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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烏瓦知河岸部落的族群認同、社會資本與部落發展
Ethnic Identities, Social Capital and
Tribal Development of Tribes of Riverbanks
張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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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thic identity, social capital and tribal development of Dahanxi
Riverbanks. In other words, the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ethic identity, social capital and tribal
development of Amis tribes (urban indigenous tribes) at Dahanxi Riverbanks. Based on trib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reciprocal organizations, we could examine the
contents and differences of social capital of aboriginal people and future tribal developments also.
The methods of this study are including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ory interpret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discussed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religious worship, traditional folks,
ethnic &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survival pattern of Amis tribes.
Keywords: Riverbank tribes, Amis tribes, ethnic identity, social capital

摘

要

本研究所關注的是大漢溪流域阿美族部落的族群認同特性、社會資本與組織互動型態，以及
部落發展情形。進一步言之，本研究以桃園地區大漢溪流域阿美族的撒烏瓦知（Sa’owac）部落
為主要研究個案，探討其族群認同之內涵、社會資本之特質以及部落發展之具體樣貌。換言之，
本研究探討撒烏瓦知部落形成的過程，並試圖從其部落參與、人際互動以及互惠組織等特質，檢
視其在社會資本方面內涵與特質，因此乃從宗教信仰、傳統習俗、族群文化認同，以及生計模式
等四個面向加以深入分析。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法、理論詮釋分析法以及深入訪談法為主，並得到
有關撒烏瓦知部落的宗教信仰、傳統習俗、族群文化認同，以及生計模式等四大項結論以及相關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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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背景與重要性
臺灣原住民身處於複雜的歷史與社會變遷環境之中，面對傳統與現代生活價值的衝突、原住
民文化與漢文化的價值矛盾、原住民族群與漢民族等多元族群認同的混淆，以及原住民個人和社
區組織參與之間的疏離情結，的確對原住民來說是一項很大的生活挑戰與生存掙扎。本研究所關
注的是居住於大漢溪流域的撒烏瓦知部落之族群認同、社會資本與組織互動型態，以及部落發展
情形，企圖從河岸部落的族群生活與文化中，尋找原住民在現代社會中追求生存的軌跡。
自古以來，河流是文明與文化孕育的母體，原住民的聚落與發展，無論是在原鄉（山區）還
是到他鄉（都市）
，都循著一定的軌跡逐漸形成一個具有生活特色樣貌的部落，當然也展現出族群
特有的互動與互惠系統，開展出部落的產業、文化與永續生存的法則。本研究所關心的「部落」，
並非政府政策思維中所指涉的村級行政體系下的「聚落」（settlement）單位，而是包含了幾個共
享不同規範的和關係網絡的社區/共同體（community）所形成的單一聚落；或者是由幾個聚落單
位所組成的同屬一個共享規範的和關係網絡的社區/共同體（官大偉，2010）
。
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是指個人對某個族群團體的歸屬感，以及由此族群身分所產生的
想法、知覺、感情和行為，以及個人對這些團體模式的習得（陳麗華，1999）
。原住民族在面臨現
代主權國家與經濟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始終處於弱勢的邊緣族群角色，在民族認同方面顯得
有些艱辛，此外，由於全球化與都市化的磁吸效應，原住民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雙軌中，也
是處於認同的危機之中。因此，無論是留在原鄉的原住民，還是搬遷到都會部落的原住民，都同
樣面臨族群認同的困擾。進一步言之，由於時空環境的改變，原鄉與都會原住民在族群認同的態
度、知覺與行為投入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因此，也可能與其所處的社會資本條件之不同，而在
族群認同之內涵與過程方面有所差異。此外，族群認同的內涵也展現在族群互動過程中所具有的
網絡、信任、互惠或規範之中，此即社會資本。換言之，族群認同與社會資本是一體的兩面，具
有同時開展性。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指涉的是人們可以運用，以解決共同問題的社會信任、規範和網絡
之存量，對不同部落而言，社會資本表示藉由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和機制，部落成員可以產
生互動並連結在一起，解決共同問題，以達成永續生存的目的（蔡必焜、王俊豪、卓正欽，2004）。
社會資本不但代表了一種部落的「知識資源」，也含括了部落的「認同資源」，由於此兩種資源的
交流與互動，更展現出對部落發展與部落成員有利的合作或行動（張德永，2008）
。
綜上所述，本研究企圖探究大漢溪流域之撒烏瓦知部落在族群認同方面的現況與演變過程，
並試圖從其部落參與、心理互動及互惠組織等特質，分析其族群文化與生計模式等現象，並進一
步檢視其社會資本的內涵與差異，進而探討部落（社區）發展的可能性與未來性。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有以下兩項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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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充相關原住民研究的零散與缺乏整體性之論述
有關大漢溪上游地區原住民部落的研究集中在一些特定地區如斯馬庫斯、新光，甚至是以整
個鄉鎮區域為考量範圍，至於其主題，則以生態保育、觀光產業、部落營造等較多，至於針對各
部落的族群分佈、組織系統關係、互動與聯盟程度、部落整體的橫向整合等未來發展議題，則較
少被討論。至於下游的都會地區原住民之相關研究，直到陳永龍（2010）
、盧建銘、許淑真、張進
財（2010）針對河岸邦查部落撰寫論文之後，有關思考河岸部落原住民的議題，更引發諸多關注
與討論，因此乃引發研究者對都會邊緣新興部落之研究興趣，期待藉由更廣泛的流域概念之族群
研究，進一步補充原住民論述，使有關原住民的理論更具完整性。

（二）替河岸部落的都會原住民族群尋找定位與追尋主體性
河岸部落的原住民不但在地理結構上成為被迫的「流浪者」
，並且在主觀意識上也成為了族群
認同的「追尋者」，本研究希望站在「部落本位」（無論是原鄉或是都會新興的部落）的立場，透
過與原住民族的交流與觀察、對話及互動，協助原住民尋找部落族群的新認同；並藉由社會資本
的尋求與建構，讓部落原住民找到真正的主體性，而不會淪為永遠的都會邊緣族群。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有六：
1. 探究撒烏瓦知部落的形成過程、現況與困境。
2. 探討撒烏瓦知部落的族群文化認同之內涵及其衍生過程。
3. 探討撒烏瓦知部落的傳統習俗及其演變過程。
4. 探討撒烏瓦知部落的宗教信仰及其組織概況。
5. 探討撒烏瓦知部落的宗教生活方式與生計模式。
6. 分析撒烏瓦知部落在部落參與、信任感衍生、交流互惠程度等社會資本上的演變，以及以上
四者與社會資本的影響關係。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河岸部落為研究範圍，就其涉及之主要議題和範圍，茲將文獻探討分成三大部分：
（一）族群認同的意義與相關理論；（二）社會資本的意義與理論；（三）大漢溪河岸部落現況與
發展。

（一）族群認同的意義與相關理論
本段文獻初步整理和探討的主題有：認同感的定義、族群認同的特徵、原生與工具性論點、
文化認同、身分認同與認同的流動性等。茲分述如下：
1.認同與認同感
族群認同是一個族群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元素，包含個人及其所屬族群團體的認同要素。一般
而言，認同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自我認同（ego identity）
，一個是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
前者指的是個人對自我現狀、生理特徵、社會期待、以往經驗、現實情境、未來希望等層面的覺
