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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一 

《文化公民臺灣探索研習營》 

活動日期：6月 2日至 6月 5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公民參與社區營造與兩性平權
意識 

•社區營造與永續發展─以南豐
社區為例 

【公民素養學堂】 

•南豐社區人文風景之旅 【文化傳承工作坊】 

•南豐社區生態風景之旅 【社區營造工作坊】 

•社區公民文化保存行動方案競賽 【厝邊隔壁逗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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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計劃簡表 

活動名稱 文化公民臺灣 

活動目的 

公民為社區的最小單位，每位公民都是社區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社區的文化傳

承與營造需要每位公民共同努力，才能打造更加優質完善的生活環境。研習營

設計【公民素養學堂】課程，藉由理論知識鋪墊為學員建立公民素養知識，並

透過【文化傳承工作坊】及【社區營造工作坊】讓學員實地走訪文化傳承及社

區營造富有成果的社區，最後透過【厝邊隔壁逗陣來】社區公民文化保存行動

方案競賽，讓學員融會貫通，運用研習營所學設計一套公民行動方案。 

主辦單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16年 6月 2日至 6月 5日 

活動對象 18至 28歳之兩岸在學學生共計 50位。 

活動地點 南投縣 

活動內容 

一、【公民素養學堂】： 

1.公民參與社區營造與兩性平權意識 

2.社區營造與永續發展─以南豐社區為例 

二、【文化傳承工作坊】：南豐社區賽德克族文化傳承 

三、【社區營造工作坊】：賽德克族人止關步道修築行動 

四、【厝邊隔壁逗陣來】：社區公民文化保存行動競賽 

預期效益 

一、學習參與公共事務:透過【公民素養學堂】課程，學員了解社區成員參與公

共事務的途徑與重要性，也培養學員主動關懷自身社區的意識。 

二、認識公民參與的途徑：透過【文化傳承工作坊】及【社區營造工作坊】課

程，學員觀察成功的社區發展協會如何傳承文化、營造社區，進而學習公民參

與的途徑。 

三、培養公民參與的精神：透過研習營理論及實務課程，讓學員從知識涵養中

體認公民參與對於社區營造的重要，並能發揮自身力量為社區付出，成為一位

具備民主素養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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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課程內容 

一、 研習目的 

公民為社區的最小單位，每位公民都是社區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社區的文化傳承與營造

需要每位公民共同努力，才能打造更加優質完善的生活環境。研習營設計【公民素養學堂】

課程，藉由理論知識鋪墊為學員建立公民素養知識，並透過【文化傳承工作坊】及【社區營

造工作坊】讓學員實地走訪文化傳承及社區營造富有成果的社區，最後透過【厝邊隔壁逗陣

來】社區公民文化保存行動方案競賽，讓學員融會貫通，運用研習營所學設計一套公民行動

方案。 

 

二、 實地走訪與觀摩 

1. 【文化傳承工作坊】 

南豐社區 

南豐社區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包括楓樹林、楓林口、南山溪、天主堂等四個

主要聚落區，是閩南、客家、平埔、原住民共居的村莊，其中有 80%為原住民，天主堂與

南山溪兩聚落則以賽德克族居多，統稱為眉溪部落。居民大多以務農為生，主要產業為

茶業及蔬果。 

賽德克傳統樂舞歌謠 

賽德克族歌謠可分為以下幾種，一為自古流傳

的《古謠》，二為當下流行的《俗歌》以及見景即

隨意上吟的《歌謠》等。在傳統的器樂上，賽德克

族主要有口簧琴、縱笛及木琴等三種器樂，其中口

簧琴的功能常讓人嘖嘖稱奇，例如它有男女談情說

愛，傳遞訊息，可搭配在歌舞表演中慰藉族人的身

心等功能，但也有禁止使用口簧琴的場所。 

賽德克半穴屋 

賽德克族的傳統住屋建築有兩種型式，其一為半穴式的木

造住屋，其二為一般以竹柱建造的竹屋，前者應屬賽德克族傳

統住屋的原型，後者是為因應遷徙之便而發展的便利型住屋。

半穴屋的建築特色為建築的主體以大量柱狀原木堆疊而成，輔

以部分頁岩增加支撐的強度。傳統的蓋法原木與原木之間會刻

意保留間隙，目的為通風與對外族入侵保持警戒。只要看見敵

人來襲，透過牆上空隙便能射箭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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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克作物 

