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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的永恆回歸：
記憶政治與災難反覆的探討 *

容邵武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本文探討為什麼在台灣災難之後總是重覆著相似的模式。筆者贊成李丁讚

(1997)所說的因為台灣尚未跳脫傳統主義的生活情境，行動模式受到未經反省的
習慣決定，因此難以有清楚的意識和溝通。不過，本文探討國姓鄉南港村的二

個例子並不缺乏李丁讚所言之第一步的情感建構階段，但是災難的「記憶」論述

與再現，催化並轉化感情，使得情感建構階段很快消失，既沒能跨越到社會交

互性論述，甚至成為官方合法性論述的動力。一個例子是「震爆點」上的九份二

山國家地震紀念園區；國家以及專業規劃團隊投入相當大的人力與金錢，彷彿是

國家直接在這個地景上銘刻它對921地震的記憶敘事。但是它從一開始就是龐大
的官方記憶，要轉化在地的傷痛記憶。另一個例子是「鹿神祭活動」，相對於「九

份二山國家921地震紀念園區」比較靜態、日常、官方、銘刻式的記憶，鹿神祭
在表面上以Connerton (1989)著名的區分，則具有動態、特殊、地方、表演式的
記憶。透過這二個例子，筆者要闡明的重點是，災難的重覆、災難論述的永恆

回歸，是因為遺忘，社會記不起來、記不清楚，或更糟的是「被扭曲」的記憶，

每次的敘說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情感，然而這些情感似乎總像是第一次面臨災難，

沒有真正變成溝通，並且進而發揮行動上或學習上的效果。

關鍵字：記憶、災難人類學、921地震、公共論述

﹡ 本文的完成要謝謝國姓鄉南港村的報導人，畢竟重返痛苦事件的記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
為有他們的協助，我們才能替這個事件持續留下記錄。本文部分初稿曾以「完美災難，不完美的

記憶」為名，在2010年南華大學社會學系主辦「在地、批判與正義研討會：八八水災之災難社會
學」發表，謝謝評論人齊偉先教授，他以希臘悲劇指出人們必須找尋不同方式來洗滌、沈澱痛苦

的事件。我同時要謝謝期刊匿名評審的評論，雖然他們不會完全同意我的修改。本文在國科會二

年期的專題研究計劃：「正義、記憶、敘事：國姓鄉南港村的研究」，編號NSC 97-2410-H-260-028 
-MY2支持下完成，我也要謝謝這段期間先後協助我蒐集資料的同學唐淑惠、林俞辰、高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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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震災，政災

社會對於我們政府的運作效能失望至極。從人民的角度看來，政府的救

災系統是一個看不見的系統，沒有人知道這個系統從中央到地方究竟如

何聯結、如何蒐集和交換資訊、如何互動以及如何分配問題，沒有人知

道政府除了固定幾項統計數字之外，對於災難的狀況到底瞭解多少，也

沒有人知道政府是否瞭解民間動員的情形，是否以及如何與民間救援團

體建立聯繫，更沒有人知道決策者心中有沒有一個真正的計畫存在。1

政府救災無能、防災也無能，最後就是釀災超能。這在於台灣長期沒有

一個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在承平時期也發揮災難時期的批判作用。國會

淪為藍綠競技場、媒體僅搞煽色腥及打扁奉扁，監察院只有蚊子拍和打

嘴炮說要砍人的院長，全都淪為散漫體制的一部份，甚至對民間團體從

通案或個案所提出的體制危機以輕蔑帶過，等到大天災這個大考一來，

能及格才是奇蹟。2

筆者以上引述的二段文字，不是著眼於它們的代表性，它們不是出現在知

名的期刊雜誌，也不是出自於意見領袖之手；筆者更不是著眼於它們論述內容

的特殊性，而是因為它們驚人的相似性。它們都以類似的筆調批評政府在大型

災難之後，所呈現出捉襟見肘的無能。然而，驚人的是這二段文字，前者是出

現在 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後者是出現在2009年莫拉克颱風造成的88水災

之後。十年之間，政府對於處理大型災難的窘況，從這二段文字來看似乎沒有

太多的進展。弔詭的是，2009年的春天，開始有部分中部社區正在討論以何

1 徐偉群，「無能政府的宿命與個人生活觀的再造」，1999。
2  卞中佩，「政府的無能不僅在救災」，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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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來紀念921大地震十年，但同年8月就發生了無論在災難涵蓋的面積範

