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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樹谷季刊即於本期落幕，未來刊物將以新的面貌記錄
基金會訊息。今年2015年位於樹谷園區活水路3號，一座
白色外觀建築物體，即將落成啟用，這是南台灣地區由在
地企業捐贈建造的環境教育學習場域，稱為『樹谷考古暨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中心』。本期刊物以樹谷專題做介紹，介紹環教

13

快樂學考古

中心建築物體興建過程、主體活化及未來發展，延續環境

14

時間魔法師2015冬季考古營

友善的生態理念，朝向先民文化和永續環境的核心價值努

20

探見鹽水溪大昌橋下先民足跡

力。
樹谷文化基金會致力社區營造工作，陪伴社區共同成

23

圖為樹谷考古暨環教中心
白色建築物外觀。

樹谷文化基金會成立於2007年，是奇美集團實踐
樹谷園區公共化、環境永續的具體承諾。我們為了
保存美好的生活環境，有著許多夢想，行動宗旨包
括維護文化資產、推動環境永續與企業回饋、深耕
在地文化、從事社會教育及關懷。

台南藝文

長及活化各里社區的在地特色。本期刊載大洲水空間意象

文化首都心地標 3D藍曬圖啟動

的施作源起和記錄，邀集社區居民共同完成一座水牛的意
象，這是大洲里最後飼養的最後一頭水牛。白蓮霧故鄉社

出版單位：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社區營造

內社區，去年完成庄內健行步道網絡，結合農村再生活化

發行人：董雅坋

活動，帶領民眾走訪志工們自力營造綠美化點，利用堤防

顧問：朱正宜∕林榮俊∕許春華∕郭乃文

26

塘中老水牛 大洲農村寶

樹谷生態

30

白蓮霧故鄉 社內逗陣行

34 樹谷裡的紅蜻蜓

讓大家學做毛豆寶寶，適合親子互動。
去年歲末聯歡晚會，基金會董事長邀請到美國晶晶兒

社會關懷

揚」，更結合基金會鄰近的友好團體，社內社區、中榮社

42 團長張智真奉獻獲獎無數

區、蘆啟智中心等共襄演出。這場晚會溫馨感人，看到每

43 蘆葦節奏樂團

一位上台表演的人員，快樂表情，散發自信，每段演出都
是最溫暖感動的氛圍。

44 小貝殼PK大鯊魚（下）

社區營造
50 中榮學環保 家事皂推廣
52 社內阿嬤種菜真骨力

希望校園
54 熱情洋溢 鼓動松梅

地址：74148 台南市新市區中心路10號
電話：06 - 5892400 / 傳真：06 - 5892401
網站：www.tvf.org.tw

童合唱團參與演出，於樹谷音樂廳舉辦「喜樂音符 讓愛飛

38 喜樂音符讓愛飛揚 樹谷聯歡晚會

考古專欄

郭玲玲∕趙健良∕潘元石（以筆畫排列）

洋蹄甲樹蔭道辦理表演活動，同時安排有趣的diy紙黏土，

時間的魔法師－2015年樹谷考古營活動，圓滿結束。

粉絲專頁：樹谷文化基金會
編輯︰陳羽婕 / 陳冠豌∕李雅慧∕巫嘉綺
美術設計：解構創意廣告設計
製版印刷：裕華彩印有限公司
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電話：06 - 5889955

台南市新市區中心路8號

網站：www.treevalley.org

基金會學習設計活動方案，結合樹谷園區考古遺址特色，
模擬考古探坑體驗教學，帶給孩童們不一樣的營隊活動，
這也是基金會推動考古文化及環境教育的使命，朝向多樣
性的活動內容，讓大家從台南文化環境體驗開始，培養友

刊物索取地點：
樹谷文化基金會 / 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南科管理局 / 台南市政府市民服務中心
或至網站下載電子刊物。

善環境的樹種籽。
回顧樹谷季刊自2011年6月創刊，已經邁入第四個年
頭。感謝時常翻著紙本刊物閱讀的四方讀者，和我們一起

創刊日期：2011 年 6 月

在這塊領域範疇，咀嚼呼吸著相同的氣味，結束是邁向開

本刊使用

環保標章之清荷高白環保道林紙

及

環保大豆油墨，樹谷為大地盡一份心力

創的另一個起點，未來將以新的面貌延續分享基金會動態
訊息。（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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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風箏展翅

樹谷環教中心即將落成啟用
文字整理∕黃柏凱

1. 展翅的風箏，象徵環教中心的
飛動，樹枝狀的支撐結構極具
特色。

2. 戶外廣場以紅磚做座鋪，周圍

照片∕樹谷文化基金會

多孔隙的伏石堆疊，提供生物
棲息。

3.生態池兼具復育台灣原生物
種，及雨水回收蓄水功能。

4.水管設計為收集屋頂上的雨
水。

5. 打造1：1的考古探坑，為推廣
考古教育。

6. 先民複製品呈現當時考古發掘
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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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風箏造型引入注目，原來這是坐落於樹谷園區的考古暨環境教育中心。基地面積3577

建物規劃與設施，均以具有考古教育意

意及綠建築標章，如旋轉造型的「雨水撲

平方公尺，為3層建築，建築物面積約200平方公尺，容積約435平方公尺，為一設計新穎又

義與功能，滿足多元方案與服務為主。除了

滿」，內以承接雨水系統，利用雨水做日常

具綠建築標章的建物。內分一間一般型教室、兩間具水、電之多功能教室、一間行政辦公

研習教室、多功能教室、標本整理與典藏空

澆灌樹木使用，另在教室壁面「開深窗」，

室、一間儲藏室，其中教室亦可做為標本整理場域。空間規劃大致區分為四大類:1、教育與研

間、研究室、考古探坑、土層剖面展示牆、

做為日常節能之用。綠建築標章係內政部建

究；2、行政與管理；3、生活與服務；4、環保與永續。

洗滌區、半戶外教學場、工坊（石器工坊、

築研究所推動，2003年正式施行，內容包括

陶器工坊）之外，還有生態池觀察步道，可

綠化量、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二

供觀察水生植物與動物的生態。

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污水垃圾改善、

同時，整合園區內所有資源，將樹谷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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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環教中心的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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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室內環境等九項指標。

區積極復育的濕地水生植物、台灣特有種植

因樹谷園區內及類近地區具有豐富多樣

物及先民常用的工具類植物（製紙、藍染、

的考古資源，考古文化層序最為完整，各期

漆器……等）還有許多先民遺址、出土文物

文化內涵豐富，保存狀況佳，又是近代最早

及考古學等元素融入環境教育中心的建築本

開發地區，自荷據時期開始，文獻史籍資料

體與週遭環境營造。在此同時，基金會正積

也較它處豐富，未來結合自然生態等環境教

極籌備規畫有別於以往的、生動優質的考古

育活動，藉由考古探坑體驗及生態營隊、考

教育課程，期以嶄新硬體、軟體的整合，做

古季等活動方式，推廣考古文化資產保存與

最效的運用。

自然保育觀念。

建築本體以特有的設計，兼具設計創

7
Tree Valley

3

樹谷專題

1

綠建築簡介

文字∕巫嘉綺

穀（稻梗）所建的建築，可見得當時生活的

獲選為〔鑽石級綠建築〕，如種植超過一萬

中心乃在於農事生產。因此您可以在園區看

株的植物、多孔隙的環境提供生物多樣性、

到這樣的風土建築包括小太陽廣場的土椅、

各種節能設計如空調、外殼、照明等，運用

以及大洲生態基地的水牛的家、土椅、涼亭

自然環保的素材，降低對於環境的衝擊。

和未來規劃的三棟先民建築（即上述三個時

服務中心大樓亦為綠化量、日常節能、水

期的建物重現）。

資源、污水垃圾改善四項合格之綠建築，在

而現今綠建築概念強調由地球環保的角

今年七月即將開幕的考古暨環境教育中心，

度出發，以全面化、系統化的環保設計作為

也將申請成為合格綠建築，以達到生物多樣

訴求的永續建築設計理念，是「以人類的健

性、基地保水、日常節能、室內環境、水資

康舒適為基礎，追求與地球環境共生共榮，

源、污水垃圾改善指標為主。我們將於3月

及人類生活環境永續發展的建築設計」。可

12日植樹節當天，周邊腹地上種下台灣原

發現是實踐並提高建築物所使用資源（能

生樹種，包括苦楝、朴樹、光臘樹、大葉山

量、水、及材料）的效率，同時減低建築對

欖、銀葉樹、構樹、穗花棋盤腳、黃槿、台

人體健康與環境的影響，從更好的選址、設

灣梭羅木、烏皮九芎等，達到吸附中心的碳

計、建設、操作、維修及拆除，為整個完整

排放，朝向減碳建築邁進。種樹是最好的投

的建築生命週期。因此比照風土建築是偏向

資，一棵小樹苗，十年後長成的意義不論是

集中於使用當地所可取用材料的概念有所不

經濟上或是環境上皆具有正向的幫助，園

同。

區種植原生樹種，最重要的是要「適地適

照片∕樹谷文化基金會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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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種原來就在這些地方生長的樹種，同

在樹谷園區的建築規劃中，重視的是環
保、生態與節能，會呼吸的機能綠建築群，

時也可體現先民在利用這些樹種的生活智

早期人類與萬物共生，從一開始的以天

念是透過建築特色與結構方式，了解人與環

讓光和空氣自然流動於各建築物間，因此包

慧，才真正達到植樹目的。

為被、以地為床，接者蝸居於穴，逐水草而

境相互關係，如以樹谷園區發現遺跡推論，

括服務中心及活力館皆為綠建築，活力館更

居，而後在文明的進步及人類工藝的提升，

可以從早期干欄式建築演變到土台屋再到土

開始使用自然素材如竹、木、泥土等成家，

埆厝這樣概念轉變到現今的綠建築。如史前

演變至近代工商業社會取而代之的是鋼筋水

先民干欄式建築以高架竹屋為特色，以最簡

泥結構而成的高樓大廈，當不再採用自然素

易的竹藝結構，順應當時會發生的瘴氣，潮

7. 林雅茵建築師帶領工班完成大

材造屋，衍生而來的問題即是生態失衡。因

濕，淹水，並防止蟲蛇進入的功能；接著西

8. 大洲水牛之家屋頂由竹構搭建

此近年來興起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風

拉雅文化的土台屋以人造的長方形土台作為

潮，是為了改善人類與環境緊張的關係，回

房子的台基，使室內地坪與院子有所高差，

歸到適應當地環境、氣候，甚至材料再到節

一樣是為了隔開地面潮濕及野生動植物、增

能減碳的概念。

5.考古暨環境教育中心3D設計
圖。

6.樹谷園區第一座土椅。
洲水牛之家。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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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通風採光、解決淹水或地形不平坦的問

其實最早期這樣的建築概念稱之為「風

題。後續到了明清到民初漢人農業生活為主

土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主要概

的土埆厝，以泥屋建築，利用黏土、沙與稻

1. 新市大洲里的大洲生態基地涼
亭，以八八風災的漂流木重生
建造完成。

2. 利用土丸堆疊完成傳統圍牆及
土椅。

3.傳統瓦片擺放妝飾。

4.樹谷園區第二座土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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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谷專題

楝樹

環教中心綠樹圖鑒

台灣原生樹種

【科名】楝科 Meliaceae
【學名】Melia azedarach Linn.
【原產】日本、中國、印度、琉球和台灣本島。

文∕照片：樹谷園區聯奇公司提供

【分布】廣布平地至中低海拔丘陵。也常栽植做為行道樹或庭園樹等用
途。

穗花棋盤腳

【科名】玉蕊科 Lecythidaceae

【別稱】苦苓、楝樹、苦楝、金鈴子。

【學名】Barringtonia racemosa

【形態】落葉喬木，高可達 15 公尺以上，徑 50~80 公分；樹幹通直，樹皮暗褐色或灰

【原產】亞洲熱帶包含台灣、非洲、澳大利亞及太平洋島嶼。

褐色，有深刻不規則深縱裂紋，皮孔不顯著，常有樹脂凝結在枝幹上。葉序大葉互生小

【分布】分布於北部和恆春半島沿海地區。現在是全台各地普遍栽植的防風或綠美化樹種。

羽片對生；2~3 回奇數羽狀複葉，無托葉，長 40~85 公分，羽片 3 或 枚，對生或互生；

【別稱】水茄苳、水貢仔、細葉基盤腳樹、細葉棋盤腳樹。

小葉每邊 2~3 枚，橢圓形或橢圓狀披針形，長 3~5 公分，寬 1.5~2 公分，先端銳尖或漸

【形態】喬木，植株高可達16m以上，樹幹短而粗，有時具有板根，具有多數的枝條；枝條斜

尖，歪基，基部楔形或略鈍，膜質，邊緣呈銳鋸齒或有齒裂，幼時在葉脈處光滑或有柔

上昇，有時會有下垂的情形，具有明顯的葉痕。葉為單葉互生，有時叢生於枝條先端，長橢

毛；葉兩面平滑，中肋於表面略凹下而於背面隆起，側脈每邊 9~10 枚，不顯著。

圓狀倒卵形或長卵形，長22-35cm，寬7-11cm，先端短銳尖，基部鈍或較狹，革質，鈍鋸齒

烏皮九芎

或波狀緣，中肋於表面凹下而於背面顯著突起，表裡兩面皆光滑無毛；葉柄短，長0.5-1cm，
粗壯而略膨大，光滑無毛。花多數，約8-20枚，中型，開放時徑約6-8cm，呈下垂的總狀花序
排列；花序長20-80cm，略粗壯，生長於葉脫落的葉腋，略有毛茸；花柄短，長0.5-1cm，略

【科名】安息香科Styracaceae

粗壯；花萼倒圓錐形，先端2-4裂，裂片卵狀三角形，先端鈍；花瓣4枚，卵形或長橢圓形，

【學名】Styrax formosana Matsum.