農獵時代，賽德克族係以甘藷、芋頭、小米及黍

（baso）為主食，直至近代才有旱稻（陸稻）的傳入，

其中小米及黍是採燒墾游耕的輪耕方式播種。副食有

南瓜、佛手瓜、玉米、豆類及野菜等，煮熟後撒鹽食

用，而豆類中以樹豆（sunguc）最受賽德克族人喜愛。 

 

賽德克編織技藝 

賽德克傳統服飾以種植原生種的苧麻做為紡織

的主要材料，苧麻首先要栽種、管理、採收，接著是

剝麻、刮麻、績麻、紡線、軠線、煮線、染色、理經，

經八道繁複手續之後，苧麻的纖維才能變成線。織布

者拿著刮麻器（Cesak），是用約 100cm的桂竹做成，

尖端呈現 V字形。織布者端坐在布蓆上，苧麻放在左

手邊，刮麻器放在右手邊，手腳並用，為一項艱鉅的

工程。織布染色使用純天然染料，白色用木灰，茶褐

色用薯榔塊莖，黑色用九芎樹葉。最後進入織布最重要的程序─理經，理經的時候，織

布者可以設計花紋，展現自己精湛的手藝。 

 

賽德克射箭傳統 

傳統賽德克族人以狩獵為生，而其狩獵的重要工具

和技藝即是射箭，要能達到「放箭則獵物到手」的境界，

才能算是一位賽德克族勇士；迄今，各賽德克部落仍會

舉行狩獵祭，可見狩獵對該族之重要性。然隨著時代變

遷、生活方式改變，傳統射箭式微，更已面臨斷層問題。

也因此南豐社區努力維護射箭傳統，訓練社區年輕人射

箭技術。 

 

2. 【社區營造工作坊】 

生態蝶道探訪 

南豐社區是個蝴蝶樂園，座落南山溪旁，上游為

國有林班地，下游為山地保留地及部落，山谷與溪流

穿越，形成天然的蝶道，曾經是臺灣三大蝴蝶棲息地，

與高雄的黃蝶翠谷、紫蝶幽谷並稱為台灣三大蝴蝶谷。

據統計，全臺灣 410種蝴蝶品種中，南豐就有 120種，

佔約 1/3，不只數量豐富多樣，更有許多特殊品種，如

寛青帶鳳蝶、昇天鳳蝶、紅紋粉蝶等等。1960年代，

南豐成為台灣蝴蝶加工業最大的獵捕蝴蝶地點之一。 

後經 1999年 921大地震、2004年敏督利颱風所引發的 72水災、2008年辛樂克颱風、

2009年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 88水患，造成山崩及土石流為害，蝴蝶的棲息環境受到嚴重破

壞。現在族人們有了共識，積極投入蝴蝶保育，期望回復當年飛蝶滿天的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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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習課程 

1. 公民參與社區營造與兩性平權意識 

每位公民都有個人意見，每個意見都有被聽見的價值，而社區營造該如何彙整公民

意見，並且做出民主的處置方式，將所有公民對社區的想法及期望達到平衡，可謂社區

營造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921大地震後，南投桃米社區發展協會號召在地女性加

入社區營造行列，不只創造許多工作機會，也為大難過後的社區帶來新生命。這群堅毅

的女性自稱是「婆婆媽媽，播種興家」，也顯現出社區營造培養兩性平權意識，身為公民

都能為社區盡一份力。 

 

2. 社區營造與永續發展─以南豐社區為例 

每一項社區營造都需要公民的參與，沒有公民加入，再好的社區計畫也無法實踐。

透過公民參與社區營造，能讓社區更 

加活絡、完善，也可以讓公民發掘更多尚待改進的社區問題。研習營邀請南豐社區

發展協會執行長說明社區營造與永續發展，讓學員對公民參與有初步的認識。 

 

四、 成果發表 

經過三天知識課程及實際觀摩參訪，學員對於公民參與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研習營希望

學員將課程所學咀嚼消化，思考如何轉化知識、建構一套社區公民參與的活動，進行社區公民文

化保存行動方案競賽。學員扮演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舉辦活動，號召社區公民共襄盛舉，讓每位

公民的意見都能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發表，彙整反饋給社區發展協會及里長，經篩選及增減，最後

設計一項保存社區文化的行動方案。 

 

五、 研習營預定成效 

1. 建構公民參與之民主內涵，讓學員具備公民素養及發表意見之能力。 

2. 透過實地觀摩走訪行程，讓學員認識臺灣社區營造以及保存傳統產業之成效。 

3. 透過社區公民文化保存行動方案競賽，培養學員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計畫的能力。 

4. 將研習營所學帶回家鄉，作為學員所居社區之營造養分；並能推己及人，凝聚其他居民

之社區意識。 

 

