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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部門與專業

的合作

「我們不只想要地方發展而

已，我們還想要兼顧到環境的永

續！」部落代表在「森 - 川 - 里 -

海生態農業倡議多元權益關係人

參與平台」會議時說了這樣一段

話，令人感受到部落自我的努力

決心。

這是一個部落主動想要恢復

自然地景地貌的自發性行為，為

了這個心願，數個公家機關組成

了平台會議、十多個 NGO 團體

共同投入，形成了從「點」到

「線」 ，又從「線」再集結成

「球」的獨特形態，產、官、學

以及民間團體難得的密切合作，

可以說是全台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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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下游部落

談起這平台的淵源，在蠻早

之前花蓮農改場便開始輔導新社

部落種植有機水稻，因為這層關

係，當新社部落族人察覺到稻田

和珊瑚礁的可能的關聯性後，便

將心中這個疑問轉而告知。

希望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顧全環境之餘，也同時為部落強

化未來發展，於是花蓮農改場主

動邀集了新社部落，以及位於上

游的復興部落一起來展開行動。

因為這兩個部落生活於同一

側山谷之中，分享共同的水域，

上游復興部落的用水，會往下流

到新社部落，再匯流入海，因此

兩者雖分屬不同族群、不同部

落，卻是屬於相同的生活領域，

在生態上會相互影響。

// 跨部門、跨社區、
跨專業

至於公家機關部分，在東華

大學環境學院的建議下，花蓮農

改場邀請了水保局花蓮分局、林

務局花蓮林管處等機構，大家一

起合作來協助部落。

最早一次工作會議是由花蓮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橫跨部門與專業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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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農改場最早與新社結

緣是源於有機水稻的輔導

農改場與東華大學一起召開，並

找來新社部落與復興部落的核心

人物，當時農改場的副場長范美

玲 ( 現為農委會輔導處處長 ) 提

出了平台計畫，由三個核心單位

來輪流召開會議的建議，而此一

提議也確定了後來的會議形式。

「公家機關本於各自主管業

務，很容易傾向以單一地區為服

務對象。」東華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學系副教授李光中認為，

「但社區或部落的整體問題，必

須在空間尺度、公私部門合作

上，採取跨領域的治理模式，才

能夠有效解決問題。」

這就是這個他所形容「跨部

門、跨社區、跨專業」協同經營

平台的最初模型，而這一個大

學、兩個部落、三個公家機關也

成了平台的核心成員。

// 各種不同的
機構與組織

這個平台的特點是，不單是

只有這些橫跨部門的公家機關而

已，還廣泛邀集了中研院、花蓮

縣政府、東管處、九河局、鄉公

所等其他政府單位。

更有許多非政府組織（Non-

G o v e r n m e n t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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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例如黑潮文教基金會、

洄瀾風生態公司、地球公民基金

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以及東

豐有機米等企業，合計約 20 多

個單位，共同組成了「森-川-里-

海生態農業倡議多元權益關係人

平台」。

這樣已經同時有許多各種不

同形態的機關團體了吧？不不

不，還有更多。

原來是隨著平台任務的後續

發展，尋找並納入了更多的單

位，例如為了讓農友可透過管道

申請農機補助，權責單位農糧署

東區分署也加入了平台運作；部

落稻米產銷需要協助，東豐有機

農場也加入合作，並樂意協助部

落農友。 

如此橫跨不同的政府單位、

包含如此多元的民間機構，幅度

之大的共組平台形態，在台灣完

全屬於嶄新的嘗試。

// 輪流召集的機制

這個平台的運轉機制在初期

便頗有規劃，核心推動成員每

1~2 個月召開一次「核心工作小

組會議」（小平台），由花蓮農

改場、水保局花蓮分局、林務局

花蓮林管處三個核心成員輪流主

辦，並由這三個部門的首長親自

主持，主要是討論部落急需解決

的問題。

而後來則是隨著平台參與的

擴大，將農糧署東區分署也納入

核心成員，並加入了輪流主辦的

行列。

此外，除了小平台外，每 3

個月還會召開一次「多元權益關

係人參與平台」( 大平台 )，此時

NGO 團體、民間企業等相關的多

元權益關係人也會一起與會，共

同討論整體進度與予以追蹤。

關於平台會議是採用輪流召

集的這點，其實是讓平台得以運

作順利的原因之一。

因為若是由單一機關召集、

其他單位配合的話，久了之後必

然難以為繼；但由各機關出面輪

流主辦，共同協力、共享成果，

這種通力合作的運作方式，讓每

個單位立足點一致，更願意投入

及協助了。可見得花蓮農改場前

場長范美玲所提出的「不要只由

花蓮農改場來召集，而是輪流召

集」這點，是頗為正確的決定。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橫跨部門與專業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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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初一次的工作

