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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微的抵抗：
馬太鞍原住民食物系統的變遷✽

張瑋琦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原住民的食物系統是與民族生態知識及環境永續密切相關的，近年來，由於環

境災難不斷，如何重建原住民的食物系統，如何在生態與經濟發展中求取平衡的課

題益發顯得重要。本研究以作者從1995年至今，在馬太鞍溼地從事研究調查而累
積十五年的田野資料及歷史文獻資料，分析馬太鞍食物系統的變遷，以及馬太鞍人

士透過生態觀光及風味餐推動溼地的保護的社區營造行動。本研究發現，殖民主義

以及現代化發展是改變馬太鞍傳統食物系統的兩大力量；而近十五年來的社區營造

成果雖再現了溼地的傳統食物系統，重建了溼地的價值，但卻難以改變溼地農民的

處境。同時，本研究並針對如何將地方知識及地方飲食生產著床回地方社會與文化

網絡中，重建地方食物系統提出操作建議。

關鍵詞：傳統食物系統，傳統生態知識，原住民觀光，社區總體營造，應用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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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傳統生計方式如狩獵採集、漁獵、移墾或可持續的農耕構成了原住民的傳

統食物系統（traditional food system）。依照Kuhnlein and Chan的定義，「傳
統食物系統」意指：

某一個文化中的人群從其所居處的特定自然資源，或該文化所接受

的使用方式中所取得一切的食物。這個詞彙隱含著從社會文化的意

義來理解他們的食物、食物取得方式、調製過程、食物的化學成份、

特定文化中食物對不同年齡和性別的使用方式，以及所有上述因素

對消費這些食物的人所產生的營養和健康結果。（Kuhnlein and Chan 

2000:596）

它是伴隨一地傳統的生活方式而產生的關於食物取得、製作和維持食物來

源永續的文化體系（Kuhnlein and Receveur 1996:417）。綜合前人研究，筆者
發現，原住民的傳統食物系統有幾個特性：（一）環境適應性：原住民日常的食

物多從當地自然環境中取材，為確保食物來源永續，必須以最貼近自然法則的

方式攝取，因此可說是適應環境的結果；（二）區域性：當食材與地方生態環境

的扣連性愈高，其消費群體的地域性就愈強，也就意味著這類食材的擴散普及

性愈低，因此，就消費群體而言，它是一種「小眾食物系統」（niche food sys-
tem）；（三）文化性：傳統食物系統往往與特定區域或特定族群緊密相關，反應
其社會結構和象徵制度（Douglas 1984, 1987），因此，它承載著文化意涵。
臺灣原住民傳統的生計方式是以漁、獵、採集、家畜飼養與農耕為主之自

給自足食物系統，而所謂農耕只是山田燒墾，大多數的部落都發展出屬於部落

或家族的農作區制度（阮昌銳 1962:15）。為尋求足夠的蛋白質供應，狩獵或漁
撈被認定為不可或缺的生計活動，因而有獵區、漁區制度；在近水地帶的原住

民會撈捕魚類，臺灣原住民中以達悟族和阿美族最熟悉漁撈技術。

阿美族喜居平坦、多河流或靠海的地區，這種地區魚產豐富，故發展出捕

魚文化。對阿美族而言，魚不僅是蛋白質的主要來源，更重要的是魚在阿美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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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賦予的文化意義。阿美族在婚喪喜慶及祭典結束後，都必須舉行稱為mali-
alac1 的捕魚儀式，象徵脫聖返俗。一位阿美族人解釋malialac豐富的意涵：

malialac就是過水，你涉的水和我涉的水一樣深，就好比一起做事，

沒有你比較累或我比較輕鬆，我們的疲累都是一樣的。所以，就讓流

水帶去我們的歡樂、疲憊或傷痛，明天又是新的一天。（Kating Baha口

述 1996.08.25）

由於魚在文化中的重要性，阿美族不論居住在縱谷或海邊，都發展出適應

部落所處環境的捕魚方式。花蓮縣光復鄉的馬太鞍部落（Fata’an）雖不靠海，
但也緊臨河岸而居，在這裡，馬太鞍溪與清水溪的沖積扇在馬錫山腳下形成一

片溼地，馬太鞍人便適應溼地環境發展出palakaw捕魚法，這是阿美族各部
落中最為特殊，也是獨一無二的捕魚方式。

palakaw，意為「利用 lakaw2捕魚」，是模擬河流的生態系統及生物間

的食物鏈關係，在河岸建造魚蝦棲地，以方便族人捕撈的漁法。依據Geertz
（1963:16）的說法，這類初民的生活方式（如：山田燒墾或狩獵採集等）是整合
並支持人類尚未侵入前的那種平衡的生態系統結構，對原有的生態系統只是單

純的適應，而非創造另一套新的脈絡與動力的生態系統。然而，此一看天吃飯

的生產模式在與資本主義相連結後，就會立即面臨窘境。

歷經日本與中華民國兩代外來殖民政權以「現代化」為主軸的統治，原住

民傳統看天吃飯的生產模式、物物交換的經濟模式以及漁／獵區共管、收穫共

享的「分享文化」逐一崩解。旱田燒墾的生產模式先後被水田定耕、農產加工

取代；進入1980年代以後，變化更加急遽，隨著臺灣邁入消費社會，原住民
的農業受到WTO、農田休耕及休閒農業的正面衝擊，顯得經營成效不彰。由

1 類似儀式在各地阿美有不同的稱法，此為光復鄉用語，中南部阿美稱之為pakelang（楊仁煌 
2008:4）。台灣原住民原為無文字社會，一般而言，部落居民習以西方宗教引進之羅馬拚音法記
音。但漢人研究員因不熟悉羅馬拚音法，以致同一原住民地名在漢人所做的不同研究中有不同

拚法。本研究所出現之阿美族用語係採原住民族委員會「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Portal）的拚音法，也是目前母語認證所採用的拚音方式。

2 lakaw的結構及漁法詳見本文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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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者們認為促進原住民利用在地文化及自然環境資源，一方面可降低WTO
對地方產業的衝擊，更可活化原住民的文化（洪進雄 2003:25），1990年代起，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文簡稱「社區營造」）被導入部落，以協助原住民重建地

方特色、提振地方產業。在社區營造的輔導與資源挹注下，少數具有土地或資

本且能與資本主義發展方向接軌的部落菁英，便引進觀光休閒產業，促使地方

傳統飲食文化與消費文化進行重構，以「風味餐」的形式現身於觀光市場。不

僅是風味餐，甚至與食物生產相關連的原住民生態系統，也成為觀光客凝視

的展演文化。如此，原住民的生計經濟可說在短短的百年間，即歷經了初民經

濟、一級產業、二級產業、三級產業到四級產業（體驗經濟）的發展變化。

本研究以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溼地為例，從產業發展的歷史脈絡分析作用

於原住民食物系統變遷之力量，以及此一食物系統變遷對原住民所關心的自主

性及環境／文化永續之影響。並試圖進一步回答以下兩個應用層面的問題：近

代在部落興起之原住民觀光及風味餐，是否有助於傳統食物系統的重建？在環

境災難不斷的今日，如何重建原住民的食物系統，如何在生態與經濟發展中求

得平衡？本研究希望一方面補充近代馬太鞍社會變遷研究之不足，另方面希望

能回應當代飲食研究的關懷──地方飲食做為一種認同的對象以抵抗科學知識

所帶來的同質化或農糧全球化潮流之可能；並點出在一個已深受資本主義及現

代化影響的原住民社會，這樣的抵抗所遭遇的困難及阻礙為何，以期達到學術

與應用之貢獻。尤其是2010年7月14日農村再生條例通過之後，馬太鞍濕地
將面臨超過二億元的農村再生計畫的龐大資源投入。當此之際，希望本研究之

建言，能提供政府決策者及推動地方發展的相關人物一些思考方向。

二、飲食流動與在地食物系統之變遷

飲食文化一直都是人類學關心的課題。目前為止，臺灣原住民飲食文化

相關研究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主要從衛生醫療的觀點探討原住民飲食習慣

與原住民健康間的關連，這類研究也兼述社會變遷對原住民食物或健康之影

響（如：樊台聖等 2001；黃健庭 2007），但較缺乏從文化整體觀來探討傳統食
物系統、社會結構與文化象徵意涵間之關連。第二類為原住民各族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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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族誌研究，這類研究多為靜態式地記錄食譜、食材（如：吳雪月 2002；陳
豐村、張承晉 2005）或農耕、漁獵等生計活動（如：李亦園等 1962；劉斌雄等 
1965），雖對保存該飲食文化的傳統樣貌貢獻卓著，但對食物系統的變遷，以
及食物的社會與象徵意義之討論較為不足。第三類從人類學觀點探討食物、社

會結構及文化象徵意涵之關係，這類研究彌補了第一、二類研究所欠缺的食物

在社會文化中的象徵意義觀點，同時兼顧社會變遷對飲食文化影響之討論，例

如胡家瑜（2004）以賽夏族儀式食物為例，探討在生產體系的變遷之下，儀式
食物如何扮演召喚過去記憶，連結賽夏人與先靈關係的文化角色和意義；林淑

蓉（2004）從交換的脈絡探討侗族人的食／物分類、性質及其文化意義；葉秀
燕（2009）探討近代觀光化的原住民風味餐廳，做為建構原住民在地文化與族
群認同的象徵符號。整體而言目前的研究正如楊素霞（2008）所指出的，多把
產業發展與飲食文化分開探討，然而，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產業起了何種變

化？其變化與飲食又有什麼關聯？產業的發展是否影響當地居民的飲食需求及

生計？等關於產業與飲食文化間的關聯性研究，卻相當缺乏。特別是在族群飲

食文化變遷快速的今天，研究原住民食物系統在當代產業發展脈絡中之變遷，

及此一變遷方向對原住民的自主性及環境／文化永續之影響，對原住民思考未

來社會發展之方針是十分重要的。

特別是過去二、三個世紀以來，受到人口、土地和海洋資源利用的法規

變化；教育、醫療以及個人時間分配的改變；市場提供其他替代選擇方案及

飲食工業全球化之影響，各地的傳統飲食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Kuhnlein 
1992:262-280）。近年來，在環境人類學及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TEK）研究的
努力下，人類學者也開始將注意力從飲食的象徵研究轉移到飲食流動與在地食

物系統變遷之影響上。這些研究指出，傳統食物系統及民族生態知識與環境永

續密切相關，文化影響特定人群認定及取得食物的方式，而透過飲食，人們建

構並實踐其民族生態知識（ethnobiological knowledge）（Kuhnlein and Chan 
2000）。然而，隨著飲食工業的擴張，食物生產和消費的方式受到改變，為了
栽種合乎大眾市場需求的農作物，地方飲食的多樣性（food diversity）消失，
造成地方飲食文化及社區地景同質化，以及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等問
題，進而影響環境品質（Pelto and Pelto 1983:507；Lacy 2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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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食物系統的消失，不僅意味著一地區／族群的飲食習慣改變，更意味

著相關的民族生態知識傳承中斷，以及人類長期發展出來適應生態的生活方式

有了改變（Kuhnlein and Chan 2000: 597）。因此在高度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
不僅是人類學者，社會、經濟、農業學者以及環境運動者也都注意到了飲食

議題，許多研究開始強調重建原住民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或地方知
識（local knowledge）對文化詮釋權、文化多樣性、生態多樣性及環境管理上
的重要性（Price and Morin 2004；Sillitoe 2007）；更多環境運動者投入社會運
動或政策改革工作，強調地方食物在充權社區（empowering communities）上
的意義，例如：地方食物系統能否照顧到低收入者的食物主權，能否成為更永

