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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溪田野紀要—尋求部落會議肯認 

文、圖∥陳文學(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0月初拜訪南豐村辦公室，並且與社區發展協會謝理事長和幾位協會幹部談妥暨大據點事宜後，暨

大團隊開始透過課程帶同學們進入據點，期盼以據點為基礎，開展暨大師生對於眉溪的了解。這個過程

，我們心懷感激，也謝謝眉溪願意信任暨大，將協會辦公室的鑰匙放到我們手中。我想我們會珍惜並穩

定地前進，透過據點空間規劃與活動設計，開啟暨大與眉溪的連結。 

 

 

 

 

 

 

 

 

 

目前據點處於清潔階段，但實際上其實據點已經開始發揮功能，創造暨大與眉溪的連結。譬如透過同

學們參與據點的清潔，我們不僅掌握據點內外的優缺點以及未來的可能想像；更重要的是，我們啟發同

學對於這個地方（眉溪部落）的好奇心和興趣感。順此，我們進一步讓同學認識眉溪的部落資產（包括

傳統屋、傳統聚落、賽德克編織），更深刻地認識這裡，向這裡學習，並反思更多的問題。 

一把機會鑰匙，開啟暨大與眉溪的連結 

圖說圖說圖說   

1 ：暨大同學協助清潔據點內部 

2 ：暨大同學討論據點空間優缺點與未來想像 

3 ：暨大同學聆聽賽德克姓名規則與傳統屋建築解說 

4 ：暨大同學學習賽德克手環編織 

5 ：暨大同學分享編織心得，並探討如何讓更多暨大同學認識賽德克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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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一期眉溪田野紀要提到的：暨大若欲與眉溪部落長期合作，持續建立互動關係，除了要

先確立固定據點之外，也要獲得部落會議肯認。而獲得部落會議肯認的想法，一方面是尊重眉溪部

落的主體性；另一方面也遵循〈原住民族基本法〉與〈人體研究法〉的相關規定。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

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另

外，〈人體研究法〉第 15 條第 1 項也規定：「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除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

規定外，並應諮詢、取得各該原住民族之同意；其研究結果之發表，亦同。」由上開規定得知，不

論是在地參與或研究發展，若與原住民族相關時，皆應先諮詢並取得當地原住民族的同意。 

我們知道，在政策執行上，這兩項法規還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是〈原住民族基本

法〉，更有論者認為窒礙難行。當然我們也可以如同一般從事原住民族研究的作法，睜一隻眼閉一

隻眼，含混過去！不過，我們認為如果暨大想要「落實大學社會責任」理念，並與眉溪建立長久的

信任關係，絕不能忽略上述規定，而必須尊重眉溪部落，獲得部落會議的肯認。 

因此，自八月暨大人社團隊進到眉溪部落以來，我們數次誠懇地向部落菁英詢問部落會議的召

開時間，期盼能於部落會議當中，將「暨大參與眉溪」一案納入討論議程。這段時間眉溪正如火如

荼地討論「農村再生計畫」的提案，由於農再計畫涉及部落整體發展與公共事務，是故在正式送出

提案前，應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經由眉溪部落會議決

議之。只不過，原本因應「農村再生計畫」提案而預定於十月召開的部落會議，很不巧地適逢地方

選舉，可能順延至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召開。而暨大團隊就繼續等待會議召開的契機，並且持續參

與部落事務，銜接外部資源，展現暨大參與眉溪的用心和誠意。 

其實，「部落會議」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不論是它的組成代表性，或者是決策

正當性與合法性。從過去的報導得知，論者對於部落會議的評價兩極。有人認為這種決策機制本質

上容易架空部落傳統的決策規範，不利於族群文化的延續；在結構上，更使得普遍多方角力下的原

住民部落，增添一股新的權力勢力，埋下更多潛在競爭與衝突的可能性。然而，相對地，也有人認

為部落會議有其重要的功能，譬如藉由部落會議檢討現況、凝聚共識、制訂公約，以及成為上級機

關了解部落聲音的管道。 

在「大學引導型的地方治理」下，暨大作為網絡治理的促進者，也必須充分了解各行動者，尤

其關心各方行動者內部究竟如何決策。除了部落會議外，未來也會嘗試蒐集部落內各組織團體的決

策模式，進而內化為我們轉動眉溪的思維與概念。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在行動上才有更多的把握與眉溪共同發掘部落資產、共同解決部落困境，

並且創發一些新的實踐經驗；在研究上，也才更有可能透過跨學科的實踐經驗，回應既有理論，為

國內學術發展貢獻一份心力。我們更冀望的是，透過暨大與眉溪的合作，創造「尊重在地，友善研

究」的氛圍，讓眉溪有機會成為各種創新作法與前瞻研究的社會實驗場，進而作為埔里發展宜居城

鎮的參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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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社區廚房 

