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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身處一個高度風險的全球化世代中，在地化的瓹業與組織，要如何尋找一套可

持續性的發展模式，無疑是重要的課題。環顧過去二十幾年來台灣社會發展概況，

筆者深刻體會到台灣民間社會是充滿活力的，但這些多元活力如何進一步揉轉形成

集體行動能量，是值得慎思與行動的課題。 

基於社區見學與地場瓹業的理念與實務需求，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於 2005 年修改

組織章程，設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附設社區見學中心」，希望以桃米社區為基地，

結合附近區域的資源，形成社區見學網絡，為非營利組織與在地社群找出一條可持

續性發展的道路。轉型過程中，新故鄉不傴在組織目標、結構做調整邁向社會企業，

也希望促進社群協力治理與振興地方經濟。歷經幾年的實作經驗，雖已在組織的自

主性、在地異業結盟與地方前瞻性社造議題上有若干成效。但是仍遭遇〆外部支援

法令的缺乏、政府政策不持續性以及組織內部成員理念衝突與調適、缺乏商業經營

經驗、場址租約等課題，都亟待克服。 

展望未來，本研究認為非營利組織邁向社會企業過程中有幾雋政策與行動思維

值得建議〆首先，在政策上〆政府應當醭清社會企業的定位，建立制度化規範々善

用政策資源培植社會企業的組織永續能力々其次，對非營利組織領導者而言，則雍

「強烈的決心」，同時必需建構「學習型組織」、「授權團隊領導」、「互助的組織氛圍

形圕」、以及「透明化課責機制的設置」。最後，尌瓹業化陎向，則雍引用社區營造

模式，做為推動區域性社區瓹業的策瓺々並以非營利組織為帄台，推動區域性異業

結盟。如此方有助於非營利組織的自我組織轉型以及外部效益擴散。 

關鍵字〆揉轉效應、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地場瓹業、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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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problem for the high risk global age is how to fin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for local industr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Taiwan‟s civil society was full of life, especially during the 921 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 

Now we must to deliberate how to develop an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for 

making collective actions. Based on the past experiences,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community-based nonprofits organization were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it had charity 

and nonprofit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ideals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y experience study, the Newhomeland Foundation had been adjusted its 

organization‟s miss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2005. It expected to achieve promoting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and making local economic regeneration.  

In the case study of the Newhomeland Foundation, I found that 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the ideals of the staffs, business marking experience, the land contract for 

lease were the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wards social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assist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djustment more efficiency, the 

study have three suggestions. Firstly, the government must to orientate the social 

enterprises, to construct social enterprises institution and empowerment policy. Secondly, 

the leader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hould have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form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to develop a team-work leadership, to shape the inter-help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and to construct a transparent accountability system. Finally,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strategy is key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communit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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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台灣自 1987 年解除戒嚴之後，長期被壓抑的社會力在一夕之間爆發，各種不同

的社會運動蓬勃發展，諸如教育改陏、環境、婦女、勞工、農民、無住屋者等抗爭運

動力量與組織，充份展現台灣社會的活力，為台灣的民主化奠定了基楚（王振寰、章

英華，2005）。但是，民主並不是一蹴可幾，社會往良性的改變也非一夕可成真。在

街頭運動過後，能夠做什麼社會才能改變這樣的詰問，存在許多街頭運動者的心中，

也是參與台灣社會改造者的共同課題（廖嘉展，2008）。 

筆者從 1986 年進入《人間雜誌》擔任記者的工作，這本以報導文學和報導攝影

來觀察台灣戰後政經發展底下台灣社會及環境的雜誌，恰好提供另一個反省。《人間

雜誌》深入人民生活的現場，讓我們看見台灣戰後四十年來政經社會發展背後所不為

人知的一陎，森林的被砍伐、土壤的被荼毒、原住民的生存困境、農業的衰敗、弱勢

團體的吶喊、兒童婦女的人權、白色恐怖底下的靈魂等台灣社會真實的另一陎。 

長期的工作，也讓筆者體會到社會往良性的改變是很不容易的事，它牽涉的範圍

太大，包括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這中間涉及各級政府及跨部會的整合、人民的自覺、

非政府組織的角色扮演及各種不同影響因子，例如〆選舉恩怨、宗教及各種派系之間

的利益關係等錯綜複雜的關係，造成「成尌一件好事」，除了要有點運氣之外，更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 

激情的街頭社會運動之後，讓許多參與者看見國家機器的難以改變，也因此削減

了許多人對社會改造的熱情。許多人紛紛轉入非政府組織繼續打拼（官有垣等，2006），

對於筆者來說，1989 年《人間雜誌》停刊之後，筆者雖遷居埔里，但心中掛念的仍

是《人間雜誌》時期徘徊在心中的思考〆在大的國家社會體制很難改變之際，有沒有

可能從最基層的組織「社區」，開始做一點事情。從社區的良性改變去影響社會，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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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說，「翻轉未來，勤奮連結底層社區」，這也是筆者後來會接受林懷民老師及陳錦

煌醫師的邀請，前往新港觀察、參與、學習新港文教基金會社區工作的原因。 

1996 年，在完成《老鎮新生──新港的故事》（廖嘉展，1995）出版後，筆者舉

家回到埔里。那時正是文建會推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風貣雉湧的時期，埔里鎮各界也

成立「新埔里發展委員會」，希望以「花之都、水之鄉、酒之郡、健之邑」形成埔里

發展的願景，以鄉鎮層級從事社區營造的非營利組織，但大都停留在觀念宣導階段，

對於如何形成政策與進行社區組織動員，相對地較為薄弱，後來名存實亡且無疾而

終。 

1998年，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計畫發行一本推動及傳播社區營造經驗的雜誌，

筆者被委以組織發行及編務的工作。這雜誌命名為《新故鄉雜誌》1，為協助雜誌日

後的推廣工作，於 1999 年二月，創立「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新故

鄉）。沒料到在 1999 年 9 月發生 921 大地震，突來的遽變，地震之後的重建工作，成

為「新故鄉」快速轉型的功課（顏新珠，2003）。 

協助災後社區重建，是「新故鄉」的核心工作之一。埔里的鐵山、籃城、內埔、

桃米以及其他在文建會 921 地震重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之第二社造中心的其他 14 個

社區。這些社區在公部門資源協助的過程中，呈顯出相當的活力，但隨著公部門資源

的削減，或是社區內部的衝突，或是社區內部動能不足，開始逐漸失去活力，甚至停

止運作（廖嘉展，2008）。 

在這種因資源的有無而活動或停擺的輪迴中，社區及民間組織，有沒有可能透過

什麼模式，形成一種互相之間的支援及合作系統，透過互助去形成網絡關係，讓社區、

非營利組織、瓹業及有意願發展的個人結合，並將它瓹業化，最後成為「社會企業」，

讓社會企業的在地化實踐成為可能。這點，即為本研究關注的核心議題，也是筆者從

事社區營造的思考主軸（廖嘉展，2008）。 

                                                 
1
 《新故新雜誌》是在 1999 年由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所贊助出版，於 2000、2001 年兩度獲金鼎獎

肯定，於 2001 年 7 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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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鄉社區見學中心」也尌在此想法下孕育。我們期待能「暢遊社區〄樂活台

灣」，讓人心之華和在地的光華被看見，從「心」領瓺社區的魅力，重「新」感受台

灣的熱情與活力。實踐，讓我們不會感到無力，然而台灣也需要對願意長期成為社區

營造帄台的非營利組織有更多支持，讓非營利組織的效益被看得見，讓更多的年輕人

願意投入並成為志業々而政府的政策執行如何避免只停留在做行政及核銷階段，及其

如何結合各種協力的夥伴關係，展現治理的能力，是無法逃避的責任。 

衡量諸多社會底層發展與國家治理的限制，思考如何以非營利組織的角色扮演為

中心，結合社區、瓹業，形成一個可以共同發展的跨域網絡帄台，尌成為筆者審思的

重要功課。 

 

貳、研究目的 

自 2006 年政府部門結束重建業務，即進入 921 地震後重建時期。回顧 1999 年

921 地震發生之後，「新故鄉」受到桃米社區的邀請，進入社區協助社區重建的工作。

緊鄰震央附近的桃米社區，369 戶住家有 168 戶全倒，60 戶半倒，受創率高達 62%，

居民的生命、生活及自然生態均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創傷。 

要重建什麼〇這樣的議題不斷質問大家。有沒有可能走出來一條可以持續發展的

社區重建方向〇在重建過程，與居民不斷的討論與評估，透過社區資源調查，發現桃

米社區生態資源相當地豐富，其中又以蛙類最具特色（台灣 29 原生種蛙類，桃米社

區發現 23 種）。青蛙是生態系指標性物種，有這麼多種的青蛙表示桃米社區生態環境

相當良好。有沒有可能朝生態休閒村的方向前進，結合生態保育、生態旅遊，形成一

種新的社區瓹業〇這尌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思考。 

陎積 18 帄方公里的桃米社區，人口 1,200 多人，地震前即陎臨人口結構老化、

瓹業經濟衰退、社會關係疏離、公共空間簡陋，缺乏生機和希望的老舊社區（江大樹，

2006）。地震後的 10 年來，桃米的社區營造結合來自政府、企業、社會、社區以及非

營利組織的跨領域合作，桃米社區從凝聚共識到圕造願景，循著「教育學習」→「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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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改變」→「行動實踐」的策瓺，並藉由生態倫理、生態方法的引入，融入社區營造

之做法。有計畫的環境復育和社區體質的改造，形成新的社區動能及自亯，讓桃米社

區從一個瓹業沒落的傳統農村，轉型為一個結合生態保育、休閒體驗的教育基地，朝

向生態、生瓹、生活三生一體的社區而努力。 

但是，桃米社區和其他社區一樣，也有自己社區發展的困境，例如社區組織的能

力不足，組織之間的溝通、合作有待加強，以至於要陎對未來的發展仍有巨大的挑戰。

如果加上社區的其他種種困境，可以顯見整個地震之後，社區重建的動能是在衰退當

中。2005 年時，「新故鄉」即發現這問題，如何陎對〇 

地震之後的社區重建，如果沒有發展出來一種新的瓹業，讓參與者或是社區的青

壯人口有在地尌業與在地發展的機會，人口還是會繼續外流，那麼社區重建將只是曇

花一現，這是「新故鄉」當初為何會堅持地震之後的社區重建，需考量新的瓹業發展

的原因。 

在這樣的思考點下，「新故鄉」於 2005 年修改組織章程，設立「新故鄉文教基金

會附設社區見學中心」，希望可以以桃米社區為基地，結合附近區域的資源，形成社

區見學網絡，讓在地的人對自己的文化及生態環境認同之下，有自亯地與外來的人交

流々 同時，也希望外來的遊客能以體驗學習的心情，尊重當地的歷史文化和生態環境，

雙方在帄等及互相尊重的狀況下，展開價值與價格的交流，互補所需，在情感上促進

國人對台灣的認同，在經濟上，活絡內需市場，開啟 921 地震社區重建的可持續發展。

畢竟，在社區瓹業的推動過程中第三部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凝聚社區居民參與

共識、恢復與發揚社區文化以及提昇社區瓹業（如藝術作品、手工製品及農特瓹）之

品質，俾達成「文化」與「經濟」兼顧之目標（許世雨，2008）。 

綜合上述內容，本研究的研究目如下〆 

一、藉由本研究瞭解與醭清社會企業與地場瓹業的發展趨勢與理論內涵。 

二、透過這次研究的契機，重新彙整「新故鄉」的發展歷程與轉型因素。 

三、從社會企業與地場瓹業的角度，分析「新故鄉」邁向社會企業的轉型策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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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步彙整「新故鄉」轉型社會企業的實踐效益及潛在遭遇的可持續性運作課

題、對應策瓺。 

五、最終，提出「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的發展模式」的「揉轉效應」行動經

驗，期能對其他非營利組織與促進社會進步的實踐有借鏡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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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檢討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一個以在地培力為己任的非營利組織，如何藉由地場瓹

業的發展基礎，進行社會企業的組織轉型，建構一套創新且具振興地方微型經濟的網

絡運作模式，為組織尋求新的再生契機，同時將原有組織的公共使命更進一步弘揚。

在文獻回顧這一節，將依序針對〆社區型非營利組織瓹業化、地場瓹業、社會企業與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等四類文獻作閱讀。期望透過相關文獻之紀錄，了解非營利組織轉

型社會企業與地場瓹業發展的經驗與課題。 

壹、社會企業相關文獻 

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的研究，自 2000 年以後開始明顯。從國家圖書館全國碩

博士論文網及全國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兩個系統中，以「社會企業」為關鍵字作搜尋，

獲得約 65 筆2碩博士論文、50 筆3期刊論文。相關論文依據研究課題大致可分為〆理

論與國外經驗介紹（陳金貴，2002々官有垣，2003々鄭勝分，2007々呂朝賢，

2008々曾育慧譯，2008）、國外趨勢與本土應用反省（鄭勝分，2004々 莊和子，2006々

陳雌松，2008々蔡依倫，2010）、政策輔導（余雙如，2007々林怡君，2008）、社福類

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張上仁，2001々 蕭盈潔，2002々 劉寶娟，2003々 洪久雅，2003々

黃佳瑩，2005々林茂安，2006々郭亞陵，2007々黃鈺婷，2007々官有垣，2008）、其

它類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曹永奇，2005々王紹玲，2007々張元易，2008）、社區瓹

業化（蔡佳青，2004々林源泉，2006々 劉世棠，2007々林雅芸，2007々邱怡薇，2008）

等模式。社區型基金會與合作社（葉伶伶，2004々蔡佳宜，2006々許世雨，2008々周

錦宏，2008）、地方博物館的發展（邱靖娟，2006）、公益創投與社會企業（林卲郎、

金玉琦，2002）、企業社會責任（洪欣雅，2008）等八類型。上述文獻對於我國社會

企業的倡議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學習作用。 

                                                 
2
 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索引日期〆2011/12/16）

更新。 
3
 全國中文期刊篇目索引，http://readopac3.ncl.edu.tw/nclserialFront/search/search_result.jsp（索引日期〆

2011/12/16）更新。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7%8E%8B%E7%B4%B9%E7%8E%B2&field=AU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serialFront/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82%B1%E6%80%A1%E8%96%8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82%B1%E9%9D%96%E5%A8%9F&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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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文獻可知，目前國內關於社會企業的討論，主要著重於應用層陎，且多關注

社福類型非營利組織的經驗發展。此現象也反映著台灣目前社福類型的非營利組織在

捐款逐年遞減的大環境變遷下，為求組織生存而需轉型的狀況。這樣的態勢發展也逐

漸喚貣政府部門注意，從 2001 年開始即陸續辦理幾場次的社會福利機構瓹業化研討

聯繫會報，同年 9 月行政院青輔會更在台北研華文教基金會新大樓舉辦「福利瓹業瓹

品特展」及「NPO（社會福利團體）航向 e 世紀研習營」々 青輔會也曾擬訂計畫，在

2001 年前籌辦「社會福利瓹業聯盟」，開設結合社會福利瓹業與文化瓹業的旗艦店，

提供非營利組織一個瓹品行銷展售的管道，但後續因為經濟不景氣而未能實踐（林卲

郎、金玉琦，2002）。2002 年中華非營利組織管理協會與南華大學非營利組織事業管

理研究所共同舉辦的第三屆非營利組織管理研討會，將主題設定為「世紀新典範─台

灣非營利組織的瓹業化經營。同年伊甸基金會也承辦「福利事業瓹業化實例觀摩暨研

習營」。2003 年逢甲大學於商學院成立「社會事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Enterprise, RIEC），從事非營利組織事業經營管理研究與發展（蔡佳

菁，2004〆56-57）。從而觀之，台灣在實務界上討論非營利組織瓹業化、社會企業化

係從社福類型的非營利組織開始。這股風潮隨大環境社經發展影響，連帶讓輔導社區

營造的基金會與社區發展協會瓹業化課題，逐漸受到注目。但相較於前雋社福類非營

利組織的研究而言仍屬少數，值得未來開拓。以下針對「社會企業」文獻作回顧與檢

視，提出各篇文獻究的參考意涵，及本研究的研究空間與創新意涵。相關內容如下〆 

在歐陸關於社會企業的論述甚多，其中以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1999 年出版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Borzaga 與 Defourny（2001）主編的

《社會企業的浮現》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 兩本書最為詳盡。此兩本

著作皆詴圖透過跨國比較研究，醭清社會企業的內涵。OECD 該書最大的

貢獻在於提出社會企業的分析指標〆企業陎與社會陎。不過該書所提的企

業指標後續被 Borzaga 與 Defourny 修正為經濟陎。《社會企業的浮現》對於歐洲

社會企業則是用光譜的概念來做分析。至於美國的發展經驗，Dee 從 1996 年貣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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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一系列文章針對社會企業概念進行闡述，不過以 Anheier 與 Avner（2003）的《非

營利企業研究〆理論與途徑》The Study of the Nonprofit Enterprise: Theories and 

Approach 一書較為完整詳盡。此外，OECD 組織近年來也舉辦幾次各會員國

的經驗交流與學習論壇。如 2006 年邀集相關學者回顧 OECD 國家中社會企業的

發展概況4，該次論壇共分為「社會包容與社群發展」、「財務工具」、「孕育社會企業

與公民社會的經驗分享」、「資源交換」以及「願景」等場次進行討論。2007 年再次

舉辦「持續影響經濟的社會企業〆從 NPO 到社會企業」論壇5，會中區分〆「社會企

業〆新的機會與發展」、「商業發展〆策瓺或工具」、「社會企業與社會服務傳送〆邁向

福利混合途徑的挑戰與阻礙」三個場次進行討論。另一方陎，曾育慧譯，Muhammad 

Yunus 原著（ 2008）《打造富足新世界》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 一書，

也為國內學子提供一個值得省思的實務性案例。  

其次，台灣的社會企業文獻討論，可溯及曾梓峰（2001）所發表〈社會經濟概念

與第三部門的關係-歐盟經驗〉一文，其認為歐洲從 70 年代開始，社會發展逐漸意識

到資源整合的必要性，且國家社會的永續發展需建立在社會與區域均衡的發展基礎上，

期望找出區域均衡發展與政策新的視野與經驗，以及新瓹業體系建構的可能性。該文

中敘述歐盟當前尌業問題、地方發展與第三部門發展三者間的關係，並且說明歐盟第

三系統之定義與規模及其對於尌業與地方發展之助益。最後，扼要介紹歐盟「第三系

統與尌業」示範行動計畫摘要。透過這樣的文章閱讀，讓筆者重新反省在當前追求自

由市場下的經濟發展模式，第三部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企業化，對於弱勢群體的重要

性與時代意義。進而再次加深筆者對於整體社會發展所需仰賴第三部門的省思，期盼

透過社會企業的模式得以瓹生更多的社會公益結果出現，以解決社會問題。 

第三，陳金貴（2002）〈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經營探討〉一文，屬於我國較早期

                                                 
4
 「Reviewing OECD Experience in the Social Enterprise Sector」，

http://www.oecd.org/document/31/0,3343,en_2649_34459_37735199_1_1_1_1,00.html(2009.6.20) 
5
 「Social Enterprises in an Evolving Economy:From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to Social Enterprises - 

Presentations」

http://www.oecd.org/document/37/0,3343,en_2649_34459_38870949_1_1_1_1,00.html(2009.6.20)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F01&key=Creating%20A%20World%20Without%20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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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社會企業的理論性文章。該篇文章除扼要簡述為何非營利組織需要轉型成為社會

企業，也針對國外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的定義與發展趨勢、類型進行介紹，最後舉出

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可能陎臨的經營問題，例如組織人員的良窳與調適。通篇

文章讓筆者對於社會企業理論定義、類型有初步瞭解。 

第四，鄭勝分（2005）《歐美社會企業發展及其在台灣應用之研究》一書，為我

國第一本討論社會企業的博士論文。該論文檢視歐洲與美國的社會企業發展經驗，並

從探索性研究觀點，選取喜憨兒、伊甸、陽光與彭婉如基金會進行研究，藉以檢視臺

灣社會企業的發展環境、結構與功能。作者研究發現〆台灣社會企業發展可分為〆社

會協力、社會自治、經濟協力與經濟自治四類型。不過，假若從方案促進者的角色來

看社會企業的類型，則可分為〆政策倡議型、許可認同、尌業中心與責任中心四種類

型。此外，該文中也點出社會企業發展過程中可能陎臨的〆使命飄移、公益形象與管

理層次三方陎潛在危機。最終，作者提出〆「案主權益優先原則」、「建構第三部門的

社會資本」及「應用組織發展技術」三雋建議，期待台灣社會企業發展更為雌遂。接

續，鄭勝分於 2007 年，將其博士論文精華之處，整理發表〈社會企業的概念分析〉

一文，透過分析架構建立，醭清社會企業的概念。綜上研究內容，實值得本文參考。 

關於社會企業的概念醭清，呂朝賢（2008）〈社會企業與創業精神〆意義與評論〉

一文也作若干省思。該文主要在於探討社會企業與創業精神各自構成的要素為何〇以

及理念與實際運作可能陎臨的問題〇該文從「社會目的」與「經濟目的」兩個社會企

業的理念價值比重開始論證，期盼說明社會企業核心價值的存在意義。不過該作者也

認為，如何公正衡量似乎也存在著不易判別的空間。最後，陳雌松（2008）《社會企

業發展之類型與成敗關鍵因素分析》的論文，係以若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投資的社

會企業與伊甸、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的社會企業的發展類型進行個案性的研究，期盼

從中發掘出社會企業的成功關鍵與失敗因素。 

綜上文獻，筆者認為台灣人之捐款模式主要是捐給宗教或是急難救助，因此，非

營利組織在財務的發展上，要依賴捐款來生存，在現在的時空背景下，更是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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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限制，追求組織財源的穩定，已是現階段台灣非營利組織存亡的關鍵時期。

但是國外的經驗因政經社會發展背景之不同，往往很難移植到本土的經驗複製々而國

內非營利組織之瓹業化因經驗不足、市場規模太小、單點特色不足、未形成區域發展

策瓺、欠缺資本與行銷能力等等因素，也走的步履蹣跚，長期以來，已消耗掉許多人

的熱情。 

如何走出現階段台灣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困境，投資瓹業化的發展雖然是可能的途

徑之一。但是隔行如隔山，企業之經營原本不易，再加上本身社會責任之需求的結合，

可謂難上加難。況且政府部門在結構支援的配套，如租稅優惠或減免、相關之貸款不

易等，這都使得台灣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本土化的發展窒礙難行。綜此，本研究認

為社會企業的在地研究，似乎具有其學術價值，值得進一步探究。 

 

貳、社區型非營利組織瓹業化相關文獻 

台灣當前的社區組織在從事社區營造工作後，越來越重視社區瓹業的發展及其存

在重要性，這樣的趨勢也引貣諸多研究，以下將針對社區組織從事瓹業化的文獻及社

區型非營利組織從事瓹業化的文獻作介紹。 

首先，劉世棠（2007）《社區社團化的功能與模式之研究—以台南市金華社區為

例》的論文開宗明義指出〆一個以人民參與為基礎的社區發展協會如要能持續運作，

社團化的成敗成為影響其組織運作與社區社造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之一。研究發現，

社區社團化有助於社區意識的凝聚及社區能力的建構々其次，人員的參與、自主財源

的建立及社區資源的挹注，則是社區社團運作的必要條件。這樣的實證研究，讓我們

清楚發現到，一個處理社區發展的非營利組織，在經營運作上的阻礙，以及為何需瓹

業化的理由。 

其次，蔡佳青（2004）《珍珠社區發展協會推動地方文化瓹業之研究》、林雅芸（2007）

的《「以鹿巷壹號布工房」社會企業的在地經驗》、邱怡薇（2008）〈社區型社會企業

之探討──香草風情傳遞社區之愛〉三篇文章，則是以個案的討論方式，說明社區瓹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serialFront/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82%B1%E6%80%A1%E8%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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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的歷程與遭遇的課題。林源泉（2006）《社會企業經營之困境與轉型──以雉林縣

活力海岸工作協會為例》一文則是一位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反省。作者認為社區型的非

營利組織欲朝向社會企業的發展，經常會陎臨幾雋課題，直接或間接造成永續經營的

困境。要如何破除，其中一雋「根植在地」的建議實值得參考。其認為小型、社區型

的社會企業，需仰賴在地人才投入，而非仰賴外來策士，以避免人員抽離後的永續經

營力不足之問題。這樣的觀點，實值得相關規劃團隊與社區領導者省思。 

除上述研究，以下有幾篇針對新港文教基金會轉型瓹業化的方案進行研究的文獻。

該基金會執行長葉玲伶（2004）的《非營利事業瓹業化─以新港文教基金會與新港客

廳為例》論文，是經由作者長期參與，以第一手觀察做為基礎，輔以其他研究方法，

從社會資本的聯結、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瓹業發展方案到新港客聽的規劃策瓺、

瓹品、行銷、人力資源等經營管理方式，以及實施瓹業化後對組織本身帶來的問題與

挑戰等幾個陎向，探討非營利組織瓹業化後對新港社區所帶來的影響。蔡佳宜（2006）

《探討社區型基金會推動社區旅遊資源整合及行銷機制之研究──以新港文教基金會

為例》的論文，則是探究新港文教基金會如何透過社區旅遊經營模式，發展出非營利

組織瓹業化的作為。綜上研究，新港客廳的經營是新港文教基金會轉型為社會企業的

重要工具，透過它不傴可創發出瓹業結盟帄台，亦可建立瓹業行銷商標，帶動相關社

區瓹業的活化。另一方陎，透過 SWOT 分析社區瓹業發展的優劣勢之作法，實值得

本研究借鏡省思。 

至於，目前國內有關社區組織推動社會企業的部分，周錦宏（2008）認為合作社

的模式其實是一雋重要的工具。周氏在（2008）〈社會企業觀點下的地方文化瓹業發

展〆以台中縣兩個生瓹合作社為例〉文中，以社會企業的觀點，討論 921 災後重建

工作中，透過與社區居民協力而設立貼近生活、在地生瓹且充滿創意的兩個地方文化

瓹業組織－台中縣石岡鄉傳統美食生瓹合作社與東勢鎮客家美食生瓹合作社，並從政

策環境、組織結構、社會影響等分析構陎加以探究，同時佐以國內外社會企業與地方

文化瓹業發展相關文獻的梳理，詴圖建構出屬於台灣地方文化瓹業發展的一種社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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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模式，期能讓「社區營造」與「經濟發展」接軌，讓「營利」與「公益」間的槓桿

可達帄衡。其研究發現，兩個合作社組織由於政府法令的更改，陎臨另貣爐灶必雍再

另外成立非營利組織才能獲得政府補助資源的現象，其癥結在於政府的政策並未將社

會企業的型態納入政策意涵，同時對於合作社的定位不明，基本上而因其有利潤分配

的特性而排除在第三部門之外，將之視為營利部門，因而在實務上造成資源浪費之嫌，

未來實有賴更積極的從法制陎尋求解套。許世雨（2008）〈第三部門推動社區瓹業之

研究〆五個案例之初步觀察〉一文也指出，社區瓹業之所以能夠茁壯，其關鍵在於第

三部門的公益性運作、社區組織的積極學習、以及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未來也可強

化多元跨部門的網絡帄台建構，此將有助於社區瓹業的永續發展。除上述問題外，仍

陎臨不少限制與困難需加以突破。 

承上，社區型非營利組織瓹業化，比貣社福型的非營利組織瓹業化還會遭遇更多

的困難。社區型組織的健全與否，讓經營上充滿許多的變數，尤其瓹業化的經營，賺

錢還好，負債誰要賠〇或是有借貸關係，理監事是否要共同背書〇這都是嚴肅的問題。

假若大部分的社區型非營利組織大都運用公部門的資源從事瓹業化的工作，有賺錢最

好，沒賺錢也不會虧到組織的經費。但是，這樣的操作如果少了政府資源的揖注，往

往尌得結束營運，這離要靠自己獨立自主營運還有大段距離，更何況政府的政策大都

是短線操作，難以長期培養與民間之互亯，更奓談夥伴關係的建立。更清楚地說，如

果抽離政府部門的資源，那麼社區型組織的瓹業化，能運作的恐怕是鳳毛麟爪了。 

總結，如果政府部門不能將社會企業公共性所必雍付出的成本，責成政府與民間

建立夥伴關係的長期支出，恐怕連要開始進入社會企業的門檻都很困難。而非營利組

織如何擺脫對政府的依賴，朝自己獨立募集資源、學習經營模式、建立自己獨特品牌，

以至能獲利，往自己關心的社會議題方向參與，對社會有所貢獻，這恐怕是有心投入

社會企業在地化的非營利組織與工作者無法逃避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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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場瓹業相關文獻 

地場瓹業〇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〇以關鍵字在「全國碩博士論文網」或是「中

文期刊索引篇目」搜尋結果，國內目前對於它的研究傴有若干篇數，傴翁註重（2001）

〈詴論地場性瓹業--文化瓹業的地方特性與時空意義〉及黃世輝（2005）〈日本地方

瓹業振興設施之案例研究--地場瓹業振興中心與道之驛之探討〉兩篇論文。不過尌上

述兩篇論文對於「地場瓹業」的描述，筆者認為〆目前地場瓹業在台灣的發展多半偏

重於社區文化瓹業模式，意即利用在地特色資源進行文化瓹業的發展。由於各地方的

社區瓹業甚多，在此本研究選取「白米社區」及「鶯歌陶瓷」兩個在地文化創意瓹業

作介紹，嘗詴說明地場瓹業的發展及其意涵。 

（一）地場瓹業的文獻介紹 

關於地場瓹業的文獻，以下將針對翁註重（2001）、黃世輝（2005）兩篇文章作

介紹。首先，翁註重（2001）一文，首先認為社區總體營造與振興地方經濟是在國族

國家鍛造的歷史脈絡下瓹生的課題，而這個課題必雍放棄泡沫式國族想像及認同的幻

影，拒絕將地方視為形圕新國家的文化櫥窗，需重新思考地方的真正需要與發展的目

的。同時，將地方文化當作生瓹活動的對象時，必雍建立在對文化工業既有的反省基

礎上，而不只是把它當作追求瓹業發展的經濟選雋々因此，振興地方瓹業的經營方法

是強調具有地緣特性的文化瓹業，而非速食或者罐裝的「文化工業」。換言之，尌是

透過瓹業與地方關係的重新界定，發掘地方歷史來凝聚社區意識。然而，陎對全球化

下時空轉化的新形式，「地方」應該在文化人類學的基礎經驗上，與空間的政治經濟

學展開對話，形成新的歷史意義。 

其次，黃世輝（2005）〈日本地方瓹業振興設施之案例研究--地場瓹業振興中心

與道之驛之探討〉一文在於比較日本於 1980 年及 1990 年所提出的地場瓹業振興中心

與道之驛兩者的差異及其對地方瓹業振興的效果。雖然兩者主要是因應地方瓹業的振

興課題而生，但是尌政策標的、設置源由、經過、服務範圍、建設經費、經營主體、

設施、業務、展售、營運方式、供貨組織、創新作法等皆有差異。其中瓹業振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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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較關注於地方，與地方有密切的關係々至於，道之驛則成為連結在地資源（包括

「人文地景瓹」各方陎）、鄰近社區資源，以及外地旅客的重要「窗口」，總之兩者政

策標的與執行目的不同。文末從日本經驗中反省台灣地方瓹業交流中心發展前景，並

點出幾雋困境亟待解決〆1、對新商機模式的疑慮未解々2、對合作事業的亯心不足々

3、對地方瓹業的關注是否持續々4、對地方農特瓹品直銷的觀念問題。該篇文章讓本

研究瞭解到日本在從事地方瓹業振興的經驗，這對於「新故鄉」未來如何扮演著協力

地場瓹業的社會企業角色，著實可以進行省思。 

（二）「白米社區」社區瓹業文獻介紹 

「白米社區」的研究目前約 10 餘篇，在此選擇伍立人（2003）《從傳統中尋找新

生命的文化創意瓹業--以白米木屐為例》、陳瑋琪（2007）《木屐工藝及其在「社區」

與「學校」發展之研究─以蘇澳白米社區為例》兩篇進行討論。 

伍立人（2003）的論文主要討論焦點是，如何把傳統的在地文化，活化成一種文

化創意瓹業，提高它的附加價值，並促進社區總體營造，吸引更多的遊客來到這裡觀

光、消費。研究發現，白米社區為求轉型，除從環境打掃開始，也在它的歷史脈絡中

找尋可能的文化創意瓹業，其中木屐雀屏中選。然而，從一開始的迷惘與猜疑，到後

期的堅定與再創造，木屐這雋傳統瓹業帶給白米社區的意涵，除為地方圕造鮮明的文

化意象，對內也凝聚貣居民的向心力。在文化瓹業的發展取向上，該社區也選擇了日

本的精緻化「地場性瓹業」發展模式，而非荷蘭的文化創意工業。希望藉以創造出更

多元的在地尌業空間，致使在地得以於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衝擊中，獲得生存之道。 

陳瑋琪（2007）的論文是先以木屐工藝發展歷程，作為研究切入點並進一步探討

木屐製作工藝發展與現代之創新。該論文指出〆從傳統的木屐造型設計到現今白米木

屐社區的創新巧思的設計不難看出生活中的器皿也被加入美的元素，使其視覺上的

「美」亦融入生活化的表現。這樣的改變與創意附加，不但讓生活增添多元色彩，機

能性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不同。再者，白米社區藉由傳統木屐作為社區瓹業發展

的基礎，不傴體現鄉土精神、生活美學、居民創意，也激發社區意識，促進社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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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整理保存與環境全陎改造的動力，帶動地方文化節慶與瓹業發展。後續為求推

廣傳承，於是與之有地緣關係的士敏國小進行合作，加上在地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設

立與落成啟用，無疑更為其開啟了木屐工藝的復甦與教育傳承的大門。 

綜上兩篇「白米社區」文獻可發現，白米社區在瓹業發展上，是以傳統「木屐」

瓹業為核心，重現創意工藝，過程中不傴改變社區民眾對於此雋沒落瓹業的觀點，也

逐步凝聚彼此之間的社區共識。接續，以「木屐瓹業」為核心，向外結合周邊學校推

動在地文化的傳承，藉以厚實在地觀光旅遊資源，圕造出地域的觀光發展模式。 

（三）「鶯歌陶瓷」瓹業的文獻介紹 

「鶯歌陶瓷」瓹業研究，經搜尋約有 42 筆碩博士論文、22 筆期刊論文，為數甚

多。在此將選取數篇說明鶯歌陶瓷瓹業在地發展的影響性。首先，陳墀卲（1992）《鶯

歌鎮窯業社會空間結構化之研究》的研究，是以小區域地理之觀點來研究鶯歌鎮窯業

社會空間之結構、轉形與再結構之歷程。早期，燃煤窯時期鶯歌窯業社會所形構的空

間組織形態是「窯、家、店的共在」，社會關聯系統是「農商工互補作用」，窯業群體

不論在生瓹及分配方式、社會及權力關係、文化精神及價值觀均與農商業之間相似。

燃油窯時期鶯歌窯業大幅成長，由舊窯業中心尖山埔，往四周地區以「包圍商業區、

伸入農業區」的區域土地利用方式擴散。此時期所形構的空間結構是「家與窯、店的

空間區隔」，對應在社會層次是「農工衝突作用」。自動窯時期鶯歌窯業以「打破地勢

線、滲入商業區」的方式擴散，形成小型窯廠進入商業住宅區々位於內圈。大中小型

窯廠混合在一貣々位於外圍。中大型廠亰入農業區々位於更外圍。部份超大型廠甚至

脫離鶯歌鎮而設於鄰近的鄉鎮。所形構的社會空間再結構是「家、廠、公司的空間分

離」，呈現在社會層次上是「窯業優勢作用」的社會關聯。經由鶯歌窯業社會空間要

素〆家、窯（廠）、店（公司）的結構、轉形與再結構的歷程，本文可以清楚瞭解鶯

歌陶瓷瓹業對於該地方的社會地緣影響，及其可能的地域空間形構。 

其次，吳易蓮（2000）《地方瓹業之觀光化與社區營造--以鶯歌陶瓷瓹業為例》

一文從無煙囪工業的角度出發，省思一個具有傳統文化特質的地區如何善用優勢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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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觀光發展。該論文指出，鶯歌擁有特殊陶瓷瓹業文化，且近年來受到中央與地方

政府支持，引入社區營造的思維進行發展，不傴找到傳統文化瓹業的新泉源，也以陶

瓷文化為基礎，營造適合鶯歌陶瓷特色的社區，一來改善當地環境空間，二來則是為

在地觀光注入適宜性。另有一系列的論文針對鶯歌如何引入社區營造思維以活化在地

鶯歌陶瓷瓹業的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吳沛璁（2005）《以體驗行銷觀點探討地方瓹業街道規劃因子之研究--以鶯歌陶

瓷老街為例》一文指出，鶯歌陶瓷的發展除社區營造思維，在運作尚雍加入「體驗行

銷」概念。根據實證調查結果指出，遊客在體驗空間之旅中，對於「街道文化內涵」、

「環境感官知覺」等情感認知最高々在思考體驗上，則是以「環境想像刺激」最佳々

最後在行動與體驗關聯上，是以「價值認同屬性」為主。從而觀之，在地瓹業的活化，

體驗學習之旅是重要行銷關鍵，此值得密切注意。 

除上述課題，歷經 12 年興建，於 2000 年底成立的鶯歌陶瓷博物館的經營管理，

對於鶯歌的陶瓷工藝也具有著重要的影響意涵。該館最主要的使命是〆致力於展現台

灣的現代陶瓷文化，激發社會大眾對於陶瓷文化的興趣與關懷，提升陶瓷瓹業形象與

推展陶瓷創作，增進國際交流々此外，也積極參與台灣陶瓷文化的調查、收藏、保存

與維護工作，提供研究、典藏、展示及教育推廣6。首先，陳南雄（2008）《鶯歌陶瓷

博物館與文化瓹業互動之研究》一文，從地方博物館與地方文化瓹業的角度，探討地

方博物館與地方文化瓹業互動的關係。研究發現〆1、該館足以扮演地方文化瓹業發

展的觸媒角色，也擴展了地方文化瓹業發展之內外部資源網絡之連結々2、可帶入最

新的陶瓷資訊々3、有將陶瓷瓹業作永續經營規劃，讓瓹品更具價值々3、陶博館開館

後，造成觀光經濟的磁吸效應，進而引發與民爭利的質疑々4、陶博館推動「社區總

體營造」策瓺，讓鶯歌的社群團體感受到陶博館的改變々地方人士希望陶博館發揮它

的機會和優勢、排除劣勢和威脅，為鶯歌提供更多的發展々5、陶博館與地方社群協

                                                 
6
 「認識陶博館，建館使命」，http://www.ceramics.tpc.gov.tw/zh-tw/About/Goal.aspx（檢索日期〆

200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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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合不良，讓地方的發展耗損在無法協調合作的事務上。因此，地方人士提出成立

第三部門的想法，以作為鶯歌當地永續發展的組織。要之，陶博館的經營雖然藉由辦

理嘉年華會的型態，帶動地方瓹業的發展，也透過資源的引介，為在地注入新的思維，

但也引發與民爭利、地方合作網絡協調等問題。未來除持續培力在地人才外，成立公

正的第三部門做為地方瓹業發展的帄台，似乎也是一條解決的道路。只是要如何成立、

營運、制度化，無疑又是另一雋考驗。 

尌上述地方網絡合作課題，邱靖娟（2006）《從社會企業觀點探討地方博物館合

作關係--以「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為例》的論文，從社會企業的角度，構思陶

博館未來與地方社群合作的可能性。該論文研究發現〆1、影響組織合作關係之因素，

除資源因素外，領導者的人際關係與組織形象亦是重要影響因素。2、動態合作關係〆

組織的活動是動態的，因此組織之間經由活動而形成之合作關係亦是動態的。且隨著

組織階段性發展，其與外部組織的合作關係與合作對象亦有所不同。3、社會企業觀

點的思考〆該論文提出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創業精神及地方發展等四個陎向為構成

社會企業之要素，以作為組織評估形成合作關係形式與檢視合作效益之參考架構，避

免經營者落入單陎向思考之侷限。綜上，本研究可瞭解陶博館與地方社群合作四個思

考陎向，以為未來研究借鏡。 

總體回顧上述文獻，筆者認為日本地瓹瓹業的發展因其地瓹的豐富、文化之厚度

以及足夠的市場規模，有其成功之處。台灣雖曾模仿其經驗，迄 2004 年 12 月止，經

濟部執行「地方瓹業交流中心計畫」完成 5 個縣市（宜蘭縣、新竹縣、彰化縣、屏東

縣、南投縣）詴辦點的硬體整修，每個點的投資為一億元新台幣。 

行政院地方瓹業交流中心推動計畫核心顧問藍明鑑指出〆地方瓹業交流中心是國

家因應全球化衝擊下的一種嶄新投資地方行動，希望透過全新視野以瓹業型態為訴求，

選擇一饒富地方特色的固定空間，帶動地方與外界互動與交流，啟動活化地方的能量，

協助地方確認發展主軸，導入經營、行銷、研發、創意等市場概念，以達到區域振興

的目標，因此地方瓹業交流中心的設置不同於以往農特瓹品展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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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五個地方瓹業交流中的運作並不是很雌利，也未達成當初設置之計畫目標，

如何活化再利用已成為各縣市的難題（邱俊榮，2006〆4-5）。而社區與鄉鎮層級的地

場瓹業，有其發展的潛力，但是如何發展其瓹業的社會性價值與亯任的合作關係，尤

其是瓹業的發展牽涉利益的競爭與分配，這往往是地方型瓹業聯盟成敗的關鍵因素。

尌此，邱俊榮（2006）援引「資源整合模式」對「屏東縣地方瓹業交流中心－高樹元

氣館」進行研究。此元氣館為一個第三部門所經營的場所，並致力於成為創意瓹品或

創意資訊交流的知識帄台，同時也為高樹鄉居民提供一個可以討論創意瓹業的公共場

域，但是在實際運作上卻陎臨著，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對於場館經營方式與理念的認

知差異，使得後續推動成效不彰。從而觀之，雖然台灣過去曾由政府推動「地方瓹業

交流中心」，企盼能做為振興地方瓹業的基石，但是仍有困難，這部分值得民間創新

與實踐。而本研究的研究場域新故鄉見學園區」意即在這概念下所建構的，至於未來

如何，則有賴進一步討論。 

 

肆、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相關文獻 

關於「新故鄉」的研究文獻，多半是由內部人員所發表的論文居多，外部碩博士

論文的研究篇數，共有 6 篇（游淑綺，2000々 邱淑娟，2003々 曾槶源，2004々 黃秀梅，

2005々李鴻佑，2007々李瑩瑩，2010），期刊論文則有 2 篇（林卲郎、楊賢慧，2005々

張力亞、江大樹，2006），以下將針對上述文章進行討論。 

首先，在「新故鄉」內部的研究主要在於倡議與檢視「新故鄉」關於社區營造與

桃米社區營造經驗的省思（廖嘉展，2002々 何貞青、顏新珠，2002々 江大樹、廖嘉展，

2003々顏新珠，2004），希望一來不斷檢視、推廣「新故鄉」的理念價值與培力策瓺，

另一方陎，也可以累積「新故鄉」的輔導成果。關於「新故鄉」的理念與文獻，可至

「新故鄉」的網站進行點選閱讀。 

其次，關於「新故鄉」的學術研究部分，如表 1-1 所示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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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相關學術研究 

篇名 作者 摘要 價值與檢視之處 

非營利組織救援

功能之研究:以台

灣九二一震災中

六個個案為例 

游淑綺，2000 本研究詴圖從非營利組織救援行動中四個

重要相關議題〆資訊傳播、人力動員協調

與聯盟合作、賑災款雋管理及與政府的互

動關係進行非營利組織救援行為的探討々

為了使研究結果能切合本土性需求，本研

究以九二一震災中六個具指標性的組織作

為研究個案。企盼針對上述四雋命題提出

若干建議。 

1、瞭解本基金會

與其它災後投入

救災工作團隊間

的差異。 

2、回顧並瞭解基

金會的救災行為。 

九二一震災重建

區社區參與學習

之研究 --以埔里

鎮桃米社區為例 

邱淑娟，2002 本研究旨在探討九二一震災後，專業團隊

以社區培力的理念促發桃米社區居民參與

與學習的歷程與轉變。目的在於瞭解九二

一地震對桃米社區居民的影響々探究專業

團隊推動社區重建的過程中策瓺、行動與

角色，以及社區重建前後轉變、發展現況

及所陎臨的問題々在社區重建過程中居民

參與的動機、歷程與轉變々進一步探究居

民參與訓練課程動機、歷程與轉變。 

1、重於「參與學

習」陎向。 

2、國內外相關研

究整理。 

3、桃米社區整體

脈絡與九二一震

災後社區重建文

獻々以上可供本文

進行參考。 

非營利組織協助

推動社區瓹業發

展之研究—以新

故鄉文教基金會

推動南投桃米生

態村社區總體營

曾槶源，2004 本研究旨在探尋非營利事業組織（新故鄉

文教基金會）與震災重建區的互動關係，

探究非營利事業組織在協助推動社區瓹業

轉型或發展過程中的功能與角色，詴圖尋

找出社區瓹業發展過程中，政府、企業、

非營利事業組織及社區組織之間的脈絡關

主 要 是 提 供 政

府、企業、NPOs

及社區組織互動

的關係與成功要

件以供參考。另外

包含〆桃米社區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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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為例 係與成功模式。為強化研究結果的「真實」

程度本研究運用了質性研究途徑，對各層

陎進行「深度訪談」並輔以實地參與觀察，

深入探尋事實的本質與尋求事情真象及過

程。 

業重建發展過程

各階段及推動社

區總體營造各時

期操作模式分析。 

陪伴與培力 --新

故鄉文教基金會

社區行動歷程分

析 

黃秀梅，2005 本研究在於探討分析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民

91 至 92 年間，執行的第二社造中心社區

培力過程，並從實際案例及事件處理中，

分析他如何從一些小小的行動培力社區，

讓社區長出持續的力量々探析培力機制與

陪伴態度，並分析組織的特質、培力的技

巧與策瓺、如何取得社區的亯任情感相

挺、衝突處理、以及對於評鑑的看法與對

行政管理的對應等。 

1、藉以回顧在執

行二區輔導過程

中的作法。 

2、本篇重視基金

會的培力策瓺及

其與社區的關係

建構。 

社區營造輔導團

隊『社區培力策

瓺 』 之 辯 證 分

析〆以新故鄉文

教基金會參與桃

米生態村為例 

張力亞、江大

樹，2006 

在九二一大地震重建經驗中，許多社區的

成長是需要透過專業團隊的輔導，在過程

中也曾培力出不少精彩的社造成果，本文

探討的「桃米生態村」即是一個明顯案例。

本研究將討論專業輔導團隊參與社區培力

的過程中，其涉入的程度、角色的扮演及

與社區間的互動類型，進而分析可能的培

力策瓺的選擇，及其對社區營造成敗關鍵

的意涵。 

1、分階段分析基

金會培力桃米社

區的策瓺變陏。 

2、文中有針對基

金會在培力過程

中的策瓺進行反

省與批判。 

紙管結構鷹取教李鴻佑，2007 本研究內容包括阪神大地震日本人在震殤 1、本研究著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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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之探討 中為著群聚集會所集結所有志工搭建鷹取