續以及正義的食物系統等（Koc and Dahlberg 1999；Lacy 2000）。由於地方食
物最貼近常民的生活，因此地方食物系統的復原、重建或區辨，經常會被弱勢

的行動者標舉出來做為一種戰略，以凝聚集體認同、對抗主流文化或全球化農

糧系統所帶來之貧窮與生產剝削；或做為抵抗食物和農業地景經濟聚集（eco-
nomic concentration）、社會的去權（social disempowerment）和環境惡化的
武器（Goodman 2000）。

然而，仔細觀察這一波新的飲食運動可發現，這些行動者間的訴求與其所

採取的路徑是相當歧異的。其中有二個較為對比的差異，一是受到環境主義所

影響，致力於地方食物系統重建、飲食教育、環境正義及為弱勢者爭取基本的

生存權，其食物的產銷模式也刻意與主流的消費市場及資本主義邏輯分道揚

鑣，開闢另類途徑；類似歐美的社區支持型農業、印度爭取食物權運動（Right 
to Food Campaign）3

、日本的食育運動（食育基本法研究會 2005； 閣府食育推
進者2008；內閣府 2009）都屬這類。另一是受到消費主義的影響，強調族裔
經濟的提升與風格的塑造，並搶搭文化產業風潮，進入資本主義市場販賣跨文

化接觸經驗與再現的「原味」；例如美國愛荷華州的「愛荷華本土餐宴」（Iowa-
grown banquet meal）（Hinrichs  2003）即偏向這類屬性。
臺灣是一個由多元族群所組成的高度現代化發展的國家，由於與全球資訊

流通便利，在地方飲食重建的議題上同時受到環境主義與消費主義的影響。然

3 見http://www.righttofoodin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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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由於臺灣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對資本主義的深度依賴，因此早期的社

區總體營造雖吸引不少環境主義者及社會運動者投入，最後仍不敵消費主義的

力量，許多社區逐漸邁向觀光發展之途。同樣地，地方飲食文化的重構也難逃

步上休閒消費的路徑。賴守誠（2006）分析報章文本中出現的客家菜意象，探
討飲食品味變遷，發現族群飲食文化被日益強大的現代消費文化特徵──商品

化、多樣性、符號性、經驗性、波動性──所穿透，而轉變為一種現代休閒消

費的形式。葉秀燕（2009）以花蓮當地（包含馬太鞍濕地）12家原住民個人及部
落共同資本經營之原住民「風味餐廳」為對象所進行之研究也發現，某些經過

社區營造培力的社區嘗試將生態復育成果與生態旅遊結合，而這些觀光活動不

僅使族群的生態環境和文化意象有更多的展演、再現與消費的空間，也使族群

的飲食風格及地方的食材、料理方式有更多的流動。二位作者都同時注意到了

此一資本主義與休憩社會及文化產業共謀的結果，使面臨消失之際的「傳統」

族群文化，與現代資本主義商業體制的市場趨勢因緣際會，將族群飲食提升到

「族群文化的核心位置」（賴守誠 2006；葉秀燕 2009）。有意思的是，二位作
者所研究的對象雖然都屬臺灣社會中較弱勢的族群，也認同此一波飲食風潮對

族群識別之影響，但他們對消費文化的看法正代表這類研究的二種不同立場觀

點。

賴文在結尾處藉Bauman的話語暗示消費文化的危險性：

在此現代消費文化的架構下，最理想的狀態是，消費的財貨毫不延擱

地為消費者帶來即刻滿足，但該滿足也在完成消費所需時間結束之際

立即消失，使消費者在這麼一個順利運轉的消費者社會裡，會持續積

極地讓自己投入下一波「全新」的誘惑。（轉引自賴守誠 2006:207）

另一方面，葉秀燕（2009）卻表現出對此一消費導向的原住民飲食文化復
振的樂觀態度。葉秀燕（同上引 :50）認為，「風味餐」和地方食物生態環境的觀
光再現，雖然是為了主流社會的消費偏好而量身訂做的，但其中亦承載著族群

認同及在地文化的環境象徵符號。她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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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風味餐餐廳做為文化族裔空間的建構，藉由重複、並列、置

換，反覆的日常生活實踐與符號再現，利用「自然」的展演，塑造出原

住民飲食文化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共同創造出「原味」的空

間性（spatiality）與族裔地景的「食物革命」也可視為另類「口傳文化」

的實踐與原住民「存在的新的可能性」。（同上引 :50）

以及：

原住民飲食文化不僅做為一種經濟來源，甚至可以是「革命武器」，做

為重建文化自主性的策略及「差異政治」（the politics of di�erences）的

可能。（同上引 :51）

然而，由於二文皆未將飲食文化置回地方產業變遷脈絡，因此，討論的焦

點只限於餐桌上的族群飲食文化再現的政治，而無關乎族群食物系統存續的

治政。本研究懷疑，受到長期殖民統治及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臺灣原住民的

食物生產系統已有相當大的改變，甚至斷裂，而近年來因社區營造及文化觀

光帶動的風味餐熱潮，是否真如葉秀燕所言，具有成為「重建文化自主性」的

「革命武器」力量？抑或只是淪為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力量與作用」下，被吸

納進此一新經濟體系中的「資本範疇」（人類學門工作小組 2007:7-8）？甚至如
Bauman所示，在滿足消費者短暫的欲望後即被下一波「全新的」誘惑所擊退？ 
由於從跨文化接觸與飲食流動對在地食物系統的變遷與影響脈絡所進行的

飲食文化研究相當有限，尚不足以回答上述問題。故本研究嘗試從此一視角切

入，進一步對上述兩位作者所代表的觀點進行辯證。

三、研究方法

筆者從1995年求學時，即隨社區營造團隊進入馬太鞍部落，一年後計畫
結束，作者復於馬太鞍文史工作室擔任助理，一面參與地方社區營造活動，一

面進行學位論文的研究調查，因此與馬太鞍部落及溼地居民建立長久且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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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本研究首先運用1995年起至2010年長期參與觀察的資料，並對照
歷史文獻及臺灣農村發展政策之相關研究結果，探討馬太鞍濕地生態環境、飲

食文化變遷與國家統治間的關係及其對不同階層居民之影響。其次運用國科會

計畫2005至2007年間在馬太鞍溼地研究的結果，分析不同對象對溼地地景、
溼地發展方向、溼地業者經營方式的看法。計畫期間，筆者多借住於部落居民

家中。雖然部落菁英間彼此立場各異，但基於與筆者的友誼及信任關係，他們

了解筆者的立場，因此對許多敏感的議題皆直言不諱。

深度訪談集中在國科會計畫研究期間，是為深入了解特定人士對特定問題

的見解而進行的，有時候是與特定對象約定訪談，有時候因「時機恰當」而隨

機展開。深度訪談都徵得受訪者同意錄音、做成逐字稿；不適合錄音的情況則

由筆者或研究助理筆記，事後整理。訪談對象與內容包含以下三類：

▪地方頭人及知識菁英：訪談人數約30人，包括村長、社區發展協會幹
部、中生代知識份子（多擔任教師或任職於鄉公所）及青年團團員等，

老、中、青三代菁英。訪談目的在了解濕地的發展歷史，他們對馬太鞍

溼地生態環境及文化變化之看法及實踐。

▪馬太鞍濕地四家業者：以了解其事業經營方向是否曾經擴張或轉型？何
時？契機為何？做了哪些改變？在發展的過程中，是否受過任何政府的

補助或輔導？風味餐的食材來源？對濕地發展現狀之看法？及與濕地農

民的關係等。

▪在溼地擁有土地之居民及農民：目前溼地共有一百多位漢族及阿美族地
主，且多不住在溼地，故本研究僅訪談阿美族地主及農民約共二十人。

以了解其在飲食上與濕地的依存關係？對濕地發展觀光之看法？是否有

填土做民宿或其他開發之打算等。

此外，從長期的參與觀察與訪談中發現，近十年來溼地的觀光業者數量雖

未增加，但各家的業務皆有巨幅成長。為比較各家業者近十年來發展情形並預

測未來可能之變化，乃決定設計一份可供量化統計之訪談表格，對四家業者進

行普查（附錄一）。普查於2005初次實施，2010年再度追蹤更新，以比較各家
規模及其事業成長情形；統計結果如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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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馬太鞍溼地地景與食物生產方式之變遷

部落領袖 Orikitaw 及其夫人 Rongec Rinamay、子 Unak Kakalawan、

Mayaw Kakalawan 向神明請示之後，就帶著相信他的族人往北遷移，

到了一個地方環顧四周，小丘陵地到處長滿了樹豆（fata’an），由於

四面環水有如良好的天然屏障，故決定在這裡定居。因這裡長滿了樹

豆，先祖就稱這個地方為Fata’an。（曾國藩口述 2007.06.04）

馬太鞍隸屬於花蓮縣光復鄉，位居花蓮縣中部的花蓮溪及其支流馬太鞍溪

交匯處附近，北臨馬太鞍溪主流，西背馬太鞍的聖山馬錫山（Cikurusayan），
東南瀕光復溪，南距北回歸線通過處約 20公里。根據 1971-2000年的氣象
統計資料，年平均溫在23.3℃，年降雨量2157毫米（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2010），降雨集中在多颱風的6-10月。瀕河而居、泉雨豐富的優沃環境條件，
不但支持了阿美族重要的捕魚文化，也支持馬太鞍成為人口眾多的部落。

馬太鞍部落歷史悠久，與同鄉的太巴塱並列為阿美族規模最大的部落

之一，目前馬太鞍總人口數7994人，其中原住民約3141人，4其餘為近代移

入之漢人。根據歷史記載，馬太鞍在十六世紀時就已壯大成為縱谷中段最強

大的部落。1638∼1645年間，馬太鞍曾四度與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東部金礦探查隊對抗，巴達維亞城日記（Dagh-
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中記載商務員Wesseling企圖鎮壓馬太
鞍部落，但馬太鞍並不屈服於擁有槍火的金礦探查隊，顯示當時馬太鞍的強大

與自信（村上直次郎譯注 1970:124；康培德 1999）。在1898年清朝人口統計資
料中，馬太鞍就已達424戶2065人，為管理眾多人口，他們採分區制度，阿
美語稱為kuan（支部落），共分為：Fata’an、Cacifon、Peno’an、Makereng、
Taporo五個kuan，各kuan推舉一位頭目管理支部落事務，而以馬太鞍為本

4 根據居民口述，馬太鞍部落範圍跨七個村：大馬村、太平村、大同村、大華村、大安村、大進

村、大全村。故此處之馬太鞍總人口數乃上述七村人口加總之結果；原住民人口數則來自於同

筆統計資料，上述七村之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人口加總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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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擔任總頭目（sapalangaw）綜理全部落政治、軍事、祭儀等公共事務 

5
。

阿美族最重要的文化特色為母系繼承及男子年齡階級制度。財產和家系的

傳承為母女相承，婚姻制度採從妻居（李亦園 1962:7；劉斌雄等 1965:45）；男
性則依年齡區分年齡階級（awid），擔任部落大型活動時的組織工作。部落男
子的權利、義務及待人接物之應有態度，均依其階級而異，階級越低者擔負的