文、圖∥蔡嘉信(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前兩期都提到「社區經濟」，到這一期好像有一些進展了。倒不是因為我的文章引發什麼迴響，也不

是文章提的問題得到什麼回應──在電子報的某個角落自言自語的同時，有些事情就在發生…… 

趕快找到一個會煮飯的 

八月某日，在籃城社區辦公室，理事長打電話向南投地檢署L先生回報S先生已完成報到，並告知社區

有需要一名會煮飯的來服社會勞動，請對方協助安排。這名「會煮飯的」，主要是要幫社區廚房煮飯。當

時在社區廚房煮飯的是L阿姨，他家種百香果、絲瓜，若不是因為常任主廚籃城家政班班長那段期間有要

務，L阿姨是要忙家裡的農事。九月中旬過後，現任籃城家政班班長忙完回來，L阿姨結束任務，專心務農

。 

十月初某日，服社會勞動的T先生到籃城社區辦公室報到，專長是「農」，還是無法做廚房工作。這

時候，不只社區理事長與總幹事，家政班班長也很想趕快有一個「吃酒醉的」1來，這樣他就有時間做自己

家的農務及家務了。 

班長有多忙？他不是專職的班長，他是總舖師，有時要出去辦桌，也種筊白筍，要收割、剝殼，還會

幫人誦經（義務性的），自己的家務事當然也少不了。為了在社區廚房煮飯，他禮拜一到禮拜五早上的時

間都被佔滿了。每個禮拜一到禮拜四，他要煮二十多人份的午餐。為了煮這一餐，他早上八、九點要到第

三市場買菜，大概十點、十點半左右回到社區廚房，到了以後就開始整理，洗菜、切菜等，接著開始煮，

煮到十一點多，上菜。煮完公家的，要趕回家煮自己家的，煮給自己的先生及媳婦吃。來得及嗎？班長說

可以，因為飯跟「鹹的」（指配肉）要在出去買菜前就先煮起來，十一點多回到家就炒個菜，用餐時間準

時上菜是不成問題的。至於禮拜五，由於吃得人較多，準備的量較多，煮得時間也較長，班長就要早一點

出去買菜。這一天，他會七點去買菜，八點多就回到社區廚房，開始整理、洗菜、切菜，九點多開始煮，

十一點多才煮完，上菜。一樣的是，煮完公家的，還要回家煮自己家人的，炒個菜，搭配早上出門前就做

的飯及「鹹的」，就是當天的午餐。聊著聊著，班長說：女人很忙對不對？我回答：對！沒有半點耽擱。 

真的沒有人可以輪替嗎？班長說班員們做田的做田、上班的上班、在家忙的在家忙，例如有人要在家

裡帶小孩（其實是孫子），有人要做工（農工），有人家開車的修理廠，有人要上班，還有一位八十多歲

的阿嬤，他還在做田，也是環保義工隊隊員，但以他的年紀跟體力，沒有人忍心叫他出來煮。總之，大家

都有得忙，在那個「吃酒醉」而且又會煮飯的X先生／小姐報到以前，身為班長，只能暫時負起「責任」

，煮出飯菜。 

「社區貨幣」與「時間銀行」的發想 

先換到另一個場景…… 

暨大人社計畫執行長容邵武老師在這學期開了一門「行動研究」課程，這是一門研究所的選修課。這

門課希望學生能夠走出課程研討室，進到社區或整個大社會展開「行動研究」。這門課有五個人類所學生

選修，有兩位用「旁聽」的身份參加，沒有學生身份的我也想跟著這門課的節奏走走看，因此也都參加他

們的討論與社區勘查（且稱他們為「行動研究團隊」）。 

1 意思是酒駕的被判刑，而到社區服社會勞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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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第一周，「行動研究團隊」來到籃城，要看看有什麼議題可以操作。同一時間，有另一