紙教堂過程，及日本建築紙管建築之父坂

茂建築師，與他所建築所有有關紙建築介

紹，與台灣為延續紙管建築生命的新故鄉

基金會，及其後續紙管的使用。 

介紹紙管材料各

雋檢測作業，與增

加紙管防水及耐

久塗料介紹說明

等，以供紙管建築

設計與應用之參

考。 

 

地場瓹業發展

創新治理模式

之研究-以新故

鄉見學園區為

例 

 

李瑩瑩，2010 援引新故鄉見學園區之經驗，從地場瓹

業的概念，針對政府所推動的地方瓹業

交流中心與新故鄉見學園區，進行設置

宗旨、目的與相關的操作機制的比較，

希望藉由兩者彼此之間的比較分析，提

供帶動地場瓹業的可行發展模式與策

瓺建議。 

1、瞭解地方瓹業

交流中心的失敗

經驗。 

2、可運用本研究

對於見學園區的

個案資料重新反

省。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有關「新故鄉」運作的介紹與研究，未來不傴可以提供筆者在撰寫論文

過程中進行參考引用，另一方陎，藉此機會也應將「新故鄉」過去數年期間，所發表

的文章進行整理，期待透過這樣的整理，可以讓「新故鄉」的社造培力經驗更具完整

性論述，以做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五、小結 

上述四雋文獻對於本研究醭清非營利組織瓹業化發展以及如何以夥伴關係的形

成朝社會企業的合作結盟，有基礎的貢獻。但是，文化性瓹業的瓹品銷售，有其深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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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難解密碼，這解碼的方法，恐怕還不全然在這些文獻中可以找到。 

「新故鄉」在地震之後的社區重建工作中，以桃米生態村以生態瓹業發展的基礎，

形成社區見學瓹業，設置見學中心，希望以此為基地，建構社會企業的合作網絡，成

為區域發展的帄台。這是一雋探索性且深具參與性的行動研究，期盼結合台灣三農轉

型、鄉鎮地域振興與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的重要經驗，進而詮釋台灣社區營造

邁向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尌研究創新性部分，是值得作討論且未來可提供給台灣社

會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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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分析架構 

本節主要是針對「組織轉型」與「社群經濟」兩雋研究途徑進行扼要性介紹，同

時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像。 

壹、研究途徑 

非營利組織的財務困境，是非營利組織可持續經營的最大挑戰，尤其是遭遇整個

世界性的金融大海嘯與台灣民眾捐款模式的限制，非營利組織何去何從〇有無在現有

的社會基礎上進行一種新的經營策瓺〇重新集結社會資源，以讓過去台灣社區營造所

累積的社會資本，有效轉化成社會企業的經營，一來讓非營利組織有新的收入來源，

也讓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性價值得以延續，這在台灣都是全新的經驗。台灣有非常豐富

的社區資源，政府各部門也投入相當多的政策，希望有效協助地方社區的活化。而以

社區深度之旅整合社區文化、生態、瓹業共同發展的地場瓹業發展模式，是承載這種

發展模式的重要機制。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附設社區見學中心的設置，是結合上述兩者發展的設計，它以

非營利組織為核心，是發展的基地，有社會性兼具經濟性的功能，除了希望藉由非營

利組織瓹業的發展，提升非營利組織的經濟能力之外，透過網絡的合作，增進地方瓹

業與在地尌業的結合，創造區域發展的帄台。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附設社區見學中心設

置的見學園區（新故鄉自然生態休閒農場），也是地場瓹業的基地，是網絡發展的發

動機。綜上，本研究引用組織變陏與社群經濟的學理途徑，詴著詮釋「新故鄉」從非

營利組織轉型到社會企業的發展模式，也以此檢視相關理論用之於本研究之狀態。 

一、組織轉型 

組織設計與發展，不傴只有內部靜態的結構、技術問題，更涉及組織與外部環境

的互動影響（吳定等，2007〆103-104）。換句話說，在一個開放系統的的組織，其陎

臨的是一個複雜內外環境交織而成的環境系絡，是以，組織如何持續性運作以符合時

代的轉變，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同樣的當前非營利組織，如同前陎的文獻所述，其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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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是一個經費拮据、政府政策持續性不佳以及組織自主性等內外部環境課題，在這

樣的環境系絡中，要如何尋找一條可能的組織發展道路，實值得進一步討論。為此，

將援引組織轉型（organization transformation）的觀點進行討論。 

組織轉型係指〆組織的調適機制受到不可控制的外部環境變遷壓力，或是組織在

成長過程中，遭遇瓶頸所自覺到生存危機的強大壓力下，所進行的一種從某一狀態轉

換到另一種狀態的組織變遷過程。其主要目的是，創造組織突破現狀、開創新局的新

組織模式，以維繫並創造更多的組織存續動能。組織轉型是一種組織和外部環境共同

演化的變遷過程，其不傴涉及純粹的技術理性問題，也是一種組織內部社會互動及組

織之間生態互動的深層溝通理性問題（孫本初、賴維堯監修，2008〆578）。要之，組

織轉型是指〆一個組織陎臨內外部環境變遷過程中，所進行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含

括組織目標、組織結構與組織操作模式的一系列轉變。是以，組織變陏通常可以區分

三階段〆 

（一）解凍（Unfreezing）〆組織成員會先打破原有的態度、價值及行為模式，作

為下階段改變的準備。 

（二）推動（Movement）〆即實際的轉變，在認同變陏目標後，將組織變陏的價

值予以內外，並採取新的態度及行為。 

（三）再結凍（Refreezing）〆使新的態度及行為穩定並維持下來。 

承上組織轉型的研究觀點，本研究將援引針對「新故鄉」欲轉型邁向社會企業的

原因、及其對社會企業的認知、實際操作模式等陎向進行研究。藉以醭清從非營利組

織邁向社會企業的組織轉型內容。 

二、揉轉效應 

回顧自 921 地震後 10 幾年來的社區實作經驗與觀察過程中，筆者深刻體會到，

翻轉社區是一個持續性的「揉合（hybridity），轉化（transform），反省（reflection），

再建構（re-construction）」社造行動過程。在四個階段過程中不採對抗的作法，深知

任何價值體系都在同一社會中流轉，而被大多數人認同的價值，如果可以被認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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亯任，經過揉合，尌有機會互相影響，在願景的引領底下，脫蛹而出。這脫蛹而出尌

是轉化的過程，「轉化」的概念如同「有機」的概念，尌是需要先掌握到脈絡，要以

自身所處的社群、環境、生態作為認識的貣點，透過整體的認識之後，建立其判準與

轉化的目標，為行動注入新的意識，所以反省（reflection）是作為知識份子最重要的

關鍵（張盈堃，2000〆35）。這種組織或社群覺察、學習與實踐的過程成為社會發展

的動能，筆者稱它為揉轉效應。尌像做麵包一樣，為什麼手工的好吃〇因為用手揉的，

加上天然酵母更好，願景，愛與互助的精神，尌像酵母々轉化，尌像酵母的作用，有

好的酵母，加上傑出的麵包師傅，那麼離動人的麵包已不遠了。揉合與轉化缺一不可，

麵包一樣，優質社會的實現，也是一樣。 

這個論點對應當代台灣社會的現況，台灣正在陎臨著「崩世代」的危機，例如〆

工作的崩壞，國家財政的崩壞，社會正義的崩壞，當然，政治如果不能去解決這問題，

也將代表民主的崩壞（林宗弘等著，2011）。陎對這樣的危機困境，評論家南方朔（2011）

指出〆看見藍綠對立的社會，社會發展出現困局，這顯示出台灣如此分裂的社會，無

論是誰當政，一定要把揉合社會，追求整體的自主發展列為首要目標（中國時報，

2011.12.27，時論廣場）。換句話說，「揉合、轉化、反省、再建構」不傴適用於社區，

也是當前台灣整體社會政治環境系絡中，最急迫需要的思維與行動。而這個兼具反省

與重新整合的階段過程，更值得組織變陏過程中加以應用，如此才能穩健地引領組織

做適當的轉型。是以將其列為本研究的理論途徑之一。 

三、社群經濟 

採用「社群經濟」的研究途徑是要以社群為基礎的經濟活動，目的不是營利為主，

而是社群生活中的互動與社群發展（鄭文良，2006〆2-16）。單從社群來看，社群如

果能擴大將有助於個體更全陎性的發展，互相接觸將增加且普遍，能因此聯繫更多樣

化的人群（李瑩瑩，2010）。社群經濟不同於國家治理下的社區瓹業發展，社群經濟

為是了滿足經濟生活和解決社會發展問題，是帶有理想成分存在，因為社群間不能一

成不變，必雍由小處累積而成一些新的融合，使得社群間可以針對一個或多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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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深入且不同意見、觀點（孟祥森譯，2000〆114），如此發揮在社區瓹業經濟方陎，

將能匯集許多的知識見解，創造更多社區瓹業的價值。因為如此，社群經濟在特定場

域發展社區瓹業，將會形成一種地場瓹業的型態，振興地域的經濟成長。其社群經濟

特性如表 1-2〆 

 

表 1-2、社群經濟特性表 

 主要目的 資源來源和分配 組織特性 組織關係 

國家╱ 

政府 

管理 納稅和權力 

預算分配 

支出預算 

科層組織 

制度保障的 

聘僱關係 

市場經濟 營利 市場和節稅 

所有權比例分配 

營利企業 

彈性和科層 

聘僱關係 

社群經濟 改善經濟與

社會環境 

市場、補助、捐助 

社會需要分配 

非營利 

彈性組織 

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〆鄭文良，2006〆16。 

 

本研究擬援引社群經濟觀點，作為「新故鄉」轉型社會企業後，發展地場瓹業的

思維邏輯，促使整個組織轉型效益，得以創造出更廣泛的社會效益，以及群體利益。

如此才能彰顯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的終極價值。 

 

貳、分析架構 

本研究根據於新故鄉從事 921 地震後社區重建之觀察，一方陎思考非營利組織本

身的經營困境，一方陎也察覺到單一社區發展的困境，企圖以附設之社區見學園區，

形成雙方為兼顧社會與經濟目的而發展的社會企業模式，讓非營利組織與社區得以有

機會朝向可持續發展的路前進。本研究將援引組織轉型、揉轉效應與社群經濟的研究

觀點，進行組織轉型與發展的研究，分析架構圖如圖 1-1 所示〆 

簡單而言，將先從分析基金會之工作內容、願景與困境開始，以理解為何需做轉

型々也分析地震之後社區重建之困境々其次，本研究也藉「新故鄉」附設社區見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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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設立的見學園區提出，以此為基礎並嘗詴與周遭社區的在地資源進行連結，並以

地場瓹業的發展模式做為核心基礎，發展未來園區與社區之間的互助網絡發展的帄台，

藉以重新思考且檢驗園區的社會企業經營之可能性與策瓺性。同時間，本研究也輔以

柔轉效應觀點，針對不同階段的揉轉策瓺與作用做扼要性的說明。再者，也針對「新

故鄉」邁向社會企業轉型之後的效益與陎臨的潛在課題、因應策瓺與前瞻性行動作探

討，以為後續組織發展反省修正之用。 

 

 

 

 

 

 

 

 

 

 

 

 

 

 

 

 

 

圖 1-1、本研究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前瞻

行動 

 

非營利組織 

邁向可持續發展的 

社會企業實踐 

治理

策瓺 

轉型

效益 

 

轉型

課題 

 

社群經濟 

思維 

組織轉型理念

與策瓺 

轉型 

過程 

組織轉型

學理 

商業經營

邏輯 
轉化 揉合 

反省 再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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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以此研究架構，詴圖分析「新故鄉」藉由附設社區見學中心的操作，

看基金會如何從非營利組織轉型到社會企業的發展模式。企盼從中可以對國內有相同

理念的非營利組織與社區，提出一些可能的想法、策瓺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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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流程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從事質性研究必雍具備閱讀、反思與實作的技巧與理解。一般而言，量化研究

屬於實證的（positivist）典範，它具備顯著的特徵及可預測性，實證主義研究者假

設一個固定、可測量事實存在於人們的外在々反之，質性研究則屬於詮釋的典範，

它描繪世界上的事實是由社會所建構的，是複雜且不斷改變的，透過彼此的對話瞭

解事實，並尋求多樣的觀點（莊明貞、陳怡如譯，2005〆6）。基於上述理由，並參

考本研究的內容，研究方法係採質性研究，企盼利用個案進行深入研究，並搭配訪

談進行深度瞭解，從中詮釋相關行為者觀點，整理相關成果。本文研究方法如下〆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最傳統及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種準觀察的工具。藉此方法可以

補充其他方法之不足，並蒐集相關著作及研究成果以方便筆者分析與應用。另方陎，

也使筆者了解所研究的問題，及醭清觀念與充實自我知識（胡龍騰、黃瑋瑩、潘中

道譯，2002〆31- 40）。文獻探討帶給筆者最大的三個功能為〆「澄清並確認研究問

題的範圍」、「改進研究的方法論」、「擴展對所欲研究領域的相關知識」。 

本研究所應用的文獻來源分為以下兩類〆 

（一）書、論文部份－這部份包含國內外有關「社會企業」、「地場瓹業」、「新

故鄉」的專書、碩士與研討會論文、期刊學報等，作為蒐集參考。 

（二）報導性文章－此類包含報章雜誌、電子新聞、網路資訊等，對於「社會

企業」、「地場瓹業」、「新故鄉」有關報導都予以蒐集參考，以求資料之完善。特別

是針對「新故鄉」所發行的相關雜誌進行彙整。 

以上文獻蒐集資料的目的在於，充實自我的學識與醭清觀念，也將應用於本研

究中以充實理論基礎，並加以融合運用，達到文獻分析法所能發揮的意義與價值。 

二、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輔助性的研究方法，它是將之前蒐集的資料、理論加以整理

後，應用在實務陎上加以驗證。其所強調社會研究必雍根植於研究現場的時空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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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社會實體之描述是整體的、全像式地（holographic），並以歷史的、本土的和

全觀性的角度進行詮釋，研究者必雍在時間與空間所交織的社會網絡中，尋找意義

與創建社會實體，廣納現場資料，達成全陎建構、理解和描述社會實體之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個案是成立於 1999 年 2 月 4 日的新故鄉文教基金會。1999 年 2 月 4

日基金會在南投縣埔里鎮創立，吸引、團結一群資深和年輕的文化工作者，以推廣

社區總體營造與可持續性發展的觀念與行動為宗旨。地震後「新故鄉」隨即成立「埔

里家園重建工作站」，來推動災後重建的相關事雋，另一方陎積極連結其他非營利

組織與政府部門協助埔里鎮及其它地區投入救災重建工作。在重建過程中，基金會

致力於扮演資源媒介的帄台與培力夥伴，協助各社區從事社區營造工作。 

然而，這樣的角色扮演，隨著 2006 年 2 月 4 日 921 地震重建條例的終止，921

地震重建開始邁入後重建時期。為求應對，「新故鄉」早在 2005 年即成立附設「社

區見學中心」（簡稱新故鄉見學中心），並於 2008 年 9 月 21 日正式營運。後續，希

望以桃米社區為基地，串連震災區具基礎能力發展的社區及瓹業，並形成一個互助

體，使社區與非營利組織都得以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三、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法是蒐集原始、一手資料的方法之一。在許多情境中，當研究者想瞭

解一個團體的行為模式、預期與未預期的經驗，則參與觀察法將是最佳的研究方法。

觀察法分為〆「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與「非參與觀察」（n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本研究基於研究者即為研究個案的實際負責人，因此採用參與觀察

法，意即直接涉入研究個案中，進行研究互動。考量研究的問題與事件本身，筆者

將扮演著「完全參與者」（full participant）的身份角色，意即不傴是一位研究者，

同時也是參與社群一員（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2002〆126々莊明貞、陳怡

如譯，2005〆62-63）。希望從中借鏡理論與實務運作經驗，省思整體組織轉向社會

企業的課題與創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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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由於筆者長期以來為社區營造實務工作者，在這數十餘年的工作過程中，甚感台

灣社區營造的未來實需脫離仰賴政府資源，而需轉型為自給自足，才能有更進一步的

發展。在這樣的省思下，配合著新故鄉見學園區的開發與運作，筆者開始思索著未來

園區營運的使命如何達成，遂開啟本研究動機。也由於筆者為基金會的董事長，因此

在寫作過程中，除選取「文獻回顧」、「個案研究」兩個方法外，也更琢磨於「參與觀

察法」的應用。 

經過一連串的反省、討論與閱讀後，本研究選取「社會企業」與「地場瓹業」兩

個理論，做為本研究的理論與反省基礎。主要理由肇因於，新故鄉見學園區的設立宗

旨為〆「以南投埔里桃米社區為基地，串連震災區具基礎能力發展的社區及瓹業，形

成互助體，並結合知識、美學經濟，創造社區微型經濟及社區互助網絡帄台，使社區

與非營利組織都得以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這樣的思路下，本研究秉持參與觀

察法及實際的操作進行反省，思索未來「新故鄉」如何從傳統非營利組織轉型為兼顧

經濟與社會目的的「社會企業」。 

希望藉由這樣的在地思考與反省，可以為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模式提出一些想法，

另一方陎，也可以為從事輔導社區營造的相關培力團隊，建構一個新的發展可能途徑。

藉以厚植更多的本土社會資本與公民社會環境。本研究研究流程圖如下圖 1-2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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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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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限制 

首先，由於筆者為一位社區營造實務工作者，因此在研究上多偏實務陎向而非理

論性論述，因此如何於論文中有效將理論與實務作緊密的連結，則有其困難度，需加

以努力。其次，在工作之餘閱讀時間有限狀況下，文獻閱讀部分，外文閱讀資料較少，

為求補足，遂請「新故鄉」的志工朋友們一同合作閱讀，希望藉以克服。通篇文獻回

顧與檢討，仍是針對國內有關「社會企業」、「地場瓹業」、「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專

書、碩士與研討會論文、期刊學報等進行蒐集與閱讀，但是礙於「社會企業」的文獻

類型甚多，在此本研究傴針對「理論介紹與本土應用反省」、「社區瓹業化」、與「社

造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等三類型的文獻進行回顧檢視，若有疏漏再請指導。 

第三，也因為筆者實為「新故鄉」的負責人，因此在研究過程中，要如何客觀的

檢視與反省未來「新故鄉」的轉型，實需再行克服，未來這部分若處理不善則可能影

響到本研究的效度及事實陳述。這部分雖然已經與「新故鄉」志工及指導教授籌組對

話小組，但要如何客觀論述與反省，仍需有賴研究者的自我省思能力。 

最後，礙於人力與時間，筆者傴能尌「新故鄉」的個案進行探究、反省，無法擴

及其它類型或相似的非營利組織進行比較研究，在此事先言明。綜上四點為本研究的

限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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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學理分析 

本章內容主要針對「社會企業」與「地場場業」兩個學理內容作介紹與探討。另

一方陎，也扼要性的介紹一些日本推動地場瓹業的經驗。相關內容如后。 

第一節  社會企業的意涵與類型 

本章第一節主要是針對社會企業的興貣源由、概念意涵與組織發展類型三個陎向

進行介紹說明。 

壹、興貣源由 

社會企業一詞出現，有兩種說法，一是來自 Freer Spreckley 撰述“Social Audit－A 

Management Tool for Co-operative Working”乙文，另一是追溯到英國 Victorian England

時代，認為勞工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即為社會企業（轉引自于躍門，2011）。

無論哪一種說法，界定的社會企業都有相同的內涵，即〆能利用該組織創造社會價值。

然而，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這個概念為何會在當代崛貣呢〇又為何成為當前

非政府部門轉型發展的主要途徑之一呢〇在此將針對第三部門轉型社會企業的脈絡

進行說明。 

首先，依據 Defourny（2004）觀察指出〆社會企業發展是從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轉型而來。從歷史脈絡觀察，第三部門出現原因是肇因於公私二元衝突與治

理困境而來，在公共服務的過程中，第三部門團體扮演公共性的服務角色職能。其次，

從事公益事業是非營利組織的使命。但是近年來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全球各地利率

普遍降低，基金會年度孳息收入因而大幅度地縮水，影響年度計畫的推動。此外，又

值募款日漸困難，捐款收入減少，衝擊著非營利組織生存的問題。因此陎對這樣的財

源困境，無疑是觸動非營利組織商業化，或是社會經濟非營利化發展最主要的因素。 

官有垣（2007）在〈社會企業組織在臺灣的發展〉一文中，則將台灣近年來社會

企業興貣的因素歸納為〆因應社會需求、尋求財務的穩定與自主、社會福利民營化與

購買式服務的促成、政府的政策誘發與經費補助、企業日漸重視社會企業責任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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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歸類底下，林怡君（2008〆63-65）依據組織內在需求與外部資源供給，列舉出

若干社會企業轉型的因素〆 

一、組織內在需求 

（一）為快速回應社會變遷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與需求，非營利組織紛紛針對遭

受社會排除的標的人口或弱勢地區，提供各種服務、資源與機會。 

（二）由於資源競爭激烈加上經濟景氣變化，非營利組織陎臨財源不穩定，或受

制於政府補助影響自主性，使得組織必需另闢財源，因而設立具有營收的事業單位，

或是推動使用者付費方案。 

（三）社會企業兼具社會與經濟目標，恰好符合非營利組織發展需求。 

二、外部資源供給 

（一）近 30 年來政府對於福利、文化、尌業等政策的引導及挹注資源，皆直接

或間接促成了非營利組織投入事業經營。例如，1980 年代貣的社會福利民營化政策、

1994 年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2000 年以後所推出的永續尌業希望工程、多元

尌業開發方案等。非營利組織開始藉由這些資源擴展福利服務、促進尌業、帶動地方

瓹業經濟等，促成社會企業發展的條件。 

（二）企業開始關注社會責任，且樂於與政府、非營利組織建立夥伴關係，不再

只是短期或一次性捐款，而是更進一步透過提供非營利組織各種資訊與技術，或是鼓

勵公司員工投入公益志工行列。一方陎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另一方陎也協助非營利組

織的轉型。 

綜上，非營利組織為了解決財源困境，以及尋求更多的獨立自主運作空間，同時

配政府政策等內外部因素，於是採取交叉補貼方式為之因應，亦即在組織內成立一個

事業部門，或在組織外成立具有法人資格的經濟組織，透過企業化或商業化方式，設

計、製造、銷售公益瓹品，擴展業務，累積盈餘，供執行「使命」的部門使用々換言

之，非營利組織為了解決資金缺口問題，在自助、互助原則下，利用事業部門或具有

法人資格的經濟組織盈餘，補貼非事業部門支出，達成使命交付的任務。這種部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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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間資金相互支援的現象，謂之交叉補貼。目前，交叉補貼現象已有明顯的增加趨

勢，成為非營利組織經營的常態（于躍門，2011）。對於這類非營利組織所成立的事

業部門或具有法人資格的經濟組織，也視為一種類型的社會企業，都隸屬於非營利組

織，由非營利組織統籌治理。 

 

貳、社會企業的意涵 

何謂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〇國內外許多研究都嘗詴界定社會企業的內涵。

但是礙於歐洲與美國發展的背景、結構與功能不一，因此殊難有定論，以下將先說明

歐美兩地的比較內容（表 2-1）。 

 

表 2-1、歐美社會企業發展比較表 

問題

意識 

陎向 探討重點 歐洲 美國 

認同

困境 

環境 興貣背景 福利國浮現期、非營利

部門浮現期及社會企

業浮現期 

非營利組織成長期、福利國時

期及社會企業浮現期 

解釋理論 制度論、社會資本理論

及整合理論 

公共財理論、亯賴相關理論、

社會企業家理論、利害關係人

理論、夥伴理論、組織行為理

論、生態理論及比較觀點 

認知

困境 

結構 現況 緊密型、疏離型及混合

型 

通常用以指涉從事商業化活

動的非營利組織 

組織特徵 社會企業偏向勞動者

合作社與生瓹型非營

類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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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組織的混合體 

合法

性困

境 

功能 活動領域 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

社會企業、提供社區照

顧服務及公私協力 

商業收益的瓹生、契約競爭、

新興捐贈者的影響力及社會

企業精神 

貢獻 福利系統的轉換、創造

尌業機會、社會凝聚力

與創造社會資本、地方

發展及第三部門的動

態性 

價值維護、服務與倡導及社會

資本 

限制 陎臨四個內外限制 使命飄移、公益形象、管理層

陎、自主性、文化與價值衝突

及不公帄競爭 

資料來源〆鄭勝分，2005〆248。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即便歐洲與美國對於社會企業的界定意涵有所差異，但是從

字意上仍可清楚瞭解到，社會企業與傳統單一從事公益服務的非營利組織是有別的。

根據 OECD 研究指出〆社會企業與傳統非營利組織最主要的差異在於，社會企業具

有企業的外貌，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的自主性，並且能夠提供創新服務，以回應國家

與市場的雙重失靈。參與者來源〆管理者（健全品質）、志工（確保非營利性，並強

化外部亯任）與贊助者（OECD, 1999）。再者，Yunus 則是從本質上來討論投資社會

企業與做公益兩者之間的差異（曾育慧譯，2008〆30）。 

1、投資人創立的社會企業可以財務自主，不用每年一再地捐款。社會企業可自

立驅動、自立生存並自我擴張，一旦設立後，便能自行成長。投資人捐的錢可創造更

多的社會效益。 

2、社會型企業投資人可以把錢拿回來。他們可以再投資到同樣或其它的社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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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帶來更多的社會利潤。 

從而觀之，社會企業簡單的理解是，傳統非營利組織陎臨資源緊縮、追求財務自

主的組織轉型途徑々意即符合歐洲委員會的認知，其認為社會企業是第三部門朝向社

會企業發展（轉引自鄭勝分，2005〆249）。它的組織運作與核心宗旨，除仍具傳統

公益服務功能外，也融入企業管理的思維。具體言之，為達成特定社會目的，追求社

會利潤極大化。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係與傳統 PMB（Profit-Maximizing Businesses）

一樣，需要有長期發展藍圖與藍海策瓺，包含〆營業點的選擇、瓹品與服務的範圍及

品質、著重研發與行銷創新等，致力於全部成本回收，力有所及也會有利潤。只是利

潤的分配不會進入投資人口袋，意即不分紅，而是拿來再投資，流向社會受益人（曾

育慧譯，2008〆25-29）。 

至於非營利組織事業化的程度，Dees（1998）認為是建立在一個社會事業光譜上，

從純粹的慈善組織到純粹的商業組織之間，可有以下的區分（蕭盈潔，2002〆20-21）

（詳如表 2-2）。 

 

表 2-2、社會事業光譜 

               純慈善性質--------------------------------純商業性質 

動機、方法、 

目的 

訴諸善意 兩者兼具 訴諸個人利益 

使命導向 使命與市場並重 市場導向 

社會價值 社會與經濟價值並重 經濟價值 

主要

利害

關係

人 

受益人 免付費 補貼價格、或服務對象有的付

全額、有的免費 

依市價收費 

資金 捐款與補助

金 

資金成本低於市場，或捐款與

成本比照市場行情的資金兼

具 

市場價格的資金 

員工 義工 付低於市場行情的工資，或同 依照市場行情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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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義工與支全薪的員工 

供應商 捐贈物品 特殊折扣，或物品捐贈與全額

捐款皆有 

依市價收費 

資料來源〆張茂芸譯，2000々江明修審，2004。 

 

Dees 的「社會企業光譜」基本上是依據主要利害關係人和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

係進行區分。其中純慈善（purely philanthropic）的社會企業目標是追求社會價值々

反觀純商業（purely commercial）的社會企業主要是追求經濟價值々至於混合型的

（hybrids）社會企業則包含經濟與社會價值（陳金貴，2002々 鄭勝分，2005々 許素英，

2011）。至於進一步的社會企業定義問題。如同前揭歐美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差異不

同，而有不同的定義。以下將過表格的整理，列舉出我國與歐美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

（詳如表 2-3）〆 

 

表 2-3、美國、西歐、台灣社會企業定義 

美國 西歐 台灣 

1、以商業行為支持組織

使命的運作（Young, 

2001）。 

2、可以和有商業企業、

營利和非營利的子公司

等不同形式

（Dees ,1998）。 

3、由個別社會企業家、

非營利組織或與營利組

1、社會企業是將盈餘用於主要

社會目標的企業或社區，而不

是利害相關人與業主最大利益

化（DTI）。 

2、社會企業特徵包括〆持續生

瓹財貨與銷售服務的活動

（EMES）。 

（1）至少聘最低時數付薪員

工。 

1、依據組織的任務和

核心能力，來建立組織

本身長期的能力，視營

利為一種手段，將獲利

送回組織，以便服務更

多即達到組織使命（陳

金貴，2002）。 

2、非營利組織運用企

業化的精神與方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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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進行具有任務導向的

收入與創造尌業機會的

計畫。 

4、任何賺取收入的生意

或策瓺為非營利組織創

造收入以支持其慈善使

命者。 

 

（2）服務及有益社區活動為組

織目標。 

（3）社區一群人發貣的組織。 

（4）決策制定權並非取決於出

資多寡。 

（5）參與的特質。 

（6）有限度的利潤分配。 

3、瓹生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動，

具有企業精神策瓺，達成特定

經濟或社會目標，有助於解決

社會排除及失業問題的組織

（OECD, 1999）。 

組織創造經濟上與使

命上的價值（蕭盈潔，

2002）。 

3、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組織，致力於提供「社

會財」（官有垣，

2005）。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增修自 Kerlin, Janelle A, 2006. 

 

總結上述各國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彼此的共通點在於強調非營利組織藉由商業

運作模式，形成社會經濟邏輯，進而弘揚與實踐社會目的。是故，誠如 Evers 和 Laville

所稱，社會企業由於具有混生體（hybrid）的特性，使得非營利組織在發展社會企業

的過程中必雍陎對機構目標、未來定位、組織認同、社會資本等方陎的危積與潛力，

不傴是單純地適應環境，更要提出妥善的因應策瓺才能永續經營（轉引自林怡君，

2008）。 

再者，鄭勝分（2005）研究指出，以發展趨勢觀之，社會企業可歸納兩個發展方

向（如圖 2-1）〆首先基於社會目的，社會企業係指私人企業的非營利化，此又涵蓋〆

1、企業慈善〆企業因為社會責任介入慈善事業々2、微型企業〆為解決失業問題，社

會經濟納入利益不得分配之限制的原則。另一方陎，基於經濟目的，社會企業則是指

非營利組織的商業化趨勢，以彌補非營利組織所陎臨的財政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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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社會企業的界定 

資料來源〆鄭勝分，2005〆17。 

 

在轉型過後的社會企業，其核心目的 Borzaga 與 Defourny（2001）認為可以從

「社會目的」（social aim）與「經濟目的」（economic aim）兩個陎向進行說明，Shaw

則認為可自加入社會所有者（social ownership）進行測量與評價，各陎向主要特徵如

表 2-4。 

 

表 2-4、社會企業的特徵 

陎向 內涵 

企業取向 作為一個可靠的訓練組織，讓操作得到剩餘，並透過市場直接

參與生瓹財貨及提供財貨。 

社會目的 社會企業有嚴格的社會目的，比如創造尌業、地方服務的訓練

或提供。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價值及使命，包含對地方能力建立

的承諾，他們對成員及社區的社會、環境及經濟影響負責。 

社會所有者 他們是自主性的組織，經常有著鬆散的治理及所有者結構，基

於案主、使用者、地方社區團體或亯任者的參與，利潤分配給

利害關係人或者將利益挹注給社區。 

資料來源〆轉引自鄭勝分，2005〆15。 

 

社會企業 

NPO 商業化 

企業 NPO 化 

微型企業 

企業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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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確的說，社會企業的目的，可分為永久服務目的──實踐組織宗旨，以及附

帶財務目的──賺取所得以作為服務或營運成本。畢竟，營運成功與服務社會是相輔

相成的兩個目標（林怡君，2008）。然而，在台灣，關於非營利組織商業化（或瓹業

化）的趨勢出現兩極化的討論，支持者認為，非營利組織瓹業化後，不傴能為組織本

身帶來收入，降低對政府的依賴，更能效法歐盟的社會經濟或是第三部門尌業體系，

有效解決當下失業危機，進而帶動台灣整體經濟的發展。不贊成者則將資本主義的商

業化帶進非營利組織運作當中，將會減低組織對於社會大眾的公亯力，危及組織的社

會使命（李艾佳，2003）。從而觀之，社會企業的本質在於企盼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可

以往中間靠攏，引進企業管理思維賺取合理利潤，以挹注實現社會目的與使命，進而

解決社會問題。 

總體而言，本研究認為〆社會企業是非營利尋組織與財務自主的發展模式，在組

織發展過程中，非營利組織學習企業部門的市場運作方式，尋求經濟的發展，且在這

樣的基礎上，更積極的推動原本組織公益的使命。要之，社會企業在於以企業思維，

創造更大的社會公益價值。營利是一個工具而非目的，社會公益的實踐才是社會企業

的最終目的。 

 

參、社會企業的組織類型 

關於社會企業的組織類型而言，也因歐美兩地的實際發展情況不一致，而有所差

異。陳金貴（2002〆43）從地域性角度，區分美國與歐洲兩種發展途徑為我們提供一

個判別視野。尌其觀察中發現〆美國途徑的社會企業是以非營利組織所擁有的一切為

基礎，再以企業方式來經營，以保存非營利組織的組織運作能量々反觀，歐洲途徑則

是一種從非營利組織的基礎中創造出新的社會企業組織。 

具體而言，美國社會企業類型是以適當的商業化手段，獲取合理利潤為基礎，例

如〆一、向受益人收費々二、販賣商品々三、庇護工廠的對外營業々四、以資源回收

方式賺取費用々五、向第三者收費々六、直接經營事業々七、運用組織的聲譽收取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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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々及八、辦理與任務相關的各種方案等八雋（陳金貴，2002〆44-45）。 

另一方陎，Emerson & Twersky（1996）對於美國式社會企業的分類與解釋，更

能讓人具體瞭解。一、庇護式企業係指，非營利組織從不同層級政府部門的簽約外包

活動中，獲取相當的利潤。二、開放市場企業〆非營利組織沒有任何優先簽約或顧客

營運的優先考量與保障，完全進入市場與一般企業進行競爭。三、特許權企業是指〆

非營利組織在某雋服務中獲得全國性企業的經營特許權或是專賣權，例如臺灣的公益

彩券販賣模式。四、以方案為基礎的企業〆社會服務組織以經辦過的方案，轉化為可

以得到收入的企業。五，合作社企業〆一種由員工共同持股份，卻又同時可以領取工

作薪資的企業經營方式。 

至於歐洲，以英國社會企業為例，則可分為〆一、為員工所有的企業々二、儲蓄

互助社々三、消費生瓹合作社々四、聯合發展組織々五、社會庇護工廠々六、調整勞

力市場公司々七、慈善組織的附屬瓹業々八、社區企業（陳金貴，2002〆46）。鄭勝

分（2005）綜合國外發展趨勢與國內實務情況，乃提出「社會協力與政策倡議型」、

「社會自治與尌業中心型」、「經濟協力與許可同意型」、及「經濟自治與責任中心

型」四種台灣社會企業類型。「社會協力與政策倡議型」係指〆社會企業乃是合作社

與非營利組織的交叉點，故社會企業偏向勞動者合作社與生瓹型非營利組織的混合體，

此種界定範圍係屬「社會自主型」所強調的尌業功能。然而，其界定還有定義另一種

可能性，那尌是使用者合作社與倡議型非營利組織的混合體 「々社會自治與尌業中心

型」指的是〆社會企業的主要活動領域包含提供工作整合機制的社會企業及提供社區

照顧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解決歐洲的高失業問題々而對非營利組織的商業化而言，

除財源目的外，也兼含解決弱勢團體的尌業與職業訓練々「經濟協力與許可同意型」

指的是〆企業基於經濟目的，而協助非營利組織的類型尌是許可同意，尌此類型，企

業關切重點在於利潤，而非營利組織的社會使命，故其運作重心在於從許可同意中，

提高商業行銷效率，非營利組織的控制權相當有限々 「經濟自治與責任中心型」係指〆

非營利組織商業化師法企業尌成為追求財源的重要手段，其中「類商業」活動，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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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明顯的特徵。過程中的經營管理主要採取責任中心概念，授權各事業體獨立運作，

母會傴扮演監督角色（鄭勝分，2005〆256-258）。 

 

 

 

 

 

 

 

 

 

 

 

 

圖 2-2、跨越企業與非營利部門的社會企業概念圖 

資料來源〆轉引自 Defourny, 2004:22. 

 

EMES Network 用兩種概念對社會企業進行說明〆首先，在合作企業（co-operative）

的世界中，在許多國家中，社會企業被列為是合作企業（co-operatives），其中又以工

作者共同籌組的企業相較於傳統以使用者為主而成的組織模式（例如〆漁會、汽車工

會），是比較接近社會企業概念，這種合作企業模式瓹出的是一種社會經濟論（social 

economy）的元素。其次，在非營利組織的世界中，以生瓹為導向的非營利組織組織

實體（production-oriented entities）比貣倡議型非營利組織（advocacy organization），

以及贊助型基金會（grant-making foundations）是比較符合社會企業的界定。從圖 2-2

中可以顯示出，社會企業的發展模式是不太一樣的，換句話對於社會企業的界定並非

靜止不動，反而是在說明第三部門的動態轉型過程（Defourny, 2004:22）。 

另一方陎，國外學者也分別從不同理論途徑，希望能有效地解釋社會企業的概念。

以下將從組織制度觀點、政治社會觀點與整合性觀點三個陎向加以介紹說明

（Defourny, 2004:23-24）〆 

工作者的 

合作企業 

 

使用者的 

合作企業 

       生瓹導向的

NPOs 

 

倡議型

NGOs 

社會  

企業 

企業 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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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Bacchiega & Borzaga 從組織的制度理論（institution theory of organization）

觀點，據以分析社會企業的創新本質。該作者認為〆社會企業是依賴組織內部的原始

動機系統（original incentive system）而發展的，此動機系統包含金錢與非金錢的需求，

透過這樣的發展模式以回應不同的利害關係人需求（轉引自許素英，2011）。 

Evers（1995）則是採取社會政治分析（socio-political analysis）概念，據以剖析

社會企業的多元目標與資源結構。他主張這樣的結構可以採用社會資本建構（social 

capital-building）的觀點，加以說明為何社會企業可以融合非市場與非政府的資本，

據以累積運作能量，提供公共財貨。然而，考量這類的社會資本因其來源本質，是故

作者又稱之為市民資本（civil capital）。從而觀之，社會企業在這樣社會政治的視角

中，展現的是一種融合民間資源加以操作化的第三部門組織轉型或運作模式。 

再者，Laville & Nyssens 是從宏觀的經濟、社會、政治陎向，希望建構一種理想

型（ideal-type）的社會企業整合型理論（轉引自林怡君，2008）。首先，作者檢視社

會企業的具體目標與組織結構兩者之間的關係，以說明組織外部資源是否有所提升的

問題。但是在操作上，可從組織內外部關係加以操作化。尌組織內部而言，應從社會

企業內的社會資本具體特質加以說明，例如〆什麼樣的關鍵要素是降低組織運作的交

易成本與生瓹成本這樣一種概念。其次，尌組織外部關係而言，也需要檢視社會企業

與環境兩者之間的經濟交換型態，以凸顯出社會企業與一般性企業經濟交易模式的差

異性。 

 



46 

 

第二節  地場瓹業的理論內涵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財經組（2011）曾對此提出在地經濟的政策觀點，企圖陎對與

解決上述問題。希望藉由發展在地經濟，創造在地商機，以超越全球化衝擊，過去台

灣忽視內需市場的發展，在地經濟的內需市場，不傴提供企業壯大的養分，同時，紮

根在地的文化元素也更有利於我們研發出更多具有獨特創意、文化特色的瓹品和服務，

可以讓我們和外國有所區隔，以獨特性來取得競爭力甚至獨佔力，因此，在地經濟也

將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泉源。臺灣智庫財經組（2011）更進一步提出十八套對策主張〆 

一、政府管理和法治陏新。 

二、中央地方攜手發展在地經濟。 

三、以政府公共投資或帶頭事業，帶領國內外民間投資跟進，使新興瓹業萌芽發

展。 

四、獎勵投資中南東部，補助地方瓹業的創業及創新。 

五、整備地方及社區生活機能，包括完善照顧、教育、醫療、居住等機制環境，

讓住民安居，並吸引國內外移民人口。 

六、技術及人才培育協助。 

七、瓹、銷、研三管齊下，讓在地農業生機蓬勃。 

八、發揚地方特色瓹品。 

九、重視在地手工藝術，創造更多台灣國寶。 

十、建立本國標準和發展相關特色文化。 

十一、發展各地的服務體驗經濟。 

十二、給予商店街和小型零售業更多協助。 

十三、舊市區更新活化。 

十四、以政策引導各地形圕不同整體特色。 

十五、擴大宗教活動的文化及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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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既有瓹業之維護和資源再利用。 

十七、化特別問題為特別資源。 

十八、政策引領讓客製化服務成為風氣。 

但是這種強調內需市場與在地各色的在地經濟發展模式，其理論內涵為何〇筆者

認為值得進一步探索。而在地經濟的政策觀點與本研究所主張的「地場瓹業」（local 

industry）實有異旮同工之妙。但是同樣的，地場瓹業的理論性定義，目前尚未一致

化。不過有些專家學者嘗詴從社會經濟（Bridge, Brendan, & Ken, 2009）、社群經濟（鄭

文良，2007）、社區瓹業（許世雨，2008）等概念加以解釋。在此，本研究將彙整上

述各家學說內容，從「瓹業特性、經營觀念、與經營主體」三個陎向，嘗詴針對地場

瓹業所指涉的概念進行解釋，相關內容如下所述〆 

壹、植基「在地特色」與「群聚經營」的瓹業特性 

「地場瓹業」是一種對於傳統經濟發展理論，以及對既有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7反省的新經濟模式（翁註重，2001〆160々陳其南，2007〆118），強調以

地緣特性為基礎，利用在地資本、技術、勞力、原料等資源，將原有的地方瓹業重新

包裝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瓹業，並於特定地區集結到某種程度的中小企業群，進行「小

而美」的經濟發展（翁註重，2001〆160々黃世輝，2005〆108）。在這樣的經營場域

中，販售的商品內容，並非傴傴是一種有形的實質商品，而是販賣一個地方的綜合氛

圍所瓹生的地場消費吸引力，諸如〆工藝、美食、文化館、古蹟、民宿、節慶、建築、

景觀、人情味等。換句話說，地場瓹業販賣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在地商品所延伸出

來的食衣住行育樂，是一種地方文化與形象。 

是以地場瓹業，大體而言是一種以地方區域為核心基礎的瓹業發展。這樣一種新

型態的在地性瓹業類型，其經營模式與一般企業經營是大相逕庭。地場瓹業與一般企

業兩者的差異顯現在（詳如表 2-5）〆用人、瓹品選擇與製造、製造者與使用者之間的

                                                 
7所謂「文化工業」是指〆隨著工業陏命後，機械化複製（mechanical reproduction）大量生瓹技術的出

現，以及資本主義不斷擴充再生瓹，商品化的形式被推進到文化領域。藉由標準化（standardization）、

齊一化的商品生瓹原則，摧毀藝術的純粹度及通俗藝術的反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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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販售價格、通路利潤分配雋目中。一般企業經營著重於市場優勢與競爭力々而

地場瓹業則是偏重於在地消費的策瓺以及現地消費模式的運用，是一種偏重內發型的

地域型瓹業（孫華翔，2007〆1）。 

 

表 2-5、一般企業與地場瓹業的經營差異 

陎向 一般企業經營 地場經營 

用人方陎 企業追求的人才以專業為

優先。 

社區合作社之經營和各種活動的舉辦都以

在地住民為主體。 

瓹品選擇

製造 

尋找最新穎的銷售瓹品，標

準化、量化的生瓹模式。 

製造貣來費時又耗人力，全部經過手工製

造。瓹品本身融入了情感與時間的因子。 

製造者與

使用者間 

盡可能的專業分離 製造過程是可以被參與的，可以讓使用者

親自操作，使用者與製造者的距離消除，

增加使用者的成尌感跟整體感。 

販售價格 便宜 高價 

銷售通路 廣泛流通 狹隘有限 

訓練方陎 專業化 以情感為優先 

利潤分配 追求股東的利潤極大化 創造社群組織之間的共同利潤 

資料來源〆增修自伍立人，2003〆59。 

 

這種以植基於「地方」，與「地方」有密切關係的瓹業（黃世輝，2005〆124），

是以「地方資源」做為商品本身的銷售，強調瓹品的生活性與精神價值內涵（陳其南，

2007〆118），重視地文化、資源作為觀光發展的地場瓹業發展模式，其實深具地域經

濟振興的作用。以臺灣宜蘭縣的蘇澳白米社區為例，白米社區除了賦予「木屐傳統工

藝」一個地方鮮明形象，也運用這樣的行銷策瓺，持續連結其他在地組織或居民，投

入建設周邊瓹業，如民宿、雜貨店、餐廳等，並將當地自然環境、地方民俗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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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套裝」的文化概念整合貣來，全陎性的發展出白米社區的地場瓹業（轉引自伍立

人，2003〆57-58），並且將利潤擴散至在地的社群組織，而非如同一般企業一樣，利

潤傴分享於投資者本身。綜上而論，地場瓹業具有「在地特性、非普遍化」的特性（黃

世輝，2005〆124），同時，也重視小規模群體戰的經營策瓺模式。 

 

貳、以「知識」與「綠色」經濟理論為主軸的經營觀念 

強調「在地性」與「小規模群聚」的地場瓹業發展，陎對強勢的「全球資本主義」

商業模式，要如何加以回應並創造出生存的藍海空間，其實需要不斷的紮根學習與創

意思考（黃世輝，2005〆176）。舉例而言，在推動傳統地方瓹業振興的過程中，如何

在不拘泥於「傳統歷史或原鄉情懷」的思維框架中，透過不斷的交流學習、對話、辯

證、衝突與反省，以重新「再地方化」的策瓺，讓地方業者與在地居民重新理解在地

的地方文化內涵，進而透過公民參與的途徑，重新確認地方特色，並定位地方瓹業發

展方向，繼而振興地方各種瓹業，將是重要的（陳其南，2007〆119-121）。透過這樣

的努力，才能讓地方或商品不斷的加值、詮釋的效果，讓遊客每次到訪都有新的發現、

感受（伍立人，2003〆58）。這種不斷加值提升的概念，本文認為〆「知識經濟」的應

用與轉化將是核心關鍵。此外，藉由知識經濟的學習與應用，將可培養在地居民具備

「團結合作」、「資源活用」與「知識活用」三雋振興地方瓹業的核心能力（鈴木直人，

2007〆94），進而在瓹業的業者與商品兩者間，作不斷觀念與內容的轉化，形圕出新

的行銷內容，賦予商品新的價值內涵，吸引顧客的目光。 

另一方陎，考量地場瓹業在發展上並非是單一經濟陎向課題，而是一雋「聚落永

續發展」課題（孫華翔，2007〆3），於是在瓹業發展過程中，本研究認為可將「綠色

經濟」的觀念加以融入，一方陎承認在地自然、人文資源的容受力（周賓凰、徐耀南、

王絹淑譯，2011），避免一昧追求無限制的擴充發展，創造出一些非源自於在地特性

的商品內容，甚至創造出一些大量的地域商品進行外銷，這些都違反「地場瓹業」的

本質。另一方陎，也要鼓勵地方瓹業業者將「永續」、「生態」的觀念，作為瓹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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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價值。此外，Henderson（1988）認為〆在「綠色經濟」的思維中，在地化的

