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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ulnerability refers to weakness or risk for a system and its ability to recover after a disaster. It is 

used to evaluate an ecological or an environmental system. This paper uses the three indices to evaluate 

the vulnerability of a transportation network – the Taipei Metro system : (1)exposure, (2)sensibility 

and (3)adaptability. These are proposed by the IPCC for the United Nations. Exposure is defined as the 

risk of accidents and the pressure on the network, such as the potential for flooding or the passenger 

flow for a station. When an unexpected event affects the system significant inconvenience is 

experienced by passengers. The sensibility is defined as the centrality of the network. Three centrality 

indices for each node (station) are calculated: (1)degree, (2)closeness and (3)between-ness. These 

determine the sensitive nodes for the network. The degree-centrality is defined by the in-connections 

and out-connections for a node. The closeness-centrality is defined by the proximity of a node to other 

nodes in the network. The between-ness-centrality us defined by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a node is 

passed between any two other nodes. The adaptability is defined as the ability to recover or the 

alternatives when a node suffers an accident. The nearby bus stops and public bike stations are 

considered as alternatives while a metro station is disabled.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bus stops or 

public bike stations, the greater is the adaptability of a metro st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n integrated 

vulnerability index to determine the exposure, the sensibility and the adaptability of each station. The 

integrated vulnerability index is then visualized on the map to better illustrate the negative impact and 

the positive degree to which the Taipei Metro system can 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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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lius et al. (2006) 也使用 (Berdica, 2002) 相同的操作型定義，分析道路路網連結的重要性

與站點的暴露度，重要性指標加入當地的地理背景，Jenelius et al. (2006) 分別以這 2 個指標去評

估瑞典北部道路路網，得到分析結果是道路的重要性與暴露度越高，則其脆弱度也越高。本研究

認為(Berdica, 2002) 的脆弱度定義是延續 Timmerman (1981) 的定義，Jenelius et al. (2006) 更是直

接利用 Berdica (2002) 圖 2 的風險概念，強調交通脆弱度應從意外事件發生的機率，以及造成的

後果等 2 個面向來討論。Berdica (2002)在討論道路系統的脆弱度的時候，從交通系統的可靠度談

起：根據 Billinton & Allan (1992) 和 Wakabayashi & Iida (1992) 的定義，可靠度原先討論範疇幾

乎都是系統穩定運作的機率 (probabilities)，並沒有災害事件造成的結果 (consequences)。從文獻

中也可以發現，可靠度在眾多研究領域中，例如：電力網路與網際網路，都有完備的資料以及操

作型公式，這一點是脆弱度比較不足的部分。 

Jenelius & Mattsson (2012) 將交通脆弱度更進一步以區域暴露度與重要性等指標來進行計算，

公式在計算的過程都是以旅運時間的增加，或是潛在可能會有旅客因為路網失效而沒有被服務到

為分析重點。Jenelius & Mattsson (2012) 也將分析的空間尺度，從連結與節點轉換為網格 

(grid-based) 尺度，透過網格能更完整的理解區域脆弱度，因為通常路網的一個連結或是節點失效，

其所衍伸的負面效應會像漣漪一般擴散出去，這樣研究方法可以幫助本研究在後續建立脆弱度指

標時，除了以路線為單位之外，更嘗試以地理行政區角度分析路網脆弱度。 

Berdica & Mattsson (2007)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的重要橋梁上，蒐集交通流量即時資料，模

擬不同橋梁中斷，或是橋梁車道減少的情況下，對路網造成的潛在影響，相較於 Berdica & Mattsson  

(2007) 是主觀選取重要的關鍵連結，Rodríguez-Núñez & García-Palomares (2014) 比較像是反向操

作，他利用脆弱度評估找出路網中哪些是關鍵連結，他量測西班牙馬德里的大眾運輸系統脆弱度，

對整體路網的站點進行分析，有別於其他的研究只利用路網結構進行分析，像是賴秀純 (2012) 對

中彰投地區公路客運的路網結構進行分析，其研究將重點放在易達性程度差異，以及旅運服務與

旅運人次的相關性，賴秀純所使用的資料就是單純使用人口數量進行旅運需求推估，但是

Rodríguez-Núñez & García-Palomares (2014) 是利用出發地-目的地的實際旅運資料，找出哪些節點

因為載運了大量的旅客，成為大眾運輸路網中重要的關鍵連結。 

除了結構本身脆弱度之外，氣候變遷的脆弱度也常常被拿出來討論，Murray & Grubesic  

(2007) 提到洪水、土石流、交通擁堵以及大型意外事件對道路路網會造成脆弱度。相關研究像是

Oswald & Treat (2013) 分析海平面上升對於美國費城的大眾運輸系統的脆弱度，以地理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工具進行視覺化，提供決策者災害識覺支援。Khademi et al. 

(2015)也談到伊朗路網的在面對地震災害後的脆弱度，此研究將重點放在災害發生後的脆弱度，

同樣以地理視覺化的方式呈現，以救援難易程度進行地區脆弱度分析。從上列文獻中可以發現，

交通脆弱度的操作型定義都是大多依據旅行過程中金錢與時間的損失。本研究擬以聯合國跨政府

氣候變遷小組 (IPCC) 評估報告之脆弱度定義：暴露度 (exposure)、敏感度 (sensitivity) 與調適能

力(adaptability) 3 項指標 (IPCC, 2007)，作為本研究脆弱度函數。許多生態與社會環境領域學者，

評估一系統受氣候變遷影響程度時，大多使用 IPCC 上述之定義。本研究借用此觀念套用於捷運

系統，嘗試使用這 3 項指標，描述一捷運站體之脆弱程度。據臺北市捷運局 2015 年統計資料顯示，

該系統每日平均載運人次達 190 多萬人次，一旦自然災害或意外事件影響捷運運作，將造成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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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的負面影響。 

臺北捷運至今仍不斷擴張營運版圖，從原先 2 條主線擴張成為 5 條主線，總計有 108 個車站，

如圖 2 所示。隨機場捷運通車與環狀線即將通車，舊有的文獻與臺北捷運站點脆弱度評估應予以

重啟。本研究嘗試引用脆弱度的概念，透過路網分析 (Network Analysis) 方法，輔以捷運 2015

年各站旅運人次數據資料，探討臺北捷運路網的脆弱度。研究主要議題如下： 

一、找出捷運路網中的重要節點，亦即：該站失能會對整體路網造成較大影響。 

二、嘗試建立路線脆弱度評估模型之雛形。 

 

 

 

 

 

 

 

圖 2 臺北捷運現行營運路線 

研究方法 

本文概念如下圖 3，首先利用脆弱度具有的三個面向，暴露度、敏感度與調適能力以作為影

響指標。本研究受限於資料可取得性及資料合理性，故先以捷運站之旅運人次數據為外部暴露度

指標，再利用中心性指標 (Centrality) 計算捷運站敏感度，最後統計捷運站周邊公車與公共自行

車架數量作為該站失能時替代的大眾運輸方案，故視為調適能力。 

 

 

 

 

 

 

圖 3 捷運路網脆弱度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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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暴露度指標 

本研究利用臺北捷運公司所提供之 2015 年捷運各站進出人次作為暴露度因子，假設進出站人

數較多的站點，發生意外事件的機率可能較高，來估算每個捷運站點發生意外事件的機率，因子

經過正規化後如式 1：    : 0~1                 (式 1) 

式中， 表示：第 捷運站進出站人次 

表示：路網中最少進出站人次 

表示：路網中最多進出站人次 

(二) 敏感度指標 

在網路分析研究的研究領域中，可以利用中心性分析節點在路網中所扮演重要性。在交通路

網的應用上，一個重要的交通樞紐，若是在分析指標中顯示為重要的路網節點，那該節點在整體

路網的脆弱度分析上，就扮演重要的角色。該點的存在對於路網具有關鍵作用，若是該樞紐節點

失去作用，整體路網停擺的機率會大幅提升。Freeman (1978) 統整前人研究提出了 3 個量測路網

中心性的因子：連結程度 (degree) (式 2)、接近程度 (closeness) (式 4)、介中性 (betweenness) (式

6)。透過 3 個中心性因子的計算，可以幫我們初步了解哪個站點是關鍵的節點，或是有哪些節點

在路網位置中具有類似橋樑的地位。根據 Valente (2010) 的統整與解釋，這 3 個指標的基本意義

如下：連結程度就是一個節點具有的連結數，而其中又分為別人指向我的「連入程度 (in-degree)」，

和我指向別人的「連出程度 (out-degree)」，接近程度指標可以得知誰在路網關係上距離大家最近，

該點的影響力也越大，這邊所指的距離是透過連結相連的關係距離，而非實體距離。介中性指標

是在量測一個節點在整體路網介於任 2 點最短路徑的程度。 

1. Degree Centrality 因子 

                              (式 2) 

式中， 表示：連結數 (本站連出至他站數+他站連入至本站數) 

表示：站點總數 

正規化： : 0~1                            (式 3) 

式中， 表示：第 捷運站 Degree Centrality 數值 

表示：路網中最低 Degree Centrality 數值 

表示：路網中最高 Degree Centrality 數值 

 

2. Closeness Centrality 因子 ∑                               (式 4) 

式中， 表示：站點 與站點 在路網中關係距離 

正規化： : 0~1                             (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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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示：第 捷運站 Closeness Centrality 數值 

表示：路網中最低 Closeness Centrality 數值 

表示：路網中最高 Closeness Centrality 數值 

 

3. Betweenness Centrality 因子 , ∑ , ,                       (式 6) 

式中， 表示：站點 與站點 透過站點 中介的最短路徑數 

表示：站點 與站點 間最短路徑數 

例如：A 點到 B 點有 5 條最短路徑，而 C 點佔據最短路徑數中的其

中 2 條，則 C 在 A 和 B 點間的數值則是 2/5。 

正規化： : 0~1                               (式 7) 

式中， 表示：第 捷運站 Betweenness Centrality 數值 

表示：路網中最低 Betweenness Centrality 數值 

表示：路網中最高 Betweenness Centrality 數值 

 

本研究將上述 3 個中心性因子正規化後相加成為敏感度指標，如下式 8： 

 , , : 0~1                    (式 8) 

 

此三種中心性因子曾被應用於量測道路路網與機場網路，Crucitti & Porta (2006) 應用了接近

程度和介中性指標去量測都市街道紋理，利用交通路口作為節點、道路作為連線，希望透過單純

量測這 2 個指標區分現代規劃好的都市與自古發展的城市，在這 2 個中心性指標上表現的差異性。

Guimerà et al. (2005) 利用接近程度和介中性指標，量測全球飛航路網的結構與特性，除了辨別出

哪些機場是高連結性與高中心性之外，另外再應用 Girvan-Newman Technique (GN) 分群方法，將

全球機場進行分群，討論不同機場在路網中扮演的角色差異。 

(三) 調適能力指標 

假設某捷運站失能時，旅客由該站外溢，摒除捷運系統緊急調派的疏散專車（因需調度時間）

及私人營業車輛（因行經該站計程車數量無法統計），大眾運輸系統中應以公車及公共自行車為

旅客最有可能之替代旅程方式。因此本研究以公共運輸範疇介接臺北市政府資料開放平台資料，

利用捷運出口 100 公尺以內的公車路線數量與公共自行車架數量 (圖 4)，作為 2 個調適能力因子。

而為求指標的一致性，本研究將 2 個調適能力因子依路網中最多與最少公車路線差 (Rmax-Rmin)、

路網中最多與最少公共自行車架數差 (Ymax-Ymin)，分別進行正規化 (式 9、10)，加總後即為調適

能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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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因子，得到最終調適後的脆弱度模型，可顯示出哪些站點即使調適後仍有極大風險，需要進一

步改善，例如：增加公車路線或自行車車架數。 

（一）調適前                                      (式 11) 

式中， 表示：暴露度指標 

表示：敏感度指標 

（二）調適後 

                                (式 12) 

式中， 表示：公車調適因子 

表示：公共自行車調適因子 

指標分析 

(一) 暴露度指標 

本研究利用捷運站進出站人次做為暴露度因子，來估算捷運承受意外事件的壓力。本文假設

進出站人數較多的站點，發生意外事件的頻率可能較高。將計算數值正規化到 0~1 之間如圖 5 與

圖 6，台北車站人次流量為全系統之冠，西門、忠孝復興與市政府捷運站是 3 個較多人次的群組，

接續這 4 站的站點就有所變化，並不是我們所熟知的轉運站，而是許多觀光地區與鄰近著名景點

的站點，都有高人次的進出量，像是淡水、新埔、善導寺、劍潭、忠孝敦化、板橋、頂溪與永春

等站。 

(二) 敏感度指標 

本研究將 3 個中心性因子計算結果正規化到數值 0 與 1 間，再將 3 個數值加總成中心性因子

如圖 7。本研究模型發現中心性因子在大橋頭站明顯上升，較高的右側依序找出 15 個捷運站，可

以視為敏感度較高的捷運站群組。本研究將這 15 站點標記在圖 8 官方捷運地圖上，可以看出它們

共同特徵都是捷運路網中的轉乘站，而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善導寺站與雙連站，這 2 個捷運站點並

不是轉運站，但是透過中心性指標計算後發現路網中有大量捷運站需要經過他們 2 個站，而且這

2 個站同時也位處路網中心位置，因此在分類上，這 2 個站點對於路網具有相當程度的重要性，

如果只以連結數多寡論斷捷運站點重要性的話，此類站點就容易受到忽視。 

(三) 暴露度 vs.敏感度關係圖 

將上述敏感度指標列為 X 軸、暴露度指標為 Y 軸，自然分段 (Nature break) 為三群，繪製如

圖 9。第一群是較高暴露與高敏感，如圖 9 紅圈處。敏感度前 15 高捷運站人口暴露壓力一樣很高，

只有大橋頭站例外。該站西邊連接新莊蘆洲線，大量站點需要經過它才能到達市區，但是它不是

人口進出的站點。第二群是高暴露與中敏感，如圖 9 綠圈處，內含許多觀光地區或鄰近著名景點

的站點。其路網中心性比較低，但是暴露在眾多人流進出壓力之下，脆弱度因此較高。第三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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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暴露與低敏感，如圖 9 藍圈處。這些站點若失能，對於整體系統影響相對不大，而位於終點站

的淡水站，雖然它的中心性最低，但是在高暴露度的情況之下，它的脆弱度一樣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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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各各捷運站中心性

圖 9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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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高人流的轉運站有非常高的脆弱度以外，忠孝敦化、永安市場、頂溪、圓山、江子翠、永

春、新埔、景安、明德等站點調適能力也較差，現有其他交通替代方案無法滿足旅客，表示表示

公共汽車及公共自行車這兩種替代工具無法有效調適捷運路網中高脆弱性捷運站。而市政府、劍

潭、西門、板橋、公館與松山等站最為合適，其捷運周邊交通替代方案完備，當捷運發生停駛時，

能提供一定程度的運輸能力。 

 

 

 

 

 

 

 

 

 

 

 

 

 

 

 

 

圖 12 調適前後脆弱度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路網中脆弱站點多為轉運站之外，另有善導寺與雙連站因高敏感度被挑選出，

調適能力以市政府站與劍潭站為佳，但仍有多處高脆弱度站點需要提升調適能力。而模型可對捷

運站進行初步脆弱度分類，分類結果顯示以公車與公共自行車為替代方案情況下，仍有 15 個高暴

露與高敏感的站點與 9 個高暴露與中敏感的站點，無法在意外事件發生時提供一定的運輸服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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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建議可將目前捷運年度資料依據月份進行分析，搭配公車車機即時資料及發車

頻率與公共自行車數量的即時統計，可以讓整體分析更為完善。捷運站失能後，捷運公司也會即

時啟動公車接駁服務，因此影響時間與範圍需要再精確，而計程車也是交通替代方案之一，但是

現行無統計資料可以使用，因此本研究目前只統計公共運輸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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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學浚先生的海國學說與運用 

Hsueh-Chuen Sha’s Theory of “Marine Country” and Its 

Application 

何沛東
a
 

Pei-Dong Ho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 “Marine Country” originates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cloak of democracy for the western hegemonic. Hsueh-Chun Sha incorporat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marine cultural concepts, interpreted the Chinese marine culture 

and reflected the tribulation of modern China. He eventually formed his own ”Marine Country” theory. 

He also considere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 marine China. He put his “Marine Country” theory 

into practice to development a marine country. 

Keywords：Hsueh-Chun Sha, Marine Country, Theory, Application, China 

摘 要 

「海洋國家」的概念源於西方，長時間被視為西方強權的民主外衣。沙學浚先生吸取中西方

海洋思想，在對中國歷來海洋文化的解讀和詮釋、中國近代遭受苦難反思的基礎之上，形成了自

己的海國學說。沙先生還對中國海洋發展的歷史與現狀及未來進行了思考和展望。並將其海國學

說運用到劃分中國經濟區、首都的選址、臺灣的戰略地位與發展等議題上，努力促使中國向海洋

強國的目標邁進。 

關鍵詞：沙學浚、海洋國家、學說、運用、中國 

前 言 

沙學浚，字道夷，1907 年出生於江蘇省泰州市。他於 1926 年考入南京金陵大學，後轉學至

                                                             
a 上海復旦大學歷史學系博士研究生，通訊作者（e-mail：hpd87@163.com）。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18 

 

中央大學教育學系，在中央大學學習期間輔修地理學，師從張其昀先生。1932 年自費到德國留學，

入萊比錫大學、柏林大學學習地圖學，1936 獲得博士學位。歸國後，先後在中山大學、復旦大學、

浙江大學、中央大學、香港聯合書院、新加坡南洋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任教。沙先生在政治地理

學、歷史地理學、國防地理學、地圖學等方面著作頗豐，對我國近現代地理學和地理教育的發展

做出了重要貢獻（姜道章，1996）。另外，沙先生還持續關注海洋問題，提出了一些關於「海洋國

家」問題的見解，他的海國思想時至今日看來仍不落伍，但卻已很少被人提及，本文試以沙先生

發表的相關論著為中心，探討他的海國學說及其運用。 

海洋國家的概念簡述 

海洋國家簡稱「海國」。現階段我們多從海陸地理分佈和社會經濟文化層次兩方面來討論海洋

國家的概念。以地理分佈來講，「海洋國家」字面上可以理解為臨海或者被海洋所包圍的國家，可

以視為一個地理名詞，如日本的《小學館國語辭典》將其解釋為「被大海包圍的海洋國家，即島

國」；《廣苑》將其解釋為「國家領土整體或大部分被海洋包圍的國家為海洋國，如英國和日本。」

我國的一些學者亦是這樣定義的，如：「所謂『海洋國家』，是指那些由島嶼構成或位於沿海的國

家，馬漢把這種國家稱之為濱海國家」（廉德瑰，2012：17）。從社會經濟文化層面來解釋海洋國

家的代表是楊國楨先生，他認為：具有海洋區域和向海洋用力的政策與實踐的國家，是海洋國家。

島國、群島國可能是海洋國家，陸海兼具的沿海國家可能既是陸地國家又是海洋國家。能否稱為

海洋國家，要看這些國家是否以海洋作為其歷史生存的空間（楊國楨，2008：49-50）。海洋國家

是海洋社會發展的最高層次，是以海洋發展為國策的海洋沿岸國家或島國（楊國楨，1996），「一

般是在海洋區域社會經濟力量增大，對全國社會經濟產生一定影響後才出現的，主要的指標是海

洋發展的目標形成國策，有向海洋開放的經濟社會文化運作系統」（楊國楨，2000：99）。 

「海洋國家」的概念最早出現於西方，是建立在對西方海洋文明史的回顧和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 年）1「海權論」、麥金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 年）2「海

洋國家」與「大陸國家」對立等史實和理論基礎之上的，其實質「是西方海洋強國主動尋求和維

繫其海上強權的表述」，在發展初期，其重點在於強調海外殖民、遠洋貿易和軍事海權，在後來的

發展中，「海洋國家」逐步被意識形態化，成為西方「民主」的標籤（楊國楨，2012）。1941 年就

有人認識到當時西方的「海國主義」只是帝國主義侵略擴張、爭奪霸權的文明外衣：「海國主義（N、

valism）是軍國主義在海軍勢力方面的發展，即是藉張海上軍備，以扶植本國在海上的商業活動，

與海外殖民政策，樹上本國在海上的霸權。例如英國原就是一個海國主義帝國，後來美日亦傾向

於海國主義，造成英美日三國不斷的海軍軍備競爭」（樂天，1941：10）。因而，一般說來我們現

                                                             
1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年），美國軍事歷史學家、軍事理論家。主要著作有：《海權對

歷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805）1890 年，《海權對法

國革命和帝國的影響，1793～1812》（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1892 年，《海權的影響與 1812 年戰爭的關係》（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

1905 年等。 

2 麥金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 年），英國地理學家。代表作為《歷史的地理樞紐》（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19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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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用的「海洋國家」一詞不僅是一個地理名詞和社會政治術語，其背後「表達的是參與、介入、

走出去的強烈願望，說到底是一種擴張意識」（修斌，2005：51）。 

馬漢海權論認為一個國家對海洋的控制權，不僅包括通過海上軍事力量對海洋的控制，也包

括對海洋商業和航運業的控制。楊國楨先生認為，若依此兩種要素，中國人曾三次發現海權論，

第一次在明嘉靖十六年（1537 年）刊刻的《渡海方程》中，作者在書中主張：「南至西亞波斯灣，

北至東北鴨綠江盡處，設都督府加以控制，就是配置海上軍事力量；在海外開市舶司管理海洋貿

易，以通有無，就是對海洋商業和航運業的控制」；第二次是在鴉片戰爭之後，集中體現在魏源的

《海國圖志》中；第三次是清末引進馬漢海權論之後（楊國楨，1994）。特別是魏源及其《海國圖

志》，可以說較早明顯地表現出了「海洋國家」意識的萌芽，並將「海國」一詞發揚光大。王家儉

先生（1995）認為魏源的一些思想與馬漢的海權論很相似，如魏源產生了創設新式海軍；發展工

業與航運；經營南洋為藩鎮；宣導海洋風氣的思想。盛邦和教授歸納魏源「海國」理念的重點是

海運、海商、海軍、海權，但魏源是否有過一個「海國」的設想和把中國由「陸國」變為海國的

意圖，卻仍然是個問號（盛邦和，2010）。在《海國圖志》中魏源並沒有解釋「海國」的概念，然

從其書中我們可以瞭解到，他的「海國」主要指外國，包括海島之國和海岸之國，幾乎涵蓋了當

時全球的主要國家。《海國圖志》刊出之後，「海國」一詞隨之流行，出現了一批以「海國」為名

的書籍，如《海國四說》、《海國聞見錄》等，但其「海國」之義基本與《海國圖志》同，均沒有

形成明確的海洋國家概念。 

1900 年馬漢《海權對歷史的影響（1660-1783）》第一章由日本人翻譯發表到上海發行的漢文

月刊《亞東時報》上。之後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國人開始借鑒西方的海權論闡發自己的海

權思想，期間有個別學者也提到了「海國」的概念，如佚名學者所言：「『海國』的意思，是很明

顯的，是說一個國家，他的周圍，四面臨海。或是他的海岸線，格外比別國的海岸線綿長得出奇。

在天然的地理環境上，造成了一個海國」（佚名，1933：3）。這種對於「海國」的定義還是基於地

理位置而言，然在其關於「海國主義」的論述中，涉及到一些海洋國家的要素：「海國主義呢？在

天然的海國，當然是要對於海洋，善於去經營，善於去利用，然後才能夠使他的本國富裕，安插

他的無業遊民，推廣他的政治勢力。……海國主義，是：政治的眼光和舉措要集中在海上。國民

的思想和行動要偏重在海上。要切實研究海上所關的一切學問。要積極組織海上所需的一切設備。

並且在政府方面，要拿來做傳統的國策，在人民方面，要拿來做世襲的家私」（佚名，1933：3-5）。

即使是這種關於海洋國家概念的零星表述也是少之又少。 

沙學浚先生受中西方學者「海洋國家」思想的影響，先後發表了一些海洋問題的論著，在前輩

學者的基礎上提出了自己的一套「海國」學說，並積極探討中國向「海國」邁進的方向和道路。雖

然近代魏源等學者有過朦朧的「海國」意識，但他們的這些思想較為模糊，有很多矛盾和局限性，

更沒有系統性、整體性可言，若視魏源等人是中國近代海國思想的先驅，那麼可以說沙學浚先生就

是將他們朦朧海國思想概念化、體系化、理論化的代表。 

沙學浚先生海國學說的主要內容 

21 世紀是海洋的世紀，這是無可否認的。19 世紀中葉以後，隨著中外主動與被動接觸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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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逐漸意識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優越性，海洋意識明顯增強。沙先生即把世界史分為兩個時期：「初

為海的（或稱附屬海 Nebenmeer）的時代，如地中海時代、中國海時代、阿剌伯海時代；近世始

為大洋時代，即大西洋時代與太平洋時代等」（沙學浚，1941：20）。大洋時代或稱為海洋時代（沙

學浚，1947a）。他認為古代的地中海、中國沿海、阿拉伯半島、南洋群島等地可能都曾出現過海

洋國家，但因為它們的活動範圍小，海洋控制力有限，所以為附屬海時代，而不能稱之為大洋時

代（沙學浚，1947b）；十六、十七世紀地理大發現以後，歐洲各國爭相到海外探索，佔據並經營

殖民地，從事航海、通商和海外殖民的活動和擴張，這便是大洋時代（沙學浚，1947b）。這種劃

分世界史的方法主要以人類的海洋活動範圍和活動內容為依據，充分表現出沙先生意識裡海洋對

人類文明的重要性。 

沙先生強調進入大洋時代的近代世界史是以海洋權力和海洋文化為重要基礎的，順應時代潮

流控制海洋、利用海洋的國家才能夠不斷的發展：「近世世界史的發展，從空間看，是以歐洲海國

為中心；從經濟看，是以工業為動力；從文化性質及權利結構看，是以海洋權力海洋文化為基礎。

歐洲以外的國家，不論是否歐洲的子國，如有海洋權力海洋文化便能生存，便能強大，如美國，

反之則衰弱甚至滅亡」（沙學浚，1947a：61）。他認為在這個時代只有海洋國家才能夠領導世界的

發展，即使大陸國家再強，也只能固步自守不能立足於世界：「大洋時代的一大特色是只有海洋國

家能夠做世界史的領導國家，其勢力能夠無孔不入底伸進於世界的每個角落。反之，大陸國家，

縱其國勢力雄厚，只能偏安於一隅，因為他和海洋不能發生密切的關係，更談不到支配海洋。前

者以英美為代表，後者以蘇聯及歐戰後之德國為代表。……近世以來，俄羅斯民族的基本國策在

於爭得窗戶，以便參加大洋時代的國際活動：因為純粹的大陸國家時常要感到窒息的」（沙學浚，

1941：20）。他甚至直言若不順應海洋時代發展的潮流，那麼可能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這是歐化

時代，這是大洋時代，順之者生，逆之者危或亡」（沙學浚，1945a：133）。在世界進入海洋時代

的歷史背景下，沙先生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了自己的「海國」學說。 

沙先生沒有簡單的按照國家與海洋的地理位置及有無海洋活動等因素來確定海國和陸國的性

質，以他的理解不是所有的臨海國家都可以被稱為「海國」：「惟有民族生活與海洋有密切關係，

海洋勢力在歷史發展上占主要席地的，才能稱為海洋國家，簡稱海國。『海國』一詞不指一國的臨

海地位的型式言，而系指一類國家，他們與其他民族的聯繫主要依賴海洋交通，其國力發展系於

海洋控制。一國海岸線不論如何之長，臨海地位不論如何優越，如果海洋交通海洋生活不重要，

不得稱為海國，只是大陸國」（沙學浚，1947a：61）。或者說是海上活動的比例高於陸上活動比例

的國家為海國，反之即為大陸國：「海國與陸國的區別不在海洋活動之絕對的大小，而在海洋活動

與陸地活動之相對的比例。這可用本國船舶從事的海上貿易不論是為人的或為己的，與經過陸界

的貿易之比例做標準，比例高的是海商國。海商國的海上交通及商業活動在全國經濟結構上佔有

決定性的，或很重要的地位，每為國家的興衰強弱所系」（沙學浚，1947a：61）。他進一步列舉分

析了古今中外全部具有或擁有部分海外貿易、海洋交通、海洋漁業、海外移民、海外屬地、海洋

據點等條件的國家及其狀況，得出：「決定海國性質的主要因素是海洋交通與海外貿易及二者在全

國經濟上的高度重要性」（沙學浚，1947a：62）。姜道章先生（1996：11）認為沙先生的「海國」

定義是「一個旁觀超然概念，對於任何一國家一民族無所偏倚」。 

上述定義只是針對狹義上的「海國」，沙先生認為廣義上的「海國」包括狹義上的「海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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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活動的國家」。「海洋活動的國家」或許擁有和控制著更為廣闊的海洋空間，進行著更多的

海上活動，但因為其「生活表現主要是大陸的」，因此它們終究不是真正意義上的海國。比如古代

的中國擁有並利用著廣闊的海域空間，海上活動也遠遠多於蘇門答臘、爪哇島上的諸國，但是其

發展的重心在陸不在海，也僅僅是「海洋活動的國家」，蘇門答臘、爪哇島上的諸國雖在國家規模、

控制的海域、海洋活動等方面遠遠不及中國，但海洋卻是它們的命脈，因此它們是真正的海國。

法蘭西和義大利同理也不是狹義上的「海國」，而是「海洋活動的國家」（沙學浚，1947a）。 

沙先生列出了「海國」應具備的三種本質特徵：「（一）海運國：有多量的商船行駛于各大洋

為本國及外國的海上運輸服務。（二）海權國：有強大之海軍支配公海上軍略要地與海運路線。（三）

海外殖民國：有多數的人民漂洋過海到本國的或外國的海外殖民地去移殖，建設起第二祖國」（沙

學浚，1941：22）。至於這三種特質在海國中的地位，他的意識中應該是以海權為重的：「古代海

上交通具有高度危險性，海盜與敵國的攻擊所在多有，故船舶必須有自衛及作戰的力量才能存在，

這樣海商國同時必須是海權國，海上貿易與海洋控制結為一體，前者以後者為基礎（沙學浚，

1947a：61-62）」。當然，不僅僅是古代如此，近現代更是如此，若沒有強大的海權，不能保障本

國海洋交通的通暢和安全，那麼即使海外貿易和海外移民的規模再大，其海洋活動也沒有保障，

不能算作是完全的「海國」，如希臘、挪威、荷蘭的海運力量在當時都很強大，但海軍力量和殖民

力量不足，特別是海軍力量的薄弱，則此三國在英國海權的庇護下，才得以勉強維持其「海國」

的地位（沙學浚，1941）。他覺得之所以中國成為海洋時代的犧牲者，正是因為海權力的缺失。沙

先生還對海權力量的優越性進行了分析：「海洋權力建立於艦隊和航海術上，能在遼闊的海面形成

一種具有運動力的作戰單位，像遊牧民族的騎兵隊所表現的一樣；能以極少的力量——船和人——

經過並控制廣大的海洋空間，比遊牧民族控制大陸空間經濟得多。海洋民族攻略海島、海岸時，

也能集中力量，攻擊一點，發揮出機動性的效能。這種種都不是農業定居的大陸民族如中國者所

能認識和理解的」（沙學浚，1947b：49）。他對海權的重視也給學生們留下了深刻的印象，他說：

「過去我國在東南亞有個棉蘭共和國，但我們向此區發展，系著重於移民，並未將權力和軍事力

量與之結合，這種結構不能配合，只有移民無法發揮作用力。荷蘭、西班牙、葡萄牙和英、美等

國發展海權，都先培養本國力量，力量大了再從事商業，然後殖民，逐漸擴大國勢」（張力等，2013：

331）。 

沙先生曾留學德國，對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即時跟進，在闡述海國類型和成立條件問題時，

借鑒了德國地理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冒爾（Otto Maull, 1887-1957）3的研究成果。冒爾根據經濟

形勢、地理和交通狀況等條件，把古今海國分為四大類型，分別為航海為生的海國、控制海洋交

通的海國、轉口海岸的海國、島嶼的海國，沙先生詳細解釋並舉例說明這些類型。航海為生的海

國如挪威、南斯拉夫西部等地，這些地區山脈廣部，甚至山脈與海岸平行，山脈將海岸與腹地隔

絕，或者說這些地區幾乎沒有腹地，也沒有足夠的耕地，因此人民聚集於沿海，多從事海盜活動，

憑藉著冒險精神於海洋中謀生。控制海洋交通的海國如馬來半島的南端及西海岸、蘇門答臘的北

                                                             
3 冒爾（Otto Maull, 1887-1957），又被譯為冒耳、毛爾，德國地理學家、地緣政治學家，主要著作有：

《政治地理學》（Political geography）1925 年、《地緣政治學概論》（Introduction in to geopolitics）1928

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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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希臘、丹麥及古代的迦太基等，這些地區本身不能產生較大的經濟價值，但是他們位於海

洋交通的仲介地位，各地商船經過於此或在此地交易貨物，當地人民可以從事劫掠或仲介貿易等，

積累起較多的財富，並向海外殖民，從而成為強大的海國。轉口海岸的海國如古代中國的重要港

口廣州、漳州、泉州、杭州等處，又如威尼斯、古腓利基等，這些地區位於海洋交通向陸地交通

轉換的海岸地帶，它們或接納大量來自海洋上的船隻貨物於此轉運到內陸，或接納大量來自大陸

的貨物而於此裝船運往海外，憑藉此種優勢地位，發展壯大自己的海上力量。島嶼的海國主要針

對島嶼國家（地區）而言，島嶼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和孤立性，與大陸隔絕，隨著人口的增加，為

了滿足自身的生存和發展，易於向海洋發展和海外殖民，從而成為海國，如英國和日本，他們分

別佔據著歐洲和亞洲的邊緣地位，為大陸前的門戶，世界海洋交通發展以後兩國的大洋交通仲介

地位凸顯，並且兩國於大發現時代以前和太平洋時代以前先後發展成為工業國家，海外貿易和海

洋運輸蓬勃發展，並取得了制海權，成為海上強國（沙學浚，1947a）。冒爾提出的，任何國家和

民族發展海洋活動所需要具備的九個條件，即：臨海地位的優越；良好的通航海岸；與腹地密切

聯絡；廣大的腹地；優越的仲介交通地位；集中於海岸的人民；容易到達的對岸；豐富的造船原

料；民族傾向於海洋活動（沙學浚，1945a）。沙先生認為此九種為「海國」成立所需的條件（沙

學浚，1941）。 

沙先生提出的海洋時代劃分、海國的概念、海國應具備的特質等初步形成了他的海國學說，

又借鑒冒爾等學者的學說，提出了海國建立所需的條件和海國的類型，使其海國學說不斷充實完

善。迄今為止，筆者所見集中從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深入定義海洋國家概念的僅有沙學浚、楊國

楨等先生，沙、楊兩先生關於海洋國家的定義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他們都認為海洋在社會經濟文

化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才能稱之為海洋國家。但沙先生的學說整整比楊國楨等先生的相關論述

早半個世紀左右，據此可以看出沙先生海國思想的前瞻性。 

沙學浚先生關於海洋中國發展的討論（歷史、現狀與未來） 

中國有著悠久的海洋漁業、海洋養殖及海洋交通的歷史。有漢唐著名的海上絲綢之路，宋元

繁盛的海外貿易；有明代浩大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等，雖明清有時斷時續的「海禁」，但期間很

多時候也有興旺的海外貿易，這些都說明我們古代有豐富的海洋活動。 

沙先生以他的海國理論為基礎，分析認為中國古代常常是海洋活動和擁有海上權力的國家。

按照冒爾的分類屬於「轉口海岸的海國」，因為他的海洋貿易與航運不是為沿海人民和他國的需

要，而是為了全中國的需要而存在的，中國的港口主要服務於傳統的朝貢貿易或自給自足貿易（沙

學浚，1945a）。即便如此，大部分時間裡中國的國家政策以陸地為主，因此說中國古代多數時候

是大陸國家，而非「海國」，或者說非狹義上的「海國」：「中國自古以來是大陸國家，雖然有時海

洋活動，終究不是海洋國家，從來沒有把海洋發展列為國策」（沙學浚，1947c：53）。「中國在各

時代雖有海上活動，以及海上權力，究竟不是海洋國家，也沒有海洋國家做對敵，忽視海是中國

文化的一大特徵」（沙學浚，1945b：80）。 

他認為中國歷史上忽視海洋的表現之一便是自古以來就視海洋為領土的界限，對海外的事物

漠不關心：「中國自古以來為大陸國，視海為險，為限制，視海岸為領土的終點，所謂『東止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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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海對於中國確有其屏障的作用，除明代倭寇劫掠及近世西洋及日本的侵佔外，海上甚少外

患之威脅，故歷代國防政策重於『限北方戎馬』而忽視海洋控制，近在咫尺的臺灣到隋代（第 7

世紀）才發現，到明末（17 世紀）才正式移民，琉球群島在『地略』上是如何的重要，我們只要

求他朝貢，並不企圖佔據，南洋群島被視為夷狄與化外，關係亦疏」（沙學浚，1945a：133）。因

此，即使是中國：「數千年間亦常有海上活動，爭魚鹽之饒，謀市舶之利……中國的海洋活動時斷

時續，若斷若續，可斷可續，對於國家生存與發展並無重大關係。中國因大陸利益特別重要，只

能算是大陸國」（沙學浚，1945a：133）。 

沙先生更進一步指出，中國古代國家的發展重點是側重於大陸，國防重心則位於北方長城一

線，沿海地區的水利設施和防衛力量則明顯薄弱，這導致了明清至近代對於來自海上的威脅無法

給予有效應對，因此：「倭寇成為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大發展時代以後，東西洋海權國的勢力猛

烈的衝擊，關不可閉，國幾不保。抗戰八年日本海上封鎖線從遼東半島直延長到孟加拉灣，把中

國圍得水洩不通，中國感到窒息，要求開關迎友，結果只能在極端困難情形下，開一缺口於喜馬

拉雅山之高空，中國在抗戰期中，由大陸國變為真正的內陸國」（沙學浚，1947a：60）。聲勢浩大

的鄭和下西洋，雖然營造了「萬國來朝」的氣勢，是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代表，但沙先生認為其

並未成功地建立起中國的海權：「反觀中國，三寶太監下『西洋』，發現東非早於哥倫布發現新大

陸七八十年，但這次活動只是少數人的，不能視為國策的推行，故難乎為繼，海洋權力根本沒有

建立成功」（沙學浚，1947b：49）。 

沙先生看到了由於對海洋的忽視，中國失去了一些發展的機會，同時近代一些西方國家借助

於海洋政策而走向了繁榮富強，明清以來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來自海上的威脅對中國造成的巨大

壓力，他認為造成此種局面的原因是：「中國不曾能吸收西洋的科學工業與組織，更不曾能發達海

洋活動，建立海洋權力——甲午以前的海軍只是若干軍艦與水兵不是海洋權力之骨骼，在心理上，

數千年以來大陸國意識還是很濃，不認識海洋，不愛海洋，何能談到建設海洋權與海洋文化」（沙

學浚，1945a：133）。所以：「今後我們建國，當然要使中國不僅是一個大陸國家，同時還要成為

一個完全的海洋國家。欲達此目的，必須於保障海外僑民的發展外，更要從速建立中國之制海權，

發展中國之海運業，不如此，中國不能在這大洋時代，獲得歷史主角的地位」（沙學浚，1941：22）。 

沙先生為使中國向海洋發展，宣導國人要主動面對海洋，利用海洋，充分地利用中國的臨海

地位，並且在精神上消除對海洋的恐懼和抵制：「抗戰的教訓，臺灣以及琉球群島的收回，南洋及

太平洋上的種種利益，中國與英美及其他『海外』諸國日趨密切的關係，使中國不能不主動的面

對海洋，熱烈的友愛海洋」（沙學浚，1945a：133）。也必須保持連續活躍的海洋活動：「中國海洋

活動的進行，在過去時斷時續可斷可續，在現代及將來不可能一日中斷，這是世界歷史發展之結

果」（沙學浚，1945a：134-135）。 

對於中國發展成為「海國」，沙先生滿懷信心，他認為中國完全具備冒爾提出成為「海國」所

需的九種條件：「海洋上優越的地理位置；適應於航運與海軍利用的優良海岸；這種海岸與腹地之

間又有相當密切的聯繫；有廣大富厚的腹地；優越的仲介的交通位置；聚居於沿海地方之人口；

到達對岸國家之便利；建造船艦材料之充足；習於海上生涯之民族性，以浙南閩粵人為代表。總

之，中國有變成完全海國的最大可能，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可能變為事實」（沙學浚，1941：22）。 

在宣導中國的海洋國家道路同時，面對著一個有悠久大陸傳統的國家，他也表現出了這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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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的歷史會成為中國向純粹海洋國家邁進牽絆的擔憂：「今後中國工業化，經濟的各部門全面的高

度的發展之後，海洋活動的各方面自會均衡發展，將成為『海洋活動的國家』，但因『大陸國』的

『歷史悠久』，大陸關係牽制甚多，中國不會成為純粹的海國像英日一樣，也不易成為有大陸基礎

的海國像美國一樣」（沙學浚，1947a：68）。因此他也指出，中國在重視海洋的時候，也不能忽視

大陸，要充分的表現出中國之臨海地位的價值（沙學浚，1945a）。 

中國國土遼闊、歷史悠久，部分區域或歷史上的部分朝代表現出較強的海洋性特徵，如東南

沿海地區特別是閩粵一帶長期具有較多的海洋活動；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吳國、越國亦有部分

海國的特質；宋元和明末清初時期被認為是「中國海洋發展史上的兩次發展機遇」（莊國土，2006：

1），但大部分時期和區域表現出的仍然是大陸性特徵。因此，有學者從歷史、地理、經濟、文化

等因素考量，得出中國既是一個大陸國家，也是一個海洋國家；或者說中國表現出「大陸中國」

和「海洋中國」的兩面性。這種觀點沒有片面的去看待中國的海陸性質問題，而是具體問題具體

分析，得出的結論也基本上符合中國的歷史和現實情況。淩純聲、（美）費正清4、楊國楨、（日）

川勝平太5等學者都有過類似的觀點。 

以上沙先生對中國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思想裡有一些矛盾之處，他不否認中國歷史上有海

洋活動，雖然古代中國算不上是純粹的海洋國家，但應是一個廣義上的海洋國家，一個「轉口海

岸的海國」，但又認為中國古代大部分時候是以大陸為重的，應該是一個大陸國；有時他自信滿滿

地認為中國完全可能變成一個海洋國家，有時又憂心忡忡地表示由於大陸傳統的羈絆，中國不能

成為一個純粹的或是有大陸基礎的海國。他思想裡的這些矛盾之處，也正體現了之後學者們提出

的，中國既是一個大陸國家也是一個海洋國家的觀點。沙先生或許覺得中國不可能成為純粹的「大

陸中國」或「海洋中國」，但之前中國的海洋性表現的太弱，已經嚴重制約著國家的發展，造成了

近代中國落後挨打的被動局面，因此他極力主張之後中國必須重視海洋，發展海權、海洋經濟、

海洋文化等，但與此同時，也要兼顧大陸，要體現出中國海陸兼備的「臨海地位的價值」。 

沙學浚先生促使中國向海洋發展的努力 

在沙先生看來，中國對海洋的不重視很大程度上是近代經歷苦難的重要原因，經過八年抗戰

的教訓，他更加堅定地認為中國必須向海洋發展。戰爭使中國百廢待興，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也面

臨著諸多的道路選擇，有識之士從自身的專長出發為國家重建獻策獻議，沙先生也為中國向海洋

發展提出了許多寶貴的意見。 

（一）經濟發展區域的劃分與建設 

抗戰使中國經濟千瘡百孔趨於崩潰，經濟的復蘇成為戰後中國發展的重要課題。沙先生建議

                                                             

4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著名歷史學家，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領域的泰斗。著作有：

《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48 年、《劍橋中國史》系列（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等。 

5 川勝平太（1948-），日本經濟學者、政治家。著作有：《日本文明與近代西洋》1991 年、《富國有德

論》1995 年、《文明的海洋史觀》1997 年、《亞洲經濟的未來與日本文化》1998 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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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經濟建設的最終目標之一是「使中國經濟能夠全面的均衡的發展，成為一個統一的，完全的，

和諧的經濟單位」（沙學浚，1943a：46）。他把中國經濟分為十二個發展區域，分別為：新疆、蒙

古、東北四省、華北、西北、川康、長江下游、兩廣及福建、雲貴高原、青康高原、中緣海
6
、華

僑。這十二個經濟區若能夠達到內部的自給自足，且有數項專業的經濟事業，支持國家的發展，

從而達到各區經濟平衡發展（沙學浚，1943a）。值得注意的是，除了將我國的陸地國土劃分為十

個經濟區外，沙先生還將緣海海區和華僑各算作一個經濟區，發展重視海洋經濟和華僑經濟正與

他提出的三種「海國」應具備的本質特徵對應。 

沙先生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不應只在大陸，作為中國的緣海或海疆的渤海、黃海、東海、南

海亦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交通、聚落空間。所謂經濟空間，中國緣海有大量的漁民和鹽民以海為

生；所謂交通空間，緣海航線不僅溝通著沿海七省，還連接著中國與日本、美洲、南洋、澳洲、

印度、非洲、歐洲等地；所謂聚落空間，中國緣海地區分佈著眾多的島嶼，許多島嶼上物產豐富，

為眾多島民的居住地。因此，緣海的發展是中國走向遠洋的基礎。他還提出中緣海的經濟發展要

注重三個方面：航運業、漁業和港口的建造（沙學浚，1943a；1945b）。 

華僑聚集地可以比作中國的海外「飛地」，為「海外之中國」，所以華僑也是中國的經濟區之

一。沙先生認為近代中國海權喪失，海洋活動極少，中國仍能夠被稱為廣義上「海國」的重要原

因就是分佈於五大洲數量龐大的華僑（沙學浚，1941）。華僑有著雄厚的財力，為援助抗戰和國家

建設做出了巨大貢獻。若能保護引導華僑在居住地投資，特別是對橡膠、石油、錫礦、化工、銀

行等產業的開發，可以急國家之所需。例如南洋人口眾多，將來也可以為中國工業的一大市場。

因此，「華僑與祖國相需至殷，相關至切，在中國經濟建設上，應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沙學浚，

1943a：49）。沙先生對戰後國家經濟建設的規劃，充分展示了他的海國構想，重視發展海疆經濟，

為中國走向遠洋打下堅實的基礎；重視扶植華僑經濟，為中國向海外發展助力助航。 

（二）建都地點的選擇 

民國期間學者之間發生了幾次關於建都問題的討論。有學者說抗戰後期的這次爭論中，南京

與西部各地的東西之爭表面上是「陸防」與「海防」的衝突，其實質上則是「近代以來的『海國

精神』與傳統的『陸地中國』觀念的對抗」（彭南生、邵彥濤，2014：86）。沙先生也參與到了這

場爭論之中，發表了《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西安時代與北平時代》等文章，從歷史、地理、

國防、經濟等角度分析了戰後建都的位置選擇。 

在討論國都位置選擇之前，他首先提出選擇國都需將時間和空間視野放長遠，強調了幾個「不

可」，其中一條便是「不可完全根據抗戰教訓，提出海洋可怕內地安全的退宿政策」（沙學浚，1947d：

5）。並對當時的近海不安全之說進行了批判，認為我國濱海地區為財富聲教之地，一旦不保則會

成為敵人入侵內地的基地和跳板，因此，「首都與其退縮於一時苟安的內地，不如置之於距離海邊

不遠之地，與濱海共患難共安危（不得已時再遷都）。以首都作要塞，以國府守邊疆，才是硬道理」

（沙學浚，1943b：11）。 

                                                             
6 「中緣海」是沙先生較早提出的一個語彙，即中國大陸邊緣的海區，沙先生在《中國緣海之價值》

一文中有述「緣海指黃海東海和南海北半部，後者即東沙、西沙南沙群島一帶的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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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先生分析中國的地理和歷史狀況，把中國分為邊疆地區，包括蒙古高原、新疆、青藏高原

及雲貴高原等地；腹裡，除邊疆地區的陸地；中緣海，即中國的沿海海域。其中腹裡的中心區域

即為中樞區域，包括今北京、河北、河南、兩湖及江南等區域。中樞區域是中國的心臟，要控制

中國必須要控制中樞區域，因此國都必須要在中樞區域中（沙學浚，1947d；沙學浚，1947e）。 

沙先生認為亞歐大陸和太平洋是中國未來發展的兩翼，缺一不可，因此建都於中樞區域不僅

方便控制全國，亦可以兼顧海陸：「為了適應海陸並重的未來發展，領導海陸並重的建國工作，中

國的首都不但要在中樞區域，而且要在中樞區域中距海不遠之都市。因此南京與北平是最適於建

都的地點，因為他們剛剛位於現代中國人文地理的，政治地理的均衡點上——海洋關係與大陸關

係在這裡相接觸，相會合，相調和」（沙學浚，1947f：10）。建都位置的選擇需要兼顧海洋，這也

正是沙先生海國思想的體現。 

（三）臺灣的地位和發展建議 

沙先生認為，島嶼並不一定都能成為海國，而島嶼能否成為海國，主要取決於島上的居民是

否主要從事海上生活，接近陸地的大陸島比大洋中的海洋島則更難成為海國。如臺灣島距福建很

近，島上的土人非海洋民族，明末（17 世紀）時中國大陸才向島上大量移民，之後臺灣居民的海

上活動也不佔主要地位，因此歷史上臺灣島未能成為島嶼的海國（沙學浚，1947a）。 

沙先生關於臺灣島地位及發展前景的論述主要集中於《臺灣島與臺灣海峽之地位價值》一文

中，他講到從地理位置看，臺灣是亞洲大陸與太平洋「本部」之間的界限，而臺灣海峽是東海、

黃海地區至南洋群島的門戶。從相對位置而言，臺灣位於中國大陸的邊緣位置，在歷史上是神秘

的、孤立的化外之地，未受中央政府重視；而環顧東亞地區，則臺灣又處於中心位置，大發現時

代後臺灣的此種地位價值開始凸顯，荷蘭人首先將其佔據，後來時有強國曾經或企圖將其佔領。

從海上交通而言，臺灣海峽的地位重於臺灣島，臺灣以東海岸平直陡峭，缺少良港，不適於航海，

以西的臺灣海峽則寬度適中，具有很好的通航能力和封鎖地位，對於東海和南海的聯通至關重要，

是中國海權成立的地理基礎。從國防地位而言，臺灣島、澎湖列島是大陸的岸前島，對於中國東

南沿海地區具有天然的屏障作用，若被外國控制，則會成為海疆的威脅；且臺灣島具有較大的面

積，有完備的人文地理和交通地理等結構，資源豐富，具有陸地性質而便於防守，其國防地理價

值不言而喻（沙學浚，1947g）。 

對於臺灣將來的發展，沙先生強調，過去臺灣島與臺灣海峽的關係並不緊密，因海權與空權

的發展，今後兩者的關係會日趨密切，永不可分。他還認為，從地位價值及沿海防守而言，臺灣

島、臺灣海峽和浙江、福建等大陸東南沿海各省，共同構成「一個地理單位」，他建議修建兩三條

鐵路，從大陸腹地直達福建，以加強與臺灣的聯繫，補充海上交通之不足（沙學浚，1947g）。 

餘 論 

沙學浚先生是中國較早系統闡述「海洋國家」概念的學者。他借鑒了中西方學者的海國思想，

對海洋國家的概念、本質、分類等進行了詳細地界定，特別是對於海洋國家的定義已經深入到社

會經濟文化層面，說明他的海國思想已趨成熟。他還創造性地以人類的海洋活動範圍和內容來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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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世界史，提升海洋在人類文明史中的地位。沙先生把自己的海國思想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回顧和反思了中國的海洋發展歷史，並提出發展海洋中國的建設性意見。如今世界向多元化、多

極化發展，楊國楨先生宣導要擺脫西方「海洋國家論」的束縛，立足於本國的海洋歷史文化資源，

塑造出不同類型的「海洋國家」形象（楊國楨，2012）。沙先生的海國思想建立在對中國歷來海洋

文化的解讀和詮釋、中國近代遭受苦難反思的基礎之上，有著一套相對完整的體系和豐富的內涵，

其主要目的是發展海洋經濟貿易、維護海洋權益、促使國家強盛，他的海國學說可以作為我國重

新塑造「海洋國家」形象的重要參考。 

當然在當時的歷史環境中，沙先生的一些論斷現在看來或有待商討。如他所謂的「海外殖民

國」、「海外飛地」、「海外之中國」，或保留有西方海國思想的強權印記，對於南洋的看法即是一例。

魏源曾建議扶植南洋作為中國的藩鎮。對於南洋的地位，沙先生也有判斷，他認為東南亞介於太

平洋和印度洋、亞洲和澳洲之間，「據有一種雙重的即是聯陸與聯海的過渡地位和仲介地位」，是

美洲經太平洋到印度、歐洲經印度洋到東亞的走廊，雖非中國領土，但其地華人眾多，與中國聯

繫緊密，是中國的遠洋航運重要通道和補給基地，建議大力發展南洋的商業和航運，且必以建立

及運用海權為先決條件，以相當的海軍保護，以便於今後中國遠洋經濟的發展（沙學浚，1947c）。

又如他認為對海洋的忽視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徵。其實中國古代歷史上的海洋活動也相當豐富，

《竹書記年》和甲骨文中記載了夏商時期人們的航海活動；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吳國、越國都

有揚帆海上的記載；漢唐時期的海上絲綢之路將中國的茶葉、瓷器、絲綢運銷亞非各國；五代沿

海各國、宋代、元代的海外貿易空前繁榮，通商所得占財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造就了諸如泉州、

廣州等聞名於世的港口；明代有浩大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等，記載和描述海洋和海洋活動的文獻更

是數不勝數。這些都說明海洋活動和海洋文化是中國古代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因為大陸文

明長期占主導地位，從而導致海洋文明在中國古代歷史上的地位並不顯著，如沙先生那樣的說法，

則可能有失偏頗。 

沙先生還持續關注中國的海洋主權和海洋戰略要地。抗戰即將勝利時，沙先生預言世界上大

多數海域仍將被少數強國所控制，在海洋自由問題解決之前，世界不會有真正的和平，這個問題

在未來的東亞海域尤為突出。當時太平洋北部、東部、中部、南半部基本上被美國所控制，縱然

其他國家已經獨立，且領土完整，但如果在海洋上無地位、自由、平等可言，則其生存發展恐有

窒息之感，而具有廣闊國土的國家如中國和蘇聯的此種感受會更加深切（沙學浚，1944）。因此，

想要發展海洋國家，海洋主權和與中國向海洋發展密切相關的戰略要地至關重要。沙先生曾對黃

海、東海、南海的得名原因做了分析，得出黃海、東海、南海都是以中國為中心而得名的。「所以

外國人的地圖稱東海為東中國海，南海為南中國海，總之，這片緣海是『中國的』，過去、現在與

將來都是一樣」（沙學浚，1945b：76）。對於南海，沙先生特別強調，「南海中的許多島嶼除有關

國家的少數『岸前島』之外，早被中國人發現而列入中國之版圖。西沙群島珊瑚礁下約五英尺處，

曾發現『永樂通寶』之中國錢幣，足證遠在明代即有中國人前往該群島」（沙學浚，1972：354）。

沙先生認為黃海和東海外有島嶼封鎖，是封閉的緣海；南海被東南亞和澳洲所包圍，中國與太平

洋的通道被隔絕，因此臺灣島和琉球群島是中國自由出入太平洋的戰略要地（沙學浚，1945b）。

他為爭取這些海洋通道作了許多努力，強調臺灣島及臺灣海峽的重要地位（沙學浚，1947g）。他

還較早地關注釣魚島問題，先後發表了《釣魚臺屬中國不屬琉球之史地根據》、《日本虛構事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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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詐騙釣魚臺》等一系列論文，匯印成《釣魚臺屬中國之歷史、地理與法律根據論叢》一書；

發現了清光緒 19 年（1893 年）10 月慈禧太后將釣魚島、黃尾嶼和赤嶼三島賞賜給盛宣懷的詔書，

將之影印公佈；數次親臨釣魚島實地考察，繪製了《釣魚臺列嶼圖》等。 

沙先生充分認識到了中國緣海的戰略價值和歷史文化意義：它是亞洲大陸與太平洋、印度洋

等相聯繫的主要通道，其地位相當於河西走廊對於中國內地省份與新疆一樣重要；它在歷史上是

中國與東亞、東南亞諸國交流的樞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可與歐洲的地中海相媲美（沙學浚，

1945b）。無論是古代、近現代，這片海域都承載著中國太多的輝煌和遺憾；將來它更是中國向海

洋邁進的重要基礎。新中國建立後，我國大力發展海洋事業，加強海洋權益的維護力度，沙先生

海國學說的關注點也一一應驗，這充分說明先生的遠見及其海國學說的生命力。沙先生倡議我們

不能被大陸的歷史所束縛，要熱愛海洋、主動面對海洋、在精神上消除對海洋的抵制，這也是我

們以後向海洋發展需要努力的方向。最後仍用先生之言強調海洋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以紀念他對

中國海洋事業的貢獻：「抗戰史以及五百年東亞史證明出一件原則，就是中國如果要生存和發展，

必須改變『東止於海』的觀念，為東至於海和東制海的觀念」（沙學浚，1945b：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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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所有權與原住民財產權作為台灣土地       

產權系統的挑戰：來自澳洲經驗的見解 

Communal Title and Indigenous Property Rights as a Challenge for 

Taiwan’s Land Title Systems:              
insights from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陳怡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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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Shiuan Chen Richard Howitt 

摘 要 

國家對於當代原住民土地權利的未充分回應和無解反映出了台灣現行土地登記制度的疏漏之

處。該土地登記系統為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西元 1945年後引入台灣。在此系統中僅允許土地被登記

為個人所有權，而非共同所有權、習慣所有權或集體所有權，並將所有未由個人登記持有的土地

轉為公有地或國有地。台灣現行土地登記系統主要襲自澳洲托崙斯制度，而其核心為經由登記程

序所取得的不容質疑的土地所有權。在台灣採行托崙斯制度形成只允許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利訴求

被登記為個人的土地所有權的情勢，這個結果導致原住民族對於祖居地或傳統領域的共同所有權

未獲承認。反觀澳洲，在持續採用托崙斯制度的同時，業已發展出許多重要的法律和司法經驗來

肯認原住民族對土地的共同所有權。本研究旨在探討澳洲經驗對於台灣原住民族土地權利訴求與

共享公共財產利益的啟發。 

關鍵詞：共同所有權、托崙斯制度、原住民土地權、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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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adequate and unresolved state responses to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land right claims in Taiwan 

reflect a deep flaw in the country’s current land registry. The land titling system, which was introduced 

by the KMT government after 1945, allows the registration of individual titles, but not communal, 

customary or collective titles, and effectively classifies all unregistered and untitled land as belonging to 

the state. The system is principally derived from Australia’s Torrens title system, for which the core 

element is an indefeasible title by registration. The adoption of the Torrens title system in Taiwan has 

allowed Indigenous claims only to be registered as individual titles. Therefore, tensions over the 

non-recognition of communal titles that are derived from Indigenous peoples’ ancestral domains or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are ongoing. In contrast, Australia has developed significant statutory and juridical 

experience that has resulted in the formal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al titles alongside 

continued operation of the Torrens title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is experience might inform 

and support future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land right claims and shared communal property interests 

in Taiwan.  

Keywords: Communal title, Torrens title, Native title, land registry, Indigenous property right 

 

The subjects of Indigenous property rights are Indigenous subjects. In colonial contexts, however, 

Indigenous peoples were/are seldom qualified as subjects in formal legal frameworks, which reinforced 

Indigenous dispossession. Redressing colonial dispossession has been a central theme of Indigenous 

rights movements internationally, and Taiwan is no exception. In Taiwan’s post-colonial (or what some 

may refer to as continuing colonial) setting,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land rights is central to 

Indigenous Peoples’ well-being. But under the current land registry system
1
, land rights of even 

officially recognized Indigenous groups are either un-recognized or constrained as individual ownership. 

The existence of land titles and Indigenous land rights seems conflicted in the current land registry 

system. But in this paper, drawing on Australian experience in accommodating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land titles alongside Torrens title systems, we aim to offer an insightful review that might 

better support of co-existence of registered land titles and Indigenous land rights in present and future 

Taiwan. 

Why Examine Australian Experience? 

Taiwanese academia often reviewed Indigenous policies from America, Australia, Canada and New 

Zealand. One of the particular reasons that we focus on Australia is because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1 The current land registry system in Taiwan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fter 1945, and it’s 

derived from both German right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Australian Torrens title system (Hsu,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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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countries face similar political situations. Firstly, when the settlers arrived Australia and Taiwan, 

no treaty was signed that might be construed as ceding sovereignty, and only personal or organizational 

land deeds were signed to access Indigenous land
2
. Furthermore, till now, the constitutions in both 

Australia and Taiwan do not recognize Indigenous People’s inherent sovereignty in either constitutional 

or more broadly political terms. 

1. No sovereignty ceding treaty 

1.1 Batman Treaty in Australia 

Since the First Fleet
3
 arrived the Port Jackson in 1788 and became the first European colonial 

settlement on the Australian continent. The only documented treaty in Australian colonial history is the 

Batman Treaty, which was made between a settler John Batman, representing the Port Phillip 

Association, and a group of Aboriginal headmen of the Kulin nation. The treaty supposedly allowed for 

the purchase or rental of land around Port Phillip Bay, near the present site of Melbour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reaty is it renders the first time of colonists formally negotiated their occupation of 

Indigenous land. However, the treaty was voided in 1835 by the Governor of New South Wales, who 

issued a proclamation that declared the British Crown owned the entire Australian continent and so had 

the sole right to sell or distribute any land (Cruickshank, 2013). From that moment, no further treaty 

was signed or proposed as a means to govern acquisition of or access to Aboriginal land and the British 

treated the Australian colony as terra nullius- nobody’s land. Under the British colonial law, Aboriginal 

Australians had no property rights in the land, and colonization accordingly vested ownership of the 

entire continent i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doctrine of terra nullius remained the law in Australia 

throughout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indeed right up to 1993, when passage of the groundbreaking Mabo 

legislation formalized statutory recognition that Indigenous property rights existed in colonial Australia 

(Banner, 2005). 

1.2 Mattauw Treaty in Taiwan 

The doctrine of terra nullius has not always applied in Taiwanese colonial history because the 

colonialism itself is hybrid
4
. During the Dutch ruled era (1624-1662),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2 In the cases of USA, Canada and New Zealand, colonizers did not automatically adopt the doctrine of terra 

nullius. By 1850s, the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in North America had turned away terra nullius (see 

Richardson (1994) about how Canada's aboriginal people regain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 The British 

acknowledged North American Indians as possessors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ir land, and in practice settlers 

and colonial governments often acquired the Indians’ land in transactions structured as purchases. The British 

began colonizing New Zealand a few decades after Australia, but they did not treat New Zealand as terra 

nullius either. Instead they signed a treaty explicitly recognizing the Maori as owners of the land (Banner, 

2005). 
3 The First Fleet comprising around 1500 people, and including more than 700 convicts, about 250 marines, up 

to 400 crew, around 50 civilian women and children (the families of the marines) and about 15 officials and 

passengers (Behrendt, 2012). 
4 As a ‘hybrid colony’ (Andrade, 2005), Taiwan was colonialized by hybrid settlers whilst Indigenou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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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ch: Vereenig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hereafter referred as VOC) signed the Mattauw Treaty 

with Indigenous People came from Mattauw (麻豆，near the present site of Tainan) in 1636 after a series 

of military actions and diplomatic moves. The treaty
5
 clearly referred to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Indigenous lands to the States-General of the United Dutch Provinces (Chiu, 2007). After the VOC was 

defeated by Ming Dynasty leftover loyalist Koxinga and withdrew from Taiwan in 1662, no colonial 

power or national government signed a treaty to recognize or transfer sovereignty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s.  

2. No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2.1 Australian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Australians has been o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agenda for 

a long tim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ocial movement supporting a treaty in the 1970s (Harris, 1979) and 

in 2011, all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committed to holding a referendum during the present term of Federal 

Parliament to recognize the First Australians in the Australian Constitution (Law Council of Australia, 

2011), and the referendum might be achievable in 2017, the 50
th

 anniversary of a referendum to 

recognize Indigenous Australians in the national census and to giv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for Indigenous matters (Brooks, 2016), although this seems increasingly improbable as 

Australian politics faces a series of conflicts and impasses following the 2016 election. In the current 

Australian Constitution, there are two sec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that mention race. The first, section 

25, says that the states can ban people from voting based on their rac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last 

section, if by the law of any State all persons of any race are disqualified from voting at elections for the 

more numerous House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State, then, in reckoning the number of the people of the 

                                                                                                                                                                               

have lived on the isla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island was partly occupied by Netherlands and Spain as 

part of their colonial trade networks from 1624 to 1662. In 1661, a naval fleet led by the Ming Dynasty 

leftover loyalist Koxinga arrived in Taiwan to oust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officially established a 

pro-Ming base in Taiwan in 1662. Then Qing Dynasty annexed Taiwan after sending an army led by General 

Shi Lang in 1683. After the First Sino- Japanese War, Taiwan was ceded to Japan by the Qing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in 1895. After World War II, Taiwan was taken over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or Kuomintang (hereafter referred as the KMT government). The rule of the KMT 

government was severely contested. For example, in 1947,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n anti-government 

uprising, led to the imprisonment and execution of thousands of dissenters and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on Taiwan.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was proclaimed by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on July 14, 1987 

followed by the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Hsu, 2016). The KMT government was 

defeated in 2000 national election by DPP, the second biggest opposition party, returned in 2008 and defeated 

again by DPP in 2016. 
5 The content of this treaty as shown below: 1. That all the relics which they still possessed, be it of beads or 

garments should be restored to us; 2. That they were to pay a certain contribution in pigs and paddy; 3. 

That every second year they should bring two pigs to the Castle on the anniversary day of the murder; 4. 

That they should give us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ir country, and as a symbol there of place at the feet of the 

Governor some little pinang and cocoa trees, planted in the earthen vessels in the soil of their country; 5. 

That they should promise never again to turn their arms against us; 6. That they should no longer molest 

the Chinese; 7. That, in case we had to wage war against other villages, they should join us (Campbell, 

1903: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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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r of the Commonwealth, persons of the race resident in that State shall not be counted.” The 

second, section 51(26), gives Parliament power to pass laws that discriminate against people based on 

their race: “The Parliament shall, subject to this Constitution, have power to make laws for the peace,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with respect to … the people of any race, for whom 

it is deemed necessary to make special laws.” This section, the so-called “races power”,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the High Court to allow the federal parliament to make laws that discriminate adversely 

on the basis of race. Parliament only ever used the races power regarding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 (Castan, 2014).  

The Australian Constitution provides no recogni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Aboriginal polities that 

govern these jurisdictions. It is only in legislation — such as the Native Title Act, and to some extent, 

land rights statutes, such as the Aboriginal Land Rights (Northern Territory) Act 1976 (Commonwealth) 

and Pitjantjatjara Land Rights Act 1981 (SA) — that there is a lower level of recognition of these 

pol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statutory regimes for dealings between resource extractors and the 

Aboriginal landowning corporations or entities (Langton & Palmer, 2003). 

2.2 Taiwanese constitution 

In the Taiwanese Constitution, there are three articles mention Indigenous Taiwanese. One is in 

Article 4 of “Additional Articles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establishes the number of Indigenous 

legislator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2) Three members each shall be elected from among the lowland 

and highland
6
 Aborigines in the free area.” 

The other two both are in the Article 10 “Additional Articles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renders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The State affirms cultural pluralism and shall actively preserve and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Stat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the 

ethnic groups, safeguard the statu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Aborigines. The State shall also 

guarantee and provide assistance and encouragement for aboriginal education, culture, transportation, 

water conservation,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economic activity, land, and social welfare, measures for 

which shall be established by law. ” 

The fact that Indigenous sovereignty has never been ceded (at least not ceded to the current 

Taiwanese government) caused the unrecognized Indigenous sovereignty in the current Taiwanese 

constitution. With flourishing social movements, the discussion of amending a special chapter of 

Indigenous Taiwanese in the constitution has been boosting in recent years (Shih, 2005). 

Why Compare Taiwan and Australia? 

                                                             
6  There are totally 55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s consisting of 25 Indigenou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lowland and 30 Indigenou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highland according to 

topographic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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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reason we choose to focus on Australia is more fundamental. The current land registry 

system in Taiwan is derived from both German right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Australian Torrens title 

system (Hsu, 2009).The core element of Torrens title system is “title by registration”, which comes with 

an indefeasible title to that interest (Butt, 2010). The advantage of Torrens title system, for a purchaser, 

lender or other person dealing with a registered owner, is that they no longer to carry out any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owner's title (Petrow, 1992: 170).  

1. Origin of Torrens title system 

Given that the origins of Torrens title system are controversy in relevant academic discussions 

(Esposito, 2003; Taylor, 2008a; 2009), the Torrens title system is commonly deemed as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Australian colony by Sir Robert Richard Torrens in 1850s after he realized the English law of real 

property was not entirely suited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new settlements. According to Butt (2010), 

Torrens identified the problem was “the dependent nature of titles”. This necessitated a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title each time land was conveyed or otherwise dealt with. It was the chief source of the 

cost and delay in the conveyancing process. Torrens proposed a system of “independent” title. In 

essence, on each conveyance the land would be surrendered to the British Crown, which would then 

re-grant it to the purchaser. This would abolish the need for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title and grant 

an indefeasible title for each purchas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orrens proposed a single document 

evidencing title to each parcel of land. On this document - the “certificate of title” - would be recorded 

all transactions affecting the land and replace all the documents that a purchaser was requir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title was sound under existing system. This document would be held by the 

Register-General and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with a copy given to the owner of the land. The 

legislation implementing Torrens’ reform proposals, the Real Property Act 1858 (SA), came into 

operation in South Australia in 1858, and then introduced to New South Wales by Real Property Act 

1862 (NSW), which came into operation in 1863 (Butt, 2010, pp. 744-745). 

Out of Australia, the Torrens title system also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America (Massie, 1917), 

New Zealand (Hinde, 1971), Canada (Taylor, 2008b), Philippine (Prill-Brett, 1994), Malaysia (Nah, 

2006) and Taiwan (Hsu, 2009). 

The Torrens title system was designed to bring relief to business men “who felt themselves 

manacled by chains of title clank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y the captives of harsh and hoary 

law” (Massie, 1917: 750), whilst it also expressed a policy of non-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legal 

institutions (Prill-Brett, 1994). Its implementation created a registry-centric discourse over land title that 

based on the sole authoritative position of government rather than the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sovereignty. Moreover, the indefeasible title that the Torrens system guaranteed to each purchaser 

abolished the need for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title. It implies that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ferences of title are not valued and concerned under Torrens title system. In Australian settings (and 

not surprisingly also in Taiwan), it indicates that the land titles were able to be created and re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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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sovereign power (in Australia, the British Crown) without negotiating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or 

acknowledging their prior and persistent sovereignty. 

2. Adoption and adaption of Torrens title system in Taiwan 

Taiwan was ceded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fter the First Sino - Japanese War in 1895, 

and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firstly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land surveys in Taiwanese 

(colonial) history. The fifth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was Sakuma Samata. In order to conquer 

Indigenous Peoples and colonize Indigenous areas, he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topographic 

investigations over Indigenous areas. This investigation started in 1907 and ended in 1916 with 68 maps 

covering the area that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categorized as Indigenous areas (Liou, no date). 

These 68 frames of maps covered locations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deemed as Indigenous 

areas at that moment (see Figure 1) but later the government greatly narrowed the scope of areas 

classified as Indigenous areas. In 1925,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conducted a more nuanced 

investigation of forest in order to utilize natural resource more efficiently. This investigation divided 

forests into three categories: conservation area, non-conservation area and quasi-conservation area. The 

“quasi-conservation area” also named “land of aborigines
7
”, which was especially for aborigines and 

that is the basis of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Hung, no date) (see Figure 2). 

The KMT government took over Taiwan after WWII and continued a similar land categorization 

policy but adopted different land registry system. The KMT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current land 

registry system by learning from both German right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Australian Torrens title 

system
8
 (C. Y. Hsu, 2009: 1-2). On April 5

th
, 1946, the KMT government issued an announcement (tu di 

quan li renyingyixianxiangsuozai di tu di zheng li chushenbao gong gao土地權利人應依限向所在地

土地整理處申報公告) that required land title holders to declare their titles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within the limited timeframe, from 21
st
 April 1946 to 20

th
 May 1946. In 7

th
 October 1946, the KMT 

government claimed that unregistered land would be considered as nation-owned land two-months after 

the announcement. Yet, due to an anti-government uprising occurred in 1947,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the KMT government extended the duration for land title declaration and registration to June 1947. Also, 

the duration for un-registered land announcement was extended to two years, and then the duration was 

extended to two and a half years due to the peti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 in 1949 (Lee, 2009).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land registry policy was implemented in Taiwan from 1946, the 

                                                             
7  Unlike Qing citizens and local residents (including Han-Chinese immigrated from China and plain 

Aborigines), Indigenous peoples lived in remote mountainous area were not deemed as land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subjects under Japanese Civil Law. Therefore, the quasi-conservation area were deemed as 

State property rather than individual registerable area (Lin, 2007: 62-63, 70) 
8 This land registry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1) compulsory registry; (2) substantive examine/review; (3) 

indefeasible title with certificate; (4) compensation for los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1992: 5). The Torrens 

title is characterized by indefeasible title with certificate and compensation for loss (NSW Law Reform 

Commission, 1996: 12) while the German right registration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substantive 

examine/review (M. T. Chen, 201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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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had not reached Indigenous areas the area of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9
 until 1958. In 

the other words, before 1958, the land titles in the area of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remained 

communal and were not registered by individuals (Kuan, 2014). From 1958 till 1966, the KMT 

government commenced the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investigation, which aimed to measure the area 

of each piece of land, investigate whether a piece of land was suitable for agriculture or forestry , and 

mark the border between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and nation-owned forest (Chen, 1986). After eight 

years of measurement and investigation, the KMT government started individual land title registration 

in the area of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in 1966 (for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see Figure 3).  

The implementation in Taiwan of Torrens title from 1947 brought unimaginable effects to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title. As noted by Lin (2007), the Mandarin literacy rate at the time was 

generally low, so i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Indigenous people to register. Indigenous Peoples also 

perceived some areas as communal-owned or belonging to certain customary social groups (e.g. clan, 

hunting group, fishing group and so on), and under that situation, no Indigenous individuals could have 

registered the land title in their individual name and been acceptable to their community. As a result, 

some areas that were very significant to Indigenous groups became nation-owned land. Moreover, the 

dichotomy of public/individual in land registry system wa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that the public is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10

 and the individual is referred as a citizen. The binary ownership that 

limited options to individual or state ownership directly undermined the collective land tenure and 

social system in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customs. 

                                                             
9  The KMT government maintained the land classification policy design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which categorized the forest into three categories: reserve-for-forestry, 

reserve-for-conservation, and reserve-for-Indigenous-people, but amalgamated the first two categories into 

nation-owned forest; the last category was renamed as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10 Source: Regulations 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Lands Reserved for Indigenous People 

Article 5: “The For the public lands allocated as the lands reserved for indigenous people for which the 

general registration has been finished, the municipal or county / city competent authority shall, together 

with the original department of land management, register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s the new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mark the lands reserved for indigenous peop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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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o Learn 

The fact that the Indigenous land rights in Taiwan had been registered as individual ownerships 

under Torrens Title system underlies the current dilemma of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claims. The 

system created a binary situation, where title had to be either individual or public (i.e. state) title. On the 

one hand, the registry system undermined the authoritative position of Indigenous customary law;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chotomous categories of public/individual ownerships omitted the possibility of any 

prior existing, and persistent communal ownership of property by an Indigenous customary social group. 

In the present Taiwanese setting, dilemmas arise when Indigenous Peoples attempt claim for communal 

ownerships over ancestral domain or traditional territory. The Australian setting offers some pointers to 

discourses that might contribute understanding to this issues faced in Taiwan. 

1. Indigenous sovereignty and Indigenous property right 

The discourse of Indigenous property rights is embedded in Indigenous people’s sovereignty. In the 

pre-1970s Australian settings, the right to take possession was embedded in British and international 

common law and rationalized through a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 that supported war, physical 

occupation and the will and desire to possess. Property rights are derived from the Crown, which in the 

form of the nation-state holds possession (Moreton-Robinson, 2015: 20). The incarceration, removal, 

and extermin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were validated by regimes of common law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erra nullius gave rise to white sovereignty. “Only white possession and occupation of 

land was validated and therefore privileged as a basis for property rights” and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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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ton-Robinson, 2015: 30). Before the 1970s, the implicit subject of the rights discourse was the 

white subject, who represented the universal in human rights.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was formally 

abolished in 1972 and multiculturalism was promoted as Australia’s new national policy. 

(Moreton-Robinson, 2015: 133-134). 

2. Mabo case, Wik case and Native Title 

Although Indigenous sovereignty lacks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the doctrine of terra nullius in 

Australian common law was invalidated in 1992 by the High Court decision of Mabo v Queensland (No. 

2) (hereafter referred as Mabo decision). The Mabo decision recognized Native title as a form of 

customary title arising from traditions and customs. The common law recognition of Native title by the 

High Court established that customary rights to land pre‐existed an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survived 

British sovereignty (Langton & Palmer, 2003).  

The Mabo decision also prompted enactment of the Native Title Act 1993 (Commonwealth) 

(hereafter referred as NTA) (Butt, 2010). The NTA commits to co-existence of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land and water and recalls past dispossession and states that the 

NTA is a special measure to address past injustices. The NTA explicitly aims to ensure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Native title.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 of the legislation identified three key principles 

involved in the accommodation of Native title into Australian legal and social systems (Tehan, 2003: 

543):  

1. The principle of co-existence recognizes that interest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created by and 

recognized in customary law can co-exist with interest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created by the 

Australian Crown under statutory law. For example, Crown leases or public use titles will 

extinguish some elements of Indigenous property, but not all of them. So the principle of 

co-existence acknowledges the persistence of some interest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created by 

and recognized in customary law as Native title. 

2.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establishes a requirement that the actions of governments (i.e. 

the Crown in the form of either Federal or State governments) cannot extinguish the interest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created by and recognized in customary law in a way that is racially 

discriminating. 

3.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justice was acknowledged as requiring a remedy for Indigenous Peoples 

whose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was inaccessible to claims under the NTA because legal acts of the 

Crown (e.g. by creating freehold title in their traditional lands) had completely extinguished Native 

title as defined in the NTA. The stated intention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as to create both a 

scheme for determining Native title (the Native title system) and social justice package involving 

compensation, reparations and other suppor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never enacted or resourced the Social Justice Package and the incoming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in 1996 explicitly repudiated the Social Justice Package proposed by the Austr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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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Party Government. 

In 1996, a decision of Wik Peoples claimed Native title over two parcels of land which were the 

subject of pastoral leases, was delivered by the High Court (hereafter referred as Wik decision). The 

High Court decided that the granting of a pastoral lease, whether or not the lease was now expired (or 

was otherwise been terminated), did not necessarily extinguish all Native titl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might otherwise exist (Hiley, 1998). The Wik decis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making available for 

claim to Native title of that vast area of Australia, perhaps as much as one half, with a pastoral lease 

history. But the decision has more significance in implication of the equal status of Native title at 

Common Law to interests granted by the Crown (Barlett, 1997). 

To conclude, the Mabo case invalidated the doctrine of terra nullius in common law. The Native 

Title Act embedded the notion of Native title in Australian statue law. Then the Wik case profoundly 

implied the co-existence of Native title and other common law proprietary interests, and simultaneously 

rendered the equal status of Native title and Crown grants. As Secher (2000) argues, in the context of 

statutory title, Native title constitutes a new exception to the indefeasibility of the registered proprietor's 

title
11

.  

3. Communal title and title-holding organizations 

Usually, the Indigenous groups’ approach to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land and resources 

emphasizes communal accountability, though individuals may also have specific rights (Butt, 2010). 

The communal or collective approach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hen dealing with common property 

such as hunting grounds, forest areas whose resources are shared and sacred or ceremonial areas, while 

individual rights are more common in connection to homes, gardens and fields – although this of course 

varies greatly amongst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The content of communal title is a unique proprietary 

titl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it is inalienable; it is a communal title which has an internal dimension 

regulated by Aboriginal law and custom; it is subject to extinguishment by the valid exercise of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in circumstances where other titles to land are not (Pearson, 2000). 

The critical issue for bringing customary Indigenous titles together with formalized property title 

systems such as the Torrens title system, is to constitute a title holding entity (an owner) that is equally 

appropriate in both systems. That is, to create an entity which adequately represents the shared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the Indigenous group whose customary interest in an area precludes its conversion 

to an individual title (i.e. Taiwan’s registration process), and is also not reducible to a “public interest” 

that can be adequately represented by the state as title holder.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case where the 

                                                             
11 Though this argument is conditional. As stated, this result is achieved, however, because statutory title is 

excluded from the NTA's implied subjection to the Real Property Acts. Consequently, in cases other than 

statutory title,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the registered proprietor has an indefeasible title to land subject to 

native title pursuant to the Real Property Acts is, prima facie, maintained. Nevertheless, the concept of 

indefeasibility has never been absolute - a qualification highligh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atutory 

confirmation of extinguishment of native title (Sech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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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has been the mechanism by which dispossess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has been effected. In Australia, the legislative solutions in various state and 

federal land rights acts, the NTA and compensatory land transfer processes has been to create a form of 

trust or statutory body (variously named as land trusts or prescribed bodies corporate) that is 

accountable under the relevant statute and required to formally hold the title and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lective that successfully claimed the land. Historically, however, states have also sought to 

create trust-like bodies to hold the title interest in lands that belong to Indigenous groups under 

customary systems such as reservations and mission stations, that have been, at best, unrepresentative of 

the Indigenous collectives whose customary property they hold in trust, and at worst corrupt, 

self-interested and antagonistic to those interests
12

. In many ways, it is ironic that the legal term “trust” 

has come to represent for many Indigenous groups, a failure of trust in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heir 

property. 

The Australian response to recognition of communal title has been to create a variety of 

title-holding corporations such as state-level land trusts (e.g.Goodall (1996), Wilkie (1985) for NSW, 

Toyne and Vachon (1984) for South Australia), individual land trusts for single land claims granted 

under Aboriginal Land Rights (NT) Act 1976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and prescribed bodies corporate 

under the NTA (Mantziaris & Martin, 1999). The record of these various title-holding corporations and 

their accountability to customary governance is uneven, but the necessity of creating some formal 

structure to hold communal title that enable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wider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ystems of land title, land law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clearly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negotiating recognition, addressing issue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ustainable co-existence in both 

Australia and Taiwan. 

What’s Next? 

1. The reflective contribution on Taiwanese current issues  

In Taiwa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states: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s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to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25) and “the government shall respect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to choose their …, mod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method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types of land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23).” Then in 2015, an amendment stated: 

“In order to promot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ibe at its will, the tribe should establish 

Tribal Council. The tribe which ratifi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y in charge of Indigenous affairs shall be 

considered as public juristic person. The central authority in charge of Indigenous affairs shall issue 

regulations for tribe-ratifying procedure, terms of organization, meeting procedure, the way of reaching 

                                                             
12 Perhaps the USA’s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betrayal of its trust relationship with First Nations in the 

America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example of such a breach of trust. See e.g. Buck (2006) for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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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olution and related matters of the Tribal Council” (§2-1).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allows land title to be registered by tribe, which is considered as public 

juristic person, and then the land title is communally owned by the tribe members. This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however, is yet to be supported by enabling legislation, or achieved in practice. 

Given that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to recognize 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al title in current 

Taiwanese setting,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offers some salient experience to reflect on. In Australian 

experiences, the NTA has failed to deliver the optimistic outcomes anticipated by its advocates in the 

1990s. Some title-holding organizations ironically undermine Indigenous people’s controlling and 

accessibility over lands (Howitt, 2009; National Native Title Tribunal, 2012; Short, 2007). Moreover, 

the challenges Taiwan society facing is that how to create 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al interests over 

individually-registered lands. Yet, in Australian context, the Torrens title is indefeasible to Native title. 

Thus, the Native title claims are only allowed over non-free hold lands. 

2. Accommodating communal titles and Indigenous property rights in Taiwan’s 

land title system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has been to offer a theoretical insight into some important leg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at affect present and future co-existence of Indigenous and settler peoples in Taiwan. 

Drawing on Australian experiences, we conclude that Taiwan’s adoption of Torrens title and its 

subsequent imposition of a binary title solution that excluded any form of Indigenous communal title or 

Native title created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of Indigenous groups in Taiwan that has continuing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local communitie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solution, developed over 

many years and relying on a complex patchwork of legislation, court decisions and local scale evolution 

of practices is not simply transferable to Taiwan. Nor is it an ideal solution.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fers some framing of the minimum standards 

required for recognition and both nations have offered some movement towards that standard, in Taiwan 

through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of 2005 and in Australia through ratific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in 2009. The UN framework, however, requires implementation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a 

political and societal process of recognition and negotiation of the terms for sustainable co-existence. 

Neither country has progressed convincingly in this direction, although Australia’s record of legislative 

recognition offers some important pointers for Taiwanese discuss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aiwan 

has created a legal illusion that Indigenous claims over lands can categorized as exclusively either 

public (i.e. state, not communal) or individual, but Indigenous Peoples’ claims to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of their ancestral domains, ancient jurisdictions and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are generally 

communal. In the current Taiwanese setting, the requirement for all land titles over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to be registered as individual ownerships has caused what can only be understand as an 

un-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land rights – a denial of the existence of communal interests and an 

insistence on their erasure, that represents a form of terra nullius and lays the foundations for on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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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over land title, land use and resource governance. 

Acknowledgements 

We would like acknowledge the valuable comments from the journal’s anonymous referees whose 

insightful critique has greatly strengthened this paper. We also would like acknowledge Dr. Da-wei 

Kuan from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or his inspiring comments on the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2016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References 

Andrade, T. (2005). Pirates, Pelts, and Promises: The Sino-Dutch Colony of Seventeenth-Century 

Taiwan and the Aboriginal Village of Favorola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02): 295-321. 

