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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科技、知識系統及在地創新
Taromak部落的能源轉型行動
(文 / 洪維志 圖 /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在科技表象之下，能源轉型的體系變革
，容易被化約成科學技術的詮釋，惟就其實
踐(practice)上而言，其實反映了複雜、廣泛
之文化生活、政治結構或者思考模式(modes
of thought)的翻轉。尤其在面臨氣候變遷、
不可控制的災難時，各區域的科技發展，更
應要成為能夠彈性適應在地脈絡、社群需
求的「韌性」(resilience)策略。而該種由各
個在地團體共同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背
後亦蘊含著「民主化創新」(democratizing
innovation) (von Hippel, 2005)，以及「適
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概念
(Schumacher, 1973)。
於台灣的社會中，不同的群體組織與其

雖然上述該些在地化策略，在權力結構、資
源爭奪、組織型態、地方意識以及外在動盪
因素上存在差異，但其皆是為了追求永續發
展，且都可以被理解為當代的、新的知識系
統及生活方式。惟就目前的發展現況來說，
雖然可以觀察到諸如科技民主、政策參與、
在地性(locality)，或者生態永續等價值、
信念日受重視，但尚未有廣泛的實踐經驗，
而僅在「實驗」的階段。筆者認為，這主要
涉及兩項重要的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角
色，其二則是「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及在地社群的能動性。

制度資源之互動過程，也開展出各類多元
的新模式。譬如：屏東的養水種電計畫，
和以其為基礎的光采濕地智慧微電網示範
區，或是結合再生能源科技與有機農業的
新市場型態，抑或是在缺乏大型電網佈置
的偏遠區域，如：澎湖、東沙島，所催生出
的社區型科技創新發展。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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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在現有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
及治理模式中，地方社會的自治型態發展仍
然受到很大的侷限。譬如：就法規層面來說
，地方政府即便意識到其區域內之汙染或者
風險，已較其他地區來的嚴重，或者單純考
量長期的環境問題，而有意願制定在地的規
則，或是自治的規範，皆仍然必須受到「中
央法破地方法」之位階效力原則限制，而無
法適時回應在地群體的需求。例如：台東縣
政府一直想制定地方能源自治條例，卻無法
突破中央集權的限制。其次，就財務方面而
言，地方計畫的執行與推展，也大多需仰賴
中央財政資源的挹注，是以縱使地方決策者
，原本已規劃出符合在地特性的政策，卻可
能因為資源缺乏，而難以執行。譬如：屏東
的光采濕地示範區，原本欲拓展其電網範圍
，至附近的社區，卻因為向中央申請的經費
一直未獲回應，而導致發展受限。最後，則
是人力的缺乏，導致地方基層官僚難以處理
複雜的環境風險，或是重要的科技議題。基
於上述的觀點，可以知道地方政府的角色侷
限，故使得在地能源轉型的過程，僅在空間
尺度上，呈現點分布之格局。
不過，社會的改變，也不一定要透過正
式的治理單元，或者國家行動者的介入，有
時市民社會的自我組織動員，諸如：在地
居民、非營利組織或者教育組織等，也能推
展出各樣彈性的政策工具，及永續的生產消
費型態。故關鍵的還是，該些倡議團體，以
及在地社群，其所採取的行動策略，如：社
區與社區的聯盟、在地資源的盤點、設定
議程的方式，是否能夠改變其既有的權力
地位，並引起大眾對其論述價值的關注與
認同，或者其能否尋找到「制度企業家」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而有效動員資
源、建立組織制度，以及確保資訊的揭露。
換言之，縱使在政治結構上，容易受到官僚
系統層級節制，或者依法辦事等特徵的限制
，惟並不代表文化生活的方式，就必須受限
於此，而應該透過在地居民與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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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火車頭的角色，挑戰既有的治理場域，
並帶動新型態的科技、社會變革。例如：屏
東縣的彩虹餐廳，即是環保團體透過再生能
源科技，以及在地小農產業的結合，藉此實
踐其理想社會價值的案例。
Taromak部落的能源轉型行動，則是原
住民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生活型
態以及與再生能源科技結合的另一社會實踐
模式。與上述相似之處在於，在該場域中，
其同樣涉及地方政府、社區、非營利組織等
利害關係人，彼此關係複雜且相互依賴的特
性，惟不同之處在於，其蘊含著部落本身傳
統生活型態、生態知識，以及族群認同等文
化脈絡，使得該能源自主的模式，有了更豐
富的社會意涵。具體來說，就傳統生活型態
及生態知識而言，其涉及的是部落既有的生
活型態及知識系統，要如何與現代科技並存
的現象。對此，其中一位部落成員作了回應
，其認為傳統生活，便是適應與調適科技，
環境變遷後所形成之創新文化方式與知識體
系。故我們需要的是文化不斷裂下的重建過
程，兼顧生態與現代生活。換言之，在科
技、社會劇烈變動的過程中，原住民使用資
源，或者生產行為的方式，也許會有不同的
發展(如：從以石器、鐵器到用獵槍狩獵等)。
惟不變的是，其堅持維護生態平衡的價值，
以及「模仿自然系統」的知識與生活方式 (王
嵩山，2010)。從歷史的觀點而言，此即是延
續了原住民根據自己長期經驗與知識累積而
成，對於自然資源的理解與保護。
綠能科技系統在部落的發展，不僅沒有與
部落傳統生活型態產生衝突，反而延續了該
種「模仿自然系統」的文化生產特性，並納
入了既有的儀式、太陽神之子傳說，合理建
構出新的發展型態及思考方式。當然，更重
要的是，部落更希望藉由打造台灣第一個百
分百以再生能源自主發電、使用的過程中，
凝聚部落的意識、認同，進而達成部落自治
的目標。基於上述的實踐路徑爬梳，除了試
圖剖析社會行動者的能動性及實踐困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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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其該些行動背後所衍生的社會意義與價
值。綜合來說，筆者認為，就現今的重大公
共議題而言，民眾大多關注的是食品安全的
問題，包括生產原料，製造過程及資訊揭露
，卻少有重視自己之用電是怎麼生產，分配
過程，與其背後權力壟斷的結構。筆者期許
未來各地更豐富、多元的實踐經驗，能加深
匿匿
各團體對於綠能科技的理解及重視。

