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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人，自婚前的「完全行為能力」

者，進入婚後的「限制行為能力」者，及至孩

子長大之後，淪為「無行為能力」，小學畢業

和大學畢業的主婦，婚後知識貧乏程度幾乎一

樣。

但是，在這個急速變遷的社會中，許許多

多的「絕對答案」都一一被瓦解了，不只性別

可以變變變，社會角色也同樣被顛覆。於是，

「家庭主婦」再也不只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調

配師，「家庭主婦」甚至可以成為支撐社會大

局的台柱。

挽袖打造社區

在1960年代，台灣社區發展一直都是由社

政單位以行政的方法，由上而下採全國統一模

式來推行。數十年來全國各個鄉村的社區活動

中心一幢幢落成。結果是，活動中心雖然全國

普及，卻未必被賦予生命，以致有許多活動中

心一直淪為閒置空間。

在高雄縣仁武鄉澄清湖旁的大華社區有著

一座閒置多年的社區活動中心，是一棟三樓的

建築，緊鄰大華國小。民國八十三年七月，鳥

松鄉大華社區發展協會正式成立，成立初期，

這群貴夫人開始走入社區，她們捲起衣袖，

親自打掃和粉刷荒置已久的活動中心。

她們從「媽媽教室」的課程中看到自我的成長，

並以回饋的心攜手為社區發展注入新生命，

社區的事務成為一座橋樑，帶領著這群家庭主婦和社會進行接軌。

大華社區發展協

會為了讓外縣市

的來賓能更加了

解高雄縣，特別

舉辦解說員培訓

營，這群結業的

解說員，成為行

銷高雄縣觀光之

美的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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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袖打造夢想家園

去年由大華社區發展協會籌辦「敲鑼打鼓逗陣行－全國社區民俗育樂活動觀摩會」，有來自全國包括武場宋江陣、

戰鼓團、舞龍舞獅隊、跑旱船、十二婆姐陣、跳鼓陣、和太鼓、花鼓陣、迎親隊、民俗及原住民舞蹈團；文場有

八部合音、國樂團、南管北管戲曲、民謠五音、原住民傳統歌舞等演出，參加人員約有兩千人，場面盛大熱鬧。

文．圖片提供／蘇士雅

家
庭主婦」曾有著既單純又明確的意象，等同於「家庭

煮婦」。根據早期一項調查報告，在生活狀態上，幾

乎每個家庭主婦都是全家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在人際

關係上，家庭主婦被丈夫、子女、公婆包圍，全然失去了

「自我」，為人妻者，處於附屬、被動的地位，處處以丈夫為

依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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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其功能性，直到八十五年，社區的一名家庭主婦許麗慧

