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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農業文化
「農業」是滋養各族群的重要基礎之一，臺灣島內地形豐富，自然資源條件隨地區各有不同，為因應地

形、地勢、土壤、氣候、水源、雨量、物種特性⋯⋯等等不同條件限制，祖先們各自透過數百年的時間，

在所居住的環境中重複實踐，累積了難以計數的農業智慧，並與各族的文化脈絡緊密結合，一代一代的承

傳，每一項農業知識與技術的流傳背後都涵蓋著一套寶貴的文化系統。然而在人們過於仰賴科技的今日，

這些珍寶流失的速度遠比人們所能想像的快速，為了避免這些前人的智慧成為再也無人可敘述的故事，本

期「原住民族的農業文化」試圖以不同角度進入農業的諸多面向，看各地如何透過不同的探索與實踐，試

圖讓新、舊產生連結，讓農業文化的精髓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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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雅美族芋田經營的生態智慧

鄭漢文
現職台東縣桃源國小校長，長期投入台灣原住民文化生態。著有蘭嶼雅美族民族植物、排灣族民族植

物、蘭嶼雅美族鳥類文化等。

一、前言

芋田是蘭嶼島上最大的人為地景，依著土壤地力、水源供應、人力調配、儀禮

進行，不定期的開墾和休耕，也因此創造了廣袤的水渠灌溉濕地和五節芒草生地相

互交雜的生物棲境。雅美族在芋田經營的漫長過程中，發展出特有的農耕文化，乍

看像似單一作物的經營型態，實則是以遺傳、物種及生態系多樣性的方式，維持著

人與環境間之動態平衡。並透過每次的落成儀禮的相互饋贈，或是以同易同的禮物

交換，進行著各種品系的更換與保存。

二、芋田遺傳多樣性的經營

蘭嶼島上的芋田經營，除了在水源充

沛的下游地區開闢大面積的水芋田外，其

它如林下栽植，山麓溪澗旁也都散布著大

大小小的芋田。不同品系的芋頭分別種在

不同環境，一方面測試它們對水溫、土壤

和病蟲害的抗逆反應，同時也進行選汰以

保留適合的品系。
雅美族婦女正在經營芋田。（照片提供／鄭漢文）

芋頭不能缺，生活上很重要。蓋房子前先種keytan（旱芋），它很會生小
孩（mikekeytan），當keytan種好後再開墾芋田，先種有泉水的地方，那裡
長得最慢；再種不好的土地，再種有毛病的土地；接著再開墾好的土地。

─謝加輝

水源頭處的芋田通常以林農經營的方式，刻意保持林下的濕潤環境，以利芋頭

的生長。芋田有不同的稱呼，koran是指居家旁經常有水的芋田，akakawan是指
「時而有水時而乾旱」的芋田；燒墾過後的芋田稱為kawakayan，林地內的芋田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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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系的多樣性栽培。（照片提供／鄭漢文）

piowamowan。海拔較高的水源湧出
處的芋田稱papaovangan，這些不同
名稱，指出不同微環境，適合不同品系

的芋頭（如表1）。
不同品系的芋頭，在文化上也有不

同的意義。rakoasoli（最大的芋頭）是
家屋或大船落成時，整株挖來清洗乾

淨後，掛在儀禮場合的最顯眼處。另

外，落成禮使用最大量的是祖先最早栽

植、代代相傳的mizag soli和alaleng。
kararo也是祖先傳下來的芋種，做芋糕（nimay）最好。這些品系在每次儀禮的分享，
或是以同易同的饋贈，默默進行著各種品系的更換與保存。

有些品系已經不見了，因為它長得很慢，但有些是從台灣帶進來的，他們

說是檳榔心芋，雖然長得很好，可是我們吃起來覺得口味不好，又不能做

成芋頭糕，我們就不想種了。──蔡月香

當然，也有不好的品系散生在芋田，如mareht opi（芋柄不好吃），通常都會被
拔除。

morozit
（rakoasoli）

品系

maseveh

kararo

alaleng

minilaw
（mizag soli） 

paton 
（mavehng opi）

keytan

葉柄具縱線

特徵

葉片很大

葉柄綠色

葉柄黃綠色比較白

葉柄紫色

芋柄很黑

旱芋（通稱）

papaovangan（較高的山上水源處）

環境名稱 

papaovangan（湧泉處）

botbotlan（水源流動處、較高山區）
piowamowan（林地內的水生環境）

lokazeman（水窪處）、karaoman 
（長蘭嶼莞淺水環境）、paokavang 
（河床泛濫平原）

（karalowan）常乾涸處

（akakawan）時而有水時而缺水處

kawakayan （燒墾後旱田） 、
kanonokan （有毛病的地）

路程較遠、水較清涼、土壤肥沃，一

般由男人栽種做為落成儀禮之用。

說明

水溫低長得慢，但植株會長得很大。

很會生子芽且都圍繞著母株；很適宜

製芋頭糕，螃蟹節慰勞男性不可或缺

的食物。

在新墾芋田中央最先種一棵alaleng。
較不怕鹽霧。口感硬、滑、黏。

種尾水處，水分較少土壤較硬的地方

種芋田外圍水份比較不足處，也適合

種旱田和不重要芋田，很快有地下莖

也很會長子芋。

很快就長芋頭，但產量不如水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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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芋田物種多樣性的經營

芋田經營不僅是為了主食的設想，白鼻心、鬼鼠、亞洲家鼠等也會過來分享。

而鷺科、鴴鷸科或鶺鴒科鳥類，或是紅冠水雞和白腹秧雞，也常與婦女一起做伴。

至於虎皮蛙、黑眶蟾蜍和鱸鰻，則多半在夜間護持著芋田。

有人問：「為什麼我們不吃青蛙和鰻魚？」

老人家謝加仁說：「我們也知道可以吃啊 !但幹嘛去吃它！難道我們沒有東
西可以吃了嗎？」

這個對話裡，生物所給出的意義超越了食用的價值。青蛙以昆蟲為食，早為大家

熟知；那鱸鰻除了攝食水生昆蟲外，不可食用的文化設計，自有其文化生態上的意義。

以前水芋田很多鰻魚（tona），老人常說：『鰻魚會帶來水源，不要動它。』
野銀部落水源地那裡的泉水很大，但是在幾年前，一條手臂粗大小的鰻魚

被抓走後，水源就變小了。─ Syaman Mateleng

芋田裡的蒼鷺。（照片提供／鄭漢文） 葛仙米藻。（照片提供／鄭漢文）

鱸鰻（swamp eel）會清除或開闢水道，牠孵化後便游向陸地的水域，一邊長大
一邊循著暗渠的源頭游動，由於身體的蠕動因而導出泉水。芋田如果沒有水，那麼

錐蜷、網蜷、蜆等等淡水貝也就無法存活，牠們的殼體也就無法提供大量的石灰質

預防土壤酸化。

再者，除了這些動物之外，芋田裡的地木耳、葛仙米藻其絲狀體有個共同的膠

質衣鞘，能發揮固氮的功能。另外，滿江紅和青萍的葉片充滿多黏液的空腔，與固

氮藍綠藻共生，其個體除提供養份外，每4∼ 5日就可增加一倍的繁殖速率，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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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雜草及水棉可以達到抑制作用。這些生物固氮的肥田方式，早已是當地居民的常

識。

 kapong（葛仙米藻）是很好的藻類，會讓芋頭長得比較快，有kapong表示
芋田常年都有流水。但是，如果田裡的kapong太多、太大，就要拿起來丟
在田埂上。如果田裡缺水，生出kamasowaw（水棉）是最不好的情形，芋頭
會長得不好，它會使芋頭塊根爆掉。masaw就是使芋頭長成這樣綠綠的，
會有小小的洞洞那種情形啊！──黃馬陸

四、結語

近年來傳統習慣跟不上環境的改變，外來物種「搭輪」或「乘機」入境蘭嶼，外

來物種隨著交通的頻繁逐一跨海而來，嚴重影響芋田的自然耕作。尤其很會吃田裡

肥份的禾草和很會吃芋頭的金寶螺，讓芋田主人頭痛不已。

 這種草是台灣來的，以前沒有，我們不必那麼辛苦的一直拔；金寶螺真的
害死人，不知道哪個人把它帶進來，撿也撿不完，而且還不停的吃芋頭，

害芋頭都長不好。─ Sinan yeikoey

芋田的經營是島嶼生態中能量轉換最為成功的機制，其同時也是過去食糧最少

輸入的地區；可是，當耕作模式及食物文化改變時，芋田逐漸走入歷史的過程中，

文化的消失也使得這個優勢不復存在。

 這塊田是一個長輩的，他太太死掉以後，沒有人可以幫忙照顧芋田，他身
體又不好，沒有辦法常常來除草；他又不知道怎樣使用殺草劑，整瓶通通

倒下去；雖然雜草少了，可是現在他田裡的芋頭長不好，連我們底下的芋

頭也都長不好；現在的種子（芋頭莖）很容易熄滅（沒有生命），以前三年才

收，現在一年就要收了。──Sinan kamataen

殺草劑代替了人力除草的掘棒，農藥取代傳統以夜光螺、水字螺散發的石灰質

來殺菌；然而，雜草沒有除盡，蟲害也沒有減少，反而出現更多來不及認識就闖了

進來的異形，也讓很多來不及認識的地方知識就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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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vu的耕作法則

臺
灣的地形可分成山地、丘陵、平原、盆地或台地。排灣族人居住在高聳的山

地地形因而稱自己為kacalisiyan「山坡上的居民」，因為原始部落的居住環
境絕大部份是在山區的斜坡地上。族人在山坡地建造房子、開闢農田，一直到日

治時期與國民政府初期來臺時才將部落遷往較平坦的區域，但耕作地仍然要回到

山上。傳統的生活環境不但練就了族人一身的好體力，也激發了族人的智慧想出

一個與大自然合作的耕作方式！排灣族就地取材，掌握生活環境的特殊性，製作

水土保持措施，這是人與環境、自然與土地互動而得到的經驗而發展出來的科學

智慧。山坡地的耕作開墾方式有六個重要階段：擇地、開路徑、砍伐、燒墾、再整

地—去石塊築木樁或石牆、耕作。

一、擇地

部落的生活區域也就是傳統領域對族人是非常重要的。標出與他人的地界

veqeveq na qinaljan為準，劃出一個村民的活動範圍。過去部落要開始播種農作物
前，首先全村要從耕作領域中選定一塊區域的山坡地作為耕地，個人不能隨意決定

耕作。這樣的做法主要是安全顧慮，因為在傳統領域裡落單是非常危險的，除了有

大自然的天敵也有人為勁敵。天敵是自然環境因素，例如：斜坡地耕作時有時候土

地會無預警的滑動，滾動的石頭會砸傷人，附近耕作的族人可以立即救援，以前雷

擊或遭動物咬傷亦都時有耳聞；而人為勁敵是部落與部落間的土地紛爭，所以依規

範行事生命財產才有保障！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管理土地，讓土地有充足的休息。依土地土質及涵養量在

經過兩年、三年的使用，養分會逐年漸漸流失的貧瘠的土質mequcaqucalj，此時
就要讓耕地休息，必須休耕來年再耕，這樣才能循環使用。他們的判讀休耕數據很

簡單，當收成的芋頭變得比較小顆時就該讓土地休息。部落老人家依他們的耕作經

邱霄鳳
qidis.sadjiljapan，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人，現為屏東縣部落大學副校長、原住民族語
言教材編輯編輯委員，參與《泰武鄉誌》、《排灣族佳興部落手紋 錄》、《從佳興部落看

排灣族的女性手紋與部落社會階序的關係》等出版品，最喜歡聽vuvu說故事跟參加部
落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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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地形可分成較適合種植需要土地養分較高的芋頭又稱深山地makavukid與較適
合種小米稍為平坦的土地makaljaveljav兩種地形，又依其土質分類土地基本上分泥
沼地的土質 ljadjeng，這種土質黏性高。另一種是泥土摻雜石頭的土質sairaerag，
還有泥土摻雜小石子、沙子的土質 saraisaisai，最後是大石頭居多較貧瘠的土質
qirang。地形、土質決定種植方式及種植的作物，也影響收成及搬運技術。

二、開路徑

決定了耕作地之後就必須察看地形，耕作面積、土質情況等。新開墾的山坡

耕地要劃出地界線，土地周圍開出一條路徑一方面標出地界，一方面將田邊雜草

拉向兩邊作為防火線，日後執行「山田燒墾」可成為防火線確保山林安全。接下來

則要使用柴刀先將大樹林中較低矮的小雜木或雜草砍除，清出工作路線。整地開

路semandjalan要順著橫向前進semangatj，而且是從土地的最下方一行一行之字
形往上進行到上方。而較大樹木，則仍會保留下來固定土壤，有水土保持的作用。

如果耕地地形陡峭，沒有腳踏處時必須自行製作樣子像樓梯地土階，日後為了防止

坡地滑動打樁做擋土坡坎時還可以使用。同樣的整地開路動作有兩種族語說法，

預備種芋頭的我們稱

tjemevetjev有些部落稱
demangedang，預備種
小米稱mavacuk。整地
為種植不同的作物而設

計，往後執行其他工作細

項的執行方式也有不同。

種植小米的地後頭將樹幹

連根拔起，連石塊都要撿

拾乾淨，因為小米籽粒小

只要夾在石縫中就不易生長。而種植芋頭的地大樹有些會保留不砍，採收芋頭篩檢

時用來設計成遮陰乘涼處，因芋頭重搬回休息的工寮不易，我們會在田中先篩檢再

決定搬去哪裡！開路徑是讓雜草、蔓藤叢生的土地稍為產生空隙，以便日後砍伐樹

木之困難險阻降低。

開路徑。（照片提供／邱霄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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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砍伐

開路徑後兩、三天我們就必須再回來整理事先砍下的小樹、雜草及藤蔓，要注

意堆雜草堆不能下壓，因為拔起來的草只要接觸地面就會再次生根，也順手截掉長

的較高大的樹的上端樹枝，可用的木材捆禾帶回家或留下備用，無用的樹枝截成段

堆入草堆中，樹根仍要保留。但前次截斷的枯乾小樹此時要連根拔起，沒有清乾淨

的雜草要再清仔細。此時耕地的雛形、樣貌已略略形成，至少可以看見泥土。砍下

的樹要五到七天，有些要更久才能燒，剷除的草根生物都要燒掉，之後開始準備播

種工作。

開墾大約是在11月，墾
荒的土地面積廣大有時要動

員親友來幫忙，歷時兩、三

天。若整理之土地不是新開

墾的，則要等到田間作物收

成完畢才整地，此時田中保

留的樹差不多又長出來了，

大約在12月。因而在這個季
節衍生了一個年輕人最浪漫

的活動─趁夜偷偷的將捆 除草。（照片提供／邱霄鳳）

四、燒墾

為了耕地肥沃將這些砍伐的小樹枝或雜草曬乾後在原地燒毀作為肥料，這種

特殊的耕作方式稱作燒墾。為了防止火燒山，放火燒田野必須先拉好防火線，開

路徑時拉出的防火線要再檢視，防止火延燒至其他人的田地。根據經驗的傳承要

由坡地的最下方燒起，除了火勢較容易控制也比較安全！經過燒墾的土地是非常

肥沃的，種出來的芋頭會比平常的大出許多，而且雜草不容易再生。也沒有任何

的公害和汙染！

好的木材送到情人家屋的前院，表達愛慕之意！讓艱辛的工作有最好的分享與努力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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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整地—去石塊築木樁或石牆

