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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鄉鎮嘉年華打造在地夢想
今天 主角是你
從 2006 年起，夢想社區文教發展基金會由藝術家與住戶組成工
作團隊，深入全台各鄉鎮部落，教森巴鼓、帶工作坊，陪伴發展

「鄉鎮嘉年華」慶典藝術，協助社區凝聚向心力，以藝術解放一

成不變的生活，保有傳統文化同時發出新芽，以綺麗想像呈現
在地歷史故事，用創造力、熱情、勇敢、認真玩樂的生活態度，
釋放日常壓力。

鄉鎮的活力甚至形成區域整合，在夢想嘉年華參與隊伍中，來
自屏東地區的鹽埔鄉千歲、熱情潮州、長治三個森巴鼓團形成

串連隊伍，和全台參與者相見歡，拿鍋鏟的阿嬤打扮嬌美換拿
鼓棒，阿伯穿上閃亮背心帥氣打鼓，85 歲的阿嬤化身水手服美
少女，84 歲的阿公踩高蹺還耍特技，原住民小朋友天生的音樂

舞蹈細胞在此奔放，這一天，每位參加者都是主角，分享平時
練鼓練舞帶來的歡樂開朗與自信熱情。

攝影︱陳守彥︱ https://reurl.cc/qDGqg3

真摯的心
蓋一座讓異鄉客成為原鄉人的建築

汐止於 20 年前是「淹水」的代名詞，好在這裡出了一位夢想社
區的靈魂人物－蔡聰明，由在地農人變身用感情蓋房子的建商，

再到推動節慶藝術的領航者；為了喚起社區意識，行腳世界參
訪社區營造成功案例，在西雅圖飛夢社區的嘉年華遊行裡深受

感動，決定發展台灣的嘉年華遊行，突破保守僵化的社會氛圍。
從一開始想方設法說服住戶參加，到處邀請國外藝術家駐村，
時光荏苒，夢想嘉年華從一個汐止在地活動，走到台北凱達格
蘭大道，走進全台各鄉鎮，走出國際，發展出夢想藝術聯合國，
宛如持續成長的有機體，讓夢想嘉年華成為世界最大的華人嘉
年華盛會。

圖︱夢想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蔡聰明

攝影︱戴永發︱ https://reurl.cc/qDGq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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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熊抱世界．夢想嘉年華
公益與藝術同心協力

05

《熊抱世界．夢想嘉年華》為「南安小熊野放回家」公益活動之

延續，結合黑熊保育、環境教育以及公益關懷，將藝術人文融

入生態保育活動中，以歡樂正向的方式接近群眾。由夢想嘉年
華遊行揭開序幕，集結國內外 45 個隊伍，同時舉辦上百個由動
保、關懷生命、文創、友善農作攤位組成的主題市集。

花車以「海盜虎克熊」、「熊麻雞」、「三面熊神」為三大主題，
由夢想社區駐村藝術家帶領國際與台灣志工共同製作，主角「虎
克熊」來自愛爾蘭藝術總監 Bridget 的發想，以峇里島藝術家

製作的海盜船為基底，希望能更貼近目前台灣黑熊的處境：如
傷殘的海盜般在艱困環境中為生存奮戰，描繪台灣黑熊常被捕
獸夾所傷的真實困境。

藝術魔力串連社會力量、倡導動保議題，匯聚眾人的想望，這
是友善動物與地球環境的生活，充滿創意、歡慶當下，這是無
限擴展疆界的夢想社區。

攝影︱陳守彥︱ https://reurl.cc/qDGqg3

夢想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蔡聰明
古云「三分靠打拚，七分天注定。」我帶領團隊靜心做，夢想
嘉年華是一個範本與象徵，為你的社區誕生一個屬於本地的嘉
年華吧！