女士看中這個閒置的活動中心，創辦了「媽媽教室」。

大華社區內部高級別墅群集，並有數座

閩南與客家的古老四合院，還有數座已晉級

為古蹟的廟宇和天主教堂。目前尚有一座宏

偉的基督教堂正在建造，人文結構十足豐

富。

大華社區的婦女大都是一般人所謂的

「貴夫人」，他們的另一半，都是白領階級、

專業人士或是大地主。對於貴夫人一般人會

有特定的看法：養尊處優、雙手白皙，和朋

友喝下午茶，拿先生的收入和兒女的成績當過招武器，只

是，她們也和一般家庭主婦缺乏社交的環境。在許麗慧的號

召下，這群貴夫人開始走入社區，她們捲起衣袖，親自打掃

和粉刷荒置已久的活動中心。她們從「媽媽教室」的課程中

看到自我的成長，並以回饋的心攜手為社區發展注入新生

命，社區的事務成為一座橋樑，帶領著這群家庭主婦和社會

進行接軌。

民國八十六年，許麗慧女士接任發展協會總幹事。在她

積極經營下，「媽媽教室」課程越來越多元化。八十五年剛

開課的時候，只有氣功和紙黏土二班，後來最多曾有過十八

個課程同時進行：英語、日語、繪畫、書法、陶塑、舞蹈、

歌唱、戲劇、打擊

樂、寫作、編採、

烹飪。在豐富的課

程中，學員時常聚

集學習，逐漸建立

社區情誼。於是，

一批有心人開始思

考：我在社區中收

穫，該如何回饋社

區？

秀、樂器演奏、藝術品展示。

這一場「大華社區成果展」的策劃執行，

全是由社區的家庭主婦們一手包辦，而且一切

的表演與展示品全是社區中的成員自行創作。

一個非專業團體能進行如此龐大的展演，實在

令人感到敬佩，深深讚嘆社區「媽媽教室」多

年來豐富的課程讓學員們從中習得能文能武的

技藝。

91年，鳥松鄉公所向文建會申請「鳥松鄉

觀光休閒產業精緻發展與振興」經費，委託大

華社區發展協會、正修科技大學和文山綜合中

慶功宴的背後

某晚，在一家餐館中，兩大桌吵雜的客

人，雖然疲憊卻非常興奮，一台手提電腦被搶

著觀看從數位相機所拍的照片。這樣的場景，

像極了一群剛考完試的學子，在放榜看板上爭

先尋找自己的名字一般。

這一場飯局，被稱為「慶功宴」，因為當

天，他們順利完成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活動，吸

引了數千人聚集，為澄清湖製造了難得的熱

潮。照片就是記錄著整天活動的畫面，當中，

有舞蹈表演、話劇演出、朗誦、歌唱、服裝走

「文化體驗營」活動

讓鄉民對本地文化

有更深入的體驗。

每期皆有大批青年

學子踴躍參與。

大華社區內擁有一

座溼地公園，它是

國內第一座以溼地

為主題的公園。

為了培養社區內兒童對生態觀察的興趣，進而增進對環境愛護的認識，大華社區發展協會開辦「兒童暑期生態營」，邀請

高雄鳥會的資深老師和社區小朋友一起在溼地公園進行生態觀察。



第50期
2005年1/2月

71

籤在社區中拼湊成一幅繽紛的畫像。

他山之石

日本有本《谷根千》社區雜誌已發行了二

十年。這是由三位媽媽在奶瓶、尿布和柴米油

鹽之間，合力發行創作的一本刊物。透過《谷

根千》，她們和居住的社區居民產生了互動，

進而推動社區調查、古蹟保存等工作。如今，

這本雜誌已成為維繫社區居民情感的重要媒

介，同時也是外地人認識該社區的主要橋樑。

學一起承辦。短短三、四個月，完成了所有的計劃，包括

「認識美麗的故鄉－鳥松溼地」活動、「美麗的故鄉印記－

親子捏陶樂和采風繪畫比賽」，以及美食文化展覽、「社區

總體營造理念及經營研討會」與綠美化社區營造。在綠美化

執行小組的努力經營，以及附近居民悉心照顧之下，更獲得

了92年度農委會林務局評選為綠美化績優社區的榮譽，同

年，也獲得內政部頒發社區發展業務推動工作績效評鑑優等

獎。

這個由家庭主婦主導經營

的社區，在全國五千多個評鑑

社區當中脫穎而出，在地方造

成轟動。此外，還陸續獲得許

多肯定與獎勵，包括：農友社

會福利基金會所舉辦的台南、

高雄兩縣鄉鎮社區活動中心綠

意設計比賽第三名、獲選為高

雄縣活力社區。

大華社區發展協會人員全

70

是志工，不僅沒有任何津貼，辦活動的所有雜

支還都得自掏腰包。在獲得全國社區發展業務

推動工作績效評鑑優等獎之後，為了因應越來

越繁複的工作，開始進行專業編制，依照志工

們的專長，分設企劃、行政管理以及推廣執

行。這群貴夫人除了「家庭主婦」這個頭銜之

外，還有另一個專屬於個人的職務頭銜。

在社會中，「頭銜」是一個重要的能力認

證，但對居住於大華社區的家庭主婦而言，

「頭銜」只是不同顏色的標籤，這些彩色的標

社區學苑的課程五花八門，目

前參與的學員數已逾500人，

這些課程全面提升了社區居民

的智識。

大華社區發展協會承辦「文化大趕集」文藝季系列活

動，在澄清湖的三亭攬勝區登場，讓參與者親近澄清

湖，愛上久被遺忘的小西湖，重振昔日旅遊盛況。社區

媽媽能歌善舞，雖不是專業舞群，投入的演出總是贏得

眾人讚嘆。

社區媽媽組成的這支敲擊樂團已在台灣打響名號，不

僅在社區中贏得讚嘆，在外縣市亦是搶手邀約的對

象，去年還曾經應高雄縣稅捐稽徵處邀請，於稅務推

廣活動中做精彩的表演！

社區學苑成果展舞蹈團，表演古典扇子舞，服裝和道具皆是團員自己親手設計縫製。平日擔任家庭主婦的學員，

這一刻，全成為傑出的舞者。圖左二為王淑樺，右二為苗夢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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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來日本地價狂飆、大樓平地築起，古蹟與生態連