會議，當時的花蓮農

改 場 副 場 長 范 美 玲

( 右一 ) 提出了平台

計畫，由三個核心單

位來輪流召開會議的

建議

來自不同面向的多

元權益關係人，造

就了精彩的森 - 川 -

里 -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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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中、長期工作項目

平台基本架構確立之後，東華

大學副教授李光中則是參考了國際

里山倡議的三摺法架構，完成「森 -

川 - 里 - 海生態農業倡議之短、中、

長程行動計畫表」，將兩個部落需

要解決的問題劃分成短、中、長期，

大家共同論出各單位在部落的工作

項目，分批次逐步解決之外，同時

也避免了資源的重複投入。

工作計劃表一出來之後，各有

不同專長的機關及單位便能很快就

定位，就自己所能發揮之力來幫部

落解決問題。

許多 NGO 團體也

同時投入平台。

( 圖為洄瀾風生

態公司在收集水

質樣本 )

平台將兩個部落

需要解決的問題

劃分成短、中、

長期，分批次逐

步解決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橫跨部門與專業的合作



75

多樣化的多元

權益關係人，

讓平台顯得多

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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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單位 同時動起來

至於平台議題，都是由里山

居住者先提出來，機構再一起研

議如何解決。主要是以一種「協

同經營」的概念，大家一起商

量，然後做出決定再共同行動。

舉一個復興部落的例子來說，

族人曾在會中提出他們的水梯田

的進水口堵塞了，並希望能夠申

請自來水等議題。

對此，各單位在平台會議中

立即做出結論，針對水梯田進水

口堵塞，水保局花蓮分局會派員

前往勘查並做處理；而在工程用

地部分，花蓮林管處也會派員出

席。至於自來水部分，行政院東

部聯合服務中心則表示，將會協

調自來水相關單位予以協助。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橫跨部門與專業的合作

就這樣，部落提出一個議題，

好幾個單位便同時動了起來，讓

人看到政府單位願意、同時也能

快速的處理民眾的需求。

「我認為這種運作方式非常

有組織。」花蓮農改場的負責窗

口、助理研究員徐仲禹認為，每

次開會各單位首長都親自到場，

因此討論事項都無須層層轉達，

而且立刻現場便能做出決定，不

像以前問題會被丟來丟去，頗有

效率可言。「而且是大家共同做

一件事，感覺很好！」

其實這些公家機關在此處的

協助全都是自發性的，並非有高

層要求要如此；同時各機關也是

在沒有額外經費支援下，全都以

現有的經費、人力來參與平台運

作，是頗為難能可貴的一點。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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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山倡議實踐版

這是一個效法里山倡議精神，

從森林、河川、農田、海洋到重

振原民文化、強化部落產業，都

列為輔導目標，並開啟長期性的

海上、陸地的生物多樣性調查與

監測。

剛開始是從長期珊瑚礁監測

開始，但慢慢地便觸及部落的各

種大小事項，例如水圳、溪流、

海堤…等與族人日常生活相關，

卻也同時涉及生態環境的事項。

平台除了想辦法改善族人日

常生活問題外，同時也希望藉著

各種改善來維護當地生態樣貌，

並增加生物的多樣性，可說是

「里山倡議」的實際實踐案例。

// 農村再生的新典範

這樣一個幅度之大的服務平

台，在台灣可屬首次，也可說是

政府部門中跨專業、跨領域的一

項標竿。

這個台灣首次完整的跨領域、

跨專業平台，就連農委會都相當

讚許。

 「我希望這個平台的運作，

未來能夠成為農村再生的新典

範。」前任農委會主委林聰賢在

訪視過平台運作之後如此表示。

此外，他還建議東部聯合服務中

心及漁業署加入，來共同解決當

地部落問題。另對於部落發展，

他亦請大家盡量找到有利於自己

及部落獨特發展內容，以創造更

多農村長期的發展效益。

展現平台輔導成果的新社

部落成果發表會，以巫師

祈禱來開場，充滿了感恩

與祝福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