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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曾喜鵬 （暨南大學觀餐系助理教授）、 

    林秉正、黃崇銘、范書綺、劉垠熏 

    （暨南大學觀餐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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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材旅行新概念 

一起來野餐 

桃米的美好在晨間的陽光裡、在夜晚的蛙

鳴裡，以動以靜的細膩寫生這豐饒之地。擁有

好山、好水的桃米，具有複雜且多樣性的溪

流、濕地及林地，在桃米這片土地交錯出最美

的風景，發展林林總總各具特色的民宿；得天

獨厚的自然生態環境孕育了大大小小的農業生

態區，推出許多極具特色的食材。要認識桃米

這塊美好土地，最好的方式就是飲食，飲食中

的食材來自於土地，最貼近土地的用餐方式是

野餐，透過野餐整合桃米第一、二、三級產業

資源，是我們所訴求的理念。這不僅僅只是吃

一頓飯，而是認識土地。因此《桃米野餐》孕

育而生。 

桃米野餐：產學合作的創新農遊產品  

以最接近土地的方式 

藉由野餐美食認識一個社區文化 

『桃米野餐』是由桃米休閒農業區與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觀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師生

共同研發的創新農遊體驗，在曾喜鵬老師的指

導下，歷經 10 個月的研發與無數次的餐食研發

試作，以及實際辦理 5 場野餐活動而產生的成

果，於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桃米休閒農業區

2016 品牌暨新品發表會上正式以「桃米野餐」

與大家見面。我們想透過野餐，讓遊客以最接近

土地的方式，藉由野餐美食認識一個社區文化，

更能放慢腳步，以不同的角度欣賞台灣鄉村之

美。 

桃米野餐是一種紮根，連結您與土地，

在您心中長成一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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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米野餐都幫你準備好了 

我們提供的野餐美食，是以大埔里地區的在

地食材研發製作，依不同季節的食材選擇，準備

6 至 8 道的餐點及飲品，搭配解說與餐飲服務，提

供來訪桃米的遊客一項席地而食的全新體驗： 

1、提供當季最新鮮、最在地的食材，親手做

出屬於桃米的味道。 

2、我們會準備所有的野餐器具，提供野餐

籃 、野餐墊、餐具...等器具，來桃米野餐也可以

很輕鬆，不需要自己提著大包小包，只需要帶著

愉快的心情。 

3、野餐地點由您來選擇，不管是南法鄉村

風、綠地農場風亦或是純淨校園風，希望滿足讓

您在優閒的午後，伴著藍天、綠地、徐徐微風，

享受午後的小確幸。 

 

野餐美食 在地食材入菜好味道 

在我們提供的餐食中，想特別和您介紹「桃

米飯丸子」與「刺蔥馬鈴薯沙拉」。第一項是「桃

米飯丸子」，桃米為古時因魚池五城缺乏米糧，

需至埔里購米，居民挑米經過之坑谷故取名「挑

米坑」；小時候出門遠足帶上一盒母親手做飯

糰，那可是在同學中最驕傲的事情，飯糰在我們

的心中更是野餐必備的餐點。因此，我們以米為

意象研發「桃米飯丸子」作為桃米野餐餐點的一

大亮點。 

另一項「刺蔥馬鈴薯沙拉」，為桃米野餐團

隊的同學們自行研發製作，刺蔥自古以來皆為拿

來熬煮湯藥的藥草，在埔里當地也常拿來作為料

理，其味道強烈有著辛辣嗆鼻味。在綿密口感的

馬鈴薯沙拉上加點氣味濃郁獨特的刺蔥，再搭配

上起司餅乾一口吃下，層次感更豐富，遊客們吃

過都說讚。  

● 野餐資訊及費用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野餐時間：1.5 小時 (建議時段：夏季 15:00

-16:30 / 冬季 14:00-15:30) 