長2-3.5cm，寬1-1.5cm，先端鈍，白色或淡黃色，有時帶粉紅色，邊緣常反捲；雄蕊多數，

【分布】全島低至中海拔山區。

花絲細長，線形，長3-4.5cm，基部合生，紅色但先端呈白色或黃色；花藥點狀；雌蕊１枚，

【別稱】白樹、葉下白、烏雞母樹、台灣野茉莉、臺灣安息香、鈴

子房球形，有稜，光滑無毛；花柱細長，長3.5-4cm，紅色。果實為長橢圓形，略呈四稜形，

木紅皮。

長5-7cm，寬3-4cm，外果皮淡紫色，中果皮具纖維質；種子一枚，2.2-4cm ，外被一層褐色

【形態】小喬木，全株幼嫩部份密被星狀毛茸。單葉互生，具葉柄，柄長1~2cm，葉片

薄膜，種仁乳白色，卵形或卵圓形。

長4~6cm，寬2~3cm，菱狀長橢圓形，葉基楔形，葉尖漸尖形，葉緣全緣至淺鋸齒緣，
老葉僅中肋有毛，側脈5~6對。花序為總狀花序或聚繖花序，花4~6朵；花梗長2~3cm以

黃槿

【科名】錦葵科 Malvaceae

上，基部具小苞片1枚；花萼鐘形，萼緣具5齒裂，齒裂片三角形；花冠長約1.2cm，寬

【學名】Hibiscus tiliaceus

約0.4cm，白色，深5裂，裂片披針形，先端銳形；雄蕊10枚，花絲下部被毛，基部與冠

【原產】熱帶與亞熱帶海濱，分佈於中國廣東、菲律賓群島、太平洋諸島、東南亞以至印度

筒合生，花藥線形；子房4室，胚珠多數。蒴果，長約0.8cm，卵形或橢圓形，先端具短

和錫蘭等地。

喙，表面常具皺紋。

【分布】生長於全台沿海地區。各地廣為種植的防風、綠美化及道樹種。

光臘樹

【別稱】粿葉樹、糕仔樹、粿葉、鹽水面頭果、古老仔、糕仔樹、河麻、萬年木、惘花、朴
仔、披麻、銅麻、港麻、海麻、河麻、山加半、桐花。

【形態】喬木，株高可達15m或更高，徑30-100cm；樹幹平滑，樹皮灰色，纖維質，樹枝分

【科名】木犀科 Oleaceae

歧，多分枝，橫向開展；小枝幼時有柔毛，成年後則光滑無毛。單葉，互生，具葉柄，柄長

【學名】Fraxinus formosana

3-10cm；葉片長8-15cm，寬9-20cm，圓心形，葉基深心形，葉尖突銳，厚紙質，葉緣為全

【原產】台灣、中國大陸、日本、琉球、菲律賓、爪哇和印度等地區。

緣或為不明顯之波狀齒緣，脈掌狀，7-9條；葉背灰白色，被星狀毛；托葉宿存，三角狀卵

【分布】生長於本島低海拔闊葉林中，溪流兩側及崩塌地等擾動環境較

形，長可達2cm，疏生星狀毛。花頂生或腋生，大，黃色，多不十分張開，但張開時徑可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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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

9-12cm；花柄圓柱形，長4-6cm，粗壯；苞片二枚，對生，卵狀三角形或長橢圓狀三角形，

【別稱】白雞油。

先端銳尖，有柔毛；副萼片(總苞片)9-11枚，三角形，長0.3-0.4cm，先端銳尖；花萼鐘形，

【形態】半落葉性，大喬木。樹皮薄，呈片狀剝落。奇數羽狀複葉，對生，具柄，柄長

深五裂，有粗毛；花瓣五枚，鮮黃色，筒狀，層層相疊，鐘狀像個羽毛球，花心暗紫色，長

10-20 cm，柄和葉軸具溝；葉片長10-20 cm，寬5-10 cm，小葉2-5對，具短柄；小葉長

4-6cm，寬3.5-5.5cm，先端圓或鈍；雄蕊多數，單體雄蕊；雄蕊柱圓柱形，長4-5cm，未超

5-10 cm，寬2.5-4 cm，長橢圓形或披針形，葉基楔形，葉端鈍尖，葉緣全緣，上下光滑

出花冠；花絲線形，較短；花藥一室，子房球形，五室；花柱五條。果實為蒴果，長橢圓狀

無毛，葉柄與脈偶被毛。圓錐花序，頂生，花密生；花萼色白，被毛；花鍾形，先端4淺

橢圓形，長約2-3cm，徑約1.8-2.5cm，苞背五瓣裂，先端有尾尖，有綿毛；種子齒牙形，無

裂；花冠4深裂，裂片長約0.2 cm，長橢圓形，雄蕊2枚，著生於花冠筒；子房上位，2

毛，長約0.3cm，有散生乳頭狀小疣。

室，各具胚珠2枚；柱頭2裂。果實為翅果，長約3 cm，披針狀先端凸或凹，表面光滑。

Tree Valley

7

樹谷專題

環境要變好 教育不能少
文字、照片∕林勇成、洪慶宜、孫逸民

國家環境教育獎說明：
為增進全民環境教育之落實，環保署依據環境教育法於101年1月5日環署綜字第
1010000224C號令訂定發布「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並從101年起辦理第
1屆國家環境教育獎評審作業。「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獎勵項目為民營
事業、學校、機關（構）「含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團體、社區及個人等6組，期望藉由獎勵對象之增加，
鼓勵民間企業、政府機關（構）等共同推動環境教育，擴大參與層面。

2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網站網址：http://eeis.epa.gov.tw/eeaward/about.html
公布日期：每年6月公開表揚獲選國家環境教育獎之特優及優等單位

助下，本市環境教育統合視導多年來成績

源」、「資源循環」、「永續校園」及「低

均達九十分以上（優等），並多次獲得全

碳生活」五大項指標，賴市長相當肯定與支

國第一佳績（102年度環境教育統合視導

持，並親自頒獎給通過認證的學校。

榮獲96分，全國第一）。

（二）2013年低碳校園小組，積極建置

國家環境教育獎於民國101年辦理授

福平台核心 成員；今年，虎山國小林勇成

4.2012年教育部選拔環境教育百大學校，本

「５９４１０」平台（我就是要零），鼓勵

獎。第一屆孫逸民教授榮獲個人組特優等

校長將代表臺南市參加行政院環保署第3屆

市在林校長的帶領下，共有十四所學校獲

資源分享與節能減碳，由市長親自主持啟動

獎，從事水環境教育，為鹽水溪幸福平台核

（2015年）國家環境教育獎個人組決選。本

選，總成績全國第一。

典禮。

心成員；第二屆洪慶宜教授榮獲個人組優等

期以專題介紹三位老師多年投入環境教育的

獎，關注河川環境及治理課題，為鹽水溪幸

經歷事蹟。

no.1

林勇成校長（現任職：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國小校長）
臺南市代表參加行政院環保署第3屆（2015年）國家環境教育獎個人組決選

5.2013年由台美環保署合作推動的ECO

（三）為營造低碳校園，鼓勵學校營造健康

CAMPUS台美生態學校聯盟，虎山國小

自然新生活，積極推動「學校草地聯盟」，

榮獲銀牌佳績，林校長並擔任中央輔導委

打造更多學校成為草地操場，讓每一位學

員，本市目前共有十所學校獲選加入ECO

生、市民都有健康、生態、低碳又舒適的運

CAMPUS生態學校聯盟。

動環境。林校長亦擔任聯盟召集人，定期辦

6.林校長用心經營生態小學獲得肯定，於

1.林勇成校長（左）為教育部長

（中）介紹虎山國小的環境特
色。

2.教育是和下一代一起展現活力
的希望。

理「草地聯盟運動會」。

2012 邀請聯合國和平使者珍古德博士蒞
推動環境教育紀要：
用心經營虎山Eco School生態小學森林
課程，結合在地森林的自然生態及豐富的人

猷。

小朋友分享生態學習及環境教育的學習心

2.本市環境教育輔導團（2005~2014）於

探索樂園」，深獲社區及家長們的認同，並

2005年由林校長負責籌備及成立，林校長

呼應全球氣候變遷，林勇成校長積極整

於102年榮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

除長期參與帶領環境教育輔導團之外，目

合資源推動低碳校園，開創多項全國唯一之

1.在一片少子化的嚴重衝擊下，虎山國小

前也參與防災教育輔導團（2011~2014）

環境教育創新作為：

及低碳校園小組（2011~2014）。

（一）2013年參與低碳校園小組，積極推動

班，103學年新生再成長50%，報到人數

Tree Valley

於2014年11月再度造訪虎山國小，聽虎山

3.在林校長及其所帶領的環境教育團隊的協

得。

「低碳校園認證」，共有「節電」、「水資

個人經歷資料

主要經歷

8

校，於大樹下為小朋友說故事 。博士並將

年增班的學校，為即將百年的校史寫下新

文環境，營造虎山成為「生態小學。孩子的

102學年一年級新生成長52%創記錄增

1

已達48人，成為臺南市唯一一所連續二

任職（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

任職期間

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小

主任

92.08.01~101.07.31

臺南市環境教育輔導團

主任輔導員

94.08.01~101.07.31

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國小

校長

101.08.01~至今

臺南市環境教育輔導團

召集人

101.08.01~至今

環保署ECO CAMPUS
台美生態學校聯盟

中央輔導員

102.08.01~至今

榮獲三次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92、95及101年

Tree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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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樹谷專題

no.2

洪慶宜教授（現任職：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助理教授）
行政院環保署第2屆（2014年）國家環境教育獎個人組獲獎優等
鹽水溪幸福平台核心成員

推動環境教育紀要：

出教室學習水環境保育，連續5年於大台南

因政府全面性開啟河川整治工作、曾為

地區學校試辦，成效卓著，現已列為環保署

淡水河污染整治專案工程師經驗、任職學校

河川巡守隊發展方向之一。98年度起所負責

緊鄰重點整治河川二仁溪、及自身環境科學

的河川保育中心更進一步擴大服務區域到南

專長，自於長榮大學擔任教師以來，即投入

部五縣市，除繼續深耕二仁溪及鹽水溪外，

4

5

河川污染防治的環保議題，特別是在國家大

負有促進南部縣市交流巡守隊經營經驗、引

幅邁向全面性民主化的過程，有幸參與推動

介民眾參與工具及協助縣市深化經營的任

門積極規劃中的河岸自行車道與舢筏協會的

對談程序、生活污水減量、自然淨化等開發

民眾參與河川整治工作。早期（91-93年）

務。

船筏生態旅遊的藍綠廊道串聯，建構二仁溪

成環境教育模組，更將參考美國Project WET

作為試辦計畫的河川巡守、污染通報架構，

未來將延續長年投入的民眾參與工作，朝下

水環境守護學習圈，成為示範民眾參與河川

教學模組開發適用之教學工具，以協助水環

93年起受環保署採納為國家政策，要求台

列幾個方向發展：

整治典範的環境教育場域。

境教育的推動。

1.推介「水環境教育獎章」制度全面性實施

3.發展水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灣各縣市皆成立水環境守望相助巡守隊，透
過河川巡守、污染通報、淨溪淨岸、水質監

在資訊普及的e化世代，協助共同推動

境行為與行動，顧除傳統的以上課、示範

河川守護的環教夥伴推動水環境教育，著重

染防治工作。95年起有感於環境教育實是

提供環保知識外，更需於環境教育過程，

於水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的開發，首將河川巡

確保水環境保育紮根的重要方向，發起建構

提升學生環保行為與行動技巧能力，並給

守隊教育訓練、河川守護工作、民眾參與的

「水環境教育獎章」制度，嘗試鼓勵學生踏

予機會實作與感受行動的回饋。進一步結

個人經歷資料
主要經歷

測、環境教育等方式，協助環保單位執行污

環境教育的最終目的在培養良善的環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

任職期間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助理教授

89.08-迄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

環境工程師

87.07-89.08

合國家的河川巡守制度與環境教育的「水
環境教育獎章」制度，或可提供兼顧意識
（Awareness）、知識（Knowledge）、
態度（Attitudes）、技能（Skill）與參與

no.3

孫逸民教授（現任職：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教授兼健康與管理學院院長）
行政院環保署第1屆（2013年）國家環境教育獎個人組獲獎特優等
鹽水溪幸福平台核心成員

（Participation）等5個環境教育面向的環境
教育模組。
2. 建構二仁溪水環境守護學習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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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境教育紀要：

「為土地服務、向自然學習」之精神，激發

個人有感於陪同人們成長的溪河，在

在地住民的公民參與能力，並從認識環保開

民眾參與是公民社會的價值，二仁溪整

經濟大開發的同時，除遭受濫墾與濫建的

始、教人懂環保、教人喜愛環保，逐漸讓環

治民眾參與起步較早，除持續污染監看外，

傷害，也淪為排放污、廢水的水溝。人為因

保觀念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作法包括：

河川守護團體已在河川保育中心統合下，組

素所造成溪河環境變遷的結果，先是反應在

織二仁溪守護聯盟，參與公部門的流域環境

魚蝦蟹貝的死亡、生物多樣性的減少等生態

管理會議。為擴大沿岸社區投入河川守護，

危機上，這幾年來也逐漸反應在臺灣的環境

需進一步推動水環境資源與社區發展結合，

災變上（風災、水災）。近年人們已見證大

101年已協助位於河口左岸的茄萣舢筏協會

自然反撲的力量，人們也深刻體認，水資源

成立第一個二仁溪生態環境教室，今年著手

保護與土地永續經營之重要，且意識到若不

引介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進駐右岸大甲溼地，

能與河川和平相處，日漸珍稀的水將會為台

進行高灘地認養與自然濕地經營管理工作，

灣帶來浩劫。因此，本於教育工作者應將知

以舢筏協會投入白砂崙溼地營造為範例，逐

識轉化為守護這片土地的力量，並將校內課

步成立各具特色之生態環境教室，透過公部

堂延伸推廣至校外河川現地，走出教室，以

3.時常帶領青年學子投入河川環
境的守護活動。

4.維護校園中的生態池。

5.洪慶宜教授（左二）為珍古德

女士介紹二仁溪在河川整治上
的努力。

6.孫逸民教授鼓勵青年學子參與
環境日的淨溪活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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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中心試營運活動

快樂學考古–系列活動

4 11

樹谷綠森林─

日

14:30-15:30

心想事成種子盆栽

要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忘憂森林嗎?心想事成種子盆栽可以作為入門的第
一課。相思豆艷紅的顏色以及似愛心形狀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這
7.2014年珍古德女士訪台行程，

賴清德市長述說台南環境教育
的努力成果。

一次的活動，除了會跟大家介紹植物特色外，還會教大家如何種出漂

7

亮的種子盆栽喔!邀請大家一起進入樹谷綠森林。

1.編撰教案並設計內容使其符合各階段各年

章制度

齡層之需要
在推動環境教育工作上，首先藉由蒐集

從學校、家庭、個人三方面做起，針對

資料來彙編符合各階段各年齡層需要之教案

節約用水與改善河川污染的方法，並且參考

為首務，並隨時補充最新知識與題材，且依

美國Watershed Patch Project作法，擬訂15

教學回饋隨時修正內容。

項水環境保育任務指標，鼓勵師生及社區親

2.水環境教育影片免費借用

子參與，完成一定任務指標，就可以參加水

為達耕深環境教育目的，採購公播版的
水環境相關影片，提供各需要單位免費借用
以作為宣導環境教育使用，希望藉由影片欣

「再創造」的激盪，進而達到環境教育扎根

山川美麗的身影，讓學生由體驗、觀察、蒐

之重要。

集、實驗、行動、與創作等方式來驗證身邊

3.學校與機構結盟建立以利推動水環境教育

的自然環境後，對自己的家鄉環境有更深層

主要經歷
Tree Valley

的體認，對全球的永續環境議題有更多的認

讓他們瞭解守護家鄉河川為己任，也深入社

識。

區宣導社區居民保護環境之觀念與技能。目

6.借用傳播力宣傳水環境教育之成果

日

14:30-15:30

解開樹谷園區的千年之謎

模擬探坑發掘，大小朋友們將成為敘述土地故事的說書人。活動結束

像回顧與美麗之水岸景緻也編彙成宣導教

後，還可帶回專屬自己的彩色地層瓶喔！

2013.08－迄今

教材進駐社區及學校，不定期的施行推廣講

2008.08－2013.07

習、講座，提升民眾永續環境及生態保育之

教授兼學務長

2005.08－2008.07

觀念。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小小考古家：

願來參與這有意義之團隊外。另外精彩之影

教授兼主任秘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6 06

你知道嗎？在樹谷園區內擁有豐富的先民文化內涵，在活動中，透過

教授兼健康與管理學院院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己的手工書。

藉由媒體宣傳與報導，希望能影響更多人志

材、手冊或光碟，利於後續推廣。這些輔助

擔任職務

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一同來感受敲打樹皮布的樂趣，並製作屬於自

各項活動影像與河川環境生態情形，皆

任職期間

服務單位

臺灣原生植物的手工書

生活智慧，在此次活動中，我們將帶領大家進入樹皮布的世界。邀請

科技競賽或工作假期
領學生走出戶外，來到溪邊，於行動中感受

個人經歷資料

日

14:30-15:30

樹皮布文化屬於南島語族珍貴的文化資產之一，其工藝更彰顯先民的

「再發現」、「再實踐」、「再感動」、

作單位，一同為守護家園盡一份心。

棒打樹皮布─

5.寒暑假期間辦理水資源保護營隊、水處理
以寓教於樂之主題式教學活動模式，帶

前參與結盟的學校、社區等單位共計67個合

5 02

環境守護精靈徵選

賞讓民眾對環境永續議題有「再認識」、

這12年來積極輔導台南市河川巡守隊，

12

4.與長榮大學河川保育中心共同推動守護徽

■ 試營運價：100元整（每場限額20名，請來電報名06-5892400）
■ 活動詳情請見樹谷文化基金會官網 http://www.tv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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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時間的魔法師
1

2015樹谷冬季考古營
文∕李雅慧、巫嘉綺

輔們以及身旁的朋友。

圖∕樹谷文化基金會

來吧！！到樹谷園區進行饒富文化內涵與樂趣的考古體驗，孩子對於世界的探索，正式由每個難能可貴的經驗所堆
砌而成的。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孩子們在這個假期經歷了哪些新奇事物。