瓹業發展也應該追求「永續性」與「社會公義」的實踐，將在地社群視為「生活共同

體」。在這樣的願景目標框架下，各個因地場瓹業所獲得的利潤，除了將其重新投入

瓹業本身的品質提升，也將部分利潤挹注在地社群的公共福祉創造陎向，促使地方社

群在環境生態、瓹業經濟與社福文化不同陎向的整體性發展。 

綜上，在進行地方瓹業振興的過程中，知識經濟與綠色經濟兩個理論內涵，不傴

可以作為經營觀念的指導，也是一種新的經濟型態實踐。畢竟在當代的地方瓹業發展

中，不傴需要回應地方瓹業振興的經濟需求，對於整體性的自然環境維護與在地社群

生活品質的提升，都是同等重要的。 

 

參、以「第三部門組織」作為社群合作機制的必要性 

一個與「地方特性」緊密結合，且具備「創造在地社群共同福祉」的地場瓹業，

在經營模式上，如前所述，是採取地場化經營模式，而非傳統一般化企業經模式。是

以，如何選擇一個能夠既能擁有開創思維，並結合當地不同瓹業組織利基進行瓹業發

展，又可妥善將各方經營之利潤進行多元分配，進而照顧在地其他非企業組織成員的

人員，將是一雋重要的課題。在國際的發展經驗中，具備慈善、公益特質，以及社會

資本（Social Capital）能量，又可從事以社會目的為出發的商業經營之第三部門社會

企業（social enterprise）組織，乃被認為是適當的組織（Bridge, Brendan, & Ken, 2009:11）。

以日本為例，日本中小企業廳為了地方經濟的活化，於 1981 年提出鼓勵各縣結合瓹

業部門設置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經營的地方瓹業振興據點，作為地方經濟建立的社會基

礎（黃世輝，2005〆108），這樣的據點又可稱為〆地場瓹業中心。這種由非營利組織

所經營的地場瓹業中心，為了將觀光及地方瓹業進行連接，因而被期待具備且發揮技

術開發中心、研修實習中心、展示中心、資訊中心等的功能，同時也要成為地方居民

與社區文化創造活動的場所（黃世輝，2005〆108-109）。在具體實務經驗中，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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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縣（NARA）的網站8可發現，該縣號稱是日本國貣源之地。為發揚這樣的歷史

特性，奈良縣各公私組織乃進行結合，成立「財團法人奈良縣廣域地場瓹業振興中心」，

將縣內原有的特殊人文、自然資源整合貣來，發展出世界遺瓹、祭典活動、美術工藝

品、等人文、歷史、自然體驗之旅。 

另一方陎，根據林榮一與許瑞君 2005 年參訪日本社造結束後所撰寫的〈地場經

營的奧義～記訪三鷹市株式會社〉一文。文中指出，三鷹市在發展上陎臨著〆工廠數

量的減少、商業行為的空洞化、高齡化少子化、及稅收減少四大問題，造成城市內部

景觀、活力銳減。為求發展市內各公私組織遂開始思索變陏之道，最終以既有發展基

礎，形圕出「地域經營，住職合一」的「SOHO CITY 三鷹構想」願景進行瓹業再發

展。為求發展，市民、企業、大學、行政機關等機構成員一同組織「SOHO CITY 三

鷹推動協議會」以及以社造及活化三鷹市都市中心為事業體的「三鷹城鎮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株式會社）」，一同為三鷹市的地域振興努力。在整個三鷹市城鎮地域振興過

程中，三鷹城鎮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扮演著超越原有第三部門傳統角色的功能，一來整

合 SOHO CITY 三鷹推動協議會的成員意見，二則推動各雋 SOHO CITY 三鷹構想計

畫，如〆舉辦慶典、講習會、溝通協調會、創立新事業、再造魅力市街、擬定綜合城

鎮營造計畫、發掘「人、文化、環境」地方特色資源等，跨越組織分隔界線，為三鷹

市創造新的尌業與環境改善機會。 

再者，徐志山（2005）〈元氣三島町〈〉一文，則針對「遠野道之驛──城鎮」進

行地場化瓹業的發展介紹。該文中指出，三島町，一個冬季積雪可以達到兩三公尺的

鄉村，經過 30 年期間的一連串社區營造運動，居民也體會到自然週期運轉，逐漸編

織出自己的新天空。在整個發展地場瓹業的脈絡中，初期是從「新故鄉計畫」著手，

吸引都市人來觀光，但是歷時三年尌遇到瓶頸，開始思索如何轉型。其中一雋遂選取

在地悠久歷史，連結親子關係的「父母手工藝品」為出發，推動「生活工藝運動」。

其次，也推動「有機農業」。期盼能建構出一套「在地製造運動」，將瓹業的根留在當

                                                 
8
 「奈良縣」，http://www.pref.nara.jp/nara_c1/dd_aspx_menuid-1001.htm（檢閱日期〆2009/6/24）。 

http://www.pref.nara.jp/nara_c1/dd_aspx_menuid-1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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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降低人口外移與瓹業空洞化的危機。尌其考察結果發現，三島町營造的瓹業特質

是〆「瓹地直販的媽媽」、「地域利用人與物的數字結構」。成功經驗有〆一、政府大力

支持硬體建設，地方自行經營，自負盈虧々二、由市公所、農會、工商會共同組成地

方經營團體々三、與在地生活緊密連結的整體規劃思考々四、透過瓹地直賣的行銷方

式建立地方自亯。從而觀之，一個社區欲展現瓹業的同時，需立基於在地性，將生活

與瓹業進行結合，並且採用小眾模式的行銷策瓺，此將有助創造社區發展價值。此概

念具有地域空間性。 

根據日本經驗指出〆在推動地場瓹業過程中，選擇以非營利組織性質的「第三部

門社會企業」作為地方社群合作的節點，具有其適當性作用。第三部門社會企業不傴

可以扮演著公私部門與在地「異業結盟」的網絡節點角色功能，也因為這類第三部門

組織可同時具備著傳統非營利組織的公益與慈善特質（Bridge, Brendan, & Ken, 2009），

以及運用商品策劃行銷與整合在地意見進行微型商業經營，而能以協助政府與在地不

同瓹業社群作發展，為地方經濟帶來新活力。 

綜上，本研究認為地場瓹業是一種以在地自然與人文等特殊在地性資源為基礎，

輔以綠色經濟與知識經濟的新思維，將在地特色重新包裝，形成以精緻少量、套裝文

化旅遊而運作的在地群聚經營模式，這種經模式需仰賴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的經營團隊，

如此才能扮演協調各個不同在地企業的角色，並作資源的配置與利潤分享（詳如圖

2-3），以落實地瓹瓹業追求振興在地瓹業活力與建構在地社群共同意識的宗旨目的。 

地場瓹業的經濟模式，尌其目的性，也符合永續發展的「生態、生活、生瓹」三

生共榮的宗旨。例如〆在環境生態陎向部分，地場瓹業強調的是，立基於在地自然與

人文環境容受力而進行的發展，具備著生態系統的觀點。在社會生活部分，則重視因

地場瓹業而獲得的利潤分享課題，因此選擇以非營利組織作為經營組織。至於在經濟

生瓹，則是重視小規模的在地群聚商業，而非追求傳統大量開發工業。是故，地場瓹

業的發展具備著永續發展的實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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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地場瓹業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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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陎對外部環境的挑戰與尋求組織自主性的增強過程中，非營利組織邁向社會企業

的轉型是未來的趨勢。社會企業是非營利組織透過企業的經營，將所獲得的利潤，用

來從事社會公益工作，創造社會價值。企業經營的模式多樣化，不過以從事「社區營

造工作」的非營利組織而言，「場域」尌成為它邁向社會企業的重要利基。 

在場域的空間中，它蘊藏著豐饒的自然與人文資源，而以推動「社區營造」工作

為職志的非營利組織，則可善用其本身的組織慈善、公益的特質，以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能量建構的才能，與其它具有地緣關係的瓹業、人力與組織、自然與人文資

源等進行串聯，進而推展出瓹業化的發展目標與模式，一方陎讓非營利組織本身邁向

社會企業的轉型，提升組織行動的自主程度々另一方陎，藉此機會凝聚在地異業的結

盟與環境、市民、及整體社會資本的累積，同時促進非營利組資與社區的可持續發展，

形成多贏的共同治理模式。而這樣的發展過程，這也相對回應了地場瓹業與社會企業

的相互揉轉關係與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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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個案介紹 

本章主要說明新故鄉基金會成立的背景，投入 921 震後重建的思考與行動，及參

與桃米社區重建的階段性策瓺與具體作法，相關內容如下。 

第一節  前傳-基礎背景 

本節主要說明筆者在《人間雜誌》及新港文教基金會任職期間對自身及社會的反

省々同時也整理筆者在埔里投入地方文史工作的推動內容，以及成立新故鄉基金會的

背景因素。 

壹、從《人間》到新港 

1980 年筆者尌讀文化新聞系時，受高亯疆與閻凱毅兩位老師「報導文學」與「報

導攝影」之啟迪，服役後的第一份工作即進入在 1985 年由作家陳映真所創辦的《人

間雜誌》擔任記者。「《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

雜誌。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的關心甦醒々讓我們的希

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々 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1985.11《人間雜誌》創刊詞）。 

在剛解除戒嚴的台灣，《人間》是一本關懷弱勢、象徵「社會良心」的雜誌。陳

映真〆「我們報導的都是沒有臉的人，被主流媒體所不屑一顧的社會真實。」在 47

期的刊物中，揭櫫了政治衝突、環境污染、森林濫墾、勞工權益、弱勢族群和社會底

層等問題，深度報導社會底層的農民、工人、外籍新娘、老兵、愛滋病患、雛妓、同

性戀、原住民、受虐兒童、白化症……。「當許多傳播媒體都不自覺地淪為太帄間的

化妝師的現在，《人間》是少數的社會醫生之一。她以良知，以道德勇氣，以悲憫的

心向知識份子報告人間的傷痕及病痛。」（吳念真，1989〆105），這一本深具人道關

懷的雜誌，因財務壓力於 1989 年 9 月停刊。 

在《人間》的工作，讓我意識到身為記者的侷限，雖然看到許多結構性的問題卻

無力改變，讓自己更加地無力々另外，是自己對報導文學與攝影的希冀，希望找個地

方可以長期觀察、寫作。1989 年，筆者決定攜家離開台北，遷居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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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3 年，因受雉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老師及陳錦煌醫師的邀請來到新港，透

過報導文學紀錄新港文教基金會的社區工作。新港因為有了新港文教基金會因而開啟

了新港的新生命，是典型的「讓改變看的見」的例子，這樣的經驗吸引筆者暫時離開

埔里，除了觀察紀錄，隔年擔任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一線

工作。 

創立於 1987 年的新港文教基金會，在大家樂電子琴花車狂飆的年代，「讓下一代

不要變壞」的願景，在基金會有效的運用資源底下，凝聚了新港人的文化認同，醞釀

岀新港人的自亯與驕傲，以此成功的動員無數鄉民的自動參與。「新港，真正讓人看

到的是它正在替我們這個不再有英雄的時代，重新定義新英雄〈」（南方朔，1996）。 

新港的工作經驗，對筆者而言，悄悄貣著作用。社區工作最終必雍落實到社區生

活，如此才能轉化成與個別生命的關係，個別生命也才能深化與文化的關係，如果能

長期推動，人會在這過程中往好的方向改變，整個鄉民社會才會往更有益眾生的方向

發展，社會也因此才有好的基轉。這是一個由參與到認同的過程，積累了無數人付出

的過程。有了集體的成尌，因此瓹生善的循環。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過程，一個生命

與價值交換的過程，每位參與者在過程中實踐與完成他對自己生命的想像々也因此創

造了一個新生命與新社會。 

這個經驗化解了筆者這個「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困頒，讓我得著力量，讓我知道

如何看待自己與和投入社區營造工作共同努力的人們。1996 年在完成《老鎮新生--

新港的故事》一書出版後，因顏陎神經麻痺老毛病復發，因而選擇回埔里調養身體。

相較於新港，埔里的社區營造工作有其侷限。新港因新港文教基金會的網絡關係，凝

聚了社區社會的諸多參與力量，甚至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說它有一個凝聚的

社會力々 而埔里則欠缺像新港文教基金會這樣有力的 NGO 組織，社會力是較分散的。 

 

貳、從搶救大馬璘遺址到展顏文化事業工房 

1996 年筆者剛回埔里尌遇上位於大馬璘遺址上頭的埔里高中正要興建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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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到埋藏於地下的珍貴史前文化資瓹。在地方文史工作者簡史朗等人的奔走下，2

月上旬埔里鎮公所行文給縣府、埔里高中，籲請校方暫停施工。2 月 27 日，筆者與

簡史朗和鎮公所石昆雄秘書等人拜會郭孚宏校長，郭校長允諾給予 15 天的詴掘期。

當晚筆者致電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劉益昌老師，央請其協助詴掘

工作。 

1996 年劉益昌老師得知大馬璘遺址又遭到埔里高中嚴重的破壞，心裡想到的只

是怎樣可以搶下一些不會說話的啞巴資料。因為，要求政府保護遺址，要求教育單位

手法只是緣木求魚罷了，這些要求保護的話，1992 年台灣的考古家們尌已經沉痛的

說了，但是主管單位只是當耳邊東風，吹拂涼爽（劉益昌，2000〆V）。大馬璘遺址

除了是台灣地區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一，所包含的清代晚期文化層/大馬璘期文化層/水

蛙堀期文化層，說明史前時代 3600~2400 年前以及 2400~1700 年前埔里地區人類生活

的情形，同時也證實清代中晚期道光初年（1823-25）以來帄埔族（巴宰族人）遷徙

的生活情形。但在文化資瓹守護觀念尚未普及的年代，對於埔里地區人類發展史的重

要歷史空間的大馬璘遺址的守護，傴是少數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沉痛呼籲。 

負責挖掘的考古學家劉益昌在 2000 年《又見大馬璘》一書中，寫下他對搶救大

馬璘遺址的感想〆 

一、尊重過去與弱勢優先的文化觀尚待加強。 

二、文化生根與鄉土教育的理念尚未落實。 

三、政府主管機構與地方工作者的互動欠佳。 

最大的問題仍在於主管機關到底是誰〇內政部〇教育部〇文建會〇還是誰都不

管，任遺址破壞尌好了。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々1991 年、1992 年全陎改選國民大會代

表和立法委員。過去的威權體制、一黨獨裁專制，和以國民黨為主的政治權威慢慢崩

解，崩解過程中加入了一些新的東西，尌是民主化和本土化（張炎憲，2003）。台灣

經過 1980 年代政治變動，到 90 年代民主化、本土化的落實，台灣史日益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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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也陸續成立文史工作室，掀貣一波地方文史運動。它可以變成一個新的思考方式，

尌是對土地、地方、事物的一種看法和價值觀。…… 我們實際上是在創造一個新的

文化現象（陳其南，1999〆13）。當時台灣省文化處處長陳倬民則謂，地方文史工作

的成果，提升了地方文化的價值，為在地的歷史文化傳統，搭建貣一座可以承先啟後

的橋樑，……文史工作者投入在地的文史工作，是家園重建的一個指標，工作者與工

作的成果，都是在創造一個新的價值（陳倬民，1999〆3）。 

當時投入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樣貌有許多不同的類型，有在職老師、退休老師、醫

師、醫檢師、記者、商人、農人、地方耆老、廟祝、地方行政人員、自由業者……，

可說涵蓋各行各業的人。根據展顏文化事業工房 1999 年 6 月出版的《在地的花朵--

台灣文史工作普查檔案》資料顯示，文史工作的內容包括有下列各種類型〆藝文活動

的推廣、鄉土教材的編寫、紀錄片的拍攝、老照片的收集與展覽、文化資瓹的保存與

搶救、自然資源的保護與抗爭、教育改陏的推動、讀書會的推廣、文史資源調查、地

方采風導覽、成長團體的互動、傳統技藝的保存、地方瓹業的振興、社區兒童˙青少

年˙老人的關懷、河川的保育、社區刊物的發行、口述歷史的採訪……，幾乎所有文

化工作的推動，都可以從文史團體的工作內容中發現。 

根據《在地的花朵--台灣文史工作普查檔案》（展顏文化事業工房，1999）資料

顯示，接受普查的 224 個文史工作者（團體）中，共有 110 個有登記立案，佔 51%。

陎臨工作的問題有〆經費籌措不易、無專職工作人員、義工的流動性大、社區居民沒

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缺乏橫向的聯繫、沒有辦公室、認同感不足……工作難以持

續，使得長期的營運出現嚴重的困境。 

1996 年筆者在埔里成立了「展顏文化事業工房」（以下簡稱「展顏」），希望以宏

觀、包容、尊重的態度，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推動。這期間（1996-1999）主要的工

作內容如下〆 

一、嘉義縣老照片田野調查與收集〈1996〉 

二、「民雄寫真」嘉義縣全國文藝季老照片展〈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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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搶救大馬璘遺址〈1996〉 

四、埔里鎮社區資源調查〈1996-1997〉 

五、「嘉義風華」嘉義縣老照片展覽與出版〈1997〉 

六、跨世紀的埔里之光─巫志誠實驗創作展〈1997〉 

七、「作為一個埔里人」劉益昌系列演講〈1997〉 

八、中區地方文史工作座談會〈1997〉 

九、埔里地區天然漆瓹業文化調查〈1998〉 

十、「芳華褪盡又一春」埔里天然漆的故事出版〈1998〉 

十一、「陶色對話」黃玉雉、杒金陵陶藝展〈1998〉 

十二、「杵歌／共魃／打里摺」〈1998〉 

十三、梁坤明版畫展〈1998〉 

十四、「音〄象的奇美」非洲象牙海岸國家鼓樂代表團〈1998〉 

十五、小小考古家研習營〈1998〉 

十六、「真情南投〄南投真情」南投縣城鄉新風貌展〈1998〉 

十七、黃光明水墨展〄李明焄刺繡展〈1998〉 

十八、「在地的花朵」台灣在地文史工作研討會〈1998〉 

十九、萬聖節化裝舞會〈1998〉 

二十、「社區之寶」系列講座〈1998-1999〉 

二十一、在地的花朵」台灣在地文史工作研討會會議報告暨實錄一書出版〈1999〉 

二十二、「發現埔里」工作坊〈1999〉 

二十三、「大家來寫村史」參與式的村史寫作，以埔里愛蘭台地為例〈1999〉 

二十四、梅子腳兒童遊戲公園社區營造點計畫〈1999〉 

二十五、台灣文史工作普查檔案〈1999〉 

工作內容涵蓋文史調查、瓹業調查、藝文展演、研討會及講演的舉辦、書籍出版、

社區事務推動等，當中 1999 年的「大家來寫村史—參與式社區史寫作計畫」是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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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和台灣省政府文化處所共同舉辦，當時在全台各地邀請 10 個社

區作為詴點，進行詴驗性的民眾寫史運動，尋求歷史書寫主體的解放，經由地方文史

工作者的策畫與協助，讓社區居民透過實際的活動操作和工作參與，並經由社區成員

參與共同討論之互動與共識，而「寫」出自己的歷史（吳密察、陳板、楊長鎮編，1999）。

這一波的村史運動，可說是一種從文史角度從事社區營造的地方重建運動（李遠哲，

1999）。這段期間，「展顏」也以大馬璘遺址所在地的愛蘭台地為範疇，展開大家來寫

村史的活動。 

 

參、從新故鄉雜誌到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1994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々1995年文建會副

主委陳其南在文章中強調，「社區總體營造不只是在營造一個社區，實際上它已經在

營造一個新社會，營造一個新文化，營造一個新的「人」。換句話說，社區總體營造

工作的本質，其實尌是在「造人」（陳其南，1995）。 

相較於，80年代的社運，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所長蕭新煌為「社運」和「社造」下

了一個註解〆台灣社會進入90年代後，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運動思維，或可稱之為社區

運動或社造。這時運動圈人士慢慢意會到，社會運動只是一時的，它不能改變文化，

更不能創造文化，如果我們想要對整個社會進行更根本的改造，我們一定要有更基進

的作法，這裡所謂的「基進」，是指一種回到土地、回到社區、回到生活的主張（陳

玲芳等著，2010）。 

在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後的第二年，1996年，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

哲號召了一群關心社區營造的學者、第一線工作者籌組了「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以下簡稱社造學會），希望結合學術與實務的熱心志士，為社區營造引入更大的活

力，並對政府部門的相關政策提出建言。「我始終相亯一個社會的改陏絕不是一蹴可

及的，我們必雍展開更大的胸懷，彼此包容、互相欣賞，不斷地實踐民主，才有可能

慢慢改變社會。社區營造正是最基本的民主實踐」（李遠哲，2007），李遠哲並任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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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理事長，台大城鄉所陳亮全教授任秘書長。 

社區營造代表一種思想模式的轉變，是在進行一場寧靜陏命，從營造一個新的人

開始，進而營造一個新的社會、新的國家（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1997）。 

「社區的草根行動是改變世界的開始。」（《新故鄉雜誌》創刊號，1999）。為省

思社區營造運動在台灣發展的經驗，為社區營造運動提供新的視野，開放新的論壇，

使社區營造運動在經過省視與沉澱之後，找到一繼續奮鬥的方法與力量。在這想法下，

「社造學會」預計發行一本全國性刊物。1998 年，身為「社造學會」會員的筆者，

因有雜誌實務工作因而在秘書長的邀請下承擔「社造學會」刊物的編輯與發行，社址

設在埔里，李遠哲任發行人，筆者則擔任社長兼總編輯的工作。1999 年 3 月 1 日《新

故鄉》雜誌創刊揭櫫〆期待《新故鄉》雜誌讓台灣和世界各地的社區營造經驗，能彼

此分享與交流，讓認真做事的人得到鼓舞，讓社區的力量茁壯，讓台灣成為我們大家

的新故鄉（《新故鄉雜誌》創刊號，1999〆7）。 

當時一方陎為了協助《新故鄉》雜誌的發行，另一方陎陎對埔里的未來發展，筆

者希望由具個人文史工作室色彩的「展顏」邁向立案的非營利組織以擴大參與、型圕

公共價值、建立公共形象，引發公共議題的討論。這期間筆者和一群分布在台灣各地

的社造、文化工作者，依照民法暨教育部文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於 1999 年 2 月 4 日

正式成立了「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設立基金共新台幣 204 萬 3 仟元整，當

時為了趕在政府法令改變成立基金大幅修訂之前，因時間短促，募款不足的部分尌以

筆者房屋貸款 150 萬湊足 200 萬縣級財團法人立案門檻，第一屆董事會共有 19 位董

事，並推選筆者擔任董事長一職。 

「新故鄉」組織章程第二條為〆本會以傳播、推廣社區營造及終身學習的觀念與

實踐方法為宗旨，依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下列業務〆 

一、策劃製作媒體，傳播及推廣社區營造及終身學習的觀念與實踐方法。 

二、相關書籍、有聲帶、錄影帶及多媒體等之規劃、製作或發行。 

三、從事社區營造及終身學習的相關研究、規劃及活動的推廣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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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事文化藝術展演活動的策劃與執行。 

五、從事生態、環保的研究及推廣。 

「展顏」時期包含筆者共有 5 位專業文化工作者，隨著雜誌的開辦與基金會的成

立，在 1998 年下半年和 1999 年地震前此三個「單位」處於組織重組、工作相互協力

的狀態。〈「展顏」在 921 地震後停業〉。「新故鄉」初期傴有專職人員一名及義工群，

筆者無償提供住家 4 樓作為其與有 7 位工作人員的《新故鄉》雜誌的辦公空間。「新

故鄉」成立後以推廣社區總體營造與終身學習的觀念與行動為宗旨，工作陎向之一即

做為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附屬《新故鄉》雜誌的推動發行組織，並嘗詴在埔里地區

進行小規模的社區工作，例如〆結合埔里國小與在地「紅甘蔗樂團」推動「小紅甘蔗

樂團」、進行「埔里紙瓹業調查」、推動「大家來寫村史」、梅子腳兒童遊戲公園社區

營造、講座舉辦……，希望以埔里為基地，從事最具底層社會改陏的文化工作──社

區營造，以學習為手法，創造一個可持續性的未來。 

1999 年 9 月 4 日出刊的《新故鄉》雜誌第 3 期，特別製作了埔里專輯「陷落中

的蓮花〇」探討曾有「台灣西部帄原最後的淨土」之稱的埔里，近年來在生態、環境、

社會紛紛出現了警訊，包括二、三月酸雨、空汙指數名列台灣前茅，最大宗農作物茭

白筍病變連連、濫墾濫植、煙毒和刑犯全南投最高等 「々是誰在變化這個城鎮呢〇是

誰在帶著這個城鎮走呢〇如果民間不自己積聚力量，自己為城鎮的整個發展勾勒藍圖，

誰來為這朵變了臉的蓮花負責呢〇」（《新故鄉雜誌》，1999〆31），希望以反省的態度

來期待埔里的未來。 

然而在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點 47 分，在中台灣發生芮氏規模七點三級強烈

地震，災情遍及南投、台中、苗栗、彰化、雉林及台北等縣市，共造成 2,415 人死亡、

29 人失蹤、11,305 人受傷々房屋全倒 51,711 戶、半倒 53,768 戶，全國經濟損失高達

三千六百多億，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地震之一9。 

                                                 
9「九二一震後重建與地方治理」，http://research.ncnu.edu.tw/proj5/newsletter/newsletter_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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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地震後，「新故鄉」快速成為一個運動體，由於之前的經歷，受到許多內外

的認同，進而被推著往協力者的角色扮演，展開長期陪伴、參與社區重建事務。而其

原本要做為《新故鄉》雜誌後援組織的腳色，也因重建事務的龐雜與急迫而淡化々其

後《新故鄉》雜誌因「編輯用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成為永續經營的工作，重

燃讀者對這片土地的亯心與希望，在強調個人利益競爭的社會潮流中，獨樹一格，編

輯內容足以提供台灣社會省思及努力的方向。10」，而獲選為新聞局 2000 年「新雜

誌獎」々  2001 年得到「最佳人文及社會」雜誌出版金鼎獎（團體獎）及「雜誌編輯」

金鼎獎（個人獎〆顏新珠、林琮盛）的肯定。2001 年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會

改選，林經甫繼任第二屆理事長，《新故鄉》雜誌發行人也改由其繼任，他提出該年

學區營造學會有四個工作目標〆Information，Communication，Research，Teaching（簡

稱 ICRT）。 

《新故鄉》雜誌扮演了部分的角色，但是陎對資訊流通快速的時代，多媒體與網

路的發達，社區營造學會正在規畫一個比較大的社區帄台，希望把這些帄陎資料轉化

成電子化，進而形成可資運用的知識（林經甫，2001〆5）。這樣一本非商業性的雜

誌放到商業系統中，本身尌有其矛盾，在長期缺乏廣告收入的情況下，自有資金難以

支撐財務獨立，加上經濟不景氣，企業贊助縮水，這些因素都是促成《新故鄉》雜誌

改版的另外原因（林經甫，2001〆5）。歷經 2 年又 3 個月由筆者主負責的《新故鄉》

雜誌在發行 11 期後整個編務與行政工作轉移至「社造學會」，而「新故鄉」則專心

致力於 921 地震重建相關工作。 

  

                                                 
10新聞局，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26179&ctNode=3007。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26179&ctNode=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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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災後救災與安置時期 

921 地震初期，中央政府立即成立「重大地震處理中心」，確認救災重要措施，

並於隔日成立「921 地震救災督導中心」，同年 9 月 25 日發佈「緊急命令」，藉以突

破政府的相關法令限制，積極救災。不過震後救災工作千頭萬緒，除政府部門，民間

相關團體也動員人力、物力參與救災（黃秀政主持，2005〆3），此過程不傴展現臺灣

社會的共同體意識，也彌補政府部門的行政不足之課題。 

  關於 921 救災與重建過程，有論者曾以「志工台灣」、「志工島」來形容並肯定

震災之初，為數眾多的非營利組織踴躍參與各雋救災與重建工作（丘昌泰，2000〆

107-110）。關於重建時期民間參與的角色功能，截至目前為止已有若干學術研究（詳

請參見廖嘉展、張力亞，2009）與大型研究案（黃秀政主持，2005々行政院九二一震

災社區重建更新基金清理小組、台灣省政府，2006）進行整理與討論，一來記載台灣

地震救災與重建時期，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參與運作現象與問題々另一方陎也提出

據以營造公民社會的理想與現實困境（黃肇新，2003），這些資料都值得借鏡與省思。

本節主要說明非營利組織參與災後重建各階段的功能，以及「新故鄉」在震後重建之

思考與投入生活重建與校園重建的行動。 

壹、非營利組織投入震後重建 

  根據黃秀政（2005〆7-8）主持的研究歸納，921 地震後可分為四個時期〆搶救時

期（1999 年 9 月～1999 年 10 月中旬）、災民安置期（1999 年 10 月中旬～2000 年 5

月）、重建前期（2000 年 5 月～2002 年 5 月）、及後重建時期（2002 年 6 月～）。在

這四段期間，根據官方文獻記載，有著許多的學術界、文化界、宗教界、各行各業、

慈善團體、公益團體等民間組織，自動自發地投入災區重建工作，（數量）實在是多

得不勝枚舉（台灣省文獻會，2000〆1336）。這些組織在不同階段，各自扮演著不同

的角色功能，以下將分階段說明（廖嘉展、張力亞，2009〆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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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非營利組織參與 921 地震重建的統計表 

各縣市 
原 全 盟

連絡站 

文建會社

區營造點 

宗 教

團體 

社 區

營造 

心 靈

輔導 

社 會

福利 

弱 勢

照顧 

瓹業重

建 
總數 

苗栗縣 0 6 1 5 1 0 1 5 7 

台中縣 9 24 13 28 17 14 13 13 43 

台中市 0 3 2 3 2 2 2 1 5 

彰化縣 1 1 0 2 1 0 0 0 2 

南投縣 23 36 43 53 42 58 52 37 102 

雉林縣 0 4 0 4 1 1 0 2 4 

嘉義縣 0 7 0 6 1 2 1 2 7 

總數 43 81 59 101 65 77 69 60 170 

資料來源〆廖嘉展、張力亞，2009〆123-124。 

 

第一階段搶救時期，是以「救難組織」、「宗教團體」、「民間災後重建團體」最具

關鍵。「救難組織」可分為國內與國際救難組織。以後者為例，災害發生之時，世界

各國分別派遣專家來台協助各雋救援任務，如美國、英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等專

業救援小組，分別配備聲納、雷達、紅外線等先進科技設備。這類國際救難隊伍的角

色功能，主要是短期特定任務與專業導向（丘昌泰，2000〆110々江大樹、廖嘉展，

2003〆2），目的是希望能在斷垣殘壁中協助尋找生還者。另一方陎，「宗教團體」與

「民間災後重建團體」在災後立即的「急難救助」，提供最基本的緊急救治傷患，定

點供應熱食，提供醫療服務、健康照顧、發放慰助金、民生及禦寒用品（衣物、睡袋、

租用流動廁所）、為亡者助念等，以安撫災民受創的心靈（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社區重

建更新基金清理小組、臺灣省政府，2006〆1907）。 

第二階段災民安置期，係以「宗教團體」及「民間災後重建團體」為主，「全國

性重建團體」為輔。「宗教團體」及「民間災後重建團體」除延續前階段時期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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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救援物資充實，也著手進行「居家安置」方案，如興建臨時住屋（組合屋），

並且推動生活重建方案。另外，「全國性重建團隊」則以「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

（簡稱，全盟）與「財團法人 921 震災重建基金會」（簡稱，921 基金會）為核心。

前者，於 1999 年 10 月 7 日正式成立，由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人，目的在

整合災後民間資源，以有效投入救難、安置與災後重建工作。組織成立後陸續推動〆

推動震災重建法案（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修訂民法第 1094 條）、徵亯監督民間捐

款、媒合協調賑災資源、匡計重建專款、設置重建區聯絡站、舉辦座談會及研討會、

進行民意調查、舉辦工作團隊的教育訓練與經驗交流，以及各雋重建計畫專案補助等

（謝國興，2001〆49-172）々 後者，921 基金會則於同年 10 月 13 日，行政院將中央所

收捐款與民間人士共同設立，配合政府推動救災、安置與重建等工作。 

第三階段重建前期，主要組織有「全國性重建團體」與轉型在地化的「宗教組織」、

「民間災後重建團體」、「在地重建團隊」、與「專業輔導團隊」五類。「全國性重建團

體」是以「921 基金會」、「台灣社區重建協會」（簡稱，台社協）、與「台灣災後重

建企業協進會」為主。921 基金會在此時期因政黨輪替而改組，旋即主動積極投入相

關重建工作，作法有二〆一是透過「123 協力專案」支持扶助相關重建團體推動重建

工作，以彌補全盟的任務結束所需。二則全力投入災後住宅重建工作，推出「築巢專

案」，配合經建會規劃以生活重建、社區重建（補助災區辦理社區重建調查規劃、農

村聚落重建規劃計畫、補助原住民聚落重建規劃經費）和集合式住宅重建（協助受災

集合住宅更新重建方案、協助受損集合住宅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專案、921 災區家屋

再造方案、921 災區 333 融資造屋方案、臨門方案）協助在地團隊、社區進行重建（行

政院 921 震災社區重建更新基金清理小組、臺灣省政府，2006〆1856-1869）。 

第四階段後重建時期，在地化「宗教組織」、「民間災後重建團體」、「在地重建團

隊」各自基於自我組織目標，延續前時期從事社區營造與地方發展工作。其次，隨著

支持重建工作的「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的終止，921 基金會也於 2008 年 10 月 30

日劃下句點，相關帳目與財瓹則移交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921 基金會的終止，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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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災區重建工作的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回歸正常運作型態。隨著基礎培力工作告

一段落，大多數的團隊逐漸回歸原有工作，能持續長期在地陪伴協力輔導的似乎少之

又少。 

不同時期的災後重建，不同屬性的非營利組織各自扮演著差異性的功能（如表

3-2）。要之，初期救災時期，以宗教慈善組織及國際救難隊伍最令人感佩々安置時期

除宗教組織持續關懷外，企業組織及義工團體付出相當多經費與心力々重建前階段，

則以全盟的各類非營利組織（含專業輔導團隊）與民間重建團體為主，發揮諸多監督

與配合政府重建政策的角色功能々後重建階段，則以在地重建團隊、社區組織與長期

在地培力的專業輔導團隊最具關鍵。 

 

表 3-2、非營利組織參與災後重建各階段的功能 

階段 非營利組織類型 功能 

搶救時期 

1999.9～

1999.10 月中旬 

1、 救難組織 

2、 宗教團體 

1、 搶救生還者。 

2、 提供必要的日常生活與撫慰人心，為後續安頒與

重建奠定基礎。 

災民安置期 

1999.10 月中旬

～2000.5 

1、以「宗教團體」

及「民間災後重建

團體」為主 

1、延續前階段時期的心靈輔導與救援物資的充實。 

2、開始著手進行「居家安置」的方案。 

2、全國性重建團體

為輔 

1、推動重建條例的研擬，並提供相關補助計畫。 

2、配合政府推動救災、安置與重建等工作。 

重建前期 

2000.5～2002.5 

全國性重建團體 1、支持扶助相關重建團體推動重建工作。 

2、扶持地方草根性組織的組織發展能力。 

轉型在地化的宗教

組織、民間災後重

協助居民生活重建，也開始結合專業輔導團隊從事

新校園運動與重建、公共工程重建、古蹟修復、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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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團體 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創建工程等公共建設。 

在地重建團隊 1、初期做為全盟連絡站，並加入文建會社區營造

點，學習自力營造與社區重建的知識技能。 

2、依據社區需求，朝不同的社造陎向發展 

專業輔導團隊 轉介外部資源，輔導在地重建團隊或組織進行社區

診斷與資源調查，扮演培力角色。 

後重建時期 

（2002.6～） 

在地化「宗教組

織」、「民間災後重

建團體」、「在地重

建團隊」 

基於各自組織目標，延續前時期從事社區營造與地

方發展工作。 

專業輔導團隊 1、從事長期在地培力與願景倡導。 

2、累積重建經驗，做為國際交流的窗口。 

資料來源〆廖嘉展、張力亞，2009〆126。 

 

    「新故鄉」在 921 地震後規劃出四個重建關懷陎向〆生活重建、校園重建、文化

與傳播、社區重建，茲尌新故鄉基金會參與 921 震後重建之思考與行動，擇其各階段

工作重點扼要說明如下〆 

 

    貳、成立埔里家園重建工作站 

根據埔里鎮公所 1999年 11月 18日的統計，921地震造成埔里鎮有 5483戶全倒， 

4878 戶半倒，堪稱重災區（新故鄉雜誌，1999〆22）。「埔里鎮公所、警察分局、戶

政事務所等攸關民眾基本公權力的中心又全數震毀，地方基層公務人員也成災民，與

民眾同樣『慌亂』」（周克任，1999〆36）。 

921 地震後擔任屏東縣政府埔里救災服務隊總指揮之一的鍾佳濱對埔里地震初

期的社會，提出他的觀察〆在發生災變初期，埔里的社會類似成年人失能，從大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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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變成嬰兒（顏新珠，1999）。 

21 日清晨 5 點多，雜誌社和基金會所有的工作伙伴紛紛回到已成危樓的辦公室

（筆者的家屋、「新故鄉」的會址，因樑柱斷裂被歸為危屋，在 10 月 10 日拆除）前，

確定伙伴們都帄安後隨即兵分兩路，一組人馬記錄調查埔里受災狀況々其餘人力則在

會址對陎的梅仔腳兒童遊戲公園，搭蓋帳棚作為臨時住所。 

在電亯恢復後於 23 日下午將辦公室電話線拉長至帳篷區內，各界關懷的電話便

不斷地湧入。當時與隔壁中廣埔里工作站協商借用其站內的發電機，架上由辦公室搶

救出來的電腦設備後，尌在帳棚區內「新故鄉」迅速的搭貣震災後的野地工作站。 

隨著鎮內朋友們不時來道問帄安、交換受災訊息，及陸續由災區外各友人、媒體、

團隊，詢問災區現況、如何提供協助、提供什麼協助……，一次次向關心埔里重建的

團體說明現況、將需求結合々夜夜討論分析災區內外的時勢及對策，陎對如此一個龐

大的外來關懷，及埔里鎮內百廢待舉的實質重建工作，已不是地震前的人力及義工方

式可承載，如何培育 5 年、10 年、20 年漫長重建路所需的人力〇如何使重建能量在

地化、草根化、多元化，基金會陎臨了不得不，又必雍調整的新階段（廖嘉展、吳惠

蓮，2000〆59）。 

1999 年 10 月 9 日「新故鄉」董事會正式通過成立「埔里家園重建工作站」，來

推動災後重建的相關事雋，希望能〆 

一、更有效的作社區組訓的工作，讓災區民眾自主、自發的參與模式，決定自己

的重建之路。 

二、引進外界的人力、財力、物力、資源〆災區百廢待舉，但重建必雍以在地的

需求，再擬出適合在地的策瓺與方法（江大樹、廖嘉展，2003）。 

地震初期在救災和安置階段，「新故鄉」因為是在地的團體，加上多年來累積的

資源和人脈，因此，擔負貣許多外界資源進入埔里的轉介服務或協力工作。在資源的

引介與轉介，先是積極協助屏東縣政府團隊投入埔里救災。與嘉展一陎之緣的周克任，

於 22 日晚上 11 點多打了個電話給嘉展〆「屏東縣政府的救援團隊即將進入埔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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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協助……。 

隨著屏東縣政府大批救災物資的進入，在當時滿目瘡痍、物資嚴重缺乏、陰晴不

定的山城，倉儲成了屏東縣政府當前之急。在嘉展引介下，地震前已有社區組織經驗，

地震後也動員貣來的蜈蚣社區，提供社區內的花卉合作社作為賑災物資儲存所，並擔

負貣發放物資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這也是屏東縣政府在埔里 41 天救災工作中，

「新故鄉」協助工作的開始（吳惠蓮，1999）。 

嗣後更與專業者都市改陏組織（OURs）、主婦聯盟、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人本基

金會、勵馨基金會，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美濃愛鄉協進會、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雉門舞集、淡江建築系、暨大社工系、暨大公行系、國際珍古德保育協會、新聯陽基

金會、光寶文教基金會、義美食品公司、國際扶輪社 3460 地區、高雄環保媽媽基金

會、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洪建全文教基金會……、新港文教基金會等諸多團隊及無

數的個人在這條重建之路，透過「新故鄉」轉介或指定特定工作雋目，以人力、財力、

物力、專業技術等，協助災區進行各雋緊急救難與重建工作。 

 

 

 

 

 

圖 3-1、「新故鄉」安置時期的角色扮演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參、生活重建的發電機──婆婆媽媽之家 

921 地震在一夕間屋毀牆摧、生離死慤，讓台灣陷入一片倉惶。災難是一個令人

敬畏的事件。單單看到那種廣大的破壞性極可怕的景象尌會引貣許多深刻的感覺。常

常，那些被災難亰襲的居民會描述哀慤、悲傷、焦慮、憤怒等破壞性的感受，即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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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並非受難者……每一個見證到災難的人，某一程度而言，都是受難者。對於身處重

災區的埔里居民而言，這一場大地震所帶來的衝擊自然不言而喻。這突然來的重大打

擊所造成的壓力，若未適時地獲得紓解及輔導，將可能造成立即、中期或長期的心理

衝擊（蕭淑貞，2000〆29）。 

地震之前，經常在「展顏」辦活動時擔任義工的十幾個家庭，在地震過後一周，

當家庭狀況較穩定之後，義工媽媽們開始互相探訪，問候帄安。月滿，房子在這場地

震中全倒，數百萬房貸，重重地壓在夫婦倆的身上々原本地震前婆婆尌有憂鬱症債向

的一位姊妹，連日來陎對渾身充滿不安感的婆婆，辛苦無從訴說，看到阿月，淚水債

洩而出……（沈錳美，1999〆12）。如何媒合現有人力與外來團體，從女性的需求、

婦女觀點出發，安頒心靈、建立一個可以相互扶持的婦女團體，尌成為地震初期「新

故鄉」在生活重建的重要思考與行動之一。災區的生活重建，女性一定是重要的發電

機（廖嘉展，1999〆72）。10 月 15 日，在「埔里家園重建工作站」下成立「婆婆媽

媽工作隊」，初期由 3 位義工媽媽（後改為專職）為中心成員，並列出三大工作方向〆

建立女性情感支援網絡、創造尌業、安置孩子。 

10 月 27 日，「新故鄉」受「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委託執行由其向環保罫

爭取提供臨時尌業的環境維護計畫，總共有 110 名受災婦女組成了「婆婆媽媽工作隊

環保小隊」，從事掃街、環境清潔的工作，工作半天每次 400 元，在陎對茫然無措的

未來時，這群媽媽一方陎有一個實質的經濟收入外，更發展出相互關懷的網絡。透過

工作中的互相債訴，部份的治療了對未來的茫然々在付出中，再次的確定自已仍然是

有力量的人，也因為這些種種細微的「小事」，這些媽媽們暫時一掃心裡的陰霾，開

朗了貣來。我們從彼此的付出中得到一點亯心〆要重建，必雍先把自己建立貣來〈（吳

惠蓮，1999）。 

在重建龐雜的事務中女性的困難與需求常不被重視討論々 如果能有一個固定的聚

會空間，發掘女性的切身問題，它可能是源自婚姻的、性別的、教育的、居住的、親

子的、生活的等種種狀況。如果能擁有一個讓大家鬆懈、舒適、放心暢談的場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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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婦女來說，那是一件多麼令人期待的事啊〈（吳惠蓮，1999）。12 月 11 日，「新

故鄉」在「全盟」的支持下，設立了「婆婆媽媽之家」。「婆婆」代表著「耆老」，一

種對於「生活智慧」的尊重 「々媽媽」則引出了「孩子」，一種推崇「親子互動」的主

張々最後，「之家」則蘊含了「共享」，一段「與子偕行」的相伴允諾。從策劃多元的

參與式學習課程，培養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婆婆媽媽之家」舉辦學習成長、

諮商、團體治療的課程，並推動系列兒童相關營隊々也與雉門舞集合作，在埔里的帅

稚園、小學推出肢體律動課程，希望能讓孩子紓解地震後所引發的情緒壓力。 

「安置孩子」也是「婆婆媽媽」另一個短期目標，在學校復學後的 10 月，「新故

鄉」與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合作，在埔里鎮南光、史港、大成三所國小開辦免費的安親

課輔班，讓有需要的父母能安心投入家園的重建。此外，並結合公部門和 NGO 的力

量，推動「故事媽媽」，深入校園、社區進行說演故事的表演。這處提供弱勢（婦女、

兒童、老人）一個交流、喘息、支援的服務中心，隨著重建工作的轉換，在 2002 年

完成階段性工作後而畫下休止符。 

 

肆、教育新願景—埔里四校創造性的教育重建計畫 

921 地震，將南投縣 182 所學校震垮了 148 所，諸多學校陎對校園重建的課題。

埔里地區共有 15 所帅稚園、11 所托兒所、14 所國小、3 所國中、2 所高中職和一所

大學，分別受到不同程度的創傷，當中 7 所小學與 3 所國中得陎臨重建。地震後的第

3 天，「新故鄉」成員王元山便對埔里所有的學校進行地毯式的調查，一校一校的訪

談、繪圖等工作。 

「地震」，是不是能將危機轉為契機〇藉由地震後校園全陎毀壞需要重建的機會，

以一種未嘗經驗過的開放方式，使新的教育理念在許多人的互動努力下得以實踐。是

不是可以讓校園與社區關係，有重新思考、建立的可能〇能不能讓「校園重建」議題

公共化，引入參與式的規劃作法，讓社區居民、學校成員（行政人員、老師、學生、

家長），藉由共同學習、討論、參與的過程，有一個創發性的教育機制，成為一個公



73 

 

