色；副花冠5枚，金黃色。花後能結果，蓇葖果鶴嘴形，成

熟後會裂開，內有多數棕黑色種子。種子有白髮狀軟毛附著，便於飛行散佈。 

蔓性多年生草本出現在海岸的石壁上，有海鷗的地方常見到它的踪影，故稱“鷗

蔓”。分佈於低海拔郊野、淺山，是青斑蝶的食草植物。鷗蔓莖細長，具有卵毛

；葉對生，通常呈卵形，偶爾為長橢圓形或長橢圓狀披針形，兩面多少具有細絨

毛。花腋生，聚繖花序作繖形排列，花數甚多而甚小，花冠輪形，帶暗紫紅色。

果為蓇葖果，牛角形，兩兩對生，張開近１８０度。果實包覆著有白色毛絮的種

子，開裂後種子會隨著風兒飄送。 

＊參考資料請點我 

http://163.20.94.176/~web/nature01/2-index/flyplan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