責任及工作量越重；階級越高者擔負的責任及工作量相對減輕，這是在大型阿

美族部落才看得到的分工情況。馬太鞍部落年齡階級以五歲為一級，部落每五

年舉行一次的入級、進級儀式，凡部落年滿15歲的男子，會在父母親的陪同
及鼓勵下接受入級儀式，正式成為馬太鞍部落年齡階級組織的一員。年齡階級

的命名方式各部落不同，馬太鞍部落屬襲名制，以16個年齡階級傳襲輪替。
如2006年新入級的awid級名叫Lafangas，這個級名會跟著他們，直到全級的
人都不在世上時，Lafangas的級名又會被下個新入級的awid使用。人類學者
指出，年齡階級制度是東南亞各民族最重要的社會組織，臺灣原住民各族中，

除了泰雅族和達悟族沒有年齡階級制度外，其餘各族都有類似組織（劉斌雄等

1965:190）。
阿美族的傳統生計活動及性別分工與上述社會制度相關，女性從事農耕，

男性從事捕魚和狩獵。到了近代，由於受到主流的漢文化影響，阿美族的婚姻

制度逐漸轉變為從夫居，母系繼承制度也逐漸崩解；年齡階級組織雖然仍維繫

著，但除了祭典外，日常的組織及約束力已逐漸鬆散，甚至許多從小在外地就

學的族人一生未曾接受年齡階級組織的訓練。吳天泰、陳紫娥（2003）的研究
指出園藝經濟的生產方式中，以女性為主要的生產者，是導致母系社會特質形

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隨著現代化、工業化的影響，傳統產業結構逐漸式微，

產業生態與社會文化互動之下，母系社會特質逐漸消失，轉變為漢族的父系社

會特質。這說明社會結構變遷和產業生產主體的關係變化，正如飲食人類學所

強調的，在任何文化中食物消費都密切地與社會秩序或其他概念域交織在一起

（James 1993:205）。

5 關於馬太鞍的社會結構，廖守臣、李景崇（1998:90-91）的說法與李亦園（1962:7-8）有出入，本
文採用的是筆者與部落耆老核對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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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蘊生於溼地的傳統飲食文化

馬太鞍溼地面積約126公頃，位於距部落約1公里的Loflof（大華）地區，
本區有嘉農溪、清水溪及芙登溪（Futen）滙流，地勢低漥，水量一時無法宣
洩，而形成沼澤地帶（陳淑華 1999:20）（圖1）。由於地下湧泉豐富，溝渠池沼
密佈、水深及腰，是魚蝦繁殖的好地方，但並不適宜人居住。在過去溼地屬部

落的公共區域，部落居民都可以去採集野菜或捕魚，有些人會在溼地邊緣開

墾，因此，溼地可說是馬太鞍人自給自足的文化生活實踐場域。

如前文所述，馬太鞍的性別分工中，農耕屬女性的工作，女性擁有家的

土地；男性組成年齡階級，負責部落共有地的山田燒墾、捕魚和狩獵工作。馬

太鞍是一個內陸型的部落，傳統上凡是部落領地內的河川都屬於該部落的漁

圖 1　馬太鞍地理環境
（資料來源：光復鄉公所全球資訊服務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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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是部落的公共財產，每一個漁區分屬於一個年齡階級單位管理（劉斌雄等

1965:220）。但有別於其他阿美族僅有公有漁區，馬太鞍最特殊的是各家擁有
私人漁區，也就是 lakaw。lakaw由家族（或家庭）成員所搭建，任何人都不
能隨意使用他人的 lakaw（蔡義昌口述2008.04.01）。
根據丘其謙（1962:70-80）的調查，馬太鞍共有11種捕漁法，其中最為獨

特，也是其他阿美族所沒有的漁法即為palakaw，意即「利用 lakaw捕魚」。
lakaw阿美語意指「垃圾」或「砍下來的雜草樹木」，由於馬太鞍的捕魚設施是
由當地採集的竹、木或回收資源所構成，故被稱為 lakaw。lakaw是馬太鞍人
為適應溼地而獨創的捕魚設施，族人在溪流沿岸挖掘水池，開口端與河流相

通，然後用竹、樹枝等製造捕魚設施安放池中。捕魚設施的結構共分三層，首

先，取6根約2公尺的長竹竿，每隔15公分挖一個方洞，將其中2根安放在池
底，與竹竿垂直方向放置中空的蛇木及粗大竹筒，是為第一層。接下來於第一

層上方再壓2根長竹竿，其上以不易腐爛的九芎樹枝紮梱成直徑約30公分一
把，收集數把垂直放置於竹筒上，是為第二層；再於第二層上放2根長竹竿，
兩端再垂直各壓一根短竹竿，並以藤皮與第二層固定，最上面壓上數根長竹

竿，則第三層結構完成（蔡義昌口述 2008.04.01）。居民解釋，第一層乃供無
鱗片之底棲型魚類如：鰻魚、鱔魚、土虱等棲息；第二層的九芎枝細縫提供小

魚、小蝦躲避及繁殖；第三層空間寬廣，與河流相通，吸引吳郭魚、鯽魚等前

來覓食。阿美族說：「lakaw就像一個魚的家」（馮先鳳編 2002:14；蔡義昌口
述 2008.04.01）。

lakaw建造完成後三、四個月，這時魚蝦已經變得又肥又大，就可以開始
捕魚。過去大約每二週捕一次魚，沒有 lakaw的人可以請求與有 lakaw的人合
作捕魚，事後也可分到漁獲（丘其謙 1962:77）。馬太鞍人通常在早晨帶著漁筌
（rakar）及漁簾（cering）到 lakaw去捕魚，有時候是個人前往，有時與家族同
行。抵達自家的 lakaw後，首先以漁簾擋住水池與河流的相通處，缺口再以泥
巴及雜草封住，使魚蝦不得逃逸。然後將水舀出，讓水變淺後，一層一層拆掉

lakaw的裝置，並配合使用漁筌、手網等捕魚器具，將魚、蝦入網 6
。由於池中

6 馬太鞍漁具至今改變不大，相關照片請參考李亦園（1962）圖版V∼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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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魚蝦就只能吃多少，和今日電、毒魚的方式相比，傳統的捕魚方式避免

了過度捕撈的問題。捕完魚後，通常已接近中午，他們在 lakaw附近採集野菜
搭配部份漁獲，就地野炊起來。餐後略作休息，再依照順序將 lakaw復原，然
後帶著分配到的漁獲回家。

傳統上馬太鞍的女性在婚姻中擁有較大的決定權，因此，lakaw整潔與否
被女性用來做為判斷一個男人是否勤勞的標準，懶惰的男人將難以找到婚配的

對象。從生態的角度來看，lakaw的清潔維護了魚、蝦和水生野菜生長的良好
環境，因此，可以說馬太鞍人不僅利用溼地生態資源，更創造出palakaw的
文化及社會規範來維繫這個食物系統。阿美族人可辨識、使用的野菜超過200 
種，根據農委會2001年的調查，溼地共有陸生植物62科144種，水生植物及
溼地型植物99種（游麗方、陳紫娥 2007:163），而作者2008年10月與族人一
起在濕地找尋野菜，也辨識了49種之多，可見馬太鞍人在與生態互動的漫長
歷史中，建構了龐大的野菜知識系統，無怪乎族人常榮耀地自稱為：「我們是

吃草的民族」。

然而，此一循環的生態體系在日本及中華民國的統治下遭受了破壞，經濟

作物、製糖工業及現代化生活的引進，不但改變了馬太鞍的地貌，也瓦解了阿

美族的傳統文化和食物系統。

（二）經濟作物引進時期（1900-1945年）
李亦園（1962:12）指出，馬太鞍的文化變遷可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自

與外來文化接觸到日本統治時代中期，這段期間內接觸的對象包括荷蘭人、平

埔族加里宛人及漢人，雖然馬太鞍人也自加里宛人習得水田耕種技術，但此一

階段的文化接觸是偶然的、片面的、非強制性的且在文化採借上馬太鞍人是居

於主動位置的；第二階段自日本統治中期（1930年左右）至今，這段時期的文
化接觸是有計畫的、全面的、強制的與被動的。因此，中研院民族所在1962
年完成馬太鞍的調查時即指出，馬太鞍已不是自給自足的原民社會（folk soci-
ety），而是Robert Redfield所說的農民社會（peasant society）了（李亦園 同上
引）。

相較於其他臺灣原住民，寓居於平地的阿美族人接觸貨幣的時間甚早，至

少在日治初期就已經有阿美族人替日本人或漢人打零工來換取金錢。日本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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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開發中部阿美族的具體起點，以1900年在馬太鞍鄰近的部落設置教育原住
民學童之公學校，推展皇民化運動為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207）。殖民
作物被引進以開發中部花蓮的產業，馬太鞍人曾經大量種植如香茅（Cicopoay
地區）、甘蔗（馬太鞍大部分旱地）、水稻（濕地）等經濟作物，這不僅帶來地景

的變化，也使得部落居民日漸依賴貨幣。當時製糖工業是日本的主要目標，水

稻為次，因此，以下僅介紹這兩種產業在馬太鞍之發展。

1.製糖工業
製糖工業在花蓮的發展，與日治初期日本人賀田金三郎所主持的開發事業

密切關連，賀田組在東部的事業以蔗糖等農作物栽種、製腦、畜牧與移民為

主（鍾淑敏 2004:96）。後來賀田組的墾拓事業失敗，1910年「台東拓殖合資會
社」繼承其事業體，1914年復合併入「塩水港精糖株式會社」，該公司於1920
年在馬太鞍完成「大和工場」，1921年糖廠正式運作，為當地帶來了現金經濟
（鍾淑敏 2004:103-104；苗允豐編 1977:22）。為了糖的生產與運輸，1909年開
始舖設東部鐵道，1917年完成東部縱貫鐵路的第一階段工程（蔡龍保 2004:19-
24）。鐵道的開通、糖廠的建設，首先衝擊的是地方生態環境。比較日人於
1904年及1929年繪製的地圖即可發現，鐵路的開拓使得原本為東北流向的清
水溪（Okakay），改道向北注入芙登溪（Futen），而原本流經部落西側的馬太
鞍溪支流逐漸消失了（圖2，圖3）。加上芙登溪下游流域受糖廠排放帶鹼性的
石灰水污染，導致魚蝦無法存活，馬太鞍人遂把漁區遷至溼地的芙登溪上游兩

岸（李亦園 1962:76）。

圖 2 　一九○四年水系圖
（資料來源：陳淑華 1999:20）

圖 3 　一九二九年水系圖
（資料來源：陳淑華 1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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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產業不但帶來生態衝擊，也引進了新的生活型態。糖廠的運作將原先