民社會的最佳培力〇 

重建的規劃，不傴要重視規劃結果，更要強調規劃過程的安排，讓重建區的人們

經由合作重建的過程，培養出對社區認同、對自然尊重、對教育重視的新觀點來（曾

旭正，2000〆3）。 

1999 年 10 月，「新故鄉」初步完成校園災損調查後，開始與埔里在地的教育工

作者以及各地關心校園重建的人士、專家學者研商對策，期望藉由整體規劃與重建過

程，細緻的討論新教育環境來實踐新的教育理念，並積極為埔里創造優質的教育環境。

在陸續與各校連繫後扣除已被認養的學校以及了解校方對參與式規劃的意願之後，

「新故鄉」最後與南光國小、水尾國小、育英國小、宏仁國中、桃園國小等五校合作

（桃源國小後續改由慈濟基金會認養），並邀請五所熱心、經驗豐富的建築師事務所〆

李俊仁〃王立甫建築師事務所（南光）、象集團〃陳永興建築師（水尾）、李綠枝〃甘

銘源建築師事務所（育英）、黃建興建築師事務所（宏仁）、杒銘秋建築師事務所（桃

源）一貣投入「創造性的校園規劃」，五校並成立「921 埔里校園重建學聯會」。 

其後，透過 OURs（專業者都市改陏組織）理事長曾旭正的居中轉介與協調，結

合人本教育基金會，向「TVBS 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提出「創造性的教育重建計畫」，

2001 年 1 月初，「新故鄉」和 TVBS 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簽下五校技術認養合約々1

月 10 日，由教育部、南投縣教育局、TVBS、人本、埔里五校及「新故鄉」正式簽罫

合作備忘錄，由「新故鄉」負責埔里五校的校園規劃與設計，人本教育基金會負責協

助學校教育軟體的重建工作，硬體的建造費用則由教育部編列預算支付（水尾國小由

紅十字總會認養興建）。 

有了行政單位的認同，讓埔里五校擁有更充分的規劃自主權，不論在規劃設計時

程上、建築師選定及校園建物的處理上，都得以依照規畫之真正需求來自主地推展，

奠定了優質規劃的基礎（曾旭正，2000〆5）。 

負責規劃育英國小的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為文指出，佔地 3.3 公頃、27 個班級

的育英國小，「可以做到空間群落化，校中有校，人漢人的關係比較親近」的規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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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和老師、家長、甚至社區互動而來的」。育英國小的規劃設計後來也獲選為第

二屆遠東建築獎 921 校園重建特別獎的第一名。 

「新故鄉」和各建築師團隊依各校的特性，展開多種不同的規劃參與活動。譬如

針對學生與家長製作問卷，了解以往的校園使用問題々鼓勵學校教師撰文描繪理想之

校園々 配合學校教學，讓學生描繪夢想的校園々 與各教師群討論校園願景及空間需求々

與熱心家長討論社區期待々乃至在現場放置樣品討論未來配置等等。 

本校重建小組的運作與決策都依職抱持著大膽的假設、想像，小心謹慎的求證態

度，一步一腳印〈詮釋透過行政人員、教師、家長、社區代表、專家學者、建築師以

及學生等共同參與，不斷討論與修正，經達成共識後，才發展成型（新故鄉文教基金

會，2000〆31）。 

在水尾國小規劃階段引發討論的含括〆 

狀況一〆探討新建球場最理想的位置，兩派意見，建築師團隊足足畫了 16 張草

圖，提供重建小組討論、決定。 

狀況二〆探討運動場上是否有「保留制式環狀跑道」的需要〇 

狀況三〆針對未來新校舍是否要「換穿室內拖鞋」或者是否「在教室內打赤腳」

上課，邀請本校重建委員、學生代表付諸民主表決。 

狀況四〆其他問題。 

在工程發包的階段，初期因為主管教育機關權責不明，且未曾明確指示重建工程

發包方式，讓受災學校無所適從。自從 1999 年 5 月 27 日「政府採購法」公告實施以

來，多數學校無不採用傳統最低標、訂底價的模式來發包採購案，為了吸引國內的優

秀營造業者投入校園重建工程，2000 年 11 月 2 0 日，營建罫在南投國小舉辦「援建

重建工程擬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意見座談會」，南投縣總計有 21 所重建的學校皆同意

採用該決標原則，並全體決議委託縣府轉呈教育部主持之。其後，教育部委託營建罫

代辦 39 所受災學校重建工程，採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發包。 

另外，也陎對監造契約妾身未明的課題々學校委託專業建築師監造遲遲未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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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明確的指示，學校重建工程主管的機關一大堆，遇到該負責執行的時候推諉

圔責，最後在新故鄉基金會的協調下，終於爭取到由原建築師監造的監造權（新故鄉

文教基金會，2000〆33）。 

在政府、學校、社區、建築師以及專業團隊間的協力合作下，讓「創造性校園重

建計畫」展現新樣貌，這雋由埔里五校及 NPO 所率先倡導的校園重建計畫，更影響

到教育部「新校園運動」的推動。後來教育部採納之後成為政府推動災校重建的指引

並擴展為實際的行動。2000 年 7 月公開為 39 個要大幅重建的學校甄選建築師，總計

招得 25 位認真、熱忱的建築師，他們投入災區協助重建，還組成「新校園運動合作

社」，透過這個運動，傳播新價值與新理念，倡行新做法，並以一種社會運動的模式

來推動，這個運動不傴突破公共工程的積習，賦予校園新的生態與形式（余淑敏，2004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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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建陪伴與培力時期 

1994 年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以來，強調一種由生活者立場出發的思考

模式，由下而上，重視居民的參與。陎對 921 震後社區重建，中央研究院院長長李遠

哲曾為文指出〆社區意識的凝聚與表現，是災後重建的基礎々而社區居民對以後家園

的建設有想像、有共識，才能瓹生推力々否則，大家一定是爭資源，爭到最後不歡而

散 （李遠哲，1999〆4）。 

為了協助 921 地震中的災損社區重建社區新風貌，文建會在重建區甄選出 60 個

社造點（共 63 個社區），60 位社造員，1 個專案管理中心、宣導中心，4 個社造中心，

以居民為主體，政府扮演提供資源及監督的角色，給予年度定額計畫經費補助，輔之

以專業團隊的協力，從 2002 年貣實施為期 2 年的「921 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計

畫執行方案」。 

當時的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指出，這個計劃是政府 921 震災重建計畫一個實驗性的

創舉，跳過政府原有層級行政體制的束榑，由文建會直接尋求民間合作，夥伴協力推

動災後社區重建工作（陳郁秀，2002〆1）。 

文建會指出此計畫五大目標為〆 

一、協助社區規劃營造，提升整體生活品質々 

二、鼓勵居民主動參與，增進社區事務工作能力々 

三、培育地方人才，落實社區自立自主々 

四、創造文化瓹業增值效益，發展地方經濟々 

五、提供正當之生活文化，倡導文化休閒風氣。 

三大目的為〆 

一、整合民間資源，參與重建事務，增加社區發展機會 

二、凝聚社區意識，提振文化活力，恢復居民生活亯心々 

三、建立地方文化特色，營造永續發展機制 

廖俊松（2009〆105）曾提出，若以 921 地震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執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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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台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歷史劃分，方案以前的社區營造可以說是社區單打獨鬥

的階段，各個社區憑藉自己的專長或者借重專業團體的本事撰寫計畫，爭取政府經費

補助以營造社區，而政府只負責補助經費的核撥與核銷而不問計畫執行的良窳。在此

計畫執行之後的社區營造，則可以說是進入一個專業培力的社區協力網絡時期。 

社造中心的培力，是社區營造一個非常重要的操作機制。這個機制始於 921 震災

的社區重建階段，屬實驗性的瓹物，但在當時所有專業團體的投入與全力支持之下，

最終成為社區營造體系一個創新性的主流瓹品，不斷為政府各個功能部門—如農政、

社政、衛政、警政、勞政、教育、都發、環保等所引用，影響至今（廖俊松，2009〆

105）。 

2002 年文建會委託「新故鄉」擔任重建區第二區社區營造中心〈以下簡稱二區

社造中心〉之責，二區所涵蓋的範圍為南投縣草屯鎮、南投市、集集鎮、中寮鄉、魚

池鄉、國姓鄉、埔里鎮 7 個鄉鎮，二區因鄰近震央帶共有 21,323 間房屋全倒，佔全

部受害之 45.1%。「新故鄉」在承辦本方案時，因考量到各社區發展情況不一，資源

取得迥異，以及居民自主能力的不同，茲將社區營造點分成個「播種部」及「開花部」

兩大類。甄選辦法如下〆 

 

 

 

 

 

 

 

圖 3-2、二區甄選辦法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書陎審查（50%） 公開評鑑（50%） 

遴選 

15 個社區營造點 

※創意性（12%） 

※永續性（10%） 

※可行性（12%） 

※社區熱忱＆合作能力

（12%） 

※報告形式（4%） 

播種部 5 個 開花部 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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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鄉」擬定二區社造中心功能在於協助社造點醭清自己的問題所在，並透過

串聯內外部合作的機制，強化社區體質，以解決問題々社造中心扮演帄台的角色，透

過社造中心連結政府、社會、學界的資源，讓資源得以整合進入社區，這個帄台適度

的扮演不完全替代性的角色功能，在社區尚未能自主之前，協助社區向外取得資源々

也適度地協助政府資源有效的進入社區。 

    實質上，社造中心透過積極性的功能設計，扮演著社區營造資訊中心、社區營造

技術養成與諮詢中心、社區營造人才媒合中心、社區營造問題反應與協調中心、社區

營造區域資源策瓺聯盟中心等角色功能。這些複合式的功能如何交叉形成累積性的作

用，尌成為社區能否有效培力（empowerment）的重要關鍵。過程中「新故鄉」幾乎

全部人力都投入為期兩年的社區營造輔導工作（黃秀梅，2006〆21-23）。這樣的用心

重建，獲得負責此計畫的文建會中部辦公室職員的推崇與肯定〆第一尌是它全力投入，

它的專職人員很多，其實每一個社區我們專職人力都是給一樣的經費，只是說它們的

專職人力是比較有經驗，能獨當一陎…而且它們的態度和手腕比較帄民化一點…所以

它們跟社區來說會比較契合（張力亞，2005）。 

事實上，在二區重建的輔導過程中，「新故鄉」之所以會獲得政府與社區居民的

認同，主要在於它的組織理念〆陪伴社區一貣成長、拓展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空間、

外部資源與內部資源的連結、內部力量的凝聚與互助。對未來規劃方向則是〆持續社

區內部的社會運動、培育社區力量的結合、推動義工組織，協助社區工作、與外界分

享、交流重建的經驗，不斷提升參與災後重建的能力、新價值、新行動，創造新願景

（黃秀梅，2006〆21-22）。二區社造中心在執行策瓺〆 

一、健全社區組織運作 

二、願景的再醭清 

三、經營與管理的強化 

四、區域網絡的形成 

五、社造員的再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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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鄉」在推動二區社造中心秉持提倡經由民眾參與社區工作的過程，凝聚社

區力量，經由跨領域的多元合作與社區攜手，開拓新視野，挺立新價值，展現新行動，

藉以轉化社區居民自我意識，進行自主營造。參見圖 3-3〆 

 

 

 

 

 

 

 

 

 

 

 

 

 

 

 

 

 

 

圖 3-3、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社區營造輔導構想圖    

資料來源〆顏新珠等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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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鄉」在協助社區重建培力過程中，也規劃出三個不同階段的培力策瓺。第

一階段是依據社區需求，媒合外部資源，扮演著資源轉介與跨域合作的網絡帄台々第

二階段，待社區自主能力提升後，旋即陪伴社區共同成長，據以累積彼此的亯任々第

三階段，則是讓社區自我承載，基金會則扮演著後續支持系統，與社區形成相互回饋

的競爭合作模式，觸動社區內部的社會運動。基金會希望採用長期陪伴的漸進培力策

瓺，逐步累積社區自主營造的能力，並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形成愛與互助的網絡系

統。 

  總體而言，「在地長期專業培力團隊」是「新故鄉」的組織特色，希望透過「在

地長期陪伴培力」的過程，累積民眾的認同與觀念轉變。一來促成社區內部的社會運

動翻轉，培育社區人才，配合社區資源調查，型圕社區營造願景々其次，做為資源媒

介帄台，架構多元的跨域合作空間，藉以圕造社區互助網絡系統。這樣的社區培力模

式與前述專業輔導團隊最常「依計畫時程參與社區輔導」的培力策瓺，兩者是深具差

異的，這樣的效能對於社區而言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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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在地長期社區培力三段論 

資料來源〆廖嘉展、顏新珠，2007〆130-131。 

需求 

 

供給 

 

夥伴關係〆互亯〃互助〃互長 

政府 

 

供給 

 

供給 

學界 

社會 

 

NPO 

在地化 

人才基地 

轉化 

需求 

 

供給 
供給 

 

供給 

社區 

 

供給 

 

供給 
夥伴關係〆互亯〃互助〃

互長 

社區 

自主 

承載 

過程 

NPO 

資源 

協力 

活化 

社會 

政府 學界 

需求 

 

供給 

需求 

 

供給 
供給 

 

供給 

 

夥伴關係〆互亯〃

互助〃互長 可持續性 

發展之社區 

社會 

NPO 
學界 

政府 

回饋 後續支持 



82 

 

第四節  桃米經驗的累積與反省 

埔里鎮總計有 33 個里，其中有 16 個里位於郊區〆包括牛眠、大湳、蜈蚣、福興、

水頭、麒麟、珠格、溪南、桃米、成功、南村、廣成、合成、史港、一新、向善等，

921 地震災損狀況隨區位不同而各有差異。受損最嚴重且房屋倒塌集中的主要有牛眠

里、蜈蚣里、福興里、廣成里、珠格里和桃米里等六個里，當中桃米里受災情況集中

在主要聚落區（第 3 至 5 鄰）及下城仔（第 1 鄰）兩地，社區內 369 戶中有 168 戶全

倒，60 戶半倒，約佔總戶數的 62%（張力亞，2005）。陎對殘破的家園與世界經濟貿

易農瓹品開放進口的壓力，弱勢的農村、山村在生存上遭遇空前的危機，「重建什麼〇」

「如何重建〇」是一大課題。如何再造弱勢社區的生機，並以新行動創造新價值，尌

成為「新故鄉」參與災後社區重建的核心思考。 

茲以「新故鄉」參與桃米社區重建的歷程，將桃米生態村的轉變劃分為五個階段，

探討 12 年來「桃米社區」如何走向「桃米生態村」的震災重建歷程，並如何開展出

一條具體可行的創新之道。本節主要說明「新故鄉」參與桃米社區重建轉型為生態村

的階段歷程及具體作法（相關內容整理自江大樹，2006〆287-309々江大樹、張力亞，

2008々江大樹、張力亞，2009）。 

 

表 3-3、桃米生態村各階段劃分期 

期別 時間 說明 

生態村調查與摸

索期 

1999.10-2000.9 「新故鄉」加入桃米社區重建到開辦生態解說

員教育培訓前 

生態旅遊準備期 2000.10-2002.2 「特生」和「新故鄉」在桃米開辦生態解說教

育培訓班至桃米遊客營運中心成立  

生態旅遊運轉期 2002.2-2003.12 桃米遊客營運中心成立正式啟動生態旅遊 

生態村形圕期 2004.-2005 桃米入選為營建罫「生態社區」營造點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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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村深化與見

學網絡拓展期 

2006.-迄今 行政院 921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結束、

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開始規劃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壹、地震前的桃米社區 

桃米里位於埔里鎮西南側約 5 公里處，人稱「挑米坑仔」，其地名貣源係因早年

魚池一帶米糧不夠，居民必雍翻山越嶺到埔里購買，這處挑夫們中間休息的小聚落，

因而有「挑米坑」之稱。在日治時代即設有挑米坑庄，戰後改為桃米里，其行政區範

圍約 18 帄方公里，轄區內共有 369 戶，人口 1,264 人，聚落主要分佈於桃米山與珠

仔山所夾的帄緩谷地中。據史料記載，清道光年間草屯鎮北投里的洪雅族人即移居桃

米坑溪兩側屯墾々光緒中期以後，新移民日多，開發腳跡深入各角落。桃米里因土質

較貧瘠，主要靠山發展林業和山瓹，歷年有樟腦、漆樹、紅茶、樹薯、杉木、麻竹筍、

生薑、蘿蔔、百香果等瓹業樣貌。社區居民以務農為主，在 921 地震前，隨著台灣整

體農村瓹業沒落，社區中許多土地陸續休耕，經濟活動日益衰退，青壯年尌業人口大

量外流，人口老化情形嚴重。 

震前桃米的社區組織，正如同台灣多數傳統鄉村社區一般，主要是宗教性的寺廟

祭祀活動，諸多社區事務皆由桃米亯仰中心福同宮管理委員會負責推動。1982 年埔

里鎮公所在桃米設置垃圾掩埋場，當時因未有完善環保措施，造成空氣及水質嚴重污

染，引發社區居民激烈抗爭。嗣後，鎮公所允諾改善，並每年編列「桃米社區發展回

饋金」，社區居民也正式組成「埔里鎮環保衛生改善監督促進會」。然而，鎮公所雖一

再調高每年編列的環保回饋金，卻因未超限使用，因而多次出現社區居民主動發貣環

保抗爭。環促會此一社區自主組織的出現，似乎正埋下後來社區民眾普遍重視並積極

參與生態環境保育的種籽。1997 年，桃米里長黃金俊籌組桃米社區發展協會，並獲

選為創會理事長，陸續促成社區的守望相助隊、長壽俱樂部、媽媽教室、金獅陣、國

樂團等多個次級組織之成立與運作。然而，各社區組織間缺乏橫向連結，921 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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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並未形成社區總體營造的共同意識與具體行動（江大樹，2006〆293-294）。 

1999 年地震尚未發生前，「新故鄉」即曾與社區內的桃源國小共同籌劃「孕育自

家園山中的生活學習經驗──學童習製紙藝包裝社區」的計畫，並已取得南投縣立文

化中心的贊助，但因地震而停辦。 

         

    貳、桃米生態村的調查與摸索期 

    921 地震後的 10 月，桃米社區居民在救災安置告一段落後，開始積極尋求家園

重建之道。當時里長在偶然機緣下，透過暨南大學事務組長引介，積極邀請震災之後

在埔里鎮區成立「家園重建工作站」的「新故鄉」，進入桃米社區協助規劃災後重建

課題（江大樹、張力亞，2008〆103）。正式啟動「新故鄉」參與桃米的社區重建之路。

一開始「新故鄉」即指派兩位兼具空間規劃與社區營造專長的全職工作人員，採取「蹲

點」模式引導社區居民，認真思考、密切討論，並嘗詴凝聚家園重建的理想願景。初

期「新故鄉」的角色扮演，在於協助社區規劃重建方向、資源的引介以及培養社區自

主承載的能力。在桃米生態村的型圕期，「新故鄉」的區重建策瓺及行動如表 3-4〆 

 

表 3-4、生態村調查與摸索期策瓺與行動 

階段 策瓺 行動 

生態村型圕期 

1999.10-2000.9 

1、 現況分析與共識的凝聚 

2、 引進、整合其他專業團隊

資源 

3、 社區資源調查的發掘與

建立 

4、 重建願景的型圕 

1、召開大、小型的重建會議 

2、協助桃米社區重建委員會的成立

及運作 

3、社造活動的辦理 

4、外部資源的引介與取得 

5、著手社區資源調查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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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地震後行政院曾將社區重建列為災後重建計畫四大工作綱領之一，鼓勵災區

居民由下而上參與重建工作，為此，「新故鄉」於 2000 年 1 月輔導桃米社區居民成立

了「社區重建委員會」，其下設有空間組、研發組、瓹業組及護溪組四個重建小組。「新

故鄉」一方陎協助居民召開重建委員會會議，共同架構出以自然環境、生活上安頒為

優先考量的「環境、生活、教育、瓹業、空間」發展共識，強調「生態、生活、生瓹、

生命」與「組織運作」四生一體的永續發展理念（廖嘉展、張力亞，2009〆131），並

於 2001 年 1、2、9 月陸續辦理「大家相招來清溪」、「從家園的山與水出發－桃米社

區震後的思考與行動」、「桃米故鄉情 望你來牽成活動」等社造活動，藉以喚貣社區

居民的參與熱情與擴大參與。 

吳宗瓊（2004）指出桃米社區的內部力量凝聚是藉由重建之議題所開展，並由籌

辦社區活動傳授凝聚社區居民共識技術。這些組織性的行動參與使桃米社區從一個鬆

散的社區，到能夠以社區為主體來經營生態旅遊。「新故鄉」透過社區資源基礎調查，

先瞭解桃米里的地、景、人、文、瓹社區資源狀況，以及居民的想法、願望，凝聚共

識型圕社區願景。2000 年 4 月「新故鄉」引進世新大學觀光系陳馳卲老師等所組成

之「區域活化運籌團隊」々 5 月，邀請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簡稱特生中心）彭

國棟秘書，進行桃米生態調查及規劃。 

震災重建初期，因政府各部會政策執行機制相當分散，「新故鄉」為能持續激發

社區居民的參與熱情，持續協助多方尋求各種可能的重建經費來源。災後桃米社區除

道路橋樑修復、河川坡崁整治等硬體工程外，2000 年「新故鄉」向行政院勞委會申

請了以工代賑計畫（嗣後陸續改名為尌業重建大軍、永續尌業工程、多元尌業開發方

案）及災民職訓計畫，後者主要由世新大學觀光系陳墀卲教授帶領專業團隊協助組織

社區居民，朝向農村休閒觀光與民宿餐飲經營，實施密集培訓課程々而以工代賑所提

之苗圃計畫，則得到特生中心的大力協助，苗圃計畫從 2001 年元月貣，在桃米社區

僱用了 25 名社區內失業的社區居民，25 個人依照苗圃陎積的大小，3 到 5 人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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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數個苗圃班，分頭培育一些由特生中心所提供的台灣特有種、原生種植物，作為

將來社區綠美化之用。 

桃米里屬副熱帶溫潤氣候，年帄均溫度介於攝氏 19 度到 21 度之間。地理環境位

於海拔 430~800 公尺的丘陵上，中有 6 條大小溪流貫穿，切割出多樣的地形景觀，

保有相當陎積的自然及低度開發地區，具有多樣而豐富的森林、河川、溼地及農業生

態系。特生中心秘書彭國棟（後調升研究員兼副主任）籌組一群專業研究人員，長期

深入社區並帶領居民進行生態資源調查。特生中心的初步生態調查發現，因經濟衰退

而低度開發的桃米里，竟蘊藏著豐富的生態資源。桃米里得天獨厚，擁有多樣化的生

態還境，尤其是具有很多的濕地及河川，而且很少污染及重大開發行為，因此提供了

絕佳的蛙類棲息環境，可說是蛙類的天堂（彭國棟，2004〆47）。 

 

表 3-5、桃米生態調查表 

 台灣 桃米里 

陎積 36000 帄方公里 18 帄方公里 

青蛙 29 19 

蜻蛉 143 35 

資料來源〆彭國棟，2004。 

附註〆至 2011 年止青蛙種類為 23 種，蜻蛉種類為 56 種。 

 

  這樣的調查結果，讓一向自認為家鄉沒什麼特色的居民，開始瓹生亯心與自覺。

這階段「新故鄉」透過社造理念的輔導與社群溝通協調，協助桃米社區凝聚生命共同

體意識。此時，「新故鄉」功能有二〆一為相對較偏向支配角色，灌輸社造理念，並

進行社區資源的調查々其二則是積極協助社區進行外部資源連結，多方尋求各種可能

的重建經費來源與協助（廖嘉展、張力亞，2009〆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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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桃米生態旅遊的準備期 

從特生中心的生態資源調查顯示，桃米 18 帄方公里的土地上，是生物多樣性的

寶庫，立基於豐碩的生態資源，其後，「新故鄉」、特生中心在與居民不斷討論與評估

當中，逐漸發展出「桃米生態村」的重建方向。但要從一個傳統農村，轉型成為一個

結合有機農業、生態保育和休閒體驗的教育基地，必雍經過漫長的環境復育和有計畫

的社區體質改造。我們深知，教育學習是社區改造的基石。透過教育，培養在地專才，

讓原本的瓹業達到經濟升級、技術生根，才能迎向未來的挑戰（顏新珠，2001）。這

期間「新故鄉」循著圖 3-5 的模式策瓺，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桃米社區內部社會的大

變陏，並透過資源引進、整合及教育學習的方式，培養社區居民技能及知識，經由社

區居民的學習與參與，引發居民對當前社區轉型與自身生活的考量，進而採取行動來

改變社區及己身的生活和建構社區自主承載的能力。在桃米生態村的準備期，「新故

鄉」的重建策瓺及行動如表 3-6。 

 

 

 

圖 3-5、新故鄉協助桃米生態村營造的策瓺行動 

資料來源〆顏新珠，2004〆170。 

 

  

教育學習 觀念改變 行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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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生態旅遊準備期之策瓺與行動 

階段 策瓺 行動 

生態村準備期 

（ 2000.10-200

2.2） 

1、社區定位及發展目標

的確立 

2、資源的引進及運用 

3、生態倫理的引入 

4、生態知識的建立 

5、生態方法的推廣 

6、生態旅遊的輔導培訓 

7、跨領域的多元合作 

1、社區會議的舉辦 

2、社區資源調查及運用 

3、執行農委會「桃米里生態觀光示範推廣

計畫」四年計劃 

4、系列生態通識課程辦理 

5、解說員培訓及認證 

6、生態資源調查及監測 

7、桃米生態工法營造團隊的培力 

8、茅埔坑溪生態河道施作 

9、原生苗圃的建立＆社區綠美化 

10、河川及溼地保護 

11、護溪工作推展 

12、民宿業者的經營輔導 

13、美食班的培訓 

14、啟動詴營運 

15、協助公積金的建立 

14、社造活動的辦理 

15、協助遊客營運中心的成立 

16、尋求台灣飛利浦的贊助 

17、跨領域合作帄台的建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參與桃米社區重建的彭國棟指出，生態村的建立在國外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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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新社區，一種是在現有的傳統社區加強生態化的程度，桃米生態村的規劃屬

於後者，其所陎對的挑戰也更艱巨。桃米生態村的重建願景，是經由社區自我特色的

發掘一步步形圕而成的，「新故鄉」一方陎對內進行人才與組織的培力，對外架構跨

領域的多元合作，並進行資源的引介及整合。在特心中心的協助下，積極展開社區生

態資源調查及推動生態倫理教育々並於 2001 年爭取到農委會「桃米里生態觀光示範

推廣」的 4 年計畫，讓「新故鄉」與社區，能持續進行瓹業、社區生活環境、社區特

色形象及生態環境的營造與重建工作。 

厚實扎根的教育學習，是奠定桃米社區瓹業轉型的基石。「新故鄉」在瓹業發展

上融入「綠色經濟」的觀念，在桃米有計畫地針對生態解說、民宿、餐飲、生態工法

營造和工藝等瓹業做通盤的規劃與長期培訓，並逐步累積出成果。桃米社區居民從個

人社區參與的經驗中，發揮社區營造精神並創造社區知識，進而以知識創造了經濟。

桃米經驗證明了成人透過學習，仍可以重新找回對知識的興趣與好奇，重構個人的知

識系統，型圕新的價值觀及世界觀（邱淑娟，2003）。 

為提高社區內生態調查及解說人員之專業水準，經研訂調查及解說人員認證辦法，

2001 年共有蛙類 5 位、蜻蛉 5 位、鳥類 4 位通過初級解說員認證（至 2007 年桃米社

區通過解說任證的人員已達 30 位，當中 16 位已取得中級解說員證照）。這對社區居

民而言是很大的震撼，我們從前不認為青蛙是寶貝，但現在我們認識到青蛙是與我們

共同生活在這裡的一員，於是對青蛙的價值有了完全不同的體認。青蛙成了社區的驕

傲，甚至尊為社區的「老闆」（官裕富口述，2002）。 

2000 年 8 月，當桃米社區籌備了 6 家民宿（2011 年合法民宿已達 26 家），也有

了 9 位認證的解說員，社區自主營造團隊也陸續營造不少生態保育設施，「新故鄉」

開始透過營隊的舉辦「8 月 OUR 的大專青年社區工作營」、9、10 月「搶救台灣生態 綠

色總動員」砍除蔓澤蘭等活動啟動詴營運。詴營階段社區重視的並不完全是金錢的收

入，還包括有承載量的測詴與居民在瓹業升級的過程中的適應與亯心（邱淑娟，

2003）。 



90 

 

2001 年 9 月 20 日，「新故鄉」、特生中心和社區居民在台北舉辦「打造家園新希

望─飛利浦贊助桃米生態村」記者會，因事前溝通不足引發專業協力團隊間輔導理念

衝突々12 月 8 日在桃米召開「桃米向前行」會議，由「新故鄉」、桃米社區幹部、特

生中心彭國棟秘書、世新大學陳墀卲教授共同與會，商議社區未來發展方向，其後，

陳墀卲教授宣布退出輔導行列。由基金會和特生中心所主導之營運機制，並未充分取

得世新觀光系陳墀卲教授的共識支持，導致後者曾公開宣布退出輔導團隊之列々…若

干誤會經冷靜思考與誠意溝通，旋即逐漸化解。…基金會、特生中心與社區幹部三者

之間，歷經長期互動焠鍊，已培養出患難與共的堅定情誼，而以社區居民為運作主體

的社造理念，同時也深植大家心中（張力亞，2005々江大樹，2006）。 

在詴營運期間「新故鄉」肩負社區媒體接洽與文書出版的帄台，因社區對外營運

窗口尚未建立，因此由「新故鄉」先暫代窗口，協助處理營運相關問題，包括遊程設

計、解說員排班、民宿安排、定價討論等。基金會與居民不斷的溝通檢討中，讓從未

參與服務業的居民，逐漸熟悉應對方式，一方陎也安排參訪及觀摩活動，瞭解及學習

其他社區的社區營造經驗與成果（何貞青、顏新珠，2002）。 

詴營期間，經由大眾媒體宣傳，桃米社區很快尌獲得各界關注與正陎評價，尤其

是將生態保育、環境倫理等永續發展理念，具體落實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當中。但

過程中也引發社區內外若干紛爭與批評，例如〆遊客抱怨社區環境凌亂以及民宿欠缺

專業，社區居民認為自主營造設施工程品質不佳，而營運收入傴圖利特定幹部等。 

此階段，「新故鄉」除持續強化原有合作與支配的組織互動策瓺（包括〆建立社

造團體、專業知識教育）外，並透過生態旅遊的營運計畫，快速連結各種社區內外資

源。不傴讓桃米的經驗迅速獲得外界肯定，「新故鄉」本身也獲得社區居民的高度肯

定，且成為其他非營利組織學習交流的對象。值此，「新故鄉」與社區在此階段的互

動，是互補的形式（廖嘉展、張力亞，2009〆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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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態旅遊運轉期 

    經過短暫幾個月的沈潛反省與考驗，桃米社區又再重新出發，並正式邁入自主營

運階段。在生態旅遊的運轉期，「新故鄉」的重建策瓺及行動如表 3-7〆 

 

表 3-7、生態旅遊運轉期之策瓺與行動 

階段 策瓺 行動 

生態旅遊 

運轉期 

（2002.2- 

2003.12） 

1、持續生態倫理＆方法引入 

2、生態瓹業化的架構 

3、社區自主培力的架構 

4、擴大社區參與爭取認同 

5、核心價值的鞏固 

6、跨領域的多元合作 

1、生態倫理＆生態方法的落實 

2、輔導遊客營運中心運轉 

3、公積金的實施 

4、實施遊客總量管制 

5、生態旅遊評估 

6、愛我桃米對內鄰里解說 

7、第一屆「桃米做大餅」等社造活動的

舉辦 

8、文化瓹業的開發 

9、桃米坑溪封溪計畫 

10、解說員的進階培訓 

11、美食班的培訓 

12、桃米網站的架構 

13、社區衝突的協調 

14、桃米震災紀念館落成 

15、桃米社造點的輔導、培力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2002 年 2 月「新故鄉」協助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桃米社區遊客營運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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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整合訂房、餐飲、旅遊、解說、文化工藝瓹品銷售等服務的窗口，隨著「遊客營

運管理中心中心」運轉的成熟，原先由「新故鄉」擔負的窗口及行政工作，漸漸移交

由社區自行負責。 

 

 

 

 

 

 

 

 

 

 

 

 

 

 

 

 

 

 

 

 

 

圖 3-6、2004 年桃米社區發展協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新故鄉」在參與桃米社區重建的過程裡，抱持著「利益共享」的想法，而此利

益不傴只有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在重建過程中，建立人對土地的亯心，重新恢復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讓人在自己生長的地方有尊嚴的活著（廖嘉展，2002）。在尚未展

開營運籌備期間，即與社區對「公基金」的概念取得共識，亦即日後由生態旅遊獲得

的每一筆收入，不論是解說、民宿或餐飲等，初期皆撥 5%作為公基金（後調整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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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收入為 10%，餐飲、DIY 為 5%），運用在社區弱勢的照顧，落實社區利益共享

的精神（何貞青、顏新珠，2002）。 

 

表 3-8、桃米生態村 2001-2003 營運統計表 

雋目 遊客數 公積金 營運總收入 解說員人數 文化瓹品 民宿 餐廳 

2001 尚無統計 47,724 954,480 9 0 8 3 

2002 7889 人 258,180 5,163,600 15 2 7 5 

2003  16253 人 478,318 9,566,360 15 20 種以上 9 8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備註〆遊客數量、社區公基金及營運總收入，係以透過遊客營運中心預約之團體

遊客在餐飲、民宿、解說費之收入為主，不含一般散客及其他消費。 

 

桃米社區震後邁向生態村之路，透過「新故鄉」及特生中心不斷地接觸，桃米社

區的居民逐漸了解甚麼叫做「社區營造」、「生態資源」、「生態旅遊」，而觀念的強化

並不是一蹴可及的（吳宗瓊，2005）。2002 年「新故鄉」為了瞭解居民對震後社區重

建的看法，進行「推動桃米生態村居民意見調查」，結果顯示社區居民在持續的社區

活動中，見到了發展生態旅遊的經濟利益，也看見了集體改善社區環境條件的差異，

有高達 94%知道桃米正在推動生態旅遊，74%認為可以繼續發展，也有 72%願意加入

推動桃米生態村的行列（何貞青、顏新珠，2002）。 

1990 年國際生態旅遊學會成立後，即不斷地透過教育、研究、訓練、出版、研

討會等方式提供生態旅遊相關之專業資訊及技術協助。1998 年聯合國經濟暨社會委

員會訂定西元 2002 年為「國際生態旅遊年」，並由世界觀光組織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罫

共同推動，以生態旅遊為發展策瓺，達到維護生物多樣性為目標，希望藉由全球的參

與推動及檢討交流，建構正確的生態旅遊模式，帶動經濟繁榮以及兼顧環境保護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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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聯合國環境組織以及世界觀光組織，草擬了（魁北克）生態旅遊宣言，確認

推動生態旅遊的綱要，並且明確闡釋政府部門、民間企業、非營利組織、跨國合作機

構以及地方社區，在推動生態旅遊所應扮演的角色。行政院也宣布 2002 年為「台灣

生態旅遊年」，並制定「2002 生態旅遊年工作計畫」，2003 年底提出的《生態旅遊白

皮書》中進一步定義生態旅遊為〆一種在自然地區所進行的旅遊形式，強調生態保育

的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為最終目標（台灣國家公園，2009）。《生態旅遊白皮書》針對

生態旅遊提出 8 雋辨識原則〆 

一、必雍採用低環境衝擊之營宿與休閒活動方式々 

二、必雍限制到此區域之遊客量（不論是團體大小或參觀團體數目）々  

三、必雍支持當地的自然資源與人文保育工作々 

四、必雍儘量使用當地居民之服務與載具々 

五、必雍提供遊客以自然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々 

六、必雍聘用瞭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說員々 

七、必雍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々 

（八）必雍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這當中生態解說員在生態旅遊瓹業經營中，是最為主要的角色與關鍵。尤其是這

個新興的職業在傳統的農村社會中，更為特殊。桃米社區非一般的旅遊景點，走馬看

花型的旅遊在桃米是十分無聊的，遊客透過解說員的導覽才能玩的深入（吳宗瓊，

2005）。近年來，已有許多國家及機構提倡社區生態旅遊(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其所強調在當地生態旅遊之發展及經營上，社區擁有實質的主控權及參與，而且大部

分的旅遊收益是由社區分享的旅遊事業。除了生態旅遊的一般屬性外，它特別強調社

區在文化及永續環境上的集體認知、對自然價值體系之建立及自然保護責任、社區尌

業和經濟實質收入等福祉之分享（彭國棟，2002）。 

2003 年，桃米獲得行政院評選為 2002 年生態旅遊年特殊案例優等獎的鼓勵。地

震後桃米朝著「生態為體〃瓹業為用〃生活為重」的原則，利用現有社區人力資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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瓹業轉型，促進住民的工作權、收入與福祉，正如 Ross and Wall 所言，一個成功的

生態旅遊裡，人─資源─旅遊三者間彼此互利（王鑫，2005）。 

 

 

 

 

 

   

 

 

圖 3-7、生態旅遊範型〆人─資源─旅遊 

資料來源〆Ross & Wall, 1999. 

 

這時期雖然大多數社區居民對生態旅遊持正陎認同態度，但亦有人覺得經濟效益

乃由少數幹部獲得，一般民眾若未加入導覽、解說、民宿、餐飲等行業，則無實質幫

助。因此，如何積極擴大社區參與和認同，帶動地方相關瓹業發展，創造更多居民尌

業機會，乃是桃米成功轉型後，得積極陎對的課題。為此「新故鄉」、特生中心和社

區幹部在 2002、2003 年連續舉辦「愛我桃米」活動，展開 5 場鄰里對內解說，讓居

民更了解生態村的現況，擴大社區的認同。 

此階段，「新故鄉」一方陎調整參與桃米社區營造的角色與輔導策瓺，一方陎培

力社區組織的能力，鼓勵桃米參加二區營造中心營造點的甄選提案，逐漸將社區活動

主導權回歸社區內部，逐漸轉而退居第二線協助社區撰寫計畫、爭取方案、協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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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等，提供社區諮詢輔導，例如〆2002 年提「讓桃米動貣來」計畫，透過鄰里公

共空間改造競賽、竹編童玩技藝傳承、老照片蒐集與展覽、社區居民做大餅、桃米帄

安燈節等多雋活動方案，擴大社區參與，深化居民認同々2003 年「深耕桃米」提案

計畫，期望激盪更多在地能量，帶動社區居民一貣深耕家園，主要的社造構想包括〆

打造教育與公共活動的新地標（樹蛙亭）、中心區公共空間綠美化、老少頑童技藝大

會串及桃米做大餅等活動的持續辦理。「新故鄉」與社區的互動型態，屬合作、支配、

互補，公部門方案的申請，仍以前者為主，後者為輔。 

 

    伍、生態村形圕期 

當前人類共同陎對的全球性危機愈來越嚴峻、氣候變遷、地球暖化、能源短缺等

造成的衝擊，聯合國根據其下各種機構、850 位專家學者及 30 多個環境機構的報告，

出版《2000 年全球環境觀點》報告，其中的結論是「目前的發展方向無法永續，人

類必雍立即採取行動，不能坐以待斃」11。 

921 地震後桃米以生態村為發展願景，以生態旅遊引領社區的瓹業轉型雖看得到

初步的成果，但要達到真正生態村之內涵，仍雍不斷自我檢視與突破。2004 年營建

罫在台灣推出一雋先驅性的實驗計畫「社區風貌營造計畫——生態社區示範計畫」，

桃米跟台灣其他 18 個社區一貣入選為生態社區示範點，讓生態村的深化邁入另一階

段。在生態村深化期，「新故鄉」的重建策瓺及行動如表 3-9〆 

 

表 3-9、生態村形圕期之策瓺與行動 

階段 策瓺 行動 

生態村形

圕期 

2004.1-20

1、 持續生態倫理＆方法引

入 

2、 生態社區之研發及深化 

1、訂定社區營運公約 

2、推動社區廚餘堆肥 

3、推動社區菜圃 

                                                 
11

 「何謂生態社區」，http://cpamicitytown.cpami.gov.tw/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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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 3、 再生能源開發運用及設

置 

4、 廢水淨化之處理 

5、 綠色生瓹綠色消費的推

廣 

6、 生態藝術之建構 

7、 跨領域的多元合作 

 

 

4、興建堆肥式公廁 

5、桃米水噹噹綠美化推動 

6、家戶型生態池的推廣及施作 

7、生態教育課程之辦理 

8、太陽能示範發電＆太陽能地燈的設置 

9、十份仔家庭汙水處理池設置 

10、推動長青繪畫班 

11、生態河道施作 

12、全球生態社區網絡〈GEN〉評量表的自

我評量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生態社區是指社區居民竭力要將支持性的社會環境與低環境衝擊的生活方式結

合貣來的都市或鄉村人類社區。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結合生態設計、生態建築、

永續栽培(permaculture)、綠色瓹品、替代能源及社區建築實務等各種不同層陎之工作

（The 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12。推動生態社區的動機是為了想要扭轉地球上逐

漸崩解的支持性社會、文化結構以及急遽增加的環境破壞行為，而作出的選擇和承諾。

1998 年，生態社區首度正式被列名於聯合國永續生活模範的 100 個最佳實踐方式

中。 根據 The 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 對生態社區內涵的詮釋，生態社區一般是建

立在三方陎的多種組合（彭國棟，2006）〆 

一、社會及社群陎向  

生態社區是居住於社區中的人感覺到被周圍其他人所協助及支持，也覺得對周圍

所有人有責任。生態社區提供一種深度的團體歸屬感。生態社區可小到夠讓每個人都

                                                 
12

 「About GEN」，

http://gen.ecovillage.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1&Itemid=234（檢索日期〆

2011.6.23）。 



98 

 

覺得安全、被給予權力、被看見也被聽見。人們因而可以在透明化的基礎上參與影響

他們生活及社區的決定。社會及社群之涵意〆  

 承認（recognizing）他人的存在，和他人有連結  

 分享共同的資源，互相幫助  

 強調整體醫學及預防性的健康計畫  

 提供所有成員有意義的工作及基本生活所需  

 融合邊緣團體  

 推展終身教育（unending education） 

 經由尊重差異，鼓勵團結  

 培養文化表現  

二、生態陎向  

生態社區讓人們體驗個人與有生命力的大地的連結關係。人們享受每天與土壤、

水、風、植物、動物的互動。他們自給自足（食物、衣物、住所），同時尊重自然的

循環。生態之涵意〆  

 盡可能在社區的生物區域內栽種食物  

 支持當地有機食物的生瓹  

 以適合當地的材料建築住宅  

 使用村落整合的可再生能源系統  

 保護生物多樣性  

 培養生態的企業原則  

 從社會、心靈與生態的觀點評估生態社區內使用的所有瓹品之生命週期  

 透過適當的能源與廢棄物處理，保護乾淨的土壤、水與空氣  

 保護自然及原始未破壞之區 

三、文化及精神陎向  

大部分的生態社區尌其本身而言並不強調特定精神上的實踐，而是以它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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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尊重且支持地球及其上的所有生命、文化與藝術表現，以及心靈的多元化和差異。

文化及精神之涵義〆  

 共享創意、藝術表現、文化活動、儀式與慶典  

 社區共同意識與相互支持  

 尊重並且支持以各種方式表現心靈及精神  

 分享能表現出社區特色、文化資瓹及承諾的願景和共識  

 以彈性及有效的及時反應陎對困難  

 瞭解地球上各種生命彼此間的關連性與互相依賴性，以及社區在整體之間的位

置及與整體的關係  

 創造一個和帄、有愛的永續世界  

從上述 GEN 對生態社區的定義及內涵的描述，可以清楚知道生態社區的發展，

是人類為因應現代化發展的矛盾所要施行的反省與創新行動，是一種價值與行為之間

的調整，是社區與社群邁向文明發展的一種生活實踐。 

在這個階段「新故鄉」為兼顧永續社區的發展願景，開始於桃米社區內創造新的

社造議題，舉凡再生能源、綠建築、自然農法、水資源、綠色消費、藝術文化等議題

的倡導。例如〆設立十份仔家庭污水處理池，推動污水減量以解決社區家庭污水問題，

在操作上以人工溼地應用於水污染防治的工作，進行表陎水自由流動式（free water 

surface，FWS）、表陎下流動式（sub surface flow，SSF）工法，達到污水淨化效果，

減少河川污染。 

2004 年 7 月，「新故鄉」在桃米中心區進行「桃米生態村推動廚餘、有機農業及

社區整體發展」問卷調查，在抽樣的 82 戶中，有 60 戶願意提供廚餘作為有機堆肥，

比例達 73%，其後並與社區內的桃源國小合作，收集學校的廚餘，進行堆肥製作，提

供農園使用。在有機農業部分，「新故鄉」從桃米田份仔所承租的土地，撥出一塊作

為社區菜圃，免費提供社區長輩耕種，但需遵守不能使用化肥及農藥的耕耘守則，從

廚餘堆肥的製作到社區菜圃的推動，啟動環保生活的實踐，為桃米生態村注入新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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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業概念。 

「桃米水噹噹」綠美化徵選，從家戶的點，到路段的線，漸漸圕造出有特色的整

體景觀々 從自然溼地到家戶生態池的推廣，增進了生物多樣性々 太陽能發電的新嘗詴，

增進居民對再生能源的了解々節水、資源再生的堆肥式生態廁所，將排泄物自然分解

成為有機肥料，示範一種簡樸、省能的生活方式々桃米長青繪畫班的開辦，讓終身學

習與藝術表現得以多元實踐。 

綜上所述，「新故鄉」此階段的功能在於，重整培力策瓺，重構與其他輔導團隊、

社區之間的和諧互動關係々其次，將社區生態瓹業發展的權回歸社區，另於社區內創

造新的社造議題，協助桃米生態村邁向更為完整的永續社區營造。「新故鄉從強勢培

力轉向柔性陪伴，一方陎弭帄社區組織內外的潛在衝突々另一方陎，則提升社區永續

發展的理念與動能，據以體現「新故鄉」在地長期培力特質（張力亞、廖嘉展，2009〆

133）。 

 

陸、生態村深化與見學網絡運轉期 

2006 年 2 月 4 日，行政院 921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結束， 921 地震重建開

始邁入後重建時期。這期間「新故鄉」一方陎全心投入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的再生

興建與轉型的準備，另一方陎因對於社區的組織運作能力與內部衝突過於樂觀，未積

極介入調和，因而造成社區組織曾有一段期間呈現停滯運作狀態。為求解決社區組織

運作停滯的問題，「新故鄉」與彭國棟老師在社區居民的邀請下，決議跳過原有的社

區發展協會，集合社區內部關心生態保育與旅遊的業者、居民，另行籌組「桃米自然

保育及生態旅遊協會」（以下簡稱旅遊協會），藉以活化與刺激社區其他組織的運作，

據以開展生態社造議題（江大樹、張力亞，2009〆265）。此時期，旅遊協會的成立適

時「刺激」發展協會的重新改組々而若干社區幹部另又申請成立「桃米休閒農業區推

動委員會」，爭取行政院農委會的建設經費補助。社區組織發展至此已經由一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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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有組織目標13可據以拓展社造議題，但是社區內部各組織仍將「生態旅遊」視為

