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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中 開講 

文、圖∥吳宗澤(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辦 
市集究竟該注意什麼？一個

好的市集，該滿足哪些要

件，透過一系列三場的演講，來幫助在埔里想

辦市集的朋友，去辦一個可能長久遠的市集，

本系列文章分上中下。 

  首先登場的是「好的」所辦的好人良物市

集，並非一個常態市集，一年當中只有特定時

間會有，而空間場域位於台中華美街道的巷弄

裡，與周邊鄰居的關係還不錯，在辦市集的

時，常會看到周邊鄰居支援甚至加入擺攤。 

  要特別注意的是，市集本身並不太有獲利

的行為，我們應該看成是「好的」所舉辦的活

動，所以要知道好人良物市集在幹嘛，就不能

不知道「好的」想要做什麼。走進「好的」空

間，你很難不被獨創強烈的產品或工藝品所吸

引，而更加令人訝異的是這些產品的作者都是

來自於台灣，以土地為文化之根，展現「土生

工藝」、「食農生活」、「好事育成」精神。

而這些產品都是創辦人黃奕杰，親自拜訪各個

工藝家、生產者，，當面聊過彼此的理念，試

用產品後認為”好”，才擺在這裡。也希望讓

這些優質的手工藝品、農產品可以備更多人看

見，而這也可以視為是「好的」就是一個集結

台灣好物的平台。 

 而好人良物市集最初的發想，是想讓在地居民

了解他們這群年輕人到底在做什麼的「媒介」，

他們並非為了追逐辦市集的潮流才跟著辦，最初

想的也絕對不是賺錢和獲利。透過辦市集來經營

與在地之間的關係，黃奕杰笑道，第一次辦市集

的時候，器材組組長、行銷組組長都是當地住

民，一個負責跟里長借桌椅器材，一個做洗衣店

的負責跟在地居民放送消息，他們都是第一次辦

市集，很緊張，但也很願意支持跟幫忙，在這樣

的過程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台灣最美的風景是

「人」。但其實也可以視為，要辦一個「在地」

的市集，那要跟在地居民培養好默契，黃奕杰提

到辦市集也會被投訴，但地方的里長知道他們真

正在做的事，是辦一個給華美人的市集，是好的

活動，所以也會幫他們多說幾句話（幫他們擋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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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好的」跟地方之間的關係