變身時空土撥鼠（探險家）的旅程

14

迎接新挑戰

為了推廣考古文化，並且讓不同

一早，隊輔們早已精神奕奕地

5

古活動的心情呢！
為了讓學員們能夠更快地認識 彼

向學員們傳達文化「層」的概念，也

這次的考古營活動中，依據不同

利用「層」的概念設計了訓練學員邏

1.考古新體驗－模擬探坑好好

梯次，主要涵括幾個主題性活動，不

輯與啟發孩子們想像力的活動。在

2. 隊輔們精神奕奕的等待學員們

只帶領大家認識考古學中最重要的文

活動中，孩子們從觀察衣物中的線

化層概念、考古探坑發掘體驗、敲打

索，來判斷小撥（課程主角）在生活

樹皮布體驗，也融入了水資源的相關

中發生了什麼事。在限定的時間中，

議題，引導孩子們對於生活中的用水

同一隊的隊員們很快地協調出一套分

方式進行反思。接著，就讓我們以主

工方式，並針對各自所負責的部分進

題性回顧的方式，來看看這些精彩的

行最慎密的線索觀察，限定時間的遊

活動片段。

戲規則，增加了孩子們在活動中的

在門口迎接著每一位前來的學員，

此，並且在下一階段的挑戰中與同一

有人睡眼惺忪、有人報到後靜靜的坐

隊的戰友們發揮最佳的默契，小隊輔

層屬性所適合的活動。在活動中，孩

在位置上看著我們現場為孩子們準備

們透過有趣的團康活動，讓孩子們很

什麼是「文化層」呢?簡單來

啊！？」貝梨老師一方面向孩子們分

子們紛紛化身成為時空土撥鼠（低年

的各式樹谷出版繪本，也有孩子緊跟

快地熟悉了將要與他共處兩天的小隊

說，即是不同時期的人類在生活中所

享著：「考古搶救發掘工作等同於與

穿越時空大冒險─彩沙蠟燭DIY

級）以及時空探險家（高年級），回

在小隊輔身後，難掩既緊張又興奮的

遺留下來的東西，隨著時間的累積，

時間競賽」一方面則鼓勵學員把握時

情緒。一會兒，貝梨姊姊邀請在場所

產生一層一層堆積的現象，我們稱為

間。看著學員們一一寫下發現的線索

在回到過去的途中，有著許多具

有的學員進行走入時光隧道的儀式，

「文化層」。由於史前人類沒有留下

並且進一步的推測，也發現了孩子們

有挑戰性的任務等著他們，但是這些

全場的學員們高舉戴著手錶的那一隻

文字，所以要想知道以前的人過著怎

天馬行空地發揮想像力的真稚。

任務，能夠讓時空土撥鼠以及探險家

手，並且以另一隻手指著手錶，以逆

樣的生活，就必須從文化層中透露的

在經歷了觀察力與想像力的挑戰

們培養出團隊合作的默契、訓練敏銳

時針方向快速畫圈，象徵將時針所指

蛛絲馬跡著手，而考古學家就好像偵

後，接下來的彩沙蠟燭DIY體驗，讓

的觀察力，懂得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的時間往回調到更早之前。一邊動作

探一樣，仔細的研究特定文化層中出

學員們進一步地創作，堆積出屬於自

之美，而考古文化更是可以進一步與

同時發現到有幾個孩子奮力的畫著

土的物件，希望能夠由此推測出史前

己的「層」，紅、橙、黃等繽紛的顏

圈，似乎也透露了學員對於史前人類
生活的好奇心，並且期待接下來的考

Tree Valley

先民更完整的生活樣貌。

2

契。

4.小隊分享─關於「小撥的一
天」。

5.獨一無二的彩色珍珠蠟大集合

6. 在限定的時間中，尋找小撥在
衣物中所遺留下的線索。

「老師，能不能再多給我們一些時間

到千年以前一探究竟。

現代生活連結，並對於愛護地球資源

的到來。

3. 小隊時間，培養大家的最佳默

緊湊感，導致有孩子們紛紛提出：

年齡層的孩子們均能夠從遊戲中學習
相關知識，基金會也特別設計各年齡

的議題進行反思。

玩。

除了透過豐富的圖片與繪本故事

色，伴隨著孩子們的創意，開始有了
不一樣的排列組合，十分美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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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樹皮布的世界
你知道在尚未發展出紡織技術地
7. 臺東都蘭部落的前頭目沈太木
所製作的樹皮衣工藝品，令人
驚嘆。

8. 志工吳加承熟練地將樟木樹幹
加工成一片片的砧板。

9. 在樹皮布的世界中，此起彼落
的敲打聲，猶如一場交響樂。

10. 樹皮布體驗工具與材料（木
砧、鐵鎚、構樹材料）。

11.手工樹皮書大集合。

11

16

Tree Valley

13

14

15

來看，全台至少有40處考古遺址出土

更是散發出陣陣樟木的香味，因緣際

內涵、第一次體驗敲打樹皮布、第一

樹皮布石拍。而這似乎也顯示出樹皮

會下，我們以社內社區修剪下的樟木

次獨力完成針線活，相信在活動中，

16

17

區的人們可能以什麼物料來遮體避寒

布文化曾在臺灣這個島嶼上有過全面

樹幹做為敲打樹皮布的砧板，陣陣的

孩子們的視野將會拓展；尊重多元文

呢？獸皮衣、苧麻衣、樹皮衣等都有

繁榮的時期。在目前出土的紀錄中，

樟木香味，是學員們在體驗敲打樹皮

化的種子在心中萌芽。

12.學員專注的敲打構樹材料。

可能是他們的選擇。全世界懂得使用

全臺最古老的樹皮布石拍便是在臺南

布樂趣之 餘的另一個驚喜；從樟木的

穿越時空大冒險─鐵馬遊遺址

14.樹皮手工書完成嚕。

科學工業園區內的南關里遺址所發現

取得到製成，更是透過基金會志工的

緯30°至南緯40°之間，分佈區域雖

的，屬於距今4,300-4,700年前的大

大力協助，得以完成。

然廣泛，但是以環太平洋為主要的分

坌坑文化。聽到這裡，學員們更是紛

在樹皮布體驗的課程中，此起彼

多年前到近代漢人的故事等待孩子們

佈區域，現今在臺灣東部地區，亦有

紛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原 來在自己

落的敲打聲，猶如正在進行一場交響

細細發掘。其中遺址部分更皆列入市

阿美族人致力復興此工藝技術。

腳底下的世界，是如此的豐富與獨特

樂。看著學員們專注地敲打著構樹材

定遺址，值得被認識。透過騎鐵馬遊

呢！

料，想必孩子們也從敲打樹皮布的體

遺址的活動，也讓孩子們在全觀性的

在了解先民們的樹皮布工藝技術

驗中，了解先人打製樹皮衣，是多麼

了解遺址目前保存狀態後，進一步思

皮布的起源，只能從製作工具著手。

曾經在臺灣土地上流傳後，我們再來

費時費力的一件事，同時也彰顯了文

考開發與文化資產保存間該如何取得

考古學家在許多遺址發現一種石製工

瞧一瞧能夠製作樹皮布的樹種是何方

化多元性的內涵。

平衡的議題？

具，考古學者廣泛將此稱之為「石

神聖吧!樹皮布的形成主要是透過搥打

經過一番工夫將樹皮與樹幹脫離

一大早，由隊輔魅寶哥哥帶領學

拍」，並且推測石拍就是樹皮布的製

特定樹種，讓樹皮的纖維交錯成為片

之後，緊接著，學員們繼續捶打剝取

員們做完暖身運動，並且叮嚀在活動

作工具。若是以臺灣的考古發掘資料

狀的樹皮布料，經過先民們不斷的試

下來的樹皮，使其纖維更加延展與柔

中須遵守的安全規則後，一群人浩浩

驗，製作樹皮布的樹種多以桑科的雀

軟。在兩梯的營隊中，我們分別讓學

榕、麵包樹、構樹為主。在我們這次

員們利用敲打出來的樹皮布做成樹皮
手工書及樹皮貓頭鷹。第一梯的學員

間常見的樹種，由於構樹的樹皮含有

們將樹皮布裝飾在手工書上，並且以

豐富的纖維質，可作為造紙原料，堅

線條、貼紙等元素豐富了手工書的內

韌的纖維，亦被拿來作為鈔票用紙的

頁；第二梯的學員則是以敲打出來的

材料，因而獲得「鈔票樹」之名。不

樹皮布作為貓頭鷹肚子的布料，當孩

只如此，構樹全身上下皆有其用途，

子們拿起針線的剎那兒，雖然對於孩

乳汁可製作糊料、木材可作薪炭、果

子們在家應該是不常(甚至未曾)拿起

實更是鳥類及各類昆蟲的最愛。可想

針線做好心理準備，但是看著孩子

見構樹在早期可是十分具有經濟用途

們慢慢一步一步的完成屬於自己的作

的樹種呢！

品，卻也令人感動。

在這次營隊的材料準備期間，除

這次的體驗，孩子們經歷了好多

了準備構樹材料外，基金會的辦公室

個"第一次"，第一 次聽到樹皮布文化

15.學員以繪畫裝飾手工書內

樹谷園區內含豐富遺址，從三千

爛，不易保留，因此如果要追溯樹

活動中所採用的構樹材料，是臺灣鄉

13. 樹皮終於剝取下來嚕，繼續
努力。

樹皮布製作工藝的人口主要分布於北

然而，由於樹皮布的纖維易腐

10

12

18

頁。

16.學員專注地縫著貓頭鷹。
17.我的樹皮貓頭鷹。

18. 牽著鐵馬，學員們正準備來
一場穿越時空的大冒險。

19.於瘦砂遺址意像處解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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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挖挖哇

搶救水資源 大作

當學員們一一通過我們所規劃的
每一個挑戰課程後，貝梨姐姐帶領學

20.磨石體驗。

21.鑽孔器體驗。

22.老壺廣場合影。
23.騎鐵馬遊遺址。

23

18

Tree Valley

21

22

心精神

員們前往模擬的考古探坑場地，每位

此次主題活動

學員化身為小小考古家，一一解開千

的水美媒皇后因為

年以前的秘密。

他的兒子們（小水

在活動中，學員們不只進行發

20

戰，活 動 設 計 核

滴）被大魔王吹散

掘、也學習到如何紀錄現場的每一個

到四處各地，因此

現象，專業的考古人員(鍾叔叔)更在

需要學員們協助將

現場與大家分享許多考古知識，並且

水美媒皇后的兒子

一一指導每一組的學員如何分辨出土

們找回來。透過搶

的物件。不知不覺，時間已經超過課

水接力遊戲，學員

蕩蕩的騎上腳踏車，準備穿越時空，

在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時，我們也要出

程一半，大家仍津津有味的進行手上

們在過程中慢慢找

走進先民的生活世界。這一次要帶領

發前往下一個目的地嚕！

的工作，貝梨姊姊提醒大家：「請試

出如何讓水有效儲

看看從你們發掘出的每一個線索中，

存下來的方法。

學員們參觀的遺址分別為瘦砂遺址、

在考古遺址中，也常出現各式石

24

旗竿地遺址與木柵遺址，這些遺址的

器，不管是磨製、打製或是上面鑽有

推測先民的生活。」學員們開始熱絡

為了完成任

年代從距今三千多年前大湖文化到漢

小孔，皆是先民不斷試驗下的成果，

的討論著，此時的場地中，彷彿出現

務，只見學員們奮

人文化，如同時光機一般，隨時旅程

透過石頭硬度的差異，製作出理想的

了先民生活姿態的跑馬燈，伴著學

力尋找藏在小太陽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們也穿越在

樣式。在接下來的時空冒險中，我們

員們的討論聲、嬉笑

廣場中的容器，

不同的時空當中。

也讓學員進行磨石體驗與操作鑽孔

聲。

包括破洞的器皿、抹布、小瓶蓋等

思活動，並引導孩子們思考如何在家

等，他們必須思考如何有效讓水儲存

中實踐「省水」這件事。

活動結束後，

25

26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瘦砂遺址的

器，在活動過程中，我們採用小組接

意象前面，瘦砂遺址是樹谷園區內遺

力的方式，也與學員分享在早期，先

考古發掘體驗是

下來，活動中也設計了和別隊搶水競

留最早的遺址，並含有豐富的史前遺

民們製作石器往往要耗費許久時間，

學員們難忘的

賽，透過猜拳方式，奪取珍貴的水資

留，貝塚、陶片群、墓葬等現象，讓

不似現在生活的便利，也讓學員們了

課程之一。

源。並搭配考古營的主題，讓學員找

透過活動，孩子的文化視野更加

考古學家在復原先民生活樣貌之路上

解自己是多麼的幸福。體驗活動之

更有學員不

尋考古拼圖、學習陶器紋飾的關卡，

開闊，而這也正是考古營舉辦的核心

有更大的突破。佇立在那的巴圖石器

後，各組開始在老壺廣場合影起來，

斷說下次還

藉以增加獲取水的機會，整體活動不

精神之一，看著學員們的活動回饋，

意象，令學員們驚嘆，當時的「巴

各種造型獨特的陶偶，讓學員們又開

要再來參加

只充滿趣味，更重要的是讓各小隊必

讓辛勤的工作人員臉上升起一抹微

圖」到底是農具、武器或是祭祀用的

始玩High了。

呢！

27

結語

須分工並團隊合作，設法讓自己的隊

笑。期待下一次的活動，敬請鎖定我

禮器，我們無法確定，卻也為此增添

接下來學員們也紛紛到了旗杆地

伍獲得更多的水。

們的官網（http://www.tvf.org.tw/）

了一番想像空間；另一方面，貝梨姊

遺址與木柵港遺址，在現場，貝梨姊

活動最後，水美媒

與粉絲團喔。

姊請學員們用手觸摸刻劃在底座上的

姊與學員們分享了考古遺址在目前高

皇后也帶領學員們

紋飾，認識這群大湖先民當時對於線

速開發的社會中大多會遇到的幾種處

進行有限水資源反

條、圖案的一些概念。就在此時，有

理方式，不管是被破壞或是現址保

同學發現到，旁邊的樹幹有著特殊的

留，我們都希望能夠在學員們心中種

紋路，原來是「苦楝樹」。透過考古

植下一顆文化種子，不急著去評斷對

24. 考古專業人員現場指導學員

研究發現，在特定遺址中，常出現苦

與錯，而是在了解後能夠反思，並且

楝的碳化種子，原來苦楝樹在幾千年

以更開闊的心情去看待每一個結果。

25.學習如何紀錄考古現象。

以前就已經出現在先民生活的周遭

在這趟旅程下來，學員們獲得了比知

了。透過現址參觀，更能夠激起學員

識更寶貴的觀察與自省能力。

們認識考古文化的好奇心與慾望，就

分辨出土物件。

26.考古挖挖哇大成功。
27.看看我挖到什麼。

28

29

28.搶救水資源開跑。

29. 活動中不只要取水也要講求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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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感受環境變遷不思議