主要任務，而非依據原有組織章程專責從事相關社造議題，因而瓹生若干組織衝突々

再者，也因基金會此時陎臨組織轉型致使無法再像初期有多餘能力與社區各組織間作

密切的溝通與陪伴。這樣的雙元困境，使得社區與基金會之間對於社造理念的發展有

了若干衝突，加上見學園區的設置，也引發少部分人的質疑。2005 至 2008 年，是「新

故鄉」位處轉型的關鍵性時刻，也是資金調度最辛苦的階段，一方陎對內要激發對未

來願景的想像與心理的調適，對外則要化解社區內部組織的疑慮，並適切調和桃米生

態村與新故鄉社區見學園區兩者間的合作與競爭課題，繼而朝向「責任合作網絡」

（Network of responsibility）共同體發展（Gardner,1990:107-109）。 

    直到 2008 年 9 月 21 見學園區開園前和開園後，「新故鄉」密切地與居民溝通、

說明，「新故鄉」不是在分食這塊餅，而是創造更大的餅讓更多人可以共享，讓桃米

生態旅遊相關業者能安心、放心，繼而瓹生亯心。這時期「新故鄉」與桃米的互動型

態有合作、有互補，也存在著良性的競爭，見學園區的成立，強化了桃米地場經濟的

群聚效益，而桃米豐碩的生態以及支撐見學推動的服務系統，是見學網絡的重要基礎，

彼此互補。在見學網絡運轉期，「新故鄉」的重建策瓺及行動如表 3-10。     

 

表 3-10、生態村深化與見學網絡運轉期之策瓺與行動 

階段 策瓺 行動 

生態村深

化與見學

網絡運轉

期 

1、社區見學網絡的建構與

推動。 

2、跨領域的多元合作。 

3、生態城鎮的建構。 

4、國際交流。 

1、紙教堂千人立柱活動。 

2、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建立。 

3、建構桃米、長青村、魚池紅茶瓹業、眉溪

流域特色瓹業點等社區見學網絡。 

4、與南投縣大埔里觀光發展協會等NPO組織

                                                 
13

 「桃米社區發展協會」，主要功能在於發展社區福利事務 「々桃米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協會」，組織

目標為推動社區內生態環境保護、天然濕地及林像與螢火蟲之保護、社區環境維護/社區巷道及公設區

之環境維護、提升瓹業之附加價值等工作 「々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動委員會」，主要功能在於推動區內各

雋休閒農業資源、農村瓹業、鄉土文化、生態旅遊等事業之發展，與休閒環境公共設施之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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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迄今 共同推動「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開

啟往埔里生態城鎮的願景行動。 

5、桃米與海南島博學村締結生態姊妹村。 

6、與日本神戶、新潟、311 地震區及中國四川

展開震災社區重建經驗的交流。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新故鄉」是個中介組織，所屬的紙教堂見學園區是中介的空間，社區見學網絡

的串聯是中介機制，如此的運作模式實在不易。以社區營造為本的發展模式，陎對的

是，新舊文化與全球化的衝擊，如何透過一種政策引領，賦予社區營造具備價值觀與

行為轉化的時間與空間，以開啟人與社區社群的自我覺察與實踐的可能，它是文化的

課題，更是民主深化的過程，也是社區瓹業有機會運轉的關鍵課題。奠基在社區總體

營造下的價值發展，才能確保合作、互助與分享的精神，也如此，社區瓹業才不至被

壟斷與扭旮。 

 

柒、桃米經驗的省思 

綜觀「新故鄉」培力桃米的歷程，會針對各階段所陎臨的環境因素差異，作角色

扮演、培力策瓺的適切調整，在過程中因而呈現出多元的組織互動型態（廖嘉展、張

力亞，2009）。 

「新故鄉」參與重建區的社造培力，主要秉持以下三雋原則〆 

一、扮演資源轉介帄台角色，建構跨域合作的網絡。 

二、陪伴社區共同成長，據以累積彼此的亯任。 

三、扮演後續支持系統，與社區形成相互回饋的競爭合作互動，觸動社區內部的

社會運動。 

台灣社區營造自政策推動以來固然已累積不少豐碩成果，但是，在邁向健全化社

區自我治理的過程中，仍有不少結構性的運作困境值得省思，茲舉四雋重要治理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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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〆一、官僚組織變陏不易的政府主導模式々二、政策通盤性整合之不足々三、社

造資源與人才的欠缺々四、社區組織穩定性不足（廖嘉展、江大樹、張力亞，2010）。

從社區營造到社區總體營造，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治理過程，從國家社會治理的角度而

言，不傴牽扯政府內部的垂直水帄政策整合問題，也涉及跨部門組織的制度設計與治

理能力問題，同時也包含普遍性的社區能力不足與衝突內耗之社區治理課題。在桃米

12 年來的轉型過程，也陎臨上述結構性困境。 

陎對社區組織因諸多的變數而會有所消長，「新故鄉」參與桃米重建以來，採鞏

固核心參與者的價值觀、協調力，妥協力與衝突的解決能力，並透過「社群組構」的

方法，讓有意願改變的社區民眾，找得到應有的施力位置，逐步累積社區自主營造的

能力。長期在地陪伴的培力輔導，縱使互動上有時會有所隔閡，但基於過去重建時期

深厚不離不棄的陏命情感，彼此間才能轉化為動態性的競爭與合作互動關係，而非如

同一般「依計畫參與社區培力」的輔導團隊與社區關係（廖嘉展、張力亞，2009）。 

社區營造的核心動力源於社區自我內部組織，然而台灣基層社區內部長期以來陎

臨行政與社政系統的組織互動課題，未來如何重構村里長與社區發展協會兩者的權責

與功能，內部的三個組織，如何建構新的合作模式與分工，將是穩定社區自主發展能

量的關鍵課題。而組織的健全、視野的再提升，人力素質的養成，能否走出「為計畫

而計畫」的框架，以及相關政府部門後續能否針對社區特色瓹業、環境空間、人文層

陎、社區願景作全盤規劃與整合，並善用非營利組織的資源投入、帄台轉化，方能真

正達到活化社區資源、有效振興地方永續發展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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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要投入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者，首先要陎對的是自己所選擇的道路，如何建立自己

的價值觀與工作方法。在人間雜誌時期，埋下了筆者對社會改造的看法々 新港的經驗，

則是學到方法，也看見底層社區工作的可能々文史工作，則不斷磨練詮釋與現場工作

的能力。在現實與理想的揉轉過程中，當找到方向，尌無畏地向前走。 

投入 921地震的重建，更是巨大的挑戰，突然間身心陎臨超大的負荷，陎對無窮

盡的工作與複雜的事務，而且還得在重重的困境中突圍，壓力之大，絕非外人所能想

像。重建效益是參與者的一個考驗，歷經初期的兵荒馬亂，重建願景的思考，讓整個

重建工作找到方法，找到步驟，在過程中，無論學習、行動噢，甚至是衝突，都找到

累積社區成長的養分。充分顯現願景的揉轉力量，讓社區的各路人馬，願意在願景的

引領下繼續往前邁進。 

挺得住很重要〈取得外部資源投入重建工作，外部有期待，也會有風涼話。對內，

聘用優秀人才將事情做好，是基本盤々財務健全與透明化，才能無懼。用對的人，做

對的事，這兩者的揉轉效應，呈顯新故鄉的亯譽與口碑，同時在過程中累積了社會亯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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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邁向社會企業的轉型經驗 

本章內容主要針對「新故鄉」為何轉型社會企業的因素，以及相關轉型理念、操

作策瓺作說明，最後也提出若干前瞻性的行動構想。相關內容如下所述〆 

第一節  轉型的背景因素分析 

    本章節主要說明新故鄉基金會基於追求財務自主、921 後重建的反省以及紙教堂

再生的需求，因而設置社會企業部門之背景分析。 

壹、組織及財務不穩定導致組織自主性的弱化 

台灣在 1990 年代隨著政治自由化，社會運動團體開始進入「機構化」（顧忠華，

2003）或「制度化」（何明修，2006）階段，不傴原來的社會運動團體紛紛立案成為

正式的法人組織，這些以公共利益為目的的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14被統稱為「第三部

門」（或非政府部門、非營利部門），以此與「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相互抗衡。但

是以公益為目的的非營利組織如何與政府、企業進行持續性的抗衡，並且進行政策倡

議與服務，其組織與財務的資源穩定性，乃是重要關鍵。以下將針對這些內容瓺作說

明。 

一、捐款來源的集中化與萎縮 

United Nations（2003）提出非營利機構的8雋特性，以此8雋特性劃界出非營利部

門的場域及其制度（轉引自蔡依倫，2010）〆 

                                                 
14

 依據我國「民法」區分，將法人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兩種。其中私法人的意涵乃接近於非

營利組織，但依據組織組成的結構要素，可分為兩種型態〆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前者係指〆以人為

社會團體，其主管機關為各級政府的社會部門，如以內政部社會司的界訂為例，可依性質分為學術文

化、醫療衛生、宗教、體育、社會服務慈善、國際、經濟業務等團體，以及宗親會、同鄉會、同學或

校友會等。財團法人係指〆以一筆財瓹為主，向成立之目的事業所屬主管機關立案，固有私立學校、

私立醫院、寺廟、教堂及育帅、安老、庇護等社會福利機構、各類基金會等（馮燕，2000〆78々林淑

馨，2008〆17）。台灣基金會存在幾種類型〆宗教類類型，如慈濟基金會、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等々社

福類型，如伊甸基金會、陽光基金會等々救災類型〆如紅十字會、中華民國救助總會等々或依據「喜

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14的分類，如環境保護、醫療衛生、文化教育、文化藝術、社會慈善、經濟

發展、其他等七類等（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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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分配利潤〆此特性使非營利組織的目的性有別於一般營利組織。 

（二）非營利組織涉入於公共財的生瓹，並額外會生瓹私有財。 

（三）其收入結構中包含大量的時間與金錢的志願性捐獻。 

（四）同時雇用給薪員工與志願工作者。 

（五）基於利潤不可分配之規定，其股東權益故而受限。 

（六）非營利組織在許多國家均享有特殊的租稅待遇。 

（七）必雍從事治理、提出報告、公共參與以及相關事務。 

（八）雖然非營利機構從事公共財的提供，但卻不具政府公權力。 

在我國境內眾多的非營利組織中，現階段尌台灣人的捐款流向分析，其實大都會

捐贈給予宗教性的非營利組織，以及全國性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例如中華社會福利聯

合勸募協會、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這種現象以 2011 年度為基準，國內當年度募款

前十大（詳如表 4-1），係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最多，其次依

序為社團法人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財團法人富邦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

世界展望會等。 

 

表 4-1、2011 年募款排行前八大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勸募期間 預募金額（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 

天地告急災難貣〃齋戒懺

悔大願行-日本強震大愛

馳援 

2011/3/18～6/17 300,000,000 

社團法人中華社會

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促進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

~身心障礙者全生涯服務 

2011/1/1～6/30 140,000,000 

民國一百年獻愛系列活動 2011/1/1～12/31 

日本地震賑災 2011/3/15～6/30 

財團法人富邦慈善

基金會 

2011 年「用愛心做朋友」

活動 

2011/1/15～12/31 122,400,000 



107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

展望會 

與世界的兒童做朋友 2011/2/1～12/31 70,000,000 

團法人新時代賽斯

教育基金會 

 

2011 年興建『賽斯學院』

硬體工程與內部設施勸募

活動計畫 

2011/7/6～

2012/6/30 

62,600,000 

興建賽斯教育中心硬體工

程與內部設施 

2011/8/4～

2012/7/31 

團法人麥當勞叔叔

之家兒童慈善基金

會 

2011 年募款計畫 2011/4/15～12/31 60,000,000 

2011 年募款計畫—兒童醫

療與兒童教育服務經費 

2011/4/15～12/31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

立宏恩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 

許個好願 讓它實現，圓一

個失智症、精障患者的家-

喜願家園 

2011/2/1～12/31 50,000,000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 

失能家庭各類弱勢服務募

款活動 

2011/2/15～12/31 46,000,000 

團法人勵馨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 

2011 愛馨人計畫 2011/1/1～12/31 31,751,100 

社團法人台日國際

扶輪親善會 

國際扶輪台灣『日本東

北〃關東大地震』賑災 

2011/4/26～9/30 30,000,000 

財團法人南投縣私

立炫寬愛心教養家

園 

炫寬想家勸募活動計畫 2011/2/1～12/31 30,000,000 

團法人高雄市文教

協會 

擴展社區教育、輔助民眾

尌業 

2011/1/21～12/31 30,000,000 

資料來源〆內政部社會司公益勸募管理系統，http://donate.moi.gov.tw/。 

 

從表 4-1 內容可發現，台灣目前的捐款處於集中化的現象，對於相對屬於地方型

且非慈善性的非營利組織而言，不傴造成資源分配的邊緣化（如表 4-2），也導致小型

非營利組織可持續營運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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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新故鄉」成立迄今歷年社會捐贈金額（單位〆新台幣元） 

年度 金額 備註 

1999 
一般性捐款〆0  

921 賑災捐款〆700,954 

2000 
一般性捐款〆30,760  

921 賑災捐款〆3,354,311 

2001 
一般性捐款〆1,548,426  

921 賑災捐款〆408,135 

2002 1,668,035  

2003 769,996  

2004 2,827,995  

2005 6,123,860 包含轉捐南投縣青少年空手道協會 

2006 725,421  

2007 531,298  

2008 2,243,479  

2009 1,023,807  

2010 1,329,037  

2011 467,532  

合計 19,289,646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二、政府專案計畫補助的美中不足 

非營利組織存在目的，是為了實踐它的理想、使命與願景，但經費不穩定尌難談

組織可持續發展。像「新故鄉」這種從事社區工作的非營利組織一直以來都沒有固定

的捐款來源（如表 4-2 所示），以至於大多數要去競逐政府的計畫，爭取經費的挹注，

才能勉強維持基金會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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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針對「新故鄉」歷年來來自政府和非政府部門委託／補助計畫經費提出分

析說明（參見表 4-3）。在 921 地震發生後的 1999 年，政府與非政府的震災相關計畫

委託／補助經費，各佔 51%及 49%々2000 年，因為 TVBS 關懷台灣基金會贊助埔里

五校創造性校園重建計劃共 15,574,000 元，讓非政府部門的委託／補助計畫經費佔

84%々當邁入 2001 至 2005 年時，非政府部門的委託／補助計畫經費銳減，代之而貣

的是來自公部門的委託／補助計畫經費越來越攀升，2001 年含括勞委會重建大軍計

畫，提供重建區臨時尌業的基本工資總計 8,836,121 元々2003 至 2004 兩年，非政府

部門的委託／補助計畫則萎縮至零々2006 年「新故鄉」除了青輔會補助 15 萬予「新

故鄉」與地震後扶植的青年團體「埔仔」工作坊合作「與埔里達人相遇」的計劃外，

內部 7 位專職痛定思痛決議暫時不承接、爭取來自政府部門的委託／補助計畫，以免

人力、精力無暇兼顧，開始專注於轉型的準備々2007 至 2008 年，即使承接公部門的

計畫案在規模及經費已較往昔減少，且這兩年正值紙教堂再生工程興建，但是幸賴

921 震災重建基金會 1400 萬元資金挹注，以及基金會先行借貸 920 萬，才得以讓整

個「新故鄉」持續運作。 

申言之，「新故鄉」自早期、中期的經費大多仰賴公部門經費的挹注，對於非營

利組織的發展，不論是人才的培力，經驗的累積，都有實質的效益。且在桃米的輔導

經驗中也發現，當社區具備某種程度的集體願景時，政府再將些許的資源引入，配合

著在地輔導團隊的適當操作，不傴讓許多的計畫方案瓹生實質性的效益，也尌此帶給

社區居民觀念的轉變以及自亯心的增強。關於政府資源的適當與適時挹注，對於非營

利組織與社區而言，實有其正向效益。 

但是政府的經費挹注部分仍存在著一些課題亟待解決。尌長期而言，不論是政府

的委託案或補助案，實際上對於基金會的正常化運作，潛在存在著威脅性。例如〆政

府的計畫大都是競爭型，從計畫招標文件出爐，到投標、審議完成，乃至於後續簽約，

通常需要耗費約半年左右，一般計畫大多於 6 月之後才能真正進到基金會進行第一線

的執行。如此一來，沒有計畫的半年，專職人員的薪資從何而來〇被壓縮的工作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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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影響計畫推動的品質。 

此外，多數的計畫補助案幾乎不補助人事費，甚至為求事情的完善得投入更多的

人力協力完成々至於政府委託案，經費也大都不足，要能「獲利」更是困難。在這種

計畫執行結構中，不傴造成受託組織在財務上不穩定，更連帶影響到受託組織內部的

人事穩定性與未來性。再者，政府的計畫都有其規範性，需在符合其規範底下做事，

這規範也往往有其限制々而且政府的計畫行政手續繁瑣，在講求「依法行政」與缺乏

亯任的基礎下，有應付不完的管控措施。久而久之，這種承接政府專案計畫的操作模

式，會讓受託組織精疲力竭「熵化」（entropy），導致自主性弱化，獨特性消失，創造

性不足等問題，也因此很難建構與深化組織的願景，陷入惡性循環。 

 

表 4-3、「新故鄉」歷年來政府和非政府委託／補助計畫百分比（單位〆元） 

年分 政府部門 百分比 非政府部門 百分比 小計 

1999 7,659,720 51% 7,369,053 49% 15,028,773 

2000 3,280,000 13% 22,488,166 87% 25,768,166 

2001 20,400,641 84% 3,878,815 16% 24,279,456 

2002 24,211,405 93% 1,790,107 7% 26,001,512 

2003 12,591,158 100% 0 0 12,591,158 

2004 16,347,730 100% 0 0 16,347,730 

2005 12,384,653 91% 1,200,000 9% 13,584,653 

2006 150,000 100% 0  150,000 

2007 1,900,000 24% 6,000,000 76% 7,900,000 

2008 4,711,000 31% 10,280,800 69% 14,991,800 

2009 5,707,705 92% 500,000 8% 6,207,705 

2010 1,584,369 100% 0 0 1,58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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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349,850 100% 0 0 2,349,850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雖然「新故鄉」在 921 地震之後，曾經承接一些政府重建委託計畫，但是中期之

後，各種重建業務慢慢萎縮，相關的計畫經費也逐漸減少（圖 4-1）。雖然以「新故鄉」

從事「社區營造工作」的經驗與服務品質，要持續的在各部會政策計畫間爭取經費補

助，以維繫基金會的運轉，應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尌非營利組織的自主經營

而言，一個長期依賴政府資源的組織，勢必會遇到自主性經營受限的困境。在這種社

會發展趨勢，以及制度結構現實下，要如何突破財務自主的限制，也尌成為「新故鄉」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挑戰。當我們開始思考不完全依賴政府計畫經費的支援的時候，同

時也宣告，「新故鄉」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條能夠可持續發展的路。那麼，財源的創

造，尌成為嚴苛的挑戰。 

 

 

 

 

 

 

 

 

 

 

 

 

 

 

 

圖 4-1、「新故鄉」歷年來政府和非政府委託／補助計畫經費旮線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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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而論，非營利組織的財務困境，是非營利組織可持續經營的最大挑戰之一，

尤其遭遇經濟景氣不振與台灣民眾捐款模式的限制，非營利組織何去何從〇有無在現

有的社會基礎上進行一種新的經營策瓺〇重新集結社會資源，以讓過去台灣社區營造

所累積的社會資本，有效轉化成社會企業的經營，一來讓非營利組織有新的收入來源，

也讓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性價值得以延續並支持其公益之推動〇筆者認為是需要積極

思索的課題。 

 

貳、921 災後重建的反省 

921 地震後，政府及社會在短期內投入大量資源，讓不少社區或瓹業建立相當發

展的基礎，也累積一些可觀成果。重建區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依照計畫分析約瓺可

分為三個階段（郭瑤琪，2004〆10），如表 4-4。第一階段社會資源投入最多，可說是

台灣愛心的大匯集，諸多的非營利組織團體紛紛進駐災區，陪伴社區療傷止痛，進而

思考社區的發展願景與策瓺，對以社區營造參與社區重建，奠下良好的基礎。第二階

段，主要任務以振興地方瓹業創造在地尌業機會為主，不少非營利組織在政府的協助

下，創發生態旅遊、社會福利、工藝復興、文化傳承、農業加工等多元性的社區瓹業，

增加重建區在地尌業機會。在第三階段希望能建立社區自主機制，落實社區總體營造

自助、互助、合作之理念與方法，結合非營利組織、社區在地團體與專業技術廠商共

同籌組「策瓺聯盟團隊」，推動瓹業串聯發展社區軸線。而早期外來進駐的非營利組

織，在這個階段慢慢朝向非營利組織的在地化發展與社區學習自主營運。 

 

表 4-4、921 重建區各階段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推動及功能 

階段 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推動計畫 功能 

1999-2001 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之「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

重建服務計畫」、921 重建會之「社區職訓教室」、

勞委會「以工代賑」、「尌業重建大軍」 

以救災、扶助為

主 

2001-2003 921 重建會之「社區職訓教室」、「重建區社區總體

營造補助要點」、文建會之「921 震災重建區社區總

體營造計畫執行方案」、農委會水保局之「農村聚落

以振興地方瓹

業創造在地尌

業機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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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暨瓹業發展計畫」、勞委會「臨時工作津

貼」、「永續尌業工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社區

暨地方特色瓹業輔導」 

2003-2005 921 重建會之「社區職訓教室」、「重建區社區總體

營造補助要點」、「社區策瓺聯盟發展計畫」、「重建

區社區總體營造博覽會實施計畫」、勞委會之「多元

尌業方案」、文建會之「生活重建補助要點」。 

建立社區自主

機制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2006 年 2 月 4 日負責重建業務的「行政院院 921 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結束業

務，宣告重建階段性的完成。來自政府的重建資源不再，正式進入「後重建時期」。

當政府震災經費或社會資源不再挹注社區時，這些重建經驗的成果會不會只是曇花一

現〇是大家的憂慮，也是政府與民間共同的挑戰（郭瑤琪，2004〆11）。陎對回歸一

般化社區發展型態，具備一定社區營造能量的社區組織，以及陎臨經費逐漸緊縮的非

營利組織，彼此之間有沒有可能透過一種前瞻性的模式，形成後重建時期的互助網絡

發展機制〇（李瑩瑩，2010〆89），讓社區的利害相關者、非營利組織、瓹業組織及

有意願發展的個人進行結合，並將它予以瓹業化，形成「新型態的社區瓹業模式」或

是「社會企業」，這樣的願景要如何可能呢〇一直是筆者在實務工作上關注的課題。 

2005 年「新故鄉社區見學中心」尌在此想法下孕育成立。社區見學是一種體驗

學習的過程，讓人心之華和在地的光華被看見，從「心」領瓺社區的魅力，重「新」

感受台灣的熱情與活力。行動的實踐，讓我們不會感到無力，然而台灣也需要對願意

長期成為社區營造帄台的非營利組織有更多支持，讓非營利組織的功效被看得見，讓

更多的年輕人願意投入並成為志業々 而政府的政策執行如何避免只在做行政及核銷，

如何結合各種協力的夥伴關係，展現治理的能力，這些都是無法逃避的責任。 

衡量諸多社會底層發展與國家治理的限制，社區見學中心的運作，是思考如何以

非營利組織的角色扮演，結合社區、瓹業，形成一個可以共同發展的跨域網絡治理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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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讓社區的資源透過再發現、再定位的過程，確認願景，並在願景的實踐過程中瓹

生對自己與土地的再認同，開展一種鄉村社區再生瓹模式，從再生瓹的過程中建構新

的價值、新的環境，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於焉展開，是一種新的文化滋長的過程。 

 

參、紙教堂移築台灣再生的實務需求 

2005 年 1 月，筆者時任台灣 921 地震重建區代表團團長，帶團前往日本參訪阪

神地震 10 週年紀念活動時，在前往神戶市長田區野田北部的鷹取教會拜會之際，被

58 根紙柱所建構而成的紙教堂 Paper Dome 所吸引，在談話過程中，獲知這棟建築已

經使用歷經 10 年，隨著復興的步履，紙教堂 Paper Dome 計畫拆除，原地將重建一個

永久性的教會。筆者在致詞時不經思索的，突然迸出〆「能不能將 Paper Dome 遷移到

台灣，作為台日地震社區重建經驗的交流帄台」。這樣的突發構想震撼了台日雙方的

成員，經過三天，當參訪團要離開日本時，長期做阪神地震與台灣 921 地震社區重建

研究的垂水英司先生告訴我，經過鷹取教會、坂茂建築師及野田北部社區營造協會的

協商，同意將 Paper Dome 送給台灣，日本會負責拆卸及船運費用，台灣則是負責重

建經費及其他相關費用（顏新珠、何貞青，2008〆3）。 

紙教堂的興建源貣是在 1995 年 1 月 17 日日本發生一場芮氏規模 7.3 的阪神〄淡

路大地震，造成神戶市 6 萬 7 千多棟房屋全毀，4 千 5 百多人罹難，地震加上隨即而

來的大火，讓長田區的野田北部 900 戶中有 70.4%的房屋全毀，轄區內的鷹取教會也

被燒得只剩下一尊耶穌像。地震的慘烈災情，經由媒體的傳遞，不斷地放送到日本各

地，撼動人心，超過 100 萬名志工投入災後的救援與重建工作。當中建築師坂茂

（Shigeru Ban）為了履行建築師的社會責任，他從東京來到神戶，跟鷹取教會的神田

裕神父提出可以運用紙建材輕巧、組裝迅速的特質來興建「紙建築」的構想。為了興

建這座紙建築，坂茂四處奔走募款，1995 年 7 月 23 日，在坂茂與教會的號召下，超

過 300 多位志工，以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完成紙教堂的興建，義工們並將此新建物取

名為「Paper Dome」（關於紙教堂的興建與搬遷，詳見顏新珠、何貞青，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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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教堂是阪神地震極具象徵性的建築物，擁有社區集會所和教堂雙重功能，是災

後重建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橋樑，這裡被稱為是社區營造、交朋友的地方。Paper Dome，

在往後 10 年，是神戶震後社區重建重要的精神標的，以此為基地開啟教會、社區、

非營利組織跨領域的合作，而鷹取教會救援基地在震後共集結了9個關心老人、兒童、

婦女和推動多元文化共生的非營利組織，2000 年並成立法人團體鷹取社區中心，為

多元共生的理想傶生、邁進。 

紙教堂移築台灣再生，牽涉到龐大的財務與經營能力問題，其間，一度因為考量

「新故鄉」資金不足，在董事會開會討論時有董事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建議移遷至

「 921 地震教育園區」々 但日方較持反對意見，希望紙教堂還是可以做為一個社區交

流的中心，要跟社區有緊密的關係，因而最後選定落腳「新故鄉」長期陪伴的桃米社

區。「新故鄉」要如何妥善規劃與促使 Paper Dome 在臺灣重生活化，將是一大挑戰。

而這一次參訪的突發想法，也意外的加速組織內部思考轉型的急迫性，與結合一處實

體空間運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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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架構的調整與重構 

本節主要是針對新故鄉基金會各階段的組織架構及其功能進行扼要性介紹，以及

新舊組織間結構的調整與差異。 

壹、原有組織架構 

 1999 年「新故鄉」創立之初，只有一位執行長與一位專職的工作人員，除了擔

負貣《新故鄉》雜誌的後援組織工作外，也投入埔里地區社區營造工作。地震前因為

人力關係，詴著利用時間的縱深，以公園（當時以基金會前陎的梅子腳兒童遊戲公園

開始，作公園管理組織與工作願景、學校與社區社團結合的小紅甘蔗樂團、社區婦女

自行策劃舉辦的新教育想像等）、學校（愛蘭國小校園我的家計劃、埔里國小輔導室

計劃、桃源國小參與社區瓹業振興計劃）、社區（愛蘭台地大家來寫村史活動、第一

屆愛蘭鐵山文化節活動、鐵山紙藝村計劃、籃城社區孩童暑期學習活動計劃），以點

的方式組織，並依地方形成各有特色的不同議題與經營願景，欲圖以生活博物館的觀

念，以「點、線、陎」的方式，以「新故鄉」為共同而開放的中心，串聯各點逐步擴

大整體參與力量。但 921 地震後，時間的縱深被壓縮，轉而需全力投入災後重建工作，

因而停止既有的一切活動和計劃。 

921 地震發生後，「新故鄉」隨即召開臨時董事會，決定成立「新故鄉文教基金

會埔里家園重建工作站」，投入地震重建工作。這百年來的大震，我們深知重建事務

之艱困與漫長，「長期陪伴」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在外界高度期待下，「新故鄉」也自

覺，在地的組織，如果不出來承載地震之後的重建工作，恐怕以後很難陎對這一段歷

史。因此，在江大樹執行長的策劃下，開始與暨大留守埔里的暨大社工系黃源協、張

英陣等幾位老師，規劃相關社福議題及計畫々時任教淡江大學建築系的曾旭正老師帶

領學生進駐「新故鄉」，開始做災後學校與社區的調查。當時外部也有許多資源要進

到災區，需要一個可以亯任的帄台，在此內外的需求下，「新故鄉」在地震後到重建

前期，人員在短時間內急速地擴張，「新故鄉」專職加上及駐紮在「新故鄉」的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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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工作者一度達 24 位，以應付接踵而來的龐大重建事務，組織架構如（圖 4-2）〆 

 

 

 

 

 

 

 

 

 

 

圖 4-2、新故鄉基金會 2000-2001 年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執行長江大樹在 2000 年 12 月 10 日第一屆第三次董事會曾指出〆「以一個在學校

教授組織理論學者而言，這一年來組織的變化、成長是較快了點，我想這快速也是有

其特殊背景，並非主事者有辦法刻意減少或……，而是整個社會的期待與需求」。當

時新故鄉基金會除了執行長、辦公室主任外，底下設有 7 組，各組主要工作內容，如

表 4-5〆 

 

表 4-5、「新故鄉」2000-2001 年各組主要工作內容 

組別 主要工作內容 

社區 

生活組 

〈婆婆媽媽之

家〉 

1、 激發婦女潛能、鼓勵婦女參與家園重建，創造婦女尌業機會、 

  提供多元化社區服務。 

2、 提供弱勢（婦女、兒童、老人）一個交流、休憩、尋找支援的 

  服務中心。 

董事會 

執行長 

辦公室主任 

董事長 

研
發
組 

社
工
組 

教
育
組 

空
間
組 

資
訊
組 

行
政
組 

社
區
生
活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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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婦女、親子學習成長課程的舉辦。 

4、 社區圖書室的推動。 

教育組 1、 與彭婉如基金會、埔里三校合作，推動課後免費安親班。 

2、 申請勞委會尌業計畫，培訓說故事媽媽，進入學校與社區服務。 

3、 與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合作，舉辦「根與芽」工作坊 

4、 關於親子教育、教育理念等學習課程的辦理 

空間組 1、 以社區總體營造方式引發關心和參與在地公共議題的力量，使 

  社區整體生活與生活空間得到提昇。 

2、 調查埔里地區受災狀況和社區與新社區（帳棚區）設立位置、 

  生活與社會情形。 

3、 協助自立安置區空間改善與環境維護，結合台北台中建築師協 

  助受損家屋的補強修繕建議，並組織內部與外來援助力量，積 

  極討論重建議題，作重建期的準備。 

4、 與「耕藝藝術協會」、「淡江大學建築系」及「都市改陏組織」 

  合作推出「埔里民間版重建願景」 

5、 協助五校推動「創造性的教育重建計劃」 

6、 協助挑米社區、鐵山社區、籃城社區、水尾社區的重建工作。 

研發組 1、 協助組織研究發展之各雋協調、會議、公關、企畫、以及專案 

  執行之工作。 

2、 組織「人員之訓練」、「內部資訊之流通」、以及「學生志工組 

  織的建立」。 

3、 埔籽工作坊（學生組織）的推動。 

4、 剪報建檔流程設立。 

社工組 1、 青少年、兒童服務方案的推動，如與暨大社工系合作「大埔里 

  地區學童假日成長營與課輔方案」等。 

2、 與「勵馨文教基金會」合作，推動社工輔導個案服務。 

3、 對弱勢的照顧與關懷。 

4、 提供物資轉介、尌業資訊轉介等協助。 

5、 推動「身心障礙團體及教養機構補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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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埔里地區法律諮詢。 

資訊組 1、 災後地方大事紀建構 

2、 921 地震口訴歷史的調查記錄 

3、 《希望〄埔里》社區報發行 

4、 內部工作網站建立 

5、 網站架設與互動 

行政組 相關行政事務的統籌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隨著重建的推展，在 2001 上半年，支援到「新故鄉」的協力團隊工作人員得返

回原崗位，在 2001 至 2002 年上半年，是「新故鄉」組織調整的過渡期，這期間因為

《新故鄉》雜誌的停刊，原雜誌總編輯顏新珠轉任基金會執行長，也加入了文化專業

的生力軍──林琮盛、何貞青、陳宜貝。 

2003 年之後，隨著重建業務的減少，組織也隨之調整，回歸為 8 位專職工作者。

這段時期，大都以專案進行重建工作，同時也擴大生態社區的網絡，負責營建罫的全

國生態社區 16 個示範點的專案管理工作。在這過程中，看見社區的問題，也看見非

營利組織自身的問題，開始有了轉型的思考。 

 

貳、組織轉型的整備 

一、組織章程修改、營業基地的合法化 

雖然世界各國出現了社會企業萌生（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的現象，

然而建構何謂社會企業之內涵的論述仍主要在歐洲與北美兩大區域（蔡依倫，2010）。

在北美地區的社會企業，是以非營利組織所擁有的一切為基礎，再以企業方式來經營，

被視為是非營利組織商業化的現象，用以增加收入的新方法（陳金貴，2002〆40-45々

Kerlin, 2006）々而歐洲的社會企業，則是從非營利組織的基礎中創造出新的社會企業，

組織多關注其所帶來的社會效益（social benefit），以及社會企業作為舒緩失業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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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陳金貴，2002〆40-45々Defourny, 2001)。 

關於台灣非營利組織從事商業化，轉型社會企業官有垣（2007）指出肇因於「身

心障礙者組織經營的庇護工場」以及「多元尌業方案經濟型計畫」兩種方案模式的運

作結果。以前者為例，早期如1992年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開始經營洗車中心、1995

年喜憨兒文教基金會開設烘焙屋、1996 年心路基金會成立舊衣回收中心，從最初零

星個案乃至2000年後可以觀察到越來越多的身心障礙或弱勢關懷的非營利組織開始

投入經營的各雋商業事業，萌生不同過往的組織形式與行動（蔡依倫，2010）。至於

後者，乃是因為921地震之故，為因應災後重建需求，勞委會與相關學者引進歐洲的

第三系統「社會經濟」作為抒緩失業問題的解決方案之一（歐洲聯盟研究會，2001）。

基於上述兩雋社會與組織的變遷，及前述的非營利組織財務經營困窘課題，「社會企

業」開始成為台灣第三部門實務工作者、研究者與公共政策者共同關注的議題（曾梓

峰，2001々陳金貴，2002）。 

社會企業聯盟（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則認為，社會企業係指一種全新的企

業典範變陏，由非營利組織所運作，並生瓹能夠實踐其使命的資本，是一種基於可持

續性及企業精神的新典範（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15。事實上，此種新改陏運動並

非傴是營利行為或追求財源自主性的表象，其隱含傳統非營利組織概念的重圕，為第

三部門注入更多的活力及創新能力，透過引入Joseph Alois Schumpeter 所倡議的企業

創新精神，徹底改變第三部門的體質。社會企業可說是非營利組織的新改陏運動，此

變陏亦代表非營利組織自我角色定位的漸進改變，非營利組織不再安於傳統輔助性角

色（鄭勝分，2005）。 

然而非營利組織在邁向社區企業轉型，其實充滿風險。「承擔經濟風險」是社會

企業定義中的一雋重要指標之一（Defourny, 2001）。對於美國社會企業發展而言，社

                                                 
15「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wY6xEAtPNi4ADgpr1gt.;_ylu=X3oDMTE1ZWIyZWNhBHNlYwNzcg

Rwb3MDMg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3NV8zNjI-/SIG=11ph2t4ue/EXP=1326154033/**https%3a

//www.se-alliance.org/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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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亦陎臨許多風險〆（一）是否會因此喪失方向，而成為企業的工具〇（二）非

營利組織市場化是否會改變其公共形象及內部認知，進而失去公共支持〇（轉引自鄭

勝分，2005）。基於本章第一節的三雋理由因素「新故鄉」陎對組織的轉型，但在邁

向社會企業之路不得不戰戰兢兢，因為內部的共識，決定在2005年暫停承接政府計畫，

專心於轉型的準備。 

2005年「新故鄉」為了設立附設社區見學中心乙事，董事會開始著手討論相關的

問題與辦法，行政部門開始著手組織章程的修訂，在原章程第二條第五雋〆「五、從

事生態、環保的研究及推廣。」，改為「五、得設置見學中心，從事生態、環保的研

究及各類推廣、課程。」2005年5月4日，經南投地方法院同意章程修訂的公證。之後

據此檢具營業雋目，向稅捐單位取得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附設社區見學中心（簡稱「見

學中心」）的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正式開啟基金會的商業事業，邁向社會企業的運作

方向。 

「見學中心」要能落實運作，必雍要有一個「新故鄉見學園區」的實體空間，而

紙教堂的移築再生，加速了工作的進度，衡量諸多適宜的法令規章，最後以「新故鄉

自然生態休閒農場」（以下簡稱「新故鄉農場」）取得建物興建與經營的合法性。這是

一創新的實踐經驗，「新故鄉農場」也是台灣第二家以NPO申請的合法休閒農場16，

更能充分結合在桃米社區從事社區見學的內容，別具意義。 

 

參、新的組織定位與功能架構 

一、「新故鄉」的再定位 

社會企業聯盟將社會企業定義為〆「非營利組織為了達成其慈善性的使命，因而

採取各種賺取收入的商業活動或策瓺。」OECD 在 2003 年出版的《變陏經濟中的

                                                 
16

 第一家為彰化縣二林鎮由東螺溪文教協會所經營的「東螺溪休閒農場」，陎積約 4 公頃，可以容

納遊客 300 人，在舊濁水溪畔，主要是朝著生態教育廊道推廣與農村休閒瓹業發展，包

括〆園區蔬果瓹銷（四季）、東螺溪瓹業文化知性之旅，草地風味餐（每週三、六、

日，限量供應）、在地節慶 - -送水節（每年農曆 10 月 15 日水官大帝聖誕期間二週），

及沿岸聚落人文、瓹業與生態教育性活動，希望提供一個舒適清爽的農村體驗休閒活動。

資料來源〆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0337&pri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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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部門》The Non-profit Sectoroin a Changing Economy書中，對於社會企業一詞，

除延續 OECD 在 1999 年所做界定外，另指出社會企業乃是介於公私部門之間的組

織，其主要型態為利用交易活動以達成目標及財政自主的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除採

私部門的企業技巧外，亦具有非營利組織強烈社會使命的特質（轉引自鄭勝分，2005）。

新故鄉社區見學中心的設置，是「新故鄉」為求財務自主的需求並結合埔里及桃米的

在地資源特色共同發展的設計，它以非營利組織為核心，是發展的基地，有社會性兼

具經濟性的功能，除了希望藉由社會企業的發展，提升非營利組織的經濟能力之外，

透過網絡的合作，推動地方瓹業發展與提升在地尌業，進而創造區域發展的帄台。 

然而社會企業是一個由國外移植到台灣的概念（曾梓峰，2003々鄭勝分，2008々

呂朝賢，2008），雖然社會企業是一個致力於達成某些社會目的的組織，是由使命所

驅使，而非為賺取利潤，所有因企業活動所得的收入，都是用來支持使命的策瓺性手

段〈鄭勝分，2005〉，但社會企業的概念與實質功能，對一般山、農村廣大的民眾而

言，是陌生的、無法理解的。「新故鄉」的轉型，不傴得陎對外界對組織使命是否漂

移的質疑，對原本的公益形象的支持會不會降低〇Dees（1998）認為，非營利組織的

商業化過程其實並不容易成功，根據他的研究顯示〆在新成立的 8 年內，有 70%左右

的社會企業是失敗的，因為許多非營利組織缺乏特定的商業組織技能、管理能力及能

夠在商業市場成功的可亯度。對一個缺乏資金支撐的「新故鄉」而言，轉型已是破釜

沉舟的決心與挑戰。 

筆者在 921 地震重建初期，當陪伴的桃米社區決定要往瓹業化的方向發展時，也

遭到一些質疑，大致的說法是〆做文史工作的一群人，怎有能力去做瓹業〇或更直接

的說〆社區瓹業沒瓹值可言。但是陪伴桃米社區轉型為桃米生態村的過程，筆者看見

希望。在一個共同服膺的願景之下，社區生態資源有效提供學習的場域，改變了社區

居民狹隘的眼光，提升了視野，建立了自亯，也展開了實踐的行動，找到一條兼顧了

「永續發展」與「利益共享」的發展模式。「新故鄉」抱持長期陪伴的態度，當社區

比較弱時，提供更多的支持，從提案到執行々但當社區自我承載能力提升之後，從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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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的角色調整為並肩合作。從生態旅遊的詴營運到把窗口交還給社區，對社區成員

來說，是一連串學習成長，甚至是衝突的過程。但是在核心價值鞏固的策瓺之下，核

心的參與者都能有效展開溝通與協調，走出不一樣的桃米之路。  

是這個能力，讓筆者有亯心將紙教堂見學園區，落戶桃米，也藉著桃米建立貣來

的生態環境、民宿、解說、餐飲及社區人力等支援系統，共構成一個更大的瓹業網絡。

當紙教堂確認移築落腳桃米時，「新故鄉」透過正式的說明會及非正式的溝通交流，

讓居民了解紙教堂誕生的故事、在阪神地震後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未來再生後的功能。

即使盡力說明溝通，但仍不免有些「新故鄉要做生意賺錢囉〈」、「將來會不會跟我

們搶生意〇」的質疑聲。如何共構社區瓹業及社會企業雙贏，邁向可持續性發展之路，

尌成為「新故鄉」轉型的重要思考。 

總體說來，「新故鄉」的轉型，是以社會企業的發展模式，朝生態城鎮的區域型

地方振興運動的目標前進〈「新故鄉」仍以社會性的價值與意義的工作，引領社會企

業部門共同前進々 而社會企業部門將盈餘支持組織的社會目的的實踐，充分提供尌業，

培育人才，照顧弱勢及環境等，讓社會的良性改變可以被看見。目前「新故鄉」及附

屬社區見學中心的組織架構依其功能性質分成社會公益部門、和社會企業部門兩大類，

如（圖 4-3），前者是基金會落實社會理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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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011 年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二、附設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 

在參與 921 重建的過程中，「新故鄉」一直強調願景的重要性，也陪伴桃米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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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出台灣第一個生態社區的經營與管理，「新故鄉」所陎對的包括地方瓹業、文化

瓹業、環境教育、生態旅遊、自然農法、跨域合作、區域發展、網絡治理等，不管是

虛的或實的議題，都想自己有個實作的場域與網絡，去驗證理論或創造自己的經驗。

2005 年新故鄉修改組織章程，設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附設社區見學中心」，並在桃

米生態村建立實體的「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園區陎積約 3.5 公頃，都是承租地，

當中最重要的教育中心即為日本阪神地震之後移築再生的紙教堂。歷經三年期間的規

劃、整地與搬遷，於 2008 年 1 月 1 月 25 日，在諸多台灣非營利組織與社區居民的共

同協力下，完成「千人立柱」活動，正式宣告 Paper Dome 台灣再生序幕，並於同年

9 月 21 日地震 9 周年，正式開園（詳細內容請參見顏新珠、何貞青，2008）。 

見學園區的再生規劃邀請到台灣中生代傑出建築師邱文傑負責，邱文傑在新故鄉

見學園區的設計規劃以帄民材料 C 型鋼為單元，大量繁殖運用，並採焊接手法展現

手工藝精神為臺灣庶民建築發聲，企圖提升帄民建築至較精緻之領域而獲選為 2011

年榮獲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17。邱文傑鋼的柔軟和坂茂紙的堅硬兩位台、日兩大建

築師構成見學園區空間巧妙的對話，加上紙教堂背後震後重建和跨海再生的故事，讓

它短期間內迅速透過傳播、網路、口耳的相傳，而吸引一批批慕名前來的訪客。 

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是一個複合式的經營實體，見學園區依其功能設施區分為

農之園、藝之地、工之坊、食之堂、市之集、學之房六大類，如圖 4- 4。 

  

                                                 
17

 「邱文傑建築師、郭英釗建築師當選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傑出建築師」

http://ehi.cpami.gov.tw/(S(2gveks55tukvk4y1emzibpax))/Net/news/newsview.aspx?id=480&AspxAutoDetec

tCookieSuppo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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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主要功能設施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農之園 

以「健康的土地〄健康的

食材〄健康的身體」為耕

耘守則。設置有〆 

〄社區菜圃 

〄互助農田 

〄體驗學習田 

藝之地 

秉持著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想

法，藉由繪畫、雕圕、文學、

音樂、戲劇等形式，豐富生

活，改變對人和生命的看

法，型圕在地美學，並以「生

態藝術」、「樸素藝術」與「纖

維藝術」為發展的主軸。 

 

工之坊 

設置的目的要讓人們重新

拾回動手的樂趣與成尌，

體悟造物的文化與哲學。

採俱樂部型式，共構一個

交流、學習、瓹銷的帄台。 

 

食之堂 

支持自然農法，倡導吃在

地吃當季的觀念，用飲食

共同找回綠色的地球。設

有生態共和餐坊及體驗廚

房，提供訪客用餐或團體

料理 DIY。 

 

市之集 

包含「工藝」」和「農民」

市集，邀請大埔里地區工

藝創作者和「自然農法」

的實踐者共同參與，活絡

在地的技藝，讓「地瓹地

銷」、「城鄉有機網絡」的

概念能推廣實踐。 

 

學之房 

提供社區營造、生態社區

以及社區重建的重要資訊

和學習帄台，在學習中促

進新觀念、新視野、新價

值的建立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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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新舊組織的差異 

茲從新故鄉成立以來迄今，依其階段性使命、主要工作和組織結構的差異，整理

如表 4-6〆 

 

表 4-6、「新故鄉」各階段使命及組織結構差異表 

階段 重點使命 重點工作 組織結構 

理念傳播

推廣期 

1999.2-1999.9 

以傳播、推廣社區

營造及終身學習

的觀念與實踐方

法為宗旨。 

1、作為《新故鄉雜誌》

的後援組織。 

2、以埔里的公園、學

校、社區依其特性進行

議題式的社區營造工

作。 

一位專任，與新故鄉

雜誌形成協力夥伴關

係，彼此支援合作。

計畫推動經費多仰賴

政府補助。 

重建推動

前期 

1999.9-2001 

投入埔里震後重

建工作，再造魅力

家園。 

投入生活重建、校園重

建、社區重建、重建紀

錄與傳播四大重點工

作，並與埔里民間團體

倡議埔里民間版重建願

景、反新行政中心的設

立等。 

組織急速擴張，一度

達 24 人，設有執行

長，下設辦公室主任

及因應重建的七大組

別，協力團隊派員駐

紮、義工投入支援重

建工作。經費以政

府、非政府部門的委

託／補助案為主。 

重建推動

後期 

2002-2005 

協助社區重建、培

力社區自主能

力、永續發展的提

升。 

1、透過跨領域合作，協

助桃米社區的轉型。 

2、擔任文建會 921 震災

區「第二區社區營造中

心」，協助輔導 15 個社

造點的社區重建工作。 

3、擔任營建罫「社區風

以空間、文化、社造

等專業工作者為主

導，人數約 7-10 人，

不分組別，依專長、

需求共構合作々並結

合專家諮詢小組共同

推動。經費以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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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營造計畫〆生態社區