其實再整地是在規劃播種及種植區域，把不需要的東西都除掉特別是小草、大

樹根，這些會影響作物成長的植物移除，把土地再做一次整理。其概念是將石塊多

的土地石塊堆疊成石牆，一方面它可以保土擋水，另一面大石塊會影響作物的生

長，種植也比較費力，因此必須把它們清除掉，我們稱砌石牆mupu。而石塊不多
的坡地就地取木材築木樁 semangtj ta kasiv，防止泥土沖下山並順利把水排掉，
如此一來種子不會在大雨之後全流掉了。

聰明的排灣族人將整地所挖掘的石塊堆疊排列作為擋土牆，收割的時候、栽種

的時候，或者拔草的時候，是很好的立足點，也是間作的地方。它也是很好的自然

屏障，野生動物和昆蟲的棲息地，因為我們在燒墾時把動物跟昆蟲的棲息地破壞，

所以當我們把石頭或木樁築回去的時候，昆蟲動物自然就會棲息在其間，保持一定

的自然環境平衡。砌石塊牆或木樁的上、下排間隔，是依據身高的間隔，在耕作、

採收、拔草時可以舉手可達的高度。搬運時，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支撐點，我們很容

易的可以把作物頂在頭上或是扛在肩上。

六、耕作

依族語的說法，小米的播種 temugut，整地說mavacuk。其他的栽種叫
temalem，整地就說 tjemevetjev。所有的播種期都要在3月雨季來臨之前完成，
而小米的播種要在1、2月完成。在排灣族的生態知識裡，按照土地的性質不同就
有不同的耕作法。完成主要作物種植，接下來是種間種的作物，如：豆類、瓜類

等，善用每一塊土地達到土地的最高效用。

通常這些間種植物如南瓜會種植在相鄰雜草的地上作為田地分界線，因為南瓜

會將四周的養分吸收，可以防止雜草成長，是很好的雜草的勁敵。但南瓜籽有其缺

點，其養分很好，會成為其他鳥類以及田鼠的糧食，因此種子回填泥土時要特別謹

慎，不能用挖開的泥土而要周圍的土回填，來騙過鳥類及田鼠、猴子的好眼力。此

外，南瓜也不能種植在樹豆或其他作物中央，會吸收其養分。

種樹豆時要用鐵杵挖洞，深度約十公分，將兩顆樹豆種子放入，再將泥土填

回，一樣是用四周的泥土而非將原本挖開的泥土填回。各個樹豆播種的地方要有間

隔，不能夠太密集。種兩顆的原因是預期因為天災以及動物的覓食預留一顆確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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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收成。種植時必須以橫向移動方式種植，一行一行整齊排列。中間空隙的預留是

為了等樹豆長成時，可以適時的再種植其他作物如地瓜。約種植一個月後一定要除

草，以確保作物（樹豆）能吸收足夠的養分。部落的長輩都很了解動植物的習性，

因此都會運用動植物相剋的性質（物競天擇），來保持田地的最高使用性，確保作

物能順利收成。

其實對老人家而言，田間的工作不只是教育孩子糊口的技術，更是教育傳承人

生的體驗與哲學觀的場所。每工作一段時間就回到休憩點休息，因為耕作不只是傳

承其在地生活經驗法則，也包含了部落記憶的回顧。

老人家古諺語提醒我們：

kasetukezu nu kakedriyan anan itjen saka izua tja kanen！
趁著年輕要努力！

nu macaqu itjen a cemaljudjuqan izua tja kanen！
要善用手指頭的功能，才能得飽足！

意思是凡是要動手去工作才會有飯吃！懶惰的人是會被自然淘汰的！

傳統排灣族的主要農作物有粟、稻、稗、芋及番薯等，各種瓜、豆、蔬菜、煙草、麻及果

樹類等為其次，採輪耕作法，第一年種芋，次年種粟、稗及陸稻，第三年種花生、番薯等，連

續耕作三四年後即另覓他地開墾，而陸稻除了calisian及 ravar外其餘地方都自古便禁忌耕作，
直到日治時期政府對於水稻的獎勵策略下，才漸次開闢水田耕作。針對傳統排灣族的農業，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三冊》中記載了詳細的農具、耕地選擇、耕作方

法⋯⋯等，其中在耕地的選擇與開墾過程的描述，與本文有諸多可相互參照之處。

經典補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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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吉哈拉艾農業文化景觀的
價值辨識及其協同規劃歷程

李光中
現職為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研究教學聚焦於地景—在地人與在

地環境的互動，賴著富里鄉豐南村阿美族聚落快10年還不走。本文作者群包含：李光
中、藍姆路 ·卡造、許子翊、江紹瑜。

一、緣起與問題意識

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辦的「聯合國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
中，聯合國大學與日本政府宣布推動「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里山倡議中，將這類由農村居
民與周圍自然環境長期交互作用下而形成的動態鑲嵌斑塊景觀，稱為「社會─生態─

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SEPLs）」，在傳統農村有機
生活智慧的實踐中，自然資源維持在生態系統承載量和回復力的限度下永續利用。

並且在上述的交互作用下，維持了生物多樣性，更提供人類的生活所需（趙榮台，

2010）。這類農業地景中，自然資源在生態系統的承載力和回復力的限度下，得以
循環使用，當地傳統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也獲得認可，有助於在農村的經濟與糧食

生產、生活與文化、環境與生態等三者之間，取得最佳平衡（UNU-IAS, 2010）。
「里山」一詞源自日文（英文譯為satoyama），「里」是村里家居，里山最初指的

是圍繞村里家居附近的山坡林地。到了1970年代，里山一詞特定指圍繞農村周圍的
次生林地，可提供傳統農村的薪材、香菇、箭筍、野菜、水源、落葉堆肥等生活所

需。目前里山一詞又擴大涵蓋了農村聚落以及周圍環境的整體地景，諸如次生林、

水稻田、果園、草生地、灌溉溝渠、池塘、牧場等多元的農業生產地景。如此說

來，這些類似里山的地景並非日本獨有，而是典型的以水田耕作為核心的亞洲農業

地景。里山倡議內容與近年國際間討論的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育、原住民傳統知識保

存、農村生計、耕地活化等議題密切相關，希望促進全球各地著手於一般農村的生

產、生活和生態的永續性行動（李光中，2014）。
國際里山倡議理念雖美好，重點要能夠實地實踐，融入國家與地方脈絡。台灣

自2010年底引進國際里山倡議訊息，政府、民間和學術研究機構也開始了一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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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性作為，然而如何將里山倡議之概念和作法，融入國內之可行制度設計中加以實

踐，尚待研究。檢視國內現有資源保育相關法規中，與里山倡議「社會─生態─生產

地景」有直接關聯者，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章「文化景觀」，其類別包括農林漁牧

等地景，惟目前此類型之登錄案例甚少，大多著眼於歷史建物保存，尚未有以整體

地景和在地社群參與的規劃方法，謀求兼顧在地居民福祉、文化及其生產地景維護。

文化景觀規劃和經營是一項新的概念，不同於傳統管制嚴格、排除人類活動的

保護區，文化景觀強調在地社群活動與自然環境的交互作用。在地社群是文化景觀

的作用者，而維護這種作用的永續性和完整性，乃文化景觀保全活用的要旨，因此

必須採用以在地社群生活與文化為主體的規劃和經營方式。

里山倡議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以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文化景觀」，亦與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UCN保護區第五類「地景／海景保護區」之間，有相似之經營概
念和目標，宜一併借鏡。本文秉持「全球思考、國家適用、在地行動」意圖，以花蓮

縣富里鄉豐南村阿美族「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之登錄和規劃歷程為例，說明一種融入

里山倡議目標的 IUCN第五類地景保護區，在國內實踐的可能作法。

二、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的協同規劃歷程與成果

阿美族吉哈拉艾聚落，是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的營造者以及

名稱由來。豐南村是富里鄉最大村，面積約3,500公頃，吉哈拉艾文化景觀則位於
豐南村鱉溪流域中最北邊之支流石厝溝溪流域，面積約1,040公頃，海岸山脈最高
峰1,682m之麻荖漏山（新港山）即位於石厝溝溪流域的頂點。石厝溝溪的中、下游
形成持續性有機演化的梯田、水圳和吉哈拉艾聚落之農業文化景觀，由26戶原住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的坡地梯田及鱉溪上游河谷。（照片提供／李光中）

民聚落、水稻梯田、水圳、果

園、次生林、天然溪流和天然

林等鑲嵌地景單元所組成。其

中梯田面積約有20公頃，水圳
有六條總長約4,100公尺。
花蓮縣文化局於2011年5

月至2012年5月間，委託東華
大學執行《花蓮縣富里鄉豐南

村水圳與梯田文化景觀登錄先

期作業暨管理維護計畫》（李光

中，2012），希望透過東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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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團隊之協助，結合居民和專家共同參與豐南村文化景觀預定登錄地之資源調

查與核心價值辨識，並促進在地居民討論文化景觀之登錄範圍。

在計畫執行期間，東華大學研究團隊依據協同規劃理論和行動研究法，透過參

與式規劃的六個步驟（包括準備、討論、建立共識、行動規劃、實施和持續努力），

與花蓮縣文化局合作舉辦了之四場在地公眾論壇，並促進多次社區內部之部落會議

圖2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登錄地位
置及範圍圖

圖1吉哈拉艾文化景觀參與式規劃歷程的步驟 （2011年5月~2013年6月）。

討論（圖1）。過程中居民認取了文化景觀的概念和價值觀，並自主成立「吉哈拉艾
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和訂定《吉哈拉艾部落公約》，最後同意並主動提報該區列為

文化景觀。2012年3月27日，花蓮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社區提案，並於
2012年5月2日由花蓮縣政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吉哈拉

艾文化景觀」登錄為該縣文化景觀（圖2）。
花蓮縣文化局於2012年7月至2013

年6月間，再度委託東華大學執行《花蓮縣
文化景觀富里鄉豐南村吉哈拉艾保存維護

計畫》之規劃工作。該計畫之係依據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55條以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
行細則第16條規定，協助花蓮縣文化資產
審議委員會訂定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之《保

存及管理原則》，並協助花蓮縣文化局擬

定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之《保存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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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為一常民生活地景，範圍內核心資源為水稻梯田和水

圳，同時亦包括原住民聚落及水田上游之國有林地，土地所有和管理權屬涉及居民

私有土地和林務局、農田水利會等部門。因此，文資法第55條第2項有關主管機關
「進行監管保護」及「輔導文化景觀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合辦理」之施為，宜

以社區本位的（community-based）的協同經營（collaborative management）模式
推動，否則強以法規要求，極易引發居民反彈，何況文資法對於文化景觀相關規定

並無強制性罰則。

本於上述認知，東華大學研究團隊在第二年計畫執行期間，提出了一項強化在

地社群與公部門對話的制度架構（圖3）：以在地社群自主成立的「吉哈拉艾文化景
觀管理委員會」及其自主訂定的「吉哈拉艾部落公約」為主體，透過「權益關係者夥

伴關係工作平台」之運作（一系列在地的正式及非正式會議），促進在地社群和公部

門之間的對話，將公約內容融入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的里山倡議「願景─方法─行動」

三摺法架構，並促成公約條文成為公部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訂定之「吉哈拉艾文化景

觀保存及管理原則」之主要內容，而該原則隨後又成為「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保存維護

計畫」擬訂的架構。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的協同規劃結果分析方面，首先，在調查、製圖吉哈拉艾文

圖3連結地方社區和地方主管機關以強化互惠關係的制度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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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景觀資源、評估核心資源價值與範圍、分析經營管理議題以及協助訂定原住民部

落公約、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和保存維護計畫等工作中，研究團隊促進了公部

門、學者專家、在地社區等的專家知識與在地知識對話，並將里山倡議三摺法融入

其中，結果有助於增加權益關係者的知識資源；其次，透過研究團隊的協力，權益

關係者夥伴關係工作平台成為以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為主體，並結合文化

景觀主管機關以及其他政府和民間相關單位的重要溝通和決策機制，有助於增進權

益關係者的關係資源（圖4）；第三，在2011年5月至2013月6月期間，於在地社
區所舉辦之一系列七次的權益關係者夥伴關係工作平台會議，逐步就吉哈拉艾文化

景觀登錄議題達成共識，完成法定登錄作業，繼而共同擬訂該文化景觀之保存及管

理原則、保存維護計畫等內容。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之內容架構，大體

遵循願景及目標設定、法規依據、策略規劃、工作項目與時程規劃、多元權益關係

者投入（經費、專業、人力、物力等）、成效評估等步驟，其結果有助於累積權益關

係者的行動能量（圖5）。

圖4權益關係者夥伴關係工作平台運作有助於增加關係資源

三、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的價值辨識

計畫執行期間，東華大學研究團隊與在地原住民共同調查和評估吉哈拉艾文化

景觀資源及價值，除了參考公部門《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的登錄基準，亦

增列「原住民族群文化價值」以及「自然保育價值」，分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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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原住民族群文化價值

本文化景觀之地名「吉哈拉艾」具有族群文化和自然保育意義：「哈拉」為保育

類野生動物「台東間爬岩鰍」以及「日本禿頭鯊」之阿美語通稱，為早期本區阿美族

部落先民由台東都歷海岸遷徙至本地後，以所發現之特有種溪流魚類而命名地名。

據目前了解，花東縱谷阿美族雖然慣以生物命名地方，但多以植物命名，動物命名

則罕見，而動物中以魚類命名地方者更為罕見，可能與部落由海邊遷徙而來之背景

有關。吉哈拉艾文化景觀區包含原住民聚落、耕地和獵場，與石厝溝溪集水區相符

合。而農業地景的維持並不僅關注農田本身，必須正視供應農田的溪流及山林。在

地阿美族人七、八十年前便學習水稻耕作，引水灌溉是關鍵工作，同時也形塑出在

地的水圳管理系統，此系統為保留歷史水圳和梯田重要之元素。

（二）具代表性與紀念性之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

石門圳穿鑿蜿蜒於本文化景觀登錄地「小天祥」峽谷堅硬岩壁，該圳闢建於

1926至1928年，為民間原漢合作開墾範例，持續溉灌今豐南村吉拉米代約20公
頃水田，造福鄉里，深具在地經濟價值。此外，石門圳闢建之設計和申請過程等史

料具見於日本時代歷史文件—《莊陳仁外十二名埤圳新設認可ノ件》，更確立了該

水圳的歷史真實性。其它位置較上游的五條水圳則由本吉哈拉艾部落居民隨移居拓

殖過程中，利用農閒陸續自力開鑿而成，數處水圳行經陡坡和斷崖，現場仍可想見

當時工程艱鉅之情貌，反映台灣後山早期水圳和水田開發的模式及特色。在社會制

度方面，該區族人保留小規模的梯田景致，不便於大型農機具進入，多使用小型農

機和大量人力，因此仍然保留部分阿美族農業文化中的同耕共食的傳統，正可解決

鄉村地區人力不足之情況，支持在地農耕行為。以上從歷史資料和傳統文化保存層

面，皆具有歷史與文化之代表性和紀念性。

（三）具自然保育價值

文化地景主要是受文化影響的產物，也常富涵生物多樣性和其它自然價值。許

多有人類居住和利用的文化地景對自然保育也很重要，因為其中珍貴的棲地和稀有

野生物的保育都有賴於傳統土地利用方式的持續。有些文化地景反映著永續土地利

用的特殊技術，或是隱含了對自然的某種特殊的精神關係。阿美族的保育行為無法

從單一面向理解，必須從日常生活的整體系統觀之，例如族人為保持農田水源的穩

定性，農民每日巡視圳道和溪谷，確保山川沒有受到人為或自然的破壞，間接地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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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著山區的自然生態，保護森林生物的棲地。因此，保護豐南村吉哈拉艾這類文化

