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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部落共同發展生態旅遊、進行文化保存及經營管理自然資

源，已是世界性的趨勢。為使環境資源透過原住民及國家公園之合作得以永續經

營，擬將雪霸國家公園 1992 年起，致力於與原住民族共同發展之經驗，擴及至

鄰近週邊新竹縣尖石鄉、宜蘭縣大同鄉等地區。 

本計劃地區位於大嵙崁、蘭陽及大甲溪最上游區域及周邊自然森林，也是泰雅

族（Tayal）祖先自台灣中部向北遷移發展的路徑主軸，將森林與水視為生存發

展的生命源頭，建立 Mklamang、Mnibu、Mrqwang、Mknazi 等社群部落，歷代守

護傳承、永續利用。 

過去台灣的森林保育制度，並未納入當地居民的「在地知識 」（local 

knowledge），以致於將原住民族所傳承保育與發展合一的生活實踐切割，而淪

為與在地人與土地相衝突的措施，此為保育界最嚴重的疏失之一。過去，無論是

資源的調查或保護工作，卻均未理解在地的歷史及社會文化脈絡、在地的 GAGA

－其習慣、傳統、進行：因此，未能將維護管理作得非常完善，同時也侵害在地

的生活與發展權益。 

計劃地區內之泰雅族多少年來口耳相傳地傳承所擁有山川土地、自然資源的管

理概念，人人有責任去保護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成為口傳歷史與習慣法的

內涵。未來部落的發展、自然生態的保護，必須先對於這個區域人文歷史做更深

入的瞭解。本計劃的執行主要是透過利用「部落繪製地圖」（community mapping）

的過程做歷史調查，記錄當地人對此區域的自然生態、地理環境的整個所有資源

的瞭解與其互動關係，包括部落是如何作分區的維護、管理與其管理規範進行記

錄整理。同時，也瞭解部落在當代的發展，然後在這個過程之中去瞭解、找到部

落發展的方向，進行參與式規劃，配合組織管理能力建構，以重建部落被現代治

理所奪去的守護其流域森林的能力，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謀求部落未來可持續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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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been an international trend that national parks collaborate with 

local indigenous peoples on eco-tourism,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collaborating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for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She-Pa 

national park has devoted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nearby villages 

including Jien-She and Ta-Tung districts. 

The study is located within the upstreams of Ta-Ko-Kan, Lan-Yang and 

Da-Chia rivers and their surrounding forest, which are also the main 

north-bound migratory routes of Tayal ancestor. Relying on forest and 

rivers as vital sources for living, four river-based communities 

including Mklamang, Mnibu, Mrqwang, and Mknazi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past, Taiwan’s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 hasn’t considered local 

knowledge of local peoples. The neglect is resulted a kind of dichotomy 

between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ifestyle. Often, 

conflicts occurred between governmental nature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local people’s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Until now, it is still regarded 

as a serious problem in terms of national parks management. In the past, 

no matter it is a resources survey or protection measures, the local custom, 

tradition and their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in Tayan’s terms 

“Gaga”, hasn’t been understood. Therefore, local lifestyle is hampered 

to different degree.   

Tayal people inherit their great ecological knowledge about forests, 

river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y their oral tradition. The knowledge, 

though embedded with the custom and tradition, itself demonstrates a great 

deal to echo the modern concepts of nature conservation. Future community 

development must rely on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uch a rich sources of 

knowing nature. The study plan to employ the tool of community mapping 

to recor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knowledge 

about nature. The map can also be used to discuss possible zoning system,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heir link to overal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articipatory methodology will be applied to collaborate with local 

organizations to construct a win-win condition between national park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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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家公園保育政策與原住民生計、文化息息相關。雪霸國家公園自 1992 年

成立迄今，致力於與園區週邊住民共同發展產業及文化。國家公園與部落共同發

展生態旅遊、進行文化保存及經營管理自然資源，已是世界性的趨勢。為使環境

資源透過原住民及國家公園之合作得以永續經營，擬將雪霸與住民共同發展之經

驗，擴及至新竹縣尖石地區及宜蘭縣大同地區。本計畫期能透過內容之整合與分

析，將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產業發展結合，提供部落資源經營管理時之參考。並藉

由調查成果之紀錄，做為泰雅文化傳承及未來部落與國家公園推動環境解說及生

態旅遊工作之依據。 

1980年代開始，排外式的保護區經營管理(exclusive protection area 

management) 模式受到極大的挑戰。排外式的管理模式是指因過度偏向野生物與

自然景觀的保育，而忽略在地社群(local community)在環境、文化、社會、政

治與經濟面向的基本需要。本報告透過保護區經營管理(protection area 

management)的文獻回顧，嘗試指出「社群為主的保育」方向在台灣實踐的可能

性。 

過去世界各地自然保護區(protection Areas)主流的經營管理(management)

模式是以大面積、國家政府直接介入，及範圍內沒有永久性居民為主要訴求，例

如美國最早的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1980年代開始，有一系列針對自然保護

區排外式（exclusive）與涵融式（inclusive）的經營管理路線辯論。主要是因

為長久以來，自然保護區的管理為政府、官僚、學術專家等掌握，在決策上常會

排除相關利益關係者(stakeholder)參與的機會，致使當地居民的人權、土地權、

自然資源使用權等受到侵害，因此保育工作往往因無法獲得在地居民的支持與認

同而成效不彰，同時也有許多爭議出現。「社群為主的保育」（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簡稱CBC）概念的形成起於這樣的反省 (盧道杰，2004；林益仁，

2007)，關於這個概念有以下特點： 

 

1.以社群為保育與發展整合的單位，嘗試藉自然資源的保育與地方經濟發展做連

結，並促進保育計畫與在地社群的互動。 

2.在地社群對於週遭環境所累積的在地生態知識(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和經營方式，透過在地社群的動員，可以較有效地參與協助自然

資源的管理。 

 

然而經過這些經驗實踐後，西方國家也開始針對此思潮進行反省與檢討：

首先，Agrawal and Gibson，檢討了「社群」概念的幾個迷思 (林益仁、賴俊銘

及蕭惠中，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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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群被想像成是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具有共同信仰和規範力量。 

2. 社群在空間尺度上是較小的，因此人與人的關係較緊密，所以事務推動會

較容易。 

3. 社群有共同利益和規範，因此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決策便會較容易達成。 

4. 社群被認為是遭受掠奪且崩解中，並且常是與國家和市場站在對立面。 

 

Agrawal等人提出以上迷思，旨在點出行動者往往只是擅用社群的表象，卻

忽略社群內部的差異，也因此可能導致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保育成效打折扣。 

台灣於1980年代開始成立國家公園，在國家公園的制定與規劃上，學術界與

官僚展現強勢的主導力量，少有民間參與的空間，更未顧及國家公園內在地原住

民族的權益與生計，因此抗議及反對聲浪不斷。在長期的衝突下，國家公園與相

關保育機構也逐漸轉變做法。除了2000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總統提出「新夥伴

關係」、修改法令等工作外，相關機構對在地社群與原住民於保育的角色也開始

改觀。例如：2000年「馬告國家公園」催生設立過程中所提的共管機制；2001

年太魯閣國家公園由當地原住民代表、國家公園管理者和學者組成太魯閣國家公

園諮詢委員會；以及林務局於2002年開始推動的「社區林業三階段計畫」等，國

家公園從強調自然生態保護及休閒育樂的機關，轉而重視「地方參與與發展」、

「重視當地原住民生態智慧」與「在地管理保護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至今這

些宣稱「社群為主的保育」計畫都尚未有嚴謹的評估。接下來，本報告繼續針對

保育背後所重視的生態系統其可持續性如何與在地的社會系統對話做討論。 

根據人類學者 Berkes 的研究指出，生態系統的管理至今尚有值得改進之

處，如前所述過去的資源管理模式，常常不見得能為生態系統帶來永續性。自

1970 年代開始，許多關於自然資源發展的研究，開始尋求解決因不當資源管理

所造成的環境和社會問題，其中關切的重點在於結合兩個對於資源管理的想法：

一、採納了系統性和適應性(adaptive)的管理方式，強調系統之間的連結以及對

於回饋反應的控管，系統論點也取代了過去認為資源/生態系統及社會系統是分

離的想法；二、強調制度與財產權，研究指出「資源管理就是對於人民的管理」，

但是在對於民眾管理的部分仍缺乏適合的方法，因此資源管理研究中的社會科學

研究開始慢慢受到重視。 

 

一、社會－生態系統概念 (Concept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如何從各種不同管理系統的學習而去了解其中異同，並促進生態系統的管

理？這不僅要了解傳統資源管理的方式，更要有廣泛的資訊和面向，其中包括：

一個系統的變遷過程、傳統與新崛起的在地系統的內涵。為達成以上的目標，社

會與生態在生態系統之中的連結，必須進行一個有系統的探尋，因此在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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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有以下兩個研究的方向： 

 

1. 在地的社會系統是如何發展出基於當地生態知識的管理措施，又如何應對

在地生態系統的變動？ 

2. 在這些管理措施背後，隱含了怎樣的社會機制？ 

 

過去的研究已經具體地指出人類活動對於生態系統的影響，但是卻少有研

究指出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反而在許多有關資源管理和環境的

研究中，人類系統都被視為是生態系統之外的東西。因此，藉由回答以上的提問，

我們可以將管理方法中的生態系統與這些方法背後的地理、文化等社會機制連結

起來。 

以下繼續引用Berkes在探討社會－生態系統關係中所引用的一系列詞彙以

及其定義。 

 

1. 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符合現今這一代需求的發展，但以不犧牲下

一代的需求為前提。在這裡指涉的可持續面向包涵了生態、社會和經濟面

向。 

2. 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關於財產權、土地及資源利用系統、環境與資

源知識體系、世界觀以及環境資源道德觀。分析的層級不在於個人或家戶，

而在於社會團體，它可能是一個社區、行政區、族群或是整個地區的人口。

而對於社會系統的描述從使用者的社群以及他們使用的技術開始。使用者

開發資源所使用的技術形式是很重要的，不同的工具使用以不同的方式影

響了資源和生態系統。技術的選擇和使用提供了分辯使用社群的線索，甚

至可以評估使用者行為所可達成的永續性程度。 

3. 生態系統（Ecological system）：在傳統的生態觀點下指涉的是自然環境；

而傳統生態學和社會科學還無法接受社會和生態系統是相連結，也無法接

受其之間的互動是多變且受人為行為所影響的。生態系統可以用很多不同

的方式來描繪其特徵，例如一些物理特性和生物特徵，但並非所有生態系

統的特徵都是一樣重要的。近來的研究認為，一個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和複

雜性可以追溯至一些生物和非生物的變異性以及物理進程。 

4. 社 會 生 態 系 統 （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 及 社 會 生 態 連 結

（social-ecological linkages）強調人在自然之中的連結關係。社會－

生態系統的互動模式是分析個案的關鍵，其著重於動態改變的課題，當中

最必要的問題是，地方社會系統如何藉由自身動態的生態系統發展出的生

態智慧，以及本身的社會機制，共同型塑出他們的管理實踐模式。互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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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分析需要演化的觀點，如同分析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時都需要有演化

的視角。在討論互動模式的時候，並沒有一個既定的指導方針，每一個個

案都有所不同，例如，族群的成長、市場因素..等等，在不同個案中都可

能有不同的作用。在討論互動模式的時候也需要區別不同的尺度，例如，

地方尺度、區域或國家尺度以及全球尺度。互動模式的分析也需要聚焦在

回饋機制上。一個能成功適應的社會，其關鍵可能是有適當的回饋機制，

使決策都能幫助往後的決策選擇擁有更高的適應性；相反的，若忽略回饋

因子就會導致低度的文化適應性。這分析也需要聚焦在社會與生態的連結。 

5. 原住民族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指的是在地原住民族或是一個擁有

獨特文化和社會的族群所擁有的知識，同時我們也可用傳統知識

（traditional knowledge）來指涉此詞彙的意涵，但是傳統生態知識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更清楚的形容出一種藉由文化而

代代相傳累積下來關於其族群與生物及環境之間關係的知識及信仰。所謂

「傳統的」（traditional）指的是隨著歷史和文化的演進，傳統的內涵也

在不斷的變動中。任何的資源使用者都會有在地的環境知識，這些在地知

識也常會因為文化的累積而相當的豐富，許多的在地知識也常會被組織成

為傳統的管理系統。許多例子都闡明了一個群體如何在傳統資源管理科學

範疇下操作管理方法，而同時又將之與經濟系統結合。 

6. 新傳統資源管理系統（neo-traditional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指

的是並非經由歷史文化所累積，但是可經由資源使用者自己的觀察、經驗

以及在地知識而產生的在地資源管理系統，也可稱為新興資源管理系統稱

之（newly emergent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7. 西方資源管理科學（Western resource management science），指涉的是根

據牛頓科學以及政府資源管理者的專業知識而建立的資源管理方式，也可

用科學資源管理（scientific resource management）和一般資源管理

（conventional resource management）稱之。學者認為所有的社會都有

他們自己的科學系統，而在這裡以西方科學和科學方法特別來指稱全世界

集權官僚政治下的那一支科學體系。 

8. 制度（institution）指的是人們所訂定用來建立人類互動的規則、約束和

限制。 

9. 財產權（property）指的是個人和群體使用資源所基本應付出的權利和義

務，明確定義出其使用者的權利、責任和義務。資源有限的社會需要去處

理如何有效使用資源的課題，因此，這些社會他們更需要去學習如何從一

個動態的社會經濟過程當中，彈性地發展處理資源管理風險的機制，這些

機制包含財產權制度。但是西方的資源管理科學對於產權的概念如國有財

產、私有財產、共有財悲劇是有限的，在很多個案中，我們看見除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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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產權制度外，還可以有更多元的可能，如一些不同機制的結合。 

10. 回饋反應（feedback）在傳統系統觀點中指的是一個行為的結果可能會導

致對於其後的行為造成加強（正向回饋）或是修正（反向回饋）的反應。 

11. 恢復力（resilience）是一種緩衝能力或是一種系統吸收擾亂的能力，擾

亂的強度可以在系統改變其結構前先被系統所吸收。 

12. 門檻（threshold）指的是一個系統從一個平衡的狀態轉至另一個狀態的臨

界點。 

13. 轉折（surprise）指的是預期之外的狀態反應。 

14. 資本（capital）指的是蘊含利益、價值的累積資源，在此我們可以區分出

三種資本：（a）人為資本（human-made capital），藉由人類和科技的經濟

活動所產生的資本。（b）自然資本（nature capital），包涵了從生態系統

中取出的不可恢復的資源以及生態系統和環境所製造的可恢復的資源。（c）

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提供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處方法的要

素。而 Coleman（1990：300-21）用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來指涉

一些社會組織的特徵，像是信任、規範和網絡。Ostrom（1990：190, 21）

使用社會資本來指涉社會組織的豐富性，也用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來指涉對於組織能力和社會結構的供應。 

 

二、公共財產 (common property) 

近來對於公共財產理論的研究(顏愛靜，)指出，制度和財產權的概念對於

資源管理是很重要的要素。過去普遍認為公共財產資源的使用者陷在 Hardin 所

提出的不可阻擋的「共有財悲劇」之中，但是 1980 年代中期以來許多的研究都

顯示出 Hardin 的歸納不見得是必然的，如果資源對於任何使用者來講是開放

的，那麼的確非常可能發生共有財悲劇的現象。但是，許多在地社區所使用的資

源並不見得是完全開放的，反而出現了一些規則的制定以及對公共財產權的使用

協議，這些情形相當廣泛出現在原住民部落中。 

公共財產的使用協議有時候是一件相當複雜的事情，因為這常會牽涉到許

多權力的界定，而有時候要清楚界定這些權力不見得是容易的事情，每一個區域

的資源財產權力又都有所不同，而在同一個地區的不同資源背後又可能有不同的

財產權制度。 

整體而言，由在地社會系統發展對於所有資源所賦有的權力和責任對於一

個社區來說是很重要的，即使外在的狀況一直在改變，但是仍舊有一些規則是根

據當地的需求而制定和形成的。Ostrom（1990）在對一些個案進行深入的調查之

後，形成了八個共有財產制度的設計原則，這些原則多半是關於資源途徑、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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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和資源界線的議題，以及共同使用的決策、代表性、監測、認可、衝突解決

方法、在地認可以及對於公共財產資源認定的一致性。 

Hardin 的共有財悲劇的產生往往是來自於制度上的失敗以及對於資源取得

途徑控制的不當。制度上的失敗可能是來自於內部對於其使用者管理的能力不足

或是外來者的侵入所致，有時也有可能是因為族群的增長以及技術的改變，尤其

當這些改變來得太快以致於當地社會系統沒有辦法去吸收的時候。 

通常當共有財產制度所涉及的團體較小且穩定，或是其同質性較高，或是

成員使用較為相近的技術也有較相近的價值和折現率，又或者成員彼此之間有互

惠和互信的關係，以及制定和實行規定的所需成本較低的時候，其共有財制度比

較可能成功。 

制度分析通常也需要將司法權的問題以及在地團體的重要腳色和政府部門

的問題容納進來做考量，通常社區是會依賴於較高層政府部門對於在地權力的保

護，即使是擁有很好的在地管理系統的原住民族也常會依賴於中央政府對於在地

權力的認可來幫助他們抵禦外來者的侵犯，許多財產權的系統都顯示出在地司法

體系和政府司法體系結合的現象。使用者和政府機關之間對於資源管理的責任和

權力的分享的情形越來越受到關注。 

對於公共財產制度最讓人意外的發現應該是在於其制度的多樣性，此有別

於科學資源管理的狹窄性，傳統的公共財產系統通常較具多變性，並且根據與西

方知識體系大為不同的知識系統而進行操作。 

 

三、系統取徑和社會生態連結 

系統取徑指涉的是一個系統裡面包含的所有成分的觀點以及這些成分之間

的相互關係。我們將生態觀點明確的容納進社會系統進來，這樣的分析與 Park

（1936）先前所強調的族群、技術、組織和文化之間是互相影響是一致的，也與

許多傳統社會看待他們與環境之間的觀點是一致的，在四百多年前的西方工業社

會也多半認為他們是自然的一部份而無法從中分離開來。 

科學的生態概念無法描繪和分析如此類的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係，而也沒

有一個既定的公式來表示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的連結，近年對於公共財產的

研究強調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的重要性，而制度作為管理社會團體與他們賴以

維生的生態系統之間的中介因子。生態經濟學所強調的是自然資本的永續性，

Berkes 和 Folke（1994）建議要將第三種資本－文化資本－納進來做考量，這是

社會將自然資本轉變為人為資本或產品的方式。在本書的討論中，將制度視為是

文化資本的一種。 

人類與自然為一體的概念在非西方社會中的確是較在西方社會中容易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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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然而，在非西方社會環境衰退和資源耗盡的問題也的確較西方社會來得嚴

重，而我們不將這樣的困境歸罪於西方或是非西方的資源管理方式，在此，我們

將焦點放在管理系統中環境回應於回饋反應的能力，有一個明確的強調回饋學習

的科學管理方式便是適應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 

 

四、適應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 

資源管理，做為應用生態學的一個分支，是一個很難完成科學性研究的領

域，因為它的實驗需要更長時間的等待和控制，並且其變異項很難去達到控制，

而生態系統總是不斷的隨著時間在改變，預測性的模式在生態中很難達成，這對

於所有不同區域的資源管理來說，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適應性管理處理的是人與生態系統之間不可預測的互動關係，可以說是將

資源管理政策視為是一種管理者從其中不斷在學習的「實驗」，同時，組織與制

度也可以從中做學習。適應性管理有別於傳統資源管理的方法，而強調從環境的

回饋反應來調整政策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反覆學習和接受回饋的雙向過程，因

此，適應性管理是一個誘導性的取徑，依靠結合生態理論和實際觀察的比較研

究、人類在自然中的互動關係，並奠基於對於人類反應過程的理解。 

適應性管理相對於資源管理科學是較為新的取徑，而它的基本邏輯是強調

從做中學以及降低研究和傳統資源管理方式之間的障礙，兩者都強調回饋和學

習，並逐漸的累積知識。適應性管理擁有系統性的實驗，並且將科學研究併入於

整體的管理體制。 

 

五、生態恢復力（Ecological resilience） 

Holling（1986）指出非預期的改變和資源危機都有一個普遍的模式，通常

都會先有破壞，然後最後會導致生態恢復力不經意的損失。資源管理常想藉由減

低某個目標資源的變化性來控制這個目標資源，這對於目標產物的生產和經濟目

標是有助益的，但是卻導致了生態功能和過去未發現到的恢復力的消失。生態系

統和目標資源對於轉折（surprise）越來越難抵抗，而重視生產效率的資源管理

制度對於環境的回饋反應也越來越不敏感，因此才會造成了現在的資源管理危

機。 

成功的經營管理方法，在自然改變的過程中藉由回饋反應和概略揣測環境

的變異性“凍結”住某個狀態的生態系統。Holling 對於生態系統更新循環歸納

出四個步驟：破壞、保存、釋放、重新組織。恢復力在生態研究中有兩種定義方

式，第一個定義著重於對於擾亂的抵抗以及回覆到平衡點的速度，在資源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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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言，這樣的定義代表著資源是可管理並且可預期的假設；第二種定義所認知

的恢復力為在一個系統結構改變之前可以被吸收的擾亂的強度，在此，恢復力被

視為是對於一個系統被改變狀態所需的緩衝力的衡量。這樣的定義表示了恢復力

從過去實證主義者的客觀觀點轉向認為其不確定、不可預測以及不可逆的特性。 

 

六、在地及傳統資源管理系統 

每一個社會與當地自然環境相處的方法以及其適應性變化都可稱之為其文

化資本，許多地方在地知識的資本被運用並組織成一種資源管理系統，許多例子

都顯示西方資源管理方式不見得是成功的，或許他們仍有許多課題是需要向當地

人學習。在此談的不僅僅是這些傳統的人們，更要談論的議題是在地專業知識的

重要性和合法性，許多原住民族與它們的環境有長期的相處關係，但是對於在地

的生態知識卻沒有辦法擁有其專利權。一些生態學家已經慢慢開始意識到在地的

知識專家對於經營管理是相當重要的，但是非西方的知識系統相較於西方知識都

較少受到重視。Feyerabend（1987）區分出兩種不同的思潮，一為符合於西方科

學認識論的抽象傳統（abstract tradition），它讓科學家根據科學的規則和發

明形成一種科學論述；另一種為知識是由傳統或社群所擁有，觀察者依據個人經

驗而有此知識，被 Feyerabend 標示為歷史傳統（historical tradition），它是

具體的，通常是由一些文化行為和日常生活所轉譯來的，其中可能混雜了由傳

說、文化和信仰所轉變而來的在地生態知識。對於接受抽象傳統教育的人而言，

在地知識常會被忽略，並且其傳說和信仰被視為是荒謬的，在地管理方法難以被

理解的原因來自於其包涵了多種由不同的群體所提出的認識論，因此，從這些迷

信、信仰和傳說中找出實用的方法是一項很重要的任務。 

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之間相輔相成，並且兩者對於增進世界生態系統

多樣性都有助益，傳統的系統代表的是人類幾千年下來的資源管理方法，並且提

供了我們達成環境永續性所需的重要適應性變化。 

 

七、一個整合性的分析架構 

為了尋找能涵蓋人文取向以及資源取向兩者的準則，Fenny 等人（1990）建

議以永續性為準則，本書亦認同此觀點，然而這個概念有操作性的困難，生態永

續性的準則被討論得較多，但對於社會或文化永續性的準則，目前缺乏共識，在

本書中我們的工作假設是如果一個社會生態系統可以生存超過一段時間，就是具

有永續性，這個假設與 Ostrom（1990）一致。在此假設下，促使我們探索這些

生態社會系統能夠彈性並整合的機制。生物物理環境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被永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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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生態系統的功能表現可能也可能不會危險；效益可能也可能不會被公平的

分享；有關自然資源系統結果的課題需要評估的準則，Oakerson（1992）建議以

有效性和公平性為準則。其他的準則包括培力、生計安全等等。 

這個整合性的架構可以作為一個指導，以確認奠基於地方生態知識中的社

會實踐以及運作這些實踐的社會機制。它可以幫助我們確認不同個案間的共同

性、普遍的模式和原則，並學習去設計更有效的資源管理系統。當我們設計永續

性系統的時候，這個架構也可以作為政策指導，例如我們可以根據結果來調整生

態與社會系統的互動模式。許多個案的證據顯示，社會和自然環境在長時間中會

相互修正，因此，我們假設對於資源和社會系統兩者而言，維持恢復力都是非常

重要的，社會和生態系統的互動模式可能在適應與維持恢復力的過程中持續被修

正，如果資源管理系統能較少被密集的使用，並擁有較大的生物多樣性，對於恢

復力是有幫助的。傳統、新傳統知識與管理系統可能可以免除傳統科學資源管理

對於資源掌控的預設。我們假設成功的知識和資源管理系統能容許干擾進入，而

這干擾不會破壞它的結構和生態系統的功能表現，以及系統所提供的服務。 

資源管理系統必須可以確認對於干擾的回饋，也就是說他們需要一個可以

讓環境中的資訊被接受、經過和解釋的機制。如果這個資源管理系統是政府的機

關，這機制可能就會包含科學或管理人的實體；如果資源管理機制是地方或傳統

的實體，我們就會期待這些社會與生態的實踐是在社會機制當中運作的。我們假

設，基於地方生態知識的管理實踐，其背後要有社會運作機制，如同地方機制和

生態系統之間要有共同演化的關係。 

 

八、原住民地區共管機制與「社群為主的保育」的個案 

    共管（co-management）在近幾十年來逐漸成為自然資源管理模式的一個重

要的趨勢，而在世界上許多地方被採用。它不僅被認為是可以藉由跨文化的合

作，為人類解決資源問題的有限能力挹注新觀點、價值與知識，亦被視為平衡國

家與原住民族利益的一個方法，以及調整國家與原住民族之關係的重要關鍵。在

台灣，共管機制於 2000 年馬告國家公園設置爭議中首度被提出在政府與原住民

族部落之間協商討論，但最終胎死腹中；七年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了

「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此辦法固然似乎為共管的實行提供了新的

法制基礎，但是其中亦有不少值得細究之處。若我們對於「共管」的認識若僅著

眼於「共管人事」的分配，或是將共管的內涵與自治的建構和土地權作片段、零

碎的切割，恐怕將背離了「共管」概念核心的理想和精神。加拿大的原住民族經

驗素為台灣原住民族學習的對象，為深入思考其共管機制值得台灣原住民族借鏡

之處，本報告接下來將以加拿大育空領地的第一國族經驗為例，透過文獻回顧的

方法，探討民族自治、傳統領域土地權利與自然資源共同管理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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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空領地位於加拿大的西北方，東接西北領地（Northwest Territories），

南接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北臨北極海，其西方邊界則和阿拉斯加

相鄰，總面積為 482,443 平方公里。依照加拿大聯邦統計局 2006 年的統計，育

空總人口數為 30190 人，其中第一民族的人口數為 7580 人。育空地區的第一民

族分別使用八種語言，他們分屬兩大語族：Athabaskan 跟 Tlingit。其中，在

育空地區的 Athabaskan 語族包含: Gwitchen, Han （或稱 Tr’ondek Hwech’in）, 

Upper Tanana, Northern, Southern Tutchone, Tagish, Kask 七個方言群；

Athabaskan 語族本身是北美洲最大的語族（總共有 45 個方言群），而 Tlingit

語族則是源自於阿拉斯加東南，自 300 多年前因為與 Athabaskan 交易進入內陸

地區，現今的育空南部的第一國族許多人同時具有 Athabaskan 跟 Tlingit 的血

源(Council of Yukon First Nations, 2008a )。使用這八種語言的原住民族形

成了 14 個具有集體自我認同意識的民族，他們分別是：arcross/Tagish First 

Nation、Champagne and Aishihik First Nations、Kluane First Nation、Kwanlin 

Dün First Nation、Liard First Nation、Little Salmon/Carmacks First 

Nation、Nacho Nyak Dun First Nation、Ross River First Nation、Selkirk First 

Nation、Ta'an Kwäch'än First Nation、Teslin Tlingit First Nation、Tr’ondëk 

Hwëch’in Vuntut Gwitchin First Nation，以及 White River First Nation 

(Council of Yukon First Nations, 2008a )。1950 年代加拿大政府為了治理

之便，將部分第一民族併為同一個社（band），因此早期育空地區只有 11 個社，

一直到 1990 年代這些被合併的第一民族才各自獨立出來(Peters, 2001)。 

    育空地區在十九世紀發生第一波劇烈變遷，在此之前育空第一民族已經和外

來的探險家、皮毛貿易商及傳教士有零星的接觸，但真正的衝擊來自於 1898 在

Klondike 發生的淘金熱。在淘金熱期間，白人淘金客與投機者湧入育空地區，

他們從育空南部穿越 Tagish, Southern Tutchone, Northern Tutchone and 

Tr’ondek Hwech’in 的領域，也為這些地方的生活帶來了永久的改變 (Coates 

& Morrison, 2005; Government of Yukon, 2007; Council of Yukon First 

Nations, 2008a)。 



雪霸國家公園鄰近地區（尖石、大同等）泰雅族口述歷史訪談暨部落發展規劃 期末報告 

 

15 
 

 

圖 1： 育空地區第一民族的語言分佈 

（資料來源：Council of Yukon First Nations, http://www.cyf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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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育空地區各第一民族的傳統領域 

（資料來源：DIAND, http://www.ainc-inac.gc.ca/index-eng.asp ）  

  

   第二波的衝擊則來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1942 年，美國基於軍事考量

興建連接阿拉斯加與美國本土的阿拉斯加高速公路，育空地區的第一民族被雇用

作為工程測量的嚮導，以尋找興建公路的最佳路徑，這條高速公路大部分興建在

第一民族所熟悉和常用的道路上。這條公路開通後，一萬兩千名的美國士兵以及

他們的武器、裝備進駐了第一民族的居住村落以及主要城鎮-白馬鎮

（Whitehorse）。這些士兵帶來了感冒、百日咳、痢疾、肺結核等流行病而使得

第一民族的人口銳減了百分之五十。隨著高速公路的興建完成，產生了沿著高速

公路建立新的城鎮，也帶來與日俱增的外來人口。同時因為戰後皮毛的價格劇

跌，人們的狩獵活動減少，第一民族傳統的生產方式因而改變；新的生產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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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帶來適應上的問題，例如：政府特許的製酒工業，使得初次接觸商業性

生產的酒精飲料的第一民族，發生了酗酒等社會問題。1960 年代，新一波的採

礦和鑽油熱興起，大型的礦場和鑽油公司進入育空地區，第一民族的土地權益收

到極大的侵害(Peters, 2001, Coates & Morrison, 2005; Government of Yukon, 

2007; Council of Yukon First Nations, 2008a)。 

    1988 年，加拿大政府和 Council for Yukon Indians 間達成了一份原則性

協定，這項原則性協定預定賠償 2.4 億的金額和歸還 4 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範

圍，同意原住民族土地權格在協定土地（settlement lands，意指經協商達成土

地爭議處理後所劃定屬於第一民族的土地）上仍會被保留，同時提供發展自治的

模式。儘管該原則性協議的賠償金額遠低於 1984 年的版本，但它涵蓋的土地範

圍較多、承認第一民族在這些土地上的原住民族土地權格，也承認第一民族的自

治權，因此在 Council for Yukon Indians 中得到肯定而被通過接受。 

多層次的協商架構—總體性最終協定(Final Umbrella Agreement)、最終協定

(Final Agreement)與自治協定(Self-Government Agreement ) 

    在上述 1988 年原則性協定的基礎上，加拿大政府和 Council for Yukon 

Indians 雙方在 1993 年共同簽署了一份總體性最終協定（the Umbrella Final 

Agreement），這份總體性最終協定代表了育空第一民族共同的利益，也是對於後

續加拿大政府與個別民族協商的原則性規範。在這份總體性最終協定的架構下，

加拿大政府開始和各個第一民族展開個別的協商，個別協商的內容包括土地的最

終協定（Final Agreement）以及自治協定（Self-Government Agreement）。截

至目前（2008 年）為止，14個育空第一民族中，已經有 11個第一民族和聯邦政

府及育空領地政府完成了上述兩項協定的協商和簽訂。以下將對分別這三種協定

的意義和內容作進一步的說明。 

 

圖 3：協定建立的程序（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第一民族議會與聯邦政府、育空領地政府的三方協
 

個別第一民族與聯邦政府、育空領地政府的三方協
 

最終協定（Final Agreement） 自治協定 （Self-Government 
Agreement） 

建立總體性最終協定（Umbrella Final Agre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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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家與跨民族組織進行的原則性共識協商---總體性最終協定 

    總體性最終協定(Final Umbrella Agreement)並非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協

定，它比較像是加拿大聯邦政府、育空領地政府與育空地區第一民族之間共同達

成的一個政治共識文件，而這個總體性最終協定的條文，在後續的個別協商中，

則成為加拿大政府與各個第一民族所簽訂的每份最終協定 (Final Agreement)

條文內容的一部份。由於依照加拿大 1982 年憲法的第 35節，最終協定具有和條

約相同的效力，因此具有法律約束力，同時位階高於加拿大其他的法律。依照總

體性最終協定的共識，加拿大聯邦政府、育空領地政府與育空地區第一民族個別

協商最終協定的同時，也必須進行自治協定(Self-Government Agreement )的協

商，而加拿大聯邦政府 1994 年通過的育空第一民族自治法案(Yukon First 

Nations Self-Government Act) 則為其提供了法制的基礎，當一個第一民族完

成了最終協定和自治協定時，這個民族就形成一個自治政府，其自治即不再受印

地安法案（Indian Act）的約束。 

 

2.國家與個別民族進行的協商--最終協定  

每一個最終協定都包含了幾個部分： 

(1) 金錢賠償以及協商程序的財政支持與後續處理 

    第一民族和加拿大政府就賠償的金額達成協定，這筆賠償的是由總體性最

終協定中所議定的2.4億元賠償金來支出，分作十五年交付。同時，第一民族也

必須歸還加拿大政府的協商貸款金額達成協定。由於協商的工作往往需要很多

年的時間，第一民族可以從加拿大政府獲得貸款，以聘僱專家和技術人員協助

他們進行協商。此貸款在三方達成原則性共識（agreement-in-principle）前並

不計息，並可以在協商條約實行，第一民族得到得到經濟上的利益後，再行償

還 (Daes,2003)。 

(2) 傳統領域中土地權利的內涵、主體與行使的確認 

    原本的印地安法案中，僅劃定了一小部分的保留地（Reserves）和預定用地

(Land Set Aside)作為第一民族所使用的土地，其他的都成為皇室土地。在總體

性最終協定中，界定了三類的協定土地（Settlement Land，如前所述，意指經

協商達成土地爭議處理後所劃定屬於第一民族的土地）—Category A Settlement 

Land、Category B Settlement Land，以及 Fee Simple Settlement Land。其中

Category A 是指第一民族擁有完全擁有對其之權利的土地（包括土地所有權及地

下的礦權，總共有2萬 5千平方公里；Category B是指第一民族僅擁有地上所有

權的土地，總共有 1 萬 5 千平方公里。Fee Simple Settlement Land 則是私人

可以自由買賣、繼承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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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終協定中，第一民族和加拿大政府必須協議出其傳統領域中保留地和

預定用地的處理方式，以及協議出作為上述三類土地的位置和範圍。保留地和

預定用地可以保留其原本的法律狀態（亦即受印地安法案的法律規範），或是轉

作上述三類協定土地（改受最終約協定的規範），而在這些類別之外的傳統領域

土地，第一民族雖然不擁有其土地所有權，但仍有權自由在其上進行非商業的

採集和漁獵活動（亦即仍擁有資源權），不需經過加拿大政府的同意，同時也擁

有自由經過這些類別之外的傳統領域土地，到達上述三類協定土地上，進行土

地利用的權利（無論是商業性或非商業性的利用）。 

 

圖 4：協定中的土地分類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育空第一民族有權在其傳統領域中進行生計性的採集漁獵活動，加拿大政府

不得任意限制其採集漁獵的季節、物種和數量。第一民族自治政府可以自行規範

其傳統領域中的的採集漁獵活動；一個第一民族的成員經過另一個第一民族政府

的同意，也可以進入其傳統領域進行生計性的採集漁獵活動。 

    加拿大政府若認為基於公共安全、公共衛生或保育的理由，而必須限制特定

的採集漁獵活動，則必須經由符合諮商原則的方式，經由第一民族的同意。此一

諮商原則，是由加拿大政府和第一民族在最終協定中協商訂出。在最終協定中，

亦協商訂出第一民族對其傳統領域中森林、水等其他資源的商業性和非商業性使

  傳統領域 
 (Traditional Territory) 

非協定土地 
(Non-Settlement Land) 

協定土地 
(Settlement Land) 

 A類土地 
（Category A） 

 B類土地 
（Category B） 

 自由買賣繼承土地 
（Fee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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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利。 

(3) 土地使用計畫 

     透過最終協定，第一民族和加拿大政府共同建立一個區域土地計畫委員會

（Regional Land Use Planning Commission），委員會由三分之一的第一國族自

治政府代表、三分之一的加拿大政府代表，以及三分之一依照計畫區域總人口數

中第一國族人口比例所選出來的第一國族民間代表所組成。委員會負責此第一國

族之傳統領域土地使用規劃（包括協定土地和非協定土地）。     

    此外，各個第一國族的區域土地計畫委員會，則聯合組成一個跨區域的育空

土地使用計畫會議（Land Use Planning Council），此會議負責協調跨區域的土

地使用，例如兩個第一民族傳統領域重疊的地帶1。 

(4) 特定管理區域(Special Management Areas) 

    特定管理區域，意指經第一國族與加拿大政府協商後，同意必須以和一般的

土地使用計畫不同的方式加以管理或保護的區域，像是國家級野生動物保護區、

國家（聯邦政府）或領域（育空領域政府）級公園、國家級歷史遺址、特定的野

生動物或魚類管理區、候鳥保護區、禁獵區、水源保護區等等。 

    這些特定管理區域的範圍，不論是在最終協定完成之前就存在或者是新設

的，都必須在最終協定之中協商。未經過第一民族同意之前，協定土地都不得被

劃入特定管理區域。最終協定完成後，加拿大政府若要新設特定管理區域，則必

須將新設計畫提送給該第一民族的永續資源委員會（Renewable Resource 

Council）審查。 

(5)管理委員會 

    上述審查新設特定管理區域計畫的永續資源委員會，是在每一個第一民族內

皆設有的組織，類似的委員會還有遺址資源委員會（Heritage Resource 

Council）。而在跨區域的整合上，則在第一民族議會下設有各個功能性的組織，

包括育空土地使用計畫會議、育空漁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委員會（Yukon Fish and 

Wildlife Management Board）等等。這些委員會是第一民族自治政府和加拿大

政府共同管理其傳統領域中資源的機構，委員會的委員至少二分之一必須是來自

第一民族的代表。 

 

 

                                                        
1
不同第一民族所主張的傳統領域有所重疊，在育空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甚至有百分之百重疊的

例子（White River First Nation 跟 Kluane First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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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資源共管機制（Co-management） 

(1) 依層級和資源類型而設的各式共管組織 

    如前所述，永續資源委員會是在總體性最終協議的共識下，經過每一個第一

國族的最終協定的訂立，建立在個別第一國族內部的資源共管組織。相對於育空

第一民族議會下的資源管理委員會（例如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委員會），永續資

源委員會是一個地方層級的共管組織。永續資源委員會的設計，是透過共同管理

的方式，使第一民族得以行使其在非協定土地上的資源權。此一委員會總共由六

名委員組成，三位由育空領域政府提名，三位由該第一國族提名，經聯邦政府任

命後，再由六位委員推派主席。委員皆為無給職，但有會議出席費及差旅費，這

些費用由育空領域政府和該第一國族的財政轉移協定支付（Natcher, et al., 

2005）。 

    經過最終協定賦予這個委員會的職權，包括向加拿大政府、該育空第一民族

自治政府，以及在育空民族議會層級的共管委員會提出建議，以漁業及野生動物

管理為例，永續資源委員會可以提出：採集捕獵的要求、管理計畫、商業性使用

的計畫等等。 

    在總體性最終協定的協商過程中，永續資源委員會的設計一度遭到育空領域

政府的反對，不願意將對於非協定土地上的資源管理權力交付到個別第一國族的

層級（Cameron and White，1995），此一設計的支持者提出了許多主張論述永續

資源委員會的必要性，這些主張包括：透過分權的模式，可以使得資源管理可加

有效率，同時這樣的設計也可以使得資源管理得到充分的在地訊息，並將不同的

知識和價值觀整合在決策過程，以處理複雜的資源議題；亦有支持者從實用性的

角度主張結合在地參與的管理，可以使在地者相互監督、規範，而節省制度執行

的成本。在最終協定完成的第一國族地區，此一委員會的運作，證實了這些主張

的正確性（Natcher, et al., 2004）。 

    在跨區域層級的共管組織，為育空第一民族議會下的各式資源管理委員會，

其中最重要的即是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委員會，雖然是設在育空民族議會之下，

但它實際上是由育空領地政府和第一民族議會各推代表所組成的共管組織（委員

會共有十二位委員，六位由第一民族議會推薦，六位由育空領地政府推薦，同樣

是經聯邦政府任命後，再由六位委員推派主席）。 

    經過最終協定賦予這個委員會的職權，包括向加拿大政府、各育空第一民族

自治政府，以及在各育空第一民族的永續資源委員會提出建議，以魚類及野生動

物管理委員會為例，它可以提出：對於管理魚類、野生動物及其棲地的政策、管

理計畫、育空地區魚類、野生動物的總量管制、各育空第一民族的永續資源委員

會所建議的計畫的調整等等。 

    永續資源委員會和跨區域層級的共管組織都可以提出自然資源管理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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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雖然加拿大政府的永續資源部具有對這些管理計畫的最終否決權，但由於共

管組織是由雙方各派代表，已經各自代表了雙方的利益，因此實際上很少有計畫

被否決（Natcher, et al., 2005），以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為例，目前已經完成

或在進行中的共管計畫就有以下十二項計畫： 

 

表 2：育空地區目前已完成或在進行中的魚類及野生動物共同管理計畫 

區域性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計畫 

1. Integrated Wildlife Management Plan - Ross River Traditional Territory 

2. Integrated Wildlife Management Plan - Na'cho N'y'ak Dun Traditional 

Territory  

3. Little Salmon/Carmacks Community-Based Fish and Wildlife Management 

Plan  

4. Teslin Integrated Fish and Wildlife Management Plan  

5. North Yukon Fish and Widlife Management Plan  

6. Aishihik Integrated Wildlife Management Plan  

7. Mayo Fish & Wildlife Management Plan  

特定管理區域管理計畫 

8. Horseshoe Slough Management Plan  

特定物種管理計畫 

9. Alsek Moose Management Plan  

10. Porcupine Caribou Management Plan  

11. Southern Lakes Caribou Recovery Program  

研究計畫 

12. North Slope Long-Term Research Plan Past Plans 

（資料來源： Yukon's fish & wildlife Co-management, 

http://www.yfwmb.yk.ca/comanagement/mgmtplans/index.php） 

 

(2)自然資源共管的挑戰 

對於育空地區的自然資源共管機制的運作，已有許多研究顯示其正面的意

義，它不僅被指出確實可以藉由跨文化的合作，為人類解決資源問題的有限能力

挹注新的觀點、價值與知識（Maznevski 1994），亦確實可以經由任務的分配、

資源的交換、連結不同型態與層級的組織、減少交易成本、分攤風險、解決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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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力分享機制的建立，平衡國家與原住民族的利益，並調整國家和原住民族的

關係成為合作夥伴（Carlsson and Berkes 2005）。 

然而，近來亦有研究逐漸指出共管機制在參與的有效性和社會公平上所面臨

的挑戰，例如：Pelled（1996）的研究指出，在原住民社會內部，原本屬於弱勢

的群體或個人，並無法真正藉由共管機制表達其對資源的需求，並因而透過共管

機制獲得利益；相反的，這個機制強化了原住民社會內部不公平的社會關係。而

Nadasdy （2003）經過在 Kluane 第一民族與國家公園共管經驗的三年參與式研

究後認為，國家雖然在管理的權力上進行分享，但是卻仍然掌握了知識的霸權—

透過西方知識的分類方式和語言，而具有界定什麼是知識、什麼是問題、什麼問

題該被如何解決的優勢。第一民族為了要將其傳統生態知識納入共管機制裡面，

必須學會使用現代國家官僚體系的語言和運作方式，最後反而失去了傳統生態知

識的哲學本質。 

在 Natcher et al.（2005）對 Little Salmon/Carmarks 第一民族的研究中，

舉了一個開放觀光客釣魚爭議的例子： Little Salmon/Carmarks 第一民族的資

源 永 續 委 員 會 中 ， 為 了 是 否 要 開 放 觀 光 客 進 行 釣 後 立 即 釋 放

（catch-and-release）的活動產生了極大的爭議，代表育空政府的保育專家，

認為這是一種不會傷害魚群數量的有效保育方式，而在地非第一民族成員的代表

則因為這樣的活動可以有益於觀光的收入而大力支持，但是對於第一民族成員代

表而言，捕魚的方式，是一種維持他們和土地關係的重要關鍵，在他們的文化裡，

有非常嚴謹的捕魚儀式和禁忌，一旦這樣的禁忌被破壞，也就破壞了他們和土地

透過捕魚文化所維持的關係，這個爭議到 Natcher 的研究結束前，仍未得定論。

Natcher 在他的研究報告的最末指出，儘管共管機制提供了不同觀點、價值和知

識交換的平台，但這些觀點、價值和知識的差異的背後，往往是一個對於人和世

界的關係的認知的基本差異，缺乏使這樣基本差異得以被平等的討論的機制，則

很難在一個公平的關係下達成資源管理的共識。 

 

九、小結 

    在歷史中因為現代國家的出現及其強大經濟和政治壓力的威脅，而導致文化

上的斷裂和土地的流失，是全世界許多原住民族共同的經驗，隨著時空的轉變，

許多國家和原住民族也正在試圖彌補這些歷史上的傷害，誠如文前引述

Together Today for Our Children Tomorrow 此一文件所言，有些傷害或許是

再大的賠償也無法回復，但是經由雙方的相互瞭解和努力卻可以這些傷害的影響

降到最低。在這份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文件中也提到：「歷史是用來學取教訓，

而不是用來活在過去（history is to be learned from, and not lived in）」

（Council of Yukon Indians, 1977）。國家和原住民族雙方要走出錯誤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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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是需要一個正義的轉型過程，加拿大政府與育空第一民族之間經過協商

達成協定，重新調整國家與原住民族關係，正是一值得注意的例子。其關係調整

的方式和內容，包括傳統領域的範圍、第一民族的土地權利，皆不是由國家片面

的決定，而是透過第一民族與國家雙方的協商過程，此一過程本身就是一種關係

的調整，也就代表了正義的開始，台灣國家若欲效法加拿大政府所示新夥伴關係

的精神，在未來多項原住民族土地與自治相關法案的制訂上，實在應該對此深思。 

    在共管機制的建立上，育空第一民族的經驗顯示，自治權和傳統領域土地

權，是共管架構得以建立並運作的重要因素。原住民族自治、原住民族土地與自

然資源權利、資源共管，不是相互獨立的議題，而是彼此密切相關、環環相扣。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與自然資源權利等概念來自各原住民族的獨特性與集體

性，這些不僅是原住民族自治的基礎，其釐清、確認的過程，也正是原住民族重

建自治主體的過程。至於原住民族與國家針對自然資源所發展出來的共管機制，

也必須在相同的脈絡下理解。這也是為什麼加拿大育空領地第一民族，在建構與

國家資源共管機制時，同步進行的包括自治政府的建立以及原住民族土地與資源

權利類型的確認。反思台灣，若我們對於共管的思考，僅限於末端的共管計畫，

或是僅著眼於共管組織的組成，而忽略了自治權和傳統領域土地權的制度性支

持，看不到整個共管機制其實是建立在一層一層關係的重新調整上，則很有可能

產生空有共管之名，而無共管之實的情況。 

    此外，育空第一民族也提醒了權力關係的重新調整，或許不應僅止於讓不同

觀點、價值和知識的參與者，都有權力參與到資源管理的這件事上，也該思考對

於知識的詮釋的權力關係，是否也能更進一步的得到調整，這一點對育空第一民

族和加拿大政府而言是一個新的挑戰，相信也值得台灣原住民和台灣政府作為未

來的借鏡。本報告雖然基於原住民傳統知識與部落主體的角度出發，且主要的重

點也僅論述「以社群為主的保育」的課題，尚未涉及有關於自製的討論。然而原

住民議題在「新夥伴關係」的推動時間內，即便是關於自然資源管理的角度也很

難不論及傳統領域以及部落自主性的議題。這是本報告援引加拿大育空地區的案

例的主要理由。順著這樣的邁絡，本報告也提出基於泰雅族的文化，關於自然資

源管理的一個文化觀點，即是「流域」的概念。 

目前絕大多數的研究計畫仍以縣市鄉鎮範圍作為研究區域的劃分，但在我們

針對泰雅族耆老的口述歷史與古調吟唱的調查中，顯示泰雅族空間概念的建構，

多是以水系的延展作為生活領域的區分。泰雅族人稱河流為 Lyung，流域為

Llyung，溪流交會處稱 Hbun。泰雅族人的部落，往往沿溪流遷徙發展，形成同

一流域部落群。遷徙路線沿主流下到與支流交會處，常常作為該區域重要前進基

地，再分頭往支流上游建立部落群，一個支流水系，就是一個 Hbun 群；Llyung、

Hbun 不但作為描述自然空間的名詞，也用來作為社會組織單位的名詞。因此，

社會組織鑲嵌在水系流域的生態空間中。以跟大嵙崁溪息息相關的石門水庫集水

區分屬泰雅族四個社群，自下游而上，區分為 Lyung Sbtunux、Hbun Gogan、L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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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qwang、Hbun Tunan 四大段，就相應成為四個流域社群/部落的名字。一個社