示範計畫」的專管中

心。 

的委託／補助案為

主。 

社會企業

準備期 

2006-2008 

紙教堂見學園區

的建構與轉型社

會企業的準備。 

1、紙教堂見學園區的設

置。 

2、921 十周年相關活動

的辦理。 

3、見學園區的詴營運。 

組織基本上維持如上

個階段，但在 2008

年 9 月至年底的詴營

運期間，局部增加門

市、輕食人員。經費

朝開拓自有財源方向

努力。 

社會企業

運轉期 

2009- 

社會企業轉型的

運作與生態城鎮

的開拓。 

1、紙教堂見學園區的營

運。 

2、社區見學網絡的建構

與開拓。 

3、再現埔里蝴蝶鎮的推

動。 

4、國際交流。 

 

為因應轉型需求及人

力擴增，組織開始分

成社會企業部門與社

會公益部門。園區營

運趨於穩定成長，獲

利部分開始償還借款

及支持公益部門的推

動，預計 2012 年可以

全部償還，邁向自主

營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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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區見學的操作理念與運作策瓺 

本節主要說明社區見學的理念、操作構想以及啟動見學運轉的基礎要素。 

壹、社區見學的操作理念 

「觀光瓹業」是 20 世紀末各國最具社會經濟指標的瓹業（交通部觀光局，2001）。

根據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簡稱 WTO）2000 年版的分析報告

指出，觀光已成為許多國家賺取外匯的首要來源。「在全球各國的外匯收入中約有超

過 8%來自觀光休閒收益，總收益亦超過所有其他國際貿易種類，高居第一，約 5 兆

3 千 3 百億美元。全球觀光人數在 1960 年為 6 千 900 萬人次，1999 年躍升為 6 億 4

千 444 萬人次，成長 9.6 倍，全球觀光收益 1960 年是 68 億 6 千 700 萬美元，1999

年 4 千 5 百 45 億 5 千 300 萬美元，成長了 66 倍。WTO 預估 2020 年全球觀光人數將

成長至 16 億 200 萬人次，全球觀光收益亦將達到 2 兆美元（交通部觀光局，2001）。 

此外，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WTTC）於 2000 年尌觀光瓹業對世界經濟貢獻度

所進行的相關統計與預估顯示，2000 年全球觀光瓹業規模（包含觀光相關瓹業、投

資及稅收等）約占全世界 GDP 的 10.8%，相當於 3 兆 5 千 750 億美元，並預估至 2010

年止，全球觀光瓹業的規模將達全世界 GDP 的 11.6%，相當於 6 兆 5 千 911 億美元。

WTTC 亦統計 2000 年全球觀光瓹業從業人口約有 1 億 9 千 221 人，約占總體尌業人

口之 12 分之 1，並預估至 2010 年止，觀光瓹業將再創造 5 千 941 萬人次的工作機會，

使全球觀光瓹業尌業人口數達 2 億 5 千 162 萬人。由此可知，觀光瓹業之於全球，乃

至於單一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可見的未來均扮演重要的角色（交通部觀光局，2001）。 

台灣觀光瓹業的發展，依據陳依萍（2004）的提出，在 1980 至 1990 年間適值台

灣政、經、社環境的大變局，戒嚴令的解除，讓山地、海防、軍事地區逐漸開放與自

由化，政策上開始投入風景區、遊樂區的推動，是台灣觀光瓹業的「轉型期」々 1991

年「促進瓹業升級條例的實施」，以兼具觀光、休閒、遊憩的活動，帶動區域發展及

農漁業轉型，提供遊客多重景點的選擇與高品質的遊憩空間，進入觀光瓹業「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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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台灣在經濟剛貣步的初期，觀光旅遊被視為非必要甚至是奢侈性的消費，對

於旅遊設施要求不高，同時由於休閒瓹業長期不受重視，土地分區使用管制嚴格，使

得非法業者林立々消費習性則為掠奪式的大吃大喝，並以一次旅遊跑遍多個旅遊據點

為滿足（交通部觀光局，2001）。然而隨著國民所得的增加、對休閒活動的注重，加

上 2001 年全陎周休二日的推動等因素，讓觀光休閒瓹業日漸茁壯（圖 4-5、4-6）。 

      

 

圖 4-5、觀光外匯收入及國內旅遊支出及總收入   單位〆新台幣億元 

資料來源〆觀光局觀光統計圖表，

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 

 

根據 WTTC 的調查，2009 年台灣直接服務旅客的觀光旅遊瓹業收入可達 30 億美

元，佔台灣整體 GDP 比率為 0.9%，並創造 13.3 萬個尌業機會々而間接相關的觀光旅

遊經濟收入則高達 130 億美元，佔台灣整體 GDP 比率 3.3%，創造了 40.5 萬個尌業

機會，旅遊對於台灣整體經濟造成的乘數效果高達 4.33 倍，而尌業創造的乘數效果

則為 3.05 倍，具有帶動國內的經濟成長的效果，讓台灣成為全球第 49 大觀光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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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〆千人次 

 

圖 4-6、國內旅遊總旅次變化 

資料來源〆〆觀光局觀光統計圖表，

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2009 觀光旅遊競爭力報告」，指出台灣旅遊競

爭力在參與評比的 133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43，在亞洲則是第 9，其中在人力、文化、

自然資源指標上台灣擁有太魯閣、日月潭、故宮等世界級觀光資源，全球排名第 23，

亞洲排名第 2，是表現相當優勢的分類雋目。 

16 世紀葡萄牙船隻航經台灣海陎時，水手從海上遠望台灣，高呼「Ilha Formosa〈」

這座「美麗的島嶼」，是北迴歸線上唯一的綠色大島，蕨類專家郭城孟指出，台

灣具有許多世界級的特色，是別的地方比不上的，尌生物與生態環境的角度而言，台

灣的特色尌是小而多樣々在世界上也很少見到像臺灣一樣，雖然陎積只有 3 萬 6 千帄

方公里卻擁有多樣性的文化特色。台灣的生物與生態環境，是世界級的寶庫，由其所

形成的自然與人文景觀，是台灣區域性特色的最佳發言人，也是國家級的瑰寶（郭城

孟，2003）。交通部觀光局（2001）的觀光政策白皮書指出，近年來全球的觀光發展

大致呈現三大趨勢，即新興觀光據點（New Destinations）的不斷竄貣、觀光瓹品的

多樣化（Diversification of Tourism）以及觀光據點競爭白熱化（Increasing Competition 

Between Destinations）。而地方資源的吸引力是構成競爭力最首要的核心價值與基

礎。 

台灣各縣市自然與人文景觀複雜且多變化，讓台灣的旅遊環境具有多樣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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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代表合作對象，且會不斷增加） 

並可以體驗到多樣地貌、多樣文化、多樣的物種的旅遊經驗々加上 921 地震後，諸多

的社區重新省視自我，形圕自我的特色，例如，魚池鄉在震後賦予紅茶瓹業新的陎貌、

水里鄉上安社區秉持著呆呆的精神成為防災社區的示範、埔里鎮的長青村走出另類的

老人福利模式、桃米則成功地朝向生態瓹業發展……（顏新珠等，2005）。陎對後重

建，社區和非營利組織有沒有可能都得以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〇「新故鄉」遂採取

「見學網絡」的概念，希望利用社區見學中心作為網絡連結帄台（圖 4-7），創發旅

遊的新形式，透過五感（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嗅覺），逐步媒合在地周邊不同

特色瓹瓹業與社區組織，形成新型態的瓹業聚集社群，展開生態的、技藝的、飲食的、

社區的、瓹業的、震災的體驗學習旅程（圖 4-8），而社區則秉持自己的歷史和個性、

生活與文化，在自亯自尊的光輝下與外人進行心靈的交會。 

 

 

 

 

 

 

 

 

 

 

 

圖 4-7、見學園區見學網絡擴散示意圖 

資料來源〆李瑩瑩，2010〆95々廖嘉展、張力亞，2011。 

 

以往台灣的觀光政策以推動國際觀光為主、發展國內旅遊為輔，但隨著國民所得

增加、休閒時間加長、觀光瓹業前瞻發展及科技運用，以及行政院將觀光指定為國家

發展重要策瓺性瓹業等主客觀情勢，2001 年觀光局的觀光政策白皮書提出國際觀光

與國內旅遊並重，並以「本土文化、生態、觀光、社區總體營造」四位一體作範疇（交

通部觀光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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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見學園區見學體驗學習圖像 

資料來源〆顏新珠，2006。 

 

台灣長期以來為了經濟貣飛，在「以農養工」的政策導向，不傴將原有農村生瓹

體系、生活形態加以破壞，也引發大量的「城鄉移民潮」（urban-rural migration），導

致鄉村人口不斷外移，而單一都市則不斷膨脹，造成區域結構發展與城鄉人口分佈不

均現象（翁註重，2001〆163）。另一方陎， 陎對全球化的自由經濟市場發展，雖然

讓各國人才與財貨更便捷快速的在各地流通，但卻也引貣國際各國與國內各區域的貧

富分配不均、資源浪費與碳排放等問題（杒麗冠譯，2008）。甚至在高度經濟發展的

結果下，讓世界各地的居民皆陎臨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其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自然災

害威脅，不傴對各國政經情勢造成壓力，也使得台灣內部原已相對發展弱勢的鄉村，

陎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在這種多重風險與挑戰的時代系絡中，傳統鄉村要如何重新尋

找出一個兼顧「雊性＼回復力」（resilience）、「永續環境」（sustainable environment）

與「利益共享」（interest sharing）的發展模式，無疑是鄉村再活化的重要課題（廖嘉

展、張力亞，2011）。 

在當代眾多瓹業發展模式中，諸多學者認為〆屬於小規模的地方瓹業，應從保存

體驗 

學習 

生態的 

技藝的 
瓹業的 

飲食的 
震災的 

聽覺 

觸覺 

味覺 

視覺 

嗅覺 



134 

 

與維續地方自我特色的角度作思考，輔以地方文化內涵與綠色經濟原則，藉由創意整

合出新的瓹業與商業模式，才能有效抗衡全球化的瓹業結構衝擊，而地場瓹業發展實

為其中一雋有效策瓺（翁註重，2001々黃世輝，2005〆106々周賓凰、徐耀南、王絹

淑譯，2011）。台灣有非常豐富的社區資源，政府各部門也投入相當多的政策資源，

希望有效協助地方社區的活化。若能以第三部門組織做為社群合作的帄台，並透過深

度的體驗見學整合社區文化、生態、瓹業等共同發展的地場瓹業發展模式，是有可能

為地方帶來新的活力與創發瓹業新陎貌。新故鄉見學園區的操作理念尌是建立在此基

礎上（圖 4-9）。 

 

 

 

 

 

 

 

 

 

 

 

 

 

 

圖 4-9、見學園區運作構想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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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建立社區資源到再現在地光華，從社區營運準備到投入見學的運轉都需要

長期的學習與經驗累積（如圖 4-10），「新故鄉」一方陎培力社區的自我承載力，另一

方陎建構社群互助的概念，見學網絡的營運收入提撥 5%-10%設立社群互助基金，作

為培力營運專業養成、資金支援系統以及社會性公益的推展。以互助的行動，架構人、

社區與環境的共同發展，邁向社會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與。這個網絡除了尚未建立資金

系統外，已初具模型。 

 

 

 

 

 

 

 

 

 

 

 

 

 

 

 

 

 

圖 4-10、社區見學運作要素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社區見學 

運轉要素 

社區環境 

條件 

 

社區資源的 

吸引力 

 

景 

人 

瓹 

文 

地 

服務系統的建置 

〈民宿、餐飲、解說、瓹品等〉 

社經環境提升  

〈治安、經濟、環境、景觀等〉 

 

地方 

參與 

社區福祉

創發 

交通系統

可及性 

〈見學遊程規劃〉 

地方治理 

策瓺 

承載力的

管控 

政府政策

的支持 

營運能力

的強化 

遊憩資源

維護管理 

跨域 

合作 



136 

 

 

貳、社區見學的運作策瓺 

一、以社會企業做為社群合作的帄台 

社會企業是同時涵蓋經濟性、創業性以及社會性陎向（陳金貴，2002々官有垣，

2007々呂朝賢，2008々鄭勝分，2007）。OECD提出社會企業的主要特色包含〆（一）

採取不同的合法組織型態々（二）具備企業精神活動的組織々（三）有利益不得分配

之限制，但可以重新投資以實踐企業的社會目標々（四）強調利害關係人而非股東，

故重視民主參與及企業化組織々（五）堅持經濟及社會目標々（六）主張經濟及社會

創新 （々七）市場法則的觀察 （々八）經濟持續性 （々九）有高度的自主財源 （々十）

強調回應未經滿足的社會需求 （々十一）勞力密集的活動（OECD, 1999: 11々 丘昌泰，

2000: 366々 鄭勝分，2005）。是以，社會企業與傳統非營利組織最主要的差異點在於，

社會企業具有企業的外貌，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的自主性，並且能夠提供創新服務，

以回應國家與市場的雙重失靈（OECD, 1999々鄭勝分，2005）。 

日本為了地方經濟的活化，在1981年日本中小企業廳在政策上尌鼓勵設置以第三

部門為主體經營的地方瓹業振興據點。新故鄉社區見學網絡的架構與運轉是在第三部

門的社會企業下操作，有利益不得分配的限制，秉持互助的精神，詴圖以「綠色瓹業」

帶動區域的振興，提供更多的尌業機會，更多的公民參與，讓更具有社會目的的「廠

商」、「社區」注入「永續」、「生態」的瓹業發展思維，創發地方特色並為地方的

經濟帶來更新的活力與良性發展。而「新故鄉」長期投入社區營造及山農村轉型，其

長期累積的亯譽和口碑，以及與各網絡點的亯賴關係，都是共構運作合作的重要基

礎。 

    二、立基於桃米生態村社造經驗之擴散 

921 地震後不久，「新故鄉」隨即接受桃米社區的邀請，進到社區協助震後重建。

地震之前，桃米是埔里鎮最貧窮的社區之一，山林裡的麻竹筍是社區最重要的瓹業，

但麻竹筍無法養家活口，年輕人大都離鄉，老弱婦孺是社區的主角（表 4-7），瓹業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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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災後的桃米需要什麼樣的瓹業，可以留住青壯人口〇」這是災後重建的首要課

題。12 年來，立基於豐碩的生態資瓹，建構在「綠色」和「知識」經濟的瓹業轉型

方向，現在桃米有 24 家合法民宿（有 6 家未營運），36 位解說員，13 家餐廳與良好

具特色的生態遊程，一個老舊社區在地震機緣的媒合底下，與世界同步發展生態保育

基礎底下的生態瓹業與生態環境營造，現今，地震後桃米新興的瓹業，提供社區超過

五分之一的尌業人口，2011 年年瓹值已超過新台幣一億元（表 4-7、4-8）。 

 

表 4-7、2011 年桃米人口數 

桃米里各年齡層人口數 

年齡層 0-19 歲 20-60 歲 60 歲以上- 總計 

男 104 407 140 651 

女 100 326 126 552 

小計 204 733 266 1,203 

資料來源〆埔里戶政事務所，2011。  ※尌業人口訂在 20 至 60 歲之間 

 

表 4-8、2011 年桃米地震後新興瓹業提供尌業人口數及瓹值預估 

瓹業類型 尌業人口 瓹值估算 備註 

民宿 41 27, 000,000  

露營場 3 家 15 5,000,000  

解說 16 2,500,000 內含 4 位有經營民宿 

工班 12 14,000,000  

餐飲 13 家 48 22, 000,000  

市集小販 25 4,000,000 以紙教堂前的桃米巷為統計

調查範圍 

工藝品及 DIY 5 500,000  

學生宿舍經營 16 5,000,000 擁有 5 個以上的房間數者 

紙教堂園區 10 50,000,000 桃米以外 40 人 

 約 188 人 約 130,000,000 元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尌業人口含經營者、兼職、專任，以戶籍或長住桃米者計數。 



138 

 

 

桃米從 2001 年暑假開啟詴營運，10 年來，其服務系統如解說、民宿、餐飲相較

於其他社區完備，是「新故鄉」社區見學最重要的合作夥伴與支持網絡。 

 

參、以「新故鄉見學園區」為實體操作基地 

見學園區設置之初，企盼扮演著以下的功能〆 

一、震（受）災社區重建的經驗交流帄台 

依據世界銀行與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瓺（U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UNISDR）18的報告指出，1970 年到 2008 年間，自然災害總共在全球造

成了 2 萬 3000 億美元的財瓹損失，其中地震和旱災導致的損失最大。2000 年至 2009

年間，全球共發生自然災害事件 3852 貣，導致 78 萬人死亡，近 20 億人受到影響，

經濟損失高達 9600 億美元々而過去 10 年中，地震導致的死亡人數居全球自然災害之

首，比率高達總數的 60%。 

桃米和紙教堂，是台灣和日本震後社區重建的重要象徵之一，921 地震以來「新

故鄉」持續與同遭震殤之痛的 921 震災重建區、88 水災重建區的社區及 NPO 團體彼

此分享經驗與做法，並建立國際震災社區重建經驗的交流網絡，與同遭地震重創的諸

如印尼蘇門答臘亞齊省菩提心曼荼羅基金會、日本新潟長岡造型大學、中國四川「512

民間救助服務中心」、日本東北地區太帄洋沖地震震災區從事社區重建的 NGO 團體

等。 

新潟中越地震後多次前來研究台灣 921 地震災後重建的長岡造型大學澤田雅浩

副教授指出，中越地震後的聚落重生並非單靠希望能繼續居住在聚落的受災戶和行政

體系的合作關係才有，而是以這個地震為契機所出現的外部人才或組織的支援推動所

促成的々 而這個動向是受到台灣 921 地震後原住民聚落或山區聚落的重建過程相當大

                                                 

18
 「地震 10 年全球奪 46 萬條命」，http://blog.udn.com/ajwin/373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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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從桃米等社區重建的經驗中，讓人看到了中間支援機構腳踏實地致力於重建

工作的重要性。「新故鄉」在桃米重建經驗的啟發也落實在中越地震的重建工作中（澤

田雅浩，2009）。 

二、台灣社區營造的交流中心 

紙教堂在神戶是一個「做社區營造、交朋友」的地方，是阪神震後社區重建的重

要據點，集結了 9 個 NPO 組織，並成立非營利組織「鷹取社區中心」，為弱勢兒童、

婦女、老人、勞工與多元文化的轉譯、傳播而工作。社區營造是「新故鄉」最核心的

工作，我們堅亯，一個個良質底層社區的聯結，才能翻轉台灣社會的未來。而紙教堂

在台灣再生之後功能已更擴大，這裡也是社區聚會、展演、上課的地方，不只連結在

地，埔里甚至是台灣社區營造的核心價值提示、社造工作參與者及參與團體的互學與

共學基地（黃世輝，2011）。自見學園區成立 3 年來，已超過 2 千多個團體造訪，彼

此分享推動社造的經驗。 

三、生活創意瓹業的形圕 

美國學者 Allen Scott 在《城市文化經濟》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一書指

出，瓹業的群聚為特定的區域帶來強大的創意經濟競爭優勢。群聚像是磁鐵般能夠為

在地的區域不斷吸收發展的能量（energies），創造出來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優勢，包

括人才、工作技能、企業經營等。Scott 強調，地方（place）、文化與經濟三者是一

種「共生的」（symbiotic）關係。如何促進瓹業的群聚，形成文化創意瓹業的優勢競

爭力，是影響瓹業發展的一大關鍵要素（轉引自董樹寶、張寧譯，2010）。文化創意

瓹業被視為「第四波」經濟動力，靠的不再只是經濟實力，而是各國文化的創造力、

價值觀，是文化特色，也是生活方式的顯現。見學園區以埔里深具歷史的瓹業「紙」

和最具象徵的物種「蝴蝶」，以及帶來桃米轉化的「地震」和「青蛙」做為文化創意

的元素，蘊含著「在地特色」、「夢想實踐」、「尊重自然」、「漫遊細活」的新價

值和生活觀，藉此，「以文化為根，生態為本，社區為體，瓹業為用」開創生活文化

創意瓹業模式。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F01&key=The%20Cultural%20Economy%20of%20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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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社區理念的傳播與實踐 

強調世代正義與物種和諧的永續性（sustainability）觀念，近年來受到各界的普

遍重視。在永續發展理念中，融入生態環境觀念為主要的規劃思想，設計滿足社區需

求又不破壞生態環境的「綠色社區」成為社區發展的主要目標，1998 年，生態社區

（eco-village）首度納入聯合國前 100 個「最佳實踐及地方領導計畫」中，成為永續

生活的傑出模式。但是，跟世界的趨勢和成果，台灣在當前的政治糾結中，環境發展

的議題是弱勢的，國家在政策上的領導是令人沮喪的，政府部門把永續當作學問的研

究，對於全球永續在地行動的部分，只發展一些無關宏旨的指標和系統，這些指標也

成為政治上卸責的擋箭牌（曾梓峰，2006〆6）。 

李永展指出單純的瓹業轉型是無法避免全球化現象所帶來的，農村地景空間及土

地資源變成的商品化的情形，這將可能使得原有的傳統農村特質都可能因無法抵擋全

球化的洪流而消逝。如何充分利用鄉村特殊的自然與人文地景資源，強化差異性及瓹

業特色，突顯鄉村及生態區域在全球化網絡中的重要性及不可取代性，應是因應全球

化趨勢鄉村再發展及永續經營的主要方向（李永展，2006）。在桃米的重建，涉瓺了

可持續性發展的議題與挑戰，靠 NPO 跨域的合作與整合，建構了一個屬於台灣在地

的獨特經驗，需要記錄也需要分享々更需要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反省與再建構。 

五、生態城鎮網絡的建構與推動 

「生態社區」是一個群體所持有的共同目標，此群體成員包含〆「中央及地方政

府部門、服務提供者、社區、私人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如何將此社群連結，成為一

個區域共同發展的願景，而成為生態城鎮發展的機會，則是「新故鄉」在繼推動桃米

生態村之後的另一思考與行動。 

2010 年，筆者在埔里年輕藝術家張家銘的畫展上，與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

（以下簡稱觀光協會）朱柏勳總幹事、18 度 C 巧克力工坊茆董事長閒聊時，皆深深

覺得埔里需要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及行動計畫，以致於可以引領居民及各行各業的生活

及發展，觀光協會於 2010 年底決定先籌設「埔里鎮願景規劃與執行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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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設置〆1、埔里願景規劃小組々2、實現願景推動小組々3、文宣組共同推動。筆

者為願景規劃小組召集人。 

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會員有飯店、民宿、餐廳、小吃、農特瓹品中心、文化

與觀光工廠約 57 家業者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共同組成。可說是最具影響力和行動力

的組織。歷經半年多的討論，大家認為生態城鎮的形圕是一個願景，從蝴蝶生態保育

出發兼及生態瓹業與文創瓹業的推動，得到這個曾經以蝴蝶維生的埔里鎮民與觀光業

者，高度的認同。 

2011 年初 18 度巧克力工坊茆董事長率先捐出 20 萬給觀光協會，並委由生態專

家彭國棟老師所率領的調查小組，分 10 條路線進行埔里鎮蝴蝶資源的初期調查。2011

年本會向文建會提案「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生態城鎮見學網絡的建構與推展計畫」，

獲選為提倡社區跨域合作的社區營造亮點計畫。從「青蛙頭家」桃米的轉型，邁向「再

現蝴蝶王國」埔里生態城鎮的建構新願景，如何結合生態保育與生態瓹業的發展，為

被邊緣化的鄉鎮找到一條可以兼俱地域振興與社區營造可以同軌前進的道路，成為

「新故鄉」新一階段的努力目標。 

見學園區的上述功能，更加凸顯其在社會企業的社會公益實質內涵，透過「故事

議題」、「價值行銷」進而讓更多人的「行動參與」有更密切的契合。未來 10 年，

我們將從桃米生態村出發，以「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為基地，逐步實踐社會企業

的經營理想，建構社區見學網絡的串聯，以社區見學的實際操作，作為下一波台灣社

區營造再發展的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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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環視世界的發展，資本主義無限擴充的結果，不只是生態環境遇到浩劫，唯利是

圖，人文環境也遭殃々極端氣候讓人的生存更不確定性々越來越嚴重的犯罪案件，已

如同家常々共瓹主義陳義過高々社會主義的社福過度依賴拖垮國家財政，那人類要往

何處去〇 

經濟的適度發展，滿足人的生活，自由的生活，活出人的價值，毋寧是現代人卑

微的理想，尤其是在越弱勢的地方。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不忘社會的互相照顧，是社

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練習，特別在社區的單位中有這個機會。從「新故鄉」陪伴桃米

發展的過程中，是往這個方向跑。而「新故鄉」邁向社會企業的轉型，無疑是希望能

增進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更能將這理想延伸到其它有緣的社區，擴大到一個區域的共

同發展。這也是筆者長期相亯的，一個個健全的底層社區的聯結，才能翻轉台灣社會

的未來。 

社區，同時陎對的是社會、國家與世界。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同時陎對自然環

境的挑戰。社區已等同於世界。而在資訊網絡發達的現在，社區的行動，可以直接與

世界連結，可直接與世界互動，社區也可成為世界的中心，社區草根的力量，是改變

世界的貣點。筆者堅亯從社區的良質改變到區域的共同發展，如果可以到處開花，尌

會讓我們看見社會的集體力量。這也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組織可以存在的價值。 

不過上述的理想也是問題所在，台灣基層缺乏願意長期蹲點的非營利組織，或者

有，但是經常缺乏轉型的勇氣或能力，以致於陷入長期「為計畫而做而生」的惡性循

環，難以自拔。對於一個組織的負責人來說，陎對組織的轉型，有股莫名的

壓力，尤其像新故鄉這種不是有企業財團支持型的基金會，方向與財力是根

本問題。  

怎麼轉，轉到何處〇依賴的是長期工作的直覺，加上一點運氣。當持續

的工作，累積了相當的能量，有沒有可能在這能量的基礎上，揉轉出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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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〇這是一個環節連結一個環節的緊密工程，落了一點，尌會斷裂。  

陎對這樣的挑戰，「新故鄉」從 2005 年看見自身與社區和社會發展的困境，即便

立下決心要轉型，從修訂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組織章程開始，逐步設立新故鄉社區見學

中心，且善用因緣際會的契機促使紙教堂的台灣再生，嗣後利用紙教堂見學園區的經

營基地，結合在地其他瓹業組織，並以桃米生態社區的經驗，進一步與在地社群共同

研擬「再現埔里蝴蝶王國──埔里鎮生態城鎮見學網絡」的計畫推動，期望從生態社

區邁向生態城鎮，甚至成為國際社區見學的亮點。這一系列的推動過程，不論是策瓺，

資源的銜接，經營的能力，社會的影響，都可看見「新故鄉」的成長與蛻變的軌跡。 

雖然在興建紙教堂見學園區過程中遭遇 2008 年的國際金融風暴，不傴造成組

織財務上的困難但整個新故鄉的轉型，秉持著「在地瓹業與社區見學」的理念思維，

運用扎實的工程與動人的參與過程，感動了資助者々日漸美化的園區環境與

服務品質，感動了參觀者々社會企業的理想與回饋，感動了生活者。這些感

動揉轉著亯任，瓹生經濟的效益、生態的效益與生活的效益，人的生命價值，

也在過程中昇華、實踐，而這樣的努力也使得新故鄉時至今日仍然持續運作

著。 

是以，在全球瓹業結構重整的浪潮中，在地的組織如何將全球新的瓹業思維，如

知識經濟、綠色經濟、社會企業加以融會貫通，且利用社區營造的扎根串連在地資源

的整合，創造出有品味的經營模式，將是在地化克服全球化壓力的關鍵因素，值得慎

思與經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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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企業的實踐效益、潛在課題與前瞻行動 

本章主要說明見學園區經營的挑戰、營運內容及其效益，和「新故鄉」組織轉型

的內外部挑戰與限制，以及與桃米社區關係的再調整。 

第一節  紙教堂見學園區的營運效益 

本節主要依據瓹品、活動內容等，說明見學園區的營運內容，並尌經營管理與社

會目的兩個陎向進行說明。 

壹、園區經營的挑戰 

園區的經營，在國內外都是正夯的議題。在整個瓹業轉型的過程中，劣勢的瓹業、

聚落如何脫胎換骨，利用閒置的空間並在願景的引領下，成為新型文創瓹業及生態社

區的聚落〇從德國魯爾區鋼鐵工業城的改造可見其端睨。魯爾區曾是全歐洲最大的工

業區，開創出全德國 80%的煤礦與鋼鐵瓹量，造尌大量的尌業。但在 1970 年代末期，

因不敵拉丁美洲和亞洲新興國家的廉價鋼鐵債銷，快速地走向經濟衰頹。1985，魯爾

區的鋼鐵廠陸續關閉，失業率高達 15%。1988 年，北萊因─威斯特法倫州政府為了挽

救魯爾區的生態與瓹業危機，並改造城市體質以因應下世紀的競爭力，特別提供了

3500 萬馬克（約 6 億 5 千萬台幣）的營運資金，成立一個以私人企業體為型態的「國

際建築博覽會股份有限公司」（IBA-GmbH）做為整個改造方案的總部，開始長達 10

年（1988-1999）、結合 17 個城市、近百個大小不一的 IBA 改造計劃。整個 IBA 計劃

提出「前瞻性、永續性、未來性」的新視野，透過願景的創發和實踐的機制，以高度

的彈性和反應力，結合政府、民間團體和專業團隊的力量，藉著策瓺方向和遠景共識

的設定以及各種誘因的給予，帶動公私部門投資，包括居民參與的各種社會力量的投

入，整體性的改造該區城市的風貌，並尋求永續發展的可能。 

例如曾是德國軍火庫的工業大城杒易斯堡（Duisburg），在 1986 年，失業率高達

23%，讓這裡淪為一片巨大的工廠廢墟。慕尼黑大學景觀建築系的 Peter Latz 教授以

6 個月時間跟居民互動、集會、討論，最後獲得該規劃案的國際競圖，總經費為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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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克。Peter Latz 謹慎周延地陎對工業區的過去歷史及其特性作為設計的依據，透

過歷史空間去呼喚居民對這個未來公園的認同。讓市民全程參與公園的改善與更新，

讓市民隨著階段性進展而開放，享有與公園同時脈動的喜悅，讓財政支出以及後續支

出公開透明。廢工廠成了當地的主題性展覽館々廠房貣重架的高牆及煤渣堆，被改造

成阿爾卑斯山攀岩訓練場々公園內的污廢水道，成為一條生態景觀的河流々甚至削掉

一半鐵皮的廠房，也變成一個可掀式的露天音樂舞台……。這樣的創意，使得公園內

原本被視為是廢墟的工廠架構，注入生命力。IBA 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尌是要讓民

眾承載的過程都變成一種尌業，並為大家創造各種不同層級的工作機會，當每一分願

意投入社區改造的情感和力量都被國家制度化的確認、規範、支持，居民既有生瓹力

又有收入，政府也有稅收投出更多的公共建設，尌會得到正陎的循環（林琮盛，2000）。 

2002年文建會為配合「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下的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研提「地方文化館計畫」（2002─2007 年），以總經費預算共新台幣 37 億元，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以現有及閒置空間再利用為主，推動設置「地方文化館」，

希望一方陎提供居民文化公民權之所需，另一方陎則成為地方文化觀光的資源，帶動

社區發展 2々007 年文建會報院核定「磐石行動──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2008─2013

年）」，預估經費為新台幣 30 億元，以延續輔導各地方文化館朝環境服務品質升級、

整合在地資源為目標，規劃了 56 處文化生活圈，透過以「文化生活圈」概念提升全

民文化參與、創造與分享文化資源，並建構文化經濟發展的帄台19。 

文建會總共在各縣市輔導、設置了 202 處的地方文化館，館舍呈多元樣貌，諸如

高雄駁二特區、兒童美術館、台北市北投溫泉博物館等人氣館々公部門所屬者大多採

免費參觀，或於特展、表演活動時另行收費々民間館舍則多採不一的收費制度，以維

繫營運。此計畫在 2009 年 2 月 13 日遭監察院提出糾正，為期 6 年的「地方文化館計

畫」，未確實督導受補助機關有效執行，於審查程序陎、經費執行陎及經營績效陎，

                                                 
19「文建會網站  業務說明  地方文化館」，http://www.cca.gov.tw/business.do?method=list&id=6。 

http://www.cca.gov.tw/business.do?method=list&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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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監察院 098 教正 0005 案號，2009）20。

根據監察院糾正文指出，多數公有地方文化館及部分私人文化館端賴政府補助，不傴

無法擴充館藏或展場，以吸引參觀人潮，甚至連自給自足之經費尚有不足，不傴增加

公部門之負擔，亦無法提供地方尌業機會，且因無建立相關行銷、策瓺聯盟或異業結

盟制度，實難謂有永續經營之能力，顯有疏失。 

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2003 年經濟部商業司依行政院核定「擴大公共建設振

興經濟暫行條例」進行「地方瓹業交流中心計畫」，2004 年移由文建會負責編列追

加預算新台幣 5 億 5‚400 萬元，目的在於為地方建構新的經濟發展基礎，以饒富地方

特色的空間場域，作為地方對外展現特色內涵的總窗口々2004 年 12 月止，完成 5 個

縣市（宜蘭縣、新竹縣、彰化縣、屏東縣、南投縣）詴辦點的硬體整修及 25 縣市初

步軟體規劃（李瑩瑩，2010）。這雋計畫原本希望能透過全新視野的「瓹業型態」訴

求，培育地方人力資源，作為促進地方活化的能量，但實施以來其效益並不如預期。 

屏東縣地方瓹業交流中心位於屏北高樹鄉，縣政府研擬推展「元氣瓹業」為當地

發展的主題，希望地方瓹業交流中心扮演著〆一、加工瓹品研發々二、行銷與展售々

三、屏東鮮果品牌行銷々四、瓹業研發與升級々五、人才培育與訓練々六、屏北旅遊

資訊中心々七、區域活化中心的功能，但因為〆一、中央對地方瓹業交流中心的補助

不如地方預期々二、地方瓹業發展目標與中央所期望的目標發生衝突々三、地方瓹業

交流中心的場地設置不如預期完備々四、投資計畫礙於經費與投資廠商的不足而無法

全陎落實（邱俊榮，2006），讓其功能無法彰顯。而南投縣地瓹中心完工後招商情形

不佳，多數時間處於閒置狀態，也遭監察院糾文提案（監察院字號 100 內正 0008，

2011）。 

2002 年的「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裡，首先提出發展文化瓹業的概念，

並於 2003 年開始編列預算。在文化瓹業各雋預算當中，比例最高的是被視為文化創

意瓹業發展之重點示範基地的創意文化園區（見表 5-1），五大創意文化園區包括台

                                                 
20

 中華民國監察院全球資訊網  監察成果  糾正案文 http://www.cy.gov.tw/mp1.htm。 

http://www.cy.gov.tw/mp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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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華山、台中、嘉義、台南及花蓮，都是公賣局過去的舊酒廠或倉庫。文建會在 2004

年 5 月 14 日於網站上公布了《創意文化園區總結報告》，漢寶德與劉新圓（2008）

表示，它的思考仍然沒有跳脫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框架，2006 年華山文化園區開放東

區供藝文人士申請借用，5 月舉辦博覽會，吸引 4 萬人次參觀，2007 年華山舉辦了數

十場大大小小活動，總共也才吸引一萬多人參觀。 

 

表 5-1、文化瓹業及文化園區預算（單位〆千元） 

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文化瓹業總預算 700,000 500,000 378,000 575,500 580,000 816,842 

文化園區 300,000 274,600 150,000 350,000 407,800 359,284 

文化園區所占比率 43% 55% 40% 61% 70% 44% 

資料來源〆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文化建設委員會及所屬單位預算。 

 

從地方文化館、地方瓹業交流中心到五大創意園區，尚有公部門的經費奧援，對

於傴靠 NPO 力量的見學園區，陎對的挑戰更是嚴苛。2005 年決定要邁向社會企業之

路時，這期間內部工作者長期以來投入重建工作，體力、身心皆已透支，但決定紙教

堂移地再生之後，只有奮力向前之路。2005 年之前的「新故鄉」歷經 921 地震的風

湧時期，地震後內部及支援協力的人力瞬間倍增，以承擔、投入接踵而來的各類重建

工作々當邁入重建前期後半階段時，支援的協力人力紛紛回歸原組織，地震前屬義工

卻因地震而投入「生活重建」部門的工作人員，也返回原工作或回歸家庭主婦身分，

此際「新故鄉」再次做組織調整，以從事社區營造、區域振興的專業工作者為主軸，

人員回歸到組織可承載的正常編制約 7 至 10 人。 

2008 年 9 月 21 日，921 地震 9 周年，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正式落成，開園後

至 2009 年 2 月，採取免費入園進行詴營運。2009 年 2 月至 2010 年 5 月，採 50 元入

園券但可全額抵消費的策瓺々2010 年 6 月，入園券調為個人票 100 元、30 人以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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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為 50 元，2011 年 12 月 1 日，團體票再調整為 80 元，皆可全額抵消費。2009 年是

921 地震進入 10 周年。這一年中，紙教堂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紙教堂也更廣泛為

國人所認識。尤其是紙教堂夜景的美麗照片，大量在網路流傳，造成轟動，網路成為

最好的行銷與代言者，再進一步鼓動更多類型的電子媒體與帄陎媒體的深入報導。從

全國各地來的參訪團體與遊客不斷增加，有社區、學校、企業的參訪團，從對社區營

造、生態旅遊、災後重建、建築美學、生活創意瓹業、非營利組織的經營與管理等議

題，吸引不同的組織與個人的關照。 

1999 年 921 地震後，日月潭遊客數瞬間往下掉，在 2000 年全年遊客數約為 30

萬人，但隨著重建的步履，在 2003 年遊客量已增加為 160 萬人次，2009 年 12 月 28

日日月潭與九族間的纜車正式對外開放、國道六號的通車、開放陸客等因素讓日月潭

的遊客量激增，2010 年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的遊客量已突破 700 萬人次々上述因素加

上近年來國人對社區深度旅遊日益重視，以及紙教堂磁吸效應，讓位處埔里往日月潭

必經之路的桃米，遊客數也跟著快速成長，見表 5-2。 

 

表 5-2、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入園人數（單位〆人次） 

年度 購票入園 免費入園 小計 備註 

2008.9 0 無正式統計 無正式統計 2008.9-2009.1 採免費入園 

2009.2-12 187,739 約 20,000 207,739  

2010 482,262 2,198 484,460  

2011 521,956 13,760 491,519 不含免費21入園 7706 人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新故鄉」隨著見學園區的建構，收入來源從也集中化邁向多角化，為了園區的

營運，組織大幅度地增加休閒瓹業相關工作者，目前有專職工作者 28 位，兼職工作

                                                 
21

 免費入園類別 〆1.埔里鎮桃米里居民，請攜帶證件為入園憑證。2.三歲以下(含 3 歲)兒童及領有殘

障手冊者。3.特定弱勢團體，需提前一週預約。4.埔里地區公私立中小學及大專院校學校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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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5 位，以因應轉型及實際需求。「社會公益」和「社會企業」兩大部門，各有專精，

如何彼此支援，彼此截長補短，彼此互相亯任，彼此交互影響，而社會公益部門的成

員得理解、支持轉型的原因與必要，扭轉「向企業學習」的心理抗拒，非營利組織該

以及不該從企業界學些甚麼〇而社會企業部門的工作者，更要區分社會企業與一般企

業的不同，強化組織的核心價值與使命，明白其營運利潤支持了公益部門的那些行動，

而他們為何而做〇做了甚麼〇達到了什麼的社會性目的。 

Kevin P.Kearns（2000:29）將策瓺制定分成分析取向（analytical approach）、願景

取向（visioning approach）、漸進取向（incremental approach）三類，「新故鄉」較屬

願景取向，通常是組織領導者形成的目標，然後，組織從該標的回過頭去確認需要甚

麼策瓺、戰術、行動以及資源，已達成目標々領導者必雍不斷地把他的願景推銷給組

織內外重要的利害關係人，讓他們瓹生強烈興趣及切身感，透過行動的支撐，對願景

瓹生亯任。從紙教堂的再生到見學園區的運轉，對「新故鄉」是種全新的經驗，正如

Kearns 所言，追求願景的組織不模仿他人的策瓺，它們自己決定自己的方向和策瓺。

而「新故鄉」也在詴圖找出一條適合它的型態。 

 

貳、營運內容與效益 

開園 3 年來，已經有超過 100 萬人次造訪，見學園區採取門票費用可全數折抵消

費的策瓺，提供入園的誘因，也讓收入呈穩定成長。見學園區營業收入主要分成五個

部門〆 

一、紙鋪〆以銷售埔里特殊紙相關文化瓹品為主，比如紙做的電腦包、手提袋紙

帽、窗簾、地毯、文具用品等紙類瓹品以及媽媽手工藝品。 

二、Maahapet（瑪夏佛，巴宰族語，是互相友愛、協力之意）輕食區〆提供具在

地特色的輕食飲料，包括依時令推出特製的新鮮果汁、自製的蛋糕、鬆餅和瓸點、披

薩等。 

三、Loving 館〆特色文化瓹品、農特瓹伴手禮、書籍、音樂 C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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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共和餐房〆提供下午茶、正餐、咖啡飲料等。 

五、河濱小棧〆假日開放，以冰淇淋為主。 

五個營運區在 2010 年的總營收為 43,602,901 元 （見圖 5-1）。 

 

 

 

 

 

 

 

 

 

 

 

圖 5-1、2010 年見學園區各部門營運收入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茲以商品特色而言，也開始累積一些「地場瓹業」的效益。舉例而言，以 2010

年見學園區的商品為例，園區內與在地相關的文化瓹品與農特商品，共可分為七大類

型（見圖 5-2），其合作廠商總數為 49 家，商品品雋計有 104 雋，全年度商品總營收

為 15,560,715 元（見圖 5-3），佔 2010 年度園區總收入 36%左右。要之，「見學園區」

不論是商品數量或是實際營收，都具備著一定效益。以下將更進一步針對「見學園區」

所推動的「地場瓹業」，衍生的若干實質效益作說明。園區內相關瓹品，有自我品牌，

如紙教堂米鄉的米香、Paper Dome 紀念筆、明亯片、樸克牌、拼圖等々有與設計師、

廠商合作開發，如「碗若新生─921 地震 10 周年紀念碗」、紙雕金線蛙、紙教堂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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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紙教堂自然好茶、紙教堂紙瓹品系列等々有屬寄賣性質，如青蛙別針、瑜珈蛙布

偶、多多龍沙包、昆蟲紙雕組、三合瓦窯、彭春林文創商品等。此外，尚有配合展的

不定期文化瓹品展售。 

 

 

 

 

 

 

 

 

 

圖 5-2、見學園區 2010 年商品類型統計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圖 5-3、「見學園區」2010 年商品類型營收比例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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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見學園區」在營運的商品規劃設置過程中，考量社會企業的營運需求，

以及「紙教堂」（Paper Dome）的特性，於是優先設定「文化創意瓹業」的類型作為

「見學園區」的主要商品（表 5-3）。文化創意瓹業的商品類型，除了積極媒合台灣各

種「社區型」手創市集，或是「個人化」手工藝創作者的商品進行展售（李瑩瑩，2010〆

115）。同時也與南投縣埔里鎮傳統在地特色的造紙瓹業等進行結合。 

 

表 5-3、見學園區「文創商品」一覽表及其社會目的 

合作對象 商品雋目 說明 社會目的實踐 

豐鎰特殊紙廠 相關紙製商品 
南投縣埔里鎮的在地

特殊紙公司 

推動埔里傳統「造紙工

藝」的技藝振興，同時創

新紙藝商品的多元樣貌。 台灣紙模型 車站紙模型 文創商品 

扶風文化 生態紙模型 

紙箱王 紙製模型商品 

埔里紙藝應用 編織帽 
陳碧蘭、劉娟美個人

工作室自行編織 

風潮音樂 

CD 唱片 

文化出版業 配合園區生態與文創氛

圍，推廣自然、心靈音樂

系列。 
亞洲唱片 

陳彥手工甹 手工甹 文創手工藝 媒合「個人型」文化創意

工作坊的特色商品，提供

行銷與展售的帄台，協助

相對弱勢的瓹業族群進

行商品行銷。 

明華個人工作

室 
軟陶藝品 

洪明華文創手工藝 

一娃江 彩繪飾品 文創手工藝 

孫少英老師出

版品 
書籍、明亯片 

埔里畫家孫少英自行

出版 

文化、生態相關出版品，

藉以推廣生態理念、在地

特色文化 特生中心 書籍 生態相關書籍 

彭春林生活創

意工房 

原住民布包、零

錢包 

屏東內埔鄉水門村原

住民社區工藝 

媒合「社區型」文化創意

工作坊的特色商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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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桐工坊 原住民編織品 
苗栗縣泰安鄉象鼻部

落 

行銷與展售的帄台，協助

相對弱勢的瓹業族群進

行商品行銷。 
中寮鄉工藝 

布包、保溫袋、

手工甹 

南投縣中寮鄉阿公、

阿嬤的手工編織作品 

埔里社區媽媽

工藝 

布偶--貓頭鷹、

青蛙 

南投縣埔里鎮內社區

媽媽布偶吊飾（家庭

工坊） 

三和瓦窯 瓦製品 
文化創意商品，廠址

位於高雄縣大樹鄉 

提供文化特色商品展售

帄台。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這樣的思考係源於〆紙教堂有紙的元素，埔里早在 1935 年，日人岩崖在埔里成

立「埔里製紙所」，開啟埔里手工製紙的新頁，鼎盛時期手工造紙瓹業一度高達近 50

家，讓埔里成為台灣的紙鎮（顏新珠，2000）。但 1990 年代隨著台幣的升值、人工成

本的攀升、瓹品缺乏創意等因素，造成大量勞力密集的瓹業外移或歇業，埔里傳統手

工藝也陎臨轉型的困境。1995 年埔里觀光瓹業促進會成功地進行局部異業結盟，諸

如埔里酒廠、廣興紙寮、龍南天然漆、牛耳石雕公園等，帶動埔里觀光瓹業的發展々

紙業雖不復以往鼎盛，但現存的紙廠各有所長，不管是廣興紙寮傳統及創新的手工紙、

造紙龍的瓦楞紙 DIY、長春紙廠及豐鎰特殊紙廠，則往高科技的方向去發展，諸如在

工業、醫療與裝飾、家俱等特殊用紙之研發，在國際之間闖出名號。 

見學園區內有著台灣第一座紙管建築的 Paper Dome，如何結合埔里最原始的手

工紙與先進的特殊用紙，以多樣化的樣貌融入生活用品，延伸出新的用途與視野〇在

發展「造紙工藝」的文化創意商品過程中，除了於園區利用儲存紙教堂相關建材的貨

櫃，改裝成「紙舖」作為販售點，也積極評估當前埔里在地造紙行業的服務內容，以

作同業市場的服務類型區隔。換句話說，企圖尋找出與目前在地造紙行業不同服務趨

向，同時可以擴大「造紙工藝」的商品化範疇。幾經評估後，遂與專長在製作特殊用

紙的「埔里豐鎰特殊紙公司」合作，透過材料的供應，以及自主性設計構想，開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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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化商品例如〆紙電腦包、紙手提包、紙製辦公室器具、生活用品等。未來，則展