場的蛛絲馬跡，每個細微的地點都是了解先

探見大昌橋下先民足跡
文字／林維捷

攝影／董雅坋、林維捷

民文化的關鍵。

進入考古遺址要注意喔！

每個遺址都會與周遭的地形與過去的環

1.進入考古發掘現場前，需要經過發掘單位的同意，並說明來由、人數與規劃。

境有關，於是一開始由張益生研究員從界牆

2.需確認考古發掘現場的腹地、乘載人數與動線及安全性。

上地層的堆疊為大家介紹約5,000年前這裡

3.考古現場通常沒有廁所，需事先跟人員說明。

的環境變化，「大家可以看到牆上的最下方
的土層有一條一條類似河流所堆積的痕跡，

4.請穿著輕便服裝與球鞋方便伸展與移動。
5.建議現場師生比為1:15，以確保人員的安全。
6.請依照現場人員指示移動，不能擅自走動以確保遺址現場的完整性。

先民足跡常常不經意的出現在我們生活

代表這裡過去不斷有河川流動、堆積、再流

7.請距離探坑邊界30公分以上，以防土牆崩落造成人員受傷與遺址現場破壞。

周邊，這些腳步也見證了環境與文化的互

動，潮來潮往，旁邊比較深的土色，代表的

8.未經同意切勿進入探坑，以防破壞探坑內部的遺址現象。

動，樹谷文化基金會希望將這些感動傳承給

有機質多，可能是當時後先民生活的文化

下一代，2014年的最後一個周末，我們與虎

層、再來也可以從界牆的沉積發現過去這裡

山國小的學生們，走進許縣溪河畔，一起閱

是斜坡、以前的人就住在河岸的斜坡旁」，

讀大昌橋下的環境故事。

在聽完解說後，孩子們立即進入探坑之中，

源自台南龍崎的許縣溪，溪水向西、向
北緩緩的在永康與鹽水溪交會，川流不息的

10.嚴禁撿拾現場的任何物品、器物，以免違法。
11.離開時一定要跟現場人員說聲謝謝，感謝他們的辛勞。

開始觀察裡面土層的顏色，並從觸摸土的粗

里，是否代表著過去的海平面比現在還高、

細感受大自然神奇的沉積現象。

或是這幾千年的地形有隆起呢？想到這些問

溪水河畔，早在民國61年，於許縣溪上游
的歸仁八甲里就發現距今約5,500年的「八

9.不要打擾正在進行發掘的工作人員。

題就讓同學們興奮不已，似乎變成一位研究

在灰坑中探詢先民的生活

員，在思索整個大台南的環境變遷。觀察過

甲遺址」，這也是目前台灣所發現最早的大

在瞭解層位概念後，我們進入探坑之

程中，同學很雀躍地在文化層中發現繩紋陶

坌坑文化遺址，順著許縣溪、鹽水溪沿岸而

中，學習田野考古的方式及觀察內部的內含

片，而這也是大坌坑文化重要的紋飾呈現，

下，也陸續發現許多先民居住的腳印，最近

物。本次是以人工層位的方式發掘，以2公

這也印證著此地確實曾經有先民居住過。

因河道整治，於大昌橋下也發現疑似大坌坑

尺×2公尺為一個坑位、每層10公分的方式

同學們透過考古現地的親身觸摸、觀察

文化晚期的遺址，並進行搶救工程，在確認

進行記錄，這次很幸運的發現到灰坑，也

及發現，深刻感受到先民文化的距離其實與

工程範圍安全的條件下，基金會帶著學生們

就是過去先民的垃圾坑，發掘的大哥們用心

現今生活非常靠近，虎山國小位於牛稠子遺

仔細感受考古發掘。

的為大家介紹裡面的貝殼、牡蠣殼，從這個

址周邊，是遺址旁的重要學校，希望透過這

現象的發現也讓同學們思考此時的海岸是離

次的體驗，讓學生們成為文化保存的小小種

這裡不遠的，但大昌橋離海邊還有2、30公

子，一起守護家鄉的在地文化。

從界牆上看見環境的變化
沿著稍微崎嶇的坡道，大夥進入遺址發
掘區域，50多位師生見到考古現場立刻驚

1.考古工作人員取下的土屑界

呼「好酷喔」、「挖的好多洞喔」驚奇聲四

牆，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2.現場發掘的魚骨頭。

起，此時瞪羚哥哥就提醒大家，要看清楚現

3.小朋友認真寫著學習單。

4. 研究員張益生（左後灰衣站立
者）講解現地挖掘的痕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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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藝文

文化首都

心地標「3D藍晒圖」啟動
文字、照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新聞稿、庶古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攝影∕董雅坋

圖1

許縣溪大昌橋遺址側記
由圖1及圖2可見泥塊層及泥球層與下方

的來源及形成環境略有不同，因此其顯現的
顏色也不同。

黃色砂層的接觸面是相當不規則的，它是一

這種由泥塊或泥球組成的河道沉積物，

個不整合面，乃河道侵蝕所造成。當河水侵

見於鹽水溪支流許縣溪大昌橋遺址附近，是

蝕流經不同的地層時，其中泥質地層被搬運

台灣西南部河流的特色之一，主要與區域抬

至河道中沉積時，首先以塊狀形式存在，隨

升速率較快及河流侵蝕旺盛有關。

著搬運距離變遠，許多泥塊會因滾動而慢慢

文字、攝影/張益生（庶古文創公司研究員）

形塑成近圓形的泥球，由於這些泥塊或泥球

圖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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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藝文

由原海安路藍晒圖創作者劉國滄老師

未來位於市中心精華地帶的「藍晒圖

區，包括7個旗艦型單位－臺灣吉而好、陶

所創作的「3D藍晒圖」裝置藝術，在文

文創園區」將以其特有的老樹、紅磚、綠

作坊（與唐草設計合作）、拍拍文創、東亮

化局的努力下，重生成為「藍晒圖文創園

蔭、新創與藝術等特質，以及隨處可見新舊

生物科技、偉翔達、廣富號、不再宿夏創

區」的入口意象，為臺南的文創活力增添

交融的文化軌跡，兼顧創意開發及商業導向

意生活；14個微型文創工作室－到陣來呦

一份精彩。

的方式經營。目前預定有23個單位進駐園

(Layoo!)、關於夢想、中美牌工作室、Bon

位於新光三越新天地正對面的新昌

Joy、白馬書店、溫度手創工作室、目目文

里原「第一司法新村」舊司法宿舍群，建

創工作室、快活實驗室、藍月山房、奇點劇

於民國五十一年，巷弄間第一個轉角即可

團、兔崽子玩具精品店、三點水文化創意、

看見三面已被磨損之石碑紀錄，其上記載司法新村的興建歷程，由石碑記載可知此司法新村

原型造力設計工作室、原印文創；另有1營

為當時臺南監獄、臺南看守所、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高檢署之員工宿舍。今日的司法新村歷

運管理中心（臺灣蘭科）以及1由本府研考

經五十年的變遷，隨著臺南監獄、臺南看守所、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高檢署及內部居民之搬

會進駐的APP資訊中心等。2015年正式開園

遷，以及鄰近街道興起、附近高樓大廈林立，多數空屋早已被攀藤植物與榕樹氣根吞噬屋角

後，預料將成為臺南文創紮根、茁壯的重要

與紅磚牆面，呈現深具歷史痕跡的時代變遷。

基地，以及臺南老屋活化的最新典範。

為賦予老舊宿舍新生命，並建構
臺南市成為國際都市及文化首都，以
及樹立活化再利用舊建築之典範，於
呼應本市文化創意產業及老屋再利用
之風潮下，臺南市政府爰將此第一司
法新村規劃為微型文創產業園區，採
微型文創產業聚落模式經營，並扶植
具發展潛力與特色之微型文創單位，
進而讓本園區成為臺南市觀光旅遊新
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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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

塘中老水牛 大洲農村寶
文∕林秀慧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助理教授）
側記大洲水牛施作記錄：文∕陳冠豌

側記大洲水牛施作記錄
走到大洲社區保安宮（村民的信仰中

牛骨頭順利完成挖掘後，並由考古中心鄭茂

心），旁邊一條巷弄延伸進去便是大洲生

興（專門整理動物遺骨的工作員）消毒、洗

態基地，基金會四年前開始社區營造的著力

滌、處理各部份遺骨後典藏於考古中心。

點，這幾年在地主倆兄弟的平時維護下，空
間寬敞，加上小葉欖仁樹下乘涼舒適，儼然

怎麼做？

成為社區聚點和基金會辦理相關環境教育活
動的場域。

1

崑山科大林秀慧老師多年來協助基金
會參與中榮社區的社區營造工作，著墨地

大洲社區最後的一隻水牛，由地主之一

方情感和空間場域的結合，秀慧老師總是傳

的哥哥－許朝做阿伯飼養，牠已經於2012年

遞土地倫理的價值。就在和秀慧老師討論大

5月老邁離世，水牛陪伴牠的主人耕作農事

洲水牛的空間意象這項課題時，老師分享著

約三十餘年，幫忙犁田、拉牛車載運甘蔗、

早年農業社會，牛墟亦如現代的市集，每當

地瓜等農事工作，許朝做說，水牛當初是向

牛墟開市進行牛隻交易，其中一項檢查牛隻

他的妹婿（隔壁庄，社內里－王崑宗）詢

的健康狀況，是把手伸入牛的嘴中摸齒（維

問，剛好有人養了一頭水牛，他就將牠買回

基：牛有八前齒，九齒為牛公，十齒為牛

家。

王，表示牛隻強壯無比，買主有大豐收吉利
水牛，典型農業社會的好幫手。當三年

之意）。興起這樣的想法，正巧結合完成的

前老水牛離開之後，社區里長及幾位長輩陸

骨頭複製，我們開始著手大洲水牛的意象施

續也在想著：可以在社區打造「大洲水牛」

作。

牛的眷戀，以水牛活動中最具特色之盤據水

的意象？怎麼做？如何做？這樣的問題一直

塘為概念，透過「老水牛」與「水塘」的營

存留著。三年前，經由朝做阿伯同意，同意

物，也是南台灣村落農民們田間生活最得力

造，再塑老水牛在農村聚落中的活動景象。

將水牛骨頭交付考古中心掩埋留作日後將水

2015年1月27日早上九點鐘，新任康錦

的助手。然而對於台南市新市區大洲里而

此一景象傳達了大洲里過去農業生產的狀態

牛骨頭的發掘、複製、做為教育推廣或其他

煌里長準備四果祭品，齊邀社區長輩手執清

言，許朝做阿伯所養的老水牛不僅是大洲

與地方生活的脈絡，是今日社區居民們對於

用途。（水牛發掘記錄：詳樹谷季刊第10

香，祈求土地神明祝福開工順利。幾位志工

農業生活記憶的延伸。

期，2013年9月號，頁數12∼17）。大洲水

們隨即拿著鐵鏟、鋤頭，將要施作的空間2

老水牛是大洲生態基地的符碼
水牛是台灣農業社會中最具勞動力的動

里中擁有住屋的在地村民，也是樹谷

3

展現人親土親的農村價值

文化基金會所關照的老朋友。隨著
新市地區產業的轉型與大洲生態基
地的經營，老水牛成為今日大洲農
業發展歷程中被感念的重要符碼。

1. 空間意象的位置即是水牛原本

重新找回地方認同的印記

居住的地方。

為落實在地農業生活記憶，「塘中老

2. 許水表阿伯騎著腳踏車，載著

水牛」的創作從營造媒材到構築施工均以

一捆剛採收的胡麻稈。

3.討論著水牛擺放的方位。

「地方思考」為主軸，其中包含了「地方媒

「塘中老水牛」是地

材」、「地方匠師」和「地方居民」。「老

方生 活 記 憶 的 延

水牛」的創作以許朝做阿伯所養之老水牛的

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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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天施工的狀況：大夥利用
卵石一起造基座。

復刻骨架為基礎，並且利用冬令時節中地方
整合原生建

所生產的「黑芝麻殼」作為水牛體表的媒

築之「水牛的

材，拌混水泥砂漿，塑抹成居民記憶中的水

家」與週邊植

牛。除此之外，水牛所在之「塘」的部分則

栽等生態場域

利用藍、綠、青等不同的彩色琉璃混色舖成

現況，大洲

以創造出水波漫漫的樣態。寒風中匠師、居

「老水牛」的

民與學生們所共同構築的「塘中老水牛」不

創作依據地方

僅是大洲生態環境教育的關鍵媒材，同時也

2
耆老們對於老

是地方居民們探索土地認同的印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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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水牛的身體線條，薄薄地抹上
一層也成為一道保護層，乾硬後，
水牛印上了胡麻殼，呈現了農村自
然素材的樸實感。最後一道的工
作，則將帶著藍、綠、青色三種的
琉璃石，抹在基座面上，當積水淺
淺時，陽光照射在琉璃石上，柔和
的光度映入眼前，宛如水牛泡臥在
水中，享受牠別於工作時的輕鬆快

5

6

支架固定。

7

樂。

8

先以在地植物做媒材，如稻殼、胡麻桿、胡

這座意象複製了原本水牛哞哞的頭骨、

麻殼等，這些原是農村環境中的農作物衍生

下顎、牛角及頸椎三塊等部位，整個牛身的

的自然材質，當混入混凝土後，可以表現出

架構，則用鐵網初擬水牛身體的線條，再施

農村樸質的在地感。這日上午，水香伯還特

以廢磚及水牛形塑施作。林秀慧老師和助理

地用腳踏車載了一捆已採收完畢的胡麻桿，

周詠涵，特地利用一日下午前來樹谷園區奇

讓大家剝下胡麻殼。胡麻殼取好後，混入砂

材工務所，和鄭茂興討論水牛頭骨的固定方

和水泥的混凝土裡，匠師陳勝榮拿著抹刀，

式，老師希望可以作為教育用途，讓人可以
5. 「大洲三劍客」朝作、銀河及
水香阿伯，幫忙裁村子裡閒置
的磚石。

6.鐵網內放置磚石，抹上水泥。

7. 鋪上細貼網調整水牛的身體架
構。

米x2米的尺寸大小，整理完成。在這次的工

觸摸到牛齒。至於水牛骨頭外部包覆的媒

事中除了動員大洲社區的環保志工響應參與

材，則需要將紗布包覆著，加以頭型的細鐵

自力營造，原本也希望在社區內可以找到會

網，然後在現場以混凝土抹勻。

做泥水工作的匠師，街頭巷尾詢問一番，似

第二日的施作，匠師陳勝榮和黃東河，

乎沒有合適的人員，所以情商隔壁庄－社內

隨同秀慧老師在現場的指導，和幾位長輩
們，大家一起討論著如何施作：當水牛泡臥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次的主要工事，閒聊之餘也才得知其中之一

在水池中的身體線條。從一開始的似長型鱷

施作地點：大洲生態基地（地主：許朝做）

的黃東河，他的舊家就在大洲里內，說得上

魚的形狀，逐漸在其他部位抹上混凝土，修

是大洲人。

飾頭骨後方頸部線條，水牛身體背部隆起的
姿態，一直到尾部後肢的動作，大家一邊討

字8，仿如一座水池。地基內要屯放廢磚、

論著，一邊修飾各部位，大家也從自身牽著

不用的石塊，水香伯、朝做伯、銀河伯，三

水牛吃牧草的童年經驗中，挖掘出對水牛的

位長輩知道哪裡有廢棄磚頭可以取拿，吆喝

印象，盡可能讓這座意象可以如實表現出水

一起騎著腳踏車去搬運，然後再用平時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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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夥討論水牛頸部的線條該怎
設計單位：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林秀慧

社區的兩位匠師（黃東河、陳勝榮）協助這

大洲水牛基座決採卵石堆砌，形狀似數

牛的神韻。而當經由秀慧老師的美感指導，

農作物的兩輪搬運車，掛著機車尾部載了滿

減一些則美，增一些則優，漸漸地水牛的線

車的磚頭石塊來做地基。第一梯施作的下

條逐漸成形，問過朝做阿伯的看法，看著他

午，泥水匠師將卵石堆砌起來，抹上混凝土

抿起嘴，微微地笑著說：「再把牛角放上去

固定，然後在基座上架設鐵網之後，再倒入

之後，這隻水牛真正有形」。

混凝土，初步抹平基座面之後，待混凝土乾

最後一日的施作，依然由社區居民共

硬之後就可再進行下一步的工事：大洲水牛

同參與完成。秀慧老師發揮巧思創意，試

9

麼呈現呢？

9.大洲水牛哞哞的作品完成。

施作名稱：2015年『大洲水牛』意象作品

大洲水牛為大洲農民許朝做飼養，傳統農業生產者的好幫手。
●

2011年 大洲里最後一隻水牛（母），許朝做飼育約30年。

●

2011年 大洲里長許明裕和樹谷文化基金會－「大洲水牛的家」社區營造計畫。

●

2012年 林雅茵建築師帶領工班打造原生建築作品－『大洲水牛入新厝』。

●

2012年 地主許朝做、鄭銀河無償提供用地予基金會營造大洲生態基地。

●

2013年 大洲水牛因右後肢關節老化加上年邁，離世。

●

2014年 大洲水牛遺骨庶古文創公司（即樹谷文化基金會考古中心人員）協助挖掘及骨製處理。

●

2015年 『大洲水牛』空間意象施作完成。

諺語：摸牛頭好采頭；摸牛嘴大富貴；摸牛尾興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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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內產業活化活動

