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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阿美族復興部落和噶瑪蘭族新社部落之聚落和耕地，皆

位於同一海岸山脈東側連結「森-川-里（聚落）-海」之完整集水區內。惟傳統上，

相關主管機關本於各自主管業務，傾向以單一社區或部落為服務對象，造成各個

主管機關各自就部門的主管業務協助不同的部落。惟自 2016 年 10 月起，「花蓮縣

豐濱鄉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的跨域（跨部門、跨社區、跨專業）調

適性協同經營平台及其行動計畫相繼成立和完成後，東華大學研究團隊於

2017-2018 年（基線短程評估）和 2020 年（隨後中程評估），接續召開了一系列以

社區為基礎的韌性指標評估工作坊（RAWs），其目標為：(1)評估新社地景和海景

的韌性和農村社區調適能力之現況；(2)探討在地居民迫切問題與優先工作；(3)依

據評估結果訂定增進策略和修訂（短、中程）行動計畫。本研究指出 RAWs 可視

為提高農村社區韌性及加強在地調適性協同經營的有效方法。 

 

關鍵詞：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和海景、韌性評估工作坊、里山倡議、調適性協同經

營、跨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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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阿美族復興部落和噶瑪蘭族新社部落之聚落和耕地，皆

位於同一海岸山脈東側連結「森-川-里（聚落）-海」完整之大約 600 公頃的陸域

集水區內，居民生活於同一山谷之中、下游，以水系串連集水區的生態、生產和

生活：集水區上游森林和溪流供給中、下游居民飲用水、農業生產耕地灌溉用水、

薪材和野菜，通過生產耕地與聚落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則排流入海，影響海岸珊瑚

礁生態，珊瑚礁生態則影響近岸居民的漁獲（李光中與范美玲，2016）。惟傳統上，

相關主管機關本於各自主管業務，傾向以單一社區或部落為服務對象，造成各個

主管機關各自就部門的主管業務協助不同的部落。然而在地社區和部落的整體生

產、生活和生態問題，必須在空間尺度和公私部門合作上，採取跨域的協同治理

模式，方能有效解決（李光中，2016）。 

緣此，在國立東華大學的提議下，花蓮區農改場於 2016 年 10 月邀請花蓮林

管處及水保局花蓮分局，共同與在地阿美族復興部落和噶瑪蘭族新社部落組成跨

域（跨部門、跨社區、跨專業）調適性協同經營平台，發起「花蓮縣豐濱鄉新社

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自 2017 年 4 月完成本區短、中、長程行動計畫和

分工合作項目，並進入實務工作推動和追踪階段（李光中 et al., 2017, Lee et al., 

2019）。《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之短、中、長程行動計畫表》五大

類行動面向以里山倡議的五大策略為基礎：《保全森川里海健康和連接》、《活用森

川里海自然資源》、《發揚傳統知識結合現代科技》、《增進社區本位的協同治理》

和《增進家庭生計和部落福祉》。本研究探討如何透過適當的指標系統，以評估農

業生產地景和海景韌性（回復力）和農村社區調適能力之現況，繼而依據評估結

果訂定增進策略和修訂行動計畫，並持續追踪其進展？ 

 

研究方法 

研究團隊參考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於 2014 年發表之《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和海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SEPLS）的韌性指標工

具箱》（Bergamini et al., 2014），該工具箱將 20 項地景和海景韌性指標歸納為與里

山倡議的五大行動面向一致的五類（圖 1）。每一項指標皆有一些對應問題提供社

區工作坊討論和評分，評分采五等級：從「很高」、「高」、「中等」、「低」到「很

低」。若能每隔一段時間依指標內容討論環境現況和評分，便可瞭解在地地景和海

景維護呈現「上升」、「沒變」或「下降」之趨勢。本研究主要採用質性研究之資

料蒐集和分析方法，包括：參與觀察、訪談以及團體討論（在地工作坊）等方式，

將田野調查工作收集得的資料加以分析、歸類、關聯並獲致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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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為協助在地居民和主管機關追蹤監測地景和海景韌性以及農村社區調適能力