個老街規劃的案子也納入考量。後來「行動研究團隊」還是選定籃城作為實踐的場域。在這個之

前，團隊的宗澤和一群去苗栗南庄老寮參加「青年進鄉團－創新創業工作坊」的年輕朋友共同研讀

《金錢的社會意義》，而有推動「社區貨幣」的構想。他也選了這門課。他把想法提出來，獲得團

隊的支持，大家決定朝這個方向試試看。 

十月的第三周，容老師與學生討論實際的行動如何操作。上課前，團隊對於「社區貨幣」、

「時間銀行」已有初步的認識。當老師介紹完伴隨資本主義而來的非資本主義或另類經濟實驗的歷

史軌跡，到 Karl Polanyi 留給經濟人類學的遺產之後──重點來了，這種另類經濟的實踐要怎麼進到

社區？要用什麼方式推動這個理念？ 

兩邊接起來 

到這邊，大概有人已經想到這篇文章要如何發展下去了──不就是把前面兩邊的場景接起來嗎？

急需要「吃酒醉」的一邊，跟在知識上的發想的另一邊，不就正好可以「對」看看嗎？也就是說，

想推動「社區貨幣」或「時間銀行」的團隊是可以走進社區廚房試看看的。 

基本的想法在於，「社區貨幣」、「時間銀行」背後的概念是勞動力的交換與互惠，它是一組

知識或概念，要進入社區、讓社區的居民能接受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不是團隊安排一個時間進去，

把居民都叫來，說我們要推這件事，然後就請居民配合。團隊若不先投入人力或時間，而在一開始

就跟居民說什麼是「社區貨幣」或「時間銀行」是不會有人聽得進去的。於是團隊要先付出他們的

時間與服務，看能不能攪動「廚房裡」的社會關係。 

容老師特別提醒：「不能變成義工」、「不要讓居民認為我們也是『吃酒的』」！不然社區會

認為團隊來服務是應該的，那就無法啟動勞動力交換的機制，互惠的關係就無法被建立起來。所

以，團隊不只是付出勞動力，還要能夠取得「回報」，這才是交換，或互惠。進一步說，團隊要先

走進社區廚房的大門，以家政班這個群體為主，看這場「行動研究」能不能發展出家政班班員之間

勞動力交換或社群互惠機制。打個比方，接下來的某一天，班長要忙家裡的農事，班員 A 可以代替

班長來煮飯；班員 A 原本這個時間要帶小孩，他的小孩可以由班員 B 來照顧；或者團隊的某人可在

這個時間點代替班員 A 的工作。總之，就是班員間的工作輪替，一小群人之間互相幫忙，像一個小

共同體。。 

10 月 30 日早上，團隊要先進到社區廚房，也要跟著班長一起煮菜。班長平常都會做三到五樣

菜、一鍋鹹湯，而團隊要出兩道菜、一鍋甜湯。午餐時間團隊也會和社區長者一起用餐。這也有點

Potluck 的感覺。藉由這個機會場合，團隊要慢慢認識班長、認識用餐的長者進而認識其他的班員，

慢慢聊，看能培養出什麼關係，再看看團隊能做什麼。 

截稿在即，先寫到這邊…… 

圖 1 在社區廚房煮飯中的家政班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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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籃城代間學習的現況與發展 

文、圖∥洪子鑫(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代間學習 

代間學習指的是連結老年世代和年輕世代（包含幼兒、兒童、青少年和青壯年）在，一個動態的情

境下，交換價值、資源、傳統，並彼此相互鼓勵與關心。其強調不同世代依計畫方案透過持續性，

系統性與規則的基礎達到有意義的學習與社會經驗交流的一種教育方式（Berenbaum ＆ Zwei-

bach,1996）。同時，運用方案提供的教育與學習活動，製造代間的聚會的機會，及兩世代的互動與

支持，進而發展彼此照顧的模式，促進個人及社會利益（Kaplan,2001）。在這一歷程中年長者、幼

兒與年輕人都假定有一個特殊的角色，角色的設計是用來提供正向相互獲利的機會。 

籃城的代間學習 

目前籃城社區的年者長的學習活動，包括傳統歌謠吟唱、武術暨青頭獅、外丹功等，其中武術暨

青頭獅活動，年長者被賦予社區傳承的角色，教導青少年習練武術，不僅是青少年健身的功能外，

更是肩負社區從民國5年至今集英館的文化傳承的使命。 

年長者的角色是積極地以及參與地。而青少年與青壯年的角色尚待被賦予與喚起。藉由暨大社參

課的學生參與傳統活動與踏查等的多元接觸活動中，首先滿足社區年長者傳承生命智慧的角色，感

染年輕的活力與創意，讓年長者能夠在此特殊的角色裡持續關注社區傳承的發展，另外大學生也能

夠看見年長者的人生經驗，進而學習跨文化的世代教育，乃因大學生部份來自東南亞僑生，其中覺

察不同國家的文化脈絡的異同與多樣貌。青少年與青壯年的認知與學習是較少理解的部份，青少年

有著課業的壓力，還有主要來自青壯年雙親以課業為主意識型態，對此武術的傳承，較少有融入的

角色期待。若此，可從理解開始，讓青壯年及孩童重新認識籃城所有的人文地景，重新觀察籃城的

新氣象。 

代間學習途徑 

學
校 

機
構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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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與的契機開始，認識林仔城，明白年長者的活力與平凡，認識異國鄉村多風情，覺察文化間