圍及其不可思議性，都可以和921大地震相提並論的88水災。3 9月份的台灣於

是少了921大地震十年的紀念，反之，更多的是把二個大型災難拿出來比較。

十年之間，政府以及台灣社會對於災難的因應，學到了甚麼？如同不少人問

說「台灣有沒有從921大地震學到教訓」？類比馬英九政府信誓旦旦的宣稱要從

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開始，發展台灣經濟的「黃金十年」，免得失去在世界

經濟列車佔位及前進的關鍵十年；那1999年921大地震及2009年88水災，這

二個災難相隔十年之間，我們又失去了甚麼？從這二段相隔十年的文字，我們

看到類似的呼籲，那是代表人們在大型災難之後都會出現對於政府因應災難效

率的不滿？或是政府概括承受了大部分的責難？抑或是當代政府官僚系統存在

某種施政的方式使得它容易出現重覆的錯誤？ 

另一方面，筆者目前任教學校的所在地南投縣，它似乎是台灣出名的災難

頻繁的縣份。初到南投任教的前幾年，有幾次只是鋒面過境帶來的大雨，就造

成山區土石崩塌的災情，那時接過幾通台北朋友打來的電話關切我是否受到

水災的影響。雖然埔里離「重災區」的山區還很遙遠，但是自從921大地震之

後，多山的南投給外界脆弱逢雨必患的感覺，卻是一個既定的印象。不過，為

了防制部分山區居民日常生活所面臨的小型災害，筆者又接觸到似乎是另一種

不斷重覆的動作。例如，每逢山坡崩塌、路斷橋毀，主管單位便緊急處理開挖

溢洪道、構築防砂壩，接著便開始邊坡植被的工程、架設簡易橋樑，然後再來

一場大雨，這些簡易的工程被沖掉，重頭來過一次。至於長期防止災難方面，

社區也舉辦了防災教育宣導、針對火災、地震、颱洪等災害主題，由社區透過

守望相助隊訓練或社區活動辦理防災演練。就連目前正在台灣農村如火如荼進

行的「農村再生計畫」也把水土保持、防災社區操作列為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

公共設施必須列入的項目，4 也就是把因應「意外」天災的措施放進提倡農村最

新一波發展架構的「日常生活」裡。然而，筆者曾經在2005年南投縣信義鄉一

3 二個大型災難另一個可以類比的是，它們都帶來執政危機：921大地震間接造成了隔年 2000年
執政的國民黨失去政權，88水災則直接造成了行政院長劉兆玄的下台。

4 請參見民國99年8月4日公布的「農村再生條例」第十二條的規定。也因此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辦理的培根課程，都把水土保持、防災社區操作列為必修科目。參見全

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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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區集會的場合，聽到一位地理學者嚴厲批評社區以及各級政府完全沒有

從2003、2004年在當地造成重大傷害的水災與土石流的災害中學到任何教訓，

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他並斷言下次若有類似的大水時，社區還是會一

樣悽慘。類似的情況與論點，也出現在中部許多人士對921大地震之後的評論

裡。可以想見的是，那些治山防洪、預防地震的實際措施，只是變成官僚系統

的一項例行工作。

假如在地方層次裡，我們看到（小型）災難不斷發生、因應災難的措施不

斷重覆被納入到社區民眾的生活裡，那麼中央政府的作為就更是標準的重覆

了。88水災之後，政府馬上在8月20日通過三年一千億元的災後重建條例，用

於救濟災民、重新安置災民和各種重建項目；行政院也成立了「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11月18日，行政院通過災害防救法修正案，5 規定中央到

地方各級政府應成立專責的災害防救辦公室，強化國軍迅速主動支援救災機

制。對照於921大地震，四天之後總統發布緊急命令，同年11月29日公布實

施 .「921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對於自用住宅的重建，政府提供的也是補貼利息