野餐地點：國立暨南大學櫻花林 / 桃米樂

野農場 / 桃米熊麋鹿了民宿 

野餐費用：成人每人399 元 / 兒童每人

250 元 / 嬰幼兒不收費 (不

列入人數計算)16 人以上成

行 (成人：國中 1 年級以

上，兒童： 國小 1 ~ 6 年級，

嬰幼兒：幼稚園以下) 

預約請洽：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 

     黃星豪先生 0912-687335 

《本文即將刊載於日月潭季刊 2016 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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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新國會，原民政策新方向 

文∥陳文學（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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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於 1 月

16 日投票完成。總統副總統由民進黨候選人蔡

英文與陳建仁，以六百八十九萬票勝選；而部

落最為關心的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由高金素

梅（泰雅族，無黨）、簡東明（排灣族，國民黨）

與孔文吉（賽德克‧泰雅族，國民黨）獲得勝選

連任，繼續在國會殿堂中，代表原住民族發聲。

至於來自眉溪部落的瓦歷斯‧貝林則以 16,658

票，約三千多票的小幅差距落選。 

  根據中選會資料，本次全國山地原住民合

格選民共 200,029 人，投票數為 115,341 人，投

票率為 57.66%。相較於前次山原立委選舉的合

格選民 183,398 人，投票數 119,374 人與投票率

66.64%，本次山原投票率下降近九個百分點。

以仁愛鄉來看，合格選民 9,156 人，投票數

5,222 人，投票率亦僅有 57.03%，不僅略低於全

國山原的投票率，也與前次山原立委選舉投票

率的 65.94%，下降許多。再進一步檢視，仁愛

鄉 25 個投開票所中，甚至有 4 個投開票所的投

票率只有四成五左右，顯然本次仁愛鄉山地原

住民選民的投票意願頗為低落。 

 

  整體上，本次仁愛鄉的票數以孔文吉囊括 1,954

票最多，其次為瓦歷斯‧貝林的 1,424 票，而高金素梅

與簡東明則分別獲得 760 票與 638 票。而在仁愛鄉 16

個村當中，除了南豐村與法治村之外，其餘的 14 個村

皆由孔文吉獲得最高票。若將範圍擴大至南投縣，孔

文吉同樣以 3,421 票最高，其次為瓦歷斯‧貝林的

2,690 票。值得一提的是，在南投縣中，布農族的伊藍．

明基努安也有一千票以上的支持。這似乎也隱含著以

泰雅、賽德克與布農為主的南投縣，候選人的族群身

分仍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因素。 

  以全國為一個選區，選舉三名的山地原住民立委

選舉，選民分布於全台各地，是立委選舉中最為艱辛

的選舉。姑且不論原住民立委選後能否廣泛照顧各原

住民族，在選舉的出發點上，原住民各族人口多寡不

一，現行選制卻直接深化與分化族群間的競爭，可能

是未來新政府與新國會必須加以關注的憲政課題。 

  最後，蔡英文的原住民族政策中，具體主張： 

1.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積極實現轉型正

義； 2.肯認原住民族主權，憲法專章保障原住民族權

利； 3.承認原住民族自主及自決權利，落實推動原住

民族自治； 4.尊重原住民族與其土地的獨特關係，立

法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 5.保障上萬新的工作機會，

開創永續的原住民族經濟發展； 6.建立原住民族教

育體制，維護教育、文化與媒體權； 7.重視原住民族

健康權，消弭福利與醫療照護的不均等； 8.強化都市

原住民與原鄉間的支持網絡，創造其公平發展機會；

9.尊重平埔族群自我認同權，歸還民族身分及完整民

族權利。 

這九項政策主張讓原住民族社會的未來發展充滿期

待，未來四年我們共同發揮公民的力量，一方面關注

原民立委對這些政策的態度，另一方面也監督新政府

能否將這些政策加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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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在地空氣品質地圖─物聯網的應用  