六、 合作單位 

1. 南豐社區發展協會 

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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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課程設計 

第一天 6月 2日 (星期四)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9:00-9:30 兩岸學員於臺中高鐵站報到 臺中高鐵站 

9:30-11:00 車程前往南豐社區 

11:00-12:30 開幕式&破冰遊戲 

1. 主承辦單位長官致詞 

2. 研習營活動介紹 

3. 工作人員介紹 

4. 研習營生活公約 

南豐社區 

12:30-13:30 賽德克風味料理 

13:30-15:30 
【公民素養學堂】 

講題:公民參與社區營造與兩性平權意識 

15:40-17:30 講題:社區營造與永續發展─以南豐社區為例 

17:30-18:00 辦理入住 

18:00-19:00 賽德克風味料理 

19:00-22:00 小組時間、休息 

22:00 就寢 

第二天 6月 3日 (星期五)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8:00-8:30 起床、盥洗 

南豐社區 

8:30-9:00 早操、早餐 

9:00-12:00 

【社區營造工作坊】 

南豐社區考察 

【文化步道修築行動】 

講題:行前準備與說明 

12:00-13:00 賽德克風味料理 

13:00-13:30 前往步道基地 

13:30-17:00 賽德克族人止關步道修築行動 

17:00-18:00 小組分享 

18:00-19:00 賽德克風味料理 

19:00-22:00 小組時間、休息 

22:00 就寢 

第三天 6月 4日 (星期六)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8:00-8:30 起床、盥洗 

南豐社區 
8:30-9:00 早餐、早操 

9:00-12:00 
【文化傳承工作坊】 

南豐社區考察 

【南豐社區生態風景之旅】 

探訪南山溪夢谷蝴蝶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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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賽德克風味料理 

13:30-15:00 
【編織彩虹夢】 

賽德克 DIY編織文化體驗 

15:00-16:30 
【勇士巴萊】 

賽德克傳統弓射箭體驗 

16:30-18:00 各組完成社區公民文化保存方案計畫書 

18:00-19:30 賽德克風味料理 

19:30-22:00 小組時間、休息 

22:00 就寢 

第四天 6月 5日 (星期日)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7:30-8:30 早餐、早操 

 

8:30-9:30 

【厝邊隔壁逗陣來】 

成果展準備 

9:30-11:00 社區公民文化保存行動方案競賽 

11:00-11:30 評審講評 

11:30-12:00 結業式&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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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二 

《環境公民臺灣探索研習營》 

活動日期：10月 13日至 10月 16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兩岸環保志工團-永安社
區自然環境修護工作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競賽
(生態、教育、永續) 

•環境教育 

•綠色食材 

•自然生態 

•地方產業 

•全球當前環境議題解析 

•社區參與環境保護 

•公民素養與環境教育 

綠色學堂 
生態文化
體驗 

服務學習 成果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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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計劃簡表 
 

活動名稱 環境公民臺灣  

活動目的 

研習營主要引導兩岸青年了解人是自然生態的組成份子，不應該濫用享受自然權，

人類無論是生存所需或是工業發展都應以維持生態資源的平衡為最高考量。營隊課

程旨在培養兩岸學員基本素養及意識，期盼成為「環境公民」之種籽，影響同儕、

助益人類的永續生存之道。 

主辦單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16年 10月 13日至 16日 

活動對象 18至 28歳之兩岸在學學生共計 50位 

活動地點 臺東縣鹿野永安社區 

活動內容 

一、綠色學堂 

1. 【環境與人】全球當前環境議題解析 

2. 【全球議題 在地思考】社區參與環境保護-以臺東鹿野永安社區為例 

3. 【永續環境】公民素養與環境教育 

二、生態文化體驗 

【東臺灣文化誌】臺東鹿野深度遊程 

1.環境教育: 永安社區環境教育中心 

2.綠色食材: 田媽媽料理班 

3.自然生態: 玉龍泉生態步道、鹿野高台、鹿野鄉梅花鹿園區、武陵綠色隧道 

4.地方產業: 紅茶產業文化館 

三、服務學習 

【工作假期】兩岸環保志工團-永安社區自然環境修護工作 

1.生態步道維護 

2.生態池維護 

四、成果回饋 

【永續環境】環境教育課程規劃競賽 

預期效益 

一、提升公民之素養，樹立兩岸青年環境保意識。 

二、培養志願服務精神，學習身體力行為環境貢獻心力。 

三、打開兩岸青年國際視野，鼓勵其主動關心全球環境議題。 

四、期許兩岸青年不分國界，皆能成為地球村時代的環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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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課程內容 