夢想社區駐村藝術家 Bridget
享受當下，為生命起舞！人類不是唯一生在在地球上的生物，

從自身做一點改變，去保護環境進而鼓舞他人，為了地球永續
攝影︱陳守彥︱ https://reurl.cc/qDGqg3

圖︱夢想社區駐村藝術家 - Bridget

採取行動吧！

樂天百老匯

樂天百老匯
這是一場心靈改造工程

是一項搖滾的社會實驗

要解放大家對老年的想像

從繪本開發感知

由說書影響社會

從容且健康地快樂打工

老年

老有所用．退而不休．銀髮人力活化

將是生命中美好的銀色光年

搖滾爺奶 開創銀髮世界的英雄之旅

說書戰隊搖滾精神
解放社會對老年的想像

近年來，長輩們的心理健康問題逐漸受到重視，為了找回長者
心中的自信快樂，搖滾爺奶創辦人巧克力老師慧眼獨具，著手
培訓 50 歲以上熟齡夥伴組成「說書戰隊」，帶領爺爺奶奶成立

說書共讀會，從社會參與中找到歸屬感和自我價值。用打工重
回職場創造幸福感，以行動告訴台灣社會：「我們不但有用，
而且超乎想像的好用！」

圖︱搖滾爺奶有限公司創辦人 - 林宗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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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天百老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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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繪本共讀開發感知
到自己的學費自己賺

踏上英雄旅程
為自己跳一支出征戰舞

問，大膽碰觸生命議題，引導大家走入心靈世界，學習愛自己，

介紹自己，從過程中找到自我價值與歸屬。巧克力老師想要培

巧克力老師挑選適合熟齡朋友共讀的繪本，經由討論、遊戲、提
同時解放社會賦予的框架，開放性思考關於成長、生命、創意、
情緒勒索、失智症等議題，過程中練習覺察自己的心理狀態，
學習不評價。

為了鼓勵爺爺奶奶勇敢走出舒適圈、持續成長促進社會交流，

忘我說故事的爺爺奶奶拋下社會角色與頭銜，重新向這個世界

養爺奶正向思考能力，經由不評價及覺察練習強健心靈，和不
同的群眾交流擴展思維包容性，每次說書即再次回味繪本帶來

的寓意與成長，爺奶們正踏上自我榮耀的英雅旅程，為自己的
生命跳起精彩的戰舞。

他籌劃說故事一日特訓計劃，準備好服務戰袍、繪本及證書，

教導熟齡夥伴說故事技巧、群眾帶動和回應方式，以開放性的
繪本故事給予觀眾思考空間，爺奶只要鼓起勇氣接洽說書場域，
無論是幼兒園、醫院志工執勤場合，甚至是爬山奉茶的休息點，
一場說書即可向巧克力老師領回打工酬勞。

老年生活的典範
下一代的幸福指標

搖滾爺奶開展了聽眾對老年的想像，見識爺奶成長的勇氣與格

局，鼓舞年輕人不怕變老。老，可以是美好又幸福的事，長者也

是社會很有價值的勞動資源！當不同世代學會放下成見，體認我
們需要對方，互相學習，支持共好未來，成熟的社會指日可待。

搖滾爺奶有限公司創辦人 - 林宗憲
我們努力實現「銀髮人力活化，退而不休，老有所用」，鼓勵高

齡者極投入社會參與，重建生命正向價值再展風華，開啟對老年
的美好想像。

繪

本

分

享

書名：《活了一百萬次的貓》
作者：佐野洋子
譯者：林真美
出版社：步步

內容簡介： 活了一百萬次的

貓，牠只愛自己的傲嬌，最
終感受到愛時，愛夠了人生
就能完全了嗎？

圖︱ https://reurl.cc/M7Wor4
備註︱部分圖片由「搖滾爺奶」提供

FB 粉絲專頁

Line 群組

自在暢遊趣

自在暢遊趣
森林浴身舒暢

親近山林心花開

精選全台無障礙

環島一週沒問題

進山入林手牽手

長輩小孩享樂趣

包山包海

公園郊山

通通有

看好資訊

整裝出發

通通一起來 暢行無阻 全家共遊

全家 齊步走

全台走透透 無障礙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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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https://reurl.cc/ZnNa4p