物聯網 

  物聯網(IoT，Internet of Things)因網路的普及開始

蓬勃發展，其物與物間信息傳遞、紀錄與控制的特性於

工業被廣泛運用，造就了耳熟能詳的工業 4.0，而一般消

費者較常接觸到運用手持裝置控制之智慧家電，如能夠

透過智慧型手機預約開關的冷氣機、調整燈色的燈泡也

都是物聯網的典型運用。而這樣的科技發展，無疑是為

過去生活上無法解決的問題開啟新的希望。  

 

物聯網與埔里地區細懸浮微粒(PM2.5)監測  

    近年來細懸浮微粒(PM2.5)的汙染越趨嚴重，民眾

對於空氣品質的意識抬頭，政府則開始於全台各地建置

感測站並建立網站(圖一)讓民眾可以隨時關心所在地

區的空氣品質的變化，但感測站設立成本不斐，因而所

涵蓋之範圍、站與站間距離，僅能看到地區性的變化，

無法更進一步分析、追朔 PM2.5 的來源與動向。 

 

 

 

 

 

 

 

 

 

 

 

 

 

 

 

   

    在埔里，群山圍繞，農業與觀光產業為主的美麗淨

土，為何卻是全台數一數二的空氣品質不良地區?這是

大家共同的疑問，也是從環保署感測站尚無法解釋的現

象，因此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理系戴榮賦教授計畫

透過物聯網技術收集監測數據與紀錄之特性，以低階感 

測器廣布於整個埔里，並從市區一路延伸至對

外主要幹道與鄒遭群山，繪製出屬於埔里的在

地空氣品質地圖(圖二)，透過更密集的監測進

行觀察 PM2.5 是來自於地區微氣候、交通、廟會

活動或是燃燒垃圾與稻草等因素。  

貼近生活的監測 

    網路發展至今，無論是有線網路或是無線

網路(WiFi)的密集，都讓此計畫的低階感測器

能夠快速且便利的設置於我們生活周遭，進而

讓民眾更了解 PM2.5 的成因與對環境的影響，

例如建置於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埔里工作

站之監測點，因鄰近愛蘭交流道並位於台14 線，

便能讓我們直觀的看見車流量與周遭 PM2.5 數

值的變化。在廣佈的未來，對於環境教育與降低

汙染等宣導則更能有所依據，也讓民眾認知自

己的行為，與環境的變化是息息相關的。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畫面擷取: 

http://taqm.epa.gov.tw/taqm/tw/)  

埔里在地空氣品質地圖(畫面擷取:  

http://www.545.airq.org.tw/)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埔里工作站之監測

文∥何孟儒（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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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aqm.epa.gov.tw/taq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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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溪飲用水檢測出爐  研究團隊建議飲水應先煮

           

                

 

    2015 年 1 月與 10 月暨大土木系蔡勇斌

與陳谷汎老師研究團隊協助眉溪部落進行

兩次飲用水水質檢測。今年初研究團隊公布

檢測結果，南山溪、天主堂與對萬山三個水

點的大腸桿菌數與總硬度皆超出飲用水標

準。對此，研究團隊建議家戶切勿生飲，於

飲用前應確實煮沸，或增設飲水機；另外，

有關總硬度方面，則建議家戶可考慮使用離

子交換、增設飲水機或是相關處理技術，以

降低硬度，提升水質的適飲性。 

  農業是眉溪部落主要產業，自暨大團隊

進駐眉溪部落以來，就十分關注眉溪農業灌

溉用水議題。2014 年底，土木系陳谷汎老師

首次進入眉溪部落，針對南山溪上游進行簡

易水質檢測，檢測結果不論是酸鹼值、導電

度或溶氧量皆相當良好。在與部落居民討論

後，發現居民關心的不是灌溉水，而是飲用

水的水質狀況，因為許多家庭似乎已經從日

常用水中懷疑部落水質欠佳的情況。 

 