知，上述統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而和諧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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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族群認同理論把認同感認為是發展性的，終會朝向統合的方向。但是跨文化和社會心理
學研究認為我國在亞洲社會是相互依賴的特質，受情境影響很深。 Phinney（1996）認為民族認
同感定義集中在文化特質方面，例如該民族的規範、價值、態度和行為，且代代相傳。族群認同
感也可說是個體如何被他人歸類的一種知覺。Uba（1994）進一步定義族群認同感的三個特徵：
（1）
族群意識：包括意識形態（文化和信仰）、行為（明瞭行為規範）。（2）採行族群認同感：結合種
族行為、規範、價值和信仰，伴隨歸屬感。（3）根植族群意識：在特定場合中，無意識且自然表
現出族群意識基模。
以綜合論點來論述，認同即是個人對自我的覺知和在社會化過程中，經由模仿自其他個人或
群體的價值，所產生的社群定位。而認同感則指依此定位伴隨而生的情感認可現象，個人將其所
認同的個人或團體價值，視為方針。是以族群認同指的就是個人模仿所屬族群的價值，形成相對
的自我定位，並由此定位而衍生情感認可的狀態。
2.族群認同的特徵
由於人類可能發展出多種認同型式，本研究主要以原住民群體為研究對象，因此原住民的族
群認同是探討的焦點所在。族群認同與其他群體認同的相異之處，在於它以族群（ethnic group）
或種族（race）為認同的主要基礎之一（許木柱，1990）
。特別是個體在形成族群認同時，除了認
為跟此一群體成員有某些共同特徵外，還認為跟他們之間有屬於此一群體所專有的共同祖先（蔡
瓊嬅，1997）
。
每個族群都有其特定的族群標幟，如：生活方式、歷史的起源、宗教信仰乃至價值觀、宇宙
觀等，用以標示我群，以與他群區分（許木柱，1990）
。族群認同的定義，可整理出五種常被引用
的指標：（1）共同的族群起源；（2）屬於同一文化或具有相同的習俗；（3）共同的宗教；（4）同
一種族或體質上的特徵；（5）使用相同的語言。其中大部份指的是外顯的族群標誌，而族群認同
（ethnic identity）就是指個人對某個族群團體（ethnic group）的歸屬感覺，以及由此族群身分所
產生的想法、知覺、感情和行為，及個人對這些團體模式的習得（陳麗華，1999）
。
換句話說，族群認同的意義對個體而言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會隨著情境不同而有所轉變，尤其
在經過特定的個人或社會事件之後，個體將會形成強烈的族群認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衝突事
件結束之後，個體轉而形成一種形式上的認同。因此，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個體對族群界線的
定義會有所變動，因而導引出新的族群認同（張琇喬，1990）
。
Wallman（1983）也曾指出，族群認同不再是一種固定的、不具彈性的、堅定的、從一而終（oncefor- all）的承諾，而且也不必要是單一的，多元的族群認同可以同時存在，具有多樣性、可變性及
多層次性（蔡瓊嬅，1997）
。而更重要的是，也許族群認同只是多種認同選擇中的一個。
因此，認同感雖是一種對於我身為我本身的一種同一性（sameness）與連續性（continutity）的
感覺（許文忠，1998），依此產生內心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但若內在秩序與安全規準有所更動時，
如因應社會的變遷，則認同感應維持如一或有所變動，便成為依自覺（self-conscious）的方式來抉
擇，由於認同感是自我的抉擇，便不致因此被迫放棄而擾亂個體分類人群的心理秩序。
根據以上的論述，可將族群認同的特徵整理如下：
(1) 族群認同是以族群特徵為基礎，區分我族和他族的心理機制。
(2) 族群認同是個人對群體的認同，也是群體對個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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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的族群認同將會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
3.都市原住民後代族群認同：原生與工具的論述
族群認同，簡單的說是指個人對於某個族群團體的歸屬感，以及對族群身分所產生的想法、
知覺、感情和行為（張耐、魏春枝，2000）
，多數的學者對於人們如何認同自己的族群和文化，認
為比較有影響的有兩種論述，即原生論（又譯為根基論）和工具論（王明珂，2001，施正鋒，2001）
。
不論是根基論者或是工具論者，兩種論述下的族群認同都將使得都市原住民後代的族群認同產生
危機，以下將藉由根基論者及工具論者如何定義族群認同的論述中一併探討都市原住民後代的族
群認同。
根基論者認為族群認同主要是來自於根基性的情感聯繫，其聯繫凝聚的方式是倚賴既定的血
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以廣義的角度觀之，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四要素中只要具
備其中一項便可激起族群認同意識。但若以狹義的角度觀之，則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四
要素乃不可或缺的。除了上述所指出的四大要素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之外，張耐、魏春
枝（2000）發現，少數族群在族群認同上，牽涉到認知與感情兩方面時，族人常藉由膚色、形貌、
服飾標誌來分辨不同族群，同時也透過自我和他人之間的比較，來增進族群分類的知識；其次，
形成族群認同的多項因素中，有五項指標最具代表性：同族群起源、同文化習俗、同宗教、同種
（體質特徵）及同語言（張耐、魏春枝，2000）
。族群認同不僅是建立在生來就有的血緣上，它同
時也必須建立在某些有形的共同文化特色上，例如上述的共同語言、宗教信仰及共同的風俗習慣
等，因此，族群認同並不僅僅是刻板的只依據血緣來認定。應該以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雖然血
緣仍不失其重要性，而是除了血緣傳承之外，應該還包括有文化傳承、或主觀認知的所謂「既定
資賦」
，故其旨乃在強調族群的傳承性，而此傳承性的憑據則除了血緣之外，又擴大範圍含括了如
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等，血緣反而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對於出生、成長、受教育都在都
市的原住民後代而言，他們卻正好除了血緣之外，沒有一項符合根基論者所論述的「既定資賦」，
他們在「根基性的聯繫」上無法緊密的凝聚在一起。筆者認為根基論者所提出的論述，強調族群
認同的形成除了血緣還須注意到其他共有的文化特色的結果。當然所加入的文化差異要項越多，
越能清楚的分辨出族群的邊界，但如果有差異的要項逐漸減少，則最後可以作為分辨的關鍵就只
剩下血緣及語言了（林修澈，2001）。
另一派被稱為工具論的學者，對於族群認同的起源，則打破根基論者以血緣為基礎的論述。
工具論者的論述摒棄了根基論者以血緣、語言、宗教及風俗習慣等作為族群認定的依據，藉打破
舊有的族群界限，以擴大族群範圍，工具論述下的族群認同被視為是一種政治、社會或經濟現象，
其認同是可以隨情況而定的、是多變的。
在強調多元社會的今天，在各種多元的文化認同下，多元給了個人更多的空間作選擇，然而
多元亦代表多重及不固定，使得認同的目標顯得更模糊、更紛雜而不知所措。人們從過去的生長
環境中所獲得的一些「既定資賦」
，在新的社會中已難以固守，人們不必再固守於老舊的傳統文化
中，相反的，是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人們認同的型態是自己想要看到的最好的呈現方
式，都市原住民後代亦身處於如此巨變的社會洪流中，如何選擇自己的認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前現代時期，個人的認同是固定的，是故筆者認為工具論及根基論所論述的是個人對於身處環
境的自我認同感的具有相當程度的自覺，現代的都市原住民也是如此，雖然在所居流域長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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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的能夠接受更多元的生活方式，這也意謂著族群認同的意識有相當程度的分歧與複雜。
4. 文化認同、身分認同與認同的流動性
認同不是靜止不動的，同樣的人在不同的空間、不同的環境其身分是會流動的。張京媛（1995）
對於認同也提出相似的論述，她認為身分和認同不是由血統所決定的，而是社會和文化的結果，
而種族、階級、性別、地理位置均會影響身分的形成，具體的歷史過程、特定的社會、文化、政
治語境也對「身分」和「認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換句話說，
「中國」和「中國人」的含義對不
同區域、不同階層、不同年齡層的人來說是不同的，身分甚至可以作為一種表述的策略（張京媛，
1995）
。
都市原住民之認同之所以流動不固定，乃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造成身份的流動，換句
話說，認同是一種社會關係，由於人與人彼此之間互動頻繁，社會網絡複雜地牽連著，網絡中的
個人不僅要能感知自己和哪些人有共同之處，同時也要能區分我與他者有何區別，關係的不同相
對的身分亦隨之流動，因此認同無法處於靜止不動。認同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在我們的認
知中沒有名字的人並不存在，非人為所創的語言與文化也不存在，這些認知或自覺，雖然像是被
發覺的，但其實總是被建構的，認同即是在此單一的、或相關的整套的文化特質的基礎上建構意
義的過程，因此雖然認同可能源自於具支配力的制度，例如社會或教育機構，但只有在個人將之
內化並將它們的意義環繞著這內化過程建構時，它們才會成為認同，所以自我認同，是一個人以
其人生經歷對自我所做的反省式的了解（曼威．柯司特，2002）
。
都市原住民跨越了自己原本的文化框架，進入並建立另一個社會網絡，個人必須面對新的社
會環境制度，試著自我協調並將之內化，其文化認同即隨著時間、空間緩慢且持續地轉型，他們