一、研習目的 

研習營主要引導兩岸青年了解人是自然生態的組成份子，不應該濫用享受自然權，人類無論

是生存所需或是工業發展都應以維持生態資源的平衡為最高考量。營隊課程旨在培養兩岸學員基

本素養及意識，期盼成為「環境公民」之種籽，影響同儕、助益人類的永續生存之道。 

 

二、綠色學堂 

1. 【環境與人】全球當前環境議題解析 

  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大量生產製造導致許多嚴重的環境問題。

課程將針對全球當前威脅人類生存的十大環境問題進行解析，概略分析其成因及對人類生

活之影響。十大環境問題包含: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的耗損與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

酸雨蔓延、森林銳減、沙漠化、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危險性廢物越境轉移。 

 

2. 【全球議題 在地思考】社區參與環境保護-以臺東鹿野永安社區為例 

  環境保護是全球公民必須共同關注的議題，課程以臺灣在地群落出發，思考社區居民

與環境的互動方式。臺東鹿野永安社區長期致力於社區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理念推廣，曾

獲國家環境教育獎、臺東縣環境教育獎、低碳社區競賽第一名、、等榮譽。課程競敬邀永

安社區發展協會廖中勳總幹事將分享社區建立人與自然的共處模式的實務經驗。 

 

3. 【永續環境】公民素養與環境教育 

  課程首先引導兩岸學子對公民環境素養進行探討，了

解環境公民必須具有環境的敏感度、環境問題的知識、信

念、價值觀、態度及環境行動策略等等要素，再從校園推

動環境教育的實務經驗中瞭解培養公民之環境感知能力的

方法，以形塑成珍惜自然與愛護環境的情操與行動，並將

課程內容應用於最後一天成果回饋『環境教育課程規劃競

賽』。 

 

三、生態文化體驗 

【東臺灣文化誌】臺東鹿野深度遊程 

1.環境教育: 永安社區環境教育中心 

   永安社區環境教育中心於 102年１月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認證，成為東臺灣第一個通過認證的社區。透過社區

老師導覽，學員對臺灣地方推廣在地特色之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有初步認識，了解其提供社會教育之功能，認識由社區作為公

民落實環境教育理念先驅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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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綠色食材: 田媽媽料理班 

   田媽媽料理班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永安社區

發展地方料理之成功案例。餐廳食材多取自田媽媽班員

自家農田，或鹿野鄉在地產銷班生產的農產品，學員在

用餐過程中見識社區廚房落實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綠

色飲食。 

3.自然生態: 

(1)玉龍泉生態步道 

     

    玉龍泉生態步道在永安社區環保志工的細心維護提供了

臺灣動植物種友善的棲息地。步道沿途植物林相豐富，水源

豐沛，溪水清澈，孕育豐富的自然生態，同時更是鳥類的樂

園。學員在步道旁的竹林可以發現烏頭翁、綠繡眼、紅嘴黑

鵯、五色鳥等，甚至朱鸝、八色鳥等 20~30種鳥類。 

 

 

(2)鹿野高台 

鹿野高台是臺灣知名的飛行傘基地，有著花東縱谷最佳暸望台之稱，其更是花東縱谷著名

優詩美地，學員於鹿野高台可觀察花東縱谷、龍田河階以及海岸山脈等等地形。 

 

 (3)鹿野鄉梅花鹿園區 

梅花鹿曾經是鹿野特有的原生動物，民國 97年起鹿野

鄉公所及鹿野鄉永安社區發起「找到回家的鹿」運動，進

行展開一連串的梅花鹿復育工作，此園區成為東台灣環境

生態教育園區的重鎮。學員見識臺灣公、私部門間共同努

力合作致力於梅花鹿復育之成果。 

 

(4)武陵綠色隧道 

     

    兩岸學員計畫以騎乘自行車方式造訪武陵綠色隧道，此段

公路樟樹與木麻黃密林成蔭，兩旁小葉欖仁樹林立，在享受景

色宜人的綠色隧道同時也能認識臺灣森林樹種，觀摩臺灣豐富

的森林資源及保育成效。 

 

 

 

4.地方產業: 紅茶產業文化館 

紅茶更是鹿野鄉最重要的經濟作物，目前鹿野鄉永安村約有四分之一居民工作與茶有關，

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新元昌製茶工廠的設置，在文建會的協助之下轉型為「新元昌紅茶產業文化

館」。兩岸學員在參觀的過程中認是臺東地方產業及人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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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學習 