    2015 年年初，在部落居民王萬全先生的

協助下，暨大土木系林展緯與徐顥兩位博士生

開始對南山溪、天主堂與對萬山三個水點進行

採水。經過實驗室分析後發現，南山溪與天主

堂兩處水點的總菌落數、大腸桿菌數及總硬度

偏高，皆超出飲用水水質標準。研究團隊為求

謹慎，於 10 月再對這兩個水點進行第二次採

水，並增加對萬山水點。經過第二次檢測，大

腸桿菌數之檢測結果較第一次為低，但仍高於

飲用水水質標準。  

  由於飲用水攸關居民的健康安全，研究團

隊建議在尚未釐清飲用水大腸桿菌數過高的

成因之前，家戶用水應確實煮沸，避免生飲。

而相關單位除了要協助釐清飲水水質不佳的

原因外，也應主動進行飲水宣導，以照顧部落

居民的衛生安全。 

部
落
居
民
王
萬
全
協
助
暨
大
土
木
系
林
展

緯
與
徐
顥
兩
位
博
士
生
進
行
採
水 

林展緯與徐顥兩位博士生於天主堂

採水 

文、圖∥林展緯（暨南大學土木系博士候選人） 

    徐顥（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陳文學 （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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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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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參與社會：攝影基礎工作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攝影的生

態關懷」、「影像敘事與人文關懷」兩門課程，於

10 月 17日到 18日辦理「攝影基礎工作坊」活動，

嘗試以聯合舉辦的形式，將修課同學重新編組，也

邀請社區居民一同參與，打破課綱的藩籬，雜揉學

員的構成，並且參與「埔里無車日」的紀錄活動。

工作坊講師的組成，除了課程本身的老師之外，也

邀請攝影記者、藝術家分享經驗，找尋課程與課程

之間、課程與社區之間、學生與居民之間、講師與

講師之間各種連結的可能性。  

  劉明浩老師開設的「攝影的生態關懷」課程，

以人類與生態、環境的關係出發，在實地的環境經

驗中，引導同學認識自然、親近自然，透過攝影觀

點傳遞生命關懷的訊息。鄭中信老師開設的「影像

敘事與人文關懷」課程，則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切

入，引領同學進入公共空間，在各種不同的歷史、

地理背景中，進行跨世代、族群的接觸，以影像訴

說各種不同的生命故事。因此，「攝影基礎工作坊」

的原初發想，即是試圖在共同的授課與實作場合

中，讓人文攝影與生態攝影兩門不同屬性的課程 

產生激盪。工作坊的舉辦設計在開學後的第五

週，在兩門課程的修課同學已經具備自身課程

的基本概念下，重新進行成員編組，藉以強化課

程的激盪。活動以打散課程成員、打散院所系級

做為方針，以群體活動的方式，使各個修課同學

有機會接觸不同課程、院所的觀點。甚至，邀請

社區民眾一同參與，並且加入討論，增加觀點的

多元性，達到刺激的效果。 

 

  攝影做為一門影像藝術，涵括相機的操作

方法以及抽象概念的傳達。課程設計兼顧概念

與實做，依序安排課程，介紹相機的基本構造和

操作，諸如快門、光圈、ISO值、曝光補償的組

合搭配，以及明暗、對比、視框、位置、比例等

構圖概念，也以攝影的意義做為問題，討論影像

敘事的可能性。在室內課程之後，以小組做為單

位，在小組長帶領下進行戶外實作，並且於當日

挑選滿意的照片，上傳共同的網路位址，在夜間

由講師群逐張進行評析，透過實際操作經驗、即

時的評析和討論。 

文∥鄭中信（暨南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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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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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豐富課程內容，另外邀請《大埔里＠

報》、《中國時報》攝影記者廖肇祥蒞臨演講，

以專業的記者經驗，講述新聞攝影的觀點，以實

際的例子做為解說，展示圖片與文字相互搭配的

的敘事形式，讓學員理解紀實攝影的拍攝觀點。

此外，為了強化美學意象，也邀請埔里的藝術家

吳熙吉先生，逐張為學員個人的照片進行講評，

以美學的觀點，分析各張照片的構圖、顏色、光

影、隱喻等等，讓學員可以用更豐富的角度檢視

攝影作品，培養鑑賞能力。 

 