除了必須在新環境的大洪流中掌握住自己避免迷失，同時還要努力地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給他
人以獲取肯定，當他們面對週遭強勢漢文化的壓力時，無論是採取接受優勢者的記憶並同時接受
較低劣的社會地位，抑或採取對抗態度並強化對原鄉部落的認同，這種決定認同的過程，顯然地
已經不是單純的血統因素所能夠決定，而是在轉型的行進中，透過自我認同的重塑，經由不斷地
流動、詮釋和建構所打造而成的。
5. 小結
在河岸部落的族群認同的過程中，都是以都市原住民所居環境為主要群聚方式，經過教育、
不同的族群經驗，以及欲於社會網絡中找到一個有利於自己的位置，會發展出多重的認同，這些
多重的認同面向，必須面對外界的各種聲音，例如媒體的批判、專家學者的詮釋、以及政府的肯
定與否，甚至必須接受所選擇族群族人的質疑，因此，當都市原住民後代在面臨抉擇的時候，並
沒有想像中的自由與容易，他們的認同與外界的看法可能因為有交集而受到肯定，亦可能因為沒
有交集而遭到否定。不同的族群在民族學屬性的各個面向如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上，如
果大相迥異，則族群的邊界便清晰無比，但若民族經不起涵化或同化，則其獨特的民族學屬性將
模糊以致邊界難辨（林修澈，2001）
。都市原住民後代在選擇族群認同的過程中，將受到諸多因素
的影響，只要認同某族群的文化其身分也會因而確立，而文化認同在歷史的光譜中不斷地轉型，
都市原住民後代則必須在面對新環境的洪流中掌握自己，確立自己的身分以獲取認同，因此他/
她們對於族群的認同，無論是在概念上或是特性上，都有相當程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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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資本意義與相關理論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顧名思義乃是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綜合觀點所產生出來的概
念，換言之，社會資本乃是從人際網絡的互動所產生的一種具有投資效益或者附加價值的行為。
以下乃從社會學、經濟學、甚至政治學者所討論和分析的社會資本概念及特性進行探討。
1980 年，法國的 P. Bourdieu 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發表了「社會資本隨筆」正式提出了「社
會資本」的概念。並把它界定為「實際（真實）或潛在（虛擬）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與相互默
認或承認的關係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係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因而它是自然累積
而成的」
（李惠斌、楊雪冬，1999）。
1988 年，美國的 James S. Coleman 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發表了「社會資本在人力資本創
造中的作用」
，把社會資本界定為「許多具有兩個共同之處的主體，它們都由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
組成，而且它們都有利於行為者的特定行為—不論它們是結構中的個人還是法人」
。Coleman 從社
會結構的意義上論述社會資本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經濟社會學」理論。
Burt（1992：9）指出，社會資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聯繫，通過它們，你得到了使
用其他形式資本的機會，…企業內部和企業間的關係是社會資本，… 它是競爭成功的最後決定者。
Putnam（1993：167）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徵，例如信任、規範和網絡，它們
能夠通過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
事實上，真正使社會資本引起廣泛注意的就是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Robert D. Putnam，他
從公民參與和民主政治的角度分析社會資本，因此陸續發表相關的書籍和論文，包括有「讓民主
政治運轉起來」
（1993）
、
「獨自打保齡球—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
（1995）
、
「公民美國的奇怪消亡」
（1996）、「繁榮的社群—社會資本和公共生活」（1996），對美國的自發社群組織、公眾參與和公
民精神的變化狀況，作了大量的評論。
Portes（1995:12）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處在網絡或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的個人動員稀有資
源的能力。
1999 年，由 Jane W. van Deth, Marco Maraffi, Ken Newton 和 Paul F. Whiteley 等人合編的政治
學論文集（Routledge 公司出版）書名為「社會資本與歐洲民主」，此書將社會資本視為是公民社
會的黏合劑，因為許多集體行為的問題，只通過個人行為無法解決，倒是由遙遠的國家調節或間
接的正式民主也不容易解決，相反地，社群的自我調節，結合民主國家及其機構的權威，倒是可
以使問題得到解決。
Coleman（1990）從理論上對社會資本作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他認為社會資本是根據其功
能定義的，它不是一個單一體，而是有許多種，彼此間有兩個共同之處：一、它們都包括社會結
構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於處於同一結構中的個人之某些行動；二、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
會資本也是生產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實現成為可能。總之，社會資本有兩個性質，分別是：一、
社會資本具有不可轉讓性；二、對於受益者來說，它不是私人資產，更具有公共財的性質。
Putnam（2000）更進一步指出：社會資本概念上類似於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與人力資
本（human capital），它呈現於社會組織中的社會網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互惠規範與信任感等。
而一般學者在研究和論述社會資本的概念時，有的喜歡使用經驗和實證的研究方法，有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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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使用系統的方法對社會資本概念進行學理性的研究。茲從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三個領
域加以敘述和說明。
1. 社會學的研究
Portes（1998）在其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一文中指
出社會資本的三個基本功能區分：(1)作為社會控制的來源；(2)作為家庭支持的來源；(3)作為通
過家庭外的網絡獲得的收益來源。
Portes 也指出社會資本的四個消極後果：(1)排斥圈外人；(2)對團體成員要求過多；(3)限制個
人自由；(4)用規範消除優秀菁英。
由此可知，社會資本並非一般所瞭解的只產生正面的效應，它也可能因為對某些族群較有利，
而相對的對某些族群產生不利的影響，社會資本的競爭或者爭奪，也造成一些族群之間的整合與
離散效果。
2. 經濟學的研究
Woolcock(1998)指出：當各方都以一種信任、合作與承諾的精神來把其特有的技能和財力結
合起來時，就能夠得到更多的報酬，也能提高生產率。
Atkinson 等人(1998)指出：在新經濟中，社會資本已經成為科技創新的關鍵因子；「社會資本
表示的是在一個組織網絡能夠進行團結協作、相互促進生產收益的情況下形成的『庫存』
」
。
由此可知，在經濟學的觀點中，社會資本著重研究的是社會資本如何提高生產力，並且從創
新精神上尋求突破。
3. 政治學的研究
Newton(1999)認為，按照 Putnam 的定義，社會資本至少可以作三方面的理解：
(1) 社會資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構成的，其關鍵是
使人們傾向於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觀的世界觀所具有的特徵。
(2) 社會資本的主要特徵體現在那些將朋友、家庭、社區、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聯繫起來的人格
網絡。
(3) 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的一種特性，它有助於推動社會行動和解決問題。Newton
進一步提出了社會資本的三個模型：1.深度信任的迪爾凱姆模型；2.淺度信任的托克維爾
模型；3.現代社會中的抽象信任。
由此可知，信任和公民社會的參與乃是社會資本在政治學領域研究的重點。
綜合以上的社會資本研究取向，可以發現以下兩個結論：
一、人們從重視有形資本，轉而開始注重無形資本的研究。
二、社會學中的核心概念是社會，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是資本，此兩概念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
學科，即「經濟社會學」
。
社會資本乃是人與人之間互動所產生的集體資本，透過網絡關係和互動方式，人們因此有了
互動規範、互惠活動、信仰價值等各種行為表現。而結構面、關係面和認知面的社會資本說明了