群底下可能又有幾個小 Hbun 部落群，以復興鄉霞雲村與烏來鄉的哈盆與下盆地

名為例，「霞雲」、「哈盆」、「下盆」即 Hbun 的漢語音譯，而「霞雲村」就

包括了 Yow hbun（霞雲）、Sqi（志繼）、Qus（庫志）、Cyasi（佳志）、Kaway

（卡外）、Kinruan（金暖）這些部落，同屬一個 Hbun，稱 Hbun Quruw。當 Lyung、

Hbun 作為生活空間而被納入石門水庫集水區來管理時，它已失去作為 Lyung、

Hbun 的自然生命，而成為依附在國家政策下人造水庫的配件，泰雅族人的

Lyung、Hbun 社會組織也進一步瓦解，Hbun Quruw 成為另一種社會文化的產物：

「復興鄉霞雲村」，各部落成為第幾鄰的一種「行政組織」。以往完整傳承的流

域空間概念，可以滿足流域群社會運作所需之政治、經濟、語言、教育、安全、

認同及情感依附等等功能之生態領域，如今卻為國家治理機制與政策逐步瓦解。

本研究相當程度探討傳統在地知識與現代社會政府政策在資源管理與災難防治

上的互動關係，深覺傳統在地知識如果必須在泰雅族長年做為一個遷徙的民族，

而遷徙則是在河流的流向與範圍下指引出來，且構成該族群內部識別的印記所產

生的「流域」(Llyung)的文化概念下展開，否則單單只是名錄式的記載一些動植

物名稱、使用與地名的作法，都顯得零碎與片段。 

同時以自然資源管理以及族群文化的角度切入，我們可以位於大嵙崁溪上游

塔克金溪流域區域及周邊自然森林為例(也是本次報告的重要研究區域)，它是擁

有世界級台灣杉、紅檜及台灣扁柏。此區域不僅意味著檜木林是自然遺跡之代表

性，亦為世界地位之象徵。此區域的檜木是非常珍貴的資源。當然，也是 Tayal

祖先遺留下來非常重要生存發展的生命源頭－森林與水，歷代守護傳承、永續利

用。 

台灣檜木林列為世界自然遺產公約指定的全球遺產，但無可奈何地卻因為過

去台灣森林保育制度，並未納入當地居民的「在地知識 」（local knowledge）

而淪為滄海遺珠，此為保育界最嚴重的疏忽之一。過去，無論是資源的調查或保

護工作，卻均未按照在地的歷史及社會文化脈絡、在地的 GAGA－其習慣、傳統、

進行：因此，未能將維護管理作得非常完善。現今的林政單位亦是利用外來的觀

念，脫離在地自然人文互動脈絡，做山林的分區管理，所以產生了問題，那怕是

這些年來的資源調查計畫亦同。部落的資源由外來團隊（人員）進行調查分析，

會因為不瞭解當地的習慣與脈絡，產生許多盲點與錯置；因此，對於部落祖先遺

傳下來之山林管理機制，與部落領域的管理範圍的不同而產生了認知上的誤差，

產生衝突與誤解，甚至發生資源的破壞，更無法提出有效維護治理模式。如此的

資源調查與管理的方式，不僅未達到應有的正面成效，反而容易產生負面影響。

對原住民而言，土地是生命價值的問題。原住民跟他所居住的環境都會發展出獨

特的關係與平衡。是在地人的、而非供應非在地的生計，對環境、對於大自然土

地有一種中最具部落代表性的情懷，才有辦法建立真正地落實的保育治理模式。 

最後，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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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

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其辦法，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因此，發展與在地部落

共同管理機制為現今當務之急。 

 

貳、目的 

本計劃的主要精神乃是期望透過工作範圍部落口述歷史凝聚共識，並進一步

進行生態產業發展的規劃，深化「原住民族基本法」所標舉的「共營/共管」機

制，期望達成的策略研擬方向如下： 

本計畫的預期目標為： 

一、完成雪霸國家公園鄰近相關部落之泰雅族口述歷史及報導人資料。 

二、完成工作範圍內泰雅部落生態智慧與地方資源之調查採集整理，做為文化傳

承與產業發展之依據。 

三、分析工作範圍內原住民部落所遭遇之產業發展問題。 

四、建立當地與生態旅遊發展相關之業者、協會組織之基本資料。 

五、完成工作範圍地區生態旅遊規劃架構，協助該等部落生態旅遊發展相關知識

之傳遞，暨經營管理之輔導。 

六、將調查所得之資料，包括：口述歷史、生態智慧及生態旅遊架構等，分析整

合，據此提出工作範圍內，未來部落發展規劃之模式與建議，及部落多元發

展策略。 

七、協助國家公園建立與部落溝通之管道。 

八、提出雪霸國家公園與尖石（司馬庫斯及鎮西堡部落）、大同等地未來合作計

畫方向及工作項目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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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材料與方法 

一、方法 

（一）質性研究方法論：參與式行動研究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本研究採取社會學質性取向的參與式行動研究。行動研究者相信，將研究與

實踐做緊密的連結，將同時推進智性的理解與人類社群的福祉。「實踐取向」的

行動研究非常強調在行動的過程（而非結果）─通常是實驗、參與、對話與互動

─當中進行了解(understanding)，以對應「如何獲致變革」的中心提問。而人

類學的方法─在一段長時間裡、變成該社會系統裡的一個成員與觀察者(Whyte 

et al., 1991)，也就是深度的參與觀察，便被應用來發現在行動過程中，各個

行動者所建構的社會真實，並且掌握、理解與發覺行動者的行為「意義」（黃曉

玲，2001）。除了藉由觀察對行動者所建構出來的世界進行詮釋，批判民族誌

(critical ethnography)提醒我們社會結構性限制對於行動者的影響，因此，行

動研究也應該探究「社會結構性限制和行動者之間的辨證關係」，以及「個體和

集體行動者在這個辨證關係中所具有的相對自主性」（謝敏鈴，2002: 117）。行

動研究要求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建立起一種協力合作的關係。研究者的任務是關

注被研究者的意識化過程，也就是透過與被研究者一同針對所面臨的社會環境現

況進行調查與瞭解、訂立行動目標、規劃行動策略、實際行動與評估反省的一連

串實踐過程，鼓舞人們共同成為現狀的改革者和認識主體。因此，研究對象於行

動研究過程中的「參與」，亦成為行動研究的重要課題。本計畫認為這種研究的

取向恰好跟劇烈的社會變遷過程中，探索原住民生態知識如何跟知識的主體，亦

即原住民社群如何互動，進而營造出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目標不謀而合。 

行動研究被歸納為質性研究的一種，在認識論的立場上根本異於實證研究，

甚至帶有批判質疑的味道。質性研究所關注的不是「客觀分類記量」、「普遍法則

的尋找」，或「因果假設的否證和統計推論」，所重視的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

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這種脈絡情境的

過程、互動、意義和解釋的探索研究，其研究價值和判定標準，非量化研究典範

中所要求的信度與效度規則所能涵蓋（胡幼慧，1996）。由於行動研究擁有非常

倚賴個人經驗與詮釋，以及專一於特定時空文化脈絡的特性，使得實證研究在信

度上所要求的「可重複驗證」之準則變得不切實際。反之，行動研究的「成果呈

現在研究者的自我學習與轉變上。它要求的不是研究者站在客觀的外在情境中，

而容許其產生自我的價值判斷與選擇，進而自我構造，自我負責，在涉入的研究

情境中體會與分享。因此，研究的評量標準在於研究者如何能將整個研究過程與

決策加以說明，以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trustworthiness)」(蔡建福，2000：43)。 

行動研究在倫理上的重要反省包括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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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針對知識生產與消費的不公平問題。在將研究對象客體化的傳統實

證研究當中，被研究者的知識被截取、再詮釋，研究者則扮演知識的生產者與獲

利者的角色，兩著之間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然而在行動研究中，研究者與

被研究者之間常存在著一種協同的關係，研究者不再扮演一個權威或指導者的角

色，而是協力者(facilitator)、合作者(associate)或諮詢者(consultant)，是

幫助人們清楚定義問題、協助他們有效地工作的催化劑(catalyst) (Stringer, 

1999)；雙方分享概念、共同行動，並且共同負擔知識生產與實踐過程中的責任。

因而在行動研究中，被研究者較有機會擺脫知識權力的不平等現象。這部分的考

量正好也是回應在文獻回顧中人文學科對於某些傳統生態知識研究取向過度本

位而忽略了原住民社群主體的問題。 

其二、是對於實證研究中，未將研究者置入科學討論範疇中的反省。如同前

述，研究過程中不管是研究動機與目的的擬定，或是研究方法的採取、對於現象

的理解與詮釋，無一不為研究者的內在價值、信念以及個人的知識與經驗背景所

滲透。行動研究因而要求研究者必須在行動與探究的過程中，與被研究者協力合

作，不斷地對於行動過程本身進行偵視(monitor)、評估與下一步行動的修正。

這此過程當中，被研究者成為具備決策權力的活躍角色，大大降低了研究者個人

內在價值對於研究的決定性影響（蔡建福，2000）。 

總體而言，本計畫希望從質性研究的角度切入，企圖與原住民在地社群透過

建構傳統生態知識的行動過程，協助部落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上逐步前進。跟實

證研究不同的是，在探索傳統生態知識的過程中，並未假設有一套傳統的知識本

質性且客觀性地存在那裡(out there)。相反的，對於這種知識的理解是研究者

與研究對象互為主體地在具體的實賤脈絡中建構出來的，它的意義展現在社群人

們日常生活的實踐當中，它的內涵也必須在生活當中以及部落發展的具體經驗上

去認識。因此，恰當的方法能夠讓研究者進入到部落的生活脈絡就格外的重要。

以下，將介紹幾個在本計畫中重要的方法。 

 

（二）參與式的研究方法 

基於以上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方法論取向, 本計畫所使用的方法包括 :  

1.部落工作坊 

對於部落居民所詮釋的傳統知識的了解將有助於研究者理解山區環境生

活的適應方式，工作坊是理解與重建泰雅歷史文化與社會規範的集體性意見與

共識凝聚的方法，透過部落地圖繪製的過程，我們漸進式地找到對部落傳統文

化知識有深度認識的耆老與意見領袖。這些耆老在主流的現代化過程當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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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淪為外界學術知識探討的諮詢對象，然而這些知識的建構卻鮮少對部落的發

展以及族群的覺醒有顯著的作用。平常，部落實際的社會運作主要是由強勢的

主流社會代議制度選出的政治人物所決定，耆老的作用僅在一些傳統儀式的進

行上提供諮詢的角色，除此之外耆老對地方與族群的豐富知識則是在相當邊緣

的位置上，成為「被遺忘」的知識體系！耆老工作坊召開的意義在於透過耆老

群體的組成與溝通，嘗試重建泰雅族歷史與文化的深度，並進而希望活化其為

有功能的社會機制。在我們的工作中，部落地圖的繪製以及部落的生態產業工

作的展開，都將與耆老的參與有著密切的關聯性。透過耆老會議，當地的耆老

正逐步地建立起泰雅族對其傳統領域的認知系統，同時找回可以發揮功效的社

會規範，這也是泰雅族語稱之為 Gaga 的系統。 

 

2.深度訪談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泰雅族耆老、泰雅族研究之文史工作者以及泰雅族裔組織

幹部進行深度訪談。泰雅族耆老部份，主要由本計畫中的泰雅族裔青年與研究人

員共同進行，泰雅族青年可以運用泰雅語與耆老進行溝通，也可以正確地先以泰

雅語記錄內容，再加以翻譯成中文，才不致使訪談資料的轉譯可能造成錯漏的問

題。透過耆老的訪談與記錄，收集到以下面向的經驗材料：(1).原住民部落過往

與自然資源管理機構如國家公園相處互動上的問題；(2).訪談包括：獵場應用之

gaga、地名解釋、禁忌、系統遷徙史、社會組織等相關資料。 

 

3.焦點團體 

本研究中的焦點團體，主要是針對研究案例中的部落組織，與組織幹部進行

座談，以收集資源共用組織對於「傳統」的詮釋，以及這些詮釋對於共用組織運

作的影響。以上深度訪談、參與觀察與焦點團體訪談的資料，都將在經過分析後，

在聽證會中呈現給部落成員，並獲得部落成員的意見回饋後，重新修正，以達成

深度詮釋的效果。 

 

4.部落繪圖 (indigenous community mapping) 

透過繪圖可深度地進入部落的文化脈絡並探索價值觀與態度，同時也建立研

究者與部落的信任與互動。部落繪圖強調的是透過賦權(empowerment)的質性研

究方式，促進部落自主地將該社群對土地、族群與自然資源的在地歷史與文化知

識，透過地圖的製作在空間上表達出來，並且在繪圖的過程中促進部落居民互

動，進而勾勒出有關部落發展的願景。因此部落繪圖強調的是一個社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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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研究者與部落協力建構出以部落為主體的在地生活知識，並

且可以生動地從視覺空間上呈現出來，這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端看部落行動

者在營造部落工作上的投入程度與互動的狀況，因此絕對不僅是一張地圖而已，

而是關聯到社會發展的整體性議題，依據本團隊以往實作經驗，部落繪製地圖作

為部落發展組織培力方法，具有多方功能及效果： 

(1)部落繪製地圖作為原住民族社群組織方法 

  原住民族與土地緊密相聯，從空間角度看社群組織，更為貼切。因此，透過

實作來評估繪製地圖程序可有效啟動部落原住民找尋自身社群組合及土地範

圍、重新組織起來。 

(2)運用繪製地圖進行部落發展所涉及的傳統知識建構 

  產業發展高度仰賴土地互動歷史文化經驗。運用繪製地圖可幫助部落進行相

關傳統知識建構，學習先人智慧，俾有益於土地自然資源保育利用與經營管理。 

(3)運用繪製地圖進行部落發展所涉及的空間想像 

  生態產業發展具有高度空間規劃特質。原住民族社群組合、傳統知識乃是其

空間實踐的產物，生態產業的在地參與規劃，係結合傳統與現代的空間想像，運

用部落繪製地圖來進行，可提高參與式規劃的可及性。 

(4)運用繪製地圖進行部落發展所涉及的問題標示及解決 

 繪製地圖提供呈現與空間有關問題的平台，可導引標示問題及討論解決之

道。相關的詳細論述可以參看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所出版的「把人找回來」一

書 (2001)。本案調查區域主要包括尖石及大同兩地區，在生態旅遊發展部分亦

納入有勝溪地區為考量。尖石地區係指雪霸國家公園東北方園區範圍外自薩克亞

金溪上游以東，北界至石磊道路以南之石磊溪上游流域，包含塔克金溪流域之新

竹縣尖石鄉之範園(包含司馬庫斯及鎮西堡部落)。大同地區係指雪霸國家公園園

區東 

 北界邊吉岩山至馬惱山，往東延伸至宜蘭縣大同鄉境之香本山之稜線至四

季，沿台七甲線以西之南側至蘭陽溪上游之逸久溪西側，南界為縣界，即連接太

魯閣國家公園之北界。有勝溪地區為思源埡口至有勝溪鄰太魯閣國家公園之西北

界及鄰雪霸國家公園東界之區塊。工作範圍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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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範圍 

 

 

 

 

 

 

 

 

 

 

 

 

 

圖 2.2  泰雅族遷徙歷史（底圖）與研究範圍（紅圈）關係地理位置圖 

（圖中紅點為位於泰雅族遷徙主軸線中點銜接南北的Quri Sqabu（思源埡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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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研究範圍對泰雅族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其中位於蘭陽溪與大甲溪上游

有勝溪分水嶺，宜蘭縣大同鄉境內，中橫支線宜蘭縣與台中縣交會處的 Quri 

Sqabu（思源埡口）為泰雅族遷徙歷史最重要的據點。 

Quri Sqabu 以其為山凹地勢，族人分散前行之處得名。先人在此地展望四

周山川土地形勢，與位於 Mstbon（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部落）之 Pinsbkan 發祥地

區相互連絡，並決定向北部河川上游流域遷徙拓展。KButa、Kyaboh 及 Kmoya 三

位祖先在這裡差派、帶領族人分別向 Papak Wa(q)a（大壩尖山）、Lilyon Nibu

（蘭陽溪）及 Lilyon Leysan（南澳溪）開拓的歷史，經歷代耆老口傳緬懷迄今。

除了原鄉發祥地區、Mrqwan（北港溪上游）地區及 Slamaw（梨山）地區之外，

北至 Mstranan（新店溪）流域，分布今北宜、桃竹苗、台中各縣，幾乎泰雅爾

族所有部落皆淵源於此。 

現在絕大多數的研究計畫仍以縣市鄉鎮範圍作為研究區域的劃分，難以掌握

部落歷史與發展的要旨。原住民的空間地理概念是以水系的觀點做為分隔與區

分；因此本研究指定工作範圍並非用行政區域劃分來看待，乃是以原住民的眼

光，即是以水系流域作為一個基礎，來看待所涉及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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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 

（一）環山部落 

1.部落現況 

環山部落位於台中縣和平鄉平等村，目前戶數約有 300 戶，人口數為 500

餘人。相傳其祖先居住於 Pinsbkan(今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部落位於司界蘭

溪與七家灣溪交會處附近，其主要連外道路為中橫宜蘭支線(台七甲省道)。中橫

通車後，引進溫帶落葉果，因種植水梨、蘋果等果樹為高經濟價值作物，使環山

部落在民國六十年代因水果而致富，產業型態也轉為溫帶落業果樹經營。目前部

落產業仍以種植梨樹和水蜜桃為主。但近年來，因水果開放進口，加諸 921 地震

後，中橫公路谷關至德基段中斷迄今尚未通行，致使大梨山地區果農各項產業之

成本提高，嚴重影響產業之發展，加上外地果農的競爭性日益嚴重，致使部落產

業收入明顯萎縮。環山部落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流經部落附近的七家灣溪及司界

蘭溪目前有雪霸國家公園積極進行國保魚櫻花鉤吻鮭的復育，部落也與雪霸國家

公園合作成立國寶魚保育巡守隊協助復育工作。部落近來因產業的產銷及教育等

問題不易克服，生活品質相對低落，造成年輕人口逐漸外流，部落人口呈現高齡

化。 

2.工作內容 

工作項目 時間 地點 主要內容 

部落說明會 2007.11.01 
環山部落社

區活動中心 
說明計畫目的與執行過程 

部落拜訪 2007.11.20 環山部落 組織部落地圖調查工作小組 

部落地圖工作坊 2007.12.23 
環山部落社

區活動中心 

1.共計 7 人參與(部落耆老與組織幹

部與工作團隊) 

2.調查地名由來與櫻花鉤吻鮭的保育 

櫻花鉤吻鮭保育

討論工作坊 
2008.10.25 村長家 

1.共計 7 人參與(部落耆老與組織幹

部與工作團隊) 

2.櫻花鉤吻鮭保育實況的調查訪談 

耆老訪談 A3(80

歲、女性) 
2008.09.02 受訪者家 

1.櫻花鉤吻鮭保育；2.日本與部落的

關係；3.男女關係 

耆老訪談 A6(60 2008.09.09 受訪者家 1.茅草的記號；2.水與居住地；3. 與

太魯閣族的戰役與部落遷徙；4.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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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男性) 陵的關係；5.地名由來 

 

3.工作內容摘要 

(1) 部落說明會 

 時間： 2007/12/01 

 地點：環山部落社區活動中心 

 出席代表：羅學良、洪進榮、詹廣傳、林  昇、張金德、高日昌、黃懿翎、

旮毅亞偉、雅衛依沙韻、林益仁、賴雅歆。 

 內容摘要： 

部落發言： 

希望林教授提升部落建設我們也會配合來宣導、整合部落來帶動部落規劃、

增加工作效益。 

林教授： 

a.幾年前原民會推動部落地圖 Yutas Silan （部落耆老）也協助製作過。 

b.公部門推動原住民新夥伴關係。 

c.“千年”影像記錄－原住民遷徒（在環山部落利用石板與新竹地區的竹屋不

同，所以傳統工法記錄或許也可以重建泰雅族部落片場－提供觀光資源、文

化旅遊） 

d.國家公園也提供新的計劃與原住民部落建立夥伴關係，所以國家公園對於鄰近

部落推動口述歷史及部落未來走向規劃。所以我們利用部落地圖來建立資料

庫（歷史、部落規劃），來轉化成為環山部落傳統文化產業、生態光觀的產業。 

 

南山生態永續發展協會經驗傳承說明 a： 

泰雅族沒有文字，都是口述來傳承文化，剛開始也是一無所知所以透過林老

師協助來永續部落發展及文化傳承。雖然我們跟國家公園都有一直對立的關係，

但我們可以利用傳統領域或有一些文件記錄來對國家公園說明，對部落傳統領域

與國家公園之間的關係會有相當的幫助。 

開始我們利用部落地圖的方式來建立傳統領域，建立傳統領域後利用行動讓

下一代真正體會傳統域領的故事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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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生態永續發展協會經驗傳承說明 b：  

第二次來到這裡來協助雪霸國家公園說明，也感謝林老師來幫助南山部落部

落地圖的製作，剛開始沒有電腦都是利用紙本慢慢畫，現在利用 Google Earth

很方便的來建立部落地圖不論是用側面、瞰視或者一些方法很快的知道流域、界

線。不管如何政府可能會一直改，但部落永遠還是在部落不會變的，這些留下來

的都能讓下一代了解看到，這些資料庫也會建立在當地學校，讓部落每一個人都

知道 

部落發言： 

這次林教授來說明我們以為完全針對六星計劃的前程與部落發展規劃，而且

也把隔壁村的前任村長及理事長都帶來了，我們及耆老也都搞混了。 

林教授： 

    南山部落來說明他的工作經驗分享，我們部落自己要做自己的事情，三年前

我們也做了部落地圖、以及最近六星計劃、護溪，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於因為

三年前我們已經製作了部落地圖，所以我們要完成這份工作，但主要也是要聽部

落的聲音。 

部落發言： 

利用口述歷史與地圖來看見未來部落的規劃，雪霸與社區都有良好的互動，

但環山部落的資料很缺乏，這次林老師團隊又帶來希望，往後部落會非常配合林

老師團隊。部落需要利用專業來推動，如果要部落發展要與部落有良好的互動。 

林教授： 

跟部落有比較密切的互動，並且部落真正的需求在那裡。 

耆老： 

之前來製作部落地圖已經做了三分之二，提到原民會後就沒有下落了，我們

都很灰心這次來林教授再來一次非常感謝，但我們做完了傳統領域後，雖然是透

過雪霸國家公園，有沒有透過林務局，是否我們就可以到我們的領域自己狩獵，

這是我們想要知道的。 

林教授： 

說明司馬庫斯事件原由，利用部落地圖及口述歷史來推動部落文化，而且自

己有部落資料我們才有力量及根據來說明我們真正的傳統領域。 

部落發言： 



雪霸國家公園鄰近地區（尖石、大同等）泰雅族口述歷史訪談暨部落發展規劃 期末報告 

 

37 
 

以前在製作部落地圖從原民會的計劃，但後來都沒有消息。 

林教授： 

當年我開始接原民會的計劃一個族群的經費才十萬，向我是負責泰雅族的部

份，這是第一期的部份，但後來原民會為了讓各縣市政府與部落有更好的關係，

就下撥給縣市政府，但後來因為當地政府的態度只是把他當作計劃而已，做完了

就沒事也不管了，所以做起來很辛苦。 

耆老： 

做一半很可惜，希望可以把部落地圖做完。傳統領域與部落地圖這一定要

做，這才會讓我們下一代來了解部落文化，也加強傳統的傳承。 

林教授： 

展示如何用 Google Earth 來製作部落地圖 

部落發言： 

因為環山部落每一個地區或地方都有自己區域的耆老，如果要找耆老可以先

聯絡理事長，排定時間來做訪談，這我們都會配合。 

部落發言：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要開大型的會議比較困難，可以直接找重要的人士

來溝通，除非成果會才要開大型的會議，讓部落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部落代表發表意見 

 

 

 

 

 

◣展示部落地圖繪製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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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落地圖工作坊 

 時間： 2007/12/23 

 地點：環山部落社區活動中心 

 參與人數：7人(部落耆老與組織幹部與工作團隊) 

 內容摘要： 

地名由來 

Gong sasau 的意思就是遮涼、休息，不要被太陽照到，比較涼的地方在那

邊休息。那邊的樹都很大還有峭壁，所以走在底下比較陰涼這樣子。不會被太陽

晒到。所以住在那裡，因為雨也不會淋到。一進去後，有一個這邊叫做 sasau，

水進下去旁邊的那個底下然後再出來。跟一個山洞一樣。 

Wowun 是指以前有老人家在那邊疊石頭疊成像有房屋，所以給他取名字叫

wowun 的意思。他們在那邊休息類似石板屋，好像是那個獵人暫時的工寮啦！狩

獵的人住的地方啦！ 

Magwon 獵人去那邊住順便在石頭那邊雕自己的名字，等於他們去過也住

過，這個是阿公那時就有了，現在去那裡還看得到那個字。 

 

櫻花鉤吻鮭 

以前抓魚的方法是用射箭的，會到水比較淺的地方去。櫻花鉤吻鮭大概是到

冬天的時候，9 月 20 號到十月佐右要繁殖，他會到旁邊，會下來到淺水的地方

把蛋下在那裡，我們就會利用這個機會來射他。這個魚以前很多，他比較需要的，

比較陰的地方。 

武陵農場的登山口那裡，下面有一個水溝，算是七家灣溪的一部份，很隱蔽，

就算人為怎麼破壞，他還是一個天然的繁殖場，因為那個底下的泥土都很軟。但

是現在沒辦法進去，也很久不能進去，那個地方還有沒有便不知了。 

民國 30年到 40 年最多，武陵農場來開發以後，開始把那個他的天然的景觀

破壞，這個魚對環境好壞很敏感，所以不適合生存。現在有人下肥料和農藥，是

他最大的剋星。武陵農場來以後就開始減少，魚也長不大。 

 

(3)第二次工作坊：櫻花鉤吻鮭的保育 

 時間： 2008/10/25 

 地點：村長家 

 參與人數：7人(部落耆老與組織幹部與工作團隊) 

 內容摘要：參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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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耆老訪談 A3(80 歲、女性) 

 訪談對象：A3(80 歲、女性) 

 訪談時間：2008/09/02 

 訪談地點：部落族人家裡 

 內容摘要： 

櫻花鉤吻鮭與部落的關係 

老人家表示櫻花鉤吻鮭是原生在這裡的魚種，並非由日本人帶來放流的，且

以前不只司界蘭溪，連思源埡口附近、合歡溪都有，附近的流域都有。A4 長老

小時候爸爸都會帶他去釣魚，那時候魚的大小大約都有一條手臂大小(約 30~40

公分)。在日本統治時期，部落不會有什麼保護櫻花鉤吻鮭的動作，因為以前不

會隨便去濫捕，且魚的數量也很多，隨便釣或是撒網就有很多了，多到過河的時

候魚都會跳到腳上。由於數量很多，所以在取用上是想吃就去拿，沒有什麼限制，

多的會利用烤火的時候在上面烤，做成魚乾。但是國民黨時代，武陵農場在退輔

會經營後，開始濫墾、種菜和建攔砂壩後，魚就開始變少了。 

 

男女關係 

過去男女關係若是亂來，就算只有亂碰手，也要殺豬做賠償。如果男女兩

方都不承認有發生的話，男方就要去打獵，如果有打到的話，就表示沒有發生，

如果沒有打到，就代表兩方有錯。如果雙方都有錯，就要懲罰。懲罰有口頭的詛

咒，另一種就是動手打，雙方都要打，接著還要罰豬罰酒。另外，在日本統治時

期，若是私自幽會的話，不論男、女，如果要溜到都市或是其他部落，部落的人

就會打電話到日本駐所(佳陽或南山附近)幫忙做事的原住民，請他把人攔住，禁

止他溜走。在日治時期時，嫁娶聘金的部份，女生嫁出去時，要帶十二個大鍋子，

六十個山地布到男方家做嫁妝。女孩子若是帶太少會給人瞧不起，帶太多的話會

被說是貴族。 

 

日本與部落的關係 

日本人來部落一般會待一個月左右，除了是觀察櫻花鉤吻鮭外，有些也會去

登山。日本人也會帶部落的小孩跟著他們去看櫻花鉤吻鮭的生活狀況。以前部落

族人會用弓箭去射魚，會把魚提供給日本的學者帶回去日本做研究。日本人來這

裡會教部落的人唱一些日本的歌謠，像是有一首環山民謠就是部落老人家很常唱

的歌。歌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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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山之歌 

○1  

意模樹下 情依依 嬌儂獨相思 

為誰憂心 為誰愁 歡合終有時 

一年的粟祭 一年的粟祭 將到賜給沃社喲 

喔嘩哈呢 喔嘩哈呢 喔嘩哈呢 

不要傷心 不要傷心 歡合終有時 

噹格噹格噹 

○2  

何時歡樂 盡歌舞 何為愁腸苦 

春呀 春呀 粟年糕 何能不歡樂 

唱咱的美歌 跳咱的美舞 粟酒香濃盡餘歡 

喔嘩哈呢 喔嘩哈呢 喔嘩哈呢 

不要傷心 不要傷心 歡合終有時 

噹格噹格噹 

 

○3  

雪山天高 雪山美 雪山有清流 

賜給蘭溪 清流裏 珍魚環山鳟 

來咱的美鄉 來咱的美鄉 來咱的賜給沃社 

喔嘩哈呢 喔嘩哈呢 喔嘩哈呢 

不要傷心 不要傷心 歡合終有時 

噹格噹格噹 

 

(5)耆老訪談 A6(60 歲、男性） 

 訪談對象：A6(60 歲、男性） 

 訪談時間：2008/09/09 

 訪談地點：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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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 

茅草的記號 

如果把茅草綁起來做一個這樣的記號，那就表示是我的東西的意思。比如說

這是打獵的地方或是蓋房子要用的柱子。或是說東西砍好擺在這裡，沒辦法全部

帶走，沒帶走的會用那個茅草綁起來，表示是我的東西，若是被拿了會給你砍頭。

這是泰雅族 gaga 裡面很重要的規範。2 

 

水與居住地 

一般找新的居住地會找在水旁邊，傳說說過曾經有小溪或著是河流，流過沖

過的地方就千萬不要在那邊蓋房子。這個溪流跟河流，雖然之後很久沒有水再流

過， 但是你還是不可以在那邊蓋房子，凡是水流過的地方你都不可以蓋房子，

這個水不會用忘記，他以後還會流下來，所以妳蓋的房子，都會被沖掉。這是智

慧、經驗，留給下一代，這個是每個人每一代一定要告訴他們的。比如說在環山

這裡，河流距離還很遠，赤楊樹也是很粗的，好多年這個水沒有從這裡過來。72

水災前司界蘭溪本來水是一點點，水旁邊的赤楊樹很大。但 72 水災後，淹過峭

壁，赤楊樹都全部沖光了。我們泰雅族不會在那裡住。 

 

與太魯閣族的戰役與部落遷徙 

部落早先是居住在 Sgalanang(籬笆，圍起來的意思)。以前跟花蓮的太魯閣

族打戰，有兩個女孩子到花蓮去，那邊的年輕人有一些便愛上她，等這兩個小姐

要回來，那些年輕人就用土槍射殺其中一個，另外一個馬上跑掉。但是以前的土

槍是點火的，你還要再裝彈進去，沒有辦法一下子馬上兩個人都幹掉。跑掉的那

一個，一路跑到山上。可能到山上後，因為隨便走也沒有人找的到她，15 天以

後，才有人發現，找到她。他跑了 15 天，離部落很近，就是現在派出所對面那

座山的後面。我們這裡的人去打獵，發現她已經奄奄一息，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就跟太魯閣族打仗。那個女孩子的兄弟就帶她們自己的人到花蓮去殺人。但

是花蓮那裡人口比較多，所以他們很容易過來，這邊為了怕他們會來攻擊部落，

有一些是到司界蘭溪就是 Sqeran，Slasit 就是那個武陵農場清境裡面，大家都

各走各的去躲避。過了很久以後大家才回到 Silung(湖的意思，五地因大雨後會

形成一個湖，所以此地地名就叫 Silung)，但是因為一些意外，部落的建築被燒

掉，後來就遷到目前部落的位置，叫 sinoq(平的意思)。 

 

                                                        

2
茅草對於泰雅族仍有「先佔權」及「方向指示」等意義。訪談者本次未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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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武陵的關係 

過去武陵農場是我們部落的地，那裡還有以前舊部落的遺跡。這是我們祖先

留下的土地，但是我們的地被偷了！以前的政府是行政命令，原住民什麼都不

懂，所以土地就被拿走了。現在不是這樣，要是你還敢再動我的地，沒那麼簡單，

告你到底。這個土地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給他們子子孫孫的，但是現在，要把地

給小孩，還要付遺產稅。 

武陵那片土地是我們祖先的，那是我們的東西，必須要讓孩子知道，所以之

前有打算要做尋根的活動，部落的人自己去。南部的還有國家還請直升機去送，

帶孩子去！他們尋根那時候全部帶孩子去，讓孩子知道，這是我們的，我們以前

生活那麼辛苦阿！這是個很好的教育，下一代 讓他們知道我們組先那麼辛苦。

所以部落也應該這樣做。 

 

地名由來 

Gon-Slasit 

 

早期以舊部落（Slasit），位於武陵農場，億年橋頭起走現新名

高山流，徒步需半天。到達目的地，「Ga-lan-srasit」現有遺址，

是祖先的墳墓。Gon-Slasit 流域，流進附近（gya-wan） 

七家灣溪。有著住民遷往地，而据宗族為 tazin-pu las 

Hobin-na-kaw、Ha-yun-no-Min、pi-hu-go-si、Pi-ru-go-si 

Li-li-go-si、tu-san-no-kan 老祖先在這裡，墾荒、生活、狩

獵、建蓋房。 

Llyung-Sut 尖叫聲之意，昔日族人打獵在此建造茅草屋做為休息用，為未經

開發的地方。由於未經開墾，人稀出入，河川彎曲陡峭，不好爬。

河床石頭很多滑，山壁險峻，河流多有漩渦，非常危險。有許多

野生動物，如鹿、山羊、山羌，台灣彌猴，行經此地時，在交會

處，聽到許多動物的叫聲音，因此命名為 Sut。 

Gon-grwan 

 

小溪流，地名。稱跨過之意，最早開拓，ya-tas-pi-ru 四周群

山環峙，形成特殊的角階和斷層谷地形。墾殖者有共同的農作物

品，如主食小米、地瓜、雜糧。擁有濃密的原始二葉松、赤楊森

林，自然景觀保持完善。 

llyung-p-s-nan 河川地名。Lo-si 狩獵人帶獵狗，該項負責任務，很花體力，而

非 常 辛 苦 累 的 工 作 。 多 幾 位 是 定 點 守 候 ， 守 候

（g-bu-yan-M-ma-ga），獵物經過是射殺的任務，獵狗與獵人需

要默契，也需要提高警覺，都不能怠惰分配的工作。 

llyun-swa-hi 語意之意是樹藤。故事由來，lo-si 夫妻兩位有一天去採香菇，

經過 h-la-huiy，婦女一不小心滑了一跤，滑落到深坑懸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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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想死定了，竟然他停止墜下時，所以，最後逃過一劫。 

gon-s’swax 小溪名，如名，Sgoyaw<，泰雅語 s’swax，堅固之意。此名之

由來說法有二，說此溪兩邊屬青蛙每逢求偶季，聚群鳴。另一說

是每偶雨季，遊山上流下來的雨水，常挾帶泥土，大量流入大河

川中，因此溪中經常是混濁的，故稱為 Mutan。 

H-bun-S-bu-rup 河川地名，跨越或跳過，這個名稱由來有兩種說法，族人初次經

由此地，H-bun-S-bu-rup，一位年長者，因年老體力衰，無法跟

隨族人跨過河川 S-bu-rup，決定獨自留在原地。要等第二天，

族人回來時，睡覺聽到河川交會處的聲音，無法入睡，因此命名

S-bu-rup。另一說法，聽到晚上動物踩在岩石碎屑上的聲音，老

人家獵捕出現於此的野鹿，無法跳離，將其命名為 S-bu-rup 

 

（二）南山部落 

1.部落現況 

南山部落位於今日宜蘭縣大同鄉海拔最高的一個行政區域。 南山部落位於

宜蘭縣大同鄉與台中縣和平鄉及新竹縣尖石鄉交界處附近，其為一座落於蘭陽溪

上游、眾山環繞的沖積谷地，其腹地廣大（土地面積扣除宜林地與加強保育地後

的可供使用土地面積為480公頃），土壤含石礫量甚高，表土易流失，且保水力

差，亦缺乏有機質（臺灣省政府民政廳，1989）。今日聚落集中於海拔1,150m

的南山沖積扇，因此其年平均氣溫約比平地低6℃左右，其年均溫約為15.7oC，

聚落周遭更為東北－西南走向的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所包圍；東南面有中央山脈

的塚呂馬布山（2,223m）、南湖大山（3,740m）、中央尖山（3,703m）、多加屯

山（2,793m）圍繞；西南面則有雪山山脈的桃山（3,324m）、羅葉尾山（2,715m）

環繞（陳憲明，1986）。此一眾山環繞的封閉地形為其帶來了充沛的雨量（每年

七月至九月雨量皆可達至 300mm以上，年雨量更是高達 2,106mm），加上聚落旁

的蘭陽溪，匯集雪山山脈東側坡面和中央山脈西側坡面之降水，而眾多支流與終

年高山河流所帶來的豐富水量，使 南山部落 部落享有源源不絕的水資源（馬志

堅，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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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部落傳統領域圖 

 

      南山部落 最早由泰雅亞族中的賽考列克群底下馬立巴系統的溪頭群

（mnibu）所組成。溪頭群（mnibu）在宜蘭縣境蘭陽溪流域，由南湖大山東北之

稜線起，至三星山，北經十六分山至清水溪，而西北起於拳頭田山，由此山之西

南經綳綳山，漸南而至思源埡口，再東至南湖大山，盡佔宜蘭縣之西南邊陲（廖

守臣，1984）3。從日治時期至戰後，受到太平山林業的開發，常有漢人受雇於

太平山林場，而 南山部落 人在戰後亦會至太平山打工，然而一直到梨宜支線開

通以前，南山部落 的人口組成幾乎全為泰雅族溪頭群。道路開通後，除了部分

退輔工人隨著開路而定居於此之外，早期受到入山管制政策影響，並無太多漢族

進入。據宜蘭縣志（1969）的調查，南山部落 部落在 1917 年（大正六年）時

已有 75 戶 315 人，到了戰後前三年，人數則增加到 67 戶 388 人，此時 南山

部落 人組成皆為泰雅族的溪頭群。直到 1970（民國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受到

德基水庫興建後的相關政策影響，陸陸續續有漢人進入 南山部落 租地種菜，而

在 南山部落 人口中高冷蔬菜全盛時期的 1990（民國八十）年代末期，更是 南

山部落 漢人人數最多的時期。2000（民國九十）年代開始，在地的原住民人口

有日益減少的趨勢，從 1970（民國六十）年代中期過後，南山部落的人口分佈

仍以泰雅族占大宗，而非原住民人口則占了總人口的一成多。 

 

2.工作內容 

工作項目 時間 地點 主要內容 

部落拜訪 2007/10/15 南山部落 協調說明會時間 

部落說明會 2007/10/21 南山部落 說明計畫目的與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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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生態知識暨部

落遷移史紀錄工作

坊 

2007/11/17-

11/18 
南山部落 

本次活動著重於傳統生態知識及

部落遷移史的紀錄，時間共二天

一夜，由工作人員利用 DV、錄音

筆等紀錄工具，全程紀錄。 

Masing koyaw(高阿

清)（75 歲、男）訪

談 

2008.03.01 南山部落 
1.焚獵與獵區；2. Qutux gaga 和

共同獵區 

Yukanbuta( 陳 仁

義)（73 歲、男）訪

談 

2008.03.12 南山部落 
1.打獵；2.qutux gaga、教會；

3.Smatu；4.換工；5. 焚獵 

Yabungnayut （ 89

歲、女）訪談 
2008.04.05 南山部落 

1.女性與打獵；2.換工；3.smatu

與過年 

 

3.工作內容摘要 

(1) 南山部落說明會 

 時間：2007/10/21 晚上 19：00 

 地點：鄉代會 高萬年副主席住處 

 與會人員：尤巴斯‧瓦旦、陳厚、Yukan Masing、高萬年、劉佩琪、陳亭伊、

乜寇‧索克魯曼、張金德、旮毅‧亞偉、賴雅歆、張沈王玲、張

金貴、陳世文、鄭佐雲、陳振茂、張喜寧、金惠雯、林益仁。 

 內容摘要： 

 部落與會人員及團隊成員介紹 

 計畫說明： 

林益仁：此案子由八月左右開始籌備，由於雪霸國家公園希望對鄰近的原住民部

落有更多的了解，並希望跟部落建立較好的關係，在此前提下產生了一個計畫

「泰雅族口述歷史的訪談還有部落發展的計畫」，接下來跟大家說明計畫的內

容，因為這案子希望能跟部落充分合作所以有必要詳細的跟部落介紹。（計畫

報告內容詳見 ppt） 

 今天是說明會是說在計畫上面先取得部落的認同，而日後在進來跟大家討論

做工作坊等等的，如果這部分在協會裡被接納，第一個工作大概就是學生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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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在這當中我們也希望耆老的生態知識、部落地圖等東西都可以整合

在課程裡做一個呈現。 

 問題討論： 

a.部落提問：是否可以請雪霸人員列席工作坊 

回應：當然沒有問題，但我們就要更認真的準備。 

惠雯建議：可以在區域整合的工作坊邀請雪霸的人上來給他們看共同整合的

過程。 

b.部落發言：在進行工作的注意事項： 

部落要理解國家公園已經存在，以過去傳統祖先在裡面所從事的狩獵活動與

國家公園的做對話並思考怎樣與國家公園達成一種默契。 

旮毅回應：現在原民會已經公告傳統領域（秀巒村跟玉峰村） 

林老師補充：說明櫸木事件最新進展 

如何將泰雅族的 gaga 文字化並讓大家認同泰雅族的運作方式，這部分需要更

多關於自然資源、生態資源管理方法的調查，這就是我們來做此調查之重要的

基礎。 

部落發言：要文字化確實工程會很浩大，其中還包含很多觀念，很難用文字表

達的。 

林老師回應：我們如果執意要走這一條路，似乎在現今的國家管理體制下必須

按照規則走。 

惠雯發言：其實這個案子雪霸真正想要看到的，是希望我們協助你們提出部落

整個未來發展規劃，部落地圖只是個過程，本團隊期待未來能繼續

與部落互動，協助部落的規畫成真。 

c.部落發言：雪霸國家公園釋出善意，也算是一種契機 

旣然是契機，那麼跟部落溝通就是我們的責任，不過我們是希望此計畫不要

跟國家公園劃上等號，一畫上等號事情就麻煩了。 

林老師回應：我的態度是，我的團隊為做為中間溝通的橋樑。 

d.Yupas 發言：部落的聲音 

(a)學術團體來研究我們的文化，卻所得到的智慧帶回去變成你們的專利。 

(b)希望能尊重部落的主人，部落有被尊重的感覺才會接納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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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我們發現原住民最後的尊嚴，大概只有原住民自治區成立。 

部落回應：希望部落和學校可以達成很好的互信的關係，和林老師一直以來的

合作都相當愉快，對我們的協助我們也都看的出來。 

林老師回應：因為我們團隊是用很透明的方式跟大家說明，如果不是在一個充

分的信任及被接納的狀態下，這個工作可能對我們團隊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e.Yupas 發言：南山的口述歷史紀錄及部落發展規畫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重新把我們的歷史文化、口述歷史整理起來。 

部落回應：這是一個很好的議題（口述歷史），我們會將這個訊息傳遞下去，

但至於規畫方面，也許應該尊重部落的主流民意比較好。 

林老師回應：南山前後後也有被規劃很多次，只是不見得都有被落實，在這一

次的工作裡面，希望跟部落密切合作，工作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組織部落調查小組部落地圖工作坊區域工作坊部落整合工作坊 

那下一次學生上來，我們就當成一次的工作坊，流程的操作是全程講泰雅語，

有人翻譯、有人紀錄，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資料的收集。 

Yupas 發言：這應該是部落議會第一卷寶貴的資料。 

部落回應：這等於是我們部落的資產，不要隨便供別人燒錄。 

f.Yupas 提問：如何去解讀、應用這些資料？ 

林老師回應：我們這邊能提供技術性的協助，也需要懂泰雅語的人，用羅馬

拼音寫下來的人。 

惠雯補充：例如一個立體的地圖，點選地名後會出現聲音影像，說明地名的

來源或是故事等，在技術上都已不是問題，問題是這些資料哪些要公開，

我們會統一管理，並設定權限由部落管理。 

部落發言：我爸爸的獵場在雪霸國家公園裡面，像裡面的神木、古道，我們

都知道位置在哪裡，但卻無法進去看。 

林老師回應：我們必須要想「知識要如何傳遞下來？」，現階段可以利用資料

庫的使用、操作，部落可以分工，靜宜大學也有資訊志工可以協助教學。 

惠雯補充：資料累積到一定的基礎之後，團隊會進來教大家怎麼使用。 

g.林老師發言：第一次工作坊流程討論 

  我們可以把這些學生當成練習的對象，看要如何在二天一夜的時間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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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生活的知識，傳遞給學生並讓他們學會尊重泰雅族。 

部落回應：其實部落所有的傳統、現在的所有活動，都足以表現部落的文化

面，部落需要先做內部討論，再將完整的方案寄給你們。 

林老師回應：這個部份我們完全尊重部落，但希望能有完整的規畫，另外希

望能有手冊，課程的內容能有書面的資料。  

 會議結論： 

 部落理解此案用意，並願意接納工作團隊進入部落，且願意配合工作的

進行。 

 由本案延伸出來的資料庫建製，先組成部落知識管理小組。 

 下次工作坊的時間定於 2007/11/17~11/18，並將於 11/3 先做一次事先

預演。 

 

 

◣計畫主持人說明計畫內容 

 

 

 

 

 (2)傳統生態知識暨部落遷移史紀錄工作坊 

 時間：2007/11/17-11/18 

 地點：四季部落 社區活動中心 

 活動內容：本次活動著重於傳統生態知識及部落遷移史的紀錄，時間共二天

一夜，由工作人員利用 DV、錄音筆等紀錄工具，全程紀錄。 

 活動紀錄： 

 部落遷移史-三兄弟的故事 (此故事主要為賽考列克群的遷徙史)           

資料整理/Yukan masing 

居住在 Quri-sqabu(思源埡口)的這三個系族係由 Kbuta，Kyaboh 及 Kmomaw

等三人所分別領導(依其年齡可分為大哥，二哥及三弟稱之)，大哥 Kbuta 係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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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桃園，新竹，苗栗，台北等地區泰雅族人的祖先;二哥 Kyaboh 係現在宜蘭

南澳鄉泰雅族人的祖先;三弟 Kmomaw 則是現在分散在蘭陽溪流域各部落泰雅族

人的祖先。有一日這三個兄弟聚在一處商議遷徙事宜，包括路線，日期，時間等

等…，大哥 Kbuta 首先選定遷徙方向與路線，他選擇往西的方向。;二哥 Kyaboh

也選定往東的方向，最後只剩下向北直接下蘭陽溪，又近又平緩之地，三弟

Kmomaw 雖心嚮往之但遲遲不敢明說，還是大哥 Kbuta 比較體貼，他說：「三弟

Kmomaw 自幼體弱多病我們也不是不知道(據聞他患有肺疾)，看他的樣子並不適

合長途跋涉，不如就讓他直接取道這條溪(指蘭陽溪)」，二哥 Kyaboh 聽罷也認為

可行，於是就這樣做成了遷徙的決定。 

    過了不久他們就開始收拾家當，整理衣物炊具等日常用具，然後全族聚在一

塊準備往三兄弟所各自選定的方向與路線前進。當時大哥 Kbuta 離情依依的說：

「大家保重了！此番別後不知再見何時？但不管我們遷到何處？流落在何方？

不要忘了要再尋找其他的兄弟姐妹，要互相接納與扶持」。語畢，大家就相擁而

泣互道珍重，各家族就各自歸建準備離開，臨走前大哥 Kbuta 想要數一數各族眷

的人口，因他們當時還沒有數的觀念無法計算，所以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即要求

各隊在爬升到一個高度後即停住，然後所有的人一起吶喊以音量判斷人數的多

寡，大哥 Kbuta 宣佈完後大家就開始離開了。 

  大哥 Kbuta 率領其族眾自 Yung-ksuyan(羅葉尾山)登山口而上(如圖三)，登頂

後向北轉沿稜線經 Bbu-qba(桃山)，Sinta(新達)到 Pucing-bsilung(小霸尖

山)，然後向西北走到 Papak-waqa(大霸尖山)。     

  二哥 Kyaboh 也率其族眾自 Gong-ginkaraw(南湖大山登山口)而上，經木杆鞍

部，審馬陣山到南湖北峰。 

  三弟 Kmomaw 則率其族眾直接從 Quri-sqabu(思源埡口)下的 Truyankacing 山

背而下，經 Hbun-qyus，Gong-matang(馬當溪)到 Hbun-talah(又稱 Sgmi)。 

當開始行進時，他們按大哥 Kbuta 先前的指示在爬到一個高度後各族眾就相互

吶喊比聲音，結果大哥 Kbuta 的人最大聲，其次是二哥 Kyaboh 的人，而最小聲

的則是三弟 Kmomaw 所帶領的人。 

 

 傳統生態知識-南山部落的狩獵文化    資料整理/Yukan masing 

a.獵區之使用 

基本上，南山部落的傳統領域屬全部落所有，所以，部落任何的個人與團體

都可以隨意的使用傳統領域。獵區可分為，共同獵區，家族獵區與個人獵區三種，

共同獵區的使用權要透過 Hmyut(一種加入的手續，提供一盅酒或一隻雞)才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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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共同獵區的使用者，基本上是由 Qutux gaga 的成員所組成，但它不同於作