地景以及其中的永續生活方式，使其能夠與自然系統平衡發展，對生物與文化多樣

性的維護是非常重要的。此外，透過辨識文化地景，給予我們機會去認識那些看似

平凡實則超凡的地方，文化地景具有紀念這些默默無名的勞動者之社會意義。

（四）具時代和社會意義

文化景觀是國內外文化資產保存和維護的新項目和新趨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於1992年將文化景觀正式納入世界遺產公約的保存項目，指出文化景觀恰當地呈
現「自然與人類的組合作品」。國內則自2005和2006年分別修訂文化資產保存法及
其施行細則，首次將文化景觀納入文化資產的保存項目。本文化景觀登錄地的保存

維護目標著眼於人與環境的共同福祉，可說兼具時代需求和社會發展意義。然而，

由於文化景觀多位於居民生活之場域，文化景觀之調查規劃與保存維護過程勢必與

在地居民之生產活動、生活習俗、自然資源之利用和保護等息息相關，可能互相衝

突，也可能相輔相成，關鍵在於社區居民等權益關係人的共同參與，因此範例的建

構具有指標意義。豐南村吉哈拉艾水稻梯田與水圳文化景觀之登錄準備過程採參與

式的調查和規劃方法，納入了在地知識，促進了相關主管機關與部落居民之雙向溝

通，也激發在地部落共識共決的傳統制度，進而根據以過去部落行政組織的想像，

自主成立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訂定文化景觀維護之部落公約。使該區文化景觀之

規劃過程以及未來的經營過程，有潛力成為國內文化景觀保存工作之良好範例，提

供國內其它文化景觀地保存維護各階段工作之參考。

（五）具罕見性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吉哈拉艾（石厝溝）文化景觀之登錄範圍為石厝溝溪完整流

域，具有生態與地景的完整性。區內分布自然山林、溪流、次生林、果園、水稻梯

田、水圳、池塘、聚落等多元地景鑲嵌斑塊，充分呈現由常民生活和文化與山林土

地互動所產生之完整「社會─生態─生產地景」。國內現有（註：當時）34處文化景
觀中，本區可能是唯一完整納入聚落社會、產業經濟和週邊生態環境背景之持續性

文化地景範例。東部水稻梯田多分布於溪流沖積平原或河階平原上，本區近20公頃
之水稻梯田則分布於丘陵坡地，順勢排列而下，具景觀之罕見性。此外，部分早期

位於溪岸坡地開墾之田地荒置20、30餘年，耕種功能暫停，但小面積梯田及田埂邊
坡砌石結構仍維持完整，田間亦多處保留原邊坡上的大塊石（隨溪流沖滾而下的都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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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層火山角礫岩），凡此恰可見證早期順應溪岸邊坡開闢梯田的景況。此類順應原始

大自然地勢所開闢之小塊不規則梯田因後來機械化剷平合併而消失殆盡，而本文化

景觀登錄地尚有數處保存，為東部山區早期水稻梯田之「化石文化景觀」範例，亦具

罕見性。

四、結語

東華大學研究團隊有幸與在地社群和文化主管機關合作，執行兩年期的行動研

究計畫，透過安排一系列的在地溝通論壇，促成吉哈拉艾聚落自主成立文化景觀管

理委員會，並訂定該區之部落公約，從而同意將該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為文化

景觀。主管機關亦採納了在地部落公約的共識內容，融入該文化景觀正式的保存管

理原則以及保存維護計畫。至今仍持續於在地舉辦夥伴關係工作平台會議，以推動

及監測該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計畫實施工作。本案例說明一種基於里山倡議相關概

念架構以及 IUCN保護區類別第五類（地景／海景保護區）的生活地景取向方法，能
得到在地居民的歡迎，並且創設了台灣第一處以原住民農業文化的「生活地景」為核

心資源的保護區新類型，也充實了台灣現行的保護區國家系統。

阿美族吉哈拉艾聚落位於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與下篇文章所報導的地點「馬太鞍」於日

治時代同樣轄屬花蓮港廳。本區域的耕作早期以陸稻、小米、甘藷、芋頭為主，到日治時期才

出現水稻、甘蔗、瓜、豆類等，日本總督府於1901年組成「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所出版的
諸多調查報告之一《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中記錄了1915∼ 1920
年間的農業變化。

在水稻傳入之前，阿美族選擇耕地的第一順位是肥沃平坦的土地，黑土最佳，並不特別

考慮水利，甚至忌諱近水的濕潤地，覺得沒有太多利用價值，只能種植水芋，直到水稻傳入之

後，才反以水多、地質普通的地方為中等或上等耕地。值得一說的是書中特別記錄了「本族番

民已進入農耕時代，他們深深愛惜土地，所以絕對不見廢棄耕地之例」，如今百年過去，此段

文中深意更是發人省思。

經典補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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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鞍溼地地景與食物生產方式之變遷 1

張瑋琦
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曾協助高雄縣政府創辦有機農夫市集，

現為高雄市微風市集督導。主要研究聚焦於馬太鞍阿美族，並長期陪伴排灣族

Kaviyangan泰武鄉佳平部落營造工作，和部落朋友有深厚的情誼。推動在地食物系統
的重建，倡議食物主權，認為飲食不能與風土及族群的文化切離，目前致力於推動食

農教育（食育）。

馬
太鞍屬於花蓮縣光復鄉，位居花蓮縣中部的花蓮溪及其支流馬太鞍溪交匯處

附近，北臨馬太鞍溪主流，西背馬太鞍的聖山Cikurusayan（馬錫山），東
南瀕光復溪，瀕河而居、泉雨豐富的優沃環境條件，不但支持了阿美族重要的捕

魚文化，也支持馬太鞍成為人口眾多的部落，與同鄉的太巴塱並列為阿美族規模

最大的部落之一。根據歷史記載，馬太鞍在16世紀時就已壯大成為縱谷中段最強
大的部落。

阿美族最重要的文化特色為母系繼承及男子年齡階級制度。到了近代，由於受

到主流的漢文化影響，阿美族的婚姻制度逐漸轉變為從夫居，母系繼承制度也逐

漸崩解；年齡階級組織雖然仍維繫著，但除了祭典外，日常的組織及約束力已逐漸

鬆散，甚至許多從小在外地就學的族人一生未曾接受年齡階級組織的訓練。

一、蘊生於溼地的傳統
飲食文化

馬太鞍溼地由於地下湧

泉豐富，溝渠池沼密布、水

深及腰，是魚蝦繁殖的好地

方。在過去，溼地屬部落的

公共區域，部落居民都可以

去採集野菜或捕魚，有些人

會在溼地邊緣開墾，因此，

溼地可說是馬太鞍人自給自

足的文化生活實踐場域。在

馬太鞍的性別分工中，農2007年的馬太鞍溼地全景。（照片提供／張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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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修改自張瑋琦（2011）〈幽微的抵抗：馬太鞍原住民食物系統的變遷〉，《台灣人類學刊》第9卷，頁99-146。

2 劉斌雄、丘其謙、石磊、陳清清（1965）〈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220。

3 蔡義昌口述，2008年4月1日。

4 游麗方、陳紫娥（2007）〈論自然資源管理與休閒農場經營：以馬太鞍生態濕地為例〉，《大漢技術學院學報》第

22期，頁155-168。

耕屬女性的工作，女性擁有家的土地；男性組成年齡階級，負責部落共有地的山田

燒墾、捕魚和狩獵工作。馬太鞍是一個內陸型的部落，傳統上凡是部落領地內的河

川都屬於該部落的漁區，是部落的公共財產，每一個漁區分屬於一個年齡階級單位

管理 2。但有別於其他阿美族僅有公有漁區，馬太鞍最特殊的是各家擁有私人漁區，

也就是 lakaw。lakaw由家族（或家庭）成員所搭建，任何人都不能隨意使用他人的
lakaw3。

lakaw阿美語意指「垃圾」或「砍下來的雜草樹木」，由於馬太鞍的捕魚設施是由
當地採集的竹、木或回收資源所構成，故被稱為 lakaw。傳統上馬太鞍的女性在婚姻
中擁有較大的決定權，因此，lakaw整潔與否被女性用來做為判斷一個男人是否勤勞
的標準，懶惰的男人將難以找到婚配的對象。可以說馬太鞍人不僅利用溼地生態資

源，更創造出palakaw（利用 lakaw捕魚）的文化及社會規範來維繫此食物系統。
然而，比起取自 lakaw的魚蝦，野菜才是馬太鞍人重要的日常飲食來源。阿美

族人可辨識、使用的野菜超過200 種，根據農委會2001年的調查，溼地共有陸生植
物62科144種，水生植物及溼地型植物99種 4，而作者2008年10月與族人一起在
濕地找尋野菜，也辨識了49種之多。可見馬太鞍人在與生態互動的漫長歷史中，建
構了龐大的野菜知識系統，無怪乎族人常榮耀地自稱為：「我們是吃草的民族」。然

而，此一循環的生態體系在日本及中華民國的統治下遭受了破壞，經濟作物、製糖

工業及現代化生活的引進，不但改變了馬太鞍的地貌，也瓦解了阿美族的傳統文化

和食物系統。

二、經濟作物引進時期（1900-1945年）

馬太鞍的文化變遷可粗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自與外來文化接觸到日本統治時

代中期，這段期間內接觸的對象包括荷蘭人、平埔族加里宛人及漢人，雖馬太鞍人也

自加里宛人習得水田耕種技術，但此一階段的文化接觸是偶然的、片面的、非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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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在文化採借上馬太鞍人是居於主動位置的；第二階段自日本統治中期（1930年左
右）至今，這段時期的文化接觸是有計畫的、全面的、強制的與被動的 5。因此，中研

院民族所在1962年完成馬太鞍的調查時即指出，馬太鞍已不是自給自足的原民社會
（folk society），而是Robert Redfield所說的農民社會（peasant society）了。

相較於其他臺灣原住民，寓居於平地的阿美族人接觸貨幣的時間甚早，至少在

日治初期就已經有阿美族人替日本人或漢人打零工來換取金錢。日本統治者開發中

部阿美族的具體起點，以1900年在馬太鞍鄰近的部落設置教育原住民學童之公學
校，推展皇民化運動為始。殖民作物被引進以開發中部花蓮的產業，馬太鞍人曾經

大量種植如香茅（Cicopoay地區）、甘蔗（馬太鞍大部分旱地）、水稻（濕地）等經濟
作物，這不僅地景的變化並衝擊地方生態環境，也使得部落居民日漸依賴貨幣。

三、綠色革命時期（1945-1969年）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旋即推動「三七五減租」農地改革，
改變了臺灣農村土地所有權的結構，更提升了臺灣農業的成長率 6。大量生產的農業

技術在此時期被引進馬太鞍，它雖然為農家帶來收入，然而卻也為溼地生態帶來前

所未有的浩劫。為了增加稻作收穫，溼地遭受殺蟲劑、除草劑和化學肥料的污染。

昔日密佈的河川都已被築起水泥堤岸，成為水溝一般的灌溉溝渠，水泥溝渠限制了

河水與溼地互為調節的關係，以致河流兩旁的溼地逐漸消失 7，當地居民採集野菜及

捕魚的環境惡化。

四、部落人口外流時期（1970-1980）

戰後新統治者的現代化政策，不斷逼迫原住民與大社會整合，使原住民脫離自

給自足的生活型態，進而依賴現金經濟。1970年代開始，臺灣原住民開始以輸出勞
力為生，他們參與北迴鐵路工程、從事遠洋漁業，甚至遠赴沙烏地阿拉伯，協助興

建高速公路。與農業比起來，勞力工作能帶來更豐厚的經濟收入，於是阿美族人離

開部落外出工作的情況越來越多。不過因為馬太鞍部落鄰近有糖廠，工作機會多，

5 李亦園（1962）《馬太鞍阿美族的物質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12。

6 毛育剛（1999）〈臺灣農業發展及其特質〉，《現代化研究》第17期，頁68。

7 陳淑華（1999）〈荒原出新路：馬太鞍人與沼澤〉，《經典雜誌》第14期，頁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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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黃俊傑（2000）〈戰後臺灣文化變遷的主要方向：個體性的覺醒及其問題〉，《歷史月刊》第144期，頁86-92。

附近的林區也能提供一些臨時性的工作，這樣的情形在當時的馬太鞍並不如其他部

落明顯。即便如此，1970年代的馬太鞍部落社會已深受資本主義影響，與大社會互
動頻繁促使現金需求增加，部落居民在務農之外，尚需兼做其他勞動工作，才能負

擔家用。

為增加農民收入，政府推動的「農漁牧多角化經營」，鼓勵農田改成養殖魚池，

魚池上端則闢養豬場，以豬糞作為魚蝦飼料 8。馬太鞍濕地農民為舒解工業化時代

日益沈重的經濟壓力，除至都會尋找工作外，也將農地賣給漢族開設養豬場，發

展「農漁牧多角化經營」。豬糞排放到河川污染了水源，導致河川中的水草滅絕，

阿美族也退避三舍，不敢在河中捕魚。然而對阿美族文化而言，婚喪喜慶後的捕魚

（malialac）仍是不能省略的重要儀式，1976年左右，熟諳商業經營的馬太鞍人，利
用溼地的湧泉及開闊的空間，經營起第一家休閒養殖業──「老地方」魚池餐廳成為

替代的型式再現，店裡設置數個養殖魚池，放養吳郭魚，讓懷念撒網捕魚的族人，

在這裡現抓、現煮，重溫母土文化的懷抱，洗去現代化社會的疲累與傷痛。

五、休閒農業發展時期（1980-1995年）

在休耕政策影響下，馬太鞍稻作水田銳減，為輔導休耕的田地轉作其他更具有

經濟價值的用途，1991年花蓮縣農會仿傚台南縣推展白河蓮花產業的經驗，在馬太

傾倒廢土導致濕地乾化。（攝影／羅紀彥）

鞍溼地規劃出五公頃做為蓮花專

業區，以贈送肥料的方式鼓勵濕

地農民種植蓮花。然而，大部份

農家種植蓮花的目的只為換取肥

料，以施放在稻田裡，最後蓮花

因疏於照顧、任其腐爛而導致土

壤酸化，推廣蓮花的政策宣告失

敗。

同時期，農會也輔導轉作休

閒農業，例如欣綠農園就是從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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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場轉型為休閒農業的。欣綠農園是由漢人在溼地經營的事業，也是溼地第一家配