社會資本從微觀到鉅觀的延伸，也考慮到無形與有形的社會資本型態。以下有關社會資本的測量
和相關構面，將試著用這樣的理論架構進行探討與分析。
綜合言之，族群認同是部落生存的根本，而社會資本則展現在其生活與生存的各種樣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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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族群的維繫與認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會資本的形成與建構，與族群認同和文化的發展具
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有必要在探討原住民議題時，一方面關切其族群認同的本質，一方面檢視
其社會資本的形成與發展。

（三）大漢溪河岸部落現況與發展
大漢溪上游的原住民族以泰雅族和賽夏族為主，尤以泰雅族分佈較廣，首先是新竹縣的尖石
鄉，鄉內的主要原住民部落（社區）包括有玉峰、那羅、泰崗、泰雅爾族、梅花社區、新光、馬
胎等，鄉內的部落發展特色包括有河川保育、生態文化觀光、傳統編織、竹編、藤編、木雕、音
樂舞蹈等等。其次是新竹縣的五峰鄉，鄉內的主要原住民部落（社區）包括有大隘、和平、白蘭、
桃山、茅圃、霞喀羅、十八兒社群等等，這些部落的發展特色包括有傳統聚落文化（祖靈祭傳統
編織、工藝、美食、歌舞...）
、自然生態保育、觀光休閒產業等等。再其次是桃園縣的復興鄉，鄉
內的主要原住民部落（社區）包括有溪口、羅浮、霞雲社區、泰雅爾族、三民社區、巴陵、哈嘎
彎、卡普、奎輝、義勝社區、國利得笆立等，鄉內的部落發展特色包括有古道生態池部落文化休
閒、傳統裁縫、祖靈祭嘉年華、原住民美食、竹雕、生態園區等等。
原鄉部落在各級政府部門以及部落自治團體的努力之下，開展出部落文化保存的使命感，致
力於推動部落景觀、環保生態、人文教育、社區治安、社福醫療、產業發展等各項部落社區總體
營造的果實，開展部落原鄉的新風貌，更對部落傳統文化與自然環境的保存產生重要的影響。像
新光部落、斯馬庫斯部落等等，就展現了諸多具有部落特色的文化與產業活動（洪廣冀，2000；
鍾頤時，2002；楊承翰，2004；史育禛等，2006）
。
然而，這些原鄉部落藉由何種組織團體形成部落營造的運作過程，進而促成部落的改變與發
展，特別值得在相關部落發展方案中尋找具體的成果，更描繪出豐碩的果實，以彰顯原鄉部落在
族群認同、社會資本與部落發展等各面向的特色、內涵與相互影響關係。
在大漢溪的中下游地區，出現的是接近都市地區的阿美族都會河岸型部落，這些遷移到都會
邊緣的新興部落（社區）包括有撒烏瓦知、瑞興國宅、嵌津部落、三鶯部落等等。這些阿美族人
大都是由東部原鄉移住到臺北、桃園等地，而形成新的阿美族社區，他們在建立家園時，並沒有
放棄原居地的家鄉，反而常常往返兩地，在豐年祭的時候更是如此，因此，呈現出阿美族「兩地
社會」（bilocal society）的發展現象，使得阿美族不像過去那樣的「均質」、「固定」、「不變」（黃
應貴，2006；廖經庭，2008）
。盧建銘（2010）更指出阿美族在大溪附近河岸的聚落有兩種型態，
一是「國宅」
；一是自發性建置的「新部落」
。前者是政府規劃的「社區型國宅」
；後者則是原住民
自發性建置的「自然部落」
。
本研究所探討的撒烏瓦知部落乃是都會邊緣的原住民自發性新部落，他們是流動的部落，卻
也在族群文化、生計模式等方面，有其獨特的樣貌，因此，頗值得進一步分析。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二：（一）文獻分析與理論詮釋法；（二）深度訪談法。茲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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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分析與理論詮釋法
首先針對方法與資料之建構、族群認同、社會資本、部落發展等文獻之回顧、大漢溪兩岸之
原住民族群治理與發展現況之研究文獻或基礎性資料，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歸納，並將本研究之
主要理論議題，如族群認同與社會資本等理論和部落發展的關係，進行分析、詮釋與辯證論述。

（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方法採取回應與瞭解的基本立場，深入部落行動之後，觀察或取得部落中的重要報導
人，針對有明顯意識和部落參與特質之原住民部落領袖，包括部落（社區）的地方基層幹部、社
區發展協會或文化觀光協會之代表，或者部落頭目、耆老等，以滾雪球方式，尋找願意、知悉部
落發展脈絡者，進行深入訪談，以瞭解原住民在族群認同、社會資本以及參與部落發展方面所展
現的特色。
本研究共進行五次訪談，依訪談日期編號為「訪 A~E」
，並以段落區分為 A1、A2，其餘依此
類推。分析結果亦將依照訪談內容重點，依宗教信仰、傳統習俗、族群認同、生計模式等分類摘
錄分析於後。
訪 A：2012 年 1 月 17 日
訪 B：2012 年 3 月 19 日
訪 C：2012 年 4 月 30 日
訪 D：2012 年 6 月 9 日
訪 E：2012 年 10 月 27 日

（三）分析與討論架構
本研究根據撒烏瓦知的現況以及社會資本的理論類型，乃將撒烏瓦知部落的族群認同、社會
資本與部落發展分成四大部分加以分析：
1. 宗教信仰：包括有教會組織的權力關係、宗教信仰與傳統文化的衝突、教會組織系統的形成、
教會對部落生活層面的影響等面向。
2. 傳統習俗：包括有母系社會的轉變、年齡層制度、頭目制度、居住方式、豐年祭等層面。
3. 族群文化認同：包括有部落生活空間、母語的使用、喪葬禮的意義等層面。
4. 生計模式：包括有自足農耕、糧食系統與飲食習慣、生態觀光等層面。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撒烏瓦知部落概述
1. 部落之形成
桃園縣大溪鎮大漢溪北側的新生河階地上，有一群由花蓮原鄉移居都市的阿美族人所建立的
一個部落，這個部落曾在澳洲墨爾本的皇家植物園展出，並獲得國際間的讚賞。然而，2008 年底，
為了興建鶯歌到大溪河濱公園的自行車道，縣政府行文通知要拆除該部落，為了抗議政府拆除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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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基本生存的房屋，大家選舉頭目，並命名為 Sa'owac niyaro'，也就是「撒烏瓦知部落」。在社會
運動者的協助下，撒烏瓦知部落結合三鶯部落和崁津部落，開始到縣政府及行政院進行一連串的
陳情活動，但始終沒有獲得任何回應。2009 年 2 月，部落在行政院進行抗爭，並首次取得行政院
原民會一個星期協調期限的協議之後，卻在隔日早晨遭到桃園縣政府突襲拆毀家園。2009 年 3 月，
在社運團體、教友和個別支助者的資金及物資協助之下，部落在現地著手重建家園。經過一整年
的整建之後，除了恢復了原有的基本生存權之外，也透過部落組織所集結的力量，慢慢地建立更
接近原鄉經驗的生活文化，也希望找出能夠適合未來世代的生存方式，並期望能將這樣的生活方
式傳遞給漸漸要斷絕文化根源的子孫們。
近年來都會的持續發展，觀光開發的觸角一直向外延伸，河濱新生河階地的觀光開發，始終
都忽略都市原住民在河濱生活的事實，無論是刻意的忽略或是歧視性的忽略，都造成了都市原住
民實際的和心理上的傷害。在重建部落的過程中，不只是建造未來的住所，族人們同時也漸漸了
解，不能只是恢復安身之地而已，如果不能夠找出部落和社會都能夠同時接受和尊重的生活方式，
拆除的歷程遲早還會重演，部落內年長的老人將更難以承受這樣的心理衝擊。
撒烏瓦知部落族群文化根源，主要是由原鄉花蓮玉里鎮春日里泰林部落（馬泰林 Matalim）
本家所分出的單一家庭，後來分散進入都市（包括北部都市和南部高雄）之後，部份姐妹於退休
後集居於大漢溪旁，所以部落社會的主幹是由阿美族母系母居制度衍生出來的氏族社會為主。總
體而言，主要的部落來源以「阿美族秀姑巒群」為主，少部份為較鄰近東岸中部的「阿美族海岸
群」
。
撒烏瓦知部落是少數具有花東原鄉部落經驗的第一代都市原住民。原先部落組成的 18 位阿美
族耆老們遷徙到西部的原因，一是民國 54 或 55 年東部洪水所造成的災民，那時大量的族人從花
東縱谷遷出；二是上世紀臺灣 60 年代的經濟發展計畫，拉出大量原住民勞動力到臺灣的西岸都
會。第一代都市原住民由於語言、生活習俗、經濟地位…等等差異的隔閡，所以當成為都市邊緣
結構時，生活更為孤立，不易引起社會注意。但經由部落抗爭運動之後所獲得的社會認同，也吸
引社會力量的協助，現成為部落重要社會結構之一。由於含有抗爭運動的藝術活動及文化形象，
以及世界經濟局勢不利於以勞動服務為主的原住民，使得部份第二代原住民進入部落生活，並參
與自立造屋的勞動工作。
以下是訪談中提到部落為了爭取居住權而進行抗爭的過程：
「為了爭取居住權，牧師的妻子家人堅持定居在撒烏瓦知，而非瑞興國宅，而經過時光的推
移，撒烏瓦知的居民也慶幸當初沒有住進瑞興國宅。因為砂石業者借用原住民立委的力量催生瑞
興國宅，以非法掩護合法的手段自私圖利，也造成今日住在該處原住民的居住權受到嚴重損害。」
（訪 B1）
此外，在訪談中也提到，部落的存在與大自然之間是個搏鬥與適應的過程，以下是訪談者意
見：
「石門水庫蓋起來之後，大漢溪的原來情況不再，土地也露出。……。阿美族因為開墾的跟
進，煤礦跟陶對生活上也具有重要關聯，阿美族當時剛來時不是僅代表弱勢族群，而是發現此地
重要資源的開端並開始慢慢經營，這個聚落的形成是由最初開始開墾之時，邀請家人一同到部落
當中，大家開始聚集並發展出部落的經營方式，可以了解原住民和大自然具有密切的互動關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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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
（訪 A1）
2. 部落之特色
綜合歷次訪談，可以歸納出撒烏瓦知部落的特色：
(1) 因抗爭而出現的部落：承上所述，牧師的妻子和家人等，堅持定居在撒烏瓦知而非瑞興國
宅，除為了原住民的權益，也是為了族群文化延續的使命感。
(2) 都市邊緣的部落：撒烏瓦知是一個不在原鄉，卻能充分利用原住民傳統特色的都市邊陲部
落。而選擇定居都市邊緣的目的，就是便於原住民青年到都市求職，以滿足基本經濟需求，
並且在假日也能回到「類似」原鄉的生活空間，也間接產生文化傳承的壓力。反之，若堅