為祭祀團體時所要求必須是 Qutux gaga 的份子才能參與的限制，部落裏任何的

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跟自已意志相仿的狩獵團體加入，當然也可以隨時退出。

又部落裏，任何的個人與團體也都可以在共同獵區裏狩獵，只是若獵到水鹿，則

必須將其鹿茸交與屬於那個共同獵區的組織。鹿茸在當時是被視為珍品，尤其又

被漢族男人描述為自然界的威爾剛，因此搶手的很。南山部落的共同獵區有四

個，分別是 Tayax，Sinta，Kikun 與 Sinlhangun(如圖三十二)。 

b.狩獵之方法 

過去南山部落族人的狩獵方法很多，但主要還是使用武器獵與陷阱獵兩種。

武器獵是獵人持獵槍主動尋找獵物的狩獵方法，而陷阱獵則是獵人被動使用捕獸

器捕捉獵物的方法。武器獵不受時間的限制，任何時間都可以上山打獵，而陷阱

獵則受到時間與季節的限制，如族人不會在農忙的春夏季放陷阱，而且夏天高溫

炎熱，動物容易腐爛。陷阱獵，族人通常是在秋收後到立春前進行，過了立春就

得把捕獸器收回來。陷阱獵主要是使用剛絲來施作，一般可分為套脖子與套足肢

兩種。套脖子的叫 Qyulang，而套足肢的叫 Rusa，Rusa 的零組件較 Qyulang 為

多且製作過程繁瑣，因此，架設的數量不多，但命中率很高。而 Qyulang 的零組

件較少且製作過程簡易，因此，架設的數量較 Rusa 為多，不過命中率較低，較

符合永續利用的法則。 

c.獵物之分配 

獵物在帶回來後，在光復前的 Qutux gaga 時期是要堆放在 Pklahang gaga

的家，然後按照戶口數平均分配，不論是否參加狩獵，也不論單戶人口之多寡，

一律按戶口數分配。在 Smatu 之前，所有獵獲的獵物都先要存放在 Pklahang gaga

的家，等 Smatu 時再分發。到了家族獵團時期，就不再那麼嚴謹了，獵物帶回來

後就馬上進行分發，首先先由獵團內部進行分配，然後再由獵團個人將獵物分發

給親朋好友。不管是光復前或光復後的獵物分配制度，都會遵守 Sapat 的禁忌。

Sapat 是指獵物的四肢及胸部，Sapat 是神聖的東西，若有人偷拿會遭到詛咒，

Sapat 一般會先醃存於 Pklahang gaga 的家，等熟透後再均分給 Qutux gaga 的

成員或獵團的成員。Sapat 的最高級為鹿茸，在共同獵區打到的鹿茸絕對要將它

送給那個獵區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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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ay---捕捉鳥類及齧齒類動物 

 

 

 

 

 

 

 

 

Rusa ↑↓---捕捉山羊，山羌。當動物踩到上圖的圈套時，會因啟動機關，使得

下圖的有彈性的木棍彈起，吊拉起動物的後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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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狩獵文化 - 獵

區使用、獵物分配方式

說明 

 

 

 

 

 

◣陷阱操作示範 

 

 

 

 

 

 

 

◣草結用途說明及示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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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sing koyaw(高阿清)（75 歲、男性、Mnibu-溪頭群）訪談 

 訪談對象：Masing koyaw(高阿清)（75 歲、男性、Mnibu-溪頭群） 

 訪談時間：2008/03/01 

 訪談地點：南山部落 

 內容摘要： 

焚獵與獵區 

  部落約民國 67 年才有電，沒電時是用 Hayung(二葉松)做照明，後來約 57

年(有電前 10 年)才開始點蠟燭。油材的取用是到山裡取，有時是當天來回，有

時是在山上過夜，一次的取量約可以用一個月。以前有一種狩獵方式是用燒的，

用茅草燒，然後到溪口等獵物。焚獵燒過的二葉松等它燒焦了以後就是油材了。

這種焚燒同一地點三年燒一次，不過山很多，通常是這邊燒完明年換另外一邊。

焚獵的時間沒有固定，要去就去，不過是要在冬天，夏天燒不起來(可能是夏天

比較多雨潮濕吧！)，不過在燒山前跟一般的狩獵一樣，要去先問 Sileq(綠繡鳥)

可不可以上山。焚獵是 qutux gaga 自已決定的，不是全部部落，也不用頭目召

開部落會議。去焚獵前 qutux gaga 會聚在一起討論什麼時候要去焚獵及要準備

的事情！ 

  首先他們會去觀察獵區，選擇守候的溪谷，然後從上面放火，火勢會慢慢往

下移動，獵物會被火逼到溪谷，然後再由守候的人用槍擊殺，有時候獵物也會被

活活的燒死。比較常去的山是 Zziq(部落周邊的山)還有 Paqa 及 Slhangun。獵區

分一段一段的燒，不是一次就燒完，就只有冬天可以燒夏天燒不起來。是我們自

已自由選擇是要放火還是守候，放火的只有兩個，同時在兩邊放火，這樣火才會

同時燒下來。大家會討論決定誰到哪個山去焚獵的 

Qutux gaga 和共同獵區 

  日據時期 qutux gaga 是沒有分獵區得。部落共同的獵區有 Slhangun 一個，

Kikun 一個，Tayax 一個，Sinta 一個，總共有四個，但這也不是全部落共有的，

只有 Hmyut(一種加入的象徵，拿一盅酒或一隻雞給那個團體)過的人才有份，不

過打獵的話！誰都可以去打。只是比較不同的是有加入共同獵區的人如果有獵到

山鹿就要把鹿茸交給團體，然後由團體派人下山把鹿茸賣了錢，再買豬上來跟團

體一起分食，那如果你沒加入就分不到了。如果有人(有加入的或沒加入的一樣)

在共同的獵區上獵到山鹿，就要把鹿茸(Sapat 狹意的說是指鹿茸)交給屬於那個

領域的團體，至於山鹿的其他部份則可以拿走，如果是母的就可以整隻拿走，因

為母的沒有鹿茸。換句話說，部落是沒有各 qutux gaga 的獵區！光復以前部落

的獵區範圍是從南湖大山到中央尖山往下到勝光派出所旁邊那條溪到七卡然後

到雪山再右轉走稜線到大霸尖山，然後從大霸尖山順著 Gong-sinta(尖石鄉的塔

克金溪)這都是我們的獵區領域。但從基督教進來以後就沒有共同獵區(Sa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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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 Yukanbuta(陳仁義)（73 歲、男性、Mnibu-溪頭群）訪談 

 訪談對象：Yukanbuta(陳仁義)（73 歲、男性、Mnibu-溪頭群） 

 訪談時間：2008/03/12 

 訪談地點：南山部落 

 內容摘要： 

 

打獵 

  從十幾歲小學畢業以後，就跟父親去打獵，念完書後，除了上山打獵就沒有

什麼事好做。打獵一開始要學放陷阱。等有體力了才開始打獵。小時候是負責吶

喊的任務。女生身體比較弱，通常是跟媽媽一起工作，男生不一樣，從小就要上

山學習打獵。以前常在羅葉尾山放陷阱，那裏的山羊很多。 

 

qutux gaga、教會 

  部落以前有四個 gaga，在基督教進來開始有信仰時就慢慢的消失了。日本

人走後，國民政府來了，gaga 就瓦解了。光復初期時 gaga 還在，自從國民政府

管我們以後 gaga 就真的不見了，另外有了教會之後大家就都在教會活動了。當

時 ubus tuqa 從花蓮把基督教帶進來時，是用走路來的，約是民國四十五年左右。

長老教會是在民國四十九年前蓋的，一開始是先在下部落蓋一間茅草屋當教會，

後來才在現在的位置蓋石頭水泥教會。 

 

Smatu 

  以前過 smatu，是用茅草圍 qalang(部落)，從除夕當天早上八點到隔天凌晨

三點才打開，上午八點到晚上十二點各 qutux gaga 會將獵來的山肉分給各戶，

到了隔天三點茅草圈打開後各戶再把分好的山肉分送給親朋好友吃。除夕夜若不

小心闖進別的 qutux gaga 就會被留置，供給酒食然後隔天才放人，所以有的人

會利用這 gaga 之便故意闖進別的 qutux gaga 藉以大吃大喝一番，而這種除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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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人的意涵是擔心若把人放走會帶走自已的財氣。4 

 

換工 

  以前小米播種跟收割時，會換工叫 msbayux(換工)，換工就不限於自已的

qutux gaga 全部落的人都可以，還有在收割時主人會在中午十二點叫部落所有

的人一起來喝酒表示豐收。 

 

焚獵 

  日本人過去禁止燒山，日本人走了以後才會偷偷的燒山，燒山會產生一種氣

味，動物聞到那個味道就會跑過來，有一次武陵森林大火之後，就有一大群的水

鹿聚集，我們全村去獵鹿，把鹿茸拿去賣，賣回來的錢就是後來用來蓋這間老教

堂。有時候燒山是一種信號，有人獵到獵物就會燒山生煙好讓其他人知道自已的

成果。但自從國民政府來管我們以後就沒有再燒山了，因為他們要準備砍森林了。 

 

(5) Yabung．nayut（89 歲、女性、Mnibu-溪頭群）訪談 

 訪談對象：Yabung‧nayut（89 歲、女性、Mnibu-溪頭群） 

 訪談時間：2008/04/05 

 訪談地點：南山部落 

 內容摘要： 

女性與打獵 

  小時候十幾歲時與父親或長輩一起上山打獵，被指派吶喊的工作，因為在那

裏叫，獵物不敢來，它會往隘口的狙擊區跑，其他人就會把它擊殺。打獵不限男

女孩，女生也可以去，獵來的山肉也會分給女生。 

 

換工 

  以前會跟先生一起上山採野生香菇，幫忙採菇，然後用箭竹串菇立在火堆旁

烘乾。到了種香菇時期，先生伐木，截斷，打洞等工作做完後，女人會換工，相

                                                        
4茅草在 Smatu 中有除穢的功能，保護福氣及好運不離開，也象徵同心。訪談者在此訪談中未提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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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幫忙種香菇，很快就做完了。換工不一定是親戚，因為我們是互相還工的，所

以是不是親戚沒關係。以前小米在播種也一樣，不一定是跟自已的 qutux gaga

互相換工，別人也可以。剔苗也是換工，但收割是自已家的事，不會請人幫忙或

換工，因為那是 gaga 的東西。。 

 

smatu 與過年 

  以前在過 smatu 是各個 gaga 在過，然後會將 qalang 或房子用茅草圍住不讓

其他 gaga 的人進來，要到隔天才打開。但是信教後就沒有，日本人走了以後就

沒有了，國民政府來了以後已經開始過聖誕節了。基督教大概是四十七，八年進

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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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馬庫斯（Smangus）部落 

1.部落現況 

    司馬庫斯部落位處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 14 鄰，屬泰雅族馬里光群

（Mariqwang）其中一個部落。地處雪山山脈北部，東有鴛鴦湖與鳥俱子山、

東北有雪白山、北有虎禮山、南有馬望山、西隔塔克金溪上游順著溪流上切

直達大霸尖山。根據耆老 IS 的口述，部落中流傳的「五兄弟的故事」，為該部

落的家族組成的歷史的資料，故事記載相傳 Talah Necyeh、Ahok Necyeh、Temu 

Necyeh、Yukan Necyeh、Miquy Necyeh，在 200 多年前這五兄弟的家族非常活躍

於司馬庫斯部落及 Mariqwang 的各部落間，在人群遷移的流動中，「五兄弟」為

著新的耕地與生存空間而再建立現今其它的部落；而現今留在司馬庫斯部落的族

人是「五兄弟」年紀最小的 Miquy Necyeh 的後代，形成現在由二個家族所形成

的聚落，而 IS的家族約在 100 多年前從 Mknazi 的 Tanan Sayun（地名）入贅給

Miquy Necyeh 的女兒 Yukeh Miquy；其他三個家族分別於民國 50、60、80 年間

因婚嫁移住到司馬庫斯部落，形成目前「五個家族」所組成的泰雅聚落。又為了

紀念最早到此地設置陷阱、開墾種小米的祖先，名為「Makus」（馬庫斯），Smangus

（司馬庫斯）則是對於這位祖先的尊稱與懷念之意。 

    部落目前主要產業以觀光業為主的生計經濟生活，並透過自然資源巨木森

林、神秘的「黑色部落」每週吸引了大批觀光客進入部落，奠定了原住民觀光趨

勢，已為我國原住民地區著名之觀光聖地，每週湧入大批的觀光客朝聖。根據

IS 耆老指出，單日的遊客量更是高達 300 多人，部落藉此發了觀光業，以部落

集體共同經營的方式運作，並將觀光結合文化、生態的旅遊模式的發展。部落總

人口數約為 170 人，實際居住在司馬庫斯部落的人約 100 人，部落現已進行了傳

統領域植物資源調查以及傳統領域現地勘查、生態保育工作、傳統領域鳥類資源

等的調查。 

 

2.工作內容 

工作項目 時間 地點 主要內容 

部落拜訪 2007/10/21 司馬庫斯 協調說明會時間 

部落說明會 2008/09/12 司馬庫斯 
1.共有 15 人參與 

2.工作小組說明與部落回應 

部落地圖工作坊 2008/09/26 司馬庫斯 1.共有 1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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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小組說明與部落回應 

Icyh Sulang（60 多

歲、男性、馬里光

流域）訪談 

2008/09/22 受訪者家 

1.馬里光族源；2.土地觀；3.地

名的由來及其意義；4.保育觀；

5.馬基部落傳統領域公告；6.對

政府部門的呼籲 

 

3.工作內容摘要 

（1）部落說明會 

 地點：司馬庫斯部落 

 時間：2008/09/12 

 參與人數：15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說明計劃及工作流程、工作倫理。 

 好的經驗分享與跨區域的對話。 

 關於工作倫理：說明計劃的用意、計劃最大的貢獻。 

 舉例各國家原住民製作部落地圖的經驗及加拿大 crre 的經驗。 

 尖石鄉傳統領域的生活區域公告，依照森林法第十五條。 

 提出我們 Tayal 的版本。 

 希望藉由我們得經驗互相分享也可以有自己版本的部落。 

b.部落回應 

 關於雪霸國家公園不用主動接觸。 

 對雪霸國家公園其實很少聽耶。 

 雪霸國家公園跟國家機關要多比較。 

 若是雪霸要將經費進入部落，我們希望直接現金給予，全權交我們運

用。 

 直接將錢直接匯入我們勞動合作社的戶頭,然後直接由我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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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錢方式愈簡單愈好，不要給太多的核銷相關資料。 

 

(2)部落地圖工作坊 

 地點：司馬庫斯部落 

 時間：2008/09/26 

 參與人數：10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說明整個活動流程。 

 協助部落共同繪製部落地圖。 

 團體訪談工作。 

 個人訪談工作。 

 對本研究的想法與期待。 

b.部落回應 

 部落對雪霸國家與相關政府單位的想法與建議。 

 傳統上對我們而言部落即是國家，現在的這一個不怎麼確定是國家的

國家對我們而言其實也只是部落，是很多部落合成的大部落，當國家

遇到部落的時候，國家卻想要凌駕於部落之上，這樣是不對的應該是

彼此尊重與互相。 

 祖先對土地的信仰，告訴後輩子孫土地是我們的生命，因為他們的信

念與智慧長久保護台灣這片山林河川，台灣能有現在的經濟發展和生

態資源，是 yayal 的祖先用生命世世代代守護這片土地才能開花結果。 

 過去我們的 Qyuyan 曾經因種種因素遭到破壞，今日希望透過部落的自

覺而制訂各項管理機制，讓祖先留下的美好山林得到妥善的照料，使

生態回復平衡，當我們將這片山林交給下一代時能如當初祖先交給我

們時同樣豐富，並恢復了原有的生機。 

 部落居民為維持傳統領域之生態資源而訂定多項管理機制及計畫方

案，仍有窒礙難行之處，概括下列四點，期各相關單位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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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無法強制其他部落居民不得入山時，為聽勸導者，交由相關單位

協助處理（公權力的發揮）。 

 懇請行政院農委會、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全力支持本計畫制訂之管理

機制之通過管理需求及經費支援，施行並協助本部落加強推動野生動

植物保育工作。 

 本部落傳統領域範圍遍及桃園縣復興鄉、宜蘭縣大同鄉及新竹縣尖石

鄉需與鄰近部落協調維護傳統領域之管理制度，避免爾後不必要之糾

紛及衝突。 

 

(3) Icyh Sulang（60 多歲、男性、馬里光流域）訪談 

 訪談對象：Icyh Sulang（60 多歲、男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時間：2008/09/22 

 訪談地點：IS宅 

 內容摘要： 

a.馬里光族源 

 對於 Tayal 的起源，有兩種「巨石生人」傳說

的說法，大致上多認為發源地 Pinsbkan(今南

投仁愛鄉瑞岩部落)或 Papak-Waqa（大霸尖山）。 

 根據老一輩人的口述裡，自認祖先來自 Pinsbkan，Tayal 從台灣中部山

地北遷的擴張史是一個重要的集體記憶，對眾多泰雅人而言是關鍵的族

群認同元素，雖這些記憶在不同地方，細節內容有所差異；此內部的異

同，卻造就更多元的說法與傳唱故事的形式。 

 Mrqwang （馬里光）的老一輩人，必定會提到 Lmuhuw（史詩），內容裡

傳唱著泰雅人北遷之行動，有四位重要的人物：lk-Buta、lk-Ayan、

lk-Yabox 與 Cbula，因人口繁衍眾多，生活空間已不足，尋找獵場、可

耕之地，拓展生存空間是迫切的問題，於是帶著族人翻越 Bubul（華崗

天池一帶）、Slamaw（梨山）、Sqywaw（環山）、翻過 quri-Sqabu（思源

埡口），降至 llyung-Mnibu（蘭陽溪）上游，向西橫過’bu-Hagay（雪

山）與 Papak-Waqa（大霸尖山）一帶從高處下望，找尋生活居所，順

著各溪流下切 gong-Tqzing（塔克金溪）、hbun-Tunan（秀巒）、Gogan

（三光）等大漢溪上游主流域，直到現今板橋、樹林木柵一帶，遷移結

果，形成現今整個北台灣的山地區域為泰雅族的分布範圍。在大霸尖山

東南方的鞍部 quri-Sqabu 分散（泰雅人稱為「分散地」），這一帶是北

台灣的至高點，從高處望去，可以見到各個不同的流域，族人再分別往

北、東、等不同方向遷徙，其中一支到達今日塔克金溪左岸的 Cins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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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西堡、新光）一帶，並繼續擴展至 Thyakan（泰崗）、Tunan（秀巒）、

Tbahu（田埔）等地，這群人自稱為 Mknazi；另一支則朝今天塔克金溪

右岸的司馬庫斯一帶前進，並繼續向北擴展至今 Llyung（玉峰）、Quri

（石磊）、Tayax（抬耀）、Ponaway（下抬耀）、Plmwan（平論文）、Ulay

（烏來）、Batul（太平）、hbung-Ggong、Uraw（宇老）、Mami（馬美）、

Libu（李埔）Naro（那羅）、新樂、八五山一帶，並延申到 M’utu（馬

武督-今日關西鎮錦山里一帶），形成 Mrqwang 支族。帶領 Mrqwang 遷

移的祖先叫 Yawiy-Pot，而與隨行居住下來的後裔「六兄弟傳說故事」，

是非常重要的口述歷史，而現今留在部落族人是第三個兄弟的子孫。 

 

b.土地觀 

 土地是祖先留給我們的，沒有理由一直那林務局或政府單位管理我們祖

先留下來的土地，我們應該擁有我們土地的權力，不應該是給林務局管

理，由我們自己管理。 

c.地名的由來及其意義 

部落地名有以下五種說法： 

 首先是為了紀念最早到此地設置陷阱、開墾種小米的祖先，名為「Makus」

（馬庫斯），Smangus（司馬庫斯）則是對於這位祖先的尊稱與懷念之意，

前面「S」的音是追念之意，第一種說法也是現今最主要的解釋方式。 

 第二種指走路所發出的聲音：當時在遷移的過程，因路途非常的遙遠，

走的很疲憊，從溪谷上切時，每個人都發出「ngus ngus」的聲音，而

由此命名。 

 第三種從山豬聲音說法：遷移至現今部落範圍，附近的森林有非常多的

山豬，山豬在覓食會不斷發出「ngus ngus」叫聲，並以此命名。 

 第四種從部落地形樣貌的說法：部落位處於深山裡，週圍都是由

2000-3000 公尺高山所環繞，依附在山的腰際間，下方緊鄰著深谷所形

成的山崖峭壁，泰雅人稱這樣的狀況為「pqqus」。 

 第五種說法是部落附近有許多 Bangus 的樹種（銳葉高山櫟），以此稱之。 

 

d.保育觀 

 以前不能隨隨便便就到山裡打獵的，現在的年輕人就不一樣了，隨便就

拿著獵槍四處打獵。在我自己的部落，我並不隨便讓年輕人到山林裡打

獵，有一定的 gaga 在，不能隨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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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馬基部落傳統領域公告 

 我們公告我們自己的傳統領域由我們自己來管理，不是林務局管我們，

是我們管他們，依據公告的 gaga 來執行。 

 

f.對政府部門的呼籲 

 必須尊重在地的 gaga 為主，已在地的主體優先。 

 

（四）抬耀部落（Tayax） 

1.部落現況 

    抬耀部落位處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 12鄰，屬泰雅族馬里光群（Mariqwang）

其中一個部落。海拔約 1700 多公尺高，環境優美、物產豐富，部落人稱抬耀為

太陽的故鄉以及平台（包括土地肥沃）之意，右邊鄰近桃園縣復興鄉。在日本殖

民時期，部落位於抬亞夫山的山腰處，與現在的部落約有 2 公里的距離，根據

TB耆老指出，「在日人的遷移政策下，鼓勵居民移居前山（尖石鄉新樂村、嘉樂

村、錦屏村）以及周邊其它地區，導致許多部落人因此遷移至馬美部落、下文光

部落、尖石前山等地區。根據 TB耆老指出，當時人口數總約有 3、4百人，在日

本遷村政策下很多人離開舊部落到尖石前山地區、或者其他部落居住，而留下的

人就來到了現在的部落，總人口約有 1百多人。 

    就部落的人口結構來說，實際居住在部落的總人口數將近有 130 人，老年人

佔 10％人數，中年人佔 40％的人數，青年人佔 15％的人數，小學佔 35％的人數。

就產業經濟來說，部落以農業為主的生計經濟生活，種植水蜜桃、田柿、高山蔬

菜（高麗菜、青椒、蕃茄、有機蔬菜），早出晚歸，冬至部落人 6 點外出工作，

下午 6 點回家，晚上 7、8 點就息燈；夏至部落人 4 點半外出作農，下午 7 點回

家，晚上 9 點息燈。部落居民經濟收入時期為夏季（7 月-9 月），部落居民無收

入的空窗時期為（9 月-2 月）。而周邊之生態資源有馬里光瀑布、一葉蘭、抬耀

巨木森林。 

 

2.工作內容 

工作項目 時間 地點 主要內容 

部落拜訪 2007/10/21 抬耀部落 協調說明會時間 

部落說明會 2007/10/25 抬耀社區 說明計畫目的與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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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協會 

部落地圖工作坊 2007/12/08 抬耀部落 
1.共有 50 人參與 

2.部落地圖繪製與耆老訪談 

Nakwa （70 歲、男

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 

2008/01/19 受訪者家 
1.舊部落；2.以前住大溪；3.很

少捕魚；4.部落間的範圍 

Ciwas Hayum （ 95

歲、女性、馬里光

流域） 

2008/04/16 受訪者家 

1.紋面 gaga；2.女性 gaga；3.

日本時期的土地開發；4.房屋；

5.民生用水的變遷；6.水稻；7.

育嬰 

 

3.工作內容摘要 

(1)部落說明會  

 地點：抬耀部落 

 時間：2007/10/25 

 參與人數：30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說明計劃及工作流程、工作倫理。 

 好的經驗分享與跨區域的對話。 

 關於工作倫理：說明計劃的用意、計劃最大的貢獻。 

 舉例各國家原住民製作部落地圖的經驗及加拿大 crre 的經驗。 

 尖石鄉傳統領域的生活區域公告，依照森林法第十五條。 

 提出我們 Tayal 的版本。 

 希望藉由我們得經驗互相分享也可以有自己版本的部落 

b.部落回應 

 我覺得計畫很好，但不知道對我們部落有什麼意義，不知有沒有壞處。

從你們的報告，我們知道各位大概想做什麼事，但希望就是一起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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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說不一定對我們部落有很多幫助。 

 我覺得政府（指雪霸）不是不好，但是很像都不會關心我們，對原住民

都不公平。 

 我覺得雪霸或者其他的政府部門，怎麼會理我們的這些人呢？這們久的

時間，他們（公部門）哪一天有關心過我們這些原住民的。所以還是我

們自己過生活就好了，自己好就好了，這比較現實與實際，生活是自己

的。 

 為什麼我們部落底下的瀑布叫馬里光瀑布，明明就是抬耀瀑布，是我們

部落的，所以一定要給正名，我們部落人期待屬於我們的就是屬於我們

的。瀑布是我們部落的，所以也應該叫抬耀瀑布。 

 為抬耀瀑布正名也是一件好事，我覺得應該這麼做，代表我們部落的主

體性阿，正名絕對是一件好事。 

 我認同 Mama（長輩尊稱）說的，屬於我們的就是我們的。 

 我是怕部落地圖畫完後就是你們的，不知這些你們都要做什麼用的，請

說明一下，我比較在意這一點。 

 工作小組：以部落為主，如果大家真不願意把資料給雪霸，我們也尊重

各位的意見。 

 我們要保育我們社區周邊的動植物。 

 聽到你們的報告，我覺得很好，如果可以幫助我們部落這是很好的，也

謝謝你們願意在我們部落這樣做事，以前沒有外人這麼做的，沒有什麼

說明會，你們真的有尊重我們部落，之後我們部落都會盡量配合各位。 

 以前哪有麼部落說明會，資料拿了就走，或者偷偷來的。拿有一個政府

單位向你們這樣的，說明來部落做什麼，我覺得這樣很好，很有規矩。

所以我們也會協助各位。 

 部落地圖對我們比較陌生，希望你們就好好帶我們。 

 我們這裡有一條古道，可以通往司馬庫斯的，如果可以的話我覺得發展

這條古道應該很好的，也是我們部落發展的一個區域。 

 我們只是希望雪霸可以長期關心我們部落，不只是我們部落，對原住民

地區的部落有關心一點，其實就是尊重原住民。 

 如果這個計畫很好，我希望可以長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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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說明計畫內容 

 

 

 

 

 

 

◣徵詢部落人士對於本計畫之意見 

 

 

◣部落人士提出意見 

 

 

 

 

(2)部落地圖工作坊 

 地點：抬耀部落 

 時間：2007/12/08 

 參與人數：50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說明整個活動流程 

 協助部落共同繪製部落地圖 

 團體訪談工作 

 個人訪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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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落回應 

 共同繪製部落地圖 

 工作人員協助操作 GIS 

 謝謝你們協助部落繪製部落地圖，建立部落資料庫。 

 口述資料請工作人員完成後交給我們部落理事長。 

 DV 的資料也希望工作人員可以提供我們。 

 

(3) Nakwa （70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訪談 

 訪談對象：Nakwa （70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時間：2008/01/19 

 訪談地點：NN宅 

 內容摘要： 

a.舊部落 

 我們現在住的部落並不是我們以前的部落。我們以前的部落住在抬亞夫

山那邊。 

 你知道我們抬耀的派出所那邊後，我們以前的部落就是在那邊阿。其實

我們以前也不是住在那邊，我是聽以前的老人家說的，日本時代的時候

才把我們統一移住在那邊。我們以前的部落可以看到拉拉山，底下就是

帛納外（13 鄰）了。那時我們部落很大的，之後部落因為太多人又分

散了。有的回司馬庫斯、有的去泰平那邊，而我們就搬到現在的部落。 

 

b.以前往大溪 

 部落還沒有路以前，我們部落的人都是到桃園的 Ciama（大溪）買東西

的，就是很習慣到大溪就對了。 

 其實也是因為路徒很不方便的，我們要走路到巴陵那邊，走到那邊就有

巴士可以做了。所以我們一般到外地都要花二天的時間，晚上就住在大

溪那邊的旅社，隔天早上在坐巴士回巴陵這裡，再從巴陵走回部落這

裡。走路大約要花掉 5-6 個小時吧（單程），路通了之後，摩托車可以

通我們還是到大溪那邊去買東西，直到大馬路通到部落之後我們才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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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慣到竹東去買東西。 

 我們的路才通十幾年而已的。 

 

c.很少捕魚 

 像我們住在比較高的地方，很少到河邊去捕魚，所以去捕魚的時候，也

補不到什麼魚，因為我們不太會射魚，不過住河邊附近的部落族人都會

幫我們補魚的。有時還會把家裡醃好的魚拿給我們帶回去。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如果他們來我們這裡打獵，我們也會幫他們去打

獵，我們有的東西也會分享給他們，這是我們的 gaga 啦。 

 

d.部落間的範圍 

 部落跟部落之間其實都是有界線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講，簡單的

說，一般都是小溪或山邊來區分部落，我們也很習慣怎麼區分，所以如

果要到其他部落的地方去捕魚或打獵，按照我們的 gaga 都是要講的。 

 很山上的話，其實就是屬於大家的，沒有分部落了。不過如果有人放陷

阱的地方我們就不可以在那邊放陷阱了，要到沒有人在的地方去放陷

阱，這就是我們的 gaga。 

 

(4)Ciwas Hayum（95 歲、女性、馬里光流域）訪談 

 訪談對象：Ciwas Hayum（95 歲、女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時間：2008/04/16 

 訪談地點：CH宅 

 內容摘要： 

a.紋面 gaga 

 紋面，很痛的。大概十幾歲的時候，我就看到這個年紀的男生、女生都

要紋面，家人說，這是 gaga 每個人都要紋面。我看到被紋的人很可憐，

臉都腫起來，看不出來他到底是誰，有好幾天都不能吃飯，都不可以出

門。 

 有人也因為紋面死掉的，這是真的，所以我一直都不敢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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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家人要抓我去紋面時，我都跑掉，跑到派出所或學校跟日本人講，常

常這樣。 

 後來，日本人到我家去，告訴我家人不能讓這個小女孩紋面，不然不讓

你們的小孩子到學校讀書，之後我家人沒有在逼我紋面了。 

 也因為我沒有紋面，我二十多歲的時候都還沒有結婚，沒有人願意娶我

吧！這是 gaga 吧！後來嫁給比我小好幾歲的人。 

b.女性 gaga 

 我們女生以前都比較少講話，不能亂說話就是了！這是 gaga。 

 我們做媽媽的每天約四點就要起床，燒火煮地瓜、煮飯，五點家人就要

吃飯了，吃完飯後就到田裡工作。傍晚又要燒水、煮地瓜、煮飯，給小

孩子洗澡，一般都是最後一個上床睡覺的。 

 想起以前，我大概在八歲就會做家事了，從小媽媽就會敎我們，我們也

就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小時候也要學織布，反正女生都是要學的，沒有

學會織布的話，將來就沒有男生要娶了。 

 結婚後，先生跟孩子的衣服都要自己來織。 

c.日本時期的土地開發 

 以前（日本時期）我的都到田裡工作，而且比較多田地可以使用。日本

人鼓勵我們進行開墾的工作，告訴我們只要在未開發的地開墾，此地就

屬於開墾著所有。 

 所以以前（日本時期），我們有非常多的地可以使用的，不像現在只有

一點點的地可以用，政府管的太嚴了，都不關心我們的生活了。日本人

鼓勵我們種水稻，還敎我們如何種植水稻，又教我們使用牛來工作。 

d.房屋 

 我們的房子也是一樣，記得在日本時代有日本人來我們家教我家人怎麼

做房子比較穩固、安全。也有教我們盡量要把水煮過後才能喝的道理。 

e.民生用水的變遷 

 以前部落的水一樣都是從山上接的。以前我們的時代阿都沒有水管的，

我們都是用竹子接水，就是把竹子一半嘛，就從水源頭一直接一直接

阿，就接到部落的一個地方，然後如果要用水的話就去拿就對了。 

 日本人來了後，他教我們做小水溝，從山上的水源那邊做水溝一直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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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部落還有田裡。日本人說，因為要種水稻的水要很多，所以要做水溝

才能重水稻。 

 那個時候我們都有去幫忙做水溝，都是大家去幫忙的，水溝做好了就很

多水，還有很多魚，我們很高興。 

 

f.水稻 

 日本人還沒有來之前，我從來都沒有吃過飯，日本來了，他敎我們種稻

米，我們才有飯吃。 

 其實種稻米很累，花時間的，現在路都通了，外面也買得到米，所以部

落族人就沒有種稻米了。 

 

g.育嬰 

 有時先生一個多月不在，都在山上打獵，所以女生要到田裡耕種，有小

孩子的話都要背去工作的，想起來以前很辛苦了，現在比較好了，也不

用那麼辛苦的工作，而且小孩子還有牛奶可以喝，尿不可以換，以前有

的媽媽生了孩子都沒有奶汁的，孩子要吃的話，就只能把飯煮的很爛很

爛，拿煮爛的飯的汁給孩子喝，所以以前做媽媽的是很辛苦的。孩子如

果生病了，讓他自己慢慢的好，如果不能好的話，孩子就會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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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磊部落（Quri） 

1.部落現況 

    石磊部落位處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 9 鄰，包括該村 10 鄰。本計畫僅針對 9

鄰地區進行工作坊活動。海拔約有 800 多公尺，四面環山、環境優美，上有虎禮

山與芝生茅抬山、下有馬里光溪、右有馬里光瀑布。 

    部落實際戶數有 20 戶，約有 80 多人，老年人佔 10％人數，中年人佔 40％

的人數，青年人佔 15％的人數，小學佔 35％的人數。部落目前的社會文化中心，

主要依附在教會（基督宗教），也由於近 10 成的人信仰基督宗教的關係，連帶

影響部落的生活中心與生活步調，一般以教會的每週固定舉辦的活動進行，比如

每週一至週五凌晨 4點到 5點晨更、每天晚上在部落禱告山舉行的通霄禱告、週

二晚上 7-9 點的婦女會活動、週三 7-9 點的家庭聚會、週四 7-9 點的婦女會活動、

週五晚上 7-9 點的禱告會、週六下午樂團活動與晚上 7-9 青年聚會以及 9-10 點

禱告會、在週日早上 7-9 點有兒童主日學 9-10 點有婦女會 10-12 點有主日崇拜、

週日下午 1-2 點有母語聖經課程。部落的產業有農業與觀光二方面，但係以農業

為主。在農業上，本部落主要種植高冷蔬菜（高麗菜、青椒等）、甜柿及竹筍，

並且飼養雞隻（自然農法）與山豬等，為主要經濟來源。而一般收入時期為夏季

（7-9 月），淡季收入時期為（11-2 月）。在觀光上，主要結合農業（農產品）的

觀光活動，進行如體驗營、文化營、原住民在地知識營等的活動。部落為因應觀

光，開始設立了典雅的民宿以及傳統風貌的民宿。 

 

2.工作內容 

工作項目 時間 地點 主要內容 

部落拜訪 2007/10/21 石磊部落 協調說明會時間 

部落說明會 2007/10/19 
部落鄰長

家 

1.共有 60 人參與 

2.說明計畫目的與執行過程 

部落地圖工作坊 2008/01/27 
部落鄰長

家 

1.共有 60 人參與 

2.部落地圖繪製 

TB（56 歲、男性、

馬里光流域） 
2008/04/12 TB 自宅 

1.家族遷徙過程；2.生計經濟；

3.土地的保育觀；4.土地的使用

方式；5.土地永續經營方法 

Nbin Hola（78 歲、 2008/02/10 部落鄰長 1.狩獵規範與禁忌；2.日本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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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 

宅 的強制遷移政策與水稻政策；3. 

睹亂砍亂伐的平地人；4.國府時

期的適應問題；5.對執政者政策

上的比較；6.對教會從政的不

滿；7.傳統的 gaga；8.土地所有

權的認知 

Hola Kurai（65 歲、

男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 

2008/04/16 受訪者家 

1.家族源流；2.高山竹子使用與

保育觀；3.狩獵的禁制與規範；

4. Tayal 的狩獵範圍；5.櫸木事

件的反思； 

 

3.工作內容摘要 

(1)部落說明會 

 地點：部落鄰長家 

 時間：2007/11/19 

 參與人數：60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說明來意 

 說明計劃及工作流程、工作倫理 

 好的經驗分享與跨區域的對話 

 關於工作倫理~說明大的風險、計劃的用意、計劃最大的貢獻 

 舉例各國家原住民製作部落地圖的經驗及加拿大 crre 的經驗 

 尖石鄉傳統領域的生活區域公告~依照森林法第十五條 

 提出我們 tayal 的版本 

 希望藉由我們得經驗互相分享也可以有自己版本的部落 

b.部落回應 

 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我們也透過這次的機會且我們有小孩也會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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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老人的祖訓也記錄起來 我們也因著上帝的關係說不定這次也

是上帝給予的機會。 

 謝謝你們的關心，我們也曾參訪到司庫鎮西堡，我有一個困擾的是雖

然是政府的經費，那麼調查的資料會不會變成是政府的資料，是否收

集的資料就要成為出錢得單位的東西？資料會不會外流？我希望不要

隨便把在我們這裡收集的資料外流，請尊重我們部落。 

 工作小組：我們可以保證的是若是部落不願意將資料外流，我們也不

會將資料給交給雪霸，以部落為主體。 

 工作小組：這種擔心跟小心是好的，這樣的心要保持住，不論是 Tayal

的學者或一般的學術研究，我們是希望從說明會的工作報告也是表達

誠意關於報告、口述等等的資料都由部落決定。或者部落地圖也可以

只給一個地名或只給一個資料，也或者可以建議雪霸的改善或是？ 

 過去兩年前被納入為雪霸國家公園，若是我們都沒有發聲，我們要將

傳統領域要先劃出並將土地要回來不然被納入國家公園的時候我們就

很難說明嘞。 

 工作小組：我們可以提意見給雪霸等等。 

 我很納悶的事我不知道你們要怎麼樣做？例如口述歷史幾時要跟部落

約幾位老人訪談。第二是我們是對立的關係一種對等的信任勒，以

Quri 協會要求這些成果若要用黑紙白紙的簽約書？ 

 工作小組：再次說明工作坊內容。謝謝提醒我們對時間規劃可備註或

是雙方的協議書（可放在全區的計劃） 

 工作小組：另外各位擔心的資料，向說明照片及簽到，只協助各位整

理，算算也是以幫助大家為主。不過這些工作精華記錄都由部落管理。 

 我建議一件事情，可能是最後就沒了，我希望是雪霸能永續的支持部

落的想法及建議，及工作津貼，不要只是問問就好，這樣沒有什麼意

義的。 

 

 

◢工作人員說明本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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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部落人士聆聽工作人員之說明 

 

 

 

 

(2)部落地圖工作坊 

 地點：部落鄰長家 

 時間：2008/01/27 

 參與人數：60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與部落人共同繪製部落地圖 

 進行團體訪談工作 

 進行個人深度訪談工作 

b.部落回應 

 希望可以把部落的有機農業的東西繪製到部落地圖裡面。 

 如果今天資料沒有收集完成的，請你們日後可以繼續訪談，資料要留

在部落。 

 

（3）Taru Behuy（56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訪談 

 訪談對象：Taru Behuy（56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時間：2008/04/12 

 訪談地點：TB自宅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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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族遷徙過程 

 原本我的祖先並不是住在 B’ney（9鄰）這裡，過去我的祖父從 Tqzin

（鎮西堡附近）那邊過來的。 

 祖父從小就無父無母了，又為了離開經常欺負他的哥哥，於是到石磊投

靠唯一的阿姨，就這樣我的祖父就遷到石磊這裡。祖父剛到石磊這邊，

大約只有 10 歲左右，很努力的工作，但也常常遭其他人欺負，祖父因

為與當地的人結婚而太太被分了點土地。我的祖父很努力的耕作，但是

部落的原住戶人都搶我祖父的地，說祖父是外人，所以常常欺負我的祖

父。 

 你知道為什麼目前我們家族的農地都離部落都有一段相當的距離嗎？

因為當時部落的原住戶的人不准我祖父在部落附近開墾，趕我祖父到更

遠的地方去，所以我們家族目前使用的農地都在比較遠的地方。我祖父

跟我講過，當祖父農作物在收成的時候，原住戶的人會常常來搶祖父種

的作物，因為他們人比較多，如果不讓他們拿走他們就會打我。祖父說，

我從來沒有討厭過他們，因為從外地的人都比較辛苦。 

 上帝告訴祖父，要愛你的鄰舍。我記得，小時後部落裡很多原居住地的

家族都會罵我，說我的祖先是搶土地的，叫我滾回鎮西堡那邊去。雖然，

我們常常被欺負，可是我的祖父告訴我，不要恨他們，要更愛他們，因

為牧師說：「愛人如己」。 

 

b.生計經濟 

 大約在我 17、18 歲的時候，為了賺錢於是跟平地的商人到山上砍木頭，

再把木頭從山上滾到河邊，讓木頭沿著河水留到桃園三光那邊。 

 之後，我除了幫平地商人砍木頭之外，我也在河邊透過水把木頭運到下

游地區。 

 退伍的時候，我便開始種香菇，那時候香菇可以賣很多錢，所以部落所

有的人都在種香菇。 

 但幾年後，為了不荒廢田地我開始投入種菜的工作，一種就是到現在。

但種菜也不是很好，因為市場並不好找，加上地方農會輔導的不過落

實，種菜也是風險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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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土地的保育觀 

 在我祖父時代，他就告訴我，我們對土地關係就像對待自己的生命一

樣，失去土地就是失去生命。 

 從我祖父時代就常常告訴我，千萬不可以隨便把土地換給別人，更不能

有荒廢土地不用的情形發生。 

 要保護土地，土地就供應我們生活。 

 

d.土地的使用方式 

 記得我祖父說過土地不能一直耕作的使用，只要耕作一段時間要讓土地

休息一段時間。 

 祖父說，黑色的土壤比較營養，種出的作物也都比較好。當你看到黑土

不營養時，黑色的土會變的乾乾的，顏色也會跟著起變化，看的出來，

這時你就必須先放著這土地，讓土地休息一段時間大概 7-12 個月之

間，就是一要讓土地長草才行，然後先到另一塊地去耕作。 

 但是，目前我們土地被政府的政策限制的非常嚴重，政府的政策讓我們

不得隨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這個觀念很奇怪，我們祖先以前都在使

用，為了國民黨來就要我們不要使用？還說我們常常破壞水土保持，所

以我們也就只能一直使用一塊地（指政府限制內的土地）來工作，反正

就會造成了土地失去營養的事實，更破壞了土地的生命。 

 

e.土地永續經營方法 

 30 多年前我是種化學蔬菜的，但長時間噴灑農藥後，太太因此罹患了

肝癌，所以轉型種植有機蔬菜，不再碰觸化學農業。也因為希望能永續

使用現有的土地的關係，所以才從事有機農業的工作，因為有機農業除

了可以培養出健康的蔬菜之外，對生態環境上更能長期的保護。 

 

(4) Nbin Hola（78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訪談 

 訪談對象：Nbin Hola（78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時間：2008/02/10 

 訪談地點：部落鄰長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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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 

a.狩獵規範與禁忌 

 小時候我的爸爸常常在田裡或家門口指著眼前這些山告訴我，這是我們

部落的獵場，你長大後可以到那邊打獵哦！但是，打獵也很有多 gaga

的，爸爸會慢慢的敎你。 

 如果你到山上放陷阱的時候，看到有人已經先放陷阱的地方，一定要繞

過這裡，到沒有人放陷阱的地方去。 

 看到別人的陷阱掉到獵物時，也不可以拿走。爸爸也告訴我，他以前有

到 siluq（鴛鴦湖）去打獵，獵到了許多獵物，沿路回家的途中只要看

到人就會把抓到的獵物分享給其他的人，甚至爸爸只有留一條腿，其餘

都分送給其他人。 

 爸爸告訴我，這是 Tayal 的 gaga，如果不這怎麼做，下次 utux 就不會

祝福他了。記得有一次我爸爸還帶去 Tayux（鄰近現在的虎禮山）那邊，

他把眼前看到的山的地名告訴，甚至告訴我 papak（大霸尖山）是我們

Tayal 的土地，爸爸也說他過去也有去過那邊打獵過。 

b.日本時期的強制遷移政策與水稻政策 

 以前我們都住在不一樣的地方，在日本時代，日本警察叫我們遷到現在

的部落（B’niy），強制我們遷在一起。當時，部落許多人就遷到別的

地方，有的遷移現在的新樂村（尖石鄉）或者那羅。那時日本人很願意

我們從山裡搬到前山一點的地方去住。 

 我覺得日本人很好，他敎我們耕田，所以我們才有米吃，。 

c.目睹亂砍亂伐的平地人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我走到接近宜蘭的山去打獵，我發現很多人都在

砍木頭，我看到的都是平地人。 

d.國府時期的適應問題 

 國民黨來的時候，我很不喜歡。記得只要聽到國歌，就算在田裡工作、

山上，一定要馬上立正站好。 

 警察說：如果被抓到的話，要槍斃。以前選舉的時候，他們（警察）都

叫我們部落人選國民黨的，如果不選會被抓去關。 

e.對執政者政策上的比較 

 以前比好（日本時期），只要是自己的地都可以開墾。 

 我以前在很深山地方種蘋果，你（指筆者）小時候不是有去過嗎？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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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阿？現在，不能隨便開墾，又要罰錢，這個政府很不好，日本人比較

好。 

f.對教會從政的不滿 

 我很不喜歡高俊明牧師，什麼叫代表長老教會的，他實在是很無恥喔，

幹麻要搞政治呢？陳水扁就是不好，還替陳水扁說話，我看到就很生氣

的。牧師不能亂說話的，上帝會喜歡嗎？ 

g.傳統的 gaga 

 gaga 是什麼？其實就是 Tayal 從一出生到死掉，反正就是要跟著 gaga

生活就是了。 

 如果有人觸犯 gaga 的話，部落的人都有可能會受到 utux 的懲罰，發生

像飢荒、生病的情形。所以不能觸犯 gaga 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以前年輕的男生跟女生都可以一起睡覺的，但是如果發生性關係的話，

就是觸犯 gaga 了，這時就很嚴重了，要殺豬的，馬上就要結婚。 

 以前我們男生沒有褲子可以穿，女生是有裙子可以穿，所以男生前面只

圍了一片布蓋著，但通常走路或走山路的時候，仍然可以從後面清楚的

看到前面人的生殖器，但是後面的人絕對不能笑的，一旦笑了就是觸犯

gaga 的，很嚴重的。 

 以前也不能隨便跟小舅子講話，這是 gaga。 

h.土地所有權的認知 

 我們的土地就是我們的，真的政府拿了我們很多的土地。 

 以前我們反抗日本人就是因為怕他們來搶我們的土地阿，以前的老人家

都有講這樣的話，沒有土地就沒有 Tayal 的話。 

 想一想，日本人比我們政府還比較好，就是土地上喔，我們都被政府騙

了啦。你們（指訪談者）因該更要加油了，把我們的土地拿回來。 

 

(5) Hola Kurai（65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訪談 

 訪談對象：Hola Kurai（65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時間：2008/04/16 

 訪談地點：HK宅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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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族源流 

 我的爸爸告訴我，我們跟 Ulay 黃姓家族的人是親戚，是同一個祖先的。 

 整個馬里光幾乎都是我的親戚，但因為政治因素，就是那個選舉的時

候，大家都分裂了，不在有長時間的互動。現在只有結婚參加親戚的活

動，不然就是那個有人死掉的時候我們親戚會來參加。 

 我們是從南投那邊上來的，一直到現在的玉峰那邊，之後是我爸爸說因

為家族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必須分散了，我祖父就是從玉峰那邊到我現在

的部落這裡。反正，其實 Tayal 都是一家人的。 

 爸爸告訴我，以後你在山裡只要看到有竹子的地方，就是我們 Tayal

以前有居住過的地方。爸爸告訴我，竹子不會隨便長起來的，除非把竹

子拔起來拿去種，不然竹子不會隨便長出來的。 

 

b.高山竹子使用與保育觀 

 老人家嚴肅的告訴我，一定一定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留給你們的竹

子必須在每 7-10 年就要砍掉一次，不然久而久之你會發現竹子都會乾

掉，反而不好。所以竹子時間一到就要趕快的去砍掉。 

 

c.狩獵的禁制與規範 

 我很喜歡打獵跟放陷阱，我之前有抓過黑熊、山豬、鹿，反正很多就是

了。 

 以前，我們年輕人都要去打獵的，這是我們的 gaga，生活習慣就是了，

所以自然慢慢的習慣去打獵，男人就是要打獵 gaga。 

 可是以前我們不會隨便去打獵的，有一定的時間才可以打獵。 

 我爸爸告訴我 12 月到 3 月不要去打獵，他說動物要生孩子，所以不能

隨便去打獵的。還有很多 gaga 就是了，比如我部落有人過世就不可以

去打獵，這是我們的 gaga，如果有人要結婚，就要去幫忙打獵。 

 現在的年輕人就沒有 gaga 了，隨隨便便就去打獵，年輕人幾乎都不會

放陷阱了，他們比較習慣拿土槍去打獵，所以自然而然就不會打獵了。 

 

d.Tayal 的狩獵範圍 

 我以前有去宜蘭那邊打獵，我用走了阿，也到了很多地方去打獵。 

 我爸爸告訴我只要是 Tayal 的山上都可以去打獵，他說山上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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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al 的所以可以去打獵，就是現在的林班地也都是一樣的。 

 林班地不是林務局的，也不是國家公園的，是我們祖先的地。 

 反正山上都是我們的地，因為我爸爸告訴我，我們祖先都在這裡活動的。 

 

e.櫸木事件的反思 

 以前我都不會雕刻，可是現在可能因為興趣吧我就一直雕刻，木頭我都

去拿路上的枯倒木或河邊的枯倒木來雕刻，我會把做完的雕刻品，我都

會放在自己的部落，希望部落更漂亮。 

 像司馬庫斯（smangus）的櫸木事件，我覺得政府太過份了，屬於我們

的東西，竟然說是用偷的，明明他們最會偷東西了，木頭也砍了很多，

我們都是用枯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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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鎮西堡（Cinsbu）部落 

1.部落現況 

鎮西堡位於新竹縣，屬泰雅族之 knazi 系族，戶數四十多戶（新光派出所資

料提供），目前部落人數共 290 多位。部落位於大漢溪流域（石門水庫上游集水

區），泰雅族語 cinsbu 譯為「太陽照射的地方」，海拔約 1500 百公尺，因地處偏

遠，交通不易達到，故仍保有豐富之原始生態資源。 

部落共有兩個社區發展協會，其主要方向為部落文化產業之創造、文化傳

承、觀光發展之議題以部落永續發展之目標朝進，社區營造的觀念建立。有一間

長老教會、一間天主教會，其每年寒暑假，教會針對學童及青少年，舉辦教育營、

文化成長班、母語班等營隊；特別以鎮西堡教會，目前是部落的整個地標物，尤

其遊客常至此休憩。而新光國小堪稱台灣最高學府海拔 1500 公尺，其與部落互

動為頻繁，在學校建立部落文物館、推動兒童尋根活動、重返大壩尖山、擁有完

善的電腦資訊教室。而部落仍保留較原始的森林生態環境，加上居住的在地住民

對森林之保育、河川的維護，已漸趨成熟及共識，尖石鄉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資

源。而近幾年來境內存有全世界得天獨厚的國寶級紅檜、扁柏、原生種原始林，

又因環境之特殊，部落居民以山林為最高之精神依靠，（山林）壯麗山容，而使

得尖石鄉後山聲名大噪，假日吸引數百名遊客來遊山玩水。 

    在產業上，本部落主要以高山農業為主要經濟收入，種植之農作物為：高麗

菜、青椒、青蒜苗、大白菜、水蜜桃、少部分種植甜柿。至於民宿有幾家在經營，

但不是所有居民經濟來源，民宿是周休二日才比較有客人進入部落，有少數幾戶

在種植香菇或是參予原民會提共之復育團。就生態資源，本部落為竹縣道路最尾

端，且不易到達，才讓部落的原始森林得以保護；森林樹種主要以檜木、扁柏為

主要，再來是針闊葉林及落葉樹。也因為這樣整各部落的傳統領域資源是非常豐

富且也保護的比較完善，也常是讓許多生態學者或專家願意前來設計樣區與研究

調查的地方，但基於部落最重要的教導，要部落後代子孫保護森林、不輕易放棄

對傳統領域的管理與愛護。 

 

2.工作內容 

工作項目 時間 地點 主要內容 

部落拜訪 2007/10/21 鎮西堡 協調說明會時間 

部落說明會 2008/05/22 鎮西堡 
1.共有 20 人參與 

2.說明計畫目的與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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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地圖工作坊 2008/09/18 鎮西堡 
1.共有 22 人參與 

2.部落地圖繪製 

Tali（70 多歲、男

性、基納吉流域）

訪談 

2008/08/28 受訪者家 

1.遷移史（吟唱的方式）；2.抗戰

時期；3.國民政府時期；4.新政

府時期；5.傳統組織；6.語言；

7.編織；8.傳統領域；9.傳統建

築； 

Noru Bagah（68 歲、

男性、基納吉流域）

訪談 

2008/09/28 受訪者家 

1.族譜；2.遷徙；3.領域；4.地

名；5.對部落發展看法；6.對石

門水庫集水區治水看法；7.附錄 

 

3.工作內容摘要 

(1)部落說明會 

 時間：2008/05/22  

 地點：鎮西堡部落 

 參與人數：20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說明來意 

 說明計劃及工作流程、工作倫理 

 好的經驗分享與跨區域的對話 

 關於工作倫理：說明大的風險、計劃的用意、計劃最大的貢獻 

 舉例各國家原住民製作部落地圖的經驗及加拿大 crre 的經驗 

 尖石鄉傳統領域的生活區域公告~依照森林法第十五條 

 提出我們 tayal 的版本 

b.部落回應 

 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但是部落你也知道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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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個機會可以讓我們的工作繼續累積。 

 我們的目前小孩也會幫助我們將老人的祖訓也記錄起來 我們也因著

上帝的關係說不定這次也是上帝給予的機會。 

 謝謝你們的關心，我擔心的是政府的經費，那麼調查的資料會不會變

成是政府的資料，是否收集的資料就要成為出錢得單位的東西？資料

會不會外流？我希望不要隨便把在我們這裡收集的資料外流，請尊重

我們部落。 

 希望工作小組多一點說明。 

 我不知道你們會怎麼做？例如口述歷史與訪談。再來是我們跟雪霸的

關係雖然很好，但是因為換了新政府後，那是否也會像之前那樣的互

動與信任關係? 