Banner, S. (2005). Why Terra Nullius? Anthropology and Property Law in Early Australia.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3(1):95-131. 

Barlett, R. (1997). Wik: Equality and the Fallacy of 'Extinguishment'. Indigenous Law Bulletin, 4(1): 

11-13. 

Behrendt, L. (2012). Indigenous Australia for dummies. Richmond: John Wiley & Sons. 

Brooks, S. (2016). Doubts cast on likelihood of referendum to recognize Indigenous Australians in the 

constitution by 2017. From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5-21/doubts-cast-on-indigenous-australians-referendum/743478

0 (accessed 2016/10/30) 

Buck, C. (2006). “Never Again”: Kevin Gover's Apology for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Wicazo Sa 

Review, 21(1) : 97-126.  

Butt, P. (2010). Land law (Sixth Edition ed.). Australia: Lawbook Company. 

Campbell, W.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 London: Kegan Paul. 

Castan, M. (2014). Explainer: what Indigenous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means. From 

http://theconversation.com/explainer-what-indigenous-constitutional-recognition-means-31770 

(accessed 2016/10.29) 

Chen, H.M. (1986). A Regional Study of Agricultural Land Utilization in the High-cold Regions of 

Northern Taiwan Mountains. Geographical Research, 12: 103-142.  

Chen, M.T. (2012). The Legal Institution Analysis of the Land Register and Examination System in 

Germany--The Related Issues in Taiwan. Tunghai University Law Review, 36: 73-113.  

Chiu, H.H. (2007).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Cruickshank, J. (2013). Treating history: New approaches to batman's treaty and indigenous 



45 

 

dispossession in Colonial Victoria. Agora, 48(1) : 11-15.  

Esposito, A. (2003). A comparison of the Australian ('Torrens') system of land registration of 1858 and 

the law of Hamburg in the 1850s. Australi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7(2) : 193-229. 

Goodall, H. (1996). Invasion to Embassy: Land in Aboriginal Politics in New South Wales, 1770-1972. 

Sydney: Allen & Unwin. 

Harris, S. (1979). It's coming yet - an Aboriginal treaty within Australia between Australians. from 

http://aiatsis.gov.au/collections/collections-online/digitised-collections/treaty/aboriginal-treaty-co

mmittee/its-coming-yet (accessed 2016/10/29) 

Hiley, G. (1998). The Wik cas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Australia: Butterworths. 

Hinde, G.W. (1971). The New Zealand Torrens System Centennial Essays. Wellington: Butterworths. 

Howitt, R. (2009). Getting the scale right? A relational scale politics of Native title in Australia. In R. 

Keil & R. Mahon (Eds.), Leviathan Undon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cale, 141-155.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Hsu, C.Y. (2009). A study on Torrens Tiltle system - Comparison with the Taiwan Land Registration 

System. Master Thesis,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su, M. (2016). Lost, found and troubled in translation: Reconsidering imagine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post-disaster Taiwan settings. AlterNativ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igenous Peoples, 12(1) : 71-85.  

Hung, K.C. (no date). The survey outcome of ‘Forest Classification (1925- 1935)’. From 

http://thcts.sinica.edu.tw/themes/rd03-3.php (accessed 2016/10/30) 

Kuan, D.W. (2014). Challeng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ndigenous Land Right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 Regional Study of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Trade between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People.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80: 7-52.  

Langton, M., & Palmer, L. (2003). Modern agreement making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Australia: 

issues and trends. Australia Indigenous Law Reporter, 8: 1-32.  

Law Council of Australia (2011). Co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Australians. from 

https://www.lawcouncil.asn.au/lawcouncil/images/LCA-PDF/speeches/ConstitutionalRecognitiono

fIndigenousAustralians.pdf (accessed 2016/10/30) 

Lee, C.Y. (2009). A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of lan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Taiwan. Master Thesis,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n, S.Y. (2007). De-/Reconstructing the Land Policies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ou, W.Y. (no date). The map frames of the  ‘Topographic Map of Indigenous Area (1907-1916)’. 

from http://thcts.sinica.edu.tw/themes/rd13-1.php (accessed 2016/10/30) 

Mantziaris, C., & Martin, D. (1999). Guide to the design of native title corporations. Perth: National 

Native Title Tribunal. 

Massie, E.C. (1917). Perfection of the Torrens System. The Virginia Law Register, 2(10) : 750-771.  



46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1992). A review of the orign of Taiwan land registry system and land registry in 

early Taiwan retrocession. Taipei: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oreton-Robinson, A. (2015). The White Possessive: Property, Power, and Indigenous Sovereign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Nah, Alice M. (2006). (Re)Mapping Indigenous 'Race'/Place in Postcolonial Peninsular Malaysia.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88(3) : 285-297.  

National Native Title Tribunal (2012). Twenty Years of Native Title.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SW Law Reform Commission (1996). Report 76 - Torrens Title: Compensation for Loss. from 

http://www.lawreform.justice.nsw.gov.au/Documents/report_76.pdf (accessed 2016/10/30) 

Pearson, N. (2000). Principles of Communal Native Title. Indigenous Law Bulletin. from 

http://www.austlii.edu.au/au/journals/IndigLawB/2000/62.html (accessed 2016/10/30) 

Petrow, S. (1992). Knocking down the hous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orrens System to Tasmania. 

University of Tasmania Law Review, 11(2) : 167-181.  

Prill-Brett, J. (1994). Indigenous Land Rights and Legal Pluralism among Philippine Highlanders. Law 

& Society Review, 28(3): 687-697.  

Richardson, B. (1994). People of Terra Nullius: Betrayal and Rebirth in Aboriginal North America. 

British Columbia: Douglas & McIntyre.Secher, U. (2000). Native Title: An exception to 

indefeasibility and a ground for invoking the deferred indefeasibility theory. James Cook 

University Law Review, 7: 17-73.  

Shih, C.S. (2005). Special chapter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 Constitu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Hualian.  

Short, D. (200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digenous ‘native title’ land rights in Australia. Current 

Sociology, 55: 857–876.  

Taylor, G. (2008a). Is the Torrens System German? 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9(2) : 253-285.  

Taylor, G. (2008b). The Law of the Land: the advent of the Torrens system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aylor, G. (2009). The Torrens System - definitely not German. Adelaide Law Review, 30(2) : 195-212.  

Tehan, M. (2003). A Hope Disillusioned, an Opportunity Lost? Reflections on Common Law Native 

Title and Ten Years of the Native Title Act.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27(2): 523-571.  

Toyne, P., & Vachon, D. (1984). Growing up the country: The Pitjantjatjara struggle for their land.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Penguin. 

Wilkie, M.. (1985). Aboriginal Land Rights in NSW. Sydney: Alternative Publishing Cooperative. 

 

投稿日期：105年 07月 27日 

修正日期：106年 03月 15日 

接受日期：106年 05月 01日 



47 

 

地理研究 第66期 民國106年5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 66, May 2017 

DOI: 10.6234/JGR.2017.66.04 

 

家在臺北：香港專業移民在大臺北都會區的生活印記 

Life in a ‘New’ Homeland: The first Professional  

Immigrants from Hong Kong in Taipei 

 姜蘭虹
a
               黃子健

b
 

         Lan-hung Nora Chiang     Zee Ken Christopher Wong 

Abstract 

This is a study of the first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who came to live in Taiwan. It focuses o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Qualitative methods are used to conduct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38 Hongkongers 

aged between 39 and 77 who settled in Taiwan between 1950 and 2002.  Sixteen came as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have taken a diversity of jobs, twelve immigrated with their families or spouses 

and thirteen came because of employment. As most are university educated, their skills met the demands 

of the Taiwan job market at the time and all of them have settled successfully in a variety of white collar 

professional jobs. Despite the similaritie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bility to speak Mandarin, they 

have difficulties with Taiwanese culture and customs and most are not able to speak the Minnan dialect. 

Female immigrants find Taiwanese society much more patriarchal than that in Hong Kong in the early 

days. They all find Taiwanese people to be enthusiastic, polite (熱情有禮) and helpful. Being 

established in their careers, they have contributed to Taiwan’s economy, integrated well and most are 

not thinking of returning to Hong Kong. A majority recommend that Hongkongers emigrate to Taiwan. 

Keywords: Hongkongers,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 socio-economic 

integration. 

                                                             
a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名譽教授，通訊作者（e-mail: nora@ntu.edu.tw） 

  Professor Emerita,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碩士 

  M.Sc.,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48 

 

摘 要 

臺灣近年來的移民研究主要著重在因婚姻（來自中國大陸與東南亞的女性配偶）或工作（受

雇於跨國企業的專業人士或非技術外籍勞工）而來臺的外籍人士。相較之下，雖然「移民臺灣」

是臺港新聞中常見的議題，卻未曾受到學術界關注。本文將焦點集中在過去 50 年間，香港人移民

臺灣之後的生活。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 透過對 38 位受訪者（年齡約在 39 至 77 歲之間，主

要是 1950 至 2002 來臺，大部份都有大學以上學歷）的深入訪談得知，他們都在不同的專業領域

發揮所長，順利在臺定居。有些受訪者更受惠於當時的僑生政策，不但在臺灣接受高等教育，學

成後，更在相關領域從事教研工作。雖然臺港兩地同屬華人社會，臺灣若干語言和社會文化（例

如閩南語以及父權價值觀）仍對某些受訪者（尤其是活躍於職場的女性）帶來困擾。不過，他們

一般都認為臺灣人都熱情有禮、樂於助人，也指出香港移民對臺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貢獻良多。

因此大部分受訪者與當地人互動良好，也無意返回香港定居，並且會推薦香港人移民臺灣。 

關鍵詞：香港人、僑生、專業移民、社會經濟融合。 

研究背景 

離鄉背井的人們，在異地為生活打拼，需要花多久的時間才會將生活多年的異地視為｢家｣？

而此異地的居民，是否願意接納這些外來者視為他們的一員呢？位處亞洲大陸邊陲的臺灣，長久

以來並非華人移居的首選之地，在歷史上一直不被各朝代政府所重視。明朝末年以前，僅有少數

的中國大陸南部沿海一帶居民來臺開墾生活，及散居在島內各地的原住民之外，人口增長有限。

在 17 世紀，清政府將臺灣納入版圖後，甚至還發布了｢渡臺禁令｣，1除了限制當時遷臺的族群外，

也使得臺灣形成現今以閩南人為主的現況（周元文編，1960；黃子堯，2006）。 

島內近期所發生大規模的移民是自 67 年 (1949) 前 才開始展開。此移民的第一波是因中華

民國中央政府遷臺後，隨著政府撤退至寶島的兩百萬中國大陸人士，而他們來臺後被稱為｢外省人

｣。1980 年代以後，有另兩個移民群體開始大量流入臺灣，分別為與臺灣人 (臺灣男性居民，包

括「外省人」) 結婚的大陸配偶與東南亞配偶以及來自東南亞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外籍移工 (主要

為建築工人、工廠員工、家庭幫傭及看護)。根據內政部移民署在 2016 年 4 月的統計，此群體的

人數為 513,641 人，默默地為臺灣和母國的經濟發展奉獻血汗和時光。也因為這幾波的移民浪潮，

使得臺灣的社會愈趨多元化。 

目前擁有超過七百萬人口的香港，其蓬勃的金融、進出口貿易，讓她成為東亞地區最具影響

力的國際大都會之一。自清政府於 1842 年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開始陸續割讓香港島、九龍半

島及新界後，英國就把香港定位成中國與世界各地貿易往來的轉口港。在英國治理的 150 年間，

快速的經濟發展、特殊政治地位及社會長期以來的穩定，使香港不停地吸引全球各地的人士前來，

                                                             
1 最早論及「禁粵中惠潮之民渡臺」的官書記載，為成書於康熙末年（約 1720 年左右）的《重修臺灣

府志》：「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不許渡臺；蓋惡惠、潮之地，數為海盜淵藪而積

習未忘也。琅沒，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周元文編．196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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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來自廣東一帶的偷渡客、依親、結婚、專業移民等，使得當地人口快速發展，大量人力及

資金的湧入，也奠定香港今日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不過，1960 年代，因自身貧富差距拉大及中

國大陸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下，香港爆發了六七暴動，政治不安及官民對抗的局面，使得香港出現

第一波的人口外移潮（Young, 1981；馬嶽，2010；張家偉，2012）。 

1984 年，《中英聯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簽署後，香港確定在 1997 年回歸，

許多人為逃避中共統治或擔憂香港回歸後的前景，而紛紛移民加拿大、澳洲、紐西蘭、英國等地。

根據香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資料顯示，1987 年至 1996 年間，移居到海外的香港居民數量約

有 503,800 人（香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2003）。近年來，隨著香港回歸後的不明朗因素成為過

去，香港經濟在中共政府有意的刺激下，依舊成長快速，也帶動移民的回流潮。但隨著當地經濟

嚴重偏向地產及金融，使得貧富懸殊的差距再度拉寬、房價不斷的攀升，以及大量中國大陸遊客

的湧入香港，讓他們深感生活品質大打折扣，不滿社會現況。在北京有意利用經貿利益來取得香

港政治的控制時，引起許多香港人的不滿，更是加深港中之間的隔閡，促成香港民眾本土化意識

的抬頭，最後引發 2014 年的｢雨傘運動｣2。此時，香港媒體也開始播報有關香港人移居臺灣的報

導，啟發香港人對臺灣的興趣。3在這個情景下，一向以來與中共政權保持一定距離、擁有民主普

選和優質環境品質的臺灣就成為許多香港人想擺脫困境的渴望，也帶動香港人移居臺灣的熱潮。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2015）的統計，2014 年度在臺的外籍人士數量已達 713,000 人，約佔臺

灣社會 3.1%的人口。其中以來自印尼、越南、菲律賓、泰國、中國大陸與港澳的人士為居多。根

據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過去十年從港澳地方申請，並核准在臺灣定居的人數，每年約五百至七

百人。
4
這個數字遠比同時期來自中國大陸的移居者（每年大約 10,000 人）少得多。雖然這個數

字看似不多，但對比臺港之間的兩地定期航班以及旅客人次，我們可以發現港臺兩地的互動，遠

超過臺灣與中國大陸任一城市居民的互動。
5
雖然兩個城市互動頻繁，但令人訝異的是，進行港臺

人口遷移的學術研究並不多見。 

大部分學者用來解釋人口遷移的論點，主要是採用推拉理論（push-pull theory）。該理論的主

要論點就是：原居地社會存有推力，而接受國則存有吸引外來人口移入的力量，兩股力量相互產

生作用之下，就產生了人口遷移之現象（Bogue, 1959）。國際移民的發生，主要是開發中國家的

人民為了逃避國內的經濟壓力，自願或被迫前往已開發國家工作或生活的情況（Massey et al., 1993: 

434-440; Massey, 1998）。我們認為人口遷移不會隨機發生在不相關的國家或區域範圍間，他們彼

此之間必然有著特定歷史脈絡與政經發展互相連接。看似單純為追求更好生活而進行的遷移行

                                                             
2 又稱「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3 在 2014 年 4 月至 5 月期間，香港蘋果日報推出「香港人臺灣夢」的系列報導，講述有關香港人移居

到臺灣各處的生活，此系列引起當地社會的關注，接下來許多的當地媒體也跟進推出類似的系列報

導。 
4 由於臺灣一般將香港與澳門合併為「港澳地區」，我們只能以「港澳地區」作為比較基礎。若以 2007

至 2014 年間來臺定居人數為例，港澳地區每年約 480 至 700 人，大陸地區約 7,000 至 28,200 人（內

政部移民署，2015），顯示香港來臺定居人數並不多。 
5 根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的統計（2015：表 53），2014 年，臺灣與香港之間每週定期航班的數量約 920

班，臺灣與中國大陸幾大主要城市之間每週定期航班的數量是上海（298 班）、北京（65 班）、深圳

（61 班）與廣州（47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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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實都與原生地及現居地的發展脈絡有一絲關係。Yeoh and Lai（2008）也發現許多發展中國

家正快速增長，使得許多人才開始湧入發展中國家，並非呈現傳統的「南－北」（North-South）

的傳統遷移路徑。 

Schiller et al.（1992）認為跨國遷移是一個頻繁的移動過程，人類的移出和回流的界限變得模

糊，遷移被視為是不斷進行的過程，遷移者同時也會藉由遷移的行為，尋找最有利於自己的位置。

Lee（1966）有特別提到，遷移者在遷移之前，往往對目的地沒有做太多深入的接觸，或者未在當

地碰到較為棘手之事，因此可能會高估遷移目的地的正面考量而低估負面考量; 在他們抵達目的

地後，也可能發現之前所做出的正面考量是未必正確的。Virtanen（1981）也表示人類在遷移某地

後，可能會遭遇到生活條件的變動而再度離開，因此人口遷移應該被視為是目前、暫時的狀態。

在本研究中，我們也看見許多受訪者都有豐富的再遷移（re-migrate）的經驗，因此我們想知道目

前臺灣的環境與條件，是否能讓這些受訪者將此次的遷移視為是他們移民的最後目的地。 

日漸國際化的臺灣社會，臺灣人都認為自己是非常熱情的民族，整個社會充斥著濃濃的｢人情

味｣，歡迎世界各地的遊人前來臺灣做客。而許多曾來臺觀光的遊客，他們在旅遊的過程中，也受

益於許多臺灣人的協助或感受社會的活力與多元性，而對臺灣產生極大的好感。但遷移不同於旅

遊，移居異地必定會經歷一些困難。有部分研究者發現移民者若擁有豐沛資源或比接受國當地擁

有更高的社經地位，他們會選擇只與當地的母國或外國社群交流，而與當地社會保持一定的距離

（Yeoh & Willis, 2005; Fechter, 2007）。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位階較臺灣高的地區，卻在當地掀起移

居臺灣熱，使研究者也很想瞭解過去的移居者是否有融入臺灣的社會，而報導是否為一座適合香

港人移居的異地？此研究把在臺生活超過 10 年的留臺香港人作為研究對象，探視這些長久在臺灣

生活的香港人如何把臺灣視為是自己的｢家｣？他們花了多久的時間才能適應這裡的社會？對於臺

灣有什麼期待？他們有可能回去香港或前往其他大都會；到底是什麼動機、力量讓他們願意繼續

留在臺灣為這個社會貢獻？ 

研究方法 

人文地理學使用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除了可利用受訪者的言論來了解他們的生活經驗和

態度外，也可探視他們所依附的社會結構（Hay, 2010）。質性研究也被認為是可以推導和接受社

會的複雜面向，以及釐清個人的背景、生活方式與意識（Eyles & Smith, 1998）。因此本研究是適

合使用質性研究來蒐集資料，透過文字將受訪者所道出的經驗和感受再現在本文內。 

內政部移民署一直以來都把香港與澳門作合併統計，並沒有任何官方資料單獨描述香港人在

臺灣的現況。因此，我們求助於網路兩個 Facebook 社群「香港中文大學臺灣校友會」與「香港

人在臺灣」。這兩個社群成員主要生活空間都是在臺北地區，從事中高階白領專業工作。我們採取

多重的資料收集方式。除了一開始是以滾雪球的方式來尋找受訪者外，同時第一作者也積極參與

香港人的聚會（如香港中文大學臺灣校友會及臺北市香港會），來尋獲不同的資料與不同背景的受

訪者。自 2014 年 4 月起到 2016 年 6 月為止，本研究總共尋獲了 38 位香港人作為研究對象。訪談

都是以半結構式問卷作為基礎，包含的內容為：移入臺灣之經驗、移入臺灣後與香港的聯繫、對

「移民臺灣」的看法與個人資料四大方面。我們先用電子郵件寄問卷至受訪者（甚至先填寫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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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後，雙方再進行 1.5 至 3 小時的訪談。大部份的訪談是在餐廳或受訪者的上班地點進行。有

些受訪者甚至還進行了第二至三次的訪談 (如#6、#7、#13、#15、#16、#18、#20、#26、#38 等)。

若雙方的時間無法配合，第一作者就採用電話與電子郵件溝通的方式，完成資料的蒐集 (如#12、

#14、#17、#21、#37)。訪談資料由第二作者整理逐字稿，再一同分析資料及製作表 1。得益於第

一作者與受訪者們的相同經驗及他們對於研究者的信任，使得訪談能順利進行。此外，我們也參

考了《中大人在臺灣》一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校友會，2015）的內容，選出一些個案 (D_CUHK、

E_CUHK、F_CUHK、G_CUHK、H_CUHK、I_CUHK、K_CUHK、L_ CUHK、M_CUHK 共九位)，

以了解他們在臺灣的生活及事務的看法。6
 

表 1 顯示了受訪者多樣的社會經濟背景。受訪者之中包含了 21 名男性及 17 名女性，他們的

年齡介於 39 歲至 77 歲。因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它多年來接收許多來自不同地區的華裔移

民。從受訪者的出生地也可看出此現象，除了有 30 名受訪者是出生於香港，也有 7 名受訪者是在

中國大陸不同的省市出生（#4、#6、#8、#12、#13、#16、#29），1 名在越南出生（#38）。雖然至

今沒有明確的統計數據可以說明香港人在臺灣的總數與分佈狀況，但是從一些網路資訊得知，他

們應該主要居住在臺北，從事中高階白領專業工作。7
 

除了三個例子外（#26、#32、#35），其他受訪者皆受過高等教育，包括了 11 名博士、9 名碩

士和 15 學士，甚至有人還在不同的國家獲取更高等的學位，這些國家/地區分別是：臺灣（11 名）、

香港（9 名）、美國（10 名）、澳洲（2 名）、加拿大（1 名）、英國（1 名）和法國（1 名）。值得關

注的是，其中有 16 名受訪者是以僑生身份進入臺灣接受大學教育，而進入臺灣。其中有 4 名受訪

者（#2、#5、#9、#16）在臺灣完成他們的大學教育後，再前往他國升讀碩士或博士學位，學成後

再返回臺灣發展。他們遍布在臺灣的各行各業，如公關、經貿、房地產、媒體、文創、醫療、教

育、服飾及餐飲等各項產業。由於第一作者和受訪者的人脈所致，有 10 名接受訪談者是在各大學

擔任教授（包含已退休的#2、#4、#11、#12、#13、#14、#27）。 

這些受訪者居留在臺灣的時間皆已超過十年之久，我們將這些受訪者的來臺緣由分為四大

類，分別是就學（16 名）、就業（13 名）、婚姻遷移（7 名）和依親（5 名）。有兩名受訪者（#12

和#14）在臺灣完成大學後到美國留學，之後在香港就業，取得了當地的身份，在 20 年內因工作、

香港生活環境的變化和懷念臺灣生活而遷回臺灣。在婚姻狀況方面，有 5 名（#10、#15、#20、#30、

#37）受訪者是單身，24 名（包括 9 位女性）與臺灣人結婚，餘下的 9 名則是與非臺灣人結婚。

本研究的樣本特徵，可能與樣本種子（即任教於大學、參與臺北市香港會及中文大學校友會活動

成員，而沒有任職於科學工業園區或中學的受訪者）。較為遺憾的是我們聯絡的可能受訪者中約有

三分之一不接受訪問。本文受訪者除了有 34 位住臺北外，臺中、桃園、臺南、高雄各一位。 

作者也認為，未來的後續研究，應以全臺為訪查區。以了解生活在其他都市或鄉鎮地區者的

「生活印記」。如同一位地理學家所說，訪談的目的並不是想藉訪談來得到有代表性的推論，而是

想藉訪談來充分了解當事人的經驗與生活（Valentine, 2005）。因此，我們無意宣稱本研究的描述

                                                             
6 為了不透露敘事者的真實姓名及身份，我們僅在本文用英文字母作為個人代號，如 C_CUHK。 
7 由於沒有官方資料描述香港人在臺灣的生活情況，除了臺北市香港會的成員外，我們也求助於香港

人在網絡的社群，如臉書（Facebook）的「香港人在臺灣」，這個社群成員的主要生活空間都在臺北，

且工作類別都以白領專業人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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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所有母群體（在臺灣定居多年的香港人）的特徵。我們至多認為，從本文受訪者的共同反應，

也許可以推測母群體「若干可能」的重要特徵，但絕非「所有可能」的重要特徵。我們無意排除

其他重要特徵存在的可能，也期望其他學者加入來豐富此一研究。因此，本文中與受訪者有關的

數字，純粹是當時情境描述，除非特別說明，並不具備強度或頻率上的意涵。 

表 1 受訪者社會經濟背景 (Socio-economic Profile of Respondents) 

編號 化名 性別/年齡 出生地 教育背景8 抵臺年份/年齡 職業 來臺原因 

婚姻狀況/ 

伴侶是否

為臺灣籍

1 Jeremy 男/58 香港 學 (港) 1985/29 大樓總幹事 就業-1 已婚/ 是

2 Peter 男/69 香港 碩 (美) 1966/19 退休教授 就學-1 已婚/ 是

3 Charlie 男/62 香港 博 (美) 1987/30 教授 就業-2 已婚/ 是

4 Ada 女/68 中國大陸 博 (美) 1971/25 退休教授 婚姻-1 已婚/ 是

5 Douglas 男/49 香港 碩 (澳) 1983/19 圖書採購員 就學-2 已婚/ 是

6 Carmen 女/48 中國大陸 學 (臺) 1987/19 服飾業者 就學-3 已婚/ 否

7 Beatrice 女/52 香港 學 (臺) 1989/20 翻譯 就學-4； 

婚姻-2 

已婚/ 是

8 Justin 男/74 中國大陸 學 (港) 2000/60 退休編輯 依親-1 已婚/ 否

9 William 男/61 香港 博 (美) 1971/18 教授 就學-5 已婚/ 是

10 Winston 男/46 香港 博 (英) 2001/33 教授 就業-3 單身 

11 Jay 男/61 香港 博 (臺) 1972/18 退休教授 就學-6 已婚/ 否

12 Leo 男/71 中國大陸 博 (美) 1. 1950/6 

2.2006~2013  

退休教授 

 

依親-2++ 已婚/ 是

13 Sean 男/66 中國大陸 博 (臺) 1. 1967/18 

2. 1988 

退休教授 就學-7 已婚/ 是

14 Herman 男/75 香港 博 (美) 1. 1945/5 

2. 2000/60 

3. 2005 

退休教授 依親-3++ 已婚/ 是

15 Kevin 男/39 香港 碩 (臺) 1993/18 博士候選人 就學-8 單身 

16 John 男/67 中國大陸 博 (法) 1969/21 研究人員 就學-9 已婚/ 是

17 Shirlena 女/41 香港 碩 (港) 2002/29 中階市調員 婚姻-3 已婚/ 是

18 Jean 女/63 香港 碩 (港) 1982/27 資深媒體人 婚姻-4 已婚/ 是

19 Rita 女/50 香港 學 (港) 1990/24 銀行經理  婚姻-5； 

就業-4 

已婚/ 是

20 Mabel 女/51 香港 學 (臺、港) 1. 1979-86a/16；

2. 2012b/51 

房屋仲介 就學-10； 

就業-5 

單身 

21 Lynn 女/60 香港 學 (臺) 1. 1973-78a/18

2. 1983b/28 

公司職員 就學-11； 

婚姻-6 

已婚/ 否

22 Adrian 男/65 香港 博 (澳) 1986/36 資深研究員 就業-6 已婚/ 是

23 Corey 男/52 香港 博 (美) 2000/38 中階研究員 就業-7 已婚/ 是

24 Jonathan 男/60 香港 碩 (美) 1983/29 出版業總經理 就業-8 已婚/ 否

25 Oscar 男/61 香港 學 (臺) 1974/20 外勞仲介經理  就學-12 已婚/ 是

                                                             
8 僅標示最高學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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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ynthia 女/56 香港 高中 (港) 1981/22 銷售經理 就業-9 已婚/ 是

27 Guida 女/77 香港 碩 (美) 1950/14 退休教授 依親-4 已婚/ 是

28 Leon 男/45 香港 學 (臺) 1990/20 房地產經理  就學-13 已婚/ 是

29 Georgina 女/65 中國大陸 學 (港) 1987/37 美術監督 

（退休） 

 就業-10 已婚/ 否

30 Czarina 女/54 香港 學 (港);

碩 (澳) 

1999/38 資深經理  就業-11 單身 

31 Priscilla 女/65 香港 碩 (港) 1980/30 公關 就業-12 已婚/ 否

32 Marian 女/61 香港 高中 (港) 2000/46 總經理 就業-12 已婚/ 否

33 Daniel 男/49 香港 學 (臺) 1984/18 醫療人員 就學-14 已婚/ 是

34 Miriam 女/69 香港 學 (美) 1976/39 策略計劃員 婚姻-7 已婚/ 是

35 Margery 女/50 香港 高中 (港) 1994/20 餐飲業者 依親-5 已婚/ 否

36 Tiffany 女/65 香港 碩 (臺) 1968/21 醫療人員 就學-15 已婚/ 是

37 Nick 男/39 香港 學 (臺) 1993/18 貿易人員 就學-16 單身 

38 Johann 

 

男/66 越南 學 (加) 1994 文化工作者、

餐飲業者 

就業-13 已婚/ 是

註：來臺原因：以「++」標註的 Leo 與 Herman，都是 1949 年之前出生在中國大陸或香港，年幼

時期遷臺，在臺灣接受大學（或碩士）教育之後赴海外留學，在香港工作至少 20 年之後再返

臺就業 20 年以上 [退休後又再度移居海外]。若將他們在臺接受教育與工作的時間合併計算，

這兩位受訪者在臺居住期間都超過 30 年。除了這兩位外，編號 18 的 Jean 一開始是因為婚姻

來臺，但是卻在亞太與西方不同國家間穿梭往返，若只計算她在臺灣居住時間，也至少超過

30 年。這三位受訪者的情形比較像是跨國移民（trans-migrants），經常往返於西方國家（美

國、加拿大） 與中國（中國大陸、香港、臺灣）之間（Yang, 2012），因此本文並未深入討

論他們的經驗。 

a, b: 指的是來臺的不同年代。(Years of first and re-migration to Taiwan) 

研究發現：遷移軌跡與生活經驗 

雖然對於不同的移居形式，學者有不同的觀察指標，但是一般常見的指標可以分成以下幾種：

「居住空間」  (Spatial pattern)、「社經成就」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語言文化適應」 

(Language and cultural acquisition)、「通婚狀況」 (Intermarriage) 與「政治態度」(Political attitude)

等方面 (Gordon, 1964; Portes & Rumbaut, 1996; Alba & Nee, 1997)。由於資料的限制，我們只選取

「遷移軌跡」與「生活經驗」這兩部分來討論。本文在遷移軌跡方面，將受訪者依來臺動機分為

四大類，分別是就學、就業、婚姻和依親。雖然遷移臺灣有不同的動機，但我們發現受訪者移居

臺灣的原因相當程度是受到在冷戰時期，港臺兩地的連接脈絡所影響。港臺兩地同屬華人文化圈，

但是文化細部仍有一定的差異，以及兩地近年來都有各異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發展，使得受訪者

在適應方面，面對不小的挑戰。 

 

（一）遷移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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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 

分析受訪者初次來臺的原因，發現共有 16 位受訪者以就學的緣由來臺，是香港人遷移至臺灣

的主要原因。而他們遷移的時間約在 1966 年至 1993 年之間，都是以僑生的身份來臺唸書。他們

先前在香港所接受的教育是以中文為主，9無法通過升學考試進入當時名額極為有限的大學就讀，

因而選擇到歡迎他們到來，並提供許多就學優惠的臺灣進一步升學 （周正偉，2014；黃庭康，

2016）。至於就讀以英文學校的學生，他們中學畢業後大多進入香港本地的菁英大學或前往西方國

家留學，鮮少來臺升學（葉仲茵，2014）。 

臺灣的僑生教育政策始於 1951 年，當時的國民政府急於宣揚其作為｢正統｣中國的正當性、鞏

固東亞地區的反共勢力、防堵共產思想在海外華社的滋生，以及美援的協助，因此國民政府遷臺

不久後，就開始恢復實行僑教政策，積極招收海外華裔前來臺灣升學，如提供優渥的獎助學金、

降低入學及退學標準等（吳子文，2010；黃庭康，2016）。教育部規定，只要曾在海外接受完整的

中等教育，並能證明在當地居留達一定年限者，即可透過僑務委員會、當地的華僑團體申請以僑

社的身份來臺深造（蕭阿勤，2012）。當時的香港仍屬於英國治理，自然也是僑教政策積極招收的

對象，這也顯示，受訪者能以僑生身份來臺，是與冷戰時期的國際情勢密不可分： 

 

臺灣每年都會在香港舉辦海外聯招考試，通過後就可以取得來臺入學的考試，當時的考

試幾乎每個有考的都會通過，自己也通過了，所以接著到僑大先修班念……（#37，Nick） 

父親希望自己做醫生，為了圓他的夢想，而臺灣剛好也有提供獎學金，就決定過來了。

（#36，Tiffany） 

臺灣是我心儀已久的地方。由於父親是在 1949 年逃難到香港的「小資本家」，所以是臺

灣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支持者，我姐讀的是德 O 中學，也是著名的僑校。她後來到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念書，每年放暑假回來，帶給我臺灣出版的書，和臺灣的特產，更讓我無論在心靈上

還是味蕾感觀上，對臺灣充滿憧憬。……[我]弟弟在臺灣讀醫科。(F_CUHK) 

 

臺港兩地在 1980 年代末期以前大學供給的數量都很有限。由於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香港

比臺灣更強調與西方國家學術界的聯繫，但是臺灣自 1950 年起對海外華裔青年提供優惠的入學待

遇，也吸引不少香港學生前來臺灣。雖然早年的資料不全，但根據晚近的統計，2005 年從港澳地

區來臺就讀的學生有 3,214 人，2010 年更上升到 6,478 人（林嘉敏，2011），因此本文當中有相當

數量的受訪者一開始是以就學的名義來到臺灣。 

臺灣的僑教政策，使香港中文學校畢業生的升學之路敞開了另一扇大門，雖然香港是華人為

主的社會，但在英國治理之下，英文成為當地主要的官方語言。而港英政府認為高等教育體系成

                                                             
9 有關這一奌，亦與服務於教育界的#13 Sean 與 16 歲即来臺求學的#20 Mabel 確認。香港的中學教育

可因不同的教學語言，而被劃分為中文授課中學（簡稱中文中學或中中）及英文授課中學（簡稱英

文中學或英中），香港約有 8 成中學是中文中學，但在英國治理的情況下，加上英文在世界通行的程

度，使當地社會對英文甚為重視，出現「重英輕中」的現象，造成英文中學的畢業生，在升學或就

業方面都佔有一定程度的優勢。2010 年，香港教育部開始實施「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採取不同模式

的教學語言安排，使中學不再被劃分為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但民間和傳媒依舊使用相關的名詞和

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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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的目的是為培育少數菁英，同時他們也強調學術界與西方國家的接軌，因此以英語作為主要教

學媒介語，這對中文中學的畢業生而言是相當不利，這使得一般民眾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非常稀

少（Luk, 2009）： 

 

當時的香港只有港大和中大兩間，我的會考成績不理想，不可能申請到大學唸書，故在 1972

年，以僑生的身份來臺升學。（#11，Jay） 

來臺唸書的多為中文中學的學生，英文程度通常都不會太好，所以選擇來臺灣。（#20，Mabel） 

我畢業時，剛好遇到學制的修改，中文學校畢業的需要轉入英制學校多讀一年才能報考香港

大學，而當時 OO 書院不被香港政府承認為是正式的大學；學生多以富家子弟為主；當時又適逢

文革和香港的六七暴動，因為對港英政府的不滿所以到臺灣唸書。（#2，Peter） 

 

而學生遷移往往可以作為專業遷移（professional migration），或在異地工作的前置作業；學

生前來臺灣就讀，他們可以獲得臺灣各種就業市場的環境資訊，也適應了臺灣的生活環境，建立

了一定的社會網絡，可能會使學生畢業後選擇留在臺灣居住而非返回香港。如 Douglas（#5）在

畢業前參加校園徵才，在畢業旅行時收到工作單位的通知，就留在臺灣上班了。就讀醫學系的

Tiffany（#36）則是畢業後考取臺灣的醫生執照，老師也介紹先生給她，繼而讓她留在臺北成家。

學生遷移也可能是家庭資源佈局和風險分攤的其中一環，Ong & Nonini（1997）就發現一些馬來

西亞華裔青年在國外就學，在取得他國的公民或長期居留身份，就讓其他家庭成員以依親身份一

同遷移到他國。在我們的研究案例也有出現相同的情況，如 Justin（#8）的兒子在臺灣升學及工

作，他為了與兒子團聚，就從香港遷至臺灣享受養老生活。 

 

就業： 

就業或經商也是許多香港人在臺居留的主因之一，此次的研究共有 13 位受訪者是因為就業或

經商因素而選擇來臺定居。港臺之間的商業往來素來都非常頻繁，1980 年代的臺灣進入了快速經

濟成長的時期，10許多外資都開始紛紛湧入臺灣市場。臺灣對於香港而言，享有距離近，又擁有

較低人力和土地成本，以及擁有一定市場規模的優點，因而成為許多香港企業外拓發展的首選地

之一。有 3 位受訪者是受到當時情景，而被企業外派駐臺灣發展： 

 

   當時（1985 年）臺灣的經濟欣欣向榮，因此被公司派駐到臺北來開拓市場。（#1，Jeremy） 

   我是在 1983 年來臺，當時工作的出版社公司想發展中文市場，而被總公司外派過來。(#24， 

Jonathan） 

   我 22 歲就被公司外派來臺灣了，從事有關食品業的發展，在臺灣因為朋友的介紹，跟著

現在的臺灣外省籍先生在臺灣各地遊山玩水，接著就 ｢一不小心｣ 嫁給了他（意指在預料之

外），就在這裡成家立業了。（#26，Cynthia） 

                                                             
10

 臺灣的人均收入從 1980 年的 2,389 美元，到 1990 年上升至 8,216 美元，增加了 3.4 倍。同一時期，

香港的人均收入從 5,700 美元，上升至 13,487 美元，增加了 2.4 倍。(姜蘭虹、林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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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自香港一所大學藝術系的 Georgina（#27）則是在來臺後，才開始透過黃頁（yellow pages）

或報章上的招聘廣告找尋工作，她表示當時的臺灣人對專業人士較為尊重，而外來的專業、設計

人才也比本地的更受歡迎，所以很順利地在一家設計公司找到擔任要職的工作。除了接受工作單

位的派遣或自行求職外，也有一些受訪者是因經商之故，而選擇在臺灣落地生根： 

 

 年輕的時候，就來臺灣旅遊好多次了，自己非常喜歡臺灣，所以就決定在這裡開一家法

國餐廳，並接母親過來養老。（#35，Margery） 

我與先生一起打拼，經營有關移民、證券和房地產的生意，一直在港臺之間來回，直到

2008 年才在臺灣定居。（#32，Marian） 

 

自 70 年代起，在蔣經國總統推行「十大建設」後，臺灣經濟發展也開始從農業社會轉型至工

業社會，政府也陸續放寬進出口和投資限制，致力發展於重工業和高科技產業，國家每年的經濟

成長率高居世界前例。11成功的經濟轉型，使臺灣列入新興工業國家 (NIC,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的行列，成為帶動亞洲經濟發展的火車頭之一，與香港、新加坡和南韓一同被國際社會

列為「亞洲四小龍」，甚至在 80 年代還出現「臺灣錢淹腳目」來形容當時的臺灣經濟蓬勃發展的

情況。另外，在 1997 年香港回歸之前，所有在臺灣升學的港澳僑生，都有資格領取中華民國的身

份證。在當時整體環境及易取得居留身份的優勢下，這些受訪者們都表示當時在臺灣找工作並不

困難，最大的問題是在於是否有在臺灣發展的意願，除了自行看報章或黃頁（當時一般人士沒有

機會接觸網絡）的應徵廣告外，其他最主要的找工作途徑就是透過親友的介紹： 

 

  因當時同學的家裡是開貿易公司，得知我在求職，就請我去他家的公司當文員。(#21，

Lynn) 

    因爲有臺灣的親友從事不動產仲介，有得到相關的資訊，所以知道如何報名相關的課程，

並取得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之後進入親友公司任職。(#20，Mabel)  

 

本文當事人的工作都是鑲嵌在本地的脈絡，並沒有與本地就業市場脫離。這些受訪者中，至

少有七人（#3、#4、#9、#11、#14、#19、#24 等人）曾在所屬的工作單位擔任中高階主管，這顯

示當事人的能力是相當受到本地就業市場肯定，非常接近於 Klekowski von Koppenfels (2014) 研

究中對於美國人在倫敦的討論；高度與當地的勞動市場結合，並沒有「族裔化」（ethnic economy：

必須高度仰賴與母國相關的資訊，才能維持現有工作）或「去技術」（de-skilling：專業技術不受

認可，必須獨立創業或降格以求才能找到工作）的現象。Lan (2011) 針對在臺灣工作的西方高技

術專業人士 (Western high-skilled migrants) ，指出他們雖然佔擁有英文母語的優勢，也只能集中

在少數職業享有利基 (privileged yet segregated job niches)。 

                                                             
11 十大建設的推行後，臺灣的國家級基礎建設已大致趕上發達國家的行列，為臺灣的經濟發展帶來極

大的幫助，政府也致力推動大型重工業基地的建設。當時亦有一些海外華僑返臺設立電子產業，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在 1980 年成立後，使臺灣經濟發展主力邁向高技術的密集型高科技產業，成為世界

主要的高科技產品供應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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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依親： 

跨國婚姻是存有國家或地區位階的差別，港臺之間的跨國婚姻之中，通常是臺灣女性嫁至香

港男性居多，大部分在婚後都選擇遷往香港居住，鮮少碰見香港女性嫁給臺灣男性的情況，這種

情況至今依舊仍未扭轉（姜蘭虹、黃子健，2016）。在研究樣本中，我們找到了 7 名少數的案例。

許多受訪者都表示她們當初嫁至臺灣時，都受到香港親友一定的阻擾，Jean（#18）就敘述了她的

丈夫如何克服家人的阻擾，成功將她迎娶回臺灣的故事： 

 

我所有的家人、親戚都阻止我嫁給一個臺灣人，因為在他們當時的認知內，臺灣是個比

香港還要落後幾十年的地方，他們擔心我在那邊受苦……我的丈夫就到香港探望我家人。他

祖籍是山東，會做一些北方菜，讓我的家人對他產生好感；還送我媽一朵花以證明他的誠意，

才成功打動我的家人。 

 

雖然一般所認知的隨行配偶（trailing spouse）是指妻子跟隨丈夫一同遷移，且妻子大多在家

中做全職家庭主婦或到社區、宗教場所擔任志工服務（Chiang，2004；Chiang & Stephenson，2015）。

但本次的訪談樣本卻沒有出現相同的情形，這些隨著丈夫而來臺的香港女性，她們在臺灣一直有

從事全職的工作。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香港人的性格較為獨立而且家庭也較臺灣不那麼傳統，社

會也不期待做妻子的要把工作辭掉，回家相夫教子，且當時香港及一直到現在，受高等教育的婦

女在勞動市場的參與率也比臺灣來得高，12在這些因素影響之下，使得她們即使在結婚生子後，

仍依舊留在職場上，並未選擇退下。陳玉華等（2006）的研究指出香港女性婚後工作的主要考慮

是「個人才能、興趣與經濟自由度」，而臺灣女性婚後工作的主要考慮則是「幫助家庭經濟與家

庭事業需要」。 

我們透過兩位受訪者的故事來暸解香港女性嫁來臺灣後的生活。Ada（#4）在美國讀書時結

識臺灣籍丈夫，便一同前往臺灣，在臺灣一所大學擔任講師一職。在兒女出生後獲得丈夫的支持，

再決定回美國讀博士課程，學成歸來後在系上繼續教學、研究及擔任行政要職。畢業於美國著名

大學的 Miriam（#34）在嫁來臺灣後，曾因夫家不鼓勵自己上班和為照顧在美國唸書的小孩，做

了四年的｢太空人媽媽｣（astronaut mother）。隨著孩子長大後，她也將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回在臺灣，

1995 年於臺北市的近郊開辦藝文工作室，致力推廣藝術與環境永續的結合，並廣邀世界各地的藝

術家一同合作開展，為臺灣藝文界的發展做出許多貢獻。 

另外，隨著家庭因素而遷移來臺的共有 5 名，Leo（#12）和 Herman（#14）是因為家人為逃

避國共內戰和追隨國民黨的腳步，分別從中國大陸和香港遷移至臺灣。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

他們相繼到香港從事教學和研究超過 20 年，在退休後才返回他們的成長地—臺灣，並在不同的國

立大學擔任專任教授。Guida（#27）在 14 歲時，因為祖父的決定，便隨著兄弟姐妹 8 人及 2 名傭

人，由母親帶著他們從香港到臺灣唸書，父親也照著祖父的意思在臺中買了房子定下來，她因此

                                                             
12 2014 年，香港受過高等教育的婦女在勞動市場參與率為 54.6%（香港政府統計處，2016），而臺灣是

50.6%（行政院主計處，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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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臺灣落地生根。 

 

（二）生活適應 

 

語言與環境： 

在我們的研究中，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要花上一年或更多時間才能適應臺灣的社會。語

言能力是判斷移居者是否能適應及認同當地社會的主要因子之一。我們都了解港臺兩地居民的主

要用語有所不同，香港的廣東話與臺灣的國語及閩南語雖然在發音和用詞方面有一定的差異，但

兩地卻是使用相同的繁體字，因此港臺在語言方面的差異性與其他國家之間相較，可說是差異性

較小的。不過我們向受訪者詢問有關在臺生活哪方面最難適應時，所得到的答案還是以語言和文

化佔為多數，尤其在我們此次的研究，許多的受訪者都是在戒嚴時期來臺的，當時臺灣人民對於

外界的接觸並不多，社會還帶著許多濃濃的鄉土文化，讓他們在剛來臺時期，在生活適應方面，

吃盡了苦頭： 

 

    語言是最大的問題，只好一面工作一面學。（#19，Rita） 

   國語的運用常出錯，但多以一笑置之處理。(#11，Jay)  

     初到臺灣就學需面臨語言不通的問題，幸得班上同學幫忙翻譯，一學期後慢慢適應。 

(#15，Kevin)   

                                                               

自上世紀的 50 年代起，因珠三角地區的偷渡客大量湧入香港，以及英國殖民政府的有意扶

持，讓當地學校及媒體以廣東話作為媒介語，使得廣東話成為香港的通行語言（Luk, 2009）。因

此大部分受訪者跟我們表示，他們在來臺之前，都未曾學過國語，而臺灣社會的英語普及程度較

香港低，受訪者們也無法使用英語與工作夥伴或同學對談： 

 

 剛來臺灣時，最困難的就是不會聽也不會講國語，上課的時候聽不懂，當時很多老師

都是大陸來臺的，他們都有濃濃的鄉音，在學習方面就更困難了。（#27，Guida） 

    因為從未學過國語，同事的英文程度不好，所以沒辦法用英語與他們溝通，在工作上

市場會遇到因語言不通所導致的誤解。文化差異也使得很多事情無法全面了解，卻又不能經

常請求國外上司的幫忙……（#24，Jonathan） 

 

我們也發現，移居到臺灣的香港人對於學習臺語並不熱衷，即使是曾經來臺接受多年高等教

育的受訪者，他們在課堂上並無機會能接觸臺語，因此對於臺語的掌握能力也沒有太大的進步；

也沒有比後期因工作、婚姻才遷移過來的受訪者來得好。受訪者都紛紛表示相較於國語，學習臺

語的困難度大得多，應用程度也不高，而且許多臺灣人發現他們是香港人時，原本口中所說的臺

語也會立即改用國語跟他們對話，讓受訪者覺得即使不會臺語，在臺灣的生活也不會帶來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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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方便。只有在所處的環境或工作有較急迫的需求，才會強迫自己學習臺語： 

 

 一般香港人還是以學習國語為先，我是因為當初當兵時，兵營裡大家都講臺語，所以

才被迫學會。後來，我發現和我的病人溝通時，經常要用閩南話。（#33，Daniel） 

 如果住在臺北市，大致上使用國語就可以了，但是在三芝，這座以閩南人居多的地區，

只會講國語，很難找到談話的對象。（#8，Justin） 

 

即使他們練就一口流利的國語，但礙於受到粵語和英語的發音習慣之影響，大部分香港人所

說的國語依舊會有一些口音。近年來從世界各地遷移臺灣的人數並不多，臺灣社會依舊以臺灣人

為主，這種｢異域｣的腔調很快就會被當地人所認出。Mabel（#20）就表示，在臺灣經常被人批評

她的廣東話口音，讓她覺得要融入臺灣人的生活並不容易。自認為比在四十五年前第一次來臺灣

時，國語大有進步的 Ada（#4），即使在最近幾年仍有多次被陌生人批評口音的經驗。 

受訪者也發現臺灣許多的廣告或一些用詞與香港有大大的不同，路邊小吃要以國語或臺語，

甚至要放在臺灣的脈絡才能理解個中道理，就如同 Douglas（#5）所提及的：｢很常在點餐時，發

現連菜單都看不懂！｣ 這種細微的語言差異，並不如受訪者想像中的容易適應，而且這些文化差

異在每日生活裡都會碰到的，容易讓他們產生挫折感，也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適應。 

這些在上世紀的 70 至 80 年代時來臺居留的受訪者，他們表示當時的臺灣仍處於戒嚴時期，

整個社會都籠罩在執政者不可挑戰的權威當中，氣氛與現今的自由開放有很大的不同： 

 

    60、70 年代的臺灣街頭有許多的標語，如｢反共抗俄｣、｢光復大陸｣、｢反共保密，人人 

有責｣，讓人覺得很不習慣。（#37，Tiffany）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來臺灣觀光，在海邊拍照，膠捲被一個阿兵哥沒收了，害得她好幾年

都不敢再來臺灣。系上有一位美國客座教授說臺灣看起來很像軍事國家 (military state)，連

隧道口都站著拿槍上有剌刀的軍人。 (#4，Ada) 

 

在戒嚴時期，外國人士也不容易進入臺灣，因此臺灣一般人都比較少見外地來的人，來自香

港的受訪者，就自然變成許多人的好奇對象。16 歲就來臺升學的 Mabel（#20）就說出當時身邊

的同學只要一聽到她們口中的香港口音，就會拉住她們問個不停，很不習慣成為焦點，到最後就

習以為常，耐心地為臺灣人回答有關香港風土民情之事。 

 

         [剛來臺時] ，最大的困難是不會聽也不會說國語，上課也聽不懂，尤其是老師中很多由

大陸來臺的都有濃濃鄉音…… (#20，Mabel) 

 

在戒嚴時期，臺灣許多的高官公職等高階的單位都由外省人所擔任，這也強化了本省人與外

省人的對立。當時的香港並不屬於中國大陸的一部分，在來臺之前對臺灣的政經普遍都没有多大

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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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要分什麼本省人、外省人，是浪費時間的舉止。如果硬要說的話，只有原住民才

可以說自己是臺灣人，因為所謂的本省人，其實也是從中國大陸來，只是比外省人早來幾十

年而已，等於一個 100 年前來的人笑 50 年前來的人 (五十步笑百步)。其實不需要在這方面

花費太多的功夫。(#38，Johann) 

 在來臺之前，我根本不知道什麼是外省人！聽了很多故事之後，又常被指出有廣東口

音，我乾脆說自己是香港人；有時候說自己是國際人。由於在臺灣像我這種多文化背景的人

並不多，他們通常都不太能理解我。我常在想：是那裡人，有那麼重要嗎？[我也不了解] 為

什麼跟我不熟的人老是問我幾歲？賺多少錢？退休了沒？香港人較重隱私，不太第一次見面

就問私人的問題；可能也是太忙了，也許是比較不關心吧。（#4，Ada） 

 

「外省人」一詞在臺灣社會有時隱含與「本省人」之間各種複雜（甚至對立）的政治社會關

係。因此即使是出生在中國大陸的受訪者，主觀上並不願意與「外省人」一詞連結，而是希望被

稱為「香港人」(姜蘭虹、林平，2016)。 

 

社會文化： 

港臺雖同屬華人世界，但兩地社會文化仍有很大的不同，長期貴為亞洲金融中心的香港，受

到英國統治及國際化的熏陶，造就了香港人較為務實以及直接的性格。Jean（#18）認為香港人的

處事態度，使得他們處理事情較為有效率： 

 

   香港人處事務實直白、臺灣人講求圓融，這差異使我碰到了很多的釘子，需要以誠信打

開心結。香港人講求效率，比較有競爭力；臺灣人較注重政治理想。處事達標、不易掌握，

需要高 EQ 來解決。 

臺灣人講話較為婉轉……曾經問臺灣朋友喜不喜歡吃自助餐，他說「還好」，我就滿心

歡喜地邀請他大吃一頓，怎知他後來告訴我其實並不那麼喜歡吃自助餐；「還好」其實就是

這個意思 (有點像我們說「OK 啦！」。) 又如臺灣人說「比較少」做某些事情，可能代表他

從來沒有做過或者只是做過一兩次。(M_CUHK) 

 

Douglas（#5）與 John（#17）則形容與臺灣人溝通是一場藝術，需要寒暄一段時間才會進入

主題。來臺逾 12 年的 Mabel（#20），因從事不動產仲介，每日都會接觸許多不同的臺灣客戶，她

表示臺灣這種過於客氣和迂迴的說話方式，是一種虛偽，並造成他人的麻煩卻不自知： 

 

臺灣人最讓香港人受不了的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可以弄得很複雜，簡單的話需要花數倍 

的時間去言明，還認為這是說話的藝術、處事手段的高明，虛偽客氣言不由衷！ 

 

也因為香港人較為直接、急躁的性格，也讓受訪者來臺之後，得罪了不少人： 

 

臺灣人很常會 say ｢不好意思｣及｢謝謝｣，很不會 say“No＂；而香港人的性格急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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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完美、比較“奄尖＂，來臺後就得罪了不少人……。（#35，Margery） 

臺灣社會比起香港更來得傳統，也讓一些受訪者感到訝異。Marian（#32）就覺得臺灣人很注

重尊卑，連年輕人也會遵守相關禮節，此外： 

 

臺灣人一年要過三節，每三個月就要送一次禮。在香港，大家吃飯都是 go dutch，但來

臺後之後，大家都搶著付錢，跟大陸一樣，非常不喜歡。 

 

來臺 26 年的 G_CUHK 則對臺灣的飲酒文化始終感到不適應： 

 

   ……香港人喝酒大多很克制，然而，在臺灣不論是同儕共聚，或跟客戶言歡，都喜歡連

續乾杯，若不入鄉隨俗，就算是不給面子，還有可能影響生意上的人脈關係。 

 

許多女性受訪者大多表示許多臺灣中年男性對女性缺乏香港人習以為常的尊重，無論是言辭

或態度方面，男尊女卑的風氣在臺灣仍處處可見。Lynn（#21）觀察到很多男性依舊有｢大男人主

義｣作風，身邊有朋友在小時候看到家中男性不體諒妻子，而不敢結婚。Guida（#27）則認為臺灣

婚後的男女生活分界清楚，傳統中華文化的社會結構並沒有被打破，丈夫很少會幫忙做家事或為

妻子設想。而在臺灣居住了 40 多年的 Ada（#4）則對家中的清潔阿姨對她說的一番話感到震驚： 

 

   幫我家清潔的阿姨曾對我說：「妳很幸運，因為你老公沒有打你，而且還有給你家

用！」……我的同事也羨慕我的丈夫會替我倒茶和切水果，此時我才意識到，很多臺灣女性

在婚後的生活並不那麼快樂，因為她們要處理家中的一切大小事務，且沒有人可以幫忙！我

覺得與我同一代的臺灣女人真可憐。 

 

Mabel (#20) 則很直接的說出她 30 年前不敢结婚的原因： 

 

   男尊女卑，絕大部份臺灣男性對女性缺乏香港人習以為常的尊重，無論言詞或態度，這

種日本文化留存下來的風氣最讓人窒息。 

 

在受訪的過程中，會不停地聽到受訪者提到有關｢人情味｣之事，他們都表示臺灣人非常善良、

熱情、有禮貌且樂於助人。香港人因長期處在快節奏、高競爭的社會，對於個人的利益非常重視，

對於陌生人甚少給予協助；而這些受訪者在遷入臺灣的初期，許多臺灣人知道他們非本地人後，

就給予許多的幫助，讓他們能盡快適應這裡的生活，使他們倍感窩心。受訪者所要表達的，可能

與他們的親身經驗很有關： 

 

臺灣是我待過這麼多的地方中（中國大陸、香港、美國），最友善的地方！晚輩非常有

禮貌，學生非常尊重教師，並適時主動給予關心……我想我已經被臺灣寵壞了，尤其是南部

的人非常熱情！若有人說臺北人很冷漠，我會請他們到香港見識一下所謂｢真正｣冷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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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da） 

國語帶著口音，出門遇到陌生人溝通，大家總會猜說是不是越南、泰國、或是大陸新娘。

我不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遭遇，我是遇過好幾次，當跟別人說我是香港人的時候，對方會很

不屑的回一句說香港，不就是大陸，心裡會有點受傷。我們以前說同根同心其實都是表面話，

在這裏，永遠都是一個外人。臺灣人的熱情，抱歉，我感受不到。(L-CUHK) 

 

英國殖民影響之故，也使得香港成為一個以法律至上的法治社會，民眾對於香港的法治有相

當的信心且會遵守。G_CUHK 與 Ada (#4) 都指出： 

 

香港人愛講「法、理、情」，但臺灣人則以「情、理、法」的原則來處事，這也突顯

了臺灣人的人情味。 

 

Charlie（#3）、Georgina（#29）和 Johann（#38）表示至今仍無法適應臺灣的交通，因路上不

守法的司機太多，使得他們在臺灣都不敢開車。Nick (#37) 指出除了臺北情況比較好之外，其他

縣市普遍存在着路霸的問題（把車子隨便停在人家家門口的路邊）。二度移民臺灣的 Johann 

(#38) ，對臺北市的交通秩序有很深的體會： 

 

在加拿大，即使是半夜 3 點沒車的時候，紅燈時，大家還是會乖乖停車。在香港，

黃燈是告知大家準備停車，但在臺灣反而是加快速度衝出去，自己在加拿大和香港會開

車，在臺灣反而不敢開車，認為守法更會為自己帶來生命危險。不過臺灣人最近也是有

進步，像是買東西、搭捷運都是會排隊。而且自己也似乎接受一些不守法的行為。 

 

七十年代中期在臺灣取得學士學位，回香港工作幾年之後再因婚姻而重返臺灣的 Adrian 

（#22）認為臺灣公部門與香港的相比，存有濃烈的官僚主義: 

 

移入臺灣初期，尚在威權體制時代，須跑多處公家機關，填寫多項資料。當時公務

人員服務態度欠佳，填寫資料有涉及個人隱私，心中雖有所怨懟，亦只能隨遇而安。 

 

曾在港臺兩地教學多年的 Herman（#14）認為： 

 

報稅，銀行系統，大學當年的管理系統老舊，跟不上時代；祕書訓練不夠，無法使

用外語。 

 

臺灣兩黨相爭、政治惡鬥主導社會的發展、民粹至上的社會，也讓許多受訪者看不

過眼： 

 

臺灣有很多美好的一面，如多元、和善、創新等，但因為無良政客和媒體將臺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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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個混亂的局面，讓我感覺不勝唏噓。（#9，William） 

因為臺灣人過於主觀、不理性之故，千萬不能隨意跟外人討論政治或香港事物，會

引來麻煩……其實很多臺灣的政治議題，香港人或其他國外人士聽了是不會有同理心

的。（#24，Jonathan） 

……臺灣由專權統治邁入民主政治的社會，可惜全民民主意識薄弱，欠缺民主素養，

少數人並不屈意於多數決，不斷的肆意衝突，期間國民黨和民進黨兩黨惡鬥、本省人和

外省人歷史仇恨心結糾纏，可惡的政客不思撫平人民歷史上的傷痕，更常操弄本省人和

外省人的歷史仇恨，從中獲得政治利益。(D_CUHK) 

……不同黨派在各種媒體上吵吵鬧鬧，互相攻擊的黑函滿天飛，買票之聲不絕，近

年來更多用政策買票，不斷地增加福利的支票……每次選舉都會使臺灣社會煩躁不安，

這些香港也應借鏡，引以為戒。(H_CUHK) 

……臺灣一下子變成全民民主，相關的教育和法治是否充分，是值得深思的。民主

的一個基本精神是尊重他人，故言論自由不包括謾罵以至汙辱對方，但卻屢出於民代之

口。(E_CUHK) 

 

身為學術人的 Adrian（#22）則提醒香港人勿把對大陸的不滿，而將臺灣想像得過於理想化，

如臺灣年輕人面臨低薪、各項科技技術被鄰國逐漸拋在後頭的情況等。畢竟各個不同的社會有他

們所面對的問題和障礙，這是需要深入體會才能理解的。Sean（#13）也表示臺灣若要走向更國際

化，與世界各地接軌，臺灣人的視野必須要放大，同時卸下對外界世界的恐懼，以及體諒不同人

士在文化、處事行為方面的差異，並且虛心接受各項創意及新觀點，才能有助於臺灣走出目前的

經濟發展窘境。 

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談的，｢移民並非是偶然或隨機的選擇｣，人類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在每

一次的遷移，都會希望在異地可以獲得比以往生活有更大的成就或好處，有了這些長處，才會促

使他們做出長時間居留的抉擇。香港是一個人口密度高、生活節奏快、房價高，且物質主義至上

的地方，在詢問｢對香港人而言，移民臺灣的最大好處？｣時，許多受訪者都異口同聲地表示臺灣

的低房價、低物價（與香港比較），讓他們感受極深。Beatrice（#7）就表示臺灣的生活消費支出

比香港低很多，花小錢就可以在臺灣買大房子，完成她置產的夢想，而 John（#16）、Shirlena（#17）

與 Jean（#18）則認為在香港的每日生活如同與時間賽跑，非常緊湊；而臺灣的生活與工作步調

較為緩慢，讓他們可以與家人盡情地享受生活。 

與 Jonathan（#24）訪談時，他表示之前有許多機會可以回去香港工作，但因為香港的工作競

爭大，在工作環境中要時刻突顯自己的優勢，並且要想辦法把人退擠掉，時時刻刻要有防人之心，

讓他厭惡了香港的生活，選擇留在臺灣繼續發展： 

 

   我一直都很感謝當時派我過來的美國老闆，這 30 年來，我大概有 7、8 次機會可以回港，

但我還是選擇留下來。在香港工作的競爭實在太大了，甚至到明爭暗鬥的程度，有時老闆會

同時請 6 位行政助理，在過了試用期後才會選一個做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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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也正積極推廣慢活、永續生活，各個城市的政府都相繼建設許多的公園、自行車步

道等，鼓勵人民多到戶外進行遊憩活動。除此之外，政府與居民也積極參與藝文活動，有許多的

展覽、街頭表演出現在臺灣各處。這些因素也讓他們覺得在臺灣打拼，能夠獲得比香港更高的生

活品質，也增加了他們決心留下在此地生活的決心： 

 

    臺灣雖然是高度發展且全民受高等教育的社會，但人文價值卻依舊存在。（#9，William） 

          在臺灣可以過慢活生活，而且這裡的人文氣息濃厚，有多元的藝文活動，比起香港是多 

          一些文化、少一分物質，我真的很喜歡這裡！（#29，Georgina） 

    基隆的日出美極了；到了海邊，可以找個舒適的小餐廳，吃個西式早餐……   

(K_CUHK) 

 

臺灣是否適合香港人移居？ 

臺灣一向以來，都不是香港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而以往來臺的主要是來臺升學學生、特定

專業人士、逃避中共政權及對臺灣有極大熱愛的人士。隨著目前中國大陸勢力的快速強大，許多

香港人開始感受到中共政權對當地生活、經濟發展的影響，對於擁有政治自主權和社會較少受到

中國大陸影響的臺灣產生了憧憬，甚至引發了｢臺灣熱｣，遷移臺灣的香港人數也開始增加。我們

也就時事議題，問起受訪者是否會推薦香港的親朋好友遷移至臺灣，所得到的大部分答案是正面

的。而且有 20 位是明確地表示會推薦給他人，13原因是： 

 

    在臺灣不用受大陸人的氣，有民主、物價又很便宜，生活消費支出較香港低。（#7，

Beatrice） 

生活節奏較慢，居位空間較闊，壓迫感較少，空氣也比較清新。(#22，Adrian) 

臺灣空氣好，有人情味。捷運好，坐車[常]有人讓座，有全民健保。 (#2，Peter 及 

#3，Charlie) 

臺灣的環境，適合嚮往慢活和想要養老的人士。（#11，Jay） 

    一般而言，商家都比香港和善有禮貌。(#13 Sean 及#15，Kevin) 

臺灣總是令人感到她樸素，文雅不華。在這裡，我們可儘管把速度調慢，有更多時間享

受更多的空間。＂(I_CUHK) 

 

除了來臺養老外，亦有部分受訪者推薦香港年輕人來臺發展，但他們也提醒臺灣的就業環境

較適合曾在國外唸書或英文能力強的年輕人士，這樣才會有機會得到良好的待遇，如 Czarina（#30）

就認為來臺發展的人士必須要釐清自己的想法、需求，以及願意暸解臺灣社會發展的人士，畢竟

港臺兩地的經濟發展和所著重的人才、專業有很大的不同，國外培育的人才，並不一定是目前臺

灣市場所需要或可以接受的。 

                                                             
13 有 20 位是明確地表示會推薦給他人，7 位受訪者表示不會推薦香港人移民來臺，剩下的 11 位則是

未回答或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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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an（#14）提出目前臺灣市場狹小，投資機會不多，香港人要來臺經營生意也不容易。

臺灣人對外界資訊的吸收是有篩選性的，只對周邊一些較為發達的國家有興趣，這也局限了許多

人民的視野。來臺求學，回香港工作 25 年，又再移民臺灣後投入自已事業的 Mabel （# 20）直

接道出： 

 

    臺灣不是一個謀生活的好地方，也不是大部份香港人可適應的，除非是來臺養老者， 不

靠收入可以過活才比較合適。但大部份香港人只看到臺灣美好的一面。危險。 

 

留學對許多香港人而言，是最便捷、門檻也最低的來臺生活管道。對於目前在臺香港學生人

數的快速攀升中，曾在臺灣修讀過大學課程的 Jonathan（#24）經常被香港親友詢問有關臺灣高校

的升學問題，他對此感到十分擔憂： 

 

 臺灣有 160 多所大學，以 2,300 萬人口規模來看，真的太多了，每間大學都在搶學生，

搞得水準降落、品質參差不齊，真的不建議學生過來臺灣唸書！ 

 

來臺 28 年的 E_CUHK, 一方面欣赏臺灣的濃厚學術風氣，一方面也指出與香港學術界很不同

的作風： 

 

今日學術界不但有掛名作者，也有掛名導師。兩者的共同點，是投入的時間和精力跟所

掛之名不成正比。有些教授廣收徒眾，形成所謂學派或利益共同體，自己也被批評為學閥或

學霸；但放牛吃草者不少，甚少發揮「傳道、授業、解惑」的功能，以至徒子或徒孫的博士

論文不如碩士論文，碩士論文不如學士論文，亦即眾所周知「博士碩士化、碩士學士化」。

這些博碩士「不幸」取得了教職，所教出來的學生，難免一代不如一代。 

 

最後，在詢問及受訪者是否會回去香港工作或生活，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表示在此地居住多年，

已經紮根並認同臺灣，並沒有打算回香港生活： 

 

   無，已經全面認同臺灣，沒有回港的打算，每次回港感覺自己要有一、兩天來適應香港

人多、節奏快的生活步調，自己的朋友和人脈也都在臺灣，這也是選擇在臺灣工作和常住的

原因。（#15，Kevin） 

 

    臺灣的環境比香港好，反而會想對臺灣社會做一些有意義、跟社會有關聯的事物。（#3， 

 Charlie） 

也有一些保持相反意見的受訪者： 

 

         不排除未來會回香港，視到時的工作待遇和香港氛圍再決定，另外也要為小孩的教育考

慮，香港也許有更多國際化的學習機會。（#17，Shir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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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想過要不要回香港，因為覺得對臺灣社會的貢獻已夠，對這裡的政治氛圍也不太

樂觀。（#13，Sean） 

 

雖然部分受訪者對臺灣未來的經濟和政治發展並不感到樂觀，但從整體來看，成功在臺灣落

地生根的香港人，想回去的還是極少數，更多的是想為臺灣社會做更多的貢獻，以報答臺灣對自

己的幫助及成長。 

結  論 

隨著全球化速率的加快，處於太平洋一偶的臺灣也不免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政府在近十年來

所提出的口號和政策，都有包含促進社會國際化、多元化的意味存在。尤其在新政府上臺後，更

是大力推行｢新南向政策｣（New Go-South Policy），意圖讓臺灣的社會多關注其他我們一向以來所

忽略的地區，增進與來自不同地方的人民來往，讓臺灣不至於在國際舞臺被邊緣化。但推行社會

的國際化，除了增加與國際的往來外，我們也必須要接受國際人士在這裡工作及生活的準備。由

於研究者一直在質疑臺灣社會的心態是否已經做好這方面準備？我們特意選擇了臺灣人日常接觸

較多、社會文化習慣較為相近的香港人作為研究案例，經過兩年多的訪談，這 38 個受訪者的言論

讓我們發現，臺灣社會在接受國際化的進程，仍有許多不足的地方。 

與傳統的遷移研究不同，這些來自香港的訪談者，他們的遷移並非｢南─北｣（North-South）

長距離的遷移路線，尤其是接受臺灣僑生教育的受訪者。雖然香港所能提供的工作環境與薪資較

臺灣來得優勢，但隨著這些學生在臺灣留學過程中，獲得文化和社會資本的累積，以及對臺灣社

會的認同和適應，在加上長時間在異地的居留，對原居地可能產生一定的陌生感，這使得他們更

趨向於留在臺灣生活。一些在 1980 年代因工作或婚姻而來臺的人士，發現當時的臺灣雖然經濟已

經開始蓬勃起飛，與國際的接軌也日益增多，但社會卻遠比他們想像的更來得傳統。除了臺灣人

的行事作風較香港來得緩慢、婉轉，許多女性也內化了父權的價值觀，讓受訪者在來臺初期，處

處碰壁。 

雖然這些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會對臺灣的生活環境、適應過程中大吐苦水，但他們也會立

即表示許多臺灣美好的一面，特別是臺灣優質的自然與居住環境，以及醫療品質及可負擔的健保

體系。雖然國語的學習不易，但臺灣人普遍都願意花時間理解和教導他們正確的國語發音，使得

這些受訪者在臺灣人的身上獲得許多的學習和對各項事務的新看法。從他們的言論中，我們可看

出他們的生活已經融入了臺灣，許多受訪者都認為自己是｢臺灣人｣，開始視這座｢寶島｣為他們的｢

家｣，是人生多次遷移中的最後目的地，並為臺灣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許多的貢獻。現今的臺灣

因經濟成長緩慢而導致人才外流的情況出現，若從受訪者成功適應臺灣環境的經驗來看，臺灣在

吸引外來人才方面，依舊有許多優勢，如每年大量來臺升學的僑外學生，即為臺灣可利用的人才，

卻是一直被各界所忽略。若能善用他們對於其原居地及臺灣的認識，將有助於臺灣經貿外交之拓

展，也能提升國家競爭力。 

受訪者在訪談的過程中也一再地提醒，目前香港所掀起的臺灣熱，主要是反映自香港人對於

中國大陸的不滿，意圖希望香港能透過臺灣的模式，能與中共政權與控制能保持一定的距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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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逃離香港高壓及昂貴生活的出路。當地媒體也經常利用距離香港不遠、文化相近、移民門檻

低及社會藝文風氣高等論述來形容臺灣。這讓香港人對於臺灣形成許多的美好想像，忽略了港臺

兩地社會文化的差異，及臺灣本身所面臨的困境。這些己經適應或接受臺灣生活方式的受訪者普

遍都認為香港青年人士不應該貿然地移居到臺灣，甚至將此舉動形容為｢危險｣，他們以「過來人」

的身份敘述自己多年來在異地發展的經歷。我們希望透過此研究讓港臺人士理解兩地的生活是有

一定的差異及困境，移居外地雖然是逃離生活困境或追求更美好生活的一個途徑，但前方仍有許

多的艱難是需要移居者來克服及不能忽視的。 

我們在這項研究中有不少新的發現，但我們並不認為本文反映了在臺香港人的全貌，仍有許

多地方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去討論。例如鑽研在性別或女性移民者的生活經驗，看待她們如何適應

港臺兩地不同的性別文化？或者不同世代的移民，他們會否因時代不同，而與本文的受訪者有不

同的經驗？這些都有待後續研究進行下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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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美學的延伸與推廣：以通識教育課程「地理學通論」之

心智圖系列操作應用為初探 

Extending and Promoting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A Preliminary 

Application of the Series Mental Map Assignment within the 

Introductory Class for Geography at a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蔡怡玟
a
 

Yi-Wen Tsai 

Abstract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reflects a view of the world. Human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nature and 

about where they belong.  This paper use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land and the essence of Geography. A series mental map assignment is given to the 

students in an Introductory Geography class at a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his involves the use of the 

five human senses to determine the essence of place or space. 

In Taiwan, aesthetics do not play a major role in Geography teaching. However,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allow observations of the world that take account of the global world status quo and a sense 

of being. Using aesthetics for the teaching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llows students to 

consider their surroundings and encourages creative thinking in terms of practical matters for daily life. 