多樣化之旱地耕作轉變為大範圍單一化的甘蔗栽植，甘蔗栽植因為不需要太多

技術，也不需太費心力照顧，可以廣泛的於旱地耕作，在種種安適的心理下，

部份居民開始放棄了傳統的山田燒墾。此一改變對居民最直接的影響是帶來現

金收入，訪談中居民指出，有了現金收入後，他們將原先茅草屋改為木板屋，

並且做了領域性的空間區隔；此外甘蔗葉還能作為覆蓋屋體的建材及牲畜的糧

食，這顯示居民已將殖民作物的用途內化在他們生活中。當然，新的生活型態

也包含著新的壓力，一些馬太鞍的耆老表示，當時部落居民幾乎除了耕種水田

及參與糖廠的甘蔗栽植外，還會到附近日人開墾的伐木區做臨時工以換取貨

幣。

2.水稻耕作
水稻耕作技術在日治以前即已由平埔族人傳入，但大部分的阿美族部落則

要到日治時期的1930年代，來自國家與大社會的影響開始加強，始有大面積
的種植，而逐漸取代傳統主食小米，成為阿美族的主要農作物。馬太鞍溼地因

水源充足又耕地穩定，而發展出大規模的水稻種植。李亦園（1962:13）認為，
水稻耕種雖與傳統的山田燒墾大異其趣，但水稻耕作及開闢灌溉溝渠的需要，

正適合於馬太鞍人以年齡階級為基礎的生產模式以及集體合作（malapaliw）
的社會價值，因此很快就被馬太鞍人所接受了。受訪的農民回憶這段歷史道：

「日本統治帶來了就業機會、商機、教育、農事技術。在日本時代前原住民都

是以人力耕作，非常辛苦⋯⋯。（王德明口述2006.10.05）」
這意味著居民認為改種水稻是一種「進步」的象徵，族人揚棄儀式與禁忌

甚多的生活方式（種植小米），向更文明也更輕鬆的時代（種植水稻）邁進，甚

至將日本統治作解釋為進步的推手。黃宣衛（2005:171）認為這樣的觀念可看
作一種內在的變遷動力。

（三）綠色革命時期（1945-1969年）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旋即推動「三七五減租」農地

改革。土地改革的成功，使佃農由戰前的60%下降為9%，自耕農由40%上升
為82%，新興的自耕農階層，改變了臺灣農村土地所有權的結構，更提升了臺
灣農業的成長率（毛育剛 1999:68）。馬太鞍也受到農地改革影響，居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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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五減租」讓原先馬太鞍一小塊一小塊的耕地變得比較完整大塊，

而農民也能擁有自己的田地，……國民政府統治後，就引紅瓦屋那裡

的山泉水、地下水、自來水（鳳林）來做引水灌溉。除了水田的稻米，

旱地大多因糖廠種甘蔗，還有甘藷、花生等。（王德明口述2006.10.05）

隨著品種改良、病蟲害防治、水利興修、肥料供應、農業機械化推廣及運

銷改善等農業增產措施，也就是第一次綠色革命的推動，到了1952年左右，
農業生產已恢復至日治時期的水準（毛育剛 1999:64）。大量生產的農業技術在
此時期被引進馬太鞍，它雖然為農家帶來收入，然而卻也為溼地生態帶來前

所未有的浩劫。為了增加稻作收穫，溼地遭受殺蟲劑、除草劑和化學肥料的污

染。昔日密佈的河川都已被築起水泥堤岸，成為水溝一般的灌溉溝渠，水泥溝

渠限制了河水與溼地互為調節的關係，以致河流兩旁的溼地逐漸消失（陳淑華 
1999:20），當地居民採集野菜及捕魚的環境惡化。

（四）部落人口外流時期（1970-1980）
戰後新統治者的現代化政策，不斷逼迫原住民與大社會整合，使原住民脫

離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進而依賴現金經濟。然而，面對新的生產制度，馬太

鞍並未出現如Geertz（1963）在印尼稻作農業／農村變遷研究中所發現的內捲
化（involution）現象──將分工小作的習慣再度細分化、複雜化，共享工作但
卻也「共享貧困」──反而是向外爭取更好的生存條件。1970年代開始，臺灣
原住民開始以輸出勞力為生，他們參與北迴鐵路工程、從事遠洋漁業，甚至遠

赴沙烏地阿拉伯，協助興建高速公路。與農業比起來，勞力工作能帶來更豐厚

的經濟收入，於是阿美族人離開部落外出工作的情況越來越多。然而，這樣的

情形在當時的馬太鞍並不如其他部落明顯，主要的原因是：

在這時期有一部分的人出國去工作，主要是新加坡和沙烏地阿拉伯，

不過因為馬太鞍部落這裡有糖廠，工作機會多，所以與太巴塱部落比

起來出去的人少很多，因此當時太巴塱很多單親家庭，馬太鞍情況就

比較穩定，所以教育方面有著不小的落差。（王德明口述 2006.10.05）

新的產業不但帶來生態衝擊，也引進了新的生活型態。糖廠的運作將原先

多樣化之旱地耕作轉變為大範圍單一化的甘蔗栽植，甘蔗栽植因為不需要太多

技術，也不需太費心力照顧，可以廣泛的於旱地耕作，在種種安適的心理下，

部份居民開始放棄了傳統的山田燒墾。此一改變對居民最直接的影響是帶來現

金收入，訪談中居民指出，有了現金收入後，他們將原先茅草屋改為木板屋，

並且做了領域性的空間區隔；此外甘蔗葉還能作為覆蓋屋體的建材及牲畜的糧

食，這顯示居民已將殖民作物的用途內化在他們生活中。當然，新的生活型態

也包含著新的壓力，一些馬太鞍的耆老表示，當時部落居民幾乎除了耕種水田

及參與糖廠的甘蔗栽植外，還會到附近日人開墾的伐木區做臨時工以換取貨

幣。

2.水稻耕作
水稻耕作技術在日治以前即已由平埔族人傳入，但大部分的阿美族部落則

要到日治時期的1930年代，來自國家與大社會的影響開始加強，始有大面積
的種植，而逐漸取代傳統主食小米，成為阿美族的主要農作物。馬太鞍溼地因

水源充足又耕地穩定，而發展出大規模的水稻種植。李亦園（1962:13）認為，
水稻耕種雖與傳統的山田燒墾大異其趣，但水稻耕作及開闢灌溉溝渠的需要，

正適合於馬太鞍人以年齡階級為基礎的生產模式以及集體合作（malapaliw）
的社會價值，因此很快就被馬太鞍人所接受了。受訪的農民回憶這段歷史道：

「日本統治帶來了就業機會、商機、教育、農事技術。在日本時代前原住民都

是以人力耕作，非常辛苦⋯⋯。（王德明口述2006.10.05）」
這意味著居民認為改種水稻是一種「進步」的象徵，族人揚棄儀式與禁忌

甚多的生活方式（種植小米），向更文明也更輕鬆的時代（種植水稻）邁進，甚

至將日本統治作解釋為進步的推手。黃宣衛（2005:171）認為這樣的觀念可看
作一種內在的變遷動力。

（三）綠色革命時期（1945-1969年）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旋即推動「三七五減租」農地

改革。土地改革的成功，使佃農由戰前的60%下降為9%，自耕農由40%上升
為82%，新興的自耕農階層，改變了臺灣農村土地所有權的結構，更提升了臺
灣農業的成長率（毛育剛 1999:68）。馬太鞍也受到農地改革影響，居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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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40歲以上的馬太鞍人多有在糖廠工作的經驗，而附近的林區也能提
供一些臨時性的工作，因此馬太鞍人口外流的速度較同時期國內其他鄉鎮較緩

慢。即便如此，1970年代的馬太鞍部落社會已深受資本主義影響，與大社會
互動頻繁促使現金需求增加，以下訪談顯示部落居民在務農之外，尚需兼做其

他勞動工作，才能負擔家用：

我本身就是在 70 年代時 25 歲就在木瓜林區做林務局的工作，因為做

農的半年才有收入，家裡如果有小孩，那就一定要再額外工作補貼家

用。部落內部沒什麼工作，都要往外去尋找。（鄭馬腰口述 2006.05.28）

70年代的臺灣整體的農業經濟，普遍面臨人口外流、從農人口減少的危
機，家庭收入幾乎必須仰賴外地工作青年的工資。為增加農民收入，政府推動

的「農漁牧多角化經營」，鼓勵農田改成養殖魚池，魚池上端則闢養豬場，以

豬糞作為魚蝦飼料（黃俊傑2000）。馬太鞍濕地農民為舒解工業化時代日益沈
重的經濟壓力，除至都會尋找工作外，也將農地賣給漢族開設養豬場，發展

「農漁牧多角化經營」。豬糞排放到河川污染了水源，導致河川中的水草滅絕，

阿美族也退避三舍，不敢在河中捕魚。然而即使大部份的阿美族文化已受國家

教育影響而改變，但婚喪喜慶後的捕魚（malialac）仍是不能省略的重要儀式，
因此，族人轉個彎，以替代的型式再現malialac。1976年左右，熟諳商業經
營的馬太鞍人，利用溼地的湧泉及開闊的空間，經營起第一家休閒養殖業──

「老地方」魚池餐廳，店裡設置數個養殖魚池，放養吳郭魚，讓懷念撒網捕魚

的族人，在這裡現抓、現煮，重溫母土文化的懷抱，洗去現代化社會的疲累與

傷痛。

（五）休閒農業發展時期（1980-1995年）
受到全國經濟發展東西不均的影響，馬太鞍部落所在的光復鄉自1980年

代起十年間，人口外流情況日益嚴重，外流人口多為40歲以下的青壯年；同
時，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也急遽成長，不僅在 1987年即已超過聯合國百
分之七的高齡化社會指標，更在 1992年達全鄉人口的 9.6%，高出全縣平均
9.1%，顯示馬太鞍正面臨急遽的人口稀少化及高齡化問題（花蓮縣政府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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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1992）。人口的變化直接反應在產業結構上，因此，自 1984年
起花蓮地區開始響應休耕政策。1983年全花蓮縣水稻耕作面積為 28,850公
頃，休耕政策推行五年後的 1988年，耕地面積銳減為 13,921公頃（簡文憲
1990:22）。休耕政策影響下，馬太鞍稻作水田亦隨之銳減，為輔導休耕的田地
轉作其他更具有經濟價值的用途，1991年花蓮縣農會仿傚台南縣推展白河蓮
花產業的經驗，在馬太鞍溼地規劃出5公頃做為蓮花專業區，以贈送肥料的方
式鼓勵濕地農民種植蓮花。然而，或許是因為阿美族的身體習性並不適應蓮花

的生產模式，大部份農家種植蓮花的目的只為換取肥料，以施放在稻田裡。最

後蓮花因疏於照顧、任其腐爛而導致土壤酸化。官方網頁上雖然宣揚蓮花專業

區的績效，但馬太鞍人都心知肚明，推廣蓮花是個失敗的政策。

同時期，農會也輔導轉作休閒農業，例如欣綠農園就是從養豬場轉型為休

閒農業的。欣綠農園是由漢人在溼地經營的事業，也是溼地第一家配合農會轉

型休閒農業的業者。它原本只提供露營和烤肉，規模相當小，經營並不是非常

好。然而，即便是經營這樣小規模的休閒農業，對當地的原住民而言，都是遙

不可及的夢想。大部份的原住民都不若欣綠農園擁有資金、大面積的土地以及

知識技術可經營休閒農業。這些原住民在經濟壓迫下，大多選擇販售溼地的田

產以換取現金。只是有能力購買土地的多為漢人，因此溼地的土地就漸漸流入

漢人手中；土地不斷切割、販賣的結果，導致現在溼地共有一百多位地主。

（六）觀光發展時期 （1995年以後）
1995年筆者隨社區營造團隊進入馬太鞍時，馬太鞍仍是一個純樸的農村

社會，唯一能吸引觀光客停駐的，只有光復糖廠的冰品販賣部，而今卻已發展

成花東縱谷上的觀光熱點。馬太鞍溼地近十年來的變遷，主要受到近代興起之

原住民文化重建運動及原住民觀光熱潮影響，而這兩個現象都與1995年文建
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選定馬太鞍等十個社區做為示範點有關。原本社區