 工作小組回應：這我們就無法確認嘞，但是我們可以將這個擔心呈現

給雪霸讓雪霸知道。 

 我們希望雪霸若協助部落經費需要經過部落的同意以及部落要尊重部

落的自主性。 

 原來國外也有這樣的經驗，不是只有我們已經在進行嘞。 

 我們已經有地圖模型，但是我們缺少把這些模型輸入電腦，且部落青

年沒有人操作 GIS 系統，希望這樣的一個開始可以教我們青年怎樣把

QYUYAN 的歷史、文化資料可以輸入在電腦裡面。 

 我們的生活本來就是依照祖先的 GAGA 進行，誰知道一來個新的政府結

果土地或是森林的採集都受限制，讓我覺得莫名其妙。 

 

(2)部落地圖工作坊 

 時間：2008/09/18 

 地點：鎮西堡部落 

 參與人數：22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說明整個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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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部落共同繪製部落地圖 

 團體訪談工作 

 個人訪談工作 

b.部落回應 

 與部落人共同繪製部落地圖進行方式將以製半成品的傳統領域模型，

透過電子地圖製作。 

 部落地圖繪製運用 GIS 與電腦。 

 製作部落歷史故事之紀錄：除了口述歷史之外，並透過故事的張力協

助部落對土地生命的認同及傳承給下一代。 

 我們所做出來的這些檔案與資料不能給雪霸，資料應由部落管理與使

用。 

 

(3) Tali（70 多歲、男性、基納吉流域）訪談 

 訪談對象：Tali（70 多歲、男性、基納吉流域） 

 訪談時間：2008/08/28 

 訪談地點：Tali 宅 

 內容摘要： 

a.遷移史（吟唱的方式） 

 泰雅的子孫們阿 我告訴你們  從 LKUTA 那個時候 從PINSBKAN那裏出

發就這樣他看到他的子孫 在這個地方不夠居住以及耕種 所以他集和

他的所有子孫他告訴他們說 sehuy 你是哥哥沿著這個山脈帶著你的家

族前往就這樣他就帶著他的孫子家人 yanay 等等沿著山脈前往，順著

大河水前往那個可以居住的地方當 sehuy 到達 quri skabu；有些人被

分派到前往到ptlbam 有些被分派到海邊附近 kbuta告訴sehuy好好的

分配跟帶領他們，好好去找到你們的居住，不過不能忘記我們 也不能

忘記我們祖居地更不能忘記我們 taya，若是找到好的居住地，要回到

祖居地告訴我們，告訴我們一起吃母親奶水長大的兄姐。 

 就這樣 sehuy 沿著稜線走到 quri skabu 就在那邊分四條支線，其中

sehuy 帶著我們這社群又沿著稜線到大霸尖山從大霸尖山這樣下來，在

大霸尖山大約住了將近十幾天就這樣KBUTA跟SEHYU說到達大霸尖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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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你們要去好好的尋找可以居住的地方，不過在這一路上不要忘記要做

路標，因為 KBUTA 說我已經老了，沒辦法帶領你們，所以要設路標，因

為路標會引導你們走回原來的路不會迷路，原來在這之前 KBUTA 已經在

年輕的時候走過這些高山、區域，他也在大霸尖山設立一個石頭，代表

著是泰雅族的傳統領域，所以他很清楚這裡的地形。過了一段時間，

sehuy ru kbouq na yunay ru lkziku na watan ，沿著大壩的稜線走

下來經過大的平坦地 Bnaki(地名)、一直走到沿著山線 Bekuwan(地名)

到了 Bekuwan(地名)這各地方，他們一直在這地方待了很久，也在那裡

過夜，從那邊分手請 lkziku na watan 沿著稜線走下來到 Snazi(山名)

沿著那個稜線走下來到 Pnyan Wagi(泰崗)，我們相約在 Hbun tunag(秀

巒)；而 kbuta kbouq na yunay 跟 Sehuy 的子孫，下切到 Cinsbu(鎮西

堡)到 hbun na Kobah (地名) ，沿著這條河流下去，我們相約在 Hbun 

tunag(秀巒)，到了 Hbun tunag(秀巒)那邊大家就開始討論要怎樣設立

一些 GAGA，大家就一起學習跟設立生活等等相關 GAGA(規範與慣習)。

Sehuy 跟 kbouq na yunay 說沿著這條稜線往前走到 hbun bilaq 跟 

Byasan 說，沿著路一直到 Hbun Byasan 沿著走到 benux agaq(地名)不

過不要忘記 kuta 祖先曾說過的話，若找到可居住的地方記得要建立穩

定的柱子以及煮飯的三角形，並好好的遵守泰雅的祖訓，Kbuta 曾說你

們若找到可以居住的記得要回來報平安以及互相認識。也曾交待這四個

支族，不要忘記互相支持。Sehuy 又起身往山上走到鎮西堡，那一天

lkziku 都還沒到 Hbun tunag(秀巒)，大家都很擔心原本約好的時間還

沒到，擔心是被山上的野獸吃掉或是到在山涯邊，結果他到了 beku wan

之後這一支族的在那邊分肉，sehuy 又把他們帶到 Hbun tunag(秀巒)

又再次確認大家要居住的環境，那 sehuy 說他居住在鎮西堡部落；那

kbouq na yunay 你們前往到寬敞的 hbu bbilaq(地名)；kyasan WATAN 

前往 Kin‘lom (錦路)ru skayacin(白石)，沿著 skayacin 的河走下去，

你們若找到居住的地方時要在上游區，把木頭切片順著河流往下走我們

才知道妳們找到居住的地方，就這樣過了不久的時間，沿著河水漂流下

來的木片來了，沿著兩邊的河順著河流到下游，到 GOGAN(桃園復興鄉

一帶)，讓下游的族人知道大家在上游區找到居住地。老人家也知道大

家找到居住地之後，開始設邊界，沿著河到大霸尖山，交待 LKZKU、YUNAY

被分配好的領域要好好的照顧，不能有任何的變賣跟被人拿取等等。 

 可是經過了好幾各世代之後，這些支族的後裔，忘記了這些 GAGA(規

範)、祖訓、以及對土地的管理以及母語等等，造成這些流失的原因是

因為從荷蘭時代、帶斗笠的人(鄭成功)、他們用他們的方式管理，但是

老人很努力的管理照顧土地。我們族人變多了之後，從艋舺到沿著河流

生活，我們這一支族也生活到 bsilong(南寮)、bukuh(內灣)等地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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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是因為裂物變少都往山上遷移又加上在平地耕種必須要彎腰將近

九十度的彎度，讓老人覺得很吃重，且外來政權的侵入才慢慢的往山上

遷徙。 

b.抗戰時期 

 200-300 年前左右我們的祖先曾經和漢人戰爭用食品、武器供給，地借

給漢人居住、耕種沒有流失。100 年前日本人又來侵佔，部落壯年與勇

士以及我的祖父、爸、哥哥也加入抗戰的行列，在 tapung(李棟山)與

日本戰爭共十三年還有馬告山的戰役。 

 Tapung(李棟山)抗戰一役 ，土地沒有流失，日本人統治 37 年加抗戰

13年共有五十年的時間在這裡，他們統治禁止文面、出草、農業輔導、

接受日本教育、一夫一妻制。 

c.國民政府時期 

 蔣介石來台約 35-36 年前後，進入台灣之後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二二八事

件，那時我的老師被關了六至十二年，尖石鄉衛生所主任被槍斃。 

 國民黨建國 45-49 年之間我們的土地突然流失變成國民黨的國有地、林

班地、保安地，山水都是國家的一直到現今，而我們卻仍然擁有假像的

原住民保留地來傳承給下一代。 

 香菇事件，我們在自己的傳統領域使用樹木種香菇，結果被關被開罰

金，在自家門前河川上的石頭做生態工法也被起訴、罰金，搶修道路、

用風倒木的樹做部落美化也被起訴、被關、開罰金，有人因此犧牲了性

命。 

 在 65-72 年左右，在前面的一個部落青年看到林務局單位主任帶著第一

批的漢人破壞本部落的香菇園，這年青人看了他們的行為就很生氣，因

為香菇是最重要的經濟來源，部落年青人到香菇園後結果發生嚴重的事

件就是主管被殺，可是這位部落青年最後也被殘暴的執政殺害，他的命

運跟他父親一樣。 

 現在林務局單位仍不認同原住民基本法更無視原住民的傳統領域的權

限與規範。在 70-75 年間，林務局從泰崗部落的稜線開始砍延著稜線一

直到新光部落水源地，將近 150 公頃左右大量將樟樹林砍伐外賣，經過

20-30 年這些後遺症開始發生，樹根開始腐爛，每當下大雨只要通往新

光部落的連絡道路必定有坍方近年來更引起嚴重的土石流，讓主要道路

中斷，更讓新光、鎮西堡部落的居民所生產的蔬果無法運輸、交通中斷、

糧食也濱臨斷糧的窘境加上水土保持局超限利用的政策，我們的土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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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少傳統領域漸漸失去了。 

d.新政府時期 

 這近年因為政局的改變，其實在政策上對原住民有善意的釋出，但是當

很多法與原住民基本法相抵促時，到底誰應該被使用或引用。在我們過

去的生活中太多相關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司馬庫司舉木案、南澳撿

石被起訴等等，只因為要為部落造景、做家的材料，又不是拿去變賣，

若真要起訴應該是大安溪沿岸那些採挖砂石的業者，一台一台的將砂石

變賣，而原住民一但踏入河川確會有生命的危險，那到底誰來幫助我們

的處境；政府美其名以觀光客倍增計畫，在各原住民所居住的環境設立

遊客服務中心、設立步道等等，但請各位仔細思量到底有幾個部落受

益？ 

 目前除了鎮西堡、對面的司馬庫斯部落仍已以高度的自主性在經營、管

理自己的生態、經濟產業，尚未有政府單位進入做為一個管理，可是不

諱言的說仍然有幾個政府單位不斷的用各種方式慢慢入侵，倘若部落不

堅持用高度的自主性管理部落，最後仍舊會是某某國家公園的服務中心

或是某某單位的森林遊樂區，部落居民最後落到撿垃圾、打掃民宿、喊

歡迎光臨的服務員及清潔員。若是一個好的政策應該由政府支持部落的

自主讓部落自己經營管理，不是所有的都納為政府機關統管，這樣所簽

訂的新夥伴條約與原住民基本法根本就是安撫原住民的政策，只是讓原

住民有糖吃，吃了就不會吵，若是這樣的執政觀念那原住民仍然要繼續

為族群發展奮鬥，當然更須要非原住民的夥伴協助。 

e.傳統組織 

 約束部落之 GaGa﹝祖靈，社會規範﹞，代表著部落的祭儀、規範，然

而由於現代社會的變遷，部落社會原有的階級制度也漸漸瓦解，GAGA

功能喪失、瓦解，只能成為象徵性的意義，取而代之的是鄉、村、里、

鄰長，居民重視歷史文化的程度不若關心政府給地方多少福利，學習傳

統技藝的態度不及為求在社會生存的一技在身，縱使敬老扶幼的觀念還

存在部落居民的心中，然而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f.語言 

 泰雅爾族人，在文化和語言上屬於南島語系，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幾乎

每一個人都會講一口流利的傳統母語，平常亦是以母語交談，國語是用

來與外地朋友溝通之用，早期在政府推動母語振興運動之前，部落居民

已先在部落推動羅馬拼音，使母語傳承不致斷層，在鎮西堡部落共有六

位母語認證老師，其他居民都識讀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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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編織 

 就以文化遺產上來看，是具有相當優越的藝術價值，尤其在編織上，不

只是藝術的表現，重要的是族人生存與生命的智慧，其編織的作品是充

滿族人的生命情感與人格之塑造，更表現出豐富與飽滿的生命傳承與族

人的歷史意義，在物質上的文化則以織布技術聞名於各族群，技巧純熟

精巧與色彩圖案繁複，又以白色象徵生存中的真實、純潔、清心，富於

生命力，且用編織的知識展現豐富的生活，以獨特生命哲學，結合在每

個泰雅爾族人的面頰刺上紋面，表現人生的經驗與族群的生命，維繫每

個人的努力與認同。『編織』為泰雅族諸多傳統技藝中，延續了祖先所

留下的手工技藝，『編』是指竹、藤編，以生活四周隨處可見的竹子、

藤子，編出獵具、籃子、煙斗、樂器等各式生活用品；『織』是指泰雅

族人之織布，主要以苧麻為主，泰雅族過去編織傲視其他族群，但如今

年輕一代對於編織早已陌生。 

h.傳統領域 

 泰雅族人分佈在大霸尖山下南投以北至宜蘭，原住民中分佈最廣的族

群，聚落型態屬散居型，是生物多樣性區域，去年鎮西堡部落參與『從

部落地名的調查，耆老們多表達對於部落傳統領域及祖先訓示的強烈情

感，同時確認泰雅祖訓中強調來自發祥地 Pinsbkan 遷徙發展的同源精

神，不可因地理區隔、年代久遠而忘記。因此，適合施行在泰雅領域及

泰雅人的自治制度規劃，需以追尋泰雅同源相傳、互為一體的 Gaga 為

基礎，以泰雅整體來考慮自我管理的運作，再放進現代的部落分殊狀況

來調適。有鑑於許多現在的年輕泰雅對 Gaga 及傳統領域一知半解，復

受當代行政區劃觀念影響，急需儘快整理、教導傳統知識，以為推動自

主自治之堅實基礎。針對二個部落的歷史與遷徒、現況以及傳統部落領

域地圖的繪製，以傳承長老歷史、豐富泰雅人的文化內涵。 

i.傳統建築 

 部落前年推動部落穀倉及瞭望台的復舊工程，其目的為讓下一代子孫，

藉由視覺、觸覺、具體的方式呈現出來，使新生代的泰雅人，瞭解、明

白泰雅族的建築是適應當地空間、地理、環境、氣候並用簡易的材，就

可做出堅固、溫暖、安全的環境。目前共建了 12座穀倉、三座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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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oru Bagah（68 歲、男性、基納吉流域）訪談 

 訪談對象：Noru Bagah（68 歲、男性、基納吉流域） 

 訪談時間：2008/09/28 

 訪談地點：自宅 

 內容摘要： 

a.族譜 

 Noru Bagah Nokan Nabu …Maray Nokan

（陳家） 

 Tali Tlaw Nogay Pehu …Yawi Ten Buyung 

 Kuti Watan Boki Nogay Pehu 

 

b.遷徙 

 先祖係 kbuta 及其兄弟帶領族人從南投來，經大霸尖山由北陵線下來到

Hbun n Tunan，整個 Knazi 都在一起。然後再上到泰崗，再過來錦路

Kin’ruan、養老 Yulu。 

 Hakun Ciku 從南投來，Maray Nokan 到 Teyakan（從上錦路可見泰崗燈

火），Nokan Nabu 頭目來 Kin’ruan 此地。路線是南投－大霸－泰國山

－Habun Tunan（分散地）有的往 Mrqwang 去。 

 Masaw：栗園 Tlakas、馬鞍 Mawan、白石 Sakayacin 已遷往花園村 R’ra

（Makiyama，今五峰鄉花園村稱天湖部落）等地，日人將我們遷移，就

是要拆散讓我們無法反抗。 

 Pinsbkan－Sbayan（往花蓮、宜蘭、大霸）－Papak－Tunan－kinruan

－Yulu 

 Pehu 這代由 kinruan 遷 Yulu，食物較多，兩兄弟 Hayung Pehu、Yugay 

Pehu 

   因下 Yulu 會 Luxi（崩塌）關係，搬遷來此地稱 Hagay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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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領域 

 Knazi 都一同沒有區分，獵場 Qyunam 係往大霸方向。Tunan 高榮輝 Lesa 

Lyux 會唱 Qwas Tayal ，因父親是頭目。整個薩克亞金溪流域 Tunan、

Teyakan、Kin’ruan、Lakas、Mawan、Sakayacin 是一同使用獵場領域。

石加鹿（Sqaru）群也是從本流域越過大山發展出來。 

 領域範圍 Kuti Watan 由其 Yaba 所獲知，多曾隨之實地走訪，記錄如下：

Tunan－Rgyax Tapong（屯野生台山 1608）－Tunux Myukuy（石麻達山

1942）－（錦屏山 2022）－Qaling（霞山 2167）－’bu Bling（石鹿

大山 2322）－Raka Hebong（佐藤山 2332：日人屯積處，遺跡）－Lyux 

Klapay（境界山 2910）－Ptlaman（加利山 3112）－Papak（大霸 3489）

－（馬洋）－（布奴加里山）－Teyakan。 

d.地名 

 Kin’ruan 意思：’ruan 找孩子之意；Muwah K’aru 來此暫住之意。 

 往泰崗方向小溪 Gong Syukan（燒獵獲獸毛的地方） 

 白石溪上游稱 Sakayacin，下來整條是 Lyung Bling，主流

在 Yulu 這段稱 Lyung Yulu。  

 養老山 Uraw Yugay、布奴加里山 Pehu Rakas。 

 錦陸養老界 Gong (S)kuyu，竹雞之意（該地竹雞多）。 

 Sehuwan 為錦路下部落，相傳為 Kbuta 兒子 Sehu 埋葬處，居民

多已遷走，10 鄰 11 鄰以道路上下分，合起來約 50 戶。 

 2004 年薩克亞金溪上游大崩塌地為 Hohom 多黏土質，故造成下游水

濁。其頂端為 Ragah 毒龍潭，潭已崩潰，其旁我們的獵寮剛好在崩塌懸

崖邊邊。 

 養老 Yulu 部落現居地稱為 Hagay。Gong Konaw 與五峰界限，沖刷

之意，過 Mawan，尚未到白石派出所。朝日 Gong Wasabi，

因日本人在該地種植 Wasabi 故得名。 

e.對部落發展看法 

 林務局亂砍樹破壞水源，急需改善農路。 

 霞客羅國家步道施作維護差、對地方生態旅遊發展無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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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對石門水庫集水區治水看法 

 小溪亂治（大型機具擾動）反而是破壞； 

 道路應先弄好，怎麼先弄攔沙壩？ 

g.附錄 

 另於鹿場（P’aroh）訪問 Akyo Yumin 長老談獵場規範意義，值得附記

如下：我的父親來自 R’uyan，即今白蘭（Paskwalan），係屬正的

Mespaziq（漢人稱十八兒）。母親與太太來自石加鹿（Sqaru）群。但是，

最近來自五峰的年輕人，未經允許，偷偷來我們這邊 mirusa（放陷阱），

即使是親戚，也應依照祖傳 gaga 規矩，不可亂來。此事經交涉勸導，

已處理不再發生。因為你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獵場，沒有動物才會跑到人

家的地方。我們必須要負起責任，否則獵場資源耗盡，就是沒有好好照

顧先輩交待的獵場，就是有虧 gaga，是要向神靈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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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烏來部落（Ulai）  

1.部落現況 

烏來部落位處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 6 鄰，屬泰雅族馬里光群（Mariqwang）

其中一個部落。處烏來山山腳下，目前部落約有 100 多人，30 幾戶住家。部落

位於大漢溪流域（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泰雅族語 Ulai 譯為「溫泉」，海拔約

600 多公尺。目前部落有一間教會、一個社區發展協會，主要以教會來為主的推

動發展部落的文化產業以及文化傳承與觀光發展的工作，以永續發展為目的進

行。過去部落成功護魚，但因天災因素導致了護魚工作停擺。 

在產業上，部落主要以砍竹子為主的生計經濟，竹業為部落主要的收入來

源，亦是尖石鄉地區最多從事竹業的原住民。由於觀光發展，部落開始投入民宿

工作，總共有五有民宿經營，但不是居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就生態資源，部落主

要推動發展護魚工作。 

 

2.工作內容 

工作項目 時間 地點 主要內容 

部落拜訪 2007/10/21 烏來部落 協調說明會時間 

部落說明會 2007/11/07 
北戶田園

民宿 

1.共有 20 人參與 

2.說明計畫目的與執行過程 

部落地圖工作坊 2008/01/17 
北戶田園

民宿 

1.共有 20 人參與 

2.部落地圖繪製與耆老訪談 

Yumin Hayum （ 60

歲、男性、馬里光

流域）訪談 

2008/01/17 受訪者家 

1.河流有關名稱；2.部落遷移

史；3.漁場使用；4.河川舊況；

5.傳統慣俗；6.對於河川的記

憶；7.攔砂霸的興建；8.受訪者

的生命歷程；9.種稻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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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內容摘要 

(1)部落說明會 

 地點：北戶田園民宿 

 時間：2007/11/07 

 參與人數：20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說明計劃及工作流程、工作倫理 

 好的經驗分享與跨區域的對話 

 關於工作倫理：說明計劃的用意、計劃最大的貢獻 

 舉例各國家原住民製作部落地圖的經驗及加拿大 crre 的經驗 

 尖石鄉傳統領域的生活區域公告~依照森林法第十五條 

 提出我們 Tayal 的版本 

 希望藉由我們得經驗互相分享也可以有自己版本的部落 

 談談鎮西堡的經驗 

b.部落回應 

 部落成員應該要認真並具有共識做部落推動及發展，我們是否應該認

同這樣的計劃。 

 而本人我相當贊成推動好的計劃在部落。 

 很感謝政府單位推動這樣的計劃，在我們部落裡，多數人的家庭都是

沒有正常的收入，如果這樣的計劃好的話，對未來一定有幫助。 

 我希望我們每一位人，都能夠彼此互相充份的合作，我想這樣的計劃

才有意義，否則就算別人協助我們，我們自己不合作的話也沒有用的，

部落自己真的要好好合作。 

 我們對國家公園沒有什麼關係，長期以來都沒有跟我們有互動的關

係，所以這次有點奇怪，不過聽你們報告之後，感覺這樣的計畫對我

們有很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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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部落人都可以盡量配合你們。 

 部落地圖過去我們有做過，不過是用圖方式呈現，沒有像你們這樣比

較新。 

 

◣部落人士聽取工作人員報告本計畫內容 

 

 

 

 

◣工作人員就本地區之傳統領域調查之最新

發展與部落人士交換意見 

 

 

◣部落人士聊起於部落現況 

 

 

 

 

(2)部落地圖工作坊 

 地點：北戶田園民宿 

 時間：2008/01/17 

 參與人數：20人 

 內容摘要： 

a.工作小組說明 

 說明整個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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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部落共同繪製部落地圖 

 團體訪談工作 

 個人訪談工作 

b.部落回應 

 部落與工作人員一同繪製部落地圖。 

 以前我有到過大壩尖山那邊，去那邊打獵，現在沒有了。 

 我希望工作人員可以協助我們部落完成部落的地圖。 

 如果工作人員可以教我們部落青年人繪製地圖的話那最好了。 

 我們第一次用電腦繪製部落地圖。 

 Google Earth 製作地圖很特別。 

 你們幫我們繪製完成部落地圖後，不要把我們的部落地圖給雪霸國家

公園，一定要遵守喔。 

 

(3) Yumin Hayum（60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訪談 

 訪談對象：Yumin Hayum（60 歲、男性、馬里光流域） 

 訪談時間：2008/01/17 

 訪談地點：自宅 

 內容摘要： 

a.河流有關名稱 

 Hamun 河流交會處。 

 Lalyon 河川。 

 Gong 支流(最小的河)。 

b.部落遷移史 

 過去沒有 mariqwan 這個名字，此地叫做 lavun，是後來南投的 mariqwan

人來到此處定居，此處才叫做 mariqwan，馬里光舊稱：hamun villa

或 lyon mariqwan。(從南投 Knazi 來的人在秀巒定居，所以地名叫

Kna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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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南投走，三兄弟分散尖石，玉峰村主要為 Bali 的後代。 

 南投 mariqwan 對面的平台→? →環山 goyau→埡口(台中和宜蘭交界) 

→guli svayan(guli sgavu)(guli 意指凹下的地方)(sgava 意指很

窄) ，三兄弟此討論離開事宜，以聲音區分：往北部的人齊聲大喊，落

葉多，表示往此方向的人多；往南部的人喊，落葉少，表示往此方向的

人少→guli lubi(lubi 意指經常雲霧繚繞之處)(宜蘭與 mariqwan 交界

處) →humun lalyon(司馬庫斯下方) →guli hagi(已過司馬庫斯，未

到 daya)(hagi 意指土壤乾燥) →galien lolou(三光、司馬庫斯、抬耀

之間)(意指什麼人或動物皆在此休息之處) →mariqwan→hamun 

gogaien→hamun villa→Bali 的三個兒子在此分枝散葉：Behu nawi

到 mariqwan(包含 uli、抬耀、石磊，後代有蔣、黃、江、許等家)、Dagan 

nawi 到司馬庫斯下方、quinawi 到馬美李棟山(後代到新樂較多)。 

c.漁場使用 

 二至三月魚會逆流而上，玉峰村與三光部落約定：如果此時三光人來偷

放捕魚用具，就罰三光人分一部分漁場給玉峰，後來日治時期，尤命哈

用的祖父就停止此處罰約定，漁場由玉峰村、秀巒村共同使用。 

 以前兩年以上才會全村動員，到河裡用樹藤毒魚，用草木攔魚，但並非

全部的河段，而是只選擇其中一小段河段施作。 

 山上交通方便後，開始有平地或其他部落原住民會來電魚，河川生態被

破壞，後來連自己部落的人也開始毒魚，但尤命哈用不同意這種作法。 

d.河川舊況 

 過去這裡的 lyon 樹大，道路尚未開闢，猴子可以跳過河川攀到對岸的

樹枝，以前鰻魚多，泥沙少，河川深度深，尤命哈用當時十多歲，曾抓

到六隻鰻魚，後來石門水庫興建後，民國 52 年葛樂禮颱風之後，魚量

減少。 

 鰻魚，dlagi，被泰雅族人視為最好的魚。 

 苦花，gulatayal，被泰雅族人視為真正的魚。 

 以前河裡只有兩種魚，分別是 galahon 及苦花，在少人跡、急流的地方

才有比較多的苦花。 

 過去河裡沒有蝦類，現在有的蝦子是後來的人放的，現在河裡有的魚

類，如溪哥、gavan、鰻魚、gamogain(有刺的魚)、glulou(長型、有黏

性的魚)、guloubou(黏在青苔上的魚)、galavigou(類似鮎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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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鰻魚，過去石門水庫前面河段有，但現在沒有，只在石門水庫上游有。 

 以前颱風過後，河川主流水質污濁，所以在水濁往乾淨水質的河段，放

置竹蔞或竹籠，魚會從水濁的河段游往水乾淨的河段，就會自動游入竹

蔞中。 

e.傳統慣俗 

 過去，所有的兄弟、親戚，包含 knazi、mariqwan，會互相交換魚貨或

獵物，親戚來會招待他們吃住，吃不完的魚送給親戚帶回家。 

 吃飯的順序為親戚先吃，再來是家中長輩，最後是小孩。 

 如果一群人一同外出打獵，途經叉路，先行者會放兩支樹枝在所走的方

向，表示先到的人先走了，後面跟上的人不用等待。 

 以前魚抓了之後不會隨便吃掉，會用鹽醃漬，以備以後食用及親戚來訪

時的招待食物或送禮品。 

f.對於河川的記憶 

 尤命哈用小時候，曾在晚上，跟爸爸到河中射魚，頭上帶著瓦斯燈、四

方鏡子、魚叉。 

 四歲的時候，爸爸就給魚叉，帶他去射魚，曾經一次射到六隻魚。 

 小時候也常自己去河邊玩，特別是夏天的時候，夏天很多小朋友去河邊

游泳，現在仍然會去。 

 也有教他兒子 Sangus 射魚，他兒子會穿潛水衣去射魚，冬天也去。 

 他曾與其他族人去烏來射魚，被誤以為是毒魚，所以他與其他族人、當

地部落的人比賽，獲得最終優勝。 

 他不喜歡吃魚，喜歡射魚的感覺，尤其是射到的魚又多又大的成就感，

被誇讚是玉峰最會射魚的人。 

 抬耀部落離河川較遠，所以那裏的人比較怕水，會溺死。 

g.攔砂壩的興建 

 石門水庫興建對部落、河川影響不大，真正產生影響的是攔砂壩的興建。 

 Mariqwan 攔砂壩的興建是在民國 80年。 

 攔砂壩那裡，原有一塊類似航空母艦的大石頭，現在被埋在土裡，周邊

山坡地崩塌，這是因為火藥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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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攔砂壩使得泥沙淤積，水量減少，造成魚量減少，過去河川兩岸為石壁，

河川沖刷不會留下砂石。 

h.受訪者的生命歷程 

 15 歲以前，部落的產業是採集野生香菇，當夏天颱風過後，先砍倒樹

木，倒木上會自行生長野菇。 

 民國 52年葛樂禮颱風，15歲開始有竹子。葛樂禮颱風之後，河川水量

暴增，此後開始有竹業，過去沒有道路的年代，利用流籠運送竹子至

uli，再將 25 至 30 把的竹子節成一節竹筏，由人在上面操控竹筏(受訪

者當時的工作)，花 1 至 1.5 小時順流而下到 8 鄰，就有道路可用車運

送到平地，然後搭乘竹筏的人再步行回到 uli，通常回到家都半夜 12

點。 

 民國 58年，21歲當兵。當完兵後，以種香菇為業，約有十年之久，種

植地點在司馬庫斯對面的林班地，在鎮西堡傳統領域內，之所以選擇那

裏是因為秀巒那裡有好的樹木，要在有石壁的地方種植，種植香菇要砍

樹木，但是不能把樹木全部砍掉，此段時間有賺一點錢。當時他到 knazi

種香菇引起泰崗人的反對，但是 knazi 的長老認為這些土地是大家共用

的，所以他可以在那裡種香菇，當地 knazi 人也會通風報信，告知林務

局的來取締。不只是 mariqwan 人到 knazi 種香菇，knazi 人也到

mariqwan 種香菇。另外，他先到那裡種香菇，其他人就不會來搶地。 

 民國 65年，道路興闢到玉峰，運送竹子不再用放流的方式。 

 民國 70多年，道路興闢到受訪者的家。 

 有道路之後，自己蓋房子，也幫玉峰、復興三光的部落蓋，以蓋房子為

業的時間約十年，有賺一些錢，改善了家中的經濟狀況。 

 近幾年，開始種植五月桃及高冷蔬菜。uli 因夏天熱而少有種菜，主要

是石磊、抬耀。種五月桃並未賺錢，一年才 20 萬收入，所以大家都有

其他的收入，如種竹子、蔬菜、香菇、工程承包、復育團等，至於年輕

人都外出打拼。 

i.種稻歷史 

 日治時期，部落都種植稻米，受訪者家的稻米多到吃不完，司馬庫斯的

親人來訪，送他們五、六十斤的米，讓他們扛回(步行)部落。當時，有

興建水圳，在有墳墓的道路上面 5公尺可見到當時的水圳，水圳從玉峰

國小上方的 villa，流至玉峰，此外，抬耀、石磊也有種稻用的水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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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用水管接山泉，以供日常生活、種菜及果樹用。 

 玉峰有尖石最多的水田，民國 80 年以後才沒有種稻，之後年輕人都外

出工作。 

 

（八）其他部落 

    本計畫在工作過程中，除了在選定的七個部落持續進行調查與訪談之外，同

時也獲得鄰近部落的認同，因此也到了一些部落進行說明會與調查的工作，但受

限於時間與經費，後來加入的部落並未能在計畫結束前完成全部的工作，在此則

把目前的工作成果簡要呈現。 

1.工作內容 

部落 工作項目 時間 地點 主要內容 

馬美 部落說明會 2007/11/02 

鄰長甘明珠（亦

為 本 區 之 聯 絡

人）家中 

1.共有 15 人參與 

2.說明計劃緣由與工

作小組的工作期待 

四季 

部落說明會 2007/11/03 
四季部落活動中

心二樓 
計劃說明與議題討論 

部落地圖工作坊 2007/12/02 四季國小 

1.Google earth 地圖

繪製 

2.傳統領域歷史典故

採集 

宇老 部落說明會 2007/11/17 魯壁民宿 

1.共有 17 人出席 

2.說明計畫緣由與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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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內容摘要 

(1)馬美（Qalang mami）部落說明會 

 時間：2007/11/02 

 地點：鄰長甘明珠（亦為本區之聯絡人）家中 

 出席人數：15人 

 流程: 

a.說明計劃緣由與工作小組的工作期待 

Watan :說明來意 

Taya:說明計劃及工作流程、工作倫理 

Yapit:說鎮西堡的經驗(如花草不讓陌生人摘等等) 

b.部落回應 

(a)明珠阿姨：我們這裡的產業很難發展，就以砍竹子為例要先申請砍伐證第二

步驟才是通運證若都有這兩個證明才能砍伐，可是這兩個證申辦的單位完全

不一樣，甚至要等到一半年以上才得以砍伐。及申請的時限制(有時是工作人

員不懂或堆積業務常常都是過期了又要重新辦理) 

第二就是部落有些人在種植蔬菜水果，結果被上游區水利管理條例綁的死

死的，甚至是還有來察報的檢舉，我們一但被察報要繳交六萬的經費，我們

連生活都很難了，那有錢給阿!且我們也沒有產銷管道阿！ 

(b)語言是一個障礙:因為有一位臥病的阿公，他天氣冷沒辦法出門，且他只會說

母語，那我們訪談他的時候就是一個問題嘞! 

(c)關於農業的相關知識技術都不是很清楚，又沒行銷管道。 

c.觀察心得: 

(a)針對工作員要向部落說明計劃時程 

(b)要多用一些母語或一些關健字要用母語說這

樣老人比較了解我們在說什麼 

(c)在說明時可以多說一些該部落的例子，讓她們

開始回憶、看到現在、想像未來 

▲工作人員說明本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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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針對馬美地區的環境資源、歷史和現

況與部落人士進行討論 

 

 

(2) 四季部落說明會 

 時間：2007/11/03  晚上 6：30 

 地點：四季部落活動中心二樓 

 與會人員：陳忠義、何勝立、黃澄福、林秋范、高瑞真、張金德、Yukan masing、

沈志恒、何素藍、陳季寧、陳美玉、賴雅歆、張喜寧、黃懿翎、

乜寇 索克魯曼、林益仁。 

a.說明計畫 

(a)我們這次接受委託來執行一個計畫，上次跟村長有談到，常常有很多學術團

隊進來，但研究完就離開，我們不希望是這樣做事，而是真正了解部落的需

要，協助累積部落發展的基礎。 

(b)其實在這幾年的工作當中，我感受到在部落中有很豐富的文化資源，這些資

源是值得用心去開發出來的。 

(c)我們在南山是已有比較久的合作基礎，我們提供技術，跟據部落的需要紀錄

傳統的知識與文化，並且把這些知識留在部落，部落地圖製作出來後，就可

以利用它做為與政府理性討論的基礎（根據森林法第十五條），證明傳統領

域的存在。 

(d)由於受到高層要求，雪霸態度改變，願意提供資源（人力、技術），讓部落來

做部落地圖及口述歷史的紀錄，並願意來了解部落，與部落有較友善的互

動。部落若願意投入這樣的工作，本團隊願意提供一切技術與協助人力的訓

練。 

(e)目前靜宜大學已經與七、八個部落建立夥伴部落的關係，如果部落有需要靜

宜大學任何專業的協助跟輔導，我們會盡可能的提供協助，前提是：要什麼

是由部落決定的！ 

(f)在未來的工作中，在部落地圖方面，四季部落有一個相當大的優勢「數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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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心」，我們可以將老人家腦子裡的智慧用數位的方式紀錄下來，放在部

落的數位中心裡，可以成為孩童們的母語教學教材。在產業的方向，我們將

舉辨工作坊，討論未來發展的方向，把部落的聲音及需求傳達給政府相關單

位。 

b.議題討論 

(a)部落提問：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是什麼樣的單位？  

回應：這個案子是透過促進會申請的，他是一個協助原住民部落發展的原住民團

體，總部在埔里，但工作的範圍是涵蓋全台灣，協助部落產業發展及部落

地圖相關的工作。 

(b)部落提問：這個案子的地區跟馬告國家公園的關係？ 

回應：這個案子與馬告公園無關，跟雪霸比較有關，雖馬告沒有成立，但他的精

神（共管）留下來了，國家公園及林務局都期待改用協商的方式勝過用強

力的管理。 

(c)部落提問：利用部落地圖與政府協商的成功機率到底有多少？ 

回應：分享成功案例：櫸木事件 

(d)部落提問：接下來的工作進行方式？ 

回應：(i)繪製部落地圖：組成部落繪圖小組，接下來舉辨工作坊，利用 google 

earth 定位，定點完之後還要尋求部落共識，完成後，以這個圖為基礎再

來談部落規畫。(ii)部落規劃：利用工作坊的方式討論，彙整大家的意見

後討論出主要的方向，在適當的時機請國家公園的人列席，直接面對面談。 

(e)部落提問：部落地圖做出來全部都要給國家公園做成果？ 

回應：要給國家公園的資料部落可以全權決定，甚至也不需要全部讓我知道，我

只是協助製作，這部分就會有一個流程讓部落決定哪些要送上去。 

(f)部落提問：部落是屬林務局之下，而不是國家公園之下。 

回應：今天雖我們與國家公園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有這樣的機會雪霸出錢給我們

做部落地圖，完成之後我們可以有東西跟林務局談，何樂而不為？ 

haruson 理事長：我們曾拿傳統領域去跟雪霸談，確實雪霸的範圍有涵蓋到我們

的領域，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雪霸只要出示證件，也可以有免門票的優惠。 

yukan 總幹事：南山從 68 年開始發展農業，自從與雪霸交流之後，有一些農業

活動的生產資源也可以請雪霸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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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埡口那地方屬於整個流域分散點，不單是屬於一個部落，也因為這樣雪

霸希望能從南山這邊再延伸計畫的區域。 

(g)部落提問：或許可以跟鄉公所申請詳細的空照圖？ 

回應：將來如果我們要展開工作坊時，我也會協助將各地方地圖拿來，那我們現

在也有一個很好的硬體空間，我們可以把地圖建置在我們自己這樣一個地

方（數位機會中心），將來要參考使用都很方便。 

(h)部落提問：這個計畫結束之後，你會不會就丟下後續的工作走人？ 

回應：只要部落打開門，我們的團隊就一定會盡力提供部落需要的協助。 

(i)部落發言：下次去南山的時間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可以做個交流。 

林老師：我們會讓在南山及四季的所有活動，都讓彼此知道，這是個很好的建議，

會請助理與村長密切聯繫。 

(j)部落提問：靜宜大學的校外教學是否也能安排到四季？ 

林老師：目前南山已經是夥伴部落之一，要是四季部落也同意的話，學校願意提

供相關資源設備和夥伴部落合作，也許也可以再討論利用大專志工協助

部落工作的可能性。 

(k)部落結語： 

   針對馬告國家公園的議題，部落有很大的誤解及排斥，在真正了解你們的來

意之後，也看看以後工作坊進行的如何，再談更多合作的可能，我們也會跟部落

其他成員溝通。 

林老師：我們會要求我們團隊之後的工作都要安排到最好，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需

要或問題也歡迎提出，我們會盡全力協助，也希望村長在跟大家溝通一

下，我們助理會再跟村長聯絡保持密切聯繫。最後非常謝謝大家，百忙當

中抽空來參與這次的說明會。 

 

 

 

 

◣計畫主持人說明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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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部落地圖繪製操作介面 

 

 

 

 

◣徵詢部落人士對於本計畫之意見 

 

 

 

 

 

(3) 四季部落地圖繪製工作坊 

 活動時間：2007/12/02 下午 

 活動地點：四季國小 

 活動內容： 

a.Google earth 地圖繪製 

本次工作採用 Google earth 地圖為基礎，配合部落耆老以一問一答之訪談

模式，進行山系水系名稱之確立，部落耆老在有系統的引導之下，按圖索驥由點

至線由線至面逐一的命名。本次工作一共採集，山系 11處，水系 20處，埡口 1

處，耕地 4處，匯流點 3處。 

b.傳統領域歷史典故採集(見附表一) 

透過 Google earth 衛星地圖，穿引出潛藏在土地與綠水裏的祖先史蹟與其

活動脈絡;工作人員運用情境投射的提問方式，逐一的揭開歷史的面紗，此一單

元所建立的資料，對往後部落遷徙史，生活史資料的建置具有相當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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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名稱 史蹟典故概述 

1. Gong-qera Hayung-pirud 的獵區 

2. Bbu-cyapu Hayung-pirud 的獵區 

3. Bbu-kuhyan 
Hayung-pirud 的獵區 

水鹿、山豬、山羊、山羌都有，台灣黑熊也有！ 

4. Quri-gryan 這邊有一個獵寮 

5. Bbu-yawhbun 二條溪的中間（非匯流處、而是二條溪中間那個山頭） 

6. Gong-pepuzing Hayung-pirud 的獵區 

7. Bbu-snazi 一半是 Hayung-pirud 的獵區，一半是別人的。 

8. Gong-snazi  

9. pinswayun 意指最深處的地，平台區 

10. qera 菜園，這邊的豬很大，獠牙很長。 

11. urax 遊耕時期原本是旱田，現在也是種菜區。 

12. Gong-chybu 這裡是專門獵山豬的地方，現在也還有山豬。 

13. Bbu-byungan Yukan hayun（家族：？）張家的獵區 

14. Gong-byungan 這裡以前的水鹿很多 

15. ulay 現在是菜園，意指溫泉或動物會去喝的水。 

16. Bbu-pekus 這個區域是四季和劉茂安的共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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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ong-tugan  

18. Gong-khuyan  

19. Bbu-thbawan 南山和四季的界線 

20. Gong-snaqux  

21. Gong-ulay 裡面有個小溪流，水鹿很喜歡去喝（鹹水、含礦物質） 

22. Gong-pyuhan 這個地方是四季部落的共同獵區。 

23. Bbu-qwangtngarux 這裡有一個三角點，。 

24. Gong-tngarux 意指”熊”，這裡是熊常出現的地方。 

25. Gong-qwaxznngahi 
部落開始流行麻瘋病，於是帶著很多地瓜到這個地方

來躲藏，就在這個地方洗，故命名為「洗地瓜的河流」。 

26. Bbu-rakabcylung 
這裡也有一個三角點，這裡有高山湖泊，raka 為三角

點之意，bcylung 是湖泊之意。 

27. Bbu-tqesan 這裡也有一個三角點， 

28. Hbun-qwaxanngahi 二溪匯流的地方，Gong-tngarux、Gong-qwaxznngahi 

29. Gong-bnyugun 沒有意思，純地名 

30. Gong-syu 沒有意思 

31. Gong-qmawan 他們去狩獵的時候，這個地方是休息站 

32. Gong-lkobis 
人名，是他的獵區，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這裡有他

的獵寮。 

33. Hbun-s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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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Hbun-nolay  

35. Gong-nolay 
有水鹿要喝的水，nolay 跟 ulay 是一樣的意思，只是

發音不同。 

36. Gong-pinsalan 有一個獵區，pinsalan 是獵寮的意思。 

37. Gong-balung  

38. Gong-qwangsyu Gong-syu 的源頭 

39. Gong-bkanpatus 
這個地方，曾有一位獵人在射擊的時候，槍枝走火，

還燒傷了自已的臉，於是以 patus（槍）命名這個地方。 

 

◣耆老說出地圖上各位置的泰雅語地

名及典故 

 

 

 

 

 

 

 

◣工作人員全程用 DV、錄音筆及筆記

電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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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宇老（Qalang Uraw）部落說明會 

 時間：2007/11/17 晚上 7：00 

 地點：魯壁民宿 

 出席人數：17人 

 內容摘要 

a.計畫緣由與目的 

 說明本計畫的來龍去脈以及目的 

 工作人員介紹 

 說明工作流程（次數） 

 細部工作流程的說明與執行方式的說明 

 針對四次工作坊活動說明 

 我們工作人員對本計畫的期待 

 部落地圖 

 部落歷史 

 執行方式： 

引言→PPT→結論→部落回應 

b.部落回應與建議 

 雪霸到底會不會把我們的資料拿走，不然你們（工作人員）幫他們工作，

也一定要交報告的，你要怎麼辦呢？ 

 請問活動執行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我覺得你們（工作人員）會很累的，

所以要 lokah 才行。 

 很謝謝我們對部落的付出與辛勞。 

 Daya（官大偉）不是法律系的嗎？原來他是地理的，那他一定要幫我們

部落囉。 

 希望活動可以有點心吃，不然有點無聊。 

 你們一定要幫我們部落製作部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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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完成我們部落的歷史。 

 希望活動可以幫助部落恢復傳統 Tayal gaga 

 其實說明會的活動以及時間可以久一點，二個小時不夠。 

 如果下次的活動可以在河邊其實是比較好的。 

 其實如果部落自主性強的話，是可以跟其他部落結合的，交流部落之間

的事件或故事等等。 

 

 

 

◤工作人員說明本計畫內容 

 

◢與會部落人士聆聽工作人員之說明 

 

 

 



雪霸國家公園鄰近地區（尖石、大同等）泰雅族口述歷史訪談暨部落發展規劃 期末報告 

 