是相當深厚的，而在此深厚的基礎上所建立起

的市集也會受到地方的認同。而這樣深厚的關

係，是由平日諸多微小的事件所累積起來的，

例如：路上打微笑的招呼、平日的噓寒問暖、

到各個住家去串門子、幫忙等等。這些都需要

花時間去累積的，而現在很多人都不願意花心

力投入這塊，當「好的」需要協助時，平時所

投入的社會資本就會展現，鄰里的支援協助、

宣傳活動、幫忙引導等，而在某種程度上也有

看到社區營造的影子在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好的」跟地方之間的關係

是相當深厚的，而在此深厚的基礎上所建立起

的市集也會受到地方的認同。而這樣深厚的關

係，是由平日諸多微小的事件所累積起來的，

例如：路上打微笑的招呼、平日的噓寒問暖、

到各個住家去串門子、幫忙等等。這些都需要

花時間去累積的，而現在很多人都不願意花心

力投入這塊，當「好的」需要協助時，平時所

投入的社會資本就會展現，鄰里的支援協助、

宣傳活動、幫忙引導等，而在某種程度上也有

看到社區營造的影子在裡頭。  

  切入正題，「好的」在經營策略上採取了

哪些手段，來為他的市集加分，他舉許多日本

的案例，第一個善用環境，透過陽光、樹木 

（空氣）、水等自然資源，為你的市集創造悠閒

的氛圍，善用這些自然資源，重點是─是免費的

（舉凡來說公園、森林、草地、池塘、陽光

等），當客人在拍照打卡的時候，環境好怎麼拍

都是美美的，這樣等於二次宣傳，所以選定一個

漂亮的空間很重要。 

  其二是包裝很重要，他非常堅定的說，台灣

人非常吃包裝，而且屢試不爽，不只是產品的包

裝，這牽涉到人是非常視覺的動物。「好的」對

於整個市集整體的視覺和相關設計會非常看重。

舉例來說一個市集大大小小的環節都與主題扣連

著，比方說三角串旗、市集商家的制服、小看

板、胸章、杯子、紙巾、體驗活動的圖案等，都

與市集的 Logo或當次主題息息相關。在各式各樣

的小環節裡頭，要求攤商配合，或「主動出擊」

以自身設計、美術的專業，協助攤商擺設，也是

對市集的形象加分，同時也指出攤商與市集主之

間的關係是相互幫忙，而非賺錢不顧彼此死活。

一個市集的形象，需要在各式的環節裡頭共同配

合，來塑造市集的整體印象，這點我認為是他們

的強項，很值得參考學習。 

  其三，消費集章換獎品的制度，這個制度非

常厲害，一來是讓市集主有機會去統計一天下來

市集的總營收為多少，數據不會說謊，對內有機

會去檢討改善，看是宣傳不夠、氣候還是節日等

因素影響，對外則是有明確的數字告訴攤商，這

邊創造了多少營業額，而非只是一個美好的想

像，讓攤商來一個不會賺錢的地方，虛度一整天

的光陰，這是一種對自己的要求，創造營收，否

則大家都不會持久。二是獎勵消費的機制，提供

的獎品可能微不足道，但獨特且買不到，或者擺

攤店家來共同提供。深知消費者心態的黃奕杰

說：「買不到的最貴、限量是殘酷。」這會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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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想要達到一定消費金額的心理，甚至是趕

快買到一定金額，用搶的方式去兌換獎品，有

次才開市兩小時，所有兌換獎品就一掃而空，

而這也暗示了開市兩小時，市集就達標了一定

消費金額。而這樣的機制是要回應一個問題

是，市集常常是人逛得人很多，但不一定會有

人消費。 

    其四，注重活動的回饋和檢討，來擺

攤的店家在當日結束交回桌椅的時候，需繳交

回饋單，而在辦市集的過程中，黃奕杰也會到

處去巡視，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或者與攤

商、顧客聊天，聽取一些感覺，注重市集過程

中的互動。而在每次市集結束後，都會有個深

切的檢討，把當天的問題、意見、回饋等，全

部盤點出來，不只盤點，更集思廣益的想辦法

如何提出「解決之道」。辦市集可以出犯錯，

但不容許再犯同樣的錯。黃奕杰對於自身的要

求很高，我想是吹毛求疵，但他具備某種達人

的精神，不斷精益求精，他很自信的說道：

「今天你看不起我，以後我要讓你看不到

我。」 

而最後用他每次演講都會分享的一段話來勉勵

各位。 

「如果喜歡花，就去當園丁。做自己喜歡做的

事情時，沒有恐懼、沒有比較，也沒有野心，

只有愛。」–印度思想家 吉杜‧克里西那穆提 

 

  也因為如此，他做很多事情，但都不太埋

怨，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做喜歡的事情，當他回

過頭來看自己時，才發現自己，竟然不知不覺

得走到這裡。 

  范特喜究竟在做什麼的？透過的鍾俊彥的

分享，我們可以更加了解。對我來說鍾俊彥先

生有幾個強項，一個是建築的空間背景，另一

是整合的能力，以及隨著時間累積起來的商業

模式經驗。 

     

以空間背景來說，范特喜一開始的老屋改造案

例，希望能打破我們以往對老屋的想像，不是

把屋子改老承舊，而是創新激發想像。當然他

也提到幾點，特別針對老屋來做改造，而不是

針對新屋來改造，有一原因是老屋具有某種人

們熟悉的記憶或習慣，更容易讓人親近，此外

民國七十年後的屋子大多是水泥屋，保存多半

良好，不太需要有”修繕”的需要。 

  而在空間的營造上，對於人的尺度，大到

以台灣的氣候來看，步行十五分鐘到約可以走

一公里，但同時也會想做下來休息，來做為據

點和據點之間距離的配置，讓點與點之間能夠

透過散步步行的方式串連起來；也關注建築主

體之外的氛圍，光影樹蔭，隨著季節變化的園

景，帶給巷弄的變化，這邊我所觀察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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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店家來形成一種新的產業或公司，那可能