營造的目標未必要朝觀光發展，然而，2000年週休二日施實後，國民旅遊熱
潮再度興起，花蓮乃至於台東地區開始展現它所擁有尚未被工業資本主義破壞

之高山大海、未受都市化「污染」之原住民文化的觀光吸引力。2003年行政院
進一步在「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中增訂「觀光客倍增」
計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3），透過各項輔導，為花蓮打造不少社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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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熱點。其中，馬太鞍部落更是花蓮縣各社區中，從社區營造示範點發展成

觀光熱點的代表。

除政府政策外，溼地觀光的形成也與當地菁英的推動密切相關，馬太鞍最

早從事的觀光體驗活動是palakaw體驗、阿美族歌舞表演、傳統美食品嚐及
溼地生態解說等，以一般學校、機關團體參觀、教學為對象的活動。參加過溼

地生態解說訓練的學員們成為在地解說員，將溼地美好的文化、生態及環境污

染問題等與觀摩者分享，並希望能透過「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
讓地方重新體認溼地的價值，促使鄉公所注重養豬戶排放豬糞及河川溝渠化等

問題。

觀光活動進入溼地之前，溼地僅有四家餐廳，其中「老地方」與「早操園」

是1970年代後半至1980年代的產物，設有養殖魚池及投幣式卡拉OK，提供
族人日常休閒及婚喪喜慶後舉辦malialac的場所；「上界水」設立於1991年，
為漢人經營之卡拉OK休閒魚池餐廳，主要提供當地居民休閒，偶也提供外地
青年旅遊族群露營烤肉場地，設備極為簡陋；「錦益」為純粹供應餐飲的餐廳，

客群包括在地的原漢族群，菜單中包含多樣當地野菜。我們從這些餐廳經營的

方向就可了解，早期溼地的消費者多為在地居民，簡單的商業活動雖已進入溼

地，但溼地與部落間的關係仍未斷裂，它仍扮演著過去工作（耕種）及休閒（吃

魚）的空間角色，雖然傳統的休閒活動被商業的方式所取代了。

但觀光事業的興起卻影響了溼地的空間利用型態，觀光客取代地方居民

成為溼地的主要使用者，轉型不力者如「早操園」（養殖魚池餐廳）不得不面臨

關閉。「拉藍的家」由馬太鞍阿美族人蔡義昌所經營，以文史工作及文化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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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拉藍的家」初期並未經營餐飲，故將阿美族石煮法體驗及團體用餐轉介

至毗鄰的「上界水」，使「上界水」主人在耳濡目染下，也於1999年更名為「欣
綠農園」，朝休閒農業方向轉型。

2003年光復鄉公所推動「綠色迷宮」活動時，正值馬太鞍部落菁英楊國政
回鄉公所農業觀光課任職，乃搭此觀光活動之便，協助部落老人成立palakaw
班，鼓勵他們與欣綠農園結合，共同發展出觀光體驗式的palakaw活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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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農委會等單位相繼投入硬體建設及道路開發之下，當初以小團體旅客

為對象的生態旅遊方式，逐漸發展成以大型遊覽車為對象的觀光活動。「拉藍

的家」及「欣綠農場」朝向全方位的觀光事業發展，他們不斷擴大腹地、投資

設備，提供風味餐、住宿、生態解說、palakaw體驗，全包式地供應遊客在溼
地的一切需求，也是溼地最主要的團客（mass tourist）接待業者（見附錄二）。
2001年桃芝颱風重創花蓮後，「老地方」養殖魚池餐廳重新整修並更名為「紅
瓦屋文化美食餐廳」，轉型經營以觀光客為對象之阿美族風味餐。透過媒體宣

傳的加持效應，「紅瓦屋」從地方型的餐廳搖身一變為全國知名的餐廳，除傳

統阿美族菜餚外尚提供咖啡及特調飲料，也接受團客訂桌，最近更成立小型的

文物館。拜觀光發展之賜溼地生意興隆，甚至馬太鞍退休老師也投入經營阿美

族風味餐廳──劍柔山莊。整體而言，近十年來溼地的經營型態與內容逐漸轉

變為因應觀光團客的需求（附錄二），價格與風格影響了當地居民在溼地活動

的意願，以往溼地樹蔭下居民圍坐野餐吃魚，或養殖餐廳裡居民撒網捕魚的景

象已不復見，在當地人的眼中，溼地已成為觀光展演場所而非生活空間了。

（七）小結

回顧馬太鞍溼地發展與地景變遷，我們發現，溼地原本是族人日常食物的

生產基地，提供族人蛋白質（魚、蝦）及野菜的來源，自1895年以後，此一孕
育於濕地的食物系統發生了巨大且日益快速的變化。影響此一變遷的力量主要

有二，一是做為殖民工程的現代化進程，一為伴隨著現代化而來的資本主義經

濟滲透，在這二種力量的壓迫下，馬太鞍人開始喪失對自我生活世界的自主詮

釋權，轉而使用殖民者或主流社會的價值觀重構自身與土地的關係。一如李亦

園（1962:13）所示，日治中期（1930年）以前，馬太鞍人接受稻作文化，乃因
為水稻耕作需要大量勞動力，其正好與阿美族共作共享的malapaliw核心價
值觀相符。加上稻米的生產不像小米般充滿禁忌，因此可說是阿美族人站在自

己文化的觀點，主動地選擇異文化，並將之納入以年齡階級組織為基礎的生產

體系的結果（同上引 :13）。日治後期，殖民政府開始引進經濟作物──甘蔗。
甘蔗種植也同樣需要大量勞動力，阿美族年齡階級組織的集體工作方式，再度

支持了此一農業生產型態，直到1970年，溼地種稻米、旱地種甘蔗、家屋空
地種野菜成為馬太鞍人最主要的糧食生產／空間利用模式。由於稻米與蔗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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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為馬太鞍人帶來的並非直接的糧食獲取，而是現金收入，因此，擴大單位

面積產值的資本主義邏輯逐漸滲透入馬太鞍人的生活中。在追求大量生產的目

的下，灌溉及製糖用水的水路開發改變了河川水文，農藥及機械化耕作技術改

變了生態環境，致使傳統以palakaw及野菜採集為主的溼地食物系統無以為
繼，旱地野菜雖仍可從家屋周圍的菜園取得，魚蝦等蛋白質食物只能以金錢交

換。人口的外移導致鄉村空洞化，濕地的發展暫時停滯。為因應時代潮流的變

遷，尋求發揮濕地效益之道，光豐農會先後於1980至1990年代推動畜牧業、
休閒農業（賞蓮）、生態觀光及有機農業（如：紫米）等，馬太鞍濕地的土地利

用方式從過去的提供食物，轉變為今天的提供服務。但新的生產方式所需的知

識、技術、資本及價值觀等，都超越了部落大部份居民的掌握能力。除了少數

擁有資金、土地、知識且了解資本主義遊戲規則的族人得以跟進外，大部份的

族人已失去主動選擇並將新的生產方式整合進馬太鞍社會文化體系之能力。發

生於濕地農民身上的休耕、填土、售地求利等現象，正是反應地方居民面對新

的生產型態束手無策、無以為繼的窘境。

筆者認為，這樣的窘境乃是源自於多重的社會、文化斷裂。殖民主義的現

代化工程迫使人們與自己的歷史斷裂，接受一套新的發展史觀。資本主義的

土地利用模式，使馬太鞍人與自然的關係斷裂。現代主義的自然觀，使人做為

食物鏈的一環（而非主宰）的關係斷裂，摧毀了傳統食物系統及其相關之社會

結構。為了適應現金經濟，人們脫離故鄉、家庭，導致文化傳承斷裂。資本主

義的私有財產觀瓦解了部落共享的機制與價值。而近代所興起的「生態觀光」，

乃是基於未反省的現代主義生態觀，將溼地客體化為一種觀光凝視的對象，以

及一種新的、以環境管理為論述中心來區辨我族及他者所進行的資源競爭，導

致部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斷裂。然而，這些斷裂的關係是否能透過「風味餐」

或palakaw文化的再現而獲得重建與修補的機會？是否能如學者們所期待的，
以觀光風味餐做為「革命武器」或重建文化自主性的策略，邁向原住民「存在

的新的可能性」？

再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受到社區營造及族群文化復振運動的影響，少

數掌握資本主義遊戲規則且有能力跨越斷裂的馬太鞍菁英，期望藉族群觀光做

為解決地方生態環境、文化傳承及經濟困境的媒介。然而，長期受到外來文化

的影響，馬太鞍人的社群生活及宗教早已解體或遭放棄，不論是部落景觀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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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方式皆與漢族社區鮮有差異（李亦園1962:13-14）。到了族群觀光發展階
段，族人重新召喚回某些足以代表族群或地方的特色，以創造觀光吸引力，這

也就是葉秀燕（2009）在觀光風味餐中所觀察到的「地方感」的塑造。問題是，
此一透過異族觀光而重新召喚的「傳統」飲食文化與地方生態知識，以及為了

觀光客凝視而塑造的地方感，是否如前人研究所示，足以開啟一種族裔地景的

「食物革命」？或成為足以抵抗科學知識所帶來的同質化及農糧全球化潮流的地

方飲食系統？

筆者認為，如果我們期待「風味餐」或palakaw的生態觀光不僅止於餐桌
的政治，而是做為濕地農民生存的政治，我們就必須將之放回農民熟悉的脈絡

中來討論族群食物系統存續的問題。但這僅是筆者的想像，而濕地的行動者

又是如何看待他們的行動？以下，我們將試著從不同位置的在地人觀點與實踐

中，來理解他們所想像的「溼地生態」，釐清「馬太鞍風味餐」出現的脈絡以及

其與地方食物系統重建的關連，以便進一步討論上述問題。

五、生態觀光、風味餐與濕地存續的政治

近十年來，影響濕地發展的行動者包括公部門、部落菁英、觀光業者及溼

地農民，但這些行動者對濕地發展的想像各有不同，以下將透過他們的實踐與

言說，呈現不同行動者對濕地的想像。

（一）公部門

馬太鞍近年以生態觀光為發展主軸，與鄉公所、花東縱管處、農會等公部

門的推動關係密切。光豐農會早自1995年左右起即在濕地推動賞蓮等休閒農
業活動。2000年以後，為推動溼地觀光事業，農會成立解說班，訓練完成後
即對外接洽溼地動植物生態解說、夜間觀察等活動。農會解說班成員多為關心

環境保育議題的漢人，他們熟知動植物的學名，以具有生態學的專業自居，而

與在地的阿美族解說員即興且生活化的解說方式有所區別。2003年農會擴大
宣傳蓮花休閒農業與生態解說活動，將濕地命名為「馬太鞍生態園區」；同年，

鄉公所加入濕地觀光「戰場」，以當時流行的「生態觀光」為口號，推出「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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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溼地生態季」，以賞蓮和溼地生態導覽為主，搭配租用糖廠105,000平方公尺
休耕地所規劃出來的巨型太陽麻「綠色迷宮」，締造出兩個月間6萬人次來訪的
觀光旅遊高峰（張瑋琦 2004；張瑋琦、植田憲、宮崎清 2006:53）。2004年光
復鄉公所內部開會認為「生態園區」的概念限制了馬太鞍濕地的發展，基於發

展地方特色觀光考量，在農業觀光課楊國政等人的構思下，以palakaw為主
題，向縣政府申請劃定為休閒農業區。隨著遊客的增加及媒體曝光率的提升，

馬太鞍濕地吸引了原住民族委員會、農業委員會、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花蓮縣政府、光復鄉公所等公部門各自投入硬體建設、各辦各的活動，這

