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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落有機產業與在地旅遊 

－從加納納部落的生活地景建構再思維地區產業發展 

顏嘉成 

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博士生 

 

摘要 

生活地景指涉的是一個有機成長的空間，這個空間是因為需求而存在生

成的空間，也就是一個社群在生活過程中的對其土地所認知的具體化產物，

亦即部落空間型式乃經過長久的生活過程，在人與土地不斷的發生關係的生

活實踐中，所逐漸架構出的空間型式而並非獨立而存在的；這些空間以實體

的建築型式存在或以虛體的農業空間或是其它生活空間存在。如此的空間在

過去主要提供部落生活、工作與教育的中心，在時代變遷後其關係密切的人

與土地關係與觀念也產生了改變，進而在原來的生活地景空間上開始產生了

記憶的片斷、生活的破碎與傳統的瓦解。 

這個研究除了藉重人類學田野實務調查中，以空間的知識化、類型化過

程重新理解、思維地區內族人對於「部落」領域感、空間感的建構，並進一

步的在人與土地的直接依存關係下進行連結，從食物的觀點開始，重新建構

一種可提供地區可持續的農業經濟模式。當然在邁向與接軌全球化之際，進

步乃是無法抵抗的時代推土機，部落如何面對地區空間發展與產業問題體認

自身的角色，並與未來地區發展中進行其更具有社群組織的、在地知識等傳

統的強化與再建構，勢必成為未來發展中重要的課題。 

 

關鍵詞：部落產業、在地旅遊、有機生產、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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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從我所看見的部落農地的問題談起，其問題大多脫離不了幾個面向，一

個是土地閒置的問題，當土地上所種植的農作物並無法提供農民所需求的或

是市場所需求的，通常大多被閒置。另外一種，就是閒置的土地被鄰近的人

所租用，進行它種高經濟作物的栽植，通常這種租用的土地，在數年後就會

轉賣給租用的人。而臺灣特別的休耕政策也正加速著部落的土地低度利用方

式，因為有既有的休耕政策造就無勞動就能有一定的經濟支持，常讓一些可

耕作的土地在部落內低度使用。 

除了低度使用的問題外，若是部落發展有機業時農藥的問題也是影響其

作為有機耕作的重要問題，有機的耕作型態在國內常常面臨耕作區域外的週

遭鄰地影響，致使有機耕作的安全風險提高，不然就是非得設置一定距離的

防護隔離開來。當然在農藥的問題上，除草劑仍是目前部落農地上最大影響

的農藥，部分種植飼料玉米的農田上，在每期種植的前期都會噴灑除草劑，

除了該玉米田的影響外，也容易造成他處農田的污染；另外，在舞鶴臺地上

的出了名的茶葉也有同樣的問題，茶樹間的通道大多是雜草叢生的地方，所

以施用除草劑也是頻繁的。此外，我們也可常發現縱使該農田不施用除草劑，

但週邊與他人相鄰的土地也會施用藥劑，這類情況在農村裡大多被是為一種

常態。 

 

二、部落現況 

加納納部落位於花蓮縣瑞穗鄉舞鶴村內，是一個比較獨立的小生活區

域，行政區內的部落人口據鄉公所資料統計得知，加納納 7、8、9、10 鄰約

350 人，其中部落內客家族群大多居住於此，人數約 80 人；11 鄰約 60 人，

其中 15 人為漢人；12 鄰為 4 人；總戶籍人口約 414 人(顏嘉成，2010: 3)。 

口述歷史中的加納納說明加納納（Kalala）部落乃是該部落遷移的第三

個地點，第一個居民地為現在掃叭石柱（舊名為 Satokoay，意指石柱範圍的

地點）。部落的第二個居住地則為太平頂（Nalacolan）現則有通信電塔及某宗

教道場在其土地上面，第三個居住的地點則是現在的居住空間加納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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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ala），其名稱意指小竹籃，其地形也正反應了其所處的位置型態－一個

在盆地裡的聚落型態(顏嘉成，2010: 5)。 

 