范特喜只是來促成這樣的事情發生。 

而范特喜又為何自稱文創聚落而不稱文創園

區？在於他們針對店面的考量會納入週邊區域的

議題，是否能夠有參與的可能，並以社區營造的

角度出發，找尋社區既有的動能，並予以協助，

或者自身可以參予的方式來進行，所以並不會特

別感受到據點和住家是格格不入的，各自過各自

的，而是扮演好好鄰居的角色，融入在地。此外

近期和公部門合作的候鳥計畫，在台灣各地都有

發展出新的據點正在蘊釀，有美濃的老戲院、春

陽部落、烏石港、斗六雲中街、高雄哈瑪星等，

也試圖在各地找尋正在試圖推動事情的人或達

人，並投注時間協力，最後再嘗試用商業模式的

手段來回收成本，他舉了一個例子，以春陽部落

的案例，假設農民蔬菜盒子的成本四十元（含蔬

菜包裝等），那他們試圖介入的空間是找尋包裝

是否可能降低成本，或在各個流程找尋可以切入

獲利的點，來減少成本支出，並以這些減少的支

出來算賺取的獲利，同時在協助當地關注議題的

發展，個人覺得觀察各個流程，精簡不必要的支

出來賺取利潤，是一件蠻有意思的事情。    

最後一場沒在跟你認真的二手女孩辦市集，

風格不同於前面所述的市集，反而更是一種在地

生活的展現。從一開始因為好玩，自己辦的二手

物市集，到後來逐漸有規模，其過程核心原因是

因為自己想要逛市集，所以才辦，但好幾次都因

為籌備辦市集很忙，三個人都沒有時間好好逛市

集，讓她們很嘔。 

而在二手女孩的社群網絡中，我們可以看到

花蓮奇客邦的身影，市集並非三個人就能辦起來

的，很多時候都是靠大家互相的幫忙和協助。雖

然每個人都有一點專業，在都市裡頭可能不很專

業，但來到鄉下真的是第一名，人人都有機會發

揮自己的專長。此外因為東部這邊真得沒有什麼

活動，所以市集反而成為一個吸引在地人來參加

的活動，當然辦市集所動員的網絡本身就是在地

的年輕人，很多時候自己人來參加市集的人數就

占了快一半，實在是很有趣。 

他很清楚一人喜歡一個空間，不只是空間的主

體還包括周圍的環境，好的環境使人感受到舒

適放鬆，如同我們想要去日本感受那邊的生

活、文化，不一定是某個特定的點，更是一種

貼近生活的日常，那種日常是刻意無法營造出

的，然而那樣的環境正是人們所期盼的。 

范特喜的營收一開始透過空間改造，扮演

有點像是二房東的腳色，收取租金，並讓年輕

人進駐，而在初期也只能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維

持營運，並想辦法協助年輕人創業，到後來成

立的創業育成中心，當進駐的店家到達一定量

時（約三十家），開始變成是透過創投公司或

募資平台，來為這項創業的年輕人找尋資金的

管道，當到達一定規模時，反而會是這些創投

公司主動找上門來，這時分攤了不少資源。然

而在這個階段，創投公司對於年輕人的要求，

看重的是可以複製的商業模式，並想辦法成立

公司上市。這邊俊彥先生有提到，剛創業的年

輕人在文創或手作的部份，首次生產出來的產

品，概念、想法都不錯，然而當要延續產品

時，很難以突破既有的想法，落入概念同質性

太高，或受限生產設備與技術限制，往往一開

始看好，後面走下坡的可能。 

而關於整合不只是線下的整合(實體店面、

活動體驗等)，更是想進行線上整合（線上購

物、訂票）等，當具有一定數量規模是就具有

和網路通路談判的籌碼，或者透過整合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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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市集，做為市集的經營者是不太可