白蓮霧的故鄉

回溯從報名農村再生計畫培根階段開

大家認識這一

始，陸續已經完成四階段中的三個階段，

條可以在社內

參與培根課程的居民們，每一階段也都有近

推廣健行活動

70位完成每一個階段的結業證明，數算起來

的步道網，延

這段時間，陸續有十位社區營造領域的老師

續每年約在冬

們，分別進入社內活動中心的教室中，和社

季初辦理的社

區居民共同學習如何著眼社區的營造工作。

區居民樂活健

去年12月20日，社內社區申請水土保持局

康活動，今年

新市區社內里，又稱「新港社內」。現有戶數852戶，人口數2,848人，

補助之活化活動，特地在社區內辦理一場活

改以健行，在

65歲以上老人（約350人占人口數12%）社區人口老化嚴重，長輩極需更多

動，將社內白蓮霧的產業特色作為這次的意

社內巷道走路

的溫暖關懷。基金會在102年社區營造計畫中，和社內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象。

是很愜意的好

及社區居民討論，我們決定於102年參與水保局農村再生培根課程，透過政
府部門邀請具社區營造領域經驗的老師，可以前來社內進行課程的講座和介

新港社內原是17世紀平埔族西拉雅族

習慣。沿途經

新港社主要聚落所在，亦是「白蓮霧」的故

過社區特色點

鄉。台南支線高速公路國道8號新市交流道

有：清水宮、唯一間傳統雜貨店、社內抽水

紹，讓我們可以有很好的外部資源來協助社區的願景工作，同時也能夠朝向

位於庄內，並有新港社大道聯接南科園區，

站、橋頭祖亭紀念綠地、社內香花園（自力

以打造游子回鄉居住的幸福社區。

交通往來方便。北界與南科相鄰，東臨新市

營造綠美化點）、社內圍堤舊跡、社內百年

鬧街及高鐵經過，南緣鹽水溪與許縣溪、潭

白蓮霧樹、綠地菜園、大宅中安宮、洋蹄甲

頂溪交會口，並有鐵路經過，緊鄰新市火車

樹散步道等，全程路徑約為3.5公里。在走訪

站，西接大洲里。新港社內民風淳厚，待人

的過程中，基金會人員搭配社內陳里長，以

熱心親切，南科園區帶動發展，庄內隨處亦

邊走邊介紹的方式，和大家分享各個景點的

見農田景觀，生活機能便利，環境清幽。

介紹，同時為了增加趣味性，協會理事長魏

文∕陳冠豌

攝影∕李恩僖、陳冠豌

活動當日早上七點鐘，結合樹谷志工的

千富特地安排其中的三個景點，當大家走到

培訓課程，利用社區居民5月完成的健走步

這三個中繼點的時候，可以各領取一張兌換

道網絡，我們進行一場主題活動：社內樂

券，兌換飲料及DIY的毛豆寶寶。而當大家

活健康大步走。活動結合新市區公所減胖觀

走到社內圍堤的這條自力營造的步道時，看

念的推廣，在地企業投入補助經費，帶領

到前陣子志工們投入完成的步道景致，栽種

1.社內巷道的景致一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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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理事長（穿橘衣）介紹今年

度大家自立營造的散步道（全
長11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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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基）協助古早味的麥芽糖餅。

5.志工秀梅姐開心地推介糖葫蘆

7

綠意的各色仙丹植栽：黃先丹、洋紅仙丹、

社內北側的洋蹄甲樹健康步道，位置靠近社

步道兩旁，擺設著麥芽糖膏餅乾、糖葫蘆小

霧花，提供給

紅仙丹等，花香怡人，襯托兩旁的農田景

區北側，鄰著新市衛生排水線道，往年春季

蕃茄、吹糖及捏麵人等攤位，讓居民可以輕

大家做參考，

致，喜見大家的笑容，也稱讚著社區幹部和

洋蹄甲粉色花卉綻放，是最佳的賞花點，除

鬆快樂地體驗傳統農村文化的活動。

然後一步一步

志工為社區環境投入的用心。

了洋蹄甲樹外，亦栽種有豔紫荊、洋紫荊等

除了農村文化體驗，社區安排了幾場表

捏 著白 色 、綠

健走活動結束後，接著便是社內社區

樹種，此時，在這裡正值豔紫荊樹紅紫色的

演活動熱絡整個會場。開場由一位著釣魚戶

色、紅色的紙

參與農村再生計畫培根計畫－核心班的成

花朵夾雜在綠葉中綻開著。每每社區辦理活

外裝的伯伯音樂表演，他用口琴演奏數首的

黏土，看著自

果活動。這場活動辦理的場地，特別安排在

動，志工群是最大的得力幫手，沿著柏油路

台灣民謠歌曲，輕快的旋律帶動大家的心

己手中逐漸成型耶誕帽形狀的帽子，搭

情，熟稔的手勢加上肢體的擺動，令人覺得

配著圓滾滾的綠色毛豆身體，畫上笑臉，真

俏皮有趣；隨後還有薩克斯風演奏，志工的

是有趣的DIY體驗。

3.本場的活動摺頁。

4.志工（左起培川、里長嬤、文

8

（蕃茄）。

6.千歲團的創意舞蹈，散發阿公
阿嬤的活潑和認真。

9

7.社內媳婦劉老師（紅衣立

雙人國標舞，以及社區太極拳的健康推廣。

農村再生計畫的實施為引動社區居民學

最後的壓軸則是由社內千歲團的阿公阿嬤上

習如何操作社區營造的方法。在這次的活動

者），教大家捏白蓮霧花的小
別飾品。

台演出，表演《山南山北走一回》、《我們

中期待社內社區學習凝聚共識、傳遞友善環

8.竹柏種子盆栽搭配應景的毛豆

都是一家人》兩首歌曲的創意舞蹈，當社區

境、對地方產生情感等自然共存的精神，讓

9.一對母子開心分享他們的手作

居民看著熟悉的家人在舞台上熱情且認真的

年輕人延續地方感，亦可提高居民對於居住

表演，他們穿著自己製版的服裝，喜氣的布

社區文化的再了解，進而認同社區特色產

料是汰換的桌巾，頭戴著火雞羽毛頭飾，雙

業，增加人與土地的連結。

寶寶。
成果。

手穿戴著自製的鈴噹手繯，配合著音樂，完
全不像是生澀的演出者，當結束之後，在場
欣賞演出的居民們無不投以熱烈的掌聲。

時 間
場地佈置

下午活動，考量戶外場地風大天氣冷的

09：30-10：00

活動報到

因素，所以將DIY體驗的活動挪至社內老人

10：00-10：30

來賓致詞

會館活動中心辦理。毛豆及白蓮霧是社內社

10：30-11：30

社區產業導覽介紹

區特色的農產品，毛豆收成通常都於每年11

11：30-13：00

中午休息（用餐時間）

月初採收，白蓮霧樹則在每年四月開花後結
果實於六月採收。這兩場的教學老師其實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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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08：00-09：30

毛豆胸針DIY
13：00-15：00 社內農村DIY體驗活動 白蓮霧花胸針DIY

社區志工李佳相的媳婦劉湘菱擔任，劉老
師先將她做好的兩個作品：毛豆寶寶及白蓮

社內社區
農村再生培根課程
及社區特色展示

種子盆栽DIY
15：00-16：00

活動結束，整理場地

Tree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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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谷裡的紅蜻蜓

1990年，風靡台灣的偶像團體小虎隊唱
紅了改編自日本童謠的「紅蜻蜓」，當時年
少時代對歌詞的內容沒有太多感想，隨著一
年一年長大，我們忙著唸書聯考談戀愛，我

"天空是永恆的家，大地就是牠的王國，飛翔是生活
我們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長吹來的風，輕輕地吹著夢想

們開始柴米油鹽醬醋茶，忙著工作買房生小

慢慢地昇空

孩，也逐漸忘了那首曾朗朗上口的歌，我們

紅色的蜻蜓是我小時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牠一起飛
當煩惱越來越多

忙得停不下腳步，因為老師說工商社會的競

玻璃彈珠越來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的長大了

爭很激烈，我們忙得忘了我們身邊的美好，

紅色的蜻蜓曾幾何時，也在我歲月慢慢不見了

因為爾虞我詐的世界蒙蔽了曾經的純粹，

我們都已經長大

包括童年裡那隻小小的紅色蜻蜓。然而，那

好多夢正在飛，就像童年看到的紅色的蜻蜓"

文字、攝影／吳首賢

1

34

Tree Valley

2

隻小小的紅色蜻蜓從沒離開過我們身邊，牠

而跟猩紅蜻蜓長得很像的有3種，分

一樣為生活在忙碌奔波著，一樣在不同的水

別是褐基蜻蜓（Urothemis signata yiei）、

域傳遞著生命，有一天，當你再看到牠的時

大華蜻蜓（Tramea virginia）及海霸蜻蜓

候，也許會想起過往的那首歌，隨口哼著旋

（Tramea transmarina），褐基蜻蜓同樣全

律，跟小孩說曾經有這樣的一首歌，然後端

身鮮紅色，與猩紅蜻蜓幾乎難以分辨，不過

詳起眼前紅色的蜻蜓。

褐基蜻蜓的翅基部有紅或褐色斑塊而得名，

紅色的蜻蜓其實很常見，也不是只有1

加上腹節末端上有2塊黑色菱形斑紋，可以

種，在樹谷園區裡就有7種蜻蜓的名字或身

跟猩紅蜻蜓作區別。海霸蜻蜓與猩紅蜻蜓

體是紅色的，而且都不難見到，可以在滯

比較大的差別在於海霸蜻蜓的胸節是褐色

洪池、瘦砂生態暨先民生活體驗園區或小

的（猩紅蜻蜓是 紅色的），翅基部也有紅

太陽廣場的水域看見，其中最常見也是一

褐色斑，而且海霸蜻蜓的腹節末3節是黑色

般人印象中的紅蜻蜓代表是— 猩紅蜻蜓

的，拖著2根黑色的上肛附器，算是蠻好分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猩紅蜻蜓

辨的，海霸蜻蜓出現在平地到低、中海拔山

是台灣非常普遍常見的蜻蜓種類，之所以名

區，常於池塘、沼澤等濕地活動，南部比較

為猩紅蜻蜓是因為雄蟲全身鮮紅色，容易辨

常見。大華蜻蜓就長的跟海霸蜻蜓很像了，

識（雌蟲則以金黃色為主，較不易分辨），

兩者外觀的差異在於海霸蜻蜓的翅基部紅褐

猩紅蜻蜓主要棲息在全台灣低到中海拔的池

色斑塊約佔翅面積1/12，大華蜻蜓翅基部

塘、沼澤、水田等靜水域為主，出現時間是

紅褐色斑塊約佔翅面積1/4，所以只要看一

每年4~12月，因為族群量大，分布廣，顏色

下翅基部的斑塊面積大小孩是可以分辨出來

鮮豔，出現時間長，所以是一般人印象最深

的，大華蜻蜓分布於平地至低、中海拔山

刻且熟知的「紅蜻蜓」。

區，在池塘、沼澤等濕地常見。

3

1.逆光照射的褐基蜻蜓。

2.褐基蜻蜓的翅基部有褐色斑，

腹節末端上有2個黑斑，可以
跟猩紅蜻蜓作辨識。

3. 猩紅蜻蜓是一般人最熟知的"

紅蜻蜓"，全身連複眼及腳都
是鮮紅色，翅透明，非常好辨
識。

4.海霸蜻蜓的翅基部有1/12的褐

斑，腹節末端黑色且有2根延
長之肛附器，容易與猩紅蜻蜓
辨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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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體色及翅也是以紅色或紅褐色
為主的善變蜻蜓（Neurothemis ramburii
ramburii）同樣屬於台灣普遍常見的蜻蜓，
雄蟲的翅為亮麗的紅色，只有末端有一小塊
透明區域，外觀上極容易分辨，沒有近似種
（雌蟲翅從紅色、褐色到棕色皆有，變化頗

7

8

9

多）。善變蜻蜓多棲息於池塘、沼澤、溪

5

流、水田等各種水域邊，樹谷的滯洪池與小

蜻蜓，但以南部最為常見，棲息於池塘、沼

（Trithemis aurora），紫紅蜻蜓同樣是台灣

太陽廣場水域邊可見。

澤等靜水域為主，雄蟲腹節鮮紅色，雌蟲腹

普遍常見的蜓種，尤其棲息地與猩紅蜻蜓類

到了下午，太陽的威力逐漸減弱，此時

節紅棕色，與猩紅蜻蜓蠻像的，但是不管雌

似，都喜歡低到中海拔，平地到山區之池

大多數的蜻蜓已經準備休息過夜了，卻有一

蜓或雄蜓的後翅翅節部分都有一個藍白加黑

塘、沼澤、小溪、溝渠等水域，所以蠻常看

隻蜻蜓剛剛起床活動，這隻喜歡在下午3點

褐色塊斑，加上大多下午以後才開始活動，

到牠們一起出現的，不過紫紅蜻蜓體色偏

過後或陰天才開始活動，會活動到天黑，與

所以也極易跟猩紅蜻蜓作區分。

紫，很容易跟猩紅蜻蜓區分。

一般蜻蜓科多喜歡大白天活動不同的蜻蜓，

然後是印象中比較沒有關連的2種

最後一隻名字叫做「霜白」，卻一點

因為習性關係被命名為夜遊蜻蜓（Tholymis

「紅蜻蜓」，1種是胸節與腹節都是鮮豔

都不白的霜白蜻蜓（Orthetrum pruinosum

tillarga），夜遊蜻蜓也是台灣很普遍常見的

的紫紅色，只有翅脈是鮮紅色的紫紅蜻蜓

neglectum，中印亞種），也是樹谷常見的
紅色系蜻蜓，霜白蜻蜓也屬於台灣常見蜓
種，但牠紫色的胸節與紅色的腹節的組合跟
“霜白”這名字實在很難聯想在一起，倒是
跟”紫紅”這名字似乎還比較相襯。霜白蜻
蜓很容易跟猩紅蜻蜓分辨，應該不容易認
錯。
以上就是樹谷常見的「紅蜻蜓」種類，
不是名字有〝紅〞字就是身體有紅色，下次
如果在4~10月間這段蜻蜓發生期到樹谷來不
管是在滯洪池、排水溝渠或小太陽廣場的水
域，可以仔細看看這裡的蜻蜓，回憶一下童
年時的那首歌，也認識一下這裡的8種「紅

10

蜻蜓」哦。

5. 大華蜻蜓的翅基部有1/4的褐

斑，只要掌握這原則還是可以
跟海霸蜻蜓區別。（吳禎祺
攝）

6. 善變蜻蜓的翅有大面積的紅
色，僅末端有小面積透明區
塊，極為顯目。

7.夜遊蜻蜓的後翅有1塊明顯白/

褐斑，且在下午才開始活動到
天黑，體色也略偏橙紅。

8.名為霜白蜻蜓卻一點都不白，

反倒是又紫(合胸)又紅(腹
節)，很容易被以為是紫紅蜻
蜓。

9.樹谷沒有的高翔蜻蜓也是紅色
系常見種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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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紫紅蜻蜓那身鮮艷的紫色

是最明顯的特徵，台灣沒
有類似顏色的蜻蜓。

Tree Valley

37

社會關懷

唱團足跡遍及北美洲、臺灣、香港、中國、
歐洲以及澳洲等地。也歷經幾大音樂殿堂如
雪梨歌劇院、舊金山交響樂團戴維斯音樂
廳，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及義大利凡第岡St.
Peter’s Basilica等等演出。在嚴謹的評選
下，晶晶陸續在加州音樂教師協會(CMEA)，
全美國音樂教師協會(MENC)，高大宜教育協
會(OAKE)及美國合唱指揮協會(ACDA)等指標
性音樂組織演出，得到肯定與讚許；同時也
在參與的大小音樂季、音樂節中一再獲獎。
美國舊金山灣區晶晶兒童合唱團近年來

1. 美國晶晶兒童合唱團的表演加
上生動活潑的肢體動作，不同
於傳統合唱，吸引觀眾目光。

2. 每位成員站在舞台上自信認真
的表演。

3. 一群國小階段的華裔小朋友，
認真地分享合唱的喜樂。

積極與作曲家和樂團合作，介紹新編或新創
的合唱音樂，為社區的文化交流與學習盡一
己之力。「認真而優秀」是晶晶不懈的信
念；透過合唱的訓練，遠近旅行演唱及參與
社區公益活動，晶晶希望能夠帶給孩子們一
個快樂而有意義的童年。