些部會間缺乏橫向連繫又互相競爭績效，導致地方因資源過剩而發生資源重置

及濫用的現象。2007年馬太鞍獲選為第一屆十大經典農漁村，2010年更獲選
為水保局農村再生計畫試辦區，預計未來將有更龐大的建設經費投注在這一小

方土地上。然而，最為部落人士所詬病的是，馬太鞍的開發建設長期處於一種

缺乏整體考量，想到什麼就蓋什麼的雜亂無章現象，政府的工程設計不但毫不

考慮「生態」概念，反而經常做出破壞溼地生態的建設：

拉藍（Lalan）的家後面那一大塊原本是鳥類棲息的閒置溼地，只是後

來原民會的經費下來，做了一條木棧道連接到農會的木棧道。但這樣

卻把整個溼地的鳥類棲地給斬成兩半。另外也有人建議做溼地的排水

設施，結果使得水從一旁的渠道流光，很自然溼地就變乾了。（吳永斌

口述 2007.07.19）

游麗方、陳紫娥（2007:164）的研究亦指出，公部門在馬太鞍溼地所建設
的木棧道等工程，將棧道底部如水泥牆般以水泥封住，阻斷溼地水源流通，使

溼地北側豐富的湧泉水無法宣洩，導致腐敗的蓮葉淤塞造成土質酸化。甚至

允許深挖或土方回填破壞溼地完整性，導致溼地面積縮小（游麗方、陳紫娥

2007:165）。這些工程在設計或發包前多未與居民溝通，再加上個別的公部門
組織經常與特定的部落菁英或溼地業者合作，造成部落菁英或業者間的紛爭。

從這些政府單位的作為中可以看出，公部門的建設雖然打著「生態觀光」

之名，實則並未真正意識到維護濕地生態系的重要性，在這裡，他們追求的僅

是觀光成長的業績。地方的農業部門雖配合花蓮縣政府推動無毒農業，但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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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傳統食物系統因不被認為具有市場價值，而一直未受重視。一但以硬體建

設為主的農村再生計畫通過，不禁令人擔憂，更多的資源投入是否帶來更多破

壞。

（二）部落菁英

在部落從事溼地生態知識／環境重建的菁英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與漢

族有較多的接觸經驗，具有計畫書撰寫、文化轉譯等與主流社會溝通的能力。

這些菁英們並不完全贊同政府部門的發展方向及主流社會所強調的「生態」概

念，但卻也無力直接挑戰主流社會所信仰的生態觀。在鄉公所農業觀光課任職

的阿美族人表示：

對於我來說，「生態觀光」只不過是從都會人那裡借用的一個名詞罷

了。我們真正關心的，只在乎如何透過活動來保護溼地。……既然已

經稱馬太鞍是生態園區，雖然不願意這樣被包裝，但目前可能是最好

的包裝，地方才會被重視。但這樣發展下去，生態園區的目標可能會

愈來愈遠。……環境跟發展之間的關係，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居民要進

行對話。很多居民其實並不了解馬太鞍溼地朝什麼方向發展，只隱隱

約約知道政府很重視這個地方而已。（楊國政口述 2003.08）

雖然2003年政府剛開始推動生態觀光時，馬太鞍部落菁英大多只能配合，
但隨著時間累積，菁英們也逐漸發展出對溼地的論述能力，這類論述中展現出

阿美族自身的文化觀點：

溼地不是「生態區」，而是原住民的「生活區」，我們在這裡生活，我們

有自己的野菜及魚蝦的分類方式，還有利用溼地的方式。但這些方式

都不是現在講的「生態」或「無毒農業」。漢人才進來四十年，就想主

宰原住民幾千年的文化。（蔡義昌口述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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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些菁英在各自的崗位上，以不同方式重建溼地傳統的palakaw及
野菜文化，期喚起居民對溼地傳統生態環境的重視，以阿美族的生態觀對抗主

流社會的生態觀。綜合他們的實踐大致如下：

▪生態解說人員訓練：1997年由馬太鞍文史工作室舉辦，參與者多為關心
環境的在地中小學教師。培訓課程結束後，他們便積極地在校內推動阿

美族野菜植物教學，甚至把溼地當成野外教室，帶領學童認識民族植

物，促使傳統飲食文化向下紮根。2007年馬太鞍文史工作室又針對農
民及部落居民舉辦生態解說訓練，企圖協助農民轉業。

▪編寫教材及解說資料：包括溼地野菜及palakaw的導覽手冊及圖鑑等
（如：馮先鳳編 2001, 2002, 2006等），這些基礎資料的搜集與整理，重
建了民族生態知識，也為文化傳承教育建立了教學材料。

▪再現palakaw文化：推動palakaw體驗，讓部落學童及觀光客有機會
重新接觸此一消失的傳統，除帶動觀光外，在喚起居民對溼地生活文化

的重視上具有貢獻。由於溼地捕魚文化重新受到重視，居民開始關心養

豬場及餐廳排放污染水源的問題，提高了居民的生態敏感度。

▪復育生態：包括復育水草植物、螢火蟲，及改善土質酸化等，但這類的
工作也常受到外來的環保基本教義派指責為破壞生態。原因是，阿美族

菁英們經常會以耆老的口述、過去的生活經驗等，去思考修復生態環境

的對策。例如，他們從耆老口中得知溼地過去有螢火蟲，因而發起了黃

緣螢復育計畫，但卻遭環保人士批評所施放的螢火蟲非馬太鞍溼地物

種；或認為將泥土翻出水面讓陽光曝曬一段時間，可解決土壤腐質物過

多導致的酸化問題，而自行雇用挖土機翻土，卻遭到環保人士批評破壞

溼地環境。但由於來自學術界的研究合作及資訊流通相當不足，至今尚

無科學研究證實孰對孰錯。

▪推動濕地飲食文化：馬太鞍的地名來自於樹豆（fata’an），因此，部落
菁英與在地餐飲學校合作，協助當地餐飲業者開發樹豆料理，如：樹豆

餐、樹豆蛋糕、樹豆貝果、樹豆冰沙等，將風味餐與地方符號意象及文

化創意產業結合。亦透過文案編撰介紹野菜植物、推動傳統飲食文化。

由上述多元且含蓋寬廣的社會實踐可知，對於當地原住民而言，溼地的振

興並不等於農會倡議的「休閒農業」或「有機農業」路線，更不是漢族生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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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理解的那些「學名化了的生態」，而是地方生活、生產及生態環境的復原。

因此不論野草、動物、土壤及 lakaw都是他們所關心的。近五年來，當地原住
民的自我覺醒逐漸增強，更有新一代的阿美族大專青年回到部落，接續父執輩

所開拓的文化工作。他們試圖在自己的生態觀底下，一點一滴地重建溼地的地

景與傳統生態／飲食知識。然而，矛盾的是，此一重建工作並非草根地從濕地

農民及農作生產出發，而是透過文字出版、網頁製作及觀光展演等文化產業的

方式來實踐的。這顯示這些知識份子所熟悉的操作模式幾乎都是面向外來者，

亦即透過外來者或觀光客的凝視，向居民展現地方知識的重要性。但正如古宜

靈、廖淑容（2004:4）所指出的，文化經濟的執行，若未與地方互動結合並植
入地方經濟網絡，其效果是有限的。也就是說，生態觀光或地方知識若要成為

一種當地農民「存在的新的可能性」，就必須將之著床（embedded）於濕地農
民的生態、生活、生產關係中，重建地方食物系統。

此外，在缺乏資源的原住民社會裡，這些工作所需要的經費都是超越個

人能力的，因此部落菁英有的自己籌組文史工作室，有的則依附在NGO組織
下，以便申請國家補助。而這也意味著再度將國家、地方政府、NGO等多重
的利益帶入原本已然破碎的原住民文化生態環境中，複雜化了溼地食物系統重

建的目的，更是地方主體性一直難以展現的主要原因。

（三）觀光業者

溼地最早的訪客是屬於深度旅遊型的學習觀摩團，由在地社團接待，初期

經營的型態也接近生態觀光的理念。但隨著馬太鞍溼地聲名遠播後，不但吸

引了政府部門投入硬體，旅遊業者也聞風而至，一舉將溼地的旅遊型態推向大

眾觀光的走馬看花模式。溼地的觀光業者共有四家，十年來，店家數量雖未成

長，但各家經營規模普遍有巨幅擴張的現象。目前規模最大者可容納300人同
時用餐，規模最小者亦可容納100人同時用餐。其中以欣綠農園變化最大，受
到農委會補助及輔導的結果，已從過去的露營地及簡陋民宿發展至今可容納百

人之住宿規模。來客數方面，據本研究問卷統計（附錄二），十年來各家皆成長

至少三倍，欣綠農園之來客數更成長至四倍之多，每週平均接受30台遊覽車，
約1200人次，且多集中於假日；而規模最小之業者，每週亦可接待2~5台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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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車之遊客。這些大眾旅遊的觀光客來到馬太鞍溼地大多只聆聽一場解說，吃

過午餐後就離開。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溼地食物系統重建的問題，因此，針對觀光業者

的討論只聚焦於「風味餐」。目前四家業者皆提供風味餐，除紅瓦屋外，其餘

三家皆不接受十人以下的散客。為應付大量且短暫停留的旅客，他們提供固定

的套菜，各家菜單大同小異，包括鹽烤吳郭魚、野菜、紫米飯及野菜湯等。若

特別預約，尚可為遊客準備「石煮法」，7 並在遊客面前烹調。菜單中的紫米，是

光復鄉農會推動的地方特產；野菜有的採集自溼地，有的來自馬太鞍或周邊部

落的旱地，對支持部落居民種植、採集野菜，換取金錢收入，多少有所助益。

作者進行田野調查期間，就經常看到部落居民把菜拿到餐廳前販售給業者。

這些溼地業者是馬太鞍傳統食物系統的最大消費者，然而，調查結果也顯

示（見附錄二），近十年來溼地餐飲業的主要消費對象已由當地居民轉變為外

來觀光客。而觀光客大多來自漢族社會，不見得都能適應帶有苦味的阿美族野

菜，因此餐廳會刻意選擇漢人較熟悉的過貓、山蘇等野菜，也會在菜單中穿插

幾樣漢人常吃的非野菜類蔬菜，如高麗菜等，這些蔬菜則購買自市場。最後，

溼地餐廳既然主打阿美族傳統食物，當然少不了魚，只是很可惜的，為了供應

大量的遊客所需，這些吳郭魚必須從外地進貨，事先放到湧泉中數天，清除土

味，再提供給觀光客食用。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溼地業者雖然有心，也盡量

提供傳統食物，但實際上若欲透過這些觀光消費來支持溼地食物系統的重建，

還有很大的距離。

7 「石煮法」是阿美族傳統的烹調方式，馬太鞍人過去在溼地捕魚時，會順道撿拾河邊較硬且不易
碎裂的卵石（如：馬太鞍溪的蛇紋石或麥飯石），放入火堆中預燒約三小時，待捕完魚後石頭也

正好燒得火紅，故就地取材以檳榔葉鞘製作船型的容器，放入泉水、魚蝦及由 lakaw四周採集的
野菜，再將火紅的石頭放入容器中使水滾熱，就是一鍋鮮美的野菜魚湯。由於現代的鍋具發明，