能會賺錢的。但他們有提到辦市集很關鍵的要

素，花蓮因為地形狹長，往往要消費都要開很

長一段路到花蓮市，他們所提到的就是差異。

對一個很在地的市集來說，你若是鄉下，你不

可能提供是很在地的元素，在地人根本不會來

消費，因為沒興趣也沒吸引力，這樣的市集一

下就垮了。然而在鄉下，若是都市的攤位，那

就會吸引在地的居民來消費，而利用的就是差

異，這點對於一個想要辦在地市集人的人可能

要多多注意。 

此外對他們來說，市集也是用來成為一個

地方年輕人的舞台，所以在辦市集的時候，也

會邀請在地正在發展，尚還不具知名度的年輕

人，來這邊與大家互動，讓在地人知道原來在

的還有這樣的好東西。 

最後我試圖抓出一些有關辦市集的重點，，來

幫助想嘗試辦一個在地市集的朋友。 

1. 辦市集是很不容易賺錢的，若要靠市集養活

一個人，那可能需要做很多事情。在分享

中，很多時候都是要借力於在地的社群來協

力幫忙。此外，市集要賺錢可能每個週末都

要有，位於相當熱鬧的區域，透過人流，來

讓攤位能夠有收益，才有足夠的租金利潤可

收取，換句話說租金利潤雖微薄，但一個常

設型的市集，才有足夠的能量去養活經營市

集的人。 

2. 位置非常重要。善用自然空間的元素，陽光 

 、樹木、草皮、流水、老建築等，來為你的

市集營造主要的氣氛。市集並非快速選購，

更多時後是要讓人們享受悠閒的氣氛，與攤

位交流互動、閒聊，來軟化市集所帶來的商

業氣息。 

3. 擺市集的器材，很多辦市集的人都會面臨沒

有桌椅的問題，常常都要去四處借。筆者在

新竹藏物市集的時候，有聽到一種方式就是

投資買桌椅器材，再租給來擺的攤商，來做

長期的投資。 

4. 什麼樣的人會來擺市集，第二場演講的主持

人吳欽憲很銳利的點到，不上不下的人才會

來擺市集，一個穩定的產品會想辦法在通路

或者實體店面販售，但因為產品不夠有知名

度，所以需要來擺攤打品牌，建立自己的知

名度。當有知名度時，最後還是會趨於穩

定，不再消耗人力，而透過通路或實體店面

穩定出貨。換而言之來擺市集的人，他可以

帶走最大的收穫是人脈，而非金錢上的效

應。 

5. 似也非也。同樣的市集，但每次都有不一樣

的主題，才有辦法吸引人到來。所以我們可

以說來逛市集是體驗一種新鮮感，若每次都

一樣，人們就不會有意願再到來，但每次的

攤位都不斷在流動變化去鋪成當次的主題，

都會是一個吸引人的點。 

6. 在地的市集，消費的是非在地的元素，而這

也指明了一件事，消費差異。我們在鄉村消

費都市元素，我們在都市消費鄉村元素。 

7. 市集主跟攤商之間的關係，不只是買賣的關

係，一個市集的氛圍絕非市集主可單獨決

定，而是透過共同參與的攤商來共同營造，

才能達到效果。好的市集是相互協力，不好

的市集則是自己幫自己。 

8. 市集是辦給誰的？辦給自己社群的休閒娛

樂？辦給在地人來支持的？辦給外地人來消

費的？這可能是市集主要捫心自問的，你想

辦市集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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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驅車從埔里中正路全家超商

旁的巷口，轉進籃城社區，讓人第一印象深

刻，從巷口進入牆面彩繪，這其中充滿籃城

社區從開墾到現代生活的寫照。第一次來籃

城上課，容教授與其專任助理嘉信，帶領課

程研究生到籃城社區大街小巷一一介紹。我

才發覺籃城社區較傳統的巷弄，真的很狹

窄，若是開車進入這小巷子，大概與兩旁的

牆壁穩穩地可以通過。巷弄空間狹窄，轉角

處碰頭，很容易閒話家常，遇到外地人也親

切打招呼，人與人間的距離就拉近，倍感親

切。 

這時，讓我走入自己生命的時光隧道，

滑入小時候在台南外婆家的場景。 

我的外婆家在台南當地人稱「山埔頭」

的北華街，巷弄真的很狹小。籃城與山埔頭

在當時都是平埔與他族間兵家必爭之處，巷

弄文化相似，在籃城總是會懷念在外婆家的

生活環境。 

我深刻體認埔里籃城與台南山埔頭確實

有許多異曲同工之妙。早期巷弄狹窄，是防

止外人入內侵門踏戶。籃城的武館與山埔頭

的大銃都是在保衛家園。籃城與山埔頭不同

的是酒香與醬油香。 

酒香不怕巷子深- 

尋找籃城社區文化親密性 

文、圖∥張晴雯(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籃城與山埔頭，同為當地媽祖起源，籃城東螺媽