差額的一千億額度貸款，行政院成立了專門的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另外，在種種檢討921地震的救災經驗之後，行政院承認台灣的消防訓練、專

業技能及配備不足，無法因應大型災難救援，所以研擬「在中央與地方政府

成立防救災之專職機構」（九二一災後重建委員會2006下冊 ： 591）。然而，在

2010年8月4日最新修正的「災害防救法」裡，也就是88水災之後，仍然沒有

出現相關的規定；只是繼續宣佈要結合國科會「國家防災型計畫辦公室」研究

成果，推動縣市防災應變設備與資訊的配置，以提高縣市政府因應各種天然災

害預防及善後的能力。於是二次災難之後包括政府自己評估和社會輿論同樣

都指出防災救災的大問題，亦即地方通到中央的軌道始終未能鋪設起來，救災

的體系出現權責不一的混亂，始終都被列為優先檢討和改進的對象，但是這個

不斷出現重覆的檢討，也因此提供了藍綠政黨彼此卸責的口水戰材料。那麼下

次大型災難再度發生時，各級政府的權責問題，肯定又要重覆成為災民在遭受

天災苦難之後的傷痛。最後，921地震之後，社會各界大聲呼籲：正視多年來

5 台灣首部的「災害防救法」則是因為921大地震之故，於2000年7月19日頒布。參見全國法規資
料庫：http://law.moj.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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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了發展與自然爭地所帶來的惡劣後果，仔細評估重建過程中與自然的關

係。政府自己也做出的檢討，要儘速建立國土保育利用相關政策，「除了開發

的行為需要謹慎外，對於土地利用也需要重新加以規劃作必要的限制」（同上

引：592）。6 同樣的，88水災之後，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在規

劃重建時，也公布了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擬定的「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

重建綱要計畫」。

很顯然的在二次災難之後，最讓社會輿論批評的二件事，一方面災難發生

時政府救災的體系權責不一的混亂，以及另一方面平時對於國土保安、環境保

育工作的無效，十年之間依然是重覆出現，政府依然每次都在作重覆的檢討。

難道這些不斷出現因應災難的措施實在是因為太過於複雜難解，以致於總是如

同政府自己的檢討「政策理想與政治現實的重大差距」（同上引：562-563），而

未能將災難治理貫徹實行？

「撥錢」、「立法」、「重新檢討救災體制」，可以說是政府制式回應大大小小

災難的方式。此處，筆者不是要指出最喜歡講「依法行政」的台灣政府，能夠

有超出法律授權範圍之外的作為。而是要指出重建的績效、防災應變的能力、

透過法令的頒行與資源的投入以試圖表現出科學性的方法與理性的組織，似乎

讓一切在控制下，而且針對每項問題都有所規劃，並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藉

著這種方式，政府讓民眾產生信心。在政府依賴這套秩序的語言以挽救其合法

性（legitimacy）的同時，也把災難變成秩序語言裡的元素，即便它是破壞的元

素。弔詭的是，所有災難引出衝擊官僚、政府的能量與批評，後來被收納到官

僚、政府這套合法性語言之內，變成督促政府改善前進的元素，變成是政治、

法律論述、甚至是政權存續的攻防戰。於是，如果政府能挺住來自社會的批評

聲浪，例如換掉一個行政院長來暫消社會的怒氣，以度過「執政的危機」，做

完檢討報告後，一直到下次水災再次重覆前，政府似乎還是可以繼續「官僚」

下去，「等待」下一個災難，讓老天爺來重啟循環。像是上引的地理學者所言

6 政府陸陸續續的檢討重建對環境的影響：在大地重建方面，例如在被震的支離破碎的中部橫貫

公路上，放棄用水泥封死山坡邊緣的傳統擋土牆做法，大量採用生態工法，用植被的方式對生

態系統作最低的衝擊，另外在其他高危險的坡地也採用類似的方式，以減少土石流，坡地崩塌

的發生。請參見鍾起岱（2002）一書，對於921大地震政府重建措施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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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若有大水時，社區還是會一樣悽慘？為什麼災難之後總像是一切歸零，全