Keywords: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geography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esthetics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ment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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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美學（geographical aesthetics）乃屬於一種人居處於大地或空間間的凝視、回眸和有關於

主、客體間回繞等感受性等的問題，同時其進一步而言，亦是一種人居處於大地之中，對其所「見」、

所「看」有「置身」於世的想像與其可能存有之樣態。因此，本文嘗試以環境－心理來關照這地

理學門中所主要探究之人與地之互動層面和關係。於此，筆者將以在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所開設之

「地理學通論」課程中之環境觀察—心智圖（mental map）之系列作業操作，來探求這地理美學

的可能。而在課堂操作中，我們發現：如此課程操作實是可以引導同學從自身之五感知覺出發並

亦觸及其對於地方／空間之思考和其本質探問。再者，本初探亦是嘗試將地理學的學習融入美感

教育，同時並亦使得學科之學習可以更具備博、雅、美之精髓和實踐。 

此外，在國內地理學門的教學過程中亦甚少將美感教育融入其學科教育之精神和本質中，因

此在此一系列課程操作我們發現若是將此一對於大地直觀指涉的美感經驗來嫁接地理教育和環境

教育，應是可以更培養學生具備對環境觀察之敏銳度和更具關懷周遭環境的觀察力與探究之能力。 

關鍵詞：地理美學、地理教育、環境教育、美感教育、通識教育、心智圖 

 

前 言 

在地理學中地圖、空間一直都是迷人的話語。而近半世紀在地理學界一連串的地圖革命與空

間革命，似乎也是人與環境、土地或社會間之一連串議題重新定位與再生之契機。於此，地圖的

意義不再只是局限於這世上的某一角落（X，Y）的位置，或只是某一個地方的名稱（place name），

同時日常生活中的我們也不再只是透過「它」來端看這世界上各種現象之空間分布，其實際上應

是承載著更多我們關於地理和環境間的想像（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imagination）的可能。而

在地理學脈絡下的「空間」，自 1960 年代以降，在行為主義、結構主義、人文主義等各家論述百

鳥齊鳴下，也開始產生各種的意涵和論述基礎。也因此，地理學的「空間」，自此從「絶對空間」

（absolute space）延伸到「相對空間」（relative space）、「關係空間」（relational space）甚而也觸

及到了「生活空間」（living space）。而綜合自 1960 年代以降的地圖革命與空間革命，我們可以很

清楚地瞭解到「地圖」與「空間」深深地把地理學的精神要義定錨，一個是可以很實際落實的學

科工具（Geo-tool），另一個則是可以上溯至形而上的地理哲學（Geophilosophy）的論述和基礎。

如此深長的學科縱身，既可以遁地也可以飛天，可以很思想，但也可以很實際。而如此飛天遁地

的學科，就一如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般，當我們很實際地問人「Where are you？」時，其回答卻

也可能是從一實際的「場所」（locale/ place）、「位置」（location）的回答一直到直探心靈深處的「我」

到底是在哪裡的探問。也因此，若是我們在學科的學習和教學設計上，可以從學科之縱身哲學來

思考，或許在教學設計上可以跳脫一般在傳統地理教育中，先以知識的汲取獲得為主導的面向，

或是只是以人文地理（人口、經濟、交通、聚落與政治）與自然地理（地形、氣候、水文、土壤

與生物）之分野來進行單元教學的認識。 

是故，筆者在大學地理學通論的授課中，嘗試以人－地關係為主軸，來作為一系列的課程設

計。目的是希冀同學們能跳脫國／高中地理教學的刻版印象和思考模式，進而透過心智圖（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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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等系列課程操作，來與環境、地理和心理對話，進而深究這地理學中人地關係之深層互動。

因為心智圖是學科中一種最為簡單探索空間與心理的「地圖」，「它」可以反映人類對於地方／空

間或環境的基本認識與意義的理解，同時「它」更可以代表人類在地方／空間或環境中的感知能

力（perception）（柴彥威等譯，2004：439-440）。因此，若為瞭解個人對於一地的空間或環境的

基本認識及意義的理解，心智圖不缺是一種經由他／她人之手而展現個人心理－地理的很好的工

具。 

而空間經驗是吾等透過「身體」與世界交相指涉而來的感通經驗，同時亦是個體在「當下」

與其「情境」空間相互「感通」之心理具像處境的樣態（蔡怡玟，2015）。因此，「空間經驗」實

是包含著人之五感知覺（眼、耳、鼻、舌、身）綜合的「身體」感通之經驗，而整體說來這五感

知覺實是種感覺團塊（a block of sensations），因此我們又可以說人們對於一地的「空間」經驗，

實是建構在人之五感知覺與人或景或物之「共在」「共存」之基礎下。於此，梅洛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對這「身體－主體」（body-subjective）的感知「可見性」說道：「……讓身體呈現

為運動的主體、感知作用的主體，如果這不是口頭說說，它意味著：身體是做為觸與被觸、看與

被看、一種反射迴響的場所，透過它，將自身關聯於某種不同於它自己物質團塊的能力、將它的

迴圈連接上可見者、連接上外在的感覺物的能力才會展現出來。基本上：肉的理論（théorie de la 

chair），把身體視為可感知性（Emfindbarkeit），而將事物視為是蘊含在其中。……」1由此，我們

可見空間經驗中之「我」是透過「身體」與「世界」接連。而如此「身體－主體」對於這周遭感

官式之直覺、反應與想像，是否又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講述的美學般，「美」不應只是思

量觀者與對象物之間之關係，而是一種思考根植於此種關係的靜默觀思（牟宗三，2009；Wenzel, 

2005: 2）。於此，若是我們把對於一地靜觀默思的感受（即上述之美感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

看成是對於一地的地方或空間經驗的「身體－主體」意向性所在，那麼如此對於一地的靜默觀思

應該是會更捕捉到地方／空間其較為感受性的精微之處。再者，人文主義地理學者段義孚（Yi-Fu 

Tuan）（Tuan, 1989）亦說道，審美經驗（aestheticsexperience）實是存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而

身為地理學者的我們應該更打開我們的感官知覺，來接受和再現我們的感官經驗。 

而目前國內在地理學門中，嘗試以審美經驗來看待空間經驗中的學者，除池永歆（1996；2005；

2007）、黃士哲（1996）、劉鴻喜等（1996a）、劉鴻喜等（1996b）、潘朝陽（2005；2011；2013）、

蔡文川（1991；2007；2009a；2009b）、蔡怡玟（2011a；2011b；2013；2016；2017）等學者（以

上排列方式，除筆者外其它均是以第一作者之姓氏筆劃排列）外，實仍屬少數。此外，在探討地

理教學涉入美感教育的文章亦不多，如：池永歆（1996，2005，2007）、李明燕、高慶珍（2010）、

高麗珍（2014）、陳國川（1994）、潘朝陽（1990）、蔡文川（1991；2007；2009a；2009b）和蔡怡

玟、白居諺（2015）、蔡怡玟、羅長庚（2016）及蔡怡玟（2017）（以上排列方式，除筆者外其它

均是以第一作者之姓氏筆劃排列）。然而，地理學的學科本質乃在於對於「大地的描繪」（取其英

文字首 Geo 大地的，及英文字根 graphy 圖像描繪），是否我們對於這大地感受的感性直觀早已

                                                             
1 原文出自於梅洛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自然：法蘭西學院講稿》（La Nature: Notes Cours du 

Collége de France）〈自然概念，1959 至 1960 年，自然與邏各斯：人類身體〉的「第一草稿」中（引

自龔卓軍譯，2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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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抑或是「當人類始祖站立蒼茫，舉目四盼，心有沉思，內有感懷之

際，其先驗的『空間直觀』就已經萌發啟動」（潘朝陽，1990：79）？而若日常生活是一種無意為

之且自在的感性直觀（劉悅笛，2005a；2005b），那麼這一切的生活中的感性直觀，是否就可稱為

是一種本真的生活？同時，在這本真生活的當中，我們所把握到生活中各種對於審美的判斷

（judgment of taste）與感受，是否亦是一種「身體－主體」存在存有之連動基礎？ 

也因此，若是根據學科本質，這直觀的地方／空間經驗應是具個人化且感受性的，而就學科

的教育精神而言，是否當人心（human minds）確切地與地方／空間連結時，我們才能更能瞭解自

己的環境和所為何來？因此，本文為理解若是以人文主義地理學（humanistic geography）所彰顯

之「存在空間」來探究地理美學（geographical aesthetics），是否更能探問及汲取地理學之人地關

係和其本質之所。而若是如此，當我們回到地理課程上之教學設計，是否亦能更細緻地設計或操

作這人之五感知覺之於「身體－主體」之能動性和可能性的審美體驗。為此，如下本文就試以「當

『空間』的轉向：存在與人與空間」、「存在之無所不在：地理美學、地理教育與心智圖」與「我

在與我不在：課程操作、學習成果（詮釋）與討論」三部份來與同學們在通識教育中心所修習的

「地理學通論」之課堂作業，作一理論與實際應用的對話。 

當「空間」的轉向：存在與人與空間 

長期以來「空間」是地理學的基本研究觀點。地理學家透過如此觀點，觀察、研究、探問及

組織地表種種現象，同時亦企圖憑藉此種觀點來為其學科建立獨特之研究領域及範疇（施添福，

1990；Hartshorne, 1958; Johnston, 1979; May, 1970）。而自 1960 年代晚期，「空間」的定義已從原

本科學世界中所定義的「絶對空間」，逐漸轉向以「生活世界」（lebenswelt; life world）2所開展出

來的定義來探討。而如此的研究轉向，實是因「空間」其物理地點位置之探究，已被人文主義精

神所賦予之人類價值、意義及情感依附等面向所取代。於此，地方與空間的要義開始轉向追尋其

深度與廣度的意涵。而以人文主義精神為基底的「存在空間」，其最主要展現的是：我們自身會因

顯現而去感知空間「所在」的問題。同時，我們也會再藉由此一感知，進而去追尋這個以「身體」

為主要參考軸心的人與世界關連之中介指涉對象的探問。因此，空間之於「存在空間」的探究，

不是一三度空間，而是在世界之中的空間，是屬於「自我」「身體」「存有」之部分（汪文聖，2000：

68-69）。 

也因此若是我們把「空間經驗」當作是以「人」－自身為出發，那麼身體的意向性又或是身

體感，在這裡就會是一個非常個人且具有差異且流動生成的變化。德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在《法蘭西斯．培根：感覺邏輯》（Francis Bacon: Logisque de la Sensation）中提到： 

                                                             
2「生活世界」（lebenswelt; life-world）最早一詞是由胡塞爾（Edmund Husserl）在 1936 年所發表的《歐

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Die Krisis der E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中提出，其認為生活世界是我們（主體）在每天的生活中存在在這裡和那裡的種種

實踐的概念，而「意義」（Sinn, Bedeutung）在此是由主體在生活世界中進行而被給予（Husserl, 1970b: 

104-105）。然而，在此「客體」或「存有」還是由主體決定，没有自己的獨立實在性。「生活世界」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一個充滿動感的世界（吳汝均，20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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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的一面被轉向主體（神經系統、生活動作、本能氣質……），感覺的另一面

被轉向客體（事實、地方、事件……）。或者說感覺根本没有任何一面，它在主體和客體

之間是無法溶解的，以現象學的意義來說，它是在世存有。同時，我在感覺中生成變化，

某些事情透過感覺而發生，一種感覺透過另一種感覺而發生，一種感覺在另一種感覺裡

發生。在邊界狀態中它是同樣的身體，同時是主體與客體，給出感覺也接受感覺。（引自

龔卓軍，2006：100-101） 

 

因此，在空間經驗中若是我們以「感覺」來表達身體對世界之開放性，那麼「感覺」在空間

經驗中就是一種等待、招呼和回應的流變生成（龔卓軍，2006）。而「流變既無開始，也無終結」

（李育霖，2015：13），其是具時間性的（歷史），但也具空間性的（地理）。也因此，空間中的存

有，是動態的，「它」是經由瞬時的積累，堆疊而成。是故，在空間經驗中倘若我們用細微的「感

覺團塊」去覺察「身體感」與「空間經驗」，那麼我們應是可以更還原或是貼近空間經驗之本真

性（authenticity），同時也更會明瞭自身與空間間或環境間之相互指涉及融合共有與共存之部分。 

而若是要探問支撐起「空間」「存在」之基本根源的理論脈絡和依據，如下我們可以就胡塞爾

（Edmund Husserl）、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梅洛龐蒂的論述來分別說明。 

（一）胡塞爾－身體意向性（body intentionality）之「空間」 

胡塞爾是首位以意識（consciousness）來說明現象本身的哲學家，而其哲學主要是在闡釋藉

由通過人之意識的意向性，來開展人之「能意」（Noesis）與「所意」（Noema）之部分，而為此

胡塞爾亦開展了「意識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consciousness）的初端。而在這「意識現象學」

中，胡塞爾所欲表述的就是憑藉此一意識意向性，可以開展出自我與世界之展現（吳汝均，2001：

69；Husserl, 1982: 81）。胡塞爾（1970a: 578）道：「我實際的當下……事實上是透過種種方式，

使自身關連到一個被表象的對象方面去。……而在這之中對象在其中是『被意旨的』，是『被對象

著的』」。因此，空間經驗中之「我思」，是一極具身體意向性之能動力。意識的活動離不開它的意

向性，而如此的我思，又是源於自我，以自我為中心，將自我所投射出的視線與某一意識相聯結。 

於此，意向性是一種相關的概念，它是有意向的自我或意識本身，也是有所意向的對象（吳

汝均，2001：78；Husserl, 1982: 199-201）。而如此意向性，對於「空間」而論，則是一種自身「身

體」處於覺知的角色後，再進一步去指涉周遭環境的過程。也就是說，透過「意向性」我們可以

進一步連結自身之意識及世界，而使得自身所環繞的「空間」被覺知了起來，同時這被覺知的空

間，也使得世界朝著意識前進，因而顯現自身。是故，我們也因這以「身體」覺知做為主要依據

之意向性「空間」，而開顯（disclosure）自身「生活世界」的另一個空間向度。 

（二）海德格－存在意義下的「空間」 

從上，關於胡塞爾以身體意向性來闡釋被知覺到的「空間」，我們可知「空間」對於胡塞爾而

言，是由身體之覺知進而意識到客體（周遭）存在的部分。而如此「身體覺知的空間」仍是以「客

體」或「存有」為一「主體」或「理性」所給予而成。在此，客體或存有是由主體決定，主體是

為世界而存在（for-the-world），主體仍屬外在（汪文聖，2000：65-66；Peet, 1998: 39）。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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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海德格而言，其與胡塞爾不同的論點是，其以為人之在世（in-the-world）實是可以企圖展現「空

間」存有之意涵，因「存有」是追尋一種徹底根基的「所在」。海德格道： 

 

……在世界之中的存有是一種精神上的屬性，人的「空間性」（spatiality）是其身體

的自然本質（性）所造成的結果（同時，其也總是源自於身體感（corporeality））。在此

我們遇到的是一種屬於精神物（spiritual Thing）和身體物（corporeal Thing）共同現有在

手之存有（Being-present-at-hand-together）。然而，這樣整體物的存有（Being of the entity 

Thing）卻也因為複合（compound）而顯得比任何時候都還更模糊不清。除非我們去瞭

解在世界中的存有（Being-in-the-world）實是一種 Dasein 的本質結構，那我們就可洞

察 Dasein 的存在空間性（Dasein’s existential spatiality）。（Steiner, 1978: 83-84）。 

 

如此，「空間」－這個現身及手（ready-to-hand）的存在，是一種對「眼前存在」的開顯與揭

露。也就是說，我們對於這個眼前的存在，實是在有了牽掛或操煩（sorge）後，才得以以現身之

姿而存在。是故，海德格所言之空間的存有，實是一種與世界遭逢且發為關徹之心才有的實存。

也因此，我們可以說一個本真的空間性（authentic spatiality），在此是因 Dasein 而愈發顯現。而

也因為這 Dasein 的操煩、牽掛亦真真使人對於自己所居之「在－世界－之中」的位置有所質問和

回應。 

（三）梅洛龐蒂－從身體意向性走向存有之多重「空間」 

從上我們可以瞭解，胡塞爾對於「空間」之意涵是著重顯現在身體的意向性上，其是經由身

體之意向性，再進而瞭解世界。而海德格對於「空間」的闡述，則是以人之「在世存有」為出發，

來關照這「空間」「此在」。於此，梅洛龐蒂則是結合了胡塞爾的「認識論」及海德格的「存有論」，

進而從人之進往世界（toward the world）來瞭解及認識這多重的「空間」意涵（汪文聖，2000：

50）。梅洛龐蒂說道： 

 

在我的《知覺現象學》3（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裡，我們不再呈現對知

覺行為湧現的探討，相反的是，我們將注入我們自己在這些行為當中，以便於分析此種

主體與其身體間和世界間的特殊關係的連結。因為就當代心理學和心理病理學而言，身

體不再是屬於被分離的精神視野下的世界中的客體。身體是屬於主體一邊，是我們在世

界上的觀點，同時也是精神藉以呈現特定的實體（certain physical）和歷史處境的地方

（Merlau-ponty, 1964b: 4-5）。 

 

於此，對於梅洛龐蒂而言，身體意向性是將意識與身體完全結合在身體中（此點與胡塞爾的

                                                             
3 此書出版於 1945 年，是梅洛龐蒂以現象學心理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為出發點的代表作

，書中以「身體－主體」為主要論點，企圖打破意識哲學的框架，藉由「身體－主體」源發之意向

性，形構出「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時空感受、欲望活動、意義指向的存在完形結構（

龔卓軍譯，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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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與身體分開是不同的），而後其又再進一步將此一概念，與海德格之「存有」觀點結合（汪文

聖，2000：60）。是故，「身體－主體」便成為梅洛龐蒂在處理意向性時一個與胡塞爾大大不同之

處。因此，身體在梅洛龐蒂眼中，不僅是在經驗裡偶然被聯想的內容統一體，更是一種被意識到

在一交感世界中的存在。而此一被意識到的交感世界不只具有位置的空間性，同時更具有情境的

空間性，如此，也就是一種代表自身－我之身體進往世界的存有，亦是一種在情境中的存有現象

（汪文聖，2000：58；Merlau-ponty, 1962: 100-102）。而如此「情境」的「存有」，亦說明了「空

間」實非是一個絶對空間，而是一個在相對中所呈現出來且具多重現象之空間（汪文聖，2000：

61-62）。 

從上，梅洛龐蒂對於身體意向性之闡述，是著眼在一種「身體－主體」全面意向性之開展中，

而如此亦說明了人在世界裡的行為能力，同時更也使得個人之身體朝向世界，並亦進入了我們所

謂的「生活世界」中。 

綜上，我們可以從胡塞爾、海德格及梅洛龐蒂三人對於「空間」的理解中，瞭解到：此三人

皆著眼於對「空間」的理解要從生活中出發，也就是，「空間」是一種「生活世界」的空間。然而

這樣的理解「空間」，並非全然否定抽象論的空間概念，而是認為抽象空間應需建築在生活世界的

基礎上。因此，此三人皆漸次地將人之身體運動藉以作為構成空間的基礎，同時也藉此基礎再將

人與世界連繫了起來。而在此，梅洛龐蒂則是更進一步將人之意識從身體出發，因此，「我能夠」

可以成為一具體的實踐，甚或成為一種存在的意識（Merlau-ponty, 1962: 137）。 

而從上，對於胡塞爾、海德格及梅洛龐蒂對於「空間」的理解，我們可知人文主義地理學其

所著重闡述的「存在空間」，亦是綜合胡塞爾、海德格及梅洛龐蒂所對於「空間」的理解、論述而

來。是故，在人文主義地理學中，「存在空間」所主要的顯現，是由「主體性空間」（subjective space）

發展而來（潘朝陽，2005：69）。亦即，「存在空間」是一「身體－主體」之空間，同時其也應是

自身在與「時間」「空間」不斷遭逢錯落相對定位中時，所產生的一種與環境交相、指涉的五感知

覺（蔡怡玟，2015）。如此，「存在空間」亦可說是一種自身對於四周環境的探索循環，同時亦是

一種「身體－主體」意向性之「時空」「感通」狀態。於此，若是我們就「身體－主體」的間際性

（distanciation）再詳以說明，則可用「身體感」來表述此一意向性的所在。對於「身體感」龔卓

軍（2006：57-58）說道： 

 

如果我們的自身身體是一個「零度身體」，（我們；筆者所加）不僅在此中構成「自

我」形象和自我的意向活動，（同時；筆者所加）也由此投射出物理空間、價值感受、個

別物體、他人身體……身體如果是意向活動及表達的一個不可或缺的起點，那麼將身體

視為意向表達的一個側面，就有它的現象學意義…… 

 

如此，我們可知「身體感」是生活世界開展的重要界域，透過「身體感」我們可察覺到自身

在「此在」當下的情緒、心理現象、情感及其價值活動，因此「身體」可成為種種意向之功能基

礎。而透過如此身體感之基源存在，我們更是可以藉自身而通向他者，因為自身的「在此」，可以

成為我們瞭解他人的參考軸心。也就是說，在「身體感」中所產生的「自我」形象、自我的意向

活動，或者由此所投射出來的物理空間、價值感受、個別物體或是他人身體，都是經由「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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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這個參考軸心中介，通向「他者」並與他者「共存」（龔卓軍，2006：56-58）。因此，這

個我－自身形成的軸心參考空間構成了「自我」與「他者」的「共同世界」。於此，空間經驗的我

思及我想，是一種身體朝向世界的意向開顯。也就是，在我們透過意向性將身體投向世界後，身

體才活出「時間」「空間」的整體，並以「身體感」之在場帶動「生活」「時間」與「空間」的感

受。如此，我們再將這些感受收編納入經驗現象，讓這些經驗現象在時空轉換後仍得以回返（龔

卓軍，2006：78）。因此，空間之存有，與身體、感覺之流變生成密不可分。而「存在空間」更是

展現了這身體－主體意向性（body-subjective intentionality）之意義和價值所在。 

是故，我們可以說在人文主義地理學脈絡下的「存在空間」最終關注的是：人經由「身體」

「空間經驗」之「感通」後所引發一系列或是連續性的意向性之心理現象具像處境（蔡怡玟，2015）。

而此一系列或是連續性之意向性心理現象具像處境實是交雜著自身過去對此地的（感官）經驗與

情感之積累，於此，我們感受到的「當下」，是與過去連結，同時站在此一「當下」，我們又準備

將此一「身體」「感通」之「經驗」投向未來。 

從上，我們實可瞭解：「空間經驗」之身體與主、客體間之意向性，實是「存在空間」重要指

涉之一環，同時其也具歷時性之特質的展演。也因此，我們可說人文主義地理學所著重闡述之「存

在空間」與「身體意向性」間是具歷時性的，同時也相互依存、相涉相融。而如此具歷時性的「存

在空間」與「身體意向性」之相互依存且相涉相融，是否就如同康德所講述之美學般，是一種審

美的判斷？4而若是如此，此一對於「存在空間」「身體意向性」之美感默思的審美判斷，是否又

可成就個人之獨一無二的地方或空間經驗？倘若是，如此個人獨一無二之地方或空間經驗，運用

在地理或環境教育中，又該如何讓學生們從自身深刻之「身體－主體」意向性之感通經驗出發，

來擴及對於家園、鄉里或甚或是國家或世界的關照？而若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或可就如下的地

理美學與地理教育間和心智圖之相互關係來做說明。 

存在之無所不在：地理美學、地理教育與心智圖 

（一）地理美學與地理教育之「存在」 

1. 地理學與美學的疊合 

在地理學脈絡中，第一位將審美經驗與地理環境關係連結上的學者應就屬康德了（鐘士倫，

2013）。而其在著作《自然地理學》（Physical Geography）裡，嘗試從自身的視覺、聽覺、味覺

及嗅覺的判斷來列舉對世界各國的描述，例如：緬甸的居民常在他們孩子的額頭上放上一片鉛片，

以便把他們的額頭壓寬，同時他們亦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美；中國人所鐘愛的金魚主要是由優美

的金色和其他顏色組成；阿拉伯人用圖案將自己刺青等等（鐘士倫，2013）。也因此，雖然康德

撰寫的是《自然地理學》，但是其撰述和取材時的思路皆已融合自身的審美經驗，甚至試圖將此

一具地域色彩的審美經驗與當地地理環境相連結，嘗試建構一種具地域色彩之審美經驗的地理－

審美觀。此外，在《自然地理學》裡我們發現康德亦以「山區氣候和鄉愁悲劇」來探討國族或地

                                                             
4 康德（Immanuel Kant）在論及審美判斷（judgment oftaste）時，其認為對象物僅僅只扮演著形式（form）

的角色，也就是，對像物僅是一種具時空結構的形式（Wenzel, 200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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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悲劇的生成是否與人們所在的環境有關？ 而如此一系列融合自身審美判斷和具自我美學鑒賞

的《自然地理學》，我們又怎能只稱其為《自然地理學》？ 

再者，康德如此由自我審美經驗出發所講述及撰寫之人－地關係，其實也大大影響到後繼的

地理學者進而深究探討景觀之於人之感性直觀或感受性等相關問題。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宇宙：世界自然描述概略》（Cosmos：A Sketch of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主要的論述就是將人們觀看景觀後，所可能產生的一些感受訴之於是一種神秘的心

裡回應或精神態度5。而在此本著作中，我們更可以找到一種被現在的我們所視為是陷落在一種環

境識覺沉思（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deeper thinking）中的「身體－主體－景觀」6 的回應。 

然而，此一對於人們觀看景觀後，所產生的神秘心裡回應或精神態度，就洪堡德當時而言實

是要回應伯克（Edmund Burke）與康德所對於在大自然中之美感與崇高感（sensation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的看法（Bunksě, 1981: 138）。而對於個人身處在大自然的崇高之感，洪堡德說

道那是一種身處在大自然中自身「與大自然交流時所被喚醒的一種既認真且又莊嚴的思考」，而

至於身處在大自然之美感，洪堡德則認為「我們的情感大致上會因景觀的不同特性而給與不同的

回應和沉思（Bunksě, 1981: 138; Humboldt, 1997: 76-77）。因此，總體而言洪堡德對於個人身處

在大自然中所感受到的崇高感與美感差別不是在於強度，而是在於不同的個體對於景觀的感受性

如何等態度上（Bunksě, 1981；Humboldt, 1997）。 

於此，我們可以說在地理學的脈絡中，康德奠定了地理學與美學給合的基礎，而如此的結合

也成為其日後發展美學思想體系的重要根源（鐘士倫，2013）。然而，康德此種對於對象物的感

性直觀，對於後繼研究者而言，哲學的來說，總是要想著如何來看待這之間間際化或所謂感性直

觀等的問題。也因此洪堡德是將這對對象物之感性直觀訴之於是一種心靈上的「神秘的回應」，

而這神秘的回應以現今來看其實就是夾雜著我們對於一地的想像（Bunksě, 1981）。而之後，赫

特納（Alfred Hettner）（1927）在《地理學：它的歷史、性質和方法》（Die Geographie, ihre Geschichte, 

ihr Wesen und ihre Methoden）也提及景觀的莊嚴、偉大或優美，不是自然界本身所具備的特質，

而是在人們主觀意志植入後所在自然中獲得的結果（王蘭生譯，1997），又 John Kirtland Wright

（1947）也提及地理的想像其實充滿著主體與客體間的相互指涉，同時就歷程而言，其包括推廣

的想像、直覺的想像與美感的想像。而 David Lowenthal 在 1961 年所發表的〈地理學、經驗與想

像力：邁向地理學的認識論〉（Geography,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Towards a Geographical 

Epistemology）中，也開宗明義地以經驗和想像力為名，同時並也提及這些經驗與想像力似乎都

與日常生活相關。此外，段義孚（Tuan, 1989）更是認為透過審美經驗，我們會發現空間或地方

的未竟之處，同時我們也會因此更瞭解自己所為何來。於此，Edmunds Valdemârs Bunkše （2007）

更是以〈感覺為憑，又或者說景觀是一種在世存有的方式〉（Feeling is Believing, or Landscape as 

                                                             
5 此書共為五卷，是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總其一生的研究後，首度綜論地理學這個廣闊

領域的巨著，是其最具原創的著作，同時也是其所有著作中寫得最好的，並且也是其最後的著作（鄭

勝華等譯，2003：83）。而此書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去闡述自然的一致性、統一性與相互關連性。

同時，其也認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人類的生活與歷史，是被鑲嵌在自然中並被關連到自然（池永

歆，2005：50、53）。 
6 陳文尚（1986：147）在〈存在空間的結構〉裡的闡釋中，最後提出「存在空間」最終是以「身體－

主體」為源發地而向周遭之景觀（客體）交相指涉、相互交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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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y of Being in the World）來闡釋景觀之於個人實是因其在環境中受五感知覺的影響下而形成

一個統一的整體概念。而 Harriet Hawkins（2013）也直指當我們身在環境中，其實不是只有視覺

的存在，而是應視“身體”為一整體，然而身體的感官是一種複雜的糅合。 

從上我們可以明瞭：當我們欲將地理學與美學領域疊合時，如何體現與跨越人與地（主體與

客體）之鴻溝、指涉與模糊地帶，是很多學者一直努力想要嘗試和打破的界線。而為什麼打破如

此主體與客體鴻溝、指涉與模糊地帶這麼重要？因為在德勒茲與瓜達里（Felix Guattari）的〈地

理哲學〉7思考中，感覺團塊的現時（l'Actuel）與流變非常重要。而如此的現時與流變，既非開始，

也非終了，「它」是個中域（milieu），是我們變向的現在。也因此，若是我們將德勒茲與瓜達

里對於感覺團塊與現時、流變的概念，援引至人文主義地理學中「身體－主體－景觀」其意向性

間際性時，我們或可再思考和深化人文主義地理學所著重、關切之「存在空間」與「身體意向性」

之探究。因為當人們在面對「空間」「存有」時，其實是在面對此一身體「當下」「存有」之「情

境」「感通」，而如此的「存有」，在梅洛龐蒂看來實則是一種藉由可見的「身體」去看見其中

「不可見」之精神的可能。 

也因此，當我們把此等「我」與「身體」「世界」連結走向日常生活時，我們實是時時刻刻都

在時間與空間中的感性與理性交融中渡過，也就是我們實是存在在一個具時間、空間歷時性且具

意向性的存在場域中。而如此在生活中的理性與感性之建構，其觸動的就是我們五感知覺相涉於

日常生活的「情境」脈絡（蔡怡玟，2016）。而如此關於日常生活中與我們所相涉、相融的五感

知覺經驗，實是一種屬於美學的範疇。而「美學」在美學之父鮑姆加登8（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一開始之開宗明義講述時，就以“aesthetics＂之字義開始講述9，而“aesthetics＂就

其字義而言，有個人感知（sense of perception）之意涵，也因此「美學」應屬於一種“感官學＂，

是一種關乎感覺或是一種感性認識的學說，而所謂感性認識，在鮑姆加登地眼裡就是意謂著我們

總是依賴低級表象的能力，而去獲取高級表象能力的概念。而此也意謂著在生活中的我們總是不

斷地在時間與空間的遭逢中去用以感官的方式（（可見的、可聽的、可嗅的、可觸的、可感的）低

級表象能力）來建構和去探究物與我之間的關係和其何存共在與否之問題（（不可見的）高級表象

能力）（蔡怡玟，2016）。也因此，在生活世界中的我們，就會以此種感知之方式從表象的「可

見」、「可聽」、「可嗅」、「可觸」或「可感」中過渡到一種「不可見」的高級表象能力中，而如此

從低級表象的能力，過渡到高級表象能力的概念，實際上在我們的生活中就會起了一種先導或是

                                                             
7 此一篇名是出現在德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與瓜達里（Felix Guattari）所合著的《何謂哲

學？》（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裡。而德勒茲與瓜達里的「地理哲學」，主要是以大地觀（法

文：Terre；英文：Earth/ land）為其核心，然而這大地觀實是充滿著複雜的空間（如光滑空間、條紋

空間）與運動圖式（如領域化、去領域化和再領域化）和美學（如流變生成與游牧）等概念（麥永

雄，2013）。也因此，德勒茲與瓜達里的「地理哲學」提供了我們一個觀看這動態且又複雜世界的另

一種方式。同時在這觀看的同時，流動生成之間也早已成了另一個「新大地／地球」（new earth）。 
8 鮑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於 1750 年出版《美學》（Aesthetics）一書，是第一位倡

議將有關這些感性的認識建立起獨立研究且成為一門哲學學科之人（劉昌元，1986）。 
9 事實上關於“aesthetics＂在中文世界裡是否翻譯成“美學＂，在學術界仍有很多爭議。例如：朱光潛

覺得以“直覺學＂來稱呼較妥，或有人採音譯之方式稱之為“伊斯特惕克＂。而劉悅笛（2007：26-27）

則覺得其漢語的對應，應為「感性學」較為恰當。但一般我們還是以王國維在 1901 年一系列的譯著

裡所用之「美學」的語彙和定義－“美學者，論事物之美之原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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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式的作用，讓我們從而去開展和建構我們所認知的世界。 

2. 地理美學與環境識覺 

而在地理學中，環境識覺是一種將“識覺＂（perception）視為個體在經由其感官接收後再由

其價值系統對於真實世界採取反應、行為或決策，或甚或是將此一價值系統對於真實世界所留存

的感知意象儲存或記憶起來（Downs, 1970）。然而，此等觀點卻對於個體在其價值系統內所形成

對於事物或時間、空間的記憶、態度、儲存等內涵，猶如黑箱般難以掌握（施添福，1980；韓菊

美等，2011；韓菊美、吳連賞，2012）。然而，以“識覺＂－ perception 的英文字義而言，其主

要意涵是：1.經由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等感官經驗去察覺事物。2.是屬於一種經由某

種事物或資訊連結而產生的較為直覺式地瞭解、詮釋或洞見。10也因此，識覺研究無論就其定義

本身或是其內涵而言實無法脫離主體性（subjectivity），同時也無法脫離主、客體相涉且相融之問

題（韓菊美等，2011；韓菊美、吳連賞，2012）。同時，一般識覺研究在感官世界的型塑或是處理

上似乎有化約或是難以精準掌握的難題，因為生活中感官的經驗是一種「情境」的「存有」，其

實是根據「身體－主體」之能動力而存在。因此，我們不因身體而存在，而是因這身體有了對象

物、有了意向性之後，才在這多面的不同情境中，顯現其價值所在。而如此「情境」「存有」也

顯示了自我本身之「在世存有」，是結合身體、意識在身體中的「存有」，它同時具有相對性也

具有主體性，是在己也是為己的一個「存有」情境空間（陳文尚，1986：139）。所以，若是論及

識覺研究，倘若我們可以以人文主義地理學或是現象學地理學（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來

關照這一人之感知狀態與地方間或空間間互動之多樣面貌，其應該是可以較為深化地理學之人地

關係和其終極的回問。 

而從上若是我們以此基底來從事識覺的研究，那麼進一步而言，我們是否又可將這對於一地

所看、所觀之感之情緖和感官經驗，視為一種屬於地理學門中的美感範疇？因為生活中的我們實

是透過這些光影、聲音、味道和觸碰等感官知覺，去建構我們所對這世界的認知，然而這些認知

僅只於是我們對這世界第一層的認識和探索，緊接著我們又透過這些感官經驗之吉光片羽，去建

構自身／置身所在的探問或回問（蔡怡玟，2016：108）。據此，審美經驗似乎早已隱没在「識覺」

探究裡，只是我們未曾覺察或是已然覺察但卻不知如何處置而被我們有所擱置、忽略或遺忘。 

也因此，當我們以人文主義地理學的關照，將「身體－主體－景觀」、「存在空間」、「環境識

覺」及「現象學地理學」相融合時，一種純然屬於地理學的美學範疇，就焉然而生。但是，若是

我們將「美學」二字提上此一範疇之時，此一命題就會是一種屬於哲學的命題，是一種對於事物

本質之追求，同時也是一種個體或群體在追求心理對於事物之知、情、意的部分，而不是一種所

謂「美」的概念分析。此也亦即，若是我們要將地理學與美學的視域疊合，則其範疇遠比探究「美」

這個概念來得廣且深遠得多。是故，在這屬於地理學的美學的範疇中無論是悲傷的、歡愉的、浪

漫的、和諧的、愉悅的、刺激的、震撼的又或是深沈的、淨化的、具廣度或深度的均是屬於其範

疇之一。也因此當我們以「審美經驗」來看待「身體－主體－景觀」之人地關係（又或是存在空

間）的意向性時，其就會是一種中介（in-between）或橋樑，因為透過「審美經驗」，我們可以對

                                                             
10 原文如下：Perception: 1.The ability to see, hear, or become aware of something through the senses. 2.The 

way in which something is regarded, understood, or interpreted;intuitive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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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地方經驗有著較為融合主、客體相涉且相融之更精細或精微之觀察或描述，同時我們又可

藉此精微或精細之空間／地方觀察或描述，來反思或加以回饋到我們的地方或是空間經驗，於此，

其也可以說是一種深化環境識覺的取徑或脈絡。 

3. 存在之無所不在：地理美學與地理教育 

當洪堡德開始講述我們與地方之間會有一種神祕的回應開始，地理美學早已在學科中生根。

而 Lowenthal（1961）更是以想像力的開展來回應這洪堡德的神祕的回應。於此，段義孚（Tuan, 1974）

亦提及，我們實是身處在一個包含了身體（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美感和土地等元

素的情意空間（sentiment space）裡。而空間中的「審美經驗」，實是一種最直接也最容易表達我

們對於一地的感官知覺和經驗。因為當我們身處在一「情境」「空間」時，一個眨眼、一個手勢

或是一個擺動或其他等行為，都有可能會是我們回應於這「情境」「空間」的一種方式。然而，

儘管審美經驗會隨著每人不同的生活文化背景和層次，而在細節表現上有所不同。但是，審美經

驗的確是我們可以瞭解地方／空間的一種極細緻之表現，即使是一個較不好的或較差的審美經驗

都是（Tuan, 1989）。 

也因此，我們可以說對於一地的審美經驗，實際上就是一種地理美學的展現。因為地理美學，

實是一種發自內心感官經驗對於一地的召喚（Tuan, 1993）。而這召喚可能是「當下」「情境」

的光影、色彩明暗或是動靜之態等狀態。而如此個體身處於「情境」「空間」的「身體」「空間

性」，實就有如梅洛龐蒂所言，是一種「身體」「情境」「存有論」，同時也是一種物質之序、

生命之序及心靈之序的辯證過程（鄭金川，1989：35）。於此，「地理美學」可說是人相涉於環

境中，關涉到自然的、人文的和人類問題情勢的一種樣態。因此「地理美學」並不是只是在指稱

人與環境間之一種外在關係，而是一種更能彰顯這人與環境間之更深層次的自我感知與內在變

化。是故，「地理美學」應具有人與外在或人與內在心靈雙向且雙面溝通之意涵。也由於此，地

理美學應可說是一種「身體」在「空間」「情境」中的指涉過程。 

而若是論及地理教育，回到學科的本質－人地關係，什麼是我們希望世世代代的子孫可以好

好守望的？是知識？抑或是地表的任何一切現象？從上的回顧，我們可以瞭解：自康德開始，就

有不少地理學者們努力地希冀跨越地理學與美學的鴻溝，嘗試將「身體－自我」置入於環境中，

並且透過自我之感知來形成或建構一個屬於自我的地理學的殊相。而為什麼如此殊相之自我地

理，那麼重要？或許，就正如沙特（Jean-paul Sartre）所云：「存在是其所是」（陳宣良等譯，

2012）。我們無論身處在那一個座標軸上，實是都要透過自我的探問，而完成自我。而如此自我

的人－地關係，正是結合自身與空間和時間的探問。再者，如此自我的凝視與探問，在德勒茲與

瓜達里的眼中，其實都不是學科，而是在所有學科中去建構一種共相（Universaux）的機器（林

長杰譯，2004：6-7）。而如此在學科間建構共相的機器，換言之也就是在各學科間去尋求一種共

在、共融之基礎。而回到地理學的脈絡，若是以地理學和美學的共相共融，我們或許可以以心智

圖去疊合和交融，因為心智圖在地理學中是最最可以去描繪和展現個人身體感通之地方／空間經

驗的一種工具。因此，如下我們就針對心智圖的理論、脈絡與其應用和其與「存在」價值之關係，

來做一介紹和說明。 

 



85 

 

（二）心智圖的存在與無所不在 

環境識覺是人類與環境關係體系裡不可分割的部分（張長義，1977）。然而到底是什麼樣的因

素影響我們的環境識覺？又或在環境中我們會汲取什麼樣的資訊來進行空間行為和決策？因此，

個人對於空間的認知，成為我們在深究環境識覺時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而空間認知主要處理的就

是關於我們如何去獲得、組織、儲存及回憶有關空間的環境訊息。然而，是否每個人的空間認知

都大同小異？倘若每個人的空間認知都不盡相同，那麼這空間認知的差異又從何產生？ 

以地理學的脈絡而言，最早英國地理學者 Peter R. Gould （1970）在其〈OnMental Maps〉

中以美國加州、明尼蘇達州、賓夕法尼亞州和阿拉巴馬州的大學生為實驗對象，要他們排列出畢

業後所願意居住的州別順序，結果顯示大家對家鄉偏好最高。之後，這個研究也被延伸應用到歐

洲及非洲等地或甚或是移民潮的研究等等（柴彥威等譯，2004：439）。Gould 的研究，主要著重

在人之於環境認知的選擇偏好上。而至於若是運用個人的紙與筆來簡單完成測試空間心理的表象

特徵，我們則可以運用 Kevin Lynch 在 1960 年所提出的方式，其主要是利用筆與紙請居民簡略

畫出他們所居住的城市地圖，同時並詳細描述在這個城市裡常常走的路線，之後再列舉出他們心

中覺得這個城市最獨特、意象最鮮明之部分，最後再以文字簡單描述這個地方（Lynch, 1960）。

而 Lynch 此種方式的運用，主要是可以探究個人對空間認知的殊相，同時： 

 

我們隨手所描繪的地圖，其意涵遠遠不止於就只是在傳達地理空間上的主要特徵。

因為這些我們在地圖中所繪製的空間屬性，實是屬於我們的且棲居在我們心智（mind）

中，同時也與我們有著很深的情感連結。而我們的心智往往對於距離、方向之判別較為

忽略，但是卻對於事物間之拓樸關係（topological relationship）的再現有著較為清楚且

明確地想法。儘管我們較無法準確掌握事物間之距離、角度（特別是當他們橫跨區域之

時），但是空間中存在著哪些差異（如道路、路徑、走廊）而其又是如何連結的我們都顯

得較為有概念。而如此（在腦海中；筆者所加）的拓樸地圖就像扭曲的橡膠板般有著許

多的失真和變形，但其仍舊會保有一些空間間之關係資訊。也因此，在我們腦海裡的地

圖，的確可以幫助我們穿越空間，特別是穿越那些為我們自身所建立的地圖中。（Ellard, 

2009: 127-128） 

 

於此，從心智圖裡，我們不但可以瞭解個人對空間輪廓還有結構的認識，同時其還包括個人

對於空間的評價、意義的瞭解甚至個人對於空間感知的部分（柴彥威等譯，2004：439）。而本文

對於心智圖的運用，主要是著眼在個人對於空間的感知能力上來進行物理空間與地理－心理的詮

釋。而至於會如此嘗試，主要是因為在前一章中，我們對於地理學的「空間」，主要是從胡塞爾所

講述身體之意向性，再到海德格的存有空間，最後以梅洛龐蒂的多面向的情境存有而終止。也因

此，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是希冀透過在心智圖繪製時的「空間」情境「存有」，來闡述「存在空

間」無所不在之處。而至於當我們在繪製心智圖時，可能會與「情境的存有」、「審美的心理」、「與

時空『共感』和『共在』」相融和並存之部分，如下我們就以其所可能旁及之哲學脈絡來作說明。 

1. 心智圖與「情境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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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海德格所言，我們實是一被抛在－世界－之中－存在而「寓居於世」。此一「寓居於世」

「在世存有」，實則是關乎到「情蘊」（affectedness）、「理解」（understanding）與「言説」（telling）

之三重結構面向的探討。而此一三重結構，一開始是始於「情蘊」之開顯，而後「理解」則是順

應著「情蘊」開顯而顯現，最後「言說」則是將「情蘊」與「理解」之開顯來現身（項退結，2006：

76；Dreyfus, 1991）。因此，若是將此一「情蘊」、「理解」與「言説」之三重結構，運用至人文主

義地理學所著重關注之「存在空間」，我們可以知曉：「空間經驗」之「身體」「感通」實是透過「情

蘊」之開顯，而讓我們得以瞭解自身是經「拋擲」後而到這世界上。而此一拋擲之過程實又是順

應著「無法逃避之偶然性」之「時空」脈絡而前進，最後我們又得以以這「時空」脈絡為前提，

將自身之情緒、情感及感通之經驗以深刻之方式顯現或揭露。因此，透過海德格如此對於「此在」

之「情蘊」、「理解」及「言説」之三重結構說明，我們更可以瞭解自身在「此在」中所存在的當

下「脈絡」處境。 

而心智圖的繪製，實則是透過個人每天的空間行為基礎，慢慢累積而成（歐陽鍾玲，1982：

64）。於此，心智圖的形成具歷時性的積累，同時也與時間同時生成。因此，我們可以說當在繪製

心智圖時，個人是與每天的「當下」（此在）有著「時空」「感通」的相遇。而如此「時空」「感通」

的此在，實則是一種在「時間」「空間」中所「隨感性而表現的心靈主體」，11同時亦是一種日常

生活橫斷面的樣態。因此，心智圖的繪製實可說是一種體現個人在「此在」及「當下」（此在）之

「時空」脈絡的「感通」經驗及其心理具象處境和脈絡，同時其也可以說是具日常生活的此在所

在和落定。 

2. 心智圖與「審美的心理」 

「審美」的心理實是一種普遍存在於我與他者（人、物、環境或空間）之間的感官知覺回應

方式。而如此之審美心理回應方式，就康德所言：「它並不適合所有對象物的普遍性，但它的確是

對每一個人都有效，也就是說，審美判斷必須要與一種主觀的普遍性主張連結在一起。」（Wenzel, 

2005: 33）因此，審美經驗或許就單獨的人，會有個別、單一之特別經驗，但是大致上來說，其

仍是會有一普遍性的主觀存在。而如此審美之普遍性的主觀存在之心理，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身體

會有一個「源發」的意向性，而如此身體意向性的源發又與感覺之生成綿延。是故，我們透過身

體來與種種感覺發生聯覺，而感官之間也相互包纏，因此審美心理實則是主／客體可以互換、互

為主體的一種心理現象具象處境，同時其又是根基於一些主觀的基礎，如個人的文化脈絡背景、

情感及品味等來發展（Wenzel, 2005: 32-34）。也因此，審美的心理實離不開日常生活，其是一種

                                                             
11 根據牟宗三所云：「一切其他“屬於感性＂的概念，甚至運動之概念（在此運動之概念中，時間與空

間這兩個成素被統一起來），皆預設某種是經驗的東西。運動預設“某種可運動的東西＂底知覺。但

是，在空間這一方面，若就其自身而思量之，其自身中卻並没有什麼可運動的東西。（案意即空間自

身不會運動）。結果，可運動的東西必須是某種“只通過經驗而被發見於空間中＂的東西，因此，它

必須是一經驗的與料。依同樣的理由，超越的攝物學也不能把變化之概念計算於其先驗的與料間。

時間自身並不起變化，但只是某種“存在於時間中＂的東西才會起變化。這樣，變化底概念預設“某

種存在著的東西＂底知覺以及“此存在著的東西底諸決定底相續＂之知覺：那就是說，它預設的經

驗」。（牟宗三譯註，1997：151）又康德曾問說：「空間與時間是什麼呢？它們是真實存在嗎？……

它們只是事物之這樣的諸決定或諸關係嗎？抑或空間與時間是這樣的，即：它們只屬於直覺之形式，

因而也就是說，只屬於我們的心靈之主觀構造，離乎此心靈之主觀構造，它們不能被歸給任何東西，

不管是什麼東西，它們是這樣的嗎」？（引自牟宗三譯註，1997：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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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直觀且被經驗之物的世界，同時其亦也是一種具原初經驗性的本質直觀的產物（劉悅笛，2005a，

2005b）。 

而就心智圖的繪製而言，其實際上是一種屬於心理投射的空間。再者，以 Lynch 的概念而言，

其亦是希冀在繪製心智圖的過程中，個人是可以將自身有感覺的、心裡所認知且最鮮明的地方標

誌或生活路徑勾勒出來。換句話說，在心智圖繪製的過程中，我們是透過自我的意識，將空間抽

象化。然而，這個具自我意識的空間抽象化，具主觀也客觀。主觀是因為這是我的自我意識，客

觀源自於這是我認知上的空間觀察。而如此對於自我空間心理投射的觀察，就空間經驗的審美心

理而言，則是如同巴舍拉（Gaston Bachelard）所云，是回到一種自身之私密性（intimacy）來探

索，同時其實也就是一種人與己或世界之關係的處理和探尋。也就是，「人蜷伏在世間某個空間，

在那裡，人自身與自己最接近」。12於此，當我們在看待心智圖的繪製時，實是可以透過審美的心

理，來達成這與外－「在世存有」之朝向世界，同時也與內－「反身向己」並朝向自身的身份來

注視。 

3. 心智圖與「時空」的「共感」和「共在」 

就梅洛龐蒂而言，「此在」的「存有」是包括個人自身及其身體－主體之意向性所反映出來的

一種「存在我」（sense of Being）之經驗狀態。而就此一「存在」「存有」之經驗再現，若是以段

義孚（Tuan, 1989）來看，則是一種要展現「事物的表象不管美醜都有其未盡之處」，而究其這

未盡之處，實就是一種再現，再現於我－自身之身體涉入於「情境」「空間」中時的一種心靈狀

態。也就是，在此一「身體」「情境」「空間」中，主體之「人」與客體之「環境／空間」間所

展現的一種情、景交融之境。而如此情、景交融，對於心智圖之繪者而言實是一種對於「此在」

之「身體－主體」意向性指涉之描繪再現之作（又或者在德勒茲與瓜達里的眼裡，此種事物的留

存是一種保持感覺團塊的樣態，是種知感與情感的組成物（林長杰譯，2004：188））。因此，在

這「此在」之「身體－主體」意向性指涉間，實亦是有一種源自於「我」的此在的感覺存有在「空

間」想像中形成。 

因此，從上我們明瞭：心智圖之再現，實則是要展現一個原初的世界（primordial world）（我

的空間／地方或環境觀察）；一個日常生活中我們所經驗的事物；一個我們與它們交融且又停泊

於它們之中又所出的存有存在之世界。而如此存有存在之原初世界之再現，回到地理美學而言，

實就是透過心智圖的繪者將其「在場」之生活世界，再現、轉譯或留存到一個觀者可能具「不在

場」的「時空」向度中。而在這觀者可能具「不在場」的「時空」向度裡，實際上亦是透過繪者

之心智圖再現、轉譯或留存，使得繪者與觀者間承接起一個「時空」之軸，進而使得觀者得以沉

浸在與繪者相同的「此在」「存有」之「時空」。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經驗乃是一種在場方式，也即一種存有方式」（孫周興譯，1994：172）。

於是，我們可說「經驗」「在場」的探究，實就是一種出自於對於「實存」與「實相」之探問。

因為「經驗」的「實存」與「實相」乃是我們與世界遭逢之原初。也因此，透過心智圖的繪製我

們可以與繪者的世界原初遭逢，又或者說心智圖的繪製也是一種再現「在場」與「不在場」的「時

                                                             
12 引自（余德慧，2003：7）。參閱余德慧（2003）：〈詩意空間與深廣意識〉。收於龔卓軍、王靜慧（譯）

（2003）：《空間詩學》，4-11。臺北市：張老師文化。（原著作者 G. Bache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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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共感」機制。因此，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視心智圖的繪製為一種「存在空間」的再現、

轉譯或留存，而在其繪製的過程中，也往往使我們進而在「存在」中得以思考（being thinking），

思考我們自身／置身所在，所為何處。 

從上之討論，若是我們回到地理學的本質，心智圖的繪製應是個探問人－地之間互動及情感

連結很好的開始。而若是回到地理教育，目前在國內各級學校的課程安排中，大部分的老師也都

由於既定的教材和考試的排程，鮮少有機會可以讓學生常走出戶外去體驗如此的「空間」「存在」

和「存有」。然而，「存在空間」實是無所不在，對於生活最貼近的觀察，應該是地理學的初衷，

而開放性的直觀想像，也應該是地理學所最包容與最多元之特色。也因此，如下筆者就試以在大

學通識課程的課程操作來與大家分享這心智圖與時空交會的共感和共在。 

我在與我不在：課程操作、學習成果（詮釋）與討論 

（一）課程操作說明 

1. 課堂活動設計理念與目的 

最初課堂活動之設計實是以「sense of Being」（存在我）為內涵，來探討空間經驗中之美感問

題。而如此活動之設計，最終是希冀同學們可以藉由在戶外體驗校園之美後，進而在回到課堂中

時，可以對於「存在空間」與「地理美學」有較細緻的體驗和探討。此外，也因為課程活動限制

在戶外操作，所以同學們在繪製心智圖時，可以隨著五感知覺的打開進而體驗到環境中之美感的

向度。整個過程的施作與進行，主要是希冀同學們可以沉浸在一個較為類自然的環境裡，過程就

有如康德所述：「在看畫時，我們會任憑我們的想像力（power of imagination）馳騁，它會讓我們

追憶和回想我們所看見的是什麼，同時我們也會從中試著去瞭解和去決定它所描繪的是什麼，和

去瞭解它的意涵究竟何在。美感默思的體驗，是歡愉的、自在的，在這之中我們並不是想要去獲

取知識」（Wenzel, 2005: 9）。是故，在課堂中如此操作心智圖與相關空間議題，主要是希冀能喚

起同學們對於這日常生活學習之地的觀察、記憶、體驗和想像。而當所有的觀察、體驗和記憶，

幻化成一縷縷的敍事軸線時，「符號」就會是另一種敍事的開端或是連結，或甚或是一種再詮釋的

開始。因此，在此課堂筆者主要是希冀同學們可以藉由五感知覺在較為打開後，再進而去描繪自

身所對於這日常生活學習之地的觀察、體驗和探索。再者，如此操作課程的目的有二： 

(1) 藉由心智圖之課程安排和戶外操作，進而讓學生體認地理學之人地關係主軸探問和其精神

所在。同時，並在其活動過程中體驗五感知覺之於「身體－主體」之能動性和可能性。 

(2) 藉由課程安排，培養學生具備對環境觀察之敏銳度與具關懷周遭環境的觀察與探究能力。 

2. 課堂施作情形 

此課堂活動，除一開始之心智圖之脈絡介紹、發展與應用在教室內進行外，其他從發放學習

單到學習單的完成，全部都在戶外進行。而同學主要繪製心智圖的場所是位處在校園中的 O 湖附

近（圖 1），選擇此地點操作課程主要是因為這裡有階梯式的戶外廣場，視野較為寬廣，同時圍繞

湖區的步道亦設有休憩區和座椅，同學們可以自由選擇繪製心智圖之地點。此外，五感知覺在這

裡相較校園其它之地感受更為豐富，如：風吹、樹影、陽光婆娑、水聲、鴨子叫聲、風聲及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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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人影和人聲等。而同學在抵達 O 湖戶外廣場周遭後，不論是席地而坐，或是選擇坐在校園

所設置的休憩座椅上，便開始拿出事前所準備好的鉛筆、色鉛筆、粉蠟筆或任何有顏色的筆及尺

規等工具，開始繪製心智圖（圖 2）。而在這活動中，管理者和協助者僅在遠處觀察、記錄，或待

同學有問題發問時，才趨身前往同學作畫處進行問題解答。 

 

 

 

 

 

 

 

 

 

 

 

圖 1 Ｔ大學Ｓ校區心智圖施作地點平面示意圖 

資料來源：T 大（2011）及本研究編修。 

 

 

 

 

 

 

圖 2 在校園角落繪製心智圖 

資料來源：拍攝者白居諺（左圖）；羅長庚（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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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堂活動學習單 

課堂活動：校園角落與心智地圖 

一般人多半以為心智的關鍵是在腦部，但生理學上的最新發現卻顯示，心智其實並不在腦中，

而是隨著無所不在的酵素與荷爾蒙旅行全身，非常忙碌地接收與理解那些我們稱之為觸覺、味覺、

嗅覺、聽覺、視覺，或者方向感等神奇複雜之現象。同時，如此神奇複雜之現象又不斷同步地與

腦中的知識和記憶，以電波之方式進行雙向溝通。因此，如下我們所要操作探討的是，屬於一種

感官的心智對話……。 

1. 先說說故事（story-telling）吧!! 

請先利用 200 字左右，敍述你／妳今天早上出門來學校上課的光景。 

2.(1)請發揮你／妳的想像力，運用各種感官（sensory image）方式來形容今天來上課時的心情。 

(2)您覺得什麼顏色最能代表今天的心情？又此種心情最不可能是什麼顏色？ 

(3)您覺得今天的心情可以用什麼樂音來形容？又此種心情最不可能是哪種樂音？ 

(4)您覺得今天的心情聞起來像什麼？又最不可能像什麼？ 

(5)您覺得今天的心情嚐（吃）起來像什麼？又最不可能像什麼？ 

(6)您覺得今天的心情摸起來像什麼？又最不可能像什麼？ 

(7)一個星期後，當您想到今天的光景，您會有什麼樣的情緒？又最不可能是什麼樣的情緒？ 

3. 請畫一張今天你／妳從家中或宿舍中前來學校班級上課的路線圖，在圖中並畫出及標記出你

／妳所認為主要的建物或公共設施及標的物，同時並根據第 1~2 題的提示，完成一張「XXXX

（某月某日，如 0430）我的上課心情」。 

以上作業請儘量圖文並茂的描述與敍述。 

（二）學習成果（詮釋）與討論 

「場所精神」（genius loci）是一個非常迷幻（fantastic and dizzy）的字眼，它充滿者眾多人的

地理和環境想像。余德慧（2001：154）云：「人是用生命完成辯證，意即異己者與屬己者的辯證。」

也因此透過地方的書寫或描繪，我們不是只是“認識”地方，同時其亦是一種屬己與異己的辯證過

程。於此，回到上述學習單之操作，如下我們將學生的成果依照題目順序分別以「故事敍事的地

理－心理」、「五感知覺的地理－心理」及「心智圖的地理－心理」來做為學習成果的展現與詮釋。 

1. 故事敍事的地理－心理 

伊塔羅．卡爾維諾（Italo Calvino）在《看不見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裡，說道：「你在

樹叢與石堆裡走上幾天，很少遇見讓眼睛為之一亮的東西，除非眼睛認出那個東西是另一樣事物

的符號；沙上的腳印顯示有隻老虎走過；一片濕地預告了地下水脈的存在；芙蓉花開，冬天就要

結束了。」（王志弘譯，2001：23）也因此空間中存在著許多符碼，而這些符碼也得以讓我們循線

去尋找出在空間中或隱或現的故事。Roland Barthes（1986: 92）亦說道：「城市是個論述……我們

僅藉由在城市裡的漫步、觀賞，在談論自己的城市，談論屬於我們身處的城市。」 

也因此透過書寫，不斷地書寫，是再現空間種種樣貌的可能。而如此書寫的過程，不斷地再

現與辯證地方／空間之於我的關係，不正也是一種尋找屬己或異己之方式。而「存在空間」的本

質實要問的就是本真的空間性為何？而究竟這個「真」為何物？若是以「真」－authentic 英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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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來看，其是源自於 author 作者一詞，在《韋氏字典》（New Illustrated Webster’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Webster, 1992）裡對於 authentic 解釋道：「是根據事實的，依作者所述，具

可信的基礎。同時，authentic 亦源於没有爭議的原初，具真誠可信」。因此，回到人文主義地理

學的脈絡，這「真」若是要還原或貼近，則是需要透過大量對人類行為的詮釋、理解及覺知來闡

述這個存在「本真」的「空間性」。 

於此，在上述學習單所設計的題目「先說說故事吧!!請先利用 200 字左右，敍述你／妳今天

早上出門來學校上課的光景。」中，我們可以看到： 

 

 

 

 

 

 

 

圖 3 故事敘事之地理－心理（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圖 4 故事敘事之地理－心理（二）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我們可以看到學生以故事「敍事」之方式來說明一早從家中出門到學校上課的情形，而

如此敍述就有如梅洛龐蒂（Merlau-ponty, 1964b: 5）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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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藉由我們的身體樣態（bodily situation）來瞭解外部空間的狀況。一個「身體的

或姿勢的樣態（corporeal or postural schema）」時時刻刻都為我們提供關於我們的身體與

周遭事物間的全面的、實際的與暗含的關係。於此，一個可能的移動或「移動投射」下

的系統，都是經由我們，再輻射到我們的周圍環境。我們的身體並不像事物那般位處在

空間之中，而是棲居於或糾纏在空間中。 

 

也因此我們在學生一路趕往上課的過程中，可以看到「灰濛濛的雲層、昨晚的雨水、一路來

早八的課有著宜人的温度及枝頭上的春意」，同時「搭著火車、細數著車廂中的低頭族、校舍由遠

而近、看到每天熟悉的臉孔卻也不失有一份安全感」（參見圖 3、圖 4）。而如此上學途中，我們似

乎透過了「身體感」去感知周遭環境的一切並一路往目的地前去。龔卓軍（2006：69-70）在〈身

體感與時間性：梅洛龐蒂、柏格森與感覺的邏輯〉裡提到： 

 

「身體感」可以說是身體經驗的種種模式變樣當中不變的身體感受模式，是經驗身

體（corps vécu; lived body）的構成條件……不過，從現象學心理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的角度來看，「身體感」卻成為一個在內與外、過去與現在之間難以名狀的

現象。因為，「身體感」不僅對應著外在對象時產生的動覺、觸覺、痛覺等知覺活動經驗，

也涉及了身體在運行這些知覺活動時從身體內部產生的自體覺知迴路；從時間的角度來

說，「身體感」不僅來自過去經驗的積澱，它也帶領我們的感知運作，指向對於未來情境

的投射、理解與行動。 

 

於此，我們對於一地之「身體」「感通」意向性經驗之關注，實是一種由我們的五感知覺所形

成一統一體後而居於環境中的一種心理現象具象處境和反映（Bunkše, 2007）。而如此經「身體」

「感通」意向性之空間經驗較為細緻且間際化之過程，時而無以名狀、時而難以運用較客觀之字

詞來陳述。因此，當我們在探討「存在空間」之「存在」時，該用何種方式來論述及書寫這些存

在在空間中時而流變生成，時而又難以名狀之「身體」「感通」之心理現象具像處境？而就海德格

對於語言的存有，及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所涉及語言是開顯世界意蘊之中介與呂格爾

（Paul Ricoeur）所對於文本與詮釋理解間的主／客體重建與融合關係中，我們實是可以以「敍事」

之方式來探討此一「存在空間」之「存有」等問題（蔡怡玟，2014；2015；2016；2017）。因為「敍

事」之探討實是運用了在不同空間和時間中的處境脈絡來顯現一個「多重文本」的存在空間（蔡

怡玟，2014；2015； 2016；2017）。於此，回到學生的作業分享中，我們才可以看到這此在時空

的「消遠性」（deseverence）及「方向性」（directionality）。 

段義孚（Tuan, 1971: 190-191）曾道，「空間」的「本真性」其實是一種無法真切透知的經驗，

因為我們所説或所述的每一種經驗，都是透過「字詞」（words）再轉述、轉譯的結果，所以應該

說「字詞」取代了經驗本身，而我們則是透過「字詞」的轉譯或轉述，再來瞭解和認識其經驗中

的世界。13因此，「本真的空間性」之「真」，反映了自身身體、意識與空間或世界間的一種相

                                                             
13 這裡所及的即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云之「語言」的存有及中介關係。海德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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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關係，同時亦反映了一種現象學處境的雜多性。而如此在現象學處境底下所呈現的雜多性現

象，回到人文主義地理學，回到「存在空間」，亦正是一種存在主義所追尋的「投入世界後……

實現成為自己的可能性」的可能（陳鼓應編，2009：6）。 

而如此屬己與異己的辯證過程，我們在如下的學生作業亦可尋得一些蛛絲馬跡： 

 

 

 

 

 

 

 

 

 

 

 

圖 5 故事敘事之地理－心理（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學生的作品中，我們實可瞭解：學生透過「身體」的「五感知覺」意向性指涉，形構了

其上學路途中的種種，如「輕檔之上，橡膠之下，引擎的運轉聲」、「轟然，狼跌人倒，清晨，我

伏在大學路上。輕聲哀嚎」。如此，學生在這「物理空間」中，實是透過「理解」來瞭解自身實是

在經拋擲後所可能產生各種意義的可能性，而後再透過「情蘊」揭示了「此在」是被拋在－世界

－之中－存在（Mulhall, 1996: 81）。於此，在學生走進學校正門後，看見「各色的建築物…喔！！

是各『式』」，然後面對那頭與眾不同的夜鷹（以「物理空間」而言，因外型的相似，夜鷹實代表

著圖書館），瞭解到夜鷹或是自身的與眾不同？也因此，學生在「理解」這「身體」空間經驗意向

性指涉時，實是顯現了「此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而如此之在－世界－之中之「存在」

實是在意蘊開展後，以「語詞」來描述這「身體」空間經驗意向性指涉之意義、意蘊之可能。同

時，藉由理解這「身體」空間經驗之意向性指涉後，同學們亦順應接著而來之「情蘊」，進而體會

到自己身為何物，所為何事，而置身所在，成為自己。 

從上透過「敍事」「存在」之身體感通的書寫過程，我們可知空間經驗實不只是一種包含實體

的空間記憶，同時應更包含更多主體與客體間相涉相融之身體感通之五感經驗（all senses 

experience）。如此，在學生的作業裡（圖 6）我們也才會發現到「從出門到學校的光景我從來未

從好好觀察過那些美的、感觸的、快樂的、憂愁的（這些）總不在我的視線範圍之內，啊﹗除了

我會感受陽光和 gloomy 的陰天，和看看行人的穿著加上觀察路上情侶之外，大概其它自然事物

                                                                                                                                                                               

字詞和語言不是為了那些寫作和說話的人們的交流而包裝。而是在字詞和語言之中，事物首次出現，

並且是以存在之姿現身」（Steiner, 197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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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没有感受到，只是一腳踏上我的腳踏車“小銀＂，衝啊！直奔公院上第一堂課！」而這些主

體與客體間相涉相融之身體感通上學路途的五感經驗，在日後也將成為學生們在回憶課堂或此時

「存有」的反覆不斷且又永留心底的回憶。 

 

 

 

 

 

 

 

 

 

 

圖 6  故事敘事之地理－心理（四）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2. 五感知覺的地理－心理 

在康德的美感默思裡，對象提供我們許多能怎麼說、要怎麼看的開敞的可能性（Wenzel, 2005: 

34-35）。然而在地理學裡每當我們講到「意象」（image）時，似乎第一直覺總是連結到眼睛－視

覺方面。但，事實上我們實是身處在一個大地所環繞的五感知覺（earth-bond senses）中，而當我

們身處在一空間或地方時，其實同一時間還有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Bunkše, 2007: 228）等

感受。此外，段義孚（Tuan, 1977: 18）也云：「當一個對象物或是一個地方完全顯現其真實時，

那一定是透過我們所有的感官知覺去經驗他和積極地透過心智去反思他」而成。 

於此，當我們身處在一空間／地方中五感知覺的流變與生成，總是如影隨形。然而，問題是

我們該如何去補捉這五感知覺的流變與生成？「說故事吧！」Bunkše（2007: 228）道。Bunkše（2007: 

228）提及就因為這五感知覺的流變與生成難以像聲音和（視覺；筆者所加）意象可以以聲音或圖

像傳播，同時其也缺乏豐富的符號或精準的字詞可以形容，所以最好分享這些五感知覺的流變與

生成的方法就是說故事了。 

而這日常生活中五感知覺的審美經驗，劉悅笛（2005b：196）以為： 

 

在美的活動之中，事物的直觀被自身所給予，也就是生動的、原本的被給予出來。

其中，我們所把握到的事物是色、香、音、味俱足的現實生活本身，而不是只關注於從

現實生活中剝離出來的某種東西……如此看來，美的活動與所介入世界，構成了一種現

象學意義上的“意向性＂關係。……美的活動在直觀中才能達到本質，或者說，讓本質

就呈現於審美直觀之中，美的活動就是“本質直觀＂。因而，美的活動，其實也就是“回

到事物本身＂的本真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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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回到課程設計，這日常生活中美的活動和其生活之本真，我們嘗試利用說故事和發揮

想像力之方式，來讓學生運用各種感官去描繪和補捉當日到學校之心理現象具像處境，同時也藉

此讓學生運用各種五感知覺的感受去形容或描繪當日最可能與最不可能之心情樣態。如下亦是學

生的作業分享： 

 

 

 

 

 

 

 

 

 

 

 

 

 

 

 

 

 

圖 7 五感知覺之地理－心理（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學生的作業中我們可以發現「存在空間」的存在，若是以五感知覺（視覺、聽覺、嗅覺、

味覺及觸覺）較為細緻的方式展現，那麼我們或可以去掌握及回應那曾在「此在」的「身體－主

體－景觀」所欲揭露較為細緻且流變生成的部分。而如此「身體－主體－景觀」所建立的相涉相

融的五感之身體感通，實就是一種審美經驗。而這日常生活中的審美，是具原初經驗性的，同時

也具自身明見（self-evidence），而其更是一種（貼近；筆者所加）本真世界的本質直觀（劉悅笛，

2005a，2005b）。 

也因此，當我們與「時間」「空間」共存之時，其實早已代表了我們是在「此在」「情境」之

「當下」，而同時我們亦在這「此在」「情境」「當下」，任憑這知覺感官想像現象。是故，在學生

的作業中（圖 7），我們會發現「今天的心情是粽色的，因為有所期待、是温暖的、像泰迪熊絨毛

般的觸感、聞起來像柑橘、吃起來像寒天、聽起來像水晶音樂，很柔和又帶點靈性、摸起來像張

紙，但比較像是書的紙頁，多了點內容，不像砂紙」又或者「今天的心情聞起來像雨後潮濕的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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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氣味、吃起來像泰式料理，摻雜著各式香料、聽起來像大黃蜂進行曲，因為很忙碌，像蜜蜂一

樣東奔西走辛勤工作、摸起來像張不要的紙，因為收不回完整的模樣」。而若是就這知覺感官世界，

梅洛龐蒂（Merlau-ponty, 1964c: 13）以為：感知世界（perceived world）的基礎前提，是在於它所

有的理性、價值和存在的部分。而知覺的基礎，亦是來自於經驗所有被感知的對象，其當下存在

的意義（Merlau-ponty, 1964c: 25）。也因此，這日常生活的審美靜觀，實是一種在物自身的「時間」

「空間」的生成過程中，不斷地生成、滋長、再造和永恒的回歸。 

 

 

 

 

 

 

 

 

 

 

 

 

 

圖 8 五感知覺之地理－心理（二）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當課堂結束時，我們發現：多數學生身處在五感知覺較為打開的環境／空間中，其個

人對於環境的感受性，相對會變得較為敏銳和細緻，同時其對於周遭環境的觀察也會更加仔細和

敏銳。而如此對於對象物的靜觀、賞玩和觀察，是因為在美感默思中，它是屬於一種較為自在且

沉浸在其中的遊戲，而身處在其中的我們，亦並不是要去獲得任何的知識來由。同時，我們亦會

發現：學生在戶外繪製心智圖及完成其他相關的作業過程中，是以一種較為寬廣的視野去領會這

種沉靜且自在的遊戲，而「這種關係好像是奠基於我們與環境間的關係，一種不只是關乎於我們

內在心智的關係，而是一種介於我們自己、我們心智，或著內在本質與環繞在外的自然的某種關

係中」（Wenzel, 2005: 9）。因此，當這些我們與環境互動的五感知覺體驗，幻化成文字敍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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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心理，就有可能如「今天的心情像白色；星期一的開始就像翻了新的空白頁，記錄自己的生

活；早八帶來的昏昏欲睡感使腦筋一片空白」、「今天的心情像木吉他不插電的民謠；舒服、乾淨、

自在、輕快、朗朗上口；在 O 湖的舞台寫作（這裡曾經是音樂祭舉辦地），像回到當時的場景……

一把木吉他就能彈唱走天下的心情」或是「今天的心情觸感像寶寶的皮膚，粉嫩、粉嫩很好摸；

Ｑ彈、舒服」。 

因此，綜上如此的課程設計由審美經驗出發，不僅反映了「身體－主體－景觀」「情境」「存

有」之身體感通，同時我們也經由此一審美經驗進而再次瞭解人與地間之情感連結，和可能因其

產生的地理／環境想像和其身體感通之空間向度的部分。因此，回到課程，如此當日心情的五感

知覺藉由各種字詞抒發，是否的確也多了份屬於自身個人感官想像的地理學（personal senses of 

geography）？再者，回到課堂，此一在環境中靜默觀思和描繪抒寫心智圖的作業（參見圖 9），亦

有學生表示「没想到學習還有另外一種可能」！而透過如此反思、觀己和靜心觀物的作業，大部

分修課的同學亦表示「此種課程活動，打破了他／她對地理學的想像」。然而，或許我們可問：地

理學到底要學些什麼也才會掌握住人－地之間的精神主軸？也許就從靜默觀思開始吧！ 

 

 

 

 

 

 

 

 

 

 

 

 

 

 

 

 

 

 

 

 

 

圖 9 五感知覺之地理－心理（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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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智圖的地理－心理 

圖像描繪（picture-painting）及詮釋提供我們在經驗世界中，一種對地方的獨特看法，或甚或

是召喚出繪者或觀者獨一無二的地方感（蔡怡玟，2011a，2011b，2016，2017）。而心智圖是一種

屬於個人對於其身處周遭環境的圖像描繪。在繪製心智圖的過程中，繪者正是與其日常生活周遭

的環境進行雙向對話，而後繪者再根據自身之目的擇選、組織，並將圖像賦予其意義。因此，就

梅洛龐蒂的觀點而言，繪者所繪的心智圖有如： 

 

原則上在我所有變動移位的過程中，任何在我（視覺；筆者所加）中的風景都會有

一停泊處，同時其亦都會被記錄到一張具可見的地圖中。而我所看見的一切，原則上亦

都在我所及的範圍內，至少是在我的視線範圍內，同時其也都會被標誌在「我所能夠」

（je peux; I can）的地圖裡。因此，這兩張地圖都是完整的。在可見的世界中和我所運動

投射的世界（the world of my motor projects），兩者都是具同樣的大寫存有（the same 

Being）（Merleau-ponty, 1964a: 162）。 

 

因此，在這梅洛龐蒂所述的具可見物的地圖裡，就繪者的世界來看，實應就是一種在「可見

的世界」裡隱藏著另一種「不可見的世界」的「存在」。因為「可見」與「不可見」、「形式」

與「內容」、「先驗」與「經驗」、「主動」與「被動」等，皆是「交綜錯雜」與「彼此具藏」

（鄭金川，1989：39）。如此，我們可以說就繪者筆下的心智圖而言，實際上應可解讀或詮釋為

一種繪者其「身心」與「內部、外在」關連性辯證下的再現。也因此，在圖十的左圖中我們可以

看到同學除描繪從家裡來到學校路途上所經過的一些重要地標（如：公寓、賣麵包的便利商店、

賣魚湯的小吃店、公車站牌及校門口）外，同時也記錄了沿途所聽的歌曲（以代表身體－主體－

景觀之心情）以及其騎車所經過的路徑（以藍色腳ㄚ所代替）。而右圖的心智圖繪者則是描繪其

上學途中所經之重要建物及路徑，同時並也為各個建物下一註解（之於其的意義；如：不同的捷

運出口，一個是停放機車之處，另一個則是等候公車上學之處、客家文化園區則代表著學校就在

不遠處、上學必經不得不走的大彎道）。於是，生活中我們透過自我的認知，形構了自身的生活地

圖。同時，我們也運用了這生活地圖，將我們的生活敍事藉由圖像與文字寫入自身的空間與時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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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心智圖之地理－心理（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而從上若是呼應洪堡德所對於心智之於景觀神祕地回應的說法，「心智圖」也不失為我們自

身對於景觀的一種感知及回應的方式，而此一回應就繪者而言除了以心裡的神秘方式回應外，同

時再也透過繪製心智圖（圖像描繪）的過程以轉譯或再現之方式得以留存。也因此，在如上學生

從家中或宿舍前來學校班級上課的路線圖，我們可窺見其對於這上課路徑的「身體－主體－景觀」

神秘的回應。是故，德勒茲與瓜達里云：「我們繪畫、雕塑、譜曲，用的是感覺。我們繪畫、雕

塑、譜曲，書寫感覺。……如果要說這些感覺像似某個東西，那麼這是出於一種其以自有方法所

產生的相似性……」（林長杰譯，2004：190）因此，從繪者的日常生活來看，心智圖不僅反映繪

者本身其「身體－主體－景觀」感通之意向性空間，同時實也反映其個人對於「此在」「存有」之

身體感通記錄和意義。是故，同學們在課堂上所繪製的心智圖，是一種其上學路徑的再現與留存。 

因此，從上透過同學們筆下所再現之上學路徑，我們可以更加明瞭心智圖所想要再現、轉譯

或留存的是一種專屬於個人心理所投射的空間地圖。因為： 

 

就心理層面而言，時間與身體的移動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倘若地平線的那端，代

表著未來；那麼地平線的這頭，就是當我們轉身回望自身所從何來時的一種與自我有一

段距離的過去。因此若是我們無法理解時間的概念，那麼我們就很難將自身看成是一個

具有個人歷史的不朽存在。於此，透過時間的黏著，我們才能將自身與生命歷程黏合，

同時並與之凝成為一體的個人傳記。（Ellard, 2009: 131） 

 

也因於此，我們亦才會在圖 11 看到學生描繪其從學生宿舍 M 樓到公共事務學院上課的路徑，



100 

 

途中經過了羅馬廣場、學生宿舍 S 樓、O 湖看台、圖書館等建築。如此心智圖的繪製雖無比例尺，

也無方位可判斷，但，我們確是可以從中瞭解到繪者日常生活的空間經驗。也就是說，心智圖－

圖像描繪之再現實是一種對於「此在」「存有」「存在空間」的一種展現（蔡怡玟，2011a；2011b；

2016；2017）。同時，如此之展現又是將「存在空間」其具消遠性與方向性之特質，展露無疑。因

為心智圖的繪者藉由作品之再現或轉譯，得以讓曾在的「此在」「身體」之「感通」，以圖像描繪

之方式親臨此境。再者，心智圖的繪者也藉由繪圖，消除了早已遠離的曾在之「此在」之身體感

通之「時空」，並且朝向這曾在的「此在」身體感通「時空」之意向性世界靠近。而心智圖的繪製

之於觀者而言，實際上亦是一種對於「存在空間」其消遠性與方向性的特質展現。因為觀者會因

觀看，而與繪圖者的「此在」連結。因此，觀者會藉由繪者的心智圖朝向自己具不在場的「此在」

「存有」之意向性世界。也由於此，當我們再回到人文主義地理學的脈絡來看時，心智圖實是具

備了自身（繪者與觀者）在場與不在場的雙向論證。 

 

 

 

 

 

 

 

 

 

 

圖 11 心智圖之地理－心理（二）14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從上，我們實可瞭解心智圖的繪製實是召喚出我們對於存有的存在。而此一存有與存在實亦

是奠基在我們所在的生活敍事脈絡中，同時此一奠基之過程亦有如 Alfred Schutz 所云，我們實是

以傳記式的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將自身置身於日常生活中（盧嵐蘭譯，1992）。如此，

個人的身體被揭露在時間與空間的存有中。同時，此一存有亦回歸到生活世界。也因此，我們或

可說，心智圖的繪製不但反映了繪者的「此在」存有，同時也貼近了其生活之本真狀態，而如此

貼近作者之本真生活狀態實也夾雜著個人自身的感知與認知的融合。於是，我們也透過心智圖的

                                                             
14 為保護課堂修課的學生，本研究將學生作品中所標示之學校主要建築或地標以匿名之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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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回應到了這日常生活的（審）美與時空的共感、共在。也於此，在圖 12 中我們不但發現了

同學從家中至學校上課可能經過的路徑，同時我們也藉由其身體感感受到其來校上課的五感心情

和與時空的共感與共在。 

 

 

 

 

 

 

 

 

 

圖 12 心智圖之地理－心理（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提供。 

 

綜上是我們由學生的作業分享分別以「故事敍事的地理－心理」、「五感知覺的地理－心理」

及「心智圖的地理－心理」來做為學習成果的展現與詮釋。同時，以此一系列作業來作為探索地

理美學延伸的可能，是因為空間的隱匿應是可以以文本敍事和圖像詮釋來加以交相指涉、詮釋和

建構而成（蔡怡玟，2011a；2011b；2013；2014；2016；2017），而以心智圖來作為此一系列作業

的收斂，實是因心智圖的繪製，乃是一種藉由自身之認知來描述實際空間的方式，而這種由自我

意識出發的類地圖文本的描繪方式，亦是一種自身「存有」之身體感通「存在」之探索方式，其

亦可說是一種自我身分的識別，同時更是一種自我意義的探索。也因於此，心智圖的存在不僅是

一種較為科學式地（量化）瞭解自身所在環境的方式，同時亦是一種較為詮釋的主觀的（質化）

自我空間的展現與延伸。而在課堂的操作，倘若我們暫不以完形心理學或認知心理學的種種，來

論及學生們所繪製的心智圖，但是以如此心智圖繪製的操作，其對於學生來說實也是一種 way 

finding－找尋自己所走過的路，和找尋自己所在的「時空」的自己！ 

結語 

美感教育是一種能使受教者常沐浴於美感經驗的教育活動（陳木金，1999）。而通識教育的精

神是在於追求普世價值－真、善、美的極致表現，其最深奧之處，就是在於能以書面文字之外且

無法用以科學量測所描述之人文情懷（黃坤錦，1994；陳靜珮、林遠航，2007）來關照學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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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們循循善誘。 

從上，本課程的設計著實是希冀同學們可以走出教室，藉由在校園角落手繪心智圖等系列作

業的過程中，進一步沉浸在一個較為類大自然的環境裡，靜心體會自身的五感知覺，同時並從中

靜心描繪／述來校上課的路徑和對於自身種種心緒的觀照，而如此教學活動設計最主要的目的不

外乎是希冀學生可以從自身之最為貼近的生活開始觀察，及從中領略地理學其所要探索之人與地

的精神要義。而在同學們的課程回饋中，有許多同學表示此種課程活動設計「讓自己與土地或生

活更為連結和貼近，同時在生活中也會去反思是否太以自身為中心，而没能好好去關心周遭的事

物，更進一步也可藉此過程來觀照自我的內在心緒、情感或是記憶等面向」，而至於戶外體驗，亦

有不少同學感受到「自身是與自然為一體，或是原來自然離我們這麼近啊！」的體驗。而教學相

長，對於如此設計課程活動的筆者而言，也因為看到大多學生在學期結束後，亦對於地理學本質

探問上有些思考或思想上的轉變，或是瞭解其實學習存在著多種面向的可能或甚或其已開始去思

考生活周遭之事物與己之關係，這些對於筆者而言，亦也是一大收獲和滿滿地感動！ 

也因此，我們或可說若是以「圖像描繪」的方式或是文本敍事來補捉地方或空間意涵，應是

可此再較為精微或精細地去觀察或描述人文主義地理學所著重探問的地方或空間的本質，而在此

一操作過程中作者自身亦有可能在當下去反思或回饋自身所在的地方或是空間場域。而於此，在

學理的論述上，審美經驗是個橋樑，他嫁接起「地圖」與「空間」，同時也嫁接起地理教育和環境

教育與美感教育和通識教育間的橋樑。也因此，若是我們能常把日常生活或經驗融入地理課程或

是地圖的教學或製作上，那麼或許這「地理」二字就不會只是常常出現在教科書上的字詞，而「地

圖」也不會只是一種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或是符號的象徵，其應該更可以是一種踏踏實實的

「地之理，人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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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讓我進了詮釋空間的大門！同時，此文並感謝賴進貴老師、李明燕老師及歐陽鍾玲老師在「第 

20 屆臺灣地理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潘朝陽教授榮退致敬學術研討會」上的肯定和鼓勵，並亦感謝會

後匿名審查委員們的建議和指引，致使本篇文章更臻至善！此外，本文些許內容亦出自於 103 學

年度第二學期暨 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國立臺北大學通識教育課程補助計畫結案報告》，並誠摯感

謝曾修習此門課之同學，亦謝謝白居諺及羅長庚助教於課堂中相關教學行政庶務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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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香蕉外銷自由化之後的銷日香蕉生產、外銷和日本市場
 

Development of Taiwan’s Banana Industry after Banana 

Export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the Japanese Market 

古関喜之
a
 

Yoshiyuki Koseki 

Abstract 

Taiwan has strived for the enhancement of banana exportation to Japan. In this paper, I will 

examine 1) how Taiwan’s banana export industry to Japan has been characterized since the liberalization 

and 2) how Taiwan bananas have been evaluated in the Japanese market since the liberalization of 

banana exportation, while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I company, a large-scale retailer, and two exporters 

and one importer that deal with the Taiwanese bananas sold by I company.   

Due to the decrease in the banana exportation to Japan, the Executive Yua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permitted civil exporters to enter banana business in 2005 in order to expand banana export to the 

Japanese market as well as to raise competitiveness. In addition,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llowed 

exporters to rent land from the Taiwan Sugar Corpor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produce bananas 

only for exportation. However, the banana exportation to Japan has not increased. There are a few 

reasons for this. One of reasons is that the price of Taiwan banana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bananas from 

countrie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This results from domestic banana prices in Taiwan that are both high 

and unstable. In addition, in the Japanese banana market, with changes in banana distribution, it is now 

the mainstream that agribusiness firms or importers in Japan sell bananas directly to retailers after 

applying ripening processing to bananas by themselves. In other words, distribution channel does not go 

through wholesale market which reflects the farm prices of Taiwan’s production area.       

Therefore, it is easy that importers or retailers demand low prices. After Taiwan’s banana 

exportation liberalization, some cases appeared of Taiwan banana importers selling bananas directly to 

retailers. However, since around 2005 when banana exportation was liberalized in Taiwa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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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s have faced increasing competition from low-priced bananas cultivated in the highlands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Japanese market, and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differentiate Taiwan bananas from the 

competition. To enhance exportation to Japan, the exportation system needs to be reformed. 

Keywords: Taiwan banana, banana exportation liberalization, Japanese banana market, system of 

Japanese banana distribution. 