1
1

喜樂音符 讓愛飛揚
樹谷音樂廳

文字／黃柏凱

攝影／黃柏凱、黃盈碩、鄭智仁、郭瀞文

創團20年的美國晶晶兒童合唱團，在

果的機會．尤其發生在去年的5月的北捷隨

立了台灣團。灣區團員目前約一千名，來自

2014年歲末，有130名師生浩浩蕩蕩回到爸

機殺人事件，他當時感嘆何時純樸的台灣，

鄰近數十縣市。教學編制分八週一期的預科

爸媽媽的家鄉參與巡迴演出，他們來到團長

變成少年充滿暴戾之氣，因此此行來到台

班，年度的合唱班，和配合暑期培訓的各式

張智真的故鄉台南的第一場公演獻給樹谷，

灣，具有「音樂使人向善」、「學音樂的孩

音樂營，團員年齡從三歲到十七歲。而2012

在12月30日與中榮社區、社內社區土風舞

子不會變壞」的重要目的。

年底落建完工的 Crystal Hall，除了提供更多

團、蘆葦啟智中心成人節奏樂團、南科實

美國晶晶兒童合唱團30日當晚表演結束

小、南科實中與嘉義松梅國小非洲鼓社團有

還夜宿樹谷NGO會館，看著他們拖著大件行
李井然有序地排隊入宿NGO會館，雖略顯

美國晶晶兒童合唱團是華人第二代所組

緊張，卻仍不時好奇周遭事物，或許台灣的

成，自1994年創團至今20年。團員人數包括

任何一切對他們而言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體

新竹、北京晶晶分團已達1,500人，成績屢

驗。

獲全美合唱指揮聯盟(ACDA)肯定，已多年無
需甄選，8次受邀請示範演出，躍居全美最

臺南的演出是張智真團長最重視的，因

美國晶晶兒童合唱團

在三個星期前，才因打網球韌帶斷裂動了手

晶晶兒童合唱團創立於1994年，分別

術．本來醫生是不許他上飛機的，但他簽下

在舊金山灣區四個城市Cupertino, Fremont,

2
切結書，說甚麼都不放棄在鄉親面前分享成

Tree Valley

享的兒童音樂的家。

同在樹谷音樂廳「喜樂音符、讓愛飛揚」。

為這裡是他的故鄉，他朝思暮想的地方，但

38

元，有效率的教學環境，更是一個與社區共

場老老少少、曲目多元的音樂舞蹈交流，共

音樂淨化心靈 美國晶晶合唱團

2

Foster City 和 San Jose練唱。而在2000年成

優秀的兒童合唱團之一。他們的演出多採混
聲合唱，創造出各種不同的音效，甚至不須
任何樂器伴奏，為很大的特色。
20年來，美國舊金山灣區晶晶兒童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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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灣，牛挑灣為傳統嘉南平原的農村，全校
包含國小部6班、幼兒園1班，只有7班，而
且弱勢學生的比率偏高，約為學生總數的
38%，所以藉由非洲鼓等多元社團，培養弱

4

勢學生的多元能力，以彌補鄉村學生文化刺

5

激不足的問題。
校方認為，偏鄉學生最缺乏的就是文化
接觸，欣賞藝術團體表演也會是家長的額外

4. 中榮媽媽土風舞表演前開心合
照。

5. 社內千歲團創意舞蹈，表演樂

中榮驚豔少女時代 媽媽土風舞

蘆葦「手工麥芽餅」跟一般市面上的麥

負擔，因此樹谷文化基金會在籌畫這場音樂

不只是美國晶晶合唱團的精采表演，

芽餅不同，他們開始於2004年製作香脆可

會時，很快就想到了邀請松梅國小非洲鼓社

8

號稱中榮社區少女時代的媽媽土風舞隊也

口的奇福餅，加上搭配風味獨特的麥芽糖而

來演出，希望讓他們不僅只是能在專業場地

6. 蘆葦中心的孩子，隨著音樂舞

帶來活潑亮麗的表演，媽媽們因為沒有在如

成，這些蘆葦麥芽餅口味甜中帶鹹、甜而不

上表演，獲得外界肯定，還能觀摩美國晶晶

團在去年底剛獲佳績，獲得「師生鄉土歌

7. 遠道而來的松梅國小，帶領觀

此正式的場地表演過，而好緊張，動作也變

膩，有好吃又不黏牙的口感，尤其每一顆麥

兒童合唱團、南科實小與南科實中的音樂表

謠─福佬語系」與「同聲合唱」的『雙料特

得「落拍」生澀，而社內土風舞班的成員則

芽餅對一般人而言可能製作不困難，但他們

演，產生音樂交流上的「火花」。

優』優秀成績。

有男有女，還分為中年組、老年組，表演各

卻必須加倍細心專注才能做好，而且因為純

具特色，而身上衣服取材自辦桌用的「桌

手工製作所以產量也不多，因此來參加音樂

優異成績 南科實小、實中合唱團

老少合唱望春風 譜下溫馨句點

巾」，頭飾還是火雞羽毛，非常具有就地取

會的民眾能拿到如此具有意義的麥芽餅都十

材的創意。

分開心。

曲：我們都是一家人。
動他們的喜樂。

眾認識非洲鼓的tempo。

蘆葦啟智中心的天使 節拍動人

棒棒入心 松梅國小非洲鼓社團

國小部與中學部，也先在晚上開演前與美國

中畫下完美句點，這首朗朗上口的台灣歌謠

晶晶兒童合唱團有了場熱鬧交流，除了歌聲

對大家，尤其對美國成長的孩子們而言，還

外，他們還互相發問問題，比如說南科實中

別具文化上的傳承意義，看著舞台上的社區

松梅國小非洲鼓社則是遠道從嘉義朴子

的學生很好奇美國晶晶合唱團的演出怎麼可

阿公阿嬤、孩子們、蘆葦啟智中心的服務對

令人動容的表演，這群天使們，雖然動作有

而來，還帶來簡單的非洲鼓節奏教學，這些

以那麼活潑。其實南科實小、南科實中合唱

象、老師跟美國的朋友們，深深感覺今晚竟

時較為緩慢，但很認真跟隨著前方老師的動

參與學員多為弱勢學子，社團成立雖短但穩

團也都是表現傑出的音樂團體，國小部合唱

是如此的美好與溫馨。

作，深怕一不小心就lose了什麼動作，特別

健經營，還使學童有機會及能力關懷其他弱

的是本次表演活動所準備的伴手禮也是由蘆

勢的團體。

餅，香甜脆口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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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最後則是在「望春風」的合唱聲

蘆葦啟智中心成人組節奏樂團則是帶來

葦啟智中心提供，而這些手工製作的麥芽

6

獲邀獻出美聲的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8. 南科實小合唱團感謝這次的交
流。

9. 望春風的旋律，傳唱了晚會中
最溫暖的祝福。

雖然朴子是個熱鬧的海區鄉鎮，但松梅
國小位於嘉義縣朴子市的最南方，地名為牛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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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黃柏凱 攝影∕黃柏凱、黃盈碩、鄭智仁、郭

資料提供∕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團長張智真奉獻 獲獎無數

美國晶晶合唱團
1

社會關懷

團長張智真（Karl Chang）

佩服的是他不忘本，時時以故鄉為念的情

團長張智真（Karl Chang）是美國晶晶

懷。「我生在台南，長在台南」，是他最常

合唱團的靈魂人物，他是美國St. Thomas

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他說：「我不能控制生

University in Miami教育管理博士，台南出生

命的長度，但一定要創造生命的廣度」他也

台南長大，大學畢業後負笈美國，完成學業

說：「我願盡可能用我的所知所學來貢獻家

進入職場後，無法忘情合唱。於1994年與友

鄉」。在獲得全美合唱指揮聯盟（ACDA）

人共同成立晶晶兒童合唱團至今。1997年，

的最高榮譽後，他第一件事就是回來請他的

他把「愛台南」付諸實際行動，捐款20萬，

小學老師吃飯，謝謝他們從小給他的教誨，

成立「鳳凰城兒童合唱團」，號召30年前

把榮耀與老師分享。

合唱團的老友出來當義工。讓故鄉的孩子，

晶晶合唱團所獲獎項不計其數。最重

也能快樂的歌唱。那時他擔任舊金山矽谷園

要及最高的榮譽：2007年3月晶晶獲得全

區，電子公司之亞洲區總裁，只要有機會到

美合唱指揮聯盟（ United States. American

亞洲出差，一定回來關心與協助國內之合唱

Choral Director Association ）評選為「最

發展。

優秀的兒童合唱團」，這是每兩年由全美

之後，我們不斷的聽到晶晶拿下大大小

結果，這個榮譽，相當於合唱界的「奧斯

全美、在歐洲、澳洲、亞洲、香港、大陸、

卡」獎．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榮譽都還在不

加拿大演出。每次都帶給觀眾，不只是絕美

斷增加當中。

照片∕蘆葦啟智中心林心怡督導提供

2014.12.30蘆葦啟智中心很榮幸獲邀參加『樹谷園區社區歲末聯歡晚會表演』，
與會團體不僅有在地社區團體，更有來自美國『晶晶兒童合唱團』演出，能與
國際級團體共享舞台，對蘆葦青年朋友而言是多麼難得的一次經驗！

1

的合聲，更有視覺上的享受：服裝變化、小

至今已經連續8次獲得ACDA邀請演出及

朋友的創意舞蹈、小司儀的幽默台詞，都給

演講。享受各種榮譽之餘，不忘回饋家鄉，

台下觀眾不同於以往，排排站、死板板唱歌

一直默默為故鄉的合唱耕耘、付出。20多年

的刻板印象。

來他持續自掏腰包，每三個月就回台灣5~7

年5~6百萬的科技業高薪工作辭掉，最令人

文∕李芝琳（蘆葦啟智中心主任）

250,000個合唱團，激烈競爭下，所肯定的

小的獎項，每戰皆捷。也聽到他們不斷的在

之後他更為了理想、目標，把相當於一

蘆葦節奏樂團

天，到南北各學要與合唱團義務指導，在合
唱界已樹立口碑、視為傳奇。
1.致贈感謝牌予張智真（左）和樹
谷文化基金會董雅坋董事長。

文

2.張智真團長帶領老師及團員們致
謝演出（樹谷音樂廳）。

蘆葦節奏樂團成軍已逾10年歷史，由音

禮，每一顆麥芽餅都是由蘆葦青年手工製作

樂老師擔任指揮，運用服務對象易操作之鈴

而成，搭配青年創作小卡，雖沒有華麗包

鼓、手搖鈴、康加鼓、鈸及大鼓等樂器，搭

裝，但每一份都是蘆葦青年的成就，用單純

配樂曲共鳴出氣勢磅礡的節奏。短短幾分鐘

的心製成簡單又幸福的味道。

演出、簡單重複的動作，看似簡單卻很少人

感謝這場活動的邀請機會使蘆葦青年有

知道每一首曲目青年們都需歷經3個月以上

機會參與此次社區活動，每一位來賓的掌聲

的練習。如：團員『阿輝』是一位腦性麻痺

及正向回饋都是蘆葦青年最大鼓勵，成功的

青年，身體張力極大，但他熱愛演出，縱使

演出增添了團員信心，更讓團員期待下一次

每一個動作都需用盡氣力才能控制不自主擺

的演出機會。在2014年的歲末時刻，蘆葦節

動的身體，但他仍堅持努力排練跟上節奏、

奏樂團不僅敲響了喜樂的樂章，更奏出幸福

讓每一個動作到位。

的夢想。

1. 初次登場，樹谷音樂廳彩排練

習，完全沈浸喜樂旋律的鼓
動。

『天生我才必有用』，在蘆葦裡的每一
位青年雖有不同障礙所構成之限制，但每一
個人都有不同長處，只要將其放在對的位
置，即可發揮其所能；蘆葦節奏樂團正是如
此，透過反覆練習達到最完美的合奏。
此次活動除參與表演外，樹谷文化基金
會訂購了『蘆葦手作麥芽餅』作為活動伴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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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新發現

本單元與考古中心發掘同步進行，第一時間報導最新出土的特殊器物，
讓讀者搶先獲知本地考古新資訊。

小貝殼 PK 大鯊魚 （下）

了真珠層迷人的亮麗

「貝受重視」的時代–

要的是牠們的實用價

顆顆渾圓的珍珠，然
而對史前人來說，除
光澤之外，恐怕更重
值高，是製作工具器

三抱竹南遺址貝器工藝初步研究
撰文∕邵美華

攝影∕戴瑞春

物最方便又耐用的材
料，尤其是對居住在

製圖∕施怡旬

西南部海邊、且當地
沒有適宜的石材可供
製作石器工具的三抱
竹南史前人們而言。

三抱竹南遺址發現大量人工製作的貝

以雙殼貝加工「穿孔」而成的稱為「阿美

綜 合 民 族 學

器，數量多達二千多件，而且種類多樣，

式」；考古遺址所見、以螺貝「截頂」而成

及 實 驗 考 古 研 究

除了上期本刊介紹以假亂真的貝殼仿鯊魚牙

的稱為「墾丁式」。連照美於〈台灣史前時

（張光直1958；

外，還有大量貝刀和貝環等貝飾，件件技術

代貝器工業初探〉一文中就指出，貝珠研究

Semenov1973；

精湛，究竟三抱竹南先民是怎麼製作貝器的

不是僅以阿美式或墾丁式兩字詞可以涵蓋

Ve l á z q u e z - C a s t r o

呢？

的，考古遺址出土的貝珠是考古遺物，製造

2012），貝器製作

技術、用途、類型意義均與民族學所見不

基本工藝包括磨製、

三抱竹南遺址的年代經碳十四測定，約
在距今3800-4200年間，而年代大多落在距

同，建議朝貝器工業的研究發展（連照美

切割、穿孔及拋光四

今3800-3900年間，屬臺灣牛稠子文化早期

2002）。

個過程，確實和石

的遺址。以製作石器工藝聞名的牛稠子文化

三抱竹南遺址出土大量人工製成的貝

器製作基本工藝相

先民，能將硬度頗高的石材製作成石斧等器

器，這是臺灣考古遺址少見的情形。以器類

同（Shao 2011； 邵

物，那麼製作硬度相對較低的貝器應非難

來區分，大致有工具及飾品兩大類。其中工

美華、左駿、方向

事。從器物微痕來研究史前器物製作與功能

具類幾乎全是貝刀，數量高達1704件；飾品

明、沈辰 2015）。

的知名學者塞米諾夫於其著作《史前工藝》

類則有耳飾、環飾、珠飾及仿鯊魚牙等各類

中就指出，製作貝器比製作骨器難，貝器

貝飾。

製作工藝猶如製作石器般，因為貝類和石
材兩者的物理特性較為接近，硬度也相近
（Semenov 1973：74）。如Semenov測試
考古遺址出土的貝器，硬度約是摩氏硬度

2.無肩型貝刀大多穿孔。

墨西哥市大神廟博

雲母光澤，主要產於熱帶海域；貝珠多由

首重選材

芋螺科（Conidae）所製；耳飾則由夜光蠑

三抱竹南遺址出土、沒有經過人工加

螺（Turbo marmoratus Linnaeus） 口蓋所

工的貝類（考古學上稱為生態遺留）的數

製；貝環則有珍珠蛤屬（Pinctada）、簾蛤

4.5-5（Semenov 1973：74-80），考古所

量相當驚人，總計1,351,764件，多達上百

科 （Veneridae）、笠螺屬（Patellidae）與

見石材的摩氏硬度也約在5-7左右，因此工

萬件，包括牡蠣科、田螺科、海蜷科、蚌

另一種不知種屬的雙殼綱貝類等四種類別。

藝技術相近是合理的推測。

科、蜆科等多達四、五十種，但是製作貝

且同一器類其器形及工藝非常相近，已趨高

器的種類似乎有所選擇，而且不同器類選

度標準化現象，如遺址出土1704件的貝刀，

臺灣貝器工藝研究最早的文獻可見張

44 Tree Valley

1

1.有肩型貝刀。

光直於〈臺灣土著貝珠文化叢及其起源與

用的貝類不同，如貝刀幾乎都以雲母蛤製

僅出現有肩型（圖１）、無肩型（圖２）及

傳播〉一篇論文，該文將臺灣原住民貝珠製

成，且通常取用雲母蛤的右貝，因右貝較為

帶槽型三類，其中以有肩型數量最多，計

作與太平洋島嶼原住民的貝珠製作進行比

平坦，雲母蛤學名 Placuna placenta，係鶯

1036件，佔貝刀器的75%之多。基本上，選

較，由於民族學與考古所見製作技術與形制

蛤目雲母蛤科雲母蛤屬，整體外形近似圓

用的貝類大多是帶有真珠層者，如雲母蛤及

不同，臺灣考古界區分民族學所見，主要是

形而扁薄，微紫色殼頂，殼內面白色，有

珍珠蛤，現代人喜愛真珠層貝類所產出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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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Templo Mayor Museum）的考古學