持將部落設在原鄉，則難以滿足族人經濟部分的需求。
(3) 母系社會：反映在母系家族才有土地分配權、生產力的支配（男性為協調解色），原住民
男性在都市「假扮」主導權擁有者（例如成為戶長），但回到部落後，則可回復到母系為
主的生活。
綜合言之，部落遷移到都市後所產生的改變有五：
1. 形成到都市謀職原住民青年與都市間的緩衝，提供青年壓力釋放的空間。
2. 減輕青年經濟負擔：原住民青年可以到都市工作，獲得基本收入，並可以從待在河岸部落的
父母處取得耕作之口糧，降低生活支出。
3. 產生建設性高齡化的功能：族內高齡者運用傳統知識農耕，反而能成為照顧年輕人的來源，
也形成另一種在地老化，以及具生產力的高齡人力資本。
4. 豐年祭的傳承：撒烏瓦知是一個新部落，豐年祭活動僅短短數年，但卻夾帶了無法計算的文
化精神與文化傳承力量。
5. 社會資本層面：部落網絡間的聯繫得到增強，無論是正式與非正式、生產性、宗教性、文化
性、固定或非固定等；重點不在於聯繫的次數，而在於聯繫的強度。

（二）撒烏瓦知部落社會資本分析與討論
1.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在撒烏瓦知部落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從與教會系統的爭權、獨
立到慢慢帶領部落抗爭，取得部落族人的信任，並和部落的傳統文化、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漸
漸地，宗教信仰成為撒烏瓦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引領著部落共同生存與發展的共識。以
下乃就教會組織的權力關係、宗教信仰與文化的衝突、教育組織系統的形成，以及教會對部落生
活的影響等四個面向加以分析：
(1) 教會組織的權力關係
像撒烏瓦知部落的牧人教會，他們原先希望牧人教會可以變成撒烏瓦知部落的教會，讓部落
跟教會的關係可以變得更和諧，長久來講，這樣對一個部落是比較好的，當然也希望大家在這個
教會禮拜，但是這樣會引起教會系統的人不高興，牧人教會改成撒烏瓦知的教會，那麼其他的教
會組織就必須解散。這個教會蓋在部落裡面，讓勢力很單薄的人口可以更強大。教會可以形成撒
烏瓦知部落的一個重要體系，這就會牽扯到教會裡的人，或者是部落裡的人。原本部落的教會固
定禮拜三會有一個聚會，教會把大家分成小組，通常是以家或鄰居為一組，每個組會派一個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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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而禮拜五是祈禱會，禮拜日就是固定的禮拜。但是後來他們都不去原來的教會了，因為原
有的教會為了要開始招募更多的年輕人參加，把教會的形式發展較年輕化，後來他們慢慢了解，
這與部落的老人脫離教會有很大的關係。
在部落裡的教會比較複雜，早上是原住民語言的教會活動，中午是國語的教會活動。僑愛教
會比較多閩南人、外省人，也包含少部分原住民。從僑美教會再延伸出榮美教會，因為張牧師的
關係，越來越多人知道可以來這邊的教會，包含橋美教會、榮美教會與牧人教會。但因為長老身
體不適，所以就說直接在牧人教會做禮拜。張牧師本來是在神學院，在他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們就
選他擔任牧師，教會發現張牧師的信徒越來越多，而且已經退休了。但是當時在牧人教會很多教
友都跑掉了，於是張牧師就一一的把教友找回來，漸漸的由牧師去帶領大家，形成凝聚與認同。
但是裡面還是有許多不被承認的成分，因為牧師已經退休了。現在牧師傳給女兒，也帶領自己的
女兒擔任傳教士，所以跟部落教會的牧師身分的衝突也解決了，因此，基督教的影響也讓大家漸
漸凝聚起來了。
可見，因為張牧師的關係，教會組織在撒烏瓦知建立了新的網絡關係與認同基地，無論與原
有的教會系統關係如何，他們都不得不承認教會組織在撒烏瓦知已經建立了新的組織與認同關係。
(2) 宗教信仰與傳統文化的衝突
宗教信仰與傳統文化剛開始確實有衝突存在，以下是訪談者意見：
「身為牧師，其實很多的力量都是從聖經來的，但是在操作的時候，又要以阿美族的結構去
操作，那當然在裏面還面臨很大的衝突議題，主要是族群文化跟基督宗教之間的矛盾。」（訪 D1）
因為像他們有經歷過這些鄉土神學的刺激，到平埔族或到閩南地區去看這個閩南的文化，怎
麼跟基督宗教做一個融合的關係，那個運動就叫做「鄉土神學運動」，剛好跟天主教的本身所策
劃的運動是不一樣的。訪談者又進一步指出：
「像鄉土化運動的時候，主要是有一批人，而他卻是一個人，叫鄭牧師，他到了花東玉山神
學院一個禮拜的檢討會，也安排參觀旅行的行程，想了解基督教與閩南文化融合的關係。」（訪
D2）
神學院那邊的人，一直認為運動是失敗的，但是在牧師那邊所聽到的卻不是這樣，因為他們
很早就懷疑為什麼基督宗教跟我們的生活與部落是紛爭的狀態，紛爭的結果就是造成很多地方產
生教徒跟部落之間的鬥爭，最後教徒被禁止參加豐年祭。最後他們決定嘗試突破，因為族人成為
基督徒已經有很多了，豐年祭如果少了他們的話，會變得很少人，所以他們開始跟部落進行一系
列的談判，然後再去創造一個新的豐年祭的形式，企圖去解決宗教和部落的衝突。
部落的族人很清楚自己所講的話、所做的事，跟部落是融為一體的，甚至說部落的人是會影
響部落未來發展的方向，這除了社會結構之外，還有資金、力量等問題，以及宗教信仰的問題，
尤其宗教的力量會特別強勢，因為裡面教會的牧師本身也是頭目。事實上，在部落裡面有一個宗
教系統，除了長老教會以外，還有天主教。教會的人絕大多數都沒有住在部落裡面，都是暫居在
桃園。
宗教與文化的衝突已經是國際性關注的議題，基督教神學院提出鄉土神學，針對客家人與閩
南人，包含基礎文化習慣與祭祖儀式都不能夠涵化，就連祭祖都會被禁止，很多基督徒反而被排
斥。祖先牌位對基督教來說也是追思的一種方式。鄉土神學由許 OO 牧師帶動，當時也是剛好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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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化運動的時期，我們在裡面看到社會拆解與重組的過程，或是在結構上的變化。至於撒烏瓦
知部落面臨傳統文化和信仰衝突時，兩者如何調適，以下是受訪者意見：
「目前最大的衝突是拜偶像，其他可能不是問題，例如依照漢人的祭典，以前豐年祭有拜祖
先，目前大家慢慢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最主要是把祖先的文化保存下來，祭拜的問題就稍微放
下。我們最大的衝突只有豐年祭、拜祖先、拜祖靈和拜地，９０％的原住民部落不是天主教就是
基督教，還有真耶穌教會，有這種影響力，這種祭拜的儀式就慢慢地消失。大概我們的教會 60
年前就完全改變了，那時還是衝突，常常部落跟教會起衝突，後來教會有條件接受，例如豐年祭
時不拜偶像，教會就參加，起初從光復教會開始；又如不能喝酒，在個別的時候不要酒醉，不聽
的人就是被罰錢（當作獻金）
，有很多條件，後來部落說好，我們就遵守。那個獻金就做為部落的
學生獎學金。」
（訪 E1）
可見，宗教信仰和傳統部落文化的衝突是在所難免的，撒烏瓦知部落也在此種矛盾中逐漸磨
合與調適，最終終於找到適當的宗教組織與部落儀式之融合方式。
(3) 教會組織系統的形成
教會組織與系統有其發展之淵源與基本架構，以下是受訪者意見：
「長老教會的總會在臺北羅斯福路臺電大樓附近，接下去是中會，我們這邊是溪美中會，溪
邊的阿美，從桃園一直到苗栗是新竹中會，花蓮是阿美中會，平地的話是東部中會。我們的系統
是總會跟溪美中會，中會下有各地方的教會，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的牧人教會，我退休之前是開拓，
沒有幹部，我服務 46 年在各教會，還沒有登記時候叫佈道所，一年當中，四月一日到１２月有三
十幾個人，我們就蓋木屋的教會，那時候還沒有拆，我們組成一個教會後有長老、執事和各個幹
部。我們法規裡面規定，有 30 個受洗的成人，就可以登記成為教會。」
（訪 E2）
其次談到教會組織與部落之間的關係，受訪者也表示：
「部落跟教會組織沒有關係，也沒有對應，教會沒有階層，其實我的身份是頭目，不是牧師，
教會的行政我都沒有管，只是在後面協助。」
（訪 E3）
至於部落組織與教會組織的階級完全不同，受訪者表示：
「部落組織包括有頭目、耆老、階層，沒有巫師，耆老要看部落大小，有的是 70~75 歲做為
耆老，更大部落為 80 歲。至於教會組織，包括有牧師、傳道、長老、執事，教會要關心社區，所
以我們要關心部落，因為教會有社會服務。目前有傳道，無牧師。」
（訪 E4）
至於有關教會平時及節慶活動的參與情況，受訪者表示如下：
「禮拜三晚上是家庭聚會，拜訪一家一家的家庭，到他家，為他的家祈禱，每個禮拜一個家
庭；禮拜五是祈禱會，社區的，關懷部落的禱告；禮拜天是完全敬拜我們的主，敬拜當中有講道、
勉勵信徒、做個基督徒的態度、靈修，禮拜天比較多人，大約 80 人（我們這裡的大人人數），一
般大概 50 人，有的不住在這裡的人也會回來參與教會。」
（訪 E5）
「這邊傳道是偏重在個人信仰的生活上，例如說信耶穌要很虔誠，第二個是怎樣改變自己的
人生，不要像過去，改變自己，只要信仰堅定。聖經沒有禁酒或禁吃檳榔，只要信仰堅定，就會
改變自己。」
（訪 E6）
在部落族人口中講的部落觀光，其實跟宗教有很大的關係，譬如他們在編排部落舞步的時候，
就會去教會討論怎樣編排舞步，在他們生活當中，他們把它跟宗教信仰放在一起。顯見，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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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參與，已經結合宗教活動，更讓觀光產業也帶入部落相關信仰活動之中。
宗教信仰在部落形成真正的力量，包含共同的食物來源和共同的領域，這些東西本來都是私
人的，但是透過抗爭後，透過情報的交換，形成的一個叫做社會資本。社會的支持對他們來說是
一件讓人懷疑的事，他們決定要重建的時候，他預估他們的預算，大概是七萬塊，那時候雖然是
做這樣的決定，但是他們心裡很懷疑是不是真的會有這樣的資金？至於教會的經濟來源，以下是
受訪者意見：
「主要收入是靠奉獻，十一奉獻、感恩奉獻，一個月費用大約 2000 元(電費為主)，一個月收
入大概 15 萬，傳道牧師、行政幹事的薪水不超過五萬，年終時結算與支出的結果要回報總會。」
（訪 E7）
豐年祭是以社區為單位，每一年部落的人都會回來，但部分族人會住在山上或是較偏遠的地
方，目前還是在積極鼓勵大家都回來參與。每個家族大概有十幾個人，參與的人接近兩百人，是
