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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的源起

是來自於部落族人的自覺

自身體認到要為大地做些什麼才行

而公部門則感受到這種無私的愛

進行了跨單位合作來協助解決問題

台灣第一個里海故事於是產生了

結合了居民的自覺與公部門的跨域聯手

改造了森、川、里、海的面貌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

這在台灣都是首例

源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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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是詐騙集團嗎？

一個漁夫兼農民的疑問、再加上一

個學者的誤會意外，因而開啟了這個

山與海之間的溫暖故事。

// 海浪徐徐 稻香陣陣

陽光明亮的午後，座落於海岸邊的

花蓮豐濱鄉新社部落，照樣安靜而美

好的渡過它的每一天。海浪不斷的拍

打上來，而沿岸的梯田稻浪，則隨著

微風徐徐的擺盪著，同時飄散出稻穀

陣陣清香。

湛藍色的無邊天際，緊密連接著翠

綠色的階梯水稻，這如同明信片般的

美麗景緻，就是噶瑪蘭族新社部落的

每一天。

而以眼睛凝望著這一切的，則是生

性平和、樂天知命的噶瑪蘭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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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族人多數同時

身兼魚民與農夫身

分，捉魚與耕種對他

們同等重要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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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農人，同時也是漁民

香蕉與稻米，都是

噶瑪蘭族的重要的

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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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種珊瑚？ 

誤會了！

潘銀華便是個典型的農人身

兼漁民例子。

小時候便經常跟爸爸下海捉

魚的潘銀華，練得一身的潛水好

本事。大約在十年前，他意外發

現海底出現了許多白色的「新品

種」珊瑚，一朵一朵的，越靠近

沿岸就越多。

// 身分多元的
噶瑪蘭族人

很難用靠山或是靠水生活來

界定這個族群，因為他們生活在

山與海之間，既依山也傍水，同

時身分還是農民兼漁民，甚至還

兼獵人，角色轉化多元。

「我們在春耕時節當然是農

夫；到了 3~6 月刺桐花開、飛魚

群來時，就變成了漁民出海去捉

飛魚；等到 6 月稻田豐收，就又

轉回到農民身分。」

新社有機米產銷班班長潘銀

華這樣形容，「可是每年的 8~10

月，沒有耕種也不合適出海捕

魚，我們就變成了無業遊民，只

能晚上去夜釣而已；一直到 10

月才轉變成獵人，上山捕山豬

去！」

這些身分多重的噶瑪蘭族人，

雖然生計依靠稻米比漁獲來得多

一些，但他們自小便是在海邊長

大，個個善於潛水，對於大海的

情感，可說是既深且厚，也由於

這種對大海的深切情感，牽引出

了珊瑚礁以及後面的連串故事。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源起

大片的白化珊瑚，令人心碎

( 道綺全球傳播有限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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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才知道誤會大了，哪裡

是什麼新品種啊？這根本就是死

去的珊瑚，白化了才會呈現這種

情況。

他因而憂心忡忡，「我們小

時候的珊瑚品種有好多種啊，有

長得像桌子、像饅頭、像樹枝

的各種各樣，顏色也是色彩繽紛

的，但現在卻變得數量少而且單

調。」

更糟的是珊瑚是不少魚類的

避風港，少了珊瑚便會影響魚類

數量，「尤其龍蝦喜歡棲息在珊

瑚礁裡，難怪近年來龍蝦數量越

來越少，幾乎很難抓到了！」

在早期，抓龍蝦是新社噶瑪

蘭族人穩定的收入來源之一，但

自從珊瑚情況不佳之後，棲息其

中的龍蝦也跟著大為減少，直接

的影響到族人生計。



故事的源頭，潘銀華班長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源起



// 珊瑚死亡竟然減少了

潘銀華對珊瑚的憂心一直擱心

中沒能抹去，直到兩年前才獲得

稍微紓解，而這與他的稻田可能

是有關的。

潘銀華是在俗稱「新社半島」

的土地上耕作，這是一塊沿岸向

外突出的海階地，上面約有 20 公

頃的梯田，除了他自己的土地之

外，也向其他年老的地主租地來

耕種。

耕種方式是採用慣行農法，直

到偶然間接觸到慈心，才開始轉

型成有機，雖然拔草比起噴除草

劑要累上好幾倍，但意外的成果

卻逐漸顯現，「最近我發現位於

我田下方海裡的珊瑚，白化的情

況竟然減少了！」他因而開心地

下了定義，「這一定是沒有使用

農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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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灌的梯田
水層層往下流