109 
 

肆、結果 

一、歷史文化與傳統領域 

    南山部落就其傳統的生活領域係涵蓋大部份雪霸國家公園東南隅的部份，數

千年來從不間斷地在此從事狩獵，漁撈，耕種與生活等活動。若進一步觀察此一

關聯性，我們可以從傳統狩獵文化與自然主權，經濟活動與自然資源利用，部落

形成脈絡此三面向予以探討： 

（一）傳統狩獵文化與自然主權 

雪霸國家公園東南隅地區幾乎皆為南山部落的傳統狩獵區，部落族人自古就

在此進行狩獵活動，並依其獵團的性質區分為，公有獵區(Sapat qalang)，家族

獵區(Qutux glu)與個人獵區(Buci)。在有關狩獵規範(Gaga)的約束方面，我們

也可以看到其不同程度的影響，以下節錄一段部落耆老有關獵區的描述： 

Yukan：我們部落什麼時候有電？ 

Masing：67 年。 

Yukan：67 年才有嗎？ 

Masing：是！ 

Yukan：當時我們沒電時是用這個 Hayung(二葉松)做照明嗎？ 

Masing：Hayung 是最早以前，在有電之前是點蠟蠋的。 

Yukan：那後來是有蠟蠋了！ 

Masing：是的！ 

Yukan：蠟蠋是什麼時候才有的？ 

Masing：差不多 10年前。 

Yukan：10 年嗎？ 

Masing：它們差不多隔 10年。 

Yukan：蠟蠋跟油材差 10年嗎？ 

Masing：不是！油材之後是煤油燈，然後才是蠟蠋。 

Yukan：你們多久上去拿一次(指油材)？ 

Masing：有的當天來回，有的要在那邊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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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an：你們去拿一次可以用多久？ 

Masing：差不多一個月。 

Yukan：那就是一個月要上去拿一次了。 

Masing：是的！ 

Masing：歐！那不只，有時候要去兩次，因為留茂安的親戚也會來要。 

Yukan：聽說以前有一種狩獵方式是用燒的，有這種狩獵方式嗎？ 

Masing：有！要燒茅草然後到溪口等它(指獵物)。 

Yukan：那燒過的二葉松等它燒焦了以後就是你們要的油材了嗎？ 

Masing：對！ 

Yukan：那像這種用燒的方式，你們是多久上去燒一次？ 

Masing：同一地點三年燒一次，不過山很多嘛？這邊燒完明年再換另外一邊。 

Yukan：那燒山的距離是多久啊！ 

Masing：同一地點三年燒一次。 

Yukan：那要去焚獵是不是要配合像 Smatu(過年)或 Tmubux(播種)的儀式？ 

Masing：不是！時間沒有固定，要去就去，不過是要在冬天，夏天燒不起來

(可能是夏天比較多雨潮濕吧！) 

Yukan：那你們要去燒山之前是不是要舉行什麼儀式，像是對祖靈祈求什麼

的？ 

Masing：跟一般的狩獵一樣，要去問 Sileq(綠繡鳥)可不可以。 

Yukan：要不要夢占？ 

Masing：那倒不必，像 Hmgup(請巫師占卜)或 Smyus(祭祖)的話，那是在過

年及 

       收成時才做，一年做兩次。 

Yukan：像焚獵前是頭目先召集部落會議嗎？ 

Masing：不是！是 qutux gaga 自已決定的，不是全部。 

Yukan：那就是要去焚獵前 qutux gaga 會聚在一起討論什麼時候要去焚獵及

要準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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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ing：是的！ 

Yukan：那焚獵一開始要怎麼做？ 

Masing：首先他們會去觀察獵區，選擇守候的溪谷，然後從上面放火，火勢

會慢慢往下移動，獵物會被火逼到溪谷，然後再由守候的人用槍擊

殺，有時候獵物也會被活活的燒死。 

Yukan：你們比較常去哪裏的山焚獵？ 

Masing：Zziq(部落周邊的山)還有 Paqa 及 Slhangun。 

Yukan：Paqa 是哪裏？ 

Masing：就是現在有雲的地方(他用手指)，江明建現在在放陷阱的地方。 

Yukan：Klituy(七雷亭，木杆鞍部的下方)嗎？ 

Masing：不是！是在 Klituy 的旁邊，很多地方啦~附近的山都是茅草嘛！獵

區分一段一段的燒，不是一次就燒完，就只有冬天可以燒夏天燒不

起來。 

Yukan：那是誰來決定誰是放火的？誰是守候的？ 

Yukan：是你們自已選的嗎？ 

Masing：是我們自已選的！由他們自由選擇是要放火還是守候，放火的只有

兩個，同時在兩邊放火，這樣火才會同時燒下來。 

Yukan：那是誰決定說我們到哪個山去焚獵的？ 

Masing：大家會討論！ 

Yukan：是大家討論的喔~不是頭目來決定的！ 

Masing：不是的！ 

Yukan：那像勝光，武陵比較乾燥，一燒很可能無法控制，你們是怎麼控制

的？ 

Masing：那要看！火會燒到哪裏？ 

Yukan：是不是要先把預定的範圍雜草清除掉，不讓火再蔓延出去？ 

Masing：不用清除！ 

Yukan：那你們控制得了火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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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ing：它會把一塊獵區燒完後就停止了。 

Yukan：在日據時期各 qutux gaga 是不是有自已的獵區，他們有分嗎？ 

Masing：沒有分！共同的獵區有 Slhangun 一個，Kikun 一個，Tayax 一個， 

        Sinta 一個，總共有四個，但這也不是全部落共有的，只有 Hmyut(一

種加入的象徵，拿一盅酒或一隻雞給那個團體)過的人才有份，不過

打獵的話！誰都可以去打。只是比較不同的是有加入共同獵區的人

如果有獵到山鹿就要把鹿茸交給團體，然後由團體派人下山把鹿茸

賣了錢，再買豬上來跟團體一起分食，那如果你沒加入就分不到了。 

Yukan：我聽說以前有分從南湖大山到雲稜山莊，然後從雲稜山莊到埡口，

還有武陵農場跟部落後面等獵區，是這樣嗎？ 

Masing：不是這樣！共同的獵區是我講的那四個而巳，不過雖然你沒加入那

個團體，如果你是在共同的獵區上打獵，打到的獵物要把 Sapat 交

給屬於那個領域的團體。 

Yukan：獵物的 Sapat 是指…？ 

Masing：Sapat 狹意的說是指鹿茸(因為這比較珍貴)，如果有人(有加入的或

沒加入的一樣)在共同的獵區上獵到山鹿，就要把鹿茸交給屬於那個

領域的團體，至於山鹿的其他部份則可以拿走，如果是母的就可以

整隻拿走，因為母的沒有鹿茸。 

Yukan：那換句話講，部落是沒有各 qutux gaga 的獵區囉！ 

Masing：沒有！就只有四個共同獵區而巳，像我父親就同時加入 Slhangun，

Kikun 

       Sinta 等三個領域。 

Yukan：yutas koyaw 喔！ 

Masing：是的！ 

Yukan：在光復以前我們部落的獵區範圍是到哪裏？ 

Masing：光復了嗎？ 

Yukan：還沒有！ 

Masing：是從南湖大山到中央尖山往下到勝光派出所旁邊那條溪到七卡然後

到雪山再右轉走稜線到大霸尖山，然後從大霸尖山順著

Gong-sinta(尖石鄉的塔克金溪)這都是我們的獵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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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an：那我們部落的獵區領域是沒有分是哪個 qutux gaga 的獵區囉~ 

Masing：沒有！大家都可以共同使用，只是如果有人在使用就不可以再去那

裏了。 

Yukan：那以前你們去採集野生香菇也是到你們的獵區去採集嗎？ 

Masing：沒有！採野生香菇隨便哪裏都可以去，因為這時候巳經沒有 qutux 

gaga 了，也沒有共同獵區的規範，從基督教進來以後就沒有共同獵

區(Sapat)了。 

Yukan：那像山羊跟山羌哪個部份是 Sapat(公家的)？ 

Masing：兩隻手跟兩隻腳，還有肺臟。 

 

【960426 高阿清談 koyaw 家族獵區】 

Yukan：以前祖父是常跟誰一起狩獵？ 

Msing：akang-ali(江明建的祖父)，lobaw-ali(呂萬福的曾祖父)，

watan-ali(李金代的祖父)等。如果是狩獵就跟 qutux gaga 一起去，

放陷阱的話！才是他們三個一起放。 

Yukan：那他們常去時麼地方放陷阱？ 

Msing：他們在 sinlhangun, sinta, kikun 等地方輪流放。 

Yukan：如果部落的人要去那四個共同獵區打獵，是不是要跟那個共同獵區

的人講一聲？ 

Msing：不用跟他們講！只是如果打到水鹿就要把鹿茸拿給他們。 

Yukan：也不需要跟頭目講嗎？ 

Msing：也不用！ 

Yukan：那有沒有屬於 koyaw 家族自已的獵區？ 

Msing：就是在 sinlhangun, sinta, kikun 等地方。 

Yukan：那他們的獵區允不允許別人進去打獵？ 

Msing：都可以去，像下部落他們也可以去，只是在夏天打到的水鹿要把鹿

茸交出來(夏天水鹿才長茸)，冬天打到的水鹿可以整隻拿走(冬天不

長茸)，因為鹿茸很貴，可以賣錢再轉買豬分送給共同獵區的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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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Yukan：akang-ali，lobaw-ali，watan-ali 跟祖父到什麼時候才沒有在一起

狩獵及放陷阱？ 

Msing：他們老了，沒體力了才停下來，接著由我跟 pasang(江明建之父)，

yukan(呂萬福的外公)，takun(yukan 的弟弟)，syat(pasang 的弟弟)

來接替。 

Yukan：你們還是使用他們原來的獵區嗎？ 

Msing：我們哪裏都去！像武陵地區(qyawan)，sinlhangun 還有 sinta 等地

方，只有 tayax(池有山)我們沒有去。 

 

從以上耆老的談話中，出現了數個雪霸境內的地名，如：Qyawan(七家灣)，

Sinta(新達)，Kikun(七卡)，Tayax(池有山)，Tqzing(三六九山莊)，實際上應

該是含蓋所有雪霸東南隅的地區。由此可見，南山部落與雪霸國家公園之間的關

係了 

 

（二）經濟活動與自然資源利用 

 1.野生香菇(Yase tqenu) 

    南山部落在中橫開通後，由於文明物質的進入，使得部落原始的生活型態發

生很大的變化，如貨幣的廣泛使用使得族人必須生產物資換取貨幣以方便其交

易。因此，在光復後的民國四十三年~六十八年間是部落族人採集野生香菇時期，

他們大量的前往雪霸地區砍伐青剛櫟以栽培野菇，以下也節錄一段部落耆老對當

時情況的描述： 

   南山是從民國 43 年開始伐青剛樹 

大約四年後(即 47 年)樹長菌開始打香菇 

剛開始產量不高 

到了 6，7 年才進入量產的階段 

青剛樹從可以開始採到完全無生產力 

可以維持 15 年 

加上培菌期的 4 年 



雪霸國家公園鄰近地區（尖石、大同等）泰雅族口述歷史訪談暨部落發展規劃 期末報告 

 

115 
 

總共可維持 19 年的生命 

  

青剛樹的培菌沒有什麼方法 

砍倒放著就好 

四年後就會長菌 

然後再靠敲擊的力量讓孢子分散 

  

打香菇通常會在颱風天進行 

打完香菇後 15 天就可以上山採收 

在香菇成長時要上去放鐵夾防老鼠及松鼠偷吃 

  

一年裏可以打 5，6 次香菇 

只要有颱風就可以上去打 

通常是在 6 月到 10 月間打香菇 

   野生香菇的採集，開啟了南山部落對自然資源進行經濟性的利用，利用的對

象也從專供飲食的動物類轉移到植物類(包括所有可賣錢的葷類)，這樣的改變也

促成往後國家林政單位對山林政策的省思與策動。南山部落族人在雪霸地區從事

野菇的棌集，大致是在以下這幾個地區： 

                      

Kikun(七卡) 

 

     

 

 

 Bbu ktalah(武陵山莊附近)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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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i(武陵山莊對面) 

 

 

 

 

 

Mroraw(桃山溪) 

 

 

 

    以上這幾個地區也是青剛櫟數量最多的地方。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南山

部落與雪霸之間的關係了。 

 

2.櫻花鉤吻鮭(Mnbang) 

南山部落與櫻花鉤吻鮭的關係，也可以用來解釋南山部落與雪霸的關係。櫻

花鉤吻鮭千年來就是南山部落族人所食用的尋常魚，早在二千多年前，第一代武

陵人開始就食用此魚。關於這方面的情形，部落耆老也有一段描述： 

以前七家灣溪的水很大，自從開闢農場以後水就變很小了，以前七家灣溪的

Mnbang(台灣鮭)非常多，那是野生的，現在的台灣鮭是移植的，以前這裏的

台灣鮭不能隨便來拿，要經過部落會議的決定每年固定來這裏毒魚一次，在

颱風來之前每戶要上山採魚藤兩把然後集體來七家灣溪毒魚，毒魚一次的漁

獲量大約 5000 斤(三十二個竹簍框)之多，每年部落都會這樣做。光復以後這

裏就管制了，不過這時候的魚也變少了很多，因為水變小了，以前七家灣溪

的水很大，人無法涉水，現在水變小是因為樹都砍光了，森林變禿頭，水小

了魚也變少了。現在做復育成效會很有限，除非這裏又變回過去的森林，以

前的魚又肥又大一條要兩個人吃，因為那時水很大，現在的魚又瘦又乾因為

水變小了。七家灣是我們南山的傳統領域，這裏很多地名都是我們祖先給的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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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落形成脈絡 

南山部落自發源地 Pinsbkan(南投仁愛鄉瑞岩部落)遷離後(實際時間不可

考，一說四百年，另一說數千年)，一路翻過合歡山脈來到大甲溪上游建部，據

部落耆老的說法，南山部落首先在 Qyawan(現武陵地區)建社，後因此處天乾物

燥，無法種植雜糧，於是又遷到 Quri-sqabu(思源埡口)。南山部落居住在

Quri-sqabu 那段期間，有勝溪是他們捕撈魚類的場域，據部落耆老說，以前有

勝溪的水很大，魚量豐富，櫻花鉤吻鮭滿溪都是，若想吃魚，只要將手伸進水裏

就有了。Quri-sqabu(思源埡口)也是北泰雅(桃竹苗宜，台北泰雅人)的分開處，

具有歷史性的紀念意義。 

 

二、部落發展規劃 

（一）司馬庫斯（Smangus）   

司馬庫斯部落的發展主要立基於宗教信仰上，從部落入口處的入口意象「上

帝的部落」的信仰觀，即可瞭解部落發展由宗教信仰而出。qalang Smangus（司

馬庫斯部落）近期（1991-至今）所推動各項守護傳統領域（土地、森林）與對

外宣示自然資源權力的實踐行動，並堅持部落的立場。堅持的背後最重要的是「部

落內一直延續到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而這樣的觀念即是建基在Gaga na 

Tayal（泰雅人的知識）的基礎。 

而部落人從事現金作物的栽作至少可往前推至50至70年代，主要種植台灣泡

桐、杉木、通草，及一小部份養蠶；60年間曾興起種植蘋果、梨，後因無道路交

通不便無法運出而廢耕棄置；70-90年代間開始從事香菇的種植，族人必須從新

光或三光便開始背負菌種，至森林中尋覓合適的地點與砧木來源。香菇成熟後，

經過烤乾減輕重量，再由中間商收購，目前部落香菇栽植的情形已然式微。1991

年後受到鄰近部落影響，各家戶逐步把廢耕已久的土地以「mnayang（火燒）」

的方式整理，學習水蜜桃栽培管理技術，1996年後農地已種植大面積的水蜜桃，

為保留地主要的利用方式，水蜜桃等溫帶水果的栽植迄今是主要農業收入。極少

部分的個人無從事農事，採集森林副產物如靈芝、野菇、八角蓮等為其收入來源

之一。 

到了1991年巨木森林消息傳播帶來不同的生計經濟方式「觀光業」，1995

年聯外道開通，旅客人數隨之穩定（週末好天氣平均有200位），以積極推動結

合「文化、生態」的旅遊模式，至今是主要經濟來源，而族人們亦規劃週遭景點

建置步道。於部落內興建民宿山莊、餐廳、遊客服務中心、補給站等遊憩設施，

成為建地的利用方式之一。 

部落目前由於以觀光為主的生計經濟，加上信仰與gaga的發展，部落於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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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便開始制定森林保育工作。先前花了兩年多時間，討論如何以部落內部力量

為主體，來進行Qyunam（傳統領域）森林守護的工作，2004年底在幹部會議的決

定下，確立「司馬庫斯傳統領域守護計劃---森林守護者」，固定每二個月，巡

山一次，以防範有心人破壞森林，避免為了貪圖個人利益，而入山進行破壞森林

的行為，至今部落已經調查了數次，也累積許多照片檔、動態影像及文字資料，

預計於今年會進行約五天的調查工作，並結合傳統領域知識學習與傳承的目標，

分成兩組人馬，兩個不同路線進行調查，讓山林的知識可以藉由親身體驗，讓部

落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對傳統領域有更多的認識與實地踏勘的經驗，以達到傳承的

目的，讓祖先對土地的知識系統可以建立在每一次入山的計劃裡。 

 

1.短期目標 

 建設司馬庫斯部落學校 

 重視兒童教育 

 建立從信仰觀的旅遊服務 

 建立文化祭儀以及舉辦祭儀活動 

 部落環境再美化 

 部落整體行銷與管理經營 

 5 年森林保育工作 

 整合部落居民 

 注重傳統知識的傳遞 

   2.中期目標 

 建立司馬庫斯部落的旅遊趨勢 

 建立旅遊品牌 

 積極推廣多元教育工作 

 Tayal 知識的整理與紀錄，以利未來建置部落資料庫 

 文化祭典祭儀的發展 

 傳統領域的踏察與保育 

 生態教學課程的營隊設計 

 母語傳承 

 部落整體行銷 

 走入深度旅遊發展 

   3.長期目標 

 維護自然生態資源 

 產業觀光的結合 

 動植物調查 

 推動 Tayal 民族教育工作。 

 部落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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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抬耀部落（Tayax） 

台灣的觀光發展，也隨著政府單位的重視而有逐漸上揚的趨勢，從九○年代

前政府動的隔週休、以及後來又推行的週週休更奠定了國人在觀光的重要基礎。

也因此，台灣原住民族地區也鑲在這股趨勢中慢慢地被引導發展。抬耀部落

（Tayax）擁有與其他原住民部落一樣的人文特色與自然環境景觀。 

抬耀部落過去從協會成立這幾年以來（4年多的時間），從部落的發展來看

也已經慢慢累積了相當多的部落營造的經驗與過程，比如，整體環境的營造工

作、以及傳統部落建築風貌的營造工作、與人才培力的工作（解說員、高山導覽

員、文化工作人員）、兒童課輔工作等等，都推壘了相當的經驗以及部落認同。 

然而就部落未來的發展規劃願景中，部落希望以農業為主的發展與主張。過

去部落主要從事化學農業的工作，雖能夠為為根本的生計經濟提倡方法與途徑之

外，長期下來也直接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污染，也直接影響了自然環境然。同時，

又面對我國農業精緻化之後，加上 WTO 進口蔬菜大量的進入，讓部落人漸感到外

來壓力與無助。又加上，有機農業的全球化潮流中，若不改善農業方法，部落農

業未來勢必將面對遭到淘汰的可行性。因為，長期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不僅

危害個人（生產者）健康的本身，另外也直接傷害了消費者的健康。因此，部落

為了能永續農業、土地，部落裡的居民希望能夠逐漸慢慢的推廣無毒農業來改變

現在的化學農法，朝貨真價實的無毒農業邁進。 

所以儘管部落現行發展係從社區營造做起，但部落漸意識到希望先著重於產

業的發展，因為著重產業發展因素即直接面對了部落現在、未來最根本的問題－

－生計經濟。 

也好在，石磊部落目前有人（羅慶郎）推廣自然農業工作，因此讓多數的部

落居民有機會開始接觸無毒農業（自然農業），從工作坊中，抬耀部落居民意識

到自然農業的土地的關係，影響了部落居民從事自然農業的工作。因此，部落在

短中長期的目摽上主要以發展農業為主的訴求與基礎。 

1.短期目標 

 農產業的發展與創新 

 加強部落環境美化工作 

 注重兒童教育工作 

 推廣播放教育片與紀錄片 

 抬耀部落居民希望在短期間發展有機農業並落實有機農的推動工作，

並希望與石磊部落聯合發展有機農業 

 人才培力：部落導覽員、部落解說員、高山嚮導、風味餐、開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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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落電腦研習課程 

   2.中期目標 

 發展部落傳統編織與文化祭典活動 

 傳統故事與部落口述歷史的紀錄 

 舉辦自然保育課程 

 農產業的共同經營 

 自主性的發展部落文化觀光參訪與體驗 

 觀光與自然農業的結合 

   3.長期目標 

 向周邊部落推廣自然農業 

 修復歷史古道（通往司馬庫斯） 

 發展小型部落文化公園 

 發展產業觀光與生態觀光 

 部落導覽員、部落解說員等的人才陪力工作 

 部落資料庫：目前協會累積了部落文史資料、部落地圖資料（GIS）、

Google earth 地圖（部落地圖製作）等 

 

（三）石磊部落（Quri） 

農業，為台灣原住民族普遍的生活經濟，與主要的生計來源。石磊部落自從

日本殖民時期起，日人為改善當地住民之生活經濟，日人著手了住民農耕技術的

教育工作，以及新農耕知識的傳遞工作等等，從而讓當地住民逐漸從山田燒墾的

農耕工作正式地走入水稻耕作的工作。到了國府時期，由於當時日本時期農業技

術早已奠定了基礎，讓政府因此而奠定基礎進而開展出更多元化、更多面向的農

耕技術，也讓原住民有機會開始從事種植高山蔬菜的工作。不過從日本殖民時期

到現今，卻也只累積與強化了一般農耕技術，振興了部落「化學農業」的工作，

而塑造與發展了目前原住民農人大部分都以耕作化學農業為主的農耕技術的事

實。 

然而原住民部落在化學農藥與肥料的使用量上，已達氾濫地步，也直接造成

了嚴重的水土的破壞，不僅讓自然界遭受浩劫，人們的生存空間品質也因此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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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趨勢。然而，農民之所以必須廣泛主張地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主要係為

了加速農作物的生產以及減少農作物損害、減少人力成本考量的生產方式，因而

大量交替地使用農藥與肥料。一方面，也隨著有機農業的全球化，與節能減碳、

永續土地、健康、環境保護的趨勢下，且因應我國加入 WTO 後，面臨大量廉價農

產品的進口，國內農業受到了嚴重的波擊，而原住民部落發展有機農業（無毒農

業）也必然是因應全球化的不二法門。 

石磊部落位在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地帶，部落人在長期使用化學肥料、噴灑

化學藥劑直接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水質與土地，尤其對下游地區民生用水將會

產生慢慢的效應，為避免長期或在未來繼續的汙染與間接的傷害，因此目前部落

居民集體發展自然農業，與自然生態共存之機制。石磊部落目前將近有 9成的居

民從事農耕工作，以農業為主的生活經濟，約有近 7成的農人從事化學農業的工

作，僅只有 2成的住民從事有機農業，這種比例與落差在原住民部落可視為好的

現象了。由於部落位在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地帶，部落人長期使用化學肥料、噴

灑化學藥劑一定影響了生態環境、水質與土地，尤其對下游地區民生用水將會產

生慢慢的效應，為避免長期或在未來繼續的汙染與間接的傷害，部落透過自然農

法工作坊活動來慢慢影響部落那 7成種植化學農業的農人，部落目前所有的農民

都漸漸轉化農法，朝自然又永續的自然農法邁進。而部落發展「自然農業」，為

部落中期、長期之主要目標。而部落明確的的短中長期目標如下： 

1.短期目標 

 舉辦自然農業工作坊之系列課程 

 漢方肥料與酵素製作教學 

 產業（農業）進化與創新 

 部落人才培力 

 加強社區營造之工作 

2.中期目標 

 開拓自然農業市場 

 建立部落農業品牌 

 設置部落農業平台，統一窗口 

 建立部落的合作模式與機制 

3.長期目標 

 農業結合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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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部落小型農業公園 

 走向農業全球化之機制 

 落實部落共同經營（共管） 

 

（四）鎮西堡（Cinsbu） 

    部落在 30 幾年前，主要係以游耕跟狩獵維生的生計經濟生活，以玉米、小

米、地瓜、芋頭為主食。而部落男子每年約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進行狩獵的工作，

生活型態是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然而在日人統治跟國府政府來台期間，讓部落的

生活有很大的轉變與不同。在民國 30 至 40 年間，部落族人從尖石前山回到鎮西

堡祖居地建立起部落，繼續狩獵與游耕的生活型態。但到了民國 40 年後，才開

始了野生香菇、木耳的採集工作，並且也陸陸續續種植一些豆類、苧麻跟蓪草，

用以換衣服、鹽巴、刀子、鹹魚、獵槍、農具的重要用品，多以以物換物的方式

來交易。一方面也採集野生或是種植台灣泡桐，以外銷日本。但後來木材商人將

油桐混充泡桐，造成日本人拒絕購買、無經濟價值。民國 50 年代，泡桐無價值

後，政府開始鼓勵種植台灣杉、日本柳杉以及香杉。當時每個部落都有所謂的公

共造產，種植這些杉木是用來興建這些公共造產，包括學校、橋樑等。這些期間，

游耕跟狩獵仍然是主要維持生活的生計活動。 

    到了 50 年代左右，部落開始引進香菇的菌種栽培，第一種香菇菌種廠商名

稱為徐秋林（yogise），當時一戶人家最多可種植 20 至 30 瓶菌種，需用人工搬

運從桃園復興鄉的砂輪子徒步背回部落。一瓶菌種約兩公斤，一個人最多背 15

瓶左右。直到 60年代末，道路開通，道路通到宇老（玉峰村），便開始發展蘋果

產業，從梨山引進的品種跟苗木，果樹栽培約7年後才正式結果實。但是又因為

道路還未開到部落，因此而無法運銷出去，只能任憑腐爛。到了 70 年代中後，

路已經通道部落，正要對外產銷，但是政府就開放蘋果進口，造成部落的蘋果無

競爭力。因此部落開始轉而引進新世紀梨，來取代蘋果。而水梨的栽培又花了 7

年的時間才開始生產，但是開始生產沒幾年，又遇到政府開放水梨進口的因素，

面臨了上演蘋果事件。同時，因為道路已經開通道泰崗，部落種植香菇的風氣又

重新興盛起來。菌種可以從泰崗用機車再運到部落，一戶平均可以種 4000 瓶左

右，甚至有的人更多。種植香菇的盛行期約持續 5年多的時間，後來受到大陸香

菇走私進口的影響，價錢從 600 多塊錢下滑到每斤 100 元塊錢左右，也因此中斷

了香菇種植的工作。 

    部落在 30 年代前種植的竹子是用來建築、引水與編織，自道路開通以後，

竹子便成為一種產業，可以賣到平地。從 80年開始，部落全面開始改種水蜜桃，

主要受到桃園拉拉山水蜜桃的影響。水蜜桃價錢好的光景約持續 5-6 年，大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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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年左右，水蜜桃的價錢開始下滑，部落便轉而種植高冷蔬菜，包括甜椒、高

麗菜跟蕃茄。一直到現在，水蜜桃跟高冷蔬菜都是部落主要產業。民國 90 年開

始，部落展開另一波的產業轉型，開始進行民宿經營、檜木群生態旅遊、休閒農

業、香草種植等等。而部落未來發展規劃之短中長期目標請參考如下： 

 1.短期目標 

 環境的復育 

 積極舉辦部落人員的培訓工作 

 環境再美化 

 文化教育傳遞與教學 

 舉辦傳統祭儀活動 

 強化部落的母語教學活動 

 加強部落民宿、餐飲的人才培訓 

 修復通往大壩步道的修建工程，開拓神聖的空間。 

   2.中期目標 

 商業技術／資訊科技之訓練、部落資源之相關整合、衍生性產品之開

發（例如：部落年曆、明信片、部落出版品等） 

 建立有品牌與品質的旅遊服務 

 營造泰雅族生態文化復育基地：舉辦母語營隊、生態營、文化體驗營

隊以及泰雅 qnazi 系族的種子師資培訓營隊，讓其他不同部落的泰雅

族可以到部落生活體驗並透過一系列的訓練及對話，共同一起來創造

當代的泰雅族，這一項工作不只是在第二年中進行，從第一年也就進

行推動 

     （1）高山嚮導制度與解說員進階訓練 

 部落高山嚮導的制度建制與訓練：組織部落人力、認證、參訪其

他機構 

 解說員訓練：上課內容泰雅文化資產與民俗動物資源之運用緊急

救援、解說課程 

 實際操作與訓練 

     （2）原生植物調查 

 記錄生長環境賀伯颱風崩塌自然復育情形 

 鎮西堡部落植物紀野外植物的認識 

 環境生態及民俗植物解說教學  

     （3）生態調查教育訓練 

 母語教材之製作、保存、紀錄、教育、傳統文化生活智慧教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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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核心產業形成後，服務產業即可以其根據地之品質等級，作

為發展活動規劃、生態旅遊、文化觀光及出版行等服務性商品 

   3.長期目標 

 生態產業營運 

 生態教育之延續並且與學術機構規劃建立原住民自然與人文發展中心 

 落實宗教信仰與生活的結合 

 建構以愛為基礎的服務品質 

 塑造原住民典範之部落 

 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結合與推廣工作 

 

（五）烏來部落（Ulai） 

    從部落過去推動的社社區營造經驗來說，馬里光部落居民面對部落未來發展

規劃上，已經漸漸意識到如何全心全意的為部落盡一份心力。過去的護漁工作、

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也從中得到部落發展的寶貴經驗，目前在部落眾耆老及教會牧

者的帶領下，馬里光部落居民漸漸地走向的核心目標就是恢復 gaga 生活的精

神，以 gaga 為基礎平台，推廣工作。 

過去的護溪魚活動，開展了部落透過協會進行發展部落的事實，全村（玉峰

村）用心投入於護漁的工作，成效甚大。然而，93 年的艾莉風災卻毀了村民 4

年多的成果，也導致村民一一分散回到各部落成立自己的部落發展協會，因此協

會停滯了有很長一段時間。到了 95 年後，原民會重點部落計畫讓部落有機會開

始發展，也卻因為內部組織人員鬆散，而無法執行重點部落之計畫。 

現在，部落居民開始反省，如何進行部落發展規劃工作。因此，部落希冀能

夠在未來可以先全心投入在部落的人文教育、社福之工作，使部落居民透過培力

課程先得到發展知識上的造就與提昇，並且從中開展居民對泰雅爾族的語言、文

化傳統更有負擔，以至於落實在部落的一家庭、一居民，而後才是推廣產業與社

造發展的工作，即是就馬里光部落最終的目的。 

1.短期目標 

 透過傳統 gaga 作為部落發展之平台 

 加強部落人才的培力工作 

 發展部落農業（有機農業） 

 關心青年人的人文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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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社區關懷的工作 

 合一部落居民的 Inlung（理念） 

 加強部落環境美化工作 

 開始倡導河川護魚工作以及部落解說人員的培訓工作坊 

 民宿與餐飲的人才培訓 

 修復通往步道維護與修建 

   2.中期目標 

 加強部落產業，希望發展有機農業永續土地 

 落實河川護魚工作 

 加強部落人對生態的維護觀念以及舉辦生態保育宣導活動 

 加強部落居民民生飲用水已及農田灌溉用水設施改善計畫。 

 開發農產品銷售管道 

 舉辦文化祭儀活動 

 舉辦文化祭儀挑戰營隊 

   3.長期目標 

 母語教學之推廣與實施 

 傳統文化之傳承（傳統舞蹈、歌謠、編織、竹編、雕刻、母語教學認

識、傳統竹屋建造製作） 

 建立部落文化園區 

 修復部落至李崠山古堡景點之規劃與修繕 

 讓部落使無工作能力(老人)、待業之居民有工作的機會 

 透過培力課程、工作說明、報告及實際之堪察提昇居民對知識的認知

及嚮往 

 

（六）南山部落 

 引導部落產業進入高品質，低污染，具競爭力的優勢產業 

 建立部落人才網絡，鼓勵部落青年學習多元知識 

 強化部落會議功能，以整合部落意見，促進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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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南山 Pyannan 

南山部落自民國 50 年橫貫公路開通之後，開啟了部落與平地漢人社會之間

的連結，原本傳統部落賴以維生的遊耕生活方式也在市場經濟的驅策之下逐漸地

被現代化，部落的生產方式由生計經濟的階段進入到市場經濟的階段。傳統遊耕

的生產方式只是單純的為了生產滿足生活所需的糧食食物，因此在資源有限的環

境之下對於土地的利用，遊耕所強調的是一種能夠永續使用的概念。但橫貫公路

開通之後，因為過境旅客和平地市場的需求，促成了香菇產業的發展，經濟作物

（香菇）的生產逐漸地取代了糧食作物（小米、蕃薯、芋頭等）的生產。而橫貫

公路開通之後，南山部落所擁有的冷涼氣候與平地市場對夏季高冷蔬菜的需求，

造就了南山成為一個生產高冷蔬菜的專區。透過山地保留地政策對外界的開放，

新的技術與資金隨著入山尋求發展的平地漢人被帶入了部落社會，亦改變了部落

傳統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改變，形成了一種新的土地與勞力的利用方式，經

濟作物的生產模式讓土地與勞力的使用更為集約化，但同時也讓部落居民的經濟

水準大為提高，部落逐漸的邁入現代化的生活。 

然而，現代化之後的南山部落其經濟發展的模式似乎掩蓋住了在發展背後所

形成的種種問題，包括了因為經濟作物集約化生產方式所導致對土地與環境的破

壞；高冷蔬菜產銷制度分離所形成盤商對菜農勞動力的剝削，以及部落對平地經

濟市場的依賴；過度追求經濟發展所造成部落教育水準低落的問題；還有因為生

活型態的改變導致傳統文化的消逝。同時亦由於原住民部落長期處於台灣社會的

邊陲之地，相對於強勢的漢人群體，在各方面原本就顯的較為弱勢，於是當部落

被吸納進入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透過全盤接受現代化的經濟生產方

式，期望能夠因為經濟的增長而有階級流動的機會，但卻因為資本、技術和市場

通路皆被相對強勢的漢人所把持，這種不平等的關係，最終部落還是脫離不了對

平地核心社會的依賴關係。在這樣子的依賴關係底下，部落的發展呈現了一種「扭

曲式的發展」，經濟的增長成為了部落人發展的唯一目標，但卻也相對的付出了

許多的代價。部落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經濟增長等同於美好生活的圖像並不是

個句號，反而該是個問號。尤其是在現代化生活的催策下，透過與核心社會不平

等關係的連結，部落的資源一點一滴被抽取殆盡。 

近年來，台灣加入 WTO 之後，部落被納入到全世界的經濟體系中，原本賴以

維生的高冷蔬菜產業遭遇外來農產品的競爭，使的原本處於邊陲的情勢更顯的惡

劣。而為了因應台灣加入 WTO 之後對農業所造成的衝擊，政府積極的推動觀光產

業的發展，期望能夠藉由觀光產業的轉型化危機為轉機。由於台灣原住民皆位處

於山、海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因此非常適合發展以生態旅遊為主的生態觀光

模式，而阿里山達納伊谷的例子，更成為了其他原住民部落所仿效的對象。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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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部落觀光的風潮下，許多的原住民部落亦將觀光產業視為未來部落發展的方

向。長期以來台灣森林資源的經營管理權利都在政府的手中，因此對南山部落而

言，部落周圍雖然有檜木森林等自然資源，卻無發展的可能性。然而，1998 年

由環保團體為了抗議政府林業政策所發起的森林保護運動，卻因為提出設立國家

公園的訴求導致原住民的反彈，引發了一場原住民與環保團體之爭，還有對國家

公園政策的檢討。經過雙方良性的溝通與共識之後，結合了 2000 年政黨輪替，

簽署了「新夥伴關係」的新政府帶來的新政治氣氛，讓部份原住民團體更積極主

動的參與在籌設一座「與原住民存共榮的馬告國家公園」運動之中，意外的拉出

一條「部落發展」的議題。透過馬告國家公園共管機制的提出，以原住民為主體

的自然資源管理模式，成為部落發展的新契機。 

然而，馬告爭議作為一個部落發展的議題，在南山部落卻未獲得所有人的支

持，部落內部反而因為意見的不同，形成分裂的狀態。透過研究者多年來的實際

走訪部落發現，所謂部落內部正反馬告的分裂態勢，並不是如外界所解讀的：因

為雙方對馬告意見認知的不同而形成分裂。真正的分裂原因在於現代化的生活肢

解了傳統維繫部落社會組織運作的機制。這些現代化的肢解工具，包括：現代的

選舉政治和外來的宗教文化。在現代化的同化下，泰雅族傳統維繫部落和諧運作

的 GAGA 已不復見，而具有強烈規範意識的 UTUX 信仰，也被外來的宗教信仰所取

代，尤其是現代化注重個人現代性的思考模式，徹底的改變了傳統泰雅族同食共

祭的「共享」精神，轉而取代的卻是注重個人利益與發展的思考模式。被現代化

肢解之後的部落其所顯現的狀態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競爭的關係，還有派系與派

系之間的對立。而馬告國家公園的議題在部落內部形成分裂的事實正好呼應了這

種競爭與對立的狀態。馬告的議題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個派系之間爭奪部落發展

主導權的場域，以致於形成外界所思考的「馬告國家公園分裂了部落」的印象，

但事實卻非如此，因為在馬告議題還未出現之前，部落早已存在了分裂的因子。 

另一方面，現代化的經濟生產模式也是形成馬告在部落分裂的主要原因。透

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將部落從一個自給自足的傳統社會帶入了現代化的

經濟體系之內，貨幣經濟的生產交換關係改變了部落族人以往安份知足的生活。

高冷蔬菜產業的發展是南山部落資本主義深化的階段，其將部落帶進了一個極度

追求經濟利益的瘋狂世界，在資本主義式的思考邏輯與生活方式下，獲取極大化

的利潤成為了生產的唯一目標，經濟增長也成為了部落發展的唯一指標。而傳統

維繫部落和諧的機制，也就在這利益相互競逐的時代中消失了。這種對資本經濟

的追求態度同時也顯現在馬告的事件上。 

根據在部落中的觀察，部落的人對於馬告議題中所引發的「共管」與「自治」

的內涵並無太多的認知，部落居民所關注的焦點皆在於對部落產業的限制及發

展。因此，馬告之於部落的居民而言，不宜解讀為贊成馬告就是贊成「共管」，

而反馬告則是為了要「自治」。相反的，贊成馬告的居民只是單純的期待馬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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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的設立可以為部落帶來觀光產業的發展；反對馬告國家公園的設立則是害

怕國家公園設立之後，高冷蔬菜的產業將會受到限制。而居民所關注的馬告帶來

的發展與限制因素，亦成為了派系之間為了爭奪部落主導權所操弄的議題，最終

形成部落內部因馬告而分裂的現況。 

因此，無論是「共管」或「自治」的提法，對於南山部落的居民而言都並非

其關注的焦點。部落基層居民所關懷的重點在於，馬告國家公園能夠將他們帶到

什麼樣子的一個發展路途之上。尤其是在部落歷經現代化的過程之後，扭曲的發

展模式讓部落的體質越來越虛弱，以致於當南山面臨到馬告作為一個部落發展的

議題時，產生如此激烈的反應，這激烈的反應同時也顯現出一個部落在面臨轉型

之際，那種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矛盾困境。究其原因，形成部落此種矛盾困境的因

素有二： 

1. 部落在高冷蔬菜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已被深深的鑲嵌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體系之內，透過與平地市場生產關係的依賴連結，部落內部的資源（自然資

源、人力資源）被吸取殆盡，如此不平等的交換關係，讓部落陷入無窮的惡

性循環當中。為求生存，部落只能靠持續剝削自我的剩餘價值來換取生存所

需，亦直接將部落人牢牢的綁縛在土地上，形成了人對土地的依賴，於是當

國家公園的政策可能危及到土地時，激烈的反抗可想而知。然而，此種對土

地的死守策略，卻可能更加深化部落人對土地的依賴，反而限制了部落邊陲

與平地核心之間脫鉤的可能性，從而也忽略了部落尋求另類發展的進步性。 

2. 部落歷經現代化的洗禮，維繫部落規範的傳統文化早以消逝，取而代之的現

代文化價值觀讓部落趨近於解體的狀態。現代性重視個人私利追求的價值觀

取代了傳統以部落為主體的共享精神。如此的現象顯現在部落派系的對立與

人際之間的關係。因此當馬告可能成為一個具有觀光利益的發展想像時，某

部份的人在部落內部還未形成共識之前，就急於推動國家公園的設立，卻忽

略了部落的整全性。另一方面，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去推動馬告國家公園的設

立，亦有可能忽略了整個部落關於社會與環境面向的關懷，造成部落永續發

展的局限性。 

   探討南山部落的發展現況，我們清楚的看到了一個原住民部落在歷經五十年

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化的發展過程之後，如今部落因為即將遭遇到更廣大的全球市

場競爭，反而卻面臨了產業轉型的窘境，但是此種窘境在馬告的爭議中並未被看

見。透過現代政治力量與媒體的操作，相關馬告國家公園的議題被簡約的二分為

「共管」與「自治」兩種意見。雖然雙方都各自表示「共管」與「自治」其所強

調的是關於原住民主體性的確立，但實際上對於所謂的「共管」與「自治」的內

涵和討論，僅僅止於對原住民族未來發展圖像的想像。透過政治與媒體的操弄，

這個發展的想像被極盡浪漫與濫情的呈現出來，殊不知在這美好想像的背後；在

部落裡，部落居民真正面對的問題卻是環境被破壞、勞動力被剝削、教育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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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文化傳統消逝等問題，而這些部落所實際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光靠高談「共管」

或「自治」等口號就能夠改變。然而，無論是「共管」或者是「自治」，其最基

本的概念所涉及的卻是「怎麼做/管？」、「誰來做/管？」等基礎問題。 

原住民族亦或是部落的發展願景唯有透過草根（部落）務實的培力

（empowerment）與實踐（practice）才有其實現的基礎。否則關注原住民族群

的發展，無論是提出「共管」或「自治」的口號，都將淪為「知識的巨人，實踐

的侏儒」！部落的永續發展也必需仰賴部落自我的批判與覺醒，唯有如此，「共

管」與「自治」所追求族群平等的願景才有可能。立基於「共管」和「自治」討

論的馬告爭議對於部落而言是一個契機，透過不同意見的相互激盪，共同尋求磨

合的可能性，在這個過程中，部落的主體性也將一點一點的被建立起來。而永續

發展的部落，就從這裡開始！ 

馬告國家公園走了，如今雪霸國家公園又因管理範圍與南山的傳統領域有

所重疊，特別是跟櫻花鉤吻鮭的所在地七家灣溪的關連性，在某種程度上，南

山部落與雪霸的關係，有如唇齒，像肝膽一樣的缺一不可，但經過國家體制的

行政區劃之後(國家公園似乎著重於跟台中縣的關聯，而忽略了宜蘭縣！)，兩

者間就變得分歧與陌生了，但這種因體制而分割的事實並不會影響南山部落中

老年人經驗的鑿痕，依然還深深的印烙在他們腦海中，這無異是在提醒我們，

在做相關資源的分配時，不能獨漏南山部落，應將其與雪霸周邊各部落併同思

考，才不致造成傷害部落的遺珠之憾。 

 

二、環山部份 Sqoyaw 

中部橫貫公路通車後，引進溫帶落葉果，因種植水梨、蘋果等果樹為高經濟

價值作物，使環山部落在民國六十年代因水果而致富，產業型態也轉為溫帶落業

果樹經營。目前部落產業仍以種植梨樹和水蜜桃為主。但近年來，因水果開放進

口，加諸 921 地震後，中橫公路谷關至德基段中斷迄今尚未通行，致使大梨山地

區果農各項產業之成本提高，嚴重影響產業之發展，加上外地果農的競爭性日益

嚴重，致使部落產業收入明顯萎縮。 

環山部落目前主要種植水果品種有：水蜜桃、蜜蘋果、新世紀梨、蜜梨、新

興梨、雪梨和甜柿。某些還會留有被淘汰的品種如掬水梨(部落稱一號梨)，但數

量非常稀少。水蜜桃的採收期為七月，梨子因為品種極多，採收期從八月底到十

一、十二月都有。 

整年的工作來說，除採收的月份外，其他時間主要是進行剪枝、高接、灌肥、

除草、疏果和套袋等工作，其中蔬果和套袋需要大量人力，此時，各農戶也會找

工人來幫忙。工人主要還是以(鄰近)部落的族人為主，平地漢人或是花東一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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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會在此時或採收時到山上來找工作機會。 

環山部落雖然是原住民社區，但由於其經濟產業型態，使得經濟活動在部落

裡展現的是高度分工，以及市場導向的現代化資本樣貌： 

 

以工錢分工來看： 

農戶在農忙期請工人，套袋工錢為大袋一張 5-7 毛，小袋一張 4-5 毛，無分

性別，只論數量。大袋與小袋在套果時所花的時間和力氣也不一樣，因此工錢計

法也不同；在採收時期，男工一天一千二，女工一天一千。男工除採果外，還需

負擔較需體力的工作，如搬運。女工主要為採果、選果和包裝等需要較細心的工

作。 

 

以銷售制度多元來看： 

大梨山地區過去 60年代果園經營者除了包園收取租金外，水果可運銷至(給)

包青商、地方販運商、委託商、零售商、加工廠和消費者等。目前環山部落水果

銷售的管道變動不大，但因時空的變遷使得某些管道更為複雜，基本上大制可分

為包園、包青、地方販運商、委託商、直銷。 

包園是指向地主承租土地，租地後果園管理經營的費用和採收物賣出後的收

入都歸承租人，地主只負責租地及收取租金。在環山部落承租出去的土地多是原

住民保留地，承租人有漢人也有原住民，大多以 5~10 年期的方式承租。租金計

算方式是以地上物多寡來算。如部落族人 A1 向親戚承租一片約一甲地的梨園，

地上物約有一百多棵梨樹，但承租時果樹健康狀況不好，所以只以較低廉的十萬

租出，若是以果樹狀況良好的話，當時租金行情應該是二十萬左右。 

包青即俗稱的買斷，指果園經營者管理果樹至成熟後，以論株、論斤或是論

面積等方式賣斷給收購商，這些收購商有青果商、地方販售商或委託商。有些收

購商在買斷時，採收的工作會由收購商負責，果園經營者可省去人工的耗時。 

地方販運商在部落稱為「收貨的」或是「行口」，但有別都市的行口或水果

行，此指的地方販運商是會將收貨地點設在部落附近，並向臨近果園收購水果，

收購的方式是買斷的包青，還是分級裝箱則不一定。當販售商收購後(有些會再

經分級包裝)，會再將貨運至山下的販售點，如行口、水果行或是市場等等。 

委託商指的是在平地可直接面對零售商的中盤商，如水果行、行口、果菜市

場等。一般果園經營者自行採收分級後，有些直接用籮筐裝，有些會裝箱包裝再

雇用卡車運給中盤商，透過中盤商協助拍賣、議價賣出。其中除果菜市場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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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行和行口皆會收取許多雜費，如行仲費、代運金、代賣金等。果菜市場設有拍

賣員，屬公職，若將果實賣至果菜市場，不須收取手續費、仲介費等等，但拍賣

出的價格不見得比水果行或行口好。值得再提的是「冰庫」的角色，某些果園經

營者採收後，在未找到適合的販賣管道或是時機時，會先將裝箱的果實送進冰庫

冷藏，以待適合時機再賣出。冰庫會論件收取冷藏費，此外也會協助果園經營者

尋找適合的收購中盤商。 

直銷為近來販售比例越來越高的銷售管道，主要是消費者直接向果園經營者

訂購，一般訂購為包裝禮盒，少部份則是訂購中箱或大箱。相對於其他銷售方式，

直銷不論是在選果分級、包裝，以及額外包裝材，都需要更多的人工及成本，但

銷售的價格較其他銷售方式穫利更高。 

 

以包裝材來看5 

依照不同銷售管道，果實也會做不同的方式裝運，大略可分為用籮筐裝、裝

箱和包成禮盒。箱子分為中箱與大箱，其中還會再細分高度，以大箱來說還分為

117(公分)和 137(公分)，主要是因應不同等級大小的果實入箱子所需要的高度

而衍生出更精細的分類；禮盒的規格也有分 10 公分和 14公分，依照果實大小而

有不同高度選擇。此外，一般除了有公模板印制的禮盒外，也有農戶會訂製自己

果園的禮盒。 

果實採收後大小不一，會先做篩選的動作，經選果機依果實大小做分級，果

實的大小也會影響之後包裝材的選擇。包裝材主要有隔板、氣泡紙、case(保麗

龍盒)、蔬果網、塑膠袋等。 

保麗龍盒是保麗龍製可盛裝水果的盤形盒，由於保麗龍盒的大小固定，所以

果實越大，一個保麗龍盒能盛裝的果實數量越少。目前保麗龍盒的規格有 20、

18、15、12、10、9、8、6粒裝等等的，不同品種的果實，在農會都有特定重量

與其相對粒數的規格，以新世紀梨為例，10 粒裝每粒果實重約 9 兩上下(即

8.5~9.4 兩)。6 

蔬果網有三種顏色，白色、深粉紅色和黃色。依照品種不同套不同蔬果網以

突顯果實的外觀。如新世紀主要為白或黃色，蜜梨主要為黃色或深粉紅色，雪梨

同樣也為黃色或深粉紅色。蔬果網的長度有 4、5、6、7、8、14、16 不等，主要

用來包覆果實防止碰撞受傷，4-8 公分主要用來套較小的果實，像是 6-9 兩的果

                                                        
5
 此部份以新世紀梨所運用的包裝材來做討論。 

6 農會雖有粒數相對應的重量規定，但據部落族人 A1、A2 指出，許多販售者並不會提供這樣的

規格給消費者知道，因此某些會以11兩/8粒裝的標準規格方式收購，但實際是以6粒裝的方式

賣出，從中再賺取利潤。同時，他們也聲稱自己直銷的部份是以標準的粒數-重量規格賣出，絕

不偷斤減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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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14與 16 公分會先以人工將其對折，變成雙層網，再來套較大的果實，一般