是埔里媽祖起源；山埔頭開基天后宮祖廟，創建

於明永曆 17年(1662 年)，為台灣最早的民間媽

祖廟。 

籃城媽祖是社區居民的守護神，也是從彰

化北斗引水過來，「媽祖踏水路」，讓籃城生生

不息，生活安定最大的力量。能夠讓居民從家經

過巷弄來到社區。 

巷弄是家的延伸 

空間環境隨著生活者的意向隨之變化，在

地居民會隨著日常生活的變化與傳統空間失去連

結點，從巷弄中而退守家中；相對地，有了新的

契機，居民也會從家延伸到巷弄擴及到社群。 

中秋節過後，農曆 9月 1日，籃城社區大事

-媽祖踏水路，集英館武師邀請我到大城里

《朝奉宮》迎媽祖。雖然，我是基督徒，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先向上帝禱告求原諒，跟著武師護

衛媽祖來到籃城來。從基督徒和社區居民的信仰

有許多掙扎，最後要對社區深入瞭解，也只好潦

下去。媽祖活動是由福德正神土地公管理委員會

主辦，在媽祖祭典過程中，發現媽祖婆與土地公

婆並列，主祭者是由社區總舖師洪春汝擔任，也

是由女性主祭。媽祖帶來生機，護衛武師是由男

性擔任，就怕水路被外人給隔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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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社區親密性也隨之許多活動建立出來信任

關係，我屏除私我宗教概念，進入居民的文化

脈絡，增加公共溝通的可能性。沒有聲音的革

命，上帝與媽祖間的溝通，公共空間的想像增

加。社區活動主體是女性，我與阿嬤間溝通可

以直接。 

 

 

 

 

 

 

 

 

 

 

 

農務以天為本 

基督徒以《聖經》為本；社區以農為本，

居民以《農民曆》為聖經。不論是社區廚房的

整置、社區公田與社區菜園，阿嬤最希望教授

與年輕學子，以《農民曆》為圭臬，《節氣》

為要義，節氣會影響作物成長，這是他們經年

累月的長期經驗。農務不是看我們有沒有時間

來種，而是要以天時節氣來決定。 

社區廚房整置工作，阿嬤要我去找教授過

來溝通，「移動方位」要看《農民曆》來擇

日，不是看我們教授與研究生的時間為主，上

次廚房動過一次沒有看《農民曆》，結果阿嬤

住院一個月。教授只好跟阿嬤點頭說好。 

阿嬤告訴我們，立夏前最好把作物下種，

不然會容易長雜草。真的，菜園的《土香》卻

喧賓奪主，成了菜園的要角。後來，我們還做

土香餅給阿嬤吃，他們說種一輩子的菜，沒想

到土香可以做餅來吃。  

 

 

 

 

 

 

 

 

對公共的親密性  

課程研究生進來社區，社區當然有所改變，廚

房菜色也豐富，空間也改善，阿嬤也經由巷弄

走進社區，也把研究團隊當作自己人，以「咱

籃城」來對我們說話，已經不再把我們當客

人。社區阿嬤看到團隊種菜，也會主動拿種子

來播種、灑水、收割菜苗。他們對社區公共空

間開始活絡，參加活力秀、健康操，討論公

田、菜園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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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埔里 PM2.5 空污減量自救會成立一年有感 

  文∥許涵真(埔里 PM2.5 空污減量自救會志工 ) 