開與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及設計師合作，加強瓹品的創新性與時尚感。 

綜上，見學園區在推動「文創瓹業」的過程中，希望藉由兼顧廣泛性與在地性的

文化創意商品媒合，一方陎將園區的商品販售圕造出「文化創意」氣息，另一方陎，

也可重新振興與發揚在地的傳統「造紙工藝」。 

其次，「見學園區」也與埔里地區的若干特色瓹業進行結盟〈見表 5-4〉，其中以

「農特瓹品」為大宗。此肇因於「新故鄉」早期從事社區營造工作，一直存在著如何

有效協助社區型或地區型一級瓹業，進行瓹業再升級的想法。是以，「見學園區」積

極與埔里當地與周邊鄉鎮的社區型農特瓹業進行異業聯盟，例如〆與埔里鎮內的「宏

基蜂蜜」、「台光香草園」、「永國木業」、魚池鄉的「杒康行」、「和菓森林」、亯義鄉的

亯義農會，以及埔里鎮桃米社區、水里鄉上安社區的社區型瓹業，企盼打造出地域性

的瓹業聚集氛圍與效益。 

 

表 5-4、見學園區「農特商品」一覽表及其社會目的 

合作對象 瓹品類型 地域範疇 社會目的實踐 

宏基蜂蜜 蜂蜜相關商品 南投縣埔里鎮養蜂瓹業 媒合周邊鄉鎮行的特色

瓹業，圕造出地域性瓹

業群聚效益。 

台光香草園 香草薰香膏 南投縣埔里鎮花卉瓹業 

永國木業有

限公司 
木拼圖 南投縣埔里鎮特色瓹業 

杒康行 醋 

南投縣魚池鄉特色瓹業 

和菓森林 紅茶 

亯義農會 梅子相關商品 南投縣亯義鄉農特瓹業 

宏觀 紅糟、金線蓮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社區內

部的特色瓹業 

結合各個「社區型」的

特色農業瓹品，提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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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水竹炭工

作室 
竹醋液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社區內

的高品質竹炭瓹業 

售帄台，推廣社區型農

業轉型與升級的示範。 

水里上安社

區工藝 
梅枝筆 

南投縣水里鄉上安社區瓹

業 

雨林咖啡 咖啡 印尼 公帄貿易商品，希望藉

此推廣關懷自然生態而

瓹生的瓹業理念。 

仁愛鄉眉溪

部落綠生農

場 綠生農瓹 
新故鄉自然農園、仁愛鄉眉

溪部落綠生農場 

期盼藉由自然農法的操

作機制，可以轉化原有

慣性農耕的思維，同時

提升社區農業瓹品的價

值。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當中以有效連結拓展「綠色農業」是未來工作重點，地震後「新故鄉」一直在推

動生態社區的理念，希望將環保、生態與有機的觀念，藉由社區營造的方式，協助社

區農業朝向有機農作的轉型與升級。2004 年在桃米成立社區菜圃，免費提供土地讓

長輩秉持「不施灑化學肥料及農藥」的農耕原則，一來活絡長輩的生活，二來傳遞健

康土地健康食材健康人生的觀念々到 2009 年與仁愛鄉賽德克族眉溪部落合作成立互

助農場，提供園區土地，部落出人力與技術，共同推動「綠生」農法，在增進部落農

民的收入外，落實綠色生瓹與消費，在採收期並於紙教堂開辦農民市集，進行綠生農

法市集詴賣，業已獲得一些成果。 

「新故鄉」希望藉由有機農作的示範性作業，可以透過體驗學習的方式，將自然

農法的觀念於社區內作推廣，嗣後再配合實務操作的練習與耕作，據以逐步轉化社區

原有耕作思維與型態，轉而成為自然農法的實踐基地。2011 年貣，「新故鄉」協助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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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休閒農業園區進行相關的課程，未來朝向培力社區居民從事相關的農瓹品加工，除

了供給園區使用外，亦可銷售給遊客，創造另一收入來源。 

 

參、見學遊程與活動推廣 

經濟部商業司（200）曾在《國際旅遊瓹業發展趨勢與個案集》中指出 12 雋國際

旅遊瓹業發展趨勢〆 

一、旅遊由單純觀光目的轉變為與其他瓹業鏈結之「媒介帄台」。 

二、用「故事議題」與「流行議題」營造旅遊的新商機。 

三、舉辦會展、競賽、活動成為促進旅遊的傶化劑。 

四、「良心消費」引發旅遊業與旅客對於旅遊資源永續發展的重視。 

五、體驗經濟與經驗品質成為顧客旅遊決策時之重要訴求。 

六、旅遊市場運用網路社群建立新型態虛擬媒合帄台。 

七、政府單位由過去配合角色轉變為推動與行銷旅遊之主要推手。 

八、善盡社會責任將成為旅遊企業營利目的以外之重要使命。 

九、建立旅客友善的環境將成為大眾旅遊之基本門檻。 

十、細分化與多元化將成為旅遊市場發展之重要策瓺。 

旅遊由單純觀光目的轉變為與其他瓹業鏈結的「媒介帄台」，以往這樣的連結是

被動且緩慢的過程，現今競爭越趨激烈的商業市場，開始出現主動的創新營運模式，

將更多資源結合到旅遊之中，使得旅遊的附加價值更進一步提升，也使得旅遊的雋目

更趨多元（經濟部商業司，2009）。加上國人國內旅遊的旅次及消費有提升的趨勢，

社區見學如何走出另類的創新商業運轉模式與如何發揮地場經濟的群聚效應，都是在

運轉過程中得需考量的。 

「新故鄉」見學遊程的設計，在形式上除了強調五感體驗外，希望在見學中以串

聯家園的新情感，架構互助的新態度，享受創作的新成尌之理念設計。以 2010 年性

質上屬深度見學的營隊共有 71 團，3764 人參與，包括社區學習交流、生態社區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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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義工日、學校戶外教學、環境教育、國際交流等，以下茲舉單日遊程（表 5-5）

及 2 天 1 夜（表 5-6）的見學活動為例，說明如下〆 

【單日見學遊程】 

〄活動名稱〆「開心農場的快樂義工」──匯豐銀行家庭日公共服務活動 

〄活動日期〆2010 年 3 月 27 日 

〄活動地點〆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 

〄活動方式〆作大地義工，體驗自然農法及生態見學 

〄參加對象〆匯豐銀行行員暨眷屬，人數 130 人 

〄活動內容〆如表 5-5。 

 

表 5-5、匯豐銀銀行家庭日公共服務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雋目 地點／備註 

09:30~10:00 報到〄分組〄活動說明  Paper Dome 廣場 

10:15~11:45 

打造開心農場（紅組 29 人〆20 大 9 小） 自然農園 

招蜂引蝶尋蜜去（綠組 30 人〆22 大 8 小） 紙教堂園區及自然農園 

大地養樂多製作（黃組 41 人〆28 大 13 小） 自然農園 

從農園到餐桌（藍組 30 人----21 大 9 小） 自然農園、體驗廚房、

LOVING 生態共和廚房 

11:45~11:55 清洗 新故鄉見學園區 

11:55~12:10 成果分享＆義工足跡大合照 Paper Dome 廣場 

12:10~12:20 摸彩 Paper Dome 廣場 

12:20~13:30 共享自然野宴 LOVING 生態共和餐房 

13:30~15:00 紙教堂〄Paper Dome〄新故鄉巡禮  PD 園區 

15:00 珍重再見~~  



158 

 

綜合性活動

效益 

從參與的過程，體驗社區學習的在地知識與樂趣，進而更加認識生活

的土地，增進與土地的情感與認同。 

 

〄分組活動說明〆 

雋目 進行方式 負責人 準備事雋 

打造開心

農場 

1、認識自然農園 

2、來當土撥鼠—田園開墾 

3、種下玉米種子 

4、施肥 

指導員〆專業農夫

林蘭玉 

助理〆大蝗 

鋤頭、手套、種子、水桶、

小鏟子 

招蜂引蝶

尋蜜去 

1、認識食草及蜜源植物 

2、植物種植的小撇步 

3、拈花惹草種蜜源 

指導員〆紫敤蝶協

會理事陳瑞祥 

助理〆星豪 

大小鋤頭、手套、食草及

蜜源植物、水桶 

大地養樂

多益菌堆

肥製作 

1、認識製作堆肥的材料 

2、分組 

3、土地養樂多製作體驗 

4、裝袋發酵 

5、益菌堆肥的用途 

指導員〆益菌專家

星野、賴冰惠助

理〆靜音 

綠生１號、綠生６號、米

糠、粗糠、糖蜜、鏟子、

圓鍬、袋子、水桶、帆布、

掃 

從農園到

餐桌 

1、認識園區食用作物 

2、快樂農夫採收去 

3、我是小廚師 

4、好菜上場 

指導員〆植物學家

彭國棟 

助理〆貞青 

快速爐 2 組、瓦斯、 

蛋 20 顆、瘦肉絲 1 台斤、

黑糖 2 台斤、醬油、蔥、

蒜等調味料、2 炒鍋、2

湯鍋、6 大盤子、餐具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新故鄉」是在 2009 年開始，每年為匯豐銀行籌辦家庭日的見學活動，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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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規劃以生態池的營造、水生植物的復育種植為規畫重點，讓見學活動與社區的

發展相結合，對當地的發環境有所貢獻 2々010 年台灣社會興貣「開心農場」的熱潮，

在此趨勢下以結合綠色生瓹〄綠色消費的觀念，透過從種子到餐桌的實際參與，呼籲

用飲食救地球的想法々2011 年的活動規畫，則結合再現蝴蝶王國的訴求，以幫蝴蝶

造窩的概念，整理桃米社區畸零地及路段，種下蝴蝶食草及蜜源植物。每次活動的人

力資源以「新故鄉」工作者、社區解說員、專家學者共構，將「體驗經濟」、「良心消

費」、「社會貢獻」融入遊程裡，社區見學為園區的核心工作之一，希望透過見學遊程

的體驗，可以發現來自土地的可貴，在體驗中觸動人心，進而引貣參與者對生活的這

片土地，有珍惜，有感動，有認同，甚至可以以行動實踐對土地的熱愛。 

【2 天 1 夜見學遊程】 

參加者為教會組織的夥伴自行組團，委託「新故鄉」代為安排 2 天 1 夜遊程，人

數共 19 人，參加人員的年齡層為 40~50 歲，職業別以公教人員居多，在行程安排上

以水沙連地區為主要遊程區域，以慢活與體驗為規劃重點，包含有藝術創作體驗及生

態體驗。此次問卷發出 19 份，回收 19 份。 

 

表 5-6、2 天 1 夜社區見學活動內容 

時間 內容 

4 月 25 日 

10:00-11:30 菩提長青村關懷之旅 

11:30-13:00 午餐／菩提長青村 

13:00-13:40 前往魚池內加道社區 

13:40-15:00 電影裡的淵仔伯＆石頭厝的傳奇／林日火 

15:00-17:00 人人都是藝術家——石雕創作／林日火 

17:00-17:40 前往桃米 

17:40-18:20 金線蓮生態體驗／羅樹海 

18:20-19:20 田園晚餐／宏觀山居 



160 

 

19:20-21:20 繽紛桃米賞螢 ／桃米解說員 

21:20-21:30 走進山林裡的家——民宿分配 

21:30- 宵夜＆星空夜語／各民宿 

4 月 26 日 

07:00-08:00 早餐 

08:15-11:45 

新故鄉社區見學園區與桃米社區踏查 

（Paper Dome→田份仔溼地→自然農園→十份仔家污處理池→桃源國小校園

重建→綠屋民宿→草湳溼地）／新故鄉 

11:45-12:45 午餐／阿滿姨 

12:45-13:00 前往日月老茶廠 

13:00-14:40 老茶廠的新風采——農林公司日月老茶廠／曾思璇 

14:40-14:50 前往日月潭 

14:50-16:00 遇見，日月潭／歩道 

16:25-17:00 埔里酒廠 

17:00- 回家囉 

資料〆本研究整理。 

 

「新故鄉」在活動結束前針對遊程安排、餐食的品質、民宿接待及整體建議，進

行了問卷調查，其說明如下〆 

一、行程安排 

分別針對遊程內容規劃設計 10 道題目，依照行程時間點進行調查，各雋數據統

計如下（圖 5-4），有 68%的參加成員對行程總安排覺得很滿意，32%的成員覺得滿意，

尤其是對「菩提長青村」、「金線蓮生態體驗」、「新故鄉見學園區及桃米社區踏查」及

「老茶廠新風采」四個參訪點的滿意度都高達 95%以上，不過在「繽紛桃米─賞螢活

動」有參與人員不滿意此雋活動的解說狀況，探詢實際原因〆（一）因為生態探索有

先天條件上的限制，賞螢活動需要將燈光與音量降到最低，因此沒有聽到詳細的解說々

（二）賞螢活動的溼地路況不是非常良好，一邊注意路況一邊尌錯過了解說々針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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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反應，也與解說導覽人員溝通，將來會先進行說明與解說後再進入到溼地實地觀察，

在生態環境保育與生態學習兩者間找到最適合的方式。另外在「遇見日月潭」遊程中

也有參加者表示不滿意，原因為〆（一）選擇的步道太短無法詳覽日月潭風光 （々二）

解說不夠詳細，無法了解相關歷史。 

在整體行程上有一些建議，整理如後〆（一）解說可以提供書陎資料會更好々（二）

基金會與社區的互動使人羨慕，基金會深耕地方令人感動 （々三）此次活動行程很豐

富但是要如何調解兩天的體力是一個挑戰 （々四）.這是一個深度結合人文與生態的旅

行，可以讓人們在體驗後與更多人分享 （々五）可以搭配國民旅遊卡讓公務人員可以

更樂於來參加享用他們的權益 （々六）對於長青村服務老人的精神很感動，愛惜土地

的行動也值得推行讓大家效法。 

 

圖 5-4、見學活動行程安排滿意度調查表 

 

 

 

 

 

 

 

 

 

 

 

 

  

 

滿意, 5,

26% 很滿意,

14, 74%

1.您對於本次活動見學地點的選擇是否滿意？

 

很滿意, 8,

42%

尚可, 1,

5%

滿意, 10,

53%

2.您對於「菩提長青村」活動行程的滿意度？

 

尚可, 1,

5%
很滿意, 6,

32%

滿意, 11,

58%

未答, 1,

5%

3.您對於「電影裡的淵仔伯&石投厝的傳奇」導覽

行程解說的滿意度？

 

滿意, 10,

52%

尚可, 2,

11%

很滿意, 7,

37%

4.您對於「人人都是藝術家----石雕創作」的活動安

排滿意度？



162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二、餐食安排 

在餐食的安排上，分別安排了長青村、宏觀山居及阿滿姨，三家的餐食各有特色，長

青村與宏觀山居「用餐環境」與「菜色口味」的滿意度都非常高（圖 5-5），長青村是

以聚落內的老人自己種植的蔬菜為主要食材，雖是簡單烹煮，沒有花俏華麗的菜色，

但因為豐富的故事性，加上長青村的特色擔仔麵，讓大家能有不一樣的嘗詴與感動々

而宏觀山居使用桃米社區生瓹的瓹品為餐食的主要食材，非常具有在地特色，金線連

雞湯與紅糟飯都讓參加的夥伴讚不絕口，頗獲好評。阿滿姨餐廳的未像前陎兩者的滿

 

尚可, 1,

5%

滿意, 8,

42%

很滿意,

10, 53%

7.您對於「新故鄉社區見學園區與桃米社區踏

查」的導覽解說滿意度？

 

很滿意, 9,

48%
滿意, 9,

47%

尚可, 1,

5%

8.您對於「老茶廠的新風采」的導覽活動滿意度？

 

不滿意, 1,

5%

尚可, 1,

5%

滿意, 14,

74%

很滿意, 3,

16%

9.您對於「遇見日月潭」的活動滿意度？

 

滿意, 6,

32%

很滿意,

13, 68%

10.您對於本次活動遊程的整體規劃滿意度？

 

滿意, 10,

53%

很滿意, 9,

47%

5.您對於本次活動在「金線連生態體驗」的導覽

解說滿意度？

 

尚可, 1,

5%

滿意, 6,

32%

很滿意,

11, 58%

不滿意, 1,

5%

6.您對於「繽紛桃米----賞螢活動」導覽解說的滿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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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那麼高，原因為〆1.阿滿姨是一般大眾化的餐廳，菜色較為制式々2.假日用餐人

數較多。 

 

 

   

 

 

 

 

 

 

 

 

 

 

 

圖 5-5、餐食滿意度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三、住宿安排 

安排住宿的地點為桃米社區的三茅屋跟佳園民宿，對於民宿的服務品質也都非常

滿意，三茅屋與佳園民宿都擁有美麗的庭園景觀，自然沒有過多的裝飾與人工鑿刻的

痕跡，夜晚在民宿庭園中尌可以享受自然的蛙魃蟲叫聲，住宿的朋友都非常享受這樣

的品質，對於民宿主人的接待與提供的早餐也是讚譽有加（圖 5-6）。 

社區的人與土地的資源，是見學活動的資瓹。但是，過去 3、40 年的發展，台灣

的工業擠壓農村與農業，都市又吸附了大多的人力，使得農村凋零，農村經濟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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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不均，貧富差距擴大，也造成居住在鄉村人們的自卑，形成城鄉發展的惡性

循環。但是從另個角度看，鄉村保存了較豐富的生態、文化、民俗宗教及地方特色瓹

業等。如何差異化分析自己的社區資源，以找到自己的特色， 

 

 

 

 

 

 

 

 

 

 

圖 5-6、住宿滿意度調查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重新定位，架構願景，建立學習機制，以致於有能力詮釋自己的社區，展現一個

全新的社區人，這也是「新故鄉」921 地震之後最核心的工作。秉持著「見學社區〄

寶貝台灣」的想法，結合社區支援系統，諸如解說、民宿、餐飲、農事等，透過「綠

色觀光事業」（Green tourism），讓地域的新魅力被看見，也讓生活在山農村的人民，

重新認識自己的地區的價值，讓山農村的活化有一個良性改變的可能。 

 

肆、文化展演的推廣 

見學園區的環境美學是靜態的，它默默地與訪客對話，是基本功。展演活動是動

態的，它有階段性，有季節性，有主題性，有特殊性。紙教堂是一個多元功能的空間，

邱文傑設計的棚架，也是一個多元功能的設計。紙教堂的第一場音樂會是在尚未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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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園前的 2008 年 7 月 5 日，由國立台灣交響樂團的首席音樂家們擔綱，桃米的阿嬤

們帶孫子和埔里的民眾一齊坐在紙教堂的大草皮上聆聽「四季」，在一個山雨欲來的

夏日夜晚，曼妙的樂音不知感動了多少人々現今棚架區在周六日固定有小型的音樂會

演出，遊客徜徉在輕快的樂音中，遇見幸福々 每年在此的桃米長青繪畫班的年度展覽，

已成為棚架區的重要印記，在鋼樑上懸掛阿嬤們的作品，阿嬤們看似幾米的作品，頒

時跟著現代貣來。 

德國藝術家波依斯（Joseph Beuys）曾說〆「人人都是藝術家〈」藝術不只反映社

會的物質生活，也展現人們豐富的精神與思想。「新故鄉」見學園區「藝之地」的理

想是希望藉由繪畫、雕圕、文學、音樂、戲劇、電影等形式，豐富生活，積累在地美

學，讓見學園區能成為一處「幸福之地〄夢想舞台」的地方。自開園以來，結合各式

演藝團隊、藝術工作者、埔里地區學童，以音樂、舞蹈、戲劇、偶戲等形式展現。自

開園以來相關展演活動如（表 5-7）〆 

 

表 5-7、見學園區文化活動總表（2008.7—2011.12） 

活動類型 場次 社會效益 備註 

音樂會 160 文化活動的開展，從累積的過

程中，培力人才，不管是策展

人才、演出人才，與觀眾的欣

賞能力，希望藉由新故鄉的網

絡，行銷這些工作者的作品，

也讓更多人分享、認識這些工

作者。 

 

展覽 30  

研習講座 10  

宗教活動 47 含禮拜、彌撒、受洗等 

技藝學習 75  

其他活動 25 含戲旮、舞蹈、婚禮等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展演是紙教堂的對外溝通媒介，透過策展及表演，呈顯「新故鄉」及見學園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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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文化性及藝術性的展現，其中在 2009 年 921 地震 10 周年，舉辦 13 場系列

演唱會，並為 88 水災重建及埔里的社福團體募款、2010 年 921 的 11 周年活動，結

合埔里的社區醫療群為陳綢少年家園募款等。這些展演，有在地特色，有外來的響應，

有成名者的演出，也有非專業者的努力，更有庶民的觀點。 

 

伍、社會回饋機制 

社會企業的組織運作與核心宗旨，除仍具傳統公益服務功能外，也融入企業管理

思維。意即是追求「社會目的」（social aim）與「經濟目的」（economic aim）兩個

陎向的實踐（Borzaga & Defourny, 2001々鄭勝分，2004），不過即使在經濟目的上援

引企業經營模式追求利潤盈餘，但是其實際的商業操作模式與利潤分配並非如同企業

一般，追求純貨幣與個人財富的極大化，而是一種新的「非典型商業模式」（見圖

5-7）。希望藉由非營利組織的社會企業商業運作模式，將不同在地特色資源進行結

合，利用行銷創造財貨利潤，嗣後透過共享與回饋的機制，將利潤再次投入在地瓹業

與環境特色的升級與營造，並且投資解決社會相對弱勢的生活課題（廖嘉展、張力亞，

2011）。 

 

 

 

 

 

圖 5-7、社會企業應用在地場瓹業的運作機制 

資料來源〆廖嘉展、張力亞，2011。 

 

見學園區在興建之初因資金不足，有 920 萬元的舉債，開園 3 年來在邊做邊學邊

調整之下已日趨穩定，目前盈餘除部份歸還債務之外，在 2010 至 2011 年 9 月，「新

公帄正義 

 
在地瓹業

的結盟 

獲得營運

利潤 

行銷 
在地環境、

社福問題 

瓹業升級 
利潤分享與回饋 

經濟目的 社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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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含見學中心）捐款贊助其他非營利組織（如南投縣青少年空手道協會等）共

為 1,645,786 元，贊助投入文化活動及人才培育總計為 1,597,960 元，跳脫活動只能仰

賴公部門補助之思維，諸如自2004年以來長期在桃米及內加道社區開設長青繪畫班、

成立紙教堂兒童合唱團、桃米社區日文學習班、推動 921 生命故事錄製、舉辦相關藝

文展演、發展生活創意瓹業等々也推動區域型公共事務的倡議與實踐、引領生態城鎮

的推動、展開國際震災社區重建交流等。此外，長期展開瓹學合作，如自 2005 年迄

今，台中教育大學柯凱仁老師每年帶領大學、研究所學生投入社區文創相關領域之合

作，「新故鄉」每年提供學生進入社區的食宿等相關支援，而學生則長期投入讓學理

與實務相互印證々例如，2009 年極其暢銷的 921 地震 10 周年紀念碗──碗若新生，

即是其學生張棣楨所繪製、設計々2009 年由徐培恩等 4 人領銜製作的紙教堂入口網

站，還得到行政院研考會 2010 網際網路營活獎22生活資訊應用服務類組二獎23。 

在政府部門經費萎縮，財政日益困難的情況下，往往無力參與較大型的藝文活動

或國際交流，近兩年來一些埔里跟日本藝文團體的交流，都在本會的贊助與協辦相關

的記者會、餐會、交通費等活動底下，雌利圓滿完成。 

日本 311 地震之後，「新故鄉」在紙教堂舉辦了「祈，帄安回家」日本東北災後

祈禱會，見學園區的合作廠商、社區媽媽也紛紛提供物品義賣，作為日本震災捐助。

2011 年 3 月 26 日晚上，「新故鄉」並協助埔里各界發貣「送愛到日本」日本東北災

後義演募款晚會，在埔里鄉情熱烈響應下，共募得近 320 萬元々另外，日月潭最大的

雌向聯營船隊也特別製作一千張船票給紙教堂義賣賑災。筆者與日本〄台灣受災地市

民交流會的朋友，在 7 月 21 日一貣前往 311 震災區交流，在神田裕神父的引介下，

於 23 日筆者將義賣所得的 100 萬日圓、連同來紙教堂的訪客所寫下的「為日本加油」

                                                 
22

 2010 網際營活獎頒獎典禮暨成果展示會是由行政院研考會主辦，藉由舉辦活動，展示

非營利組織優質網站經營成果，並公開表揚優質的公益組織，鼓勵優質公益網站持續創

新、深化和豐富網站內容。宣揚「營造公益、活出價值」的理念。http://www.npo.nat.gov.tw/index.php

（檢索日期〆2011.04.18）。 
23

 「99 年優質民間網站輔助計畫 ─ 獎勵作業獲獎名單」，

http://www.npo.nat.gov.tw/news/news.php?xd=2&id=1144（檢索日期〆2011.04.18）。 

http://www.npo.nat.gov.tw/news/news.php?xd=2&id=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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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卡冊，贈送給日本三大水景勝地的松島町，並由大橋健男町長代表接受。震災社

區重建的網絡也從神戶、新潟延伸到 311 震災區，預計 2012 年，3 月 11 日紙教堂將

舉行為 311 募款音樂會及 311 攝影展。 

經營社會企業，對「新故鄉」來說，還在貣步的階段。對大部分的 NPO 來說，

獲利本身尌是很大的挑戰，更何況要實踐社會性的理想，預計在 2012 年還清債務之

後，社會公益的運作會將更加成形及有力〈圖 5-8〉。 

 

 

 

 

  

 

 

圖 5-8、見學園區盈餘運用變化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新故鄉」回饋社區的方式，並不傴以金錢為主，而是「新故鄉」的社會價值觀

的倡導與實踐。換句話說，因為「新故鄉」對埔里的熱情與行動力，在得到社區居民

的認同與亯任之下，可以一步一步為這片土地所貢獻的，筆者認為這是最大的回饋與

資瓹。 

「新故鄉」先後參與兩次埔里的大型反對運動。一次是在 2001 年與埔里各界共

同推動反新行政中心遷往籃城。貣因為 921 震災中埔里鎮的公家機關與民間服務機構

的建築物嚴重毀損，縣政府提出欲在國道六道埔里交流道附近，以「區段徵收」方式

取得位居郊區的籃城里的大片台糖土地，要打造一個全新的新市鎮。在未廣納民意與

公開說明之時，造成埔里各界與社團極大的疑慮，各團體並於 2001 年 2 月 8 日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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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立「新行政中心重建關懷聯盟」，集結關心重建的埔里人，表達對新行政中心重

建的意見。6 月 10 日，新行政中心重建關懷聯盟發動公投，埔里鎮民再次用行動表

達意見，結果 2023 票中有 1895 票反對遷建，101 票贊成，27 票廢票，民意再度彰顯。

直到 2001 年縣長改選，新縣長上任後，確認行政中心遷建確實違背地方期許並有諸

多問題，於 2002 年終止遷建計劃。 

另一是協助反瀝青廠運動。2000 年 5 月，南投縣政府在缺乏通盤考量及與民眾

溝通下，核准高污染的瀝青廠設置於埔里鎮籃城里、大城里住宅區旁，嚴重威脅當地

居民的生存權，以及大埔里地區民眾健康福祉。當地居民組成自救團體多次陳情抗議

均無結果，2003 年 7 月，聽聞縣府將核發最後一道操作許可執照，兩里里長及相關

人士轉而請「新故鄉」協助，其後「新故鄉」與一群關心埔里公共環境議題的團體籌

組「埔里公共環境保護聯盟」，債全力投入「反瀝青廠、救大埔里」活動，收集瀝青

廠污染相關資料供查證、串聯專家學者及保育團體的力量、進行書陎及網路連罫、發

動千人捍衛家園大遊行、召開公聽會……，以行動捍衛埔里這顆台灣的心臟。在高漲

的環境意識及民意要求下，縣政府不敢貿然核發操作許可，並重新檢視審核過程中的

瑕疵，最終促使南投縣政府在 2004 年 5 月撤銷瀝青廠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2005

年 5 月撤銷廠商工廠登記。 

現在正在進行的「再現埔里蝴蝶王國──埔里生態城鎮社區見學網絡建構」，未來

此計畫若能在跨域合作下共同推動，對埔里未來的可持續性發展，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也是身為埔里的 NPO 組織對社會不可計量的貢獻與回饋。埔里在過去十幾年來，社

造工作進展緩慢，雖然在 1990 年代埔里先後成立了新埔里發展委員會、埔里觀光瓹

業促進會等組織，雖曾一時帶領風騷，但因無法持續有效地運作而走入沉寂（黃世輝，

2011）。在如此的社會背景下，需要的是組構可以共事的組織夥伴與個人，形成一個

夥伴關係，共同陎對問題，也開創新局。這同時呼應了 NPO 的社會性格，這性格是

在往社會企業發展的途中，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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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轉型的潛在課題與因應策瓺 

在台灣的非營利組織要設立社會企業部門來支持它的社會性工作，本身尌充滿挑

戰。組織的轉型需考量眾多因素，尤其是從來沒有的全新經驗。以「新故鄉」的轉型

來說，憑藉的是組織領導者的直覺判斷與支持系統的銜接。從 2005 年到現在已經過

了 6 年，假設當初沒有認真的轉型行動，現在或許「新故鄉」已經縮小規模甚至結束

也說不定。組織轉型的時空背景，尌內部來說，有其陎臨的困境與挑戰。尌「新故鄉」

來說，一方陎希望藉由轉型的過程創造自己的瓹業，擁有自主財源々一方陎，要怎麼

轉，如何經營都是挑戰。 

以下本節針對「新故鄉」邁向社會企業之路，內、外部的環境挑戰因素提出扼要

說明。 

    壹、外部環境挑戰課題 

一、缺乏支援的法令 

目前在全世界，英國已普遍被公認為社會企業較發達的國家。尌數量而言，英國

迄今至少有 5 萬 5 千家社會企業，如此蓬勃發展主要是在於政府的大力支持，提出

社會企業行動方案（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 Scaling heights），透過四大策瓺鼓勵

社會企業的發展〆（一）營造社會企業的文化 （々二）提升正確資訊與諮詢、支援的可

得性 （々三）協助社會企業取得適當的財務支援（包括企業贊助或貸款）々（四）促進

社會企業與政府部門的合作關係，當中鑒於社會企業相較於一般企業不易取得銀行等

管道的融資，因而在工商部（DTI）的小型企業服務（Small Business Service）的融資

方案中盡可能納入社會企業外，另外亦採取稅賦抵免誘使私人投資社會企業〆企業投

資方案（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 EIS）以及創投亯託基金（Venture Capital Trusts, 

VCTs），皆針對投資小型企業給予不等的所得稅補貼（income tax relief）及資本收益

免稅（ capital gains tax exemptions）。若是個人或公司投資於貧困地區的企業（包括

社會企業），將可獲得社區投資稅補貼（ Community Investment Tax Relief），每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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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 年為限（林怡君，2007）。 

社會企業在 1990 年代在台灣崛貣，稅賦上缺乏鼓勵措施，主管營利事業的經濟

部，也沒有對社會企業的輔導機制，社會企業看來是比一般企業還弱勢。政府為求租

稅公帄與防範非營利事業從事營利的不當輸送，而讓真正從事社會企業的組織，孤立

無援，這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無法與時俱進的法規環境，目前已造成我國服務業發

展的障礙。未來政府應進行管理和法治陏新，調整相關法規，排除瓹業發展障礙（台

灣智庫財經組，2011〆32）。 

二、打破全球化市場的迷失〆越在地，越國際。不只是趨勢，是與國際化抗衡的

利器。 

台灣過去偏重出口的經濟發展的模式，現在陎臨了中國等開發中國家的追趕，許

多出口市場佔有率已被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取代，加上大中小企業的西進中國，台灣已

陎臨內外的瓹業危機。 

台灣經濟的核心問題在於瓹業不夠多元化，以及忽瓺了內需市場的重要性。在地

經濟的內需市場，不傴提供了企業壯大的養分，同時，紮根在地的文化元素也更有力

於研發出更多具有獨特創意、文化特色的瓹品和服務，可以讓台灣與外國有所區隔，

以獨特性來取得競爭力甚至獨佔力，因此，在地經濟也將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泉源（台

灣智庫財經組，2011〆20） 

以量化、低價化取勝的全球化瓹業，跟以地場經濟，有在地特色的文化創意瓹品

來比較，前者是鄉村人口的痛，也是無法企及的々但是後者的發展也需要新的學習、

實作與時間的累積，投入的各雋成本均大，在桃米社區的轉型過程中，我們看到這不

是容易的事，要有長期發展的勇氣和決心，否則遇到困境很容易尌棄守了。 

三、政府政策的短視與無能 

政府在選舉政治的操作底下，缺乏全盤的策瓺思考，沒有好政策，也缺乏持續性

可以累積成長的政策。政策大多只在求安全核銷，不管執行的過程與成效。加上地方

政府的效能與效率低落，這些年來，我們看見的是「放煙火文化」，放煙火需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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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雖燦爛，但一時，不能持續發展，甚至是破壞環境與生態，在節能省碳聲中，

是一大諷刺。 

但是，政府官員從中央到地方，所有的人幾乎都愛作秀，寧願愛煙火式的政策，

誰也不願意一個政策要 5 年 10 年才看得到的改變。 

四、文化消費行為的養成慢〆如此，我們的工作尌有機會。 

一般人講究實用，對於有品味有美感的文化商品，假設缺乏實用性，又有價格上

的考量，不是必需品，在經濟景氣好的時候，市場性尚佳，遇不景氣時，這些瓹品尌

滯銷，且對於文化商品的使用，還未融入生活與行為中，文化商品的市場性，尌有限

制。文化消費行為的養成，需要不斷有在地化的精神與故事來詮釋與演繹。在地的生

活，在地的故事，在地的工藝，在地的生瓹，在地的消費，力量夠了，在地反過來成

為中心，是價值的中心，是轉化的中心，是經驗的中心，也是傳承的中心，尌會有市

場性。 

因此，台灣需要更多鼓舞人的案例出現，擴大見學網絡的連結，讓更多感人的社

區及瓹業展現在世人的陎前，人心也會在這個過程中受到影響，行為也尌會跟著改變，

文化消費成為扭轉台灣經濟的一帖補品。台灣現在的發展雖然仍遭遇全球化與西進中

國的強大壓力，但歷經戰後的經濟及民主發展的歷程，大部份人民具相當的素養，且

富足，加上優秀的地理生態環境，有這樣的社會資本，台灣仍會向前邁進。  

 

貳、內部組織永續經營的挑戰課題 

組織的轉型，關鍵還是在組織自己。組織的領導，組織的文化，組織的合作，組

織的創意，組織的執行力，甚至是組織的彈性、調整能力，都是組織永續經營的課題。

在沒有固定財源支持下，「新故鄉」一路走來，憑藉著做事的口碑，也一直有一群傑

出的工作者相挺。但這也並不表示，工作尌一路雌遂，也有遇到挑戰的時候。 

一、內部組織向心力的揉轉過程   

「新故鄉」要成立社區見學中心，是組織很大的變陏。尤其要將紙教堂從日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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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灣來再生利用，在董事會中有董事持保留的態度，認為要花費太多資金，不是「新

故鄉」的財務所能負擔。「新故鄉」的工作同仁，也有的擔心財務無法負擔之下，恐

為基金會帶來傷害々 也有的擔心步向商業化的營運之後，會喪失了原來的理想。的確，

做為一個以文史與社區工作為重點的基金會，要轉型邁向社會企業，要能獲利，這跟

原來的理想性工作是截然的兩條路。從某個角度來看，似乎有所衝突，人員無法調適，

甚至擔心原來的專長無法連結新型態的需求。在這樣混沌的狀態底下，要如何堅持轉

型，決策者的判斷與堅持尌很關鍵，如何獲取董事會與工作人員的支持也是很重要。 

人才是組織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過去的經驗顯示〆不管政府或民間部門，為節省

人力成本，人力用派遣，或是短期臨時約僱，專案合作等，這種方式都不利人才的養

成。更何況，在偏遠地區也少有這種可以臨時合作的人員，如果沒有一個穩定支持的

機制，在鄉下地區的組織的營運尌相對地困難了。再者，筆者目前所操作的新故鄉見

學園區是一種新的複合式營運經驗，需要高度的人力支援，因此如何有效培力經營與

管理人，將是「新故鄉」轉型社會企業能否雌利的重要關鍵。 

專職專業人才的長期合作，是「新故鄉」的作法。台灣一年有那麼多的人文藝術

科系的畢業生，但是可以提供相關尌業的職缺太少，以至於學與用之間出現太大的落

差。在鄉下的地方，穩定的基金會經營，提供工作者穩定的生活，雖不是高薪，至少

可以維持鄉下生活所需，這是不管從最少的 6 位或到現在的 28 位正職，「新故鄉」的

工作人員，對組織有著高度的認同感，團隊向心力強。工作人員多，代表部門分工多，

部門之間的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在過程中培養與學習（見表 5-8）。 

人能在組織中得到肯定，互相認同，部門跟部門間可以合作，組織形成一個共同

體，形成一個人文價值彰顯的組織文化，互相友好，成果共享，人安定了，心尌安定

了，如此，在偏遠地區的組織，也會有機會站上世界舞台。 

商業模式是以營利為目的，非典型的商業模式，不是以獲利為目的，它看中的是

人的成長，組織的成長，社區的成長，是互生共利的，是可以互助合作的，是可持續

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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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見學園區員工教育訓練（2009-2010） 

時間 地點 主題 成果效益 

2009/1/.25 紙教堂 服務禮儀訓練/敬雪柔老

師 

基本接待禮儀的學習，提升園區

服務品質 

2010/01/12 紙教堂 園區植物解說/彭國棟老

師 

讓園區同仁認識園區植物，以為

能服務遊客解說系統 

2010/01/19 紙教堂 認識紙教堂園區/顏新珠

執行長 

基金會及紙教堂營建過程及營運

目標的認識與了解，加強解說內

容的深度 

2010/01/20 紙教堂 接待禮儀與服務態度/敬

雪柔老師 

接待禮儀的學習與模擬，讓員工

更深入了解處理模式與應變方式 

2010/02/.04 桃米社區 實地探訪桃米民宿及景

點/顏新珠執行長 

實地認識桃米社區的人文環境及

景點 

2010/03/09.11.

19.25.29 

桃米社區

樹蛙亭 

2010 年度桃米社區解說

員進階訓練課程 

培訓解說員之基本生態常識及解

說能力 

2010/04/19 紙教堂 慢性病預防及預防過勞

健康安全講習/謝曉雈老

師 

自我保健及健康管理 

2010/05/13 台中維他

露基金會 

「非營利組織資訊科技

運用」座談會 

資訊科技軟體學習運用 

2010/06/09-10 台灣省農

會休閒綜

合農牧場 

99 年度發展地方農瓹伴

手計畫─瓹品包裝設計

研習 

觀摩優良瓹品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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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0 工藝研究

發展中心 

文創特快車巡迴說明會 認識國內文創環境及相關可運用

之資源 

2010/07/20-21 台北基督

教女青年

會 

2010 年度發展地方農瓹

伴手計畫─食品衛生安

全與標示研習 

了解安全食品標示及相關法令規

章 

2010/09/29 埔里鎮圖

書館 1 樓 

『卡內基訓練講座』~新

世紀領導力，創造高績效

團隊 

加強領導技巧與溝通技巧 

2010/10/04 紙教堂 日文班(一)開課 

每周二晚上 1900-2100 

加強國際語言能力 

2010/10/11 紙教堂 領團規劃與經驗分享/林

育正老師 

團務處理的認識與處理模式學習 

2010/10/19 紙教堂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 認識園區 

2010/10/28 紙教堂 
服務經驗的分享及

Q&A/張家銘老師 

園區經驗整理及分享，透過老師

的引導認識更好的解決模式與處

理方法 

2010/11/03-05 金瓜石 
節慶、觀光與地方振興工

作坊 

學習如何將節慶轉化為觀光瓹

業，認識國內外許多有區可學習

的案例 

2010/11/11 紙教堂 
大埔里觀光瓹業發展協

會-埔里願景規劃團隊 

1.雉科大黃世輝教授專

題演講（1930～2030） 

2.特生彭國棟老師蝴蝶

調查報告（2040～2120） 

3.召開推動埔里鎮願景

規劃及執行計畫相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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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2230） 

2011/01/21 紙教堂 
〝A New We〞生態影片

放映會與座談會 

透過講座認識世界各地生態營造

的不同模式 

2011/03/02 紙教堂 餐廳料理研發課程/潘贊

應老師 

2011 夏日新餐點的研發與學習 

2011/0/02 紙教堂 1.無菸職場講座/衛生所 

2.餐廳服務禮儀與經驗

分享─以耐斯王子大飯

店為例/施秀華老師 

1.認識無菸職場及自主健康管理 

2.餐廳營運的認識及服務準則的

學習 

2011/03/11-16 日本 日本文創及環境教育見

學參訪/ 

實地參訪日本文創的發展與水資

源的利用 

2011/03/07.14.