走走 一起走 我們小手拉小手一同去郊遊

親近山林好處說不完，徜徉天然療癒場裡，可平衡自律神經達到紓壓放鬆、平靜情緒，更能增強腿力、心血管健康、肺功能、改善腸胃

功能及促進免疫力。但大多數的步道都有階梯，讓行動不便的長輩們、輪椅族、嬰兒車族只能望梅止渴。長期致力於高齡社會居家環境

轉型的愛山好夥伴：羅布森樓梯升降椅，與健行筆記聯手推出全國「無障礙步道」專區，精選全台輪椅族、推車族也能順利成行的森林
步道，不論是老大人的輪椅或小小孩的嬰兒車，都能輕鬆走進大自然，享受生活的美好！

北部

新北三芝
二子坪步道

山池蝶霧 夢幻場景

網 頁 資 訊

屬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區，與阿里山、太魯閣並列台灣十大景

里程｜ 單程 1.8 公里

休憩區地勢寬闊，位於大屯山的西側背風面，常有雲霧繚繞，

路線｜

踏青、野餐。

推薦特色｜ 有「蝴蝶花廊」之稱，夏季賞蝶好去處。

觀步道，更是臺灣三大賞蝶景點之一，全線設有無障礙步道，
設有木棧步道、亭台座椅，適合全家一同賞蝶、賞鳥、賞景、

二子坪
遊客服務中心

二子坪步道

所需時間｜ 1 小時 20 分鐘（往返）
1K / 23min

涼亭

0.8K / 17min

二子坪休憩區
< 折返點 >

自在暢遊趣

南部

嘉義竹崎
圓潭自然生態步道

網 頁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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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潭生態步道

生態賞螢 秀麗瀑布

圓潭自然生態園區地處阿里山系，有三個雅致的瀑布、豐富的地形景觀和活潑的生

態，涼風徐徐、蛙鳴鼓譟、彩蝶紛飛、神秘螢火蟲、溪魚飛鳥，是最天然的生態教室，
平坦步道便利老人家散步健行，小朋友也可以開心跑跳，設有涼亭或觀景台可以稍作
休憩，愜意自在健行趣。
里程｜ 單程 1.7 公里
路線｜

圓潭
遊客中心

所需時間｜ 45 分鐘（往返）

0.1K / 2min

0.3K / 5min

心湖
瀑布

0.4K / 8min

向山瀑布
觀景平台

向山瀑布
觀景平台

0.4K / 15min

0.5K / 15min

植物園區涼亭
< 折返點 >
圖︱ https://reurl.cc/XXQDma

推薦特色｜ 每年四到六月賞螢最佳，秀麗瀑布及豐富生態，適合全家老小同遊。

圖︱ https://reurl.cc/EKQ8KR

東部

台東長濱
金剛大道

山海壯闊 心曠神怡

金剛山座落於海岸山脈，山勢地形、植被與光影千變萬化，
如一隻巨大的金剛（猩猩）矗立，因此命名「金剛大道」。
從筆直道路、綠毯梯田與草原出發，由金剛山至高處望西，
太平洋海天一色，白雲高掛，金黃稻浪翻飛，四季更迭別
具風味。
圖︱ https://reurl.cc/EKQ8KR