的異同，也能效仿自己變老的正面想像。而年長者在此歷程的角色，因傳授而有了存在的角色，原

來變老也能有見證的功能，同時也間接感染青春的養分。 

 

 

 

 

 

 

 

 

 

 

 

 

 

 

 

籃
城
社
區
跨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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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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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來
自
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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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活力的來源是外丹功養生運動，秘方則是：尚年ㄟ。阿嫲傳授外丹功第一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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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米社區的新「駐」民：紙寮坑農工隊（一）初次見面 

文、圖∥蕭立妤(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藍 色的橫欄上有個紅色的數字 1 閃爍著。我點開視窗，看到友人 A 捎來一則「紙寮坑農工

隊 paper hut stream」的活動訊息。一開始映入眼簾的是一張大圖，圖片看上去是自一

木製平台從上而下、由內而外拍攝的，邊上還能看到帆布頂垂落下的一角，中央一台橘色貨卡旁站著幾個

人，車後貨斗上與周圍地上還散落著一些建材與工具。「紙寮坑？在桃米嗎？這些人是桃米的居民嗎？」

我向下瀏覽著活動內容，首先看到「工作隊招募」的字樣以及一則報名表單的連結網址，接著一段「工作

隊／美術勞動／打工換宿／玩南投／體驗營／叢林探險／小溪裸泳／疊石頭／荒野踏查／原始森林／長

不停的法國橄欖／鬼火般的爆多螢火蟲／一直除草／爬台灣金字塔／搬磚頭／與世隔絕的桃花源／五分

鐘即可與文明接軌／神秘療癒系山坳體驗／免費的咖啡和茶／超展開的奇幻旅程」的文字，則在我的腦中

由一幕幕不停切換的經驗場景交疊出關於「野外」、「勞動」、「美術工作隊」、「體驗」的多重想像。 

「我們需要找到願意和我們一起經營管理、長期合作的工作者…」底下接續說明著幾種工作模式的

回饋機制。字面上的描述有些超出我所能理解的範圍，大抵只得出「短期支薪、長期入股」的結論，但

也並不曉得這些機制是在何種脈絡中生成？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透過其下提供的「紙寮坑藝術農工場

超清春清新清涼清玉形象影片」以照片輪播的敘事方式呈現團隊自2008年以後幾次進駐紙寮坑所進行

的空間建造與紙寮坑野外踏查行動、「艸田空間」作為這一群人在台中經常性地聚會、討論一些議題與

發想、從事藝術創作之據點、在社群媒體上主辦工作隊招募活動之「美勞社」，則或許是關於其核心思

想與實踐行動表述、宣傳之平台，「看起來還蠻有意思的，但他們為什麼會選在這個地方做這些事情呢

？」雖大致瀏覽了一些相關資訊，對於這個團隊我所能勾勒出來的形象卻仍相當模糊，心裡的好奇與疑

惑也隨著閱讀資訊量的增加而越來越多。 

頁面上顯示活動是從10月13日12點開始，我瞄了螢幕右下方的日期，竟正好是今天，「不如直接

過去看看好了」。我有些緊張地撥通了上面留的聯絡人電話，一開始接起的是個男聲，聽我提及是看到

網站上的活動消息而想詢問相關細節後，電話就被轉接到另一位叫做「小蓮」的女性手中。小蓮的聲音

聽起來相當親切，也很有耐心地解答我的各種疑問，並且透過社群網站的私訊功能告訴我(紙寮坑工廠)

「那邊」的聯絡人電話，建議我可以直接和現場的人約時間過去看看－－原來這個團隊並非全都來到紙

寮坑，也有一部分的人還留在台中的「艸田空間」，這兩處空間在農工隊的行動中的定位有何區別？團

隊的組成除了內容中提到的「工作組」、「食宿組」與「設備建構/維護組」外，實際勞動時分工模式

又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以及如何去調整？ 

下午4點左右，我依照對方描述的紙寮坑所在位置，從桃米派出所後方道路往桃米學園的方向騎車

前行。騎到一條分岔路口，我猶豫了一下，也不曉得距離還有多遠，就先繼續沿著溪旁有些顛簸、佈滿

泥土、石子與雜草的路繼續往前，想不到大概不到一分鐘，就被一座建物擋住了去路。這棟建物目前看

起來只有水泥灌漿的地基和（由鋼或其他金屬）支柱搭建起的三層樓平台，支柱間空蕩蕩的沒有牆面，

四周散落了灰撲撲的鍋碗瓢盆、器具、木柴、板材等，有些還被大大的白色帆布覆蓋著。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64127393725410/?ref=22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64127393725410/?ref=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IidLPAt9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IidLPAt9o&feature=youtu.be
https://www.facebook.com/mellow.club1316
https://www.facebook.com/mellow.club?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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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蓮提供的訊息，我得知這次來到紙寮坑的團隊成員共有三位，但到了那裡，卻發現有一群意