【工作假期】兩岸環保志工團-永安社區自然環境修護工作 

1.生態步道維護 

    步道維護的過程讓兩岸學員以不同的角度看待

自然，從對大自然的消費者轉變為生產者(或參與者)，

回饋過程轉化青年能量為步道維護與管理的力量。工

作內容規劃以日常性的清理、簡易工項的設置及維修

等方式修護玉龍泉生態步道。過程中學員更同時認識

步道歷史和自然生態，藉由實際動手修繕步道、整理

環境的勞動工作來服務社會。 

 

2.生態池維護 

    兩岸學員在社區老師的指導下穿上工作裝備走入生

態池進行環境維護，工作內容規劃以清除外來種及維持

水池暢通為主。社區老師也會特別將學員解說生態池重

度入侵的外來種，使其了解在地原生種再生態池生態系

扮演的重要角色。 

 

 

五、成果回饋 

【永續環境】環境教育課程規劃競賽 

    研習營第四天上午規劃以環境教育課程規劃競賽

形式，學員以小組為單位透過討論擬出針對七至十二

歲國小學童之課程教案，教學內容須扣緊環境教育之

基本元素，並以教學演練及教案撰寫方式具體呈現，

旨在培養孩童正確之環境素養，使其成為尊重自然的

環境公民。 

 

六、學習成效 

1.提升公民之素養，樹立兩岸青年環境保意識。 

2.培養志願服務精神，學習身體力行為環境貢獻心力。 

3.打開兩岸青年國際視野，鼓勵其主動關心全球環境議題。 

4.期許兩岸青年不分國界，皆能成為地球村時代的環境公民。 

 

七、合作機構 

1.臺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發展協會 

2.國立臺東大學附屬小學 

3.臺東環保聯盟 

4.臺東縣環境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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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10月 13日 (星期四)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10:00-10:30 報到 

台東鹿野 

永安社區 

10:30-12:00 開幕式、破冰、生活公約 

12:30-13:30 午餐 

13:00-15:00 【環境與人】 講題: 全球當前環境議題解析 

15:10-16:40 【全球議題 在地思考】 講題: 社區參與環境保護-以臺東鹿野永安社區為例 

16:40-18:00 【永續環境】 講題: 公民素養與環境教育 

18:00-18:30 辦理入住 

18:30-19:30 晚餐 

19:30-22:00 小組時間 

22:00 就寢 

第二天 10月 14日 (星期五)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台東鹿野 

永安社區 8:00-8:50 早操、早餐 

9:00-18:00 
【東臺灣文化誌】 

臺東鹿野深度遊程 

1.永安社區環境教育中心(觀摩社區環境教育) 

2.玉龍泉生態步道(LNT無痕山林/品味大自然與

人的文化發展/探索東臺灣生態物種) 

3.種子哨笛 DIY(自然素材體驗趣) 

4.紅茶產業文化館(認識地方產業) 

5.擂茶體驗 DIY(或茶染 DIY自然素材體驗趣) 

6.武陵綠色隧道(騎單車認識台灣原始的省公路-

樟樹/砌石水溝/蝴蝶蘭) 

7.誠實商店(社區小學堂課輔義賣) 

8.台東 2626市集(認識社區公益平台) 

9.鹿野鄉梅花鹿園區(臺灣梅花鹿復育基地) 

10.鹿野高台(眺望花東縱谷、大自然鬼斧神工) 

台東鹿野 

18:00-19:00 晚餐/有機體驗-披薩 DIY及有機蔬菜湯及烤棉花糖 
台東鹿野 

永安社區 
19:00-22:00 小組時間 

22:00 就寢 

第三天 10月 15日 (星期六)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台東鹿野 

永安社區 8:00-8:50 早操、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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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7:00 
【工作假期】 

兩岸環保志工團 

永安社區自然環境修護工作 

1.生態池維護(清除過多水生植物、維持水池暢

通、乾淨，水量穩定度) 

2.步道維護(生態廊道整理、生態看板替換、修整

野薑花及其它步道環境維護) 

3.清理小花蔓澤蘭 

17:00-19:00 晚餐/田媽媽料理班午餐 (低碳飲食，食在安心) 

19:00-22:00 小組時間 

22:00 就寢 

第四天 10月 16日 (星期日)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7:00-7:30 起床、盥洗 

台東鹿野 

永安社區 

7:30-8:30 早操、早餐 

8:30-9:00 成果發表準備 

9:00-10:30 

【永續環境】 

成果展示與回饋永安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競賽 

10:30-10:40 小組互評 

10:40-10:50 休息 

10:50-11:10 評審講評 

11:10-12:00 結業式&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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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三 