合農會轉型休閒農業的業者。它原本只提供露營和烤肉，規模相當小，經營並不是

非常好。然而，即便是經營這樣小規模的休閒農業，對當地的原住民而言，都是遙

不可及的夢想。大部份的原住民都不若欣綠農園擁有資金、大面積的土地以及知識

技術可經營休閒農業。這些原住民在經濟壓迫下，大多選擇販售溼地的田產以換取

現金。只是有能力購買土地的多為漢人，因此溼地的土地就漸漸流入漢人手中；土

地不斷切割、販賣的結果，導致現在溼地地主繁多的現象。

六、觀光發展時期 （1995-2008年）

馬太鞍逐漸發展成花東縱谷上的觀光熱點，主要是受到近代興起之原住民文化

重建運動及原住民觀光熱潮影響，而這兩個現象都與1995年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
造政策有關。2003年行政院進一步在「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
中增訂「觀光客倍增」計畫，透過各項輔導，為花蓮打造不少社區觀光的熱點。其

中，馬太鞍部落更是花蓮縣各社區中，從社區營造示範點發展成觀光熱點的代表。

溼地觀光的形成也與當地菁英的推動密切相關，馬太鞍最早從事的觀光體驗活

動是palakaw體驗、阿美族歌舞表演、傳統美食品嚐及溼地生態解說等，以一般學
校、機關團體參觀、教學為對象的活動。參加過溼地生態解說訓練的學員們成為在

地解說員，將溼地美好的文化、生態及環境污染問題等與觀摩者分享，並希望能透

過「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讓地方重新體認溼地的價值，促使鄉公所
注重養豬戶排放豬糞及河川溝渠化等問題。

觀光活動進入溼地之前，溼地僅有四家餐廳，消費者多為在地居民，簡單的商

業活動雖已進入溼地，但溼地與部落間的關係仍未斷裂，它仍扮演著過去工作（耕

種）及休閒（吃魚）的空間角色。但觀光事業的興起卻影響了溼地的空間利用型態，

觀光客取代地方居民成為溼地的主要使用者，轉型不力者不得不面臨關閉。「拉藍

的家」是溼地最早接受社區營造概念者，1996年馬太鞍中選為社造示範點時，經常
接洽社造觀摩活動，進而於1998年登記「拉藍的家」民宿，開始經營觀光事業，是
最早將文化生態導覽引進溼地，影響溼地其他業者轉型的人。由於「拉藍的家」初期

並未經營餐飲，故將阿美族石煮法體驗及團體用餐轉介至毗鄰的「上界水」餐廳，使

「上界水」主人在耳濡目染下，也於1999年更名為「欣綠農園」，朝休閒農業轉型。
2001年桃芝颱風重創花蓮後，「老地方」養殖魚池餐廳重新整修並更名為「紅瓦

屋文化美食餐廳」，轉型經營以觀光客為對象之阿美族風味餐。經媒體宣傳效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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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紅瓦屋」從地方型的餐廳搖身一變為全國知名的餐廳，除傳統阿美族菜餚外尚

提供咖啡及特調飲料，也接受團客訂桌，更成立小型的文物館，甚至馬太鞍退休老

師也投入經營阿美族風味餐廳的經營。整體而言，1995年以降溼地的經營型態與內
容逐漸轉變為觀光團客導向，價格與風格影響了當地居民在溼地活動的意願，以往

溼地樹蔭下居民圍坐野餐吃魚，或養殖餐廳裡居民撒網捕魚的景象已不復見，在當

地人的眼中，溼地已成為觀光展演場所而非生活空間了。

2003年光復鄉公所推動「綠色迷宮」，農業觀光課乃搭此觀光活動之便，協助
部落老人成立palakaw班，鼓勵他們與欣綠農園結合，共同發展出觀光體驗式的
palakaw活動。在鄉公所、農委會等單位相繼投入硬體建設及道路開發之下，當初
以小團體旅客為對象的生態旅遊方式，逐漸發展成以大型遊覽車為對象的觀光活

動，他們不斷擴大腹地、投資設備，提供風味餐、住宿、生態解說、palakaw體驗，
全包式地供應遊客在溼地的一切需求，也是溼地最主要的團客（mass tourist）接待
業者。從在地人的論述及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太鞍人從多元面向切入，重建溼

地食物系統的努力，然而，濕地觀光並沒有使馬太鞍發展出一套新的策略來面對族

群的未來。Lakaw及風味餐的再現的確恢復了部份的溼地生態環境，建立了少數農
民與餐飲業者間的關係，但也由於這些餐廳所服務的對象大多是主流社會的漢族，

菜單必須依觀光客的習慣而調整；同時也必須滿足大量旅客所需及兼顧旅遊的淡旺

季波動；食材的供應必須穩定、大量、均質且不能口味過於獨特。而這樣的大眾食

物供應系統排除了小農加入的可能。

族人在水泥化的芙登溪中復原 lakaw。（照片提供／張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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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悄悄崛起的有機農業（2008年以後）

前面提及，阿美族與農業有深遠的歷史關係，而馬太鞍阿美族人對潮流的風向又

十分敏銳。早在2004年，即有教友為募資重建受桃芝颱風沖毀的教會而成立馬土上共

同農場，在世界展望會的協助下，將無毒耕種的觀念帶入馬太鞍。這顆種子經過多

年的錘煉，2008年於大同村生根發芽生馬太鞍邦查有機農場雇用單親及身障的弱勢
原住民婦女，以保護環境的方式經營有機農業。七年下來，農場耕地由3.9公頃的地
擴張成10公頃，照顧更多弱勢家庭。

2012年起，筆者於馬太鞍進行原住民作物保種計畫之際，經常與農場主人蘇秀
蓮討論在地食物系統及傳統野菜知識的消逝的問題，於是蘇秀蓮開始探訪耆老，學

習即將失傳的野菜知識。甚至將野菜移入農場復耕、自行採種、留種。另一方面，

受到花蓮農改場推廣野菜作物的影響，馬太鞍邦查農場也與原住民學院促進會合

作，嘗試開發「綜合野菜包」。並在原住民學院促進會的輔導之下，以馬太鞍邦查農

場為領頭羊，整合光復鄉多個小農的有機農場，推動「有機莊園計畫」，共同育種、

整合行銷，讓部落小農的農業得以與企業農抗衡。

回顧馬太鞍濕地在過去百年來的變化，我們發現，濕地在呼應殖民者、外來觀

光客的需求之下，漸漸從「食物生產」的位置轉變為「食物供應」的角色──從外面

買進食材，加熱、再賣給觀光客。在這過程中，產值雖然提升了，但能創造的部落

就業卻不見得增加。究竟部落的土地利用應從產值面來思考？或是從就業人口來思

考？近年來在馬太鞍旱地興起的有機農業莊園計畫彷若為走入胡同的馬太鞍現代化

發展，另闢谿徑。小徑的終點尚未可知，但我們已知道這條彎延的小路上漫生著

daten、samah、pahko、holofaw......，沿著祖先的智慧，或許，馬太鞍的農人們真
能找到屬於族人的桃花源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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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智慧在當代有機農業之應用──
以泰雅族石磊部落的農耕經驗為例 1

羅恩加
瓦旦‧達路，泰雅族，自然農法推廣家，於2001年返鄉深耕部落，參與部落公共事
務，推動部落營造與有機農業的集體行動，致力改變原鄉地區的生活和產業。

一、前言

2006年與部落共同面對在觀光導向之社造工作失敗後，中止了社造工作在部落
的進行，轉向推廣有機農業希望優先活絡地方主要產業而進入學習有機耕作。雖然

從小生長在務農家庭，但參與農事也只是為分擔家人工作，所以對農業的認識僅僅

在勞力付出的行動上，直到2007年為了在部落推廣有機農業，想要進一步獲得有機
耕作知識，向家父（羅慶郎）學習有機耕作過程，才慢慢體會農業原來是一門融合許

多知識的學問，農夫不但要有基本的農耕經驗以外，還得具備像是土地、環境、生

態、管理等其它豐富的知識，來維持農園的運作。而當時家父運用老人的智慧和森

林資源在農作的經驗引起筆者後來的關注與研究，於是展開了本文之研究。

2008年，在農事中體認到家父以及部分族人操作的農法，與過去由政府和主流
社會主導的農業學習經驗不同 2、3，轉向使用大量的在地資材或森林中的資源，自己

動手製作營養源來取代過去採購於市場的有機肥等藥劑，例如kaway（李子）、  ali
（竹筍）、hom（肉桂）等在地資材，順利的應用在目前的農耕中，尤其是將老人的智
慧融入在當代有機農業之現象，對我們來說不但具有文化意義，同時這樣的經驗也

正在調整當代農業，彌補科學在農耕技術的限制，顯示了原住民生態知識在當代農

業的重要性。儘管老人的智慧不一定是符合科學範疇，但卻是族人們在這塊土地中

長年累積的知識，而這些知識也幫助我們得以在這塊土地上生生不息。

1 本文曾發表在2015年6月5日第二屆全國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發展學術研討會，題目為「當代有機農業中原住民

知識的再現：以泰雅族石磊部落創新自然農法的經驗為例」，本文修改後刊出。

2 王人英（1966）〈臺灣高山族的社會文化接觸與經濟生活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22期，頁

183-214。

3 李榮雲（1989）〈山地農業推廣工作現況檢討與改進方向〉，《農業推廣文彙》第34期，頁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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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益仁（2003）〈原住民狩獵文化與動物解放運動可能結盟嗎？一個土地倫理學的觀點。〉，《中外文學》第32期卷

2，頁73-102。

5 顏愛靜、楊國柱（2004）《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台北：稻香出版社。

老人的智慧傳統生態知識之所以成為後來討論永

續發展時主要關切的議題，其原因之一即是認知原住

民的知識體系顯然助於社會與自然的相處。林益仁 4

進一步指出，原住民生態知識或許可以理解成將「原

住民知識」鎖定在對自然的理解以及自然資源的利用

之上的知識。再來傳統並非永遠不變，重點在於此動

態過程中如何產生正向的適應與改變當前之問題。而

傳統生態知識之所以被看重，其原因主要是它除了具

有特殊的環境主體知識以外，亦可透過對自然資源的

優勢來改善主流社會科學知識的限制，有助於社會整

體發展之需求。

因此，面對發展有機農業之課題，我們如何從部落的文化脈絡或生活經驗來改

變當代的農業，或者從部落的土地經驗中來發展出獨特的有機農業呢？所以，本文

試著從我們的創新農法經驗，來探討部落族人如何將老人的傳統生態智慧應用在當

代的自然農業中，解決農事投入成本和農耕技術問題，以及這些老人的古老智慧對

當代有機農業提供那些重要的意義，對原住民族在發展有機農業有什麼重要的啟

發，如何在當代社會的農業中脫穎而出。

二、殖民接觸後石磊部落的農耕經驗

有關於部落農業的學習經驗和脈絡。部落在日治殖民時期，殖民者為治理山

林，開發山地資源，增加其經濟利益，將原住民限制在居住和耕作的地區（亦即今日

原住民保留地的前身），並推行「水田定耕」，學習種植水稻，因殖民者配予土地，

可耕地減少，土地私有觀念逐漸形成 5；光復後，1950、1960年代國民政府實施「山
地人民生活改造運動」、「育苗造林運動」、「定耕農業運動」，於政府賦予原住民擁

有耕地所有權後，部落在國家指導下發展經濟，自給型農業逐漸過渡到商品經濟，

將森林中自然養護的概念應用在農業

生產中。（照片提供／羅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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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平地人種植高經濟作物，以符合市場需求，而農業生產不僅是滿足個人、家

戶、家族的生活經濟，也牽扯了更複雜的市場經濟體系問題。

1970年代末，當部落連外道路開通後，部落整體的生計型態開始變化，由當
時沒落的香菇產業轉向經營現代農業，學習種植水蜜桃和高冷蔬菜。而家父是當時

鄉公所第一批至農改場學習慣行農業之青年，率先部落參與鄉內第一個農業培訓計

畫，將有意願的族人送至農改場學習種植高冷蔬菜的技術，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密集

課程學習慣行農業。回部落後，大多數參與培訓的族人認為農業無法賺錢而紛紛放

棄，惟家父一人經營慣行農業，在農會輔導人員和農改場技術指導下展開了種植高

冷蔬菜之生活，直到偶然一次颱風過後賺進三十萬元，才引發族人集體投入種植高

冷蔬菜行列，開始了部落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工作種植蔬菜，而使部落成為鄉內當時

種植青椒面積密度最大之部落。直到1988年，母親因長期暴露在噴灑農藥的環境而
罹患癌症，家父因故而放棄慣行農法，轉型無毒農業 6、7。

初期實施有機農業，不但求助無門還得面臨鄰居嘲諷，只能自己摸索研究有機

農法，直到1994年在主婦聯盟和中興大學園藝系某教授的襄助下才有門路正式對
外學習有機農業技術，花費約十年時間參與政府和相關單位舉辦的課程，包括田間

管管理、蟲害防治、作物生長、有機認證人員、土壤維護、生物防治、堆肥等類型

等等課程來增加有機農業的經驗與技術。而家父有感於永續土地經營理念，於是自

1990年代中期開始在部落推廣有機農業工作，不過礙於族人正享受慣行農業帶來的
穩定財富，當時沒有人相信有機農業日後會取代慣行農業。

2007年，部落的教會有感於有機農業推廣之問題，為改善有機農業無法有效地
在部落推動，同年9月邀請韓國自然農業專家至部落舉辦為期五天的韓式自然農法
基礎課程，推廣韓式農法的漢方和酵素作法，使用當歸、木瓜製作成營養源來取代

以往市售的有機肥，希望進步改善部落族人轉型有機農業意願。但簡言之，最終部

落族人面臨有機農業要投入高成本和先進之農耕技術等阻礙，再加上引進的韓國自

然農業發生無法有效應用於在地等問題，再再影響族人轉型有機農業的意願。

6 羅恩加（2008）〈原住民發展有機農業遭遇的若干問題－以新竹縣尖石鄉石磊部落為例〉，發表於2008生物產業

推廣暨經營學系學術研討會，國立中興大學，2008年11月14日。

7日宏煜（2013）〈地方性道德世界觀與原住民族農民有機農業之轉作：以新竹縣尖石鄉石磊部落為例〉，發表於臺

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2013年會暨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2013年10月12-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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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人的智慧在當代有機農業中的應用

家父為了讓有機農業可以在部落被推廣，有感於2007年當時韓國自然農業基礎
課程教授使用如青木瓜、香蕉來製作酵素取代有機營養源，以及使用如當歸、生薑

製作漢方來取代病蟲害防治等之啟發，支持了他想嘗試將傳統的生態知識應用於農

業生產之發想，於是這個念頭讓他展開了一連串的田間實驗工作，希望為自己和部

落尋找可能轉型自然農業的機會 8。

而家父把森林／在地資源應用在農業生產的知識源自於傳統社會的生活經驗，

例如hebung（黃柏樹）應用在當代農業生產中的知識來自於過去社會的經驗，
hebung是部落早期社會缺乏醫療資源時代使用的藥材，過去當族人發生腹瀉、皮膚
發炎、外傷、發燒等症狀，耆老會採集hebung的樹皮，將其打成汁後讓患者服用，
即可治療疾病，而這些實實在在的經驗，仍在部落中世代流傳著，同時黃柏能消