達魯瑪克3+1kw百分百綠能部落──那些天裡沒說的話
(文 / 王嬿涵)
達魯瑪克，這有著一身傲骨、剛柔並濟的
部落，擁有著獨一無二的風土民情，那些屬
於部落居民們的堅毅、樂天、熱情好客，我
已開始想念，這一切的一切，更是我將訴說
的，最美的章節。

「既然那不是一件不對而且不好的事，那就
做吧！」
沒有答案的我，卻在這時得到了一個機
會，一個找到答案的機會，這個機會就在好
山好水的臺東，而且，學生免費(這時候就覺
得毛孩子的福利真好)，就算找不到答案，當
「每個故事，沒有開始，就沒有那段可歌可 成一段小旅行，也不錯！於是帶著我一貫的
笑容，踏上這段尋答之旅。
泣的精采過程，留給後人傳頌。」
我故事的開端，源自楊斯棓醫師，雖然
認識他時，已無緣參加他的環島反核演講， 「那些美好而帶不走的景色，言語無法形容
但是被那樣的舞台魅力吸引的我，開始關注 ，但感動恆久。」
這個暑假參加的三個營隊中，就有兩個
楊醫師的臉書，最喜歡楊醫師分享活動時的
一句:「好活動，不推嗎？」那真是促使我持 有絕佳美景，這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我最為
續學習的一記大補帖。當時楊醫師推的好活 讚嘆的唯一，走在一條不起眼的羊腸小徑中
動便是綠盟的講師培訓，培訓課程結束，緊 ，都像走在一幅畫裡，有蔚藍的天、青綠的
接而來的是每位學員都必須完成的試講活動 山、純淨的水、皎潔的月、清新的空氣與映
著月光而閃閃發亮的海……，景色帶不走，
，但我，卻在此時，駐足不前……。
被觸動的心靈無法用言語表達，感動也就只
「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還來得多呀， 能留在心中，但，久久不散。
毛孩子，你還是回去多練練吧！」
我就像一個將上戰場作戰，卻臨陣心怯
的逃兵，還只是試講，我就已經開始害怕旁
人的質疑，擔心我無法做好這件事，我的憂
慮，除了自己以外，還有民眾的觀感。或許
對於外界而言，我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而是環保團體中的一份子，我的所作所為、
一言一行，都可能影響民眾對於環保，對於
節電、對於再生能源所抱持的想法與態度。
因此，我的害怕、擔心、憂慮，成為了我猶
豫而停駐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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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魯瑪克，自己的電自己發。」
一直如同黑夜中的花朵般，匿跡潛行，
但擁有著驍勇善戰的性格、絕無僅有的傳統
文化以及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的他們，注定
擁有不平凡的一切。碰巧遇上伯樂的賞識，
而縱身一躍，成為了人人爭搶的千里馬。日
本人早已看到豐沛水力所能帶來的能量，因
此，東興水力發電廠自日治時期便開始記錄
著這裡的變化多端，見證著這裡的千變萬態
，為這裡留下了一頁歷史，至今仍陪伴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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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未曾停歇。而除了水力發電外，熱情的太