連遭受破壞，但經營《谷根千》的三位媽媽長期堅持以其微

弱的力量維護社區的文化與環境。令人欣慰的是，在台灣也

有越來越多的家庭主婦也一樣以其微弱的力量，扛起維護社

區的使命。

這二年來，協會還更策辦拜訪藝術家之旅、戶外裝置藝

術創作、兒童生態營、外地社區觀摩、社區資源與需求調查

問卷、全國社區民俗育樂觀摩會、編製人文生活環境地圖、

文史考察、發行社區報、社區解說員培訓等。

社區營造運動不只是在營造一個社區，還是在營造一個

新社會、新文化、新的「人」。從大華社區發展協會打造社

區的成果上，令人不禁思考：家庭主婦絕非社會的次等角

色，其社會地位、社會價值是否應該重新被定位？大華社區

的志工甘於承受「家庭主婦」平凡的頭銜。目前雖然有了一

點的成就，她們卻異口同聲的說：沒有先生在背後支持，就

不可能有今天。

先生為家庭打拼，太太聯手打造社區。到底誰比較厲

害？她們可不想分出高下。

72

社區學苑成果展展出得作品琳琅滿目，包括花藝、繪畫、

書法、陶瓷等，觀眾當場熱烈進行討論。

大華社區比鄰澄清湖，十分幽靜美麗，在社區居民合力打

造下，社區具備人文與景觀之美。

大
華社區成為當地居民的驕傲，同時是全台社區發展最佳的示

範。這成果全賴這一群以社區為家的家庭主婦。

她們很平凡，但背後的故事卻令人感悟良多。

帶頭打造社區

許麗慧，參與社區事務已有七年；從一介志工變成成為大華社

區發展協會的靈魂人物。當孩子逐漸長大，許麗慧終於有多餘的時

間展開觸角重新進入外面的世界。先生看她古道熱腸老是為別人的

事忙進忙出，所以建議她：妳這麼喜歡服務，何不將心思花在自己

的社區？就這樣的一句話，

讓她毅然投入社區服務的行

列。

七年前她創立「媽媽教

室」，為原本平淡無趣的社區

注入活力，其後，她以熱情

活力贏得了眾人的肯定，自

民國八十六年起連續擔任三

屆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參與社區事務，不可避

免會碰觸到與特定人士既得

利益的衝突，許麗慧為了維

護優質的社區環境，常面臨

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險境。

為了讓自己的角色更富彈性，許麗慧於是辭去總幹事職務，但是她

在社區事務推廣上仍然不鬆懈，至今，她還是實務的掌舵者，除了

料理家中的工作，其餘時間全奉獻給社區。

由於許麗慧太積極在公共事務上，地方角頭開始將她視為勁

敵，擔心日後搶去有限的選舉名額。不過，許麗慧溫柔的說：我安

逸於現在的生活，擔任先生的老婆、孩子的媽媽、和社區姊妹攜手

打造美麗的家園，關於政治，我可一點興趣也沒！

大華社區的

志工媽媽

93年2月7日高雄縣舉

辦「森情愛台灣」植

樹月啟動典禮，陳水

扁總統南下與民眾

「森」情相對，一同

種植樹苗，且親自頒

發全國「綠美化模範

社區」獎盾給大華社

區發展協會，由許麗

慧女士代表領獎。



年，付出十分有限，但期望未來能夠為村民盡更多心力，自己也能

夠學習更多、更成長，以豐富人生！

並非居住在大華社區陳怡君，卻在此擔任了三年的志工。

陳怡君在職場上退休後，開始認真經營自己的生活，也經常關

心社區大小事。多年前透過朋友的介紹而接觸大華社區發展協會，

她發現由許麗慧所帶領的志工團隊非常優秀，於是，抱著取經的態

度加入協會，一方面學習別人的長處，一方面將所吸收的東西用到

自己居住的社區應用。

台灣大樓林立，但是居民資源未被開發運用，彼此的情誼也沒