10兩以上的果實用 14公分，14兩以上的果實用 16公分。 

整體來說，包裝材為因應市場導向的需求，而在規格上有很細致的分類讓農

戶依其意願及成本考量做選擇。但由於沒有制式規定，因此各農戶在選擇上都還

是會有些許不同，除了主要用途外，某些農戶在選擇上也會考慮到其附加可能

性。7  

一般果實都有套袋以防病蟲害，因此採收後的果實大部份外面仍包著果袋。

若使用籮筐為其裝運分式，指的是不拆果袋、不包裝直接裝在籮筐內；裝箱部份

可分為大箱和中箱，依照各農戶不同或收購商要求，果實裝進保麗龍盒前，有些

會將果實加上蔬果網或是塑膠袋。接著依序是一層果實、一層氣泡紙、一層隔板

疊成兩層或四層，最後再封箱，大箱可裝四層果實，中箱可裝兩層，這樣的賣法

主要是看委託商一箱賣出去的價錢是多少，而不是論斤賣。大箱還有另一種包裝

法，即不拆果袋，將同等級的果實整齊堆疊入箱子內，最後放上氣泡紙與隔板封

箱，這種包裝主要是論斤賣出；禮盒與裝箱的不同在於禮盒只有一層果實，但有

時會求送禮大方和漂亮，包裝上會有些技巧，例如擺置的一致性，或是加一層臘

紙做包裹，以及套完塑膠袋後有些會在扭緊讓果實看來更亮滑，有些還會再加上

貼紙等等。 

 

部落發展或競逐？ 

環山部落雖為原住民社區，但其經濟型態也是嵌於現代化社會中，並由資本

主義經濟做為其導向，影響整個溫帶落業果產業。在整個溫帶落葉果產銷過程

中，為獲得最大利潤，某些工作開始專業化、開始分工(如產、運、銷的分開及

銷售管道的開發)，這樣多元的選擇方式乃為了提高競爭力，以求在市場上求得

利潤。工作內容的分工、農戶銷售管道的多元選擇，以及包裝材使用的方式都突

顯資本主義中利潤追求、責任分工和市場供需導向特徵。 

大梨山地區溫帶落果產業由於過去歷史發展上制度的不完善，除了過去退輔

會經營制度完善較有秩序，長年以來體制外的榮民、原住民等所生產的產品在銷

售狀況上，因缺乏完善的制度，而相當凌亂。加上資本主義及自由市場競爭的影

響下，實際情形較上述更為複雜：在銷售狀況，一般農戶會希望將較大，外觀較

好的果實以禮盒、中箱價格較好的方式賣出，較小及果斑較多的則以論斤、買斷

的方式賣出。但有時天候對果實外觀、大小和品質的影響、收購商的購買意願、

市場拍賣的行情、委託商扣的手續費、大環境的物價上漲和農曆節日/氣的變動

                                                        
7受訪的部落族人 A1表示，蔬果網除了用來防止碰撞受傷，在長度的選擇上做些改變，可以讓

果實在包裝後顯得更大。如 9兩的新世紀梨他會以 14公分的雙層網來包裝，會讓果實顯得更

大，賣相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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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會讓銷售的情況更為複雜。例如近年來風災多，造成果實的果斑多，外觀

不好，造成盤商收購價格不高，有些農戶便以論斤的方式賣斷給包青商人，但依

包青商要求有些會是以籮筐裝運，有些則以大箱裝運；有些農戶為求好價格，會

提前採收賣出，或是裝箱包裝好運至不同的委託商，以求好價格。有些則會將果

實冰進冰庫等待時機，有些甚或為求日後與委託商的友好關係，在價格上不太要

求。近年許多農戶會想辦法讓自己的果實以較好的價格銷出，因此直銷這種降低

各層抽成的銷售方法在銷售比例也提高。不過銷售制度的複雜再加上收購方的多

重身份，如包青商人有時兼地方運銷商，委託商會自行上山來看貨、包青，行口

也會兼有冰庫，使得環山部落(大梨山地區)的產銷狀況更為凌亂。值得一提的

是，農忙期間果實品質的比較、私有財產(例如籮筐)的借用和銷售價格的競爭常

會造成部落族人間的關係緊張，是否會因此加深派系或家族間的不信任感則有待

深入了解。 

部落內部的複雜關係，若不經長時間的關係建立實難以了解之間的利害關

係：部落傳統社會組成，加上現代化的影響、公共行政系統和外來宗教組織的介

入等，造就現今部落內部組織傳統與現代兼具的多元性(林益仁與褚縈瑩，

2004)。加上部落的經濟活動極早便嵌入現代化社會的經濟型態，因此受到現代

化的極大影響。部落受到外來文化及社會變遷的影響，傳統文化快速地在消逝；

經濟市場及選舉政治的滲透下，思考模式趨向注重個人利益與發展(林益仁，

2007)，這種種情況極易造成部落成員間的不信任感、質疑及過度臆測加大。 

尤其目前部落充斥著不同的行政系統組織、多重外來資源的介入等等，進

行目的性的部落發展規劃極易影響部落裡權益關係人(stakeholder，或派系)的

權力消長，因此在沒有共同利益且部落不均質的前提下，外來者的介入是否會造

成部落更大的分裂，而無法在以部落為整體的共同發展下形成共識便是外來者需

謹慎考慮的。 

 

櫻花鉤吻鮭的保育 

有關於櫻花鉤吻鮭的保育，如附件的對話中所呈現。 

 

三、馬里光流域與基那吉流域 

（一）工作過程的觀察 

1.部落地圖 

當工作小組在各部落第一次推動繪製部落地圖的工作時，部落人都被如此有

情境的 Google Earth 軟體吸引，當我們以一個已經繪製好部落地圖的部落的經



雪霸國家公園鄰近地區（尖石、大同等）泰雅族口述歷史訪談暨部落發展規劃 期末報告 

 

134 
 

驗為例子，一一介紹了透過 Google Earth 軟體繪製的部落地圖能夠呈現什麼，

做些什麼事。部落說這樣的方式已經突破了過去學界已往只是透過一張大地圖跟

部落人繪製地圖的方式，而讓部落進一步有更多願意來繪製部落地圖。也說明

了，部落未來繪製部落地圖時 Google Earth 軟體將是繪製的部落地圖最方便好

用的工具。 

工作小組透過操作簡易的 Google Earth 軟體與部落一起繪製地圖。也發現

研究對象大多沒有繪製部落地圖的能力，甚至對部落地圖毫無知識與概念，只有

少部落有繪製地圖的能力。而且，大多的部落以為部落地圖是在地圖上繪製部落

的地理範圍。也因此，在繪製部落地圖上，Google Earth 軟體的操作主要由工

作小組執行。 

透過幾次的工作坊以及訪談工作，工作小組也發現，所有的部落非常期待自

己也能夠學習 Google Earth 軟體的操作，利於部落人能夠自己動手繪製部落地

圖。然而部落的意願雖然非常好、踴躍，但工作小組除了必須面臨活動經費的不

足以及人員的缺乏之外，也考量到部落沒有電腦可以操作的實際問題。因此，工

作小組在經費短缺與部落沒有電腦的情況下，實在無法推動 Google Earth 軟體

的教學。 

 

2.口述歷史訪談 

(1)根據部落的訪談資料顯示，部落間的遷移都有所不同。 

(2)從個人的訪談過程中，較多的是關心部落的發展與未來，甚至喜歡把過去的

殖民政府拿來與現在的政府比較。顯示了部落大多對國家政策的關心。 

(3)根據部落的訪談資料顯示，部落人目前認為國家政策必須與原住民的政策有

所區別，因為環境的不同、生活的不同、習俗的不同等，所以必須因應部落

自己的政策。 

 

3.雪霸國家公園 

大多數的部落人呼籲雪霸國家公園，不得長期任意的奪取屬於部落的土地，

必須尊重土地的主人。部落驚訝雪霸國家公園如此的舉動。原因國家公園從未如

此，遭部落質疑是否想做什麼。工作小組在協助部落繪製地圖、訪談後，部落非

常在意工作小組把整理好的資料拿走，而且非常嚴肅的要求工作小組在沒有部落

的同意之下不得把在部落採集的資料帶走，工作小組必須承諾把所有的資料，包

括部落地圖、口述歷史、訪談資料、照片、錄音、錄影等所有在部落採集的資料

留在部落，絕對不得把資料給雪霸國家公園，否則將受到 gaga 的處罰。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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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發現，活動推動的非常順利與圓滿，比原先預期的計畫還要好。但是大多的部

落人希望能夠長期舉辦類似的活動以利培力部落居民發展。 

 

（二）「Mriqwang‧Knazi 傳統領域守護聯盟」之參與觀察   

    在本研究的進行期間，司馬庫斯櫸木事件之後續發展在研究區域中亦同時進

行並產生變化，從部落之間的串連到「Mariqwang‧Knazi 傳統領域守護聯盟」

的誕生，此一區域的重大事件和它的後續發展，不僅，使得各部落重新審視與國

家之間在資源使用上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更促使各部落重新思考傳統規範的重要

性並進行相互的對話。目前聯盟所公布的「Mariqwang‧Knazi 傳統領域守護規

範」，是未來形成新的自然資源管理典範的契機，也考驗著國家的資源管理機關

是否願意調整其機關本位主義，建立與原住民族合作關係的決心。本研究之研究

人員在田野期間深深感受到此一區域的重大事件和它的後續發展對於未來原住

民族與國家公園之關係將有重大的影響，因此亦透過部分參與觀察的紀錄呈現其

過程，並探討其意義。 

 

1.司馬庫斯櫸木事件之後的部落串連的開始 

    2007 年 5 月 31 日司馬庫斯部落赴行政院就櫸木事件進行陳情之後，7 月 24

日司馬庫斯部落的代表到同屬 Mariqwang 群的烏來部落進行溝通，說明司馬庫斯

的櫸木事件的過程及馬里光傳統領域的認定。司馬庫斯的長老說明向 Urai 的長

老們說明司馬庫斯櫸木事件的來龍去脈，指出雖然風倒櫸木的地點離司馬庫斯的

部落有段距離，但還是在馬里光的 qyunan 的範圍內，部落會據理力爭，主張對

傳統領域的權利，並且對於過去其他馬里光的部落對司馬庫斯可能會有的誤會提

出解釋：有的部落會認為司馬庫斯不讓其他部落的人進去，其實是因為司馬庫斯

正在進行一項特定區域的保育計畫，所以要作必要的管制。司馬庫斯並沒有要把

這些土地佔為己有的意思，相反的，司馬庫斯希望和其他部落一起團結合作好好

的照顧祖先留下來的土地。與會的烏來部落長老紛紛說出自己所知道的

Mariqwang 的傳統領域的範圍，也表示希望司馬庫斯能繼續對其他部落說明以化

解過去的誤會。自此之後，Mariqwang 群部落長老逐漸串連，並對所有 Mariqwang

群部落共有、共享一個領域這個傳統予以肯認。 

 

2.公告「司馬庫斯傳統領域」協商 

    2007 年 5 月 31 日，行政院原民會、農委會、林務局、尖石鄉公所到司馬庫

斯部落，和部落進行公告「司馬庫斯傳統領域」的協商。會議在司馬庫斯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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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政府官員、部落代表，以及關心司馬庫斯櫸木事件的學者和社會團體皆到

場與會。司馬庫斯部落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在會議開始之後進行簡報，簡報中說明

司馬庫斯的部落組織、集體經營的經驗，還有對未來發展的期待，並陳述目前司

馬庫斯兒童教育資源不足的狀況。長老的簡報結束後，換成部落青年進行簡報。

部落青年開始用投影片展示部落過去進行生態調查、部落地圖繪製和社區活動的

紀錄照片。部落青年在簡報結束之前，特別展示部落族人進行森林巡守時所拍攝

到林務局所轄之林班地大片林木遭伐的照片，國家將泰雅族人趕出傳統領域，聲

稱該區域是國家所有，但國家所執行由上而下的資源管理的方式，卻顯然有極大

的漏洞和缺失之處。並展示了司馬庫斯部落內部討論出來的對於傳統領域「管理」

規則的草案內容，泰雅的語言裡，沒有管理土地這兩個字，而是認為人們要做的

應該是 mlahang hzial──照顧土地。在泰雅的生活中，一直有這些照顧土地的

gaga（規範），而此份草案內容是首次為了要讓政府瞭解泰雅族人的規範，首次

將它文字化，部落青年重申用泰雅族人自己的規範來照顧自己的土地將會比國家

集權式的管理有更好的效果。 

    會議進入公告傳統領域範圍的討論之後，林務局的代表提出一張未曾在之前

的協商中出現過的地圖，地圖上顯示的是林務局認為適合「開放」作為司馬庫斯

傳統領域的範圍，而這些範圍是環繞著司馬庫斯部落的零星林班地。包括來自

Mariqwang 的代表和與會的學者紛紛批判行政部門意圖公告「司馬庫斯傳統領

域」的作法，指陳這樣的作法將會造成馬里光群內部的危機，因為在泰雅族的概

念裡面，馬里光群是共享一個領域範圍的，所以根本應該是公告「馬里光群傳統

領域」，才是較為合適的作法。林務局的代表幾次重申只能開放部分林班地的意

見，但是由於部落青年的簡報帶給大部分與會人士的震撼，以及部落代表和學者

的強烈意見表達，主持會議的政務委員最後裁示作成公告「馬里光群傳統領域」

的決議。然而，學者們所更關心的尊重部落自己的規範進行傳統領域資源管理機

制討論的議題，卻因為會議時間已拖延太長，而未被討論。 

 

3.馬里光部落間的部落會議 

    2007 年 7 月 27 日，Mariqwang 部落群在石磊召開會議。這次的會議的目的

是由司馬庫斯的代表向其他馬里光部落說明公告傳統領域的最新發展，並請求馬

里光部落群的代表確認傳統領域的範圍。，Mariqwan 各部落代表的出席非常踴

躍許，幾個人口較多的部落都有代表參加，連較遠的宇老、馬美、李埔等部落的

代表都有出席。雖然都是在馬里光流域，屬於玉峰村的範圍，但從宇老、馬美、

李埔等地開車到石磊也要將近一小時的時間，他們的出席，顯示他們對這個議題

的重視，也顯示部落之間仍有一定的聯繫和重新動員能量。 

    在討論完公告傳統領域的最新發展，以及目前所畫出來的傳統領域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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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會議選出了六位未來和政府繼續協商傳統領域公告的代表，並且決議未來傳

統領域公告之後，馬里光各部落每年仍要持續開會，規劃傳統領域要如何使用。

各部落的代表並就 Mariqwang 未來的發展進行廣泛的意見交換。例如，出席的馬

美鄰長，特別提出目前很想在馬美作青少年的文化教育，因為雖然馬美就在李崠

山下，青少年們卻普遍不瞭解李崠山事件的歷史，加上馬美部落人口凋零，很需

要其他部落的支援來給馬美的青少年教育。來自李埔的代表提出了石門水庫水資

源回饋金的問題，獲得其他部落的代表很大的迴響，北區水資源局在年初撥了一

筆水資源回饋金給集水區的原住民鄉，尖石鄉公所經過代表會的討論後，決定將

回饋金分配給各村，並由各村自行討論這筆錢要用在哪些部落公共建設的項目。

各部落的代表似乎對於這樣的處理方式仍不太滿意，李埔的代表指出：「公共建

設本來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如果把錢拿去作公共建設，就不算回饋了」。各部

落的代表對於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所受的限制都有切身的感受，紛紛對這個議題

做出回應。其中，來自宇老的代表發言感謝司馬庫斯這段時間所做的努力，並說

道：「這個傳統領域，代表的是我們 Mariqwang 的精神，但是未來要注意的是如

果利益無法平衡分配就會出問題，各位長輩如果在做的是對我們的子孫後代有利

的事，我們這些做後輩的一定會跟隨。但我們要注意不要把貪字放在前面，否則

計畫得不到大多數人的認同的話，就會破滅。為了傳統領域，我們要拋棄過去的

心結，我相信，也和大家互相勉勵，只要堅持團結就有希望」。 

 

4.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 

就在 7 月 27 日於司馬庫斯召開協調會議，與會的人士普遍認為公告「馬里

光傳統領域」以成定局，接下應該是討論傳統領域的管理機制之後，行政院原民

會於 8 月 10 日在尖石鄉公所召開了一場「馬里光傳統領域」公告的說明會，希

望對於領域的範圍作最後的確認，沒想到這場說明會又為傳統領域公告帶來新的

變數。 

    當主席─原民會主委一宣布會議開始不久，泰岡部落的居民馬上接二連三的

發言反對公告「馬里光」傳統領域的計畫，其中一位泰岡的代表質疑：「公告馬

里光的傳統領域不就表示我們 Knazi 的人沒有權利去這個地方？你們這個傳統

領域怎麼劃的？也沒有事先詢問過我們」，發言的情況越來越火爆，主席已經無

法控制會議的進行。最後主席見情況沒有好轉，原本預計要進行討論的政府官員

和馬里光的代表以及尖石鄉的耆老完全沒有發言的餘地，忽然很快宣布散會，留

下一堆錯愕的政府官員和沈默不語的耆老。人們各自散去，在鄉公所門口，原民

會副主委非常不解的問：「之前調查傳統領域的範圍，真的沒有畫錯嗎？」。 

此次會議結束後司馬庫斯族人意識到必須跟泰岡的族人對話、協商，化解過

去的誤會。自此之後，關於公告傳統領域一事沈寂了將近兩個月。滿心希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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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領域公告首例的行政院原民會，私底下派員到泰岡等地進行協商，而司馬庫

斯向泰岡表示願意到泰岡作說明，但卻遭到拒絕，直到第二次再向泰岡表達前往

說明的誠意，才被接受。9 月下旬，Mariqwang 跟 Knazi 已經協調出一個「尖石

鄉後山傳統領域籌備委員會」。 

    10 月 17 日 Mariqwang 跟 Knazi 各部落代表召開開傳統領域的會議。會議中

主席表示在九月中旬原民會曾經邀請玉峰跟秀巒的代表到原民會開會，討論林務

局所提出的傳統領域林木採集作業要點，代表們對於要點有所質疑，但卻不知從

何說起，最後只好要求把這個要點帶回部落討論。對於作業要點的法律文字，部

落代表們經過幾度討論後，意識到此作業要點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仍然不脫森林法

的架構，完全不符合原基法中所歸還給原住民族的自然資源權利，並且解釋了我

所理解的森林法和原基法的差異。與會人士紛紛發言表示應該要求一個符合原基

法的作業要點，由於林務局版本的作業要點在部落代表的要求列了一條三個月內

進行修正的條文，最後會議轉向討論如何在修正的時候提出一個部落自己版本的

作業要點。就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主席接到一通原民會來電話，表示明天原

民會就要公告傳統領域範圍和作業要點，請各部落派代表穿傳統服裝出席記者

會。當天晚上，包括許多部落代表、關心的學者和社會團體對於原民會急著要做

出「業績」，把林務局版本硬塞給部落的作法感到生氣，有的族人表示政府這樣

的作法是欺騙，部落勢必將要求翻案。隔天原民會如期召開記者會，公告了「尖

石後山玉峰秀巒兩村傳統生活領域」，以及此傳統領域中的林木採集作業要點，

但由於族人普遍對於條文內容跟政府在過程中的作法不滿，當天並沒有後山代表

參加這場公告尖石鄉後山傳統領域的記者會。 

 

5.「Mriqwang‧Knazi 傳統領域守護聯盟」的誕生及其意義 

   在「尖石後山玉峰秀巒兩村傳統生活領域林木採集作業要點」公告之後，

Mariqwang 跟 Knazi 兩部落群的代表肯認了要 10月 17 日會議的決議，也就是各

部落要共同推出一個自己版本的傳統領域管理規則，代表們首先將「尖石鄉後山

傳統領域籌備委員會」正名為「Mriqwang‧Knazi 傳統領域守護聯盟」，並開始

研議將傳統的照顧土地的規範文字化的工作，經過三個月的努力，聯盟在 2008

年 1 月 16 日公告了「Mriqwang‧Knazi 傳統領域守護規範」（參見附錄），並行

文將此規範逐一發送到包括林務局、國家公園在內的政府資源管理機關。 

在現代國家還沒有出現之前，泰雅族人就是按照 gaga(規範)族就在作事，

而失去了對自己的規範的詮釋權，以及用這些規範來決定並管理自己的權利，也

是族人在現代國家中長期以來遭遇的許多問題的根源。雖然當前台灣社會對於多

元文化已有較以往更為尊重的態度，但對於原住民族自主治理的需求，似乎仍未

有足夠的認識。以土地、自然資源而言，過去像是「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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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家公園法」等法令完全箝制了原住民對於土地、自然資源的使用，而

晚近經過修法之後，則對於原住民文化性的自然資源使用作了某種程度的開放，

其背後的基本邏輯是：因為原住民的特殊性，因此一些原本適用於全體國民的限

制，可以作部份的「開放」。然而，對於泰雅族的部落而言，我們真正需要的，

不是開放限制，而是我們原本就有自己在使用、照顧土地的 gaga，這些 gaga 有

些地方的限制甚至比國家的法律還要嚴格，我們需要的是我們的 gaga 被承認，

而且在我們的傳統領域，國家也要尊重我們的 gaga 來做事。 

司馬庫斯櫸木事件及其後續發展，不僅對 Mariqwang 和 Knazi 兩個部落群有

重大的影響，在國家進行自然資源管理上的作法亦有極大的啟發，因為它至少具

有以下的幾層意義： 

首先，它挑戰了國家只要在版圖之內皆為同質的地理想像，它顯示了因為地

域上的、族群上的差異而存在的資源使用方式和價值規範的不同，也凸顯了國家

的力量並非可以毫無限制、無限延伸的事實，在國家鞭長莫及之處，應唯有妥善

的與在地原住民族合作，協力進行資源的共同管理，才能達到原住民與國家雙贏

的局面。 

再者，它突破了過去社會對於原住民爭取自然資源權力是為了在既有法令架

構下得到網開一面的特權的誤解。Mariqwang 和 Knazi 兩個部落群的族人透過自

己的努力，將自己的傳統規範文字化，是希望讓外界瞭解部落內部自有一套符合

在地的資源治理方式，且願意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自我的約束、規範，並在這樣

的規範下達成部落間的共同發展。 

更重要的是，它顯現了現代國家的管理科學和原住民知識之間的基本差異，

這些差異包括了現代國家領域觀中排他式的財產觀念和原住民知識中建立在關

係的基礎上的變動領域之間的差異，或是對於現代「管理」和原住民知識中「照

顧」的哲學在認識論上的差異，這些差異其實是可以為資源治理提供新的啟發，

為建立新的結合現代科學知識與原住民知識的資源管理新典範提供了可能性。 

未來，是否可以藉由跨文化的合作，調整國家與原住民族之關係，平衡國家

與原住民族利益，並為解決資源問題的有限能力挹注新的價值觀和知識，則端看

國家資源治理機關的誠意和決心。 

 

（三）「司庫及鎮西堡部落劃入國家公園」新聞事件之影響 

2007 年 12 月 14 日，聯合報一篇新聞中報導，根據雪霸國家公園管理局委

託的一份植物生態調查指出，新竹縣尖石鄉東南的司馬庫斯、鎮西堡等地因觀光

客與日俱增，對檜木林帶來生態壓力，並建議將此二泰雅族部落劃入雪霸國家公

園範圍，以保護生態之完整性。此報導見報幾天之後，逐漸在部落發酵，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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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間的紛紛議論和不滿。當週司馬庫斯部落的教會禮拜中，族人針對此一新聞

進行討論，原先本研究計畫和司馬庫斯部落族人議定即將進行的說明會，因此而

被拒絕，而研究人員同樣接到新光、鎮西堡部落的通知，要求取消計畫中的說明

會。許多族人認為這則新聞是雪霸國家公園意欲測試社會對於將司馬庫斯及鎮西

堡部落劃入雪霸國家公園的反應，而刻意釋放出來的新聞風向球。 

在 12 月 14 日之前，本研究之研究人員曾數度前往泰平部落拜訪，進行初步

的研究計畫說明，但泰平部落之長老對於國家公園並不信任，認為此研究背後隱

藏了國家公園未來徵收原住民土地的動機。12 月 14 日當天晚上，研究人員前往

泰平部落舉辦說明會，長老對於此一計畫由國家公園委託仍有所質疑，在 12 月

14 日上述新聞見報之後，似乎坐實了長老的顧忌，後續的工作坊之聯絡與籌備

因為更加困難而終止。 

司馬庫斯、新光、鎮西堡、泰平等部落在社會型態上彼此有所差異，司馬庫

斯、新光、鎮西堡因為部落組織運作強而有力，且早在數年前便已經在自力或是

與外界團體的合作下，累積了許多部落文史、生態資源、傳統領域調查的成果，

國家公園欲與其協力合作，更應該注意雙方的平等和信任關係，尤其是必須取得

部落之完全共識之後，方有合作的可能。而泰平部落因為人口較少，雖然並沒有

如司馬庫斯、新光、鎮西堡等有上軌道和積極運作的社區組織，但長老的意見在

部落仍極為重要。因為「司庫及鎮西堡部落劃入國家公園」新聞事件的影響，這

些部落對於雪霸國家公園是否在玩兩手策略，或是在利用本研究計畫為既定的目

的做準備，都頗有疑慮。 

此一新聞事件的影響，無論對於本計畫之研究人員，或是委託單位，應該都

是一個教訓。前述報導所指之檜木森林，是泰雅族原住民的傳統領域，且按照現

今的「Mriqwang‧Knazi 傳統領域守護規範」，它是十九個部落共享的範圍，未

來如何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等規定，結合相關

部落，形成區域整合的資源治理機制，使部落土地、自然資源權的行使發揮保育

上的意義，當是首要的考量，釋放錯誤的訊息、未經周延思考的政策意見，甚或

是僅對個別部落進行拉攏分化的作法，都應該避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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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事項 

一、第二次全區工作坊的過程 

 時間：2008/11/25 

 地點：南山部落長老教會 

 參與人數：20人 

 內容摘要： 

a.計畫執行工作報告 

石磊部落 

部落自然資源概述－ 

(a) 石磊部落農業發展受限於地形，地形較為崎嶇，平坦地形少，長期使用化學

肥料、農藥，土壤受到污染。 

(b) 現在有機農業推廣盛行，抬耀部落過去沒有經濟收入，有機農業引進之後開

始有轉好的情形。 

(c) 有機雞出現，自然農法開始推廣。有三戶在養雞，自然農法養雞的結果是沒

有臭味。石磊部落整體已經在遵行有機農業。每個禮拜六固定時間上課教導

農戶們更多自然農法理念與技術，也嘗試自製營養液等。 

(d) 部落的人表示政府部門在部落推動相關工作希望可以尊重部落的需要。 

(e) 部落現在嚴謹施行自然農法，目前的市場不是很穩定，規模也小，期待雪霸

國家公園可以推一把，幫個忙。部落推動有機農業期待有一個穩定的市場。 

 

鎮西堡 

(a) 這個計劃執行的主軸始終放在怎樣將祖先的 gaga 實踐在我們現在的生活、      

怎樣守護我們的傳統領域。 

(b) 曾有拍攝台灣水鹿紀錄片的劇組，在沒有先跟部落的人溝通就帶攝影團隊進

去拍攝，這對於部落而言是極為不尊重的事情。部落中檜木群是不允許搭棚

過夜，但是拍攝團隊卻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到裡面去工作，部落的人覺得不妥

當怎麼沒有先跟部落溝通就擅自進去，透過傳話希望他們先下山讓他們知道

部落的公約，不料劇組卻回應說：「這又不是你們的山」，口氣之差，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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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嚇一跳怎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導致爭執開始，最後愈吵愈兇，還動用了警

察。 

(c) 祖先的智慧運用在建築物上，泰雅族搭建的竹屋，其所用的竹子是有分公的

和母的，搭建房子必須將剖開的竹子一公一母的併在一起才會密合。 

(d) 工作小組會針對部正在進行的工程建，設例如崩塌地的改善、蓋水溝等，工

作小組會去觀察是否符合生態需要，還是加速生態的破壞，透過觀察與記錄

整理成報告，例如水道工程的施工方法，就會去觀察工程前、施工中、施工

後每個階段監督與做記錄，檢視這些工程建設到底是對部落好還是再帶來更

大的危害。 

 

抬耀部落 

(a) 抬耀部落只有 10幾戶，規模很小。 

(b) 部落語言逐漸流失，抬耀與石磊兩個部落相互扶持推動部落有機農業。 

 

石磊部落─羅恩加 

(a) 鎮西堡部落~檜木區、部落生態樣區。 

(b) 養老部落~霞羅古道，此地非常窮困，過去依賴霞羅古道賺取觀光收益，艾

莉風災破壞霞羅古道，從此部落經濟條件頓時衰退，原先回鄉的年輕人或是

外地人都紛紛出走了，留在部落的剩下老人家。 

(c) 耕種方式跟水土保持以及產值互為影響，要提高農作物的產量與品質，希望

與雪霸國家公園合作規劃。 

 

b.回應 

雪霸國家公園業務承辦人梁秀芸─ 

基於對於這個土地熱愛，部落可以帶著國家公園去做好共同管理這片土地。

過去國家公園給大家的印象是上對下，接著訂法來規範影響部落發展，現在國家

公園會希望可以與部落並肩合作相互學習與認識，期待藉由部落的智慧來引導國

家公園如何來看待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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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綜合意見交流 

南山部落─Masinkoyou 

    部落過去自給自足的生活相對照現在的生活都以新台幣交換所需，離不開新

台幣。地景變化也與過去有很大的差別。國際貿易協定，會破壞我們原有的產業

結構。 

南山部落─張金德理事長 

南山的產業因為梨山極負盛名，遊客從梨山下來經過南山順手買了南山的高

麗菜，卻誤報以為高麗菜都是梨山的，這對於難山部落產業頗有影響的。 

原住民想設置攤位大多不被允許，旅行社帶來觀光客源，但是卻不尊重部落主體

性，甚至解說導覽員不用部落的人而是自己帶。 

武陵農場的水果大都被廠商收購，部落自己行銷的能力很弱，而且議價的空

間小，往往被菜商吃的死死的。 

 

靜宜大學─林益仁老師 

信任度的建立，不是在會議上講講就會建立起來，彼此的信任關係建立需要

更多的管道，有了信任關係，不管是雪霸還是部落才能真正在有效的溝通上建立

共識。 

產業行銷的管道拓展，不單單只是在山上的問題，平地也一樣，我們部落的

產業很多元，這些將來如何變化如何改進，這些跟國家公園如何互動，這應該再

日後逐漸建立關係在針對問題一一處理。 

 

雪霸國家公園─梁秀芸 

市場經濟深深影響目前部落產業的發展，當外界力量衝到部落的時候，以互

利的觀點來看待土地，自然農法自是一種善待土地的方式。自然農法或許會是南

山部落未來面臨的重要課題。 

司馬庫斯的案例看起來成功看似對於農業的依賴性低，其實不然，長遠來看

我們要重視與土地的關係，對於未來產業的發展也才能有更好機會的發展。 

強調與土地的關係建立，部落產業維持下來也才有繼續與國家公園長期合作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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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部落─張金德理事長 

種植高冷蔬菜只是半年農業期，半年休耕，休耕期間沒有收入來源，即使有

短期的蔬菜種植，但是效益不大。我們想提個意見是我們可否在武陵農場設攤位

以度過休耕期增加收入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梁秀芸 

武陵農場是直屬退輔會所負責，雪霸國家公園沒有立場回答這問題。友善的

農業方式，將會使我們呈現的農產品與形象更加有力且具特色，也會與目前的農

業市場有區隔。 

 

靜宜大學─林益仁老師 

南山種植量大的高麗菜，我想問大家的是武陵農場可以幫助大家銷售能有多

少?全部的高麗菜都在武陵農場販賣能賣多少? 

 

南山部落─張金德理事長 

我是指休耕期到武陵農場設攤位，銷售當期的蔬果，尤其短期且量少的蔬菜。 

 

靜宜大學─林益仁老師 

退輔會的資源來自於國家，在馬告國家公園建置問題爭執不斷的情況下，退

撫會很快就做了轉型決定，蓋飯店，放棄傳統種菜了。 

我們應該可以想想怎樣在現在的條件上轉型或是升級，不是全部放棄種菜

了，而是我們的方式與理念也要改變。增強我們產業的競爭力，這是我們部落現

在要做的事情。簡單說我們要做升級的動作，種菜要升級、賣菜也要升級。我們

需要國家來幫助我們什麼，我們可否透過國家的資源協助我們條件升級，國家公

園、林務局、退輔會這些公部門與我們關係密切。 

 

雪霸國家公園─梁秀芸 

國家公園遊客中心人真的很多，你們去擺攤賣東西真的會有所幫助，但是牽

涉許多的問題，倒是要想如果以一個生態旅遊業的觀點，如何將遊客留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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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環山我們今年有有個案例，環山部落我們嘗試與當地部落的人合作一起規劃

生態旅遊遊程，遊程中含括環山的行程應該會有很大的效益進來，但是受到市場

經濟的關係，生態旅遊的發展似乎沒有受到青睞，環山部落居民正值農忙時，農

產業工作其實已經讓環山居民夠忙了，無力將武陵農場的遊客帶到環山，環山的

人其實沒有力氣再接遊客了。 

 

鎮西堡部落─林桂婕 

我們有想要嘗試建立一個解說中心，但是建設經費哪裡來?還有管理的問題

由誰來管理?誰來決定?解說中心的財產歸屬?解說中心應該還是由部落接手管理

負責才是。 

雪霸國家公園─梁秀芸 

國家公園無力再負擔多的人力，國家公園可以做的是剛開始時提供幫忙，規

劃解說中心，但是後續的規劃與管理應該還是由部落自己要接手做。遊客中心除

了提供遊玩訊息之外，一開始在遊客中心先跟遊客說明部落的公約，這樣可以讓

遊客對部落有初步的概念，也藉此可以相互尊重。部落要有共識，這一點非常重

要。 

 

抬耀部落─江文杰 

我們知道要求新求變，請問國家公園有沒有經費補助我們來做改變。 

 

石磊部落─羅恩加 

我們企圖串連部落的人力資源，想要朝向做自然農業的人，轉換耕種方式，

讓土地恢復到健康的狀態，生長出健康的農作物。 

建議國家公園不要只看新光鎮西堡，要看整體面的，常有聽到一些誰補助誰

多少錢，這樣的謠傳會讓部落的人很憤慨。我們都是同個族群，請看在我們是整

體的，有任何規劃想法或是資訊公開讓大家知道。設置解說站旅遊中心是大家的

意見，位置地點設在哪裡請聽我們的聲音。 

 

雪霸國家公園─梁秀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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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共同參與有共識的時候，最好有一個統一的窗口，讓我們的訊息互通

有無，也才能讓所有的意見充分被討論到。畢竟我們無法憑一點資訊就做決定，

但是個別來提意見無法讓事情有效的繼續往前走。是地方上共同關心與參與的事

情，請大家促成一個共識與發言窗口。 

 

南山國小─李文璋校長 

建議瓦旦的自然農法的執行策略可以給我們南山部落參考學習。有機肥肥份

不足又貴，我們這邊是我種下去的菜因為已確定中盤商會收購，菜價也談定，不

管市場價格波動如何，中盤商還是以談定的價格為主，沒得議價的空間，而且菜

商扣錢的技巧很多，惡意削價，我們並不清楚。 

 

二、馬里光、基那吉部落聯盟對雪霸國家公園的意見 

泰雅族馬里光、基那吉部落聯盟（96 年由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秀巒村居

民共同成立，並成為二村的代表）對雪霸國家公園計劃及管理的立場，泰雅爾族

世居在祖傳領土上，從未放棄守護、保管這塊土地的責任，我們為捍衛泰雅爾族

子孫的家園，堅決反對外來管理及開發對土地的傷害，因此以幾點重要聲明作為

部落的主權與意見： 

1. 要求檢討國家公園法侵害原住民族在地權利問題 

1.1 國家公園計劃性質未釐清－未朝向生物與文化多樣性及可持續發展理念 

1.2 排除在地原住民族決策及管理權即是惡法 

1.3 不當限制在地原住民族生存 

1.4 在地原住民族客體化 

2. 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2.1 雪霸國家公園範圍全區屬泰雅族傳統領域土地 

2.2 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 

2.3 未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調整執行、侵害原住民族權利 

2.4 國家公園發展計畫未經在地原住民族同意，不應通過與執行 

2.5 雪霸國家公園治理必須由政府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3. 檢討管理分區 

3.1 現行計劃區域暨分區管理規劃未經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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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區計畫以抽象原則由上而下劃分，缺乏經驗依據 

3.3 分區計畫缺乏在地參與之實況驗證及檢討 

3.4 缺乏在地知識及經驗觀點 

4. 檢討管理架構 

4.1 未設計在地決策及管理參與－共同經營管理制度 

4.2 未尊重人員進用及事業經營的在地優先權 

4.3 地方溝通及資源分配未尊重族群部落主體－易引發內部紛爭 

4.4 執行方式有待檢討－易扭曲目標或遭地方抗拒 

 

三、部落對學界／研究者的建議 

1. 要來作研究一定要取得部落同意 

2. 研究者（單位）必須事先告知部落、聯繫部落，之後再請研究者至部落進行

簡報工作，說明研究方向與目的、目標。 

3. 而研究者必須待部落開完會議後，取得部落同意之後方可進行研究工作。 

4. 研究者執行工作時務必遵守各部落的部落公約。 

5. 最後，研究者無論是撰寫論文、研究報告、專書都必須有一份完整的資料留

在部落，供部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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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附件一：有關於櫻花鉤吻鮭的部落認知訪談 

男聲 A：櫻花鉤吻鮭不能醃，怎麼用不行，牠只能說用鹽巴，真正的粗鹽喔 

男聲 E：用鹽哪！ 

男聲 D：我爸爸很多，太多了，吃不完就給牠剝開，完了以後我們再讓牠們烤火。

再再。沒有，我們再讓牠烤火，我們那邊竹編的東西，就擺在那邊給它晾乾，

它不能用......。 

男聲 D：我那個時候喔，我是在那個生活六年，完了以後，去讀書，讀國小，完

了以後，有時候，暑假喔，還去，還到那個那個武陵農場，我們那邊也在耕

嘛！種那個小米，小米很多種，還有玉米，還有豆類，還有馬鈴薯、地瓜都

有，也在那邊養豬養雞都有。 

男聲 E：你說的就是七家灣那裡？ 

男聲 D：七家灣在武陵溪，走那條就對了，都有，滿滿的！那個時候我們對魚不

喜歡，偶然會吃。 

男聲 F：因為太多了。 

男聲 C：櫻花鉤吻鮭是對女方的一個算是不禮貌。 

男聲 B：連三條就吃不下去了。 

男聲 F：那個東西不能當正餐。 

男聲 B：那個肉黏黏的，連三條就吃不下去了。 

男聲 D：吃不下去了。 

男聲 D：苦花你怎麼吃不會膩。 

男聲 E：苦花是真正的魚。 

男聲 D：真正的魚，對對，就是這樣。 

男聲 E：真正的魚嘛！ 

男聲 D：而且還可以怎麼樣呴？而且還可以煮，還可以煎。 

男聲 A：你說那個苦花，櫻花鉤吻鮭吃一餐，十天半個月人家不會想到，有一點

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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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D：我長大了以後自己體會到，苦花，我們高山錮魚這個，我們叫苦花嘛！

跟櫻花鉤吻鮭來講的話，我認為呴，我長大了以後，我認為苦花是土雞啦！ 

男聲 D：我說那個是外國人，為什麼？每個身體都有顏色，連那個眼球有沒有？ 

男聲 E：藍眼珠的。 

男聲 D：有黃的，有白的，有綠的，那是整個花紋，好像金髮美女一樣啊！外來

的，好像西洋人。但是高身錮魚，我是比喻就是說土雞，就是土雞。 

男聲 F：肉雞。 

女聲 B：洋雞。 

 

男聲 D：牠是金髮，牠是金髮，我們這個才是黑頭髮的！ 

男聲 B：對不對？以前為什麼，因為國寶魚多的時候你看，三條魚吃下去。為了

要後續民生問題，我們以前取得鹽巴沒有。 

男聲 B：先用烘乾。 

男聲 B：下次吃的時候沒有，拿來毒。 

男聲 B：魚乾，死掉的魚。 

男聲 A：在溪裡面可以有很多的非法取得，去拿這個櫻花鉤吻鮭跟苦花。我們山

裡面就有很多的石頭，我就可以毒死你啊，就是植物性的，你不一定要化學。

我爸爸就這樣講，他說你為什麼不去毒那個？那個他有喜歡在小溪啦！在草

裡面的，這種魚，櫻花鉤吻鮭小時候，我們去，那個不好吃。 

男聲 A：真正好吃就是我們苦花，我講的我可以負責。 

男聲 A：苦花可以三餐每一天都吃，可以吃，讓你吃一年。 

男聲 A：櫻花鉤吻鮭剛剛說過，吃一次，半個月絕對不會想到那個魚。 

女聲 A：剛剛講那個說用那個植物去毒那個魚，是什麼時候開始毒的？ 

男聲 A,B：以前有的。 

男聲 B：這邊拿就有。 

男聲 D：以前河邊就有啊！ 

男聲 A：我們沒有酒，沒有小米酒啊！就是一個很細的網，它是那個藤類編的，

編出來的，擣一擣，去毒。小溪，那個大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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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D：差不多七零年代的時候。 

男聲 D：那個一粒一粒圓圓的挑一挑，挑一挑，全部就擺在那個小溪有沒有，全

部三公里那個魚，連青蛙，連那個青蛙呴，這樣子。 

男聲 A：我有去弄，他那個是把那個藤，甚至還弄葉片呴，去那邊打一打，去弄

到我們小學後面那個，過濾網啊！ 

男聲 E：很有意思啊！就是說現在那個魚我們把它當成國寶，以前我們反而拿牠

跟苦花比。 

男聲 A：感覺就是有點失傳。 

男聲 A：現在最先進的人家就是用釣魚，那個是用全釣式的。他是全釣才過癮，

看那個東西，死了去撿，這個沒有什麼成就感。釣魚呴，釣魚是最有成就的。 

男聲 A：這個還有啊！已經沒有人在那邊，已經沒有人用這個東西。 

男聲 E：那你們都吃過嘛！ 

男聲 A：吃過。 

男聲 E：我喜歡吃那個(加拿大的海鮭)，我是沒吃過櫻花鉤吻鮭，如果有可能的

話。 

男聲 A：櫻花鉤吻鮭喔，剛剛大哥是講錯了一點。這個牠的肉，而且身體會有一

點紅紅的！是牠進入牠的產卵期，要產卵才會變色。牠已經變得牠要產卵會

便。一般就是照五個花，五個梅花，但是牠肥肥的，產卵的時候就有一點受

到陽光的感覺，好像有點粉紅粉紅感覺。 

男聲 E：我再講一下，因為我還沒吃過，但是因為吃過那個海裡面那個鮭魚，那

個也是粉紅色的肉，沙西米啊！牠吃起來很好吃。那加拿大那個原住民，他

們河流裡面也都是鮭魚，他們也是吃那個鮭魚耶！就是主要的是，他們的食

物這樣。那可是說，不一樣的族群，那個魚的口味真的不一樣呴！他們那個

鮭魚是重要的食物來源，蛋白質那來源這樣子。所以可能是那個，是不是加

拿大的原住民，沒有吃過苦花，如果他們吃過苦花，可能就放棄吃鮭魚了！ 

男聲 D：土雞啦！ 

男聲 A：有個學者在跟我談，跟我說啦！（11：52～12:23）（不清楚）。香魚就

是會吃魚苗，以後我就說我不講，我不敢去預測五年後。那香魚上去那裡？

我們錮魚上去雪霸把它吃光光，看看那個鮭魚還會剩幾條。 

男聲 E：但是體型上面那個香魚，比櫻花鉤吻鮭小很多，就是說小魚啦！小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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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E：小魚苗那個，這個應該沒有人救過吧！ 

 

男聲 A：櫻花鉤吻鮭為什麼偏偏在武陵農場？牠不下來？櫻花鉤吻鮭有區域性ㄋ

ㄟ！其實做大水牠會流下來，偶而會看到，做過大水以後會看到牠的蹤跡

啊！那個大雨我就常常不想講，我就去過我們那個橋，那裡苦花那麼大的！

過了三天五天以後，不見了！那我就在想牠可能回去了，慢慢走上去。 

男聲 A：後來我有再跟裡面聊過了！裡面死了很多，你知道嗎？原來櫻花鉤吻鮭。 

男聲 B：香魚喔！牠的體型頂多是這樣。鮭魚是大的，兩個類似，但是牠沒有牙

齒。牠們是吃蟲的，香魚也是吃蟲的，所以小魚苗，小苦花牠會吃，櫻花鉤

吻鮭也吃，牠有牙齒。但是苦花沒有牙齒不行，吃青苔的啦什麼，牠吃細的

牠沒有牙齒。就是鮭魚，櫻花勾吻鮭跟香魚牠有牙齒。但是鮭魚會吃小的魚，

牠們吃蟲的肉食。 

男聲 E：那你們以前老人家叫這個櫻花勾吻鮭的名字是怎麼叫的？ 

男聲 A,B：n’bang。 

男聲 E：n’bang。那 n’bang 是．．．？ 

男聲 B：所以說這都是祖先留下來的， 

男聲 D：那我們這個苦花是高山鮭魚，那個櫻花勾吻鮭叫做 n’bang。但是日本

人來的時候，叫瑪肆。那是日本的外來語。 

村長 A 隊長 B 羅 C 劉 D 老師 E YUKAN F 

男聲 D：所以說誤解日本人來放， 

男聲 E：這個說法也蠻普遍的。 

男聲 D：日本人的統稱就是鮭魚，日本人來的時候都在派出所，這邊有國小，勝

光那邊也有派出所，為什麼這邊我們可以種蘋果跟梨子呢？乾脆就帶它的苗

去耕種，每個派出所都有，勝光、還有我們環山，還有梨山，這附近幾個種

蘋果和梨子，所以說後面就種梨子。那其他就沒有種。 

男聲 E：那像你的祖父或是他們會不會想說這種魚，除了我們剛剛說，就是蟲就

對了！ 

男聲 D：就是蟲。 

男聲 E：你們真的很不喜歡這種魚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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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F：南山，南山部落也不是常吃，他一年才去煮一次，他也不是天天在吃的！

即便是很多這樣子，他也......。 

男聲 E：很多也不會去利用這樣子呴？ 

男聲 F：對，他一年才煮一次嘛！ 

男聲：這蠻有意思的！ 

男聲 B：有啦！我的爸爸他要很多，他的夥伴在這邊有沒有？他有時候不打獵，

他到底下我們的溪流，大屯溪這邊呴，就把這個石頭排好。兩天這撈下去滿

滿的！ 

男聲 B：而且最近，現在還很多。 

男聲 A：我講一個笑話給你們聽呴！我剛聽的。 

男聲 E：好。 

男聲 A：因為這個教授來講培力這個成果說明會。我是說，有人跟他講，用日本

話嘛！ 

男聲 E：大概是多久以前？ 

男聲 A：兩三年前。 

男聲 E：兩三年前。 

男聲 A：有學者，日本的學者。 

男聲 E：日本的學者。 

男聲 A：就在雪霸。 

男聲 A：在裡面上班，死掉的魚，你們魚都已經軟掉，我拿來吃，拿來煮，好不

好，他也是伙房人。 

男聲 A：不行，人家都有打抗生素。 

男聲 A：就是培養這個魚，花多少錢要花多少精神。 

男聲 E：為了就是說，讓牠存下來。 

男聲 A：他要取卵嘛！這個魚你要放進去。 

男聲 E：對對對。 

男聲 A：他覺得原住民比較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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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A：我們小時候就喜歡吃這個魚，給我好不好？謝謝啦！ 

男聲 D：牠是有吃掉。 

男聲 E：你看我們國家花了這麼多錢。 

男聲 A：花了，國家花了那麼多的錢在這邊啊！ 

男聲 E：生病要給牠打針什麼等等。 

男聲 A：很多都抗生素類，生病就不能吃，就不行。 

男聲 D：牠非自然的，死掉就死掉了。 

男聲 C：他沒有什麼概念。 

男聲 C：土生土長，牠用人工復育的！ 

男聲 A：人工育苗要取卵。 

男聲 E：對啊！ 

男聲：還有那個養殖場，那個要蓋起來。 

男聲 E：那個錢現在很難算，那那個櫻花鉤吻鮭圖案已經是兩千塊台幣了！你有

看過嗎？ 

男聲 E：假如說將來我們環山的人，到外面，到台北，到哪裡去。你說拿那個兩

千塊台幣，給那個人說，互相認識呴，你知道這是什麼？哇，這魚啊！ 

男聲 E：說櫻花鉤吻鮭，果然是那個地方，這個魚只有我們那裡有。你到美國去，

你到日本去，這個是台灣的錢幣兩千塊，這個魚我們，就是只有我們有。現

在這裡，所以環山很特別啊！ 

男聲 A：這個魚，在日本的山梨縣，好像也是透過海，牠也是回流。他就再在加

個水溝，那個魚太多了！這個魚，本身來講，牠很多名稱啦！他那個魚就打

開水溝進去看哪！觀賞用的。他第一個，排水溝，滿都是這個魚。 

男聲：不迴流，他那個是迴流型的。 

男聲 E：所以我說這真是一個謎耶！ 

男聲 E：那邊那個魚就跟我們很像。 

男聲 A：一樣的。 

男聲 E：那我們這邊就只有這裡有。所以才會我說，這個謎呀！就是說怎麼會，

就是只有這裡有？這樣子。以前的說法，我讀過那個學者的一些研究，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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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以前可能很多啦！就是大甲溪上來的這個，蘭陽溪上游。 