（一）地方發展議題：從地區勞動力來看 

從現階段部落裡所呈現的勞動力情況來看，主要分為幾個部分，一部分

的勞動力人口是以營造業為主的臨時工，有木工、水電、板模、泥水工等，

這些勞工大多接受政府的職業訓練後，期待在這專業分工細緻的社會中尋得

一份可以養家活口的工作；然而這類的工作機會大多不存在於部落裡與鄰近

的地區，大多是存在於建設發達的都會地區，然而當勞動人口不選擇到外地

工作外，只能在部落裡繼續等待。另一部分的勞動力呈現則是與地方農業生

產相關的人口，除了是照顧自家田園土地上的蔬菜、水果及檳榔外大多無法

獲取太多的經濟收入，族人必須在鄰近的地方尋求一些短期打工的機會，或

許是在舞鶴地區、玉里採茶甚至是在瑞穗虎頭山一帶工作，金針花開的時期

也到赤柯山、六十石山一帶協助當地的金針農採金針，然而進年來咖啡產業

的開始也讓咖啡園裡多了一些打零工的機會。 

也因為工作的不固定，年輕人大多無法在這樣的環境工作，在部落存留

的也多為一些老人，這些老人大多沒有接受過太多的教育，況且老人工作本

來就不易尋找，縱使有也是一些零散的雜工或農園內的一些零工為主。 

 

 

 

 

 

 

 

 

 

 

圖一 部落內吃不完的菜 圖二 部落內短期勞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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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思考地方的有機農業栽植中，必須考慮年輕人回流的可能性，

而不是一昧的只是認為在觀光或單純有機農業的思維下，進行大規模的觀

光、農產業推動，更不能脫離土地與人的思考與操作，這才能直接的將土地

與人的關係進一步的連接起來。 

另一方面從勞動力的減少過程可以看見地方的農園作物也有改變，田裡

的作物比較有吃不完的狀況；在過去地方勞動力充足的時候，每家每戶的蔬

果是足夠其家戶食用的，鮮少有多餘而浪費的情況，然而在人口的外移過程

中，其所展現的不只是人口的減少而已甚至是家戶農田蔬果食用不完的情況。 

 

（二）地方發展議題：除了觀光財外，農業發展呢？ 

我們試圖在部落現有的狀況下尋得一種既友善土地又能充分解決部落勞

動力的一種產業經營方式，這種產業必須密集的運用土地連結在地人與土地

的關係，從耕作的過程開始，思維到消費者餐桌的距離；另外，從部落族人

營造他人的部落觀點，來看部落環境空間的營造，進行一個更具有地方感的

部落空間營造操作。 

創造與土地的更直接關係－農業與產業發展，部落農務與勞務勞動力間

的關係，其實反映出來的是部落在進行相關農產業發展時，是否單純乎略更

重要的土地可持續利用的議題，還是在只是在思考部落農田農事經營、產業

發展與市場流行的操作上，我們必須積極思考一種可持續性的在地農業、與

地方農業空間發可能性。基本上而言，原來部落的所生產的農作物大多是以

銷售到鄰近的市場為主，雖然其價格很低，再加上並非所有的銷售的過程並

非是可以完全消耗掉部落所種植的農產品，扣除了自己所食用的再加上銷售

的農產，其餘的農產就只能放在農田中任其腐爛。我們必須思考一種更具積

極的消費方式，除了是銷售管道的操作外，一種更具負責的預購（準備）食

物觀念也必須增加。另外，部落內在思考的也將重新思維一種可提供部落食

物的地景空間（eat the view），一種可供部落食用的農田地景，而不是一個只

提供市場消費的農田地景；一方面在落實地產地銷的概念，一方式更處理的

未來部落在發展相關農田利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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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部落內種植的鳳梨 圖四 這幾年內流行的咖啡樹 

 

 

 

 

 

 

 

 

 

 

 

 

 

 

 

 

 

 

 

 

圖五 產業發展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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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土地的另一個關係—空間營造 

部落的空間必須是活的、有意義的，而這些空間應當存在於代代相傳的

傳統智慧（地方知識）中，這類的智慧透過空間的營造造程中逐漸積累起來。

當然這裡面有許多的問題需要被討論，不過這種討論是透過實踐的方式來進

行，也就是共同工作的形成讓文化、認同、傳承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呈現，也

就是組織起部落的工班並藉由部落空間的營造過程建構部落文化的認同。 

 

 

 

 

 

 

 

 

 

 

 

 

 

 

 

圖六 環境空間營造概念 

這裡要表現出來是部落的勞動力問題，通常男人在部落工作的可能性，

反應出來一個社會的常態，或許因為原住民的經濟弱勢，很多的就業機會反

而都是在建築的營造的工作上。而這些工作機會的訓練，大多是提供原住民

以進入現代化工地的職業訓練為主，致使部落的男人們大多以從事營造業為

主的工作，然而這些工作大多是委身於中小型的企業內，況且工作的地點大

多距離部落相當遙遠，甚至是離開家鄉到西部才能有的工作機會，於是部落

的男人被迫離開與他自身熟悉的空間，甚至忘卻自我的空間營造經驗，於是

未來部落的男人對於空間的熟悉變成都市裡的制式的、現代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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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組織起男人的勞動力是希望藉由在地的部落空間營造來創造在地