摘 要 

本文分析外銷自由化之後的台灣香蕉產業動向和特徵。在關注日本的香蕉市場和香蕉流通系

統的同時，以日本大型連鎖食品零售業者 I 公司以及與 I 公司有台灣香蕉通路關係的日本進口業

者和台灣外銷業者為事例；探討正在摸索強化對日外銷台灣香蕉的外銷發展及台灣香蕉在日本市

場中所占的位置。 

在對日外銷香蕉低迷的情況下，台灣政府為了增進對日外銷香蕉的競爭力，做出了香蕉外銷

自由化的決策。此外，以生產外銷香蕉為條件，外銷業者向台糖租借土地獲得許可。對日外銷香

蕉低迷的原因之一是，在日本市場中台灣香蕉價格高於其他產地的香蕉，其背景是台灣外銷用香

蕉的價格是由國內價格主導。隨著日本的香蕉流通系統的變化，日本的香蕉市場以進口業者和零

售業者直接進行買賣為主流，不經由反映產地價格的批發市場；因此香蕉價格容易反映買方的要

求。在台灣香蕉外銷自由化之後，台灣香蕉在日本市場也出現進口業者直接賣給零售業者的情況；

但是從 2005 年開始在日本市場中擴大販售比台灣香蕉更便宜，在品質上跟台灣香蕉幾乎沒有差別

的菲律賓高地栽培香蕉，要做商品差別化將面臨困難。 

關鍵詞：台灣香蕉、香蕉外銷自由化、日本香蕉市場、日本香蕉流通系統 

前 言 

（一）研究背景 

香蕉已經是全世界大量消費的代表性水果，香蕉消費能全球化發展的背景因素是，經由特定

地區之間的歷史發展而形成的貿易關係及受跨國農企業的巨大影響。日本的香蕉消費和統治台灣

的歷史有密切關係，目前日本每年都有穩定的香蕉進口量，是日常消費中最親近的水果。 

台灣的香蕉產業是以聯繫著特定的日本市場發展而成，在東亞洲的香蕉貿易中扮演著一定的

角色。台灣的香蕉生產區域至今仍然在東亞洲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是，過去曾經在香蕉外銷上占

有優勢；也就是日本統治時代的香蕉生產流通系統在戰後仍然繼續存在，加上在地理位置上是離

日本市場最近的主要香蕉生產國；成功利用商品差別化的策略來維持和日本市場之間的獨特關係

（Koseki, 2006）。然而隨著全球化競爭的發展，高度倚賴日本的縫隙市場的台灣香蕉產業，現在

正面臨產業的重整。 

面對台灣香蕉在日本市場市占率下降的情況，台灣方面以日本市場為目標做出了各種應對政

策。在日本實施香蕉進口自由化以後，台灣政府為了提升台灣香蕉的國際競爭力和生產者的利益，



113 

 

自 1974 年起授與香蕉生產者的組織─台灣省青果運銷合作社外銷權，其與日本方面的進口窗口─

台灣生鮮香蕉輸入協議會之間的交易體制就此確立。在排除一般外銷業者從中搾取利潤的同時，

嚴格品管外銷香蕉規格，為強化台灣香蕉在日本市場中的競爭力方面做出了努力。但這種在台灣

和日本歷史脈絡下發展出來的香蕉流通管道，以外銷自由競爭的觀點來看，很難發揮競爭原理；

另外，這種特殊的香蕉流通方式，由香蕉貿易形態多樣化發展的觀點來看，對市場變化的反應能

力也較遲緩。雖然台灣做了強化外銷的政策，日本進口香蕉的數量重心仍被菲律賓取得。香蕉外

銷日本的情況難以取得突破，台灣政府仍執著於外銷日本的原因之一是，對台灣來說日本市場是

唯一能期盼將過去在日本建立的高知名度運用於銷售策略的市場。其次，2002 年 1 月台灣加入

WTO，面對國外進口農產品壓縮國內農產品市場規模的危機，政府積極推動「攻擊型的農業，攻

擊型的農政」。期盼培養農業成為具備國際競爭力的輸出型產業，要擴大日本市場的外銷量，解決

香蕉的生產和外銷問題成為重要課題1。2005 年台灣政府開始開放民間外銷業者加入香蕉外銷的

事業，這是因應全球化的潮流，台灣香蕉產業從依賴日本的舊貿易體制不得不做的改變。 

在農產品流通的全球化發展當中，2014 年日本以菲律賓為中心，從十個以上的國家進口香

蕉。在 1963 年以前日本尚未實施香蕉進口自由化，台灣香蕉獨占日本市場，到了 2014 年台灣香

蕉的占有率卻大幅下降到未滿 1%（財務省貿易統計）。 

日本從菲律賓進口最大量的香蕉，菲律賓外銷日本的香蕉曾占總出口量的 55%，在 2009 年

以後外銷日本的香蕉比例逐漸減少；2012 年外銷日本的香蕉占總外銷量的 41%（FAO, 2014）。近

年來菲律賓香蕉受到中國、韓國、中東等市場的青睞，外銷地處於變動之中。此外，厄瓜多在 2008

年至 2009 年之間銷往俄羅斯和歐洲的外銷量增加了（FAO, 2014）。全球香蕉產業區域正出現外銷

動向的變化。 

2014 年 Sumifru、伊藤忠（Dole）、UnifruttiJapan（Chiquita）、Fresh Del Monte Japan 四間公

司進口的菲律賓香蕉占日本香蕉總進口量的 76%（日本青果物輸入安全推進協會，2015；日本關

税協會，2015）。2014 年日本進口的香蕉有九成以上產地是菲律賓（日本關稅協會，2015），上述

四間公司的進口量囊括了其中的 82%（日本青果物輸入安全推進協會，2015）。這些公司皆傾向

藉由高地栽培等提升品質或附加價值讓香蕉銷售的種類更多樣化。 

關於參與香蕉生產的跨國農企業，関根佳惠（2006a，2006b）討論到 Dole 的經營策略。他指

出 Dole 利用跨國企業的優勢，在 Dole 集團企業內的貿易下來進行世界規模的經營，除了生產以

外同時整合加工、流通來發展事業。Dole 垂直整合了菲律賓香蕉的生產、在日本市場中的加工、

流通、販賣，以此作為經營戰略。 

進口到日本的香蕉有像 Dole 和 Del Monte 等垂直整合菲律賓香蕉流通系統的企業；跨國農企

業以外的外銷業者和進口業者之間也有著各式各樣的交易型態。再者，在零售業者當中，各大型

食品零售業者紛紛推出自有品牌（private brand）等，同樣產地的香蕉也以品質、大小做分類來進

行香蕉多樣化的販賣策略。這些都是對日本市場有深度了解而視多樣化商品及多樣化交易型態為

                                                             
1 2004 年行政院農委會為了強化農產品外銷日本的競爭力並擴大外銷量，通過台灣農業策略聯盟基金

會，委託日本的農協流通研究所對於配合擴大外銷進行調查，2005 年也委託中華民國物流協會進行

關於 10 種類農產品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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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要務的做法。 

同樣外銷香蕉到日本的台灣為了強化外銷日本的競爭力，改革外銷系統，但其成果並未完全

呈現出來。在這時間點上在日本香蕉市場上占有四分之一比例的香港 Dole 公司開始進出台灣市

場，與台灣國內的日系便利商店合作推出一根香蕉的販賣策略；並外銷台灣香蕉到日本（呂國禎、

程晏鈴，2015），台灣香蕉產業正面臨新局面的挑戰。對於台灣香蕉產業和香蕉生產地區的研究主

要集中於 1970 年代，多數是與經濟面相關的探討（陳榮松，1972a，1972b；舘斉一郎，1973，1974；

江波戸昭等，1973），在曾經獨占日本市場的台灣香蕉市占率下降的重要時期，對台灣香蕉高度關

心是讓人理解的。隨著台灣香蕉的市占率越來越低，對台灣香蕉產業和香蕉生產地區的關心也越

來越薄弱，幾乎很少進行研究。 

前潟光弘等（2002）分析了外銷窗口單一化時期以港口價格（濱値）為基礎而形成的價格。

陳慈玉（2010）討論戰前到戰後 1972 年的台灣香蕉產銷一元化之前，台灣香蕉產業的變遷與外銷

日本的關係。Koseki（2006）一方面關注台灣香蕉和日本市場的關係；一方面探討外銷自由化之

前台灣香蕉生產地區的形成和變化。由此可知，台灣外銷自由化之後，台灣香蕉產業的動向及外

銷日本的情況正發生什麼樣的變化並不明確。台灣香蕉產業為強化外銷日本而摸索新的流通策

略，在此同時台灣香蕉在日本市場獲得了什麼樣的評價，對台灣香蕉產業在全球化潮流中站立的

位置具有重要的提示與省思意義。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為探討台灣香蕉外銷自由化之後，台灣香蕉從生產、外銷到日本市場各環節所發生的

變化及目前台灣香蕉在日本市場所占的位置。在相關文獻資料的收集之外，以實地觀察訪問及選

取台灣國內外銷業者（A 和 B 公司）、日本進口業者（C 公司）、日本大型連鎖食品零售業者（I

公司）作為訪談對象，來釐清整個台灣香蕉的供應系統在流通環節中面對的問題。 

本研究在收集相關文獻資料之後，先對二家外銷業者進行深入訪談。A 公司在從事鮮果外銷

事業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是台灣外銷香蕉數量最大的公司，A 和 B 公司同樣是供給 I 公司販賣的

香蕉。在 2012 年 9 月在高雄市對 A、B 二家台灣外銷業者進行深入訪談。2014 年 8 月在高雄市

對 B 公司進行第二次深入訪談。A 公司的受訪者為外銷香蕉業務的負責人，B 公司的受訪者為公

司的總經理。經由對二家外銷業者深入訪談之後，初步了解台灣開放外銷自由化後新建立的香蕉

外銷通路方式，為實際深入了解台灣香蕉在日本市場中的流通狀況，對有販賣 A、B 二公司外銷

之香蕉的日本大型連鎖食品零售業者進行深入訪談。 

受訪對象 I 公司除了日本的四國、九州以外，超市營業據點遍及全日本，對於消費者需求的

分析可信度高。此外，因為連鎖型超市香蕉的需求量大、販賣的香蕉種類及進口國家最多，有利

於比較各國香蕉的銷售優劣勢。2013 年 7 月及 2014 年 5 月在日本大型連鎖食品零售業者 I 公司

的總部日本東京，對青果收購部主任及食品事業部海外負責人進行深入訪談。 

受訪對象 C 公司除了有販賣香蕉給 I 公司以外，也出售香蕉給另外一家大型連鎖食品零售業

者及日本生活協同組合連合會。C 公司從台灣外銷香蕉自由化之前即已經開始經營台灣香蕉的買

進及賣出業務，對台灣香蕉在日本市場中的買賣情勢演變，能提供較完整的說明與解釋。2014 年

3 月在日本東京，對日本的進口業者 C 公司的香蕉進口業務負責人進行深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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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的生產、外銷和日本的香蕉市場 

（一）香蕉的生產和外銷情形 

台灣香蕉的栽培以中部的南投縣和南部的高雄市、屏東縣（高屏地區）為重心（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2014）。2013 年台灣的香蕉栽培面積為 13,344 公頃，其中南投縣為 3,089 公頃，高雄市

和屏東縣分別是 1,557 公頃及 3,136 公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4）。2013 年台灣香蕉的總生產

共 291,292 公噸，其中六成是這些地區生產的。香蕉外銷自由化之後，台灣香蕉的外銷量稍有增

加，但是 2008 年以後台灣香蕉的外銷量，約在 9,000 到 11,000 公噸之間變動，2013 年是 7,006

公噸（圖 1）僅占生產總量的 2.4%。 

檢視台灣香蕉的外銷地區，如圖 1 所示以日本市場為重心。雖然有外銷中國及香港，外銷關

係並不穩定；特別是在國內生產過剩、國內價格過低時才在政府的指導下外銷中國。從出口價格

來看是不安定的（圖 1），呈現和國內價格變動幾乎一致的傾向；顯示銷日香蕉的價格被國內價格

所主導與決定。 

 

 

台灣重視日本市場及與日本市場的聯繫，在 2005 年和 2009 年受颱風影響而生產量大減，2008

年因天候不佳而無法豐收；國內香蕉價格高漲（圖 2），出口量較之前一年減少。國內價格高漲時，

圖１ 台灣香蕉的國別出口量和出口價格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5］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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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年的香蕉栽培面積會有增加的傾向，但是當國內的香蕉價格降低了（圖 2），並沒有刺激出口量

的大幅增加（圖 1）。可以發現，台灣香蕉外銷日本並不是只有價格的問題。 

 

 

（二）日本的香蕉市場 

2013 年日本香蕉的總進口量是 974,792 公噸，其中 0.7%，即 6,787 公噸是台灣香蕉（圖 3），

日本香蕉總進口量在 2009 年達到高峰 1,252,606 公噸，之後逐漸減少，每年的總進口量在 1,000,000

公噸上下（圖 3）。在台灣香蕉外銷自由化之後，台灣香蕉的進口量在 2007 年達到高峰 18,864 公

噸，2008 年進口量減為一半，之後也持續減少。進口量最多的前二名一直是菲律賓和厄瓜多沒有

變動，2013 年菲律賓產香蕉占總進口量的 93.2%，厄瓜多產香蕉占 4.2%。由此可知，日本的香蕉

市場中菲律賓香蕉的市占率極高、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對日本握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菲律

賓產香蕉有 82%是由伊藤忠（Dole）、Sumifru、Fresh Del Monte Japan、Unifrutti Japan（Chiquita）

等公司進口，在日本市場各占 26.3%、25.7%、13.1%、11.2%（2013 年度輸入青果物統計資料及

財務省貿易統計）。 

從日本進口香蕉之各國的到岸價格 Cost,Insurance and Freight 的價格（以下稱 CIF 價格）來看，

菲律賓及厄瓜多產變動小且穩定，相對之下台灣香蕉較其他產地香蕉價格變動大（圖 3）。台灣產

地價格明顯反映到外銷日本市場香蕉的價格。此外，2013 年台灣香蕉的 CIF 價格 1 公斤 153 日幣，

是日本進口香蕉中最高的，相當於日本市場中主流的菲律賓香蕉的接近兩倍的價格（圖 3）。這樣

的差異和菲律賓香蕉是由企業大規模經營、大量生產、垂直整合的持續進行有關係。因此台灣香

蕉在日本市場中的價位是處於高價位置。跨國農企業栽培的香蕉在企業內進行加工、流通和販賣，

圖２台灣香蕉的生產量和批發價格的變遷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2014］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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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直接販賣給零售業者，使得日本的香蕉市場以不反映產地價格、未通過拍賣市場的流通方式為

主流。 

 

進口到日本的香蕉以 CIF 價格來徵收關稅，依照不同時期、不同產地徵收不同稅率。以菲律

賓的情況而言，受 2008 年 12 月日本與菲律賓之間的經濟連攜協定（EPA）生效的影響；除了小

型品種的香蕉外，2015 年 4 月時間點的關稅率是夏季的關稅率（4 月~9 月底）8.5%，冬季關稅率

是 18.5%
2。另一方面台灣香蕉則各是被徵收 20%、25%的關稅。台灣香蕉的 CIF 價格偏高加上被

徵收較高的關稅，成為在日本零售價格居高不下的原因。 

表 1 是日本進口香蕉之各月、各國進口量的歸納整理；由此表可看出日本全年各月的進口量

均勻分布。從台灣香蕉的進口量來看，雖然全年都有進口，但以 4~6 月為出貨的高峰。台灣香蕉

的生產會隨著季節的變化而發生盛產地的變動，香蕉栽培面積較大的南部地區，其盛產重心是 3~6

月，此時期外銷量也變大。 

 

                                                             
2 除了小型品種的香蕉外，菲律賓產香蕉的關稅在經濟連攜協定生效後階段性每年下降，以十年的期

間將夏季關稅降到 8%，冬季關稅降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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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日本香蕉市場中國別進口量及到岸價格的變遷 

（依據日本關稅協會［2004-2014］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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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市場中國別、月別的香蕉進口量（2013 年） 

單位：公噸 

國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菲律賓 66,922 67,946 70,080 81,341  93,102 77,181 84,666 75,889 71,245 84,106 71,045 65,469 908,992 

厄瓜多  2,902  2,622  3,115  4,180   5,247  4,070  3,397  3,226  3,287  3,084  3,075  2,746  40,951 

台灣   159   266   771  1,405   1,631  1,132   485   214   219   191   156   158   6,787 

祕魯   564   487   330   567    774   503   522   608   579   469   432   395   6,230 

墨西哥   203   224   264   203    285   224   326   244   224   285   244   265   2,991 

其他   404   383   481   864   785   548   646   694   858  1,153  1,040   985   8,841 

合計 71,154 71,928 75,041 88,560 101,824 83,658 90,042 80,875 76,412 89,288 75,992 70,018 974,792 

百分比（%） 7.3 7.4 7.7 9.1 10.4 8.6 9.2 8.3 7.8 9.2 7.8 7.2 100.0 

（依據日本關税協會［2014］製作而成） 

外銷日本香蕉的生產、供應體制 

（一）外銷日本香蕉的生產、外銷系統 

日本的香蕉市場從進口自由化之後至今，有跨國企業的加入、零售業者的直接進口等；香蕉

的交易和流通產生了很大的變化，進行了多樣化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政府為促進自由

競爭和多樣化交易，廢止從 1974 至 2004 年之間持續已久的單一窗口外銷制度，民間外銷業者的

加入獲得許可。 

2005 年起被外銷自由化所解放的民間外銷業者也能從事香蕉的外銷事業，但因應 2006 年 5

月 29 日日本開始實施新的農藥殘留正面表列制度（positivelist 制度），政府主導統一了安全管理

制度的規範。自 2007 年起，在行政院農委會建構的外銷系統下進行外銷日本香蕉的生產和外銷。

在這套系統之下，實施銷日香蕉的外銷業者及針對日本市場而生產的香蕉園的登錄制度。 

政府針對銷日香蕉的外銷業者進行嚴格審查，外銷業者每年須提供生產銷日香蕉的供應園和

生產者的姓名簿；每個月的收購保證價格、外銷規劃數量須向香蕉園所在地的縣（市）政府提出，

一定要接受二次審查（圖 4）。如果生產銷日香蕉的香蕉園跨越兩個以上的縣或市，則所跨越的縣

（市）都須提出申請。在接受申請的縣市政府確認生產者的香蕉園的位置和面積都沒有問題之後，

由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進行第二次審查。第二次審查合格，銷日香蕉之外銷業者的身分才能獲得

許可。如果被檢查出超出日本農藥殘留基準值，該香蕉外銷業者自違反日起六個月內，出口香蕉

到日本時每個貨櫃都必須檢附行政院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或經行政院農委會認可的機關的農業

殘留檢查合格證明書才能出口。再者，此規範制度要求事先提出與外銷業者交易的香蕉園名簿，

外銷業者須與生產者制定契約栽培。在這時，外銷業者會向生產者提出外銷日本香蕉的各月出貨

量和收購時的最低保證價格、外銷用香蕉的規格。 

能夠登錄為生產銷日香蕉的香蕉園，僅限於 2012 年起設置的香蕉外銷專區的香蕉園或是經由

產銷履歷制度3檢查合格的農民團體的香蕉園。為了要獲得香蕉外銷專區的指定，產銷班4或合作

                                                             
3 生產履歷檢證制度能追蹤生產履歷，是將生產、流通、販賣的情報公開的安全保證認證制度，通過

認證的農產品會標示 TAP（Trace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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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要有台灣安全蔬菜水果認證制度的吉園圃5，或是獲得產銷履歷制度、有機農產品、GLOBAL 

G.A.P.等的認證。在生產者的部分，每個生產者的栽培面積必須達到單一栽培外銷用品種 0.1 公頃

以上的規定，也要 1 公頃換算至少要外銷 12 公噸的香蕉。對銷日香蕉的生產、外銷徹底實施安全

管理。此外，外銷業者可向台灣國內規模最大的農企業─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租借土地來栽培

外銷用香蕉。利用台糖土地來進行外銷日本市場香蕉的生產型態是台灣政府的政策方針。為了避

免利用台糖土地所生產的大量供應日本需求的香蕉，對國內其他生產外銷日本香蕉的農民及國內

市場價格產生影響；從 2007 年開始，租借面積設有全台灣總面積 500 公頃的上限。 

銷往日本的香蕉以出貨的集貨場為單位建立履歷追蹤系統。以集貨場為追蹤系統的單位的原

因是，香蕉在集貨場進行是否符合外銷日本市場規格的檢查，檢查後進行水洗、裝箱，在水洗時

各生產者的香蕉會混合在一起。所以出貨的紙箱上會貼上區別集貨場和出貨時間的追蹤號碼。但

是當生產者的栽培面積超過 5 公頃以上，則以生產者個人的追蹤號碼來建立履歷追蹤系統。 

 

 

 

 

 

  

 

 

 

 

 

 

 

 

 

 

 

 

圖 4 外銷日本市場的香蕉生產、外銷系統 

（依據訪問調查結果製作而成） 

                                                                                                                                                                               
4 產銷班是農會輔導的生產者組織團體。 
5 吉園圃認證制度是輔導生產者在栽培蔬果時正確使用農藥，消費者能經由吉園圃標章購買安全的蔬

果並追蹤生產者的資訊的制度。申請對象是以產銷班等團體為單位提出申請，經由吉園圃認證的團

體，最初的有效期間是一年，再次申請被認證的情況有效期限為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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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銷日香蕉在外銷前須進行農藥殘留檢驗，即是在每季的外銷之前以集貨場為單位進行

農藥殘留檢查；而香蕉園的土壤和水質每三年進行一次檢查是項義務。農藥殘留檢查伴隨而來的

費用6，若是當年度第一季外銷日本，行政院農委會會負擔一半的費用，不足的部分由外銷業者自

行負擔；若檢查結果不符合日本的安全基準則費用全額由外銷業者負擔。第二季以後的農藥殘留

檢查費用全額由外銷業者負擔。2012 年有 16 間公司登錄為外銷日本香蕉的外銷業者，其中主要

的外銷業者有 7~8 間公司。 

（二）租借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進行生產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為台糖）為經濟部管理的國營企業，在砂糖產業衰退後開拓

多角化經營，目前仍是受國營事業的相關法規所規範。台糖配合政府政策，讓台糖土地活用於出

租土地來進行銷日香蕉的栽培。2012 年 12 月的時間點出租了 338.5 公頃。 

台糖土地出租於香蕉栽培用途，只出租給外銷業者；因為香蕉栽培是以外銷為目的，一定要

握有生產之後的外銷通路。各外銷業者能租借的面積有上限 60 公頃的限制，唯有在租借地形狀區

畫不方正的情況下允許增加 10%的租借面積，即總面積 66 公頃的上限。但是，能夠租借的土地

面積以前一年外銷業績做為決定的依據。也就是說，平均每公頃要有 22 公噸的生產量，外銷業者

前一年的外銷量除以 22 公噸所得到的面積即為可租借面積的上限。有外銷業績說明外銷業者有外

銷能力並有交易對象的存在；經由業績來決定出租面積是較不會出現問題的判斷。 

向台糖租借土地的費用因地理條件不同而多少有差異，1 公頃大約 50,000 元。然而因台糖的

土地未受黃葉病的汙染，擁有能夠運用相同的栽培管理方式生產香蕉的優點，通常會有數個外銷

業者申請租借同一塊土地，導致必須公開招標；1 公頃變為 80,000~100,000 元的行情。一次的租

借期間是兩年，不過若不是從新苗開始種而是利用宿根進行香蕉栽培的情況，則有延長半年租借

時間的可能性。為了讓土壤不要被黃葉病汙染，並能持續向台糖租借土地栽培香蕉，香蕉園的位

置必須做移動。為了讓台糖出租土地進行香蕉栽培的政策不影響到內銷香蕉生產者的生計，不得

不規定每公頃要有 22 公噸的外銷量。違反這項規定，土地租借的權利會被撤銷；此外，不符合外

銷日本條件的香蕉也禁止在國內販售。 

日本大型連鎖食品零售業者 I 公司之台灣香蕉的流通 

為了瞭解在新外銷系統之下，外銷業者是如何調度供應外銷日本的香蕉，本研究針對外銷業

者進行了訪問調查。以下探討日本大型連鎖食品零售業者 I 公司之台灣香蕉的流通方式。A 公司

和 B 公司外銷的香蕉經由 C 公司收購後直接賣給 I 公司；I 公司是日本國內台灣香蕉收購量較大

的零售業者之一。 

（一）零售台灣香蕉的 I公司及從事香蕉外銷的 A公司和 B公司 

和大型食品零售業者 I 公司取得商品買賣通路的 A 公司及 B 公司，都是在外銷自由化以後加

                                                             
6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的資料顯示，外銷前農藥殘留檢查的費用一次要 4,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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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香蕉外銷的外銷業者（表 2）。A 公司目前（2012 年）由曾經從事台灣省青果運銷合作社香蕉外

銷業務的經驗者來擔任外銷業務。另一方面，B 公司是因為預測交易對象會出現，在 2007 年設立

的對日外銷香蕉公司。A 公司的香蕉只有賣給大型食品零售業者 I 公司的進口業者 C 公司；B 公

司則同時和另一個在日本是台灣香蕉收購量第二大的進口業者進行交易。A 公司以東京為主要外

銷地，B 公司以神戶為主要外銷地。 

表 2 銷往日本香蕉之外銷業者的經營狀況（2012 年） 

ID 
本公司 

所在地 
加入年 

加入前 

的主要

事業 

銷往日本的香蕉 

供應地 
向台糖租借

的土地的位

置及面積

（公頃）

外銷

時期

外 

銷    

量    

（公噸）

交    

易    

業  

者  

（公司） 

外銷目的地港口

南
投
縣 

高
雄
市 

屏
東
縣 

其
他 

的比率（%）

 東
京 

 神
戸 

A 台中市 2005 

 

農産物

的出口 

◯   ◯ 台東縣

  

屏東縣？

台東縣？

通年 2,140 1 70 30 

B 高雄市 2007   ◯  ◯ 台東縣 屏東縣 30 通年   928 2 30 70 

加入年：對日本外銷香蕉的起始年 

供應地 ○：有供應香蕉 

借地面積？：不明 

外銷量：2012 年的實際外銷量                                

                           （依據訪問調查結果製作而成）

 

A 公司和 B 公司都是全年外銷香蕉，兩公司的外銷量占台灣外銷日本總量的約 36%即 3,068

公噸。兩間公司都是從屏東縣、南投縣、台東縣三個地區集貨外銷日本的香蕉。主要因為屏東縣、

南投縣、台東縣的採收期不同，才能實踐全年有貨源供應外銷的目的。屏東縣的香蕉採收期以 2~7

月為中心，南投縣是 8~12 月迎接採收旺季，台東縣的生產則集中在 12~6 月，A 公司外銷日本的

香蕉有一半是從屏東縣集貨，30%是從台東縣集貨，其餘 20%是從南投縣集貨。B 公司外銷日本

的香蕉同樣是屏東縣的集貨量最大，占 80%；台東縣和南投縣的集貨量分別占外銷量的約一成。

總括來看，兩公司全年皆有外銷香蕉，秋季到冬季這段時間的外銷量比例很低7。分析造成這種外

銷量變動的影響因素；秋季以後迎接採收旺季的南投縣，香蕉栽培是在山地的斜坡上進行，因為

品質好國內價格高8；和平地栽培的屏東縣相較起來，單位面積的生產量較低9。外銷業者要從南

投縣確保大量外銷日本的香蕉並不容易，因此不得不向較多生產者集貨。向較多生產者集貨則容

易造成栽培管理方式不同和熟度不同的香蕉混合外銷，到達日本港口時香蕉變黃的風險提高。兩

                                                             
7 依據中華民國出口貿易統計月報［財政部關稅總局，2012］，2012 年外銷日本的香蕉之中，3~6 月的

4 個月之間的外銷量占全年總外銷量的 70.8%。 
8 依據中華民國農業統計月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2012 年內銷香蕉的生產者價格，1~7 月每

公斤未滿 20 元；除了 10 月份以外，8 月份以後超過 30 元，9 月份最高為 38.8 元。 
9 2012 年南投縣 1 公頃的平均香蕉生產量是 18.1 公噸（南投縣政府，2013），同年屏東縣 1 公頃的平

均生產量是 28.6 公噸（屏東縣政府，2013），和屏東縣相較之下，南投縣 1 公頃的平均生產量少了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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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皆曾經在秋季香蕉外銷時，遇到來自買方對香蕉變黃的抱怨變多、損失增加的情況。對外銷

業者來說，外銷秋季香蕉並不容易。 

外銷日本香蕉的收購價格，A 公司和 B 公司同樣是 1 公斤在 15~50 元之間。B 公司的香蕉雖

然在 4 月或 5 月也有 1 公斤 15 元的收購價格，9 月時 1 公斤 50 元的收購日也會出現。在外銷業

者與生產者制定栽培契約是義務的新系統之下，農家必須將已簽訂契約之栽培面積上所有的香蕉

供應給外銷業者。外銷日本香蕉的價格比國內行情好，農家才會有栽培意願；因此外銷業者很難

用比國內行情低的價格收購到香蕉。另一方面，外銷業者受到日本進口業者對交易價格的強烈要

求，日本進口業者對交易價格交涉力增強的背景因素是來自零售業者對價格的要求。台灣國內行

情高漲時，高於國內行情的交易價格對外銷業者來講很吃力。在這種情況下，外銷業者以高出國

內行情 3~7 元的價格收購香蕉，形成外銷日本的香蕉價格受國內香蕉價格所左右。 

在日本，一年當中台灣香蕉的價格幾乎是固定的；相對而言，台灣國內香蕉價格的變動以各

年或全年各季來看都很劇烈，單就每日價格來看變動也很大。B 公司指出外銷用香蕉若不用高於

國內價格來收購則沒辦法確保供應量，而收購價格的高低震盪很難做外銷。 

再者，A 公司和 B 公司都租借台糖的土地來栽培外銷日本的香蕉，B 公司指出因租借土地的

競標激烈導致租借費用高漲，每年須付每公頃 90,000 元的租借費用，是讓外銷日本香蕉的生產成

本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與 I公司有台灣香蕉通路關係的 C公司 

C 公司在 2013 年是進口台灣香蕉最多的公司，從 2011 年開始供應 I 公司台灣香蕉。C 公司

在台灣香蕉外銷自由化之前已經開始經營台灣香蕉買賣事業，當時是向加盟台灣生鮮香蕉輸入協

議會的進口業者買進香蕉，再將青香蕉催熟後賣給零售業者。在台灣香蕉進口窗口統一的時代，

台灣香蕉在日本市場的流通方式是，加盟台灣生鮮香蕉輸入協議會的進口業者將青香蕉賣給加工

業者，加工業者進行香蕉催熟之後再賣給零售業者。所以，當時進口業者沒有直接賣給零售業者。

C 公司為了讓買進數量穩定，從香蕉外銷自由化的 2005 年開始直接進口（表 3）。在進口的時候，

現在的交易對象 A 公司主動聯繫。C 公司決定交易對象重視的要點是，租借台糖土地栽培香蕉供

應量是否能穩定，是否徹底實施生產履歷系統，價格面是否適當等。外銷自由化之後外銷業者相

互競爭的結果，C 公司能在品質上直接跟台灣外銷業者提出要求。 

C 公司在開始直接進口的 2005 年，進口量是 585 公噸，2007 年進口量是 3,429 公噸，之後減

少為 2013 年的 1,800 公噸。雖然全年都有進口台灣香蕉，3~7 月的進口量占全年進口量的 6~7 成。

C 公司進口的香蕉，3~8 月產於屏東縣，7 月下旬~12 月產於南投縣，12 月下旬~6 月是台東縣生

產的；三個生產地的集貨期有重疊的部分，是為了達成全年皆可供貨的目標。 

C 公司的出售對象有三間公司，除了 I 公司以外其餘兩間公司分別是大型連鎖食品零售業者

及日本生活協同組合連合會。為了獲得與 I 公司交易的機會，C 公司強調交易的外銷業者是租借

台糖土地來生產外銷專用的香蕉，徹底實施生產管理系統，限定供應過去就有外銷日本的、傳統

的北蕉品種。I 公司對台灣香蕉的價格的要求 C 公司很難達到，此外對高品質的中部香蕉的供應

也迫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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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香蕉進口業者的經營狀況（2013 年） 

ID 

台灣香蕉 各香蕉產地 

加入年 
進口量

（公噸）

進口

時期 

各產地的進口時期 
外  

銷 

業   

者  

（公司）

交 

易  

業   

者  

（公司）

的進口比率（%） 

屏
東
縣 

高
雄
市 

南
投
縣 

台
東
縣 

台
灣 

菲
律
賓 

厄
瓜
多 

其
他 

C 2005 1,800 全年 3 月上~ 

8 月下 

7 月下~

12 月下

12 月下~

6 月下 

A B 3 10 50 30 泰國

加入年：台灣香蕉開始進口的年分 

進口量：2013 年的實際進口量 

進口時期 上：上旬 下：下旬                              

                               （依據訪問調查結果製作而成）

 

C 公司除了台灣香蕉以外也進口菲律賓、厄瓜多、泰國產的香蕉。台灣香蕉占 C 公司進口香

蕉總量的一成，被認為是必要的商品，台灣是距離日本最近的香蕉供應地，能外銷熟度高的香蕉；

在台灣栽培香蕉是氣候環境的北界，因生育期間長、品質高，香氣較其他生產地區的香蕉獨特，

成為販賣上的優勢。但另一方面 C 公司指出，台灣香蕉正面臨需要量減少及沒辦法穩定供應的課

題。 

在價格方面，雖然外銷業者的外銷價格比國內行情高，日本市場卻以不容易反映生產國或生

產區域之產地行情的價格形成模式為主流。日本的香蕉流通有七成是進口業者直接賣給零售業

者，經由批發市場的流通方式已是非主流。香蕉成為不會受產地行情影響而變動市場價格的水果。

也就是說，隨著日本香蕉流通方式的變化，香蕉零售價格主要受消費者購買接受度的要求影響而

不受香蕉產地行情的影響。因為沒有通過批發市場，香蕉的零售價格幾乎是固定的，導致台灣國

內香蕉行情的問題或考量供需而決定的港口價格（濱値）變得不通用。C 公司指出，雖然台灣香

蕉也是利用不經由批發市場的通路在日本的香蕉市場中流通，但隨國內行情而外銷價格變動的情

況是阻礙台灣香蕉交易的一個因素。 

（三）台灣香蕉在 I公司所占的地位 

I 公司是在日本販賣較多台灣香蕉的零售業者之一，幾乎全國所有的店舖都有販賣台灣香蕉，

曾經在 2005 年到 2010 年之間直接向台灣的外銷業者進口。當時進口的香蕉，是外銷業者競標取

得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租借台糖土地栽培的香蕉；對 I 公司而言，優點是進行統一的栽培管

理和熟度管理，但缺點是承擔了競標價格高漲和供應不穩定的風險。目前 I 公司從 C 公司一間公

司買進台灣香蕉。I 公司和 C 公司進行交易的理由是，I 公司提出的要求，在做得到的範圍 C 公司

都會盡量給予回應。 

I 公司基本上全年都販賣台灣香蕉，若夏季中部香蕉較早上市整年能販售，若不是這樣的情

況，夏季南部香蕉味道不好的時候，不擺放台灣香蕉出售的情況也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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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販售過去就有的傳統北蕉品種，主要是購買台灣香蕉、熟悉台灣香蕉味道的消費者年齡層

在 45 歲以上，特別是 50 歲、60 歲、70 歲的年齡層是主要顧客群。再者，台灣香蕉在所有販售的

香蕉當中價格帶是最高、等級最高的商品。I 公司目前把台灣香蕉定位在若店面沒有擺放就發生

困擾的地位。若該地域存在 50 歲以上的顧客群，台灣香蕉的價格帶也有能力購買。台灣香蕉的暢

銷與否受此顧客群人數多寡而左右；大型購物中心的年輕顧客群較多，相較之下反而是與在地生

活關係密切的小店舖銷售成績較好。I 公司在店鋪中擺放價格上限的台灣香蕉（398 日幣價格帶），

也會帶動提升價格帶 298 日幣香蕉的銷售業績。 

I 公司在收購台灣香蕉時和 C 公司進行價格上的交涉。C 公司熟知台灣香蕉暢銷的價格帶，

盡量配合這個價格帶來進行交易。I 公司雖然訂出台灣香蕉的理想價格是含稅 398 日幣（600 公

克），實際上販賣的價格是介於 390~400 日幣之間。和其他產地的香蕉一起擺放販售時，台灣香

蕉看起來一串 600 公克是最低必要的重量。I 公司希望能販賣一串 800 公克的商品，但以目前的

收購價格來計算，零售價會提高到 520~530 日幣。在日本一串三根的香蕉比較不受消費者歡迎，

I 公司以一串四根以上的香蕉來進行販售，如此一來香蕉的規格就須變小。因為跟以前比起來台

灣香蕉的單價變貴了，當香蕉的規格變大，販售價格就會跟著提高。一串香蕉的重量已經調整到

了最低的極限；香蕉又不能少於四根，所以台灣香蕉比過去小了一圈是令人擔憂之處。 

I 公司除了販賣台灣香蕉以外也販賣 Dole 或 Del Monte 等的菲律賓產香蕉，I 公司的自有品

牌及厄瓜多產香蕉等多樣商品。不論是菲律賓產或是厄瓜多產香蕉，各價格帶的香蕉都有販賣。

菲律賓產的部分，販賣 Dole 的不同等級的香蕉；厄瓜多產則販賣 198 日幣價格帶和 298 日幣之高

等級香蕉。 

再者，I 公司自 2005 年前後開始擴大販售 Dole 的菲律賓產高地栽培香蕉「SWEETIO」，價格

比台灣香蕉低，口感比過去菲律賓產香蕉更好。因此 I 公司的台灣香蕉市場逐漸被搶奪。在這之

後，同樣是 Dole 推出的高地栽培的高等級商品「極撰」開始販賣，價格比台灣香蕉便宜但品質和

台灣香蕉沒有差別。由於菲律賓產的高地栽培香蕉出現，I 公司的台灣香蕉市占率下降；很難做

低價競爭的台灣香蕉要以品質來做差別化商品也變得很困難。 

結論 

本研究釋明外銷自由化之後台灣香蕉產業的動向和特徵。為清楚說明日本的香蕉市場和香蕉

流通系統的動向，以日本大型連鎖食品零售業者 I 公司以及與 I 公司有台灣香蕉通路關係的日本

進口業者和台灣外銷業者為事例；探討正在摸索強化對日外銷台灣香蕉的生產、外銷發展及在日

本市場中是處於什麼樣的位置。其成果有下列明顯可見之處。 

在香蕉外銷日本處於低迷的情況下，台灣政府在加入 WTO 之後為積極促進外銷日本競爭力

的提升，廢止了從 1974 年到 2004 年之間持續實施的單一窗口外銷制度，決心實行香蕉外銷自由

化政策。此外，配合政府政策，外銷業者以生產外銷用香蕉為目的向台糖租借土地獲得許可。然

而，外銷自由化之後銷日香蕉的情況仍是低迷。 

外銷香蕉情況低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在日本市場中台灣香蕉和其他產地的香蕉相較起來價

格較高；其原因是台灣外銷用香蕉價格的基準由國內香蕉價格來決定。台灣國內行情的變動不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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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各年來看或以年中各月來看都是很劇烈的，以每天的變動來看也是很大的。外銷業者若沒有

用高於國內行情的價格進行收購則很難確保供應量，收購價格隨國內香蕉行情高漲驟降而變動讓

台灣香蕉的外銷變得不容易。台糖出租的土地没有受黃葉病的汙染，向台糖租借土地栽培香蕉能

穩定外銷用香蕉的價格也具有能夠運用相同管理栽培方式生產香蕉的優點；土地競標激烈造成租

借費升高是銷日香蕉的生產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隨著香蕉流通系統的變化，日本的香蕉市場以不反映產地價格、不通過批發市場的流通方式

為主流，進口業者和零售業者等等的收購業者直接進行交易。因此，買方較容易提出對香蕉價格

的期望和要求；香蕉變成買方市場；賣香蕉能賺錢的時代已經不再。在台灣香蕉外銷自由化之前，

台灣香蕉在日本的流通方式是，加盟台灣生鮮香蕉輸入協議會的進口業者將青香蕉賣給加工業

者，加工業者和零售業者進行交易的流通方式。在台灣香蕉外銷自由化之後，出現日本的進口業

者直接賣給零售業者的流通方式；日本的進口業者能將零售業者對品質和價格的要求反映給台灣

的外銷業者。大型連鎖食品零售業者 I 公司的供應進口業者，以租借台糖土地栽培香蕉能穩定供

應量，做為選擇交易合作之台灣外銷業者的關鍵因素。顯示租借台糖土地栽培香蕉，增加了香蕉

外銷供應量穩定的可能性及與日本進口業者交易機會的可能性。 

大型連鎖零售業者 I 公司基本上整年都販售台灣香蕉，執著過去就有的北蕉品種，鎖定 50 歲

以上的顧客群為目標。I 公司將台灣香蕉設定為價格帶最高的商品，若店頭沒有台灣香蕉會發生

困擾的地位。I 公司對中部香蕉的評價相當高，若夏季中部香蕉提早出貨則整年都能販售台灣香

蕉。I 公司在 2005 年前後開始擴大販售菲律賓產的高地栽培香蕉，比台灣香蕉價格便宜，比過去

菲律賓產口感更好。在這之後 I 公司的台灣香蕉市場逐漸被搶奪。加上在這之後開始販賣高地栽

培當中的高等級商品，價格低於台灣香蕉之外，品質和台灣香蕉幾乎沒有差別。菲律賓產的高地

栽培香蕉讓 I 公司的台灣香蕉市占率驟降，對難以做低價競爭的台灣香蕉來說，要以品質取勝也

越來越困難。若要增強外銷競爭力，勢必要建立一套專為外銷而不受國內行情影響的外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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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原」型：泰雅族公共空間之識覺意象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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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igenous people have their own lifestyles, which include distinct forms space utilization, 

religious belief and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s of indigenous perceptions form the basis of their 

territorial, spatial, experiential and indigenous values. “Public Space”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landscape connecting indigenous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nd public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ir daily life. 

Currently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discussion of indigenous perceptions of images in 

public space.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measured perceptions using traditional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hat do not deal with the fruitful affection of their own place or space. In this study, we first 

interviewed local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preliminary perceptions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Wulai region, 

Fuxing Township and Au-huar Village in regard to the changes of their own living environment. We 

next applied Perceived Projective Mapping to confirm the authenticity of local cultural sight photos, and 

then classified these photos using the multiple sorting and Q-sort methods. The quantitative and 

categorical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multiple sorting, plu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d cluster 

analysis, to summarize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environment. Q-sort, on the other hand, was 

used to assess whether the situations in these photos were suitable or not for local development and to 

sequence and categorize photos based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 With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six significant typ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groups were found: （1）community cohesion（religion） 

landscapes, （2） cultural heritage landscapes, （3）traditional crafts landscapes, （4）social and activity 

landscapes, （5）economic life landscapes, and （6）public artistic landscapes.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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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landscapes were also based on three aspects: （a）level of demand, （b）traditional and modern 

facilities, and （c）daily and nondaily life. The photo-elicitation technique was used to realize the deep 

meaning and place attachment of indigenous public space.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can help identify and assess indigenous perceptions. These result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ttempting enhance indigenous perceptions of public space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nd to set up an indigenous archetypal image analysis mode. 

Keywords: Atayal Public Space, Cultural Landscape,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Photo-Elicitation 

Technique, Place Attachment 

摘 要 

原住民族自有其空間使用、宗教信仰與文化組織等生活方式，其識覺建構來自領域性、空間

性知識、經驗及價值觀，產生對環境的情感和意志等精神意涵，而在原住民的空間架構中，公共

空間提供了交誼活動與地方依附，成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景觀之一。本研究以量化分析及

照片引談之質性研究探討歸納泰雅族原住民公共空間類型與景觀空間之隱含（隱喻）之文化、社

會及生成的環境背景及意涵，包括領域性（territoriality）/空間性知識、經驗及價值觀、地方依賴

與社會連結等內涵，以建構泰雅族公共空間之識覺意象。 

擇取發展程度不同之烏來區泰雅（新北市）、復興區泰雅（桃園市）與南澳鄉泰雅（宜蘭縣）

為研究地區與夥伴，獲致六類公共空間文化景觀群組，依受訪者對類型之描述語意交集收斂命名

為：「部落（宗教）凝聚景觀」、「文化傳承景觀」、「傳統技藝景觀」、「交誼活動景觀」、「經濟生活

景觀」及「公共造景景觀」，續以照片引談討論泰雅對公共景觀相異之需求。開發最早之烏來泰雅

較嚮往傳統之生活方式對「部落 (宗教)凝聚」、「傳統技藝」與「文化傳承」景觀之需求甚殷；而

發展最晚的南澳泰雅則較為渴望建設性之公共設施及景觀；開發居間之桃園復興區泰雅則呈現 

「經濟生計」、「文化傳承」及「傳統技藝」等文化景觀兼而有之的需求。透過量化分類公共空間

「共同識覺」，可集中與普同泰雅族對公共空間的文化景觀意象，並藉由照片引談之質性研究以理

解公共空間內涵。本研究提出具整合性原住民公共空間識覺意象原型與意涵，可做為政府在部落

環境規劃、學術理論方面之參考基礎。 

關鍵詞：泰雅原住民公共空間、文化景觀、多元尺度法、照片引談法、地方依附 

緒 論 

隨著近 20至 30 年來，國際社會對於少數民族與原住民族議題越趨重視，臺灣原住民傳統領

域之變遷與保存，亦成為原住民相關議題中相當受重視之一環（盧道杰，2004）。原住民傳統領域

及生活方式在面臨國家政策措施，以及提升國家整體文化之時空背景下，驅離原來傳統生活，視

原住民文化低落而必須加以改進（李亦園等，1983；張建中，1998；陳丁祥、蘇淑娟，2004；顏

愛靜、楊國柱，2004），國家力量逐步改造了原住民族與土地及空間之依賴關係，使得原鄉失去了

政治、經濟、文化之主體性。 



3 

 

原住民族生活空間需能滿足該社會運作所需之政治、經濟、語言、教育、安全、認同及情感

依附等功能之生態領域，此正是所謂領域性（territory），主體所賴以滿足激勵、安全及認同等需

求之生存空間，即所謂存在空間或主體性空間（subjective space），此空間因為具有價值、意涵而

成為充滿主觀意義之場所。原鄉部落生活空間的各種景觀因具有全面性和複雜性之特性，可視為

「象徵性的環境」（Greider and Garkovich, 1994），呈現自然和文化，傳達出每個地方的獨特情感、

文化、歷史或精神，以定義這個地方的自明性及區別不同的地景，透過個人的視覺美感、信仰、

思考、行為及價值等，賦予自然和環境意義，反應出人類的自我定義及存在於自我與環境間之關

係（Antrop, 2005; Brown and Raymond, 2007; Greider and Garkovich, 1994; Rice and Urban, 2006; 

Terkenli, 2002），藉由實質的環境營造與景觀意義的傳達，串聯起居民與地方的記憶，維持人與環

境間的良性互動循環，強化居民對地方之認同感（蔡淑真，2006）。泰雅原住民對文化景觀之環境

識覺，原住民之環境意象可分為生產產業、社會公共交誼、觀光衝擊、傳統觀光、原住民生活及

遊憩設施等六類文化景觀，其中公共空間因佔其總識覺意象 22%（陳英任，2010），成為原住民

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景觀元素之一，該研究結果亦回應了顏雪櫻（2011）調查大愛村永久屋居

民對重建與遷村之公共空間的重要訴求。 

然，為何原住民的公共空間如此重要？指涉哪些重要文化景觀？包含了什麼地方情感及意

涵？為何成為原住民環境識覺中不可或缺的文化景觀。這些問題意識遂支持著本研究之進行。在

原住民傳統領域主體性空間之研究範圍中，涵蓋近來諸多研研究者所關注的原住民知識

（Indigenous knowledge, IK）與傳統知識 （traditional knowledge, TK）或在地知識 （local knowledge, 

LK）等知識系統，企圖藉由傳統知識調查來振復原住民文化地位及提升其重要性。在原住民學者

及原住民研究中，其環境識覺與世界觀是殊異於漢人的，生存空間所需及蘊含之意涵也與漢民族

大相逕庭，但落實到近幾年原住民規劃上，卻又失去原住民知識系統的概念與思維。國內重要原

住民卑南族知識份子孫大川（2010）的著作「山海世界：臺灣原住民心靈世界的摹寫」書中論述，

長期以來視原住民族為研究對象的學術社群，對知識生產有著深入的討論： 

這些研究首先標榜的當然是一種「純粹」的學術興趣，因而人類學家被嚴格要求對

其研究對象原住民，採取必要的距離。學術的報告當然只適合流通在圖書館、研究室和

教室裡，根據我們的了解，這個時期人類學家許多研究成果，大都並未回流到原住民社

會，也沒有成為原住民和漢族社會間對話橋梁。枯燥、艱深的學術論文，既未幫助原住

民同胞認識他們自己，也未給漢族朋友提供有效的資訊以了解原住民弟兄（孫大川，

2010：51-113）。 

他認為原住民的研究應以經驗或實用主義為立場，可運用回流到部落社會；或可透過原住民

研究之呈現與漢人進行對話，並對未來的研究者（學術社群）賦予期許，提出田野研究工作與被

研究者的關係，勢必要有所改善，應建立在更為長期的互動認識，產生更多的社會關懷。原住民

生活領域不論是獵場、漁區、耕地、採集地等自然地區或家屋、聚會所及祭儀等人文活動空間，

每個文化景觀與意象都有其所歸屬的意涵，進而發展出對場所情感或精神的依附與認同

（Kaltenborn, 1997），當住民對公共空間的依附因強烈到將自己生活納入其中，可能產生地方認

同即為心理依附和地方依賴（Moore and Graefe, 1994；Bricker and Kerstetter, 2000; Williams, 

2000），致使公共空間成為其日常生活中不可或缺的環境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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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即在近年來原住民部落環境規劃與重建遷村等議題規劃的反思背景下，擇取發展程度

不同之烏來區泰雅（新北市）、復興區泰雅（桃園市）與南澳鄉澳花村（宜蘭縣）作為研究地區與

夥伴，使用 Q方法進行多元尺度量化分析並結合質性研究照片引談法，整理出泰雅原住民識覺之

「公共空間」的原型（條件、意象），探討公共空間之原鄉環境、社會及文化底蘊，並對地方依附

狀態提出論述，試圖建立環境識覺量化分析與質性訪談之研究模式，進而獲致原住民公共空間識

覺意象之類型及空間意涵及再生產之意義（生活的意義），引導出另一種原住民公共空間的在地知

識研究。 

原住民環境識覺與空間再生產之價值 

臺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民族的系統，從 6,000 年前至日治時代，其生活相對獨立於深山曠野

中，與近 400 年來平原地區逐步開墾發展之漢人移民社會有地理上之隔離（汪明輝，2003），各

族自基於所屬的傳統領域之空間資源條件，歷經長久以來之生存，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生活方式，

此為人地關係之總體形式，並據此內在語言文化邏輯而形成生活世界，乃至獨特的宇宙觀

（cosmology）。在《原住民與部落人民公約》（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中，明

確揭櫫對原住民「土地」（lands）一詞，所採取領域之概念（concept of territories）是一種以原住

民族的立場對於土地所下的定義（高德義，2009：22-63）： 

The use of the term “lands” in Articles 15 and 16 shall include the concept of territories, which 

covers the total environment of the area which the peoples concerned occupy or otherwise use.（article 

13.1） 

Fikret Berkes（1999）將原住民傳統知識區別為四個層級加以討論，此四層級分別為：土地與

動物的在地知識（local knowledge of land, animals）、土地與資源管理系統（land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社會制度（social institutions）與世界觀（world view）。大致上，原住民個

人識覺的「家園」則由各家屋集結的住地、農地、漁場、獵場及聖地所形成的部落傳統生活世界。

其邊界相當具有彈性，通常在與鄰近部落的互動過程中有所消長。Stevenson（1998）認為原住民

知識有三個相互關係的要素：特殊性環境知識、生態系統關係知識、以及倫理學管理的適當人類

─環境關係的規則（Berkes, 1999）。原住民的知識包含了經由在地人制定的複雜慣例和決策。它以

經驗為準，在世代之間傳遞著。而且它也改變、同化、吸收新的知識包含進來。進言之，轉化為

原住民族三元論，為社會性、空間性、時間性三位辯證（汪明輝，2005），三者相互包含、相生相

成，概念上可以抽離實則不可分離。 

原住民傳統生活領域歷年來因著政治性、經濟性、避險性考量而進行遷徙，但遷村對一個（族

群）社會造成影響，且影響的層面包括人口、社會、經濟、政治等四大層面（葉志誠，1997）。近

年來遷村重建的歷程上，產生許多問題，影響層面在生活居住空間的變異、經濟的壓力、心理創

傷壓力及潛藏危機的存在，而部落社區關係因重新規劃與族群相異亦形成新的鄰里關係（黃小玲，

1998）。回顧原住民知識系統與近年遷村重建所引發之議題可知，原住民的空間識覺觀是原住民經

驗或實用的知識，把自己的一生都交付予大自然，發展出一套與土地共生的思維，共食、共同狩

獵、共享之傳統組織形態與文化方式，有著部落共同的社群文化記憶與土地的不可分割性，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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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對於土地使用的單筆區塊、絕對獨占、界址明確之傳統印象截然不同。 

過去原住民研究在空間或土地議題探討，著重在探討原住民聚落與家屋之傳統空間觀；土地

問題則關注於原住民保留地（土地）私有化的問題；建築領域則多從臺灣社會的「外力」介入原

住民聚落及家屋的變遷角度來探討家屋的設計與傳統意義。但對於現今原住民族而言，「原鄉」既

是包含了地緣上的身體空間經驗，也可能是一種趨近於文化認同上的空間想像。相對於現在的家

鄉，「原來的」一詞不僅暗示著「原鄉」在時間上的今昔對比或是空間中的景物已非，更有著從「現

在的」定居家園去追索「原來的」已失落家鄉的憧憬想像（余友良，2008）。因此，本研究探究原

住民對空間之識覺意象過程中，以照片引談方式呈現原住民本身的觀點以及對於其所居住地所產

生的群體意識與空間之地方依附情感。 

空間性所指涉的知識來自於空間的人文和社會內涵及明確的知識系統（Johnston et al., 

2000）。Lefebvre （1991）提出空間性之三元辯證，以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之空間三要素來討論空間的生產，

並揭露鑲嵌其中之社會關係。三個向度空間概念，隨著不同的生產方式和時間，展現不同組成促

使了空間的生產，三個要素之間的關係永遠不是簡單或穩定。地理學者索雅（Soja）引用 Lefebvre 

（1991）觀點，空間不應只是抽象、無感情，而是生產與再生產的支配關係發生之處，從日常活

動的例行事件到長期的歷史創造都根植於空間的態勢。本研究採用 Lefebvre（1991）三元辯證之

空間觀點，將公共空間之放置於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再現空間中，並提出其分析架構應由空間

所展現為感知的（perceived）、構想的（conceived）以及生活的（lived）等。換言之，日常生活的

空間是和個人對地方的記憶（Guiliani and Feldman, 1993; Williams and Patterson, 1999）與個人的

經驗是不可分的，環境中的點點滴滴是為人所熟悉的並且充滿意義（McAndrew, 1993; Hay, 

1998）。Banerjee（2001）探討了公共空間產生相關的問題，包含：公共空間的私有化、「乾淨」

的公共空間、公共生活的私有化和把公共空間當作「家」等。其中把公共空間當作「家」在概念

上對本研究在識覺訪談有很大的啟示。哈伯瑪斯對公共性的見解，認為「公共性」便是顯現出一

群人為互相關聯生活在一起的相關性質，公共空間就是能關注自我與他人之關聯性的社會生活方

式與聯繫，公共領域有討論性、批判性、平等性、開放性及強調公共意見和公共輿論的形成等五

項特徵（李佃來，2006）。 

汪明輝（2005）曾提出一系列空間性知識概念，說明原住民所屬領域之空間結構特徵，有三

層面的涵義，一、具體空間利用或建築所形成之空間，融合族群特殊工法、形式、風格、藝術、

色彩、圖案等質素，土地利用方式亦呈顯族群偏好之作物、種植方法、生態環境或者對動物之價

值分類、利用方式與採集獲取之空間形式結果。二、空間主體性意義，區分場所的意義，如神聖

或世俗空間、祖靈空間、聖山、惡靈之地、祭儀空間、天堂之命名，或基於歷史記憶口傳、或超

自然觀念或單存生活經驗或生態知識，透過命名賦予空間族群意義。三、領域空間之主權以及領

域內在之權力分配與均衡作用過程。而本研究探討泰雅原住民對公共空間景觀之共同識覺意象，

因此所提及的空間性意涵採用 Lefebvre 之再現空間概念，從景觀功能、意義及形式三構面

（Terkenli, 2001）進行照片引談，其中功能價值包括景觀提供之各種資源、活動及人之行為模式、

態度；意義價值包括景觀之文化認同、象徵性、情感精神；形式價值包括對景觀美感知覺、形象

能力、代表性，並就其再現（「現在的」）之泰雅原住民空間性知識進行實證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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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覺意象與地方依附之交互論述 

上述對原住民傳統領域與生活空間的文獻討論，原住民環境識覺所呈現的景觀意義向度包含

空間的家屋、耕地、獵場、聚落，還有族人、文化、記憶、歷史、情感，它是個立體的、充滿生

命力的「人」的「安頓之所」。Cosgrove and Daniels（1988）主張「景觀是一種文化意象，一種以

圖像的方式再現、結構化的或象徵化的週遭環境。環境意象是人與所處環境雙向作用的結果。環

境存在著差異和聯繫，觀察者借助強大的適應能力，按照自己的意願對所見事物進行選擇、組織

並賦予意義，同時亦為人們心目中關於某地的形象或者印象，藉由回憶、照片、文字敘述或者繪

畫而被製造出來，而人們往往也透過這個意象來認識某個地方（李卉婷，2006）。意象擁有特殊的

力量，意象性是複雜的和動態的，主要反應觀賞者的特質（Ryan and Cave, 2005）是人們對某一

地域或目標所具有的整體信念、理想以及印象（Crompton, 1979），其所描述的是一個總體的印象

心理架構本質，而不是一個單獨的特徵或品質，但是意象除了對目的地的印象之外，也包含著個

人的情感因素（Dobni and Zinkhan, 1990）。而在文化作用下的景觀可以再現於各種不同的物質及

表現上，如：畫在帆布上，寫在紙上以及地表的石頭、水體及植被上」。於是乎景觀的所有形式可

被視為文化的能指（cultural signifiers），並說明其中顯示文化態度與過程（Johnston, 2000）。 

Appleton（1980）就相當簡潔地區分景觀與環境：「「景觀」並非「環境」同義字；它是「被

識覺到的環境（the environment perceived）」，特別是視覺上的識覺」。據此，景觀可以解讀為文本

（text），闡述著人群的信念，景觀的塑造被視為表達社會的意識型態與網絡關係，文化景觀即為

文化群體改造環境過程、空間被利用的方式（王志弘譯，2003）。文化景觀為一套表意系統

（signifying system），顯示社會據以組織的價值。Cosgrove and Daniels（1988）將圖像學的概念從

藝術史的範疇中應用到景觀的闡述上，主張「景觀是一種文化意象，一種以圖像的方式再現、結

構化的或象徵化的週遭環境。這並不是說景觀是無形的，非物質的。從「認知地理學派」研究出

發，經由主體個人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和嗅覺的感官感覺，與價值選擇後引發識覺，再不斷

地與過去經驗、記憶來重新建構認知，最後綜合產生心中有個意義之地方圖像。個人對環境或對

象所有的識覺，也就是有關該對象的事實、知識、信念等，透過對環境資訊認知的過程，將其環

境訊息編碼、儲存、回憶以及解碼，並轉化成為影像加以歸納分類、解釋它的意義 （李素馨，1997；

李英弘、梁文嘉，2000）。 

識覺本身是主觀的意識形態產物，透過感官，接受環境的訊息或刺激，並將此訊息儲存和組

織而形成對環境識覺之意象；此意象能滿足個人的立即需要，並符合個人早先的經驗和價值體或

者為真實世界提供行為者各種決策所需資訊，這些資訊經由感官器官接收以後，透過價值系統的

過濾而成為行為者腦海中之意象（Downs, 1970）。而我們居住或遊憩過、讀過或看到的、以及在

腦海中想像或冥思的等人事物環境，都是形成個體有關自然和人文意象的要素；由以上不難得知，

識覺常牽涉到真實世界的接觸，且不同的人透過本身的價值系統（value system）會有不同的反應

（倪進誠，1992）。進言之，建立在原住民在地知識與生活經驗的識覺意象，其共同之識覺意象可

從確立個人的「主觀性」識覺來歸納族群意識共同之處。 

Gold（1980）認為環境識覺是探討人腦中的意象是如何發展到行為的過程，重視人對環境的

認知。Zube et al.（1982）將人與環境互動的識覺過程作一說明，說明了人在與環境互動的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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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透過觀察者注意、理解和記憶與環境的內涵進行相互的影響，進而產生行為、價值觀、滿

意度等結果。在九十年代學者更將環境識覺的概念延伸至透過感官去接受「環境」所傳遞的訊息，

並利用過去的知識、經驗和價值觀等去整理、判斷並歸納形成對該等訊息的看法就是環境識覺。「生

活宇宙」是指每個人在實際的生活上，由自己的知識、經驗、情感和意志等精神力所建構的「宇

宙」（徐美玲、王秋原，1990）；張長義（1984）認為環境識覺之研究側重在環境資訊之接收、意

象之形成及評價與決策等三方面。Tuan（1977）認為環境（空間）識覺是生活型態的一部分，是

對空間活動、心智空間組織、評估和特定空間部分偏好的積極反應。在研究者過去原住民環境識

覺研究中，發現泰雅原住民對環境意象可分為生產產業、社會公共交誼、觀光衝擊、傳統觀光、

原住民生活及遊憩設施等六類文化景觀，在人口規模小的原鄉地區，公共空間因提供了交誼活動

與社會網絡之依附，成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景觀元素之一（佔總識覺意象 22%），由此可知，

原鄉空間結構特性的界定過程中，分析的對象不僅著重於實質結構所構成的空間型態，同時需注

意各個結構系統互動所產生的社經活動、自然界的影響條件。如同 Hodge and Gatrell（1976）所

說：「空間形式會限制那些存在於政治、經濟、社會系統中的各項活動；相反地，這些活動作用的

結果亦展現在空間形式上。」（陳坤宏，2001）。 

環境識覺應用的調查概念十分廣泛，在災害識覺、遊客識覺及當地居民的識覺，涵蓋人文與

自然方面的環境議題，因此透過環境識覺之理論基礎來理解泰雅族公共空間的景觀意象原型與空

間意涵是十分合適的，以下就過去環境識覺研究之共同性做一整理： 

（一）環境識覺研究的最重要貢獻在於調查出使用者（遊客）或居民的看法與決策行為，從中可

歸納出各種影響行為結果的各種因素。 

（二）透過問卷調查整理出之量化資料，再經由深度訪談內容之佐證，可整理出之間的相關性，

分析出影響環境識覺中個人行為決策的部分。 

（三）在環境及景觀規劃中，居民的環境識覺佔有極重要的角色，應著重強調識覺模式中人與景

觀的互動關係及觀察特性，並認為整個交互作用的結果，必須回饋到人與環境中，以作為

未來環境規劃的目標。 

總括而言，識覺為主觀的個人體驗，經過對環境訊息的篩選後從局部來觀察，因此在每個人

心中對環境有其共同與不同之感受與認知，又因為它是一種心理環境的呈現，故具有意義，此意

義提供歸屬感、認同感或安全感，甚而可指導不同社群之人們行為之發生。人在腦海中會對地方

形成一幅意義圖像，該「圖像」並非一幅實實在在的圖像，而是一幅「似影像」的圖像，是經由

人的心智、經驗與意象而建構出的一種綜合圖像即為人心中之意象（image）。環境意象是觀察者

與所處環境雙向作用的結果。環境存在著差異和聯繫，觀察者借助強大的適應能力，按照自己的

意願對所見事物進行選擇、組織並賦予意義，同時亦為人們心目中關於某地的形象或者印象，藉

由回憶、照片、文字敘述或者繪畫而被製造出來，而人們往往也透過這個意象來認識某個地方（李

卉婷，2006）。功能上「環境意象是人們的一個廣闊的參考架構，可以組織活動、信念與知識。可

以扮演一個社會性的角色，為團體溝通提供了象徵與集體記憶的素材，而給予使用者一種情緒上

的安全感」。 

意象的本意是從心理學的層面，而由意象所引發的行為也成為行為學的討論重點。Boulding

（1965）提出意象的概念，探討其在人類經濟活動與其他領域所扮演的角色，他指出人類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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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受知識與資訊的引導外，更是個人所識覺的意象產物（林妙霏，2005）。English 和 Mayfield 

（1972）指出「每個人心中都有著一幅世界意象，個人偏好、價值、決策及行為均以此意象為依

據，而不是以客觀的現實世界為準」（施添福，1980）。Boulding（1961）將意象界定為一種經驗、

態度、記憶和直接感覺產生的心靈圖像，它好像是人與環境所訂定的契約，不僅是人的感覺，同

時也代表人們安排活動的意願，它用來解釋資訊並引導行為，為充滿意義的事務和概念之間提供

一個相對穩定的秩序（Baloglu and McCleary, 1999）。在心理學與行為學的學理基礎下，許多研究

面向和它產生關係，如產品意象（Cai, 2002）、旅遊意象（Baloglu and McCleary, 1999）、公共藝術

（Stilgoe, 2005）與空間意象（Lynch, 1960）等，而其中和本研究較相關的是空間意象的部份。而

環境識覺是探討人腦的意象發展到行為的經過，注重人對環境的認知。人腦在接受外界資訊後，

會自動組織、分析，將意象呈現在腦海中，產生人對環境的識覺，因而環境識覺是在探討環境、

人、行為的關係（林玉芬，2003）。 

李素馨等人（1997）指出意象常是一種廣泛地對事物的觀念、判斷、喜好和態度的混合體。

意象也是一種凌駕於知識之上的抽象概念，包括過去的經驗及現在的刺激，對都市的意象存在於

都市內活動之人群，及對於該都市實質環境產生的了解，環境認識的過程和範疇中涉及環境中具

有語言暗碼的意味的「印象」。意象是人憑藉感官系統，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和嗅覺接收

環境訊息，再透過人本身的「意」，即價值與喜惡的過濾後所產生的心理圖像，重新建構過去的經

驗及外界的刺激後形成的一種當下的印象，表現在個人的喜好和態度上（伍怡真，2006）。意象與

現實兩者之間具有相似、類同、類似的關聯存在，而「地理的意象是眾多地理敘述之ㄧ種構成元

素，特別是地圖、照片、衛星圖與其他視覺的再現，就如同書寫和口語的表達一樣」。和空間相關

的意象探討主要是都市計畫學、觀光旅遊與地理學之場所精神。其論點包括：意象擁有特殊的力

量，意象性是複雜的和動態的，主要反應觀賞者的特質（Ryan and Cave, 2005）是人們對某一地

域或目標所具有的整體信念、理想以及印象（Crompton, 1979），意象所描述的是一個總體的印象

心理架構本質，而不是一個單獨的特徵或品質，但是意象除了對目的地的印象之外，也包含著個

人的情感因素（Dobni and Zinkhan, 1990）。 

許多研究在探討地方依附時，主要包含兩個構面，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及地方自明

性（place identity）（Williams et al., 1992; Moore and Graefe, 1994; Bricker and kerstetter, 2000; Pretty 

et al., 2003; Williams and Vaske, 2003; kyle et al., 2005; Stedman, 2006），其中 Bricker and kerstetter

（2000）另外加入生活型態（lifestyle）作為評估地方依附之構面，但生活型態主要在指當地居民

透過日常生活之各種活動，與地方產生密切地互動情感連結。是以，地方依賴、地方自明性及社

會連結三構面遂成為本研究在照片引談中使用的訪談大綱問項。Lynch 認為散佈在都市各個角落

的小區塊公共空間，方便人們使用，為公共空間為日常生活所必須之場所，而原鄉地區的公共空

間即屬於此種類型的日常生活空間。原住民對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情感、意志等精神價值，即在

於其對環境的識覺。Kyle et al.（2004）探討露營者對於環境密度的知覺與地方依附知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對環境具有高度自明性者，較易感覺環境擁擠，而相較於依賴程度者，則感覺環境密

度是適宜的，而原鄉地區「公共交誼」空間是相當適合於烏來泰雅族地方社會力量的凝聚，能讓

居民相互認識、交談與互助合作，進而舉辦活動與學習，也常作為文化傳承之使用空間（陳英任，

2010），原鄉地區的公共空間不僅具有公共的功能，更顯現其地方參與、改造與活化原鄉之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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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對公共事務需求的共識及情感聯繫，使得人們在公共領域中發表個人意見並對公眾事務作出

理性討論的社會互動形式，得以證成公共性的實現。把日常生活結合並與公共空間中實踐生活的

生活方式，依存的認同與依賴情感讓原鄉公共空間成為亦公（公共機能）亦私（交誼聚會）的有

趣空間，使其再生產成為地方依附的家園意象之一。原鄉公共空間之地方依附成為人們和特定地

點所聯繫的情感（Hidalgo and Hernaendez, 2001），從地方獲取的一種感情信念（Notion of Affective）

或情感關聯（Emotional Bonding）的過程，以及情緒性的和感情表現的關係（劉俊志，2003）。 

由於地方包含了實體的環境層面以及心理上的情感認同與歸屬層面，因此對於地方在環境層

面上，若是對於地方有特別的機能性需求，則會發展出地方依賴；若是對地方發展出認同及歸屬

感，則會發展出地方認同（李英弘、林朝欽，1997；Moore and Graefe, 1994）。而在本研究中，原

住民對於公共空間的地方依附討論主要是包含了兩個層面意義：首先是對於地方實體環境功能上

探討的地方依賴；其次是對於精神與情感層面上探討的地方認同。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

可化約為對地方有有正面的情感，個人可以願意去維持或促進地方的發展，並且在地方獲得的滿

足後，也願意回應地方感與信賴地方，並對地方有永恆的期待（Shumaker and Taylor, 1983）。由

於地方依附是隨著個人生活中累積生活的經驗，因此會隨著個人不同的能力和行為體驗下理解價

值和意義（Shumaker and Taylor, 1983; Giuliani and Feldman, 1993）。換言之，地方依附是和個人對

地方的記憶（Guiliani and Fedlamn, 1993; Williams and Patterson, 1999）與個人的經驗是不可分的，

環境中的點點滴滴是為人所熟悉的並且充滿意義（McAndrew, 1993; Hay, 1998）。 

原住民對於公共空間所產生的「依附」是一種人與地之間情感上的關係，包括識覺、偏好或

判斷，或是一種情緒上或情感上的情結。而且依附的對象與行為方式，會隨著年齡成長、經驗等，

在不同的階段會有不同的改變（Tuan, 1977；蔡秀玲，1998）。而總括而言之，地方依附源起於對

地方中事物及活動的參與，以及深入的了解及涉入。而在本研究中，原住民對於公共空間的地方

依附討論主要是包含了兩個層面意義。首先是對於地方實體環境功能上探討的地方依賴；其次是

對於精神與情感層面上探討的地方認同。 

綜上所述，本研究中之「公共空間」泛指泰雅地區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中從事各種活動的空間，

此類空間包含地域、場域、場所之概念，亦指對泰雅原住民具有意義及情感的地方中心，且由於

本研究主在探討原住民對公共空間的地方依附情感，因此強調居民與公共空間之社會連結。因此，

照片引談大綱使用 Kyle et al.（2005）之觀點，以地方依賴、地方自明性及社會連結三部分，作為

探討地方依附之構面，藉由公共空間之功能、意義及形式價值作為評估程度，其中地方依賴包括

空間形式及功能目的、活動，地方自明性包括對其產生之獨特情感、意義或精神象徵，而社會連

結則探討泰雅原住民對於公共空間之社會連結及需求，如友情、社交關係，從中探討爬梳泰雅原

住民對於公共空間的需求、價值、態度及行為。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對外發展程度與生活環境情況相異之新北市烏來區、桃園市復興區及宜蘭縣南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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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為研究夥伴，以探討出不同類型之泰雅族公共空間之識覺意象。本研究以三個不同研究階段

以建構其公共空間之意象，在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先蒐集與歸納原住民公共空間類型及分類準

則，並分析原住民公共空間識覺原型的共通性及一貫性，第二階段以多元尺度法分析原住民環境

識覺之原型（條件、意象）；第三階段再使用照片引談法，探究原住民空間建構之歷程、地方依附

與社會意涵。 

新北市烏來區自 1950 年代開始，即以天然自然資源與原住民異文化觀光活動作為號召，在

鄰近台北的國際觀光地利之便下，遂成為台灣最早發展異族觀光活動的兩個地區之一（謝世忠，

1992）。1990 年代政府規劃一系列溫泉產業計劃作為經濟發展之動力，建設烏來區基礎設施與設

備，表現政府鼓勵烏來以溫泉資源以爭取觀光之收益，使得烏來地區與觀光產業緊密結合，觀光

活動與其日常生活已是分割不開的一部份，在族群、產業與地方的交互作用之下，形塑出原鄉溫

泉產業等主流意象，產生許多觀光衝擊，更對部落傳統文化與發展產生重要之影響。 

桃園市復興區在日治時期，雖有日人指導泰雅族人開闢水田、栽種水稻，對於苧麻與甘薯等

作物接指導耕作技術，提供改良方法使得農作物產列逐年增長（復興鄉公所，2000）。但觀光與對

外發展均僅限於小部分地區。自 1986年設立達觀自然保護區後，為北橫公路上以自然生態與高山

水蜜桃聞名之旅遊景點；而 1994年政府提出社區總體營造及 1998年增列「地方文化產業振興」

作為年度施政計畫補助社區組織推動（蔣玉蟬，2004），使得復興區泰雅部落紛紛開始組織自己的

社團與發展部落辦理文化活動，成立文化工作室、傳統舞蹈團等等。1995年復興鄉公所選定復興

鄉台地為一示範區，由桃園縣政府專款補助，將泰雅族文化以故事畫板、說明圖、塑像、牆壁彩

繪等作完整的敘述，並將街道市容整頓，結合全部商家統一規劃，以傳統泰雅族布圖紋製作招牌

後，輔導商店經營，力求商圈整潔明朗、服務有禮、陳列有序以活化商圈各行業生命力（復興鄉

公所，2000），這是復興區原住民地區第一次的商圈示範區之大改造計畫，也是讓桃園市復興區成

為原鄉觀光景點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宜蘭縣南澳鄉境內泰雅族隸屬於不同泰雅亞群（李亦園等，1963），在歷經日治時期之集團移

住與國民政府時期之國家力量之介入，歷經長期混合居住後，南澳泰雅在心理上已建立我群（we 

group）的觀念。南澳泰雅在產業發展上，主要是以國民政府的原住民族保留地的編查、「定耕法」

及「造林法」之實施的影響。首先在於對土地私有權觀念的新認識（李亦園，1982；廖文生，1984；

顏愛靜、楊國柱，2004），如在測量與調查中，無形中改變了原住民族土地的傳統制度，使傳統超

出家庭以外的原社會團體，對生產資源喪失了控制的能力；另一方面也改變原住民對土地經營的

態度及方法，甚至進一步改變其生產關係，而奠下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廖文生，1984）。1957 年

自建中石礦設立後，南澳泰雅成年男子漸漸進入礦場工作，而部落的經濟活動也從種植水稻、花

生與香菇等作物轉而在 1986年鄉公所鼓勵部落村民種植枇杷，但是由於部落年輕勞動力均投入工

礦及運輸業、種植枇杷所需成本高但效益低、產銷管道不順暢等因素，2000年後大部分已被剷除

或轉作旱作，也因為國民政府的山地資本主義化運動，使得南澳鄉泰雅居民過去主要的就業以礦

業為主。近年來在礦業的落寞下，南澳鄉公所試圖以觀光做為號召，希望藉由觀光活動帶動地方

經濟。 

本研究關注於原住民族對於「公共空間」之識覺意象與地方依附之需求，擇取台灣最早以觀

光最作為經濟發展之新北市烏來區泰雅、1990年代同時推動形象商圈與地方文化的桃園市復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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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及以農業與礦業為生計進而轉型欲發展觀光活動之宜蘭縣南澳泰雅族等三種不同類型的泰雅

部落，企圖整理出原住民識覺之「公共空間」的原型 （條件、意象），並嘗試論述原住民對公共

空間所產生之識覺隱喻感受意涵，尤其是對於公共空間如何再生產及地方依附情感表達，諸如情

感性語言、景觀故事的敘述與生理或心理上的需求等語意，將原住民環境識覺意象聚焦於公共空

間的尺度，於此反映出原住民所識覺之公共空間的生活經驗、文化意涵與地方依附，呈現原住民

識覺意象原型的共通性及一貫性，從原住民經驗或實用的知識使漢人能夠「瞭解他們的明白」，在

規劃與建設時有更多元且適應性之原住民公共空間景觀「原型」的實施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探討泰雅原住民公共空間景觀之原型與識覺意涵，先進行公共空間景觀意象之蒐集

與分類，進而使用照片引談泰雅原住民對不同類型公共空間之環境識覺，爬梳其在原住民社會所

隱含的文化底蘊及地方依附之情況。因此，本研究共分三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為泰雅公共空間景

觀調查與照片拍攝蒐集，請 10-15 位泰雅原住民指認出屬於他們公共空間所代表的景觀，由本研

究團隊進行拍攝或由當地住民提供可視可感之照片；第二階段使用 Q 分法進行照片分類並配合多

元尺度量化分析將泰雅公共空間景觀分類及探討其分類之準則；第三階段則以「照片引談法」

（Photo-Elicitation Technique）探索受訪者心中概念及背後隱藏意義，讓受訪者從公共空間景觀類

型中篩選並說明自己偏好之照片，詮釋泰雅公共空間景觀並討論對公共空間景觀類別之依附程

度。以照片引談的質性的研究程序可彌補量化研究無法理解識覺意涵之困境，可與量化研究程序

的 Q方法技術相互搭配使用，發揮多元研究方法相輔相成之效果。 

研究地區指涉泰雅族生活與居住之原鄉部落範圍內公共空間。泰雅族（Atayal），是臺灣原住

民族群的第三大族群，研究地區擇取觀光發展程度不同之烏來區泰雅（新北市）、復興區泰雅（桃

園市）與南澳鄉泰雅（宜蘭縣）作為研究地區與夥伴。首先，建立原住民識覺之公共空間景觀之

基礎資料，以地方產業、組織協會或為地方重要人士之泰雅當地之原住民受訪者約 10-15 位並指

出公共空間之代表處，同時受訪者也需列出上開地點應該被拍攝的時間背景，由研究團隊協助拍

攝原住民環境識覺所投射之景觀照片並與以分類編碼，扣除重複敘述之地點，如此可獲得代表原

住民公共空間的文化景觀照片（研究媒介），同時亦可請當地泰雅居民提供公共空間之景觀照片。 

Q方法（Q-methodology）最早由英國的物理學家兼心理學家William Stephenson於 1935年提

出的研究方法，後來在美國逐步受到學術界重視，主要應用在研究傳播、政治科學、哲學、心理、

營養衛生以及心理計量等領域（Kerlinger,1986）。Q 方法可讓受訪者根據自己主觀的想法或感覺

來對景觀照片進行分類，藉由這樣一個過程，使用此方法可藉由照片群組間相同或不同之處將表

示及隱喻其中的意涵引導出來，可讓受訪者根據自己主觀的想法或感覺來對景觀照片進行分類，

藉由這樣一個過程，使用此方法可藉由照片群組間相同或不同之處將表示及隱喻其中的意涵引導

出來，可以測出隱含在受試者內心主觀的想法及觀點（Smith, 2001; Brouwer, 1999；引自 Exel and 

Graaf, 2005）。Schlinger（1969）亦認為，任何有關主觀態度、識覺的主題，Q方法都是也是一個

蒐集資料很好的方式。Q 方法分類景觀類型之命名是基於受訪者所聚集的照片項目內容而定，可

以幫助釐清受測者的主觀態度，得到個別之看法，它是一種結合質性研究與量化研究特性的研究

方法。過程中皆由受訪者針對每一組照片進行命名，並請詳述如此分類的理由以及這類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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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可避免以研究者為中心的主觀意識（Fincher and Tenenberg, 2005）。 

第二階段調查請有別於第一階段的另外 322位受訪者進行 Q 方法，而這 322位受訪者是在烏

來區活動中心（123位）、復興區活動中心（116位）與澳花國小禮堂（83位）進行景觀照片之歸

納與挑選，分別委由當地居民各別邀請有意願之受訪者。將受訪者分為兩群主要是為避免提供公

共空間識覺資料者在分類景觀資料有過於主觀之想法（因第一階段受訪者是提供意象媒介者），而

由另一群受訪者進行較為客觀的照片挑選與分類。總覽原住民公共空間的文化景觀照片後，告知

受訪者將其認為「相似或一樣或雷同」的照片放在一類，要分成多少類，每類中有幾張景觀照片

均由受訪者決定。照片挑選與分類完畢後，請受訪者大致敘述歸納類別之原因，以期了解原住民

對公共空間文化景觀之類型區分與區分之準則。在WMDS 加權多元尺度分析中 Q方法資料能夠

進一步地利用喜好分析或特性分析將受試者本身或屬性加於該刺激空間中，能適切地表達人對環

境意象的分類、評判與準則之資料，將人心中對環境識覺間的關係投射在此幾何空間中，使得公

共空間景觀類別的分析結果更能夠具有解釋性。多元尺度法的運用將能夠促使本研究達成歸納分

類之目的，建立泰雅原住民對公共空間之意象類型並作為在第三階段照片引談法之基礎資料。 

為能更加廣泛、詳細、深入探討泰雅公共空間景觀類型與景觀意象之關係，本研究由階段一

與階段二所獲得之泰雅公共空間景觀類型，進行後續質性研究之照片引談研究工作。以滾雪球之

方式訪談烏來區泰雅（新北市）、復興區泰雅（桃園市）與南澳區泰雅（宜蘭縣）共 35位受訪者，

他們的背景分別為農業工作者 10位；觀光相關產業者 8位；發展協會工作者 7位；獵人 4位；政

府單位工作者 6 位。照片引談之訪談提綱，根據 Prentice（2004）照片引談法主要針對公共空間

的形式、功能與意義及地方依賴、地方依附與社會連結做訪談，情感因素中「熟悉感」的重要性，

越熟悉則越能產生正面的意象。 

綜合以上討論，本研究主要從多元尺度法來歸納、集中與普同原住民對公共空間意象，並產

生公共空間之意象原型，那麼透過照片引談法的方式便是在開放的視覺與多元的文化前提下，理

解並詮釋公共空間實踐、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使得精神層面上的意義投射到具體可感的景觀照

片，成為可觀察的地方依附情感的表徵。也就是說，照片引談所視之公共空間，以及此框架內的

種種意涵（理性或感性），皆彼此層層相扣地圈限出原住民對公共空間之識覺世界樣貌與地方依附

之情感，甚至是文化屬性而可以成為理解原住民公共空間價值之研究範式。 

泰雅族公共空間之識覺意象類型與意涵 

本研究以觀光發展程度不同之烏來泰雅（新北市）、復興區泰雅（桃園縣）與南澳泰雅（宜蘭

縣）作為研究地區與夥伴，在第一階段泰雅族公共空間景觀意象調查後獲致 224張公共空間之景

觀照片，再請三處泰雅居民將相同類型之景觀照片收斂至 56張（例如：烏來郵局與復興區郵局僅

保留一處），接續進行第二階段泰雅公共空間景觀類型 Q 方法之分類，烏來泰雅受訪者 112 位；

復興區泰雅受訪者 106位；南澳泰雅受訪者 104位，共計 322位 Q方法之受訪者進行泰雅公共空

間之照片類型分類。男性受訪者 146位（45.3%）；女性受訪者有 176位（54.7 %），女性受訪比率

較高。年齡 41~50歲受訪最多，佔 43.2%；其次為 51~60歲，佔 20.3%；而 20歲以下最少，僅佔

5%。教育程度高中職學歷佔 52.8%；國中小佔 22.3%；大專及大學佔 20.6%；而研究所以上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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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4.3%，受訪者教育程度以中等教育為主。工作職業以農業相關產業（包含提供農業產品），佔

42%，其餘分別為觀光相關產業或服務業（15.3%）、工業（13.6%）、公教（12%）。 

透過多元尺度分析產生 2─5個維數及收斂標準（stress values）更由（RSQ）得知每個模式資

料矩陣關聯之適配性。其中 3 個維數解依據 Kruskal 理論因其具有非常好的壓力係數與收斂程度

（stress values=0.024; RSQ=0.997），而被挑選出來。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允許受訪者使用確認有意

義之判定準則作為受對環境的評價與分類。多重分類法進行同時，受訪者將照片分類並用口述表

示他們對於分類群組之相關聯想；Q 方法經由受訪者識覺之適合程度來評價照片，也將每組之間

的特徵相對性地區分開來。其中有六個鄰近群組被確認出，這三份分析結果作為構成鄰近群組之

維度基礎，以「傳統─現代」為橫軸，三個維度分別為「需求程度」、「日常─非日常」。 

透過多重分類法產生六個群組型態：「部落（宗教）凝聚景觀」（表1）、「文化傳承景觀」 （表

2）、「傳統技藝景觀」（表3）、「交誼活動景觀」（表4）、「經濟生活景觀」（表5）及「公共造景景觀」

（表6），分析結果如下： 

（一）「部落（宗教）凝聚景觀」識覺意涵 

此群組的代表文化景觀為泰雅族部落中，聚會與宗教凝聚力量之展現，調查之烏來區、復興區

與南澳鄉泰雅族各有其之不同程度之需求與凝聚力量。在觀光發展程度最高的烏來天主堂與發展程

度最低的宜蘭澳花和平教堂皆為當地居民中心重要的聚會場所與心靈寄託空間，烏來受訪者B：「在

我們原住民泰雅族來講，教堂幾乎都是我們家周邊的建築物之一，平常我們除了每天接觸教堂。從

小到大，我們就是一直往教堂走，那我們對每個人感情都很好我們從小就在那邊，我們下課、寫完

功課，都在教堂寫功課，寫功課都在教堂裡面，玩遊戲都在教堂門口，那教堂附近籃球場我們就會

玩一些以前那個什麼跳繩之類的，所以我們跟周邊的感情都很好。」；南澳鄉受訪者Y：「三、五、

日或是五六日固定都會到教堂那邊啦，星期三就是家族禮拜日，比較長就是去教會的活動，如果像

是部落的話，開會議的話就她們會在發文拉，有什麼活動前她們會請我們去開部落會議。教會禮拜

也是通知族人的一個管道，聚集大家開會或是傳遞訊息。」。 

對於觀光發展程度相當高的烏來泰雅族而言，教會提供一個中立的立場，不是僅僅是宗教場

所，更是一個凝聚的媒介空間；而相較於發展程度最低的南澳泰雅來說，因缺乏大型的部落集會地

點，教會成為大家聚會、召開部落會議的地方，成為凝聚部落情感與生活人際網絡的重要公共空間。

復興區泰雅族則對教會有另一種不同程度的識覺與認知，他們產生對教堂迎拒並存的心理，受訪者

M：「教會算是改變我們部落的一部分精神上的寄託，所以為什麼宗教一進來原住民大多都信教這

也是環境的關係祖先的觀念都有一個神，祖先認為宇宙當中有一個神可以掌控人，他認為這個大地

不是隨便有的山林裡面的東西和食物都不事本來有的一定有個創造者。其實傳統泰雅族文化，他就

是以這個祖靈也就是祖先啦，在宗教文化進來了之後，所以很多你看到現代的一些原住民的家庭裡

面，他們並沒有拜祖先，就是失去我們以前對祖靈的虔誠。」；受訪者P：「我自己個人對教會進入

部落是比較反對的，因為它畢竟是外國人，它不是我們原本的東西，那我覺得身為我自己是泰雅族

的，我覺得找回自己原本的東西那是非常重要的」。在發展程度居間之復興區泰雅，部落（宗教）

凝聚景觀是居民日常生活必需，但同時他們也認為此類文化景觀屬於外來的力量。不若早期即被漢

化的烏來泰雅，以教會作為凝聚與聚會的中立場所，亦不同於南澳泰雅以教會作為訊息與資源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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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故對於教會宗教與祖靈之間有更深層的思考與傳統立場的表達，教會僅為部分有信仰的族

人聚會之場所，在地方上產生的凝聚力量之程度較為薄弱。 

表 1 部落（宗教）凝聚景觀 

 

 

 

 

 

 

 

 

55─宜蘭澳花和平教堂 

（M=4.19 ; SD=1.00） 

 

 

 

 

 

 

 

 

34─復興區三民村 

長老教會 

（M=4.54 ; SD=1.24）

 

 

 

 

 

 

 

 

32─烏來天主堂 

（M=3.05 ; SD=1.13）

 

 

 

 

 

 

 

 

33─復興區羅浮教堂 

（M=3.80 ; SD=1.30）

（二）「文化傳承景觀」識覺意涵 

    此群組是泰雅部落社會之部落大學、族語教學、國小教育、文化慶典活動、祖靈信仰、紋面

文化與族語吟唱等文化傳承之識覺景觀。這些公共空間之文化景觀被評價為泰雅部落最需要的景

觀 （M=5.54 ; SD=0.76），說明了泰雅族群其日常生活空間所需要最基本的文化傳承空間，而國

小學校、部落大學與機會中心則扮演著重要的文化傳遞角色，時常舉辦泰雅文化之活動與競賽。

受訪者 D 認為國小學校是部落族人受教育的地方：「學校對我們來講算是功不可沒，我們所學的

就是從學校，從小到大的族語教育除了在家學以外，就是學校。啊現在，小朋友都在學校學的。」

其他受訪者亦是以受教育的學校（國小）出發，給予他們最溫暖的保護。 

    受訪者通常識覺到族語與紋面的重要性，不論是南澳、復興與烏來地區之泰雅，復興受訪者

T表示：「有兩個年輕人已經有紋面了，可是他的紋面並不是說像傳統一樣，男生要有獵人頭、女

生要能夠織布，所以他們跟傳統是有對立的，因為他們心中有泰雅族的傳統所以他們紋在臉上是

一個榮耀。」南澳年輕受訪者 AB也認為：「我們泰雅族文化有三寶就是口簧琴、紋面、織布，我

也很想要紋面，但是想到平地人看我怪怪的，紋面也不能隨便紋，要有資格的才能紋。」受訪者

均認為紋面的習俗與傳統是非常重要的，但卻沒有透過公共空間內部軟體之呈現與教育環境保存

下來是非常可惜的情況。族語的推動亦是公共空間所需要的重點項目，目前僅在國小學校進行基

礎的族語教學，而復興區與烏來地區面臨到同樣的族語保存問題，「我們可以分為前後山，那後

山的部分語言保留比較完整，他們小朋友跟他講母語也較能溝通，那前山也是有，但就比較屬於

後面，那所以說現在講母語的人越來越少了。語言的部分是這樣啦，那當然語言振興事很重要的

啦，但是需要的是 我們這裡還是有很多學者或是去讀比較高一些的人他應該要去研究一下，去

把這裡的語言來作一個恢復，慢慢的小朋友都不會講了，只會講一些基本的啦，所以現在碰到有

民眾來阿，我就會說你用母語跟我講，我不懂你就直接翻譯給我聽，慢慢來學啦，也是要小朋友



15 

 

有心要學啦，家長也要主動的教，我覺得是這樣。（復興區受訪者 S）」，發展越早的前山地區因與

漢人接觸頻繁，漸漸失去日常生活中說族語的機會與能力，是泰雅族在公共空間與環境規劃上需

要被關心與注意的重要環節。這些正式網絡公共空間（學校教育、政府建設與節慶舉辦）與非正

式網絡公共空間（部落耆老、發展據點、重要部落傳承人士的家屋）不僅僅是聚會的場所，族語

的吟唱、紋面的文化以及傳統竹屋工法等，更代表著文化傳承與部落保存的地方，隨著部落耆老

的凋零，公共空間與環境規劃應及時提出補強與遞補之相關軟體與硬體方案。 

表 2 文化傳承景觀 

群組二 

「文化傳承景觀」（M=5.54 ; SD=0.76） 

 

 

 

 

 

 

 

17─桃園縣原住民 

部落大學 

（M=5.35 ; SD=0.63）

 

 

 

 

 

 

 

5─復興區歷史文化館 

（M=4.97 ; SD=0.76） 

 

 

 

 

 

 

 

19─羅浮國小樓梯，貼著

原住民語的羅馬拼音

（M=5.43 ; SD=0.69）

 

 

 

 

 

 

 

35─復興區羅浮 

數位機會中心 

（M=5.89 ; SD=0.99）

 

 

 

 

 

 

 

48─澳花國小校園 

（M=5.19 ; SD=0.70）

 

 

 

 

 

 

 

3─澳花國小種菜教學 

（M=5.19 ; SD=0.81）

 

 

 

 

 

 

 

12─烏來祖靈祭 

（M=4.95 ; SD=0.62）

 

 

 

 

 

 

 

24─林恩成家中教授母語

（M=6.24 ; SD=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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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澳花國小紋面繪畫

（M=6.51 ; SD=0.64）

 

 

 

 

 

 

 

 

28─傳統竹屋工法建築 

（M=6.65 ; SD=0.54） 

 

 

 

 

 

 

 

 

51─泰雅族的禁忌 

（M=6.03 ; SD=0.80）

 

 

 

 

 

 

 

 

2─復興區泰雅族吟唱

（M=5.32; SD=0.63）

 

 

 

 

 

 

 

 

40─復興區豐年祭 

（M=5.89 ; SD=0.94）

 

 

 

 

 

 

 

 

21─福山國小 

（M=5.65 ; SD=0.68） 

 

 

 

 

 

 

 

 

22─復興區霞雲國小 

（M=4.84 ; SD=0.90）

 

 

 

 

 

 

 

 

54─烏來泰雅族博物館

（M=4.68; SD=0.91）

（三）「傳統技藝景觀」識覺意涵 

    這一群組之文化景觀顯然是特別為了保存泰雅傳統技術與能力所產生的公共空間，被評價為

值得肯定與需要的公共空間（M=5.31 ; SD=0.82），包含傳統竹屋公共討論空間、口簧琴教學、打

獵技術傳承、編織協會與射擊場等，「每當遊客要欣賞原住民文化時，泰雅傳統的編織技藝就是

重要的泰雅文化重點。政府也會願意花比較多的錢來支持蓋一些博物館來放編織的東西，可是對

於真正要傳承的編織技術，就沒有那麼重視了。（復興區受訪者 X）」，烏來地區與復興區大部分的

受訪者表示編織是政府在公共建設的重點，但其他的傳統技藝就少見保存的公共景觀，尤其是打

獵技術，主要都是透過非正式的人際網絡進行傳遞與教導，例如在某獵人的家、某位親族長輩的

家或耆老與部落重要幹部的家，但反而在開發程度較低之南澳泰雅有自己的私人的傳統射擊場供

部落族人練習射擊，南澳受訪者 AE：「那原住民區域有規定可以有一把槍，那個槍就是狩獵用的，

因為他們定期會檢查，槍會有一個編號，他來檢查就要給他看，如果是非法的可能就被抓走，但

是他們還是會自己做偷藏起來，檢查那種是給警察看的，因為他們還是喜歡自己土製的。」這群

組與文化傳承景觀最大的不同在於著重有形的技術，打獵與織布是泰雅族保有傳統技藝，打獵的

知識及織布技巧傳承，可以延續泰雅族精神，復興區受訪者 U：「我覺得要保存的部分應該是部落

的文化，包含我們的狩獵、漁獵還有口簧琴文化，這些都是值得驕傲的，別的族群想要模仿都模

仿不來的，像我有空就上山去打獵，吸收山林的智慧；夏天的話就是跟著部落的人去射魚抓魚，



17 

 

像織布文化，都是女生做的，像手工藝的部分的話，像藤竹編我會做，用竹子去編抓魚的東西，

用藤子去編那個背簍，這個都要保存下來，最好的模式還是透過教育，我們可以請一些耆老，直

接用實況錄影的方式把這些記錄下來，或我們把這些文化給觀光化，就是帶他們去做狩獵陷阱，

做泰雅文化的置入性行銷，透過了解，就會喜歡上就會幫忙保存。」，傳達出泰雅傳統技藝的嚴

重流失與希冀透過觀光產業來保存與延續傳統的技藝。 

表 3 傳統技藝景觀 

群組三 

「傳統技藝景觀」 （M=5.31 ; SD=0.82） 

 

 

 

 

 

 

 

 

11─復興區合流部落廚房

（泰雅飲食文化） 

（M=4.05 ; SD=0.57） 

 

 

 

 

 

 

 

 

6─復興區竹屋─ 

公共討論空間 

（M=4.51 ; SD=1.07）

 

 

 

 

 

 

 

 

27─羅浮國小教導 

紋面歷史 

（M=5.65 ; SD=0.68）

 

 

 

 

 

 

 

 

18─口簧琴教學與示範

（自家雜貨店前） 

（M=5.46 ; SD=0.90） 

 

 

 

 

 

 

 

 

16─烏來編織協會 

（M=4.11 ; SD=0.81） 

 

 

 

 

 

 

 

 

15─復興區打獵技術  

傳承（非正式網絡）

（M=4.95 ; SD=0.57）

 

 

 

 

 

 

 

 

1─復興區泰雅織布館

（M=3.70 ; SD=1.20）

 

 

 

 

 

 

 

 

20─南澳傳統射擊場 

（M=5.20 ; SD=0.81） 

（四）「交誼活動景觀」識覺意涵 

交誼活動景觀之識覺照片反映出泰雅原住民日常生活中歡聚與娛樂活動的公共空間與景觀，

被評價為需求性相當高之文化景觀特徵（M=3.78 ; SD=0.85），包含行動攤販、卡拉 OK商店、運

動場、籃球場、郵局與村里活動中心等，此群組具有「原鄉娛樂」、「聚會活動」及「情感交流」

等交誼活動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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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交誼活動景觀 