  圖∥埔里 PM2.5 空污減量自救會粉絲專頁  

在 
2014 年 11月 5日，原本也不是很

熟識的五個女人，相約在 1978 咖啡館碰面喝

下午茶，他們並沒有要聊天談八卦，而是要討

論一個很嚴肅的議題—埔里的空氣污染。研讀

資料後決定要先自掏腰包做文宣發放，還有建

立自救會臉書粉絲專頁。大家的初衷就只是想

讓更多人知道埔里空氣現況，然後可以保護自

己和家人。 

  因為空氣的領域大家也不是很熟悉，接下

來就一邊繼續討論學習，向專業人士、前輩請

益，一邊也透過網路、媒體擴大關心，讓更多

不同專業的朋友陸陸續續加入志工的行列，另

外我們也開始和決策者、民意代表、甚至污染

製造者接觸對話，並且擴大和中部各縣市環保

團體、埔里在地社團、暨大老師學生等合作的

機會。 

  這一年來大家也透過演講、講習、志工會

議凝聚更多種子志工，也遊行、辦活動、緊緊

抓住每一次到市集、街上、校園宣導的機會，

大家心裡很急，希望可以趕快把 PM2.5濃度降

下來。 

  經過這一年網路媒體熱烈的討論，其實知

道空氣不好的人越來越多，已經達到我們第一

階段的目標，甚至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原因和提

出專業的解決方案，只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是

沒有辦法符合我們的期待，而且民眾破壞環境

的行為還是持續發生。類似的筆戰在一些網路

社交平台上不斷地發酵，你講東就有人講西，

互相責怪，或是採取消極抵抗的態度面對。 

  所以即使大家都知道解決空氣污染的方法

了，還是沒有辦法立竿見影，原因很多，但我

認為真正關鍵的原因有三個： 

一、沒有人認為他應該為空氣不好負責任。 

沒錯，空氣污染的來源太多，參與的人太繁

雜，當任何人任何燃燒的行為被指責時，都有

個替死鬼可以把責任推給他。目前最大的替死

鬼應該就是六輕，只是連王永慶生前都說過

「六輕絕對沒有污染，比廚房還乾淨好幾倍」

這種不可思議的話，就可以了解為什麼燒紙

錢、放鞭炮、燒農業雜草、開烏賊車這樣的行

為可以被大家合理化了。事實上如果每個人可

以先反省，從自己的生活上去做改變，當每個

人都把這件事當做是自己的責任，事情就會不

一樣了。 

二、對美好生活的願景共識不足 

人們對空氣品質不佳習以為常，或是長期就是

這樣的生活方式，也不知道對健康有危害，雖

然宣導後知道有危害，但不見得生活就會立刻

改變，或者需要時間慢慢發酵，人們才會願意

做出改變的行為，進而影響更多的人。美好生

活的願景需要被傳遞、分享，讓大家心生羨慕

而能有一致的目標攜手邁進。 

三、政府法令落後、政策粗糙，執法無公權力

失民心 

我們需要一個真正有決心向空污宣戰的政府，

有正確的價值觀，同時需要制定積極可執行的

政策，修定明確的乾淨空氣法案，跨部門運作

讓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起合作，更貼近人民的生

活，不推卸責任，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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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了冬天，空氣開始變糟，我的身體也

被影響，覺得不舒服。有一次我戴著口罩在街

上騎車，心裡有點挫折失意，因為感覺這件事

真是又大又難，似乎空氣變好只能是個永遠不

能實現遙不可及美夢而已吧！忽然靈感一來，

想到美國的金恩博士當年應該也是這樣想的，

要弭平黑人和白人之間的歧見和仇視，應該也

是件很難的事，但他於 1963年發表「我有一個

夢」的演講，該演講促使美國國會在 1964年通

過《1964年民權法案》宣布所有種族隔離和歧

視政策為非法政策。 

  這鼓舞了我，我也深切期待台灣有個大翻

轉，讓遙遠的夢想也能夠離我們越來越近，於

是我改寫了金恩博士的演講稿，此篇的精簡版

也在今年埔里無車日當天由參與遊行的孩子和

大人代表宣讀，希望不但可以成為大家的夢

想，也能一起為擁有好空氣而努力，尤其對於

居住在台灣之心的我們，更是要以守護台灣這

片好山好水的捍衛者自居，總不能連這裡都不

堪居住，山林都蒙塵。台灣成為宜居的天堂，

就從埔里成為宜居城鎮開始吧！ 

 