  在基礎技術與概念的建構之後，再加入

社會參與的活動，引導學員思考攝影的社會

關懷，因此，於 10月 18日參與「埔里無車日」

的紀錄活動，進行遊行現場的外拍。第三屆

「埔里無車日」活動以空氣污染做為主要的

議題，在徒步遊行組成中，亦有暨大社工系黃

彥宜老師的課程，以及暨大人社中心的參與，

由同學製作大型仗頭偶，機動性的在哨聲中

表演行動劇場，以此吸引居民的目光。攝影工

作坊的學員則散落在活動周邊，紀錄表演的

過程與觀看的群眾，進行紀實攝影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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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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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獵人的文化與生活 

文∥劉家銘（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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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人，並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生活

技能，更是一種天職。 
 

    以當今觀點來說，獵人好像一種職業，是專門獲

取獵物的人。但對原住民來說，打獵是男人的天職，

就像編織是女人一定要學的。現年 62 歲的王萬全說：

「在部落，因早期沒有養豬等其他養殖業，為了補充

動物性蛋白質，部落男子會到山上去打獵，獲取族人

所需的營養。」 

    然而打獵也不是說打就打，現年 81 歲的部落耆老

姜仁和(Iyung Walis)則說：「在打獵之前，有很多的禁

忌要遵守，也就是老人家們常說的 GAYA。像是打獵

前不能吵架；不能碰女人相關的東西，像是織布等

等；家中的烤火如果熄滅，也不能上山打獵；還有透

過綠繡眼的鳥類進行鳥占(Sisin)，如果鳥兒們會唱歌，

表示可以打獵；如果鳥兒們沒有唱歌，只是在旁邊跳

來跳去，表示不能上山打獵。」 

  老人家傳承打獵的方法，將陷阱放置在山

羌、山豬或鹿等獵物時常經過的路徑上，過了幾

天，再去巡視獵場的陷阱來捕獲獵物。能夠成功

獲取獵物的秘訣，姜仁和說：「先準備一個袋子，

放入自己曾經捉到的獵物尾巴，像是山豬尾巴。

放陷阱的時候念咒語，有念咒語就會有獵物，沒

有唸咒語，或是沒有遵守 GAYA，就會沒有獵物，

甚至還會發生意外。」老人家對於遵守 GAYA 特

別堅持，而遵守 GAYA 這件事也不只有在打獵的

時候，平常也要遵守，在打獵的時候才會得到祖

靈的保佑。王萬全說：「現在的年輕人都沒有

GAYA 的觀念，所以很多時候都會出事情。」 

    學習成為獵人的過程中，通常是跟著老人家

學習，而這些老人家不一定是自己家族的長輩。

王萬全就是向姜仁和學習打獵的技巧，並且承襲

獵場。獵場的範圍都是獵人所熟知的，若要經過

或進入其他人的獵場，必須經過獵場主人的同

意，否則可能會掉下懸崖、受傷、死亡等意外事

件發生。 

    姜仁和還說：「在部落裡，真正的獵人僅存

3 到 4 位。真正的獵人就是會使用陷阱的，獵山

羌、山豬、鹿的那些才是真正的獵人；只會用槍

打飛鼠，那只是玩玩而已，那不是真正的獵人。」

在老人家眼裡，現代科技的進步並不能取代祖先

傳承下來的智慧。王萬全也說：「以前的老人家

打獵物回來都會分享給親朋好友，現在很少有分

享山肉的概念，有的甚至會拿去賣給其他人。」

面對獵人文化的消逝，姜仁和也表示自己的小孩

從小出外求學，生活在部落的時間不多，即便現

在工作地點在霧社，也很難傳承獵人的技術和精

神。面對 GAYA、面對文化傳承，只能存在於老

人家的生活與理想之中。 

姜
仁
和(

左)

傳
授
打
獵
的
技
巧
，
並
傳
承
獵
場
給
王
萬
全(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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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與獵槍－原住民狩獵文化與法律座談