群組四 

「交誼活動景觀」（M=3.78 ; SD=0.85） 

 

 

 

 

 

 

 

 

 

29─宜蘭澳花村行動攤販 

（M=3.10 ; SD=1.18） 

 

 

 

 

 

 

 

 

 

23─復興區卡拉 ok (聚會) 

（M=3.70 ; SD=0.78） 

 

 

 

 

 

 

 

 

 

26─宜蘭澳花村運動場 

（M=3.66 ; SD=1.11） 

 

 

 

 

 

 

 

 

 

4─宜蘭縣澳花村籃球場 

（M=3.76 ; SD=0.68） 

 

 

 

 

 

 

 

 

 

10─復興區郵局 

（M=3.89 ; SD=0.81） 

 

 

 

 

 

 

 

 

 

13─烏來活動中心 

（M=2.59 ; SD=0.83） 

 

    其中有幾項敘述：「我現在平常會唱投幣式卡拉 ok，這裡也常看到酒鬼，現在彈吉他的也很

少了，都在滑手機，這裡漢化真的很嚴重。然後我們 11 月 8 號 9 號有的泰雅族的運動會，運動

會是我們比較大型活動，大家才會聚集。（復興區受訪者 V）」；「現在都是政府再辦活動，問題就

在這，現在原住民漢化嚴重，沒有自發性的活動，都是政府在辦的，為了申請一些經費，沒有屬

於自發性的，最近辦祖靈祭，也是協會去跟中央政府、縣政府或鄉公所去申請經費，拿經費來辦

他們所謂的活動，現在都變成政府在辦一些認為是原住民的活動，因為畢竟觀看的角度不一樣，

從政府的角度來看跟我們是不同的。（烏來受訪者 I）」及「去球場那邊運動可以讓朋友或是鄰居

感情更好，還有唱卡拉 OK，還可以喝點小酒增進感情─兼具活動與流水席的場地。（南澳受訪者

AA）」，透過交誼活動群組，可以理解泰雅族人對於自發性交誼活動，如：投幣式卡拉 OK、操場、

村運及運動會是日常性且自發性的活動，而其中的活動中心與郵局，在下班之餘也是族人們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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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公共空間。烏來、復興區與南澳的受訪者同時亦表達了鄉內缺乏交誼活動的軟性場地，如

棒球場或室內活動場的空間，可提供原住民小朋友活動、運動甚至是作為教學之公共空間。 

（五）「經濟生活景觀」識覺意涵 

    此組之文化景觀識覺被命名為經濟生活景觀，主要反應出泰雅原鄉的經濟生活方式、工作的

內容與其依附於傳統文化的生計型態，包含農業經濟、經濟作物、自給自足的養雞場、餐飲店、

溫泉飯店、原住民民宿、小吃店、獵人學校與形象商圈（老街）等。有位復興區原住民居民 O提

到：「比較後山的部落，他特色的部分應該是溫帶水果，包含水蜜桃、甜柿，甚至有枇杷這些特

色，那個跟當地的生活作息也有關係，高義三光跟華林這三個村，他們基本以高冷蔬菜、溫帶水

果的種植為主。」；烏來鄉受訪者 G：「做有機蔬菜是在做好的自然的事情，但是很麻煩，收入跟

支出達不到平衡，所以部落有些族人寧願去溫泉飯店打掃，比較有保障的。」；南澳泰雅受訪者

AI表示：「我們很羨慕其他泰雅有觀光，這也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方向），目前就是枇杷園。」在

訪談過程中，居民對此組別表示出「生計」、「高山蔬果」及「觀光」，但對於觀光發展甚早的烏

來地區，部分受訪者亦表達了被漢人與財團佔據較佳的烏來老街與瀑布區，只好逐漸往深山居住

與移動的不滿情緒，同時也認為觀光財團化並沒有產生太多的益處，他們的主要都是從事清潔與

打掃的工作，對於泰雅文化與傳統沒有太多的助益；相對地，在南澳泰雅非常歡迎觀光產業的進

入，希望能夠有多一點的工作機會讓族人回部落就業；復興區泰雅卻已逐步推動以部落為主體的

「原粹旅遊」（原始且純粹）以復興區導覽協會為主，搭配合流部落的獵人學校與部落廚房來開

展以泰雅原住民為主的部落觀光經濟，並透過地形位置與條件來創造前山大眾觀光、後山原粹旅

遊與原鄉生活共存的面貌。有機農業亦是烏來泰雅與復興區泰雅經濟生活發展的重點之一，烏來

綠市集已與新北市多所學校合作，有其行銷的管道與方式。相對地在泰雅的嘎色鬧有機菜卻尚未

建立行銷方式，而逐漸沒落，復興區受訪者 U：「我們這邊種植的作物，運到前山去賣，生活是還

可以啦！但是也想要轉做觀光，比較輕鬆也比較有錢。」部分烏來地區之泰雅族人具有較高的經

濟能力能開設餐飲店與民宿，而復興區泰雅則採取軟性的原住民獵人學校與部落廚房來爭取觀光

資源，相較之下南澳泰雅之經濟生活則以第一級產業為主，受訪者 Z：「看到別的泰雅有發展觀光，

我們這邊也很想，但是位置很偏僻，觀光客不來，所以我們是最有潛力發展觀光的，哈！」，呈

現出南澳泰雅希望被關注與政府進行觀光建設之想望。 

 

 

 

 

 

 

 

 

 

 



20 

 

表 5  經濟生活景觀 

群組五 

「經濟生活景觀」（M=2.77 ; SD=0.95） 

 

 

 

 

 

 

47─烏來有機農業 

（M=2.57 ; SD=1.01） 

 

 

 

 

 

 

30─宜蘭澳花村枇杷園

（M=2.62 ; SD=0.72）

 

 

 

 

 

 

53─烏來泰雅婆婆餐飲店

（M=2.86 ; SD=0.92）

 

 

 

 

 

 

42─獵人學校給樹營地

（M=2.57 ; SD=0.83）

 

 

 

 

 

49─烏來老街 

（M=2.35 ; SD=0.98） 

 

 

 

 

 

14─烏來溫泉飯店街 

（M=2.64 ; SD=0.92）

 

 

 

 

 

25─復興區水蜜桃園 

（M=2.90 ; SD=1.02）

 

 

 

 

 

44─復興區觀光導覽協會

（M=2.65 ; SD=0.89）

 

 

 

 

 

 

 

43─合流部落獵人學校 

（M=2.84; SD=0.76） 

 

 

 

 

 

 

 

50─原住民自己 

種菜的菜園 

（M=3.76 ; SD=1.16）

 

 

 

 

 

 

 

7─烏來沙力達民宿 

（M=2.54 ; SD=1.02）

 

 

 

 

 

 

 

31─烏來原住民小吃店

（M=2.81 ; SD=1.09）

 

 

 

 

 

 

 

46─戶外養雞場 

（M=3.51 ; SD=1.17） 

 

 

 

 

 

 

 

45─復興區那山咖啡 

（M=1.86 ; SD=0.95）

 

 

 

 

 

 

 

41─家屋旁種植香菇樹幹

（M=3.32 ; SD=0.91）

 

 

 

 

 

 

 

36─角板山形象商圈 

（M=2.51 ; SD=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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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造景景觀」識覺意涵 

    此群組在居民環境識覺中處於「外來化」及「非日常生活」之間，被評價為部份很傳統但部

分很奇怪的公共空間與景觀（M=3.02 ; SD=1.00），包含烏來沿路的部落生活區與觀光區之公共造

景、南澳鄉之入口意象、復興區之入口意象與部落入口意象及樂信.瓦旦（Loshib Wadan）紀念公

園等，被認為是為因應外地觀光客而凸顯原鄉特色而設置的公共造景。「因為要讓遊客知道我們

這邊是烏來，所以有很多泰雅的雕像，可是那很奇怪耶！那明明是排灣族的頭盔，還有烏來道路

上的五顏六色雕像，跟我們泰雅不太一樣耶！（烏來地區受訪者 A）」，位於部落生活區，泰雅族

獵人與獵狗雕像，因缺乏在地參與並委由地方政府請異族 （排灣族）藝術家創作的雕像，錯誤

使用泰雅族的圖騰元素，雕像的臉型和紋面，不符合「真實的泰雅族」；而烏來街觀光消費區多

半為外地人經營的商店，所有溫泉的標示也不符合當地泰雅的文化被受訪者認為是不適合也非日

常性的公共空間造景；而在復興區雖然原鄉居民沒有直接參與公共景觀之造景，但仍會透過非正

式（人際）網絡反應對公共造景的建議與想法，使得復興區泰雅族部落生活區與入口處的造景更

為適合於當地文化；在南澳鄉的公共造景則因經費較少，故僅有一二處標示性的造景，南澳受訪

者表示：「希望政府能多多關心我們這邊，能幫助我們來發展，幫我們蓋一些建設這樣很好。（南

澳泰雅受訪者 AD）」，呈現出南澳泰雅期待政府力量介入建設性之公共設施及景觀。 

表 6  公共造景景觀 

群組六 

「公共造景景觀」（M=3.02 ; SD=1.00） 

 

 

 

 

 

 

 

38─烏來部落生活區 

公共造景 

（M=2.95 ; SD=1.00）

 

 

 

 

 

 

 

9─樂信瓦旦紀念公園 

（M=3.43 ; SD=0.96）

 

 

 

 

 

 

 

37─復興區溪口部落 

（M=3.62; SD=0.89）

 

 

 

 

 

 

 

8─烏來地區沿途顏色 

鮮艷原鄉造景 

（M=3.05 ; SD=1.05）

 

 

 

 

 

 

 

56─南澳鄉入口意象 

（M=2.46 ; SD=1.10）

 

 

 

 

 

 

 

39─烏來老街公共意象

（M=2.62 ; SD=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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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於泰雅族公共空間之識覺意象建構中，以觀光發展程度不同之烏來泰雅（新北市）、

復興區泰雅（桃園市）與南澳鄉泰雅（宜蘭縣）作為研究地區與夥伴，獲得對公共景觀不同程度

之需求，皆凸顯出部落在公共空間需求的面向是趨向於「軟性」之配套措施，例如：尊重部落耆

老之文化傳承以及使泰雅傳統文化深植於公共空間與景觀之中。而中央政府與當地政府的主導性

公共造景則常被視為「外來的」與非日常生活性的公共景觀，這亦是有關單位在建設與規劃上，

必須深思及考量之重點。 

    根據本研究多元尺度量化分析與質性照片引談之結果，開發最早之烏來泰雅早將「宗教凝聚」

之公共空間與景觀視為其日常生活之必須與必要，主要導因於漢人開發所產生的宗教凝聚力量，

而在觀光發展經濟生活之餘，對於「傳統技藝」與「文化傳承」之復振需求甚殷，故已逐漸形成

地方協會進行保存編織技藝與獵人技術教學，但對族語教學則仰賴正規的學校教育；而發展最晚

南澳泰雅因地理位置偏僻，期望發展觀光產業並希冀「公共造景景觀」等建設性公共設施及景觀

介入部落，且因曾經在日治時期受集團移住影響，部落族人之族語已漸漸遺忘流失，故在族語的

保存上亦需要政府介入協助；開發居間之復興區泰雅則呈現較多的公共空間構想與創新之思維，

復興區泰雅觀光活動不若烏來，但因復興區地理條件狹長，交通便利性難易適中，促使復興區泰

雅逐漸發展以部落為主體之「原粹旅遊」（原始且純粹），以復興區導覽協會為主，搭配合流部落

獵人學校與部落廚房來開展以泰雅原住民為主的部落觀光經濟，並透過地理位置與條件創造前山

大眾觀光、後山原粹旅遊與原鄉生活共存之面貌（地方部落族人自詡─前山觀光、後山部落文化），

且在公共空間與景觀上異於烏來泰雅及南澳泰雅將「宗教凝聚」景觀視為日常、中立與必需性，

復興區泰雅已逐步反思宗教與祖靈間的取捨與折衝，甚至部分部落族人已開始不上教會與教堂，

試圖以其他協會與社團力量取代之，故復興區泰雅在公共空間呈現「經濟生計」、「文化傳承」及

「傳統技藝」等文化景觀需求兼而有之的狀態。 

    從泰雅需求之公共空間與文化景觀，可以發現原、漢不同哲學思維與世界觀及族群立場與觀

點之殊異。其中，原住民對公共空間的定義在於「大家」、「族人一起」、「吃飯聊天」、「聚會」等

交流與互動之場所，而功能性的需求則是「口簧琴」、「族語」、「編織」與「打獵技術」等教育與

傳承的地點（空間）與「相關配套」的人與事，絕大部分泰雅受訪者均擔憂部落耆老凋零，甚至

一些非正式人際網絡所開放的空間（家）與文化傳承就此消失，失根的泰雅未來只能在博物館被

看見，建議未來有關單位在公共空間與環境規劃應及時提出補強與遞補之相關軟性與硬體方案。 

    本研究希冀從社會互動及人文關懷的立場，將研究內涵關注於原住民族對於「公共空間」之

識覺意象與地方依附需求，而非各原住民族群間的相異，取而代之的是企圖整理出原住民識覺之

「公共空間」需求的條件與隱含之重要意涵，並於此反映原住民所識覺之「共同的」公共空間生

活經驗、景觀故事與情感依附，嘗試取用泰雅原住民識覺意象原型的共通性及一貫性。透過再現

之泰雅公共空間有助於原鄉環境規劃與設計，同時建議未來原鄉之發展計畫必須提出「文化傳承」

與「傳統技藝」之公共空間與景觀之補強與遞補的相關「軟性」（人）與硬體方案，方能引導出

居民認同較高之社會空間，藉由內生性力量帶動原鄉永續發展。而若從本研究之田野調查省思，

由上而下的規劃應讓部落族人依照其自由意志來延續與保有部落生活之方式，並協助部落藉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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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間展現其民族性與傳統，使之既能傳承固有的泰雅文化亦能面對現代社會環境的外來變動；

也能從原住民經驗及實用的知識使漢人能夠「瞭解他們的明白」，作為有關單位在原鄉部落環境

規劃及重建時能有更多元且合宜之原住民公共空間景觀「原型」的實施做法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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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graphic Normalization of Formosat2-MS Images of Forest in 

Rugged Terrain: Using the Modification of Variable Empirical 

Coefficient Algorithm 

田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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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Ying- Ping Tian   Kuo-Chen Chang 

Abstract 

Topographic corre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approach of pre-process in the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 in rugged terrain. Without this step, the qua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image will be 

influenced. A new topographic correction approach, the Modification of Variable Empirical Coefficient 

Algorithm（MVECA）, was develop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spectral values of 

remotely sensed data acquired from the rugged terrain and topographic variables. To prove the approach 

is practical, the approach was explained and analyzed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before topographic 

correction and other approaches. The test sit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is located on the relatively rugged 

terrain over the southeastern hill of the Yu Shan Mountain in Taiwan, the remotely sensed data utilized 

for examining the result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MVECA is Formosat2 image acquired over the test 

site. Visual comparis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rrected image are adopted for feasible evaluation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n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MVECA is capable for 

removing the topographic effects contained in Formosat2 MS image. The result also shows that 

MVECA has better ability of topographic correction than Minnaert+SCS and SCS+C in the area of the 

shadowed area and the steep terrain where incident angles may approach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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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山區衛星影像的應用上，針對地形起伏所造成的地形效應進行校正為重要的前處理步驟，

其足以影響後續影像分類的品質以及量化的精度。臺灣山地占土地面積的三分之二以上，山地地

區的森林光譜輻射強度值受地形效應影響甚大，如能對植被影像進行地形校正，則有助於後續研

究量化精度的提升。為克服改進前人校正模式的缺點，本篇研究提出一種新的參考操作模式，基

於 VECA（Variable Empirical Coefficient Algorithm）以及 Minnaert+SCS 修正設想的 Modification of 

Variable Empirical Coefficient Algorithm（MVECA）修正模式。本研究以相關係數 R 值、離散係數、

次數分配直方圖等指標評估 MVECA 分區與整區影像校正效能。研究結果顯示 MVECA 法在無光

照陰暗區以及低光照地區較前人模式具有較好的校正效能，且在全區影像校正效能上，與相對入

射光 cosi 的 R 值除藍光段外，皆呈現極低度相關，且離散係數與校正前比較皆有所降低，顯示受

地形效應影響大幅降低，證實本研究所提出的 MVECA 法具備地形校正的能力。 

關鍵詞：地形校正、福衛二號影像、山區森林、MVECA 

前 言 

山區土地利用/覆蓋分布圖在生態水-文模式處理中是基本而必須的輸入參數，在今天藉著遙

測資料以不同分類演算法算出土地利用/覆蓋圖在生態水文模式的計算上變得越來越普遍（Gao 

and Zhang, 2009）。然而，在衛星影像中相同地物所測得的輻射強度容易受到地物所在的地形坡

度、坡向影響，所測得的輻射強度與平地有所差異。相同地物與生物物理光學特性的像元（pixel），

受地表起伏的差異而產生不同的光譜反射值，地表起伏愈陡，其差異愈明顯，此種現象即稱為地

形效應（聞建光等，2007；高永年、張萬昌，2008；Smith et al., 1980; Teillet et al., 1982; Pouch and 

Campagna, 1990; Soenen and Peddle, 2005; Gitas and Devereux, 2006）。地形效應會降低衛星影像分

類的精確度，以及扭曲植被的生物物理量，所以在應用山區衛星影像時，針對地形效應與像元之

質地特性進行光譜糾正成為重要的前處理步驟（Meyer et al., 1993; Gu and Gillespie, 1998）。 

早期用來去除地形效應的影像糾正技術，包含了建立在地物和地形的幾何關係為不變、以及

地表為蘭氏面的既有假設上而衍伸出的光學幾何模型，包含了餘弦校正和 C 校正模型（Teillet et al., 

1982），後續研究者則根據雙向反射分佈函數而建立出符合實際上地物內部反射特性的校正模式，

如 Minnaert 校正（Smith et al., 1980）。這些方法被廣泛應用在山區，而且建立在地物和地形的幾

何關係為不變的既有假設上。後續研究者 Gu 和 Gillespie（1998）提出了 SCS（Sun-Canopy-Sensor, 

SCS）模型，導入了可將太陽-冠篷-感測器之幾何關係解釋清楚的校正框架，該方法更有效的移除

地形效應，比以太陽-地形-感測器（Sun-Terrain-Sensor, STS）幾何關係為基礎的傳統校正模型更

為適當。Soenen and Peddle（2005）的研究中，介紹一修正 SCS 的 SCS+C 校正模型，模型透過導

入半經驗參數 C 來擬徵散射輻射，更完整表示地形效應中的輻射散射特性，並且獲得較佳的地形

校正效果。然而在 SCS+C 校正模型中，雖較適當的描述太陽-植被-感測器幾何關係，卻欠缺考量

地表植被的雙向反射特性。 

因此，本研究考量地表植被的雙向反射特性，以及太陽-冠篷-感測器之幾何關係，並導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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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以常數 C 作為天空散射輻射與地表鄰近散射輻射之概念，提出一改進的校正操作模式，基於

VECA（Variable Empirical Coefficient Algorithm）以及 Minnaert+SCS 設想的 Modification of Variable 

Empirical Coefficient Algorithm（MVECA）修正模式。該模式同時簡化在實際運算過程中所需參

數求解不易的情況。該模式主要針對兩重點進行研究改進：一為光照區地形效應的校正改進，發

展成更符合實際狀況的簡化校正模式；二為相對入射角逼近 90°的區塊以及完全陰影地區的地形

校正，藉由地表臨近參數的導入進行迴歸分析，使原始影像之輻射強度與地形效應相關變數之間

的 R 值提高，藉此提高模式對陰影地區地形校正的效能。該模式同時簡化實際運算過程中所需參

數求解不易的情況。 

文獻回顧 

（一）基於朗伯體假設的地形校正模型 

1. 物理模型 

 高永年、張萬昌（2008）研究指出，在地表為朗伯體的假設前提、崎嶇地形條件下，考慮太

陽直射輻射，天空散射輻射和鄰近地表反射輻射之地形校正物理簡化模型為： 

Ln（λ）=Lt（λ）{                                                     } 

（1） 

式中 Ln（λ）為校正後之輻射值；Lt（λ）為校正前起伏地形像元之輻射值；λ 為個別光譜波段；

θ 為太陽天頂角；T↓（λ,θ）為直射光下行透射率；i 是太陽入射光與垂直坡面法線之相對入射夾角；

ψ 為遮蔽因子，無直接入射光為 0，反之為 1；Vt 為地形觀測因子，可以（1-cos(α)）/2 代入；Vd

為天空觀測因子，可以（1+cos(α)）/2 代入；ρmean 為鄰近地表平均反射率；r 為水平地表接收之天

空散射輻射 Egdm（λ）與天文太陽輻射強度 Eo（λ）之比值，即： 

r= 

（2） 

在實際校正運算上，對於個別參數求解卻有其計算難度，如個別像元之 ρmean 以及觀測當時之

r，故過去學者單只考慮太陽直射光部分，簡化模式成餘弦校正。 

2. 餘弦校正 

餘弦校正模型是一種簡單的光學幾何模型（Teillet et al., 1982）。其假設像元接收的輻射值不

受觀測視角影響，像元輻射值與入射光角度 i（垂直像元表面之法線以及太陽天頂方向之夾角）

的 COS 函數呈現等比例的關係。其反演公式如下： 

 

Ln(λ) =Lt(λ)                                   （3） 

                                                   

Teillet et al.（1982）提及因該模式忽略地表背光面地物光譜仍受到大氣及地形散射輻射的影

響，也導致這些地方有過度校正的問題。而過度校正的問題部分會發生在入射角幾乎達 90°時，

cosθ+ r / T↓(λ,θ) 

(1+Vt ρmean) {ψcosi+r[cosi+ (1 / T↓(λ,θ)- cosθ)Vd]} 

Egdm(λ) 

Eo(λ) 

cosθ    

c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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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校正係數會變得相當大。 

3. C 校正 

Teillet et al.（1982）以影像資料解釋中Lt(λ)與cosi的線性關係為基礎，假設了一個半經驗控制

參數C加入餘弦校正模式中，形成下式： 

Lt(λ)=a+bcosi 

（4） 

參數C為迴歸式中迴歸斜率b以及常數項a的函式。 

C=a/b 

（5） 

進一步的 C 參數被引入餘弦校正模型中形成附加形式： 

Ln(λ)=Lt(λ) 

（6） 

參數 C 可類比成（1）式中之大氣散射與地表鄰近散射輻射，雖然本身並不存在這樣的類比

事實。C 本身可以藉由統計經驗模型中的線性迴歸式中獲得斜率及常數，在餘弦校正中透過提高

分母，降低微弱光輻射像元的過度校正情況，發揮控制乘數的效力（Soenen and Peddle, 2005）。

C 校正模型保持了地物的光譜特徵，並且改善了山區整體地物分類的正確性，更重要的是它運用

起來相當容易（Riaño et al., 2003; Soenen and Peddle, 2005）。 

（二）基於非朗伯體假設的地形校正模型 

真實地表並非理想的朗伯體，相同地物在平面各個方向的反射光強度會受到由雙向反射分布

函數（Bi-directional Reflectance Distribution Function, BRDF）所描述的「表面內部反射特性」所

影響，其輻射強度有所不同。一般來說，若地表為朗伯體，代表其為漫射表面，固定強度入射光

照到該朗伯體表面，則會在任何方向反射出相同反射率之輻射強度，如下圖 1（A）。與朗伯體相

對者為鏡面體（質地平整），其遵循反射定律，入射光角度等同反射光角度，入射輻射強度與反射

輻射強度呈固定比率關係，但僅能於反射光角度測得反射輻射強度，如圖 1（B）。真實地表介於

朗伯體與鏡面體之間，地表面並非平整面之鏡射體，如圖 1（B）；亦非絕對粗糙造成全漫射之朗

伯體，如圖 1（A），故各方向的反射輻射強度呈現特別的分布情形，如圖 1（C）。 

 

 

 

(A)朗伯體表面-各反射方向反射值固定。 (B)鏡面體表面-滿足反射定律，入射角等於

反射角，在反射角方向才可測反射能量。

(C)介於朗伯體鏡面體之表面-各反射角方向

可測得反射能量，但反射能量不一。 

圖 1 朗伯體表面與非朗伯體表面雙向反射分布特性（圖中線條長度代表輻射強度） 

cosθ+C    

 co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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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坡面像元接收的輻射強度除了隨太陽入射坡面的相對入射角而有不同外，也同時受到雙

向反射分布特性的影響，使感測器所測得的坡地像元輻射強度，亦隨像元與感測器時的相對位置

變化有所不同。如圖 2 所示。 

 

 

 

 

 

 

 

 

 

圖 2 山地非朗伯體表面雙向反射分布特性（圖中線條長度代表輻射強度，黃線代表相同感測視

角下，坡面 A 與坡面 B 反射輻射強度） 

圖中相同強度之入射光隨坡面所在坡度、坡向影響後，實際在垂直坡面法線之受光輻射強度

不一致，而後又受到雙向反射分佈特性影響，在坡面所在位置各方向的輻射強度又進一步變化，

使得在相同感測器接收方向的 LA 及 LB 其輻射強度有所差異。 

因朗伯體假設（全漫射地表）不適用在大部分的真實地表校正情況，Smith et al.（1980）參

考 Minnaert（1941）提出的 BRDF 模型，引入 Minnaert 常數 k 用來做為校正係數，來代表地表像

元非朗伯體表面。Minnaert 常數考慮地表質地的粗糙程度，常數的值由 0（鏡射體）到 1（朗伯體

表面）。Minnaert 常數可表示成一線性化方程： 

Lt（λ）= Ln（λ）（cos
k
i）（cos

k-1
e）  

（7） 

式中，e 為觀測時最低的視角，在衛星感測器近乎垂直向下前提下，e 可視作該像元之坡度

角。k 的回歸值可透過下式獲得： 

Lt（λ）（cose）=Ln（λ）（cos
k
i）（cos

k
e） 

（8） 

㏒ Lt（λ）（cose）=㏒ Ln（λ）+k ㏒（cosi cose） 

（9） 

為了解 k 值，可以將其視為迴歸線中的斜率。k 值可作為餘弦校正模型的協調參數，在式中，

k 值越低則分母會越大，當入射角幾乎達 90°時，過度校正的現象會被緩和。Minnaert 校正相對餘

弦模型達到修正的作用，在地形起伏較小的丘陵地區，有較好校正效果（Gitas and Devereux, 2006）。 

（三）考量太陽-地形-感測器幾何關係的地形校正模型 

1.  SCS 校正 

坡面 B 

L

L

坡面 A 

LA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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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 校正透過糾正植被光照地區來改善餘弦模型，為該校正法對山地森林地區像元層次的反

射光譜課題，最主要的貢獻之一（聞建光等，2008）。SCS 校正等同於在光照的課題上，將日照

植被由山地區轉到水平平地。其假定因植物生長具有垂直於大地水平面特性而與坡度無關聯，所

以植被的光譜反射值和坡度無關，而與其面積成比例（Soenen and Peddle, 2005）。藉由將光照坡

面的輻射區域投影到平面可建立下式： 

 

                       Ln（λ）=Lt（λ） 

（10） 

其中 α 為地表坡度。SCS 模型在物理上相對於之前 STS 模型更為恰當，也因此在森林區的

校正上更具優勢。然而雖然已經盡可能的將 SCS 以模式化的方式呈現，大氣與地表臨近散射光的

忽略也導致背離光照區的地方，有著過度校正的問題（段四波、閻廣建，2007）。 

2.  SCS+C 校正 

在SCS模型中導致過度校正的原因類似於餘弦校正模型，當入射角達到90°時，校正維度的值

變得相當大（Soenen and Peddle, 2005）。在C校正中，參數C被用來控制餘弦校正而代表散射的特

徵（Riaño et al., 2003）。如此Soenen and Peddle（2005）假定SCS+C校正中，校正參數C也同樣具

有C校正的效力，C參數可作為修正SCS模型之參數，其功能類似於C校正中的參數C，等同於虛擬

的大氣及地表臨近散射輻射，同時SCS+C校正也存在著SCS校正中所表達的植物物理生長結構特

性。SCS+C方程表示為： 

 

Ln（λ）=Lt（λ） 

（11） 

參數 C 之所以被採納進 SCS+C 模型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先前的 C 校正中，該概念參數成

功的修正了餘弦模型，且在運算上相當的方便。其他用來計算大氣散射以及地表鄰近輻射的額外

參數也許可以引入更加精確計算校正輻射，但所要花費的成本以及參數設定將會使反演校正變的

費工費時（Soenen and Peddle, 2005; 鍾耀武等，2006）。 

3. Minnaert+SCS 

Reeder 基於 C 校正的 C 值與 Minnaert 校正中的 k 值之間具高度相關性的考慮，修正 Akstrand-e

（詳見高永年、張萬昌，2008）算式，發展成 Minnaert+SCS 模型，如下所示： 

Ln（λ）=Lt（λ）cos（α）cos
kθ/cos

k
i 

（12） 

該校正與 SCS 校正演算法不僅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而且也繼承了 SCS 的校正原理，考慮

到太陽-植被-感測器的相對幾何關係，加入 cos(α)坡度角餘弦函數來表示坡地植物具垂之大地水準

面向上生長的特性，在反演成平地植被時反射值應以 cos(α)乘之，方能完整描述平面植被光譜。

該校正演算法是基於簡化 Minnaert 校正提出來的，所以同時也具有描述地表為非朗伯體之特性，

式中的 k 值介於 0-1 之間，作為 cosi 之指數，cos
k
i 描述了影像內地物的非朗伯體特性，即隨著相

對入射光角度的不同會呈現特有的反射分布函數。 

cos(α)cosθ 

  cosi 

cos(α)cosθ+C    

co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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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化下的校正模式 

根據前人研究發現，地表光譜反射值與相對入射光變數 cosi 存在高度相關，其中 i 為太陽相

對於坡地的相對入射角（Vincini and Frazzi, 2003）。像元反射值與相對入射光 i 的餘弦函數兩者之

關係可以用迴歸方程表示如下： 

     Lt（λ）=a+bcosi 

（13） 

其中 b 代表方程式之斜率，a 為迴歸係數，Lt（λ）為校正前的光譜反射值。 

在沒有地形效應影響下，像元反射值與相對入射光 i 的餘弦函數之關係可以用如下式子表示： 

                         Ln（λ）=La（λ） 

（14） 

Ln（λ）為校正過後之像元光譜，La 是校正前的全幅影像內平均光譜值，即是全區域為一粗

平面。依據上式，我們可以得到描述式： 

Ln（λ）/Lt（λ）=La（λ）/(a+bcosi) 

（15） 

接著，可將式子改寫成： 

Ln（λ）=Lt（λ）× ω                          （16） 

其中 ω 為： 

ω=La（λ）/(a+bcosi)                          （17） 

ω 可視為校正向度，隨 cosi 而改變。該法在 2007 年由 Gao and Zhang（2007）提出，稱為 VECA

（Variable Empirical Coefficient Algorithm）。 

（五）討論 

上述經驗模型、物理模型與簡化模型等，皆一定程度的移除了地形效應，然則在特定地區也

存在過度校正與校正不足的缺憾。總結如下： 

1. 理論假設的限制 

經驗模型雖導入參數少、簡單、適用性強，但較無完備的理論，缺乏明確物理意義，且需要

在不同地區不同地方分別建立經驗式。物理模型雖以嚴謹的山地輻射傳輸理論為基礎，但所需輸

入的參數要具備明確的物理意義，輸入參數多，複雜性增大，也大大限制其普及性。此外以朗伯

體為立論基礎的假設前提，與真實地表實際狀況相悖。在以 Minnaert 經驗參數 k 加入物理模型後，

雖較能表現實際情況，但校正模型會因地物類型、波段類別、相對幾何角度，加大其校正複雜性。 

2. 大氣散射與鄰近地表反射輻射的精確表述 

針對校正模式結構的討論上，過去較為普及易用的餘弦校正與 SCS 校正，在 C 校正中加入 C

參數來比擬大氣散射與鄰近地表反射後，雖對校正帶來幫助，但卻因忽略個別像元中所含的大氣

散射與鄰近地表反射輻射值不一，導致相對入射角逼近 90°的地區、以及山谷及背光陰暗區校正

有限。現有物理模型在計算鄰近地表反射輻射時，或因 DEM 解析度不足，無法真實表述實際地

形；或因為影像像元與 DEM 無法正確對位；或因計算量過於龐大，無法將鄰近像元輻射納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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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增加了地形校正的困難度。 

本研究總結前人地形校正的不足，認為在校正的課題上若能顧及：（1）以物理傳輸模型下的

簡單 BRDF 作為基本模型；（2）再透過模型參數的簡化；（3）導入實際計算鄰近地物反射輻射的

設想；（4）以較高解析度的 DEM 作為基礎，以獲得較準確的地形相關參數，提高像元輻射值與

地形參數的關聯性等，將有助於校正精度的提升。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3。首先以山地像元輻射傳輸理論，如雙向反射與朗伯體理論等，歸

納出山地像元接受的輻射來源與左右地形效應的因子。後以文獻回顧了解地形校正模式的種類、

效能、資料處理方式與不足。透過校正文獻回顧，發展出截前人長處、補前人不足的改進模式。

最後以分區塊校正方式獲得地形校正後的影像，並實施效能驗證。 

 

 

 

 

 

 

 

圖 3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的研究流程如圖 4，以上述研究架構為基礎規劃實驗操作步驟。第一步驟：以山地像

元輻射傳輸理論，設定山地像元接受的輻射來源組合，分別為直接入射光、天空各向異性散射輻

射、天空各向同性散射輻射、與鄰近地表反射輻射；第二步驟：紀錄所有可左右地形效應之因子，

分別為相對入射光，各向異性因子、天空可視因子、地形因子、與鄰近輻射反射模型；第三步驟：

以地形校正文獻回顧評估可採取的設想與參數。主要設想為：假設要符合地表真實反射情形，模

式要盡量簡化，參數要少，可進行分區塊校正，以及明確將臨近地表反射輻射納入參數設想等。 

以上述操作設定，採取非朗伯體假設，導入導入坡度參數、臨近地表輻射參數，將校正區塊

分為陰暗區與光照區等，建立 MVECA 改進模式。最後以校正後的影像與校正前影像進行比較，

以分區塊、全區視覺評估、離散係數、相關係數統計觀察、常態分配圖形衡量等，實施效能驗證。

最後確立 MVECA 模式校正效能的可行性，提出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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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VECA 

本研究汲取前人思考方式，加入對在無直接光照區的像元，以鄰近像元輻射貢獻方式描述。

本研究分別對於光照區 cosi≧0.2、0＜cosi＜0.2、cosi＝0 等地區建立修正式，MVECA 校正定義

如下（田應平，2010）： 

1. 若 cosi＝0，則校正方程為： 

                                                  （18） 

 

（19） 

                       （20） 

此時 為減去路徑輻射後的校正輻射值； 為減去路徑輻射後的原始坡地輻射值； 為

校正係數； 為影像像元校正前的平均值； 、 分別為兩變數（1+cos(α)）/2、Nei 之係數，

為常數項；Nei 為地臨變數； 為地表至感測器的透射率； 為平地反射率， 與 可視為一

定值（田應平，2010）；cos(α)為像元坡度的 cos 函數。 

2. 若 0＜cosi＜0.2，則校正方程為： 

                 (21) 

                                  (20) 

此時 為減去路徑輻射後的校正輻射值； 為減去路徑輻射後的原始坡地輻射值； 為

校正係數； 為影像像元校正前之平均值； 、 分別為 的係數與常數項；Nei 為地臨變數；

為地表至感測器之透射率； 為平地反射率； 為相鄰像元的反射值。 

3. 若 0.2≦cosi，則校正方程為 

     其中          (22) 

此時 為減去路徑輻射後的校正輻射值； 為減去路徑輻射後的原始坡地輻射值； 為

校正係數； 為該波段 cosi＝0 的坡地像元最小值； 為 減去像元最小值的迴歸係數；

為 Minnaert 係數，描述像元非朗伯體的輻射性質，其值為 cosi>0 條件下， 減去像元最小值

取對數與 cosi 取對數之迴歸方程中的斜率；cos(α)為像元坡度的 cos 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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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區選擇與資料處理 

1. 研究區環境資訊 

研究區位於高雄縣三民鄉與桃源鄉交界，處於玉山山脈南支延伸山脊地帶，主要位荖濃溪流

域與旗山溪流域上游支流交界，如圖 5。研究區面積約五 km
2，地勢起伏大，高度界於 1391~2481m，

地形陡升明顯，冬季衛星影像受地形效應影響大。該區附近年平均溫度在 22.7℃，年雨量界於

2094.5~3416.0mm 之間（平均 2757.5mm），屬暖溫帶天然闊葉林，植被主要以樟科與殼斗科為優

勢物種，研究區內整體植被覆蓋率為 99%。選擇該區域的原因之一為本研究能取得的資料有限，

林相資料僅限於該處附近；二為該區地形起伏大，地形效應明顯，為理想的地形校正地點；三為

經林務局林班基本圖圖檔與林相圖檔比對後該研究區位於旗山事業區、17、103、104、75、76、

77 的林班地上，植被全為天然闊葉混合林，如圖 6 所示。 

 

 

 

 

 

 

 

 

 

圖 5 研究區衛星影像與所在行政區域圖        圖 6 研究區與林相、林班地圖資相對位置 

2. 資料處理 

（1）DTM（Digital Terrain Model）資料 

DTM資料取自農林航空測量所產製之5m×5mDTM，加以重新取樣（Resample）為10m×10m網

格。入射光之cosi值由 ArcGIS 9.3 Spatial Analyst 模組配合太陽高度角、方位角計算。研究區之高

程、坡度、坡向資訊，以及cosi統計值見表1： 

表 1 研究區地形參數與 cosi 之統計值（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資訊別 平均値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高程（m） 

坡度（°） 

坡向（°） 

cosi 

1932 

35  

186 

0.53  

197 

10 

100 

0.30 

1391 

0（平地） 

-1（平地） 

0  

2480 

73 

3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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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TM 影像資料取得與光譜亮度計算 

研究利用2008年11月15號獲取之福衛二號影像，太陽高度角為40.36°，太陽方位角為147.98°。

資料來源為台師大福衛二號影像分送處理中心，影像格式為TIFF檔，產品為L4幾何正射校正影像，

控制點選取57點，整體誤差在7m內。研究區無雲層覆蓋，影像解析度為8m。衛星影像的像元值與

地表反射強度轉換式如下（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2010）： 

地表反射強度（radiance）= 像元值 / 增益係數（physical gain）+ Offset 

影像中之路徑輻射消除採取暗目標消去法，暗目標一般選取近紅外光段之純淨水體最小輻射

值作為該光段之路徑輻射值，乃假設水體在該光段為一反射值為 0 之黑體，若其值大於 0，則認

為皆來自路徑輻射之貢獻（楊燕、田慶久，2008）。此外，針對其他光段之路徑輻射消除，則選

取紅光段森林密覆陰影影響下的像元最小值，作為該光段之路徑輻射值，綠光段以及藍光段之路

徑輻射值，則以其與紅光段散射輻射強度之比例關係推估之，分別為：1.92 以及 3.43（參考修改

自鄭祈全等，1997）。為避免研究區 DTM 計算成坡度坡向圖時，造成之邊界誤差，研究擷取原

範圍內部 284×471 作為本研究之資料處理範圍。 

(3)地臨參數運算 

地臨參數的運算由式（20）Nei計算式求得，資料由經轉換為原始反射強度值的影像中，裁切較

研究區影像上下與左右大過一個像元的圖幅範圍影像，做為地臨參數運算的波段影像資料，如圖7。

之所以如此設計，乃考量邊界像元在計算鄰近參數時，若只用研究區像元計算，其計算數目會少於

8個像元，使數值缺少而與原計算式不符，如圖8（A）所示，所以擴大計算範圍，以滿足邊界像元

校 正 計 算 所 需 ， 如 圖 8 （ B ） 所 示 。 研 究 利 用 ERDAS IMAGINE 軟 體 中 的 Spatial 

Enhancement-Convolution模組，自建kernel模式求得各波段地臨參數影像，如圖9。 

 

 

 

 

 

 

 

 

 

 

         圖 7 地臨影像與研究區影像邊界示意    圖 8   地臨影像計算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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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9 地臨參數各波段影像（（A）藍光段；（B）綠光段；（C）紅光段；（D）紅外光段） 

(4)地形光譜校正運算 

以去除路徑輻射後的研究區各波段影像、經處理後的 cosi 圖層、坡度 cos 函數圖層、地臨參

數圖層，分別對 cosi=0 的陰暗區、0＜cosi＜0.2 條件下，相對入射角接近 90°的像元區域，以及

cosi≧0.2 的像元區域，以前述所建立的 MVECA 校正方法進行地形光譜校正。研究過程中分區塊

校正法運算所需的參數見表 2。 

表 2 研究區 Formosat2 MS 影像各波段地形光譜校正運算參數 

 

 

波段 

運算參數 

藍光段 綠光段 紅光段 紅外光段 

cosi=0     

 
189.46 128.2862 145.0688 439.1895 

 
0.694 0.949 -0.041 16.257 

 
0.101 0.114 0.099 0.127 

 
32.511 7.301 22.344 -19.824 

0＜cosi＜0.2     

 
189.46 128.2862 145.0688 439.1895 

 
0.097 0.113 0.096 0.158 

 
39.261 9.646 26.749 -9.534 

cosi≧0.2     

MVECA（k） 0.042 0.440 0.294 0.620 

MVECA（a） 160.6176 82.9956 66.5933 107.7678 

MVECA（b） 196.7630 59.0864 94.1604 478.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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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效能評估與討論 

（一）陰暗區 

1. 相關係數分析 

陰暗地區有別於受相對入射光 cosi 影響的地區，其輻射強度大小與 cosi 的高低無關，而與所

接受的大氣散射輻射與地表臨近反射輻射有關。故地形校正後的陰暗區影像因位於同一平面，相

同地物應趨於平面輻射強度值，不受地形效應影響，故與大氣散射輻射與地表臨近反射輻射所代 

表的參數相關性應會降低。將校正前後各波段陰暗區影像與（1+cos(α)）/2、Nei 進行相關分析，

得到相關係數 R，如下表 3。就表 3 結果顯示，校正後陰暗區各光段影像與（1+cos(α)）/2、Nei

之間的 R 值呈現極低度相關，顯示校正後影像受地形效應參數影響已經大幅降低。其中以藍光段

R 值最低，為 0.001，紅外光段 R 值最高，為 0.029，顯示 R 值些微有隨反射率提高而提高趨勢。

在陰暗區輻射來源來自大氣散射輻射與地表臨近反射輻射的假設下，以天空可視參數與地表臨近

反射參數進行地形校正，可大幅提高校正效能，降低與地形效應的相關程度。 

表 3 校正前後陰暗區各光段影像（1+cos(α)）/2、Nei 之 R 值 

2. 離散分析 

研究將MVECA校正前後的陰暗區影像進行離散分析，進而得到校正前後影像的離散係數，與

其他校正模式相比較，結果如下表4。 

表 4 校正前後陰暗區各光段的離散係數（%） 

結果顯示，校正前陰暗區受地形效應影響，離散係數高，像元間差異大。其中亦可發現離散

係數的高低與光段別的光譜帶呈現正比關係。在晴天無雲狀況下，波長越短其散射能力越強，而在

山地陰暗區像元間的差異有隨輻射散射能力提高而差異縮小的情況。由表4顯示，MVECA校正後各

波段離散係數皆小於未校正影像，且與SCS+C模式相比較，其係數也較低，顯示其能大幅降低地形

效應，使像元差異縮小，更趨於平地一致性輻射強度值。在紅外光段離散係數較校正前大幅縮小；

對於反射率較低的藍、綠、紅光段離散係數也有降低，但縮小的幅度較紅外光段為低。 

3. 直方分佈圖比較 

        Band 

校正法 

藍光段 綠光段 紅光段 紅外光段 

校正前 0.482  0.607 0.460 0.779 

MVECA 0.001 0.003 0.002 0.029 

        band 

校正法 

藍光段 綠光段 紅光段 紅外光段 

校正前      4.24     10.60      14.68        39.88 

SCS+C 4.00 10.56 15.27 39.74 

Minnaert+SCS No data No data No data No data 

MVECA 3.60 7.81 12.4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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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方分佈圖比較校正前後陰暗區像元輻射值的次數分配，以審視校正後之像元輻射值是否

較趨於常態分布圖形，而有較佳校正效能，結果如下圖 10。由圖可知，校正後的直方圖分配其最

高次數區間值明顯比影像未校正前數值更高。校正後柱狀圖也較符合常態分布形，且屬高狹峰圖

形，顯示地物受地形效應影響降低，輻射值不再集中於低值，校正效能顯著。 

4. 小結 

總結上述可以發現，MVECA 校正以鄰近地表反射輻射參數及天空可視參數來表徵坡地陰暗

區像元輻射值時，經模式校正後可大幅降低地形效應，彌補 SCS+C 以及 Minnaert+SCS 模式無法

有效校正陰暗區的缺憾。以各種簡易的評估指標，如視覺分析、R 值分析、離散分析、直方圖分

析等評估後，皆顯示其較校正前影像更不受地形效應所影響，達到本研究設立的研究目的，即有

效校正陰暗區之地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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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B） （F） 

  

（C） （G） 

  

（D） （H） 

圖 10 陰暗區校正前後各光段次數配直方圖（圖中（A）~（D）依序為校正前 B、G、R、IR 影

像；（E）~（H）為校正後 B、G、R、IR 影像） 

（二）0＜cosi＜0.2之區塊 

1. 相關係數分析 

相對入射角度較大的地區雖受相對入射光 cosi 影響，其輻射強度大小與 cosi 卻呈現低度相



47 

 

關，而與所接受的地表臨近反射輻射參數 Nei 呈現較高相關，如下表 5。評估結果顯示，校正前

各波段影像輻射值與地形效應參數 Nei 呈現中高度相關，然校正後卻呈現極低度相關，表示本研

究校正模式可大幅降低地形效應，以地臨參數為校正考量可大幅提高校正效能，降低與地形效應

的相關程度。 

表 5 校正前後 0＜cosi＜0.2 區塊各光段影像與 cosi、Nei 之 R 值 

2. 離散分析 

研究將 MVECA 校正前後的 0＜cosi＜0.2 區塊影像進行離散分析，求得校正前後之離散係數，

配合與其它校正模式的比較，如下表 6。 

表 6 校正前後 0＜cosi＜0.2 區塊各光段之離散係數（%） 

結果顯示，校正前該區受地形效應影響使得各波段離散係數高，像元間差異大。其中像元間

的差異有隨輻射散射能力的提高而差異縮小的情況，與陰暗區觀察所得一致。由表 6 顯示，校正

後各波段離散係數皆小於未校正影像，且與 SCS+C 以及 Minnaert+SCS 模式相比較，除在藍光段

較 SCS+C 模式些微高外，其它光段離散係數也較低，顯示本研究校正可大幅降低了地形效應，使

像元差異縮小，更趨於平地一致性輻射強度值。在紅外光段離散係數較校正前大幅縮小；對於反

射率較低的藍、綠、紅光段離散係數也有降低，但縮小的幅度較紅外光段為低，也與陰暗區觀察

所得結論一致。 

3.直方分佈圖比較 

以直方分佈圖比較校正前後陰暗區像元輻射值的次數分配，以審視校正後之像元輻射值是否

較趨於常態分布圖形，而有較佳校正效能，結果如下圖 11。 

由下圖可知，校正後的直方圖分配其最高次數區間各波段皆明顯比影像未校正前數值更高，

且柱狀分配與校正前之右偏態分布相比較符合常態分布形，屬高狹峰圖形，顯示地物受地形效應

影響降低，輻射值不再集中於低值，校正效能顯著。 

 

        Band 

參數 

藍光段 綠光段 紅光段 紅外光段 

校正前-cosi 0.162 0.199 0.177 0.247 

校正前-Nei 0.431 0.561 0.418 0.748 

校正前-Nei+cosi 0.433 0.562 0.420 0.748 

MVECA-Nei 0.000 -0.001 0.000 -0.010 

        band 

校正法 

藍光段 綠光段 紅光段 紅外光段 

校正前 5.18 12.59 18.12 40.36 

SCS+C 4.61 11.90 17.61 38.33 

Minnaert+SCS 6.88 15.93 21.15 24.92 

MVECA 4.63 10.15 16.12 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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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B） （F） 

  

（C） （G） 

  

（D） （H） 

圖 11  0＜cosi＜0.2 區塊校正前後各光段次數配直方圖（圖中（A）~（D）依序為校正前 B、G、

R、IR 影像；（E）~（H）為校正後 B、G、R、IR 影像） 

4. 小結 

本研究以地臨參數模擬 0＜cosi＜0.2 區塊像元輻射值時，所發展的校正式可大幅降低該區地

形效應，較 SCS+C 校正與 Minnaert+SCS 校正更能有效校正該區地形效應，避免前人過度校正的

問題。以簡易的評估指標驗證後皆顯示其較校正前影像更不受地形效應所影響，達到本研究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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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目的，即有效校正光照區 0＜cosi＜0.2 區塊的地形效應。 

（三）0.2≦cosi的區塊 

1. 相關係數分析 

0.2≦cosi 區塊受相對入射光 cosi 影響，其輻射強度大小與 cosi 呈現中高度相關，如下表 7，

顯示地形效應影響明顯，對反射強度高的紅外光段尤其顯著，R 值較其他三者為高。經本研究

MVECA 校正過後，紅外光段、紅光段、綠光段 R 值皆大幅降為低度相關，且降低到 0.2 以下。

藍光段 R 值在校正後雖有降低，但降低幅度不如其他三者，未低於 0.3，但仍具一定程度的校正

功能。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後各波段 R 值似乎隨波長縮小而提高，是否暗示本研究的校正方式，

在散射光較強烈的波段，其校正較果較為有限，仍須進一步確認。 

表 7 校正前後 0.2≦cosi 區塊各光段影像與 cosi 之 R 值 

2. 離散分析 

研究將 MVECA 校正前後的 0.2≦cosi 區塊影像進行離散分析，進而得到校正前後的離散係

數，如下表 8。 

表 8 校正前後 0.2≦cosi 區塊各光段之離散係數（%） 

結果顯示，校正前該區受地形效應影響造成各波段離散係數高，像元間差異大。其中像元間

的離散值有隨輻射散射能力提高而差異縮小的情況，與前兩區塊觀察所得一致。由表8顯示，校正

後各波段離散系數皆小於未校正影像，且與SCS+C以及Minnaert+SCS模式相比較，除在藍光段校正

效能未比上兩模式好外，其它光段離散係數也較低，顯示本研究校正方式大幅降低地形效應，使像

元差異縮小，更趨於平地一致性輻射強度值。在紅外光段離散係數較校正前大幅縮小；對於反射率

較低的藍、綠、紅光段離散係數也有降低，但縮小的幅度較紅外光段為低，也與前兩區塊觀察所得

結論一致。 

3. 直方分佈圖比較 

以直方分佈圖比較校正前後 0.2≦cosi 區塊的像元輻射值次數分配，來審視校正後的像元輻射

值是否較趨於常態分布圖形，而有較佳校正效能，結果如下圖 12。 

由下圖可知，校正後的直方圖分配其分配圖形皆有一定程度往眾數區間內縮，配合表 8 可知，

        Band 

參數 

藍光段 綠光段 紅光段 紅外光段 

校正前 0.456 0.566 0.481 0.676 

MVECA 0.341 0.187 0.183 0.145 

        band 

校正法 

藍光段 綠光段 紅光段 紅外光段 

校正前 6.52 14.73 19.37 30.88 

SCS+C 5.08 12.11 17.12 24,44 

Minnaert+SCS 5.55 14.16 17.83 24.76 

MVECA 6.17 12.32 17.46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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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後數值離散程度降低，靠近平均值兩側次數分配變多，像元間差異變小。以圖形來看藍光段

次數分配變化甚微，但最高次數分配區間超過 6000 個像元，顯示眾數區間像元個數提高，其兩側

區間也相近，數值大多集中在該眾數區間，整體差異小的數量增加。綠光段、紅光段、紅外光段

校正前後次數分配圖皆由離散差異大的緩波峰變成離散差異小的高狹峰，顯示校正效能明顯。 

  

（A） （E） 

  

（B） （F） 

  

（C） （G） 

  

（D） （H） 

圖 12  0.2≦cosi 區塊校正前後各光段次數配直方圖（圖中（A）~（D）依序為校正前 B、G、R、

IR 影像；（E）~（H）為校正後 B、G、R、IR 影像） 

4. 小結 

本研究以相對入射光參數 cos
k
i 以及 cosi=0 下，其影像輻射值最小之值作為常數項 a 值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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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0.2≦cosi 區塊像元輻射值時，所發展的校正式可大幅降低該區地形效應，僅藍光段的校正效能

較為有限，但對於山區生態應用較為常用的紅外光段，其校正效能明顯。校正後影像較校正前更

不受地形效應影響，達到本研究設立的研究目的，即有效校正光照區 0.2≦cosi 區塊的地形效應。 

（四）全影像校正效能評估 

1. 視覺分析 

經 MVECA 校正後的各波段影像，與校正前影像相比，整體輻射強度分佈有了明顯的變化，

見下圖 13。校正前各波段影像內中下半部山脈左右彩度對比明顯，左側為面光區，入射角度小，

輻射強度較高，彩度也較深；右側為背陽坡面，入射角度大，輻射強度值較低。然經校正過後山

脈兩側色彩對比降低，如（E）~（H）所示。此外校正後光照兩區塊色彩質趨向同一彩值，表示

校正後影像在各區塊間得以連貫，大都趨向近似的輻射強度。此外，由校正前影像（C）與（G）

右上方深點的變化，如圖圓圈位置，可觀察是否有明顯的校正變化。右上方深點為裸露地，位於

相對入射角小於平地太陽入射角的坡地，受太陽光照強，且在 R 波段裸露地比植被反射率還來的

高，故校正前該區域彩度較鄰近植被來的高，顏色較深。校正後理論上坡地裸露地應轉至為平地

裸露地，受太陽光照強度降低，故反射數值也應降低。影像（G）也的確顯示，在同樣表色級距

下，校正後的彩度確實較校正前低，顯示模式的確達到校正效果，使坡地輻射反射強度轉換到平

面校正值。 

 

    

（A） （B） （C） （D） 

    

    

（E） （F） （G） （H） 

圖 13 研究區陰暗區校正前後各光段視覺比較（圖中（A）~（D）依序為校正前 B、G、R、IR

影像；（E）~（H）為校正後 B、G、R、IR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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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係數 R 值分析 

將未校正影像、MVECA 模式校正後各波段的影像與 cosi 進行相關分析，得到相關係數 R。

由表 9 分析，校正前各波段輻射值與 cosi 呈現中高度相關，顯示受地形效應影響甚重。經本研究

MVECA 校正過後，紅外光段、紅光段、綠光段 R 值皆大幅降為低度相關，且降低到 0.1 以下。

藍光段 R 值在校正後雖有降低，但降低幅度不如其他三者，未低於 0.3，但仍具一定程度的校正

功能。以 SCS+Minnaert 為基礎，針對入射角度過大與陰暗區這兩個區塊以地臨參數及天空可視

參數進行校正，可有效改善 SCS+Minnaert 的缺陷，在 IR、R、G、B 波段有更好的校正效能。 

表 9 校正前後各光段影像與 cosi 之 R 值 

3. 離散分析 

將MVECA校正前後的全區影像進行離散分析，進而得到校正前後的離散係數，如下表10。 

表 10 校正前後陰暗區各光段之離散係數（%） 

結果顯示，校正前陰暗區受地形效應影響，離散係數高，像元間差異大。其中亦可發現離散

係數的高低與光段別的光譜帶呈現正比關係，在晴天無雲狀況下，波長越短其散射能力越強，在

山地像元間的差異有隨輻射散射能力提高而差異縮小的情況。由表 10 顯示，MVECA 校正後各波

段離散系數皆小於未校正影像，顯示其大幅降低了地形效應，使像元差異縮小，更趨於平地一致

性輻射強度值。若以「校正前後離散係數差/校正前離散係數」表示校正效能檢驗值，發現紅外光

段離散係數較校正前大幅縮小，檢驗值為 39.84%；對於反射率較低的藍、綠、紅光段離散係數也

有降低，但縮小的幅度較紅外光段較低，分別為 16.03%、30.59%、19.89%。 

4. 直方分佈圖比較 

以直方分佈圖比較校正前後全區像元輻射值的次數分配，以審視校正後像元輻射值是否較趨

於常態分布而有較佳校正效能，結果如下圖 14。 

由下圖可知，各波段校正後的直方圖分配，其最高次數區間內的像元個數明顯比未校正前影

像多，且在 IR、R、G 波段眾數區間與全影像平均值落點一致，在 B 波段平均值緊鄰眾數區間。

以圖形來看藍光段次數分配圖形內縮不明顯，但最高次數分配區間超過 8000 個像元，相鄰柱狀區

        Band 

校正法 

藍光段 綠光段 紅光段 紅外光段 

校正前 0.594 0.703 0.623 0.792 

SCS+C 0.05  0.07  0.05  0.09  

Minnaert+SCS -0.31  0.10  0.08 0.26  

MVECA 0.30 0.08 0.05 0.08 

        band 

校正法 

藍光段 綠光段 紅光段 紅外光段 

校正前 7.05 17.13 21.42 40.36 

SCS+C 5.41  12.15  17.21  27.78  

Minnaert+SCS 6.36  14.43  18.94  30.73  

MVECA 5.92 11.89 17.16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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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較校正前的眾數兩側次數為多，顯示輻射值大多集中在該眾數區間及其附近。G、R、IR 光

段校正前後次數分配圖形皆由離散差異大的兩波峰形態變成離散差異小的高狹峰，顯示校正效能

明顯，MVECA 具備優秀的校正能力。 

 

  

（A） （E） =192.19,眾數 186.8~189.5 

  

（B） （F） =127.11, 眾數 129~126 

  

（C） （G） =140.90, 眾數 137~143 

  

（D） （H） =438.07, 眾數 417~443 

圖 14 全區校正前後各光段次數配直方圖（圖中（A）~（D）依序為校正前 B、G、R、IR 影像；

（E）~（H）為校正後 B、G、R、IR 影像） 



54 

 

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在山區，地形改變了太陽-感測器-地表的幾何形式，導致在像元尺度上相同地物輻射強度的

改變，也導致感測器所接收的訊號有所不同。這種地形效應可以透過不同地形光譜校正模型，輸

入不同的地形參數，以及考慮物理光學及地物結構原理來加以校正。本研究以考量模式參數簡化、

非朗伯體描述、最小天空散射與地臨反射值來校正面光區塊；以地臨參數與天空可見因子等，校

正陰暗區與入射角度大的光照區塊。研究並歸納評估地形校正模式效能所採用的指標，以相關係

數、離散係數、次數直方分配圖等指標評估本研究模式分區與整區影像校正效能。 

1. 面光區塊地形校正 

(1) 光照區 0.2≦cosi 區塊 

R 值分析上，除藍光段 R 值降低幅度有限，其餘光段皆與 cosi 呈現極低度相關，大幅降低地

形效應；校正後各波段 R 值似乎隨波長縮小而提高，顯示本研究的校正方式，在散射光較強烈的

藍波段，其校正效果較為有限。 

經校正前後離散係數比較，校正後像元間離散差異縮小，更趨於平地一致性輻射強度值。在

紅外光段離散係數較校正前大幅縮小；對於反射率較低的藍、綠、紅光段離散係數也有降低，但

縮小的幅度較紅外光段較低。 

以直方圖形分析，校正後靠近平均值兩側次數分配變多，像元間差異變小。藍光段次數分配

變化甚微，但最高次數分配區間超過 6000 個像元，顯示眾數區間像元個數提高，其兩側區間也相

近，整體差異小的像元數量增加。綠光段、紅光段、紅外光段校正前後次數分配圖形皆由離散差

異大的緩波峰變成離散差異小的高狹峰，顯示校正效能明顯。 

本研究以相對入射光參數 cos
k
i，以及 cosi=0 下其影像輻射值最小之值，作為常數項 a 值模擬

0.2≦cosi 區塊像元輻射值，MVECA 模式可大幅降低該區地形效應，僅藍光段的校正效能較為有

限，但對於山區生態應用較為常用的紅外光段，其校正效能明顯。MVECA 校正後較校正前影像

更不受地形效應所影響，達到本研究設立的研究目的，即有效校正光照區 0.2≦cosi 區塊的地形效

應。 

(2) 0＜cosi＜0.2 區塊 

校正前各波段影像輻射值與地形效應參數 Nei 呈現中高度相關，然校正後卻呈現極低度相

關，表示本研究校正模式大幅降低地形效應，地臨參數的導入大幅提高校正效能，降低了與地形

效應的相關程度。 

校正後各波段離散系數皆小於未校正影像，顯示 MVECA 大幅降低地形效應，使像元趨於平

地一致性輻射強度值。在紅外光段離散係數較校正前大幅縮小；對於反射率較低的藍、綠、紅光

段離散係數也有降低，但縮小的幅度較紅外光段較低。 

校正後的直方圖分配其最高次數區間各波段皆明顯比影像未校正前數值更高，顯示整體像元

值由低光照地區提升為平面光照譜值。校正後柱狀分配與校正前的右偏態分布相比，也較符合常

態分布形，且屬高狹峰圖形，顯示地物受地形效應影響降低，輻射值不再集中於低值，校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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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 

本研究以地臨參數模擬 0＜cosi＜0.2 區塊像元輻射值，所發展的校正式可大幅降低該區地形

效應，且較前人校正法，如 SCS+C 校正與 Minnaert+SCS 校正更能有效校正該區地形效應，避免

前人過度校正的問題，此為本研究不同於前人研究之處。 

2. 暗區塊地形校正 

對於陰暗區校正取得明顯的校正效能，結果如下： 

校正後陰暗區各光段影像與（1+cos(α)）/2、Nei之R值呈現極低度相關，顯示校正後影像地形

效應參數影響已大幅降低。其中以藍光段R值最低，為0.001，紅外光段R值最高，為0.029，顯示R

值些微有隨反射率提高而提高的趨勢。 

校正後各波段離散係數皆小於未校正影像，顯示MVECA大幅降低地形效應，使像元差異縮

小，更趨於平地一致性輻射強度值。在紅外光段離散係數較校正前大幅縮小；對於反射率較低的藍、

綠、紅光段離散係數也有降低，但縮小的幅度較紅外光段較低。 

校正後的直方圖分配其最高次數區間明顯比影像未校正前數值高，顯示陰暗區整體像元值提

高。此外校正後柱狀分佈也較符合常態分布，且屬高狹峰圖形，顯示地物受地形效應影響降低，輻

射值不再集中於低值。 

在陰暗區輻射來源來自大氣散射輻射與地表臨近反射輻射的假設下，導入天空可視參數與地

表臨近反射參數進行校正，可大幅提高校正效能，降低地形效應影響。 

（二）後續討論 

1. 不同分類法對於不同校正模式的精確度差異 

本研究曾以不同分類法對於不同校正法所得的分類精度進行過測試，其結果顯示，沒有任何

一個單獨的地形校正法在不同分類法的分類精度都高於其他校正模式，後續研究可在此方向進行

研究。 

2. 差異化植生指數（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檢驗效能 

本研究曾初步以MVECA校正法為基礎，進一步評估是否能提升山區森林影像NDVI之精度，結

果顯示，MVECA因改善地形效應明顯，對於NDVI精度之提升，有所助益。 

3. 統計變數引進考量 

本研究以高永年所提出的 MVECA 校正法為基礎進一步改變參數，過程中以地臨參數作為變

數，與輻射觀測值進行迴歸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其相關性高過與 cosi 的相關性，後續研究可以此

進一步發展統計校正模式。 

誌 謝 

計算影像由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系福衛二號影像分送處理中心獲得；林相資訊由台灣師範大學

地理系地形研究室提供。作者並感謝兩位匿名審稿者的指教與建議，以及地理研究編輯單位不辭

辛勞協助校稿。 

 



56 

 

引用文獻 

田應平（2010）：《山區森林影像地形校正：MVECA 法的嘗試》。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碩士論文。 

【Tian, Y.P. (2010). Topographic Normalization of Formosat2-MS Images of Forest in Rugged Terrain: 

Using the Modification of Variable Empirical Coefficient Algorithm.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高永年、張萬昌（2008）：〈遙感影像地形校正物理模型的簡化與改正〉，《測繪學報》，37（1）：89-95。 

【Gao, Y.N., and Zhang, W.C. (2008). Simplifica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a physical topographic 

correction algorithm for remotely sensed data. Acta Geodaeti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 

37(1):89-95.】 

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2010）：〈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資源衛星接收站

使 用 者 手 冊 〉 ， 《 國 立 中 央 大 學 太 空 及 遙 測 研 究 中 心 》 。

http://www.csrsr.ncu.edu.tw/08CSRWeb/ChinVer/C5Product/Download/userGuide_130610.pdf 。

(2016/05/28 瀏覽) 

【Center for Space and Remote Sensing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10). The UserGuide 

of Center for Space and Remote Sensing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enter for Space 

and Remote Sensing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http://www.csrsr.ncu.edu.tw/08CSRWeb/ChinVer/C5Product/Download/userGuide_130610.pdf. 

(accessed 2016/05/28)】 

楊燕、田慶久（2008）：〈森林覆蓋區山地遙感地形校正的方法研究〉，《遙感信息》，2008（1）：22-26。 

【Yang, Y., and Tian, G.J. (2008). The study on topographic correction approach in forest. 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 2008(1):22-26.】 

聞建光、柳欽火、肖青（2007）：〈基於模擬數據分析地形校正模型效果及檢驗〉，《北京師範大學

學報（自然科學版）》，43（3）：255-263。 

【Wen, J.G., Liu, Q.H., and Xiao, Q. (2007).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topographic correction methods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43(3):255-263.】 

聞建光、柳欽火、肖青、劉強、李小文（2008）：〈複雜山區光學遙感反射率計算模型〉，《中國科

學》，D 輯：38（11）：1419-1427。 

【Wen, J.G., Liu, Q.H., Xiao, Q., Liu, C., and Li, X.W. (2008).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topographic 

correction methods and validation. Science in China Press, D:38(11):1419-1427.】 

段四波、閻廣建（2007）：〈山區遙感圖像地形光譜校正模型研究綜述〉，《北京師範大學學報（自

然科學版）》，43（3）：362-366。 

【Duan, S.B., and Yan, G.J. (2007). A review of models for topographic correction of remotely sensed 

images in mountainous area.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43(3):362-366.】 

鍾耀武、劉良雲、王紀華、閻廣建（2006）：〈SCS+C 地形輻射校正模型的應用分析研究〉，《國土



57 

 

資源遙感》，2006（04）：14-18。 

【Zhong, Y.W., Liu, L.Y., Wang, J.H., and Yan, G.J. (2006). The application of SCS+C methods for 

topographic radiation correction. Remote Sensing for Land & Resources, 2006(04):14-18.】 

鄭祈全、邱祈榮、陳燕章（1997）：〈應用遙測方法估測臺灣杉林分之葉面積指數〉，《臺灣林業科

學》，12（3）：309-317。 

【Cheng, C.C., Chiou, C.R., and Chen, Y.C. (1997). Applying a remote sensing method for estimating 

leaf area index of taiwania plantations. Taiwan Journal of Forest Science, 12(3):309-317.】 

Gao, Y.N., and Zhang, W.C. (2007). Variable empirical coefficient algorithm for removal of 

topographic effects on remotely sensed data from rugged terrai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 IGARSS, 4733-4736. 

Gao, Y.N., and Zhang, W.C. (2009). LULC classification and topographic correction of Landsat-7 

ETM+ Imagery in the Yangjia River watershed: the Influence of DEM resolution. Sensors, 

9:1980-1995. 

Gitas, I.Z., and Devereux, B.J. (2006). The role of topographic correction in mapping recently burned 

mediterranean forest area from Landsat TM im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27(1):41. 

Gu, D., and Gillespie, A. (1998). Topographic normalization of Landsat TM images of forest based on 

subpixel sun-canopy-sensor geometry.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64:166-175. 

Meyer, P., Itten, K.I., Kellenberger, T., Sandmeier, S., and Sandmeier, R. (1993). Radiometric 

corrections of topographically induced effects on Landsat TM data in an alpin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48(4):17-28. 

Minnaert, N. (1941). The reciprocity principle in lunar photometry. Astrophysical Journal, 

93(3):403-410. 

Pouch, G.W., and Campagna, D.J. (1990). Hyperspherical direction cosine transformation for separation 

of spectral and illumination information in digital scanner data.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56(4):475-479. 

Riaño, D., Chuvieco. E., Salas. J., and Aguado, I. (2003).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topographic 

corrections in Landsat-TM data for mapping vegetation types.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41(5):1056-1061. 

Smith, J.A., Lin, T.L., and Ranson, K.J. (1980). The Lambertian assumption and Landsat data.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46:1183–1189. 

Soenen, S.A., and Peddle, D.R.（2005）. SCS+C: A Modified Sun-Canopy-Sensor topographic correction 

in forested terrain.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43(9):2148–2159. 

Teillet, P.M., Guindon, B., and Goodenough, D.G. (1982). On the slope-aspect correction of 

multispectral data. Canadian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8(2):1537-1540. 

Vincini, M., and Frazzi, E. (2003).  Multitemporal evaluation of topographic normalization methods on 

deciduous forest TM data.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58 

 

40(11):2586-2590. 

 

投稿日期：105 年 01 月 21 日 

修正日期：105 年 07 月 11 日 

接受日期：105 年 11 月 01 日 



59 

 

地理研究 第65期 民國105年11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65, November 2016 

DOI: 10.6234/JGR.2016.65.03 

 

試驗場與熱帶殖民地： 

1900年代美屬菲律賓的農業歷史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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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Treaty of Paris of 1898,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its administration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lant and animal industries in the tropics of the Philippines, the colonial 

America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variety of “experiment stations” and “stock far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verse geographical settings. Based on the conceptions of agronomy, such as selection and 

breeding, the experiment organizations were usually responsible for a range of professional works. On 

the one hand, the experiment stations not only introduced temperate and tropical crops from overseas, 

but also domesticate native plants such as grains, forages and fruits. On the other hand, stock farms 

were created for feeding beef cattle and draft animals as well as supplying fresh milk for the capital 

towns. Through a sketch analysis of the sites and locations of experiment station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olonial agriculture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Experiment station, Stock farm, the American Philippines, Site, Location 

摘  要 

1898年，美國獲得菲律賓的統治權。美國在菲律賓之政廳為遂行殖民意圖，乃配合地理環境

先後設立為數不少的「試驗場（experiment station）」和「種畜場（stock farm）」，以期發展群島的

熱帶農牧業。基於選種、育種等農藝（agronomy）觀念發展而成的試驗場和種畜場，往往擔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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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任務。試驗場不僅嘗試移植外來之溫帶、熱帶農作物，並馴化當地植物，培育適合群島各式自

然環境生長的穀物、牧草和果樹等。種畜場的設立有時供作肉牛、役畜的培育所，有時化身為鮮

乳的供應場。Alabang 種畜場則較為特別，陸續加入血清製造和獸醫實驗等業務，堪稱是全菲律

賓最具綜合性質的種畜場。 

本研究透過試驗場地點和位置的分析，初探二十世紀第一個十年美國在菲島經營殖民地農業

的藍圖。具體而言，本文首先重建 1900年代菲島不同試驗場的地理分布；其次，將試驗場分類，

並舉例說明不同類型的試驗場設立的主旨與區位選擇；最後，藉由以上發現探究美政廳針對菲律

賓群島各區域所擘劃的農業經營架構。 

關鍵詞：試驗場、種畜場、美屬菲律賓、地點、位置 

前 言 

美國在菲律賓之政廳為遂行殖民意圖，曾經針對地理環境先後在農務局（Bureau of 

Agriculture）的轄屬下設立為數不少的「試驗場（experiment station）」和「種畜場（stock farm）」，

以發展群島的熱帶農牧業。此種基於選種、育種等農藝（agronomy）觀念發展而成的試驗場和種

畜場，往往擔任多重任務。試驗場不僅嘗試移植外來之溫帶、熱帶農作物，並馴化當地植物，培

育適合群島各式自然環境生長的穀物、牧草和果樹等。例如，位於馬尼拉近郊的 Singalong 試驗

場是蔬菜、柑橘類果品、豆科植物和其他多種作物的試驗大本營；緊鄰碧瑤（Baguio）的 La Trinidad

試驗場則為了發展北方山區農業，專攻小麥、燕麥、大麥和小米等溫帶作物的試種。種畜場的設

立有時供作肉牛、役畜的培育所，有時化身為鮮乳的供應場。Alabang 種畜場則較為特別，陸續

加入血清製造和獸醫實驗等業務，堪稱是全菲律賓最具綜合性質的種畜場。 

菲律賓群島地區發展的試驗機關雖有其獨特性，但其運作也在某種程度上受到美國本土農業

部門的影響。相對而言，二十世紀的美國統領下的熱帶地區試驗場中菲律賓較夏威夷和波多黎等

地享有更高的自主權。夏威夷和波多黎各的試驗場皆在美國本土農業機關的安排下建立，菲律賓

地區的試驗場則由位於當地的殖民政府所擘畫設置（Overfield, 1990: 31-40）。十九世紀的八十年

代末期，The Hatch Act of 1887法案通過，美國農業部（USDA）被賦予權力擘劃全國包括海外領

地試驗場的發展方向。農業部於隔年即 1888 年設立了下屬機關「試驗場處 Office of Experiment 

Stations（OES）」。試驗場處不僅透過對 The Hatch Act經費的掌控，遂行其統合各試驗場的目

的及方針；其後，該處更發行「試驗場彙報 Experiment Station Record」奠定該機構對各試驗場工

作的指導網絡。一般來說，試驗場處以近似中央（集權）的掌控模式影響各地試驗場的發展方向，

也就是殖民地的農業機關常僅負責農情調查和農事推廣業務，研究和試驗的工作則由美國本土的

試驗單位直接負責。此種中央控管型態之試驗場的發展模式，或許可稱為「美式試驗場」的風格。 

實際上，二十世紀初期的歐美科學界即隱約發覺美國和歐洲試驗場的差異所在。所謂的美式

試驗場，大致可由下列對於 1901年創建於英格蘭的蘭開夏（Lancashire） Grange-over-Sands地區

的 Aynsome農事試驗場之描述見其端倪。根據記載，該場擁有下列設備：化學實驗室、水分析和

細菌學實驗室、植物生理學研究溫室和試驗場圃等（Office of Experiment Stations, 1902:505-506）。

另外，一篇刊載於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名為「合眾國的試驗場學」（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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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in the States）的文章，則以乳牛豢養、飼料玉米為例，稱讚他們美國表親（American cousin）

的試驗場，運作的宗旨不僅在於農業的興趣，更彰顯其科學的實驗精神（Williams, 1898: 

1672-1673）。再者，美國各地試驗場在美國農業部之試驗場處指導原則下，強調各場工作不相衝

突，且場間經驗可傳承。例如，曾一度風行推廣的大黍（guinea grass）由位於檀香山的夏威夷農

事試驗場直接引進菲律賓，而非從它的熱帶非洲原產地；又根據熱帶牧草於夏威夷和菲律賓的栽

植經驗，已知哪些牧草的種類適合生長於熱帶，可直接移植至關島地區，而不需再次嘗試錯誤

（Office of Experiment Stations, 1908:105-108）。 

科學的信仰和實用的目的，形塑出美式試驗場和種畜場在菲律賓群島的發展模式。20 世紀

初，美國農學家對熱帶新領地之農業的想像和企盼，在一篇名為「美國熱帶島嶼的農業（Agriculture 

in the Tropical Islands of the United States）」文章中表露無遺。該文作者是身為農業部（Bureau of 

Plant Industry）中專攻經濟植物學（Economic Botany）的農藝學家（Orator Fuller Cook, 1867-1949）。

當談到具商業價值的熱帶作物時，文章以樟腦為例說明菲律賓確有栽植的潛力。Cook指出呂宋島

北部地理上的鄰居是臺灣，而臺灣是世界最主要樟腦產地。因此，他相信在呂宋北部也可能發展

樟腦業。然而，他也根據曾經實地待過北非阿爾及利亞的經驗指出，即使樟樹生長良好但也可能

無法提煉出樟腦的限制（Cook, 1902:356）。Cook承認相對於歐洲國家發展已久的熱帶農業實務

經驗，美國方面顯得十分貧乏。但若妥善應用該國於近期科學各層面上的發現，應可急起直追歐

洲的腳步（Cook, 1902:349）。美國政府選擇的方法，即是透過試驗場的建立以發展新領地的農業。 

如果依照以上的邏輯，美國殖民當局應該及早在菲律賓構築具規模的試驗場體系。但美式試

驗場出現在菲律賓，卻相對於大約同時期納入美國領地的阿拉斯加、波多黎各和夏威夷等地來得

晚。對菲律賓群島的農業而言，試驗場並非全新的事物。早在西班牙統治時期，在群島的某些島

嶼便已開始設置試驗場和模範農場。例如，La Granja Pequeña 和 La Granja Modelo 兩座農場

（Granja）。位於菲律賓群島南部之班乃島（Panay）的 La Granja Pequeña原是一座西班牙時代的

舊試驗場，其場地後來改作怡朗港（Iloilo port）的海港牲畜檢疫站（Nance, 1909:163-165）。另

一處 La Granja Modelo試驗場，西班牙文原義即為模範農場（model farm），則位於班乃島東方

的黑人島（Negros）西岸。此示範農場設立於 1890年，除配置氣象觀測設備和儀器以利蒐集和紀

錄相關資訊外，甘蔗栽植是其農場運作之主要目的。美屬菲律賓政廳於 1902 年正式接管此試驗

場，接續前朝甘蔗品種和栽植方式的試驗工作（Philippin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08:163-165）。

然而，根據美國統治初期的官員之觀察，此類農業推廣的機構如農業學校、試驗場和模範農場等

成效有限，未能達到促進農業改良的目標（Secretary, 1902:76-77）。這或許只是對前朝政績的不

公允評斷，但也暗示西班牙時代菲律賓農業的「現代化」並非全面性地展開。 

菲律賓本地試驗場的出現，實用之目的非常濃厚。其中，將試驗場視為提供農產品的機構或

場所是極其重要的功能之一。例如，Malate（Singalong）農事試驗場和 San Juan del Monte酪農站，

分別被定位為馬尼拉首府之蔬菜和鮮乳的供應站。以農事試驗場來說，1903 年時內務部長（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即曾憂心假使馬尼拉近郊的試驗場不能如預期地生產足夠的蔬菜以供應

都市所需，那麼勢必得繼續仰賴由中國輸入蔬菜，伴隨而至的霍亂等傳染病將無法有效遏止。他

明確指出當時馬尼拉一地所消費的蔬菜泰半來自於中國，而中國久為霍亂（cholera）和鼠疫

（bubonic plague）肆虐之地，且當地農夫多以人類的便溺澆灌蔬菜（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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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a:50）。其暗指蔬菜和傳染病兩者的關係不言而喻。換言之，至少馬尼拉當地的蔬菜需求必

須極力達到自給自足，才能將疫病由海港傳播進入的途徑可能性降至最低。 

然而，試驗場究竟應該設置在何處?各試驗場的創設宗旨又為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回答

上述兩個問題。試驗場的場址擇定和發展目標，實際上常受地區既有產業之發展框架影響，但也

可能以此基礎，有著截然不同的改變方向。例如，南部島嶼地帶是馬尼拉麻（Manila hemp或 abaca）

主要產區，設置於三寶顏的 San Ramon官營農場順理成章地即以馬尼拉麻的栽培、育種為發展要

務。而主事者也想進一步編列預算、増募人員，以擴大椰子（coconut）的試驗栽種面積。但終因

經費問題，而暫時作罷（the Secretay of the Interior, 1904b:51）。 

美領初期的菲律賓農業地理和試驗場的空間分布 

一般而言，農業地理是各地在不同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條件下發展的結果，菲律賓群島主要農

產品-稻米、甘蔗、菸草和馬尼拉麻等的生產更無法跳脫這個框架。除少數歷史事件的影響外，菲

律賓的農業地理受環境特質的限制可謂不淺。例如，1860 年代，英國和美國的貿易銀行商

（merchant- bankers）進入群島南方黑人島投資糖業，並透過班乃島的怡朗港輸出，才開啟菲律賓

群島糖業發展的扉頁。當時，菲律賓糖的輸出以美國、英國和中國最為大宗（Cutshall, 

1938:154-155）。 

（一）菲律賓的農業地理 

本文接下來要處理的問題是，美國治理初期的菲律賓其農業發展到底呈現何種的地理分布特

色?美國統領下之菲律賓群島農作物栽培情形和自然環境間關係的考察，應屬土壤物理學家

-Clarence W. Dorsey最早。約略相同時期的 Dorsey、E. D. Merrill、和其他幾位專家的考察報告被

視為指引大眾了解群島「農業發展可能性（agricultural possibilities in the Philippines）」的重要參

考（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4c: 48-49）。1902年 5月至 1902年 11月間，Dorsey由美國農

業部 USDA借調至菲律賓農務局協助土壤基礎調查和米作、菸草業等農業栽植調查。他停留時間

不長，足跡僅及拉允隆省（La Union）和描東牙示省（Batangas）（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4d: 

647-648）。不過，在 Dorsey離開菲律賓之前，他規劃了群島地區土壤調查的順序和重點。Dorsey

的規劃報告也揭示了當時菲律賓群島主要農產品的種植區域。像是馬尼拉以北的平原地帶，即蜂

牙絲蘭省（Pangasinan）範圍內，是主要的稻米產區；甘蔗栽植於西黑人（Negros Occident）省

La Carlota試驗場的周圍地帶；馬尼拉麻的最重要採收地域集中在亞眉（Albay）省；加牙鄢谷地

（Cagayan Valley）所在的怡沙迷拉（Isabela）省是傳統菸草種植區；地耶拔（Tayabas）、內湖

（Laguna）一帶的丘陵地則可發現椰子栽培園的蹤跡（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4e: 

648-649）。（圖 1）  

菲律賓農業的土地利用與地形類型的分布高度相關，山地和平原的空間配置又多反映群島地

質的狀況。菲律賓群島在地質構造上是歐亞大陸東南邊緣之巨大島弧的一部分，因而地形崎嶇，

山地和高原約占地面三分之二的面積。除呂宋島中央平原等少數地區之外，較開闊的平地並非常

見。內陸山巒重疊、連峰插雲，海岸則多懸崖峭壁，巨石破浪，是其島嶼景觀的最佳寫照。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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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陸分布和地形類型組合狀況，菲律賓大致上可劃分五個地形區，即呂宋島（Luzon）、米塞雅

群島（Visayan）、棉蘭佬島（Mindanao）、巴拉望列島（Palawan）和蘇祿群島（Sulu）。農業

的可耕地大部分集中在呂宋島，其次為米塞雅群島。呂宋島的部分主要從馬尼拉灣向北延伸至中

央平原，再向北延續與怡羅戈（Illocos）海岸平原相連；向南與內湖灣（Laguna de Bay）四周的

低地接壤。呂宋島的北部則為加牙鄢谷地，東南是米骨（Bicol）平原。米塞雅群島主要有班乃

（Panay）中部平原、黑人島（Negros）西部平原，禮智島（Leyte）東北部平原（趙松喬等，1964：

74）。 

 

 

 

 

 

 

 

 

 

 

 

 

 

 

 

 

 

 

 

 

 

 

 

 

圖 1 菲律賓群島 20 世紀初農產品分布和氣候類型 

註：氣候類型 A.東岸 B.西岸 C.過渡 D.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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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群島之作物栽培種類的區域差異和降水的時空變化關係亦頗密切。整體而言，菲律賓

全境終年高溫，且降水豐沛，然而降水的季節分配有其地域性的差異。一般來說，約略可區分為

四個氣候類型，即東岸類型、西岸類型、過渡類型和高山類型。東岸類型分布於呂宋島、米塞雅

群島和棉蘭佬島的東岸。年降水量 2000-3500mm之間，當地終年有雨，並無乾季。各群島西

岸地區之年降水量雖介於 1500-3000mm間，但有顯著的乾濕季分野。 

5至 10月受到西南季風和颱風的影響，成為主要雨季，降雨約佔年雨量的 85%以上；11至 4

月間則降水量稀少，月平均降水量在 50毫米以下，甚或滴雨不降。甘蔗栽培地域多分布於此西岸

類型之氣候區。一般而言，最適合甘蔗生長的年降雨量約在 1100-1500mm之間。蔗苗初生時，需

水最多；成熟後，則喜乾燥。呂宋島中央平原和黑人島西側皆屬此型氣候特徵。離海較遠的內陸

地區則因位置不同，而有偏向東岸或西岸氣候類型的情形產生。例如，呂宋島中北部的加牙鄢谷

地（Cagayan Valley）則屬西岸類型的過渡地帶。高山類型零星地分布在海拔 1200-1500公尺以上

地區，受地形影響，不但降水量豐沛，年降水量多超過 3000mm。風力、相對溼度和雲量皆大的

高山地區其溫度也隨高度增加而遞減，塑造出宛如溫帶氣候區的條件（趙松喬等，1964：25-28）。

如碧瑤地區的年均溫不超過攝氏 18度，成為美國統領菲律賓時期溫帶動植物培育的最佳試驗地。 

（二）試驗場的空間分布 

試驗場的場址擇定和發展目標，實際上常受地區既有產業之發展框架影響。菲律賓群島的試

驗機關之地理分布具有相當大的空間差異，若以各島嶼區分，呂宋最多，次之為黑人島、棉蘭佬

島和巴拉望列島，以上三者皆僅有一個試驗場。呂宋島久為群島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因而擁有

數量最多的試驗場址；菲南地區試驗場稀少，蓋為美國統治勢力尚未深入所致。以棉蘭佬和巴拉

望為例，該地原本即存在不少蘇丹王國，即使西班牙帝國掌握了呂宋島和米沙鄢群島等地，這些

蘇丹王國仍保有獨立地位，直到美國殖民初期情形亦同。1903 年 6月，美屬菲律賓政廳在南方穆

斯林集中地區劃設「摩洛省」（Moro province），進行較鬆散的統治制度。1914年 7月，摩洛省

始進一步改組為「棉蘭佬及蘇祿部（Department of Mindanao and Sulu）」。（圖 2）相對於殖民

時期的臺灣，日本人分別在島嶼各處設立大致符合行政區劃的試驗場（臺北、臺中和臺南，後又

有各州廳試驗場）；美國在菲律賓似乎依照截然不同的邏輯，因產物制宜。若干農作物的主要產

區，始設試驗場；種畜場則純屬新設，未有前例。 

種畜場候選地的條件，著眼在杜絕所有動物疫病傳染之可能性，因此多考量候選地是否符合

地形封閉或位置孤立的條件。位於巴拉望列島的「庫利昂種畜場（Stock Farm at Culion）」開設

甚早，但由於位處遠離政經中心的巴拉望列島之庫利昂島，獸醫難以支援等原因，以致工作草草

結束（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05: 488-489）。「千里達（Trinidad Stock farm）」

則在 1906年夏天開場，因所在的千里達谷地（La Trinidad Valley）擁有地形庇護、水源充足等條

件，被選定作永久性的種畜場（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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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900-1910 年代菲律賓群島的試驗場和種畜場 

試驗場土地取得的方式大致有三種，這也進一步影響各試驗場場址的穩定性與工作的持續

性。其一，價購。美屬菲律賓的第一個試驗場設置在馬尼拉南郊的 Malate。1902 年 10 月，為試

驗新引進植物種子的生長情形，並方便農務局就近指導和監督。當局購得一片位於馬尼拉市郊之

Malate 的土地，土地面積達 4’8309平方公尺，即相當於 12公畝的大小。該試驗場距農務局本部

約一英里之遙（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04a:653-656）。其二，租用。開設於 Murcia

的官營米作試驗田，即向農民租用而來（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4f: 54-55）。其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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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Friars land）1移轉。Alabang種畜場設置在馬尼拉南方 22公里處之內湖灣（the Laguna de Bay）

的西岸，即原「文珍俞巴教會地產」（Muntinlupa Friar estate）的土地上（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8: 54）。 

試驗場的設立主旨及其運作概況 

在強調原創性調查和試驗場工作專門化等指導原則下（True, 1899:199-206），美屬菲律賓政

廳在統治初期的第一個十年，建置約 10處的試驗場站。這些場站或承繼西班牙時期遺留的場址，

或新設屬於自己的廳舍。1901 年，美國統治後的第三年，（島嶼）農務局（Insular Bureau of 

Agriculture）創設於內務部（Department of Interior）內。當時的菲律賓農務局區分為行政部

（Administrative division）、作物部（Division of plant industry）和畜產部（Division of animal 

industry）；該局初期工作的內容，除整理並發行對農業經營者有價值的資訊或手冊，便是積極設

置農事試驗場、種畜場（表 1）和農業學校，以及自國外引進役獸（draft animals）（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4c:48-49；1904g:53-54）。 

（一）試驗場的設立 

1900年代中期左右，農事試驗場、種畜場和其他試驗場之增設暫時停歇。1912年年中時於主

要菸草產地加牙鄢谷地之怡拉岸（Ilagan）增設菸草試驗場，但隨即於翌年（1913）初調整組織，

改制為「怡拉岸示範與育種場（Demonstration and Breeding Station）」，而非原本的農事試驗場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1913 年之後，一直到 1920 年代初期，大致維持三間農業試驗場和兩個種畜場的建置規模。

作物部所轄之農業試驗場即 Singalong、Lamao、La Carlota三座，畜產部所屬的種畜場則是 Alabang

和 La Trinidad兩所。不可否認地，部分的試驗場也在歷次的組織重整中，遭受廢場的處置。例如，

官營米作試驗田 （Government Rice Farm）的建立便是幾經波折。根據內務部長（the Secretary of 

the Iinterior）的說法，他最初認可劃定的試驗田在丹轆省（Tarlac）境內的 Murcia。最終，於 1903

年 2月 11日以法案第 634號（Act No. 634）核准設置試驗田於邦邦牙（Pampanga）。要之，1900

年代中期至 1920年代初，美國殖民政府在菲律賓構築的試驗場體系完成，也是促進群島日後農業

發展的主要推手，相當值得探討。 

 

 

 

 

 

 

                                                             
1 有關菲律賓 Friars land（教會土地）的由來，可參照 Schurman, J. G. (1900).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 Journal of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32: 2, pp.14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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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00-1910 年代菲律賓的試驗機關 

資料來源： 

a.  White, Wilhelm J. (1909). The Government farm at San Ramon. The Philippine Agricultural Review, 

2(3): 129-133.  

b.  Philippine Bureau of Agiculture (1909). La Carlota Sugar Farm. The Philippine Agricultural Review, 

2(1): 46. 

c.  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Agiculture (1904a). Experiment Station in Malat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3, part2: 653-656. 

d.  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Agiculture (1904b). Experiments at Baguio, Benguet.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3, part2: 52. 

e.  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Agiculture (1904c). Experiments Station in Batangas.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3, part2: 51-52. 

f.  Bureau of Agiculture (1908). Distribution of Maguey.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7, part2: 49-50. 

g.  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Agiculture (1905). Stock Farm at Culion.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4, part 2: 488-489. 

h.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5). Establishment of a dairy farm.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4, part2: 61-63. 

i.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6). Other work in animal industry.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5, part 2: 46. 

j.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8). Alabang Stock Farm.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名稱 省分 年代 來源 

試驗場  

San Ramon Experiment Station Zamboanga 1866-1909 a 

La Carlota Experiment Station  Occidental Negros 1890，原 La Granja Modelo b 

Singalong Experiment Station  Manila 
1902 October 22th 以 Malate Experiment 

Station開場 
c 

Baguio Experiment Station Benquet 1902 d 

Batangas Experiment Station Batangas 1903 e 

Lamao Experiment Station Bataan 1906年開場於 Lamao forest reservation f 

種畜場 

Culion Stock farm Palawan 1903 g 

San Juan del Monte Dairy farm Manila 
1904開場 

1906年 12月底廢場 
h 

Trinidad Stock farm Baguio, Benquet 1906夏天開場 i 

Alabang Stock farm Rizal 1906年底開場 j 

    

Tobacco station Ilagan 1912年 9月至 12月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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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1907, part2: 54-55. 

k.  Philippine Bureau of Agiculture (1912a). Ilagan Tobacco Station. Philippine Agricultural Review 1912, 

V.9: V- XXXVii. 