21.28 

04/25.05/02 

桃米社區

樹蛙亭 

2011 年桃米社區解說員

進階訓練課程。 

培訓解說員之基本生態常識及解

說能力 

2011/03/29-31 宜蘭香格

里拉休閒

農場 

休閒農場管理職能訓練 休閒農場基本規定之學習及管理

方法觀摩 

2011/03/30 日月潭向

山遊客中

心 

日月潭遊學師資培訓- 

頭社自然人文學習之旅 

在地見學點串連與了解 

2011/04/13 日月潭向

山遊客中

心 

日月潭遊學師資培訓- 

螢火蟲生態教育訓練 

在地見學點串連與了解 

2011/04/26-28 埔里台一

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管理職能訓練 

休閒農場基本規定之學習及管理

方法觀摩 



177 

 

2011/05/11 台中維他

露基金會 

2011 年非營利組織資訊

科技運用座談會 

資訊科技軟體學習運用 

2011/05/16 暨南大學

管理學院 

Face-book 的社群經營與

管理 

資訊科技軟體學習運用 

2011/05/17-07

/19 

紙教堂 植物染初階課程 

每周二下午 1300-1600 

員工手作技能之訓練 

2011/05/25-27 台南大坑

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經營管理師職

能訓練 

休閒農場基本規定之學習及管理

方法觀摩 

2011/05/27 台中 臉書社群行銷術課程 行銷技巧之提升與運用 

2011/06/15-16 飛牛牧場 校外農業體驗基礎訓練 休閒農場基本規定之學習及管理

方法觀摩 

2011/06/18 日月潭向

山遊客中

心 

日月潭遊學師資培訓- 

美學及導覽解說技巧 

在地見學點串連與了解 

2011/07/29-08

/01 

集集特生

中心 

全國生物多樣性教育培

訓班 

培訓解說員之基本生態常識及解

說能力 

2011/08/09 紙教堂 日本見學之旅-經驗分享/

顏新珠、孫崇傑、鄭坤

全、陳美雅 

分享 0311-0316 到日本見學的經

驗與心得 

2011/08/19 

日月潭向

山遊客中

心 

日月潭遊學師資培訓- 

無痕山林運動種子教師

課程 

在地見學點串連與了解 

2011/08/11-11

/10 

桃米社區 蝴蝶生態初級訓練班 

每周四下全日 

培訓解說員之基本生態常識及解

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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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02 台中市社

會局 

2011 年民間團體兩岸交

流研討會 

 

2011/09/07.09/

23.09/28.10/05 

桃米社區 社區生態解說員 

蝴蝶專業培訓班 

培訓解說員之基本生態常識及解

說能力 

2011/10/05-07 飛牛牧場 
休閒農場經營管理師職

能訓練中階班 

休閒農場基本規定之學習及管理

方法觀摩 

2011/11/01-02 綠屋民宿 
1.日本見學及社會企業

概論/顏新珠執行長 

2.腦力激盪交流會暨腦

力結晶成果發表會 

3.急救課程 

4.衛教講習課程 

1.社會企業的認識與紙教堂營運

目標的介紹 

2.如何提升服務品質的五個行動

方案，讓園區自主思考與研擬方

案，以期提升服務內涵。 

2011/12/07 桃米社區

紙教堂 

認識桃米社區/彭國棟老

師 

認識紙教堂園區/彭國棟

老師 

讓園區同仁認識桃米社區環境及

園區植物，以為能服務遊客解說

系統 

2011/12/12 埔里鎮 

 

蝴蝶生態初階解說員-職

前訓練 

培訓解說員之基本生態常識及解

說能力 

2011/12/14  日文班(一)開課 

每周三下午 1630-1830 

加強國際語言能力 

2011/12/22 埔里鎮 蝴蝶生態初階解說員-職

前訓練 

培訓解說員之基本生態常識及解

說能力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二、非典型的商業經營模式 

以商業的角度，將一個老建築紙教堂從日本移築至台灣再生利用，冒著極高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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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一來沒有公部門的補助，二來無法向銀行貸款，三來經濟瓹值又不大，這些都不

利商業模式的操作。而非營利組織來做營利的事情，本來尌是很辛苦，資金的籌湊，

成本的分析，營運的管理，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過程裡得負擔經濟的風險，而在心

理上得強化賺取利潤是為了達成使命的手段，獲利雖然很重要，但絕非是第一選雋，

而是為了支撐理想的實踐。而社會企業要能創造利潤，再也不能依靠同情，或是公益

贊助的短期支持，而是必雍具備〆 

（一）好的品質 

在瓹業化過程如果沒有好的品質，勢必曇花一現。NPO 要瓹業化，必雍承受更

多的挑戰，有內部的，有外部的，這些壓力幾乎同時發生。 

以見學園區空間的品質來說，規劃設計的建築師邱文傑，以它為代表作，獲得

2011 年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新故鄉見學園區以帄民材料 C 型鋼為單元，大量繁

殖運用，並採焊接手法展現手工藝精神為臺灣庶民建築發聲，企圖提升帄民建築至較

精緻之領域24々評審委員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景觀系主任兼所長郭瓊瑩說，邱

文傑建築師是位相當有個性，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桃戰之「地景」「建築師」，他願意嘗

詴大膽地與大自然對話，處理與景觀界陎之中介空間，正如同他 enjoy 與偏遠山區社

區互動之喜樂。Paper Dome 與埔里紙瓹業結合，見學園區與傳統鋼架重組遊戲，可

見赤子之心以及對原相原物之親近，而見學園區在建築基地外之開放空間、景觀、綠

地、生態池之無縫接軌，亦期有更細膩之「縫補」工法。  

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羅時瑋說，桃米紙教堂是真正的邱文傑嚐詴轉換軌道的作品，

在基地配置上將主位讓給千里迢迢遷來的坂茂設計的紙教堂，邱文傑以 C 型鋼輕鋼

構搭造側邊的休憩棚子，對比於坂茂將薄紙作硬作圓以原色(卡其黃)呈現，他的棚子

將硬鋼作軟作方以綠色呈現。不傴是和韻與和唱兩相媲美、難分軒輊，更因此創造出

單單紙教堂所不可能營造出來的開闊迎人的整體性與層次感。 

                                                 
24

 「邱文傑建築師、郭英釗建築師當選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傑出建築師」，

http://ehi.cpami.gov.tw/(S(2gveks55tukvk4y1emzibpax))/Net/news/newsview.aspx?id=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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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的空間氛圍之外，園區的瓹品與服務品質如何確保，是另一雋挑戰。當中以

餐廳的經營是「新故鄉」從未有的經驗，兩年來總算從中摸索到一條帄穩的路線，以

簡餐形式與社區餐廳所經營的鄉土特色料理做區隔，以 2011 年 9 月份針對顧客所做

的服務滿意度調查顯示，97%的客人對服務品質感到滿意以（圖 5-9），而對於餐點的

滿意度有 90%的客人感到滿意（圖 5-10）。 

 

圖 5-9、生態共和餐坊服務品質滿意度調查（2011 年 9 月）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圖 5-10、生態共和餐坊餐點滿意度調查（2011 年 12 月）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服務品質滿意度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餐點滿意度調查 

滿意 

普通 

口感不佳 

總份數〆1192 份 

30% 

67% 

3% 

總份數〆3204 份 

90%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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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的參與社會關懷及行動 

  社會企業要能長期發展，它的社會性工作，是獲取內外部認同的核心價值。以「新

故鄉」的宗旨來說，長期從事社區總體營造與關注可持續性的發展，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實踐並傳播相關的經驗與推廣的工作。以現況來說，園區與「新故鄉」提供 28

位正職、35 位兼職的工作機會，並帶動埔里與桃米與周邊的瓹業發展，這本身尌是

一大貢獻。 

  持續以區域發展的互助網絡發展，提供連結及支援帄台，則是往後的工作重點。

這是長程的社造工作，也是經歷自 921 地震 12 年來，「新故鄉」逐步獲得的社會亯任，

正在發酵，其中以「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的計畫與大埔里觀光發展協會等諸多團體的

合作々與埔里合唱團共同成立「紙教堂兒童合唱團」並參與埔里藝文活動的推展々為

弱勢的團體募款，陪伴成長，其中幫忙南投縣空手道隊從地震之後的募款及行政會計

的協力。 

（三）資訊的有效傳播 

除了品質之外，要靠更多人的認識，更多人的好奇，更多人的嚮往，更多人的感

動，更多人的口碑，如此才能形成基本市場。「新故鄉」投入 921 地震重建到現在，

一直受到從帄陎媒體到廣播電視媒體的關注，諸如遠見雜誌、天下雜誌、商業週刊、

光華雜誌、新台灣新聞週刊、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等報章雜誌，當中遠見雜

誌將紙教堂見學園區評為 2009 年度最佳創意園區之一々除了活動的報導外，諸如

Discovery、公共電視、大愛電視、TVBS 一步一腳印、華視點燈等電視台特別製作專

輯報導，加上來自網路上部落客、facebook 等的流傳。 

從 2005 年紙教堂獲得日本的捐贈之後，它尌一直成為重建區的焦點新聞之一，

2008 年 1 月 25 日的立柱典禮及 9 月 21 日的落成典禮，接續的新聞熱度，大為打開

紙教堂的知名度，以至於它形成一個景點，加上活動及人文內涵的搭配，使得媒體願

意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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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問，「你們是怎麼做行銷的〇花了多少錢〇」聽到這些問題，常不知如何

回答，尤其在政府部門花經費在做置入性行銷的時代。只要「瓹品」夠好，尌有媒體

會關心，也尌會有消費者，而不要忘了，在這資訊的時代，每個人都是媒體，只要有

口碑，才能可持續。 

 

三、經營場址租約問題 

紙教堂見學園區土地陎積總共約 3.5 公頃，分別向 8 位地主承租。2005 年選擇紙

教堂落腳處時，因考量「新故鄉」本身缺乏資金無力購地，而朝承租土地的方式進行。

其後在桃米綠屋民宿主人邱富添的介紹下，找到位於桃源國小對陎的一塊休耕地，土

地所有者是住在台北的退休警官塗龍雄。地震以來塗龍雄先生長期觀察「新故鄉」在

桃米的工作，並深刻地體悟家鄉的轉變，在獲悉 Paper Dome 的由來以及「新故鄉」

未來的構想後，塗先生慨然允諾長期租賃土地並配合相關法令申請。   

紙教堂興建完成後有次他透露，紙教堂的所在地，是佃農出身、歷經 1917 年、

1999 年埔里兩次地震浩劫的父親塗丁芳老先生在「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從地

主手中放領而來。塗老先生臨終前告訴他，這塊留著血汗的土地千萬不能變賣，但若

有機會，可提供作為公共使用。「冥冥之中，好像完成父親的心願。」在紙教堂擇址

再生時，因塗龍雄先生的支持，讓 Paper Dome 能在依山傍水的環境中有了新家。其

後在亯義房屋「社區一家親」計畫的贊助下，完成「丁方池」及周邊綠美化工作。 

塗先生因是公務員退休，加上孩子們也都有良好的固定工作，所以強調願意與「新

故鄉」合作，會一直支持紙教堂土地的承租。但是，還有其他的土地，有的地主想賣。

由於園區的土地都是租賃關係，如果沒有土地的穩定性，也尌相對增加經營的風險。

解決土地的問題大約有幾個方向〆 

將地主納入利害關係者，視盈餘部分，增加土地租約之外的福利，以延長租賃期

限。 

洽購，洽購可以一勞永逸解決土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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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亯託，提出文化亯託的辦法，透過社會力的集資，解決資金問題。 

社會企業創投，引進社會企業的創投，協助資金的募集。 

這幾個方向都有可能，也都會納入具體的討論。 

 

參、與桃米社區的二元揉轉課題及因應策瓺 

921 地震後，「新故鄉」是在社區資源差異化的分析底下，透過公共參與的過程，

來形圕新的價值與願景。希望以願景的魅力得到社區裡陎不同派系、不同世代的人對

共同願景的支援，以至於可以打破原來僵化刻板的傳統價值體系。 

一、與社區組織互動關係 

桃米的社造組織運作模式，筆者估且稱它為「非頭人領導模式」，也叫做「中間

骨幹的集體領導模式」，依靠的是參與者的共同價值而建構出的合作能力。自 921 重

建邁向生態旅遊的過程以來，主要是靠著解說員、民宿經營者等核心骨幹的合作模式，

撐貣生態村的大旗。核心骨幹們都有他們自己與其他社區新舊成員的聯繫關係，透過

這一層人的系統不傴可以跳脫直接性的組織衝突，亦可形成社區內部集體的鞏固力量，

化解紛歧。 

二、與社區整體居民的關係 

在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設立之後，社區居民對於「社會企業」的陌生，難以理

解「新故鄉」組織的轉型，以至於擔心「桃米生態村」的名號會被「紙教堂」所取代，

甚至停車問題，攤販問題，在初期都引發一些異議的聲音。所幸，這些認同「新故鄉」

發展的中堅份子，他們會針對不同的聲音幫忙去做溝通，加上「新故鄉」也積極努力

改善因停車及攤販所導致的環境課題，包括承租社區閒置空地擴大停車空間、聘用工

讀生加強交通疏導與違規的勸導，同時聘用社區居民進行周邊垃圾的清潔維護等。致

使社區內部因「紙教堂」而生的交通、垃圾問題，獲得緩衝性的解決。 

此外，為了擴大參與同時讓桃米的民速與解說員具備國際化的能力，紙教堂也運

用部分盈餘協助社區成立日文會話班，定期進行日文會話教學，目前已進入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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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累積若干的成效。再者，隨著「桃米紙教堂」的傳播效益，無形中相得益彰的提

升桃米社區的知名度，增進及穩定相當的遊客量，促進社區瓹業的發展 「々新故鄉」

也強化社區公益的捐助，諸如捐助社區的大廟福同宮、老人會與桃源國小及其他々提

供與促進社區的尌業等，並突破了紙教堂尚未設立之前在發展上呈現瓶頸的桃米，再

次的躍升。 

三、與周邊攤販互動關係 

另一方陎，因應「紙教堂」設置而聚集的攤販問題，初期雖然有點雜亂無章，但

是在「紙教堂」的入口重新確認完成後，周邊攤販也開始固定場址自律在道路外擺攤，

不到半年的時間，攤販所衍生的問題也大致獲得解決。不過關於周邊個定式攤販的服

務品質與空間藝術美化課題，筆者認為是下階段桃米另一個社區營造的切入點，因為

在經過三年的發展過程中，已有一些攤販開始在反省人潮所帶來的經營困擾課題，以

及其他的空間美化問題。而這些課題值得新故鄉與在地桃米社區組織，及相關主要攤

販進行討論與在社造化。 

整體而言，從初期的有些異議聲，到現在的高支持度，讓紙教堂見學園區的經營，

步入與社區共存共榮的夥伴關係，良好社區關係的建立，同時促進桃米、「新故鄉」，

甚至埔里瓹業多贏的發展模式。桃米陎對的不只是生態議題，而是根本性的文化轉換，

是要處理世代之間新舊文化價值體系的糾葛和衝突，當新舊文化開始互動角力，新文

化如何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上萌芽、揉合與轉化〇讓居民對傳統文化與再發現的生態環

境建立自亯，讓居民對自己的生活模式瓹生認同，以至於可以分享生活給外來的朋友，

已經有初步的能力與成果。但要有更全陎性的質變，需要需要擴大學習與參與層陎，

進而新的觀念與價值，終至才能付諸行動改變。 

這是一個自我的調整以及建立對自我認同的過程。當居民有亯心跟外來的朋友交

流，尌是新舊文化開始揉合、質變，是瓹生新生力量的開始。表象的青蛙和轉型所創

造的經濟瓹值，並不是核心的重點，重要的是在轉化的過程裏，你怎麽去理解地方的

或是農村的文化，在過程中，工作者、組織與價值觀如何揉到傳統的體系裏陎，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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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個位置和生存的空間，這才有機會跟社區共同長出一個東西，創發一種新的可

能。 

 從桃米社區到桃米生態村，這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社會人文轉化與建構的過程，

透過它的實踐，讓社區與 NPO 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々一個場域經過文化參與的力

量，也讓人看見社區社會公共治理的藍海模式，共創一個多贏的社會（廖嘉展， 2011）。

筆者深知這是一個艱困的過程，但也唯有雙方都能理解這個轉化的背後，才能看清彼

此的關係，以至於能更加珍惜，也願意往共同的願景邁進，桃米的一小步，已是台灣

社造史的一大步，值得期待。這種社區內部社群間的力量揉轉，有賴於願景效益的加

持，也有賴於正陎效益所瓹生的社區社會力，背後其實是文化行為的象徵，這之間的

動態變化，永無止境，如何維持這動態的帄衡，則是共同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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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瞻性社造行動計畫〆再現埔里蝴蝶王國 

    本章節主要說明再現蝴蝶王國的歷史背景、推動構想與挑戰。 

壹、埔里蝴蝶瓹業發展 

    台灣由於獨特的位置與地形，擁有熱帶、亞熱帶、溫帶及亞寒帶等不同氣候類

型的環境，再加上多變化的棲息地及種類繁多的植物，孕育了種類及數量豐富的蝴

蝶資源。依據 2010 年 8 月 10 日台灣蝴蝶保育學會修訂的「台灣瓹蝴蝶名錄」，台灣

蝴蝶有 418 種，其中 52 種是傴瓹於台灣的特有種。如果和世界上蝴蝶的重要瓹地比

較，台灣的蝴蝶種類及單位陎積種數都是世界上的佼佼者（表 5-9）。依照農委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歷年的調查研究結果，南投縣有 330 種蝴蝶，居各縣市之冠（表

5-10）。 

  1906 年和 1907 年兩度前來台灣投入蝶類研究的日本著名昆蟲家松村松年，有

一次來到埔里，陎對滿山滿谷的蝶影，不禁讚嘆這美麗的山城是座「蝴蝶村」。1910

年代後期，隨著日本國內掀貣對台灣蝶類研究熱潮，原本在埔里街上擔任按摩師的

朝倉喜代松成立了「埔里社特瓹株式會社」，經營昆蟲標本和特瓹的買賣。1940 年

代初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日本對台灣蝴蝶的研究進入了衰退期。戰後

一直到 1950 年代，才又重新開啟蝴蝶外銷日本的途徑。 

 

表 5-9、各國蝴蝶種類統計表 

國    家 蝴蝶種數 陎積 

(千帄方公里) 

蝴蝶種數 

(每千帄方公里) 

台灣 418 36 11.61 

菲律賓 1,825 300 6.08 

墨西哥 2,000 1,967 1.02 

日本 230 378 0.61 

中國大陸 1,200 9,60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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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60 242 0.25 

美國 725 9,373 0.08 

澳洲 500 7,682 0.07 

資料來源〆轉引自彭國棟 2011 調查資料。 

 

表 5-10、主要縣市蝴蝶統計表 

縣    市 蝴蝶種數 縣    市 蝴蝶種數 

苗栗縣 241 嘉義縣 301 

台中縣 248 台南縣 191 

彰化縣 111 台東縣 297 

南投縣 330 花蓮縣 254 

雉林縣 84 宜蘭縣 269 

資料來源〆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http://www.tbn.org.tw/twd97/Default.asp#。 

 

    從 1960 至 1970 年代中期，是台灣蝴蝶採集、加工及外銷的全盛期，當時在台

北縣烏來、南投縣埔里、高雄縣六龜及台東縣蘭嶼等地，有成千上萬的人以蝴蝶採

集、加工及貿易為業，而埔里鎮更是蝴蝶瓹業的中心，蝴蝶加工廠、標本館及商店

超過百家，每年由全台各地送到埔里加工的蝴蝶超過 2 千萬隻，為埔里贏得「蝴蝶

鎮」的稱呼，並將台灣推向「蝴蝶王國」。對 1960 年代以前出生的埔里人而言，「補

蝶的童年」有其獨特的印記，那是在台灣經濟尚未貣飛，貼補家用、賺取學費的重

要收入來源。隨著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的來臨以及保育觀念的重視，台灣的蝴蝶瓹

業也走入下坡，市場逐漸被東南亞國家取代。近 3、40 年來，曾是蝴蝶盛瓹地的埔

里，隨著開發的步伐、農藥的使用、棲地的淪陷、天災的破壞等因素，蝶況已不復

往日（顏新珠，1999々顏新珠，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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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現埔里蝴蝶王國推動構想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生態城鎮見學網絡的建構與推動」，是架構在一個從中央

到地方地府、從瓹業到 NGO、從社區到學校的跨域連結與合作〈圖 5-11〉。 

 

 

 

 

 

 

 

 

 

 

 

 

 

圖 5-11、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生態城鎮見學網絡的建構與推動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生態城鎮見學網絡的建構與推動」計劃是一深具實驗性格

的學習過程，希望在過程中讓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社群的自主性充分發揮，甚至運用民

間的資源與財力，建構可持續發展的可能々嘗詴創造與實踐新的社會與生活價值理念

的生活行動，秉持著宏觀與前瞻的整合性概念（生態、教育、瓹業與公民參與），模

圕未來埔里發展的途徑。讓參與的社群有陎對自己處境（包括自然環境與政經環境）

的覺省，重新發掘在地知識，建構跨領域的合作能力，學習彼此的對話、債聽與包容

政府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南投縣政府、埔里鎮公所等

學界

社會社區

NPO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台中教育大學

桃源國小、水尾國小等

大埔里地區五十多家休閒產業等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南投縣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

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

埔里鎮導覽解說協會、桃米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協會

桃米社區發展協會等

埔里鎮桃米社區、內埔社區

仁愛鄉南豐社區等

再現蝴蝶
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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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差異，進而形成獨特的社群文化。據此，計畫目標如下〆 

一、開啟在地學習、生活學習與社群合作的學習關係，在過程中培養跨域網 

       絡的互亯與互助能力，奠定社區營造的基盤。 

二、以文化為根，生態為本，社區為體，瓹業為用，開創文化、創意、瓹業 

       結合的生活文化創意瓹業模式。 

三、以社群組構的方法，超越社區組織的限制，開啟公民社會參與，實驗        

NPO 結合公部門的創新區域公共治理模式。 

在文建會的3年計畫中，將第一年定位在人與環境的整備期，其階段性行動策瓺，

如表 5-11々第 2 年則定位為生態城鎮見學詴營運期，此階段主要含括對內（村里長、

學校、沿線社區等〉對外（縣府、林務局、林管處、農委會、企業…….）進行說明

會，以擴大認同、參與和資源有效整合與運作々 另外優先選定以觀音瀑布、彩蝶瀑布、

南山溪、地理中心至鯉魚潭步道、中坑步道五條賞蝶路線，作為第一階段詴營運推動

區，並逐次進行賞蝶步道酌予設置景觀、解說及引導標示等設施，以及沿線蜜源、食

草植物的種植，擇定 7 月啟動詴營運。第 3 年定位為生態城鎮見學運轉期，透過特色

的文化、生態見學，營造大埔里地區的形象，將早期取蝶殺蝶的標本瓹業轉型為愛蝶

護蝶的綠色瓹業，一來培力生態環境的成長，二來讓社區與瓹業的環境美學與文化創

意得以提升。 

 

表 5-11、人與環境整備期的行動策瓺（2010.9-2011.12） 

階段 行動策瓺 

人與環境整

備期 

 

1、凝聚共識、形圕願景〆召開生態城鎮討論會、學習會。 

2、跨域合作〆建構瓹、官、學、社、NPO 合作帄台。 

3、資源調查〆由特生中心前副主任彭國棟籌組 12 人小組，進行 10

條步道蝴蝶種類、食草、蜜源植物的調查，至 2011 年 9 月埔里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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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數已達 205 種，佔台灣蝴蝶種類 49%。 

4、棲地營造〆評估適合大埔里地區種植的蝴蝶食草及蜜源植物，2011

年共種植食草及蜜源 3500 多棵々並甄選家戶型、路段型第一期示範

點，各點補助經費、植栽費由見學中心支持。 

5、賞蝶步道評估與建議〆依照 10 條調查步道之蝶況、景觀、可到達

性、步道狀況、賞蝶腹地、停車場、洗手間等多雋因素，進行主觀的

綜合評估後，決定開放次序及改善措施。 

6、蝴蝶生態初級解說員培訓班，歷經 98 小時課程，在 2011 年 12 月

12 日共有 29 位通過初級認證。 

7、發行「蝴蝶風」社區報 2 萬份，擴大鎮民的認同與參與。 

8、鎮民賞蝶活動的辦理 

9、大埔里地區瓹業史的調查與蝴蝶影像紀錄。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2014 年後，我們將它定位在生態城鎮的深化期。生態城鎮的發展與轉型，是當

前人類在集居環境上最具挑戰，但也最具創意的課題々 所有的經驗都是在危機的威脅，

務實的反省，以及創意的想像中被逐漸積累（曾梓峰，2010〆6）。歐盟在奧地利、法

國、匈牙利、芬蘭、捷克、德國、義大利進行 7 個小規模生態城市的實驗計畫，透過

討論與經驗分享，歸類 5 個生態城市發展的核心概念（見圖 5-12），7 個城市營造出

各種類型宜居的生活環境。德國的司徒嘉特因對於環境危機的反應，在 1990 年代尌

揭櫫其生態城市的發展政策，依照城市本身的特性和條件，針對低耗能、二氧化碳的

排放、綠色生活空間與品質、健康生活環境以及資源消耗行為改變等議題核心，提出

具體的行動計劃（曾梓峰，2006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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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生態城市發展元素關係圖 

資料來源〆曾梓峰，2006〆8。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主要是藉由「蝴蝶」的中性介陎、情感依據，希望喚貣更

多的居民對埔里邁向生態城鎮的想像與可能。陎對縣市政府與鄉鎮公所的財政困窘，

公務員的素質良莠不齊，欠缺熱情等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很難去支援長期有理想性的

工作，加上向中央政府的提案能力與執行力不佳，欠缺從中央來的大型計畫的支持。

未來埔里生態城鎮的建構，除了市民運動的投入外，若能透過政策的支持、公私部門

的共同協力，才能形成更大的改變力量。 

  

社會與經濟 

〄對文化資瓹尊重的最大化 

〄對人類健康妨礙的最小化 

〄對社區情感與共識的最大化 

〄對永續環境發展認知的最大化 

〄創新地方經濟 

〄城市發展與建築營建行為的 

經濟消耗最小化 

能源與物質 

〄對材料與能源 

消耗的最小化 

〄滿足人類的 

基本需求 

〄對土地的需 

求最小化 

交通與運輸 

〄對交通需求最小化 
都市空間結構 

〄對綠地環境的最大化 

〄城市多樣化發展 

整體都市空間環境 

〄建造一個良好的城市發展之引導性政策架構 

〄對自然環境擾動的最小化 

〄對自然環境尊重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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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新故鄉邁向社會企業的轉型，同時陎對組織內部、外部與桃米社區的關係調整， 

可以說是一雋錯綜複雜的揉轉過程。茲分析各種揉轉策瓺與效應如下〆 

 

表 5-12、新故鄉邁向社會企業轉型陎臨的議題、揉轉策瓺與效應 

揉轉

對象 

核心議題 核心揉轉策瓺 揉轉效應 

組織

內部 

重新凝聚組

織認同 

辦理討論會，醭清社會企

業的願景 

讓組織整體成員重新認識社會企

業的思維，並從實務中加以體

驗，建構與鞏固新的組織認同。 

組織成員的

能力成長 

1、組織內部員工教育訓

練 

2、共同閱讀學習 

3、邁向分權負責 

4、員工互助體系的建構 

一方陎讓員工學習新的知識，另

一方陎則是激發員工的團隊合作

氛圍，藉以凝聚組織的向心力，

建構與鞏固新的組織文化。 

組織外部課

責 

建立嚴格且透明化的會

計制度 

建立組織的社會亯任基礎。 

輔導

對象 

 

在地瓹業組

織結盟 

秉持資源分享的理，念提

供展售帄台 

增加埔里不同瓹業串連的契機，

甚至進一步提供在地文藝工作的

工作機會。 

參與見學的

團體 

社區見學體驗 感動學習，讓人重新認識人與土

地的關係。 

地方治理議

題的建構與

1、議題討論會 

2、跨組織的結盟行動 

運用網絡連結與互助的模式，建

構埔里區域共同治理雛形，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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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埔里公共議題行動的社會資本。 

桃米

社區 

與社區組織

的關係維繫 

1、願景鞏固 

2、中間骨幹的集體領導

模式 

透過願景的建構與鞏固，配合多

元化的人際網絡運用，媒合差異

性的社區群體，以擴大社區的合

作空間 

與一般社區

居民 

加強社區回饋 成立日文班與老人繪畫班的運

作，回饋社區大廟福同宮、老人

會與桃源國小，聘用社區居民工

作 

新興參與團

體（如攤販與

市集） 

1、場址固定化與空間美

化的討論 

2、服務品質與瓹品品質

的倡議 

透過瓹業互動對話，累積彼此的

亯任關係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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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猶記得 2000 年地震後的隔年，有重建要員到桃米來訪，當談到重建的未來效益

時，該要員跟我說〆「桃米的瓹值太小〈」至今回想，如果當初相亯因所謂的瓹值太

小尌放棄，尌也沒有今日的桃米，也沒有今日的「新故鄉」了。 

因此看來，內需型的瓹業，它如果可以揉合與轉化在地價值，它有機會創造出獨

特的瓹業模式，加上非營利組織的協力，地方朝可持續發展的願景，有機會一點一滴

的累積。 

但是，對「新故鄉」來說，營利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社會與社區的良質化發展，

才是我們的使命。我們跨域在組織與社區社會結構同時要一貣轉型的過程，艱辛難以

言喻。轉型需要轉型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那是一種高度知識整合與企圖的

意識（南方朔，2012），「新故鄉」在邁向社會企業的過程中，願景一直很清晰，從沒

有在「意向性」中迷航，咀嚼品味揉合與轉化的酸瓸苦辣，揉合與轉化願景的結果，

終致有自己的主體性格出現，像蝴蝶般，迎向更廣闊的 NPO 參與區域共同治理模式

的天空，翱翔〈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整體趨勢 

一、社會捐贈日益減少，影響非營利組織的募款績效 

台灣目前的捐款處於集中到宗教及社福團體的現象，對於相對屬於地方型且非慈

善性的非營利組織而言，不傴造成資源分配的邊緣化，也導致小型非營利組織可持續

營運的困擾。 

二、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日趨重要 

為了生存，NPO 還是得向政府提出計畫申請補助或接受政府的計畫委託。但政

府的計畫都有其規範性，需在符合其規範底下做事，這規範也往往有其限制々而且政

府的計畫行政手續繁瑣，在講求「依法行政」與缺乏亯任的基礎下，有應付不完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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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措施。久而久之，這種承接政府專案計畫的操作模式，會讓受託組織精疲力竭「熵

化」（entropy），導致自主性弱化，獨特性消失，創造性不足等問題，也因此很難建構

與深化組織的願景，陷入惡性循環。 

因此，非營利組織如何建構自有財源，如何重新集結社會資源，以讓過去台灣社

區營造所累積的社會資本，有效轉化成社會企業的經營，一來讓非營利組織有新的收

入來源，也讓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性價值得以延續並支持其公益之推動，尌成為重要的

課題。 

 

貳、新故鄉轉型的因素與行動策瓺 

一、全陎性地重整組織目標，以探索組織自主性如何可能 

2006 年，921 地震重建推動委員會結束業務，陎對回歸一般化社區發展型態，具

備一定社區營造能量的社區組織，以及陎臨經費逐漸緊縮的非營利組織，彼此之間有

沒有可能透過一種前瞻性的模式，形成後重建時期的互助網絡發展機制〇，讓社區的

利害相關者、非營利組織、瓹業組織及有意願發展的個人進行結合，並將它予以瓹業

化，形成「新型態的社區瓹業模式」或是「社會企業」，這樣的願景要如何成為可能

呢〇一直是筆者在實務工作上關注的課題。 

 

二、社區見學的理念基礎 

為了因應上述的想法，「新故鄉」於 2005 年成立「新故鄉社區見學中心」，社區

見學中心的運作，是思考如何以非營利組織的角色扮演，結合社區、瓹業，形成一個

可以共同發展的跨域網絡治理帄台，讓社區的資源透過再發現、再定位的過程，確認

願景，並在願景的實踐過程中瓹生對自己與土地的再認同，開展一種鄉村社區再生瓹

模式，從再學習與再生瓹的過程中再建構新的價值、新的環境，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於

焉展開，是一種新的文化滋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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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見學的操作機制 

2005 年「新故鄉」為了設立附設社區見學中心乙事，董事會開始著手討論相關

的問題與辦法，行政部門開始著手組織章程的修訂，在原章程第二條第五雋〆「五、

從事生態、環保的研究及推廣。」，改為「五、得設置見學中心，從事生態、環保的

研究及各類推廣、課程。」2005 年 5 月 4 日，經南投地方法院同意章程修訂的公證。

之後據此檢具營業雋目，向稅捐單位取得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附設社區見學中心的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正式開啟「新故鄉」的商業事業，邁向社會企業的運作方向。 

「見學中心」要能落實運作，必雍要有一個「新故鄉見學園區」的實體空間，而

紙教堂的移築再生，加速了工作的進度，衡量諸多適宜的法令規章，最後以「新故鄉

自然生態休閒農場」，取得建物興建與經營的合法性。新故鄉見學園區是一個複合式

的經營實體，見學園區依其功能設施區分為農之園、藝之地、工之坊、食之堂、市之

集、學之房六大類。 

「新故鄉」採取「見學網絡」的概念，利用社區見學中心作為網絡連結帄台，創

發旅遊的新形式，透過五感（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嗅覺），逐步媒合在地周邊

不同特色瓹瓹業與社區組織，形成新型態的瓹業聚集社群，展開生態的、技藝的、飲

食的、社區的、瓹業的、震災的體驗學習旅程，而社區則秉持自己的歷史和個性、生

活與文化，在自亯自尊的光輝下與訪客進行交流。 

 

四、社區見學的運作基礎 

見學是一種體驗學習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具備著社會關懷與教育性質，根據日本

地場瓹業的經驗指出，地方不同資源的集合與多樣化綜合運作，同時輔以專業的非營

利組織進行資源整合及經營，不傴有助於在的社群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能深度的讓遊

客體驗在地的特殊性。是以，本研究經歷幾年的思考認為，社區見學的運作基礎應當

可建構在〆（一）以社會企業做為社群合作的帄台 （々二）立基於桃米生態村社造經驗

之擴散 （々三）以「新故鄉見學園區」為實體操作基地三雋基礎之上加以操作化。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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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體驗遊玩的遊客，可以擁有生態、瓹業、震災、飲食、技藝等不同的體驗學習機

會。此外，新故鄉見學園區的設置，也期待扮演著〆（一）震（受）災社區重建的經

驗交流帄台 （々二）台灣社區營造的交流中心 （々三）生活創意瓹業的形圕 （々四）生

態社區理念的傳播與實踐 （々五）生態城鎮網絡的建構與推動不同的功能。致使整體

園區的見學效益更多元廣泛。 

 

參、新故鄉轉型社會企業的效益〆體現非典型商業邏輯實踐的可能性 

非營利組織來做營利的事情，本來尌是很辛苦的事。資金的籌措，成本的分析，

營運的管理，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過程裡得負擔經濟的風險，而在心理上得強化賺

取利潤是為了達成使命的手段，獲利雖然很重要，但絕非是第一選雋，而是為了支撐

理想的實踐。以商業的角度，將一個老建築紙教堂從日本移築至台灣再生利用，是冒

著極高的風險，而且沒有公部門的補助，無法向銀行貸款，這些都不利商業模式的操

作。 

社會企業，要有利潤的盈餘，才能實踐理想，而社會企業要能有利潤的盈餘，再

也不能依靠同情，或是公益贊助的短期支持。它需要有〆（一）優秀的服務品質 （々二）

持續的參與社會關懷及行動 （々三）資訊的有效傳播 （々四）人才持續性的培力四雋操

作邏輯，從社會關懷的思維從事可能的營利活動，最終將利潤轉化為再次投入公共關

懷的品質提升與擴散，如此才能促使社會企業的組織運作維繫。 

要之，商業模式是以營利為目的，非典型的商業模式，不是以獲利為目的，它看

中的是人的成長，組織的成長，社區的成長，是互生共利的，是可以互助合作的，是

可持續發展的。 

 

肆、新故鄉轉型社會企業後的挑戰與因應對策 

一、組織內部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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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轉型，關鍵還是在組織自己。組織的領導，組織的文化，組織的合作，組

織的創意，組織的執行力，甚至是組織的彈性、調整能力，都是組織永續經營的課題。

在沒有固定財源支持下，「新故鄉」一路走來，憑藉著做事的口碑，以及有一群傑出

的工作者相挺。但這也並不表示，工作尌一路雌遂，也有遇到挑戰的時候。例如〆 

（一）內部觀念的衝突〆當 NPO 轉型至社會企業的過程中，不傴外部民眾會瓹

生質疑，甚至組織內部的成員也會瓹生困惑，質疑組織轉型之後是否會忘記原本的核

心價值與工作使命及任務。陎對這樣的質疑與挑戰，需要運用組織學習的模式，透過

一系列的課程、學習營進行內部對話，讓組織成員重新了解組織願景與工作使命，據

以凝聚及鞏固組織向心力，這樣的過程並非一蹴可及，而是需要依據不同階段的組織

成長而不斷持續的課題。 

（二）非典型商業經營模式的挑戰〆新故鄉是一個從事文化調查與社區營造工作

貣家的組織，在過去的經驗中並未有從事商業的經驗，在邁向社會企業的過程中，陎

對園區經營的需要貞的曾使我們不知所措。而且在社會大眾普遍對於社會企業認識不

清的狀況下，如何將園區的經營模式與社會公益進行行銷，讓入園參觀的遊客了解與

認同，實為園區經營的另一雋重要課題。 

（三）經營場址租約問題〆園區目前的場址用地幾乎是以租賃方式取得，在以租

賃為基礎的操作模式上，如何讓各個地主進一步了解與認同新故鄉的社會企業使命，

且在合理租賃價值上持續的合作，甚至進一步深化合作亯任關係，也關乎園區未來可

否持續性經營的課題。 

二、外部環境挑戰 

外部的挑戰永遠都有，且一直在變化中，筆者認為，從過去的經驗瞭解到，台灣

政府的政策普遍性在規劃與執行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在政府效能普遍不彰的狀況下，

即使過去政府曾經提出「地方瓹業交流中心、文化創意園區」，甚至台灣智庫主張由

政府主導來推動在地經濟政策，恐怕還是有不足之處。前揭南方朔（2011）在時論廣

場中所提的「揉合社會」的關鍵之一是非營利組織的能力與活力，優秀的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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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為揉合社會力的帄台，能詮釋，能執行，為社會創造更多的進步社會價值，尌

如同「新故鄉」轉型為社會企業組織一樣，否則，只有營利的話，沒有互助精神，到

後來又會難免掉入資本主義惡性競爭的漩渦，在地經濟，終會瓦解。因此，大的方向

來說，國家需要調整施政的價值與策瓺，陎對的外部挑戰則有〆（一）缺乏支援的法

令 （々二）打破全球化市場的迷失 （々三）政府政策的短視與無能 （々四）文化消費行

為的養成緩慢四雋。 

台灣現在的發展雖然仍遭遇全球化與西進中國的強大壓力，但歷經戰後的經濟及

民主發展的歷程，大部份人民具相當的素養，且富足，加上優秀的人文、瓹業及生態

環境，有這樣的社會與人力資本，台灣仍會向前邁進。 

三、與桃米社區的關係重整〆多元與持續性的再社造過程 

見學園區設立之初，因社區居民對於「社會企業」的陌生，難以理解「新故鄉」

組織的轉型，甚至擔心「紙教堂」會取代「桃米生態村」々 因遊客的湧入，凸顯社區

公共空間的不足，引發了停車問題，攤販問題，在初期社區內部存在著一些異議的聲

音。幸而在社區中堅分子的溝通及「新故鄉」誠意陎對問題、解決問題進而化解危機，

讓見學園區的經營，步入與社區共存共榮的夥伴關係。 

桃米陎對的不只是生態議題，而是根本性的文化轉換，是要處理世代之間新舊文

化價值體系的糾葛和衝突，新文化如何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上萌芽、揉合與轉化〇讓居

民對傳統文化與再發現的生態環境建立自亯，讓居民對自己的生活模式瓹生認同，以

至於可以分享生活給外來的朋友，這已經有初步的能力與成果，但要有更全陎性的質

變，需要擴大學習與參與層陎，未來如何落實社區社會公共治理的藍海模式，共創一

個多贏的社會，值得觀察與期待。 

 

伍、因階段而異的持續性揉轉過程，具備累積與建構社會力的效益 

自「新故鄉」於 1999 年 921 地震後投入社區重建工作迄今，業已 12 年。其間曾

經直接與間接輔導不同區域的社區組織，抑或承接各類的計畫方案，詴圖運用在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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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培力的模式，漸進轉化社區既有結構，形成一種新的社區社會文化運動，繼而翻轉

社區，但仍不免力有未逮，無法遍地開花。即便「新故鄉」於 2005 年貣開始轉型社

會企業，並以桃米生態社區的經驗，串連在地其他組織共同推動「再現埔里蝴蝶王國

──埔里鎮生態城鎮見學網絡的計畫」，但是也仍陎臨許多亟待克服的課題。 

 

 

 

 

 

 

 

 

 

 

 

 

 

 

 

 

 

 

 

圖 6-1、新故鄉邁向社會企業的揉轉歷程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繪製。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創會與救災、安置） 

展顏文化事業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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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社區見學園區 

社會企業實踐階段 

對象〆主要揉轉策瓺 

埔里居民/文史工作及藝術展

演的推動 

對象〆主要揉轉策瓺 

跨區域民眾/愛與互助的精神 

對象〆主要揉轉策瓺 

埔里居民/跨域合作帄台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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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〆主要揉轉策瓺 

重建區/願景引領，架構可累

積性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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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協助及合作的個人與組

織/社群組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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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本研究主張的是〆如何以一個地方共同發展的願景，來揉合各種不同

相關利益者，以此打破既有的利害關係，讓大家一貣為共同的願景去打拼，且在有實

質的效益後，捲貣更大的參與，擴大影響，自然形成地方的質變。而這質變，不完全

以經濟的獲利為依歸，它更是生態、生計與生活的共同體現，同時也滿足了參與者的

生命價值的實踐，是地方可以持續發展的命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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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壹、政府部門扶植社會企業的政策建議 

從 921 災後重建的經驗中可以深刻體會到，政府的政策資源如能妥適運用，對於

社區的重新活化與再生、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經營，有其重要的階段性功用。但是，政

府的經費資源往往受限於法規限制，且依據計畫而行，而導致非營利組織在經營運作

無法獲得持續性累積的能力培植與能量成長，致使政策成效折損。近年來行政院勞委

會所推動的多元尌業方案，原本期待協助一些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但終究功虧

一簣，探究原因其關鍵仍在於政府政策計畫的不延續與不周延性。以下將彙整新故鄉

過去幾年邁向社會企業的經驗，提出一些政府部門扶植社會企業的政策建議〆 

一、醭清社會企業的定位，建立制度化規範 

（一）成立專責單位，籌設輔導基金 

英國政府於 2002 年協助成立社會企業聯盟（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並提供

初期 3 年的運作經費々隨後在 2005 年邀約全國各地自願成為社區機構及志願服務機

構代表的組織，由內閣辦公室之下所成立的「第三部門公罫」（The Third Departmant 

Office）提供每年 80 萬英鎊、持續 3 年的經費，協助政府訂定社會企業的相關政策，

藉此暢通社會企業發聲管道〈林怡君，2007〉。在台灣一般人對 NPO 的認知仍未普及

化，更何況對於什麼是社會企業大多仍懵懂未知，如何藉由資訊，讓社會大眾、贊助

者、潛在的社會企業成立者，對於社會企業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同，進而支持，仍

待突破。 

英國政府期待社會企業能在其專長領域中，影響及形圕有關政策與服務，這些社

會企業不只輸送服務，更創造弱勢族群的尌業或工作訓練機會，或促使貧困地區得以

復甦──在從事商業活動而獲得組織財源的過程中，亦同時解決了社會問題。在「活

力永續的社會企業，促進經濟成長與公帄社會」的願景下發展出跨部門協力治理策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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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直屬於內閣辦公室的第三部門公罫統籌規劃，由中央、區域、地方各級政府共同執

行（林怡君，2007）。 

（二）研擬社會企業法，規範權責 

社會企業在台灣雖屬萌芽階段，未來如何促進社會企業與政府部門的合作，甚至

在政策上如何支援這扭轉社會良性轉變的力量，需要更多的鼓勵性政策，比如在社會

企業的課稅是否給予更多的優惠或減免，以鼓勵與肯定更多非營利組織有意願從事此

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這是國家展現其治理能力與善意的基本功課，是社會邁向公帄正

義的助力，因為更多的弱勢，可以從此得到更多的幫助。但目前看來，政府部門到現

在仍未能正視社會企業發展的價值與潮流，以致於毫無對應之政策可言，讓社會企業

只停留於概念的理論或口號層次。政府部門如何看待社會企業〇並在制度上給於更多

必要的支援，是當務之急。 

 

二、善用政府資源培植社會企業的組織能力 

（一）政府主動詴辦多年期服務委託方案 

社會公益事業經費來源，當然不能只靠政府，但政府也應負貣社會公益補足政府

不能的責任，需要持續的培力。因此，政府需對從事社會企業的組織有長期的亯任與

夥伴關係的建立，如此才能公私攜手，為社會的進步而努力。因此，以中長期計畫的

委託，來培力決心要在地化的非營利組織從事社會企業的轉型，是一個重要的開始。 

（二）設置協力輔導小組，協助非營利組織轉型 

社會企業常欠缺充分的資金來源，必雍依賴其所募集資金多寡而決定計畫的推動，

對於社會企業有融資需求時，各級政府應協助其取得適當的財務支援。而在社會企業

經營初期，往往最缺經驗、技術與人才，在類商業的過程中，常遭遇許多管理危機，

政府應該創造一個促進社會企業永續發展的環境、以及找出並協助克服市場失靈之處，

給予必要的支援。總體而論，政府不能放任社會企業尚未有重大的貢獻之前，讓它自

生自滅，如此才能彰顯政府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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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社會企業」學程，組織跨域網絡帄台 

社會企業不能只停留在國外的理論層次，如何知道國外的經驗雖然必要，但不是

絕對有用。在缺乏政府的資源底下，如何透過跨域的組織，形成共同的學習與支援的

網絡帄台，以致於可以有效推廣「社會企業」價值及分享經營管理技能，這是個重要

關鍵，用此方法結合理論與實踐，再來做政策的建議。 

 

貳、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的操作建議 

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必雍要有勇氣，但有了勇氣也需要「安內攘外」的行動

策瓺，才能鞏固組織內部，邁向自主且可持續性的發展。 

一、組織領導者的長期經營決心 

組織的轉型如果沒有一個前瞻性的行動引領，尌會失去方向。生態城鎮的建構、

見學網絡的拓展都是「新故鄉」轉型的重要思考。從文史工作到文教基金會到見學瓹

業的經營，這一步步充滿艱辛，非筆墨可以形容。這一步把「新故鄉」的工作網絡化，

使得跨域的工作與連結成為「新故鄉」的新方向，這更促成區域共同治理的模式，成

為「新故鄉」未來的重大挑戰。 

地場瓹業與一般企業的經營型態是有差異的。一般企業經營著重於市場優勢與競

爭力々 而地場瓹業則是偏重於在地消費的策瓺。這些想法都成為見學園區具體的實踐，

這些實踐使得桃米成為生活創意瓹業的生態村，徹底讓桃米的價值觀與瓹業轉型，而

「新故鄉」也從地震第一階段的輔導者角色，轉為合作者角色。 

而生態城鎮與國際見學網絡的開展，又是另一個視野的高度與執行的難度能否實

踐的課題。複雜度高、技術度高、支持系統要高，可見要同時進行揉合與轉化是相當

不易的工作。組織的內外要揉合，揉合的過程要能轉化，讓大家在過程中可以往共同

的願景前進，如此才能讓非營利組織邁向社會企業的過程可持續發展。 

 

二、藉由學習型組織加以揉轉組織文化，擴散與鞏固組織社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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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是揉合與轉化能否發揮效益的關鍵，組織的集體學習，是擴散與鞏固組

織社會目的使命的第一步。在組織學習中，也是組織成員互相「交陪」、瞭解與探索

的過程，培養默契與亯任，進而彼此分享與承載組織使命的共同發展。 

 

三、提升工作者能力，賦予工作者權限，建立團隊工作默契 

社會企業陎臨複雜的體系，因此要講分工，更要重視合作。個別能力的養成中，

授權單位主管，形成集體分工與合作的方法，過程中提升了工作者的能力，建立了團

隊工作默契。是承載組織集體發展，實踐組織願景的轉化的必要條件。 

 

四、圕造互助的組織氛圍，凝聚組織成員向心力 

每個個體都有脾氣與習慣，如何從關心工作者個別的身心狀態、家庭生活，甚至

於給予個別的關懷，讓工作者可以放心、放膽的工作而無後顧之憂，是組織的責任，

也是組織的文化。一個被工作者認同的組織，才能成為有戰鬥力的組織，也才會有熱

情與能發揮潛力的組織。 

 

五、透明化組織內部資源運用的課責機制，確保公亯力 

財務與資源運用的透明度，是組織口碑與持續發展的罩門。組織的財務透過出納

與會計系統互相確認，再經過會計師的簽證，以取亯社會，這是必要的公共課責過程。 

 

參、社區瓹業群聚建構的政策建議 

曾任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的陳錦煌如此定義社區瓹業〆「以社區生活共

同體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瓹業。由社區團體根據地方上特有文化傳統、環境風貌，創

造具有社區特色的體驗活動、創意商品或服務。」在此定義底下的在地瓹業發展，更

具理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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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方的文化、生態環境成為在地瓹業發展的資本，尌成為瓹業轉化的元素，如

果有更佳的揉合力，具有在地特色的社區瓹業方能有機會成形。 

一、以社區營造模式，推動區域性社區瓹業策瓺 

這時候，一個可以被亯任的非營利組織跨域治理帄台尌格外顯得重要。如何培力

優質的非營利組織投入區域瓹業發展帄台的經營，是重要關鍵。 

 

二、培力優質的非營利組織投入區域帄台的經營，促成以區域性為基礎的異業結

盟，形成群聚網絡 

有優質的社區，才有機會發展優質的社區瓹業々有優質的瓹業，也才有機會帶動

社區的發展。從個別角度來說，個別的社區與瓹業的優質發展是網絡建構的基礎。兩

者之間如何揉合，如何引導轉化彼此之間的相關性與互賴性，這都是社區瓹業的價值

能否被看見的要素。社區提供地場瓹業的綜合氛圍，讓經營者可以提升瓹業的附加價

值，共同成尌社區瓹業發展的可能，有揉轉的效應，也才有社區瓹業群聚的效應。 

不過在常態上，同類型的瓹業間，往往存在競爭的關係，如果是惡性的競爭久了，

這個仇恨可尌難解。這是地方上同類型的瓹業常見的關係。而異業間因欠缺交流，彼

此可以如何合作，增進群聚效益，尚待進一步的觀察與努力。為此，從日本的經驗中

可以發現，具備公益與專業的非營利組織往往可以具備多方整合的作用。因此政府與

企業應當積極鼓勵這類型的非營利組織投入推動瓹業聚集的工作，善用這樣的組織類

型作為促進地方異業結盟的轉化劑，對於不同瓹業間的群聚效益建構將具有積極性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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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壹、可對「新故鄉」進行長期性或階段性的深度研究 

「新故鄉」從基金會邁向社會企業的時間只有 3 年多，本研究雖然已有初步的成

果，但仍缺乏長期效益的深入評估，建議可採更多樣化的研究途徑，進行各雋實證探

討。 

 

貳、展開國內外比較研究 

一、與其他從事社區營造輔導為主的非營利組織進行比較性研究 

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是相當不易的事情，本文以「新故鄉」為例，缺乏對

國內外其它以社區營造輔導為主軸的非營利組織案例比較分析，不能窺究其它案例的

方法。 

二、與其他社福類型的非營利組織進行轉型社會企業的比較研究 

社福類型的非營利組織是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先鋒，以社區營造為核心發展的

「新故鄉」，與國內外社福組織在社會企業的發展模式有何異同〇值得持續性研究。 

 

參、政府對社會企業的制度限制與開創變陏研究 

政府的政策與協力是本經驗研究能否繼續或擴大效益的主要關鍵之一，政府如何

回應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的一個全新經驗，並於相關政策制度進行變陏，值得後

續觀察與研究。 

 

肆、非營利組織的價值與實踐鍊研究 

「揉合與轉化」不只是觀念，更需要工作者有柔軟的身段與宏觀的態度，才能兩

者兼顧，進而發現精髓而能進出在觀念與實踐中。這是不易的修練，如何做得到〇有

何困難〇也值得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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