炎、抗菌、消毒、提高免疫力是許多部落耆老保存至今的知識，而現代科學也證實

了其功能 9。家父之所以能夠將順利這些在地資材應用於當代農業生產與他在傳統社

會中累積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豐富的生態知識使他具備取用山林資源的重要基礎。

8 羅恩加（2015）〈當代原住民族的自然農業：以泰雅族石磊部落創新自然農法的經驗談起〉，發表於2015年生物

產業學術研討會，國立嘉義大學，2015年5月15日。

9 羅恩加（2010）〈會跳舞的蔬菜：泰雅族石磊部落自然農業發展歷程之研究〉，發表於一年過後：原住民族災後重

建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發展研究中心，2010 年 11 月 12-13 日。

利用在地微生物創造出屬於在地的農

業生產方式。（照片提供／羅恩加）

有關於老人的智慧在部落農耕的實際應用，以下僅

就部落中目前部分操作在農地的經驗來加以說明：

（一）關於土壤／農地維護的經驗

首先是我們在土壤或農地的維護方式，充分的使用

在地微生物方式來調整土地的養分，利用噴灑微生物來

加速土地的調節，以及使用自製的在地營養源如hom
（肉桂）、hebung等資材來防止土壤的酸化，增加土壤
的養分，並亦可降低隱藏在土壤中之病蟲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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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追肥的使用經驗

再來是我們目前針對農作物追

肥的方法經驗，使用如ali（竹筍）、
kaway（李子）等其它約二十種在地
資材，通常都以方便族人易於部落中

取得而開發之，每種資材的營養源

都有不同的功能屬性，例如ali的運
用，根據田間實驗結果發現，ali不僅
可以助於加速農作物的長大，同時還

含有重要的鈣與鎂等元素，後來也引

起部落族人大規模利用ali當追肥的 透過老人與現代知識的結合，讓一般的土壤變成有機農作的

基礎肥料。（照片提供／羅恩加）
情形。

（三）病蟲害防治上的經驗

最後是我們在農作物病蟲害防治的方法，善用如hom、hebung等十幾種的山林
物種，製作出別於市售的有機資材，創造出天然的藥劑來克服病蟲害之方法，取代

了以往於市場購得的資材，展現部落中獨特的農耕經驗。

整體而言，上述顛覆現代科學經驗的農耕，首度在家父的在地農業生產經驗中

實現了，並在2008年後隨之在部落中被推廣，後來也影響族人投入在地農法的研
究。而家父之所以順利將傳統知識應用在農業生產的原因，除了他本身具備深厚的

生態知識以外，基督宗教信仰亦是助於他將山林資源應用在農法的關鍵信念，才能

從傳統的經驗中創造新的農法，而這樣的經驗也讓他獲得農業經營創新獎之殊榮。

四、　結語：從老人的智慧思考當代農業的下一步

整體而言，結合老人智慧的農耕經驗已經跳脫現代農業的模式，在當代農業社

會中為另類創新的耕作。而石磊部落的農業生產經驗，在當代社會中為罕見之農

法，被媒體報導為台灣獨特農法，一種回到傳統社會的農業生產脈絡下，善用地方

山林資源，製作營養源取代市售肥料，創造出符合在地農法。回過頭來檢視這些經

驗不一定符合西方科學的脈絡，但卻是族人們從生活經驗努力推疊的智慧，經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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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長年在田間操作實驗累積的農耕知識，擺脫過去依賴專家學者、農改場、農藥行

才能耕作的宿命，從文化脈絡與部落經驗下為我們建立新的農耕經驗。

最後，石磊部落結合老人智慧的農法，從舊有的知識一直在調整新的知識，傳

統的知識也並非永遠不變，而是在動態過程中如何產生正向的適應，修正當前問

題，找到最適當的農法，使部落不斷地發展出新的農法，回應了老人的智慧是可以

改變當代有機農業之事實，同時這樣的經驗也促使農業永續經營。而族人們豐富的

生態知識，使森林變成農作物的營養源，源源不絕，也只有立基在文化和部落與土

地中，才能進一步強化以部落為主體的農耕經驗在當代社會中的價值與意義，擺脫

國家農業的綁架，勢必是我們原住民族未來發展農業的重要方向。

根據《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的記錄，傳統泰雅族主要的耕作物有陸

稻、小米、黍及甘薯，另外也栽培豆、花生、瓜、薑、菜、芭蕉、苧麻、蓪草及煙草等。且本

族耕地只有旱田，尚無水田，稻米全為陸稻，但後山因地寒不適稻作，而以小米、黍及甘薯為

主食。文中亦提及泰雅族在耕作技術上較稚嫩，不知使役牛馬，也不知施肥，只用簡單的工具

開墾斜坡地，以三、四年為周期輪耕等敘述，與本期所收入的兩篇泰雅族農業文化的文章相對

照，正可見一百年來泰雅族農業認知與農耕技術的變遷。

經典補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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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不變─
和平區泰雅族的農作生產與社會生活 1

楊翎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副研究員。博物館資深策展人。興趣領域：食物人類學、醫學人

類學、博物館人類學、視覺人類學、大洋洲區域。目前主要從事跨文化展演的比較研

究。

臺
中和平區泰雅族部落的農作物種類，因與外界接觸頻繁，品項內容日趨市場

化，近年觀光休閒、有機健康食品、自然農法風氣的引入，亦影響經營農

場的形態和農產內容，展現跨族群的生產機制。然而，在地日常食材來源，有的

仍秉隨傳統生態知識，習以自種蔬果、自養豬雞、狩獵「野味」（飛鼠、山羌、山

豬）、垂釣溪魚、捕撈溪蝦等自產管道取得，不足之處，間或以金錢向流動菜車或

到外地購買。傳統農作的祭儀活動，雖然受到改宗的影響式微，但常納入節慶活

動中，成為泰雅傳統承續的重要表徵。尤其在921以後，一些聚落重新思考Gaga
信仰、土地和部落人群的關係，嘗試回歸共食共作的傳統，表達變與不變的泰雅

精神。

變與不變：傳統到現代的生計方式

日據時代之前，泰雅族採山田燒墾的方式，一個部落十幾戶，最大的部落五十

戶，土地足夠使用，沒有占地的觀念。選擇好土地後放火燒山，灰燼用來當肥

料，旱地作物包括：糯米、再來米、小米、地瓜、芋頭，原則上一年二作，兩年後

土地貧瘠，再遷移到別的地方。有些新竹、臺中淺山部落，以陸稻為主糧，平時

以胡瓜、南瓜、韭菜、薑、野菜、辣椒加鹽，或以豆類加鹽煮食。獸肉、魚、蝦

等，則於農閒時漁獵，畜養之豬雞，僅在祭祀、婚喪、慶典、賠罪時宰食。烹調

1 本文改寫自楊翎（2011）〈食物的文化滋味──大甲溪流域泰雅族的飲食與社會生活〉第參節，原刊於《社會與區

域發展學報》第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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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主要為烤、煮、蒸，嗜好品為菸、酒，飲酒之前常以手指沾酒向祖靈作祭 2。

日據時代日本人令平地人教泰雅挖水田，一戶依人口數分幾分地，再教種水稻

的方法，如：犁田、播種，因此就沒有再往深山走。由於開梯田完全以手工耕作比

較辛苦。理番教育所將農稼課程列入，小學校一個班級有四十多人，老師是日本警

察，五、六年級每天下午的課程是每人發一把鋤頭，到田裡學習種菜，鋤草，種糯

米，最後一堂則學抓魚。光復後隨軍隊、外省人和閩客陸續進來，和平區開始種兩

種主要水果，一是接枝新世紀梨、一是日本的富士蘋果，採果園經營的形態。

現今從中橫公路由東勢進入和平區，沿路上山珍美食招牌，標示著地方產食特

色：溪產、鱒魚、草魚、香魚、虹鱘、釣蝦、竹雞、土雞、放山雞、土窯雞、羊

肉、蘋果蜜、蜂王乳、高山茶、香菇、靈芝、金線蓮、苦茶油、野菜、松葉汁、白

冷冰品、甜柿、南勢桃、梨、椪柑、高冷蔬菜、包心菜、檳榔等。有則經營民宿、

休閒觀光農業來拓展市場財源。但觀光業所發展出來的飲食現象，不見得受到泰雅

人的歡迎。以下就農耕、肉食、有機與食療作物、共食農園經濟等面向，簡述泰雅

人從過去到現代，所展現變與不變的生計方式：

2 許木柱（1995）〈泰雅族〉，《載於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冑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頁259-384。

從中橫公路由東勢進入和平區，沿路上招徠觀光客的招牌，標示在

地產食特色。有則經營民宿、休閒觀光農業來拓展市場財源。（照

片提供／楊翎）

（一）農耕：蔬果穀物類

民國四至五○年代，孩

童在夏天揹竹籃上山採集野

生百香果、香蕉、橫山梨子

頗為普遍。上谷關開墾成高

冷蔬菜專業區，作物大多於

2至3月播種，如2月種紅
柿、3月種蕃茄，6至9月颱
風季節種米豆、黃帝豆，冬

季休耕，主種不需照顧太多

的高麗菜。高冷蔬菜一般因

生長緯度的關係，纖維質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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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較為脆甜。梨子則集中在7月採收，高接、套袋、採摘為農忙時節，由於一年一
穫，如果收不好將影響整年的收入，風險比較大。在農忙時節，多會移住到田間的

房舍，以就近管理。收成經農會共同運銷，直接送往臺北果菜市場銷售。

和平區泰雅婦女為高接梨接枝。（照片提供／楊翎）沿大甲溪流域泰雅人家的菜園。（照片提供／楊翎）

檳榔、芋頭、苦瓜、火龍果、甜柿、芭樂、枇杷、梨、

桃、李、梅、柑橘、香菇等較大面積植栽，屬經濟導向

作物。（照片提供／楊翎）

菜車、雜貨店和原住民民藝華會販售的在地農產品。包

括：高冷蔬菜、梨、李、香蕉、四季豆、辣椒、洋蔥、

空心菜、小黃瓜、佛手瓜、檳榔／荖葉、臺灣天仙果

（羊奶頭）、自種小粒蘋果和等。（照片提供／楊翎）

泰雅人菜園自種自用的作物包括：玉米、地瓜、南瓜、絲瓜、胡瓜、佛手瓜、

樹豆、香蕉、破布子、豆類、山蘇、過貓、空心等葉菜。由於種植水稻費工時，以

自給為主。報導人認為現在的米不好吃，因為都是用機器乾燥的，以前的米好吃，

因為是用日曬和火烤的。此外，「原住民香菇」、「松鶴冬菇」亦是和平區的特產；過

去盛行砍伐林木以段木法栽培，現在太空包逐漸成為主流。真菌產業從新社延伸到

谷關，普遍成為跨族群生業經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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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鶴部落水泥坡坎上的壁畫，描述泰雅人獵捕山豬（左）和以魚叉或魚籠在河溪捕魚蝦（右）的傳統。（照片提供／

楊翎）

（二）肉食：狩獵、漁撈和畜養類

1.狩獵類
過去泰雅父親在孩童十歲左右時開始教導放置陷阱、看動物的腳印。冬天因天

氣冷獵物肉質比較不易腐壞，當旱地收成後放在倉庫裡，11月時男性就開始到山上
打獵放陷阱、到河裡抓魚兩個月，以在元旦過年節期間加添野味。女性則開始揀木

材、釀酒，接下來就是過年，日據時代訂過年時間在元旦。

捕到的獵物或漁獲多用鹽漬起來。日據時代鹽是向平地人買的。平地人喜歡鹿

角、鹿茸、猴骨、熊膽、羊臍。日據時代之前也有獵槍、火藥、子彈，須向外地平

地人用山產交換而來。雖然當時與平地人對敵，但平地人需要獵物，泰雅人需要鹽

巴，所以還是可以和平相處。

2.捕撈垂釣類
日據時代日本人在大甲溪流域做有魚梯，讓魚可迴游，在德基水庫（1973年完

工）尚未動工興建之前，大甲溪流域水量豐沛，魚蝦含量豐富。現在從德基到石岡共

有六座水庫，築攔水壩將水路改成引道，每一段水流量都大量縮減，於是魚蝦量驟減。

高山苦花魚即高山 魚、山地魚，平地人一般稱苦花。高山苦花魚原本在大甲溪

即可撈獲，後來一則因有人在此電魚和毒魚，一則大甲溪水量變小，現在有專門的

養殖場在養殖。只要大甲溪上游德基水庫放水，就有許多放養的香魚魚苗流出，釣

客多可釣到這一類的魚。

谷關一帶最貴的魚種是鱒魚，30年前開始人工培育。是適合高海拔環境的淡
水魚類，最早由水產試驗所從日本引進品種育苗，在馬陵養鱒場培育。當地水質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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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氣溫適宜，繁殖成功後推廣到全省。現在平地養殖場只要能控制（降低）水溫、

保持水質乾淨流動，即可繁殖成功。

3.畜養類
民國四○年代軍營的米水，曾是附近泰雅人餵豬的飼料來源。泰雅婦女和孩童

於傍晚時用扁擔挑鋁桶前往軍營，將阿兵哥吃剩的飯菜挑回家，然後將地瓜菜切碎

和入餵豬。20年前和平區流行過養鬥雞和珠雞，珠雞脖子沒有毛、腳很長、身材
高，據報導人云肉質很鮮美。現在山區養雞的情形比較多，用鐵絲網圍一區域，讓

雞隻在內自由活動，為所謂的放山雞。但數量和規模比不上平地的養雞場。

（三）有機與食療作物
由於普世環保意識抬頭，部落一些農民也試圖栽植有機蔬果。為了通過有機肥

料測定，耕土在5年內不可施打農藥和化學肥料，周邊農地有人施藥，蟲子就跑過
來，因此病蟲害問題相對增加，因此有人就採休耕1至2年方式以增強土壤肥力。冬
天雖然蟲害病比較緩和，但多處於休耕狀態，因外面菜價便宜，不像颱風、水災季

節可賣到好價錢，種一期的高麗菜在過年期間可能還有一點價錢。雖然健康有機、

生態環保意識抬頭，但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農藥、化肥、除草劑等化學慣行農法

仍根深地固。

除了生機食物，受到時下食療養生風氣影響，一些農民引進具保健功效的植

栽。例如：平地漢人在上谷關高冷蔬菜專業區有一塊農地，八○年代從日本引進明

日葉、五葉松等植物種植，也做一些健康茶包粉內外銷，因行銷通路不佳，所以沒

有成功。報導人的農地與之比鄰，因此認識這些「健康食品」，開始向貿易商買明日

葉種子、並移株五葉松苗廣為栽培。

此外，原住民技藝研習中心曾舉辦「山地植物資源與利用」課程，授課老師教授

許多漢人的民俗療法；如：用含羞草的根燉排骨治肝病等，並發現平地人會上山採

集具特別療效、尤其是治肝的植物，報導人於是開始在住家附近栽培民俗療法的植

物，並計畫將來提供民宿服務，附帶教育民眾認識一些民俗療法的植物。

（四）共食共作的產業經濟
1999年921大地震、2001年桃芝颱風、2009年88風災等災害，重創了原住民

固有生存領域。除了由政府推出多元就業、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珍珠部落、活力

部落等計畫方案，鼓勵部落發展多元產業；民間團體如：臺灣世界展望會、至善社

會福利基金會等，亦開始在原住民社區駐點，進行生計培力計畫，包括提供有機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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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種植、雞隻養殖等技術、銷售管道研習等課桯。另外，一些部落基於自主和產銷