  去年年底在各大媒體網站吵得沸沸揚揚的

布農族人王光祿狩獵被判刑一案，再度引起全台

原住民對傳統狩獵文化與國家法律分際的熱烈

討論。本報編輯室特別於 1 月 8 日在暨大人社中

心眉溪協作據點(社區發展協會二樓)舉辦小型

座談會，邀請部落耆老、青年與法律扶助基金會

顧問一同參與討論，希望從國家法律與部落文化

等不同的面向，引發多元交流與觀點。 

  會中，法扶基金會顧問，亦為南投地方檢查

署檢查官王裕銘特別從法律觀點，解釋何以王光

祿會被判刑。一是他打獵不是「供生活之用」，

如果是供生活之用，獵槍一定是自己做，不會是

撿的，不符合槍砲彈藥法第 20 條。二是，依據動

保法 21 條，如果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和祭儀，獵

捕野生動物能除罪。但王案是要給媽媽吃，不符

合上述兩個條件，所以還是要判刑。 

  然而，部落工作者伊婉貝林(Iwan Berin)回

應，法條所說的「供生活之用」對部落來說是無

法理解的，「因為獵人是別人給我們的稱呼，我

們沒有一個職業叫獵人，打獵是原住民男人的天

職，男女分工，就像女人會編織一樣。」 

而究竟是不是基於傳統文化？伊婉強調，這

裡頭有很難言說、轉譯的文化意義，雖說是

「老人家想吃」，但他們不是只為了自己口

腹之欲。老人家是很珍惜山肉，不是獨享，

會分享給親友，這裡頭原本就蘊含原住民很

深厚的分享文化。 

   耆老姜仁和也說到：「我們打獵是很嚴

謹且神聖的事，並不只是靠自己強壯身體或

技術，我們是要經過重重規範(gaya)才會去

打獵，比如經過祖先同意，夢占(來自祖靈

的啟示)，鳥占。」他感嘆，以前打到獵物

是很光榮的事，現在打獵都是偷偷摸摸。部

落青年 Walis 也提到，很多老一輩人想把狩

獵文化傳下去，教給自己的孩子，卻因為國

家法律的種種限制，傳統文化卻變成了犯罪

的標記，另一位部落青年 Iyung 附和，他父

親也因為怕他觸法，不太願意教他打獵。最

後，王裕銘檢察官補充，法律的確有改進修

正的空間，但現行法律並不是完全禁止狩

獵，建議部落居民多了解一些法律的限制，

就是自我保護的方式。 

此次座談會邀請部落耆老、青年與法律扶助基金會顧問共同參與。  

文、圖∥唐淑惠（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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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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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鄭坤全（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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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城蔗田-賞鳥體驗  

    每年清明節前後，在籃城社區可以觀察到

許多候鳥大聚集。牠們白天外出覓食，專吃農作

物上的小蟲、浮游生物，每當太陽西下，天空灰

暗時，可以看到極大數量的黃鶺鴒、家燕、小雨

燕、棕沙燕…等，覓食回來的候鳥群成千上萬，

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湧入甘蔗園內來棲息。 

 

籃城，亦稱林仔城 

    籃城原是平埔族人來埔里開墾，其中一部

份建莊於樹林中，故稱林仔城。主要為湄溪沖積

平原，是典型的農業聚落，東螺圳灌溉農田，土

地肥沃，物產以紅甘蔗、茭白筍、花卉、五葉松

為主。農地利用 70％是種植筊白筍作物，20％

是種植紅甘蔗，是全台紅甘蔗作物最早種植且

品質最好的生產區。  

   