部落居民不再以石煮法烹調，而必須到溼地的餐廳才能享受這道料理。為了再造傳統氛圍，溼

地的餐廳在做這道料理時，仍以檳榔葉鞘為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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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溼地農民

近十年來溼地發展的過程中，一直缺席的是溼地的農民。在臺灣的農村，

農民多依賴地方農會給予技術輔導，但不論經營觀光事業或擔任生態解說，所

需要的技術、知識或資金，都超越一般阿美族農民的能力。農會雖曾舉辦生態

解說員訓練協助農民轉型，但除了背誦動植物學名的障礙外，生態觀的差異也

是阿美族農民抗拒「生態觀光」的主要原因：

對於阿美族來說，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眼睛看到的都可

以吃，但不會過度取用。生態觀光的概念會讓地方居民害怕是不是要

來限制我們的生活，所以有距離感。（蔡義昌口述 2007.10）

對於農民而言，溼地就是一個生活的地方，不論是擁有祖傳土地者，或是

租地耕種者，他們對溼地的依存感很深：

那個地方（溼地），真的自然環境很好。像那些生態，像那些地方，不

管是看植物也好，昆蟲也好，那邊都很豐富。而那個地方事實上也

是我們早期原住民的一個食物鏈，一個蛋白質的來源。因為我們早期

原住民不像現在那麼富裕，以前我們蛋白質有限，除了自己養一些家

禽家畜之外，有一些大部分也來自於溼地，像是魚、蝦。……這些產

業（觀光）能夠有現在的規模，你要拜這個生態之賜，如果說，將來

那個地方變成大家都填土蓋房子，我相信人家不會來這個地方，因為

沒有什麼好看的。事實上那邊沒有什麼好看的，但是講到它的人文跟

歷史它們很寶貴的。它可以說，尤其對我們原住民部落來講，它真的

提供我們的生活，可以說是延續我們生命的一個地方。（張榮安口述 

2006.02.06）

在漢族生態解說員眼中，溼地是一個「不可破壞」、「必須受保護」的客體；

但在馬太鞍人眼中，溼地是生命的一部份，人是溼地食物鏈的一部份，是主客

不分的。然而農業現代化改變了農民獲取食物的方式，他們在農會輔導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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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農藥來提升收穫量。因此，每當農會開始推動種荷花等經濟作物，農民就

開始噴殺草劑，導致農民和觀光業者（特別是生態解說員）之間不論觀念或實

際作為都強烈對立，彼此難以溝通和合作。

事實上，農民要的很簡單，就像楊國政所說的：「他們要的只是生活而已

（楊國政口述 2010.08.24）」。然而，不論公部門、部落菁英或濕地業者都很少
真正聆聽濕地農民的聲音，並認真思考以農民最熟悉的糧食生產為「革命武

器」，搭建農民與濕地共存共榮的橋樑。

（五）小結

1995年以後興起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可視為馬太鞍人嘗試修補社會文
化斷裂關係的契機。作者認為，馬太鞍人在眾多阿美族的文化內涵中，選取了

lakaw做為文化表徵，是具有地方認同的意義的。首先，它是馬太鞍人因應當
地特有的溼地環境而發展出來的捕魚文化，其他地區阿美族人並未發展出此

一捕魚技術，因此，它區辨了馬太鞍人與其他阿美族人，做為連結內部認同的

象徵。其次，lakaw的存在，象徵一生態系的完整性，意即溼地對河流的調節
功能，水草對土壤保護的意義以及人類、魚、蝦、水草、田螺、飛鳥間的食物

鏈關係。在這個食物鏈關係中，人是生態的一部份，如同居民所強調：「天上

飛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都是我們的食物，但不會過度取用」，「溼地是原住

民的生活區而不是生態園區」。當面對漢族解說員引以為專業的西方科學式生

態知識時，在地的生態觀再度被原住民解說員所強調，以奪回溼地的文化詮釋

權，因此，它被用來做為區辨漢族和原住民差異的象徵。而風味餐的創造重新

召喚了馬太鞍人久已不再製作的石煮法，顯示一種重新建構「地方」的企圖，

以對抗食物工業系統不斷擴張、不斷「去地方化」的壓迫。

從在地人的論述及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太鞍人從多元面向切入，重建

溼地食物系統的努力，然而，吊詭的是，他們並沒有發展出一套新的策略來面

對族群的未來，反而是借用「從都會人那裡借來的生態觀光」來重建溼地生態。

這顯示馬太鞍做為一個已然深受資本主義及現代化影響的原住民社會，「地方」

或「傳統食物系統」只是一種暫時的抵抗策略，甚至是菁英式的抵抗策略，抵

抗科學知識所帶來的同質化或全球化潮流，抵抗食物和農業地景經濟聚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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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去權和環境的惡化，但其也正如Goodman（2000）所發現的，永續的農業
與食物主權似乎不見得是這類地方食物運動所重視的。

Lakaw及風味餐的再現的確恢復了部份的溼地生態環境，建立了少數農
民與餐飲業者間的關係，但終究只是少數。由於這些餐廳所服務的對象大多是

主流社會的漢族，菜單必須依觀光客的習慣而調整；同時也必須滿足大量旅客

所需及兼顧旅遊的淡旺季波動；食材的供應必須穩定、大量、均質且不能口味

過於獨特。而這樣的大眾食物供應系統排除了小農加入的可能，使得原本強調

「在地化」的風味餐為求食材來源的穩定，不得不擴大「地方」的定義，以維護

傳統地方食物的「正統性」。因此，風味餐廳普遍強調，只要是「阿美族」常用

的食材皆可，未必要取自於「馬太鞍」，這是生態觀光及風味餐無法著床於濕

地農民的生態、生活、生產關係中之原因。

「著床」是地方公部門組織、部落菁英及濕地業者未曾思考的路線，他們

所思考的多為如何協助農民「轉型」，以便在生態觀光中就業。因此，農會及

馬太鞍菁英們為農民開設了「生態解說訓練班」，但這樣的想像顯然是脫離大

部份農民的生活脈絡的。多數受訓後的農民仍繼續慣行農業的生產方式，繼續

使用殺草劑與農藥，種植著農會輔導的作物，或乾脆放棄耕作。對於這些農民

而言，從一級產業的農業跳躍至三級產業的觀光事業是有困難的，他們缺乏技

術與資金，更重要的是對進入觀光事業缺乏想像。

綜上所述，馬太鞍社區營造雖然再現了溼地傳統食物系統及溼地生態的價

值，但它的行動卻難以召喚濕地農民的參與，對改變農民的弱勢處境也效果有

限。本研究認為，此乃是因為他們所提出的願景並未跳脫出資本主義的邏輯以

及國家計畫的引導，真正從農民的位置出發，創造另類發展的想像之故。也許

是長期的殖民加深了馬太鞍人對資本主義的依賴，使得他們缺乏資本主義邏輯

以外的想像，因而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中想要對抗資本主義，以致這樣的對

抗力量是如此地幽微，隨時都可能被下一個新的國家發展計畫所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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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世界各地掀起了以地方食物對抗全球化農糧系統的運動，此一

運動因與地方知識重建、環境正義、食物主權、飲食的文化詮釋權等議題相

關，而受到世界各地原住民關注。本研究以阿美族馬太鞍部落的食物系統變

遷及當代溼地飲食文化重建為例，探討殖民主義及其伴隨而來的現代化工程

與資本主義對地方食物系統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一如Kuhnlein and Chan
（2000:597）所示，原住民傳統食物系統的消失，不僅意味著一地區／族群的飲
食習慣改變，更意味著相關的民族生態知識傳承中斷，以及原住民長期發展出

來適應生態的生活方式改變。殖民經濟對馬太鞍的影響，不僅改變馬太鞍人在

溼地的生產方式，改變溼地的地貌、水文，及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更使得馬

太鞍人與其歷史、自然、文化傳承及社會網絡發生斷裂。

一個文化的食物系統重建，特別是對一個飽受殖民影響而文化斷層的民

族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它包含對傳統飲食文化價值的再認識、傳統食物

知識的重建、生態的復原、文化詮釋權的重新掌握，以及建立新的地方經濟網

絡，使這些知識與糧食的生產著床於居民（包含弱勢階級與年輕世代）的日常

生活中。本研究發現，馬太鞍菁英及觀光業者希望透過近年國家提倡之文化產

業路線，即發展生態旅遊、文化解說及風味餐等方式，重新建構濕地的人與歷

史、自然、文化之間的連結，但文化產業研究學者們的提醒也值得注意：

文化產業顯然是利用地方文化資源的特性，也就是文化的地方性，將

一些知識、創意、資源商品化（commodi�cation）後，透過經濟自然形

成的關連衍生作用，鑲嵌於地方社會和文化網絡中，它必須是一個內

發性的產業。8（古宜靈、廖淑容 2004:10）

8 粗體為筆者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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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文化產業的成功，最終必須鑲嵌（著床）回地方社會文化的網

絡中，重新建立具有文化意義與社會參與之生態、生活、生產以及消費之連

結。因此，單純凝視「風味餐現象」，也許我們也會得到類似葉秀燕（2009）的
研究結果，也許我們也可以同意她的發現：

原住民用「風味餐」做為族群文化認同，不僅凸顯食物的政治符號，業

者想要建構的社會運動與革命精神既直接又強烈。「食物武器」的概念

不僅將食物的意義更複雜化，更說明邊緣族群對主流社會的反撲和抗

爭位置，強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辯證角力與文化主體性的建構。（葉秀

燕 2009:41）

然而，如果我們將視角擴及跨文化接觸與飲食流動對在地食物系統的變遷

與影響，將會發現，現今原住民風味餐的操作實則並未跳脫資本主義的邏輯，

透過原住民風味餐所建構的文化主體性並未真正鑲嵌回地方社會文化的網絡

中，成為一種內發性的產業，反而是漂浮在觀光客的異文化想像與凝視之間。

馬太鞍人的生態觀光與風味餐論述，雖然呈現出與主流文化辯證與角力的意

圖，然而，這就像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中想要對抗資本主義，以致於這樣

的抵抗或反撲力量是如此地幽微，不但再度將國家、地方政府、NGO等多重
的利益帶入原本已然破碎的溼地文化生態環境中，複雜化了溼地重建與社區營

造的目的，且容易落入消費文化「用過即丟」的陷阱，隨時可能被下一波新的

潮流所吞 。

地方食物系統是適應地方生態環境所發展出來的體系，因此也是地方居民

可及性最高，或以最小花費即能取得的食物。地方食物系統的維護，與保障地

方弱勢者的生存權利（即食物主權）密切相關。然而，在現代化的發展中，土

地利用趨向商品化，使得地方食物系統往往被更具有產值的經濟作物、商業活

動等所取代。在這個過程中，最束手無策、無以為繼的即為缺乏知識、創意、

資源，得以與新產業模式連結的小農。去年以來，農村再生計畫的辯論以及八

八風災後的原鄉重建，使得地方經濟與永續發展的議題重新受到重視，這些原

鄉土地利用的模式，與馬太鞍濕地有著類似的發展過程，在風災之前他們早已

放棄傳統食物的生產，多年來從事著經濟作物種植與原住民觀光產業。然而，



132

Taiw
an Journal of A

nthropology 

臺
灣
人
類
學
刊

風災不僅摧毀了道路村莊，也凸顯了原鄉發展模式與原住民生存基礎間巨大的

裂縫。這些現象顯示在環境災難不斷的今日，重建原住民的食物系統，並在生

態與經濟發展中求取平衡，是對原住民的民族存續而言極其重要的工作。

最後，雖然國內的人類學研究很少對研究對象提出建議，但基於應用人

類學的職志，本文嘗試對地方的實踐提出一些建議。回顧馬太鞍食物系統的變

遷，我們發現溼地的改變長期以來都操控在國家與資本擁有者的手裡，直到

1995年以後的社區總體營造，地方菁英才逐漸掌握重建族群文化主體性的機
會與資源。然而，從本文第五節的討論中也可發現，1995年以來馬太鞍的社
區總體營造主要為外來專家對部落菁英的賦權，其雖建立了部落菁英與當代主