 

農事試驗場的設置相當注意氣候和供水等環境因素的控制。Singalong農事試驗場開場於 1902

年 10月底，購得面積約 12公畝。由於位處乾濕季分明的環境，設置水塔的主要目的是在乾季時，

可灌溉試驗苗圃（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04: 653-656）。（照片 1） 相對地，位

於北方山區的碧瑤試驗場（Baguio Experiment Station）（照片 2）則是溫帶農業試驗的重鎮。早

在西班牙統治時期，該地域便曾嘗試小麥種植。美國人設置試驗場後，為了實驗不同海拔高度環

境對農作物生長的影響，更分別設立兩個分站（substation）（Merrill, 1910: 337-346）。 

美國統治初期，在菲殖民政府對於群島畜產事業的發展方向上曾出現考量：也就是應該著眼

在引進外來牲畜?或是馴化當地品種？工作的重點不僅在肉牛、乳牛的育種、更著重如血清製造和

獸醫科學的發展。以乳牛業的發展為例，美國乳製品太平洋西岸的消費市場，早為美國農業部門

注意。1900年，原任職北卡羅來納試驗場（the North Carolina Station）的 F. E. Emmery，便已接

受美國農業部畜產局酪農課 （Diary Division, Bureau of Animal Industry）的囑託前往東（南）亞

調查中國、日本和菲律賓等地市場（Office of Experiment Stations, 1901:1000）。 

 

 

 

 

 

 

 

 

 

照片 1 Singalong 試驗場的水塔 

Source: Water-tower,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3 (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04a: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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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碧瑤試驗場 

Source: General View of the Baguio Experiment Station, The Philippine Agricultural Review（Merrill 1910: Plate .ɪ -4) 

 

菲律賓酪農業的開始實際上來自於醫事人員的建議，設置的地點也因便宜行事設置在離馬尼

拉市鎮不遠處。1904年，一全新的酪農牧場創設於 San Juan del Monte。由此西班牙式的地名「山

丘上的聖約翰」或當地華人所稱的「山丘上的仙範」可推知，其為山丘上的立地條件。是年夏天

開始生產鮮乳，一日兩回，初期嘗試先供應公立醫院如 civil hospital（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1905:61-63）。 

由於緊鄰馬尼拉市郊，較集約的土地利用方式可期，San Juan del Monte酪農場於是在 1906

年 12月底正式廢止。該場關閉後，鮮乳提供的服務改由 Alabang種畜場負責。然而，此供需網絡

的暢通實際上得待交通條件改善之後。Alabang和馬尼拉之間的交通方式，原僅有航行內陸湖-「內

湖灣」的交通船，運輸效率較差。聯絡首府-馬尼拉和重要農業地區-描東牙示省（Batangas）間鐵

路的完成，使得兩地交通時間大幅縮減，因距離種畜場不遠處便特設一車站。Alabang場開設後，

所有馬尼拉市內和附近的牲畜都已集中在此。（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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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an Juan del Monte 和 Alabang 兩種畜場位置的比較 

 

種畜場內普遍栽植牧草，以減少牲畜對穀物的消費。至遲到 1910年時，所有的軍用牲畜（army 

stock）和大部分的公家牲畜仍多食用自美國或澳洲進口的乾草（hay）和燕麥（oats）為糧秣。Alabang

種畜場則因種植大黍（guinea grass）和高粱（sorghum）為牲畜飼料，而得以自給自足。經過數年

的試驗栽種，發現因不同的地域環境和相異的使用需求，各試驗場應推廣不同草種。位處平原區

域的 Alabang和 La Carlota試驗場，適合種植來自熱帶非洲的大黍，並作鮮草（green feed）餵食

牲畜。Alabang場進一步栽種約一公頃的羅德斯草（Rhodes grass），作為試驗之用（Philippin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12b: XXⅲ）。坐落於呂宋島北方省分，屬近似溫帶氣候的千里達（Trinidad）站

則栽培燕麥供應當地牲畜如馬匹的糧秣，因燕麥發育狀況最令人滿意。若於 12月份播種，往後的

八個半月內可收割三次（Philippin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13: 593）。 

（二）試驗場的運作- 以柑橘試驗場為例 

1920 年代以降，因應日趨多元的產業發展實態，試驗場亦分化成更多種類型。根據 1929 年

的菲律賓農事報紀載，當時已有綜合性的試驗場以及米作、菸草、柑橘、副熱帶水果、馬尼拉麻

和橡膠各專門試驗場的出現。本節以柑橘試驗場為例，介紹其作物育種試驗和病蟲害防治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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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藉以說明：根據群島各區域的土地性質，殖民當局如何抉擇或引進溫帶、熱帶新穎的牲畜

和作物加以大力推廣，或選擇本地原有豢養、栽植的動植物品種銳意普及。除此之外，農業試驗

機關也企圖結合溫帶和熱帶植物各自的優勢和特徵，發展混種的作物栽培方式，呂宋西南部丘陵

地帶柑橘產業的興起便是其中一種嘗試。殖民地菲律賓的農業技術人員先後透過作物育種試驗、

病蟲害防治和精進果物生產、保存等方式，以期在群島內適當地方發展柑橘栽植產業。菲律賓的

現代式柑橘栽種經營起步相當晚近，因而首篇與菲律賓柑橘種植產業有關的系統性報導文章，也

遲至 Mariano M. Cruz撰寫於 1909年的「描東牙示省的柑橘栽培（Orange Cultivation in Bantangas 

Province）」。大約自 1911年開始，農務局（Bureau Of Agriculture）便致力於作物品種的引介，

延攬如 P. J. Wester等人充當園藝技師（Horticulturist）並接掌熱帶作物試驗場（Wester, 1917:8）。

Wester 原任職於美國農業部，專長在熱帶果樹的培育。對於菲律賓傳統的柑橘栽種重鎮，Wester

心中有所擘畫。其主要育種重點在利用接枝（grafting）技術，以溫帶柑橘如臍橙為接穗，以菲律

賓當地的柑類（mandarin）、酸橙（sour orange）為砧木（Philippin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11c: 

267-268）。 

描東牙示省（Batangas）的 Tanauan 鄰近地區為傳統的柑橘栽種地域，其後柑橘類作物面積

大量蔓延的繁榮景象，雖與殖民政府農業機關的推動有關，交通設施的改善也多所貢獻。Tanauan

地區柑橘的輸出原以馬匹作為馱獸，效率有限，鐵路興築後之交通情形已今非昔比（Philippin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11a: 94-95）。為因應柑橘類樹木的大量種植而衍生的病害和蟲害，農業

單位也開始研發病蟲害防治方法。例如，任職於 1910 年代中期的農業監視員（Agricultural 

Inspector）E. D. Doryland曾連續發表 Singalong Experiment Station和 Lamao Experiment Station兩

個農事試驗場有關柑橘潰瘍病（citrus canker）的防治方法和成效。前者的試驗時間於 1915 年，

以噴灑甲醛液（福馬林）控制柑橘潰瘍病；後者則自 1916年 1月底開始，並嘗試混合甲醛和波爾

多液提高防治效果（Doryland, 1917:52-54）。 

為精進柑橘果物的生產和保存方式，農務局進一步於 1920年在柑橘重要產區即 Tanauan設置

柑橘試驗場（Tanauan Citrus Experiment Station）。在田間管理方面，試驗場 1923年至 1927年間

曾針對柑樹（Mandarin trees）進行適用肥料種類的試驗，包含有機植物肥料、無機化學肥料和兩

者混用等等（Leon, 1928a: 173-182）。在柑仔（Mandarin Orange）採收後的保存方面，則嘗試將

果物儲存在地下室中以其延長於市場販賣的期限，結果顯示大約五週的時間為其侷限（Leon, 

1928b: 161-172）。另外，為獲取柑橘栽種的各項相關資訊，「國際農業時事（Notes from Other 

Fields）」會不定期轉載或摘錄外國或他地相關領域的最新發展和趨勢。例如，1911 年 3 月出刊

的菲律賓農事報即曾節錄有關中美洲之波多黎各（Porto Rico）研發中的柑橘類樹木照顧技術。此

節錄文章的原資料來自波多黎各園藝新聞（the Porto Rico Horticultural News for October）（第三

卷第十號），文中指出修剪枝條（pruning）雖常被農夫忽視，但實際上卻是栽種柑橘作物時不可

或缺的一個重要環節（Philippine Bureau of Agriculture, 1911b: 159-160）。 

結語-試驗場與強化的舊農業地理架構 

具備科學的信仰和實用的目的之美式試驗機關，配合菲律賓群島的地理特色和社會需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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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塑造出當地試驗場和種畜場的獨特發展模式。強調原創性調查和試驗場工作專門化等指導原則

的結果，美屬菲律賓政廳在 1900統治初期陸續承繼或新設約 10處的試驗場站。1910年代中期以

後，菲律賓群島的農事試驗場、種畜場和其他試驗場暫時不再增設，意味著美國殖民政府在菲律

賓組織的試驗場體系已大致完成。定調後的 Singalong、Lamao、La Carlota 三間農業試驗場和

Alabang、Trinidad兩個種畜場的建置、規模和人員，擔負了全菲律賓試驗相關的草創業務。就試

驗場而言，首府馬尼拉和夏都（summer capital）Baguio 的蔬菜消費需求，分別由馬尼拉近郊之

Singalong試驗場和呂宋北部山地由 Baguio試驗場改制的 Trinidad Garden予以滿足。換句話說，

兩站設立的其中一項主要目的，即是作為市鎮蔬菜的供給地。 

上述試驗場的架構，一直維持到 1920年代，才因應經濟形勢、市場需求等的改易，農業機關

始進行另一波的試驗場變革。有關 1920年代後試驗場體系的發展，作者將另文討論。 

就 1900年代至 1920年代初期而論，試驗場的設立和運作實際上強化了菲律賓舊有的農業地

理架構。菲律賓農務局和下轄之各試驗場雖然引進部分外來的作物或牲畜品系，以遂行育種的任

務及方針，使得作物栽培或牲畜豢養的內容有些許差異，但基本的農業生產配置並無太大改易。

稻米、甘蔗和菸草等作物的優勢栽培區依舊，馬尼拉麻地種植仍多集中在南部島嶼，一般人民的

牲畜畜養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美屬菲律賓的農業官僚和技術人員固然會注意氣溫、雨量、土

壤和灌溉等影響作物生長的自然地點特性，但更重要的考量點往往在於市場遠近和交通的位置因

素。因此，被視為夏都碧瑤蔬菜市場的最近潛在供應地之 Baguio試驗場，即便其所在地的土壤肥

沃度難以令人滿意，人畜排泄物和商業性肥料的施用也被視為克服當地自然環境較劣勢限制的解

藥（Merrill, 1910:337）。然而，Cullio種畜場的場址雖孤立極適合發展牲畜育種相關試驗，但因

不在菲律賓主要獸醫防護體系範圍（即呂宋、米塞雅主要島嶼等地）涵蓋之內，最終也面臨廢場

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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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lation of Foucault’s Hetero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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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 heterotopia is used by Foucault to indicate the space located between real space and utopia. 

Heterotopia is real yet unreal, and is where heterogeneous elements agglomerate to generate potential of 

disturbance. Via translation reproduce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notion of heterotopia has influenced the 

field of space studies in Taiwan, and has even impacted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This 

phenomenon shows how the local knowledge system has often appropriated translation and borrowed ideas. 

This article examines local studies drawing upon the idea of heterotopia, making comparisons of the 

translation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term, and the cases where it has been adopted and the argumentations 

claimed within.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studies only apply heterotopia in a most reductionist manner. They 

rarely fit the articles within Foucauldian context and argumentation, and hardly reflect on its deficiency. 

While the openness of theory translation might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outcome, three other factors should 

also be discussed: 1)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heterotopia-related writing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2) the 

urgent need in Taiwan to produce critical knowledge to obtain legitimacy through theoretical tools at the time; 

3) the ambiguity arising due to the appealing aesthetics and charm of borrowed idea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term heterotopia could be based o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roblematizing ability 

and analytical vocabulary, both of which should be obtained via empirical studies. Since translation itself is a 

border-crossing action which generates difference, heterotopia has actually fit itself into this process as part of 

its product. 

Keywords: Translation politics, border-crossing, hetero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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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傅柯以 heterotopia 指稱介於真實空間（real space）和烏托邦（utopia，虛構空間）之間，既

真實又虛幻的所在，具有凝縮異質元素於一處而迸發的擾動潛能。這個概念通過英譯及中譯，影

響臺灣的空間研究學界，並擴及文學與傳播研究，體現了轉譯與運用舶來概念的本地知識狀況。

本文檢視引用 heterotopia 的本地研究，比較其譯名、概念內涵、適用案例及論證。作者發現，這

些運用多為簡化概念後予以套用，少見置入傅柯思想和具體脈絡的辨析，也未檢討 heterotopias

概念的缺失。究其原因，除了理論翻譯必然的開放性，也涉及早期引用的示範與仿效；臺灣批判

性知識生產急需具備正當性的理論工具；以及，舶來概念及其轉譯的陌生難解，具有誘人的美學

魅力。作者主張，要推展 heterotopia 的本地轉化，可以通過經驗研究來累積問題意識和分析語彙。

再者，翻譯作為跨界而滋生差異的行動，正涉及了 heterotopia 的營造。 

關鍵詞：翻譯政治、跨界、差異地點、異質空間、異托邦 

前言：Heterotopia in Translation 

理論與概念根著於具歷史與地理特殊性的脈絡，但也會四處旅行，跨越文化邊界，移植於新

情境，從而在廣域普遍性和地方特殊性之間糾纏。理論與概念的跨界往往需要翻譯，以便重置於

新的理解框架。但是，翻譯既是跨界的助力，也引發了意義傳遞的危機；甚至，如果我們執著於

理論與概念的根植性（rootedness），理論似乎是不可翻譯的。然而，如果不認定有個權威性的明

確本源意義，必須在翻譯過程中保持穩定，反而主張理論或概念本來就會不斷衍伸變化，而且翻

譯作為文化跨界，正是促進演變的動力，那麼，翻譯不僅激發了理論發展和傳遞的危機，也是轉

機或契機（單德興（譯），1995：24-6）。或者，依照張君玫的說法，文化翻譯必然是「分子化運

動」，涉及文化意義的跨界、拆解、解構、雜揉、消融、轉造與重組的持續變化（張君玫，2012：

38）。 

無論危機或轉機，解構或重組，理論和概念的翻譯不僅涉及文化跨界與意義傳遞，也牽涉政

治、經濟和社會情勢，並捲入權力關係。通過翻譯而力求追趕，甚至救亡圖存，是西方現代性、

資本主義、工業化、都市化等擴張趨勢下，知識後進國度的經驗（王志弘，2005）。直至今日，臺

灣仍持續仰賴舶來理論與概念的直接移植或轉譯，因而捲入了翻譯的後殖民情境。理論翻譯既彰

顯了後進社會投入競爭、翻轉階序的意志和能動性，卻也延續了與先進國之間的不對稱知識／權

力關係。簡言之，理論翻譯透露了臺灣的知識狀態。 

本文通過探討傅柯（Michel Foucault）著作中的 hétérotopie（英譯為 heterotopia）概念在英美

和臺灣學界的翻譯與運用情況，討論批判性理論的翻譯政治、翻譯作為社會行動，以及舶來概念

在地化的問題。傅柯著作中，hétérotopie 最初出自《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Les mots et les 

choses: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的前言，指涉混亂句法規則的不規則事物安排

（缺乏共同場所），涉及了知識論批判。不過，在臺灣比較知名的 heterotopia 概念，出自傅柯 1967 

年的一場演講，指涉介於真實空間（real space）與烏托邦（utopia，虛構空間）之間，既真實又

虛幻的所在，具有因凝縮了多樣異質事物而迸發的轉化潛能，包括他以鏡子為喻而開啟的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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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政治，以及通過對照和差異並陳來揭露實際空間狀態的批判效果。這篇講稿在 1980 年代晚期

翻譯為英文之後，影響了歐美的建築、地理和都市研究學界，隨即因陳志梧於 1988 年予以中譯，

而在臺灣學界廣為散播，成為重要的空間研究概念。 

這個曾譯為「差異地點」、「差異地方」、「差異空間」、「異質地方」、「異質空間」、「異托邦」、

「異境」、「異端地帶」或「異質的桃花源」的字眼1，具體而微地顯示了本地迻譯與運用舶來概念

的後進知識狀態。除了直接套用概念，予以簡化或偏讀外，heterotopia 的運用也緣於本地學界的

實踐導向知識生產，亟需具有正當性的批判工具。再者，轉譯產生的隔閡和陌生感，則增添了政

治意義以外的美學魅力。 

後文首先整理 heterotopia 的概念內涵，以及歐美學界的運用和評論。其次，作者蒐集引用

heterotopia 的本地學術期刊論文和博碩士學位論文2，比較其譯名、概念界定、適用案例及論證主

張，觀察它們在不同學科的變化。接著，作者評述這個舶來概念在地化的困境與可能性，主張我

們可以通過本地經驗研究，於具體脈絡中細緻化 heterotopia 的運作機制，藉此推展在地問題意識，

甚至建立一套分析語彙。最後，作者嘗試將翻譯政治連結上 heterotopia 概念，指稱翻譯本身就是

築造 heterotopia 的社會行動與過程。 

Heterotopia 概念內涵：從知識論批判到空間政治 

傅柯在《詞與物》的序言提及 hétérotopie（Foucault, 1966: 9）（全書唯一出現的一次），直接

對應的英文是 heterotopy。這是個生物與醫學用語，指偏離正常位置、錯位或異位。不過，英譯

本（Foucault, 1970, p. xviiii）將 hétérotopie 譯為 heterotopia，可能是為了對應同一頁的 utopies

（utopia）；但就生物學與醫學而論，heterotopia 意思和 heterotopy（及 heterotopism）一樣，指臟

器或組織「異位」，也就是不在應有的位置上，譬如腦灰質異位症（gray matter heterotopia）。

Heterotopia 的字首 hetero 來自古希臘文 �τερος（héteros），是其他、另一個、不同（other, another, 

different）的意思，結合 τόπος（topos, place），就成了「其他地方」、「另一個地方」、「不同地方」

等意思。 

不過，傅柯在《詞與物》中使用 hétérotopie 時，並未特別強調地方或空間的涵意。他在序言

開頭，引述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假造的中國某部百科全書段落，提到動物可以劃分為： 

(a)屬於皇帝；(b)有芬芳香味；(c)溫馴的；(d)乳猪；(e)女海妖；(f)難以置信的；(g)

                                                             
1 heterotopia 在臺灣的多種譯法中，最常見的是：差異地點、異質空間（地方）和異托邦。差異地點凸顯了 heterotopia

和其他地方的差異（different place），異質空間比較強調 heterotopia 內蘊的異質性或多元並陳（other space），異

托邦則彰顯了 heterotopia 和烏托邦（utopia）的對比，兼採音譯和意譯，帶有翻轉或批判的況味，並以「異」這

個字同時含納差異與異質的意思，是目前較妥適的翻譯，但有可能過於強調和烏托邦的關聯，而忽略了三元架構

中的真實空間。至於「異質桃花源」這個嘗試召喚傳統中國觀念的譯詞，出自《雅砌》（1990，第 11 期）雜誌，

由徐業勤主編的專輯名稱：「異質的桃花源：現實與理想之間的想像空間」。 
2 hétérotopie 或 heterotopia 在臺灣的使用，當然不侷限於學術期刊論文和博碩士論文，也見於專書、專書論文及一

般雜誌，甚至報刊、網際網路網頁和藝術展示，都可能使用這個概念。例如，經本文評審提示的範例有：林志明

（2003）將 heterotopia 翻譯為「異端地帶」，偏重於脫離或對抗主流的意味。然而，有鑑於學術期刊論文和博碩

士論文有比較完備的資料庫可以檢索，而專書和專書論文難以一一檢視翻閱，因此本文僅以期刊和學位論文為

例，這是本研究的限制。另一項研究限制是，作者不諳法文或其他外國語文，因而只能將討論範圍侷限於英文翻

譯、英語及臺灣學術圈，而不探討法語學界對於傅柯 hétérotopie 的闡述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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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狗；(h)納入既有分類的；(i)發狂的；(j)無法勝數的；(k)以精緻的駱駝毛刷繪製的；(l)

其他等等；(m)打破水瓶的；(n)遠處看來像蒼蠅的。（Foucault, 1970: xv）。 

傅柯藉此討論分類秩序的枉然或侷限，透露了該書要旨：當代西方人文科學知識型（episteme）

的歷史性崛起。換言之，傅柯質問的是知識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和規範，這是知識論層次的批判。

他指出，這種不規則事物的混亂排列底下，沒有一個共同場所可言（Foucault, 1970: xviii），也就

是沒有據以認識的穩固基礎。接著，他提出了 utopie (utopia)和 hétérotopie (heterotopia)的對比： 

烏托邦（utopie）提供了慰藉：雖然它們沒有真實的地點，仍然有一個可以在其間

顯露自身的奇幻、祥和區域；它們開闢了有寬闊大道、華麗花園的城市，生活恬靜自在

的國度，即使通往它們的道路乃是空想。hétérotopie 則是令人煩擾，可能是因為它們秘

密的破壞了語言，因為它們阻礙了替這個和那個命名，因為它們粉碎或混淆了共同的名

稱，因為它們事先就摧毀了「句法」，這不僅是我們建構文句的句法，還是使得字詞和事

物得以（通過比鄰與對立而）「組合起來」的隱晦句法。這就是為什麼烏托邦容許寓言和

論述：它們完全吻合語言的理路，還是寓言（fabula）基本向度的一環；hétérotopie（像

經常在波赫士那裡發現的那種）則會令言說了無生氣，阻擋了字詞的去路，質疑任何文

法可能性的根源；它們分解了我們的神話，並使我們文句的抒情特質變得枯燥無味。

（Foucault, 1970:xviii） 

雖然傅柯使用了大道、花園、道路等空間語彙，但他關注的是語言與知識的秩序或失序。他

使用 hétérotopie（heterotopia）來與烏托邦對比，主要是通過語言秩序框架，來討論知識或再現秩

序的建構性質。簡言之，傅柯這時是以 hétérotopie 來擾亂和質問知識的可能條件與假設，尚未專

注於空間議題。Georges Teyssot 也清楚區分了傅柯 heterotopia 概念的兩種意義： 

除了由構築特定歷史時期之思想的系統或分類學構成的知識論領域的 heterotopia 定

義，傅柯也構想了一個可以用於真實地方之分類的 heterotopia 的空間觀念。（Teyssot, 1998: 

299） 

這另外一種偏重空間思考的 heterotopia，出自傅柯於 1967 年 3 月 14 日給「建築研究群」（Cercle 

d’études architecturales）的演講〈異類空間〉（Des espaces autres）。建築研究群的主導者之一 Ionel 

Schein，聽了傅柯於 1966 年 12 月 7 日在廣播上的法國文化演說「Les Hétérotopies」後，邀請他

替建築研究群演講。後面的這篇講稿，於 1984 年刊載於《建築運動連續性》（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e）（Foucault, 1984），隨後於 1986 年出現了兩個英譯版（Foucault, 1986a; 1986b），分別

刊載於期刊 Diacritics 和 Lotus（後者後來收錄於 Foucult, 1997）。1998 年又有 Robert Hurley 的英

譯（Foucault, 1998）。最後，Lieven De Cauter 與 Michiel Dehaene 參照前面三種英譯，製作了第四

個譯本（Foucault, 2008）3。法文版講稿則於略經校訂後，收於《說與寫》（Dits et écrits）（Foucault, 

2001）4。 

傅柯在這篇短文開首就拋出空間議題，將其視為當代特徵： 

                                                             
3 篇名「Des espaces autres」如何翻譯，也有不同見解。Robert Hurley 譯為「Different spaces」（Foucault, 1998），其

他英譯者則譯為「Of other spaces」。 
4 以上有關傅柯講稿與英譯的版本解說，參見 Lieven De Cauter 與 Michiel Dehaene (2008) 在其譯文前的說明，另外

可以參考 Peter Johnson (2015)針對 heterotopia 出處和英譯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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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的重大執迷是歷史：發展與停滯的主題、危機與循環的主題，不斷累積之過

往的主題，已逝者的龐大優勢，以及險惡的世界凍結。……當前的時代或許將會是空間

的時代。我們置身同時性（simultaneity）的時代；我們身處並置排比的時代，遠與近、

肩並肩、星羅棋布的時代。我相信，此刻我們有關世界的經驗，比較不是穿越時間而發

展的長遠生命，而是連結各點並相互交錯的複雜網絡。（Foucault, 2008: 14） 

不過，傅柯隨即指出，空間概念本身有一段歷史；從中世紀層級性的地方化空間（space of 

localization），到伽利略（Galileo）開啟的無限運動和延伸（extention）空間，隨後，當前的定位

（emplacement）空間又取代了延伸空間，關注各點與元素之間的鄰接關係（Foucault, 2008: 15）。

傅柯也明白，當代空間尚未完全除魅，於是引述巴舍拉（Bachelard）來描繪空間中的幻想、激情

和慾望等；但他強調，這些屬於內在空間，而他感興趣的卻是外部空間。他宣稱這種外部空間是

異質的，可以用各種定位和關係來描述，但他格外關心的是能與其他所有位址產生關係的奇特位

址，其「產生關係的方式，是對於它們所指定、映照或反映的一組關係，予以懸置、中立化或倒

轉」（Foucault, 2008, pp. 16-7）。這種跟其他一切位址產生關連，又與一切位址有矛盾的空間，有

兩個基本類型，就是烏托邦和 heterotopia： 

烏托邦是沒有真實地方的定位。它們是與社會的真實空間之間，有一般性的直接或

倒轉類比關係的定位。……這些烏托邦基本上是非真實空間。此外……有一種像是反定

位的真實地方，那是一種有效地啟動的烏托邦，在其中，真實的定位，文化裡所能發現

的一切其他真實定位，同時被呈現、爭議及倒轉。即使有可能實際標明它們的位置，但

這種地方位於所有地方之外。由於這些地方全然不同於它們所反映和指稱的所有定位，

並且為了和烏托邦對照，我稱其為 heterotopia。（Foucault, 2008: 17） 

傅柯提出著名的鏡子比喻來闡述 heterotopia 的特性，連帶提出了再現與真實之間的映照、反

饋關係，以及自我或主體通過 heterotopia 的空間化往返凝視而重塑的政治效果： 

鏡子畢竟是一個無地方的地方，因此它是烏托邦。在鏡子裡，我在鏡面後頭虛擬開

展的非真實空間中，見到了其實不在那裡的自己；我在那邊，那邊又不是我的所在，某

種影像將我自身的可見性（visibility）賦予我，使我在我缺席之處看見自己。這是鏡子

的烏托邦。但是，就鏡子確實存在於現實中而論，它是個 heterotopia，並針對我佔有的

位置，發揮了一種回返效果。從鏡子的角度，我發現了我於我所在之處的缺席，因為我

見到自己在另外一邊。從這個指向我的凝視、從鏡面彼端的虛擬空間深處，我回到自身，

我再次注視自己，並在我所在之處重構自己。鏡子做為 heterotopia 的作用是：它使得我

注視鏡中之我的那瞬間，我佔有的空間成為絕對真實，和周遭的一切空間相連結，同時

又絕對不真實，因為要能夠感知其存在，就必須通過鏡面後頭的那個虛擬地點。（Foucault, 

2008: 17） 

接著，傅柯歸納了探討 heterotopia 的研究（heterotopology，異質地誌或「異質拓樸學」）的

六項原則 ：（一）每個文化都有 heterotopia，形式多樣，但可以大分為兩類。早期是危機 heterotopia

（heterotopia of crisis），指保留給處於危機狀態的人的神聖或禁制地方；晚近是取而代之的偏差

heterotopia（heterotopia of deviation），指安置那些偏離常態者的地方。（二）每個社會隨著歷史演

變，可以使既有的 heterotopia 以不同方式運作，具有不同功能。（三）heterotopia 可以在一個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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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裡並置好幾個空間，幾個彼此不能共存的定位。（四）heterotopia 經常連繫於時間切片，朝向

異質時間（heterochronism）開放，這又有恆久累積的時間和轉瞬即逝的時間的差別。（五）heterotopia

總是預設了開啟和關閉的系統，使其得以隔絕和穿透。以及（六）heterotopia 的功能在於創造幻

想空間，以揭露所有真實空間其實更為虛幻；或者反過來，它們的角色是創造另一個真實空間，

非常完美精緻，從而映襯出我們的空間非常髒污、構造不良且雜亂無章（Foucault, 2008: 17-21）。 

最後，傅柯以其浪漫宣告，替這篇隱含空間政治的短文收尾：「船是最出類拔萃的 heterotopia。

沒有船的文明，夢想會枯竭，間諜活動將取代冒險，而警察取代了海盜」（Foucault, 2008: 22）。 

綜言之，heterotopia 同時指涉了以語言為模型的知識論，以及空間分析這兩個領域。就其概

念內涵而言，heterotopia 作為差異與不同的所在或異位，主要是描繪對照於主流語言或空間秩序

的異質共存、混亂無序、斷裂分歧，或虛實同在的狀態。就政治或批判潛能而論，heterotopia 則

具有在虛實之間往返而重塑主體或認識，或通過異質並存、碎裂的張力而擾動主導秩序或想像，

或是以其幻想與完美構造來映襯現實的虛幻與雜亂等，各種不同效果。最後，我們也不能忘記，

heterotopia 伴隨著空間史，有其形態和功能轉換的歷史，以及與之搭配的異質時間。於是，具有

多重意涵的 heterotopia 就此展開了眾人各取所需的觀念叢結。 

然而，傅柯自己在後續的學術生涯中，並未再度深究或發展這個概念，而是轉而探討權力的

施展方式，如主權、規訓、治理、生命權力（bio-power），以及主體化與自我技術等議題。Heterotopia

成了傅柯思想體系中的孤兒概念，留存的是他在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的思潮轉折中，於探討論

述、語言秩序及知識型等概念時，一個實驗性的銘記。但這不意味學術界不能持續發展這個因為

蘊含了多重可能性而顯得迷人的概念。 

英美學界的運用、詮釋與批判 

傅柯在〈異類空間〉列舉的 heterotopia，依序有：鏡子、寄宿學校、服兵役和軍營、蜜月旅

行和旅社、療養院、精神病院、監獄、養老院、墓園、劇院、電影院、波斯花園和地毯、動物園、

博物館、圖書館、遊樂場、渡假村、三溫暖、南美洲農場寄宿臥房、汽車旅館、妓院、（教徒建立

的）殖民地，以及船。這些案例本身，往往引起學術界進一步探討的興趣。 

此外，在學術界運用 heterotopia 來指稱的地方，還有機場（Salter, 2007）、女子學院（Tamboukou, 

2000）、門禁社區（Hook and Vrdoljak, 2002; Low, 2008）、街友空間（Mendel, 2011）、裸體海灘

（Andriotis, 2010）、青少年夜生活空間（Gallan, 2015）、臉書（Rymarczuk and Derksen, 2014）、同

志空間（Kong, 2012）、數值建模實驗室（Laborde, 2015）、地方交易架構（Local Exchange Trading 

schemes, LETS; North, 1999）、世界遺產（Owens, 2002）、節慶（Karaosmanoglu, 2010），甚至吸血

鬼（視為 embodied heterotopia; Davies, 2008），以及眾多小說、藝術創作、電影與戲劇中的場景。 

除了前述的案例應用，還有探討 heterotopia 概念的專書（Hetherington, 1997; Baille et al., 

2013）、以此概念為核心的學術論文集（Knaller-Vlay and Ritter, 1998; Dehaene and De Cauter, 2008; 

Palladino and Miller, 2015），以及專門網站「Heterotopian Studies」。5 

                                                             
5 網址：http://www.heterotopiastudies.com/。網站建立者是 Peter Johnson，他已發表多篇 heterotopia 研究（John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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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傅柯舉出許多實例，並以六項原則來界定 heterotopia 的特性及功能，但這個概念依然顯

得模糊或不一致。Peter Johnson（2016）就提出了一些疑問 ：首先，危機與偏差 heterotopia 的第

一原則和其他原則之間的關係不清楚（Johnson, 2016: 1-2）；再者，傅柯舉出的實例，能否做為通

用類屬而適用於所有案例，譬如傅柯提到汽車旅館，那麼全世界每個汽車旅館都是 heterotopia 嗎？

以及，作為不同空間或地方的 heterotopia，與其他一切主流或常態空間到底有何不同（Johnson, 2016: 

3）？其他學者也指出，如果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差異元素的並置，因而似乎什麼情況都算是

heterotopia，這個概念還有何用處（Genocchio, 1995: 39）？或者，要滿足所有六項原則（因而要

有明確的功能，並屬於危機或偏差這兩大類型），才算是 heterotopia 嗎？我們也可以質問，

heterotopia 的效果對任何人都相同嗎？需要哪些條件搭配才能發揮重塑、批判或翻轉的效果？其

具體運作機制為何 ？等等疑問。 

即使有這些疑問，但 heterotopia 看似有所擾動，具有批判或翻轉潛能的特質，十分吸引人。

尤其相較於傅柯（Foucault, 1975）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中引用的邊沁（Jeremy Bentham）敞視建築（panopticon），體現了權力視線的規訓效果，

heterotopia 的異質混亂意味，更令批判的學者、藝術工作者和行動分子喜愛，特別是在建築、地

理、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學界。但這個概念除了有不同的理解和運用方式，也引起比較負面的批

評（Johnson, 2016）；以下介紹幾種重要的詮釋和評論。 

首先，許多學者將 heterotopia 運用於具體地方（無論是真實場所，或文學與電影中的地方），

討論其多元異質狀態或批判潛能，或挪用其強調差異及多元異質並陳的意思，來描述當代或後現

代狀況（McHale, 1992 ; Vattimo, 1992），或用於指稱促成了現代性，呈現不同於周遭環境的做事

方式的「替換秩序化空間」（space of alternate ordering）（Heatherington, 1997, p. viii）。或者，視之

為常態與異類交錯的中介、臨界空間（liminal space）（De Cauter and Dehaene, 2008），或兼有逾越

與控制、自由與秩序的邊緣地方（marginal place）（Heatherington, 1997），具有激發新穎的想像、

創新，以及抵抗或脫離主流的潛能。 

相對於空間性質的討論，索雅（Edward Soja）在他的《第三空間》（Thirdspace, 1996）中，

採取了知識論的進路。他基於列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91）的空間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

三元概念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representaion of space）和再現空間

（representational space）──將其分別對應於第一空間（物質、真實空間）、第二空間（心靈、想

像空間），以及他格外看重的，真實與想像兼具、兩兼其外（both/andalso），不斷致生新差異元素、

生三成異（thirding-as-othering）的第三空間，指涉基進、開放、解放、抵抗的空間。索雅將這個

帶有知識論意味，又帶有政治意涵的三元架構，類推於傅柯的真實地方（第一空間）、烏托邦（第

二空間）和 heterotopia（第三空間）。於是，Soja 雖然主張要重視空間在社會分析中的積極作用，

但基本上是將詮釋帶往知識論批判（甚至存有論）方向，削弱了 heterotopia 在實際空間分析和行

動方面的運用。6不過，這種概念三元組，以及第三個概念（第三空間、再現空間、heterotopia）

                                                                                                                                                                               
2008, 2013, 2015, 2016），並且編製了依照作者排序及依主題分類的 heterotopia 研究相關書目兩百餘筆，參見

http://www.heterotopiastudies.com/bibliography/。 
6 不過，在知識論以外的實質空間分析上，也有學者保持了這種三元架構（但不只援引真實地方、烏托邦和 heterotopia

的區分），提出城市構成的三元素：作為核心焦點的靜態 enclave、強調連結與流動空間的 armature，至於 hetero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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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二元對立的作用，有助於掌握過於鮮明的兩元化秩序之間與之外的其他混雜可能。 

相對於重視擾動、混雜、變動的詮釋，Saldanha（2008）反而批評傅柯的 heterotopia 界定，

帶有結構主義的色彩和缺失。理由是 heterotopia 被界定為「全然不同於它們所反映和指稱的所有

定位」（Foucault, 2008: 17），而「全然」和「所有」的宣稱預設了社會整體性（totality），不利於

掌握地理變遷的不均衡與多重性。不過，Johnson（2016: 2-3）認為 Saldanha 的解讀本身就偏向於

結構主義，太強調 heterotopia 的對抗性，因而與主流社會秩序對立起來，才會忽略了 heterotopia

內蘊的多重性、混雜，以及真實與虛擬交錯的狀態。 

哈維（David Harvey）則提出另一項嚴重批評，指責傅柯的 heterotopia 奠基於靜態的絕對空

間觀念（空間指涉可以用座標系標定的絕對位置），並且令人難以區分容易被資本主義收編的差

異，跟抵抗性的差異之間的區別，換言之，缺乏明確的政治立場。哈維主張，傅柯將時間與空間

二分，延續了康德式的絕對空間觀，未能採取哈維倡議的絕對空間、相對空間（空間是事物之間

的關係），以及關係空間（事物唯有參照與其他事物的關係，方能掌握其性質和存在）這三者之間

的辯證。哈維認為： 

傅柯……假定，異質空間是以某種方式外在於主流社會秩序，或者，它們在該秩序

裡的定位可以被切割、削弱，或者像監獄裡那樣，從內部反轉。它們被理解成絕對空間。

於是，異質空間內部無論發生什麼事，都被假定為具顛覆性，而且有基進政治意涵。

（Harvey, 2009: 160） 

但是，由於有太多地方都能指認為 heterotopia，因而 

乍看之下因為多樣性而顯得如此開放的事物，突然之間顯得平庸無奇：這是由異質

而不同的絕對空間構成的一團折衷式混亂，任何「不同的」——無論如何定義——事物

都可能發生。（Harvey, 2009: 160） 

哈維還批評，傅柯最後以船作為出類拔萃 heterotopia 的宣稱，缺乏任何批判性、自主性及解

放性；甚至，傅柯的文字直接可以挪用充作加勒比海豪華郵輪的商業文宣（Harvey, 2009: 160-1）。 

總之，哈維認定 heterotopia 過於平庸無奇，而且因為定著於絕對空間，並「位於所有其他地

方之外」，而導致隔離和停滯，缺乏進步的運動。相對的，他格外欣賞列斐伏爾於《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Lefebvre, 2003）提出的「異位」（heterotopy）或 heterotopia 概念7： 

他把 heterotopia 解釋為差異的空間，是失範（anomie）及潛在轉型的空間，但他將

它們鑲嵌於辯證的都市化概念中。他讓 heterotopia 這個觀念，與作為表現性慾望的烏托

邦之間保持張力，也跟同位（isotopy）（資本主義與國家已實現且理性化的空間秩序）之

間保持張力（而非只是位居其外）。（Harvey, 2009:161） 

這裡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傅柯所謂的 heterotopia 位於所有其他地方之外，是否真是一種孤絕

封閉的空間觀；或者，傅柯對於 heterotopia 與其他地方保持著呈現、爭議、翻轉、對照關係的看

                                                                                                                                                                               
則混雜了 enclave 與 armature 的特質（Shane, 2005）。這個概念和索雅的真實與想像兼具的第三空間類似，但強調

的是靜態核心與流動連結兼具的特定地方。 
7 列斐伏爾在他的《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中，也將 heterotopia 納入一個三元組。在討論隨

著歷史變遷而致使地方分化的脈絡下，列斐伏爾提出三種區分地方（topias）的範疇，分別是 isotopia（類同的地

方或空間）、heterotopia（對比的地方、相互排斥的空間），以及 utopia（無地方的地方，象徵與想像的空間）。他

特別強調這些地方之間的對抗、對比、互補與相似（Lefebvre, 1991: 163,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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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及對於 heterotopia 內蘊著無法共存的許多地方的強調，其實也透露了哈維在意的相對空間

與關係空間視角。再者，哈維強調的解放、變革、進步和轉型等左翼目標，或許本來就不是傅柯

的政治企圖。 

相對的，Johnson（2013）便對於過度強調抵抗或變革的 heterotopia 詮釋或運用，抱持謹慎的

態度。他認為，這種界定或期待 heterotopia 作為對抗主流之抵抗基地的詮釋，往往落入二元論（主

流 vs.抵抗、常態 vs.偏異），反而無法掌握傅柯強調的曖昧弔詭與異質並存，以及從中「創造差異」

（makingdifference），產生新而不同空間的可能。因此，從 Johnson 的角度看，哈維指責傅柯的

heterotopia 採取了絕對空間觀，並且有去政治化的後果，可能是失了準頭。這不僅簡化了傅柯的

heterotopia 概念（沒看到 heterotopia 蘊藏的相對空間或關係性思考），也太執著於解放政治與社會

轉型，忽略了傅柯關注的是「差異政治」，而非「解放政治」。或者說，哈維期待的是辯證烏托邦

（dialectical utopia）或希望空間（space of hope）（Harvey, 2000），而不是傅柯式的 heterotopia。 

綜合前述，我認為 heterotopia 的性質本身其實還算清楚，無論是知識論的指涉，或空間政治

的討論，都涉及混亂、異質、差異、不同等意思。不過，我們可以細分為 heterotopia 與主流或其

他地方之間的不同（外部差異），以及 heterotopia 內蘊的多元異質或混雜狀態（內部異質）這兩

個層面。比較會引起混淆、爭議或批評的，是 heterotopia 的功能或作用，或者說，它和主流秩序、

社會、空間之間的關係到底是什麼。如表 1 所示，這裡有幾種可能的狀況 ：對照與揭露、抵抗或

超越、穩定既有秩序，以及創造差異等不同作用。不同學者對於 heterotopia 的不同詮釋，大抵落

在對於不同作用或功能的強調上。這透露了 heterotopia 概念的基本困境，也就是混雜異質並陳的

元素，到底要如何指認、區分和賦予意義，從而察知其發揮的不同效果或作用。換言之，面對幾

乎到處都可以辨認出異質並陳，因而到處都有 heterotopia 的情況，我們該如何確認它在特定脈絡

下的作用，以及這種作用到底是如何通過何種機制而發揮了什麼效果？這顯然沒有簡單的答案，

而必須置放於特定經驗脈絡中來探討。 

表 1 Heterotopia 的意義矩陣 

Heterotopia 的指涉 知識論 空間政治 

狀態描述 

（不同；內蘊異質） 

不規則事物的混亂排列 不能共存的地方的並置；曖昧弔詭，真實

與虛幻兼具 

對照或揭露作用 通過對照來揭露語言秩序的建構、

甚或虛妄性質 
呈現、爭議與倒轉所有的真實地方；揭露

真實地方的虛幻、污穢或雜亂無章 

抵抗或超越作用 邁向想像與真實兼具的超越性基進

開放空間 
重構自我（的所在）；反秩序、抵抗、變

革、創造的所在 

穩定秩序的作用 混亂迷失的焦慮促生了對秩序化再

現的追尋 
以危機、偏差、補償或幻想地方來收束變

態、異類的安全閥 

創造差異的作用 創造（再現、語言的）差異 闡明空間的多重面向，創造新的不同空

間。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接下來，我們就回到臺灣的脈絡，考察本地學界對於 heterotopia 概念的引介和運用，以及這

種理論旅行與文化跨界下的翻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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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界的援用與演繹 

（一）理解（誤解）的脈絡：從差異地點、異質空間，到異托邦 

臺灣最早引介傅柯的 heterotopiａ概念，應該是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夏鑄九教授，通

過課堂教學而引入，當時採用的是 1986 年 Diacritics 的英譯版「Of other spaces」（Foucault, 1986a）。

1988 年，陳志梧將其譯為中文，收錄於夏鑄九（1988）主編的《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

題為〈不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之所以會有這個特殊題目，源於他將 Diacritics 的專

欄名稱「Texts/contexts」誤以為傅柯文章題目的一部分，成為「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尤

其介係詞「of」，順理成章的把專欄名稱和傅柯的講題串接起來（圖 1）。8 

當時正逢臺灣解嚴前後的社會力量崛起，以及歐美批判知識的壓縮式輸入風潮；求知若渴的

大學生、研究生與知識分子，樂於購置任何引介新觀點的書籍，致使《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

論讀本》很暢銷，數度重印9。但是，即使有廣大讀者群，但似乎沒人發現這個題目翻譯的錯誤。

其實，該書收錄文章的譯者，都是當時建築與城鄉所（或其前身「臺大土木所都計室」）的碩博士

生，對這些西方理論的掌握度不足，全書有不少理解錯誤或誤讀之處，文句也不通順，翻譯品質

參差不齊。但是，對於當時學子，甚至一般知識分子而言，這種詰屈聱牙的翻譯文體，反而有莫

名的吸引力；難以理解的文字魔障，成了前衛新潮的保證標記，看不懂只是表明自己的淺薄不足。

特別是那些專有術語，像 heterotopia 譯為「差異地點」，有著殊異、新奇、陌生的風味，令人在

似懂非懂之間，甚至興起掌握了秘笈的興奮感。 

 

 

 

 

 

 

 

 

                                                             
8 中國大陸的學者羅敏也特別討論了這個標題錯譯的問題（羅敏，2013）。他指出，中國大陸學界也熱衷於使用陳

志梧翻譯的差異地點一詞，但對於其怪異的篇名感到疑惑，所以做了一番探查，方知是專欄名稱和標題混淆產生

的錯誤。 
9 1980 年代以後，臺灣學術界、媒體界和出版界，聯手引入大量歐美思潮，大多是通過翻譯，包括將中國大陸已有

的簡體版轉換為繁體版，還有多家出版社投入資源，編譯了收錄十餘本至數十本的翻譯叢書，涵蓋心理學、傳播

學、電影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文史哲和社會科學等諸多領域（王志弘，2005）。這時候的翻譯不僅是後進國

救亡圖存的追趕，是邊陲現代化的一環，也是本地學術界歷經長期壓抑與自我限制後的「補課」，以及試圖結合

社會關懷、本土研究，以及歐美批判觀點的嘗試。在這個潮流中，除了外國專書與論文集的翻譯外，值得重視的

是本地學者從教學與研究實作出發，著眼於倡議推廣特定觀點的自選譯文集，也就是蒐羅重要單篇文獻，糾集群

力翻譯，編輯譯文選粹或「讀本」。這種遊走於引進歐美知識的從屬性、自主選錄和翻譯的主體性，以及蒐羅既

有可用譯文的偶然性之間的本地翻譯讀本，是個有趣的研究主題。《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是其中較

早的一部，帶入西方 1980 年代以後強調社會與空間辯證互動的觀點，涵蓋批判的建築評論、設計研究及都市研

究，兼納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後結構主義觀點等。類似的自編譯文集，還有地理學領域的《地理思想讀本》（姜

蘭虹，1996 初版、2000 二版、2014 三版）、《女性主義經典》（顧燕翎、鄭至慧，1999），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領

域的《科技渴望社會》和《科技渴望性別》（吳嘉苓、傅大為、雷祥麟，2004a, 2004b）等。 



85 

 

 

 

 

 

 

 

 

 

 

 

 

 

 

 

圖 1 Diacritics 刊載的傅柯英譯（Foucault, 1986a）首頁 

資料來源：http://www.jstor.org/stable/464648?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再者，在多年黨國教育桎梏與社會壓抑下，只要看到一些新奇觀點、一點批判意味，即使一

知半解也足以撼動人心，開啟新視野。在整個學院和新世代都在跨越各種知識與社會的障礙之際，

跌跌撞撞的閱讀經驗，不僅不成問題，還成為追尋新知的磨練之旅。許多翻譯錯誤就在這種情況

下無人追究，甚或反而成為新穎知識的表徵。此外，當時學生對於印製在紙頁上的文字，多少都

預設為真，加以擁有學術權威的師長實際使用，也就不疑有他。例如，臺灣第一篇使用 heterotopia

概念的研究，是夏鑄九與陳志梧（1988）以差異地點、偏離的差異地點、幻覺的差異地點、差異

時間等概念，分析蘭嶼的地方功能與意義。該文的參考文獻引用 Diacritics 的英譯，但篇名寫成：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既非正確的「Of other spaces」，也非中譯本的〈不同空間的正文與上

下文（脈絡）〉所預設的「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簡言之，難解或錯誤的譯文，在渴求批判觀點的知識政治脈絡、擁有社會權威者的論說、學

界先行研究的示範效果，以及譯文的陌生感誘發的美學化感受下，似乎也就不成問題，未損及其

知識正當性。101993 年，《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夏鑄九、王志弘，1993）推出了增

訂版。但是，雖然該書擴增篇幅，新增不少文章，刪去少數譯文，並校對了留存的舊譯文，陳志

梧的譯文卻沒有大幅修正，篇名的誤譯也依然存在。 

不過，就在增訂版出版後不久，正於建築與城鄉所攻讀博士的筆者，發覺引述傅柯 heterotopia

                                                             
10 以 1988 年還在理工科系為主的交通大學就讀的筆者為例，當時偶然買到初版的《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

本》，猶如撞進一個混亂、難解，卻奇幻誘人的世界（一個 heterotopia？）；興奮之餘，還推薦學校圖書館購置，

使得交大圖書館是少數收藏《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1988 年首版的單位。其他收藏該書初版的單位，

還有國家圖書館、國立臺灣圖書館，以及臺灣科技大學、臺北藝術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東吳大學、輔仁

大學、中原大學、逢甲大學圖書館等。臺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圖書館收藏的，反而是該書 1989 和 1990 年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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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英文論文，多數也是引用 Diacritics 的譯文，但篇名是「Of other space」；少數引用法文版

的篇名，則是「Des espaces autres」，完全沒有正文、上下文、脈絡這些字眼。於是，我猜想

「Texts/Contexts」應該不是題目一部分，而是專欄名稱；後來查考該刊的其他期數，確認了這個

猜測。再者，列斐伏爾在其空間生產論證中，曾提出「差異空間」（differential space）概念，來與

社會主義的轉型計畫搭配，指稱以使用價值為核心的空間布局（Lefebvre, 1991）。於是，一方面

為了區別「差異地點」和「差異空間」，以免混淆兩者，另一方面著眼於 hetero 這個字首在臺灣

逐漸譯為「異質」，筆者當時將「差異地點」重譯為「異質地方」11或「異質空間」。之所以有地

方和空間兩種譯名並存，是因為傅柯在講稿中並未清楚區分這兩個經常被視為有所差別的字眼（空

間是均質抽象的一般指稱；地方是獨特具體的特殊所在，並帶有情感和意義關聯），他交替使用

lieu（place）和 espace（space）來指涉 heterotopia。 

 

 

 

 

 

 

 

 

 

 

 

圖 2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封面 

（左：1988 年初版；右：1993 年增訂版） 

於是，筆者撰寫一頁告示〈heterotopia 的翻譯商榷〉，指出陳志梧譯文篇名的錯誤，建議譯成

目前看來有點拗口的「論他異空間」（再過幾年，改譯為「論異類空間」），並將 heterotopia 譯為

異質地方或異質空間。該文張貼於建築與城鄉所公佈欄（當時還沒有 WWW，也沒有電子郵件；

BBS 已經出現，但並不普及），並獲夏鑄九老師同意此項改譯。此後，雖然《空間的文化形式與

社會理論讀本》中的譯名未改，還是「差異地點」，但城鄉所師生已陸續改用異質地方和異質空間

的譯名了。例如，王志弘於 1996 年以異質空間的譯名，分析臺北市新公園的同志情慾地景，並以

傅柯的鏡子譬喻討論異性戀和同性戀（認同）之間的糾葛關聯與張力。夏鑄九 1997 年以後的論文，

也改用異質地方來指稱公共空間、歷史遺產、圖書館等地點；或如蕭百興於 1998 年以後的多篇論

文，使用異質地方來指涉建築教育場域（見附表 1）。這些論文中的譯詞發揮了「示範效果」，尤

其影響了城鄉所的碩博士學生。根據附錄中的碩博士論文引用 heterotopia 狀況，1995 年以前的學

位論文，都使用差異地點（或差異空間）；此後，雖然其他科系的論文還偶見使用差異地點和差異

                                                             
11 但經過考察，比筆者的改譯還早了三年，季鐵男（1990）已經同時使用差異地點和異質地方的譯名，並以異質地

方為主，而於括弧內註明「或譯差異地點」（p. 62），顯然是知悉因《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而流行的

譯名，但有自己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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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譯名，但城鄉所的學位論文都已經改用異質地方和異質空間了。隨後，異質地方和異質空

間的譯名，持續在學術界盛行，幾乎取代了 1990 年代初期的差異地點。 

2000 年，留學法國的楊凱麟在一篇評析舞鶴小說語言風格的論文中，使用譯為「異托邦」的

heterotopia 概念，來指稱舞鶴的 

亂詞、反文字、破句讀、分裂的解符碼流、集體起乩的文字陣頭 ，舞鶴無疑撐

開了一塊由字詞的根莖化所鋪展的強化文學空間。……舞鶴從不曾要建立一個優雅中文

的烏托邦，而且在一片錯別字火星文無厘頭寫作的中文洪流裡，舞鶴走的比一整個年輕

世代（甚至也比其他中文硬蕊書寫者）所可達到的更遠：他使得國語文學毫無轉圜地跨

入傅柯式的異托邦……國語成為一個令人憂慮的語言空間，字詞在此較不是為了溝通、

敘述或解釋，也不只是消極地自我耽溺與「小兒麻痺」，而是為了致使口吃、誤解、勃谿、

爭論與異議，以及進而悚然失語。（楊凱麟，2000：22） 

楊凱麟以「異托邦」之名引述的概念，出自傅柯的《詞與物》，涉及語言秩序和知識論課題，

而非「Des espaces autres」中的空間政治；或者說，空間在此只是譬喻。因此，異托邦（而非源

自生物學與醫學術語的「異位」）這個譯詞，雖然帶有音譯效果，並且清楚跟烏托邦對照和連結，

但可能因為過於強調「假託或托寓之邦」的意思，而過度向烏托邦靠攏（除非有其他辦法來解釋

「托」這個字，或純粹將它視同表音記號）。不過，相較於「差異地點」或「異質地方」，以差異

或異質各自強調了 heterotopia 和其他地方的外部化差異，以及內部蘊含的多重異質這兩層意思，

異托邦單用「異」這個字而可以同時含納兩層意思，也是一項優點。最後，以朗讀起來的順暢感，

以及殊異陌生感的美學效果而論，異托邦似乎也比差異地點和異質空間等譯名更勝一籌。 

於是，2000 年以後，異托邦的譯名逐漸受到學界採納。石計生（2012）結合巴特（Roland Barthes）

的刺點（punctum）、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閒逛者（flâneur）以及異托邦概念，解讀大稻

埕的地景與記憶，也同楊凱麟的文章一樣，發揮了重要的示範效果，尤其影響了文學研究、哲學

和社會學領域的論著。 

不過，楊凱麟在 2005 年一篇討論傅柯「異質拓樸學」（hétérotopologie）的文章中，同時採用

了異質空間和異托邦的譯名，但是做出了區別。他在討論傅柯的「Des espaces autres」時，特別

引述鏡子比喻，採用異質空間一詞。但是在談到《詞與物》的語言學脈絡下，就改採他先前（楊

凱麟，2000）使用的異托邦。他指出：「異托邦（純粹屬於語言的異質空間，但同時此空間又是一

切語言的戢止）提供一種至為獨特的經驗，其同時既外在於所有語言，卻又是語言存有本身」（楊

凱麟，2005：85）。於是，（實際或譬喻性）空間政治的異質空間，以及語言模型的知識論批判的

異托邦，就此區分開來了；依照他的陳述，異質空間顯然是較廣泛的用詞，而異托邦是指專屬語

言的異質空間。 

表 2 統計不同年代的譯名使用狀況，可以清楚看到差異地點的譯名漸減，而異托邦漸增；持

續佔優勢的異質地方或異質空間，在 2010 年以後不再具有壓倒性優勢，而有更多年輕學子和學者

願意使用異托邦譯名。再者，援引 heterotopia 概念的研究，在 2000 年代最多，2011 年以後稍減，

但依然數量可觀。參考附表 1 和 2 的資料，我們也能注意到，就學科區分而論，建築、都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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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理學等領域一直占最高比例，但文學與藝術領域很早就出現引述 heterotopia 概念的研究12，

其他還有哲學、社會學、傳播、觀光等主題領域。 

表 2 Heterotopia 譯名的轉變（單位：篇數） 

年代 2000 年以前 2001-2010 2011 迄今 

差異地點 

／差異空間 

學術期刊：2 

學位論文：7 

小  計：9 

學術期刊：2 

學位論文：9 

小  計：11 

學術期刊：2 

學位論文：2 

小  計：4 

異質空間 

／異質地方 

學術期刊：8 

學位論文：7 

小  計：15 

學術期刊：19 

學位論文：43 

小  計：62 

學術期刊：18 

學位論文：22 

小  計：40 

異托邦 學術期刊：1 

學位論文：0 

小  計：1 

學術期刊：5 

學位論文：5 

小  計：10 

學術期刊：4 

學位論文：11 

小  計：15 

其他譯名／英譯 學術期刊：0 

學位論文：0 

小  計：0 

學術期刊： 

異質城邦 1 

學位論文： 

Heterotopia 2 

異質烏托邦 1 

小  計：4 

學術期刊： 

Heterotopia 1 

別異鄉 1 

異地 1 

學位論文： 

異文化 1 

異境 1 

小  計：5 

合計 學術期刊：11 

學位論文：14 

學術期刊：27 

學位論文：60 

學術期刊：27 

學位論文：37 

總計 25 87 64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註：單一文獻使用兩個以上譯名，則計算為兩次或以上。 

 

若考察不同學門的譯名使用情況，除了大致都有從差異地點，轉向異質地方，以及異托邦的

趨勢，我們也可以見到 ：都市研究、都市計劃和地理學，較常使用異質地方或異質空間；外文、

哲學和藝術領域則比其他領域更常採用異托邦；建築系及中文系（比較仰賴既有的中譯本）則有

相對較高比例使用差異地點這個舊譯名。 

最後，引用英譯或法文原版者也逐漸增加，引用陳志梧的中譯本者，則日漸減少。但是，有

時候是採用了差異地點的舊譯名，卻未註明譯本出處和書目，或是直接在參考文獻中標記英譯本

（幾乎都是 Diacritics 的版本），這也顯示臺灣學界相對輕忽譯本之引證的習慣。 

（二）批判（套用）的期許：指認異質場景、開創反思場域、激發變革行動 

傅柯的思想在臺灣被視為前衛、批判的思潮，heterotopia 這個概念通常也是在提出批判或新

                                                             
12 無論外國文學、中文（華文）或後來的臺灣文學研究學界，1990 年代以後，都開始對地方和空間的議題產生興

趣。這既是追隨國外學界趨勢，注意到地方與認同，以及全球與在地的張力，也是本土意識高漲的表現。文學研

究的空間與地方分析，可以概分為兩類：一類關注特定地區風土和文學創作的關係，像是鹽分地帶文學、後山或

東臺灣文學等；另一類專注於文學作品描繪和塑造的地方或空間場景之意涵、象徵和作用。Heterotopia 概念的運

用，通常屬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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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的意圖下挪用。不過，在眾多將此概念運用於具體案例的情況中（見附錄），多數作者並未深

究這個概念的原本脈絡，更未察覺到它在傅柯著作中的低度發展特質，反而視同是成熟而無須繼

續深究、闡述或發展的概念，予以直接套用。 

和國外學者一樣，本地研究對於 heterotopia 的理解，不出表 1 呈現的幾個層次，大致以

heterotopia 指涉多元異質的場所，或是混亂無規則的事物並置狀態，而與其他被視為主流的空間

或秩序有所區別。至於其功能或作用，則有對照或揭露、抵抗或超越、創造差異等，但罕見有人

從 heterotopia 反而可能穩定既有秩序的角度出發。這牽涉國內學界對於國外相關批評和爭論不熟

悉，以及傅柯及 heterotopia 已經在本地學界建立前衛批判的形象，是據以提出批判性分析、深具

政治正確性和正當性的知識來源，因而比較不會注意 heterotopia 的穩定化或宣洩效果。 

大多數作者使用 heterotopia，第一步是用來指認某個具有異質或差異特徵的場址，無論是真

實或虛構的所在。尤其碩博士學位論文，幾乎沒有使用語言學與知識論意義的 heterotopia，而都

用於指稱特定空間和地方。不過，無論指認的是什麼場景或所在，很多作者只停留於「指認」。他

們往往在介紹 heterotopia 介於烏托邦和真實地方之間，於一處並置了難以並存的多重地方，摘述

了六項原則，頂多再介紹鏡子、殖民地和船舶等案例，就嘎然而止。剩下的事情，就是宣稱其研

究的特定地方堪稱是個 heterotopia，或是屬於危機、偏差、幻想等 heterotopia 的次類別。換言之，

完成「指認」後，heterotopia 的任務就結束了；貼上標籤後，似乎就獲得了某種知識認證或正當

性，毋需循著 heterotopia 的意涵，仔細探究特定地方作為 heterotopia 的形成歷程、具體特徵、功

能、運作機制，以及效果或影響，也不必發展這個概念本身。 

其次，部分作者使用 heterotopia 主要是用於揭露、批判或質問他們所指認之空間的多元異質

狀態，或揭穿其塑造幻想的虛妄性或禁錮偏差的效果，特別是在指涉特定消費空間或展示場所時，

如 KTV、樣品屋、汽車旅館、醫院、故宮、科學園區、旅遊勝地、婚禮等。這種運用方式（指認

特定地方為 heterotopia，乃是為了揭穿和批判這些地方），常會跟傅柯有關權力的討論連結在一

起，因而有時候會同時使用敞視建築和 heterotopia 概念，強調空間與權力的關係。 

不過，大多數作者往往想通過指認某處是 heterotopia，來發掘或展望這些場所或空間蘊藏的

批判、質問、（重新）塑造自我、甚至轉化社會的作用。換言之，這裡關注的不是某個要加以批判

和質疑的地方，反而是具有批判、反思和轉化之潛能的所在。但是，無論是劇場、教育場所、社

區營造、多元族裔地景、園林、史蹟，一旦被指認為 heterotopia，同樣似乎自然而然有了這些批

判、反思、轉化和變革的潛能，而比較少見到如何可能產生這些功能或作用的深入分析。 

Heterotopia 引發反思或重塑自我的作用，可能單純歸因於異質共存的張力，或引述傅柯講稿

中的鏡子比喻，直接訴諸在虛實交替和視線往返中的自我重構場景。例如，王志弘以鏡子來理解

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潛能： 

族裔領域化呈現了由劃界到中介混雜的動態，可能開展異類共存、反思我群的倫理

效果；亦即族裔化地方的存在和運作，有構成多元族裔城市之交流邊境和「反身鏡域」

的潛能（王志弘，2011：32）。 

當然，這種潛能的發揮，需要一些社會條件配合。東南亞族裔公共空間成為「反身鏡域」的

可能性，亦即跨文化交流的契機，必須奠基於多元文化主義論述的正當化、族裔文化經濟的商業

利基，以及對於異類「參差對照」的特殊經驗形式的肯認上（王志弘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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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促成（自我或社會）變革，或創造差異的可能性，除了以單純的指認來期許外，也有些

作者訴諸人類在特定環境下的意圖和行動（通過社區營造、參與式規劃設計、歷史保存、教學實

踐、觀看、行走、書寫、回憶、表演、藝術創作等）。然而，這些變革性行動及其意圖，到底和所

指認之地方或場景的 heterotopia 有何關聯，往往沒能談清楚。換言之，前文提及的 heterotopia 究

竟如何形成，以及有何具體特徵、功能、運作機制、效果和影響，往往缺乏討論。 

一個少見的例外，是朱柏寧（2012）針對海筆子帳篷劇團的研究，他清楚著眼於「異托邦的

萌生」，認為帳篷劇場是通過「移動區位」、「空間建立」及「空間形式」等三項元素，直接而有效

地推動且實現異托邦的創造。詳言之，帳篷劇場藉由移動、打游擊、突然現身的方式來擾動社會

秩序，以移動的不穩定性來維持批判力道。帳篷劇的空間形式則呈現出異托邦脆弱易感的狀況，

以及集體工作關係，也就是以耗用大量勞動的空間建立過程，來創造集體和公共性，增進對於身

體與意識的反身覺察（朱柏寧，2012）。就此而論，朱柏寧提出了作為異托邦的帳篷劇場得以形成

且發揮作用的條件。 

不過，朱柏寧將 heterotopia 界定為：一個內於社會、卻外於規範的特異空間，又主張這種空

間能讓個人得以外於社會的方式，在與社會相對的異類空間中展現自身。他還指出，異托邦是令

主體對社會更具有主動抵抗意識的場域，甚至，異托邦就是發生於特定意志信念體現於空間中的

過程（朱柏寧，2012）。這樣的界定方式，有兩點混淆或欠缺澄清之處。首先，heterotopia 到底是

內於社會，還是外於社會？這裡的社會到底要如何理解？異托邦和（主流）社會的二分，是否過

於界線分明，而有 Peter Johnson 指出的二元對立的危險？其次，這裡對於主體意志的訴求，雖然

看到了主體意志受到異托邦的培植，以及異托邦是在實現特定意志信念（帳篷劇創辦者變革社會

的信念）的過程中體現，強調了空間與主體的動態互構。然而，這裡還是透露出將特定意志和信

念置於優先、甚或起源位置的傾向，因而不見得符合傅柯對於主體概念的建構論觀點。 

總而言之，臺灣本地挪用 heterotopia 概念的研究，大多彰顯了某種批判企圖，包括用於批判

和揭穿某些被指認出來的場所，以及，以某些被指認的場所作為提出批判、反思，乃至於從事變

革性行動的基地。然而，多數作者停留於以指認或貼標籤的方式，單純挪用舶來概念的正當性。

在缺乏對於傅柯 heterotopia 概念之思想脈絡的檢視，也未掌握 heterotopia 的形成過程、運作機制

和作用方式下，往往落入套用一個未臻成熟的理論概念的困局。這麼一來，便無助於在將舶來概

念運用於本地經驗案例時，持續發展這個尚未成熟的概念，藉此磨練本地問題意識，建立本土分

析語彙，但是累積經驗研究來持續發展概念、問題意識及分析語彙，正是理論越界翻譯的重要目

標。 

結論：translation as heterotopia 

臺灣學界對於 heterotopia 概念的挪用，無論是通過中文譯本或英文翻譯，乃至於直接閱讀法

文版，都不僅是在不同語言之間找出意義的正確對應，而是涉及特定歷史條件、社會脈絡、政治

意圖、經濟情勢的文化跨界行動。在 1960 年代的社會狂飆動能逐漸消散後，英美的基進學術界試

圖吸取法國思潮的養分，來重新理解 1980 年代以後的世界，因而熱切譯介傅柯等有創新見解的學

者的隻字片語。因此，一篇原作者沒有持續發展的講稿也備受重視，擁有了語言翻譯和文化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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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新「生命」。 

相對的，臺灣學界是在歷經長期政治與社會壓抑後，隨著 1980 年代漸盛的政治民主化、公民

社會力量崛起，以及本土化等趨勢，大量引進歐美思潮，展開了思想翻譯事業。Heterotopia 概念

在特定教師的教學研究脈絡中，順著這個引入批判知識的熱潮而出現，迅即在本地研究生和知識

分子圈傳播，並獲得運用。然而，相較於英美學界具有深入檢視這個概念，甚而產生不同詮釋的

爭論的條件，臺灣學界的運用往往採取套用、簡化的貼標籤方式。 

無論英美或臺灣學界對於 heterotopia 的運用，都是概念演變的持續過程，使得理論性概念因

為跨界旅行，而在不同脈絡中有了不同生命。不過，我們若是寄望 heterotopia 成為可以有效分析

臺灣經驗、建立本地視野的切入點或基石，就必須比套用和貼標籤走得更遠，嘗試掌握 heterotopia

的形成過程、運作機制、作用和效果，以及這一切在特定具體脈絡或案例中的呈現或變化。要往

這個方向發展，首先就是更好的將 heterotopia 接軌於臺灣經驗研究和問題意識。 

最後，目前學界對於 heterotopia 的使用，似乎無人將其應用於翻譯，將作為文化跨界行動的

翻譯及其展開的場域，視同 heterotopia，也就是混雜了看似無法共存、來自不同文化認識框架的

異質元素，卻又有一種從中萌發新秩序、新事物的動力。heterotopia 原本出自法國的知識脈絡，

經轉譯到英文學術界，才進入臺灣的中文語境，並衍異為多種不同譯名，正顯示了翻譯行動及其

場域的異質多樣和擾動狀態。當然，並非所有翻譯行動或場域，都具有 heterotopia 的特質；某些

機器翻譯，或是強調字句對應的法律或經貿翻譯，刻意排除了真實場景中的模糊曖昧，而執守於

某種烏托邦式的透明翻譯可能性。然而，作為具有特定的政治意圖與效果，作為一種變革事業的

翻譯，則顯然與 heterotopia 的特徵及多重功能有所呼應。我們如何通過跨界翻譯而激發異質並陳

元素的張力，從中發揮揭露、批判、超越、變革、創造差異、激發想像的作用，並且警醒這些翻

譯行動或場域，也有回頭穩固既有秩序及權力關係的危險，或許正是思考批判性的理論旅行和越

界翻譯的重要切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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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Heterotopia的本地援用 

附表 1 學術期刊論文援用情形 

年代 書目 譯名 指稱對象 

1988 夏鑄九、陳志梧（1988）臺灣的經濟發展、蘭嶼的社會構

造與國家公園的空間角色。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 (4)，
233-246。 

差異地點 蘭嶼 

1991 李明宗（1991）對 B. L. Driver 遊憩體驗理論之質疑－替代

性理念之提擬，戶外遊憩研究，4(4)，53-71。 
差異地點 旅遊地點 

1996 王志弘（1996）臺北新公園的情慾地理學：空間再現與男

同性戀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2，195-218。 
異質空間 新 公 園 同 志 空

間 

1997 夏鑄九（1997）再理論公共空間，城市與設計學報，2/3，

63-76。 
異質地方 公共空間 

1998 夏鑄九（1998）臺灣的古蹟保存：一個批判性回顧。建築

與城鄉研究學報，9，1-9。 
異質地方 以 保 存 行 動 改

變 集 體 記 憶 所

創 造 的 作 為 鏡

像的空間 

1998 蕭百興（1998）斯地降臨！？：東海神話暨其早期建築設

計論述（1950 年代末至 1960 年代中）。城市與設計學報，

5/6，63-104。 

異質地方 東海建築系 

1999 蕭百興（1999）來自彼岸的「新」聲－戰後初期「省立工

學院（省立成大）」建築設計的論述形構（1940 中-1960
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3，133-185。 

異質地方 建築學院 

2000 張靄珠（2000）性別反串、異質空間、與後殖民變裝皇后

的文化羨嫉。中外文學，29(7)，139-157。 
異質空間 戲園空間 

2000 楊凱麟（2000）硬蕊書寫與國語異托邦：臺灣小文學的舞

鶴難題。文化研究，10，7-36。 
異托邦 硬 蕊 書 寫 的 國

語異托邦 

2000 劉永晧（2000）慢慢地走在黑暗電影院的裡面：分析蔡明

亮《不散》中的異質空間與電影的行徑路途。思與言，

48(1)，55-101。 

異質空間 電 影 院 中 的 行

走與路徑 

2000 蕭百興（2000）「現代都會」的「機能中國」反歸：戰後

初期中原學院的建築設計論述形構（1950 末 1970 初）。

城市與設計學報，11/12，159-205。 

異質地方 建築學院 

2001 何春蕤（2001）性、權力與鋼管辣妹 pub：一個田野的觀

察。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4，167-199。 
異質空間 以 挑 逗 為 訴 求

的性產業空間 

2002 陳其澎（2002）透視浴室－沐浴空間與沐浴文化中差異情

境的研究。中原設計學報，5(1)，1-22。 
差異地點 沐浴空間 

2002 蕭百興（2002）「建築=空間」的系譜考掘。華梵學報，8，

172-197。 
異質地方 建築學院 

2003 江柏煒（2003）"五腳基"：近代閩粵僑鄉洋樓建築的原型，

城市與設計學報，13/14，177-243。 
異質空間 僑鄉洋樓 

2003 張盈堃（2003）網路同志運動的可能與不可能。資訊社會

研究， 4: 53-86。 
異質空間 Motss 網路討論

區 

2003 邱貴芬（2003）尋找「臺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

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32(4 )，45-65。 
異質城邦 古蹟地點，暗訪

創造的空間 

2003 蘇榕（2003）重繪城市：論「猴行者：其偽書」的族裔空 異托邦 城市族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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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歐美研究，33(2)，345-371。 

2004 蕭百興（2004）「現代都會」的「有機中國」反歸：戰後

初期文化學院的建築設計論述形構（1950 年代末～1970
年代初）。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1，183-204。 

異質地方 建築學院 

2005 朱衣仙（2005）流動空間節點的認同演義：清水「休憩站」

空間文本解讀。中外文學，33(9 )，79-108。 
異質空間 建築、公共藝術

和 詩 作 共 構 的

休息站 

2005 李凱茜（2005）華梵大學女生宿舍次文化空間分析─以「制

服派對」前夕的異質地方形構為例，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32，44-50。 

異質地方 女生宿舍 

2005 開一心（2005）空間、記憶與屬性認同：論《偶然生為亞

裔人》。中外文學，33(12)，155-187。 
異質空間 紐約中國城 

2005 楊凱麟（2005）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傳柯的“異質拓

樸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5(3)，75-97。 
異質空間、異

托邦 
可 視 性 、 可 述

性、權力與主體

化 之 複 線 及 其

張 力 關 係 構 成

的空間 

2005 廖淑芳（2005）國家想像、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學現代性－

以 日 據 時 期 臺 灣 作 家 翁 鬧 為 例 。 北 臺 國 文 學 報 ， 2 ，

129-168。 

異質空間 小 說 中 的 偏 離

地點和鏡子 

2005 顏亮一（2005）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遺產－古蹟保存理論之

批判性回顧。地理學報，42，1-24。 
異質地方 樂生療養院 

2006 申惠豐（2006）異質空間：論菽莊的空間象徵及其意義。

臺灣文學學報，9，155-180。 
異質空間 菽莊花園，遺民

詩 社 的 文 學 空

間 

2006 吳新發（2006）從想像空間到公共空間：柴菲萊利的《殉

情記》與魯曼的《羅密歐+朱麗葉》。中外文學，35(5)，
13-39。 

差異空間 劇場、墳墓 

2006 林佳燕（2006）文學異質空間的設置與營構－李賀鬼詩之

奇詭風格成因考論，人文與社會學報，1(9)，79-110。 
異質空間 詩作空間 

2007 王志弘、朱政騏（2007）風險地理、恐懼地景與病理化他

者－臺灣 SARS 治理之空間／權力分析，中國地理學會會

刊，38，23-43。 

異質地方 社 會 改 造 的 空

間模型 

2007 夏鑄九（2007）網絡社會的大學節點－作為異質地方的大

學圖書館。建築，113，84-91。 
異質地方、異

托邦 
大學圖書館 

2007 蕭百興（2007）在邁向風空境界的想像中啟動校園生活的

物色關懷：93 學年度華梵藝術設計學院「風空劇場」校園

異質空間改造－校園文化生活的參與式營造作為一個藝

術設計創作的實踐案例。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3，4-28。

異質空間 參 與 式 營 造 的

校園 

2008 Mengin, Françoise (2008) 臺灣—西發利亞國際社會之傅柯

異托邦。當代中國研究通訊，10，48-49。 
異托邦 本 土 認 同 替 換

中 國 認 同 階 段

的臺灣 

2008 楊凱麟（2008）分裂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論與邊界－事

件系譜學。中外文學，37 (3)，45-61。 
異托邦 域外，以不在場

在場的空無 

2009 王志弘、沈孟穎、林純秀（2009）族裔公共空間的劃界政

治：臺北都會區外圍東南亞消費地景分析。臺灣東南亞學

刊，6 (1)，3-48。 

異質地方 族裔公共空間 

2010 陳逸杰（2010）臺灣工業遺址再利用保存之空間重置的可 異質空間 工業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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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案。文化資產保存學刊，11，23-32。 

2010 蕭百興（2010）重視社造的地域文化特性：全球化挑戰下

社區掌握空間性的魅力地方營造之途。社區研究學刊，1，

113-146。 

異質地方 社 區 營 造 中 介

出 來 的 抵 禦 基

地 

2011 王志弘（2011）我們有多元文化城市嗎？臺北都會區東南

亞族裔領域化的機制、類型與作用。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82，31-84。 

異質地方 族裔公共空間 

2011 曹淑娟（2011）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易履道園的收

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35，85-124。 
差異地點 履道園 

2011 曾秀萍（2011）扮裝鄉土－《扮裝畫眉》、《竹雞與阿秋》

的性別展演與家／鄉想像。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2，

89-133。 

異質空間 扮裝的鄉土 

2011 葉乃齊、黃愷瑞（2011）圖繪在地世界：文化地景考掘對

歷史空間規劃設計的意義－以馬祖北竿的文化空間田野

調查為例。華梵藝術與設計學報，7，243-257。 

異質空間 文化地景 

2011 廖彥喬（2011）與城市空間的角力：《美麗壞東西》中（不）

可見的性化身體。婦研縱橫， 95，54-63。 
異托邦 510 號房的空間

2011 謝雅卉（2011）衝擊與變革－異質空間的風景遊走。美術

學刊，2，165-193。 
異質空間 山水場景 

2012 Tsai, Chien-Hsin (2012) The heterotopic agent in Chu 
T'ien-hsin's “The Old Capital”.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8 (2), 139-160. 

heterotopia 通過觀看、行走

和 回 憶 而 營 造

的記憶、真實與

歷史空間 

2012 石計生（2012）大稻埕異托邦－百年城市史裡的「福科問

題」與文化閒逛。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88，41-88。 
異托邦 大 稻 埕 中 閒 逛

者發掘的刺點 

2012 李晶菁（2012）入侵「無人島」: 莎士比亞《暴風雨》之

環境主義研究。興大人文學報，49，25-44。 
異質空間 自 然 與 人 文 共

構的島嶼場景 

2012 林怡伶（2012）轉變是希望的開始？論韓麗珠〈風箏家族〉

身體與空間的變異意涵，東華中國文學研究，11，199-216。

異質空間 居 住 空 間 與 身

體 空 間 的 權 力

作用 

2013 徐天佑（2013）《臺北人》空間意象之梳理解說。應華學

報，14，133-181。 
異質空間 小 說 中 的 半 真

半假描繪 

2013 張憲堂（2013）異質空間的老靈魂－馬森和高行健戲劇創

作與文論的觀看。新地文學，23，206-220。 
異質空間 劇場 

2013 張憲堂（2013）高行健居法時期劇作的異質空間，臺北城

市大學學報，36，355-366。 
異質空間 真 實 虛 幻 交 錯

的劇作空間 

2013 劉怡寧（2013）異質空間與文化治理：以世界宗教博物館

為個案的考察。新世紀宗教研究，11(4)， 49-80。 
異質空間 世 界 宗 教 博 物

館 

2013 蕭馳（2013）。問津「桃源」與棲居「桃源」－盛唐隱逸

詩人的空間詩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2，1-50。* 
別異鄉 桃花源 

2013 蕭碧莉（2013）馬修．尼爾〈英國旅人〉中之異質空間。

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類，35，79-91。 
異質空間 挑 戰 與 開 啟 新

可 能 的 重 疊 並

置空間 

2013 賴以誠（2013）少年小說文學空間類型與想像－以李潼宜

蘭書寫中的高地異質空間為例。兒童文學家，50，38-50。

異質空間 高地 

2014 徐薇雅（2014）人獸變形／異質空間：舒暢短篇小說中的

困境書寫，華文文學與文化，3，85-129。 
異質空間 困 境 書 寫 的 變

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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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陳俊榮（2014）為現代都市勾繪新畫像－林燿德的都市詩