《公民建築臺灣探索研習營》 

活動日期：10月 27日至 10月 30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履行建築紀錄競賽】 

課程的成果發表要求學員們透過的文字描敍與影像拍攝，仔細紀錄每一個參訪研習片段，並進
一步思考分析提出活化振興之可能性方案 

【「履」行建築】 

鹿港老街 雲林虎尾老建築群 成龍溼地 土溝村美術館 

【建築入門講堂】 

舊建築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可
能性與類型 

從農村老建築活化再生與社區
營造談農村永續發展的實現 

人、建築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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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計劃簡表 

活動名稱 公民建築臺灣 

活動目的 

建築是人與生活、自然結合的本質呈現，也是一種城市集體記憶形塑

與風土歷史演進的過程，透過建築的工法、堆砌與形態，連結延展社

區聚落的遷移、社會經濟發展的遞嬗以及人類對土地環境的依賴。此

次研習營擬以台灣舊建築再利用，以及農村社區建築參訪雙主軸，帶

領兩岸學生重新認識台灣早期的社區發展與農村風貌，並思考在快速

都市化的過程中，如何兼顧傳統文化的保育再造與經濟發展的扶持振

興。 

主辦單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16年 10月 27日至 30日 

活動對象 18至 28歳之兩岸在學學生共計 50位。 

活動地點 彰化縣、雲林縣、臺南市 

活動內容 

一、【建築入門講堂】 

1.舊建築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可能性與類型 

2.從農村老建築活化再生與社區營造談農村永續發展的實現 

3.人、建築與環境 

二、【「履」行建築】 

1.鹿港老街 

2.雲林虎尾老建築群 

3.成龍溼地 

4.土溝村美術館 

三、【履行建築紀錄競賽】 

課程的成果發表要求學員們透過的文字描敍與影像拍攝，仔細紀錄每

一個參訪研習片段，並進一步思考分析提出活化振興之可能性方案。 

預期效益 

1. 從建築的領域出發，深入淺出的引領兩岸學員瞭解台灣早期的生

活歷史面貌。 

2. 透過實地走訪與親身觀察，啟發對於傳統與現代兩者之間的差異

以及思考如何兼顧平衡與未來的發展可能性。 

3. 透過建築思考在都市化與科技經濟發展的趨勢之下，人類與自然

環境如何相處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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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課程內容 

一、研習目的 

隨著都市化發展，各種資源聚集在北中南的大城市之中，也讓台灣逐漸在世界嶄露頭角，

但是也造成許多問題，包括青壯年人力往都市移動造成農村產業及人口凋零，大規模的建築

開發案造成自然景觀受到破壞等，近年來這些問題紛紛浮上檯面。舊的聚落建築面臨保存與

再生的轉機，農村社區的營造與維繫也需挹注新的思維與力量。此次研習營擬以台灣舊建築

再利用，以及農村社區建築參訪雙主軸，帶領兩岸學生重新認識台灣早期的社區發展與農村

風貌，並思考在快速都市化的過程中，如何兼顧傳統文化的保育再造與經濟發展的扶持振

興。 

 

二、 實地走訪與觀摩 

 （一）鹿港老街 

鹿港鎮埔頭街、瑤林街、大有街。瑤林街與埔頭街為舊時鹿港商業重地，今已被列

為古蹟保護區。走在紅磚道上，沒有喧囂的車馬聲，遊客們放慢步調，怡然地漫步在紅

磚道上，流連於文史工作室中，沈浸在傳統的店舖中尋回童年的記憶。古老宅第、避邪

古物，以及兩旁的門聯，都泛透著昔日父老們的生活步調及型態。近年來由於觀光業興

起，一些屋主便賣起民俗藝品，展現古街道的新風華，使遊客在望風懷遠之餘，亦增添

不少駐足之處。 

 

 （二）雲林虎尾老街建築群 

虎尾鎮位居台灣雲林縣中央，虎尾之名來自虎尾溪，因日治時期設有糖廠而成為製

糖中心，又稱「糖都」。日治中期已發展比土庫還要熱鬧，昭和八年（1933年）升格為虎

尾街，人口達到 2萬 6千人左右。虎尾為日治時期的重要據點，因此遺留下許多日治建

築作品，包括虎尾郡役所、郡役所官邸、虎尾合同廳舍、糖廠、鐵橋、雲林故事館、雲

林布袋戲館館等，經雲林縣政府文化局多年的努力，不少保存完善並修復完成，也已活

化使用並開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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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雲林縣口湖村「成龍濕地國際環境藝術節」 