一種義務與責任。這裡的教會與頭目被縣政府承認，頭目組織是被提案進入頭目組織裡的人，張
牧師即是其中一個。他向政府提出，豐年祭若舉辦在星期日會有很多族人無法參與，所以後來將
豐年祭的舉辦時間訂在星期六，這樣大家也都能盡量來參與，參與的人也會很多。
可見，教會組織的形成不是一蹴可幾的，從與總會的關係開始，逐漸形成在地組織，拉攏族
人、建立認同、安排幹部、排定節慶與豐年祭，教會靠族人的認同與支持，也有基本的奉獻金等
經濟的支援，因此，得以形成制度性的運作。
(4) 教會對部落生活層面的影響
牧師在部落中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他透過祭祀制度來引導部落族人的觀念與思想，讓教會
保留傳統文化，並且編寫阿美族詩集，成立新的「牧人教會」。因此，牧人教會就這樣在部落裡
誕生了，牧人教會不是上級教會在擴張制度中產生的，而是牧師在河岸部落逐步推動教會制度，
並且穩定發展之後，才要求長老教會承認。因此，牧人教會的這種形式，可以稱之為「自然教會」。
此外，部落的豐年祭大概是麵包樹成熟的季節，其實豐年祭算是最大的節日，它包含了教會
的活動以及外來的觀光客，一定要有內部和外部的效應，應該要去深入瞭解其抽象的價值，而不
是從表面來看待。就像是我們有提到社會資本的力量，他們不會特別去強調，而是以凝聚轉換他
所賦予部落的力量。
教會的重要節日很多，對部落居民影響甚鉅，受訪者指出包括有：
「新年禮拜(1/1) 、三八婦女節、母親節、爸爸節、清明節、受難節、復活節、重陽節、教會
的感恩節、聖誕節，這些節日中，最重要就是感恩節，要我們去感恩上帝。」
（訪 E8）
除了上述節日，部落教會活動對族人生活有尚有一些其他的影響，受訪者表示：
「感恩上帝，也不要忘記感恩父母親，感動的人，一定會走向家庭，因為感恩，常常 1/3 捐
助給弱勢家庭，出社會當好人。有感動的人，就會有影響。總而言之，就是將信仰帶到家庭，教
會還要努力。」
（訪 E9）
由此可見，部落的宗教信仰對族人的影響包括各種節慶融入生活之中，並且因此激發道德與
互助的力量，讓部落的社會資本更加穩固，增進部落的生活品質與互助網絡。
2. 傳統習俗
都會化的部落很難完整保持原鄉的樣貌，當然，在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保存方面也同樣面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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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首先是母系社會的轉變，顯現出資本主義的性別權力關係的改變；其次是有關年齡層制度、
頭目制度的的推動，顯現出部落倫理仍然重要，族群認同與凝聚意識仍然保存；至於豐年祭的舉
辦，更是部落尋求擴大認同，保存更多傳統習俗文化的重要象徵，即使在都會邊緣的河岸部落，
仍存有在族群傳統文化保留上應有的堅持。以下乃從母系社會的轉變、年齡層制度、頭目制度、
居住方式，以及豐年祭等層面加以分析：
(1) 母系社會的轉變
撒烏瓦知部落最主要的構成是「親戚」成員，佔了大約六成，曾經是最大組織，是由七姐妹
為核心的親戚關係，這樣的親戚關係架構在原鄉 c’cay paparodan（女性直系親屬團體）的習俗，
是由一個母親所繁衍下來的親屬集居關係，是秀姑巒地域 pakaina'an （母系血系羣）中最親密的
關係。母系社會對於部落族人來說，其所代表的意義如下：
部落婦女角色容易被忽視，部落婦女在維持部落生計時，是以貨幣價值做交換的方式來維持。
但婦女的角色很重要，是一種文化傳承重要的一環，包含傳統習俗，以及部落生計或是傳統種植
等。生男孩子可以務農，若家庭生女比較多，則有很多農業基礎是落在女生」身上。」
（訪 A2）
「母系社會反應在母系家族才有土地分配權、生產力的支配（男性為協調解色）
，原住民男性
在都市『假扮』主導權擁有者（例如成無戶長），但回到部落後，則可回復到母系為主的生活。」
（訪 B2）
「在部落的母系社會中，小孩都是姓了父親的姓，但是他們實際生活運作還是維持他們傳統
真實的運作，從財產權到空間決定權，一夫一妻常常會隨著夫妻的性格決定誰權力大，但是在一
個部落裡面，可能就由不得你，但是說以母系社會來說，丈夫就算握有很大的權力，但是在整個
村莊的活動他有些權力，也是會被女性給排除的。」
（訪 C1）
但隨著移居到城市後，母系社會逐漸被城市的父權社會所同化，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到城市後就被同化了，現在從父姓，50 年前還是母系，但現在是由男性決定。例如以前吃
早餐、做工作，媽媽講一句話，我們就依媽媽講的去做。我們以前判斷父系母系大概就是看到財
產繼承的改變，我們很少去談母系社會的習俗有沒有留著，我們認為繼承人改變了，我們就認為
母系社會改變了，那其實我認為只是一個繼承權的改變而已，不代表原先母系社會女性所掌握的
權力跟能夠運作的東西消失掉。」
（訪 E10）
可見，母系社會雖然精神仍在，但在都會部落中，已經逐漸改變了實質內涵，男性的影響力
大增，此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有很大的關聯性。
(2) 年齡層制度
部落是由家構成，男人都有一個本家，到了 14 歲，就會被派到組織，一起參與公共事務。每
個家庭把男生交給部落，而女生則留在家裡，部落男人也都可以回家，並且是受到家庭及部落尊
重的，用”faki”作為一種尊敬的代號，而家裡有小孩要配刀的時候，也是透過他們執行儀式，對部
落及家庭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通常部落公共事務都是由部落中的組織（部落男子）來執行，
是透過討論來共同參與執行。撒烏瓦知部落有明顯的階級制度，其代表了文化傳承的價值與意義，
亦代表族群認同的整體意識，以下是訪談者的意見：
「女生不會待在聚會所，聚會所是部落男生守望部落的重要場所，也是部落共同討論公共事
務的地方。階級制度具有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也是部落族人對階級文化的尊重。」
（訪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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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年齡階級制度的角色和職掌如下：
耆老階級、頭目
Kalas
老年階級
Matoasay
青年高級階級
Mama no Kapah
番刀階級
Cipootay
羽毛階層
Ciopihay
少青年階層
Pakarongay

每階層白天輪流守集會所，70 歲以上，帶領討論公共事務，具有溝通協調的重
要角色
組名：最長十年；未婚、離婚者一律夜宿集會所，51~70 歲
其中初級階層管理全部青年，高級 46~50 歲、中級 41~45 歲、初級 35~40 歲
高級 33~34 歲、中級 31~32 歲、初級 29~30 歲
高級 26~28 歲、中級 24~25 歲、初級 21~23 歲
白天輪班，夜晚全部在集會所。青少年守望者 18~20 歲、少年受訓 14~18 歲

（資料來源：由撒烏瓦知部落張牧師提供）

至於年齡階級組識在部落裡的用意乃是：
「為了傳統，我們還是分清楚，四年或六年為一個階層，主要目的是尊敬長輩跟服從，不做
的話會被打；牧師都這樣教導信徒。」
（訪 E11）
然而，目前此種制度的精神隨著遷移而消失了，只有在部落豐年祭的期間，在部落分工的程
度上面可以看到一些階級制度的隱約樣貌。
(3) 頭目制度
在撒烏瓦知部落為了居住權而抗爭的期間，部落頭目帶領族人們渡過一關關的心理與物質上
的障礙，更是精神上最大的支持。
「抗爭期間部落內部的指揮系統是部落會議和部落首領–頭目。因為頭目也身為牧師，因此部
落會議之後會進行禱告，是支撐部落精神的重要力量。部落成員主要有三個教會系統，包括兩個
基督教系統和一個天主教系統，部落內也原有一間以家牧發展出來的基督教教堂。基於共同的信
仰，除了每天集體用餐的餐前禱告，還有重要活動前及會議後都會進行禱告，禱告詞的內容及面
對事情屬神的態度，使得族人可以取得比較一致的部落意識，在宗教信仰之下，共同努力、共同
面對外界的榮辱、共同承擔成敗，共罪共責的部落集體意識越來越清楚。」
（訪 A4）
「部落是靠著原來傳統的力量、還有宗教的力量，提出部落決策，是靠智慧而不是暴力，像
頭目就有提到，投票對他來說只是參考用的，但他要透過投票來了解民意，在部落裡面，頭目如
果做出錯誤的決定是要被罷免的，另外就是若頭目已經做出決策就要照著去執行，不然也是會被
罷免，頭目是必須不斷重新確認自己的領導權，才有辦法勝任。」
（訪 C2）
而當部落遇到其他重大事件時，亦是由頭目帶領解決；部落裡，頭目這個職位是經過耆老評
估而產生的，除了智者的角色外，包括人際或各部落間的協調也是由頭目出面：
「以前部落布農族跟阿美族會對立，由耆老跟 mu mu no ga ba（老人家）決定重要的事。目
前什麼事都頭目在做，因為大家去上班，例如抗爭、部落跟部落的關係(崁津, 鎮大會等等)也是頭
目帶頭，其實應該是總幹事。」
（訪 E12）
「在原鄉時沒有選舉，是耆老組織那些人來評估現任頭目可不可以連任。來都市以後，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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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用投票的方式選出，候選人產生很多意見，第一個是自願，第二個所有頭目一起來選，最高
票的兩個一起來選，最高票的是頭目， 第二高票是副頭目，任期 4 年。」
（訪 E13）
綜合言之，頭目的工作內容尚包括有：
「頭目要思考怎麼帶領所有的耆老、怎麼去關懷部落族人(只有男生參與)，要有他的智慧在，
除了耆老，階層最高的有權力講話，但頭目不一定最年長，頭目講完然後耆老來講，階層最高的
也沒有權力講話。部落階層是：頭目耆老老人家階層（壯年的）
。家庭方面是還是母系為主，
母親是家庭的主人；部落的事是由男性參與決定，守望相助都是男生負責，整個部落都是男生捍
衛。」
（訪 E14）
頭目制度雖然沒有像在原鄉一樣被保留下來，甚至已經採行民主投票制度的選舉了，然而，
頭目對於維繫部落的團結合作，領導部落參與抗爭、爭取生存權，以及各種部落內外部之公共事
務之參與和協商，甚至領導決策等等，頭目仍然有一定的權威。
(4) 居住方式
撒烏瓦知是一個能充分利用原住民傳統特色的都市邊陲部落，而原住民選擇定居都市邊緣的
目的，就是使原住民青年便於到都市求職，以滿足基本的經濟需求，並且在假日也能回到「類似」
原鄉生活的空間，間接產生文化傳承的力量。反之，若堅持將部落設在原鄉，則難以滿足族人經
濟部分的需求。剛遷移到都市時，部落形成的過程及空間分配如下：