部忘記？ 

災難是社會事實

李丁讚 （1997：6） 在一篇文章提到，在台灣的社會生活，有一個特殊的現

象，他稱之為「重覆」。李丁讚以公共安全的食品衛生為例，描述食物中毒的

災難一直以同樣的模式出現，每次都有人受害，每次社會各界都予以譴責，但

不幸的是，同樣的食物中毒事件卻一再發生。「為什麼這個社會會一再重覆同

樣的錯誤呢？」他的看法是，「一個事件的發生，如果沒有經過言語論述，那

麼它就會是一種發生（occurrence），我們並不會因為這個事件而獲得意義，或

是說，我們並不能從事件中學習」。所以，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針對事件作出反

省和反覆討論，只是一種依照固定軌跡前進的習慣，習慣是不假思索的慣性行

為，它不會帶來化學性的變化。李丁讚接著以1996年發生的「美滿」食品中毒

事件，分析為什麼社會論述沒有辦法轉化危機成為改變習慣的力量。他認為

「美滿」事件之後的論述，是一些食品安全第一線當事人缺席的菁英論述，因

此充滿了原則沒有細節，而且只有單向單階的論述 （同上引 : 11-18）。所以雖然

「美滿」事件之後，充滿了看似反省的多種說法，其實是種沒有轉化意識效果

的論述。不但社會行動沒有改變，下次類似的事件發生時，仍然是習慣性的出

現這些呼籲。李丁讚認為這其中的關鍵之處，在於這些充滿了原則沒有細節而

且當事人缺席的菁英論述，若要真正被瞭解，並且進而發揮行動上或學習上的

效果，必須包括二個階段，「其一是情感建構階段；其二是社會交互性論述階

段。」（同上引 : 23），才有可能透過社會性的溝通把理念釐清，理念也才有可能

被當事人真正瞭解或掌握。

李丁讚描述十幾年前的公共安全的食品衛生事件，現在仍然不時出現在我

們四周，可以說是吃甚麼都不安全。然而每次食品衛生事件一發生，行政主管

部門便透過各種科學證據、專家證詞，一再呼籲要民眾放心和安心。科技與社

會研究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與風險研究專家，已經指出科

學、專家及科學證據，它們在這些事件中最後只是在重新製造自己優位的客觀

性，從而彰顯自己技術的霸權。這些說法和李丁讚所指出的在不斷重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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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那些充滿了原則沒有細節而且當事人缺席的菁英論述，其實只有教化的 （

pedagogic） （同上引 :  13）作用而沒有溝通的作用是極為類似的。

本文將進一步探討為什麼災難之後總像是一切歸零，全部忘記，台灣社

會的災難事件為何總是重覆著相似的模式。筆者贊成李丁讚所說的因為台灣尚

未跳脫傳統主義的生活情境，行動模式受到未經反省的習慣決定，因此難以有

清楚的意識和溝通（同上引 :  4-5）；但是筆者將主張在我所要檢視的災難與重

建事件裡，台灣並不缺乏李丁讚所言之第一步的情感建構階段，事實上也許是

情感太過於多了，以致於影響了第二步社會交互性論述階段的方向（同上引 : 

22-23）。本文以「記憶」為例子，說明災難的「記憶」論述與再現成為常態化（

normalization）社會秩序的一環，它如何催化並轉化災難之後的人們所產生的

感情，使得某種情感建構階段很快消失，既沒能跨越到社會交互性論述階段，

甚至成為官方合法性論述的動力。自從 921大地震之後，官方不乏各式各樣

「記憶」地震的作為：從搶救文化資產（劉宇雲2003）、到地震紀念碑、國家斷

層公園、社區震災公園的設立，南投縣國姓鄉南港村裡更有面積廣達數十公頃

的九份二山「震爆點」國家地震紀念園區（吳洛健、顏秀峰2001）。依照2000到

2002年在921大地震關鍵重建時間擔任「行政院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執行長黃榮村的記錄，921大地震紀念地原先提出了17處，黃榮村（2009: 149）