學。人文中國學報，20，319-342。 
差異地點、異

地 
都 市 詩 學 的 空

間 

2014 蔡金鼎（2014）臺灣現代民間信仰的實踐：臺中大坑奉天

宮的田野實例。文史臺灣學報，8，113-139。 
異質空間 宮廟儀式 

2014 蕭百興（2014）新工業秩序的空間想望－戰後「建築工學」

設計論述在淡江學院傳播形構 (1960s 中～1970s 末 )。城

市與設計學報，21，63-113。 

異質地方 建築學院 

2014 戴冠民（2014）是「萬魔殿」或「伊甸園」？論李昂《附

身》的母神形象與空間語境。國文天地，30(4)，76-80。 
異質空間 小說場景 

2015 吳曉東（2015）西部邊疆史地想像中的「異托邦」世界。

中國現代文學，27，53-65。* 
異托邦 西 部 邊 疆 史 地

與古陵 

2015 張韡忻（2015）醫院中權力宰制與情感經驗的並存－以蘇

偉貞《時光隊伍》為例，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

15，81-93。 

異質空間 醫院 

2015 辜炳達（2015）「活著的一隻被魔法詛咒成水泥化石的巨

獸」《西夏旅館》的偽巴洛克違章結構。中外文學，44 (3)，
177-211。 

異托邦 小 說 中 的 時 空

拼貼 

2015 蔣雅君、葉錡欣（2015）「中國正統」的建構與解離－故

宮博物院之空間表徵研究。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21，

39-68。 

異質地方 故宮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中國學者。 

 

附表 2 博士碩士論文援用情形 

年代 書目 譯名 指稱對象 

1989 陳章瑞（1989）臺北大稻埕的都市轉化(1851-1989)。臺灣

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大稻埕 

1993 張淑玫（1993）休閒、快感與權力：臺灣 KTV 之社會分

析。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KTV 

1994 金以蕾（1994）金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中興大學

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觀光化的金門 

1995 葉懷智（1995）臺鼎建設理想國－一個設計策略實踐之詮

釋。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理 想 國 社 區 更

新 

1995 魏國金（1995）人與居存土地關係的探究－以蘭嶼空間為

例。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空間 蘭嶼 

1998 李元宏（1998）軍事化的空間控制－戰地政務時期馬祖地

區個案。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地方 戰 地 政 務 時 期

的馬祖 

1998 林佩玲（1998）。誰能治城？臺北市婦女權益促進委員會

與萬芳社區媽媽治城行動。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

士論文。 

異質空間 社 區 參 與 的 公

共領域 

1999 范美琴（1999）。游移於疆界之間：雷夫．艾里森《隱形

人》中的（抵）置位與（再）定位。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碩士論文。 

差異空間 地底洞穴 

1999 張喬婷（1999）異質空間 vs.全視空間：臺灣校園女同志的

記憶．認同與主體性浮現。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

異質空間 高中校園 



101 

 

士論文。 

1999 陳朝全（1999）夢田－臺北市巨蛋球場空間之生產過程分

析。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移 植 美 日 的 巨

蛋空間形式 

1999 慕思勉（1999）臺灣的異質地方─90 年代地方或社區博物

館的觀察。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地方 社區博物館 

2000 江柏煒（2000）「洋樓」：閩粵僑鄉的社會變遷與空間營

造（1840s－1960s）。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論

文。 

異質空間 僑鄉洋樓 

2000 杜歆穎（2000）都市幽靈地景－試論臺灣房屋預售制度下

的接待中心與樣品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

文。 

異質地方 樣品屋 

2000 黃彥謀（2000）市民場所的創造─小劇場聯盟暨附屬空間

設計。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劇場空間 

2001 賴佳琦（2001）管窺臺灣世紀末文學─在偽知識橫行的時

代，稗類想望異鄉。中央大學英美語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小說空間 

2002 陳美潔（2002）房地產神話中的老人安養魔境－以天母地

景變遷為例。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地方 天母 

2002 楊意鈴（2002）漫遊都柏林：尤里西斯中布魯姆的殖民地

之旅。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論文。 
異托邦 都柏林 

2002 鍾佳沁（2002）全球化下搖頭次文化再現之研究－臺北的

搖頭空間。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搖 頭 店 ／ 搖 頭

場景 

2003 邱美婷（2003）真實／虛構空間情境操作。淡江大學建築

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真 實 與 虛 構 的

空間設計 

2003 黃惠琴（2003）女教師與女學生的空間識覺研究－以高雄

市高中為例。高雄師範大學地理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高中校園 

2003 鄭國賢（2003）時空異置下論文化資產展示中記憶與經驗

之斷層─以兵馬俑秦文化特展為例。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

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展覽 

2004 吳秉曄（2004）北火電廠再利用案－建築與地景中的詩意

元素。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廢 墟 建 築 再 利

用 

2004 沈芳序（2004）三三文學集團研究。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文學中的）鄉

土 

2004 張金墉（2004）板族的烏托邦：空間流轉中的滑板運動。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滑 板 族 活 動 空

間 

2004 黃耿皇（2004）論權力場域的空間建構：以臺灣軍司令官

邸到陸軍聯誼廳轉變為例。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

論文。 

差異空間 陸軍聯誼廳 

2005 吳梵煒（2005）舊建築再利用中歷史與文化的省思：以臺

北之家與紅樓劇場為例。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地方 古蹟 

2005 金承運（2005）the Botaniclub, Tien-Mu。東海大學建築學

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天母 

2005 洪嘉信（2005）域外—社子島的地景踰越。淡江大學建築

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地方 社子島 

2005 黃詩宜（2005）閒逛的女人－百貨公司空間中的女性。淡

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百貨公司 

2005 黃襦慧（2005）城市經驗：賴芙莉《心城》的現代性、空

間和心靈。政治大學英國語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小 說 人 物 的 空

間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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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楊大毅（2005）。「在地實踐」：黃聲遠在宜蘭的建築作

品意涵初探（以 1994-2004 為例）。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

士論文。 

差異地點 黃 聲 遠 的 非 住

宅建築作品 

2005 葉鈺山（2005）保存運動與都市再發展—以紀州庵個案為

例。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保 存 運 動 建 構

的空間 

2006 吳銘興（2006）臺灣異質空間之研究－以臺中市逢甲商圈

為例。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都市街區空間 

2006 張雅琪（2006）《三言》中私人花園的空間意義。交通大

學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私人花園 

2006 陳逸欣（2006）邱琪兒之《九重天》及《頂尖女孩》中顛

覆性的時空策略。政治大學英國語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小 說 場 景 間 的

鏡 像 ／ 補 償 關

係 

2006 廖勇超（2006）尤利西斯與體感空間政治。臺灣大學外國

語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Martello Tower 

2006 趙秀玲（2006）。書寫「異托邦」：瑪格麗特．愛特伍《盲

眼刺客》之空間與休閒。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異

托邦 
休 閒 作 為 異 質

空間 

2007 王建鈞（2007）差異地點：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規劃論述。

臺北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新竹科學園區 

2007 徐詩雲（2007）當代文化階層的地方認同競逐：「公館╱

溫羅汀」。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公館／溫羅汀 

2007 梁騰（2007）第三空間城市─地下莖文化行動之探討。淡

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阿 姆 斯 特 丹 的

地下莖城市 

2007 湯程雯（2007）後現代婚禮的異質空間之文本分析。中原

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後現代婚禮 

2007 蔡翔宇（2007）愛河文化空間－景觀、經驗與再現。嘉義

大學史地學系碩士論文。 
差異空間 愛河文化空間 

2008 白力元（2008）都市中的差異地點－以臺中市七期重劃區

的汽車旅館為例。臺北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汽車旅館 

2008 陳鏞宇（2008）都市潛意識—對應地間都市意識流的相互

滲透與蔓延。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地方 臥龍街 

2008 黃俊閔（2008）酷兒慾望與身體－空間：約翰．瑞奇《夜

城》與艾倫．霍林赫斯特《游泳池圖書館》中的空間探討。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heterotopia 酷兒空間 

2008 黃耀賢（2008）青樓敘事與情色想像－以《三六九小報》

和《風月》報系為分析場域(1931－1944)。暨南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登 載 青 樓 敘 事

的報刊 

2008 詹淳惠（2008）再探漂泊離散：魯西迪《魔鬼詩篇》中的

崩解、揉雜以及異質空間。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 

異質空間 離 散 社 群 的 空

間 

2008 劉憲宗（2008）臺灣異質空間視覺文化探討－以臺北塗鴉

的表現形式為例。銘傳大學設計創作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塗鴉 

2008 戴冠民（2008）《品花寶鑑》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妓院梨園 

2008 羅淑娥（2008）都市歷史水圳空間再現之研究－以光華區

段瑠公圳再現為例。臺北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水圳 

2008 蘇韋仁（2008）消費社會中的古蹟觀光－淡水紅毛城再利 異質空間 紅毛城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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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經營管理為個案。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旅館學系碩士

論文。 

2009 吳若瑩（2009）性感地誌：公娼館文萌樓的保存與大稻埕

性產業地景。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地方 性產業地景、文

萌樓 

2009 吳順裕（2009）現實到隱喻：湯瑪士．彌德頓城市喜劇中

的潛在市景。淡江大學英文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劇場、舞臺 

2009 李青朔（2009）娜汀葛蒂瑪小說《我兒子的故事》之未完

成解決的異質性。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小 說 中 種 族 隔

離之主體政治 

2009 沈曼菱（2009）現代與後現代—戰後臺灣現代詩的空間書

寫研究。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異質空

間） 
後 現 代 空 間 書

寫 

2009 紀俊龍（2009）。晚清「四大小說雜誌」研究。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博士論文。 
差異地點、異

質空間 
小 說 雜 誌 中 的

空間表述 

2009 翁孝蓁（2009）兒童日常生活中數位媒體使用：以臺灣學

童部落格使用為例。政治大學國際傳播英語碩士論文, 
heterotopia 兒 童 的 個 人 網

頁 

2009 張素真（2009）這裏有玫塊花，就在這裏跳舞吧—永和社

區大學組織者培力的實踐研究。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社區大學 

2009 陳平浩（2009）。城市顯影：萬仁電影中的階級、性別、

與歷史。國立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電影中的）城

市 

2009 黃淑蓉（2009）「異質空間」觀點下的校園空間研究－以

高雄市中正高工為例。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環境設計研究

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高中校園 

2009 黃閔暄（2009）以城市之－誠品信義旗艦店的城市風景。

臺北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碩士論文。 
異托邦 誠品書店 

2009 蔡境予（2009）從「中國籍臺商妻子」看離散情境下之臺

灣在地女性公共性。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論文。 
異托邦 中 國 籍 臺 商 妻

子的離散處境 

2009 顧崇信（2009）由臺中爵士音樂節看大型節慶活動中的社

會意涵與都市建構。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爵士音樂節 

2010 呂正山（2010）索忍尼辛小說《癌症病房》權力與空間研

究。政治大學斯拉夫語文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癌症病房 

2010 邱正祥（2010）書寫空間，書寫差異：麥可．翁達傑的小

說。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學位論文。 
異質烏托邦 移 民 挪 用 城 市

空 間 作 為 抵 抗

策略；宰制與反

抗、秩序與失序

的共存 

2010 高媺涵（2010）都會少男簡訊費洛蒙的異托邦：文本的戰

略與表演。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托邦 簡 訊 的 他 者 空

間 

2010 張宸浩（2010）西門異域－權力下的西門考古學。淡江大

學建築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西門町 

2010 郭耀中（2010）是希望的空間，還是異質地方？「鄉村建

築工作室」512 大地震重建經驗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

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地方 另 類 營 造 模 式

與建築實體 

2010 葉自翔（2010）體驗經濟下的狂歡天堂：夜店空間的符號

消費與想像。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 

異質空間 夜店 

2010 趙珮華（2010）當代城市空間遊牧者－創意市集的公共地

誌。臺北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創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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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羅舒婷（2010）地圖、藝術、權力的開展─尼爾．蓋曼的

書寫空間。臺東大學進修部兒童文學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奇 幻 小 說 的 空

間 

2011 丘智華（2011）絕域微光──一個對於邊地的想望。臺北藝

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城市空間 

2011 朱慧真（2011）異質共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托邦 

異質空間 

異 質 共 構 的 建

築 

2011 陳榮彬（2011）四部現代主義小說中的敘事與空間：形式

主義與結構主義的歷史回顧及其應用。輔仁大學跨文化研

究所比較文學博士論文。 

異質空間 小說中的空間 

2011 楊文馨（2011）「兩種圖書館」：董啟章的城市書寫研究。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圖 書 館 － 香 港

時空 

2011 楊貞慧（2011）大臺中的小東南亞－外籍勞工聚集與異文

化空間形塑之過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程論文。

異文化 臺 中 市 第 一 廣

場 

2011 謝雅卉（2011）衝擊與變革—異質空間的山水遊。臺灣藝

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山水場景 

2012 朱柏寧（2012）異托邦的萌生：海筆子帳篷劇團。臺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托邦 帳篷劇場 

2012 林育圻（2012）人於空間，空間於人：論史考特．韋斯特

費德《醜人兒》三部曲之空間性。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碩士論文。 

異托邦 小 說 中 的 抵 抗

空間 

2012 徐培堯（2012）「大稻埕就是我的家」：外公、外婆的城

市記憶與歷史空間探究。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論文。 
異托邦 大稻埕 

2012 康哈拿（2012）空間的社會批判：列斐伏爾空間理論研究。

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奧斯曼的巴黎 

2012 楊采樺（2012）帕幕克《我的名字是紅》的認同政治。淡

江大學英文學系博士論文。 
異托邦 伊斯坦堡 

2012 詹育芳（2012）河川浮覆地景的田園生活。臺灣大學園藝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河 川 浮 覆 地 菜

園 

2012 蔡瑋婷（2012）蘇珊．柯林斯《飢餓遊戲》中的擬像、異

質空間及性別展演。交通大學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 

異質空間 第十三區 

2012 鄭智仁（2012）戰後臺灣新詩樂園書寫研究。東華大學中

國語文學系博士論文。 
異托邦 新詩中的樂園 

2012 賴以誠（2012）少年小說文學空間類型與想像——以李潼

宜蘭書寫為例。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火車、高地、瞭

望臺 

2012 鍾旻宜（2012）異境之論述研究—以科幻電影場景為例。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異

境 
科幻電影場景 

2012 蘇綺潔（2012）臺中市彩虹眷村之地景空間文化研究。中

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程論文。 
異質空間 彩虹眷村 

2013 李承遠（2013）再見瑠公圳——記憶場域的空間再現。臺

北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瑠公圳（記憶與

再現） 

2013 周政華（2013）性別與空間─琦君、林海音與劉枋遷臺初

期之短篇小說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小 說 中 的 空 間

書寫 

2013 張郁婕（2013）從此處缺席—姚瑞中的空間身份認同顯影。

新竹教育大學藝術教育與創作碩士論文。 
異托邦 姚瑞中的作品 

2013 許博雯（2013）張讓散文中的空間敘事。高雄師範大學國

文教學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旅 人 通 過 旅 程

創 造 的 心 靈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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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黃珮甄（2013）季節性節慶空間的現代性演繹─苗栗臺灣

燈會。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異

質地方 
燈會節慶空間 

2013 楊弘瑜（2013）黑色單位－浮動空間中的影像。臺北藝術

大學美術系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他 者 介 入 而 產

生質變 

2013 蔡曉文（2013）從希臘神話的女性原型來看愛德華．霍伯

繪畫中之現代女性特質。臺北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碩士論

文。 

異托邦 繪 畫 中 的 女 性

原型場景 

2014 王政強（2014）王世貞及其弇山園書寫研究。臺灣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差異地點 園林空間 

2014 王偉綱（2014）異質空間聽眾與樂團的社會實踐：以 Live 
House「地下社會」為例。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論文。 

異質空間 Live house 

2014 周汝育（2014）音樂展演空間的迴游魚：以西門町日本音

樂與迷行動為例。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論文。 
異托邦 西門町 

2014 林亞婷（2014）評論曼雷攝影女性的異質空間。臺北藝術

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女性攝影創作 

2014 林群越（2014）從傅柯與德希達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

的爭論談「空間配置的考古學」。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 

異托邦 配置、異質拓樸

學 

2014 劉品志（2014）「腐女」的幻想與望／妄想。高雄師範大

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腐 女 情 慾 幻 想

空間 

2014 蘇映塵（2014）風貌式老街再造的技術政治：以三峽和深

坑老街為例。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老街再造保存 

2015 李沿儒（2015）郭強生小說中的空間書寫研究－以性別與

身分流動為觀察核心。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 

異質空間 小 說 中 虛 幻 與

真 實 交 疊 的 二

元空間 

2015 許惠靈（2015）流動的邊界，隱沒歷史的再現：「土牛溝」

楊梅段地景敘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空間 土牛溝 

2015 陳琳（2015）煉金術—金門戰地襲產的觀光治理。臺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異質地方 戰 地 襲 產 觀 光

化的金門 

2015 劉瑀之（2015）欠缺的左翼視角──以謝雪紅為中心的文學

與批判。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論文。 
異托邦 謝 雪 紅 的 超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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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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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參與集水區治理之制度分析： 

以宜蘭縣崙埤社區為例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Watershed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Lunpi Community in 

Yilan County 

姚佳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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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study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stream conservation of the Jiuliao Stream Watershed in the Lunpi 

community, Yilan County. We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al policies on 

indigenous community conservation and eco-tourism development. Moreover, we also examined public 

perception of this watershed management. The Lunpi community is located in the Datong Township. 

The local residents mostly belong to the indigenous Atayal tribe. We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of 

27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IAD)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watershed governance and assess the outcomes of stream conservation in the Jiuliao 

Stream watershed. The Lunnpi community started to carry out the stream conservation for fishery 

protection in 2002. The local residents had obliga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stream conservation. As a 

result,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watershed were rapidly restored, and the outcomes were 

successful and fruitful.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ctively applied for projects; while 

the Datong Township Office also worked hard to cooperate. Therefore, m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gradually provided many resources for the Lunnpi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local 

residents. Since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rojects were phased out, they were unusual and persistent in 

supporting communities. Therefore, following the termination of the projects, the Lunnpi community 

gradually experienced a shortage of funds and labor, and the collective actions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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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declined. The work of the watershed governance was therefore eventually taken over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Keywords: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ublic Participation, Watershed Governance.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宜蘭縣崙埤社區原住民族參與當地九寮溪河川保育的環境治理，期能瞭

解政府政策對原住民社區保育及生態旅遊發展之影響，並分析民眾對集水區經營管理之看法。宜

蘭縣大同鄉崙埤社區居民以泰雅族為主，本研究經由對 27 位受訪民眾進行深度訪談，並應用制度

分析發展（IAD）架構，探討九寮溪集水區的治理歷程，並評估溪流保育成效。崙埤社區於 2002

年開始進行封溪護漁，在地居民以義務性的集體行動落實溪流保育，集水區環境狀況恢復良好，

成效相當顯著。社區發展協會積極向外申請計畫，大同鄉公所也努力配合，因此，許多政府部門

資源陸續挹注社區，增強當地居民的集體行動。由於政府補助計畫屬於階段性，而非常態性、持

續性，因此，當計畫終止結束後，崙埤社區漸感經費短缺、人力不足，社區的集體行動也漸漸消

退，以致於集水區的治理工作最終又轉由政府部門主導。 

關鍵詞：制度分析、民眾參與、集水區治理 

前 言 

隨著觀光旅遊的興盛，許多社區開始利用鄰近的自然資源發展觀光產業，例如透過封溪護漁

的方式達到生態保育的目標，並藉此發展生態旅遊。自從 1980 年代後期，鄒族的達娜伊谷透過封

溪護漁措施，帶動地方觀光發展後，促使各地社區展開效法，期望藉由利用地方的自然資源帶動

生態旅遊，以增加地方的就業機會，並促進部落經濟成長。然而，究竟封溪護漁是以生態保育為

首要目的，亦或僅是作為吸引遊客的手段？此外，在生態保育與觀光發展中，這兩者間該如何取

得平衡？而社區仰賴的共享資源又該如何維持永續的治理機制？這些議題都亟待深入探討。另一

方面，在封溪護漁過程中，當地社區居民的主體性亦甚受到關注。陳毅峰（2008）指出，「封溪」

相似於對特定空間的控制，而這個空間（space）正是在地人的地方（place），符合全球原住民運

動不斷在追求的「保有差異的權利」（right to differences），甚至在邊界處進行進出的控制，以保

護其世居的環境不受開發力量所破壞。換言之，封溪護漁也可視為另一種自主治理的體現，彰顯

當地的主體性，凸顯出在地人參與在地事之精神。 

Ostrom 為美國的政治學家，其主要研究領域在於公共政策和新政治經濟的研究，包括公共選

擇與制度分析理論，尤其是共有資源的自主治理議題，Ostrom 也因其對於公共事務的經濟治理分

析之貢獻，在 2009 年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得獎代表作是「共有財的治理：集體行動制度的

演進（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Ostrom（2011）

認為制度具有多樣性，一個良好制度的關鍵，取決於治理的效益與公平性，制度規則的訂定應該

使得群體的利益最大化，良好的制度應該依照不同地方的特性，而產生不同的選擇。Ostrom 探討

的重點在於共有資源的治理，強調自主組織（self-organization）、自主治理（self-governance），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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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的理論深具有啟發作用，強調地方自治是由當地人民自行治理當地事務，也就是要求當

地人民要有自主的意願、自主的能力、自主的組織以及自主的治理（張世賢，2010）。 

本研究以宜蘭縣大同鄉九寮溪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區內目前已建置為九寮溪自然生態教育園

區，並由崙埤社區發展協會協助管理。崙埤社區為大同鄉最接近平地的聚落，以泰雅族居民為主，

早期傳統泰雅族人利用魚藤捕魚，藉此取得魚類資源。2002 年，當地居民開始進行封溪護漁工作，

歷經多年努力後，於 2005 年，被內政部營建署列為臺灣績優生態旅遊地（林浩立等，2013）。之

後隨著時間演替，九寮溪受不同因素影響，其發展定位也有所轉變。本文試圖以 Ostrom（1990）

所提出的制度分析與發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架構，作為研究分析取徑，

探討崙埤社區如何參與九寮溪集水區治理，並分析其治理成效及重要挑戰。 

文獻回顧 

（一）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架構 

Ostrom 的主要理論基礎包含多中心理論及自主組織理論。多中心理論主張權力多元化，假設

居民的需求偏好多樣化，表達偏好的權利提升，生產者尋求創新、鼓勵有效的團隊生產和協作，

以提高績效（汪銘生、曾玉祥，2014）。自主組織理論則是因參與者最瞭解共享資源的情況，其所

訂的規則最符合實際狀況，亦最容易監督與執行，而自主組織的成功因素，主要可歸因於以下幾

點，包括界定明確的邊界、使用資源必須與當地環境條件一致、集體決策、監督機制、分級處罰、

解決衝突機制、對組織權的認可與巢狀式組織（張世賢，2010）。 

Ostrom（2011）認為人們需要一個公共的理論架構，去解決改革和變遷的問題，而一個架構

通常適用多種理論，例如經濟理論、賽局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社會選擇理論、契約理論、公共

物品和共享資源理論等。此外，Ostrom 認為學者以模型做為政策分析，常會陷入預測錯誤的陷阱，

因為系統是動態變化的，且影響因素是複雜的，因此，Ostrom 提出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架構，

做為公民論壇互動或對話的工具，使得實驗室和現實場景的實證研究更能檢驗理論的可行性（汪

銘生、曾玉祥，2014；汪明生、黃煒能，2016）。 

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架構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其主要貢獻在共享資源的經濟管理分析。

Ostrom（2005）指出，在 IAD 架構下，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s）會影響到行動場域（action 

arena），外生變數包括三個重要組成：實質的物質條件（biophysical/ material conditions）、社群屬

性（attributes of community）以及制度規則（rules）（圖 1）。實質的物質條件指大小、位置、範圍、

容量、資源量、設備、材料之特性等；社群屬性是一種社會基本型式，在生活區域中，由諸多具

有相同文化與歷史背景的個人所組成之社群，強調公共利益，且具有社會資本或行為規範 （Ostrom, 

2007）；制度規則規定決策者的資格、行動的允許和限制、方法的運用、資訊的提供等，具有相當

的權利義務性質（Ostrom, 2005）。在行動場域中，行動情勢（action situations）及參與者（participants）

則會交互影響。行動情勢表示行動時，客觀事實、外部環境、問題系統及結構等情況，包括偏好、

制度、規則、物質法則、行為法則等，行動情勢強調不同「制度情境」下如何合作或不合作、參

與者扮演的角色、能控制多少情勢資訊、短期的困難、長期解決方案、產出的形式、成本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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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場域 

外生變數 

如何等（汪銘生、曾玉祥，2014）。Ostrom（2005）進一步指出，制度是 IAD 的指引，受到價值

規範的影響，與行動者之間的行動情勢密切相關，制度會影響行動者行為的控制、資訊與結果，

也形塑出參與者彼此不同的互動型態（patters of interactions）；由行動者互動所產生的結果，可透

過「行動者」、「成本交易」、「集體決策」等觀點，深入探討制度設計、發展與改變，並藉此評鑑

政策的成效。 

Ostrom（2011）認為行動情勢的內部結構，受到眾多因素所影響，IAD 的行動情勢，指的是

個人互動、交換物品和服務、解決問題以及互相支配和碰撞的社會空間，其中包括行動者、位置、

行動、資訊、控制，以及成本與利益，這些連結都會導致可能的結果，不同的決策會影響到行動

情勢與結果的改變。因此，在制度分析之前，需要先釐清有那些行動者，包括居民、管理者、公

部門等，加上這些行動者所處的位置，在這裡位置所表示的是職務或位階，這些行動者所選擇的

行動，可能受到職務、運作規則等影響，以及對於資訊的取得、對選擇的控制，連結之後便會產

生行動，再受到成本與利益的影響，即會導致可能的結果，然而以上這些行動情勢，都會直接受

到外生變數的實質物質條件、社群屬性及制度規則所影響。除了行動情勢的內部結構外，Ostrom

（2011）認為也需要一併探討行動情勢的外部作用，行動情勢其實鑲嵌在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系統

當中，因此，要探討地方的自主治理，也必須探討行動者產生行動背後的權力結構與脈絡，在不

同尺度的脈絡下，國家政策、公部門的選擇以及社區本身都會影響到行動情勢的結果，資源系統、

資源單位、治理系統與行動者之間互有因果關係與回饋關係，這四個因素也會影響到行動情勢，

此外，社會、生態與政策以及相關的生態系統也會影響到資源系統與治理系統的關係，進而影響

行動情勢的結果。 

 

 

 

 

 

 

 

圖 1 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架構圖（Ostrom, 2007） 

 

在實證研究方面，Andersson（2006）以 IAD 探討在地制度的策略與森林治理的關聯，強調

在地行動者間脈絡的重要性，此脈絡會塑造集體決策和個人行為的制度安排架構。在地的行動者，

其中可能包括資源使用者、社區、公部門的人員、當地的中央政府代表、私人企業和非政府組織

代表，將會根據當地實質條件和社會經濟特性等明確的制度背景，解釋政策的變化，並且當國際、

國家或區域間層面的資源政策發生變化，最終也會影響到在地的治理情形。此外，Andersson（2006）

也認為，若行動者間享受資訊交換與學習，將可以使得地方治理的系統更加成功。另外，Whaley 

and Weatherhead（2014）則指出，要在共管（comanagement）當中運用政治化的 IAD 架構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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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變數的部分，應增加考量政治經濟（political-economic）與論述（discourses）兩個變項，因

為行動情勢是鑲嵌在更廣泛的政治經濟系統脈絡中，如果可以提供更廣泛、清晰的結構，將有助

於提升解決環境因素和動態權力的能力，並且可以進行綜合分析，做出對政策的適當建議。

Martinez（2009）曾運用 IAD 在醫院菸草控制的政策制定分析，其認為若是依靠組織規則的自行

詮釋，有可能會導致任意且不一致的行動實踐，因此，應該建立清楚的法律，或是具強制性的國

家規定。在國內方面，汪銘生、曾玉祥（2014）提到公民治理應用於共享資源的管理，比私人、

政府管理更具有效率、公平、課責、適當性及永續性的功能。洪廣冀、林俊強（2004）更指出，

如果使用者群體不能參與制度的設計與擬定而只是各行其事，或者制度雖被制定卻難以規範使用

者的效果，則共享資源的狀態將會劣化。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知，制度會受到社會結構所影響，對於共享資源的治理，在現今的社會脈

絡下，普遍認為透過民主的方式以及在地行動者的參與，將能夠維護自然環境與參與者的最大效

率與永續性，集體的行動力量比起政府的公權力能夠創造出更大的社會福利，不同尺度間的政策

或權力關係，以及行動者的背景脈絡與制定的規則，都是影響到整個自主治理的因素，此外，參

與者能否參與治理制度的設計，將是自主治理共享資源能否永續或者會導致劣化的關鍵要素。 

（二）溪流保育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崙埤社區，其透過九寮溪的封溪方式，藉此保育溪流的自然資源，並希冀

能進一步發展生態旅遊及觀光產業。由於單純的「保護」行為，並不具有永續的意義，而「保育」

則必須包含適度的利用，因此，本研究認為需先定義封溪護「漁」以及封溪護「魚」，兩者在字面

上的差異。許齡文（2008）提及，使用封溪護「漁」或護「魚」應視其目的而定，若用意為保護

野生動物及其生存環境，並有維護自然生態之意的話，因其最主要目的是對於野生動物之保護，

則在用字上應為「封溪護魚」；若最終目標係為發展社區，合理利用水產資源，因其有利用之意及

漁業的概念，則在用字上應為「封溪護漁」。盧道杰等（2008）也指出，封溪護「魚」可代表狹義

的水中生物保護，到廣義的溪流整體棲地改善；護「漁」則包括有溪流魚類利用的涵義，不僅只

是保護，而是有永續利用與生態平衡的願景。透過上述的定義，由於崙埤社區對於九寮溪的保護

含有永續發展的概念，兩者間的關係較趨近於封溪護「漁」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使用「封溪護

漁」一詞，作為後續探討的立論基準。 

自從 1980 年代後期，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的山美部落，透過封溪護漁的方式，使得鯝魚重現

達娜伊谷溪流，帶動地方觀光發展，進而使得達娜伊谷成為眾多社區的典範，此外，新竹縣尖石

鄉泰雅族的鎮西堡部落，也透過保育鄰近的檜木林與溪流，發展部落觀光產業，以及新竹縣尖石

鄉的司馬庫斯部落，保育鄰近的神木群加上異族觀光（ethnic tourism）的想像，擁有良好的觀光

發展，上述三個部落，皆為原住民社區因其鄰近地方的良好自然資源，而吸引眾多遊客到訪的成

功案例。儘管如此，各個部落與案例在不同階段仍面臨不同的挑戰，以同為封溪護漁的達娜伊谷

而言，李永展（2006）提及達娜伊谷在面對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正義間的矛盾、對於經營管理發展

路線的爭議、傳統氏族在現代社區的弱化以及社區自主性與嵌入社會運作的影響，使得達娜伊谷

發展面臨生態保育與觀光發展、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爭議。 

儘管如此，仍有許多部落認為，透過生態旅遊帶動部落產業發展，是解決原鄉經濟與人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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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一條途徑。包正豪（2009）提到，鑒於山美與鎮西堡的成功，加上政府以實質的預算投入來

推動部落生態旅遊發展，宜蘭縣南澳鄉的金洋村與武塔村也藉由復育南澳南溪的毛蟹來推動觀

光，但南澳與其他案例較為不同的是，達娜伊谷是以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的方式，而南

澳鄉的保育行動是以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來發動，責令金洋村與武塔村共同執行，然而

仰賴由國家機關所提供的經濟誘因，進行社區動員的發展模式，較不易克服保育行動的社會困境

（social dilemma），而難以延續社會集體行動。戴興盛、謝妙勤（2007）在探討後龍溪保育的集

體行動中，也提及經濟資源與經濟誘因之匱乏，會開始逐漸弱化其溪流保育的集體行動與制度能

力。對於經濟資源的誘因，包正豪（2009）認為，社區在發展觀光前，應當先回歸部落傳統文化

根基，建構社會資本並凝聚內部共識，而政府的資源挹注僅扮演輔助性的功能。 

林愛琴（2013）則提到，臺灣的封溪護漁可分為兩種協力態樣，第一種為非運用協力治理模

式，也就是由公部門獨力運作，地方居民僅為被動的配合公部門政策；第二種為運用協力治理模

式，由公部門與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協力治理，其認為封溪護漁執行的成效，取決地方居民

的支持與否。賴玉芳、廖學誠（2005）探討魚池鄉五城社區民眾參與溪流保育也提到，五城村民

主動參與溪流保育工作、關心溪流整治工程，其意涵不只強調社區參與環境資源管理，更凸顯社

區的自主性。王郁涵（2008）則是在探討封溪護漁是真保育或是假噱頭的文章中，認為封溪護漁

現象，並不如大眾所言是溪流保育、社區永續發展的萬靈丹，人與溪流應互為主體尊重，才不至

於使資本主義的商業力量侵蝕，導致傳統價值的瓦解，此外，政府以專業化控管社區評鑑的方式，

也會導致地方的差異性及主體性消失。戴興盛、謝妙勤（2007）探討後龍溪流域保育的集體行動

中發現，該個案並未使用經濟誘因，僅依靠社會性與規範性誘因，動員克服社會困境，純粹的保

育行動，促進社會資本的累積，因而延續集體行動，並建構內部基礎制度能力，產生正面的保育

成果。林智海（2013）以沙巴內陸漁業推行「原住民社區保育區」（Indigenous &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 ICCA）的經驗與臺灣封溪護漁做比較，其認為以臺灣社區的能動力，相當具有推

行 ICCA 的潛力，但須加強認可與支持等外部的體制配套，以賦予社區治理的正當性。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知，在臺灣各地的封溪護漁行動中，在地居民的參與為一重要關鍵，另外，

又會面臨到外部資源挹注與經濟效益的問題，如何維持其行動的動能，並保有在地的主體性，也

是此階段的主要困境。儘管社區內部有足夠的動能從事封溪護漁，但也會因社區與公部門之間的

配套及賦權不足，導致封溪護漁或溪流保育的行為，在自然資源治理的過程當中逐漸消退。因此，

本文希望透過宜蘭縣大同鄉九寮溪治理的個案，藉由 Ostrom 的 IAD 架構，分析其治理成效，並

試圖從中瞭解原住民族參與集水區治理的機會與挑戰。 

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區域 

本研究區域為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的九寮溪（圖 2），又名破鐺溪，泰雅族人則稱其為「Gaba

溪」，Gaba 意指為水沖擊在石頭上所發出的聲響。九寮溪發源於雪山山脈北段的拳頭母山，海拔

高 1,551 m，全長約 8 km，為蘭陽溪支流之一，區內設有九寮溪自然生態教育園區與九寮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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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以地權屬性而言，九寮溪下游屬於原住民保留地，九寮溪中上游則為林務局所管轄的國有

林班地。崙埤社區鄰近九寮溪，居民共 223 戶，716 人，原住民人口約佔 85%，以泰雅族為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Ostrom 所提出的 IAD 架構為主（圖 1），並將其鑲嵌在更廣泛的政治經濟脈絡之中，

由九寮溪的自然環境、泰雅族為主的崙埤社區社群屬性、現行的制度規則，進而影響到行動場域，

再經長久以來傳統泰雅族人與河川流域的關係，推演至現代的社會結構脈絡，使得行動情勢的尺

度由地方鑲嵌於更大的尺度之中，產生權力的互動關係，並且在行動場域之中與行動者相互影響，

產生不同的互動模式，進而影響治理的結果，最後再進行評估分析，探討九寮溪環境治理的永續

發展可能性。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藉此蒐集資料並進行檢核與分析，瞭解崙埤社

區居民特性、規範與傳統 Gaga 的約束力，以及九寮溪封溪護漁與治理制度的發展，並從中理解

崙埤社區居民集體行動的過程與轉變。 

1. 文獻分析 

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包含出版物、鄉誌、期刊、碩博士論文、報紙及網路資訊等，並至鄉

公所、戶政事務所及社區發展協會蒐集相關資料，釐清政府對於九寮溪治理的行動與計畫，並實

際到當地訪查，藉此蒐集第一手資料，再對文獻進行分析與探討。 

2. 深度訪談 

從訪談中瞭解居民對環境治理的情形與觀點，分析九寮溪的空間脈絡、文化意涵及其權力變

化，建構九寮溪治理的結構與演變，以及社區內部的運作過程及組織規則，並釐清影響參與者的

行動因子，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彌補現有資料不足之處，並統整訪談資料與文獻資料相比對，建

立客觀的事實。在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架構中，行動場域常作為分析的重要關鍵，尤其是參

與者部份，與共有資源治理最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是選取與九寮溪集水區

治理有關的人員，包括社區發展協會成員、相關政府單位人員、社區居民等，訪談樣本採用滾雪

球方式，藉由受訪者的推薦，尋找後續適當的受訪對象，訪談時間從 2014 年 3 月至 12 月間，共

27 名受訪者。 

 

 
圖 2 九寮溪集水區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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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九寮溪傳統的人河互動模式 

1. 遵循傳統泰雅族的人河關係 

傳統泰雅族人的遷徙大多以一個親族為單位，當一地的地力或自然資源逐漸枯竭時，則會另

外尋覓肥沃的土地遷徙，沿著河流拓展其生存空間，部落空間也順應著流域開展。過去泰雅族祖

先自臺灣中部沿著中央山脈往北部擴張遷徙，每每越過山脊之後，到達 Habun（兩河流交會之處），

在 Habun 建立部落，族人再從 Habun 沿著支流向上游建立新的部落，於是來自同一世系群的泰雅

族部落，沿著水系在空間中分布展開，而每一個流域的部落群稱為 qutux llyung（指共享一個流域

的人），qutux llyung 是我群認同的一個單位，也是組成 phpang（攻守同盟）的基本單位，當遇到

重大危機時，幾個不同流域的部落群會組成跨流域的攻守同盟對抗共同的敵人（官大偉，2008，

2013）。在泰雅族賽考列克（Sekoleq）與澤敖列（Tseole）系統之間，用以表示「部族」的名詞均

是 qotux leliyug 與 qotux gaog，前者為「一條大溪」、後者則是「一條小溪」之意，可發現到以河

川流域做為一個部族的領域，是泰雅族的典型型態（王梅霞，2006）。由上可知，傳統泰雅族的部

落空間與流域的關係相當密切，在傳統的生活場域中，人與河流是緊密連結在一起，並藉由彼此

的人地互動產生不同的意義，受訪者也提到「泰雅族是一個狩獵民族，所以他的文化裡面絕對脫

不了狩獵這個文化，很多的風俗民情的禁忌、他的習俗，跟獵人的文化是絕對密不可分。」（訪談

對象 R6，2014/10/18）。 

官大偉（2013）曾指出，早期泰雅族以捕魚、狩獵及耕作為生，其各自與河流有所關係，也

都各自有資源利用的調節機制。以捕魚為例，一個流域內的河流包含主流和支流，而捕魚包含個

人的射魚、放置魚籠及集體的捕魚，泰雅族人在捕魚中擁有不同層次的資源利用知識，包含河流

名稱、魚類習性、獲得和維護魚群的方式及動態協商的過程，捕魚也使得河流不僅是形成社會範

疇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擁有再生產社會關係的功能，相較於狩獵的森林，河流是較為友善的場域，

不只擁有資源同時兼任著嬉戲玩耍的角色，從這些資源利用的知識中，可看出泰雅族的傳統知識

不只是針對資源本身的特性，還包括人與人之間、部落與部落間的社會關係維持，而這些社會關

係皆發生在流域所開展的空間之中，顯現出泰雅族與河流關係之緊密，而這些行為也都受到泰雅

族的 Gaga 所規範。 

泰雅族的社會組織鑲嵌於水系流域之中，流域包含主流與支流，主流是部落取得漁獲的來源，

而支流通常不用來抓魚，使得部落間在自然資源的使用上得以監控和調節（官大偉，2008）。傳統

的泰雅族人在捕撈漁獲的方式上，主要可以分為集體捕魚與個人捕魚兩種，個人捕魚的時節則是

隨自己興趣、隨時都可以，私自捕得的漁獲，除自家食用外，多饋贈親友鄰居；團體捕魚是全部

落的公共活動，多與歲時祭儀有關，以魚藤毒魚為主，兼具娛樂性（田哲益，2001）。泰雅族人的

捕魚方式與捕魚工具相當多元，在個人捕魚方面，有射魚、叉魚、誘魚、擋水、網魚及釣魚等方

式，並透過自製的漁叉、漁荃、手網、架網或釣鉤等工具捕魚，其中皆蘊含泰雅族的傳統智慧與

製作傳統工藝的知識；在集體捕魚方面，主要則是透過植物魚藤，運用其汁液使魚暫時昏迷，再

將其拾獲，而利用魚藤捕魚的方法除了泰雅族之外，也可以在其他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中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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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友善且永續利用資源的方式，延續人類及自然的生命。 

魚藤，為豆科的藤本植物，其根部含有魚藤酮及魚藤素，具有毒性，原住民族將其視為傳統

的毒魚工具，「（魚藤）那個是我們最傳統毒魚的工具。一般毒藤的話它不會讓魚死掉，它只是讓

牠暈，我們有去做這樣一個實際的活動，相對的我們也還是會保留一些我們傳統的捕魚工具。」

（訪談對象 C2，2014/04/12）。在文建會（現為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時，崙埤社區也曾配合活動

去操作利用魚藤毒魚的捕魚方式，透過敲打魚藤使其汁液流出，然而，魚藤的毒性只會讓魚昏厥，

不至於讓魚死亡，「政府都會說原住民以前打魚好像他們都……（全部抓走），其實不是，他們（祖

先）智慧很高，大小的魚，捕魚要的他會挑（挑走），其他的都會活回來，不會像現在這樣子，氰

化鉀一下去，只要吃到就會死掉。」（訪談對象 C4，2014/05/18）。就在魚隻昏迷的同時，族人會

將所需的漁獲撈起，通常只撈走大的、成熟的魚，將小的魚留下繼續繁殖，其餘未被捕撈的魚類，

則會在水流不斷將魚藤的汁液稀釋、毒性消退之後，又可以再度甦醒。 

官大偉（2008）提到，依傳統而言，原住民族只在特定的季節使用魚藤捕魚，流域內各部落

長老，每年會依照各自鄰近河段或支流的魚群狀況，協商捕魚的時間，使得各個部落能夠輪流在

不同時間與主流的不同河段進行集體捕魚，因各部落的時間錯開，且支流往往為提供魚苗成長的

空間，而不會用來捕魚，如此輪流使用的調節機制，使得魚群得以維持永續生長。王梅霞（2006）

也提到，共有漁區的各部落成員，每年一次聚集在河邊，將具有麻醉效果的毒魚藤（tuba mawtux）

放入河中捕魚，漁獲依大小分類之後，再平均分配給各家戶。顯示出原住民族利用魚藤捕魚的傳

統智慧，其中涉及到部落內部的集體性與各部落間的協商能力，透過資源調節的方式，避免漁獲

枯竭而達到永續的目的。 

「我們以前原住民是，只有在一段的時間我們才會去深山去毒魚，大概是魚最肥美的時候，

大概是秋末吧。」（訪談對象 C2，2014/04/12）。崙埤的泰雅族是在秋末的時節才會到深山裡去利

用魚藤捕魚，整個捕魚的過程也受到 Gaga 的規範，縱使現在族人已經不依賴捕魚維生，但仍然

還是會保留傳統知識與捕魚工具，利用竹子編製的漁荃，其捕魚的方式是將漁荃的開口朝上游，

上面利用石頭將漁荃壓住，使其不至於被水流沖走，而漁荃內部有兩道網狀的防線，若魚蝦游進

去之後，則會被第二層機關擋住，無法游出來，當族人第二天再去將漁荃拿起時，即可取得漁獲，

如此的捕魚方式，不僅不會導致濫捕、濫抓，也可以維持河川生態的永續。 

傳統泰雅族人在運用鄰近的自然資源時，無論是山上的獵物或是溪裡的漁獲，皆重視永續利

用，避免竭澤而漁，因當時的人依靠狩獵與漁撈獲得食物，若無法維持永續，則會出現食物缺乏

的危機，因此，傳統泰雅族人，補到苦花魚後，便會透過醃製，將苦花魚製成醃魚（tmmyan qulih），

延長其保存期限，傳統而言，醃魚是相當珍貴的食物，食用時，必須將整尾苦花魚都吃乾淨，否

則會觸犯泰雅族的 Gaga，將不會受到祖靈的保佑，顯示傳統泰雅族人珍惜食物的規範，並透過

Gaga 的運行，維護生態的永續（王梅霞，2006）。 

2. 九寮溪與崙埤社區的互動 

在百餘年前即有泰雅族人翻越雪山山脈來到崙埤狩獵，認為該地物產豐富，數年後陸陸續續

有泰雅族人從現今桃園縣復興鄉移入定居，從事狩獵、漁撈及耕種旱作的生活，起初以燒墾為主，

種植陸稻、番薯、山芋等作物，直到日治時期政府鼓勵水田耕作，才在九寮溪岸兩側的平坦地，

開墾水田，以增加耕地面積及農作收穫（謝本源，2005）。王梅霞（2006）曾提到，泰雅族在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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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前是以小米和陸稻為主食，土地為部落公有，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於 1939 年強制徵收土

地，但部落居民種植水稻，插秧、除草及收割均和傳統時期一樣盛行換工。雖然日治時期崙埤社

區的水稻田曾盛極一時，但隨著經濟產業變遷，水稻田逐漸減少，甚至消失，目前在九寮溪畔或

社區附近已難再見水稻蹤跡，相反地，小米的種植卻一直延續下來，面積雖然不多，但卻是崙埤

社區重要的文化傳承，居民對小米的印象也特別深刻，尤其是換工制度，緊密維繫著部落族人的

社會網絡，也是族人另類的集體行動。受訪者回憶從前部落小米收割農忙時期，常見到崙埤部落

內的集體換工的情形，「就是說我們一個家族，家族是宗親，那就好幾戶了耶，比如說，我的（小

米）今天割了，你那邊已經熟了，我這邊假如說一定要割的兩處，我們先把他弄完，我可能還有

三個地方也還沒有（成熟），那個時候馬上要到你那邊，因為你那邊熟了嘛，大家都要這樣輪流。…

比如說我這邊先做了兩天，（你那邊也是）兩天這樣，或者是一天、一天、一天，然後一天、一天、

一天這樣，大家都很公平，以前不用講都是這樣，所以長者他叫你怎麼樣，你就得怎麼樣。」（訪

談對象 R4，2014/07/08）。另一位受訪者也提到過去部落內換工的情形，「以前是換工，挖一挖好

了以後，我的是旁邊，他來幫我挖這樣，以前就是這樣的，以前沒有什麼社區金錢來往，都是用

換工的，是這樣過來的，可是現在就不一樣了，現在沒有了。」（訪談對象 CG4，2014/07/08）。

由受訪者所述可見，早年部落內依然存在著集體性的換工制度，只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換工

制度逐漸被有貨幣交易的主雇關係取代，使得現今崙埤的小米採收也是以雇工的方式，「我們就是

隨時等待啊，我們看到她（小米種植戶）已經在全副武裝我們就要準備…，那個要採收（小米）

的時候去換裝就過來了啊，要不然就直接來這邊啊！」（訪談對象 R3，2014/06/14）。雇工的工資

則是以小時計算，而換工制度轉變成為主雇關係，使得原本換工制度所能夠彰顯的部落集體性，

也逐漸消失。 

泰雅族人遷居之後，九寮溪便是崙埤部落族人的活動場域，「九寮溪那地方以前就是我們部落

工作的地方，水田和保留地都在那邊。」（訪談對象 C1，2014/03/15）。廣義而言，九寮溪的集水

區便是屬於崙埤部落泰雅族人的傳統領域，部落族人除了到山林裡放陷阱狩獵以外，也會到九寮

溪撒網、利用漁荃或是石頭擋水等方式捕魚，此外，居民也會引九寮溪的水做為灌溉使用，「九寮

溪那附近的田地，都是用九寮溪的水灌溉。」（訪談對象 CG4，2014/07/08）。以前在九寮溪沿岸

兩邊較平坦處都是水田地，範圍不僅是現今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更包含現今林務局所管轄的林

班地，當時的居民靠著狩獵、漁撈、種植稻米，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起初九寮溪是泰雅族人為主的活動場域，直到晚近由於伐木業的興盛，使得大批的漢人來到

九寮溪附近的山區從事伐木工作，而此處正好為大同鄉內伐木區域的第九個工寮站，因此，將其

稱之為「九寮」，爾後也成為「九寮溪」名稱的由來。當時約有 3、40 戶的伐木工人居住於此，伐

木工作持續幾年之後，隨著山區有價值的木頭逐漸砍伐運出後，伐木工作也告一段落。此後，一

直有伐木工人遷出，最後僅剩下零星幾戶留在九寮溪附近居住，而這些留在此地的漢人居民，藉

著做零工、種花生、地瓜、養豬、養雞等方式過日子，儘管漢人所居住的區域與崙埤主要的泰雅

族聚落仍有一段距離，但崙埤的泰雅族人在漢人移入之後，即共同生活，根據受訪者回憶幼年上

學時的情形，「那個時候好像 10 幾戶，他們（指漢人）孩子讀書都要一大早走，走到這邊，回去

就便當揹著一直跑，我們學校是在上面，這個山的部落，他們還要從河床（過來），（當時）還沒

有公路，還沒有開通，常這樣子繞…。」（訪談對象 BG1，2014/04/12）。直到 1970 年代留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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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漢人開始在鄰近的山坡地種植茶葉，使得九寮溪旁的林家巷成為崙埤主要的茶葉經營區，現今

許多遊客在健行步道過後，也會在此處的茶行或攤販喝茶、稍做休息。儘管有漢人的移入，使得

九寮溪不再只是以泰雅族為主的場域。不過，崙埤的人口組成結構，仍然是以原住民族為主，漢

人僅尚不及兩成的人口。 

在 1960 年代之後，九寮溪經歷多次的自然災害，河水氾濫、水田流失後，居民漸漸不再種植

水稻，「從民國 67 年開始以後就都沒有耕種這個稻子。……67 年到 80 年，都有種茶、種香菇，

80 幾年之後就沒有了。」（訪談對象 BG1，2014/04/12）。水稻田廢耕後改種柑橘或柚子，約在 1975

年後改種茶、香菇等作物，1990 年代之後，隨著耕種的人口不斷減少，沿線幾乎已經沒有居民耕

種。謝本源（2005）指出，50 年代後，崙埤受到交通及貨幣使用的影響，族人開始無法藉由糧食

以達到自給自足的情形，居民除了仍延續原有的農耕以外，也對於狩獵行為逐年有所節制，多數

居民利用農閒時間外出打零工或從事其他的農事，賺取額外的工資。由此可知，九寮溪與崙埤泰

雅族人傳統的人河關係，以及集體的換工制度，受到現代化及資本主義的影響，使得該地的人地

互動關係轉變，不再以捕撈九寮溪的漁獲、引用九寮溪的水源灌溉耕種維生，儘管九寮溪仍被居

民視為崙埤的傳統領域及活動場域，但與土地的連結不再如此緊密，泰雅族人的生存世界也不再

是以流域為開展的中軸線，國家主權與資本主義的影響，改變了長久以來傳統泰雅族的人河關係。 

3. 封溪護漁行動的開始 

在現代化開發之前，九寮溪及其周邊的生物種類相當多，並延續至近代，不過也因此有許多

漢人看中當地豐富的水中生物，尤其是肥美的苦花魚，而來到九寮溪進行電魚，甚至是使用劇毒

氰化鉀毒魚，使得整條溪流中的生物遭受破壞，「那個什麼氰化鉀，一下去是整個沿線都不見，連

個青蛙也不見！」（訪談對象 G2，2014/07/08）。使用化學藥劑毒魚，對九寮溪的生態造成嚴重的

衝擊，且泰雅族的漁撈為僅次於狩獵的生產方式，「河川之於泰雅族，如同身體之血脈，魚群則像

五臟六腑，沒有河川魚群，部落就失去生命的憑依。」（顏愛靜、孫稚堤，2008）。崙埤社區居民

有鑑於九寮溪的水中生物逐漸消失，遂萌生護溪的念頭，由於「護溪」的行動，僅針對電魚及毒

魚等違規行為做預防，效果有限，因此，崙埤居民想採取限制更為嚴格的「封溪」，並於 2001 年

由居民發動連署，向宜蘭縣政府漁業管理所（簡稱漁管所）依照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四款，申請

封溪護漁，禁止以任何方式捕撈水產動物及水生植物，保護溪流動物，禁止電、毒魚及垂釣，希

望恢復九寮溪以往的生態景觀。 

九寮溪除了受到電、毒魚的危害之外，在 2000 年時，由於九寮溪堤岸被豪大雨沖毀，崙埤社

區向公部門申請經費，將河道、護岸重新整治，加上 2002 年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為文

化部）正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崙埤居民也思考可以如何藉由自身的力量去營造自己的社

區，「我們部落有什麼發展可以讓人家看，我們就想說裡面有兩個瀑布，所以我們就想說讓部落這

個瀑布，讓它有一個完整的路可以讓大家走。」（訪談對象 R2，2014/04/13）。當時即有居民認為

九寮溪的兩個天然大瀑布，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景點，提議以九寮溪為主體去發展觀光產業，爾後，

在崙埤社區與縣政府的配合之下，2002 年 7 月 1 日起大同鄉內崙埤村的九寮溪、松羅村的松羅溪、

樂水村的瑪崙溪、四季村的四重溪以及寒溪村的古魯溪，此五條河流流域由宜蘭縣政府公告封溪，

鄰近的南澳鄉東澳南溪、東澳北溪、南澳南溪、南澳北溪與澳花楓溪也公告封溪，而在 2004 年時，

大同鄉英士村的排骨溪、樂水村的東壘溪以及寒溪村的出水溪也展開封溪護漁的行動，此時可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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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宜蘭縣大同鄉與南澳鄉封溪護漁最為蓬勃發展的時期。 

崙埤社區發展協會也曾去達娜伊谷觀摩，位在嘉義縣阿里山鄉的達娜伊谷，因阿里山公路開

通後，導致外來遊客在達娜伊谷電魚、毒魚的情形產生，於是山美村的部落居民開始進行護溪保

育的工作，並於 1995 年成立「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一方面藉由護溪恢復達娜伊谷的生態環

境，另一方面藉由發展觀光以提升部落經濟，達娜伊谷也因而成為一個著名的景點，成功帶動觀

光以及地方的產業發展。而崙埤居民認為崙埤的自然環境相當良好，並不亞於達娜伊谷的景色，

因此，達娜伊谷就成為崙埤社區的學習對象，「因為去達娜伊谷觀摩之後，就想要效法他們推生態

觀光、生態旅遊。」（訪談對象 C2，2014/04/12）。受到達娜伊谷護溪成功的案例影響，加深崙埤

居民想效法達娜伊谷推動生態觀光的念頭，認為崙埤可以藉此發展以九寮溪為主體的「九寮溪生

態教育園區」，並結合溪流保育與觀光發展的概念，除了恢復九寮溪的自然生態，同時也可以吸引

遊客造訪，在保育生態之餘也能夠增進居民的福祉、促進經濟發展，若只是一味的要求生態保育，

以當地居民的發展做為保育的代價，忽略區域內居民的生活水平，對於該地區的居民並不公平。

湯京平、呂嘉泓（2002）也曾提及，本於永續發展概念中照顧弱勢團體的人文關懷，強調生態保

育的同時，必須尋求居民對該地區自然資源的利用，來幫助其擺脫貧困的狀況。因此，在從事社

區營造同時也應當伴隨當地產業的發展，將九寮溪多樣性的生態當成契機，藉由發展地方觀光產

業，吸引人潮、帶來商機，促進當地農產品的銷售，從改善生活環境開始，逐步帶動地方發展，

最終也希望促使居民能夠在地就業，以改善原住民族社區青壯年人口外流的問題。 

（二）公部門與九寮溪的治理發展 

1. 九寮溪遊憩發展歷程 

九寮溪於 1995 年時，由當時的原住民行政局委託規劃「九寮溪自然生態遊憩區」，起初規劃

方向採高度開發，但時任的大同鄉鄉長認為九寮溪擁有原始的自然生態風貌，應該加以保護，於

是改採低度開發。1999 年，九寮溪自然生態遊憩區第一期工程完成護岸、停車場、植草磚，第二

期工程於 2000 年 9 月底完成親水區低水護岸及整建露營區、烤肉區，並改善道路景觀、增設路燈，

設置解說牌和指示牌、停車場等。2000 年時，大同鄉公所公共造產委員會研擬九寮溪自然生態遊

憩區的管理辦法，希望未來九寮溪自然生態遊憩區將配合大同鄉內的松羅村與崙埤村，甚至遠至

三星鄉，成為一個倒三角形的帶狀觀光勝地。 

同年在 2000 年時，宜蘭縣政府認為溪流中出現的電魚、毒魚行為，會破壞當地的自然環境，

為了維護宜蘭縣的良好自然資源，宜蘭縣政府責請各鄉鎮共同開會，並提出封溪護漁的概念以及

兩個操作方案，分別是藉由保護區的概念來保育溪流資源，或者是透過漁業法的規定實施封溪護

漁，經過分析評估後，礙於保護區推行曠日費時且所需的人力較多，因此，決定透過漁業法第四

十四條的方式，進行封溪護漁，藉此保育溪流的水中生物，避免遭受電魚、毒魚的危害，並由宜

蘭縣的大同鄉與南澳鄉率先推動封溪護漁。2001 年時，正逢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因此，

崙埤居民也開會討論對於九寮溪及部落願景的想像，希望能恢復當地的自然生態環境，經過村民

的連署與申請，宜蘭縣政府在 2002 年 7 月 1 日起公告全面封溪兩年，禁止釣魚、網魚及炸電魚等

行為，違反者將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那時候（封溪護漁）連署好像也不少哦，差

不多有 300 人！」（訪談對象 BC2，2014/06/13），此外，社區居民也在此建造簡便的木橋供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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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由此可以看到在封溪護漁初期，居民所展現的強烈凝聚力。 

儘管從 2002 年開始，九寮溪就一直處於封溪的狀態，但遊客依然可以下水嬉戲、賞魚，但禁

止捉魚、撈魚，同時也嚴禁在溪邊烤肉，若想烤肉者可到岸邊已規劃的烤肉區，該位置離溪水較

遠，雖不至於直接破壞溪流生態，但遊客仍需自行將垃圾帶走。2003 年宜蘭縣政府以生態工法整

治九寮溪，利用溪石堆砌出十多個溪水池，供魚群洄游，最下游另闢三個戲水池，供遊客戲水消

暑；2004 年時，將原有的野溪改為魚梯，不但讓魚有棲息地，也可減緩溪水對河床的衝擊。九寮

溪從 2002 年 7 月 1 日開始封溪護漁，當 2004 年時，為期兩年的第一階段護溪計畫結束後，崙埤

社區再度申請封溪護漁，持續維持九寮溪的封溪狀態，之後並擴及到崙埤野溪也一併進行封溪護

漁工作，最近一次的封溪申請是 2015 年為期兩年的封溪計畫，時效直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宜

蘭縣府農漁字第 1040006662B 號），崙埤部落已持續封溪護漁長達 16 年之久。 

2010 年由林務局所規劃的九寮溪自然步道，屬於宜蘭太平山區域步道系統，從路線規劃到步

道整建，均由羅東林管處和崙埤社區共同合作，透過當地的泰雅族人協助設計並參與施工，沿著

九寮溪自然步道前進，沿途可經過生態觀魚區、泰雅族的民族植物區，接著到臺灣赤楊及野百合

種植區，經過篤農橋、豁雲橋、巴尬橋、巴尬吊橋、哈隘吊橋以及臨瀑橋，再繼續步行，即可到

達九寮溪瀑布，沿途皆設置解說牌，並採用泰雅族圖騰，橋的命名也與泰雅族傳說相關，形塑出

在地的泰雅文化特色。2011 年 9 月，林務局羅東林管處費時一年，開闢長 1.8 km 的「九寮溪自然

步道」正式啟用，由於九寮溪步道每月吸引眾多遊客，因此，九寮溪步道再延長 1.2 km，全長共

3 km，並於 2013 年 1 月正式啟用。此外，林務局羅東林管處與崙埤社區結合，推動社區林業計

畫，並在九寮溪入口及沿岸進行綠美化，種植臺灣赤楊、山櫻花、野百合等民族植物。儘管九寮

溪起初由鄉公所規劃為自然生態遊憩區，而在開始封溪護漁之後，受到不同部門的經費挹注，並

透過公部門及新聞媒體的大力宣傳後，使得九寮溪每個月都吸引眾多遊客到訪。 

在 2001 年，崙埤居民開始討論封溪護漁以及社區營造時，部落裡老一輩的居民認為這牽涉到

許多泰雅族的傳統知識，以前的 Gaga 就是這樣，期待能夠恢復到泰雅族傳統的模式，同時也期

望透過公權力的執行，能夠有更好的成果。此外，大同鄉公所也積極尋找其他公部門的資源，希

望社區有更多的資源後能夠自行推動更多的社區工作，因此，崙埤社區從 2002 年九寮溪開始封溪

護漁後，初期主要藉由居民義務性的集體行動運作，爾後則逐漸開始尋求外部的資源挹注。 

在九寮溪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除了崙埤社區居民參與外，也受到公部門經費挹注的影響，

「發展協會是社區的，他們（社區發展協會）都是在辦一些我們社區的活動，然後有些經費也是

透過他們寫計畫，然後才來給社區。」（訪談對象 B1，2014/03/16）。公部門提供許多計畫經費，

崙埤社區也積極申請，包括文建會、勞委會（現為勞動部）、原民會、水保局、林務局、宜蘭縣政

府等公務機關，而在這之中，可以發現儘管各單位目的不完全相同，但大方向皆是希望透過九寮

溪的自然景觀吸引人潮，促進社區發展，尤其是原民會提供許多經費的挹注，鄉公所也成為中介

者的角色，幫忙社區尋求資源，以支持社區自主的運行。 

然而，儘管起初林務局較著重於松羅國家步道的治理，但九寮溪封溪護漁後，由於社區內部

強烈的凝聚力，使得九寮溪逐漸受到林管處的大力支援，在 2011 年時，興建多項工程以及延長步

道的整建，林務局也因社區自行建造的便橋，每遇颱風豪雨被沖毀後即需要重建，在社區的要求

之下，陸續建造六座以泰雅族故事命名的橋樑，並在 Gaba 瀑布前建設觀瀑平台，提供遊客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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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林班地內設施受損，社區也會轉請林管處修復，在林班地內，無論是環境維護或硬體設施，皆

由林管處處理。此外，林管處也從事自然生態研究，如動植物、昆蟲等生物調查，以及培訓生態

及導覽解說人員等。 

2. 公部門與法令規範 

2002 年，九寮溪依照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四款，申請封溪護漁，促使居民及公部門開始整治

九寮溪周邊自然步道，其地權歸屬可分為下游的原住民保留地與中上游林務局的國有林班地，分

屬兩個不同的單位治理，「當然土地的使用的話，要看土地的主管機關是哪一個機關，然後社區在

這邊需要用到這個範圍的土地，那當然要機關的同意嘛，那跟公所這邊是沒問題，林管處那邊也

沒問題，所以就是我們的步道漸漸出來了，然後一些便橋啊、還有那個瀑布的觀景台，設置就還

蠻完善的。」（訪談對象 G1，2014/06/13）。當初，社區想要整治步道時，由於涉及到土地使用的

問題，需經由土地的主管機關同意，經與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及大同鄉公所積極討論後，九寮

溪自然步道在各單位的共同合作下逐漸成形。中上游的林班地，九寮溪沿線皆是運用林務局的資

源，由林務局協助硬體設備的興建與治理工作；下游公有的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單位為大同鄉公所，

由鄉公所來配合辦理。「一開始就是想要原本這個樣子（保留九寮溪的原貌），然後封溪，然後不

要再做其他工程了。」（訪談對象 CG2，2014/06/13）。無論是林務局、大同鄉公所或是崙埤社區，

對於九寮溪皆希望以低度開發、維持生態的方式，達到吸引人潮的目標。由於鄉公所與林務局均

為公家機關，在法律規範內，均能透過協商達成共識，不致因各單位理念不同而導致衝突的產生。 

崙埤社區發展協會屬民間團體，財源不足需要向公部門申請經費，當社區發展協會有能力撰

寫計畫書時，就由社區自行提報計畫申請經費，倘若撰寫計畫遭遇困難時，則會商請鄉公所幫忙，

鄉公所同仁也會盡量輔導協助，「在我們鄉（大同鄉）的層級，我們有能力的部分的話，我們也會

支援他們（崙埤社區）。」（訪談對象 G1，2014/06/13）。由於宜蘭縣政府需要兼顧各鄉鎮需求，

較無多餘的資源直接協助崙埤社區，以九寮溪而言，縣政府在九寮溪治理的著力實質上較少，主

要的關鍵行動者為大同鄉公所。 

由於封溪護漁以兩年為限，到期前社區必須主動提報鄉公所申請繼續封溪，鄉公所才能進行

後續處理，若是社區並未提報，鄉公所則無從介入，常會造成九寮溪封溪護漁的空窗期，進而導

致遊客與居民間的衝突。封溪護漁能否持續運作，與社區主事者的領導能力密切相關，此外，撰

寫計畫的文書人才也至為關鍵，近年來崙埤社區常有人力不足之窘境，人才培育及養成為影響崙

埤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3 年底，崙埤社區向勞委會申請的多元就業方案結束後，除了展售中心的攤位仍然由社區

發展協會管理外，礙於社區經費不足，無法負擔九寮溪環境治理與整潔維護人員的支出，且因九

寮溪的公共用地及財產所有權均屬大同鄉公所，在社區無法單獨治理情況下，九寮溪的治理工作

則逐漸轉移回到鄉公所來負責。因此，鄉公所也開始編列預算，雇用人力從事環境維護工作，「因

為環境、區域、財產所有權是公所的，勢必要輪到公所這邊管理，因為是公家用地。」（訪談對象

CG1，2014/03/16）。以原住民保留地而言，大同鄉公所為當地的管理機關，其上為宜蘭縣政府，

中央主管機關則為原民會，若崙埤社區有使用上的需求，會先與大同鄉公所溝通，鄉公所再呈報

到宜蘭縣政府及原民會，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即可使用。例如崙埤社區曾建議興建展售中心，販售

當地特有的農特產品，促進遊客的消費，因該地需要土地使用同意書才能興建，於是透過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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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助，申請原民會的經費補助，完成展售中心之興建，之後再交委由社區承接管理；又如九寮

溪遊客服務中心的土地，經鄉公所變更用地類別後，請求原民會補助經費興建遊客服務中心及公

共廁所，鄉公所再申請撥用，提供遊客諮詢導覽等服務。上述案例均顯示出，崙埤社區、大同鄉

公所、宜蘭縣政府及原民會的緊密合作，對九寮溪周遭原住民保留地的多元使用具有正面助益。 

大同鄉公所與崙埤社區密切配合，但主客關係略有不同，「因為九寮遊客服務中心是我們（鄉

公所）的，我們要去主導那邊的人，主導性要稍微比較強，那畢竟是我們鄉裡財產，我們有進駐

人員在那邊，我們要推動各項事務，社區要配合我們。」（訪談對象 G2，2014/07/08）。過去九寮

溪治理是由社區主導推動，設法提升部落的經濟產業，促進社區發展，大同鄉公所處於輔導角色，

但晚近由鄉公所全權接管後，因為九寮溪遊客服務中心屬於鄉公所所有，變成由鄉公所主導，進

駐人員在遊客服務中心推動各項事務。由於九寮溪的範圍太大，鄉公所的資源有限，因此，目前

除了行政作業的規劃外，主要編列的預算還是著重在環境的維護。除此之外，由於九寮溪的土地

使用，涉及到原民會所轄的原住民保留地，及國有財產局所有的國有地，或是林務局所管的林班

地部分，鄉公所較能夠以公家機關的身分，協調土地的使用，至於社區發展協會本身為民間團體，

儘管在早期多次提議要由社區推動收費，但最後都因受限於法規，包括地方制度法、公共造產獎

助及管理辦法與規費法的限制而做罷。不過，2014 年 9 月，宜蘭縣政府通過「宜蘭縣自然步道服

務設施清潔維護自治條例」，使得宜蘭縣境內的自然步道，可由其主管機關提出計畫申請，依規定

收取環境清潔維護費，但至目前為止，大同鄉公所尚未提出九寮溪環境清潔維護費的申請。 

另外，在鄉公所決定申請停車場的撥用之前，也曾考慮過以公共造產的方式從事九寮溪的收

費與經營，但因涉及公共造產在經費的預算、人事、成本、管銷等皆需要自負盈虧，若將九寮溪

整個集水區做為公共造產，又將涉及到土地權屬問題，以及河川流域管理的法律規範而做罷。依

照現況而言，由於九寮溪的硬體設備為鄉公所所有，加上多元就業方案結束後，人員也由鄉公所

挹注，因此，目前對於收取規費較為折衷的方式，即為對現今停車場範圍的土地，由鄉公所向原

民會申請有償撥用，再透過自治條例去收費，藉此彌補鄉公所不足的經費。「九寮溪的公共設施是

政府機關做的，如果將來收費的錢，要如何使用，還是應該要由公家機關來負責比較適合。」（訪

談對象 G3，2014/07/09）。九寮溪所收取的費用最終還是要回饋到九寮溪的使用上，譬如清潔人

員或是遊客服務中心進駐人員的費用，目前此部分也還在積極的推動當中，鄉公所期望能夠盡快

完成計畫、自治條例及土地的撥用，使得九寮溪不至於因經費不足而中斷其觀光發展，因此，大

同鄉公所決定採用爭議性較小的收費停車場，藉此彌補九寮溪治理經費的不足。 

（三）崙埤居民的集體行動 

1. 社區自主的集體行動 

 九寮溪自從 2002 年依法申請展開封溪護漁後，雖然前一、兩年有部分居民持反對意見，不

過在多數居民極力支持，想要維護九寮溪自然生態環境的聲浪之下，社區發展協會與居民經過多

次溝通協調，終於達成以生態教育作為未來發展願景的共識。儘管封溪護漁期間，也曾發生過外

地人與在地人至九寮溪釣魚、抓魚，但經過通報後，皆一律依法送辦，如此一視同仁的鐵腕政策，

雖招致部分居民不滿，但也顯示出多數居民對於九寮溪封溪護漁的決心。此外，社區居民為了維

護九寮溪的自然環境，避免外人進入破壞生態，社區發動在地的力量，號召居民利用竹子與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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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原住民族傳統的建築方式，在九寮溪的入口處設置了一個簡易的管制站，「封溪護漁白天還

好，晚上人家偷偷進去，沒有人在入口顧不行，所以社區理監事就開始義務排班。」（訪談對象

C1，2014/03/15）。由於社區居民也擔心有心人士會在晚間偷偷進到九寮溪從事不法行為，因此先

由社區發展協會的理監事開始在管制站義務值勤、巡溪，「居民全部組織起來推動管理委員會，要

封溪護漁不是只靠一個人，大家一起來，大家願意配合，大家來報名，報名一大堆人來，然後就

排班，排好班，一人一班，時間到你就來排，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這邊管制，管制別人不要進去

破壞生態。」（訪談對象 C4，2014/05/18）。初期除了社區發展協會的理監事每個人需要負責幾天

的巡溪工作之外，社區也另外招募一些志願參與巡溪的人員，包含社區內生活較無虞的公教人員、

工作較穩定者或者是有心願意幫忙的居民，星期六或星期日付出一、兩天，自發性、義務性的幫

忙從事巡溪工作，時間長達兩到三年。湯京平、呂嘉泓（2002）從山美和里佳經驗談社區自治與

共享性資源管理時指出，面對共享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的迅速耗竭，與其等待政府編

列預算或人員進行稽查取締，不如自已透過積極的集體行動來改變現況，而這類的集體行動，又

以原住民社區所擁有的傳統網絡與社會文化特性，最容易成功地動員。由此可見，無論是鄒族或

泰雅族，其社會網絡的結構是較為緊密的，縱使已無以往的集體換工制度，然而崙埤居民主動參

與九寮溪保育的工作，其意涵不只是強調社區參與環境資源管理的在地性，更凸顯出社區的集體

性與自主性。 

管制站建設完畢後，社區便開始整理河床，由社區發展協會及崙埤青年會，號召社區居民進

行河床周遭環境清潔，使得九寮溪變得較為容易親近。在通往九寮溪瀑布的步道是以前族人打獵

時的獵徑，無需另外開闢路線，但獵徑本身寬度較為狹小，「因為那個步道，以前就跟那個山豬一

樣，這麼小。」（訪談對象 R5，2014/10/18）。因此，社區將獵徑加以整理並拓寬，以利遊客行走，

此外，為了避免遊客涉水過河，或因踩踏青苔滑倒而造成意外，社區再度動員居民搭建便橋，「為

了讓他們不要涉水、減少碰冰冷的水，然後又怕危險，我們做了很多橋。」（訪談對象 C4，

2014/05/18）。從管制站入口到九寮溪瀑布，一共需要建造六座橋，居民就近取材，應用傳統的建

築智慧搭建簡樸便橋。由於颱風大水時，便橋常被溪水沖走，居民一年要重做數次，備感辛苦。 

崙埤居民封溪護漁的集體行動持續幾年之後，讓原本沒沒無聞的崙埤社區，漸漸被人所知，

崙埤社區的共識與居民的行動力也為人所重視。「可是人會彈性疲乏，我們原住民生活水準本來就

很低，每天在那邊做白工不可能，也許一次、兩次覺得稀奇很不錯，可是一個禮拜、幾次以後，

一直要做，又辛苦、又沒錢，禮拜六、禮拜天還必須被綁在（九寮溪）那邊去做，那怎麼辦？還

是要養孩子啊。」（訪談對象 C4，2014/05/18）。封溪護漁這樣的義務性活動，初期居民因為新奇

有趣且希望為社區貢獻一己之力而參與，可是持續一段時間後，許多居民受限於經濟因素，必須

外出工作賺錢，無法持續參與九寮溪的活動，導致許多居民開始逐漸退出集體行動，使得九寮溪

治理行動漸弱，因此，社區發展協會開始轉而撰寫計畫，向公部門申請經費的挹注。 

2. 外部資源的挹注 

由於封溪護漁初期崙埤社區缺乏資源，九寮溪的巡溪人員為義務幫忙，因此，社區希望擁有

固定的人力，從事環境整理、綠美化工作，乃向勞委會（現為勞動部）提報多元就業方案，前三

年為社會型方案、後三年為經濟型方案，共六年的人力資源，直至 2013 年底勞委會的多元就業方

案結束之後，社區再度出現經費短缺與人力不足的情形，因此，大同鄉公所乃挹注兩名清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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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九寮溪的環境清潔與維護管理工作。 

此外，崙埤社區也透過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計畫，利用生態工法進行九寮溪河川整治，使用

階梯式的固床工整治，並設置水泥護岸，外觀再堆砌石塊，如此工法引起社區居民的不同意見。

支持的居民認為，為了保護沿岸土地，不得不使用水泥做坡坎，否則豪大雨或颱風來時，豐沛的

水量將掏刷河岸，「這個溪沒辦法完全凝固起來，有利有弊，當然人家說破壞生態，我覺得不是破

壞，這是在保護。」（訪談對象 BG1，2014/04/12）。反對的居民則認為，生態工法只是表面，在

水泥施作時，已經破壞該地的生態，以前的九寮溪彎彎曲曲，可以流的較長、較遠，但因為工程

的實施，使得九寮溪彎曲的部分被截彎取直，下過雨之後，溪水都直接流入蘭陽溪中，「因為以前

溪水可以蠻長，都在地表面上行走，你做工程的時候把那個挖來挖去的，再回填，雖然是一樣的

路徑，但是那個水往地底下滲透去了，還要等很久才會慢慢恢復。」（訪談對象 CG5，2014/06/13）。

由於現在的水較淺，導致大雨來襲時，水量又急又湍，「颱風一來那個雨喔！魚蝦游走了，游到太

平洋去。」（訪談對象 CG1，2014/06/13）。因此社區居民向水保局反映，建議採用魚梯方式，可

讓颱風季節被大水沖至下游的魚蝦，能在水勢較穩定時，洄游至原來生長的地方繁殖。 

另外，崙埤社區也向原民會申請重點部落以及特色部落的經費，進行社區綠美化及加強崙埤

的基礎建設。社區也向大同鄉公所及宜蘭縣政府申請經費，加強九寮溪及崙埤社區的軟硬體設備，

鄉公所也會幫忙爭取原民會的經費挹注，「申請了很多的經費下來在整個崙埤這邊，就整個崙埤，

所以你看把九寮溪前半段，因為前半段一定要社區來營造，後半段才是林務局。」（訪談對象 BC2，

2014/06/13）。整體來說，在九寮溪下游的原住民保留地部分，皆依靠公部門資金的協助從事環境

的清潔整理及硬體設備的建設；而中上游的林班地，則由林務局的羅東林區管理處所負責，崙埤

居民強烈的凝聚力與集體行動的展現，使得崙埤社區在九寮溪治理的初期，成功的凝聚內部力量

並吸收外部資源，獲得較佳的成果。雖然透過政府資源的挹注有利於改善社區的經費需求，但有

部分居民卻持不同看法，「儘管一開始有靠政府補助，但後續應該要由社區自己繼續推動，不能一

直靠政府的經費。」（訪談對象 C5，2014/05/19）。如何讓社區能自力更生、自行運作，避免對政

府經費的過度依賴就越來越重要。 

3. 集體行動的消退 

儘管九寮溪治理的中期，擁有相當多的外部資源協助，不過一旦社區沒有爭取到公部門的資

源後，社區的行動幾乎都必須暫停，以前除了縣政府有兩三名約雇封溪護漁的人員有支薪外，其

他多為社區的幹部及會員，自發性、義務性的去巡溪，在 2002 年封溪護漁的初始期，社區居民相

互安排人員輪流值班巡護九寮溪，綠美化的工作也是由社區發動居民去協助，不過，社區居民也

必須要有經濟收入，無法長期要求居民犧牲奉獻，此外，隨著封溪護漁逐漸有起色，來到九寮溪

遊玩的人潮越來越多，居民表示遊客會亂丟垃圾、製造髒亂，其環境整潔勢必需要有專人維護管

理，因此，社區申請了勞委會六年的多元就業方案，然而，部分居民認為九寮溪治理的受益者除

了攤販之外，僅限於這些約聘人員，人潮反而帶來噪音與髒亂，一般的社區居民並無因九寮溪的

大量人潮而受惠。 

在九寮溪管制站入口以及九寮溪步道的前方，都設有社區發展協會管理的展售攤位，九寮溪

展售攤位申請的方式為崙埤社區有意願者皆可申請，每兩年抽一次籤，依照抽籤所得到的位置擺

攤，每個月需支付租金、電費另計，社區發展協會需負責保持水源的暢通及維修事宜，而因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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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仍有許多空缺，後來也發展出單日租用的臨時攤位，但租金較高。不過，申請攤位的人通常少

於攤位數量，因此常會發現許多攤位都是空著的、無人經營，「因為要先付出攤位設備的錢、材料

成本這些，大部份的人無法負擔，通常都是有一定收入，或者是先生有固定工作的人才有辦法來

擺攤。」（訪談對象 B4，2014/05/19）。由於要先付出固定的成本（如攤位的設備、租金），多數居

民無法負擔這筆費用，因此，申請攤位的居民通常家庭經濟狀況都是有固定收入，才有經濟能力

來申請攤位，另外，有時因為雨季或淡季遊客數少，入不敷出，導致許多攤位於周末才會來擺攤。 

九寮溪的沿線除了林班地與鄉公所的原住民保留地外，仍有許多私人用地，「裡面有很多私人

用地，他們要發展我們也是不反對，因為跟我們目的沒有衝突，我們是希望能改變地方生活環境，

既然地主在那邊可以發展，我們就鼓勵他沒有禁止，但是一些規範，像是車輛那些他們要配合。」

（訪談對象 CG1，2014/03/16）。在原住民保留地部分，居民要經營小店或發展，若目的和封溪護

漁並無衝突，社區及鄉公所皆不反對，因為主要是希望能改善地方的生活環境，既然地主可以在

當地發展，也無須禁止，只是仍須遵守社區居民所認同的規範，尤其是車輛的管制。而社區發展

協會也是靠政府的計畫補助，若要自主經營會有經費上的困難，因此，多數居民希望九寮溪可以

收取門票或清潔費，不過社區居民也認為九寮溪若是收取費用，其經費的使用應回饋到多數的社

區居民身上，而非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在部落我們就是一個團體，我們一起愛這個地方，所以

我們去認同這個地方、我們去守護這個地方。」（訪談對象 R2，2014/04/13）。居民認為，九寮溪

原為崙埤居民的傳統領域，應屬於全崙埤社區居民的，若收費其回饋機制也應回饋到社區居民的

福利上，而不是回饋到少數受到聘用的人身上。 

當初，社區的共識即為營造九寮溪，藉此帶動崙埤的在地就業，「讓遊客能夠進駐的話，確實

是有他的一個誘使點，只是發現即使有遊客之後，大家一窩蜂在做自己的。」（訪談對象 C3，

2014/04/13）。就在人潮漸多之後，居民開始各自發展，有能力者就賺自己的錢，對於社區整體共

識配合度、積極度不足，「只是到了成熟時人潮來的時候，應該有錢潮來的時候，大家有能力的，

有經濟有財力的都蓋自己所想要的別墅，就變成說，大家的共識就不夠了。」（訪談對象 B2，

2014/03/16）。大家的凝聚力也逐漸式微，使得崙埤社區的集體行動也逐漸削弱，現今崙埤面臨的

問題為該如何再次凝聚居民的向心力及共識。 

關於九寮溪的治理，從 2001 年開始申請封溪護漁起，以社區居民自主性的集體行動為主，之

後陸續獲得許多政府部門的經費挹注及支持，到晚近時集體行動逐漸消退，公部門尤其是大同鄉

公所在九寮溪治理上則益加重要。崙埤社區的外部計劃逐漸減少，再加上內部的人力資源日益不

足，導致居民集體行動消退，九寮溪的治理趨向於以公部門為主的治理方式。譚鴻仁（2003）在

探討民眾參與及永續發展的文章中提到，以賽局理論中囚犯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來說明

集體行動，以理性的個人而言，如果其決定參與集體行動則需付出參與成本，若行動成功則會得

到成效，行動失敗則是平白付出參與成本；如果決策者決定不參與集體行動，則不需付出參與成

本，若行動成功則可以搭便車的獲得成效，若行動失敗，則縱使無法獲得成效但也不需付出參與

成本，因此，在囚犯困境的兩種預測情境下，理性個人都會傾向於不參與公共利益的決策、不為

公共利益而行動，而傾向成為一個搭便車的人（free riders）。 

儘管該假設認為決策者為理性個人，與對社區自然資源有地方感的當地居民不完全相同，但

群眾對於共有資源會產生的搭便車心態，仍是相當普遍，這也凸顯出自發性集體行動的可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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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Ostrom（1990）認為在時間脈絡下，行動者透過多次的互動與溝通，彼此可藉由制度的建立

及聯繫，避免囚犯困境的產生。對於搭便車的情形，Ostrom（1990）也指出，若使用者群體能清

楚劃分資源使用的邊界與成員身份，則群體內部會因緊密互動而產生的工作規則或社會規範，此

舉將有助於糾舉在取用（appropriation）與提供（provision）層面搭便車的人，進而達成共享資源

的「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洪廣冀、林俊強，2004）。因此，本研究認為若要促使社區再

次凝聚產生新的集體行動力量，應重新界定九寮溪治理中，社區居民與公部門間的主客關係，以

及相關的工作規範與制度，使得在地的社群能夠恢復其主體性與能動性，以避免僅是在公部門主

導下，成為受聘用的被動參與。 

4. 九寮溪的經濟效益 

雖然九寮溪吸引眾多人潮，但對社區的經濟助益僅限於少部分，例如民宿、餐飲業、手工藝

商家等，尤其是鄰近九寮溪的業者及攤商受惠較多，「你看經過社區、公所這樣整理後，真正受惠

的就是他們，尤其是夏天時間人潮更多，冰茶水、咖啡、民宿遊客量都很多。」（訪談對象 CG1，

2014/03/16）。夏季人潮最多，當地的農特產品也會在租攤販賣，對生計具有正面影響，不過一般

社區居民並無受惠，若非公部門的經費挹注，九寮溪的環境治理並不符合經濟效益，崙埤居民表

示儘管不符合經濟效益，但是長年以來每年封溪護漁，已經成為一種慣性，突然要停掉又捨不得，

只能繼續堅持下去。 

由於九寮溪的自然生態步道不收費用，使得許多旅行業者至宜蘭旅遊時，行程都會安排到九

寮溪停留，實為吸引人潮的契機，「上午遊覽車的團客大約在十一點半離開，整團拉出去外面吃午

餐，下午的遊覽車大約在兩、三點進來。…團客的消費不一定會比較多。」（訪談對象 B5，

2014/05/18）。遊覽車往往都是在午餐前後到九寮溪短暫停留就離開，儘管九寮溪吸引眾多遊客，

但對於提升崙埤部落觀光發展的效益有限，「九寮溪對帶動崙埤的觀光效果不大，因為和部落沒有

連結，沒有配套。」（訪談對象 B3，2014/06/15）。此外，九寮溪所吸引的眾多遊客，也造成環境

髒亂的問題，「不但沒有賺錢，他們的垃圾丟到我們這邊，錢是沒有留著。」（訪談對象 CG4，

2014/07/08）。九寮溪周邊的民宿業者也表示，許多投宿的遊客主要是去太平山周遭景點旅遊，較

少是因為來九寮溪遊玩而住宿的，由於九寮溪遊客大都來自大臺北地區的一日遊，或者是當地的

宜蘭縣民，對於民宿的業績並無太大的影響，「來這邊住宿的，大概超過七成以上的客人是去太平

山、明池，因為那邊的知名度較高才來住宿的。他們有時間就往九寮溪逛一下，算是增加一個景

點，但是不全然是因為九寮溪來這邊遊玩的或是住宿的，都是順便的。」（訪談對象 BC1，

2014/05/18）。此外，因為松羅村的玉蘭社區也鄰近九寮溪，相距約兩公里，由於玉蘭社區發展較

早，且是休閒農業園區，以茶葉產業著名，名氣也較大，使得許多遊客選擇到玉蘭社區消費而非

崙埤社區，「但是很少消費到我們部落的村民啊，很少，因為這邊都是到玉蘭社區那邊，這個就是

我們自己要改變的，我們自己要努力去把那個遊客的胃留住啊。」（訪談對象 CG5，2014/07/09）。 

九寮溪目前除了由鄉公所協助環境維護之外，也希望將九寮溪營造為自然生態教育中心，培

養在地居民成為解說員，帶領遊客從事泰雅文化生態體驗，兼顧生態與經濟，以低密度的方式發

展，結合文化、觀光和生態三大部分，透過生態保育及觀光休閒的發展吸引人潮，使其結合泰雅

傳統文化，以促進崙埤居民的生計。陳毅峰（2008）曾以花蓮三棧為例，探討生態旅遊中的自然

與文化，指出在國家主導下的觀光發展模式，往往缺乏對文化的敏感度，或者是缺乏對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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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殊性的理解，即使是原住民相關的產物，也可能抽離了產品生產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失去