靈魂工具：磨石

者 Velázquez-Castro 經文獻整理及考古

史前石器及貝器製作可說就是「磨製工

發現，決定以鶯蛤科真珠蛤屬（Pinctada

藝」，但相關的考古學研究很少，作者於其

mazatlanica） 及榧螺（Oliva） 兩種考古常

博士論文中整理民族學文獻中的磨石，歸納

見貝類進行實驗複製，並以文獻提及的資料

出三種形制，1：研磨砂（寶石級硬度高的

進行工藝實驗，再以顯微器材觀察比對考

砂子），通常需經人工磨製成極細、等粒徑

古出土貝器（1250 BC - AD1521） 的工藝

的砂粒，2：自然形成的岩塊 （如砂岩），

痕。他認為真珠蛤屬貝器出現高度標準化流

其本身就是一個大磨石，加水即可直接在

程製作現象，推測該地區製作真珠蛤屬貝器

其上研磨，3：尖狀磨石（如燧石、瑪瑙

步驟如下，1：磨製－以玄武岩磨石磨去貝

等），可用來穿孔及雕刻用。

器表面第一、二層，僅留第三層結晶層（實
驗使用玄武岩、流紋岩及石灰岩三種磨石，

從民族學的貝器製作文獻來看，三種形
制的磨石均有記載。

以玄武岩磨石磨製出的工具痕與考古出土
貝器上的工具痕最為接近）；2：切割及雕
刻－以黑曜石平刃器切割出大致外形（實驗

3

上下移動，以飛輪原理傳遞能量的方式譯為

切鋸；如片切割的工具如竹片、木片等硬度

泵鑽（文後會詳細介紹泵鑽等施作方式）。

較被切割物體小，那就需要加研磨砂和水，
只要以竹片帶動硬度夠高的研磨砂，過程

研磨砂
利佛斯（W.H.R.Rivers）於1914年記載

自然形成的岩塊

以燧石及黑曜石尖狀器為材料），3：再以

班克群島製作一種叫做som 的小貝（Conus

玄武岩磨石磨成所需造型及修飾邊緣；4：

ceylanensis Hwass），就是在一個因長期

將大致成形的貝珠粗坯以繩或植物纖維串

見細密的平行直線痕，剖面呈V字型（鄧聰

鏤孔－由黑曜石有刃器切割，再以黑曜石器

使用而磨得很平的石頭上洒水，且散布著取

起，緊緊的綁在弓線上，或上面壓著木板，

2005）。

磨飾切割處邊緣。5：錐狀穿孔－則以燧石

自Vanua Lava 的火山岩砂，然後將貝碎塊

在長方形、平面的砂岩上拉弓來回滾磨，時

三抱竹南遺址出土的貝環，材質有笠

尖狀器穿孔而成。

嵌入粗如手指的木棒，手持木棒使勁來回的

間一長，砂岩上可見一道道的長條形凹槽

螺、珍珠蛤及簾蛤三種，大多是利用該類

在砂、水中將木棒一端的貝碎塊磨平而成貝

（Woodford 1908：81-84；張光直1958：

貝本身帶圓的外形，截去頂部而成，臺灣考

珠。（張光直 1958：87）

87）。

古學上稱之為「截頂」。如以笠螺製成的貝

尖狀磨石

下：

張光直於〈臺灣土著貝珠文化叢及其起
源與傳播〉（1958）一文中摘錄臺灣及南太

筆者整理三抱竹南貝器製作工藝大致如

平洋幾處原住民貝珠製作工藝文獻，其中秦
貞廉編《享和三年漂流台灣チョプラン島之

3.圖左為現生雲母蛤表面，圖

右為三抱竹南遺址出土貝
刀表面的顯微照片，由照
片中可觀察到遺址出土的
貝刀表面經過淺磨。

環較小，大多係以3-4公分（最大外徑）左
右的笠螺截去上半製成。珍珠蛤本身體型較
大，因此截去上半，即成天然的大貝環，可

記》（1939：26），描述順吉丸船主文助

貝器製作文獻常見以燧石或黑曜石製成

口述的漂流台灣經過，詳細記載十九世紀文

的尖狀磨石，以泵鑽（pump drill）帶動穿

助於花蓮秀姑巒溪口一帶看到的阿美族人製

孔，加州Pomo 人以蛤貝製作貝珠，首先以

三抱竹南遺址出土貝器，幾乎全數經

臂部位，遺址出土的貝環最大外徑在9-12

造貝珠的過程，並指出居住在海邊的阿美族

燧石敲去粗糙的稜角後，交由專業鑽孔者穿

過磨製的程序，表面平滑。遺址出土數量

公分之間。這種以片切割方式截去貝殼頂部

人製造貝珠給泰雅族及布農族等高山地區原

孔。「貝珠的打孔，永遠付托使用螺旋鑽的

最多的貝刀雖然表面大多剝落，不易觀察到

的製作工藝，亦即台灣考古界所稱的「墾丁

住民族群，以交換布疋。製造程序包括1：

專家。貝珠打孔者的職業是世襲的，但並無

磨痕，但是在顯微鏡下仍可觀察到表面經過

式」或「截頂法」。

在海濱揀拾コツケ貝。（採貝似為男子之

特別的聖潔關係與之聯繫。然而東部人們中

磨製的痕跡，與採集所得的近代雲母蛤表面

事）。2：把コツケ貝，在火上烤到適當的

的打孔者，必須遵守若干禁忌。他得在早晨

有所差異（圖３），推測雲母蛤貝刀的第一

程度。 3：然後碎成一寸見方的小塊，逐個

很早起來，而且在承攬工作以前得戒除肉食

個製作工序就是先淺磨表面，另外貝體外緣

史前鑽孔工藝有實心鑽及管鑽兩種。實

用螺旋鑽（pump drill）打孔。4：在一根四

和婦女。貝珠永遠得在灌木林中而不得屋中

（貝刀刃部）也經過刻意地磨薄，形成利

心鑽是指將鑽頭（石質較常見、木質等均

尺餘長的線上滿串以打了孔的小貝塊，線的

打孔，他們認為如果這禁忌被違反，鑽和貝

刃，它的厚度明顯與體部不同。

可），以拉弓或泵鑽帶動鑽孔工具鑽穿；常

二端接在一張竹弓的二端，借弓之張力，將

珠兩者都得破碎。螺旋鑽購自專門製造者，

線拉緊。5：一手持弓，使貝串接觸砥石，

以灰色燧石作尖，貝珠在打孔以後便貫串起

另手持一木板，壓在貝串上，細細地在砥石

來」（張光直1958：95）。此灰色燧石即

任何片狀載體均可做為片切割的工具，

弓或泵鑽兩種，拉弓即將石鑽頭固定於拉弓

上磨滾，直到線上的貝塊磨圓為止，乃造成

為尖狀磨石。張光直將pump drill 譯為螺旋

差別只在於如果片切割的工具硬度比被切割

式的木鑽上；泵鑽則是將石鑽頭固定在木桯

鑽，筆者為區別不同螺旋鑽工具，將此藉由

的物體大，如石質片切割工具，可直接進行

底部，將繩索以螺旋方式綁在木桯上半部，

細小念珠狀的貝珠串，稱為チヤーガ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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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斷加水，即可進行切鋸（Shao 2011：
63）。片切割的入切口平直，切割槽內可

通常貝珠製作文獻最後一個步驟，都是

磨製工藝

佩戴於成人手上，通常見於女性墓主人手前

鑽孔工藝

見的石質鑽頭是燧石，鑽頭多呈三棱尖頭，

成形工藝

以利旋切。至於帶動旋轉的複合工具則有拉

Tree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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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專欄

以手拉動繩索或將繩索固定在一個與木桯垂

以遺址出土大量的雲母蛤貝刀為例，刃部外

說，要鑽穿貝器實非難事。遺址大多數貝器

直的橫桿兩端，上下移動橫桿帶動繩索，同

形推測先沿著預截的輪廓線鑽出一列細孔，

都是單面鑽，出土的一件貝玦（ME002）明

時，在木桯上綁縛重物，大洋洲一帶民族學

再將其扳斷，因此外緣常殘留鋸齒狀痕跡

顯可見雙面鑽的工藝痕（圖６），可能與其

文獻中見有各種材質的重物，包括石塊、陶

（臧振華等 2006：93）。至於貝刀柄部，

硬度較大、器物較厚有關。推測貝玦的製作

製甚至魚類脊椎骨等，該重物的材質質量愈

經筆者觀察，則於貝殼鉸合處倒V凸脊下

工藝是片切割成一圓餅狀後，從兩面對鑽穿

重，動能愈大，亦即飛輪原理的運用，加上

方，左右各鑽一細孔，再以片切割方式從外

孔，再以片切割方式從外緣向中央穿孔處切

繩索的張弛產生的動力即可施行鑽穿工藝。

緣往內切鋸至穿孔處，再由鉸合處細孔往左

割開口而成，貝玦開口處係平直的片切割工

管鑽係以管狀材質加研磨砂和水旋鑽穿

右兩側鑽出一至二個小孔，即可扳斷成形。

藝痕。由於已經細緻磨製程序，不易辨別貝

孔，最天然的管鑽材料是動物骨頭或竹子兩

鑽孔方式則觀察到實心及空心鑽兩種工藝，

類種屬。

種，和片切割的原理相似，動物骨頭及竹管

是由拉弓鑽或泵鑽，且因貝刀體薄，鑽孔大

僅是研磨砂的載體，且管鑽因空心，加水即

多是單面鑽，入鑽處較出鑽處大，且較多細

可迅速排出研磨砂磨削出的砂粒，且管鑽摩

小崩缺及破裂痕，出鑽處則顯平整。

4-2. 以管鑽穿孔的貝刀明顯

可見兩面平整，且有工
整的同心圓工藝痕。

5. 貝器的刮削器或斧形器的

裝柄方式復原圖（Holmes
1883: 207）。

6. 出土的一件貝玦（ME002）

（上圖）明顯可見雙面鑽
的工藝痕（下圖）。

6

上的雕刻工具大多是燧石（摩氏硬度約7）

民族學上所見管鑽多以拉弓鑽方式進

用呢？我們可從貝刀不是穿孔，就是有肩，

及黑曜石（摩氏硬度5-5.5），三抱竹遺址並

行，實心鑽可見拉弓及泵鑽兩種。實心鑽及

或者兩者皆有，推測是用在綁縛上，穿孔可

未出土燧石及黑曜石等石製尖狀或刃狀器，

管鑽兩者工藝痕的差別在於，實心鑽所鑽製

以繫繩，有肩者則直接綁縛在肩上。Holmes

然台灣遺址曾出現過的水晶尖狀器等，應可

鋸出大致形狀，再以各式磨石磨製而成，

的孔洞入口處及內部，仍會出現不平現象，

推測這些穿孔的貝器是做為刮削器、甚至可

裝上木柄成為複合式器物進行雕刻，遺址也

在仿品齒根處，一件殘留穿孔痕跡，一件

管鑽所鑽的孔洞入口處及內部孔洞相對平

以裝柄，做為砍伐器使用（圖５）。

並未發現這類型硬度較高的尖狀型器物，這

有溝槽，均似做為綁縛使用。由於穿孔孔

為貝刀成形所鑽的成排細孔孔徑極小，

類型器物體型小，並不易被發現，因此是日

徑非常小，推測可能是實心鑽方式鑽製而

砂在固定的圓管下研磨鑽孔，也唯有管鑽才

另遺址出土許多極小孔徑（約僅0.1 cm）的

後考古發掘過程中，如遇疑似石器作坊的現

成。因為世界各地出土貝器作坊不多，貝

可鑽出大孔洞。塞米諾夫指出美拉尼拉亞一

貝器，推測無論是實心鑽或空心鑽所鑽製，

象時，即應特別留意的事項。

器製作工藝相關考古研究也不多，三抱竹

帶，如新幾內亞，就有以竹子鑽出小型貝環

其鑽頭必需非常細小，由此可推知製作者的

的例子。圓柱狀的竹子是最佳的天然管鑽材

工藝水平極高。要在貝器上鑽此細孔的技藝

質之一（Semenov 1973：80）。

直且均勻，因為骨或竹管的帶動，確保研磨

不規整，入鑽處多崩損
（圖中）出鑽處較平整
（圖右）。

遺址出土的貝玦上有幾何紋飾，民族學

至於這麼大量的貝刀究竟是拿來做什麼

擦面小，阻力較小，轉速也會較快。

4-1. 以實心鑽穿孔的貝刀較

雕刻工藝

南遺址的貝器製作工藝，無論是磨製、切

貝殼仿鯊牙A貨製作過程推測

難，要在橄欖石玄武岩（筆者以摩氏硬度檢

回到上期，我們談到的貝殼仿鯊魚牙的

三抱竹南遺址出土的貝器，無論是貝

測組測試七美採集的橄欖石玄武岩所得）上

A貨製作工藝，也不脫離上述貝器製作工藝

刀、耳飾等，全都運用穿孔技術，且見實心

鑽孔更難。三抱竹南遺址出土台灣少見的穿

鑽及管鑽，如貝刀即見這兩種工藝（圖４－

孔石斧，即為橄欖石玄武岩製成，由單面鑽

１；４－２）。技術精湛的三抱竹南史前人

製而成，且孔洞內部平直來推測，該遺址

們甚至善用穿孔技術，使之做為成形工具。

人們拉弓管鑽工藝極為熟稔，可見對他們來

的基本法則，推測同樣是以片切割方式切

6

割、鑽孔及拋光工藝均發揮的淋漓盡致，
而且貝器數量相當龐大，實是進一步實驗
比對與研究的重要遺址。

參考文獻與網站
邵美華、左駿、方向明、沈辰 2015
〈玉石鉞的黃金比例- 中國東南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反山、瑤山和高城墩三個高土台墓地出土的玉石鉞製作工藝研究〉，《九州學林》，
付印中
秦貞廉編1939《享和三年漂流台灣島之記》，西川滿編愛書第十二輯
連照美 2002 〈台灣史前時代貝器工業初探〉，刊於《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 考古·歷史·文化》，宋文薰、李亦園與張光直編，頁
299-328，台北：南天。
張光直1958〈臺灣土著貝文化叢及其起源與傳播〉 《中國民族學報》 第二期 ，頁53-128。
鄧聰、呂紅亮、陳瑋， 2005，〈以今鑑古- 玉石切割實驗考古〉《故宮文物月刊》， 264：6-89。

4-1

臧振華等 2006 《先民履跡-南科考古發現專輯》，台南：台南縣政府。
Holmes, William H. 1883, Art in Shall of the Ancient American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ﬁce
S.A. Semenov, 1973, Prehistoric Technology, Wiltshire: Redwood Press Limited.
Shao, Meihua, 2011, The Manufacture of Neolithic Nephrite and Stone Yue Axes from the Liangzhu Burial Mounds in Southeast Chin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England
Velázquez- Castro, Adrian, 2012, The Study of Shell Object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and Work Traces, in Imma Ollich-Castanyer ed. Archaeology, New Approaches in Theory and Techniques,

4-2

48 Tree Valley

5

Woodfrod, C.M. 1908 Notes on the Manufacture of the Malaita Shell Bead Money of the Solomon Group. Man, Vol.8, 1908:81-84.