的評語是：「是一種標準的濫情反應」。最後經過反覆評估，只留下「最具象徵

性、最需要留下記憶、又能帶動反省的指標性建物或地區」（同上引 : 149），一

共有四個地方，亦即台中霧峰國小與國中所在地隆起操場改建成的地震教育園

區、九份二山「震爆點」國家地震紀念園區、雲林草嶺的大崩山、草屯九九峰

（同上引 : 149）。然而，規模龐大的草嶺的大崩山以及堰塞湖，卻是在雲林縣政

府想要全力開展遊湖觀光下被保留下來，遊走在既有的遊艇法規的邊緣，最終

在之後幾次颱風沖刷、淤積等過程，面積大為縮小，自然的解決了法令和各級

政府意見不一的困境 （同上引 : 147-148）。「濫情反應」其實是近來幾次的大型

災難台灣社會的標準模式，災難之後，人們自然產生同理心、對既有系統的不

滿，但是這些感情不能太浮濫，不然造成政治土石流，沖蝕政府的合法性。於

是為了防止「濫情」，最具有留下記憶、療傷止痛的活動，便成為官僚體系想

要達到的控制方式，權力的技術就是隱含在這些方式裡。然而記憶的權力技術

一樣會造成社會系統的緊張、衝突和轉化，如同草嶺的例子。先是中央、地方

095-134容卲武文件1228.indd   101 2012/1/3   下午 6:11



102

Taiw
an Journal of A

nthropology
 

臺
灣
人
類
學
刊

政府對於堰塞湖經營遊艇觀光的矛盾，後來是大自然力量「幫忙解決了該一爭

議」，只是理性具有反省性的論述和空間已經被轉化掉了。

筆者認為前述的災難「記憶」論述與再現，建立對強調災難帶來的破壞是

無可避免的天災，但卻是一種能夠而且必須防範的災害。在幫助災區建構「記

憶」論述與設置時，帶入重建各項生活秩序以邁向更繁榮的未來。這個「記憶」

效果是災難被視為一個正常的意外；它導致的破壞，反而使得過去的美好秩序

被突顯出並成為是一件需要回歸的事物。災難所翻轉、呈現的錯綜複雜社會關

係及政府災後應變能力，在「記憶」論述與再現下，反而遭到忽略無法呈現出

來。也因此，社會交互性的反省與理性批評沒有辦法出來，或是反省的過程和

方向已經深深的被影響。本文以國姓鄉南港村的二個例子 7 來探討921大地震

災難如何被記憶以及被遺忘。一個例子是「九份二山國家地震紀念園區」，因

為它成立在「震爆點」，是非常具有象徵性的計畫。國家以及專業規劃團隊投

入相當大的人力與金錢，但同時它也對附近村民生活產生重大衝擊，彷彿是

國家直接在這個地景上銘刻對921地震的記憶敘事。它的設立，從一開始就是

龐大的官方記憶，要轉化在地的傷痛記憶。另一個例子是「鹿神祭活動」，相

對於「九份二山國家921地震紀念園區」那種比較靜態、日常、官方、銘刻式（

inscriptive）的記憶，鹿神祭在表面上以Connerton （1989）著名的區分則具有

動態、特殊、地方、表演式（performative）的記憶，不過它的實踐形式卻遠

非這些二元對立那麼清楚。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是國家特意要保存地震的記

憶，鹿神祭是由民間開始自主的活動，村民卻逐漸遺忘921地震。透過對這些

921大地震的政府行動和生活世界互動的分析，筆者要闡明的重點是，災難的

重覆、災難論述的永恆回歸，是因為遺忘，社會記不起來、記不清楚，或更糟

的是，「被扭曲」的記憶，以致於每次災難都是重頭講起，每次的敘說充滿了

各式各樣的情感，然而這些情感似乎總像是第一次面臨災難，沒有真正變成溝

通，並且進而發揮行動上或學習上的效果。自然災害降臨到我們身上，但是我

們如何因應、記憶自然災難，卻永遠是社會事實；然而，我們卻不斷遺忘這個

社會事實。

7 本文的資料得自於 2008年8月開始以至於2011年筆者在該地的田野工作。本文假名稱呼報導
人，以保護其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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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人類學的重要研究者Hoffman and Oliver-Smith（2002:5）提到，雖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人類學界就已經研究人們在自然或科技造成災難的