「營造」工作機會的同時，從中建立起對部落的空間認同感，重新探討對部

落的記憶與學習。在這些勞動的工作關係中，相信不只是在部落工作而已，

而是從在部落自我經營空間的同時，去連接那失去對土地記憶的關係，也讓

部落未來環境的發展更有可能性。 

 

三、流行的地區的產業（地景） 

順從流行？一個流行下的地景變化過程 

地區地景變遷，說明了人們使用土地的方式，也說明了每個當代的流行，

從近代歷史發展的歷程上來看，在舞鶴地區的農業地景經過了幾個重要的農

產業，其中包括了咖啡、香茅、鳳梨、樹薯、茶葉等作物，這些作物不只是

一個種植在土地上的作物，而是在過去追求產量與經濟力的過程中，所呈現

的一種地區性的單一農作種植方式。這類的農業地景有一個特色，就是跟的

流行的潮流走，它大多不是引領流行，而是一個追隨流行的角色，當單一經

濟作物的流行時，這類農作物就會流行起來。以下就分別來看舞鶴地區在近

年來地區農產業的變遷： 

 

（一）咖啡風潮？ 

1931 年日人住田多次郎經的住田物產株式會社，承租舞鶴臺地共 410 甲

的官有土地，並成立「花蓮港咖啡農場」，引進 Arabica 種咖啡樹1，於舞鶴臺

地上的加納納、掃叭頂、魯木仔一帶種植，其中加納納因有水源而成為洗豆

區，舞鶴國小所在地則為當時的曬豆場(陳淑媛，2008: 55) 。但隨著日本的

戰敗，而咖啡又非當時的民生必需品，因而隨之沒落。在 2003 年起在臺灣地

區興起一片對於「臺灣咖啡」的熱潮下，花蓮縣政府也在舞鶴臺地上進行咖

啡的栽植與輔導，似乎產業的地景又回到咖啡上。 

（二）國際危機2造就的香茅市場 

                                                 
1 1884 年，咖啡種苗由德記洋行引入臺灣，開始成為這塊土地的經濟作物，先後在臺北、

恒春、臺中、臺東、花蓮、嘉義等地種植(李宛淩，2008: 1)。 
2 1951 年，原來獨佔世界市場的爪哇香茅油，卻因印尼獨立，荷蘭人撤出印尼，使香茅油

工業失去有效的經營，結果產量低落。臺灣在此良好的機會下，取印尼而代之，變成出產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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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年間由日人岩本（Kiyshi Iwamoto），從爪哇移植了一批香茅草，在

臺灣北部苗栗地區種植成功。1950 年，臺灣的香茅油產量已達三百六十噸，

以後產量逐年增加。1967 年人工合成的香茅油問世，國際香茅油價格大跌，

舞鶴臺地種植香茅的人也逐漸減少(陳淑媛，2008: 56)。 

 

（三）移民的鳳梨 

1959 年，臺灣西部發生嚴重的八七水災，農民損失極大。1963 年，由臺

鳳公司邀集彰化及臺中有種植鳳梨經驗的農民至舞鶴地區開始，並在玉里興

建鳳梨加工場(陳淑媛，2008: 56-57)。但因舞鶴臺地的土質與種植的方式不

同，在當地所生產的鳳梨大多未能符合加工需求，致使鳳梨採收後卻無人收

購，因而造農民種植意願低落。 

 

（四）短暫的樹薯 

在鳳梨失敗後，當地的農民改種樹薯，因而農民的生活也開始改善了。

雖然效益不高，但栽培容易且生產量高，況且當時的農業社會多以樹薯養豬，

對其需求增高。由於樹薯耗地力高，數年後農民又紛紛轉作(陳淑媛，2008: 

57)。 

 

（五）精緻的茶葉 

1945 年豐原人杜雪卿始於鶴岡地區種植；1959 年土地銀行配合政府攻策推廣

種茶，成立「鶴岡示範茶場」；1963 年南投魚池茶葉試驗所的王紹章到鶴岡

開始製茶，逐奠定鶴岡茶葉的產品技術與水準，1973 年在行政院農發會、省

農林廳主導下，選定舞鶴臺地為推廣茶作，全盛時期臺地上的茶園面積約 300

公頃(陳淑媛，2008: 58)。 

 