 

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 

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的人民可以真正實現

基本人權之一的呼吸權：「我可以大口呼

吸」。 

我夢想有一天，在虎頭山上，放眼看到的埔里

天空、雲彩、山景、田野、房子，在清新的微

風中，可以清晰的映入我的眼簾。 

我夢想有一天，在台灣每一處，甚至在台灣最

內陸的埔里盆地，都有清新的空氣，不再有髒

空氣擴散不出去。 

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孩子將在沒有機車廢氣的

街道上騎腳踏車上學，經過的田野只聞到草香

而不是焚燒垃圾、稻草的味道，隔壁的廟宇沒

有排出嗆鼻的紙錢煙味 

我今天有一個夢想。 

我夢想有一天，台灣能夠有所轉變，儘管還是

很多人無法理解我們對美好環境的渴望，但有

朝一日，所有的大人和小孩，政府和人民能有 

共同的心志，攜手並進。 

我今天有一個夢想。 

我夢想有一天，環保議題被關注，人與環境互

相尊重，人類的自私貪婪得到止息，對環境的

傷害得到平復。 

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我懷著這種信念堅持不離

開這塊土地。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從絕望

谷底走向陽光山頂。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

把這個國家刺耳爭吵的聲音，改變成為一支優

美的交響曲。 

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一起生活，一起祈

禱，一起工作，一起呼吸，一起維護這塊土地

的美好；因為我們知道，終有一天，我們是會

達到可以大口呼吸的一天。 

在空氣潔淨的那一天，上帝的所有兒女們將高

唱這支歌：「我的台灣，美麗的福爾摩沙，我

為您歌唱。您是我們努力捍衛的母親，您是我

們的驕傲，讓歡呼的歌聲響徹每個山崗」。 

※埔里 PM2.5空污減量自救會 

https://www.facebook.com/

puli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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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銀髮族的年齡越來越高，代表著台灣的高齡化社會正逐漸邁入高峰期，那麼老人們的

生活除了每個月固定回醫院報到以及每天坐在家中盯著電視發呆外，他們可以再從中找出什麼

樂趣，能夠讓他們的老年生活過得更加精采？現今網際網絡如此發達，老年人卻大多都不會使

用 3C產品，他們似乎越來越跟不上這個時代。 

  

 

 

 

 

 

 

 

 

   根據內政部統計，103年底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了台灣人口總額 12%，同期 0-14歲的幼

年人口占台灣總額 14%，兩者間的比例相當的接近。最近 10年間，扶老比平均每年上升 0.3個

百分點，在 103 年底已經達到 16.2%，高齡化社會已然十分明顯。於是，老年活動中心的使用

和銀髮族們也能夠共同參與的活動變成現今最重要的課題。 

銀髮族玩生活 

  文∥王宥晴(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南投縣埔里鎮立圖書館於今年 10月開辦「樂齡快樂學平板」課程，一開放報名就被秒

殺。為了和兒孫拉近彼此間的距離，阿公阿嬤學得十分起勁，紛紛開始瘋 LINE、迷臉書，也

學習如何使用平板電腦上網掛號、查詢公車資訊、聽老歌等生活所需的知識，讓老年人也能

夠享受數位生活，讓使用 3C產品不再是年輕人的專利！隨著科技的進步，銀髮族們也不落

人後。  

 

  而南投縣竹山鎮福田社區更將

竹竿、毛巾等生活用品融入舞蹈

中，編排出簡單易學的團康韻律，

鼓勵銀髮族走出戶外伸展四肢，提

升自身健康活力。銀髮族們總是習

慣將自己關在家中，藉由社區的活

動能夠讓他們慢慢地接觸人群，進

而認識更多朋友，才不致總是孤單

地待在家中和電視相對看，豐富老

年生活。 

  專門設計樂齡課程的專家表示，可以

讓銀髮族先從靜態的活動開始做起，例

如：竹編、童玩…等手作物品，再慢慢接

觸其他動態活動，像是跳舞、打鼓、學習樂器等，不僅可以活化老人的身心，也讓他們在活

動的過程中可以培養專注力，並且手腦並用。成立社團、開設課程是最有效的方式，銀髮族

們一起活動，彼此間有共同

的話題，讓生活不再無趣。

而「活到老，學到老」正是

對於這些樂於學習的老年人

最合適的形容且最棒的讚

美。 

 