中部

圖︱ https://reurl.cc/Nax169
攝影︱廖健廷 https://reurl.cc/9znoVx

以溪洲特有花卉、苗木打造精緻花海，是台灣平地

最大公園。公園區以花卉藝術造景環繞中央生態池；
森林區有芬多精、櫻花、風鈴木三大步道，充滿浪

漫優雅氣息；苗木區則可登高望遠，繽紛花毯盡收

眼底。全家一同散步、跑步、騎單車、寫生、野餐、
生態觀察都很棒！

網 頁 資 訊

里程｜ 環狀 5.9 公里
路線｜

彰化
溪州公園

金剛大道

里程｜ 單程 1.6 公里

路線｜

金剛大道
起點

所需時間｜ 50 分鐘（往返）

0.8K / 12min

金剛
望海亭

0.8K / 13min

金剛大道終點
< 折返點 >

推薦特色｜ 為忠勇自行車道一部份，路經巨石文化遺址，可一探百年榕樹、
石龜許願池、巨石遺址、水源地等文化特色地點。

彰化
溪洲公園步道

藝術造景 浪漫如畫

網 頁 資 訊

溪洲公園

所需時間｜ 1 小時 40 分鐘
公園區
入口

0.9K / 15min

森林區
入口

1.4K / 25min

2.7K / 45min

苗木區
觀景台

0.9K / 15min

苗木區
入口

推薦特色｜ 超大型公園型態精緻步道，全程平緩可騎單車。

老派俱樂部

老派俱樂部
模擬實境感同身受

快閃激盪美好未來

年後的想像

50

穿越時空

遇見

關心明日

在樂齡生活中體會友善

一場與自己相遇的感動旅程

幸福 溫暖

樂齡體驗策展

15

圖︱羅布森總經理汪世旭 ( 左 ) 與台中市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

回到未來 2069 與 50 年後的自己相遇

快閃兩週的「審計新村 2069 回到未來」主題展，由羅布森股份

有限公司策展，和弘光文創產學合作設計規劃，及弘道老人基
金會合作，關心邁入高齡化的台灣社會，導入製造、通用設計

和服務設計，藉由穿越未來 50 年後的模擬實境，體驗銀髮族的
生活不便，透過身歷其境，進而同理長者的內心與需求，更關
懷身邊的長者，藉著以身試老，思考銀髮的價值與意義，同時

也試乘樓梯升降椅，感受未來行動不便的居家自由新方法，對
樂齡生活更友善。

穿越時空門
用身體與心靈體會長者

有一種生活叫羅布森
修心、成家到關懷社會之路

從套上「高齡體驗裝備」變身為視茫、重聽、駝背的老人家開始，

這是一場與未來 50 年後自己相遇的感動旅程，不少民眾留下了

的未來，如何在行動上造福不便的長者，讓「活躍老化」理念

間多陪陪家人，體諒老人家緩慢的行動，也要有好好照顧身體

正式進入未來模擬實境，感受緩行體驗和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

實踐在生活中：健康、社會參與、安全與獨立的老年生活。最後，
羅布森邀請您靜下來，思考這段時空旅程，對於老年有什麼想
像？寫一封情書給未來的自己。

給自己的文字與體驗感想，像是感受到時光的珍貴，要把握時
鍛鍊肌耐力的醒悟，更重要共同的感受是：守護年邁的家人，

真的很重要！ 一如羅布森企業體推行的生活型態，一個吉祥、
平安、喜樂的羅布森生活，一種個人、家庭到社會共榮的美好
明日。

暖心冬至家有愛

新竹市勝利路 203 號

永樂屋｜ 無障礙輔具

03-524-5831

彎軌

新竹市鐵道路二段 53 號 1 樓

中部

03-533-2090

樂齡網｜ 文心店 彎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202 號

04-2299-4860

福氣照顧生活館｜ 梧棲店 彎軌 直軌

臺中市梧棲區頂寮里大仁路 2 段 349 號

佑春醫療器材行

彎軌

台中市東勢區第一橫街 65 號

南部

必翔銀髮樂活館｜ 台南店 彎軌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599 號

百佑長期照顧用品專賣店

直軌

台南市永康區富強路一段 39 號

丁丁藥局｜ 高雄大昌店 彎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87 號

04-2588-3768

06-221-6889

0800-600-515

07-387-6235

丁丁藥局｜ 屏東廣東店 彎軌 直軌
屏東市廣東路 97 號

04-2657-0600

08-722-1761

長夜將盡

永興醫療儀器行 彎軌 直軌

陽氣始生

03-427-0188

冬至吉日大如年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 312 號

天賜福氣

丁丁藥局｜ 桃園延平店 彎軌 直軌

禮天敬祖

02-2581-8477

圍爐圓滿添溫馨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 131-4 號 1 樓

羅布森樓梯升降椅

北部

必翔銀髮樂活館｜台北輔具中心 彎軌 直軌

以愛守護代代相傳

歡 迎 至 各 大 試 乘 據 點 珍 選 大 禮

用心連結全家人

世代相守年團圓

升降自如

坐擁幸福

歡慶添歲心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