 

                                                                                                                                      
茅油的王國(羅美汴，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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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種植天鶴茶後的紀念碑 圖八 舞鶴地區種植了大量的茶 

 

四、地圖作為一個地方歷史變化的記錄 

在農產業與地方勞動力再建構空間的過程中，我們透過了一連串的空間

踏查方式尋找部落舊有的空間智慧，這些空間與地方知識已存在於部落多

年，目前逐步以系統的方式整理與建構起部落的在地知識的可能。 

（一）從地圖穿透 

人類學家陳瑪玲認為空間是文化、社會現象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文化、

社會現象中具有抽象與實體一面，又能落實到一般日常生活之中的重要層

面。於是當空間是部落文化的、社會現象的要素時，也就代表這當中人的生

活存在必須是有一定的聚集能量才能展現這樣的文化及社會現象，因此空間

因而透過抽象的文化與社會展現成為具體的樣貌，但先決條件是人必須要在

其中生活(陳瑪玲，2005)。 

那麼空間如何來透過一些具體化的呈現來表達呢？一份社區的地圖不只

是一個社區資源與環境的說明，它更說明了一個地方的人與土地的關係，在

歷史的流動過程中，到底人在土地上留下了些什麼，是感動、記憶、故事、

傳說，還是只在土地上留下許許多多剝蝕土地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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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運用 PPGIS 製作地圖 圖十 運用 PPGIS 製作地圖 

 

（二）方法與工具 

目前所使用地圖為 PPGIS3（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公眾參與地理資訊系統，運用如此部落地圖（社區地圖）的

製作方式，進一步的理解地區土地的運用方式，也由此知曉該土地所有人在

土地上的依存關係（種植作物）。Siber 認為 PPGIS 提供了一個獨特的方式，

讓參與的人透過其決策的目標納入當地的知識，整合其複雜的文化背景等空

間訊息，讓參與者動態交互輸入並分析選擇對其個人和團體較佳的方式。而

PPGIS 所建立的交流廣度在透過參與者及各個不同的組織，逐步架構其廣泛

領域的研究和實際活動，並實踐其更為社會歷史層面的 PPGIS。(Sieber，2006) 

  

（三）地圖的呈現—生活地景空間的建構 

部落的生活地景空間的建構大致包括了幾個部分，農田地景空間、神話

地景空間、儀式地景空間與在地特色生活地景空間；農田地景空間除了代表

的是一種提供當地糧食地景空間外，它也是一個可以呈現當地建築地景空間

構成的一個基本元素，因為當地中等建築技術（運用當地建築材料所興建的

                                                 
3 PPGIS 操作方式來自於 1990 年美國馬里蘭大學為了改善 NGO 對 GIS 的可及性而舉行的

一作操作性的工作坊。Sieber 認為 PPGIS 的意義是「讓社群成員可以利用空間資訊參與公

共決策」，所以從早期 PPGIS 的純粹工具性角色轉化成為以人為主的參與式公共關係，這種

關係使得地圖空間的決策從上而下的官方角度變為由下而上賦權社群的實質操作(Sie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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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但是目前我們大多所看見的部落農田地景空間是如何的型態呢？是種

植自己所食用的作物嗎？還是種植他人所要的經濟作物，這二種的食物的農

田地景空間呈現能不能有一個平衡機制。神話地景空間所呈現的是一個部落

對於其宇宙觀、宗教觀的具體呈現，它是積累了部落的傳統所呈現的空間，

它是讓祖先在這塊土地所生活的歷史，透過土地的地景呈現來再現其生活。

儀式地景空間所代表的是有關部落相關風俗表現的地景與空間，它可能是一

個祭典的（豐年祭、捕魚祭、春雨祭）、活動的或是一個個有著部落傳統禁忌

的空間（包括與巫師有關的禁忌與它種禁忌空間）。地方特色生活地景空間的

呈現代表的可能是曾經屬於某一個人所有的土地，這些人在當地可能具有一

定的特別能力，可能是很會打獵或是曾經擁有很多的特別的事物等，或是它

種當地對於當地空間的詮釋空間，如當地的山陵線的再詮釋，部落的東西南

北方向的空間等。 

 