陽亦是我們要努力追尋的方向，所以，此行
我們也組裝了3+1kw的太陽能板，雖然目前僅
是示範作用，但故事只要有「開始」，就能有
「然後」，接著就會一直持續不斷下去……。
「反饋，往往是最難，但也是最重要的。」
時間一點一滴的消逝，來到了座談會的
時刻，在臺灣這樣的教育制度下，要學生公開
提問、踴躍舉手發言、甚至說出自己內心真
實的想法，感覺都是課堂中最難實現的事。座
談會一開始，大家都十分拘謹，很僵硬的提出
幾個問題後，教授們在解答之餘，也不忘要大
家放輕鬆，盡情暢談，不管有什麼樣艱困的問
題、無厘頭的想法、亦或是動人的感觸，都可
以分享；發言的人漸漸變多，大家一同提出想
法、分享感受，甚至還有位學長將感受寫成文
章並公開朗誦，文筆之好，令人讚嘆；而我也
趁著這個機會提出自己的拙見:將議題帶入國
小孩童的教育中，一方面能夠運用「學思達」
的教學方法引導小朋友主動思考、學習表達，
另一方面也能夠培訓小朋友成為種子，不只發
揚深植內心的傳統部落文化，還能夠帶領觀光
客走進部落，讓部落以外的人能夠真正看見這
個百分百綠能部落實踐的情況，進而啟發大眾
跟進學習。希望我的想法能夠發揮它最大的效
用，讓大眾一起保護環境、愛惜地球。
「就算真的做到完美，也還是會有人覺得不完
美，那麼，何不放寬心呢？」
座談會結束後，幾個參加營隊的學員圍
繞餐桌而聚，聊著這幾日裡發生的事以及大家
的想法，陳大哥告訴我們，明日是一個最重要
的時機，我們在部落的人們面前的表現，都將
決定部落未來對於太陽能的看法。聽見這番話
的我，又再度陷入內心的猶豫，但他接著說:
「雖然說，不管我們怎麼做都會有人有意見，

但我們只要盡力做到最好，相信他們都會感
受得到。」這一刻，我想，我找到了，我在
這趟旅程中所追尋的答案。
「人生的旅途中，若遇到了適合攜手同行的
伙伴，一定要好好把握。」
這趟旅程中，除了當地居民們的熱情招
待外，來自臺灣各地、各式各樣的人，成為
了與我一起參加營隊的同學們，有的是正攻
讀人類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衝著能夠深入達
魯瑪克部落而來；有的是剛考上運輸管理系
的準大學生，為了未來能夠結合運輸系統與
綠能而努力學習著；有的也來自原住民部落
，希望能夠將自家部落發展為全臺灣第二個
百分百綠能部落……等等，除此之外，還有
對新婚的小夫妻，帶著滿腔的熱血和濃濃的
風情月意，來參加營隊，我相信這些伙伴未
來除了在各自的領域中有極佳的發展，也都
將是團結保護環境的重要分子。其實，一個
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
遠。不管是家人、朋友、伴侶，如果他們願
意與自己一起攜手，那將是世上最美好的
事。
「我，將繼續踏上這趟充滿荊棘的旅程。」
雖然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仍不足，但我仍
希望自己繼續努力，看到這麼這麼多的教授
們、學長姐們還有部落的居民們都非常努力
地想一起完成一件事，我開始讚嘆團結的力
量，一支筷子很容易被折斷，但一把筷子就
沒那麼容易了。清楚自己努力的方向，因為
有著強大的信念、持之以恆的努力、志同道
合的伙伴，就算旅程充滿荊棘，我也期許自
己能堅定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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