雲林縣口湖村位於西南沿岸，長期依賴抽取地下水作為養殖或農業灌溉之用，民國

75年的颱風災害造成海水倒灌、淹水不退，讓原本賴以維生的農地及魚塭淹沒成濕地，

這非自然形成的溼地是魚蝦蟹類、鳥類的天堂，但卻是當地居民永遠的痛。10年前農委

會林務局以「生態休耕補貼」的名義，由政府租用受損的田地，並讓濕地環境生態得以自

然發展。而在 6年前，林務局與觀樹教育基金會合作，希望能透過「環境教育」帶領當地

居民探尋成龍濕地未來的可能性。此後，「成龍溼地 Longstay」與「成龍濕地國際環境藝

術節」每年舉辦至今。 

 

 （四）台南市後壁區土溝農村美術館 

台南市後壁區土溝里，位於台南市最北邊的偏遠小農村，經濟產業以水稻、洋香瓜、

蓮花為主。2002年前土溝尚未推動社區工作，落後的農村被當成垃圾村，社區僅存破敗

房舍、老人與最後一頭水牛。社區居民興起改變的念頭，成立台南市土溝農村文化營造

協會，2002年底土溝以藝術作為社區經營方向，2005年台南藝術大學進駐，7年級生與

70歲老農的碰撞與對話，將藝術與在地生活、文化結合，展開藝術農村營造之路。2006

年於土溝竹仔腳聚落藝術改造行動中，導入藝術進入生活（農村）概念，提倡『藝術即

生活，生活即藝術』，企圖將『辛苦的農夫變成優雅的農夫』，從中思考著另一種藝術與

農村結合經營的可能性。歷經十年經驗累積，2012年打造了台灣第一座以村為名義的美

術館-土溝農村美術館，以藝術作為居民傳遞對土地的情感與倫理精神媒介，打破實體藝

術作品與館之形式，將房舍視為展場、農田視為畫布、農產品是藝術品、農民是藝術家，

藉由相關活動展演過程，也整治了土溝農村的閒置髒亂空間，思考農村新生活美學的概

念，以農村居民生活環境為中心，再擴展關懷農田生產，一步一腳印，探尋出農村心生

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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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習課程 

1. 舊建築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可能性與類型 

在社會發展快速催化下，台灣投入許多資源在發展區域-都市中。這種快速的城市空

間形式，缺乏累積土地上長期生活的情感。而「舊建築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發生，將

心力重新投注於既有城市空間中的資源與生活累積的（空間）文化經驗。它不只是一種

新的政策規劃，而是實踐一種生活價值觀的追求。藉由創新空間的使用規劃來調節與滿

足社會生活的新需要，這有可能產生在地地域的新產業，而這種新文化空間的建構行為，

本身就是新文化經驗的具體形式。 

 

2. 從農村老建築活化再生與社區營造談農村永續發展的實現 

台灣因為特殊的生態以及歷史的發展，擁有豐富多元的文化，隨著土地的開墾、產

業的開展、家族的擴展，而在廣大的農村地區蘊育出多樣且豐富的農村文化聚落、古厝、

廟宇等實質環境的營造，是長期經驗智慧與技術傳承的一個最為具體的文化呈現。但由

於對於農村文化價值的漠視，傳統聚落已幾近被破壞，傳統古厝、廟宇被拆除重建，農

村珍貴的文化資產消失殆盡，農村空間消失，農村文化也就消失了。農村的產業須靠文

化再創契機，保有農村珍貴的文化資產，不管是具有價值之聚落、建築、文化地景、古

文物，其實是重塑農村精神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發展農村文化價值一個重要媒介，一

方面避免農村文化的流失，就必須保有文化空間的存在，同時流失的文化亦可藉由重整

的文化空間再度重塑與再生。唯有在文化紮根的農村，農村的產業才不會輕易沒落，沒

落的農村才得以轉型再生。 

 

3. 人、建築與環境─以成龍溪地高腳屋為例 

成龍濕地為內政部核定的地方級國家重要濕地，是因地層下陷使得當地賴以維生的

農地、魚塭浸泡在水裡而形成的濕地，積水成海曾是當地人的夢魘，觀樹基金會在成龍

濕地以社區營造方式，長期蹲點，先社區調查、觀念溝通、教育宣導等軟性訴求，於 2013

年評估時機成熟，於是投入硬體建設，例如在林務局支持下，以純海水養殖的養蝦池，

減緩地層下陷；對於當地居民生活上意識到水患的隱憂，則於住宅空間上，提出高腳屋

示範方案。成龍溼地高腳屋設計兼顧防災、高齡住宅（無障礙空間）需求，並結合綠建

築概念。以就地取材營造節能空間為理想，除使用太陽能、雨水回收等節能設施，最特

別的是，利用當地採收後廢棄的蚵殼，製成簍空有如蚵簾，串吊於外牆降熱。 

 

