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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2016 翻轉邊陲 開創新局-社會企業與東臺灣人文實踐研討會」議程

表 
◎會議日期：105 年 10 月 14 日(週五)9:10～19:00，15 日(週六) 9:40～13:00 
◎主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協辦單位：行政院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鐵花村音樂聚落、春一枝商

行、東大’avuwan 灶咖 
◆10 月 14 日(週五)，地點：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1 樓禮納布人文講堂、鐵花村音

樂聚落 
◆10 月 15 日(週六)，地點：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1 樓禮納布人文講堂 
───────────────────────────────── 
◆10 月 14 日(週五)，地點：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1 樓禮納布人文講堂、鐵花村音

樂聚落 
09:10~09:40 場 地 報到 

開幕式

09:40~09:50 
禮納布

人文 
講堂 

主持人 曾耀銘(國立臺東大學校長) 

時間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主持人 
第一場

09:50~10:40 
社會企業的

校園實踐 

董恕明 東臺灣文學介入社會實踐的可能性： 
以在想像與實作之間的「東大’avuwan 灶咖」為例 張永明 

張永明 
林芳誠 禮納布地區的社會企業與在地社群連結之觀察： 

以臺東大學’avuwan 灶咖計畫為例 曾瑞華 

10:40~11:00 階梯 B 茶敘 
時間 場地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主持人 

第二場 A 
11:00~12:10 
東台灣發展

的結構性限

制與可能性 

禮納布

人文 
講堂 

邱寶琳 
山地保留地現代化制度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對族群

文化與部落發展影響：以秀林鄉太魯閣族之亞洲水泥

公司花蓮廠礦區的土地爭議為例 蔡政良 
蔡政良 林峰寧

張惠東 
原住民族土地開發利用之衝突成因與應對模式比較與

分析：以臺灣東海岸阿美族部落為例 
駱長毅

楊明勳  

議會自律權與議會治理之研究 從花蓮縣議會阻止公

民違規採訪出發 
靳菱菱 

第二場 B 
11:00~12:10 
學術實踐與

區域治理 

階梯 
教室 A 

劉麗娟 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有「文化」嗎？以臺東縣服務

提供者的觀點檢證 柯志昌 
柯志昌 

羅靜淵 臺東市老人長期照顧機構協力治理分析 
 蔡念儒 寂靜的抵抗：當代台東市區的都市開發與地方回應 黃冠智 

12:10~12:50 階梯 B 午餐 

專題演講

12:50~14:00 

禮納布

人文 
講堂 

講  題：從社會設計、社會創新到社會企業可行嗎？ 

～大學內社會企業教育現場的實踐與挑戰 

主講人：宋世祥   主持人：林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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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場地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主持人 

第三場 A 
14:00~15:10 
教育的社會

實踐與應用 

禮納布

人文 
講堂 

李宜純 藝術心理治療團體提升台灣教育體系下的原住民青少

年身心靈健全發展之探索性研究計劃 
蔣斌 

蔣斌 譚昌國 臺東縣弱勢學生課後照護的實踐與反思： 

以東光計畫為例 

陳怡方 以手工藝製作面對高齡社會： 

提升高齡者價值感的社會企業之可能性探討 卓淑敏 

第三場 B 
14:00~15:10 
阿美族研究

專題 

階梯 
教室 A 

楊士範 鉅變的年代： 

日本殖民帝國下東台灣阿美族生活世界及其社會變遷 葉淑綾 
葉淑綾 馮建彰 與帝國同行: 古拉斯．馬亨亨及其歷史文化意義 

林光亮 mato'asay 口中的「變」與年輕人面對的「債」:  

以織羅羽冠的製程敘述為例 
林芳誠 

15:10~15:30 階梯 B 茶敘 

專題演講

15:30~17:00 

禮納布

人文 
講堂 

講  題： 青年創業到社會企業到更高社會目的的營利企業 
主講人：黃敬峰    與談人：朱平     主持人：汪智博     

17:00~18:30 晚宴 
19:00~ 鐵花村 台東社企巡禮--  

 
◆10 月 15 日(週六)，地點：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1 樓禮納布人文講堂 

9:40~10:00  報到 

時間 場地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主持人 
第四場 

10:00~11:10 
台東社會與 

文化研究 

禮納布

人文 
講堂 

張育銓 從台東荖葉探索社區營造之外農村動力連結的新可能性 賴亮郡 
賴亮郡 

楊人達 從多元方案到社會企業~論台東現況發展 劉麗娟 

11:10~11:30 階梯 B 茶敘 
專題演講 

暨圓桌論壇

11:30~13:00 

禮納布

人文 
講堂 

講  題：社會企業進行式 
主講人：余宛如 立法委員  
主持人：曾耀銘 國立台東大學校長 

13:00 階梯 B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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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2016 翻轉邊陲 開創新局-社會企業與東臺灣人文實踐研討會」於 10 月

14-15 日假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一樓禮納布人文講堂舉行，並於 15 日中午在由

國立臺東大學校長曾耀銘主持，余宛如立法委員的專題演講之後圓滿落幕。本次

學術研討會共吸引學界、產業界、政府部門以及一般人士逾 150 人次到場，包括

社會企業發展與青年創業的余宛如立法委員、知名企業家漣漪人文化基金會共同

創辦人朱平先生、社會企業交點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敬峰、近年積極推動

人文社會實踐的「百工裡的人類學」網路社團共同創辦人宋世祥教授、社會企業

臺灣好基金會「鐵花村」執行總監汪智博先生，以及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

學南島文化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北大

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東華大學等國內知名學術單位的學者共襄盛舉。 
 
在兩天的會議中，與會者不但充分地感受到國立臺東大學師生投入在地社會

發展的用心以及東台灣學術研究的努力，同時也對於臺東大學人文學院所推動的

「東臺灣的飲食的文化觀察、批判與實踐:東大'avuwan 灶咖的跨域創造」計畫的

執行團隊在校園內推動結合社會企業、課程整合、社會連結與食安教育的成果與

行動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 15 日的閉幕儀式中，主持人曾耀銘校長表示，東臺灣擁有豐沛的天然資

源、美麗的人文地景、與多樣性的族群文化，然而在發展上卻受到長期處在「邊

緣」結構的限制，如何從思想與行動並進，找到突破點與發揮創意，發展具有在

地特色的具體行動策略成為當務之急。國立臺東大學是臺東與東台灣的學術重

鎮，更需要肩負責任，透過學術研討、研究、教學並與在地連結，產官學合作、

共創地方。本次在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李玉芬院長所領導團隊的努力下，藉由

這次研討會邀請國內知名社會企業創業家、長期關心社會企業與青年創業的余宛

如立法委員與國內知名學者來和台東地區的學子、非營利組織、社福團體與政府

單位分享寶貴的實務經驗與學術成果，就是國立臺東大學承擔東台灣發展責任的

具體表現。也期待這次的研討會能成為國立臺東大學未來與在地社會攜手合作的

開始，讓臺東大學成為東台灣轉邊陲的學術平台與發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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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2016 翻轉邊陲 開創新局-社會企業與東臺灣人文實踐研討會」 
◆105 年 10 月 14 日(週五)，地點：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1 樓禮納布人文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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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翻轉邊陲 開創新局-社會企業與東臺灣人文實踐研討會」 
◆105 年 10 月 15 日(週六)，地點：臺東大學人文學院 1 樓禮納布人文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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