的進展，研究團隊於 2017 年 10-11 月間，邀請復興部落居民 4 人組成地景和海景

韌性指標評估工作小組，計召開五次工作坊，逐次說明、討論並由 4 位居民完成

五大類 20 項指標之現況評估，繼而依據討論內容，就《新社村「森-川-里-海」生

態農業倡議之短、中、長程行動計畫表》五大類 38 項工作內容，提出修訂意見，

並經 2017 年底大平台會議認可納入後續推動工作。國立東華大學復於 2018 年 8-10

月間，邀請新社部落居民 18 人組成地景韌性指標評估工作小組，前後共計召開七

次工作坊，最終由 13 位居民完成所有五大類 20 項指標之現況評估，並就《新社

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之短、中、長程行動計畫表》五大類 38 項工作內

容，提出修訂意見，並經 2018 年底大平台會議認可納入後續推動工作 (Lee et al., 

2020)。在 2020 年 5-9 月（進行中）「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

議」進入中程階段前，為了了解在地居民對其 3 年來運作的看法與建議以及修訂

中程階段的行動計畫，研究團隊召集了一系列《2020 年地景和海景韌性指標評估

工作坊》。其系列以三個階段而組成：《籌備階段》為與在地居民的一對一深入訪

談（共 14 位居民參與）、《地景和海景韌性指標評估工作坊階段》為六次復興部落

工作坊（共 12 位居民參與）和六次新社部落工作坊（共 8-10 位居民參與）、《聯合

工作坊階段》為一次復興部落、新社部落與四個主管機關（花蓮區農改場、花蓮

林區管理處、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農糧署東區分署）攜手召開的總結性工作坊。

一系列《2020 年地景和海景韌性指標評估工作坊》的成果將助於「花蓮縣豐濱鄉

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中程階段的工作推動。 

本案例研究期間，國立東華大學研究團隊所舉辦的一系列地景和海景韌性指

標在地工作坊，有下列效益：1）促進居民理解環境韌性指標的內涵，評估五大類

20 項指標對應於在地環境與人的各面向之現況評價；2）藉由五大類 20 項指標的

引導，增進居民和部落相關主管機關、權益關係人對在地環境與人的各面向之重

新的、或更全面的檢視和評價，進而修訂、補充《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

業倡議之短、中、長程行動計畫表》；3）研究團隊、在地居民和透過在地工作坊

密切的討論歷程，累積了彼此的信任、工作夥伴關係，增進了後續推動新社部落

各項社區發展行動的使命感；4）指標評估反映不同部落居民對現況及未來期待的

評價，不同部落針對各指標的評估值比較結果，並不能用來「比高下」，而是用以

瞭解不同部落個自面臨不同的迫切性問題以及不同的期待；5）在地居民透過工作

坊的討論，進一步補充、修訂《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之短、中、

長程行動計畫表》之五大類「行動策略」的相關工作項目，可提供各相關主管機

關及權益關係人和在地社區未來推行具體工作的參考及檢核。本研究過程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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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政府相關部門在鄉村地區推動里山倡議、自然資源保育和農村永續發展策

略規劃之參考。 

 

 

圖 1、「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行動計劃五大行動面向

與 20 項 SEPLS 韌性指標 

Fig. 1.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hree-fold approach to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and 20 

resilienc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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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she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 and seascape (SEPLS) is home to 

two indigenous ethnic groups – the Kavalan Xinshe tribe and the Amis Fuxing tribe – 

both residing alongside the watershed of the Dabuan River, Xinshe Village, Hualien 

County, Taiwan. In the past, government agencies worked separately with each 

settlement based on their sectoral goals. In October 2016, an integrated landscape 

approach and adaptiv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were introduced in the form of a 

multi-stakeholder platform (four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wo local communities) for 

the “Xinshe Forest-River-Village-Sea Ecoagriculture Initiative” and its short-, mid-, and 

long-term action plan. Community-based resilience assessment workshops (RAWs) 

were conducted in 2017-2018 (baseline short-term assessment) and 2020 (follow-up 

mid-term assessment) for (1) understanding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of Xinshe 

SEPLS as perceived by each community, (2) identifying main concerns and work 

priorities, and (3) providing suggestions to the short- and mid-term action plan of the 

Initiativ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RAWs can be used an effective tool for enhancing 

local resilience and advancing adaptiv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in Xinshe SEPLS. 

 

Keywords: adaptiv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multi-stakeholder platform, resilience 

assessment workshops (RAWs),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SEP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