「剛剛來的時候沒有形成部落，自由的方式蓋房子，都是各自蓋，門都不一樣。被拆遷後才
有這樣子的訴求，弄成一個真正的部落，完全是由頭目來策劃。政府給我們選了三個地方，有兩
個地方是砂質場，看了之後決定還是在這裡，比較近跟方便；最主要的因素，我們跟這裡的土地
已經有感情，如果要離開，要重新弄菜園、水田。部落大家一起蓋，我們住這裡用抽籤的（外面
格局大家都一樣）， 長寬多少平均分配，把提案交給縣政府，弄得很原住民化的蓋法、佈置，所
以特色檳榔也有種，現在的居民超過 52 人。」
（訪 E14）
(5) 豐年祭
對於撒烏瓦知部落而言，豐年祭是以社區為單位，每一年舉辦時，部落的人都會回來參與。
每個家族大概有十幾個人，參與的人接近兩百人，是一種義務與責任。張○○頭目曾向政府提出，
豐年祭若在星期日舉辦，會有很多族人無法參與，所以後來將豐年祭的舉辦時間訂在星期六，這
樣大家也都能盡量來參與，參與的人也會很多。以下是受訪者意見：
「張牧師帶領族人禱告之後致詞表示，傳統的阿美族祭典，應該要在部落裡一連舉辦 5 天，
包括技藝傳承、祈福、交誼活動。但是撒烏瓦知目前沒有這樣的能力，也要考量大家在都會區謀
生不易，希望來參與的族人不要忘記祖先的文化。」
（訪 E15）
豐年祭是撒烏瓦知部落非常重要的文化傳承儀式，透過節慶儀式的禱告、祈福等過程，可以
保留很多文化的內涵，以下是受訪者意見：
「活動的一個月前就開始籌備，最主要是練習跳舞、準備迎賓，要花多少錢等等，現在的豐
年祭都同化了，以前豐年祭的意義比較大，現在從一個禮拜濃縮成一天。一個禮拜時有分成第幾
天慶祝抓魚、婦女就做糯米飯、跳舞、全員到齊，沒有回去的小孩就罰，目的是團結，了解部落
的傳承，原鄉的是辦 3 天。我們這裡只有一個規定：8 點到 5 點不能酒醉，不然罰 1000 元。」
（訪
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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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族群文化認同
族群文化的認同是一種自然生成的過程，撒烏瓦知部落的族人在都市邊緣中尋找到共居共生
的空間，也凝聚了生活與生存的共同語言，對傳統文化藝術的傳承自然有著更濃厚的追尋，在生
活中難免也會想到更多跟族群與原鄉的聯繫，因此，參加喪禮代表更深的意義乃在於讓族群文化
的認同與社會資本的重構結合為一。以下乃從部落生活空間、母語的使用、喪葬禮的意義等三個
層面加以分析：
(1) 部落生活空間
現在居住在部落的人，幾乎都有參與過抗爭，當危機解除之後，取得了土地、開始有戶口，
族人們接下來就必須真正去思考部落未來發展的願景和目標。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現在部落的房子不能再加蓋，但其實理想的情況是把孩子納入部落中居住，目前的情況卻
是大家分散各地，有的在大溪、有的在八德。對於都市部落針對房子做管制其實有助於都市原住
民去建立屬於他們的部落，以及在心理對於建立部落的態度。」
（訪 A5）
「房屋群落座落在原有舊群落的西北側，在大約 0.6 公頃的坡地上，分成三排興建，每層約
四、五戶，部落房屋以連棟的方式建造，以容納所有族人。原鄉部落的傳統建築以土石為房屋基
礎、木竹藤為房屋構成材料，每個傳統房屋也隨著家庭成員改變和房屋老化，十年左右就必須改
建，這樣的房屋對撒烏瓦知部落的老人並不陌生。這幾十年來，這些習俗在花東原鄉，被以鋼筋
混凝土工法為主的房屋慢慢取代；部落的長老們在返鄉參加葬禮時，常常會提起他們所經歷的這
些轉變，特別是當房屋成為財產時，在本家財務困頓的時候，房屋會被查封拍賣，失去房屋之後，
本家的成員們被迫離鄉到都市，尋找生存的機會。
（訪 A6）
隨著第二代返回部落的第三代都市原住民 wawa（孩童）
，開始有機會從小就能夠參與部落群
居的生活。撒烏瓦知部落所重建的環境，在目前任何都會地區都無法提供給原住民的基本文化權；
而缺乏了原住民部落群居環境的情況下，無論都市原住民的福利照顧有多好，長期而言，還是一
種去民族的同化政策，嚴格說，也是民族文化滅絕政策。」
（訪 A7）
當訪問到年輕一輩對於長輩們由原鄉遷到都市的看法，剛開始多持反對意見，但漸漸能夠了
解與接受他們的用意：
「在抗爭期間，子女們大多反對父母親進行抗爭，也不太能理解父母希望居住在河濱的習性
和理由，隨著參與重建工作，能有機會體會和理解老人們在進入都市前的部落群居生活，這也是
都市原住民第二代原先所欠缺的部落經驗。在重建部落的過程中，不只是建造未來的住所，同時
也漸漸了解，不能只是恢復安身之地而已，如果不能夠找出部落和社會都能夠同時接受和尊重的
生活方式，拆除的歷程遲早還會重演，部落內年長的老人將更難以承受這樣的心理衝擊。」（訪
A8）
可見，撒烏瓦知部落生活空間成為河岸部落的新興認同基地，在此生活空間中，新一代的部
落意識正在形成之中。
(2) 母語的使用
阿美族的母語透過農耕經營技術，在家族和部落生活領域中建造了活的母語語言情境。文化
的積累在於從生活中的各種活動緩慢養成，在河濱地自力造屋、種植作物，以有機的方式形成部
落，這樣的生活方式，或許更能展現與保存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但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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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頻率並不高，且有失傳的隱憂，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其實我們被漢民族同化了，大部份的孩子都忘本，只有老人家在講（母語）
，我們的目的希
望用母語跟孩子講話，最主要的老師還是在家庭，父母親做為孩子的老師，要親口跟他們對話，
最重要的還是家庭教育。」
（訪 E17）
不過，政府對於原住民母語和傳統文化的編織課程也提供補助，藉此推動原住民文化：
「政府的補助只有鐘點費及材料費，例如部落大學的課程有母語、 編織等，現在由婦女會會
長在帶，課程活動還持續中，但參與者不多。」
（訪 E18）
(3) 喪葬禮的意義
一般人印象中的喪葬禮具有哀戚的氣氛，但對於遷移至都市的撒烏瓦知部落族人來說，卻是
情感交流的管道之一，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年紀越大，返鄉的機率越高，主要是參加喪禮，每個月大概要參加一場到兩場的喪禮，所
以他們有很多的物資跟情報跟社會關係到年紀大的人反而很密切。其實參加葬禮很多都是很久沒
有碰面的人，所以到年紀越大的過程，其實傳統社會的聯絡關係越強，人際與文化我們認為是一
條一條斷掉的，可是我還發現他們越到後面越把以前疏遠三、四十年的朋友再重新接觸，這算是
一個新的社會網絡。喪禮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悲傷，就是他們去以後要在那邊快樂的聊天，讓主
人不要陷入那種悲傷，所以大家都會安排時間，讓主人家二十四小時都有人陪伴，而且那種喜樂
是不太一樣的，它不會喧嘩，就是都很平淡的那種感覺。」
（訪 E19）
喪禮對於都市與原鄉族人的生活及互動具有影響，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原鄉跟我們不能脫離，原鄉發生什麼事情他們都會通知，像這禮拜總幹事有告別禮，他們
還是回去花蓮，大部份都是以教會的儀式舉行，像天主教或基督教會長老教會都會通知。」（訪
E20）
可見，參加原鄉的友人或族人的喪禮是一種別具意義的族群文化認同和社會資本的重構，在
喪禮中，一方面再接觸到久別重逢的友人，一方面也在傳統習俗與文化中體認到親戚族群的文化
認同感。
4. 生計模式
部落裡大多數的長老們，在二、三十歲以前都在花東過著和祖先一樣的農耕採集生活。移往
都市的二十年後，憑藉著自己勤勞的勞動力，和對都市生活的美好想像，來到西部工作和建立家
庭，每個人大約都有四到八個小孩。再之後的二十年，才在臺灣的勞力市場轉移下，以半工半農
的方式找到依附在都市邊緣河川地的生存方式；這二十年的奔波勞苦和開墾，最後才找到人生生
命後段的新樂園。以下乃從自足農耕、糧食系統與飲食習慣，以及生態觀光等三個層面加以分析：
(1) 自足農耕
在部落的土地雖不是很豐沃，但卻讓他們可以得到部分生活上的自給自足，以下是受訪者的
意見：
「部落中的種植在採集的過程像是移植，要找出作物適合生長的環境，將在山上的生活方式
運用在部落生活當中，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即可以採集。樹豆、龍毛豆等植物與阿美族的飲食文
化有很大的生活關聯。像張牧師是神學院畢業的，在玉山神學院裡有許多專長可以選擇，而牧師
選擇的是農業。牧師曾在花東地區靠著農業以及養豬來獲得教會資金，後來又推動有機米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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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照顧教友的經濟基礎。」
（訪 A9）
「生產體系在勞工體系之外，部落裡主要有兩個工作，一個是年輕人會到田裡幫忙耕種，另
一個是生產完之後做整理的部分，這是大的經濟體系，是一種邊緣的經濟體系。從邊緣裡看似沒
有收穫，但其實是擁有多餘的勞動力，可能半天的工作，生產之後就獲得金錢。這其實也構成了
部落生存的機制；而供應韭菜是採配額制，也必須達到均等的生活。」
（訪 D3）
撒烏瓦知部落的菜園和一般的農民自用菜園有兩個很大的差別，第一是撒烏瓦知菜園種植著
大量的阿美族民族植物，第二是撒烏瓦知菜園的農法，是藉著農耕來擬仿一個豐富、多樣和多年
生的採集環境；而一般農民自用菜園則像是農村經濟作物生產的後院縮小版。撒烏瓦知菜園裡最
主要的民族植物幾乎涵蓋了阿美族人日常所食用的品種，包括香蕉、木瓜、樹薯、樹豆、輪胎茄、
高麗菜、茄子、空心菜、蘆筍、茭白筍、九層塔…等。其中最具象徵性的是輪胎茄，這種植物引
入臺灣的歷史仍然不清楚，但是通常因為果子鮮紅，被插花界及園藝界的人稱為紅茄，只有少量
用於花藝中；但是阿美族發現它的未成熟果，苦澀帶甘甜，符合阿美族人嗜吃苦味的習性，因此，
成為夏天時期最重要的蔬果食材。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
「輪胎茄有文化上的季節性，其實一年四季都可以種植，但它屬於部落的產業之一，所以它
們通常可以突破季節性讓大家可以在非產季買到。在文化上，大家沒有在冬天食用的習慣，會在
冬天也生產，是因在冬天的價格很好，因為冬天產量很少，大家會懷念夏天食用的味道。所以會
在冬天刻意種植，形成一種有趣的經濟現象。」
（訪 D4）