料之外的訪客已先我一步抵達—包括記者、攝影師與縣議員。剛停好車，一位女孩朝著我走來，相

互表明身分後，她一邊向我大致領著我往建物走去，一邊說明他們意欲建造的空間特性、預計採用

的人力招募機制和經營模式，以及團隊成員和環境設施的介紹。甫踏上建物的水泥路面，記者便滿

臉笑容地招呼我走到攝影機前，拿著麥克風對著我，說是希望知道為何我會「自己一人騎著小

ㄅㄨㄅㄨ來到這邊？」剛來到一個陌生環境，就馬上面對著攝影機與麥克風，讓我頓時有些怔忡，

勉強回應了一些我從專頁資訊中對於紙寮坑農工隊的粗淺認知後便已語塞。記者看起來笑得有點

僵，我的回應似乎未能滿足她的期待，於是她停頓了幾秒，道謝後又轉身往縣議員的方向走去。這

段採訪占去了一些時間，我中途先離開了一會兒趕赴其他的約，後來再回到紙寮坑時，訪客們已陸

續準備離去…此時，我才真正有機會開始瞭解紙寮坑農工隊—這些桃米社區神秘的新 1「駐」民們

（田野筆記 2014/10/13）。 
 

1
中途之所以離開紙寮坑，是為了學校某單位將在桃米社區舉辦活動的事情，約好與承辦人員一同場勘與拜訪居民。後來，

當我向居民詢問是否知道有個新團隊來到桃米時，居民卻顯得一頭霧水。對於桃米的居民來說，這些新「駐」民們或許仍

相當神秘。 

 

 

圖左：紙寮坑藝術農工廠外 

（筆者拍攝 2014/10/13） 

圖右：準備離開紙寮坑藝術農工場的訪客們

延伸資料 

【網站連結】 

◆ 「紙寮坑藝術農工場」部落格：點我 

◆ 「紙寮坑農工隊 paper hut stream」Facebook 活動：點我 

◆ 美勞社 Facebook 粉絲專頁：點我 

◆ 艸田空間 Facebook 粉絲專頁：點我 

【影片連結】 

◆ 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 紙寮坑藝術農工場：點我 

http://artlaborsfarm.blogspot.tw/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64127393725410/?ref=22
https://www.facebook.com/mellow.club
https://www.facebook.com/mellow.club1316?fref=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IidLPAt9o&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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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實踐永續發展的草根行動：都市社區花園 

文、圖∥張力亞(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緣起 

都市社區花園（Urban Community Gardens）的設計概念起源可追溯自 1890 年代，目的是為了回

應都市化所衍生的公共空間不足的問題，並且回應當代社會所關心的公共議題。相關案例如： 1893-1897

年，都市空地美化耕作聯盟（Vacant lot cultivation association）、從 1890-1920 年的幼兒學區花園運

動（Children’s school garden movement）、市民花園競賽（civic gardening campaigns）…。另外，

二戰之時，為鼓舞人心則發展出「勝利花園」（Victory gardens）的模式，上述各項模式皆在凸顯對於當

代議題的關心。綜上，誠如 Thomas Bassett（1981）所言：社區花園可以在社會與經濟危機的時候，提

供作為一個文化系統的支持性策略。是以，社區花園具備人們情感文化分享、互助的一個策略性系統，以

減少人們面對社會與經濟危機時所產生的憂慮或被剝奪感的功用。 

然而，就行動主體而言，在 1960 年代以前，多數的社區花園運動都是由改革者、教育家、公民領袖

所倡議開始。不過到了 1960-1970 年代開始，逐漸翻轉這樣的倡議行動結構，而是以鄰里行動主義為主

的草根性團體作為行動發動者，關注的是「新的環境倫理」（new environmental ethic）、「通貨膨脹」

（inflation）等問題。歷經一段時間的操作，這些以鄰里草根組織為主的行動方案，陸續獲得聯邦政府內

農業部門的都市花園方案、美國社區花園協會（America Community Gardening Association, ACGA）

…等單位的政策資源支持，促使新型態的社區花園行動方案有越來越多穩定的支持系統，繼而從美國向「加

拿大、澳洲與紐西蘭」等地傳送經驗。 

與鄰毗公園的差異  

一、設置的必要性 

鄰毗公園（adjacent park）、鄰里公園（neighborhood park）通常是在都市計畫的體系下所必須設

置的公共空間；而社區花園的設置則非歸屬於都市計畫體系管制範疇內，設置與否端賴民眾的需求。 

二、土地擁有者 

鄰毗公園的主地擁有者，都是公部門；社區花園的土地擁有者，公私兩部門皆有之。 

三、管理模式 

鄰毗公園，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作管轄，會有固定的管理規範；至於，社區花園的管理模式，則依據該