有串聯，陳怡君的住所也是在大廈中，這些年來，她積極的將大華

社區發展協會的模式轉介至其所住的大廈管理委員會，期望大廈的

空間做更有效的運用。當空間被活用，大廈有了生命，居住其中的

人自然會對它產生感情。

尋求社區永久的家

苗夢慈一臉白皙，十足台北人的氣味。婚前，逛街、買書、聽

音樂會、看電影生活填得滿滿的。嫁到大華社區初期，還有著台北

人對環境、人際疏離的態度，獨來獨往於各項藝文活動領域中。隨

著居住時間久了，目睹社區中一群主婦們無私地持續付出心力，心

中開始對左鄰右舍產生溫情。在許麗慧邀請下，她毅然加入社區志

工隊伍。如今，她已成核心人物，也是志工隊伍的前鋒之一。

職場上，大家下班後分道揚鑣，鮮少談論內心事，但是社區志

工隊伍，除了工作，彼此之間談論的事情包羅萬象；在心情上，這

群人形同生命共同體，所有的喜怒哀樂都彼此分享、共同承擔，這

種不同以往的經歷讓苗夢慈深受感動與著迷。我問來自台北的她會

不會有缺乏根源的感慨？「我不覺得自己是外來者，從開始至今，

我將這塊土地當作自己的根在耕耘」她這麼說。

吳碧宜早期在教育界服務，退休後，一頭栽入社區的活動，一

面上課，一面貢獻自己的力量。

大華社區發展協會曾多次參加外縣市社區觀摩，吳碧宜從中了

74

放寬自己 路更廣

王淑樺婚前是公務人員。過去，王淑樺把所有精神都放在家

庭，孩子的一舉一動都被掌控。為了提供給家人完美的空間，她隨

時在屋中抹抹擦擦，不容許一點灰塵入侵，先生和孩子雖然被照顧

周到，心中卻承受極度的壓力。現在，為了社區事務，王淑樺偶爾

沒辦法對家人做到完善的照顧，不過她的先生和小孩一點都不為

意，既然媽媽沒空煮飯，吃吃便當也無妨。媽媽開始走入社區團體

後，嘮叨的聲音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輕快的打擊樂聲，以及書寫

書法的背影，全家人終於可以沉浸於舒適自在的家了。

「其實，家中有一點灰塵也沒關係，」王淑樺放寬了自己，卻

找到了更貼近自己理想中的家庭。

高玉貞女士，加入義工陣營已經五年。結婚初期，高玉貞是個

全職主婦，日復一日，她自己意識到婚姻的質感正在減退，所以決

定接觸外界以豐富生活。

現在，在夜裡高玉貞和先生還常會進行嚴肅的討論，她歡喜的

說，一個人的想法有其侷限度，先生可以幫助她學習從另一個角度

看事情，在社區事務上，才能表現得更周全。

義務付出，卻得到豐富的家庭品質做以回報，難怪高玉貞對社

區服務的熱忱越來越烈。

打造美麗新世界

杜佩芬來自南印度洋上著名的度假島嶼Mauritius。1965年杜佩

芬來到台灣，而於15年前搬到高雄定居於大華社區。婚後的她，從

事湘繡工作，54歲退休後，在社區媽媽教室參與一些課程，因為感

動於協會志工

的 熱 情 與 奉

獻，遂加入志

工行列。她謙

虛表示，擔任

志工才短短兩

在許麗慧女士的號召

下，這群貴夫人走出家

庭，以回饋的心共同攜

手為社區發展注入新生

命，圖中為杜佩芬（前

排左二）、侯雪月（左

三）、陳怡君（右一）、

許麗慧（右四）、李味

（後排左一）、王淑樺

（左三）、苗夢慈（右

三）、陳玉貞（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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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各協會的處境。由於許多縣市政府推廣的社區事務，皆全權交