共享理念，建立部落共食、共作及產銷平臺，發展生產、管理、行銷、客服等自主

經營模式，有則甚或推出舊部落踏查、狩獵／小菜園體驗、原生植物介紹、傳統工

藝／美食DIY、風味餐等產地小旅行行程。
結婚、教會節日或慶典活動，是現代泰雅族人特定共食場合，用以建構彼此之

間的連結關係。921之後，「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進一步聯合大安溪流
域十三個泰雅族部落，成立「部落共同廚房」，推廣「土地是生命，深耕才發芽」理

念，包括：經營共同農場、共同廚房照顧和深度旅遊觀光產業，並建立部落貨幣、

永續性社區福利機制和共食共作的產經模式。像是：集中炊事和共同購買，送餐給

弱勢居民餐食，同時也販售放山土雞、蔬果等農產，開發泰雅美食、小米酒、特色

咖啡和烘焙等，以所得回饋共同照顧基金 3。相關泰雅共作農團還有：新竹尖石區石

磊部落的共食農園、桃園復興區嘎色鬧部落的有機蔬菜共同農場等，皆可視作基於

Gaga精神的當代體現。

結語

泰雅人農作生產的演變，可視作社會和文化上適應策略之一。雖然固有的部落

制度、社會結構表面上逐漸瓦解，但是傳統的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物質文化體系

的分類觀念，和農作仍有著綿密的牽連關係。祖靈Gaga疊影的光譜，除了影響作物
收成和獵物數量外，最主要的是解釋：為什麼泰雅人會從在地生態與信仰知識出發，

承續共食共作的傳統。換言之，當代生計活動本身疊合著泰雅傳統和其他族群接觸

互動的軌跡，農作產銷、轉植、有機／觀光農場、部落廚房的開發經營等，一方面

展現泰雅人對市場經濟的敏銳操作度和社會適應性，另一方面也重返祖訓自然農法

和分享精神。

3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2015）。部落共同廚房的理念，網路資源，http://www.daanriver.org.

tw/，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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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噍吧哖事件──文獻再解析的必要

翁佳音
研究近代初期（16-18世紀）臺灣‧東亞東南亞史、史學思想與歷史的歷史。流派，屬
乾嘉考證與Ranckean文獻實證主義的復辟新保守派，愛講政治‧外交以外的社會‧
文化往事。老宅，每次出門便覺得出國，所以愛拍照留念。

一、地震後的迷蹤

1661年這一年，是臺灣動亂的一年，南部嚴重地震，全島有外患入侵；叛逆、
投誠，異族之間恩怨，比三角關係還複雜。但後來講說這段歷史的人，目珠與嘴唇

好像只放在國姓爺鄭成功率兩、三萬士兵攻打臺灣。而且，故事主軸想法，幾乎都

以為當時舞台只分兩個陣營，即：臺灣原住民與漢人聯合外來鄭氏政權，圍攻人數

才一、兩千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會有這樣僵硬、單一的故事影像，不意外，當然是現代黨國「大歷史」之支配階

級史觀譸張、影捏所造成。但，另一方面，也許有些原因出在歷史研究者不樂於從

事文獻的基礎考訂、解疑，或勇於反思現成歷史敘述是否完全真實，導致不少值得

再論述之歷史事件，因而隱晦不彰。當年所發生的噍吧哖事件插曲，也許是其中一

例。

在以前，研究者可以廣泛運用的日譯版《巴達維亞城日誌》中，鄭成功攻臺前

幾日，即1661年4月17日條，記有臺南目加溜灣（善化）社的竹篙厝教堂因地震倒
塌，居民逃往山中。數日前，目加溜灣老居民與新來的Terriverrivang人一齊再回
到社裡來，但Tamani尚逗留山中 1。

此次大地震，《巴達維亞城日誌》說是2月15日發生，臺灣城建築龜裂，臺灣
街有店鋪二十幾間倒塌，連稍遠的善化竹篙厝教堂也倒下，餘震連續六天。這是根

據臺灣長官揆一的書信報告，可信性當然高 2。當時，有位也經歷地震的瑞士傭兵

1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1975）《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3》，東京：平凡社，頁203。

2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3》，頁197； “Missive van den gouverneur Frederick 

Coyett naer Batavia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tsuijcker. Tayouan, 14 Maert 1661”. 

VOC1236, 177-182, fol.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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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Herport, Eine Kurtze Ostindianisch Reiss-Beschreibung,..sonderlich der chinesischen Belagerung der Insul Formosa. 

(Bern, 1669)., pp. 42-43，但他把這次的地震說是一月某日，是回憶錯誤。

4 “Missive van den gouverneur Frederick Coyett naer Batavia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tsuijcker. Tayouan, 14 Maert 1661”. VOC1236, fol.177-182, fol. 180.

Herport，他在《東印度旅行記》中講得非常恐怖，地動山搖，島嶼彷彿一艘船在海
上搖晃，甚至還誇張成餘震長達六個禮拜 3！

至於2月中逃離，震後數日再回去的Terriverrivang與不願回去的Tamani番
人，究竟是哪一族、哪個部落的原住民？荷蘭時代臺灣史開山祖中村孝志在巴城日

誌的註釋中，指前者地點不明，後者是「噍吧哖」，是現在臺南玉井。荷語文獻中

的Tamani，後來被漢字音譯為「噍吧哖（Ta-pah-nî）」，日本時代取近音改為「玉井
（Tama-i）」。沒錯，這是研究者的基礎知識。

二、荷語文獻中的噍吧哖社地點

問題出現在荷語文獻中的Tamani（噍吧哖）社，社址在哪裡？連帶的，中村先
生所未能解答的Terriverrivang番人番社又是哪裡？這是本篇短文要集中處理的問
題。本文的重點或結論，主旨不在於推翻既成論述，而是提出下述事證，敦促學界

在談論南部原住民族群遷徙時，可能得花些時間解決這些文獻問題，用以避免歷史

紀錄的前後矛盾。

Tamani（噍吧哖）社或社番出現於荷語文獻的時間，算是比較晚期，大約在
1650年代以後。揆一長官呈巴城總督信函中，提到：「噍吧哖番人，亦為下山（居
住）大武壠人的一部份（zijnde ook een deel der afgecomene Tevorangers）」（參
見圖1）4，可確證噍吧哖番人與大武壠番屬同一族群。大武壠社的地點與範圍，
在荷語文獻中很清晰。例如，1636年Junius牧師向公司十七董事會的報告中，指
出離新港社一天多路程的三個山內番社：Tevourang（大武壠社）、Taiouwang、
Tusigit5；此外，相關的資料，如《臺灣城日誌（熱蘭遮城日誌）》也標明由大目降

（Tavokan，臺南新化）到大武壠路程約一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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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 A. Grothe, ed.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Utrecht: C, van Bentum, 1887), 

deel III, pp. 106-107;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m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1903).p. 130.

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vol. 3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6), p. 465.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mtemporary Records, p. 

112.

圖1 揆一長官巴城總督信函，VOC1236, fol. 180。（圖片提供／翁佳音）

文獻又指出：Tamani社與Terriverrivangan小社，位於小山之中，一日路程。
而且，後者是新成立的小社，約位於目加溜灣社與大武壠社半路間的平地上 7。綜合

這些路程時間，以及地形的敘述觀之，荷蘭時代的大武壠與噍吧哖番社恐怕都在現
在臺南大內頭社開始往東算起。換句話說，這兩個社名與地名，是定根在土地上，

從那時起到現在，應少有變動。

至於迄今未解決的Terriverrivangan小社，既然在目加溜灣社與大武壠社半路
間的平地上，研判的範圍已可縮小。若進一步參照清代文獻，那地點就呼之欲出

了。大約成書於1717（康熙五十六）年前後的《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記云：

 大武土龍山⋯⋯內社九：大離蚌、礁吧哖、邦鶻、內蹈綱、敦里礁吧哩、萬打

籠、內幽、籐橋頭、美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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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issive van den gouverneur Frederick Coyett naer Batavia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rsuijcker. Tayouan, 29 Januarij 1660“. VOC1233, fol. 696-699, fol. 698v.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vol. 4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 11.

8 蚌音pang，口丰是俗體字，一般字典少收錄，但若據臺南新化仍有口口丰（pang-kháo）舊地名，可知此字與「蚌

pang」同音。Terriverrivang（Terri-verri-vang）對漢人來說未免太複雜，聽說成Ter-ri-vang很自然。

圖2  日本時代堡圖。（圖片提供／翁佳音 ）

此外，成書1722（康熙六十一）年稍後的《臺海使槎錄》卷五〈北路諸羅番四〉
也載有：

 大傑巔、大武土龍、噍吧年、木岡、茅匏頭社（即大年口丰）、加拔（一作茄茇）、

霄裏、夢明明（自頭社以下皆生番）

限於篇幅，這裡無暇繼續解釋兩書所提記的其他鄰近番社名稱，儘管這方面討

論，對於解開歷史族群非常重要。我還是舉兩書中所提的「大離蚌」與「大年口丰」，

兩詞的發音，大抵類近Tai-li-pang，或Tai-ni-pang，與Terriverrivang音值非常接
近，應是後者的漢字音譯 8。這樣的解釋與推測，尚屬合理層次。若無異議，那麼，

如《臺海使槎錄》所言的：茅匏頭社又名大年口丰，Terriverrivang就是臺南左鎮境
內舊地名「竽匏口」，這裡尚留舊地名木公（木岡）、公館與口社寮，多少都已反映這

一地帶的族群活動狀態（參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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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次噍吧哖事件

前面既然已指出此次事件的地點，大抵與現在臺南左鎮、玉井範圍差異不大，

那麼，事件的原因與經緯如何？

在這裡，我還是從第四冊《臺灣城日誌》的記事中擇要敘述 9。事件前因，在荷蘭

東印度公司的統治政策的變化，總督高層在1645年時令臺灣當局將山內原住民遷徙
到平地，以利於基督教教育及統治 10。1650年代末期，部分大武壠社番人分別被勸
令下山，遷居臺南白河、東山一帶的哆囉嘓社（Dorcko）11，成為清代登錄於志冊上

的「大武壠派社」。此外，也有番人，包括上述的噍吧哖與大離蚌（Terriverrivang）
奉命遷居到目加溜灣社。從文獻來看，下山居住的番人，多少有適應不良的問題 12。

因此，1661年2月中的地震躲入山內後，噍吧哖社的一位頭人噍吧烈（Dapare）
與他的番親公然宣稱要留在山中過著傳統自由生活，寧可死去，也不願下山再回目

加溜灣社居住，接受荷蘭的基督教教育與法律 13。他們有往北逃到嘉義阿里山境內

的大龜佛（Tackka Poulangh），或往南與屏東縣高樹鄉舊大路關（Terroquan）番人
逃到相當高的山上，名叫Tosicil的地方築屋居住，甚至干仔霧（Kanakannavo）社
番也過來相助 14。

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在3月曾派政務官率十幾人前往調查，以及拏捕抗命的頭
人噍吧烈，結果僅是得到上述的情報而已。公司若想進一步派遣士兵前往搜捕，以

及驅逐噍吧哖社番到山下居住，也已時不我予。4月底，中國的國姓爺大兵君臨城
下，另啟一番大戰場，戰火遍及島上。初次的噍吧哖事件訊息嘎然而止，後續故事

如何，文獻恐怕難有紀錄了。

噍吧哖故事的時間，也許難以為繼；但空間之網絡，倒是可羅織出一些眉目來。

事件中出現的社番，有嘉義布農族的大龜佛（Tackka Poulangh），以及清代四社
番，即高雄縣楠梓仙溪河谷一帶的大路關，甚至是這一兩年才被認定為新族群的高

9   讀者可從江樹生中文譯註的《臺灣城日誌》第四冊，1661年3月份的記事找到敘事資料來源，本文不另詳舉。

10 ‘Missive van Batavia [van Cornelis van der Lijn] naer Tayouan aen den heer gouverneur Francois Caron   

per de fluyt de Siam geschreven. Batavia, 31 Julij 1645’. VOC869, fol. 417. 

11 J.E. Heeres ed., Corpus Diplomaticum Nederlando-Indicum, ('s-Gravenhage: M. Nijhoff, 1907), deel 2, p. 149-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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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vol. 4, p. 333，並參見：”Missive van den gouverneur 

Frederick Coyett naer Batavia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tsuijcker. Tayouan, 29 Januarij 

1660“, VOC 1233, fol. 696-699, fol. 698v.

13 “Missive van den gouverneur Frederick Coyett naer Batavia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tsuijcker. Tayouan, 14 Maert 1661“, VOC1236, fol.177-182, fol.180.

14 並參見：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3》，頁276。

15 J. A. Grothe, ed.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III, p.116;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122, 136-137.

1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vol. 3, pp.7, 102。又，本文所講之現在行政區地點，

都是根據讀荷蘭文獻所述距離比定，篇幅限制，無法一一舉證。若有疑義與爭端，我再另行為文交代。

雄縣干仔霧（Kanakannavo）番人。
這些範圍橫跨嘉義、臺南與高雄、屏東的原住民群，早在荷蘭公司統治時代，

就已發生遷徙住居與互有聯繫之現象。例如，1636年年底，大路關（Taraquang）的
番人因被住在更高山上的敵番所驅逐而在大武壠人的番社中尋求庇護地 15。高雄的

干仔霧番（Kanakannavo）於1648年參加全島地方會議，荷蘭人要與此番社溝通，
先講新港話，再翻譯成大路關（Tarrocquans）及大武壠話；1650年，干仔霧番社甚
至有有四戶遷往嘉義阿里山的大龜佛（Tackapoelangh）16。

四、事件餘波懸而未決的問題

本文後段試圖用空間之網，填補初次噍吧哖事件中斷的時間軸。之後，恐怕有

些事件餘波或缺口，現在的研究者也許該面對，例如：

第三節一開頭提到的，與噍吧哖同屬大武壠的「大武壠派社」，成立於1650年
代末期，但目前論述卻謂因臺南西拉雅族侵占而於18世紀三、四○年代（乾隆初期）
遷到該地 17，有七、八十年的時間缺口。

此外，日本時代與戰後的調查與敘述，包括中村孝志之註解，大體異口同聲說

臺南舊地名噍吧哖的玉井，是原住新化的西拉雅族社眾因受漢人侵占，而往東遷

徙，驅逐原住玉井、口霄里的南鄒四社番，進而定居下來的西拉雅族之社。時間大

約在清康熙、乾隆年間 18，亦即在17、18世紀之交，到18世紀三、四○年代間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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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論述，又與第二節所指陳荷蘭文獻出現之社名與地點，與清代以後的社名

地點差異不大之事實，有了衝突。進一步，語言方面，如上所述，干仔霧番聽講大

武壠話；荷蘭時代觀察記錄中，大武壠與西拉雅族之風俗習慣還是存在著差異 19。更

有趣的是，日本時代之調查紀錄裡顯示，現獨立為一族的干仔霧，即卡那卡那富族

（Kanakanavu），是被鄒族與Saaroa稱為「Taiburan大武壠」20。由此可見，各時代

的文獻紀錄一直有持續性，但與日本時代以來的學界調查研究不符合，中間到底出

了啥問題，今後不解決是不行的。

結語之際，還是再提點一下大武壠噍吧哖這個舞台。不止荷蘭時代是熱鬧 社

之區，到了滿清據臺之初，大武壠依然為「商人所常泊之社」21。有清一代，「大武壠
之噍吧哖」是賊匪與官兵一往一來之區。嘉慶十八（1813）年十月間有艘據說是蔡牽
等集團的海賊船竄至臺灣東部沿岸，沖礁擊碎，賊頭「紅目茂」泅水登岸，居然還攀

爬潛匿到噍吧哖山寮中 22。

你看，噍吧哖舞台不是千山鳥飛絕的封閉世界，用這個地理觀點再解析文獻，

也許會有不同的歷史敘述出現。

17 盧嘉興 （1981），〈臺南縣下古番社地名攷〉，臺南：臺南縣政府編印，《輿地纂要》，頁56。

18 劉澤民等編，《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74；村上直次郎

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3》，頁212。

19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112.