圖片轉載網路新聞 http://udn.com/news/福田社

區樂齡課 長輩跳竹竿舞 

圖片轉載網路 http://udn.com/news/新聞瘋 LINE、迷臉書 爺

奶樂當低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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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在台灣 

  文∥李天嵐(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何謂社會企業？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是融合社會價值與經營技能

的自主性組織。從英國興起的一種企業型

態。與一般企業不同的地方在於，社會企

業從事的是公益性質的企業活動，透過市

場機制來調動社會的力量，並將商業上的

策略運用在改善人類與環境生存條件。因

此，社會企業並非是為了股東或者最大擁

有者能夠謀取最大利益而運作。 

  在社會企業的概念之下，台灣社會企

業創新創業學會以促進我國社會企業學術

研究與實務應用發展為宗旨，配合國內社

會經濟成長需要，結合學術界、企業界與

社福團體，從事有關社會企業創新創業與

經營管理研究的活動。學會理事長為李家

同先生，秘書長胡哲生先生。2009 創立

迄今，舉辦了許多與社會企業建立與分享

等相關活動，提供有興趣的民眾前去交

流、學習。 

 

社會企業咖啡館（簡稱社企咖啡館）是台

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從 2013 年開始

舉辦的演講座談。給予實踐者分享自身經

驗以及有心實踐或研究的夥伴一個交流的

平台。最近社企咖啡館即將舉辦第 21場

活動，時間在十二月一日。主題「百味的

人生」談論「人生百味」這個團隊的崛

起。創辦人巫彥德先生的「有石頭湯計

劃」結合街頭弱勢與剩食議題，將剩食再

生，找回食物被遺忘的價值，繼而將食物

帶入街頭，重視過去我們曾視而不見的人

事物。另一位演講者，街賣夥伴周明憲先

生，的「有人生柑仔店」將友善農業與街

頭弱勢議題相結合，組織街上的街賣者、

開發再地良品，串連友善的消費鏈。上述

的兩項計畫皆是社會企業的良好運作與實

踐。 

  社會企業在謀利方面不如一般企業。可

是對於社會的各項問題，社會企業可以透

過企業運作模式加以協助，達到雙方互惠

的結果。不同於慈善團體幾乎不求回報的

付出，社會企業在公益行為上更講求彼此

在問題解決上的共同努力。由於兩方在金

錢、時間等等資源上的共同付出，社會企

業的運作比起單純的公益服務還要更能夠

實質解決問題，也更可以接近成功。社會

企業是在營利與公益之間做最有效的平

衡。然而如此優良的概念在台灣還不能算

是蔚為流行的風潮，仍須各界有志之士的

推廣。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學會  http://www.seietw.org/ 

圖片載自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學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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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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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企咖啡館 22 －周末夜的東南亞時光 

 日期： 12月 19 日（六）19:00~20:30。 

 報到時間： 18:45~19:00 

 對象：對主題有興趣的每個人。 

 人數： 20人。 

 地點：燦爛時光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 135 巷 1號) 

 費用：二選一(以書會友、美食材料費) 

  

圖片截自社企咖啡館 

§ 共食好聚─你知道這次要怎麼投票嗎?，一堂與爸爸媽媽聊的選舉課 

 日期： 12月 23日（三） 

 對象：對主題有興趣的每個人。 

※詳情請於臉書搜尋「共食 好聚─每個月我們一起吃飯！」 

 

§ 書房沙龍─我的書店夢・大家的書店夢 

 講者：水木書苑 蘇至弘先生 

 日期： 12月 22日（二） 19:30~21:00 

 地點：籃城書房 

    （南投縣埔里鎮籃城五巷 4號） 

圖片截自「籃城書房- REST Book & Bed」臉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