（四）技術地景空間 

相對於生活地景空間的有機建構方式，技術地景空間的建構所展現的是

一種權力變變下的地景空間變化，它所呈現的是一種特殊的私人決定論，當

然也是一種特殊社群下的決定操作，某種程度它更是一個或是數個政府部門

的政策執行或權力展現方式，這當中的權力再現於地景空間時，表現的是誰

決定了如何規劃地景空間或是誰規劃了地景空間。 

當然，權力運作下的空間論還有一個特別的狀況，就是開始給每個地方

有了不同的定位分區排定，因此像是這幾年來的休閒農業區的設立、休閒農

園、水土保持教室、特定農業區與零碎散居於原農田中的都市人的移居空間。

空間也是一個社會性的具體實踐，它是一個地方權力的具體空間展現過程，

尤其是在特別地方的權力現象，夏鑄九、王志弘(1994)認為空間是社會性的；

它牽涉到指派多少是適宜地方給再生產的社會關係，亦即性別、年齡與特定

家庭組織之間的生物－生理關係，也指派地方給生產關係，亦即勞動及其組

織的分化。因此空間除了是一個地方的權力再生產，也是標記了不同的性別、

年齡與群體的關係空間，這類的關係呈現在空間的具體展現(王志弘，1994) 。 

技術地景的呈現上除了權力的運作外，另外就是有一種潛在性的力量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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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著地景的變化—農業市場機制，這些地景上的基本元素說明著這塊土地上

的居民的維持生活的方式，例如加納納部落所位於的舞鶴臺地上呈現著因著

國內外市場的狀況所呈現的農業地景；加納納這個地方因著舞鶴臺地的特殊

性質，有著咖啡、香茅、鳳梨、樹薯、茶葉等等歷程的農業地景展現，這些

地景大多由市場經濟4或政策的發展而成的地景。 

 

（五）導致的生活型態改變 

這些技術地景的直接或間接操作，催化了生活地景的急速改變，包括材

料的改變也因此改變了建築型式與行為的轉變，這是時代的進步嗎？還是一

種因著進步的科技，讓傳統的、地域感的空間展現逐漸消失。 

透過反省生活地景與技術地景的狀況，我們必須仔細衡量在發展與傳統

的維繫下應該有如何的作為，從種植的作物與居住在這塊土地的關係，進一

步將經濟作物的地景與在地的發展重新鏈結，並思維在如此的農業與政府相

關政策下，部落如何讓較有自主的空間獲得呈現，這裡頭絕不是一種市場決

定的機制，而是一種透過更深層的反省，重新呈現生活地景的操作型式。 

 

五、從歷史的找尋開始—發展歷史結構式的地景與地方產業 

地景的歷史告訴我們什麼？是流行、循環還是一個地方特色的建立，於

是一個地方學的建立必須是需求透過長期的觀察與記錄；在地學不是「苦求

沒有的東西」，而是「尋找既有的東西」。停止對大都會的崇尚，也停止怨嘆

「這裡什麼都沒有」(塩見直紀，2006: 93)。這裡所要談的絕對不是都市地方

所認知的事物，而是都市所沒有的，當然對於都市所對於部落的認知，這也

必須進行多重的矛盾與衝突。對於一個族群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地方而言，其

生活型態會與他地的生活或有所不同，縱使在今日資訊媒體的快速發達與便

                                                 
4經濟學上的問題一直繁複的影響著土地的栽植方式，什麼是有價值的、有大收益的，通常

是改變土地上種植的原因。然而經濟學更是從市場觀點來處理商品及勞務，而市場是有意願

的買者和有意願的賣者聚會的地方。買者在本質上是搜尋獲利機會；他不關心商品的來源或

製造該商品的條件。…於是市場只體現社會的表層，而其重要性是和貨幣有關，就像市場早

就存在的似的；完全不能深入探討事情的內在本質，直指藏於其後的大自然或社會現狀。

(Schumacher，200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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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當中，所有的生活似乎存在一種理想式的生活，這類生活可能是美式的或

是一個複製他者生活的型態。 

 