20 安倍明義編（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頁258-259。

21 林謙光（1961）《臺灣紀畧》，收於諸家《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一○四，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頁56。

22 洪安全等編（2005）《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十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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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照片裡的「老」房子看卡地布

卑
南族在口傳的起源傳說中，分成石生跟竹生兩大系統，早期關於卑南族的研

究不論是人類學、民族學或是考古學多集中在竹生系統的卑南社群如南王

部落，而我本身所成長的屬於石生系統的知本社群在文獻資料上則相對稀少。知

本部落應稱作Katatipul（卡地布），但我們卻長期被用南王部落的Puyuma（普悠
瑪）作為通稱，雖然同樣劃分為卑南族，但在許多層面上卻都有著相當的差異，對

我們而言這樣的概括並不合宜，近年透過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的資料庫，我們陸續

收集到為數不多的日治時期老照片，得以從中回溯祖先們的生活環境。

知本社群的極盛時期位於今建和一帶再往山上的區域，是為Kazekalan，因
應土地資源而生的，是以山田燒墾的輪耕、游獵經濟為主的生活型態，Kazekalan
的族人漸次往山下創建一系列的部落。知本二字來自Katatipul（卡地布）的音譯，
「卡地布部落」即為「知本部落」，在日治時期的統計，知本社主要有mavaliu（馬
法溜）、pagaraugu（巴卡露固）、ruvaniaw（魯法尼耀）三大家族，其中mavaliu
家族最為強盛，是構成知本卑南人的主要部分。

高獻庭
卑南族知本卡地族人，現為自由創作者，從部落耆老學習傳統文化，以及工藝智慧的

學習與承傳，不論是雕製配刀、製作傳統生活器具，或當代藝術創作，均著重每一圖

騰、工法所代表意涵，以及其所蘊含的生命價值。

老照片講古

在傳統上每個家族都

會各自有自己的kauamaan
（祖靈屋）與palakuwan（會
所），祖靈屋是祭祀場所，

kauamaan一詞原本的意思
是「本來的家」或「真正的

家」或「舊家」，然而知本

部落的祖靈屋歷經從山上往

山下遷徙，特別在歷來統治

者的禁止與驅趕之下多已不

在本家，最後更集中在今知圖1 知本天主堂後方一帶的祖靈屋。（圖片提供／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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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天主堂後方一帶，圖1即是當時一整排的祖靈屋，雖然這些祖靈屋現今都已經不
在了，但那個位置的場所精神似乎一直都存在著。我的祖母便曾經描述過往在彼處

進行儀式的記憶，甚至回憶起兒時，也還能回想起一些印象很深刻的畫面，其中之

一便是做完禮拜從教堂走出來之後，部落各家人圍繞著教堂外的各路口紛紛擺起檳

榔陣的景象，各家占據一個角落舉行各家的儀式。檳榔陣屬於傳統信仰，照理講會

在殖民政權的禁止或是宗教變遷的過程中逐漸消失，但在Katatipul卻是以這種方
式共存且保留著。我的祖母是嫁入Katatipul的外族人，在過往以入贅為傳統的年
代屬於少見，祖母雖然是外族的身分，年輕時卻因為做了幾次特殊的夢而成了部落

中的黑巫，印象中小時候族人都有點不敢靠近我們家，心裡多半會有一股潛藏的恐

懼，然而也因這樣的背景，而聽說了關於祖靈屋的事情，多年後再看到這張照片對

照起來覺得特別有意思。

另一張照片則是記錄了早期搭建在知本溫泉溪邊的臨時建築，這種建築並不是

未久居而設，主要是作為短暫的休息，頂多住個一兩天。聽老人家講，在還有獵首

行動的年代，往南遠征的族人會在過旭海的溪邊停歇並清洗所獵到的人頭，而不管

是遠征或近爭，在回到部落之前，都會在現臺九線的知本溪在進入部落前做最後的

清洗。出征必有死傷，知本自古就是溫泉所在的地方，祖先們對於環境資源利用

之熟稔，自然也知道溫泉有它的療效，因此停在此處就是為了讓傷兵們能夠休養生

息，洗去一路征戰的疲憊，也療癒身上的痠痛與傷口。因為不是設定為永久居住的

建築物，所以建築材料的使用多半是較容易腐壞的素材，建築形式也較輕便簡陋，

雖然容易損壞但也很容易搭建，這樣的建築可能隨著每年颱風季節的大水就會被淹

沒或沖毀，但卻不會對自然造成

傷害，這便是祖先們對自然的尊

重。如今知本溪仍是我們重要的

傳統領域，沿著知本溪流域溯溪

而上都是我們的生活範圍，也是

祖先們傳給我們的山林智慧所要

實踐的場域，有效而永續的經營

是不曾變過的精神，比對今日知

本溪畔林立的旅店民宿實在是很

兩極的反差。
圖2知本溫泉溪邊的臨時建築。（圖片提供／國立台灣大學人類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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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產生關係──
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本刊編輯部

「文
物館最重要就是人」面對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的經營理念，海端鄉鄉長

毫不遲疑的表達這個核心。海端鄉位於臺東縣西北端，地處中央山脈

之上，為南橫公路的東部入口，是臺東縣所轄五個原住民鄉之一，早在18、9世
紀間，就有住在東埔的布農族人越過中央山脈來到海端鄉的新武呂溪流域建立部

落，目前鄉內約95%為原住民，以布農族為主，次有少數排灣族、卑南族、泰雅
族、及阿美族等；另約5%為非原住民，包括外省人、客家人及閩南人。

一、轉換角色建立地方知識交流平台

文物掌故

「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後簡稱為布農館）成立於2003年，是個三層樓的建
築，分上園區與下園區，腹地包含一片相當適合鄉民舉辦戶外活動的空地，目前於

鄉內的使用非常頻繁。然而儘管在地有著淵源的歷史，在文物館成立之時，「文物」

的收藏卻已是館方相當大的困難：首先，歷經了不同政權與文化變遷的洗禮，珍貴

的傳統文物多以流落他人之手，真正留在族人手上的並不多；再者，文物館設計之

初，在庫房空間與經費編列上均並未充足的考慮文物的收入與典藏的功能，因此對

館方而言文物的收入、庫藏、建檔、維護、展覽規畫⋯⋯等這些訴求專業的工作都

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外觀。

是一大缺口。如同國內許多文物

館曾走過的歷程，布農館一開幕

沒多久就變成蚊子館，而後在原

民會經費與資源挹注之下，才開

始尋求一些活化的可能性，其中

最重要的合作資原則是「大館帶

小館」之共同辦展計畫。

以館藏而言，布農館現有館

品零碎，多半是一些像農具、鍋

碗瓢盆等的生活物件，背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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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故事脈絡與充足訊息登記，亦不像他館一般有特別可以拿出來當鎮館之寶的明星

文物。誠然收藏文物是重要工作，但對處在各地的地方館來說，與其勉強在短期內

就要達到專業博物館的不可能任務，跟社區產生緊密互動所引發的效果可能會遠超

過文物收藏，加之以現行大博物館多半設有代管機制，在面臨諸多現實條件的限制

下，大博物館的庫房是相當好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布農館則提供較為親近的地理

距離優勢，與部落討論在地的微觀脈絡形成平台，建立地方知識與促進部落團結。

布農館便從這樣的角色著手，大幅投入田野調查的工作，希望能夠幫地方作一

些主題、發聲，也藉機會收集素材，最後館方所著力發展的，便是地方文化研究的

成果展現。如此實踐過後亦發現，過往收集到的館藏如山豬下巴骨、刀、弓箭⋯⋯

這些過往以為太過瑣碎的零件便可擔任起相當關鍵的作用，當成素材敘說故事。

二、透過展覽強化地方連結

布農館每年固定會規劃三檔以上的展覽，並盡可能平均分布於學校單位、社區

單位與館際合作三個方向。

目前館方二樓所進行中的展覽為「Patusan射耳祭場──布農族男人的場所」，
每年四、五月是全國布農族人舉辦射耳祭的重要時節，全國射耳祭活動的預算問題

卻曾數度引起立委的爭議，然而其所引發的爭議中，射耳祭場本身卻極少被人提

及，對族人而言關注「祭儀」與「祭場」的靈性與精神卻是更重要的面向，其中也有

很多內容可談，於是布農館便居中串連，運用初來部落現存的兩個已持續運作超過

半世紀的祭場，重新討論祭儀中的禁忌、規範與祭場空間的交互作用，以及更深層

的意義與功能。拋除現有爭議，進入深層的場域文化與部落研究，提出更該被討論

的問題，展覽過程從展覽策劃、文物、素材提供到佈展⋯⋯都有部落族人的參與，

文化廊道上呈現的七十多張照片，則是族人親自從兩百多張照片中進行挑選，最後

由祭師寫下文字，以射耳祭進行完整描述。對布農館而言，舉辦一檔展覽同時在促

成的還有社區能量進入到地方館的作用。

位於布農館三樓所展出則是館方與崁頂社區合作的部落行銷特展，崁頂社區今

年獲得臺東縣社區評鑑第一，展覽中呈現社區多年的營造成果、輔仁大學進駐社區

兩年與社區人共同討論的規劃內容⋯⋯，同時透過展版與地圖的對照呈現出該社區

內各氏族的遷徙歷程，展中更另闢一單元為「祈禱小米豐收歌」的視聽區，參觀者可

以同時聽到1943年日治時期音樂學者澤隆朝於崁頂部落（當時稱里壠山社）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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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策展概念與部落族人共同營造展場情境。 文化廊道圖片由部落族人挑選並撰文，利用走道空間

形成連續性的敘事空間。

的Pasi pot-pot小米祭之歌 1，與2014年馬修連恩於崁頂部落所錄製的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進行對照，參與錄音的部落族人甚至都還記得曾經聽過自己的長輩

提過半世紀前曾經被收錄歌聲的往事。

館方透過文獻上的專業與部落結合，讓無形文化資產可以在展覽中同步被呈

現，且找到現今的新事物去對照，製作這樣的小篇章來呈顯出歷史的流變以拉寬每

檔展覽的面向，對布農館而言是重要的價值呈顯，而要能達到這樣的置入，首要的

便是持續經營的田調工作。

三、回到田野建立文物的知識背景

布農館現正積極進行的是年底與臺博館合作的文物回鄉特展，如同前述的文物

流失現況，能夠將文物運回鄉內展覽對於族人們而言是大事，入庫參觀當日，館方

所展示的物件也相當程度的引發了耆老們的回憶。目前臺博館整理出八十件名冊上

標記為海端鄉的文物供布農館作為參考，由布農館館員進行分類，方便日後在田野

之中逐步篩檢。

在展覽呈現的規劃上，布農館策展教育組的馬田提出了較有意識的篩選機制，

一來館內空間無法完全展示這八十件作品，再者臺博館給的清冊中雖都標示為海端

文物，但有些物件老人家根本未曾聽聞，那這些展品在這個階段展出就較缺乏意

1 曲目翻譯參閱王櫻芬、劉麟玉製作校訂《戰時臺灣的聲音1943：黑澤隆朝高砂族の音樂復刻－暨漢人音樂》中的

小米祭之歌Pasi pot-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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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館方期待透過田野找到最

大的共識，再讓東西回來，釐

清到底要透過展品談論什麼事

情，例如說部落裡一定有刀，

前往參觀庫房的耆老卻一致表

示但沒看過這個形制，那麼館

方或許可以找到現有的形制，

或者耆老記憶中的形制去進行

相關對照。甚至耆老們並指出

該名單中部份藏品可能有的錯

誤，例如一個被誤以為是農用

工具的文物，但實際上卻是輔

與社區分工合作部落行銷特展，並以文物館的田野背景置入文物史料

與無形文化資產等環節。

助撈湯鍋中煮熟內臟的工具，老人家們確實記得在兒時曾經使用，這樣的資訊則提

供臺博館進行文物登記上的勘誤，形成一個互惠的循環。相較於去追溯真實出處，

對布農館而言，更著重的是文物在文化意義的探討，而不著墨太多於該文物的歸屬。

布農館試圖在此次的與臺博館的合作中，針對過往館際合作模式提出更多屬於

在地的看法，強化從庫房到工作坊的歷程，期望在地方族人的參與過程中，能夠將

看到、質疑、討論或感受這些面向一併能夠在展覽中被處理，讓族人可以對這樣的

展覽多一點看法，嘗試另一種合作模式，透過造景與藝術創作的方式去跟文物蒐藏

與回鄉這件事做個對應，如此文物回鄉才不會只是把文物帶回來，而能夠一併把文

物知識、技術等一併建構。在鄉內文物的收集上，則著重族人借出展品的心意，及

其與地方館合作的認同感，盡可能連結文物與人之間的關係，未來能更往社區博物

館、文化生活圈的方向前進。鄉長亦提出希望未來能夠培養部落工藝師，透過展出

文物近行文物再製的技術實踐，透過再製過程喚回更多過往的智慧，也開創未來文

創新發展的可能性。

四、文物館最重要就是人

回到「人」的核心概念，除了與在地居民的連結，布農館另一個經營的重點便

是館員的培養，正視文物館的運營與執行是一項專業領域。目前館員有四人，除主

要的策展人馬田外，尚有一名駐館規劃員，及兩名公共服務人員，均為臨時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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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員額。因現有的聘用制度難以穩定的栽培館員，過往人員流動率相當頻繁，加

上缺乏充足的庫房硬體，在文物的入庫、維護、展覽籌辦⋯⋯等都無法建立妥善的

制度，在技術的承傳與交接上也常有疏漏。因而除已在進行的田調與展覽工作外，

布農館亦考量未來館際合作的重點之一，或許是可以跟史前館建立技術上的常態支

援，強化館員在基本能力上的建立與學習。

在近年的推動中，布農館透過其地理與空間上的優勢結合鄉內旅遊與展售的功

能，盡力讓文物館可以當成一個窗口讓外來遊客能夠更完整的認識海端鄉。未來館

方則希望能夠進行更深入的展覽規劃，如文化系統的辨識，像是服飾編織上的符碼

及其背後所代表的系統，透過文物重製跟文化課程，針對議題去作傳承與記錄，如

鄉長所說，期望文物館可以作為一個「根」的所在，讓耆老的智慧可以在這裡被累

積，讓孩子可以在文化的浸潤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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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前世今生：
思想系譜篇

陳張培倫
Tunkan Tansikian，布農族巒社群Sisui（清水）部落，臺大哲學博士，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目前借調原住民族委員會擔任政務副主任委員。專研政

治哲學、研究倫理、原住民族權利、原住民族事務與公共哲學。

時事快遞

對
於我國憲政體制而言，2005年通過實施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後稱《原基
法》），意謂著民主化進程朝向多元文化民主的重大跳耀，為我國社會實踐族