區域的管理者可分為「由上而下」（top-down）或草根組織（grassroots）。部分管理組織是由居民組

成委員會共同管理（boards）、有些則是由 NPO 組織管理（例如： community gardening association, 

a community association, a church）、私人地主（land-owner）、政府部門（city's recreation or parks 

department），或是學校（a school or University a school or University）。 

四、規劃設計模式 

鄰毗公園的規劃設計，多仰賴「由上而下」的模式，且有基本的規範（例如：綠地、兒童遊戲區、廁

所、停車場、其他公共設施…等）；而社區花園的規劃設計，強調「由下而上」的興建模式，設置內容則

因不同區域的居民組成元素，而有所不同。不過社區花園內需要有兩個基本要件：「公共耕作區域」

（common areas）、「堆肥與工具儲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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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毗公園（Adjacent Park）與社區花園（Community Garden）的差異表 

多元的永續發展功能 

都市的社區花園就如同一個公共開放空間（public open space）。人們可以在此與鄰居互動

（meeting neighbors）、共同舉辦活動（working together）、種植植物，促進永續與建康的社區發

展（fostering a mor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community）。從實際功能分析，都市社區花園其實

具備「社區治理、環境、社會、經濟，與文化融合」五項永續發展的功用。 

一、社區治理功用 

社區花園的規劃設計與運作，「地方居民的參與」是個核心關鍵。以下分點介紹： 

首先，社區居民需要對此項議題有實務的需求，嗣後由一群人共同發起社區花園的施做倡議，繼而

尋找適當閒置空間，開始做空地借用的協調與各項資源的募集，例如：專業設計團隊、財務資源…等。 

其次，藉由專業設計團隊的協助，舉辦「參與式規劃」工作坊，針對社區花園的內部配置與各項功

能進行多元化的意見蒐集與規劃設計。此工作坊的設計，目的在於間接提供居民知識與技能學習，作為

後續社區花園管理的基礎訓練。 

第三，召募志工投入社區花園的整地、闢建工作。待完工之後，再開始由各個有意願參與的居民，

進行區域認養的工作。 

從以上的規劃設計過程可以清楚發現，其實都市社區花園，從構想提出、規劃設計，到完工運作的

階段，無不強調「居民共同參與」的社區治理概念操作化。申言之，此模式想凸顯的觀念是：唯有從使

用者導向，設計出符合在地居民想要的空間，這個空間才能真正被永續使用。 

二、生態環境功能  

社區花園的設置對於生態環境有何作用呢？研究顯示：其實是可作為一項回應氣候變遷的草根策

略。具體內容如下所列： 

（一）增加城市內部的自然保護空間：利用閒置空地，提供作為居民種植綠色蔬果、植栽，藉以增

加都市空間內的綠地與自然保護空間。不過因為強調生態性，因此在非季節時令之時，通常顯得雜亂無

章。 

（二）建構都市內的生態廊道系統：以都市的街角空間為主，鼓勵民眾認養並且種植綠色植栽，作

為都市內生態環境系統的廊道。 

（三）減少環境污染的累積量：社區花園的蔬果、植栽耕作，多採有機堆肥方式進行，參與者多來

自鄰里區域內的居民。基於耕作方式與食材運輸兩項因素，可降低耕作時期，對於物質資源的耗損與污

染物質的增加程度，以減少環境污染的問題。 

類型 一般鄰里公園 社區花園 

設置必要性 受都市計畫法令規範 無法令規範 

土地擁有者 公部門 公、私部門 

管理模式 公部門主管機關 
居民委員會、私人地主、 

NPO團體、學校… 

規劃設計模式 由上而下，專業取向 由下而上，住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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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功能 