流社會潮流（如：生態觀光、族群觀光）接軌的能力，且已產生實質效應，但

當這些菁英嘗試以相同的方式協助溼地農民「轉型」為文化產業工作者時，卻

遭遇了挫折。主要的原因乃是因為文化生產所需的知識、技術與論述能力皆

非農民所熟悉的，也不在農民的想像中。因此，依文化產業想像所創造的溼地

風味餐，雖然促進了阿美族傳統美食的消費，但其食材的生產卻是與溼地脫勾

的，以致無法關照到溼地的農業永續與小農的食物主權。

由於農民最熟悉的「革命武器」仍是糧食生產，而野菜的種植最不需要農

藥，最符合溼地生態，是未來值得推廣的項目。為此，筆者認為未來的馬太鞍

社區營造需要再次賦權，而第二次的賦權乃是由部落菁英對溼地農民的賦權。

並且，二次賦權的目的不是為了將農民變成解說員或文化產業工作者，而是為

了將農民的生存技能──農耕──「著床」於馬太鞍溼地的發展藍圖中，重新

連結斷裂的社會網絡。也就是致力於地方食物在充權社區上的意義，使地方食

物成為照顧低收入者的食物主權，及維護社區永續與環境正義的食物系統等

（Koc and Dahlberg 1999；Lacy 2000）。
因此，在這過程中農民需要的是「文化轉譯」而非「轉型」，因為文化產業

最大的力量不是把A變成B，而是透過價值的提昇把A變成A+。如果溼地新
的產業型態是觀光事業，而我們又期待此一觀光事業要能支持（而非破壞）在

地的食物系統及生態環境的話，需要在地菁英協助以馬太鞍人的觀點重新詮釋

溼地的價值，並將這層關係「轉譯」成在地居民可理解的日常實踐，引渡農民

在新的產業鏈中找到傳統食物生產的位置與意義，協助其與餐飲業者建立公平

的合作關係；也需要將農民的實踐「轉譯」成主流社會能了解的語彙，中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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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二個方向的轉譯同樣重要，一則對內，將溼地新的產業發展轉譯成農民能

懂的語彙，接納農民著床；一則對外，將農民的新位置轉譯出去，改變國家投

資以及觀光客凝視的方向，穩固新的社會關係網絡。然在執行上，一次解決一

百多名地主是困難的，社區營造一向強調由小而大的擴散作用，因此，策略上

可從少數願意合作的地主開始，恢復傳統食物的採集、種作與行銷。而在這方

面，其實國內有其他原住民部落（例如：司馬庫斯）已做出典範，透過新的社

會分工與利益分配的方式，讓部落資源得以由部落居民共享。

此外，長久以來受資本主義薰陶的馬太鞍菁英們習於單打獨鬥、各闢疆

土，以致分散了資源與力量。近年來，早期投入社造的部落菁英們多感疲累而

將重心轉回各自的事業與生活上。然而，從年齡階級制度的倫理來看，這些菁

英們目前也正站上阿美族政治中的發言與決策位置，他們較過去擁有更多的權

力來領導社區發展。未來，這些菁英需要發揮年齡階級的分工合作力量，共同

商討重建溼地生態及人倫關係的策略；從地方的觀點出發，對弱勢的農民及新

近成立的青年團持續深化社區總體營造的賦權。

透過馬太鞍食物系統變遷之研究，本研究所獲得的理解為，近年來興起的

社區總體營造，帶動了族群間頻繁的文化接觸、飲食流動，促使地方飲食文化

在觀光產業或文化創意產業中找到新的位置，這或許是地方文化重建的契機。

然而，將時序拉長至整體產業變遷的歷史來看，這也很可能只是當代一時的潮

流。對一個文化群體而言，若欲將地方飲食做為一種在地的經濟來源以及重建

文化自主性的「革命武器」，必須思考如何將之根植於土地，並重建新的倫理

關係來支持此一新的社會生產、生活網絡。當地方飲食的食材來自地方，生產

與居民的生活、生態才真正得以連結，族群的認同也才有生活實踐的支撐，而

非依附在觀光客凝視的「生態園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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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針對濕地業者之訪談表格

您好，這份簡單的問題是由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張瑋琦

（Cihek）所設計，目的是希望了解近十年來，馬太鞍濕地觀光及餐飲

業的成長情形。問卷調查內容除做為學術研究成果外，也預計在彙整

後，提供做為地方發展之參考，希望能得到您的配合，若造成您生意

上的不便，十分抱歉。謝謝。

（一）基本資料

事業名稱：

成立時間：　　　　　　　　　　　　　　　電話：

負責人：　　　　　　　　　　　負責人族群：□阿美族　□漢人　□其他

地址：

　　　　　　　　　　　

（二）近十年來發展情形

１．成立初期的營業內容：（可複選）

　Ａ‧□餐飲：□一般合菜或小吃　□阿美族風味餐　□咖啡簡餐　□養殖魚池

　　　□其他　　　　　　　　　　　　　　　　　　　　

　Ｂ‧□住宿：□露營　□小木屋　□民宿　□其他　　　　　　　　　　　　

　Ｃ‧□解說

　Ｄ‧□體驗活動，如：　　　　　　　　　　

　Ｅ‧□其他　　　　　　　　　　　　　　　　　　　　

２．成立之初規模：（可複選）

　Ａ‧餐飲：可容納　　　　人用餐

　Ｂ‧住宿：可容納　　　　人住宿

　Ｃ‧事業用地面積約　　　　　　　　　

　Ｄ‧遊客來源：

□外來散客　□部落居民　□遊覽車團客　□社區觀摩團體　□其他

　Ｅ‧一週之來客數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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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目前之營業內容：（可複選）

　Ａ‧□餐飲：□一般合菜或小吃　□阿美族風味餐　□咖啡簡餐　□養殖魚池

□其他　　　　　　　　　　　　　　　　　　　　

　Ｂ‧□住宿：□露營　□小木屋　□民宿　□其他　　　　　　　　　　　　

　Ｃ‧□解說

　Ｄ‧□體驗活動，如：　　　　　　　　　　　　　　　

　Ｅ‧□其他　　　　　　　　　　　　　　　　　　　　

４．目前規模成長情形：（可複選）

　Ａ‧餐飲：可容納　　　　人用餐

　Ｂ‧住宿：可容納　　　　人住宿

　Ｃ‧事業用地面積約　　　　　　　　　坪

　Ｄ‧遊客來源：□外來散客　□部落居民　□遊覽車團客　□社區觀摩團體　

　　　□其他　　　　　　　　　　　　　　　　　　　　

　Ｅ‧一週之來客數約　　　　人，遊覽車約　　　　輛

５．事業成長自評：成立至今□大有成長　□成長度不大　□已呈飽和狀態　

　　□尚有發展空間

（三）開放式問題

１．事業之經營方向是否曾經擴張或轉型？何時？契機為何？做了那些改變？

２．在發展的過程中，是否受過任何補助或輔導？有那些？

３．在濕地經營事業的優缺點，未來發展計畫或願景？有無擴增設備之計畫，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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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針對溼地業者之訪談表格結構式問題統計結果

(一 )、基本資料

阿美族 × 3（紅瓦屋、拉藍的家、劍柔山莊）
漢人 × 1（欣綠農園）

(二 )、近十年來發展情形

問題 結構式選項 開放式填答 填答業者

1.初期的營業內容

a.餐飲 × 3 
阿美族風味餐 劍柔山莊

養殖魚池餐廳
紅瓦屋
欣綠農園

b.解說 × 2 拉藍的家
欣綠農園

c.體驗 × 1 palakaw 欣綠農園

d.住宿 × 1 露營 欣綠農園

e.其它 × 4

提供場地 欣綠農園

賣野菜 紅瓦屋

釣魚、養殖漁業、烤肉 紅瓦屋

文史工作、社區營造 拉藍的家

2.成立初期之規模
× 3

 

a.餐飲 

可容納 50人 紅瓦屋

可容納 100人 拉藍的家
劍柔山莊

可容納 170人 欣綠農園

b.事業用地面積 

2分地 劍柔山莊

3分地 拉藍的家

7分地 紅瓦屋

20.62分地 (2公頃 ) 欣綠農園

c.遊客來源

外來散客
紅瓦屋
欣綠農園
拉藍的家

部落居民 紅瓦屋

遊覽車團客 欣綠農園

d.一週來客數
100多人 紅瓦屋

200多人 欣綠農園

300多人 拉藍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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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之營業內容
× 4

a.餐飲 × 4 
一般合菜或小吃

紅瓦屋
劍柔山莊

阿美族風味餐 4家皆有

咖啡簡餐 紅瓦屋

b.住宿 × 2 
露營 欣綠農園

民宿
欣綠農園
拉藍的家

c.解說 × 4

火靈、鳥類的神話故事 拉藍的家

生態及文化解說
欣綠農園
拉藍的家
劍柔山莊

小型文化館 紅瓦屋

d.體驗 × 3

palakaw 欣綠農園
拉藍的家

打麻糬、水草編織 DIY 紅瓦屋

木雕、陶工、飾品 DIY 紅瓦屋

4.目前之規模
× 4

a.餐飲 × 3
 

容納 100人 劍柔山莊

容納 160人 紅瓦屋

容納 300人 欣綠農園
拉藍的家

b.住宿 × 2
容納 70人 拉藍的家

容納 100人 欣綠農園

c.事業用地面積

2分地 劍柔山莊

4分地 拉藍的家

7分地 紅瓦屋

20.62分地 (2公頃 ) 欣綠農園

d.遊客來源

外來散客 4家皆有

部落居民
紅瓦屋
劍柔山莊

遊覽車團客 4家皆有

社區觀摩團
欣綠農園
拉藍的家
紅瓦屋

e.一週來客數

200人 ~300人 
(遊覽車 2~5輛 ) 紅瓦屋

600人 (遊覽車 8輛 ) 拉藍的家

1200人 (遊覽車 30輛 ) 欣綠農園

5.事業成長自評
× 4 自認為尚有發展空間 4家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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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the Indigenous Food System  
in Fata’an Wetland, Taiwan

Wei-Chi Chang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e indigenous traditional food system is considered to have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ethnobiologic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urrently, how to reconstruct the indigenous traditional food system and its 
connections to ecology and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paper examines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food system and it’s reconstructi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Fata’an 
community in eastern Taiwa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two forces for 
change affecting Fata’an’s traditional food system —one is the progress of mod-
ernization as a project of colonization; the other is capitalist infiltration along 
with modernization. Although Fata’an people have succeeded in reconstruct-
ing the traditional food system in the wetlands and also re-building the value of 
wetlands through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they still have difficulties influencing and changing the wetland farmers and 
their situ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embed local knowl-
edge and local food in local society and cultural networks when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food systems. 

Keywords: traditional food system,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indigenous tourism,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applied anthro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