男聲 E：應該是，應該都有啦！這個支流可能都有。所以我現在就是要來問你們，

就是說，我們在部落裡面是不是老人家還有這種記憶？他們怎麼說？學者是

說，可能都有啦！包括到溪，都有。那可是後來，人的破壞，可能是，可能

是怎樣。牠就開始找啊找，找到，後來就剩七家灣溪有。不過，我覺得也有

問題啊！你說南湖溪，你說南湖溪那個地方，應該看起來，你說十七度 c

也應該有！也應該有那個環境啦！你說有沒有被破壞？也沒有被破壞。 

男聲 F：也沒有，當時是沒有。 

男聲 E：那那各種條件，我們現在根據那個，所有我們對櫻花鉤吻鮭的研究來看，

同樣都是應該有櫻花鉤吻鮭的地方，他應該都是會有櫻花鉤吻鮭。可是就是

沒有，那你，你們現在是抓去放，去放。 

男聲 B：最近。 

男聲 E：長的應該還不錯嘛！ 

男聲 B：到現在，幾次颱風呴，我們最近想去看，為什麼？水退了。 

男聲 E：對對。 

男聲 B：還去找，看看到底還有沒有？ 

男聲 E：啊！有沒有？ 

男聲 B：應該還有。 

男聲 E：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說法，這個說法說，後來因為破壞啦！什麼

等等的，魚就被侷限在七家灣溪這個說法，七家灣溪這個說法。 

男聲 B：沒有、沒有、沒有。 

男聲 E：這個說法好像也不是很有道理。因為你看看，南湖溪這邊應該是有魚的

地方，也沒有人破壞。但是沒有。 

男聲 D：南湖溪、吾耳溪這邊，但是，因為我們自己做都做過，我說專門毒魚啊！

那是三十年前，還沒有保護的，我們毒這邊就有，我們毒半條的那個沒有！

那個不是點去釣，一放下去，整個就是魚死光光，但是沒有看到一隻啊。 

男聲 E：你就是沒有看到櫻花鉤吻鮭嘛！ 

男聲 D：連鱒魚都沒有。 

男聲 B：之前那個油有勝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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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D有，有勝溪，有那個國寶魚。 

男聲 B：南湖溪也有，也有。 

男聲 E：有嗎？ 

男聲 B：有，有啊，之前我們也一樣，我們所有部落沒有，就像他講的一樣，一

起去啊！我還親自抓到兩條那麼大！ 

男聲 B：國寶魚，有，有！ 

男聲 D：南湖溪啊？ 

男聲 B：可是怎樣的一個環境，對不對？溫度也是。像現在油坑溪有沒有，受到

它的地形沒有，完全改變啦！環境都被破壞啦！ 

男聲 B：但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呢，南湖溪沒有受到污染。 

男聲 E：南湖溪沒有受到污染，可是那邊的魚群怎麼不見了？ 

男聲 B：就因為，就像說，越上去的地方，它的溫度是怎樣？可能是越上面，上

面不太適合是怎麼樣？那之前我們抓牠的時候。 

男聲 E：你的印象，你在南湖溪抓到魚的印象應該是？應該是幾年前？三四年

前？ 

男聲 B：差不多。 

男聲 E：三十嘛！ 

男聲 E：所以我們這樣子推嘛！ 

男聲 B：對。 

男聲 E：三十年前，南湖溪還有這個魚嘛！ 

男聲 B：對！ 

男聲 E：可是在這個三十年內，南湖溪沒有受到破壞，可是魚怎麼會沒有了？ 

男聲 B：苦花有。 

男聲 E：對不對？ 

男聲 B：高山錮魚有，我們是，這樣啊！ 

男聲 B：所以牠的適合生存的環境是有限制的！上面，太上面的話，可能，不知

道怎麼搞的！不適合，還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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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B：以前我們抓的地方在，就在那個，種菜，那個底下。 

男聲 A：那個分佈其實說人家都搞錯了！合歡溪也有這個魚，也有櫻花鉤吻鮭，

早期。 

男聲 B：合歡溪也有，那個一點點。 

男聲 A：四界蘭溪為什麼要放流，放魚呢？它是最裡面的，小雪山下，山脈下的，

那個都是小溪，它不在主流ㄋㄟ！主流很少。牠會在那個野溪裡面，牠就是

剛大哥講的是，越野生的地方，牠就會去跳，去吃，樹上的蟲啊！所以他剛

講的比例是說。 

男聲 A：我們古時候，這個是蟲。蟲的意思，牠就會跳！跳躍就是很，小野溪，

牠就會在裡面，櫻花鉤吻鮭其實在裡面，就是跳！就是吃裡面的蟲，這個魚

絕對是。 

男聲 D：小蛾啊！ 

男聲 D：牠那個小的飛蛾喔！ 

男聲 A：你們搞錯了！櫻花鉤吻鮭最小，我印象最深的。 

男聲 A：最多像是我們這個武陵農場，武陵農場真的很多溪ㄋㄟ！ 

男聲 D：一個小瀑布一樣。 

男聲 A：有沒有？桃山瀑布下來的溪，桃山裡面的瀑布，留下來的小溪，平泉山

流出來有沒有？ 

男聲 D：牠會咬那個尾巴。 

男聲 A：牠就是在那邊，牠不一定在武陵農場。你看的那個是主流，當然是很大

眾是在。其實喔，牠真正的產卵是在那個，越沼澤的感覺，越陰森的地方，

林子裡，我覺得就是這樣子，林子的地方，牠就在那邊。 

男聲 A：櫻花鉤吻鮭是在那邊？ 

男聲 B：合歡溪以前有沒有？ 

男聲 A：有！ 

男聲 B：為什麼會有？你知道嗎？當然牠真正的是在七家灣溪沒有錯。每次碰到

水災以後，有沒有？就會下來。下來了以後，有沒有？就在這邊啊！」 

男聲 A：以前沒有攔砂壩，以前沒有攔砂壩。 

男聲 B：那合歡溪，它交會的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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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A：大甲溪這裡。 

男聲 B：主流嘛！ 

男聲 B：南湖溪是交會在那個 

男聲 A：清泉橋那邊。 

男聲 B：所以說你看，同樣的溫度，同樣的環境啊！那這個溪是有發現過？ 

男聲 B：那天在那個合歡溪啊！一天的面貌，完全變化比較快。那個是因為人家

上來開發了以後，有沒有。它天然環境就被破壞，這樣。而且最近這個土石

流， 

男聲 B：你的判斷是正確的。 

男聲 B：那合歡溪那個？ 

男聲 A：最多是在我們這邊。 

男聲：B在平等部落，就是在合歡山下雪那個地方，那個一條溪，不是有一個橋

嗎？就是那條有，但是主流往那個大禹嶺那邊，那邊就沒有了！ 

男聲 A：那個水溫，應該水溫，還有水質。可能不喜歡吃裡面那個，比如說浮游

動物啦！可能比較少？但最多是這邊， 

男聲 D：還有我哥哥，我的大哥，我的大哥，他們也到這條溪去，去弄那個不清

楚）。有啊，以前好像我們半個火柴盒啊！一個禮拜搖啊搖。還有那邊，在

縫裡面，一看到有地方，以前那個老的火柴盒。所以說，那邊就沒有。就是

說可能那個地方，水質可能就有太多的礦物粉，就不喜歡。當然也遊走到某

一個地段，頑皮啊！就幾隻魚，可能有。但是，你去找他，完全也沒有。 

男聲 D：武陵農場，有就是有。就是那個七家灣，再來四界蘭溪。四界蘭溪是八

七。 

男聲 B：八七水災。 

男聲 B：那個時候完全全部沖的面目全非，真的，幾乎要光光了，還留一點點。 

男聲 B：往那邊丟，一直在放生。但是啊！還沒有完全絕跡。還有，也是還有。

那個還有的話，那個時候還沒有放的，一看，又來了。 

男聲 E：那個我在想，我們有機會像這樣子來說那個魚的事情。你們想說我們部

落裡的人，能講到他小時候，或是他對這個魚的經驗的人，會不會很多？ 

男聲 D：老人家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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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E：你看過，你也用過。 

男聲 A：應該講三十幾。 

男聲 D：你的年齡應該看過櫻花鉤吻鮭。 

男聲：乾淨的水。 

男聲 A：那個簡易自來水的溪。 

男聲 E：我為什麼要這樣提議，為什麼要這樣提議？就是說，因為說，目前，就

是那個，大概就是跟部落那個有關係那就是說我們有機會在外面跟人家互動

什麼，介紹。，因為這個魚，因為現在雪霸國家公園，因為國家的法律上，

就變成大家都知道，牠已經變成錢幣嘛！那兩千塊啊！它那個意義對我們部

落而言，那個是我們來介紹自己的一個很重要，其實蠻重要的一個東西。可

是現在就是說，缺乏的是說，部落的人並不常在講牠啦！反而變成說日本的

學者在講牠嘛！ 

男聲 E：你們部落有沒有人有，有這個去養牠的經驗？ 

男聲 B：不好養，沒辦法養，因為它的溫度。 

男聲 E：他那個養殖場，他那個在七家灣溪旁邊，不是就有一個養殖場？ 

男聲 B：對呀！ 

男聲 B：養活就可以，養不活。 

男聲 A：我就好好養你。 

男聲 E：沒關係，你知道嗎？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啦！國家在做的事情。 

男聲 A：你在護魚，再怎麼樣。 

男聲 E：有錄音我也沒有關係啦！我也講啦！就是說，真的真的！就是說，這個

國家。 

男聲 E：沒關係，沒關係。 

男聲 E：這個國家，他現在那麼重視這個魚。 

男聲 A：對啊！花那麼多錢！ 

男聲 E：花那麼多錢嘛！ 

男聲 A：對呀！ 

男聲 E：有一群人他們，他們即使祖先跟這個魚就是有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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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E：他知道啊，就是這個故事。 

男聲 E：日本人什麼。 

男聲 E：來研究研究。 

男聲 E：你知道櫻花鉤吻鮭，到現在為止，產生多少， 

男聲 E；花了很多錢哪！ 

男聲 E：但是從這裡面也產生了好多的博士，就研究這個魚。 

男聲 F：對啊！ 

男聲 E：還有碩士，那就更不要講。 

男聲 F：太多了！ 

男聲 E：啊，但是呢，這個魚還是很危險哪！啊，所以這個呢！就是這個本末倒

置嘛！應該是說，那，那個比較近的那些人，本來就有認識這個魚的！那你

就讓他們比較多參與嘛！比較多參與。你把它弄得說，他現在開始覺得很

氣，去死好了，這樣子，那這個國家在做的事情，不是很奇怪嗎？想起來不

是很奇怪嗎？ 

男聲 A：就你講的一樣。我們這個魚，泰雅族，我講嘛！你像山羌啦！！常鬃山

羊嘛！櫻花鉤吻鮭，到我現在已經是半百以上的人了！絕種了嗎？沒有！絕

種了沒有？真的沒有。長鬃山羊，這個泰雅族喔！真的最瞭解這個魚，被拿

掉，我剛不是在講的一句話，我們前輩喔！還會用樹籐喔，去把你毒，釣那

一小區的，主流的部分，都不會去動啦！去當蛋白質的補充嘛！就是我們肉

類、肉品的來源，那給你說毒光光，沒有，不可能。 

男聲 A：那個教授，連長鬃山羊每天就是，你偏偏每天就是國家公園，拿一根蘭

花啊！就在那邊限制原住民，就是跟你抗衡，試試看，怎麼樣！ 

男聲 E：雪霸這個。 

男聲 A：這個不是雪霸他們是用錯方向，而且就是說我最近還發現到，以前針對

那個老主委，瓦歷斯貝林的那個看法，可以去打獵嘛，可以去做個土槍。 

男聲 A：這個泰雅族是。 

男聲 E：每個原住民不是只有泰雅族啦！你去開放給他一個時間，開放他，只有

原住民才懂得去管理這個生態的平衡，是我們最瞭解。不是你學者瞭解。 

男聲 A：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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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A：我敢講這句話。 

男聲 E：現在這個反省喔，是開始出現啦！ 

男聲 A：出現了。 

男聲 E：就是說像譬如說，我們在大學教書我們做研究，我們學者也有不一樣的

意見。有一些，有一些學者，你講的話，是聽的懂的，而且願意接受的，是

願意接受的。所以現在就是在大學裡面在研究這個部分，大家在辯論，就是

說，對對對對。那以前是連講都不要講。那就是說這個話，是不想聽。但是

現在在學界裡面，就是已經開始是這樣了。慢慢慢慢，因為這樣的一個潮流

出來的時候，我就會覺得說，欸，那部落的心態，這本來就是隱藏在心裡面，

不願意講的話啦！這個不願講的話，其實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有道理。可是

國家以前不喜歡聽哪！其實。 

男聲 A：運用某某學者的看法。 

男聲 E：對。 

男聲 A：可能是這樣子比較好。 

男聲 E：對。那現在如果說，我跟你們講說，欸！現在沒有嘛！現在其實我，就

我所知道，我會支持你的看法，支持你們的看法。啊，像我這樣的學者，也

不少啦！不是所有學者，喔，都是你講，反正你不行，不行這樣喔！不是，

不是所有學者都這樣。現在已經說我覺得可能都一半一半了，一半一半。那

一半的時候，我說回到你們部落的發展來思考，因為假如盧村長你所說，大

家還是覺得說，那個魚不要碰。如果大家心態都是這樣，那個國家公園管，

就不要碰，因為他以前就是這樣的態度對你們這樣子。我有時會覺得有點可

惜啦！因為那個就是我們可以對外去，來說我們是什麼樣子的部落，我們是

什麼樣的族群的一個，一個很重要的媒介嘛！喔，那就是我們，你到哪裡去

找一個東西說，拿兩千塊出來說，裡面這個魚就由我們部落，旁邊才有。 

男聲 A：對。 

男聲 E：你要拿什麼東西說。 

男聲 A：太多了。 

男聲 E：全國有這麼多原住民部落，然後你可以有這麼好的機會說，欸！拿出來，

兩千塊，反正你說，對不起，我這個，我這個，是所有。 

男聲 E：我們部落有。 

男聲 D：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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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E：那是說，會不會是我們部落一個機會，我不知道，就是說，我們可以想

一想，我們可以想一想嘛！你現在去想的時候，欸，我剛那個給你們講魚的

故事就很有趣啊！所以我才會問說，那部落是不是還有老人家，他搞不好知

道的比我們今天講的更多。啊，那是什麼？我們把它整理起來，整理起來。

那這本書，這個資料，這個就是我們，就很好去介紹我們部落。 

男聲 E：剛村長講，每家一戶。 

男聲 A：養一個就好，保護牠。 

男聲 E：對啦！這個也有道理。 

男聲 D：就是說希望他以前有的地方，就是用護魚的方式，希望我們的後代，還

可以延續看得到。但是如果，不做來講的話，也不會感覺差別。還是在七家

灣溪，還是躺在那邊。但是，躺在那邊並不是死掉。就是說既然這個政府已

經花將近人力、物力來講，希望更多一點，甚至於還要更好的保護。不要說

哪一年，甚至全部連一條都沒有！那個兩千塊新台幣，我跟你講，我給你畫。 

男聲 E：真的，野外看不到啦！ 

男聲 A：教授你去，不妨去，這個我都是口述你們聽到的呴。就是以前真的牠這

個魚，回流，回流到大海，當它有一個青山壩，谷關壩，電廠啊！現在更不

用講，現，以前是水庫，德基已經不用講，那就是我們所謂的陸封性。 

男聲 E：回不去了。 

男聲 A：回不去了！ 

男聲 B：教授。 

男聲 D：到底，在場的，我從小，櫻花鉤吻鮭。 

男聲 D：我爸爸就在武陵農場那邊。 

男聲 D：七家灣。 

男聲 D：餵一餵，餵到十幾年可能我也沒什麼。 

男聲 C：吃的蟲，對不對？ 

男聲 A：我開玩笑。 

男聲 A：你不要胡說八道在這邊。 

男聲 D：如果也有營養。 

男聲 A：那個七家灣溪，下游這邊，二分之一是你的啦！二分之一是我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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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邊釣到算我的魚。 

男聲 F：剛剛講說，那個是因為德基水庫蓋了以後。 

男聲 A：沒有沒有，青山水庫。 

男聲 D：青山壩。 

男聲 F：那如果 A講的是它如果可以證明的話，就表示說那個，陸封型那個名詞

就要改掉。 

男聲 E：現在有個說法是這樣，我看文獻的。牠這個其實說很難證實啦！太久遠

了。因為台灣，差不多一兩萬年前，一兩萬年前，那個冰河時期那個，海水

面有下降，啊，冷。冷，海水面下降，那個魚游游游游，牠可以一直游，游

到這裡來。後來這個冰河退了以後，退了以後，它就開始溫暖啦！這個魚就

開始往上面游啦！因為牠喜歡冷的地方嘛！牠會往上面游。 

男聲 E：有喔！說不。所以我說就是要聽聽看，就是說，因為我是聽說有這樣。

而且這種說日本人帶來的這個說法，也有一些合理地方就是說。； 

男聲 E：所以你看看那個，梨子啊！什麼東西就從我們這邊開始種啊！等等這

些，他有引進來一些品種這個。那我是在想，如果他也很早就發現，現在那

個我們有的最早有的櫻花鉤吻鮭的文獻，指出來，日本人指出來的嘛！日本

人他發現這個魚這樣。他說[00:53:38.38]（眾人討論），說，他其實已經有

那個日本時代已經把牠叫做一個天然物，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在這裡，已經有

這個文獻。就是說，換句話說，那也有可能啊！就是說這兩種魚太近了，跟

日本人。會不會說日本人就。 

[00:54:01.04]（討論） 

男聲 E：那我們就出名了，我跟你講，我跟你講，那我們就出名了！ 

男聲 A：那你還是要到那個張秀美家，這個當時這個櫻花鉤吻鮭，這個魚，多多

你知道。當時我們原住民不是有男孩子背的那個[00:54:23.30]（泰雅語），

用那個去獵，那個泰雅族的那個[00:54:29.13]（泰雅語），背的那個就有一

個網。網形編的，就是擺在牠那個跳下來，就在那邊等著牠，牠這個會跳，

這個魚，牠很會跳，就跳在那個小瀑布的感覺。牠就在那邊沒有魚肉，就是

一條兩條，他就是用這種釣法。現在還用箭去射。你去看看，你就到張秀美

那邊，像這樣還在。這個是我們曾曾祖父啦！曾曾祖父啦！曾祖父提的，就

是剛剛好就是跟日本人在一起的。 

男聲：對。 

男聲 A：你說日本人放的，你去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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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E：其實不管怎麼樣，我覺得，因為我們現在是這樣一個科學的態度來看這

個事情。 

男聲 E：對呀！我知道，所以我就是我說，就是跟你們求證一下。 

男聲 E：講到後來說，就是我們[00:55:27.45]（討論），冰河的這些理由什麼的！

或者是說日本人來放的，或怎麼樣？反正最後要能求證的一個重要來源，還

是我們部落的人啦！那你說這個，我說非常的重要[00:55:48.20]（討論）。

我說。 

男聲 A：亂講話。 

男聲 C：也有這種可能啦！ 

男聲 A：到底大陸往東往西的。 

男聲 E：確定是沒有。 

男聲 A：沒有。 

男聲 E：對呀！ 

男聲 E：所以呀！聽說只有大甲溪，大甲溪真的。 

男聲 A：從大甲溪出水口，入海口。 

男聲 E：現在這個理論有兩個，一個理論說從蘭陽溪上來，。 

男聲：蘭陽溪不會。 

男聲 E：有一個說從大甲溪上來。 

男聲：對。 

男聲：B沒有，蘭陽溪那個，以前那個冰河。[00:56:28.36]（討論） 

男聲 E：中國大陸在這邊，台灣在這邊嘛！蘭陽溪是東邊，大甲溪是西邊嘛！ 

男聲：對對對。 

男聲 E：那上面是日本嘛，魚這樣子游嘛！魚這樣子游嘛！這樣游啊！牠可能是

從西邊這樣子大甲溪上來的。那有人說，沒有，大甲溪搞不好更難上來，是

蘭陽溪，跑跑跑跑，跑到南山。然後再跑，後來就，退了就回不去了！ 

男聲 E：也有一種說法。 

男聲 B：也有可能，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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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E：那個人說，那如果說牠游游游，從台灣海峽那邊游，游到大甲溪，牠不

會從中國那邊也游進去嗎？那為什麼中國那邊沒有？ 

男聲 B：也有。 

男聲 B：加拿大、英國。 

男聲 B：加拿大。 

男聲 E：加拿大。 

男聲 E：中國有嗎？ 

男聲 B：韓國。 

男聲 B：在日本好像，美國，中國大陸沒有。 

男聲 E：中國大陸有嗎？ 

男聲 B：我不曉得，中國大陸。 

男聲 F：台灣櫻花鉤吻鮭，尊貴的就是說在北回歸線台灣這邊。 

男聲 B：美國、加拿大 

男聲 D：有類似日本的這個，那個環境，牠就長在這個地方。你看我們那個奇異

果，彌猴桃，我們最近才有進口嘛！那我們是猴子吃那個小。彌猴桃到處也，

所以說，這個是但是也有溫帶的。 

男聲 B：不管我們看照片，還是六十年的事情，七十年，這個魚。我們的曾祖父，

比我們早生存一百年嘛！距離現在變兩百年嘛！這兩百年以前，這個魚還是

在這邊。 

男聲 C：其實有。 

男聲 B：不可能說日本人放的。這個兩百年以前台灣，還沒有真的開發。 

男聲 E：當然。 

男聲 B：那魚早就在這裡生存了，這是一個歷史因素啊。這個我們現在看日本那

個，最早七十年的事情，對不對？玩來玩去，還是在七八十年那個，這一段。

那我們曾祖父是已經前面推出去，是一百年以前，就已經生長在台灣。所以

說他們已經有，有談到說，魚啊。還有一個我媽媽小的時候可能就讀國小二

年級，日本教育，日本老師在交。他們就在上面，那個。我媽媽就講，來兩

個高個子。因為那時候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感覺是，好像很難統治，不怎麼好

統治。軍事專家，兩個高個子，藍眼睛。後來他就講一句話，不要派日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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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男聲 A：把水庫，當然是這個各有利弊嘛！青山壩、德基水庫，當然你不是。那

這個已經人為了嘛！我要去做台電，那已經回不去了嘛！你現在這個魚在那

邊，養來養去，當然是變了。搞不好，已經不像櫻花鉤吻鮭 

男聲 C：我們要去台北抗議一下。 

男聲 E：你這樣一講，我真的是覺得說。 

男聲 A：真的沒有人喜歡。 

男聲：我也是。 

男聲 B：那個櫻花鉤吻鮭，[01:05:29.32]（不清楚），大家都去問怎麼樣也不行。

你用醃的也不行。 

男聲 A：櫻花鉤吻鮭。 

男聲 A：這個鮭魚肉你吃。 

男聲 A：那我們都在講，苦花不一樣喔！牠每天吃一吃都不會很厭。這個魚的肉

質，蛋白質的來源，他們還是注重在櫻花鉤吻鮭。 

男聲 A：那個苦花。 

男聲 A：櫻花鉤吻鮭，十天半個月你不想吃。 

男聲 B：你說你們外來的廚師，穿白色的那個，外面進來那個，我們都是。 

男聲 B：日本人為什麼那麼親愛台灣，就是台灣有沒有他的[01:06:48.85]（不

清楚）太好了。[01:06:50.14]（不清楚）。 

男聲 B：[01:06:55.38]（不清楚）可以用到它。 

男聲 B：但是日本人。 

男聲 B：那個是我們裝潢的那個三合板有沒有，才用檜木皮刨一刨，貼上去那個，

也是日本人那邊。 

男聲 B：現在來台灣有沒有？我那個砍資源，我就砍嘛！對不對？這又不是我的

家嘛！是台灣人也是有這樣有一點不鳴之冤。這也是難免，對不對？可是我

們也不能怪啊！連帶的今天我們社區好了！就像是我們永遠[01:09:18.62]

（不清楚）。我們沒有領悟到，這是我們的不幸，對不對？現在我們的走向

就是我們想辦法，對不對？做一個契合。對不對？跟雪霸做一個契合。如果

那你今天，今天一個反對反對的，我看哪！最倒楣就是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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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A：動不動，我就很不滿這個。 

男聲 E：我相信。 

男聲 E：就是說過去的呴，要去保護這些魚啊！保護森林啊，等等這些作法，現

在也都是在檢討啦！就是說學界在裡面在講，就是說過去保護的方式，不是

太合適啦！你把那個在旁邊的那些部落，那些人，你把他隔絕起來。然後你

又然後你又[01:11:24.65]（不清楚），養狗啦！[01:11:29.60]（眾人）結

果。 

男聲：太多了呴。 

男聲：人家講這個復育。 

男聲：這個魚呴！ 

男聲：櫻花鉤吻鮭[01:12:18.19]（不清楚），你看多大？ 

男聲：半個月大。 

男聲：這個魚我有看過喔！ 

男聲：牠小時候。 

男聲 B：我在講有沒有，抓的差不多這麼長。 

男聲：我抓一條。 

男聲：附近，附近喔！ 

男聲 A：每一年，一戶那怕一千塊，我不管你。 

男聲 A：你那個經費有限。 

男聲 A：你一個武陵農場也是。 

男聲 A：也可以。 

男聲 A：在雪霸內，原住民就是有辦法幫你。 

男聲：在地上。 

男聲：對對對。 

男聲：你現在叫這個櫻花鉤吻鮭，叫牠苦花，他不要要這個。 

男聲：這個要知道這個很細， 

男聲：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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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E：我剛剛就是有給大家很簡單的報告，其實重點就是在於說，我們部落有

我們部落的優勢啦！我們有這些魚啦！這些認識。那我的任務其實就是說，

我希望協助來提升 。那我這邊是當一個橋樑，就是說跟雪霸國家公園 ，有

些話你們反應，你們會覺得有點擔心啦！那有一個這邊說學者的立場，來跟

雪霸國家公園，做一些反應啦！這反應就是說，那雪霸國家公園，他在調整

他的政策的時候，他可以多想想說，欸，部落的立場是什麼？從部落來講事

情的這個（眾人討論），那我們等於擔任比較溝通的橋樑。（不清楚），那還

是你們的想法！不過，等於說，在那裡，你們去跟雪霸講，有一點不方便，

或什麼等等的呴！那我們這邊可以來幫忙協助這樣子。那像今天你們講的這

些經驗哪！這些故事啊！我是覺得說，很珍貴啦！也很重要。包括還有村長

你的心聲這些東西，其實我也覺得說，其實他都有相當的道理啦！都有相當

的道理。像譬如說你說，我不覺得你那個話隨便說你說，水族箱隨便養養那

個。我瞭解你的明白，就是說，就是說，你知道在七家灣溪那個，那整個也

是說。那已經不是說在野生裡面。現在如果說是野生，那當然 就是說，我

們把河川保護好什麼的！  

男聲 E：那我的意思是。 

男聲 E：那對那裡的話，那當然就是抓起來養。還要掌控（不清楚）。現在聽起

來當然是說，這當然是說，花很多錢，但是那就等於是說你在加護病房裡面

做。如果我們可以透過跟部落更多的合作，不是只是在加護病房裡面做，就

是在真正的，牠自然的，野生的環境裡面，那這樣部落有更多投入在這裡。 

男聲 E：最後櫻花鉤吻鮭演變成[01:23:59.95]（不清楚）。 

男聲 E：對呀！ 

男聲 A：你應該是泰雅鮭就好！ 

男聲 E：我不管，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男聲 A：其實在我泰雅族的地方，應該叫台灣鮭，或者叫。 

男聲 E：我覺得這有。 

男聲 A：台灣鮭。 

男聲 E：這有他的可能啦！就是說，當我們越講更多我們對這個鮭魚的故事的時

候，那麼這個鮭魚牠，當然我們就不，我們能講的更多。舉個例子，我有個

布農族的學生，布農族他們的布農族的那個聖山，是那個玉山。。 

男聲 A：山羊。 

男聲 E：他們對那個山喔！他們叫東古沙飛（布農語）。東谷就是那個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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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沙飛亞就是山頭，玉山主峰。他有一天跟我講說，他說，老師，我覺得

很奇怪，玉山國家公園怎麼老是要發展玉山學，玉山學呀！就是說。 

男聲 E：因為玉山國家公園呴，玉山學，可是說沒有找我們布農族呴。那我覺得

有點遺憾！這個布農族的學生，他說。我說，什麼遺憾？他說其實我們這邊

對山的知識很多啊！ 

男聲 A：比你還厲害。 

男聲 E：還比你還厲害啊！那你為什麼？而且我們在這邊已經幾千年在這邊，我

們的祖先，沙飛亞的意思就是說，避難的意思。他說那個大洪水的時候，跑

跑跑，跑到那時候去躲起來。很多故事，還有他們跟動物的那個一些故事這

樣。他說這個講起來很精彩，可是你發展玉山學你都，你來問我們啊！如果

我們的故事給你，你看拍成動畫，你看看這種，那個很精彩呀！可是你為什

麼不來問問我們，不來跟我們討論說，後來那個學生也不管他們，反正現在

在部落，他是那個信義鄉，有個望鄉部落，這次那個豐丘旁邊。 

男聲 E：他們在就抓那個部分，他們就抓著那個高山嚮導。 

男聲 A：帶隊。 

男聲 E：現在有一些歐洲人啊！他來台灣就是要爬玉山。那個要花很多的錢，要

花二十萬，就是來台灣住幾天，花二十萬，就是， [ 01:26:43.37]（眾人

討論），包船二十萬喔！然後他來了台灣的唯一目的，就是爬玉山。但是那

個裡面可能五十歲，六十歲。真的就是說，我來，你就是負責讓我安全的上

去，安全的下來這樣子。啊，我要住就是說，舒服的地方，雖然有危險性，

但是你可以保我安全，那他願意出那麼多的錢！啊去爬玉山回來。都誰在帶

的？當然，你就是要很有經驗。[01:27:16.17]（眾人討論）。哪有人說，那

像能講故事的才可以嗎？那我們現在呴，我是覺得說，我覺得我們是要做一

些準備啦！你說好，那個魚，就好像有點像玉山之於那個布農族。這個魚，

就是我們，頂多[01:27:37.69]（不清楚）過去也有相當的故事等等。大概

就是這個區域的部分。那也很少啊！就是等於多那個魚的詮釋權。有很多的

故事是我們這邊很大的資產啦！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說我們整個部落都覺得

說，嗯，那個魚反正是雪霸的魚，也不管，就是讓牠滅亡也沒關係，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平白的讓這樣子機會讓它溜走？是這樣子。因為那個那個對，再

怎麼樣，也是全世界大概台灣有的一個亞種啦！別的地方沒有！日本有，可

是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還是有點，那我們怎麼來看待這個魚？我們不是應

該只有說那那，那飼養在我們家裡就好了！那個是最低標準嘛！應該是說那

個魚可以幫我們創造一個新的可能性嘛！但是這個一定要準備啦！這個一

定要做準備。我們現在作的其實還蠻有限。就是說我們這樣護魚。然後雪霸

國家公園，叫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其實如果我們有更多像今天這個故事，



雪霸國家公園鄰近地區（尖石、大同等）泰雅族口述歷史訪談暨部落發展規劃 期末報告 

 

175 
 

譬如說劉先生你講一講那個魚的故事。蟲，那今天這樣講，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說，為什麼苦花比櫻花勾吻鮭對我們泰雅族來講更重要？ㄟ？這個也很

好。這個也很有意思，就是說ㄟ～有一個反差嘛，你這個國家說這個魚多好

多好，但是我跟你講一個泰雅族的觀點，就是說，我們也認識這個魚，不過

老人家就是覺得再怎麼樣苦花比較好。苦花，苦花。 

男聲 A：價值我們，泰雅族原住民是不懂的。你這個去[01:29:43.12]（不清楚）。

剛劉大哥講，都是蟲而已，那麼大一條。 

男聲 A：一條蟲。 

男聲 A：跟我們脯乳動物，原生種。不過憑良心講，到現在，大家可以接受的還

是苦花。因為苦花是怎樣，我要長期攝取這個，但是以前是很多沒有錢。我

們的前輩他，他的高蛋白，高脂肪的來源，就是魚類的嘛！就是原生種。所

以說為什麼他整個面臨，為什麼會產生一個，譬如說，[01:30:20.70（不清

楚），我可以慢慢吃嘛！啊，每天還有這個魚。哪有想到去醃這個櫻花鉤吻

鮭，根本沒有！ 

男聲 A：真的我不騙你，真的沒有人喜歡！我剛講的那是重點！你吃過一次鮭魚

呴，這個這個櫻花鉤吻鮭，十天半個月，你絕對不想吃。那我們那個苦花呴，

每天三餐吃到你一年四季有！他照樣就是吃。 

男聲 E：那我還是再講說，如果我們今天四個，就講這麼多了！那你想想看，如

果我們的長輩呀！那他肯定更多這個經驗！更多這個經驗，如果我們用一些

功夫，把牠蒐集起來，還有當然就是那種，那種是不是這裡所獨有的，我相

信。喔，就是說，欸，這個魚的名字都還在那個歌。 

男聲 A：日本人喔！ 

男聲 E：日本人。 

男聲 A：日本人這個人的歌，就有這個魚的，他有一條一段裡面，去講到這個，

[01:31:31.49]（泰雅語）這個。就是赤高山下有一條魚類，就是這個櫻花

鉤吻鮭。 

男聲 E：所以這首歌也不是日本人。 

男聲 A：日本人做的。 

男聲 E：日本人做的，但是是在這個地方做的。 

[01:31:46.28]（眾人討論） 

男聲 E：這個都背景來做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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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A、B：有一個少數民族。 

男聲：B泰雅族啦！ 

 男聲 B：他就跟這個。 

男聲：B跟雪山啦！ 

男聲 E：把牠詮釋出來這個多美。 

男聲 B：牠這個源由有沒有，就是這樣子啦！牠這個文史的部分有沒有？有接觸

到一點啦！牠這首歌呴，來自以前日本人，日本他好像比較會，他來我們這

個地區瞭解以後，他們就在[01:32:32.17]（不清楚）。剛好編到有一個教育

隊的德魯固族的，這個叫[01:32:40.49]（人名）。在我們這邊啊，跟這個，

談戀愛。 

男聲 B：其實發揚這個歌曲是，是那個德魯固的！德魯固，德魯固。 

男聲 A：霧社這個。 

男聲 B：達觀那個。 

男聲 B：一個公一個母，但是人類啊！ 

男聲 B：所以我們很多年輕人，對過去的歷史也不太瞭解，亂口述。[01:33:30.07]

（不清楚）。因為他在這個地方跟我們這邊人談戀愛。談戀愛的時候，就違

反我們的禁忌啦！因為以前不能亂談戀愛啊！談戀愛的話，嚴重的話要，如

果輕的話就是罰錢。當時帶他來這邊是鹿野忠雄。 

男聲 E：喔！鹿野忠雄，這麼有名的人！ 

男聲：B對。 

男聲 B：[01:34:02.51]（不清楚）鹿野忠雄的助理，是這樣子來的。 

男聲 B：那個最近出來鹿野忠雄的， 

男聲 B：他採集這個歌。 

男聲 E：這首歌有沒有被採集，發表在什麼地方？ 

男聲 B：有，現在這個很有名。台灣更有名啊！ 

 男聲 A：戀愛史，那也是一個愛情故事，日本人跟我們泰雅族，那個是在南澳

的部分，這個歌也相當有名的。日本人有很大的迴響，原來你本人

[01:35:40.35]（不清楚）戀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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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E：啊！這個可以拍電影。 

男聲 B：當時這個有沒有，當時因為德魯固來觸犯我們的習俗啊，那沒有錢啊！

比如說錢有沒有，大概是罰幾毛錢。以前那個錢很小有沒有？那個幾毛幾毛

錢就很管用。 

男聲 A：百萬級幾個原住民編的衣服，都賠給人家了！ 

男聲 B：那是鹿野忠雄有沒有出的錢這樣子。因為是他的助理犯規這樣。然後鹿

野忠雄因為在我們地方，受到地方的尊重喔，這樣！ 

男聲 E：所以這個是一個什麼？ 

男聲 B：就這樣化解啦！ 

男聲 E：sbalay？這個算是 sbalay？  

男聲 A：真實的故事，真實喔！ 

男聲 F：鹿野忠雄。 

男聲 E：我沒有要這個，我的意思是說，這個就是你們的資產嘛！ 

男聲 B：對對對。 

男聲 E：你知道嗎？ 

男聲 B：對。 

男聲 E：這個就是你們的資產，那就是說，如果你們可以，可以把這樣的東西，

把他蒐集，做一個部落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化。 

男聲 B：這是文化，文化遺產啦！ 

男聲 E：這個東西它不屬於部落裡面個別的人的！它應該屬於這個整個部落，大

家應該共享的！啊，這個東西是要。 

男聲 A：那就是要要。要把他準。 

男聲 A：整理出來，彙整。 

男聲 E：那現在像說已經有很多人來採集，來幫你們做整理。我是覺得你們應該

有機會就說，那你可不可以你幫我整理這個東西，要留給我們這樣。 

男聲 B：那這個是那個。 

男聲 E：我們這邊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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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 B：但是有沒有，那天製作群那個談，我說能不能把你們這個[01:38:05.34]

（不清楚）有沒有，交給我們社區一些啦！對。這個好像他是沒有，因為他

們這個是有版權。 

男聲 A：版權。 

男聲 E：現在我給你們觀念就是說，不只是我告訴你的啊！故事是你們告訴他的

啊！那他來拍啊！那我們要求說你應該跟我們分享這些東西，理所當然的事

情！ 

男聲 B：到現在公視還沒有播，因為他還沒有整理好。 

男聲 E：所以公視會播。 

男聲 B：對對對。就是要拍鹿野忠雄，喔，跟那個他的助理怎麼樣來台灣，因為

鹿野忠雄在日本一個是昆蟲學家嘛！一個是動植物學家嘛！ 

男聲 E：非常有名。 

男聲 B：對。 

男聲 E：非常有名，我們在學校都要教這個。 

男聲 A：櫻花鉤吻鮭這樣子就好了！ 

男聲 B：然後他這個人很可惜，有沒有？英年早逝。對不對？到部落就去世，那

走了，不知道，這日本特別懷念他。 

男聲 E：這些故事可以馬上把我們這個部落連到國外，連到國際。因為就是說很

多在我們的這個部落裡面，很多這種，國際性的事件啦！所以換句話說我們

這個部落是不簡單的部落，』因為我們有這個很多國際的連線。只不過可能

我們沒有去認識到這種連線的重要性啦！  

男聲 A：真正的雪山登山口就在環山附近。 

男聲 E：應該從這裡上去。 

男聲 A：雪山這裡是，真正的難度最高的，日本人要爬，跟我們這邊爬。 

男聲 A：現在這個觀光客。 

男聲 E：所以說這個國家其實它這樣一個政策，所以他就導致我們，變成說，那

我也[01:48:07.32]（不清楚）。我也躲起來，我[01:48:11.45]（不清楚）。

所以這個情緒要越過，要靠大家。那國家公園其實我所知道，國家公園他的

態度就是說，那當然現在有稍微改變。可是如果呴，我們這個[01:48:41.18]

（眾人討論）。我們必須在我們村落裡面積極的做。讓這個說櫻花鉤吻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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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成為我們部落共同的價值，而不是只有國家公園。我三天兩頭在部

落[01:49:09.08]（眾人討論）。那我們能不能也把[01:49:23.16]（不清楚）。

這個聯繫到歌謠，我們的故事，那你有歌謠，又連到鹿野忠雄，這麼重要的

人。哇！那我就覺得說，那個檢只是累積在我們部落這個文化資產太雄厚

了！他的這個雄厚程度，沒有[01:49:52.06]（眾人討論）。這個是有心人看

得到，讀得到。 

男聲 E：可是那個無形的，鹿野忠雄的故事啦！我們對魚的故事，比較無形啦！ 

男聲 B：對。 

男聲 E：因為那個東西，[01:50:09.51]就是（不清楚），過去的過去這樣。但是

現在的社會因為就是你看看，就是你看媒體這麼厲害，你知道嗎？媒體這麼

厲害，它還給你拍了以後，然後鹿野忠雄的故事在這裡，這個歌謠，然後馬

上環山部落就[01:50:28.80]（不清楚）。將來人家要來看的，他可能是想要

來看看環山部落，怎麼講櫻花鉤吻鮭啊！ 

男聲 E：他這個是配套，這都沒有衝突，這個沒有衝突，就是說，梨子、

[01:51:20.66]（不清楚）。可是你想想，如果說最後面有附加價值，我還跟

你講說我們泰雅族的故事。我們可以講我們的文化，我直覺覺得說，國家公

園應該會歡迎這個東西，國家公園應該會歡迎。可是國家公園不曉得怎麼

做，因為重點在哪裡？因為在你們心裡啊！講他也不知道！ 

男聲：國家公園有沒有，犯了最大的錯誤。 

男聲 B：現在國家公園有沒有，去想我講的話，去想我的話， 我們國家公園有

一個  發現雪霸有沒有？發現雪霸。那裡面[01:52:05.23]（不清楚）。他講

說我們的祖先是在那個大霸尖山，在仁愛瑞岩，[01:52:15.20]（眾人討論）。 

男聲 D：就是說，談到魚，談到魚來講，我們泰雅百分之九十，大家都有。但是，

唯獨櫻花鉤吻鮭，我怎麼去延續？後，看到這個，還是[01:53:13.56]（眾

人討論）。所以雪霸到這裡，我們相當歡迎。是不是到什麼樣一個程度？

[01:53:28.75]（不清楚）。我們走了，還是可以延續下去。 

男聲 E：對啦！對啦！ 

男聲 D：所以我這個十幾年，雖然是蟲。 

男聲 E：蟲啊！ 

男聲 D：還有血，還有肉，還有油可以用，一百條下來 

男聲：這是怎樣的一個事情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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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污染水源。 

男聲 E：不過我分析給你們聽，這個魚啊… 

男聲：哈哈哈～還是魚！ 

男聲 E:我把那個分析講完啦吼，就是說看起來是這幾年開始跟部落有合作，才

看起來好像比較有成果，那我完全瞭解剛剛村長講說過去累積的這些東西，

這個國家公園在做事情上面似乎不是很徹底，如果說它想要跟部落合作，那

大家跟部落營造一個整體的。 

男聲 E：如果釐清了這個部分，那我想最高目標成為我們的一個原則。那這個底

下大家都可以談，那今天就是先這樣談，先這樣談。 

男聲 E：但是我分析一個結構讓你聽嘛，理事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聽誰的，底

下有理事會，對不對？這個理事會裡的成員是誰，理事嘛。那理事底下是誰，

會員嘛。會員可不可以反映意見？可以嘛。那如果有足夠的會員反映給理

事，那理事就在？？會裡面提出意見。那理事就說，我們畢竟是在部落裡面

啊，那我們就給村長配合啊！那隊長做的事情也是好的啊。那這個是不是有

一個方式，就是說那這裡面理事是誰，我們可不可以透過一個會員的一個立

場來跟我們理事講說，應該怎麼講。這是整個部落的事情不是一個人的事

情，但是不要火大，但是就是要說要有機制嘛。 

 

 

此次幹部焦點團體工作坊邀請部落各組織之重要幹部前來，透過討論櫻花鉤吻鮭

的部落在地知識，以期了解部落對於發展的期待。在討論的過程中除了發現：部

落雖櫻花鉤吻鮭的在地知識豐富，但目前所聽到的都屬較片面的描述，也只侷限

為部份人士所了解，較年輕一輩有斷層現象，以導致以此做為討論的切入點，會

造成部份參與人員的討論空間不足。在討論過程中也發現，對於護魚的動作各組

織都有自己的看法，也反應部落其他族人對此動作的正面及反面意見，甚者也反

應出與雪霸互動的狀況仍需改善。若是以櫻花鉤吻鮭做為部落發展的一個元素，

需要更實際進入部落，更深入地了解，魚、護魚、保育在部落是如何被看待，以

及與之合作的雪霸國家公園如何看待，才能真正達到相互合作的關係。 

最後，針對此次對櫻花鉤吻鮭不是部落族人所愛之食用魚，仍需再斟酌採用。此

次對話背後的含意及隱喻，需透過深度詮釋來了解部落對櫻花鉤吻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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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馬里光、基那吉聯盟規範 

【Puqing na Gaga qyunam na Tayal】(總則) 

Sinbilan ke na bbnkis, kmayal mha: bleqi mlahang kwara llamu maki ska 

na qyunam. Laxi an spqol binah na squliq, Kwara pcyagun zihung na zywaw 

ga, siki psswal qu linhoyan na qalang. Kya qu hmut theliq ke na bbnkis 

qaniy ga, alun Gaga smpung. Mlahang rrhiyal、qqyunam、qqsya qani ga, si 

srasi tehoq qhelan. Mhani ini gluw Gaga na pinkyalan ga, Utux smpung. 

1 Ginlluwn na Qyunam: 

1.1 Pqyanux squ llamu na insuna（qqhoniq、kk’man、kkui、phpahx、

qqsinuw、qqhniq、qqulih、pinbahuw、qqinyatan ru llamu） 

1.2 Nyux spiyang smru squ qyunam ga, btunux、bnaqiy、uraw ru llamu. 

1.3 Rhiyal sinbilan ru pinsqesan na bbnkis. 

1.4 Lsayan na Tayal、Pqbaqan na ssquliq.’sal mlata ru lmosay. 

1.5 nyux klhangan nqu utux b’nkis na Tayal. 

2 Lsayal na Qyunam : 

2.1 Cinqlangan :  

Uraw、Mami、Libu、Llyung、Ulay、Hbun Gong、Batul、Quri、Plmwan、

Ponnaway、Tayax、Smangus、Tbahu、Tunan、Thyakan、Kin’lwan、

Yulu、Mngus、Cinsbu. 

2.2 Lsayal na rhiyal :  

aring te Papaq-waqa、Gyung sqi、Lxyux klapay、Raka hibung、Blihun、

‘bu qaling、Tunux miquy、Tayux yungay、‘bu lapaw、Quri lupi、

Tapon、Hbun ciamuy、Tgliq、Tayux moyung、r'ra Moyung、Silung、

Quri lupi、‘bu salu、‘bu plngan、’bu pqru、’bu ruyu、Tunux 

miquy megzil,( si glu squ linpgan ‘bur rgyax lsayan na tayal. 

binkgan pinsingan ). 

2.3 Mlahang pintbcyan na lsayal :  

Kahul ta ke Sinnbil bnkis . mu sa psqun malhang ru smpung.   

2.4 Kwara lsayal ga mu sa psqunun mlahang kwara qa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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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piyang gaga na rhiyal ga. Spglu ta sinpngan mlahang pintbcyan 

na lsayal.  

3 Pinkgan na klahang: 

3.1 Spwah tbcyan na qalang mwazyaw baq qnxan na Tayal ru Stman qalang,

十七~二十五 squliq musa kingiwan. Mrqwang-Knazi na hopa Pinlhoyah, 

qsahuy nqu binzywgan Mrqwang . Knazi pin 八~十三 squliq. 

3.2 linhozyan hopa qu musa mlahang. Kinziwan Mrqwang-Knazi Musa smpang 

kwara qyunam. 

3.3 linhozyan hopa ga syan sazing mrhuw spwah Mrqwang-Knazi Musa Phtw. 

Pslui linhozyan ru paggien linhozyan musa mlahang qyunam. Ru 

kinziwan hopa linhozyan, Syan sazing pinraw mrhuw. Spuwah 

Mrqwang-Kinazi musa phtuw ungat hopa mrhuw lga. Pinraw nusa maras. 

3.4 Hopa linhozyan Syan Squ Pssum miru. Ptzywaw squ zyuwaw. Mrhuw pbiru 

qutux, pinraw qutux ru twangan hi musa rmaw. Kwara squliq qani ga 

musa Mrhuw hopa gmayaw ru musa linhozyan hopa na sinnwalan. 

3.5 tbcian pcwagun na qalang ga musa Pinlozyan na qalang smpung. 

3.6 Maki zyuwaw na qqalang ga musa kwara qqalang smpung. 

3.7 Mha Maki hopa na zyuwaw ru ini thzyaziy smpung ga sbyaq squ 

linhozyan hopa smpung.  

4 Gaga klahang na hlahuy: 

4.1 Qsahuy qyunan qani hiya ga. maki qu pinwagan sinpngan gaga na 

hlahuy.   

4.2 Mmusa ta hlahuy ga bciqan qu cinrhyal .pinbla kwara insayal. 

4.3  Rhiyal na ’lwan qqsinuw ini say smlaq ru m’syang. 

4.4  Hlahuy pltan qani ga, ana wayal pinyaqeh, ini an sinpucing ’osa. 

4.5  Mhani mwah hmiriq nnanu na zywaw ga, iyat swalun. 

4.6  Kwara llamu nqu minqyanux (qqhoniq、kk’man、kkumay、phpahx、 

qqsinuw、qqhniq、qqulih、pinbahuw、qqinyatan ru llamu) iyat hmtun 

hmir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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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Ini hngagwuy muzyaw ru musa mlahang. 

4.8  Musa kyaya muzwaw hiya ga, linhuyal na kwara qalang rmuru . 

4.9  Kwagan ttuqi ru tatak na bnkis, hngawan ’san smksa. 

4.10 Kwara kinnita、kinbaqan ru pincyagan ga. sbiru qutux qutux 

kawas .ssbil      

kinbahan.. 

4.11 Hmeriq hopa na zywaw ga（lmon、tmutu、tmuba、kmihuy ru hmiriq 

sa   

llamu）spwah sinqunan linhuyan smpung.  