研究顯示，社區花園不僅具備有利都市生態建構的功能，對於社區居民的社會照顧，同樣具備一定的

實際功能： 

（一）可作為居民情感交流的空間：由於都市社區花園從規劃設計到營運，係以居民作為主體，而且

社區花園內固定保留一塊作為公共施做的場域。藉由這兩項機制的操作，可增加參與者之間的認識、對話

機會，繼而促進彼此之間的情感交流。 

（二）作為社區照顧的補充機制：部分社區花園內的空間，基於社會工作的實際需求，而會優先提供

給低收入戶居民（low-income families）作為蔬果耕作區域，藉以照顧弱勢居民的日常生計。 

四、經濟功能 

一個簡單的社區花園，到底蘊含什麼經濟功能？以下從三個面向做介紹： 

（一）形塑「食品安全」的健康生活氛圍：都市社區花園的功能，主要是提供作為社區居民種植蔬果

的空間。藉由居民自我耕作的方式，生產生鮮食材，形塑出「食品安全」（food securi-

ty）的消費意識，增加居民們的飲食生活健康。 

（二）傳遞「在地食物在地生產」的生產觀念：以在地生產在地所需的食物運作機制，呼籲人們降低

對以往長期運輸食物的依賴。 

（三）扮演社群經濟的支援功能：誠如社會功能所述，都市社區花園內除了個人種植區域外，通常會

保留一處「公共區域」，由參與者共同耕作。嗣後生產的作物則是提供給「在地食物銀行」（local food 

bank），供給低收入戶（low-income families）之用，形成社群經濟的一個循環功能。 

五、文化融合功能 

誠如社區治理功能內容所指：社區花園的規劃設計與運作，強調的是「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的概念，

而且參與者是不分「階級」、「種族」、「貧富」、「年齡」、「性別」…各項因素。期望藉由社區居民

的實際參與、對話，可以將社區內部多元的文化需求，融入於設計之中，形成一個真正具備「歸屬感」的

社區開放空間。 

簡言之，社區花園的設置，是希望能鼓勵各個鄰里社區的居民，走出家門共同參與，同時在參與過程

中，可以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將個別的文化元素、實際需求提供出來，作為此空間規劃設計的參考依據，

一方面，凸顯此區域的人口組成元素以及個別文化融合的內涵。另一方面，則是回應當地社區內部的不同

生活文化需求。綜上，社區花園蘊藏文化融合的實務性功能。 

從「社區花園」省「埔里鄰里街區環境清潔美化工作」的意義 

「社區花園」這個名詞，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鄉村的人而言，似乎沒什麼特殊感覺。在印象中，幾年

前因為FB流行一陣「快樂農場」遊戲，且適逢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的問題浮現，因此有些有志之士開始

在都市內倡議「都市農園」的操作模式，希望藉此模式提供給生活在都市的人們，可以直接走入農園、親

近日然的生活方式。對照今日「假油」、「拼裝食材」的現象，這種自產自食的小農耕作模式更顯價值。

不過，對於「社區花園」更深刻的思考，則是來自於今年在埔里推動的「鄰里社區環境清潔美化工作計畫

」。 

該項計畫原初目標：是希望藉由推廣「街道認養」計畫，以鄰里社區為單位，鼓勵社區居民認養生活

周邊的街區，以「撿垃圾」這個動作，解決埔里街區環境的問題。不過，以「你丟我撿」的方式作為回應

策略，成效似乎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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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筆者曾經試圖將「閒置空地美化」的工作項目納入其中，期盼「利用空間美化的方式，創造人

們可以不丟垃圾的理由」。只是這樣的概念與操作模式，在埔里這個鄉村區域似乎並非主流。因此推動初

期其實有些挫折，直到邀請到臺南市金華社區的柯里長前來「埔里研究會」做經驗分享時，情況才有改變。 

回頭想想，從今年（2014）二月到十月，在埔里推動鄰里「閒置空地美化」的工作，團隊在操作上其

實遇到許多挑戰，例如：專業規劃能力、操作經費規劃、與鄰里社區（或鎮公所）的關係、社區動員、後

續管理…等實務課題。幸賴在 18 度 C 文化基金會、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埔里蝴