他會這麼認為是有原因的。

新社半島上的梯田環境相當特

殊，這裡並沒有灌溉系統，農民

從上游自己接管，取得水源後灌

進最上面的第一塊田，然後順著

第二、第三塊田的漫灌下來，一

直到最後一塊田，水便會直接流

進太平洋。

這種情況就是，所有中、上

游田區的農藥、化肥會匯聚的

流到下游田區，最後再一起流

入海中，「應該這些匯聚的農

藥、化肥影響到了半島下方珊瑚

的生長，才會有白化的情況出現

吧！」潘銀華推論之後因而產生

了一個疑問，「珊瑚白化的情況

自從他轉作有機之後得到緩解，

是否真的是因為耕種方式轉變的

緣故呢？」

這是一個農人兼漁民所提出

的疑問，同時也是一個熱愛環境

的人所提出的疑問。

想想看，若不是真心關切週

遭環境、要不是同時身兼魚民與

農夫身分，又怎麼會發現這個稻

田與珊瑚之間的關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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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張空拍照片可以清楚看見，水源是

以漫灌方式下來，一直到最後一塊田，

然後再流進太平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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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關切環境的
花蓮農改場

潘銀華將心中這個疑問，向

當時在新社部落輔導有機水稻的

花蓮農改場提及，而花蓮農改場

也放在心上了。

其實農改場本身負責的範圍

是陸上的作物，與海裡的珊瑚礁

是完全沒有關連的，但近年來專

注於生態農業的花蓮農改場則有

另一種看法，認為環境生態問題

是環環相扣、息息相關的，如果

真的能找出明確數據，來證明是

陸地上的化肥、農藥汙染了海洋

的話，那人們便有義務改善自身

行為，來降低汙染的擴張。

於是就這樣，一個農民兼漁

民的疑問，讓花蓮農改場由陸地

一腳踏入了海洋，關切起珊瑚礁

的生態了起來。

// 糗大了！
被誤為詐騙集團

不過也正因為關切的範圍擴

大的緣故，後來還發生了被誤認

為是「詐騙集團」的意外事件。

原來是首次跨足海洋生態的

花蓮農改場，覺得應該找位海洋

專家來協助，於是找到了專長是

海洋珊瑚礁生態的中央研究院生

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昭倫

博士。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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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花蓮農改場場長范美

玲先以簡訊跟陳昭倫進行初

步連繫，他雖然回了簡訊，

但有親友在農改場工作的陳

昭倫，還蠻清楚其業務職掌

的，心中其實一直半信半疑，

還不僅浮現出了疑問：「農改

場的業務明明就是陸上作物

的改良，怎麼會做到珊瑚礁

去？該不會是碰到詐騙集團

了吧？！」

即使後來真的與花蓮農改

場的人員碰了面，陳昭倫還是

不免唸道：「還管到海裡去，

你們也未免管得太寬了吧！」

范美玲聽了不禁大笑了起來，

「沒錯啊，我們真的管得非常

的寬！」中研院研究員陳昭

倫 ( 左一 ) 剛開始

時還誤以為碰到了

詐騙集團，真的是

誤會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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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是海洋的戀人

「我是這樣想啦，如果花蓮

農改場能找到證據，證明慣行農

法所使用的農藥、化肥會影響海

裡的珊瑚礁生態的話，那我就更

有立場要求半島上其他農民轉作

有機了！」深切關心海洋的潘銀

華，連帶著對陸地生態也有了強

烈的責任感，「而且，珊瑚能夠

恢復的話，我們的漁獲量也才會

跟著增加吧？」

「只有陸地好，海洋才會跟

著好，因此日本的里山學者才會

形容『森林是海洋的戀人』。」

新社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宮莉筠

贊同他的看法地指出，陸地上的

生物多樣性是會與海洋相互影響

的，陸地一旦汙染了，海洋也終

將面臨不保；相反的，只有陸地

生物維持多樣，海洋才能同樣保

有多樣面貌，「這便是一種『共

好』的概念！」

// 故事正開展

這就是整個故事的源起。

開頭只是一個族人對於海洋

生態的關切，但也因著這個關

切，後來好幾個公家機關、十多

個 NGO 團體一起都動了起來，

大家共同來為這個環境的永續維

護各自出一份心力，形成了一幅

動人的景緻。

而故事，也正在默默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