    籃城社區文化底蘊深厚，除了傳統的農村

社會擁有濃厚的文化與人情味，更有著歷史悠

久從古流傳至今的「東螺媽祖遶境」、「集英館

舞獅團」、「武術打拳頭」…等特色文化演出，

歷年皆有盛況。  

生態故事繪本教育 

    本次搭配埔里鎮立圖書館的行動書車，

為民眾來提供鳥類相關書籍的閱讀服務，另

也邀請鎮圖黑珍珠老師講解鳥類繪本故事來

為活動進行開場。本單元以『書香、蔗香、考

鳥箱』的主題來為賞鳥活動進行暖身，精彩內

容包含鳥類辨識趣味問答、立體拼圖趣味競

賽…等互動性十足的活動。 

籃城巷弄文化導覽 

    想要深度體驗在地生活，我想引用彭國

棟老師影響我很深的一句話來形容：『解說，

是一種服務。服務，是我們做得愉快，讓訪客

感到享受。我們提供簡單而立即的幸福感，到

最深刻的生態、文化及價值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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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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館師父拳母教學 

    今年正逢『集英館』武術成立百週年，巷弄

文化導覽步行經過武館老厝途中，特安排武術師

父『打拳母』的體驗教學活動。讓大家感受在地

巷弄文化的同時，也讓我們一起來打拳、練身體，

來場拳母比畫的小小體驗 。 

 

紅甘蔗介紹與品嚐 

    我們大都了解甘蔗屬於禾本科，莖具有大量

的糖份可供壓榨蔗糖，是台灣早期主要的製糖原

料，以往的糖有許多供出口賺取外匯。當地人或

許也應該都知道作物生長期一般為十八個月，旺

盛期農田需要水源灌溉，所以土地肥沃的籃城就

是在東螺及茄苳 2 條水源充沛的水圳灌溉下，成

為全台紅甘蔗作物相當重要的生產區。 

    但本次與賞鳥活動的連結，是希望透過甘蔗

作物產地的解說體驗過程，如：介紹紅甘蔗的前

世今生與甘蔗品嚐的 4 種吃法(直接拿起來啃、

現削後新鮮品嚐、榨成甘蔗汁解渴、香醇濃郁的

烤甘蔗)，來關心甘蔗產業作物種植銳減對生態

物種的影響，進一步來思考候鳥棲地等自然景觀

與生態保育的環境課題。  

 

鳥類生態導覽解說 

籃城冬候鳥遷徙的盛況奇景，是難得的人文

生態自然景觀，不僅吸引各地民眾圍觀，鳥群也

協助在地農民消滅蚊蟲，也為農田帶來豐富天然

的環保肥料，更是生態環保教育的最佳鄉土素

材。但近年來，農田種甘蔗面積減少，加上農地

種房子，新社區房屋林立，道路擴大增建…等，

每年回到這裡的候鳥就越來越少了。 

黃鶺鴒  

每年在平地的河口、沼澤、水田等濕地，

都可以發現黃鶺鴒快樂搖搖尾巴的模樣，出

現季節為秋、冬或春，約 8 月至翌年 5 月的過

境時期，可以看到牠們大批過境台灣，是來往

籃城本地的忠實旅客。白天常以鬆散的小群

在低海拔水域、耕地、菜園、農田泥地活動，

以快走方式獵食昆蟲，偶爾會飛撲昆蟲。 

飛行時呈波浪狀前進；停立時尾部會上

下擺動，身體與地面呈頭高尾低的斜角，邊飛

邊叫。夜棲於蔗田及蘆葦叢，遷移季可見到成

千上萬隻的壯觀場面。繁殖於西伯利亞等北

方寒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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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宗澤 （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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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都會有冬候鳥黃鶺鴒從中國東北西伯