行為，但人類學的災難研究大量出現，卻是在1970年代之後。先前人類學者

實際聚焦於災難的研究並不多，是因為災難發生在人類學家的田野地，災難在

此只是當地人經驗的其中一部分。Hoffman and Oliver-Smith沒有作出進一步

的敘述，而筆者卻覺得這個歷史特別值得注意。過去（現在也是）最常常遭受

到到災難衝擊的是社會上的少數族群，而他們一直就是人類學者研究的對象，

但是他們以前並不把周遭發生的事件稱之為「災難」。這個現象不僅牽涉到知

識社會學的問題——也就是「災難」在近代的出現有其特別的定義；它其實牽

涉到災難人類學的根本假設之一，也就是災難人類學視「災難」為一系列事件

的結果，甚至「災難」也只是這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災難」的徵候在許多地

區是緩慢的、甚至是可預期的，而當地人已經發展出一套因應的模式，來應對

別人眼中的「災難」。因此災難人類學要處理的某些場域，正好和一般人、特

別是官方論述裡認為災難是意外、不正常的事件相反，人類學面對的是當地生

活的正常、習慣，甚至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當地文化與環境交織出對

應「災難」的在地知識體系與脈絡，不是憑空而來，它們有著和外界，特別是

政府和科技官僚控管風險的措施有關。記憶政治、記憶工程所打造的災區面

貌正是此種正常、最幽微習慣、最「日常生活」的地方。因為當事件變成「記

憶」，人們回歸到正常的軌道。筆者覺得人類學對當地這一系列事件的了解，

有助於我們對大社會和當地社會及人和自然關係之間的理解。而對這個關係的

理解，能否帶來更「美好」的未來，及集體省思重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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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記憶地景——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

重覆的過去

自從921大地震隔年開始，我們就一直聽到二個矛盾的說法：一個是，災

區的居民早就不想要再被當成災民，他們不想再去提到那些悲傷的事情及痛苦

的回憶，過去的就是過去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在這麼多的生命財產損失

之後，災區的居民需要往前看美好的未來。「災區」的確不復存在，倒塌的房

子一一整建完畢，破碎的大地景觀也逐漸修復，看不出曾經有巨大的撕痕。另

一個說法是，台灣社會是一個健忘的社會，地震造成數千個人死傷，數十萬棟

房屋倒塌，目前看起來似乎沒有留下什麼；日本阪神大地震是最常被拿來做比

較的例子，阪神地區不但有各式各樣的紀念館，日本社會也出現許多詩歌、小

說、戲劇以表達地震對人們集體心靈不同面向的意義。但對於位在活動頻繁

地震斷層帶的台灣，卻沒有從921大地震學到甚麼教訓。最為人們詬病與失望

的行政官僚體系，對於如何迅速有效的因應救災、安置及重建，依然乏善可

陳，日本阪神大地震後的行政革新是最貼近的比較。921大地震災民的創傷因

為時間的拉長，可能被壓抑或遺忘，但仍會持續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特別

是整個大社會早已經「療傷止痛」，從地震的陰影走出來，「災區」已不再是災

區，災區居民不再容易表現出他們傷痛的感覺。那麼到底地震是怎麼樣的一個

「事件」呢？對居民而言，這個「事件」是指921地震發生之後的驚悸、救災、

安置？它包括後續漫長的重建？它是一個已經發生過的獨立事件？筆者的意思

是，目前我們看起來已經走出傷痛的災民，看似已經沒有身心症狀的村民，他

們又是如何記憶這個事件？這些記憶又如何表現在時間及空間的面向？在這二

個企圖「遺忘」和「記憶」921大地震的論述之中，筆者看到似乎是人們對於極

度悲傷事件永恆的兩難態度；一個是療傷止痛，不要停留在過去，一個是警惕

著忘記歷史就會重覆歷史、被忘記的歷史會以不同面貌出現，甚至會以報復

的面貌出現（history returns with a vengeance）。Birkland（1997）專書分析地震

和颶風的災害， Feuchtwang （2000） 探討中國動盪的1960年代之後，Petryna （

1995）描述的車諾比爾（Chernobyl）核能電廠大災難10年之後， Sant Ca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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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記載的塞普勒斯（Cyprus）在1960年所發生的希臘和土耳其戰爭時的種