群共存共榮願景的正式開端。觀察這幾年來的發展，原住民族的生存處境雖有某

種程度的改善，但該法的實踐過程，卻也不斷地受到社會各界嚴格檢視。如何看

待這部具有準憲法地位的法典，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的立場，或許都有其所見之

處，然若能先釐清創生該法的思想系譜源頭，或許更有機會辯證出一套可欲性、

可行性兼具的實踐之道。

一、原住民族運動與《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1980年代無疑地是臺灣原住民族命運轉折點，趁著民主化進程初期各種社會運
動風起雲湧之際，這個在歷史上文化久經壓抑、生存空間屢受侵奪的族群，終於有

機會完整地說出自己的心聲，並要求國家社會或主流族群正視問題、積極回應。

這一段原住民族與國家體制或主流族群之間的衝撞對話歷程，即後人所熟知的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其間所提出的各種原住民族權利訴求，透過街頭吶喊抗爭、體

制內外族人摩擦爭執與默契協作、以及主流族群有識之士協助，其理念漸進獲得認

可並相當程度地化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先是於1990年代憲改過程正名入憲，最終
於《原基法》展現其完整面貌。

原住民族運動的主要訴求及其根本精神為何？或許由「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

會」於1988年所提出的《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後稱《宣言》）可略窺其貌。
該文件分成前言以及具體權利訴求兩個部分，其中有三個面向值得關注。首

先，前言一方面聲明原住民族係南島語系成員之一，與自認為是炎黃子孫且屬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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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族群不同；另一方面，則主張在外來勢力尚未入侵前，原住民族是臺灣島的

主人，然因各個外來勢力所建立政權的壓迫，使其完全失去主人地位，面臨經濟剝

削、社會歧視、政治壓迫、文化漠視等瀕臨滅族的危機。

此一立論意含著對歷史上各個統治政權殖民政策的反彈，無論是文化同化、土

地自然資源掠奪乃至於主人地位的侵蝕，都是當今原住民族之所以陷入不利處境的

主因，國家社會若不對症下藥，而只是恩給式地扶助政策，對該族群地位以及處境

之改善，效果畢竟有限。

其次，在具體權利訴求方面，則指出原住民族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及自

由追求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觀其所列舉權利項目，除了一般基本人權保障之外，

主要為對民族地位、歷史權利以及自主發展權利的肯認，換言之，這是一份原住民

族個人權利以及民族集體權利並重的清單。具體而言，其權利項目包括正名、政

治、文化、自治、土地自然資源、教育、語言、司法與社會發展等。

最後，綜合前述兩個面向，可以歸納出原運時期原住民族權利訴求的正當性基

礎，分別為「文化差異論」與「歷史主權論」這兩個論點。也就是說，原住民族文化

與主流族群漢族文化有別，同時，由於主流族群在國家社會上的主控地位，致使各

種制度設計通常主要映現著優勢族群的偏好，原住民族此類少數族群勢必在看似齊

頭平等的各種制度中陷入先天劣勢，故此，以適當的差異權利設計對治之，就有其

必要性與正當性。

此外，為何原住民族在政治、文化、土地、教育等面向上有資格擁有自主發展

的集體權利，其根本理由在於，原住民族歷史上本來就是具有獨立地位的部落政治

實體，但就在殖民歷史過程中，此一地位及相應權利被外來者所侵蝕，而前述各項

集體權利訴求，就只不過是某種程度地回復原住民族在歷史上本有的主人地位，要

求大社會在攸關其族群集體發展的重要事項上，尊重其自主意願。

原運訴求的前述面向，對於當時尚未跳脫一般化或同化主義思維的大社會而

言，可說是相當刺耳，不過，總的來看，儘管原運提出以尊重文化差異以及回復主

人地位為核心的各類差異權利訴求，但並沒有要求脫離現有國家，而是在承認既有

各族群均為國家主人的前提下，彼此相互尊重地共存於同一塊土地之上。換言之，

原住民族某種程度地接受後來者所建立的主權體此一事實，但另一方面主張此一主

權體應尊重、承認並某種程度地納入原住民族的歷史主權事實，亦即透過某種以族

群集體為單元的互為主體性理念，對國家社會體制乃至於主權體本身進行重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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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條款

對於原運而言，除了一開始的體制外抗爭，1980年代民主化進程中的本土化以
及政黨政治路線，可以說是原運理念得以滲入並推動體制重構的重要觸媒。因其於

這塊土地上的歷史先在地位，任何本土化論述、願景與社會政治改革藍圖，都很難

迴避該族群；此外，由於政黨政治競逐民意的特性，也讓該族群訴求有機會躍上朝

野政黨所主導政治改革議程，結合體制內朝野原住民菁英或對原住民族友善的政治

人物，從中尋求突破點。

原運訴求雖然在1980年代末就開始獲得政府若干回應，但直到1990年代憲改
工程啟動後，才開始有機會對國家體制造成實質影響，其中又以正名入憲與基本國

策原住民族條款最為顯著。

早在1992年第二屆國民大會第一次臨時會，即有更動憲法增修條文中的「山胞」
一詞為「原住民」之議，但直到1994年初時任總統李登輝於「原住民文化會議」中
使用該詞，正名入憲萌現契機。隨後召開的二屆國大第二次臨時會，通過使用「原

住民」，後又於1997年三屆國大第二次會議中修正為更具民族集體性格的「原住民
族」。

在基本國策方面，1992年修憲時，就已列入「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山胞之地位
及政治參與，應予保障；對其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及經濟事業，應予扶助並促其發

展。」1994年修憲時，與會代表更提出民族認定、自治、中央政府專責機關、民族
議會、傳統命名權等修正建議，但最後並未成功納入之。

但是到了1997年修憲，則將該條款擴充為目前所見面貌，分別為「國家肯定多
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以及「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

住民族之地位與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

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第10條）
前述憲改成果，對原住民族而言有以下意義。首先，正名為「原住民族」，既擺

脫了一般化政策時期「山胞」此一去民族化字眼，又彰顯該族群為臺灣土地原來主人

的意涵，而且在1997年修憲所使用的「應依民族意願」此一表述方式，更形同承認
該族群為一民族集體，無形中呼應了前述《宣言》中南島語系集體認同。

其次，1997年修憲所宣示的兩項基本國策，觀其內涵，可以分別稱之為「尊重
多元文化條款」以及「尊重民族意願條款」，若將之與前述《宣言》所蘊涵的原權正

當性基礎來看，兩條款幾乎對應著「文化差異論」與「歷史主權論」兩個論點。換言



55原住民族文獻

之，我們的國家透過憲法條文承認了原住民族差異文化，並宣示促成其維護發展。

此外，條款文字雖迴避了主權、自主性等用語，但卻鋪陳了「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

障其政治地位並扶助該民族各面向的發展權利此一說法，形同默認了原住民族為族

群自身事務的主人，其發展前景不能由國家或主流族群單為決定，這無疑是某種互

為主體性地位理念的具現。

由前述分析來看，憲法增修條文中的原住民族條款，雖然在權利項目上稍顯抽

象，尚未能具體回應諸如民族自治、中央政府專責機關、傳統命名權等特定權利訴

求，但其意旨卻某種程度地承襲了原運精神，且在政治過程中，已對國家社會體制

產生有意義的改變。

三、走向《原住民族基本法》

就在原住民族正名與權利條款入憲後不久，臺灣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由於當

時執政黨以建立原住民族與國家／政府間的新伙伴關係為其族群政策主軸，且立法

院政黨席次分布有利於原住民立委操作槓杆原理，故在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條款

的基礎上，以更為具體明確的法律界定原住民族權利的內涵，並據以指導國家各種

法律與政策的建構方向，就成為後續體制變革的核心議題，《原基法》就是其最具體

的成果。

不過，催生《原基法》的構想，在政黨輪替之前即已開展，最早可以追溯自前立

委華加志、蔡中涵等人於1991年提案之《臺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不過當時連原
住民族都還沒有正名入憲，該提議遭擱置，直到第四、五兩屆立委任期，也就是政

黨輪替之後，才又重新搬上檯面。當時主要有立委所提出的兩種版本《原住民族基本

法》以及行政院所提出的《原住民族發展法》，最後於2005年通過現行35條版本，
並以前者為名。

若從國會殿堂所留下來的文字紀錄來看，該法的出現，明顯為原運的延伸，類

似《宣言》前言訴諸歷史傷痛的語法、用語不斷出現在草案文字以及議事發言紀錄，

如果進一步歸納分析條文內容，更會發現前述原運思想理路的影子。

首先，如同原運權利訴求項目兼重個人基本人權以及民族集體權，《原基法》條

文內容亦可約略區分為個人權以及集體權兩類側重傾向。譬如住宅政策（第16條）、
工作權（第17條）、健康照顧權（第24條）、社會福利權（第26條）、都原政策（第
28條）、司法權（第30條）等，都有很明顯的個人權性質。此外，譬如自治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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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條）、教育權（第7條）、語言權（第9條）、傳播權（第12條）、傳統生物多樣
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權（第13條）、土地與自然資源權（第20、21、22條）等，都有
相當濃厚的集體權利色彩，其權利行使者主要為民族集體而非族群中的個別成員。

其次，《原基法》多處指出對原住民族差異文化的尊重，譬如原住民擁有基於

文化之狩獵採集權利（第19條）、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生活方式之選擇權利（第23
條）、對原住民族傳統醫藥與保健方法的尊重（第24條）以及司法程序應尊重原住民
族傳統習俗（第30條）等，這些規範很明顯是前述原運「文化差異論」的映現。
最後，除了前述集體權利特性之外，《原基法》至少有七項條文提及對原住民族

集體意願之尊重，甚至還有條文明言特定事項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第21條）
或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第31條）。就此表述方式而言，儘管沒有出現自決或主
權之類用語，但原住民族的自主性獲得了肯定，無論自治、教育、土地自然資源或

經濟政策等，均應尊重原住民族意願。若再搭配著該法立法理由說明，多處提及時

任總統陳水扁政見《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而該文件又以承認原住民

族自然主權為開頭，職是之故，若說《原基法》間接默認了原住民族的歷史主權或即

主人地位，也並非毫無理據。

文字背後，《原基法》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思想脈絡下誕生，以上的分析已經非常

清楚，集體權、文化差異論、歷史主權論等理念，始生於原住民族運動，集大成於

這一部法典。當然，就如同前面鋪陳原運思想理路時所提到的，原運訴求的前述理

念，對於大社會而言是相當刺耳的，由《原基法》後來的實踐過程來看，此一感受

依舊十分明顯，甚至恐怕是該部原權法典能否落實的主要障礙，不過這又是另一主

題，得專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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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口述歷史》

主　　編：蔡金鼎

出版日期：2015年2月
出 版 社：原住民族委員會

I S B N：9789860442373

臺灣原住民族在未曾受到殖民政權統治之前，以部落行態過著自給自足的生

活，日治時期是臺灣島上原住民族社會、文化，以及生活樣式改頭換面的時代，並

且從部落意識轉變成具有國家意識的國民，最具體代表的作為即是八回的高砂義勇

隊出征。之後又因政權的轉變，為國出征的事例在國共鬥爭期間再次發生。臺灣原

住民如此劇烈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亟需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歷史書寫，來記念與回

顧上一代波瀾起伏的生命經驗，本書即是一本記錄這兩個關鍵時期原住民青年在大

時代下的遭遇。

原住民的歷史圖像在過去的文獻中一直是模糊不清的，主要是因為沒有文字可

為自己發聲。近年原住民族委員會致力於原住民族歷史文獻收集和研究，並藉由口

述歷史的方法將各層級人的生命歷程記錄下來。今日距日治時期高砂義勇隊的時代

和國民政府國共鬥爭已將近七十年，當時十七、八歲參與戰事的原住民青年大多凋

零或已老耄，能見證這段歷史的人已經相當稀少。本書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訪談當事

人或遺族，將日治後期和國民政府兩個政權交替時期，接受國家徵召當兵的原住民

青年立成記錄下來。過去因政治因素，他們的歷史被遺忘、棄置而成為失落的世

代，七十年後，這段在殖民統治下，被迫必須面對國族選擇與國家認同的大時代歷

程，藉由本書精準地勾勒了臺灣原住民從部落到國家的歷史過程，相當珍貴難得。

（本文節錄自林素珍〈被遺落的記憶〉）

新書視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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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視窗2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鄒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

主　　編：林曜同

出版日期：2015年1月
出 版 社：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I S B N：9789860438727

《蕃族調查報告書》大約是一百年前，由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科

補助委員佐山融吉深入臺灣山區村落，實地訪談族人和當地日本警察，採用日文片

假名記音，日文平假名、漢字書寫，並加上照片、地圖與手繪插圖，有系統地撰寫

而成的一套八冊的原住民調查報告書。本冊原書名為《蕃族調查報告書曹族：阿里山

蕃、四社蕃、簡仔霧蕃》，由於現今臺灣原住民族行政單位將過去文獻中常見的「曹

族」改稱為「鄒族」，因此本書以《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鄒族》作為中文譯本之書名。

事實上，有些學者或官員更將「鄒族」區分成「北鄒」和「南鄒」。名為「北鄒」

（或「阿里山鄒族」）者，即本書的「阿里山蕃」；被稱為「南鄒」者，則是由族語自稱

Hla′ alua和Kanakanavu的兩群人組成，即本書所說的「四社蕃」和「簡仔霧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14年6月26日，行政院宣布官方族群分類上原本歸
屬於「鄒族」的Hla'alua與Kanakanavu，正式獲得政府認定為原住民族第十五族、
第十六族，漢語族名分別為「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這三個原住民族群的

社會文化特質與族群認同實際上有相當顯著的差異，原住民族人、原住民社會文化

研究者、關心原住民的大眾，以及博物館、原住民族和教育等行政部門等，都應該

對族群分類與認同議題保持相當的敏感度，並且尊重原住民族人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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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荷蘭時期大員長官施政錄》

編　　著：張復明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
出 版 社：臺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

I S B N：9869130103

1624年至1662年間的臺灣，被稱為荷蘭時期，此一時期之史料在各方人士努
力下，大量翻譯回臺，因散見各類書信、日記與報告中，一般人不易自該珍貴史料

一窺荷人治臺全貌，惟因臺灣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獨立征服之殖民地，大員商館

之運作與政府機關無異，其組織已具三權分立之雛型，大員長官一切施政皆須經大

員議會之決議方可落實執行。因此，了解大員議會決議錄是認識荷蘭時期之臺灣社

會極為有效的方法。

荷蘭人自1624年8月在安平設立商館以來，歷經十二位長官，因《大員議會決
議錄》尚未翻譯問世，本書將散見於《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

書信集》、《熱蘭遮城日誌》、《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東印度事務報告》中所載之大員

議會決議通過之行政措施加以抉取分類，再佐以歷任大員長官之生平簡介、兵力規

模、治理績效之營收數字與重大事件簿，讓讀者能以最短時間認識荷治臺灣之社會

全貌。另本書附錄〈虎尾壠社位置考〉一文系以史料所載方位、距離、地形特徵及經

緯度資料為依據，利用今日之衛星定位儀測定其可能位置，再進一步以田野調查來

佐證。以17世紀史料所載地名、緯度與距離為基礎做為勘選虎尾壠社之依據，可能

因科技水準之不同而發生偏差，但在缺乏考古資料出土前，仍值得參考。

新書視窗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