利亞那邊飛來台灣渡冬，從十月過後陸陸續續抵

達台灣。四散台灣各地，尋找自己的小天地。當

到了清明節前夕時，他們會陸陸續續開始集結，

要準備北返。而集結的點不知為何，就是選在籃

城的甘蔗園裡，而在清明節前後這一陣子，會在

某一天，陸陸續續集體北返，鳥群的數量會逐漸

減少。 

這幾天(3/26 前後)觀察的時間點是下午六

點半，太陽下去天未黑，黃鶺鴒鳥群會一小群一

小群，以一種波浪型的飛行姿態陸續集結，他們

會在選定做為晚上休息的甘蔗園周邊，尋找空曠

的空地，會在地上先集結，每個小群體都會有二

十幾隻，集結到上千隻，我會習慣說他們在戶外

的地上分享今天的心情，順便喬一下今晚的住

宿，看要怎麼分房。當六點半的時候，會一群一

群的黃鶺鴒群，就從空地起飛到甘蔗園的上空，

就"咚"的感覺(石頭下墜的感覺)，住進甘蔗園裡，

他們是比較早入住的一群。 

然後再晚個十分至十五分左右，就會有燕子

單隻單隻從四面八方集結過來，集結速度從零星

幾隻，會瞬間暴漲到四、五百隻，在天空盤旋飛

翔，這時會有幾隻蝙蝠混在裡頭，通常沒有人看

得出來家燕和小雨燕的差別，主要是看飛型的姿

態，一個游蝶式(家燕)一個游自由式(小雨燕)，一

個剪尾(家燕)一個無。燕子通常比較晚入住，他

們不先在地上喬住宿的事，他們會在天空上盤旋

(上千隻)，形成像蜂群的圖像，時而密集時而鬆

散，最後在空中分一小群一小群的開始入住，直

至空中無鳥。他們入住的時間是六點五十，此時

天空已經很昏暗了。 

甘蔗林成為鳥兒們夜宿的空間，聽說過去的

場面更是壯觀，盛況有在逐年遞減的趨勢，不知

是否和大面積的甘蔗園越來越少相關，只知道 

種甘蔗的人是越來越少了，而牠們偏好一大片

的甘蔗林，周邊無鄰近住屋或大馬路，這樣才有

足夠的安全感提供安眠。 

通常早上天未明，太陽尚未走出山頭時，鳥

群牠們先會吱吱喳喳，然後群體飛出，到埔里鎮

四周去覓食。有趣的是黃鶺鴒，他們分批抵達台

灣，每隻都瘦瘦的，最後會在特定時間、地點集

結在一起，胖胖的北返。我見過剛到台灣的黃鶺

鴒，瘦的跟誇張，而你現在這時節看到的黃鶺

鴒，足足比他瘦的時候胖上一兩倍，會很可愛。

牠們喜愛在溪流河床水稻田濕地上走動啄食，

感覺台灣真是個寶島，後鳥們可以在此過冬兼

養胖。 

 

後記：小鳥來顧田 

友善的水稻田其實滋養了不少生命，今年

穀笠合作社契作的水田，福地高照，常有燕子群

低飛於田間吃蟲，一塊田中就有二十幾隻燕子

在幫忙看顧，相信這樣的田蟲害(螟蟲)會很少。 

我們常常會在水稻田遇到冬候鳥黃鶺鴒，

踩著牠的小腳在田裡巡田，我想這也是比較欣

慰的事，埔里還是有水稻田這樣淺灘型濕地，可

以提供部分的候鳥棲息，無論環頸鴴、高蹺鴴、

彩鷸、黃鶺鴒都曾在穀笠的田區裡頭被目擊，友

善稻田對候鳥來說是食物多多且用餐環境也合

宜的地方。 

籃城甘蔗園的奇景-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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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樹下的水水人生：中心新成員介紹  

    博士後研究員張淑婷，處女座 A 型，埔里人，

辦公室裡最年長的大姐。  

        根據這個月的觀察，淑婷姐看起來雖然很嚴

肅，但跟她熟悉後，發現她說話速度很快、語氣

中帶有點台味，而且說的一口輪轉的台語，她常

說自己是位早睡早起的老人。她離開埔里至台北

打拼十二年，她非常珍惜能夠回到家鄉工作的機

會，如果大家有空，歡迎到人社中心辦公室跟他

聊一聊埔里的大小事，她可以跟你暢談她的童年

時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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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產業創新，綠藤生機創業的起點─活芽菜》 

時間： 105/06/01 (三) 13:30-15:00 

主講：綠藤生機負責人  許偉哲 

《公民農業，新竹香山的農業經驗分享》 

時間： 105/06/22 (三) 13:30-15:00 

主講：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  李丁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