5 Gaga na ’alan qnxan: 

5.1 Sraw sa qqnxan. 

5.2 Sqasan-（Sm’atu. Pslkotas 、psqunan mrkyas 

Smqqas lalu na tayal、binyaqan laqi Utux kayal ru llamu） 

5.3 Ruma- 

Rruma ka pinnuya na bnkis ga, musa spwah linhoyan hopa smpung . 

5.4 Magal squ mteloq qqhoniq.iyat hmtun .siki spuwah squ linhoyan 
qalang mwah smpung. 

5.5 Mtakuy、minqluy、mkzay na qqhoniq、ruma、bnaqiy、btunux、uraw ru 

llamu. spwah sa qalang smpung. 

5.6 Kyaqu ggalun. musa maki qu hinriqan nya ru mha ni hminas squ 
sinpngan ‘alan ga .musa spwah squ linhuyan smpung. 

5.7 Mha maki qu shtuy zyaw na qyunam ga.spwah linhuyan krahuw smpung.  

6 Msbalay ru Mphaw: 

6.3 kyaqu hmiriq squ gaga llamu nnanu ga, siki psyugan ru phogun.
（ktan squ hinriqan na zywaw） 

6.4  psbalay ru phugun : psyugan qu nagal . phugun ru sbalay.ktan qu 
kisgan na yaw .musa ktwa qu pinnhaw. 

6.5  Pspu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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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s’agal squ bnkis ru mrhuw na qalang. 

6-3-2  mha ini baqi smpung lga.sbiq squ pinsqunan linhuyan hupa. 

7 Prraw klahang : 

7.3 Maki qu hupa yaw hinriqan qyunam ru qalang .siga mssi ta inlungan 
mkrraw. 

7.4 Spwah squ llamu na Tayal .musa mkgluw mkrraw mlahang qyunam. 

7.5 Mrhuw pklahang qani ga.ini tkahul squ linhuyan na qalang .iyat 
swalun ptyzaw . 

7.6 Pinsqunan linhuyan ki mrhuw pklahang ga. musa pssi inlungan mpkal 
mkraw mlahang .  

8  kwara qu pins’rux gaga qani ga . kahul squ sinbilan na bnkis .aring 

squ inringan ru te huk soni qani ga .nyux glgan balay kibahan. maki 

qu sm’pux ru smyaqeh cqeri ru p’ubu .ana ga ini myan laxi ru qnyatun 

myan ‘mubuy.iyat nbah mtiyw ana knwan krrax.  

 

泰雅族馬里光、基那吉傳統領域守護管理規範（Gaga na mlahang rhyal qyunam 

Tayal Mrqwang．Mknazi）於 2008 年 1 月 16 日公佈：根本精神原則：傳統領域

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生活空間，祖先的遺訓，要好好守護管理傳統領域內所有的生

命，不能讓外人用任何方式奪取。泰雅族人是以犧牲生命的態度來看待、遵守、

執行所傳承的祖訓規範，若有惡意破壞、不服從、違反者，由上天的靈、祖靈等

超自然力作最終的審判。 

1、傳統領域的定義： 

1.1 繁衍生物的棲所。包括樹木、花草、蟲、動物、鳥類、魚類、栽植蔬果、

家畜等。 

1.2 包括砂石、土壤等，這些是根著在這空間裡組成的元素。 

1.3 是泰雅族最重要的生命泉源、空間概念，且有社群、部族間的分區。 

1.4 是族人學習的場所。包含狩獵、採集及現今旅遊登山等活動。 

1.5 這樣的空間是充滿著祖靈及超自然靈性的。 

2、傳統領域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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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部落包括：Uraw(宇老)、Mami(馬美)、Libu(李埔)、Llyung(玉峰)、Ulay(宇

抬)、Hbun Gong(下文光)、Batul(泰平)、Quri(石磊)、Plmwan (平淪文)、

Ponaway(下抬耀)、Tayax(上抬耀)、Smangus(司馬庫斯)、Tbahu (田埔)、

Tunan(秀巒)、Thyakan(泰崗)、Kin’lwan(錦路)、Yulu(養老)、Mangus(新

光)、Cinsbu(鎮西堡)。 

2.2 範圍：歷代傳承並與周邊社群部落商定。周界由 Papaq-waqa(大霸尖山)－

Gyung sqi(江澤山)－Lxyux klapay(境界山)－Raka hibung(佐藤山)－

Blihun(霞喀羅大山)－‘bu qaling(霞山)－Tunux miquy(錦屏山)－Tayux 

yungay(石麻達山)－ ‘bu lapaw(東穗山)－Quri lupi(上宇老)－

Tapon(李棟山)－Hbun ciamuy(幽靈谷)－Tgliq(低陸山)－Tayux Moyung 

(雪白山)－r'ra Moyung (西丘斯山)－Silung(鴛鴦湖)－Quri lupi－‘bu 

salu(眉有岩山)－‘bu plngan(邊吉岩山)－’bu pqru（喀拉業山）－’bu 

ruyu（桃山）－Tunux miquy megzil (品田山)等各山峰崚線、地點所構成，

如所附地圖(附件一)。 

2.3 責任分區：依據祖先交代，由部落共同協商劃分。 

2.4 全區由所有部落共同管理。 

2.5 守護管理最重要的規範，是必須尊重責任分區的原則。 

3、守護管理組織： 

3.1 由各部落推舉熟悉泰雅傳統知識、受到部落敬重人士十七至二十五人代表

組成馬里光、基那吉部落聯盟會議，其中馬里光、基那吉各八至十三人。 

3.2 部落聯盟會議負責全區守護管理，代表馬里光、基那吉所有部落行使傳統

領域權利。 

3.3 聯盟會議設總召集二人，各由馬里光、基那吉代表互推舉各一人產生，負

責召集會議，領導全區部落守護管理傳統領域，對外代表全區部落聯盟；設

副總召集二人，各由馬里光、基那吉代表互推舉各一人產生，輔佐總召集，

於總召集皆出缺時代理之。 

3.4 聯盟會議設秘書處，執行交辦事務，置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人，執行

幹事若干人，由總召集選任，經聯盟會議同意任用之。 

3.5 部落分區相關事務，由各部落會議處理之。 

3.6 跨部落相關事務，由相關部落協調處理之。 

3.7 傳統領域範圍內若遇重大事件，不易處理者，交由聯盟會議處理之。 



雪霸國家公園鄰近地區（尖石、大同等）泰雅族口述歷史訪談暨部落發展規劃 期末報告 

 

186 
 

4、森林守護管理的規範： 

4.1 傳統領域裡存在並充滿著大自然中的靈與超自然力，在森林裡，族人都會

進行 bciqan 的儀式，可以消除不吉、不淨。 

4.2 進入到森林裡，必需要進行 bciqan 的儀式，以誠心表達對早期在這裡生存

與活動的祖靈之敬意，如此我們的行程才能平安順利。 

4.3 不得干擾重要神聖空間與動物棲息地，並依照時令區域限制，由聯盟會議

公告，禁止狩獵。 

4.4 進行狩獵活動，若發生不順利的現象或事件，不能怨天尤人，勿論絕不再來

之語。  

4.5 不容許任何破壞及違反泰雅祖訓規範的行為。 

4.6 所有生命物種，包括樹木、花草、蟲、動物、鳥類、魚類、栽植蔬果、家

畜等，都要愛惜維護。 

4.7 定期分區進行傳統領域巡守。 

4.8 傳統領域巡守調查，由聯盟會議委託各部落派員執行。 

 4.9 獵寮、獵徑需整理，作為巡守時休息的地方。 

4.10 進行每次巡守調查，皆需提出調查報告，並於每年提出年度報告。 

4.11 若產生大規模破壞者(火燒山、亂砍生立木、亂開挖山坡地、土石等)，必

需交由聯盟處理。 

5、自然物採集的規範： 

5.1 採集的目的是為了生活所需。 

5.2 傳統祭儀及節慶，依部落集體實際需求，可進行狩獵及採集活動。包括：

小米播種祭、祭祖靈、小米收穫祭、原住民紀念日、聖誕節及婚嫁等。 

5.3 桂竹林是泰雅世代祖先開墾後所種植的，由聯盟協商，交託各部落制定使

用規則。  

5.4 一般情況下，生立木嚴禁採取，若有特殊需求，必需經過所在地部落會議討

論，報請聯盟會議決定。 

5.5 風倒木、漂流木、枯立倒木、竹林及砂石、土壤等之採取，需由部落會議

管理之。 

5.6 如採集量已影響環境生態安全，或超過一般生活需求量時，必需經由聯盟



雪霸國家公園鄰近地區（尖石、大同等）泰雅族口述歷史訪談暨部落發展規劃 期末報告 

 

187 
 

會議討論決定。 

5.7 若有必要限制採集種類及區域，由聯盟會議公告之。 

6、和解與判罰: 

6.1 違反本規範之個人或團體，依據其所違反之情節，判罰和解之。 

6.2 和解與判罰之原則為：先歸還標的物後，再進行判罰和解，依所犯情節輕

重，以賠償豬、牛或罰金等方式進行。 

6.3 判罰之權責 

  6.3.1 由當事雙方經具公信第三者（通常為部落耆老）協調處理。 

  6.3.2 若無法處理，依次序提交部落會議或聯盟會議協調處理。 

7、合作關係: 

7.1 大規模自然力或人為破壞的事題，需串聯泰雅族部落社群進行結盟，尋求

相關的協助。 

7.2 需串聯原住民族各族群部落，共同維護傳統領域土地。 

7.3 政府部門未經聯盟會議同意授權，不得於本區域內執行各項業務。 

7.4 聯盟會議得與政府部門協商議定各種合作或共同管理方案。 

8、本規範來自祖訓，係歷代相傳，為我族人所共同信守，由於各種因素，備受

忽視、扭曲、壓制，但從未消失，仍持續傳承實踐，依時代狀況需求，得進

行調整，由耆老召集族人討論修正，但基本原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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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南山部落調查資料 

（一）產業變遷調查 

19 世紀以前，大部分原住民社會仍然使用游耕，為主要耕作方式南山部落亦

同。所謂「游耕」，具有下列特性：（賴俊銘，2004） 

1、作物輪種、間種 

2、以焚燒樹林的方式開墾土地 

3、沒有施肥 

4、短期輪種後會讓土地長期休耕 

 

他們選擇 4~6 月雨水較少的時間種植小米、甘薯、芋頭，以及少許的豆類、

玉米等開墾結束時時立即栽種生育期較短的豆類，是南山部落唯一具商品價值的

農作物。休耕時期則栽植赤楊木，可以增加腐植質，同時可以固氮，促進地力恢

復。 

日治時代引進稻米的種植，南山部落始有定耕的雛形。直到國民政府來到台

灣，中部橫貫公路於民國 50年開通後至民國 62年間，香菇為南山部落的主要生

產活動，原有的生計方式逐漸衰退，至民國 62 年完全消失。然而，隨著中國走

私的香菇日趨猖獗，加上平地種植香菇的技術提升，南山部落所種的香菇價格逐

漸下降，不久，香菇產業即被高冷蔬菜產業取代。（賴俊銘，2004；馬志堅，2005） 

所謂的「高冷蔬菜產業」是利用山地冷涼的氣候，種植與平地產期不同的低

溫蔬菜，以供應市場的產業。（賴俊銘，2004；馬志堅，2005）天然的涼冷氣候

以及產業道路的修築、原住民的土地及勞動力，加上平地人帶來的技術與資金，

使南山部落成為高冷蔬菜栽培的最佳選擇之一，改變了他們傳統的生活。 

現今部落中除了少數族人到都市打工維生，大部分的族人收入來源為高麗菜

產業，其餘少數的漢人大多是高冷蔬菜的盤商，或經營小本生意。此區栽培的蔬

菜主要供應大台北地區的市場只有極少數運銷至全國各地。 

 

高冷蔬菜種植過程 

南山部落與平地的菜販形成「賣青制」，亦可稱作「契作制度」。菜販會以預估

的市場菜價，以口頭訂約的方式向菜農收購高麗菜，將估價的 60%～80%當作訂

金，菜農會將訂金用作該期蔬菜種植成本上，如種苗、農具、農藥、肥料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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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訂金外，菜販尚須支付砍菜的工資、運費。 

部落族人除了本身是菜農外，農忙時也會互相幫忙，成為彼此的雇工，是南山

部落的傳統之一，稱為「換工」（Sbayux）；發展至今日，同樣有換工的現象，但

有時類似於平地社會的「雇工」制度，發放薪資。而平地菜農則因為資金較充裕，

並且與當地族人並無親戚關係，因此只能僱請部落青年協助定植。 

3月～11月為主要第一、二期高麗菜產業工作時間，分為下列階段： 

 

 育苗 

南山地區的蔬菜種植以高麗菜、白菜、以及菠菜為主，育苗方式可分為傳統的「土

拔苗」和現代的「穴盤苗」。 

 穴盤苗：菜農向育苗場訂購，然後定植於在菜園。 

一般來說以株計價，一盤約 128 株，以 120 株計算，0.80～0.95/株，成本略高。 

 土拔苗：菜農將種子撒於苗床，定植於菜園。 

每罐種子約 1000 顆，每罐 1000 元，每甲地約四～五罐，加上農藥、肥料等費用，

每甲地的育苗成本約 8000～10000 元。 

南山部落多選擇海拔較低的四季、茂安等部落，於定植前 40~50 天之前以租

借或親戚借地，或是南山部落裡高度較低的河床，開始第一期的育苗動作，第二

期則是 4 月～6 月間。等苗種長出 5～6 片葉子時就可以提苗了，隔天即可下苗

定植。 

苗種的數量與蔬菜栽植的間距有關，間距大小除了與品種不同有關，亦隨菜農

本身喜好及經驗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間距約相隔一尺六或一尺七，每列四株。 

 

 整地 

作物播種或移植前進行的一系列土壤耕作措施的總稱，目的在於創造良好的土

壤分層以及表面狀態，提高土壤有效肥力。菜農一般使用曳引機、耕耘機、中耕

機等機械翻轉土地並疏鬆土壤，同時翻轉肥料，增加土壤的養分。 

第一期的整地通常於 2月展開，先撒雞糞，在撒石灰，若非河川地或是新地，

都需要撒石灰降低土地的酸性並且殺菌，否則容易引起根瘤。經過一週後始能育

苗，以免種子被石灰灼傷。接著是翻地、打除草劑，5~7 天之後即可下苗。 

河川地的整地工作較易受到氣候的影響，每逢颱風過後，就需要請挖土機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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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菜園，重新架設灌溉系統的管線，增加菜農的時間、勞力等成本。高冷地在

進行整地時，則需要考慮地形限制，在斜坡處作畦時以與等高線一致為原則。（馬

志堅，2005） 

 

 定植 

←「畫線」 

整地之後，將土拔苗或穴盤苗移植入田

中稱為「定植」。（馬志堅，2005）使用土

拔苗的菜農，通常在凌晨 4～5點即到菜園

噴水，使土壤含有水分，然後到育苗床，

將苗拔起，整齊的放置準備好的簍中，過

程為：噴水->拔苗->畫線->發苗->種植->

噴灌->完成。使用穴盤苗的菜農則於定植前 2～-3 天通知育苗場將苗種送至田

裡，待雇工抵達即可開始工作，過程為噴水->般苗盤->畫線->發苗->種植->噴灌

->完成。 

一般而言，定植班的工作時間為早上七點

至下午三點半，七點至十二點中間有點心時

間，通常是九點左右，中餐時間為十二點至

十二點半，由地主煮食；工作時數約八小

時，若超過時間則以加班計，工資以一天八

小時計算，女工 1,200/天，男工 1,300/天，

當天結清。工作內容包括畫線、發苗、種菜，

其中因為畫線工作較為粗重，所以多由男性

為主。 

地主根據種植面積估計所需雇工人

數，聯絡工頭預約時間，工頭以口頭約定

安排雇工人數，由於菜農本身又為雇工身

份，以及定植時間相近，所以有勞工短缺

現象，雇工來源除了南山，還包括四季、

英士、茂安、樂水等部落，受雇時段也不

宜過長，以便雇工能回家照料自己的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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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溉 

南山部落因為位於蘭陽溪上游，方便引用山泉

灌溉，自 1966 年後開始使用噴灑灌溉方法，噴灌

系統包含水源、水泵機組、管道系統及噴頭，分為

自壓式及機械式。自壓式適合小範圍耕地，菜農在

山麓設置蓄水池，挖一土坑，坑內鋪塑膠布，使泉

水不外漏，再以塑膠管引入山泉水。機械式則較普

遍，適用大面積耕地，為了架設便利性，多使用金

屬合金的水塔型蓄水池，為減少勞力，每間隔兩畦架設一排固定式的噴灌管道系

統，利用開關控制，因此需要機械加壓形成灌溉系統。這樣的系統適用於山坡多

礫石的菜園。（馬志堅，2005） 

一般來說，定植後的菜園每日噴灌三

次，每次約 20～30 分鐘，早上 6～7點，

下午 2～3點，晚上 6～7點；持續一個月

後，每日噴灌二次，每次約 30 分鐘，早

上 8～9點，下午 4～5點，（馬志堅，2005） 

噴灌時間不宜過長，否則會影響蔬菜品

質。 

 

 施肥 

將肥料施於蔬菜或土壤，以提供養分，保持、提高土壤肥沃度，稱為「施肥」。

（馬志堅，2005）雇工人數約 10~12 人/甲，工作時間同樣為早上七點至下午三

點半，共計八小時；工資以天計，男工 1,500~1,600/天，女工 1,200~,1300/天，

通常在施肥 3～5 日前即先預約，以免農忙時找不到足夠雇工，雇工的選擇以工

作認真及經驗豐富與否為考量條件。地主會將施肥所需的雞糞或其他種類肥料放

置路旁，用塑膠布蓋著，由男工負責搬運，因此工資較高。 

由於每個菜農耕種習性不同，每年施肥的次數 9~15 次不等，每期約 3~5 次。

第一、二期，因為市場價錢較高，所以施肥次數較多，以乾肥方式進行，第三期

次數則較少，並以水肥方式降低成本。 

南山部落族人有一特殊的傳統方法，就是「埋肥」，須先挖洞，將先下五號

肥料置洞中，用土壤覆蓋，再多蓋一層雞糞，但現今採用者不多見。其他施肥方

式都可利用施肥工具完成。比較有經驗的雇工，會將突變種或不會結球的高麗菜

拔除，已增加其他蔬菜吸收養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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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灑農藥 

第一期約需噴灑農藥 6～8次，第二期由於氣溫較高，改重夏秋品種，種植時

間較短，因此噴灑次數約 11～13 次，（馬志堅，2005）因為氣溫越高，病蟲害機

率越大。打農藥的時機非常重要，除了天氣因素外，需注意菜葉的生長狀況、注

意昆蟲習性，因此有菜農提到，通常噴灑農藥的時間都是傍晚以後，昆蟲活動的

時間。 

 

 採收 

第一期的高麗菜約自定植後 70～80 天後採收，第二期約 60天後。採收時間

由菜販依據市場價格決定，又因由於需要將蔬菜運送到台北地區及中南部的早

市，因此菜販多要求砍菜班於晚上、凌晨暗夜中帶頭燈採收高麗菜，因而砍菜班

也有「螢火蟲農夫」之稱。 

通常菜販會僱請多個砍菜

班，聘當地族人為工頭，砍菜班成

員也多為南山、四季部落青年負責

執行高麗菜採收的工作，地主只需

要負責提供點心及早（晚）餐。菜

販會事先準備需要的簍子、蓋子、

綑綁用的繩子等工具，用貨車載運

至菜園。雇工抵達菜園後，即開始

砍菜的動作，一部份人先將簍子放

置適當地點，將菜裝入菜簍前會於

底部鋪上數片菜葉墊底，將砍下的菜，以頭朝外、葉朝內的方式放入簍中，最後

拿數片菜葉放在最上面，綑綁、加蓋後，即完成一件（簍）。每件約 30公斤（50

斤），一車約 250～300 件，車上留有 2～3 人整齊排列菜簍，估計每次約 6～8

人，需時 3小時。 

砍菜的過程： 

砍菜->裝菜->加簍蓋->綑綁->挑菜->裝車->完成->出車。 

← 砍 菜      ←裝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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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簍蓋    ←綑綁 

←挑菜      ←裝車 

 

（二）地名的由來與典故(Lalu na rhyal)口述歷史資料整理 

  南山部落族人數百年來長期的使用傳統領域，除了巳經建立一套土地的使用倫

理與嚴謹的管理模式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給土地取名的思維與圖記究竟是如

何產生的？編者認為這與人名植物名的概念是一致的。命名的目的係便於指認，

而命名的思維與邏輯則來自於土地的形像，位置與傳說為基礎。另外，為了記念

祖居地的土地，南山部落有許多地名係引用祖居地土地的名稱來命名。還有些地

名係與經營個人專屬獵區有關，少部份一些地名係根據該土地所發生的種種現象

而來命名的。諸如這般，在南山部落的傳統領域裏都不難發現，而且有些地名背

後還承載著雋永的史蹟與故事，值得我們來細嚼品味。 

  族人給土地取名還有一個目的，就是便於指述方向，過去部落族人只能指出兩

個方向，這個方向是以太陽出沒的位置來定位，族人稱東方為「Htgan wagi」(太

陽出來的地方)，稱西方為「Byaqan wagi」(太陽下山的地方)，至於其他的方向

就無法表達了。因此給土地取名便可以解決這些問題，族人只要指出地名就可以

清楚的知道所指的方向是哪裏了。以下我們來認識一下，過去南山部落的老祖宗

是如何的來命名這些土地及他們賦予什麼樣的意義給這些土地。 

以下所列舉的地名，背後都有一則命名的典故，這就是部落族人透過其生活經

驗與智慧，所賦予土地的記號與意義。諸如此類的地名在南山部落非常的多，但

礙於篇幅不得不做必要的省略，遺珠之憾在所難免。 

  據編者的瞭解，在所有泰雅族生活的領域裏都重複著一些相同的地名，究其原

因，除了我們在前面所提到，係基於緬懷的情感外，很多地名係因為彼此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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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且對地形地物的認知具有一致性，因此才會產生許多相同的地名，或著祖

先過去所使用的地名有限，所以才會重複的被使用，但比較確定的是，一個部落

裏不會同時存在相同的兩個地名。 

 

地名／Ｐyanan(南山)(如圖三十五)由來與典故： 

一九○二~一九一五年台灣總督府開始執行「理番政策」對被視為兇狠的「北

番」(泰雅族)實施武裝侵略，當日本軍隊抵達南山部落時，有人突發奇想認為部

落人物質匱乏很少吃到大魚大肉，建議在此埋鍋造飯殺豬殺牛來引誘他們入甕，

再叫伏兵出擊將他們一網打盡。日本兵就叫跟部隊一同上山的漢人廚師準備飯菜

再派人到部落大喊說：「日本人在 Lingay(今下部落下方一處平原台地)煮大魚大

肉給我們吃大家趕快去吃吧！」果然部落的人一聽到有好東西吃就全部都到

Lingay 去了。日本兵此時巳派人在周圍的茅草叢裏埋伏準備在部落的人正忘情

大吃時再一擁而上一網打盡，果然正當在部落人盡情用餐時部隊長突然大叫喊停

不准再吃，此時從周圍的茅草叢裏噗通噗通地跳出了幾百個士兵把他們團團圍

住，日本兵把婦孺和十六歲以下沒有槍枝的男孩放走再將十六歲以上持有槍枝的

男人一一反綁押他們回屋子裏搜槍，日本兵一共搜出了四十幾枝槍，部落沒有了

槍枝自然就沒有反抗的能力，因此部落頭目 Wilang.nokih 就勸大家投降。日本

人在部落駐防約一個禮拜後再揮軍南下從 Sqoyaw(環山部落)，Tabuk(松茂部

落)，Slamaw(梨山部落)一直到北港溪上游的 Malipa(力行部落)…….此事件並

沒有造成部落族人的重大傷亡;唯有一件不幸的是在被綑綁的眾人裏有一個叫

Hayungtakun 的人，為了脫身向日本兵佯稱內急要如廁，忽然聽到咻---的一聲

只見他翻落溪谷要逃到對岸去，日本人趕緊在崖口架了一挺機槍朝他奔跑的身影

亂打一陣，不一會兒他就消失在溪谷裏，沒再回來了。部落的人經過了這次的事

件就把這裏叫做 Piyanan(碧雅楠)，泰雅語 Piyanan 是「煮飯」的意思，取這個

來做部落的名字，是為了要記念日本人在這裏煮食物誘捕族人的事件，要後代子

孫不要忘記這一個喪權失土的歷史事件。 

此乃一說，另一說為：「埤亞南部落結社於蘭陽溪上游左岸，在今中橫公路宜

蘭線南山站附近，海拔一一二一公尺之

台地。昔時族人路過此地，炊飯而食，

賽考列克語稱「炊食」曰「Peyanan」，

因以之為社名(泰雅族的文化    部落

遷 徙 與 拓 展 ， 廖 守 臣  1984) 。     

(圖三十五) Ｐyanan(南山)部落 

地名／Sgmi(亦稱 Hbun- talah 南山部落古時名)(請參閱圖七)由來與典故： 

Sgmi 是位於南湖溪與米摩登溪匯流處的一塊小腹地，是族人從 Quri-sqabu(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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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埡口)遷移後第一次落腳定居的地方，當時是整個部落一塊下來定居的。過去

泰雅族人喜歡在溪邊有水的地方定居，這樣比較容易取水且可以捕撈溪魚，因此

當時族人選擇這裏居住應該也是基於這個考量。Sgmi 並不是部落族人唯一的最

愛，因為他們出去狩獵時發現了一處比 Sgmi 大上好幾倍，地勢又平坦的台地，

就是現在的南山部落，因此部落族人在 Sgmi 居住一段時間後就舉家遷移到現在

的南山部落，當時部落遷入並不是同住一個地方而是分居到三個地方;有一部份

人是遷到 Yuqu(現在下部落上方河谷美優溪上游的台地上，此地後來因遭逢一次

大洪水而沖蝕殆盡，原來居住在這裏的族人旋又遷至 Qalang-qnapan 就是現在的

下部落定居);另有一批人是遷到 Qalang-nguhu(現在南山國小到社區活動中心

地帶);還有一批人則是遷到 Qalang-rgyax(現在第五鄰中段到福臨餐廳地帶)。

這三個地方族人統稱它叫 Mnibuw(被山環抱的意思，Libuw 泰雅語是圍豬的欄杆

之意)，此時南山部落的初期社會結構於焉開始，也開始進入了部落文化的萌芽

期。 

   Sgmi 是一種合歡科木本植物，其樹根皮搗碎後會產生皂質是族人用來洗衣和

洗澡的東西;因 Sgmi 這個地方都長滿這種植物，族人就將這裏叫做 Sgmi。 

 

地名／Bubul(耕地名，即位於側前橋向南約五百公尺的小平台)(如圖三十六)

由來與典故： 

此地名係源自於南投仁愛鄉的翠巒部落(翠巒就是 Bubul)，編者認為可能是因

為族人遷到這裏後還一直念念不忘舊居地，或者是族人看到此地酷似老家的山河

而緬懷在心，於是將此地取名為跟祖居地一樣的名字，藉以記念故鄉的土地。南

山部落的土地跟 Bubul 有同樣情形的還有 Knazi(仁愛鄉紅香部落)。 

 

 

 

 

                            

(圖三十六) Bubul 

 

地名／Batulis(在雪山三六九山莊之底部)(如圖三十七)由來與典故： 

Batulis 是人名，此人係南投仁愛鄉 Malipa 部落的人，有一天他與 Qutux 

gaga(獵團)一同到這裏狩獵，忽然遇到大風雪，他因為太冷了趕不上隊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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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裏過夜，他想要揀柴火來燒取暖，可是冰天雪地哪有柴可揀，因為實在太

冷了就把手上的獵槍削片來燒，但區區小木片哪能承受整夜的暴風雪，於是他就

這樣凍死在這裏。後來在他死後的數十年後，有獵人在這裏看到他的骨骸與生銹

的槍枝，於是後人就叫這裏為 Batulis。 

 

 

 

 

(圖三十七) Batulis 

 

 

地名／Byan kneril(在桃山瀑布左上方)(如圖三十八)由來與典故： 

以前南山部落族人到 Bqwayun，Tatak-haga，Talahqsya(以上三者都位於雪

山東麓左下方)等地狩獵，往往得花上好幾天長途跋涉，住在部落的婦女在算準

丈夫的歸期後，就連袂上山等候丈夫幫忙揹獵物，她們走一天的山路，傍晚時分

才走到 Byan kneril 這個地方，她們就會在這裏過夜等候丈夫。泰雅語 Byan 即

過夜之意，kneril 則指女人，所以這裏就叫做 Byan kneril(女人過夜的地方)。 

           

 (圖三十八) Byan kneril 

 

 

 

 

地名／Bbu-qba(桃山)(如圖三十九)由來與典故： 

Bbu-qba(桃山)在武陵農場之北方，海拔 3，325 公尺，係武陵四秀之一，也

是桃山溪的發源地。桃山的命名主要是依其形狀而命名之，原漢兩民族的命名也

不相同，南山部落族人自古就叫它 Bbu-qba，因它看起來很像手掌，qba 即手掌

之意。而漢人管它叫「桃山」，因它遠看酷似桃子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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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九) Bbu-qba 

 

 

地名／Urawkayu(如圖四十)由來與典故： 

Urawkayu 位於桃山之下方，這裏有一水池動物常來此飲水，也是登山客取

水的地方。因此山長的像陶缸部落族人就叫它 Urawkayu，泰雅語 Kayu 係水缸之

意。 

 

                             

 

 

(圖四十) Urawkayu 

 

 

地名／Haga-paris(如圖四十一)由來與典故： 

Haga-paris 係古戰場，太魯閣族與南山部落交戰時在此處構築防禦牆，泰

雅語 Haga 即石牆，Paris 即敵人，意即敵人的石牆之意。這裏也是過去部落族

人採集野生香菇的地方。 

 

                           

 

 

(圖四十一) Haga-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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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Bbu-sinbazing(審馬陣山)(如圖四十二)由來與典故： 

Bbu-sinbazing(審馬陣山)在南湖北峰之下方，Sinbazing，泰雅語意指煨烤

之意。過去部落族人來此狩獵時，因這裏沒水無法烹煮食物，因此就在地上挖洞

將地爪或芋頭埋進去，覆土後再於其上燃燒木柴將它燜熟而食，此方法即為

Sinbazing，後來部落族人就將這裏叫做 Sinbazing。 

 

 

 

 

 

 

(圖四十二) Bbu-sinbazing(審馬陣山) 

 

地名／Tqotu(如圖四十三)由來與典故： 

此溪源自於南湖大山，在環山部落的青泉橋處匯入大甲溪。此溪每逢颱風就

會聚集大量的漂流木，因泰雅語稱漂流木為 Tqotu，故而得名。 

 

 

 

(圖四十三) Tqotu 

 

 

 

地名／Sbnaqi(如圖四十四)由來與典故： 

此溪與 Gong-tqotu 一樣源自於南湖大山，在環山部落的青泉橋處匯入大甲

溪。此溪床整片都是綿細的沙子沒有石頭，所以部落族人因此就叫它 Sbnaqi。

Sbnaqi 泰雅語係沙子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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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四) Sbnaqi 

 

地名／Gong-bkanpatus(如圖四十五)由來與典故： 

此溪為逸久溪源流之一，在 Quri-sqabu(思源埡口)之東方約二公里處。相

傳過去有部落族人在此狩獵，射擊時槍枝走火，雙眼遭火藥炸瞎，故而得名。泰

雅語 Patus 係槍枝，Bkan 即爆裂之意。 

                        

 

 

 

 

 

(圖四十五) Gong-bkanpatus 

 

地名／Gong-sliqantyu(如圖四十六)由來與典故： 

Gong-sliqantyu 在 Gong-bkanpatus 的西邊，也是逸久溪源流之一。此溪之

所以叫 Gong-sliqantyu，係因相傳有部落族人在此追逐獵物，而其所著之披風

(Tyu)被樹枝戳破撕裂之故。泰雅語 Sliqan 為 Sgaliq(撕裂)的現在分詞，Tyu

則是用苧麻布剪裁的披風。 

 

                        

( 圖 四 十 六 ) 

Gong-sliqant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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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Bbu-shloqan(如圖四十七)由來與典故： 

此山頭在 Llyung-memutang(米摩登溪)左岸，山頂有用來標示國有林班地與

原住民保留地的三角點界樁一座。此山頂係南山部落族人，從 Tayax(池有山)狩

獵回來後請求親人協助的等候地。當狩獵回來的族人，揹著超重的獵物，就會在

這裏砍樹枝燃燒生煙，好讓在家等候的親人，看到長煙時迅速的前來幫忙揹獵物。 

                         

( 圖 四 十 七 ) 

Bbu-shloqan 

 

 

 

 

 

（三）祭祀(Smyus utux)口述歷史資料整理 

  人類自原始社會時期就有信仰的觀念，從死人的靈魂到自然界，舉凡有生物或

無生物，都被人類認為是具有一種超自然力的精靈而敬拜之。其次，人類對於浩

瀚的天體，大地氣候與山川水域存有畏懼，認為這些都是精靈的創作與作為而更

加的敬畏之。因此，人類就透過各種的儀式與禁忌來祈求眾精靈的祝福與饒恕人

們的罪行。在聖經創世紀裏，有記載亞伯拉罕將自已的唯一兒子綑綁，放在祭壇

上欲焚燒獻給耶和華，在世界上許多過去的原始民族，也會將活人獻祭給精靈。

直至現今的文明現代社會，還是有一些民族常常備三牲五禮祭祀神明或祖先。 

  泰雅族做為台灣古老的原始民族，當然也經歷過一段感性的原始信仰過程，也

孕育了不少嘆為觀止的原始信仰文化。但自從西方基督教進來之後，這些祭拜儀

式就完全摒棄不用了，現在只能從少數部落耆老的口裏，翻出一些有關過去族人

進行祭祀的片斷資訊。至於為何基督教進來之後，傳統的祭祀就相形式微並消

失？巳故的南山部落耆老 Bakan nabu 在接受日藉台大人類所研究生中村先生的

訪談中回憶道：「美國來的傳教士跟我們說，基督是好人，沒有做過任何壞事，

看了那本書<聖經>，發現生活習慣都跟我們一樣。那個時候雖然沒有錢，但只要

禱告，靠禱告的力量，去打獵馬上就會應驗，鹿的角，鹿鞭，那是很貴的。每次

出獵，一定會帶獵物回來」。靈驗，是部落族人，趨向改信基督教的憑恃，又基

督教的教義，勸人為善，其實又跟過去 Gaga 的訓示雷同，就當時一般族人的感

情上而言，是具有很大的說服力。其實，當時基督教的傳教士並沒有強制族人改

信基督教，只是委婉的感召，部落耆老 Masing koyaw 說：「當時傳教士剛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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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叫我們馬上放棄原有的 Gaga，只是教會的長老們，一起開個會，認為既

然改信了基督教，就不應該再沿襲過去的 Gaga，因為基督教跟我們的 Gaga 一

樣」。不過，部落族人還是對自已的 Gaga 一往情深，基督教進來的後幾年，部落

族人還是過著傳統的 Gaga 生活。到了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來了，「改善山地

人民生活」的宗教一進來，部落的 Gaga 就應聲倒地，從此不起。惟編者以為，

國民政府最不聰明的一點，就是當時沒有做好祭典儀式的文字記錄與影像存檔，

致使後人瞎子摸象，各憑已見。 

  南山部落自古以來，會依時節，依耕作種類的不同，而舉行大大小小的祭典儀

式，除去小祭典，南山部落一年裏共要舉行 Tmubux，Kmloh，Smatu 等三大祭典。

由於過去南山部落，共有四個祭祀團體(Qutux gaga)因此，有些祭典是各別的

Qutux gaga 單獨舉行，有的則是聯合其他的 Qutux gaga 一起舉行。本節依編者

對於本書的舖陳綱要，係著重在南山部落傳統祭典的內涵要義，故有關祭祀團體

及其組織規範的部份，容請後章再述。茲僅就上述三種祭典，做如下概略之說明。 

  第一種 Tmubux，Tmubux 係播種祭，這是在初春二~三月舉行的祭典，主要是祈

求神靈祝福這些農作物能長的好長的壯。在山田整地完後，各 Qutux gaga 的成

員，就會聚在 Pklahang gaga(祭司，即小頭目)的家舉行播種祭。祭典由 Pklahang 

gaga 主持，開始時由 Pklahang gaga 唱名清點口數，然後取一瓢水叫大家用手

指頭沾，叫做 Tmring qsya(沾水之意)，這個動作的意思是，團結合一，以水誓

約之意。然後 Pklahang gaga 會詢問大家，誰要先種！此時 Qutux gaga 的成員

隔天就要去幫忙這個人播小米籽。他們會用換工的方式進行互助，當然也允許其

他 gaga 的人來幫忙。Pklahang gaga 在做完 Tmring qsya 的儀式後，會手持先

前大家沾水過的那瓢水仰天祈福說：「Kwara utux bnkis，mhway simu！misu qani 

ga musa sami ptaring tmubux la，blaq mlahang kwara pinbahu myan，kmloh 

sami lga syusay simu pinmuya myan la！」(各位祖靈，感謝祢們！現在我們

要開始播種小米了，祈求祢們守護這些作物，等收成後再供奉給祢們吃！)。語

畢，大家就會拿起小米酒，暢快地喝起來。Tmubux，一次就要將它播完，不能分

批種，否則小米株會參差不齊，若幫忙的人手多，半天就弄好了。 

  第二種 Kmloh，Kmloh 即收穫祭，大致是在初秋八~九月間舉行，這個祭典主要

是在慶祝小米收割。祭典是由 Pklahang gaga(祭司，即小頭目)主持，在小米收

割前，Pklahang gaga 會召集所有 Qutux gaga 的成員，並詢問他們誰要先收割！

然後他們會依序排出收割的先後順序及名單。第二天，Pklahang gaga 一大早大

約凌晨四點鐘的時候，一個人摸黑(有點是偷偷地)到小米田摘穗，大概五六束即

可，然後匆匆的回來直奔 Khu(穀倉)將小米束掛在橫樑上。這個動作叫 Mahu(留

種之意)，等到大家起床後，Pklahang gaga 再叫 Qutux gaga 的所有成員集合，

然後拿一瓢水叫大家用手指頭沾，同時宣佈可以開始收割了。這時要收割的人

家，也由家裏的長輩，在收割前先自行抽一束小米穗，然後才叫家人收割。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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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耆老 Unang suyan 回憶說：「小米剛播種時我們會一直工作，快要收成時就

開始釀酒，這時候小米田人不能進去，如有人進去就不能採收。在採收之前父親

或丈夫會先將一束小米抽取表示可以開始採收了，不過在採收時如果有人從前面

走過就要停止採收了」。 

收割時，每戶要在小米園燃燒檜木皮，這火炬至少要燒一個月，絕不能讓火熄

滅。這個涵意就是，「Mira balay hiluq ini pskyut」(指小米穗像煙霧嬝繞般

不間斷)。另一個涵意是，「讓我們的感恩，隨著煙霧直達天庭」。 

  在收割時，相互間不能交談嬉笑，也不能東張西望，免得小米園裏的精靈生氣。

一直到收割完後，園主就會把家裏釀好的酒，全部拿到小米園中，叫全部落的人

來喝，一起歡慶收成。等所有 Qutux gaga 的小米都收成後，隨即就要舉行 Smyus 

utux(祖靈祭)。Smyus utux(祖靈祭)也可以是全部落(四個 gaga)一起舉行，也

可以單獨由各 Qutux gaga 自行來做，這部份由各 Qutux gaga 自行決定。Smyus 

utux 的祭典由 Pklahang gaga 主持，他會叫所有 Qutux gaga 的成員，帶家裏貯

藏的山肉與小米酒到他家放著，然後由 Pklahang gaga 帶領大家 Tmring qsya(沾

水之意)，他們用兩支竹筒盛裝小米酒與山肉，繫上繩子，然後一起到外面的一

棵樹，把盛滿小米酒與山肉的竹筒掛在樹枝上。這時 Pklahang gaga 手持一竹杯

的小米酒，灑在地上並祈禱說：「Kwara utux bnkis，mhway simu！masuq sami 

kmloh la，anay myan pngsa simu nniqun qani ，squni maniq kwara mamu」(各

位祖靈，謝謝祢們！我們收成完畢了，我們獻上這些食物，請祢們一起享用)。

然後大家就回到 Pklahang gaga 的家，暢飲小米酒與大啖山肉。後來在光復後，

這個儀式就改在教會舉行，叫「Kansasay」(日語，感恩節)，敬拜的對象也從過

去的 utux(祖靈)改成上帝(Kamisama)。 

  第三種 Smatu，Smatu 又稱 Lmagu byacing(等待月圓)，這是部落最大的祭典，

通常是在十一月~隔年二月舉行。各 Qutux gaga 的舉辦時間都不一樣，但都要在

上述的期間內完成。部落族人過 Smatu 會依月亮的盈虧而走，當月亮長出來時，

Pklahang gaga 就會說：「Plagu ta byacing la！」(我們要開始守月了！)，這

時 Qutux gaga 的男人就要全部上山打獵，有時也會帶女人(巳婚者)去做趕獵物

的工作。他們上山一次大概要三~四天，然後把獵物帶回來放在 Pklahang gaga

的家，隔天他們又上山打獵，就是這樣連續上山四，五次。狩獵期間，男人不能

近女色，女人也要把織布器具與掃帚收起來，不能碰觸這些東西。部落女性耆老

Apay pasang 說：「在 Lmagu byacing(等待月圓)的那一個月中，絕不能隨便

Tmring(拿東西給人吃之意，因這樣會失財)，這樣是會被罰的，必須要等到 Smatu

當天以後，才能分東西給別人」。那在家裏的婦女也沒閒著，她們除了繼續在田

裏工作外，也會趕釀很多的小米酒。到了月亮隱沒之時，Pklahang gaga 就會說：

「Taring ta smatu la！」(我們開始過年了！)，那天晚上 Qutux gaga 的成員，

會用 Miqwi(五節芒)把家裏圍起來，不讓其他的人進來。一直到隔天的凌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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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雞叫時才會把圍在屋子外的 Miqwi(五節芒)打開，這時其他 Qutux gaga 的人

才可以進來，並一起享用美食。若有人不小心在 Smatu 的前一夜闖入，就會被留

置，不讓他離開，免得家中的福氣被他帶走，這樣明年的小米就會歉收，會餓肚

子。儘管如此，過去有些族人還是會利用 Gaga 之便，闖入他人之屋藉以大吃大

喝一番。部落耆老 Yukan buta 描述了一段部落過 Smatu 的情形：「以前過 smatu

要用茅草圍家裏，從除夕當天早上八點到隔天凌晨三點才打開，上午八點到晚上

十二點各 qutux gaga 會將獵來的山肉分給各戶，然後到了隔天三點茅草圈打開

後各戶再把分好的山肉分送給親朋好友吃。除夕夜若不小心闖進別的 qutux gaga

就會被留置，供給酒食然後隔天才放人，所以有的人會利用這 gaga 之便故意闖

進別的 qutux gaga 藉以大吃大喝一番，而這種除夕夜留人的意涵是擔心若把人

放走會帶走自已的財氣」。過去南山部落有四個 Qutux gaga，各 Qutux gaga 的

Smatu 時間都不一樣，所以部落族人大約有將近三個月的時間都在過年，也有族

人一醉醒來，竟巳是春分要播小米籽的時候了。 

  南山部落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是生活在充滿「神意」的環境，每一塊石頭，

每一棵樹都被賦予精靈的元素，但自從外來宗教進來後，改變了自古以 Qutux 

gaga 為其生活與精神的空間場域，這在分析社會學的意義上是具有研究與探討

的重要性。「在外來宗教進入後，原有的 Qutux gaga 轉而以教會為其實踐中心，

過去各小頭目家為 Qutux gaga 討論各項祭儀與決策的地點，在宗教進入後，這

樣的公共空間改由在教會進行，只是，此時教會不若過去 Qutux gaga 具有其各

自的農耕工作曆，此時居民依個人喜好決定其播種時間。而在官派村長產生後，

村長家為村長與鄰長討論事情，宣佈決定的地點。由於這樣的討論多只由村長與

鄰長出席，並無全部落參與討論。故可以說，此一時期的基督長老教會與天主教

分別是一群在觀念上共守禁忌的社群，討論事務的公共空間。／戰後初期，南山

部落受到外來宗教的傳入，此時巳無界線較為清楚的 Qutux gaga，除了原有的

四個 Qalang，被國民政府劃分為上，下兩個部落，而部落居民依其個人理念選

取與其觀念較為相仿的宗教，各自形成以教會為首，分別位於上，下兩部落的天

主教與基督教為其信仰，規範與舉行祭典的中心，並由教友組織獵團共同狩獵，

並在相關祭典上一同分食獵物，捐獻作物，進行資源的再分配，形成一互助團體」

(引自 2007 洪翠苹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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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馬里光流域與基那吉流域部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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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馬里光流域與基那吉流域全區工作坊 

時間：2007 年 10 月 20 日 

地點：秀巒部落塔克金溪山莊 

人數：20人 

內容摘要： 

（1）工作小組說明 

1. 說明今天活動流程 

2. 分享各部落繪製部落地圖的經驗 

3. 各部落目前現況發展的經驗分享 

4. 其他 

（2）問題與討論－部落回應 

1. 分享各部落繪製部落地圖的經驗 

 A 部落：我們部落因為過去也曾製作過部落地圖，因此對我們部

落來說，剛開始製作地圖需要很多時間，像我們的部落，我們總

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慢慢的累

積了今天你們看到的部落地圖。所

以剛開始繪製部落的部落不要氣

餒，工作人員會協助你們的。還

有，繪製部落地圖需要部落所有人

參與，比較容易完成部落的地圖。 

 B 部落：像我們的部落，因為已經

完成繪製了部落地圖，所以我們已

經把部落地圖與傳統知識、教育一

起結合，並將文化與歷史透過地圖傳遞，而且部落地圖的工作已

經落實在小孩子，小孩子也參與部落地圖工作。小孩子有他們自

己的部落地圖，所以部落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參加會製部落地圖的

工作。 

 C 部落：我們是第一次製作部落地圖，也都不知道什麼事部落地

圖，以為就是地圖而已，原來工作人員不是拿地圖給我們畫，我

們部落第一次見到電腦可以畫部落地圖，而且很清楚，我們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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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棒。雖然我們不會操作，我也希望有時間的話我們也要都

會畫部落地圖。但是，要有電腦才可以畫部落地圖，所以沒錢的

我們以後有錢買電腦後在做部落地圖。 

 D 部落：我們也是第一次繪製部落地圖，我們覺得很難可是看工

作人員協助部落繪製部落地圖後，我覺得很有意義。跟我想的部

落地圖不一樣，我也以為是在一本地圖上畫部落地圖，原來是在

電腦上會部落地圖，用什麼 G…的地圖協助我們部落畫地圖。我

發現我們有把我們部落的遷移跟部落地名繪製在我們的部落地圖

上，很清楚，一看就很明白。 

 E 部落：我覺得部落地圖很棒，我以為只是畫畫圖而已，原來可

以透過部落地圖呈現我們部落的遷移路線，甚至我們都把部落的

地名都幫在地圖上了，而且地圖很好看，不像一般的書本（地圖）

一樣。我們部落也在部落地圖上呈現部落人的土地範圍，我們覺

得很棒。 

 F 部落：我覺得有點遺憾的問題是，繪製部落地圖需要用到電腦，

所以比較麻煩，我們部落不是每個人都有電腦，應該是很少的，

所以沒電腦就不能畫部落地圖，這是比較遺憾的。而且，我們部

落因為才剛接觸這樣的東西，我希望雪罷國家公園可以請人教我

們繪製部落地圖，也讓我們有機會學部落地圖的繪製方法。 

 G 部落：我們部落既然很有心繪製部落地圖，也希望能夠完成自

己部落的部落地圖，但希望工作人員不要隨便把我們的部落地圖

給別人，其實就是沒有我們的允許下不要把資料給別人，而且我

要求你們不要把我部落的部落地圖給雪罷國家公園。我們部落對

政府不是很信任的。 

 H 部落：請工作人員真的不要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之下把資料給

其他人或政府，請完成部落地圖後給我們部落。 

2. 各部落目前現況發展的經驗分享 

 A 部落：目前我們部落希望集體發展自然農業，我們希望能永續

使用我們的土地，不要再用農藥，害自己又害別人。所以我們部

落目前在積極發展自然農業，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成為其他原住

民部落的典範。所以愛部落就不要用農藥，不然對我們自己傷害

會太大。 

 B 部落：我們部落希望可以發展觀光，也希望向司馬庫斯部落一

樣，當然每個部落都不一樣，所以我們想發展護魚的工作。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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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成功過，不過也失敗了。但我們希望能在這幾年當中慢

慢的再一次發展護魚的工作。以前我們每月開放垂釣可以賺很多

錢，希望未來還可以進行。 

 C 部落：我們希望部落可以往永續觀光為主來發展，也強化我們

部落的共同管理。我們是以自然資源為主的生計經濟，以發展觀

光為主。 

 D 部落：我們部落現在往深度旅遊的方向，比如文化祭典、傳統

儀式發展。 

 E 部落：我們部落發展有機農業，一部分觀光業（民宿），一部分

進行生態資源的調查工作，也有進行步道整修工作與維護。也希

望能夠集體發展觀光。 

 F 部落：我們部落目前設置部落學校、農業比較少，比較多的是

遊客（觀光為主）。 

 G 部落：我們部落目前與某部落一起發展自然農業，對整個自然

保育工作與生態有很好的幫助，更是永續土地。為了能永遠務農

所以我們決定進行自然農業的工作。 

3. 其他 

 我希望任何一個政府可以尊重部落的主體性。 

 希望這樣的好活動可以長期在部落舉辦，不要只是在特定的部落

舉行，別的地方也應該好好的協助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