「菜園的生產量很大，通常都可以提供部落自給自足的需求，同時也可以分給住在都市的親
友們，滿足這樣的需求之後，這些特有的食材，會賣給住在瑞興國宅的族人，或是教會的族人教
友，取得生活的補貼。就算如此，仍然有許多食物剩餘下來，又被耕鋤回田裡；也因此，長久經
營之後的菜園土壤變得越來越肥沃。」
（訪 E21）
「韭菜還有在做，是人家種的，送來給他們加工，只有 2 家在做，不好種，秤起來又沒有多
少，1 公斤 3 元， 平均一個人 300~400 元，夏天比較不好種，今年要開一條替代道路，8 月底不
准我們做了，但都 10 月了還沒動靜，所以現在還在種，輪胎蕃茄夏天比較有，現在看不到，現在
就是白菜、芥菜、高麗菜。」
（訪 E22）
從產業的現況可以觀察到物資的流動現象，韭菜是人家拿到部落裡給部落的人做代工，不合
適販售的韭菜（太小或太嫩的）會分到每個家庭與客人一起食用，形成一種物資的流動。綜合言
之，此種自給自足的農耕方式有多重意義，一方面是延續原鄉的耕種智慧與生活方式，一方面也
在河岸部落尋找基本的經濟生存條件。此外，由於是自給自足的耕作，一種共同生產和生活與生
存的概念就藉由社會資本更加的被強化了。
(2) 糧食系統
每天的「集體共食」是抗爭期間重要的事，是採用一周每天一班輪值的方式。由於只分配到
極低的伙食費，大家很自然的降低食材的購買，轉向增加採集食材。因為這樣實際需求，對部落
的採集文化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因為採集食材原先是各戶私有的秘密，包括採集的地點、季節、
種類和數量都是以家戶為單位進行，這些採集情報都是長期累積下來的，甚至有一些珍貴的食材
是繼承而來的家戶秘密。但是透過部落共食之後，大量的採集情報開始互相交換，因此許多家戶
採集資料開始轉變成部落採集資料。採集成員也從家人轉變成以鄰里朋友為結構，採集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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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以家戶機車為主，轉變成以鄰里汽車為主。甚至影響到部落重建之後的用餐習俗，因為採集
大量食物之後，分享及共食的習慣，使得部落常常有鄰里用餐的習慣。至於部落族人的飲食習慣
則包括：
「慶典時是豬、魚、雞（非必要） 、牛、小米酒、糯米飯，習俗上一定要有魚, 豬一定用醃
的（四個月以上）
。食物圖的食物是依春夏秋冬及 1~12 月分，各時節種不同的菜。」
（訪 E23）
此種共食的概念，一方面是部落共同生存與生活的基本方式，事實上，也是在保持原鄉的種
植智慧之下，在河岸部落也順應氣候節令，維持作物最佳的生長與生產方式，也形成了河岸部落
獨特的糧食系統。
(3) 生態觀光
如果這邊有大型的觀光計畫，搞不清楚計畫內容的人通常會被犧牲掉，所以如果知道有哪些
單位在這邊進行觀光計畫的話，那要想辦法加入他們的諮詢或者是其他組織，甚至由部落來啟動
都有可能，我們認為整個觀光資源是放在大漢溪的溪流文化上的，那是不是也可能去主動邀請一
些人，來這邊辦研討會，甚至成立研究室，進行長期的河岸觀光的討論，這個東西有可能二、三
十年後由年輕人來承接，所以這個部分是比較長遠的，但是他要怎麼開始做，年輕人才可以接受？
這些會跟生態觀光有關，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我們很多原住民的確想要利用生態旅遊，達到生存的功能，所以他會在自治越來越高的狀
況下，調整生態旅遊的內容，而不是由外界來決定什麼叫做『好的』生態旅遊，也讓他們自己決
定原住民應該執行什麼樣的生態旅遊。部落觀光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一定是建構在『我希望
我的部落獲得真正的自主、真正的自治』，生態旅遊對部落來講，可讓部落有自主的權力，這是
一個階段性的過程，每一個部落會創造一個隨著部落自治程度而產生的生態旅遊模式，而不是一
個典範的生態旅遊模式。」（訪 D5）
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大漢溪面臨的重要議題並不是自行車的觀光，自行車觀光只是河岸觀光
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大漢溪，其實是要有一個比較宏觀的河川治理的想法，且與觀光也有很大的
治理關係存在。可是如果只看撒烏瓦知的觀光就去談到河川治理，還是有些缺失，因為撒烏瓦知
不是故意要在那邊，其實跟漢人以及釣客都有互動，部落可以理解大漢溪的倫理關係，其實部落
的文化在大漢溪流域是沒有辦法被忽略的。然而在治理的部分容易產生衝突，上一次的衝突就是
花卉專區的衝突，大家認為這樣不尊重原住民，花卉專區的衝突問題，到現在都還是一個互相攻
擊的點，還沒解決之際，石門水庫跟纜車的關係又開始了，很多問題還沒解決，反而又更多問題
串在一起，變成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可見，從生態觀光而言，一方面對河岸部落會產生一種經濟與生活上的加值，另一方面，卻
可能造成環境的破壞，或者族群文化的裂解。而生態觀光發展到某個階段之後，政府相關單位的
開發議題也不斷的提出來，會使得部落的自主發展受到嚴重的威脅與挑戰。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49
在撒烏瓦知部落中，宗教信仰、傳統習俗與族群文化認同乃是原住民部落族群發展過程中非
常重要的基本特質，三者牽繫著部落的根本，在宗教的信仰中，族群意識更加凝聚，藉由聚會的
各種儀式，使得撒烏瓦知保存更多傳統習俗，此外，藉由更多的個人、團體和組織之互動與連結，
讓部落文化得以反思和再生，並且刺激了生計模式的緊密連結，讓生活、生命和生產結合為一，
這也就是部落族群認同過程中同時也展現了豐富的社會資本，並進一步促發部落的永續生存與發
展命脈。以下乃就宗教信仰、傳統習俗、族群文化認同和生計模式等四個面向加以簡述：
1. 在宗教信仰方面
(1) 撒烏瓦知部落所建立的新教會組織漸漸形成在地的影響力，但尚未發展成熟。
(2) 撒烏瓦知部落之教會信仰的拓展係以家庭成員為基礎，發展到家族聚會，最後形成小組聚會。
(3) 教會的聚會和重要節日形成了部落凝聚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本，透過感恩、祈福等儀式，撒烏
瓦知部落逐漸形成一個族人從原鄉到都會的重要認同基地。
(4) 頭目兼牧師的身份可以增進部落的族群意識與宗教信仰之結合，對於部落凝聚力和向心力均
有不小的影響力。
(5) 撒烏瓦知部落成員與原鄉部落的連結和互動大都是為了婚喪喜慶，特別是參加葬禮，在葬禮
的場合不一定是悲哀的，反而是他們話家常，討論族群問題，增進情感聯繫的場合。
(6) 宗教信仰和傳統文化剛開始會有些矛盾和衝突，經過協調和融合之後，宗教信仰就自然的融
入了部落文化與生活之中了。
(7) 由於宗教信仰，加上對族群文化的認同，撒烏瓦知部落成員之間有很強的凝聚力，越是面對
外面的拆遷逼迫的權威力量，他們越能增進抗爭的意識與提升抗爭的行動力。
2. 在傳統習俗方面
(1) 撒烏瓦知部落最主要的構成是由秀姑巒溪地域 Pakaina’an（母系血系群）所繁衍下來的親屬
集居關係，由七姊妹為核心的親戚關係所形成的部落。
(2) 其居住方式也是模仿原鄉部落的聚集，當然也在地理位置上支持年輕人至都會謀生的經濟需
求，讓他們假日「返鄉」跟家人和族人可以聚在一起。
(3) 母系社會傳統的土地分配權、生產力的支配，甚至代表家族文化的生存等意義在撒烏瓦知部
落漸漸消失，然而，女性在部落一些基本的事務方面，仍有比較大的決定權。
(4) 撒烏瓦知部落的頭目基本上還是部落精神與物質上非常重要的支持者，在過去抗爭的過程
中，頭目仍是部落重要事務的主導者。
(5) 撒烏瓦知部落的頭目兼具智者的角色之外，也兼有人際關係或各部落間協調者的角色。
(6) 撒烏瓦知的年齡階層組織分為六級：分別是耆老階級（頭目）、老年階級、青年高級階級、
番刀階級、羽毛階級、青少年階級等，然由於部落成員不足，此制度以四年或六年為階級的
分類有其實施上的困境，不過，在平時部落活動的時候，頭目會教導大家遵守，大家也都能
服從這樣的部落倫理。
(7) 每年八月的星期六所舉辦的豐年祭是部落非常重要的活動，年輕人都會回到撒烏瓦知，透過
歌舞表演、技藝傳承、祈福，以及各種交誼活動，讓部落族人凝聚向心力，並對族群文化有
更深的認識。
3. 族群文化認同

50
(1) 撒烏瓦知部落的居住型式經過頭目規劃之後形成三排的橫向聚落，雖然戶數不多，但是從整
個部落看起來，包含居住區、菜園區、水田區等，甚至也種了檳榔樹，雖是都市邊緣部落，
但也頗有原鄉的樣貌。
(2) 撒烏瓦知部落在河濱地自力造屋、種植作物，以有機的方式形成部落，這樣的生活方式頗能
展現原住民傳統文化的保存。
(3) 由於都市化的生活方式，母語的使用已經漸漸失傳，不過，透過祖孫互動、代間學習，以及
部落大學的課程開設，讓母語的保存可以有一些契機。
(4) 回到原鄉參加喪葬禮的告別式對部落族人來說一方面是一種懷舊的情誼，一方面也是族人情
感的相互支持，甚至是一種傳統族群文化認同的反思過程。
4. 生計模式
(1) 撒烏瓦知部落將原鄉部落的採集種植方式部分移植過來，因此，某種程度上也是過著一種半
工半農的自足生活，仍有著一些農業社會的互助、分享和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
(2) 抗爭期間所形成的共住共食關係建立起部落非常重要的糧食系統，特別是在食物採集方面，
部落成員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採集資訊的交流，讓食物的採集和分享成為撒烏瓦知的重要生存
方式之一。
(3) 豐年祭等重要慶典的時候，除了小米酒和糯米飯之外，豬、和魚肉也是必須的。此外，就近
採集的一些野菜則是部落具有特色的糧食之一。
(4) 生態觀光對部落來說一方面可以帶有一些生機，可是由於都會資本主義的進逼，逐漸迫使原
住民的自主和自治程度面臨考驗。

（二）建議
1. 撒烏瓦知河岸部落是原住民文化保存的基地之一，值得針對其傳統文化保存與部落生活權益
予以保障。
2. 政府的原住民政策應該針對都會邊緣的部落，特別是本研究中所提到的河岸部落進行系統性
的需求調查與資源提供，以確保原住民族的自主、尊嚴與永續生存。
3. 河岸部落的發展過程中，有關其宗教信仰、傳統習俗、族群認同以及生計模式等層面和族群
互動的社會網絡關係與社會資本息息相關，值得深入繼續探討。
4. 河岸部落在抗爭與追求生存過程中，仍能以累積的社會資本，強化其族群文化認同與宗教信
仰，其中可能的其他影響因素為組織培力、轉化學習或者多元文化教育等等，均值得後續研
究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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