蝶棲地解說員…等組織、團隊相互協力下，已經產出一些具體成效，也將「美化閒置空地」的觀念，慢慢在

埔里傳遞開來。 

只是，作為一個計畫的策劃者，必須更重新思考，如何將這項工作持續性的推展下去，繼而與「宜居、

生態城鎮」做連結！同時，協助鎮民們可以以日常生活的方式，為城鎮的轉型盡份心力。過去的幾個月，

因為實務工作的推動，對於如何銜接的問題較少做思考。這次趁著空檔，閱讀了 Green Cities, Growing 

Communities 這本書，認識到「社區花園」（Community Garden）這項概念，讓我對於「埔里鄰里社區

環境清潔美化工作計畫」有新的認識。原來，以「美化閒置空地」作為減少人們亂丟垃圾的工作項目，其

實有著更多的「生態城鎮」學理與實務意義。以下用兩個案例作初步說明： 

一、社區菜圃計畫 

在埔里郊區的「廣城社區」。鑑於社區內部「客家伙房」的完工，羅里長利用此次計畫經費，將社

區內靠近「社客家伙房」的空地做租賃、整地，規劃為「社區菜圃」，計畫開放給社區老人家們做認股

耕作，除自食之外，也希望可將多餘的蔬菜，提供給「客家伙房」作為「社區照顧餐點」所需的食材。

然而，這個看似平常的生活運作模式，其實隱含「在地食材」、「食品安全」、「社會互助」等多元的

生態城鎮概念。此外，對於社區而言，因為有了這個菜圃的設置，讓社區有新的發展議題，同時也讓社

區內的居民們有另一個新的互動機會。 

二、蝴蝶棲地營造計畫 

再者，埔里在 1960 年代是全球重要的蝴蝶生產區，尾隨著城鎮都市化擴張結果，致使蝴蝶棲地越

來越少，而讓這個以往「埔里的驕傲」逐漸變成埔里人「生活記憶」的一部分。過去幾年，以新故鄉文

教基金會為主的幾個民間社團，開始推動「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希望藉由生態知識的推廣，將埔

里以往的驕傲「蝴蝶」尋找回來，成為城鎮再發展的另一項願景目標。為延續這項願景動力，今年利用

閒置空地美化的方案，探詢各鄰里社區參與的意願，其中「福興社區、向善里、籃城社區、泰安里、南

門里、麒麟社區」等六個單位都願意加入以蝴蝶棲地營造作為空地美化的行動方案。在此，從社區花園

理論中做省思基礎，可以羅列此模式具備四個有趣的生態城鎮現象： 

1、跨社區的學習工作坊的重要性。就社區治理，一個社區內部的運作，往往因為議題與年齡組成的

因素，而存在人力動員的問題。在本次的棲地營造項目中，規劃跨社區的活動學習課程，雖然一開始的

用意在於「用減少社區學習時間的方式，鼓勵社區參與」，結果在操作上卻發現，因為有不同社區居民

的參與，而能成為另一種新的自主學習社群。而且也能避免發生單一社區僅少數人參與（且年紀偏高）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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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串連專業蝴蝶解說員與鄰里社區的連結。從 2010 年推動「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之時，已

經開始在埔里進行「蝴蝶生態解說員」的培訓。只是，在以往的經驗中，這些專業的解說員培力的對象

往往在於「國中小」、「對蝴蝶有興趣的團隊」，也因為社區內部複雜的政治關係，而鮮少在社區內做

蝴蝶專業知識的推廣。是以，我們利用「蝴蝶棲地營造」，特地請埔里蝴蝶解說員團隊提供願意協力的

名單，在依據居住的地緣性，媒合參與鄰里社區的輔導。主要目的在於：讓社區幹部有機會認識住在社

區內的專業解說員，並且形成新的培力、陪伴關係。預留未來可以做更多發展的想像空間。 

3、間接建構跳島式的埔里蝴蝶生態廊道意象。原本的「蝴蝶棲地營造」計畫，只是單純想將「蝴

蝶復育的概念」傳遞到單點鄰里社區內。結果這次的行動過程中，因六個參與的社區剛好分別座落於埔

里中正路的「郊區」、「市區」，從西北到東南區意外的建構出「蝴蝶生態復育」的跳島式生態廊道意

象。從而觀之，藉由單點社區的蝴蝶棲地營造，其實可以為整體「生態城鎮」的轉型，提供更草根的行

動能量。 

綜合以上埔里的觀察，吾人認為社區花園不僅在都市內具備功能，在城鎮的區域同樣具備多元化的

永續發展功能。以「埔里鄰里社區環境清潔美化工作計畫」的「空地美化項目」而言，在某些部分上已

經具備「社區花園」的意義。但是，在不同社區內部如何架構出更多元的永續發展意義與實務功能，為

宜居、生態城鎮的轉型累積能量，則需要更細緻的願景論述、活動策劃、社區組織對話、居民培力，以

及支援網絡串連。展望未來，可預見的是過程中會遭遇許多課題與挑戰，但是仍然是一項值得我們繼續

努力的工作。宜居．生態城鎮的轉型，讓我們從社區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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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活動剪影集錦 

照片整理∥陳怡君(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圖 1、2 ： 20141014 桃米水質採樣課程 

圖 3、4 ： 20141007 參與手作步道工作坊 
圖 1、2 ： 20141005 籃城－謝天‧迎新‧祈豐年 

圖 3、4 ： 20141007 眉溪種植蝴蝶食草蜜源 

圖 1、2 ： 20141008 賽德克《竹語》首映會 

圖 3、4 ： 20141013 眉溪駐點空間踏查 
圖 1、2 ： 20141022 陳張培倫：「賽德克巴萊之後」 

圖 3、4 ： 20141021 蛙聲火影‧水舞交響系列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