付社區策劃執行，村里長不涉入，社區協會有足夠的發展空間。相

較於大華社區，協會必須消耗大量的精力與村長協調。協會本身也

沒有民代的力量，當社區利益與官方利益衝突時，自然只有被打壓

的下場。

本著過去擔任教師一貫的認真風格，吳碧宜對大華社區發展協

會現在的處境有著憂心。由於協會成立以來，卓越的成效匯集了眾

多居民的參與，當初閒置的活動中心，如今已成為學員聯絡的據

點，在樹大招風的情況下，這個場所已面臨被限使用的處境。吳碧

宜冀盼協會能夠有更自主的權力來推動更多利於社區的方案，在這

之前，她們正積極在尋求一處作為社區協會的固定場所。

每一天都是開始

侯雪月，今年六十四歲，孩子都三、四十歲了，她不僅身材婀

娜，還十分活潑好動。侯雪月最喜歡佛朗明歌舞，也愛服裝走秀，

每回成果展上，她總是擔任壓軸角色。雖然已六十四歲了，但任誰

見到她，都會迷醉於她開朗的笑靨。除了在媽媽教室中積極學習各

項才藝之外，侯雪月對社區事務也熱中投入，每回有大型活動，她

就主動打電話聯絡。在成果展上，還要鼓勵害羞的成員勇敢上場，

有這位老媽媽當榜樣，眾人的信心的確增強不少。

李味，今年五十七歲，先生是前台塑工程處處長，生活富裕、

家庭和樂，因為這樣的條件讓她無後顧之憂投入社區活動。

李味說她喜歡「全力以赴」的感覺。因為參與了創會過程，她

對這個團體有更深厚的情感，又因為慶幸自己居住在這麼美麗的社

區，李味更有一份維護社區質感的使命，所以不論是出錢出力，只

要能做得到的從不推諉。

她說：我甘願花錢花時間在社區事務，因為這是生命的意義！

黃劉花，71歲高齡，參與「綠美化小組」。負責綠美化的「綠

手指」媽媽們個個喜愛拈花惹草，對樹木、花卉及草坪栽植與養護

76

的專業知

識相當豐

富。她們

將美化自

家庭院的

心得推及

至社區，

在她們的

經 營 之

下，大華

社區不僅

兼具藝術

人 文 氣

質，還是

一座外表

美麗的花城。

人生七十才開始，對黃劉花而言，每一天都是開始，她永遠懷

抱著孩童般的強烈求知欲在充實自己的人生。

曾琇春，58歲，有一個小孩。二○○四年七月在澄清湖舉行的

動態成果展上，她在舞台劇中扮演戲鳳中的大牛角色，手持掃把，

既威嚇又土直的模樣笑果十足，儼然練就一身戲劇功力。但下了

台，她可是內向木訥的性格。

婚前的她，從事電子修護，婚後，全心全意照料家庭，她不曾

料到，有朝一日竟然也會像明星一般登台作秀，聚光燈全打在她的

身上。奇特的是，她的先生至今還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早已活耀於社

區當中，也全然不知老婆在忙完家事後，家居服一脫，換上社區制

服變身成為打造社區的靈魂人物，偶爾還會穿上華麗的衣服上台走

秀。這情境，還真像童話故事的灰姑娘，午夜十二點鐘聲一響，褪

掉華麗的衣服，沒人知道她經歷了一場豐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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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社區發展協會娘

子軍無戰不征，對於

社區事務的推展從不

落人後。她們能文能

武的功夫令人刮目相

看。圖中為杜佩芬

（前左一）、王淑樺

（左二）、侯雪月（左

三）、吳碧宜（後左

三）、曾_春（右一）、

陳玉貞（右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