（一）具地域感的多樣性食物 

未來如果部落進行在地旅遊的議題時，我們必須重新思維更具有地域感

（terroir5）食物；因而食物也體現了勞動者在一個固定土地所累積的智慧與

精力所呈現出來的是一個更具有地域感的風格產品。而這種特色才能在眾多

發展旅遊的地區中，脫穎出一個順應地方氣候、風土所生產的食物與農產業

系統。然而正如 Lappé 所認為的品味的呈現對於一個地方的特色而言，食物

最能突顯一個人（一個地方）的特色與品味；然而正當世界邁向全球化之際，

食物卻變得越來越千篇一律，人類對自己吃進肚東西也越來越沒有把握

(Lappé、Lappé，2002: 22) 。我們是不是能夠真實的發現，在這類的統一化

讓人失去特色，這些特色源自每個人的鄉土、民族、人種、文化與歷史，這

也正是人與人的差異所在。…單一化破壞了文化差異性，甚至可能造成危險

(Lappé、Lappé，2002: 394-395) 。舉例來說，部落所主要生產的米大多是交

給在地農會的同一種米種，這些米從育苗的初期就是來自於同一個育苗場，

雖然在不同的地方生產，但卻在很多地方取代了地方原來的稻種6；於是乎，

正如同發展一種或多種屬於地域化的風格食物是刻不容緩的。 

另外地方特色也能進一步的帶起品味，讓品味不只存在於味蕾，而是存

在於知識中；知識增加人類飲食的樂趣。(Lappé、Lappé，2002: 402)當然某

種程度之下，在逐漸理解真相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品味開始被扼殺，

像是食物中存有的有害物質、理解食物製作過程中的農民剝削等等。建立此

種更具地域品味的飲食觀將更有助益於與地方地景風土的再鍵結，這當中包

括了多樣性的食物系統、種植與種源7的保存問題，而借用日本所推動秀明農

                                                 
5這個法文字表示特定地區難以形容的品質，專指某地的土質和氣候），但跟農耕系統密不可

分的農民和工匠具備的知識和手藝，也必定會反映在產品之中。(Patel，2009: 354) 
6在美國這個地方也曾經發生過類似這樣的事情，關於蘋果的品種也面臨單一的品種，農民

為了討好大客戶，而讓「蘋果越來越紅、越來越漂亮」，而且「原來的華盛頓蘋果己經瀕臨

絕種」…農民的感慨不但預告回歸作物多元化將成為趨勢，也告訴世人別盡種些好看的，而

是種些好吃的食物。(Lappé、Lappé，2002: 382) 
7在每個國家中，每個獨立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受到同樣幾家公司的剝削，這些公司包括大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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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土不二」的觀念，也正是再強調在地食物8的重要性。 

 

（二）發展一種可持續運作的未來 

觀光是未來嗎？如果跟土地的關係是薄弱的，那麼人們對於土地的依附

感也是較少的。自然寫作家 Lovu 對於人與土地的依附認為必須從小就開始

紮根作起，亦即在生活上人與土地的關係是緊密的；依對土地的眷戀不僅有

益於孩子，也有益於這片土地(Louv，2009: 173) 。當然，這種與土地所造就

的自然關係，將成為一種地方特別的智慧，近年來教育學者甚至認為這些智

慧9的重要性，影響著一個人的未來發展狀況。所以建構一種從土地生長出來

的產業，絕對不是把現有的文化性、產業性元素作一轉化變成可操作的觀光

資源，而是真實的重新連結。 

可持續性的未來將會是未來部落發展的重要討論課題，這裡看到的不只

是對於部落發展的視野，更是一種對於未來地區發展的達見；我們必須完全

了解問題之所在，並且開始預見向新的生產方法及新的消費型態演進的新生

活方式有實現的可能：一種專為永恒而設計的生活方式(Schumacher，2000: 

12) 。這種永恒而設計的生活，乃希望是一種建構在土地歷史、文化、生活

之上的一個基礎。 

 

                                                                                                                                      
易商、大型加工業者以及大型零售商，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全球農業經濟的集團結構，這個問

題並不是一毎國家對農民的補助，也不是一個國家的環境政策改變所造成的。(Patel，2009: 
253) 
8這些年來國際推動慢食運動的趨勢也可以看到一些在地食物的觀點，他們主張食物要在一

定的地方生長、食用。食用當地種植的作物，可跟生產者建立社會聯繫，了解農作物如何、

何時種植，又為什麼照目前的方式種植。這是一種透明的食用方式，而且跟社會緊緊相繫，

是工業化生產的食物無法達到的。(Patel，2009: 351) 
9哈佛大學教育學院 Gardner 教授 1983 年提出了著名的多元智慧理論。Gardner 認為，以

智商測試為基礎的傳統智慧概念大過局限；他提出了七種類型的智慧…包括語言智慧、邏

輯—數學智慧、空間智慧、身體—動覺智慧、音樂智慧、人際智慧和自省智慧。最近他又增

加了第八種智慧：自然智慧。達爾文、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繆爾、卡森是這一類型智者的

代表。(Louv，200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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