與文化及生活結合的「真實性」，部落產業與文化觀光的發展，不能只是走向利潤取向的資本主義

操作邏輯，而必須產生對於社會邊緣族群培力（empowerment）的效果，避免公部門對於「產業」

的想像，落入「開發、建設」的泥淖中。崙埤社區應以此借鏡，避免觀光產業發展失去在地的文

化獨特性，目前當地的泰雅生活館有專櫃在販售大同鄉泰雅族人的文創產品，如泰雅傳統編織、

服飾及手工藝品等，崙埤社區可將此資源與九寮溪治理緊密連結，凸顯當地獨特的原住民文化。 

5. 九寮溪的管理 

崙埤社區居民認為，既然九寮溪屬於崙埤部落的傳統領域，就應該由社區的人去愛護它、管

理它，居民不應該也不能脫離在這個環境之外，「大自然本來就是我們都享有的，不是說這個區塊

是我們霸佔的，是希望大家都一起來享受大自然的資源。」（訪談對象 B1，2014/03/16）。「崙埤」

是屬於這個環境的一份子，如果九寮溪僅僅只是封溪護漁、生態保育，而排除九寮溪與崙埤社區

居民之間的人地互動關係，那麼無論何種發展，都將失去在地的支持，崙埤社區強烈表達，九寮

溪治理應由在地的行動者去參與。蕭代基等（2003）曾探討參與式自然資源管理，認為區域內的

居民、自然資源使用者與生產者都是權益相關者，而自然資源應由分布區域內的權益相關者共同

治理，並提出權益相關者參與的主要原則為「貢獻與權利相符原則」，依此原則建立的自然資源地

方自治團體，具有較高的效率，也較不會因權利不同而產生社會問題。由內部的參與者自行訂定

規範與課責制度，不但可以使得資源的使用達到更高的效率，也可以避免因為資源分配不均所產

生的內部衝突。 

九寮溪原本由大同鄉公所委託崙埤社區代管，崙埤社區也多次表示希望依靠社區自主的能力

管理，透過地方政府公共造產的方式，藉此酌收清潔費或規費，增加基金並開拓自主財源，減少

對公部門經費的依賴，讓社區經由自主的治理方式維護基本設施及環境整潔，也可以提供崙埤當

地的就業機會。不過由於社區資源有限，且仍然受限於行政部門在法規及經費上的限制，「社區資

源還是有限，而且如果將來人潮更多，社區也應付不來。」（訪談對象 C5，2014/05/19），因此，

社區在多元就業方案結束之後，與鄉公所達成共識，由鄉公所進行後續的規劃管理，倘若鄉公所

需要人力支援時，也希望能夠優先聘用在地居民來協助治理，以促進在地就業。 

由於居民認為儘管九寮溪吸引眾多人潮，但其不符合經濟效益，使得社區居民希望可以透過

收取九寮溪的清潔費、停車費或門票等費用，甚至當九寮溪的水中生物密度夠高時，透過垂釣券

的方式收取費用，開放部分區域定時、定點提供遊客垂釣，並且限制可帶走的魚隻大小與總數，

期望顧及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不過受限於封溪護漁，加上有其它社區曾有自行向遊客收取費用

而被糾舉的前例，受限於眾多的法令因素，使得崙埤社區想收取費用的念頭，至今仍無法實施。

崙埤社區曾擬定九寮溪的收費標準以及費用的回饋機制，希望收取的費用除了用於支付勞動薪資

外，也能補貼部落的老人照護與兒童福利等公益事項，由部落維護治理九寮溪，並回饋於部落，

透過自主經營達到永續發展。同為泰雅族的新竹縣馬里克彎流域，於 2001 年將尖石鄉河段公告為

封溪禁漁保育區，為期兩年內禁止魚類資源的垂釣與捕撈，2003 年將護溪範圍分區分時段的開放

收費垂釣，礙於法律規範，由鄉公所負責規費代收轉交護漁協會運用，兩成由鄉公所統籌運用，

八成做為社區回饋金，隨著休閒觀光與生態旅遊盛行，部落豐富的生態資源轉變為觀光資源，然

而，人潮湧入造成諸多干擾，收益分配的內部衝突也逐漸浮現（顏愛靜、孫稚堤，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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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代的 Gaga 

在九寮溪的環境治理當中，主要的經費多來自於公部門，而其治理的制度也受到公部門的計

畫與政策所影響，除了部分硬體設施凸顯出泰雅族的圖騰或原住民族的符號以外，其他似乎較少

見到泰雅族主體性的治理方式，讓人不禁好奇，泰雅族傳統的 Gaga 是否還繼續存在於社區居民

之中？Gaga 為泰雅族的傳統規範，其所指的是祖先所說的話，包含規範、戒律、儀式、規則與禁

忌、祭詞、能力、社會契約及習俗等（王梅霞，2006）。在各個不同的泰雅部落都有屬於自身不同

的 Gaga，多數的訪談者皆認為，Gaga 還是存在，泰雅族遵從祖靈，而 Gaga 就是在天地之間的秩

序、有其主宰。王梅霞（2006）提到，Gaga 不只是外在規範，而且會內化為個人內在靈力，它必

須與他人分享或從他人那裡學習而來。「時代進步的太快，我們光復後這一代，我們都出去外面見

識過，更何況是五六七八年級，接觸外面太多也會把原本原住民的一些傳統的 Gaga 變得不注重。」

（訪談對象 C1，2014/03/15）。由於現代化的速度太快，加上與漢人社會接觸的頻繁，使得傳統的

Gaga 逐漸式微，變得較不被注重，一般居民主要以國家法律的規範為主，「現在我們原鄉部落的

生活習慣和外面沒有兩樣，為了生活必須融合在同樣的一個社會裡面，沒有堅持要傳統的生活模

式，頂多就是發揚光大，好的我們保持下去。」（訪談對象 CG1，2014/03/16）。由此可知，在現

今社會當中，泰雅族傳統的 Gaga 漸被年輕一代遺忘，但卻仍然存在於許多中老年的族人心中。 

「魚藤是我們以前唯一的，以前抓魚就是撒網、擋水，...以前沒有電，你家沒有電的話那怎

麼（電魚）。」（訪談對象 CG3，2014/06/13）。反觀，現代使用氰化鉀的化學藥劑毒魚，一旦撒進

溪流當中，水中生物皆受遭殃，雖然現在 Gaga 已經式微，但居民普遍認為毒魚本身就是破壞生

態，不被允許。泰雅族的 Gaga 在崙埤社區中，是蘊藏在對待自然的過程裡，社區居民積極保護

九寮溪自然生態，與 Gaga 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利用 Gaga 傳統知識與制度於現代的環境治理當

中，凸顯泰雅族的主體性，並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使得在地的行動者與國家制度產生新的互動

模式，強化自發性集體行動的力量，更妥善治理當地的共有資源。官大偉（2013）分析泰雅族語

中指涉部落空間及河流關係的字彙，得知泰雅族從出生地、共食、共同居住、共同獵場至同一個

部落群，其皆與河流關係緊密，並指出若能共同遵守 Gaga，則可以創造、維持和物質空間相對應

的社會空間，維持一個社會關係的範疇，Gaga 因被共享而得以實踐；此外，藉由身體的感知產生

知識並傳遞知識，在在顯示泰雅族在於身體空間、地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上的關聯，而藉由身體與

環境的人地互動，正是泰雅族河流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 

傳統泰雅族人的生活，在以流域為基礎的空間上，藉由輪流使用的調節機制，以及互惠的利

用哲學，數千年來與大自然形成永續生存的互動關係。但日治時期以來，轉變為以國家主導的發

展模式之下，對泰雅族人的資源利用產生衝擊，族人的流域居住空間，受限於國家法令與規定，

河流不再是屬於部落所有。浦忠勇（2012）提及，目前曾文溪上游的治理與傳統的鄒族社會切割，

排除鄒族以環境空間、社會文化及經濟生產所形塑而成的河川文化，忽略河川治理的永續性思維，

不同的河川治理方式、論述觀點與不同的參與者，也造成河川生態不同的結果，其中因涉及多個

群體及公部門的參與者，使得河川的治理形成相互牽動的權力競逐關係。而這種現象也發生在其

他許多原住民族部落，例如泰雅族的 Mrqwan 群與石門水庫開發的爭議、瑪家水庫與排灣族及魯

凱族的爭議、牡丹水庫與排灣族的爭議、荖濃溪越域引水與布農族的爭議等。在國家以開發為導

向的發展目標之下，臺灣許多天然的野溪，也以整治工程的名義，開挖並舖上水泥塊，造成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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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的水泥化，遑論水中生物與溪流資源的永續利用。此外，現今的流域被切割成分屬不同的公

家單位，由各單位做零碎的治理，缺乏區域性的整合機制，使得原住民族原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的

傳統土地使用方式，與現代工程開發為核心的國家制度不同，產生不平等的空間權力結構。以目

前而言，在公共資源的治理上，應使自然場域成為國家制度與地方主體相互對話的社會空間，並

盡可能讓在地的參與者展現其文化的主體性，以及原住民族對於自然資源的自主治理的能力。 

結 論 

本研究應用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架構，探討宜蘭縣九寮溪集水區治理，分析崙埤社區人

河關係的轉變，瞭解九寮溪資源使用的制度，以及涉入其中不同尺度權力結構之影響，並探究社

區居民參與溪流公共資源的治理中如何凸顯出在地社群的主體性。從研究中發現，早期崙埤部落

泰雅族人與溪流已經發展出一套生態永續的傳統互動模式，藉由 Gaga 的規範使其運作不息。然

而，當國家主權的介入與資本主義的影響下，使得崙埤社群屬性變得現代化，九寮溪人河的互動

模式也不再是由 Gaga 主導，轉而以現行的法律規範為主。在九寮溪治理上 Gaga 已逐漸淡化，且

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直到 2002 年居民意識到九寮溪受到電魚、毒魚的危害，水中生物消失殆半，

乃透過社區居民自發性的連署申請，依照漁業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促使九寮溪實施封溪護漁，保

育水中生物的繁衍，社區居民也義務性的展開一系列封溪護漁的集體行動，再現 Gaga 的精神與

意涵。由於護溪成效顯著，許多公部門對居民的集體行動給予高度肯定，社區也透過申請計畫獲

得公部門的經費補助，成功的將內部的凝聚力量轉為外部資源的挹注，也使得義務性的封溪護漁

集體行動，轉變成為以公部門的計畫經費支援居民的集體行動，社區逐漸仰賴政府的計畫補助。

當社區向政府部門申請經費挹注，公部門審查申請計畫案是否通過或需調整時，也間接影響九寮

溪的治理目標與方式，使得由下而上的申請計畫，受限於經費補助的掌控，最終仍由政府部門決

定方向，治理的互動協商網絡也受到限制。為了開創財源，崙埤社區也多次表示希望透過收取規

費的方式，達到社區自主經營，但卻又受限於法規，遲遲無法落實。九寮溪集水區治理在外部計

畫減少及內部人力不足的情形下，崙埤社區無以為繼，逐漸淡出九寮溪治理的集體行動，轉而由

大同鄉公所負責，社區參與治理的主體性更為潰散，在地居民配合公部門的治理，無法參與環境

治理的決策，僅是擔任協助的角色，而無實質的影響力。 

以 Ostrom 所提的自主治理共享資源的理論而言，透過在地居民的參與，應可創造資源的永續

利用及最大效率，但在九寮溪治理的案例中，卻非如此。九寮溪從封溪護漁迄今，集水區治理歷

程可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社區義務性主動參與溪流保育的集體行動；第二個階段，社

區與公部門緊密互動，政府資源挹注社區的集體行動；第三個階段，政府計畫結束、社區人力不

足，治理工作轉而由大同鄉公所主導。一開始由社區自主治理，爾後卻逐漸弱化，最後回歸政府

部門負責，從 2002 年到 2014 年社區逐漸淡出治理的架構，社區的主體性也逐漸消退，主要原因

為：（1）收益分配的公平與效率不彰，使得居民在個人的選擇與集體的行動中出現分歧；（2）缺

乏參與制度設計的決策權力，使得社區僅是成為配合或協助治理的參與者，而非擁有能動性及主

導性的行動者；（3）監督與課責制度不明確，使得不同行動者間無法清楚區分權責關係。 

從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架構來看，九寮溪集水區及鄰近的崙埤社區即是本研究重要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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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場域，在集水區治理的行動情勢中，其情勢變化與參與者密切相關，這些參與者主要包括公部

門政府單位、社區組織及當地居民等權益相關人，在封溪護漁及生態旅遊的治理過程中，行動情

勢會受到不同參與者的投入與退出所影響，並隨著時間演變而有所不同。崙埤社區及九寮溪集水

區的自然及人文環境是重要的外生變數，這些基本條件建構出行動場域，當地泰雅族人的社群屬

性及傳統的 Gaga 規約也會影響到他們參與集水區治理的集體行動，此外，現行的法律規範對九

寮溪的經營管理也是重要關鍵。經由封溪護漁的人河互動後，在不同階段中呈現出不同的結果，

如前所述，而這些互動結果進而會影響到外生變數及行動場域。 

藉由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架構來審視九寮溪的集水區治理，我們可以發現，自主治理制

度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斷的在演變中。以目前我們的研究結果而言，若要促進崙埤居民

再度參與九寮溪治理的集體行動，我們建議可以從三個面向著手：首先應在自主治理架構中加強

崙埤社區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其次是藉由文化傳承的使命再現傳統泰雅族的人河關係與社會空

間；第三則是建立適當的收益分配與課責制度。基於以上三個面向，在實務操作上，首先政府部

門應該賦權給地方，讓崙埤社區在九寮溪的治理過程中擁有相當程度的決策權，以建立社區的主

體性與自主性，並且在治理的集體行動中，跟相關權益部門或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納入更廣

泛的社會生態系統之中。其次，可透過再現泰雅空間的方式，在九寮溪展現生態永續的傳統智慧，

透過泰雅族的歷史文化脈絡，強化泰雅文化意涵於九寮溪治理之中。最後，九寮溪不僅是生態旅

遊，也是在地的文化觀光，輔導居民共同參與產業發展、提高經濟收益、創造自主財源，並建立

適當的收益分配與課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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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rings severe problem to the Tao people living on Pongso no 

Tao （The island of people）, also known as Lanyu 蘭嶼（Orchid Island）in Mandarin. It’s not only 

disrupts or even replaces their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but also deprives their rights to 

and ability of self-guarding and self-governing their home Island. TEK has helped Tao and Island 

survive for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formed a unique way of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Island 

environment. However, this capability can never be learned from curr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ecause it is based solely on mainstream or alien knowledge, completely ignoring Tao’s TEK and 

capability of self governance, as a result, Tao people now are facing serious crisis due to drast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contrast to moder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mposed by government 

on Pongso no Tao nowadays,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how TEK regul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llustrates its multifaceted active influence. Based on local 

indigenous perspective, the authors also address the longing for transformation on mod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at based mainly on Tao’s TEK and self-governance tradition to resto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Tao and the Pongso no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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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環境治理下，現代知識干擾甚至要取代達悟族傳統生態知識，也造成族人照顧及維護所

生存自然環境及自身社會的權力與能力被剝奪，是當今達悟人之島（Pongso no Tao 他稱蘭嶼）環

境與社會所面臨的嚴重問題。傳統生態知識的運用讓達悟人在這島上生存超過數千年。在地原生

的知識（Indigenous Knowledge）經過長時間的洗鍊驗證，形塑了達悟人對蘭嶼自然環境獨有的絕

佳適應力及韌性能力，這並非來自於現代主流知識與環境治理所能達成。本研究將呈現達悟人與

環境互動的內涵及傳統生態知識多元與動態的影響，來對照全球化下當前國家在人之島施作的現

代環境治理方式，島嶼刻正面臨環境議題與社會變遷劇烈嚴重之際，本文強調應立基於傳統生態

知識的在地觀點，調整、重構現代環境治理模式，以重現達悟人所期盼的永續家園。 

關鍵詞：傳統生態知識、環境治理、永續性、達悟族、原住民族 

前  言 

hey…iyaya……o.. iyaya woy yam…（合唱） 

zasisasingen o pawoziben no makarala, 

mala-tataroy （syaman rapongen, 2009:23） 

順著海流的方向返鄉，勇士們終於駛過了地標。（夏曼．藍波安，2009：31） 

“jinew nga wawan o iwawalam da do Pongso.” 

你們絕不要忘記，一定要謹守我們人之島的文化。
1
 

 

兩段引文，一是往返 jijahawed（小蘭嶼）海域捕魚要克服的海流艱難障礙，必須齊心協力，以

歌唱互相激勵，方能一一克服以礁岩及陸上地標標示的一段段海域，安全返航；第二段話是長輩

告誡年輕人，島嶼命定要面對現代社會的干擾，在保留與建構傳統知識上，必須要心存謙卑與敬

畏，要隨時預備心付出鉅大的努力來學習克服。從這兩段話，可以了解到在地環境對達悟人的影

響之巨大，達悟人對環境的變化的感覺非常的敏銳，並常存敬畏之心。wawa（海洋）是達悟人世

界的中心
2
，達悟人在偉大的航海道上

3
常吟唱著海上古謠，把陸地上的山或礁岩當成方位座標，

在湍急的洋流上划行著，就是為了要平安的在這裡划行。在這險象環生的海域，除了需要毅力外，

更要有精確的划舟技巧與判斷力，如此才能平安回到部落港澳灘頭。於是，觀察海流與航海的技

能成為達悟人整體島嶼知識重要的一環，嚴苛的環境造就了達悟人的韌性（resilience）與適應力

                                                             
1
 這是一句達悟耆老常對年輕一代耳提面命的話，這主要提醒島嶼的命運坎坷，年輕人在島上要努力的面對挑戰。 

2
 達悟人把中心讓給了大海，而Pongso no Tao（人之島）只是其中環繞中心外的島嶼之一。在達悟人傳統的宇宙觀

裡，人之島-蘭嶼並不是整個世界的中心，島嶼四周的大海才是世界的中心。 
3
「dojinyena do mawo（do mawo:大石頭之意）偉大航道」主要意指 jijahawed（小蘭嶼）西北角外海礁群附近海域，

這裡隱藏著難以預測的暗流和風向，故時常有族人在這附近翻船或迷航之意外發生。航行直到 do palwan 海域（族

人為要確認方位是否已在此海域，必須先往大島看，而要看到的石頭依序:1.rakoa jimalacip（大象鼻岩）；2.jimalacip

（象鼻岩）；3.jipaspassen（貯存場裡大礁岩）；4.jimaricin（龍頭岩）。抵達此海域划行就會很平順，意謂著也會

平安快回到村落的 vanwa（港澳）。而採用此傳統航海經驗說法大部分是居住在西南岸的三個村莊（yayo-椰油、

iratay-漁人、imorud-紅頭)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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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bility）（林昭元、蔡慧敏，2014），而對達悟人心中的 tao do to （天神）及其所掌控的

自然環境秉持高度敬畏的文化價值體系中，達悟發展出繁複綿密的傳統禁忌系統，透過歲時祭儀

規範人的行為，也扮演著人地關係相互平衡的重要角色，此可謂傳統生態知識的最重要功能，亦

為傳統規範運作的核心模式。例如，在整個飛魚季期間，部落前的灘頭及海域極為神聖，任何人

在此區域用魚槍射魚、岸邊竹竿釣魚或往海裡丟小礫石等行為都是觸範禁忌而被禁止的，這是目

前島上常被提起的傳統環境治理議題之一。族人面對海洋的行為與態度時，會決定個人在部落中

的地位與評價，而禁忌的遵循卻為重要評價的來源。因此，作者稱為 maran（叔輩之意）很敬重

的前輩夏曼‧藍波安（2012）也指出禁忌是達悟的民族科學，凸顯了達悟人是在實踐禁忌規範當

中，運用傳統生態知識而構成一種特別的環境治理（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本研究以達悟人傳統生態知識為基礎，來整理、歸納與重新建構達悟族環境治理知識體系。

期能促進達悟族的傳統知識與文化之保存與傳承，據而作為島嶼永續發展之環境治理模式的基

礎。本文也將比對傳統與現代達悟族人整體生活世界中的海洋、聚落、陸域等生活空間及其相應

社會生活場域，並呈現傳統生態知識及其治理實踐的幾個面向，以及對人之島-蘭嶼環境及社會文

化所帶來的永續性進行探討。 

研究方法、理念與架構 

現代環境治理（environmental governance）及其背後支撐的現代科學知識，對傳統生態知識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及其所支撐的傳統環境治理產生巨大的衝擊，並作用在島嶼生

態環境之上。為了闡明達悟傳統生態知識相較於現代環境治理永續性，需選擇一個可以處理傳統

與現代環境治理及其相關聯環境生態知識的分析架構。（林子倫，2010） 

環境治理最廣義而簡要的定義，是為達永續發展目標所依循的路徑或方法的總合，傳統社會

人與環境互動的文化知識與制度，都可以包括在內。現代環境治理（moder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從強調從現代性的角度定義，相對於傳統地方社會，現代人與環境的互動，是較依

賴現代科學普遍理性知識與正式制度安排。國家環境治理（st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是現

代環境治理最基本、最普遍，也仍是最重要的型式。（林玉雯，2009）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個術語的使用，是由布倫特蘭委員會（The 

Brundtland Commission）所創造且已成為最經常被引用的定義：「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

不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United Nations,1987） 人類社會的生存發展，

必須仰賴自然資源，其使用必須控制在一個能夠還原的速度，人類生活才能具有永續性。 

而永續性（sustainability）從廣義上來講，是能夠保持系統一定的運作過程或狀態，但這一詞

普遍常用於研究社會-生態系統，闡明生態和社會的互動關係。從這方面切入，永續發展可以被界

定為具能力的社會-生態系統，能自我維持一切的系統運作過程、功能、多樣性和未來的活力。（蔡

慧敏，2015） 

如何在原有歷史文化脈絡及環境特質下，因應與日遽增的外來衝擊（包括氣候變遷、災害前

緣及外來發展等因素）是當代島嶼環境治理研究的新興課題。國際上，越來越多的研究顯示，位

居海洋的小型島嶼，對於全球氣候變遷趨勢特別敏感與脆弱，也是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的前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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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於島嶼在地建構具有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及生態回復力（ecological resilience） 之韌

性社區（resilient communities）。（Clark and Tsai, 2012） 

傳統生態知識（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強調該知識與當地生態環境的密切關

係。在諸多定義中，Berkes et al.（2000）所發展的定義最為簡明且具分析性，他整理前人討論，

指出「傳統生態知識」是一連串知識（knowledge）、實踐（practice）和信仰（belief）三要素複

合構成的累積體。其中「知識」為對物種及其他環境現象的地方性觀察知識；「實踐」意指居民

對資源使用的實現方式；「信仰」則是關於居民如何鑲存於（fit into）環境系統。透過適應性過

程而發展，並藉由文化的傳承代代相傳。是關於生物（包括人）彼此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

係。 

林益仁、褚縈瑩（2004）曾將傳統生態知識的研究進行歸類探討，認為將傳統生態知識放在

發展的脈絡下來談時，就會牽涉到其應用必須和在地自然資源權利放在一起看，這就涉及權力運

作高度相關的環境治理議題。亦即，傳統生態知識與環境治理的相關性，就在於它提供了與現代

國家環境治理不同取徑的另一種環境治理與發展策略的選擇：地方可以以自身樣貌開始發展起，

自主選擇，而不是別人強加於族人的期待。 

欲分析以飛魚汛期所律定的歲時祭儀而串聯起來的達悟人與環境、人與社會及人與超自然神

靈的互動，所積累的傳統生態知識，以及其所遭遇現代環境治理永續下的調適與演變，需要能處

理人與環境、社會及超自然互動實踐的經驗中，所積累知識的各個面相。Berkes（1999）所提出

的傳統生態知識分析架構（見圖 1），是包括四個相關層面的「經驗-實踐-社會-世界觀」複合體，

正可以符合本研究的需求。 

 

 

 

 

 

 

 

圖 1 Berkes 的傳統生態知識複合體模型概念圖像（Berkes, 1999） 

此複合體的第一個層面是為生存所需而對環境的觀察所得到的經驗知識；第二個層面是對於

生態和自然資源管理的規則知識；第三個層面是，使人們得以有效的協調和合作的社會制度；第

四個層面則是支撐這些知識、規則和社會制度的世界觀或宇宙論（官大偉，2013：72-73）4他並

強調這幾個層面的知識是相互支持方能運作，也就是說，傳統生態知識就包括了現代所說的環境

                                                             
4 官大偉（2013）指出 Berkes 的這個模型，在台灣討論生態知識的文獻中，經常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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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理。 

環境治理雖然是現代的觀念，其意義是環境體系與經濟社會體系之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動關係

及制度安排（林子倫，2010），從傳統生態知識的角度看，也可說是運用包括相關管理制度、社

會規範與價值的環境知識，形成治理規範工具，來管理共同的環境資源。從這個角度來看，Berkes

所提出的這個包括四個相關層面的複合體模型，不但可適合作為分析探討達悟傳統生態知識與環

境治理的分析架構，也因其強調幾個層面的知識是相互支持方能運作，同時適合用來分析探討現

代環境治理對人之島-蘭嶼的環境，傳統生態知識與環境治理的永續性價值。 

身為在地達悟族人之研究者，本研究嘗試從局內人（insider）視角，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從

所感受到的人之島-蘭嶼發展問題與需要的角度，來蒐集與解析相關文獻資料，也結合部落耆老、

中年人、婦女及新生代青年等在地族人的進行深度訪談，探討達悟的傳統生態知識的內涵及在現

代性知識、現代環境治理下，族人如何看待、回應當前島嶼環境的影響？族人與環境遭遇了哪些

問題？期望蘭嶼學研究能進一步探討現代環境治理與傳統生態知識結合之可行性，如何調和等，

而能對尋求建構符合未來人之島-蘭嶼邁向永續島嶼之治理方式，有所貢獻。 

達悟族為海島民族，從山海的生活環境中累積豐富的在地傳統知識，形構獨特的達悟文化，

其中飛魚是達悟文化的核心。飛魚每年隨著季節時序順著黑潮來訪，達悟人整體社會生活是以捕

捉飛魚為基準，綜合鑲崁了各種的島嶼山與海知識、性別角色分工、信仰與禁忌規範等，整合成

一套達悟傳統歲時祭儀與曆法，進而規範族人集體生活作息實踐，並代代相傳，內化到達悟人的

身心靈裡，以承襲歷代祖先傳遞的知識、技藝與能力。其次，以飛魚時序為主軸，排定各個季節

與月的生產活動時序，並由部落耆老帶領族人共同進行，在這些活動過程當中，通過相應的儀式

維持與 tao do to（天神）應對溝通、以確保天神賜予生活知識與能力。達悟人不斷經驗學習與精

進傳統知識與技能，同時不斷地內化與實踐傳統的倫理規範及價值信仰，並能藉由反思、領悟達

悟人與土地間相互依存的深刻關係，而行構成達悟人的集體文化認同，共同守護屬於達悟的人之

島-蘭嶼。 

為了對照現代環境治理所造成的影響，本文所探討的達悟族傳統生態知識，著重呈現達悟人

如何面對，因應海島極具變動與挑戰性的環境而能生存迄今。並就系統性與整體性地探討歲時祭

儀，以瞭解達悟傳統生態知識的各個範疇與各個層面，是如何串聯在一起。其次，在空間場域上，

達悟人以海洋為中心，為了出海捕魚而建構有出海灘頭的聚落，做為社會生活核心空間，並以陸

域成為生產食物與建造航海船隻及住屋等生活及生產工具所需材料的供應基地，形構海洋-聚落-

陸域為軸線的基本空間格局，本研究將依此順序，逐一探討海洋、聚落及陸域相關的傳統生態知

識，所相支持的環境與社會，及其在現代環境治理下，所受到的影響。 

身為達悟（雅美）族內在研究者，本文欲探究、凸顯之焦點為達悟傳統知識與傳統生態智慧，

作者以為唯有族語為最能直接、精確傳達知識蘊含與意義之載體，因此關鍵詞盡量能以族語呈現，

本文採用原民會官方正式頒定之達悟族語書寫符號系統（見表 1），為便於與英文區別，本文以斜

體字標記，但人名以正體字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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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達悟語書寫符號系統 

b c d g h j k l m n ng p 輔音 

字母 r s t v w y z      

原音 

字母 
a e i o         

資料來源：達悟語辭典（董瑪女等，2012） 

達悟人之歲時祭儀與傳統生態知識 

達悟族從季節性飛魚捕撈生產活動為中心的生態知識，相應而生漁團組織、造船工藝，牽動

著歲時祭儀、規範機制與整個社會生活。可以說，歲時祭儀就是達悟族人生活方式的準則與規範。 

達悟族的 pamamarengan so kanan do vehang vehang （歲時祭儀），即為每年以捕撈飛魚為核

心的生活時序，過程中固定舉行的各項祭儀。其他尚有如團體成員的成長或社會化發展的生命儀

禮，例如 mapatoktok（新生兒命名禮），還有極為特別的為慶祝新屋或新船的建造完成，而舉行

的 mivazay（房屋落成禮）和 mapabosbos（新船下水祭典），都是包含在歲時祭儀的。歲時祭儀

規範了人與環境、人與人、人與天神的關係與倫理，達悟人依此生活行事，而與海島環境的生活

互動是一切達悟傳統生態知識的源起與依據。達悟人的宇宙觀大致可分類成三種：tao do to（天

神）、gaboan no tao（人類起源）與 picha maha maha dawan（串聯的島嶼）。這樣的宇宙觀與在

地環境適應有極大的相關聯性。 

以飛魚汛期界定季節的歲時祭儀是達悟文化的核心，達悟人（見表 2）將一年分為三季：rayon

（春季：飛魚季節）、teyteyka（夏季：飛魚終了季節）與 amyan（冬季：等待飛魚季節）。飛魚

季中的祭典約略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出動家族性大船有關的儀式，其次為個人或兩人

小船的儀式，最末是結束漁季的儀式。一年以飛魚季為首季，整個飛魚季從 mivanwa（招飛魚） 

表 2 達悟傳統曆季節、月份、名稱及陽曆月份對照表 

季節 傳統稱法 傳統月份名稱 達悟月份意義 陽曆 

kapowan （paneneb） 閉門、禁慾月 2 月 

pikawkaod 分離、分享月 3 月 

papatow 釣鬼頭刀月 4 月 
春季 

rayyon 

飛魚季節 

pipilapila 鉛釣網魚 5 月 

apiavean 好月 6 月 

omood do piavean 慶豐收月 7 月 

pitanatana 燒製陶土月 8 月 
夏季 

teyteyka 

飛魚終了季節 

kaliman 飛魚終食節 9 月 

kaneman 製貝灰、鬼月 10 月 

kapitowan 祭神月 11 月 

kaowan 最冷的月 12 月 
冬季 

amyan 

等待飛魚季節 

kasiaman 迎接飛魚月 1 月 

資料來源：依據董森永（2014/1997）及席萳‧嘉婓弄（2009：84）修改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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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開始5，是包括作者在內，所有部落男人必須參與，不參與被視為生重病或已往生。漁人部落的

原名為 iratay，意指平坦而寬敞的地方。招飛魚祭那天，從清晨天空微亮開始，所有男人都聚集

在部落出海的灘頭，以肅穆的態度，向賜下飛魚的 tao do to 天神致祭，以維繫著部落社會與規範

秩序。這些祭儀與捕捉飛魚知識的傳遞，最主要的管道就是跟著部落的耆老學習。 

iratay 部落最老的男性長者 syapen L.D.（86 歲）經常向我們述說他如何依照歲時祭儀的規範

行事，分享豐富的出海捕魚經驗，被部落最為公認為擁有最多的傳統知識的長者，他常諄諄告誡

我們這一輩，雖然時代改變，年輕人確有自己選擇的權利，但是族語文化絕不可以忘記。 

談到捕捉飛魚，這位耆老就會從出海前的程序開始述說，認為要按部就班的來，不是直接跳

到出海捕魚的部份。他說道： 

“do papatao rana yan, ori biyabawben no libangbang, manma ba ka banpa so rarawan. 

o rirana o masen o yamamaren so kanen. do benerak ya dumduas o tatala do vanwa. do 

kaduara ya mamaren so kanen kapy saosaoden do makoyap.” （syapen G.T., 2015 年口述） 

中譯如下: 

「在 papatao 的準備月份裡，是飛魚數量開始增多的時候，最先的動作是要到山上

砍竹子，然後當天在家屋前廣場架好曬飛魚架。隔天就是祭祀，當日下午各船主就會在

部落灘頭前整修自己的船。」（董恩慈譯） 

飛魚季期間，每一個階段的行事都包括預備以及後續的作為，彼此相互呼應關聯，耆老們都

非常嚴格遵行。最重要的 mivanwa（招飛魚祭）與 mipazos（祭神節）是世世代代流傳於達悟部落

社會，部落於祭儀期間，會召開象徵部落最高權威機制之部落大船主會議，透過公共事務之議決，

傳統規範得以反覆確認，在這過程中，傳統規範與傳統祭儀和權威機制結合在一起，構成並強化

了各項規範之正當性。 

致力於傳述達悟歲時祭儀文化的 syapen L.M.（70 歲），對於所有祭儀，包括一般的禮俗禁忌

所具備之社會規範力，有這樣的說法：「我們的禮俗，就是我們的律法。」以此說法來比照現代國

家律法。這樣的律法，是以非常具體的習慣規範，以口傳及身體實踐來傳達，與現代成文律法用

較抽象概念來表達的方式截然不同。 

達悟傳統歲時祭儀與傳統生態知識具有永續性價值。達悟人的歲時祭儀鑲崁在以捕撈飛魚為

核心的各項生業活動過程，目的在求 tao do to（天神）的庇佑，以確保盛產豐收，另一方面，歲

時祭儀又嚴格規範和限制了達悟人生產活動於特定的時間季節與空間，使資源不致因採捕與擷取

而枯竭，歲時祭儀成為資源利用之管理機制，而得以永續利用。而今達悟人面對現代主義

（modernism） 資本主義發展導向之治理下，仍然致力於維繫傳統儀式以尋求調適之道，調和傳

統與現代的矛盾。達悟人在面對現代化發展衝擊下，彰顯了傳統生態知識在現代生活中的韌性

（resilience）與恢復力。 

 

                                                             
5 招飛魚祭，中文常簡化為招魚祭，但祭儀的目標明確是招飛魚，不可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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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族海洋生態知識 

libangbang（飛魚）文化是達悟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徵，耆老認為飛魚是 tao do to（天神）所管

理的魚類，捕撈的時節與煮食的方式都要遵循禁忌與祭儀，族人相信，只要正確履行飛魚季中各

項祭儀及禁忌，飛魚就會自動游到近海或是部落灘頭前海域。另一方面，達悟人藉著飛魚的神話

故事建立吃的次序與禁忌，例如撈到的第一條飛魚，當天必須要有莊重祈福儀式，家族成員要到

齊吃第一條飛魚（syapen L.M.，2015 年口述）。其真諦用意就在於讓海洋生物得以有機會喘息，

維持海洋生態的平衡與永續。 

（一）海域範圍 

達悟族界定傳統海域範圍的標準，是以「憑著體力、拼板舟可以划到的地方」為主，其極限

到海岸眺望可及之處；也有族人大膽追逐魚群至較遠外海，稱為 do kohtohtohtowan （近海）島上

可見之海域及 do sked no wawa（遠海）視線可見最遠處中程海域，此兩級海面指稱眺望可及之遠

海。以往最遠的距離曾廣及台東、綠島；遠程海域可到目前菲律賓巴丹群島和巴布煙群島，甚至

到菲律賓呂宋島北部海岸一帶。  

達悟族將近海海面距離分為五級：1.一級近海：稱為 kalakarawan，可入海游泳捕小魚類之區

域；2.二級近海：稱為 kamavalan，可開始下網打魚或抓章魚之區域；3.三級近海：至小蘭嶼為止，

稱 kakapusana，有礁石最深處；4.四級近海稱為 paniniklapan 或 papatawansia，為船釣區；5.五級

近海稱為 kalaiwan，為獵鬼頭刀和深海魚之海域。（syapen L.M.，2015 年口述） 

至於各個部落海域的界限，是以部落的土地領域範圍為標準，往海洋延伸出去，作為部落的

傳統海域，與傳統土地相同，海域也是不容其他部落侵犯的，非部落族人不得在海域進行採集和

捕魚之行為。特別是最近岸，稱為 pasalan 的潮間帶即高潮線以上的礁岸帶，及外潮間帶外延，

稱為 kesakan（礁岩區）。 

這些海域皆有不同利用的方式。pasalan（海岸）主要為沙岸竿釣（maninilat, mangna do 

kananayan）之場所。kesakan（礁岩區）是採集 kono（甲貝類）、mamasid（竿釣）和 manawei

（雙竿拋網）的空間。kakikalawan 為竿釣、捕章魚、用魚槍射魚、礁岸追逐網、底刺網、泳釣的

海域。kakonowan 則可以採集 kono（甲貝類）、garab（夜光蠑螺）等海中貝類。第三近海 sitmala，

這一帶用魚槍射魚，礁岸追逐網及 tatala 船釣。第四近海 patsitsipalan 為 tatala（小）船釣，延繩

釣的漁場，第五近海為 kalaiwan 也一樣為 tatala 船釣，繩釣的漁場。 

雖然每個部落的傳統海域不容他人侵犯，因現代性魚撈技術的介入，在現今飛魚季時，此一

漁撈界線常使傳統規範常變為沒有約束力6。在達悟族的傳統觀念中，飛魚是屬於天神所賜的共同

海洋資源，因此在飛魚季期間，可任意到別的部落的海域捕捉飛魚，也不會刻意阻撓其他部落人

至部落海域進行捕捉。 

                                                             
6 晚上捕撈飛魚越界到隔壁部落是常有的事，但在白天視線清楚越界到且靠近另一部落灘頭，被部落人認出，基本

上還是會口裡念念，就是不尊重其他部落人。族人在捕撈飛魚的時候是很少出怪聲音。禁忌很多，而且拼板舟容

易受海流與風向而移動，魚網纏住另外一艘的魚網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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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捕魚及漁獲分配 

meyrayon（飛魚季）期間會舉行兩次招魚儀式，一是稱 meyvanwa，另一個稱呼是 meypapatow

或 matow，時間在第一個月與第三個月的首日7。第一個月的捕撈活動主要以家族性的船團，每到

傍晚時分家族船員會搭乘八人或十人的拼板舟於夜間以火炬趨網進行漁撈，首航當日的捕到的飛

魚必須在當日吃完，作為祝福家人平安健康，子孫滿堂之意。飛魚季首月捕撈不會過量，就達悟

族傳統神話觀點來看，飛魚季首月捕撈到的飛魚是神聖的，具有文化、儀式的內涵，漁獲過量是

禁忌，也因此首月的魚獲必須在這個月內吃完，避免觸犯禁忌。第三個月的招魚儀式是以核心家

庭為單位，即單人船的招魚儀式，儀式過後即可自由捕捉飛魚，也可以到別人的船上捕魚，通常

飛魚季第三、四個月的魚獲量會比較可觀。 

族人製作大船8有兩種用途，一是用來獵食用魚，包含捕撈飛魚，另一種是用來提升個人在部

落的地位和威望等。一般在出海前的準備，會選擇到主要作業地點，如離部落不遠處的近海釣場

或到 jijahawed（小蘭嶼）。以蘭嶼南方的部落為例，imorud（紅頭）和 iratay（漁人）兩部落的

人最愛在海流最順的時候去小蘭嶼，因為小島周圍附近都是漁場，也必定會滿載而歸。 

要到小蘭嶼捕魚前，船主會最早起來，到外面觀看是否吹 kasomzan（東南風），因為吹東南

風是去小蘭嶼捕魚的最好時機，這時風平浪靜，回來都會順風平安的回航。確認方向之後，船主

會通知每個船員，告知即將到小蘭嶼作業的事。船員們接到通知後，就把 bangnan（魚鉤）、ovid

（魚線）、dogross（魚槍）、avat（船槳）等都準備好，連同便當一起裝在網袋裡。一切準備妥

當後就來到海邊，上船安裝 avat（船槳）。船長負責船舵的安裝，等大家準備好， 船槳也裝好後，

便將船推進海裡，划向小蘭嶼去。 

達悟人對魚的分類也展現在魚獲的分配上，通常魚獲分配是以一個漁船組為單位，由船長依

照魚的形式、種類、質量，平均且輪流分配給船員，輪流的順序是依成員的輩份、年齡，輩份越

高、年齡較大的長輩可先拿到，最後才是年輕人。分配的公平性是達悟族經濟分配的一個重要原

則，只要是共乘一艘船出海、共用一個漁網，所捕到的漁獲就由成員共同平均分配，不論誰抓的

多或少。族人這種收獲共享的社會公平概念，主張所有人都應該處於同樣的地位，有同樣的東西，

有能力者不應 mapakazozay（驕傲）大出風頭，而是應該學會 makaveveh so nakem（謙卑），並適

時的 mangarao 或 kalovotan a kanen（分享）、meyayo（施捨），如此才有助於維繫社會某種程

度的公平與和諧。 

（三）海上方位及魚場辨識 

一般 tatala（拼板舟）出 vanwa（灘頭）以後，有些特殊地標和岩石是作為划船時的「指示牌

（地標）」。如果沒有這些陸地上的指示牌，就等於沒有目標一樣，航程會很辛苦。開始划船時，

幾位船員通常會一一說著一段段航程的地標名稱：「do lavitna, do minavagavag, ciavavaw, jirakoayo, 

jimakaplai, jimawrod, jitaig, jimasik, jirakoazawang, doranom, do pamsotana, ji1iseg, dokaasan, 

                                                             
7
 有關歲時祭儀及相關行事的介紹闡述，本文參考董森永（2014/1997），余光弘、董森永（1998）及余光弘（2004）

的寫作，加以整理敘述。 
8
 傳統拼板舟三~五對槳稱 chinerkerran（六至十人大舟）; 一對槳稱 pekatanyan（單人舟）; 二對槳稱 peikavanagn

（雙人舟）; 三對槳稱 penonnonagn（三人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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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inakorang, jianivong, do sinapst, jimarekmeh, jilbeng, dokmisangi, domisangsanggi, 

donitazingngazawang, ji1angoyna, do vaai no izabo, jipagegcinan, jimaramay, jikaaswan, jiakmipi 

vonotan, do minalolg, jimazicing, jipaspasen, jimalacip, rakrakoa jimalacip。」（syapen L.M. 口述）

這時候船如果已划到蘭嶼與小蘭嶼中間，接下來就會進入到小蘭嶼的附近海域。在小蘭嶼的指示

地標有 dosagit do mao, dodokdokan, do malawazcip, do nietan no vaoyo, do vanno 等五個地名。之

後，船便抵達目的地小蘭嶼，這是每個航行到小蘭嶼的拼板舟船主必備的航海知識，必須熟悉陸

地上作為參照點的指示牌的位置及當時的風向、潮汐及海流所發生的現象。 

小蘭嶼四周都是捕魚的場所，魚種類豐富但危險性相對也高，因為環小島暗礁陷阱多，但卻

也最適合魚類棲息的環境。因此，無論是抓漁技術、危險性和漁獲豐富度，小蘭嶼被族人視為最

高等級捕魚的地方。作者小時候，每次在部落灘頭看到從小蘭嶼捕魚回來的拼板舟，小孩們都會

靠近船來瞧船艙裡豐盛的漁獲。秉持著對魚類棲地環境的豐富知識與高超的漁撈技術經驗，彰顯

了達悟人捕魚智慧，想要捕何種魚就能捕到，不能捕或不想捕的魚就不捕牠；又哪種魚會棲息在

哪些地方，族人們都知道；到那些須要使用漁網捕魚的漁場，就用網捕魚；如果是須要用竿釣的

漁場，就到這裡釣魚；若要釣大魚就到幾個外礁石處等待大魚；這些種種作業一定要觀察海流流

向，若有急流就不去。如要撿貝類或捉螃蟹就到特定地點撿；也因此到小蘭嶼捕漁幾乎都會滿載

而歸。 

（四）達悟人整年捕魚的時程 

捕魚是達悟男人日常生活最被看重的工作，捕魚技術的好壞是男人社會地位高低的重要決定

因素。實際上漁業的社會文化意義凌駕於農業之上，達悟人的行事曆大致以捕撈飛魚與否加以區

分，meyrayon（飛魚季節）期間，禁止捕撈底棲魚類，teyteyka（夏季） amyan（冬季）為非捕撈

飛魚季節，停止捕撈飛魚等洄游魚類。每年約在陽曆二、三月有飛魚招魚祭，從此以後半年左右

直到九月的飛魚終食祭為止，包括 rayon（飛魚季）與 teyteyka（飛魚終了季），可以說是飛魚捕

捉季，這時正是春夏時節，氣候適於駕舟出海，新鮮的飛魚或飛魚乾也是此一時期的主要食物。

實際的飛魚汛期僅有四個月左右，約為陽曆二至六月初，也就是達悟曆 kapowan 到 pipilapila；頭

二個月是以 6-10 人的大船組從事夜間集體性漁撈，船團成員一心專注於 libangbang（飛魚）的撈

捕；到飛魚季的第三個月，即達悟曆的 papatao 起的兩個月，開始使用單人或 2-3 人小船行晝間

繩釣，主要目標在釣取 arayo（鬼頭刀），vahoyo（鮪魚）等大型洄游性魚類；這些漁獲除供家庭

中每日 yakan（菜） 的消費外，多餘的可餽贈親友或曬成魚乾，一則可供陰雨天或無暇不能出海

時佐餐，同時魚乾（尤其是飛魚乾）更是節慶祭典時親友間交換禮物的要項之一。近年來，機動

船筏的引入，取代了傳統人力操舟，捕魚時程規律及其中的儀禮規矩，有著不同的執行條件9，但

達悟人一樣盡力遵行著。 

達悟曆 apiavean（約陽曆六、七月）的來臨是飛魚撈捕活動的結束，直到 kaliman（約陽曆八、

                                                             
9 「不同的執行條件」主要是在捕撈飛魚時期，使用機動船筏的族人，必須要以「禮讓」、「尊重」態度為主，以 iratay

（漁人）部落為例，近幾年，每回招飛魚祭典結束時，傳統拼板舟會先出海捕撈飛魚，然後機動船筏才能在彼此

船主默許下，才能出海捕撈飛魚。另外，在生產過程，機動船筏上的族人一樣在海上必需要遵守飛魚季一切的規

範，例如，捕撈飛魚的第一個月只能用「撈」的方式，之後才能使用網具捕撈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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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這期間正值盛夏，熱帶的驕陽自清晨六時起，即開始烤炙大地，這期間男子會到芋田協

助婦女從事農作，或動手翻修家屋或製作新船，以及為 mivazay（新屋）、mapabosbos（新船下

水祭典）舉行落成禮；海中的捕魚活動以魚槍射魚與沿岸礁間的小型定置網為較多見。從 apiavean

（好月）開始到東北季風吹襲前，約四個月中，盛行另一種集體性的捕魚活動 maparat（阻隔之

意），其方法為在 3-15 公尺深的礁岩間魚群出沒處張網，參加驅趕魚者，會在水中排成弧狀，並

用手不斷拍打海水表面，引海底礁岩驅趕魚入網，這些礁岩底層的魚類主要有 arawa（鸚哥魚）

和 vosisi（龍占魚）。 

非飛魚季的每年陽曆九、十月至翌年一、二月，為等待飛魚季。即達悟傳統曆的 kaneman 至

kasyaman，這時後東北季風盛行，島嶼氣候極為不穩，經常是狂風怒號或陰雨連綿，男人在風浪

不太惡劣時會下海以魚槍射魚，或在礁岩上以竿釣魚，偶遇難得的冬日晴天亦會划船出海，釣些

vazangos （鶴鱵）。10
 

這個時候男性從事海上漁撈固然是 yakan（菜）的主要供應來源，女性亦可有限度地 manisavat

（蟹貝類採集）擷取海洋資源，補充家庭副食，但女人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海濱礁岩，礁石上的藻

類、蟹類和貝類是他們獵取的目標。在天候不宜下海捕魚的時日，男人亦會在礁岩區從事礁岩帶

水窟中翻石抓小魚，其他活動如 manawei（雙竿拋網）和 mamasid（釣魚）等。 

 非飛魚季也是男人進行陸上經濟活動的季節，與農業相關的活動包括砍伐林木開墾新田、修

造水渠等；此外還有需要遠赴山林之中，擇取合用之材，以供修造房屋、工作房、涼臺以及木舟

之用。  

（五）nga ngnran no among魚的分類 

從捕捉季節來論，可將魚分成兩類：among do rayon 春天魚（飛魚季節）即主要是以春天時

期洄游至蘭嶼的季節性魚類，如：libangbang（飛魚）、arayo（鬼頭刀）及 vahoyo（鮪魚）等等，

在這個季節中以獵取這些洄游性魚類為主，每日餐食的 yakan 也是以此為大宗。11這些魚被族人

認為平常與天神同屬於天界，僅在春天才從天上下來供達悟人捕食，季節結束後又返回天界，因

此洄游魚類是神聖的，有關其撈捕、食用都有許多的相關儀式與禁忌。among do karawangan （礁

岩溝魚）是棲息於近岸礁岩，在非飛魚季節所捕食的魚，種類極多。不論是 among do rayon（飛

魚季節魚）與 among do karawangan（礁岩溝魚），達悟人確實是謹守著依季節區分捕捉洄游及礁

岩底棲魚類的規矩。 

從性別的因素觀點來看，達悟人通常將魚類分成三大類：wuyod （上等好魚），不論性別都

能吃的魚；raed （次等魚類），只有男性能吃的魚；kakanen no raraked （老人可食用的魚），

只有祖父級男性才能吃的魚。其次的分類有分別適合 mamili so kanen （孕婦）、哺育幼兒的婦女、

妻子懷孕的男子等不同發展階段者食用的魚。這些次分類基本上是以好魚壞魚及女性男性為準，

加於不同人生階段的飲食禁忌，因此一個祖父級的男子是所有可食用的魚都能吃，而祖母級的女

性則可吃所有的好魚。  

                                                             
10 iratay（漁人）和 imorud（紅頭）兩部落稱鶴鱵為 ahai；而 yayo（椰油）部落稱 varangos。 
11

 春天常釣的魚與礁岩魚之分，是從客位研究者的觀點，認為達悟人的食用魚類可依季節如此加以區分。參考 Hsu

（1982）及 Yu（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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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研究者常常無法確定達悟人分辨好魚、壞魚及適合老人吃的魚標準何在，有一較常見的

論點是根據魚的腥味濃淡程度（張燦穩，1991：58），或是指出幾種分別好魚、壞魚的標準：好

吃或不好吃、外觀（形體、顏色）的好壞、魚名吉或不吉、會不會傷人等等。這些說法並未觸及

問題真正的核心，因為在達悟人的認知裡社會文化生活當中養成；魚的腥味濃淡、好吃與否、外

觀是否理想的認定，可能因其被歸為好魚、壞魚而產生主觀意識的引導，孰因孰果並非達悟人所

關切。以 tapez （蝴蝶魚）為例，其顏色鮮豔美麗，族人在不同的閒談場合也曾論及蝴蝶魚肉細

味佳，但能夠食用的蝴蝶魚大都被歸類為適合老人食用的魚。也有研究者認為文化主觀意識也可

能會影響魚的命名，壞魚是因魚名不吉被嫌棄，或是先被嫌厭而賦予惡名，也同樣難以確定12，

所以達悟人對魚類好壞的分類標準還須更進一步的研究等等不正確。然而從本研究觀點來看，對

魚分類有經驗知識的達悟人，都能很清楚的判別分辨。 

總之，對魚的分類涉及到捕魚的倫理與規範，從達悟人觀點來看，不依照傳統知識與規範，

來進行魚的分類飲食與獵捕，這樣是會造成海洋生態資源的破壞。夏曼‧藍波安即從達悟人的觀

點，分析禁忌規範的生態平衡功能，對非達悟人混吃魚造成混殺魚的破壞性獵捕魚類生產方式提

出批判。（夏曼．藍波安，2012：10-12） 

（六）達悟海洋知識的永續性 

對達悟人而言，這個世界是由一個個島嶼所構成。而在達悟人的空間意象識覺（spatial 

perception）裡，族人的生活領域是由島嶼圍繞著居中的海洋所構成，這樣「對於海的情感」的地

方，與周圍島嶼所形成的「區域」，這範圍包含巴丹群島，卻不一定包括台灣島。1929 年耆老所

畫的心智地圖（mental map），將自身島嶼和巴丹島等群島以海洋為中心畫成一個圈，當時在族

人的認知裡，並沒有把台灣畫在裡面，更沒有島嶼屬於台灣的觀念。（Kano, T. and Segawa, K., 

1956） 

達悟族人歷經千百年來與環境互動，不斷適應海洋生態所形成，融入達悟社會文化及信仰價

值體系的資源利用習慣規範。這是擁有「現代化」科技，有蠻橫力量視為可以掌控海域資源，認

為可以不受達悟宇宙觀及當地原住民族規範限制的臺灣漁船眼中所看不見的。這類現代科學盲

點，自然無法得他們如達悟民族科學一般，可以藉由海水中魚的眼睛觀看一樣，看見海中的生態

食物鏈景觀，因此，也無法有同理心看待海中生物世界，豐富多元的魚種與相生相剋的生界連環，

這些豐富多元魚類生態，在探魚器上，只能成為戴著大小及座標數字的光點，無法理解海中生界

奧妙，更無法對大自然有敬畏之心。 

達悟族人在面對日益枯竭的海洋資源之趨勢，需要從環境治理面進行改變，從達悟人的生態

永續觀念，本文作者認為必須提出「禁魚區」規則加以限制的建議，這可以從部落會議充分討論

開始，這不僅應該可以有效揭止外來釣客的不遵守達悟規範、未經許可的行為，人之島海洋環境

的現代治理應採用達悟人的傳統規範做為「律法」-pamamarengan so kanan（do vehang vehang），

亦即遵循達悟人之歲時祭儀，每年的飛魚季期間必須按照飛魚神所託付給部落人的戒律，這段期

間所有的飛魚季的規範人們必須遵守，且每個族人有權力及義務守護這樣的傳統規範，即使是現

                                                             
12 這些研究者的見解，為余光弘（2004）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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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機動船或現代技術的使用，仍然要遵循著一切飛魚神所託付給達悟的律法規範。 

以上的論述總結，達悟族人期望持續傳統海域規範的效力，在達悟傳統海域的範圍內，應及

於非達悟人，以重建人之島近海及海岸潮間帶的使用規範秩序，維護達悟賴以生存發展的海洋環

境及資源。 

達悟聚落生態知識 

（一）ili聚落的構成 

達悟人之社會生活主要是居住的地緣關係及親族的血緣關係交織而成。部落是一個獨立自主

的單位，由共居於同一部落領域內的所有不同家族成員組成，部落擁有的漁場、牧地、農地，他

部落的居民不得擅入擅用。部落的領地是居民日常生息活動的特定空間，同部落者之間有密切頻

繁的社會互動關係，本部落的領域及人員受到他部落的侵害，則全部落必起而合力抗之。遷居他

部落者一般會放棄其在母部落使用土地、牧場、漁場之權，而逐漸融入為現居部落之成員。 

達悟聚落位置的選擇，是以能出海的灘頭為核心考量。海岸隆起的珊瑚礁不適宜做港灘，因

為船無法拖上岸及推下海。所以蘭嶼沿岸只有河口沖積扇以及海階堆積層的部份才可以做港灘，

學者指出，這種岸邊大致有十來處（黃旭，1995：64），大多位於溪流出口處的礫質沙灘，不僅作

為達悟人船隻停泊、進出時之港口，更是舉行招飛魚祭、祭祖的場所，灘頭上的礫石亦成為儀式

的用具之一。同時它也是達悟人捕魚回來去鱗、清理、分配漁獲的地方。kamalig （船屋區）則

往往中介於聚落與灘頭之間，有數個供個人或船組於非飛魚期停放大小船隻，由礁石圈上搭茅頂

的船屋，以免船受大自然氣候之侵害。 

部落灘頭不僅是祭儀空間，還是傳遞傳統知識的「教室」。部落族人從小就在參與各項歲時

祭儀當中，透過祭儀過程細節的象徵意涵，瞭解學習到其中所傳遞的各項規範禁忌，什麼該做，

什麼不該做，包括維護部落所賴以生存的環境生態的責任。部落灘頭也是處理和公共事務的空間

場所。全島部落會利用舉行祭儀，全部落聚集灘頭的機會，討論、處理部落公共事務，可說是年

度最重要的部落會議。 

達悟人主要的棲息地-ili 聚居區，就在出海港灘後方的高潮線以上形成，通過 kamalig（船屋

區）、vanwa（灘頭），直接到勞動的區域-pangangaganpan（漁場），此一空間的軸線性安排，就構

成聚落空間的基本格局。事實上正是生產文化在空間上的實踐，生產技藝和自然資源間互動的結

果。 

而在聚落裡，完整的達悟家屋須有 vahai（主屋）、makarang（高屋工作房） 和 tagakal（涼

臺）；主屋建於地穴中，只有屋頂露出於地平之上，工作房建於淺穴之上，但其地板大致和地表

齊平，涼臺是高於地表的干欄式建築，大都有頂無壁。實際上主屋與工作房之地板也都以柱架高，

不與泥土直接接觸。主屋的正面朝向大海，工作房與涼臺的屋脊線則垂直於主屋脊線。 

部落中沒有固定的權威結構，以及能夠統御全社的領袖人物，有涉外事件或部落內糾紛發生

時，由各家族長老聚會商討；然而長老之決議對任何人都無確定之約束力，亦無強有力之機構為

此決議之後盾，但多數族人仍會尊重長老之議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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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落中雖無明確的權威人物，在不同場合中卻常有具特殊影響力之人物出現，做為暫時之領

導人，例如擅用刀斧、手藝特佳者，在建屋造船時常被尊為領導人，善鬥者在報復血仇或部落間

的爭鬥中被推為戰鬥的指揮，漁船組的領導人也當然是擅於操舟及嫻熟於漁技者。但這些長老級

領袖在事過境遷後，在部落內並未因此而擁有特別的權力。（張海嶼，1998） 

總而言之，傳統達悟部落社會的維繫，家戶、家族與部落之間僅有依農、漁及住居生產關係

所組成的共作團體。而傳統上達悟族深入地表的半地下式住屋，是對當地生態環境最能適應的住

居方式，冬暖夏涼的隔熱又兼具隔音的效果，更能防颱防震，在當代被譽為人類了不起的生態建

築傑作之一。 

（二）asa so inawan共作團體13
 

miripus 親屬關係可說是傳統達悟社會最重要的社會關係，是部落社會建構的基礎。達悟人之

主要親族群體，是由己身向父母雙邊等距展開的親屬為主，此點與漢人看重經由父系直系遠祖下

推的宗族組織是不同的。關係最親密的親屬是 kakte（同胞兄弟姊妹）及 kadwan do vahay（配偶），

再往外推展即是父母之同胞兄弟姊妹之子女 katesa 及其配偶，這個親屬群體達悟語稱為 ripus。 

島上的每個部落是以血親關係的群體所構成，這血親關係的群體稱做 asa so inawan（血親家

族），每個部落的群體都有自己家族的名稱，例如作者的家族被稱做 sira do nioy（椰子樹家族）。

傳統的達悟社會中有三個主要的共作團體：漁船組、粟作團體、灌溉團體。每一漁船組擁有一艘

由全體成員共同建造的六人、八人或十人大船。當飛魚季來臨時，同一船組成員共同舉行儀式、

遵守禁忌、捕捉及分享所獲的迴游魚類。粟作團體擁有一或多塊成員共同開墾耕作的粟田，並且

如同漁船組一般，粟作團體也一起分享共同耕作後的收穫，並舉行祭典。如今粟作團體在達悟社

會中已漸式微，雖然現在的粟收獲祭 mivaci 仍會舉行，但已是全部落性的規模，而非各粟作團體

自行舉辦。漁船組雖仍有活動，但由於族人已很少用人力大船捕捉飛魚，因此船組的存在僅成為

一種認同的象徵及內聚的儀式，近年來，大船建造下水典禮，以文化復振活動的方式，繼續作為

認同及凝聚的象徵功能。   

灌溉團體不像漁船組及粟作團，是一個比較不固定的團體。所有使用同一灌溉溝渠系統的田

地之地主，都是同一灌溉團體的成員，且只有當共同的水道要挖掘或修整時，才會一起工作。由

於一個人所擁有的水田常是散佈於各地，因此每個人都有責任要維護數個灌溉系統。近年來達悟

人已開始使用比較耐久的材料（如水泥、塑膠水管等）來建造灌溉渠道，族人已不需要再付出太

多的心力在灌溉系統的修護上，同時也減少了團體成員間彼此互動的機會，團體的凝聚力也隨之

愈形鬆散。 

asaka so chinerkeran（同一血親大船組）及粟作團體雖是自願性團體，但它們的成員彼此間

的親屬關係幾乎都包括在雙邊親屬內。漁船組成員資格可由父傳子或岳父傳婿，隨著時間的流逝，

構成船組主要成員間的關係會由父子或兄弟關係轉換為第一或第二從表兄弟的關係。當成員彼此

間的血緣關係逐漸疏離時，原本的船組便會瓦解，另外再成立數個新的、成員彼此關係較近的團

體。  

                                                             
13 「inawan」意指生命或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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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walan no asa so inawan（灌溉團體）的成員資格就不具有選擇性，一個男子屬於那個團體

完全視其水田所在的位置而定。由於一個人大部分的水田是繼承自其父，因此兄弟所有的水田時

常相鄰近，而屬於同一個灌溉團體。有時一個達悟人會因幫助他的親戚埋葬死者，或因別人之侵

害必須付出賠償，而獲得一塊水田，在這種情況下，灌溉團體便會加入不具血緣關係的成員。  

此外尚有使用 maparat（阻隔之意，一般稱下網）漁法較小的漁網組。這種團體的成員資格

是非義務性的，成員的加入及脫離較不受限制，成員數也不定。在捕魚時也不限於該組的人才能

參加，不論是否該組的正式成員，漁獲由所有參加的人均分，而未參加捕魚的該組的正式成員，

只有在漁獲量很大時才能要求共享。 

（三）達悟聚落生態知識的永續性 

相較於由資本主義經濟系統主導的「空間商品化」，例如土地租用或買賣等，已使得達悟人

的住居空間，即將失去與傳統住居空間之間意義的連繫。三十多年來，達悟人被刻意邊陲化及霸

凌壓迫，展開抵抗，展現出透過集體行動抗議，高調訴求，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堅持進行，

兩種截然不同的型式。不同的型式，卻有著同樣深遠的意涵與持續性的影響，可以說，在當中展

現了達悟社會文化的韌性力，在現代化及國家治理下，重新建構了對達悟傳統價值的敬意與認同，

凝聚了達悟人命運共同的意識，在反抗行動中，達悟族人化危機為轉機。 

達悟族人反核廢料場的儀式象徵行動，最重要的就是驅逐鬼靈。將看不到的核輻射視作為帶

來厄運的 anito（鬼靈），需要加以驅逐，所以在行動當中，「驅逐鬼（惡）靈」及 tosya kosori

（驅逐毒藥），亦成為最重要的口號。這樣的轉變，促成了達悟人社會的動力破繭而出，依傳統

住居空間文化進行國宅空間的改造，試圖藉由自我營構的方式，再度連繫上傳統文化中，生活世

界與住屋空間彼此相互賦予的意義，也成為動員修復土地的動員力量。 

分別針對「政治系統」及「經濟系統」而發展的反核廢料場運動、國宅改造運動，顯示出達

悟社會能動的韌性仍極為強悍，遂而在已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不僅凸顯出外來建制系統與達

悟生活方式（way of life）之間的裂縫，也顯示出達悟人有能力運用生活世界中所傳承、實踐的傳

統知識，來加以因應，修補裂縫。 

對當代達悟社會而言，現代化的物質與生產工具，機動船、水泥建材、機械設備，甚至網際

網路的便利性，終究都必須要面臨以達悟人的在地價值與觀點加以調整，加以內化與在地化利用，

才能降低減少對達悟社會文化之壓迫衝擊，進而促成達悟社會與自然生態之永續發展。這些經驗

都證明在傳統生態知識運作下的達悟社會，在面對現代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的衝擊時，可以有效地

調適，且展現強勁的韌性與恢復力。也就是傳統部落治理通過社會整合凝聚並建構、實踐社會規

範，以確保社會之互惠共享的倫理機制下，達到永續利用及維護賴以生存的環境生態。 

達悟陸域生態知識 

（一）土地權屬利用 

達悟人與土地互動的知識，連結了海洋與陸地，生計經濟與性別分工等社會關係，族人們應

守的倫理規範，就與土地利用與生產技能一起學習。作者詢問一位中生代公職人員，談及達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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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知道有關土地的傳統知識有那些時，他說:  

sinaboi 是指家族性的共有土地，這包括了農作物、果樹等種植地。在深山要認識各

種用途樹種，這是最基本的常識。您要知道哪種樹是要做船。芋田或地瓜園是婦女活動

的範圍，只有婦女可以獨自去，而男生不能自己去田埂，那樣會引來人家的猜測，好像

說家裡的女人已不存在一樣，已經死掉一樣，這在蘭嶼是一種 makaniaw（禁忌）。婦女

必須是很勤勞的耕作。到海邊採集蟹貝海藻可食物是婦女的休閒活動，夫妻一同去潮間

帶採集也是雙方培養感情的一種方式。（syaman M.F., 2015 訪談） 

在傳統部落中未經人力開發過的土地、天然資源視為公有領域，該領域中的山林、水源、溪

流與海，皆屬於部落共同所有，族人皆有權使用。聚落周邊範圍領域內的土地具備一種公用性，

提供臨時搭蓋住房、外來機構臨時使用等。基本上，部落公共土地除了為家族特別使用者外，族

人可自由進出，在不侵犯他人先佔的情況下，進行採集、開墾利用，但絕不能永久佔為己有。 

針對達悟族傳統土地權屬及使用的分類，本研究參考了盧幸娟（2001：55）的分類表加以修

正，製成如（表 3），用以呈現主要的土地權屬利用的分類。為了避免「私有」一詞帶來誤解，

本研究有別於一般研究者慣常採用的私有/公有（private/public）權屬二分方式，而採用個別/共有

（individual/common）的區分概念。雖然達悟族人的宅地與水田，基本上為個人擁有，可以依習

慣規範自由支配，但是並非現代私有財產制度下，可不限制對象地自由交換的，更絕對不能商品

化地買賣，那是完全脫離傳統土地習慣規範允許的範圍。 

   表 3 達悟族傳統土地權屬及使用類別 

擁有權性質 擁有單位 土地用途分類 

sako （宅地）、makarang（高屋）、tagakal（涼臺）、alilig（糧倉）

akawen （水芋田）、bewawakayan （藷田或旱地） 

pisisiboanan（林地）、pimoamoanan（果園）、sinaboi（堆柴舍）

akawen 

個別所有 

asaka vahay 

家戶或單獨個人 

kakamaligan （船屋）、pakakanan（養豬地） 

水田、旱田 

pisisiboanan （林地）、pimoamoangan （果園） 

ungumangong （小米農地） 

kakamaligan （大船屋）、sawalan （水渠地）、akbed（水源頭）

asa so inawan 

家族 

balalavotan sira do “nejiow” 家族性放牧區 

vanwa 部落前灘頭、pakakanaman 舞蹈場、kavojidan 大片茅草區、

rakoaranom（akbed）湧泉、水源地 

pisisiboanan （林地）、rarahan （公共道路）、ajo （溪流） 

abo omlalin sya （部落附近無主地）、kanitoan （墳墓地） 

majajadai 禁忌地（曾經死人的地方，不能開墾使用） 

pasalan （海灣）、pitanaan （陶土、船塗料採集地） 

ili 

部落 

totokon （高山）、kahasan （深山區-森林） 

kababedbedan 

共有 

oomanagng 

家族、部落 

部落共識決旱地或果園地（地點如青青草原、龍門碼頭及核廢料場

等） 

資料來源：本表格修正自盧幸娟（2001：55） 



159 

 

共有土地，依照達悟族傳統習慣，區分家戶、家族、部落不同層次，不同方式的共同使用，

無論如何，絕不包括永久佔有。共有地上的資源，若為個人勞動成果，例如果樹與農作物，則地

上物屬個別所有。有時自然生長的採集物，經習慣規範標幟記號，也屬個別所有。 

達悟族的傳統宅地原則上是屬於家族共同所有。作為建築基地的宅地，基本上已用卵石鋪成

平台整理好，即便上面蓋的房屋損毀，地基仍舊保存，很少會將宅地夷為荒地，因此宅地的性質

不太容易改變。建築在宅地上的家屋，原則上只使用一代，不得分割、繼承。家屋的所有人是父

親，待父親去世後，會把房子拆掉，將建築材料分給家中的兄弟。而現在的房子已都蓋成水泥房，

達悟人繼承的文化也跟著變化，最大的問題是把房子蓋在聚落外圍語環島公路旁，延伸的問題諸

如如土地糾紛、地景環境改變與大量飲用山泉水等。 

另外，陸域的灌溉水渠系統、山坡地、林區、茅草地、牧場等，在達悟族的傳統習慣裡是屬

於家族所擁有。達悟族主要農作物為水芋，為了水芋田之灌溉，需要將天然的山溪修築成灌溉系

統，龐大的工程通常是由大量部落人力共同完成，所以通常水渠的修築都是動員一個或數個親族

的力量，即前述灌溉團體。當一個人參與了灌溉水渠系統的修築，他便擁有其系統的使用權，若

某人有農田分佈各處、參與了各處水渠系統的修築，同樣地也擁有多個灌溉系統的使用權。由於

灌溉水渠系統施工之辛苦，灌溉水源取得不易，在達悟族社會中，搶別人的水源是絕不允許的事，

灌溉水渠系統的歸屬權是固定不變的，除非透過牲畜或金箔之買賣、交換，才可以獲得水渠的使

用權，由此可看出水在達悟族社會中的重要性。 

達悟族透過地名命名，展開學者所說的「地誌書寫」14，是充滿豐富在地想像的地名知識系

統，相較於現代國家治理下的土地測量、編號、登記制度，更能包涵該地的自然與人文歷史緣故

關係。對達悟人而言，一個地名代表的是一個土地權利的單位與權利範圍，分布各處的地名有如

傳統地籍圖與土地登記簿： 

陸上的土地財產，如 ajo 溪流、doroagnna 水源頭、及 tokon 山林、jitanan 採陶土區， 

ili 村落基地、pakanaman 海岸碼頭乃至 pararonan 棄穢處、lalavetel 茅草地，都是無須

經過人工開發即可利用的土地財產。每一單位都有一個專名。各社的老人都能指出每一

塊公有土地的地段邊界，能說出每一區域的地名。因此我們可以對每一種公有土地做一

個村落單位的編號登記，並測繪出來一張可以注滿號碼與小地名的地圖（衛惠林、劉斌

雄，1962：131-134）。 

達悟族傳統知識豐富，除了海洋民族獨特的海洋知識之外，來自山林的植物知識也是族人數

千年來為了求生存而發展出的生活知識，且達悟文化的核心，拼板舟文化、傳統住屋建築、水田

耕作等，都與山林植物的利用息息相關，而其他如紡織等利用植物的過程，也體現了達悟族傳統

文化的內涵，可見傳統生態知識之於達悟文化的重要性。 

（二）mamaren so avan造舟 

                                                             
14 「地誌書寫」的說明在胡正恆（2002)的文章中提到：「區域地名在形成及演變的過程中，不只充滿各種民俗植

物學、生態學、及地質地景的認知意象，其間並凝聚著具有深厚詩意的祖先故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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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ala（拼板舟）在達悟文化裡，不論是在漁撈活動或是祭儀活動上，皆佔有重要的地位15。

拼板舟的建造，從準備、製作、落成儀式，甚至拼板舟完成後用於海洋捕撈生產工具，過程各個

環節皆與植物的利用息息相關，造舟相關的民族植物資源與知識，對於達悟族人而言，是與生活

密不可分的。 

 造舟可分造 tatala（小舟）及 chinerkerran（大舟），這並非技術簡單、由獨木剖刳而成的

獨木舟，而是由二十一至二十七塊木板靠木釘、接榫、結綁及馬尼拉麻拼合而成。一般的構造是

龍骨及舷板都分成首、中、尾等三段，兩舷側板則分成二至四層，每層三片。各段木材之擇取是

根據其功能而定，例如漁舟出海、入港時須在海邊拖拉磨擦，故船底龍骨須擇耐磨之硬材；船之

首尾常會撞及礁石，須用質堅硬木。各類船板用材之栽培常須經數十年，因此往往是父祖樹木而

由兒孫取材。  

造船時船主也可事先籌備為新船舉行盛大之 mapabosbos（新船下水祭典），此種儀式之大要

與新屋落成禮相差不多，只是頌讚禮歌中須以海上的捕漁活動為主，而在新屋落成禮中歌唱的主

要題材是農耕、畜牧及伐木之事。要行下水禮之船在船身須加仔細的雕刻及上顏色。大船的漁船

組成員眾多，所以一般大船之下水禮常常成為整個部落的盛事。不行典禮的船建好後亦須有簡單

的儀式，邀集少數血親家族會餐慶祝，唯船身不得過份雕飾。 

（三）農漁業以外生計知識 

農漁業以外，畜牧及採集是達悟人次要的生業。牧養的畜類主要是豬與羊，這兩種家畜的照

顧責任也是依性別分工。  

達悟人家畜的經濟價值遠低於其社會文化價值；豬、羊並不供日常食用，除非意外或疾病導

致傷亡外，家畜不會在非節慶及祭儀時無端宰殺烹食。同時個人不論擁有多少豬、羊，很少用來

出售或交換其他財貨，大都僅能在自家舉行儀式時宰殺食用。在儀式時宰殺的豬、羊一則是向祖

先奉獻的祭品，另一方面可循社會關係網絡分贈親友，形成時相往還的互惠交換關係。一個經常

有能力送出豬、羊肉的人，其社會地位亦高人一等。有些男人終其一生無法累積足夠的豬羊家畜，

可在新屋或新船造妥時舉行帶有誇示財富性質的儀式，這樣的男人會被認為沒有善盡社會責任而

遭鄙視。 

衣食同樣都由男女兩性合力解決，住與行則由男子負責。meycinon（織布）、mamaren so vahay

（建屋）與 mamaren so tatala（造船）除滿足基本的生物需求外，也有更深層的社會文化價值，

不僅技藝高超者能獲取較高的社會地位，受到特別的尊崇，最重要的是家屋、漁舟以及衣服所附

帶或附加的宗教及儀式意義，因此不論是女人織衣或男人造舟、建屋均須專心一志，不可旁騖，

尤其是織造禮衣及建造要舉行大規模落成禮的船或房舍時，更要兢兢業業，謹慎將事，一個家庭

一次只能進行上舉三事之一，不得同時從事其中的任何二項。  

婦女織布主要以 avaca（馬尼拉麻）為材料，男人也以 kolit no kayo（樹皮）、vazit（籐）、

anioy（椰子）等製造穿著衣物，例如頭盔、護胸背心、雨衣及帽笠等物。目前達悟男人仍製作的

                                                             
15 本文只能扼要說明拼板舟的形制、取材製造及相關禮儀知識，詳細研究及其文化內涵剖析，請參考鄭惠英（1984)

及鄭漢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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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也都以具有儀式意義者為主，例如盛大典禮時所戴的圓錐形 volangat（銀盔）、外出及送葬

時防鬼靈侵害的 vinaovaod（籐盔）及 asot（護胸甲）。 

綜觀上述論點，達悟族人的土地從灘頭、聚落、水田、旱地到山林，依部落家族的社會規範

井然有序的利用與管理。過去部落少有發生土地糾紛，如果產生糾紛，它有一套族人間、家族間、

部落間解決紛爭的習慣規範制度。 

近年來達悟族人護島的願望高張，再也不能忍受環境與土地的流失與破壞，表現在更多人走

出來抗爭。此時，或許族人除了應該坐下來探討當前的處境，更應從達悟傳統的土地規範與制度

出發，來回復族人的土地正義，重振土地及環境倫理。 

研究期間，經訪談部落耆老及地方人士及參與數次工作坊，均曾針對部落所面臨土地問題，

比較傳統的規範與現行模式，討論如何保護傳統領域，如何分區管理、共同維護生態及自然資源

權利、如何進行制度調整所獲得結論。族人關注的重點都是在於如何恢復、重建部落/家族治理土

地自然資源的權能，達悟族人仍然深信傳統生態知識在現代島與環境治理與社會生活具有永續性

應用價值。（見表 4） 

表 4 達悟族土地傳統制度在對照現代制度下所呈現的永續性價值 

資料來源：作者製表 

 

 傳 統 制 度 現 代 制 度 
傳統制度的 
永續性價值 

權屬確認模式 依習慣約定地上物標示記號 
測量、鑑界、編
號、登記 

習慣約定比技術專業分工更能維繫
社會整合與資源利用規範 

移 轉 限 制 
原則上部落、家族、親族，可
跨部落 

有限度自由移轉
社會互惠交換關係比起個人自由支
配權利移轉更能維繫社會整合與資
源利用規範 

糾 紛 處 理 調解、協議、神判 
行政裁決/司法
判決 

以修護社會關係為目標比起外部權
威決斷更能維繫社會整合與資源利
用規範 

個人 
（家庭） 

sako（宅地）、piangagawanan
（水芋田）、旱田、 
bewawakayan（藷田） 

個人登記 
習慣規範及社會規約比起外登記確
定有較佳彈性協調空間，更能維繫
社會整合與資源利用規範 

家族 

Piangakawanan（水田、旱田）
pisisiboanan（林地） 
pimoamoangan（果園） 
ungumangong（小米農地） 
sawalan（灌溉水渠） 
abbon（水源地） 
balalavotan no asaka inwan 
（家族性放牧區） 

無（公有鄉管登
記國有） 

習慣規範及社會規約下的社會團體
互惠共享比起現代政府公有地管理
有較佳彈性協調空間，更能維繫社
會整合與資源利用規範 

土
地
利
用
及
權
屬 

部落 

kavojidan（大片茅草區） 
pisisiboanan（林地） 
ajo（溪流） 
majajadai（禁忌地:曾經有發
生意外死亡的地方，是不能開
墾使用） 
kanituan（墳墓地） 
jitana（陶土、船塗料採集地）

無（公有鄉管登
記國有） 

習慣規範及社會規約下的共享比起
現代政府公有地管理有較佳彈性協
調空間，更能維繫社會整合與資源
利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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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現代環境治理應該重新反思達悟人長期對環境所累積的生態知識，未來若能善用

在地族人對於人口和環境細微敏感的觀察、恢復或維護環境的特性上，結合部落可立即動員的人

力，如此應能填補現代環境治理所無法達成的目標，進而適時強化達悟人經營永續島嶼的韌性度

上。 

結  論 

本研究回顧超過一世紀達悟族的傳統生態知識受到現代環境治理之影響過程，對照現代環境

治理的模式如何改變在地達悟人對環境的依存、利用與經營，以及相應的社會文化，來成現達悟

傳統生態知識的永續性價值。 

研究發現，達悟人的傳統生態知識在其能有效地維繫達悟人在所處海島環境生存，其技術知

識、管理系統、社會體制、世界觀的每個層面，並不是分別獨立運作，而是相互環扣、相輔相成、

整體性的知識-實踐-信仰複合體系統，雖然受到國家及現代模式環境治理的強烈衝擊，中間有許

多環節被改變、切割、干擾與破壞，但是達悟人能運用未受損的部份，進行修補、調適、再生、

轉化，而迄今仍能有效因應。 

本研究針對人之島傳統生態知識，闡述其永續性價值，分別就整體生活世界，以及海洋、聚

落及陸域三個生活空間場域，進行探討，所獲得的成果，以 Berkes 傳統生態知識分析模型的技術

知識、管理系統、社會體制、世界觀的四個層面，進行比較對照，將成果製作為表 5。 

表 5 在各生活場域中達悟傳統生態知識、現代環境治理及其永續性價值影響對照表 

生活場域 傳統生態知識 現代環境治理 達悟傳統生態知識的永續性價值

K 在地經驗融入式知識 普遍客觀量測式知識 
不依賴專業及器具，普及與實況化

經驗知識實用性高 

M 
歲時祭儀禁忌規範 

社會約束 
國家法規範制度 

非外加強制規範，可高度脈絡化，

社會-生態系統整合 

S 部落家族社會組織 
分層分工政府機構 

齊民社會 
部落社會自主組織與整合 

整體 

W 天神與 anito（鬼靈）信仰 理性科學至上信念 接受與順應自然的規律與變動 

K 
捕捉飛魚為首魚類所關聯一切

認識海洋的知識 

客觀量測現象可量化 

瞭解及掌握的海洋知識 

立基於在地環境生態及生活習得，

知識普及化與實況化，彈性調適能

力高 

M 
以飛魚為核心的禁忌規範社會

約束 

一體適用的法令 

行政監管 

習慣規範具高度脈絡化 

自主管理適應力 

S 部落船團社會組織 個人自由組合 
互惠分享社會整合與資源利用效率

高 

海洋 

W 
敬畏賜飛魚天神與 

奪人命運的 anito（鬼靈） 
憲法國家權威 

互惠分享社會整合與資源利用效率

高 

K 傳統順應式土地利用 計畫編定使用類別 順應而非改造土地環境生態 陸域 

M 土地習慣規範約定 測量編號鑑界登記法令 
習慣規範自主管理具高度脈絡化協

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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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親屬家族部落社會組織 行政區下個人 
互惠分享社會整合與資源利用效率

高 

 

W 天神與 anito（鬼靈）信仰 憲法國家權威 
自律優先於他律，接受與順應自然

的規律與變動   

K 
住宅營建及聚落空間形構與調

整 

住宅設計建造及社區空間規

劃實施 
順應自然環境與部落共識 

M 土地習慣規範 土地營建法令 
習慣約定與共識能維繫社會整合與

資源利用規範與效益 

S 親屬家族部落社會組織 行政區下個人 共享社會整合與資源利用效率高 

聚落 

W 天神與 anito（鬼靈）信仰 憲法國家權威 
自律優先於他律，接受與順應自然

的規律與變動   

資料來源:作者製表 

註：字母符號代表意義，K：技術知識，M：管理系統，S：社會體制，W：世界觀。 

綜觀島嶼的自然生態對於達悟人而言有多重的意義存在，每種自然資源相互緊密依賴關係，

形成部落族人面對海洋或山林的資源分享，甚至形成調節的空間基礎，而島嶼的自然環境承載了

族人們共同的圖騰與記憶符號象徵。面對國家抹除差異，宣稱普遍理性的統制管理時，人之島當

前環境治理的邏輯是呈現混亂的、齊頭式和傳統規範被刻意邊緣化的衝擊。 

如何能以達悟島嶼在地傳統生態知識引導之下，調和現代環境治理知識，紓解生態環境之衝

擊壓迫，建構成為適應力與軔性兼具的自主治理模式，促成國家島嶼治理在地化轉型，國家治理

對傳統自主治理轉而以支持性的模式取代強加規範的替代性模式，是後續人之島的達悟族人要持

續不斷努力破解的重要課題，達悟人傳統生態知識的現代永續價值，對於如何調和、修復台灣整

體社會與人之島蘭嶼之間社會-生態關係的課題，無疑是深具啟發性與參考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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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訪談和工作坊 

 

本文所引用之訪談報導人背景說明 

訪 談 

代稱 部落 性別 年齡（歲） 職業 訪談日期（時間） 

syapen G.D. 
Iratay 

（漁人） 
男 約 91 漁夫 2015 年 6 月 5 日（約 2 小時） 

syapen L.M. 
Iratay 

（漁人） 
男 約 70 文史作家 2015 年 6 月 3 日（約 1 小時） 

syaman M.F. 
Yayo 

（椰油） 
男 約 56 公務員 2015 年 6 月 6 日（約 2 小時） 

      

工作坊 

名稱 時間 地點 參與報導人 

蘭 嶼 參 與 式

地 理 資 訊 系

統 暨 部 落 地

圖 系 列 工 作

坊 

2011 年 

7 月 26, 27, 28 日

（18：00~21：00）; 

8 月 11, 13, 15 日

（18：00~21：00） 

蘭 嶼 部 落 文

化基金會 

Imorud（紅頭）部落：syapen manhavas（施鳳

山）、syaman laonas（施貞雄） 

Iratay（漁人）部落：syaman kajivow（胡錦鄉）、

syaman maningkad（謝加水） 

Yayo（椰油）部落：syapen kotan（謝明東）、

syaman sidongen（顏福壽） 

Iraraley（朗島）部落：syapen kotan（謝加仁）、

syapen vaknang（蔡武論） 

Iranmeylek（東清）部落：syapen kotan（黃野

茂）、syapen pamizngen（黃杜混） 

Ivalino（野銀）部落：syapen kotan（廖隆明）、

syapen ngozicip（謝福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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