4. 農村重生與農民工作權益保障─以土溝村為例 

土溝農村美術館自 2012年起開辦，今年將邁入第六年，去年以「村之屋當代藝術展」、

「耕耘藝術現地創作」精神策畫。不僅將土溝村打造成充滿鄉土風味的巨型美術館，也

跨國合作邀請多位國外藝術家駐村，並於現地創作行動中思考藝術作為在地陪伴的實踐。

最重要的是「挺農民」的概念，透過策展吸引人潮，讓立國之本的農業重新受到重視，

也推廣在地農產品、保障在地商家及農民的工作權益。 

 

 

 

 



20 
 

三、 成果發表 

經過三天研習營課程，學員從建築開始踏出腳步，走過歷史街區，穿過老建築群，在街

頭巷弄間，汲取拚湊對於台灣早期傳統的民土風情與人文生活的痕跡，瞭解農村發展與社區

營造的結合，也思考人與環境、人與經濟以及經濟與環境的三方關係。課程的成果發表要求

學員們透過的文字描敍與影像拍攝，仔細紀錄每一個參訪研習片段，並進一步思考分析提出

活化振興之可能性方案。 

 

 四、研習營預定成效 

1. 從建築的領域出發，深入淺出的引領兩岸學員瞭解台灣早期的生活歷史面貌。 

2. 透過實地走訪與親身觀察，啟發對於傳統與現代兩者之間的差異以及思考如何兼顧平衡

與未來的發展可能性。 

3. 透過建築思考在都市化與科技經濟發展的趨勢之下，人類與自然環境如何相處因應之

道。 

 

五、在地邀請合作機構 

1.財團法人雲林縣螺陽教育基金會 

2.雲林縣新故鄉行動發展協會 

3.觀樹教育基金會 

4.台南市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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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10月 27日(星期四)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10:30-11:00 學員報到 

彰化鹿港 

天后宮香客大樓 

10:00-12:00 開幕式 

1.開幕式 

2.主辦單位介紹 

3.營隊課程介紹 

4.學員破冰遊戲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建築入門講堂】 
講題:舊建築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可能性

與類型 

15:00-17:30 【「履」行建築】 走讀鹿港天后宮、鹿港老街 

17:30-18:00 辦理入住 

18:00-19:00 晚餐 

19:0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22:00 晚點名 

第二天 10月 28日(星期五)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00-7:30 起床、盥洗 彰化鹿港 

天后宮香客大樓 7:30-8:30 早操、早餐 

8:30-09:30 交通時間前往雲林虎尾 

10:00-12:00 【「履」行建築】 走讀虎尾老街建築群 
雲林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交通時間前往湖口鄉成龍溼地 

14:30-16:30 【建築入門講堂】 
講題:人、建築與環境─以成龍溪地高腳屋

為例 

雲林 

福安宮香客大樓 

16:30-18:00 【「履」行建築】 走讀成龍溼地並觀摩高腳屋 

17:30-18:00 辦理入住 

18:00-19:00 晚餐 

19:0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22:00 晚點名 

第三天 10月 29日(星期六)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雲林 

8:00-9:00 早操、早餐 

9:00-9:30 交通時間 

9:30-12:00 【「履」行建築】 擔任成龍溼地半日志工-協助公共藝術建 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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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維護修繕與環境清潔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交通時間前往台南後壁村 

14:00-15:00 【建築入門講堂】 
講題:從農村老建築活化再生與社區營造

談農村永續發展的實現 

15:00-16:30 

【「履」行建築】 

走讀後壁區土溝農村美術館 

16:30-17:30 
講題:農村重生與農民工作權益保障─以

土溝村為例 

17:30-18:30 交通時間 

18:00-19:00 晚餐 
台南勞工育樂中

心 
19:3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22:00 晚點名 

第四天 10月 30日(星期日)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8:00-09:00 早操、早餐 

台南勞工育樂中

心 

9:00-09:30 

【履行建築紀錄

競賽】 

成果發表準備 

9:30-11:00 成果發表 

11:00-11:10 小組回饋 

11:10-11:30 評審講評 

11:30-12:00 結業式暨頒獎典禮 

12:0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