Tree Valley

49

社區營造

家戶改變清潔劑的使用習慣，大家一起
來用家事皂！
廢食用油造成臺灣食安嚴重事件與生活
環境問題，我們倡議「家事皂」。家事皂活
動是串連社區組織從回收廢油開始做肥皂，
利用冷凝手工皂的原理，不是使用皂基，廢
油+鹼片（本物質屬強鹼，需注意）＝家事
皂。由社區志工帶領家戶居民從生活習慣中
改用家事皂用於：地板清潔、餐具洗滌、
生活清潔等。大家一起來用家事皂，為鹽水
溪流域減少清潔劑（環境荷爾蒙）的環境負
擔。

中榮家事皂推廣活動
文∕陳冠豌

照片∕黃柏凱

資料提供：台南市綠的
關懷協會提供

2

歡迎有意願執行的社區單位，請洽：樹谷文化基金會 （06）589-2400

廢食用油回收作肥皂

（台南市綠的關懷協會提供）

緣由
坊間許多賣鹽酥雞、油條店……等需要用到許多油，

家事皂，顧名思議是一項民生用的清潔
物品。基金會董事長何媽受邀參與中榮社區

抓起，用水沖洗時，它便會帶著油垢勾住水
分子，一起被沖掉。

可曾有人探討過，使用過的油流向何處，甚至家中油
炸東西的油，是如何處理？如果將它倒入水槽、水溝
必阻塞水管，影響下水道的暢通，甚至污染河川，後

環保行動的推廣，亦結合基金會守護鹽水溪

舉例：如果將沙拉油和水倒在同一杯子

的環”淨”行動，我們希望透過「廢食用

裡，稍微搖動混合後靜置一會兒，會發現油

你既環保又可自己動手做的「廢食用油回收作肥皂」

油」和「鹼液」混製完成的肥皂能代替一般

水分離（水沉在下層，油浮在上層），這時

的方法。

家庭慣常使用的合成清潔劑，一方面減少環

若加入幾滴清潔劑搖晃一下，油和水就均勻

境荷爾蒙注入河川的污染，另一方面則讓廢

混合了，這個清潔劑就是一種界面活性劑 。

果極為嚴重，可是不倒掉又該如何處理？以下將介紹

出，並可加檸檬汁去除油味，連續攪拌至呈美乃滋
狀。
5.倒入模型，放置2-3日，使它堅硬後，可將肥皂自
模型中倒出（可上舖保鮮膜，並包裹衣物保溫，讓
皂化更完全）。

材料

6.倒出後，需在通風處晾皂30天以上，方可使用。

1.回收廢食用油1000cc

2.水350cc

3.氫氧化鈉

食用油回收再利用，喚起大家對於河川環境

（NaOH）140g

保護的觀念。

（醋）2大匙

1.氫氧化鈉鹼性強，操作時穿長袖、戴手套以防觸碰

工具

2.戴眼鏡，以防鹼液倒出時濺起。

4.鹽1大匙

5.糖1大匙

6.檸檬汁

注意事項
傷害皮膚。

何媽畢生投入環境友善的行動，對於推
廣家事皂極具經驗，當哪個社區或者哪個團

a.湯匙

體有意願要學做肥皂，她總是不厭其煩前往

b.磅秤

c.不鏽鋼鍋2個

d.過濾網

e.模型

3.在家自作肥皂，要有一般安全常識，避免兒童靠近

f.攪拌器。

發生危險。

作法：

＊苛性鈉：sodium hydroxide氫氧化鈉

單位進行教學，介紹肥皂的產生原理、為什
麼要做肥皂的用意，也介紹近幾年清潔物品

1.將廢食用油先用過濾網過濾殘渣，再置於不鏽鋼鍋

對於環境汙染的界面活性劑，亦如同這次在

中。

中榮社區辦理的環保講座。
界面活性劑，顧名思義就是能讓兩個不
1. 中榮翁里長接棒握著攪拌器，
打著家事皂的半成品。

2. 何媽介紹如何利用廢食用油作
肥皂的過程。

50

Tree Valley

同性質的接觸面，不再排斥而彼此相容。它
會把油和水牽在一起，當使用清潔劑時，界
面活性劑便會把皮膚、衣服、碗盤上的油垢

1

又名燒鹼、苛性鈉。純粹的氫氧化鈉是無色
透明的固體，熔點328℃通常是含有少量的水與

2.另以一耐高溫之容器放入水，再將鹽及糖加入。

碳酸鹽等的白色脆固體，溶點318.4℃。常溫為

3.將氫氧化鈉徐徐加入水中，慢慢攪動，鍋中迅速變

斜方系。沸點1390℃，比重2.13。具潮解性。遇

熱，繼續攪動直到氫氧化鈉完全溶解，（可戴上眼

水則發出大量的熱而溶解。水液呈強鹼性，濃度

鏡與手套保護）。

高者有強烈腐蝕性，會將有機物分解而侵害皮

4.將氫氧化鈉液冷卻至約45℃再慢慢加入廢食用油
中，用攪拌器快速攪動，小心勿讓氫氧化鈉液噴

膚。尤其噴到眼睛則有失明之虞。在化學工業中
廣泛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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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香蕉、木瓜可以採收，其中最大宗莫屬

美香姐的蕃薯葉、九層塔等各式菜種穩

九層塔與地瓜葉，這也是夏季可以持續採收

定供應素食餐廳、鹹酥雞攤或菜販，一天的

的葉菜種類。

量或許能達到百斤，她也常常拿菜給社內共

「蕃薯葉要種好最怕不去收」，美香姐

餐使用，讓她儼然成為社內的種菜達人，只

分享蕃薯葉如果常去採摘，其菜心會愈分愈

是她會踏進種菜領域，一開始的初衷或許跟

多，而且每株採收嫩葉後，就把莖條往相反

很多人一樣，就是讓自己或家庭能有一份穩

方向擺放，這樣蕃薯葉就能長得井然有序、

定收入。

不會胡亂生長了。

從苦到樂 種菜是依靠也是生活
採收蕃薯葉 有秘密武器

1

「種菜讓自己有點依靠，還好生活是苦

美香姐還有採收蕃薯葉的秘密武器就是

過來了」，旁人眼中的美香姐是嫁入地方望

仿效採茶農友的手指套式刀片，這種刀片是

族，夫家在社內擁有不小的養殖事業，但因

她有次去山區旅遊看到茶農使用而回來應用

為種種家庭因素，讓她日子卻苦不堪言，還

在蕃薯葉採收上，她回來立刻探聽哪裡有

好現在三個兒子都長大成才，分別在當建築

賣，並且請人改裝，果然實際應用於蕃薯田

師、醫師跟科技廠工程師，家庭幸福美滿也

種菜真骨力

十分好用，已經變成她採收蕃薯葉的秘密武

都已經生兒育女。

從苦日子到歡喜收成
「咦，為什麼一個個花椰菜都要蓋起頭
來呢，而且還是用自己的葉子包裹」，種菜

4.蹲在青脆的蕃薯葉中合影留
念。

5. 每一種蔬菜，美香姐都細心地

器了。

文字、攝影∕黃柏凱

3.黃澄澄的小蕃茄相當juicy。

「除了種菜來收籽」，美香姐對品質的

美香姐認為，現在最大慰藉是三個兒子有個

堅持更可以從她都自己採籽可見一般，因為

正當的工作而且彼此和樂，有次看到他們一

她的豐富農作經驗，深知什麼品種適合這片

起到桃園玩，彼此替對方提行李，心裡就覺

土地與氣候，如果每年跟外人買籽或苗，或

得好欣慰，心裡也沒什麼遺憾了，至於兒子

許品質就不對了，也因為她堅持自己採籽，

常勸她不要太累了，她說，「種菜已經變成

所以像是黑甜菜、九層塔的種籽還能供應給

興趣跟生活一部分了，而且看到果菜漂亮豐

諸如農友佳相伯等農友來種植。

收，吃的人健康開心，是多麼令人愉悅。」

照顧它們。

6. 美香姐每日早上的例行工作－
採收蕃薯葉。

感，而這些都是被暱稱美香姐的陳王嬌所照
顧出來的精心作品呢！

經驗豐富的陳王嬌說，蓋上葉子能讓白花椰
保持白白淨淨，能有好賣相，這可是她多年

種菜很賣力 深夜不喊苦

的心得分享，至於整齊俐落、方向一致的蕃

如果走在社內，聽到有人叫著「骨力

薯葉，也一改大家對藤蔓類植物雜亂的觀

ㄟ」，那就是有人在叫美香姐啦，43年次的
她現在雖然衣食無缺，但過去的刻苦日子讓
她保持勞動精神，往往從早忙到晚，有幾次

1.耕地毗鄰而做的三位阿嬤，開
心地分享他們的農作物。

還因為不好意思拒絕人家突然暴增的訂菜

2.花椰菜的照顧防護法。

3

量，連晚上了都還在割菜，美香姐的青菜就
因為口碑好，讓她想擴增種菜空間，連忙被
兒子勸說不要太累了。
冬季是葉菜類植物的盛產期，而美香姐
在冬季所種的菜有蕃薯葉、地瓜、高麗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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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椰菜、菠菜、九層塔、黑甜菜、茼萵、小
蕃茄、福山萵苣（大陸妹）等，當然還有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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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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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照片提供∕嘉義縣松梅國小

嘉義縣松梅國小﹁非洲鼓社團﹂

熱情洋溢 鼓動松梅

鼓社團練習才漸趨正常。雖如此，非洲鼓社
團仍缺乏足夠的資源購買各種設施設備，由
於積極扶助學校團隊的慈善團體或文教基金
會多以講師鐘點費為主要補助項目，少補助
樂器採購經費，所以社團成立這幾年一直苦
於無足夠經費購置非洲鼓，社團練習的樂器
部份向外短期借用，無法發揮持續練習的效
果，所幸在民國102年獲得樹谷文化基金會
「每日一元·希望校園」校園特色團隊補助，

2

讓社團能有經費充實非洲鼓，師資、樂器、
服裝逐漸到位，孩子們在非洲鼓豐富又精彩

就這樣非洲手鼓就誕生了，於是國際元素連

的打擊世界裡，熱情洋溢、充滿自信。

結在地文化，孩子們異國文化的素養也跟著

非洲鼓社團指導老師翁儷娟老師利用鼓

提昇。

樂練習，讓學生對社團產生向心力，提高學
習的興趣，電腦老師也指導社團學生進行中

1

松梅國小位於嘉義縣朴子市的最南方，

週三下午課餘時間、每週四上午晨光時間進

地名為牛挑灣，牛挑灣為傳統嘉南平原的農

行社團練習，社團每個年度的定期活動會在

村，全校共7班，包含國小部6班，幼兒園

上半年進行一次社區街頭藝人秀表演；下半

1班，弱勢學生的比率偏高，約佔學生總數

年在歲末音樂會進行成果展演；每年度至少

的38%，近年來積極的引入各項社會資源，

一次校際間非洲鼓藝交流活動；不定時參訪

開辦多元社團，希望能培養弱勢學生的多元

弱勢團體進行公益展演；接受各界的表演邀

能力，以彌補學生文化刺激不足的缺憾。非

請，以累積孩子們非洲鼓的打擊技巧和舞台

洲鼓社團是松梅國小的特色社團，非洲鼓的

經驗，幾年運作下來，明顯的發現孩子們在

音樂可以被運用在特殊節日或慶典中來帶動

學習與表演中獲得自信心，逐漸建立正面積

氣氛，一首洋溢熱情的迎賓旋律，節奏變化

極的行為模式。

赴各界表演 滿滿熱情

西打擊樂器認識和比較的主題探究，讓學生

長庚紀念醫院102年10月06日辦理2013

在電腦課時透過網際網路，搜尋中外鼓類樂

年永慶盃路跑前一天，孩子們在生活札記中

器種類及不同文化資料，製作成專題簡報，

寫下這一段：『非洲鼓社團要集訓，因為我

孩子們瞭解到非洲鼓起源於西非部落，屬於

們受邀在永慶盃路跑鳴槍起跑前表演，我真

土著民族的古早樂器，老師說當獵人打獵慶

的非常期待這一場氣勢奔騰的非洲鼓開場

祝豐收時，就會高興得一邊打鼓一邊跳舞，

秀，老師說振奮的非洲鼓聲可以激勵參加路

1.103年03月22日受邀在王品戴水
慈善園遊會中表演。

2. 102年9月14日在聖心教養院表
演，與院生同樂。

3.4.平日練習。

5. 周美青老師蒞校說故事，非洲
鼓社團鼓樂迎賓。

4

多，能夠讓聆聽者體驗到特殊的民族風格。
偏鄉的孩子生活環境單純，學校是他們

松梅國小非洲鼓社團成立於民國96年，

發洩旺盛的精力，激發多元潛力，非洲鼓社

成立之初礙於師資、經費、樂器等因素，社

團多以弱勢高關懷學生為團員，包含2到6年

團練習情況並不穩定，直到民國100年，由

級的學生，非洲鼓社團草創時期只有10幾

嘉義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定期補助講師鐘點

2
位小朋友參加，目前參加人數超過40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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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成立 逐步穩健

課中也是課後活動的主要場域，為了讓孩子

費，讓孩子們能持續課堂以外的學習，非洲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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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嘉義市表演那天下午兩點半，老師要我們
先到學校集合、練習，大家的心情既興奮又
緊張，經過幾次練習後就坐上遊覽車出發到
嘉義市。到了表演會場只見大家七手八腳的
忙著搬樂器，我邊搬樂器，心裡邊緊張！好
多觀眾喔，我一定要好好表現。表演完後大
家都鬆了一口氣，我覺得站在台上敲打著
樂器的模樣好像是大明星，我們是全場的焦
點，真好玩的，回家之前，老師還帶我們到
百貨公司走一走，品嘗嘉義名產雞肉飯，我
們過了愉快的一個晚上。』
偏鄉學生最缺乏的就是文化接觸，欣賞
藝術團體表演是家長額外負擔，所以弱勢家
庭的孩子常無緣參與，松梅國小近年來陸續

6

9

10

在學校辦理牛挑灣系列的歲末音樂晚會，
晚會主題從「古典牛挑灣」、「幸福牛挑
灣」、「古樸牛挑灣」、「浪漫牛挑灣」到

觀摩切磋 關懷弱勢

同的專長，以提昇教育愛的感染力。松梅國

跑的選手，也能夠炒熱現場的氣氛，表演前

「奔放牛挑灣」，一年一度的歲末音樂會由

非洲鼓社團與縣內優秀鼓藝團隊交流演

小非洲鼓社團孩子們認真練習的身影令人欣

的練習可能因為緊張，偶爾會打錯，謝謝翁

非洲鼓社團扮演迎賓的角色，以熱鬧的鼓聲

出，藉以相互觀摩切磋，加廣對於不同鼓樂

賞，孩子們在一次次練習和一場場表演裡所

儷娟老師總是細心耐心的教導，讓我可以越

歡迎各界蒞臨，將的學習成果在各級長官、

器的認識，也是每年必定辦理的活動。102

培養的團隊精神和自信心將是他們一生重要

打越進步。』

家長及社區人士面前展現，接著國樂、弦

年9月14日上午非洲鼓社團學生參訪嘉義縣

的資產，歡迎各位蒞臨牛挑灣松梅國小，熱

非洲鼓社團受邀在佛光山嘉義圓福寺辦

樂、爵士樂等樂團精彩演出讓與會的人聽得

東石鄉聖心教養院進行公益表演，社團孩子

情洋溢的非洲鼓社團的孩子們將以歡樂鼓聲

理百萬人興學行腳托缽活動，在嘉義市文化

如癡如醉，社區音樂藝術生活層次因而提

以鼓樂關懷弱勢團體，藉鼓樂共鳴出對弱勢

來迎接大家。

昇。

的關懷與愛心。103年4月26日上午，社團

公園表演，孩子也寫下心情故事：『還記得

孩子希望能匯
集牛挑灣的愛
心，邀請社區
家長欣賞非洲
鼓社團表演，
同時品嘗在地
美食作公益，
將園遊會所得
捐助社福機構

6.102年10月06日受邀在2013年永

敏道家園。

慶盃路跑活動中表演。

7.團員大合照。

每個孩子

8.牛挑灣歲末音樂會表演。

都是希望，感

9.102年10月19日受邀在佛光山嘉

謝各界資源的

義圓福寺百萬人興學行腳托缽
活動。

投入，讓需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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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協助家庭孩童
有機會發展不

10.103年05月17日參加第三屆嘉

11

義市文財殿鼓藝比賽。

11.校內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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