族對抗。無論是自然災害，或是人為科技的疏失、國家之內或國際之間的政治

動亂所造成的巨大傷害，都出現人們在「遺忘」和「記憶」這個事件（或是一系

列事件，特別是政治動亂總會導致一連串相關的事件）中拉扯。也有人類學家

提供總是「遺忘」的社會，或是「遺忘」是該社會主要的社會型式（Cole 2001；

Littlewood 2009） 。8 但是大多數的社會其實是在「遺忘」和「記憶」之間拉扯，

因為其中牽涉到誰在記憶、要記憶什麼、如何（以什麼方式）記憶。 

筆者在另一個例子中看到歷史以不同面貌出現，甚至是以報復的面貌重新

出現。在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的隆華國小出現重覆遮蓋、沖刷的例子：1996年

賀伯颱風來襲，隆華國小被校門口僅三公尺寬的無名野溪沖毀，這是災後第一

次重建；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後二度重建。2009年莫拉克颱風霍薩溪暴漲，學

校整個滅頂，學校再次面臨是否第三次在原地重建的難題。9 這是一個常民在

生活中不斷和大自然爭地的故事嗎？這是一個滄海桑田、歷史永恆回歸的見

證嗎？ 這會是一個在眾多而又悲傷的事件之中很快就會再度被掩埋遺忘的故

事嗎？ 如此說來，台灣是否是特別強調浴火重生展現無限生機，以及「打斷筋

骨顛倒勇」的精神以嶄新的面貌重新屹立？我們也熟知每逢災難的標準三大步

驟：第一步驟是拯救災民；第二則是摧毀所有不安全的建物；第三就是補償與

重建。不管是政府或災民似乎都是用掩埋已經毀壞的舊址而以更大更新的建築

物來替代，因此一層一層的地層裡堆疊人們過往的活動和災難摧毀的痕跡。於

是，過去是被遺忘抑或只是被遮住掩蓋，直到下一次災害顯露出歷次的堆疊痕

跡，我們才發現掩蓋了多少的過去？如果人們無法記憶，那麼是否注定不斷重

覆？漢人在台灣的「開發」，不斷的向大自然搶山搶水（向原住民族搶地搶人），

也不斷重覆人類和大自然追逐的戲碼。當然早期的漢人如此的「開發」過程，

其實仍然具有胼手胝足的素樸色彩。但是漢人的開發史可說是與災害史相生相

伴。到了日治時代，乃至國民政府遷台以迄於今日，開發、災害似乎變成一體

的二面。張素玢（2009）提供了濁水溪自1709年興建著名的八堡圳迄今三百年

8 Paul Connerton （2009）的近作——相對於他早期的名作「社會如何記憶」（1989）——則討論現代
性因為商品化、快速大量的電子媒體訊息、文化遺產等特殊現象，而產生的結構性遺忘。

9 筆者非常謝謝在神木村作碩士論文田野的高婉如同學提供這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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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發史。其中1920年堤防完成是個分水嶺，堤防完成之前是人順應自然的

時期，1920年之後則是人控制自然的時期。但是濁水溪洪患並未減輕，後來又

經歷開發電力、水利的需求，上游的山林遭到伐木、農業的破壞，中下游則有

砂石濫採。濁水溪各種資源不斷被壓榨殆盡，它的反撲也從來沒有停止，於今

尤烈。只不過是，漢人不斷開發、開墾、開拓的價值觀，（或是林照真 （2002: 

102） 的用語——漢人的掠奪性格濃厚），儼然成為漢人的集體記憶以及晚近台

灣開拓史主要書寫的樣態，那為什麼在這過程中隨之而來的災難和苦痛沒有成

為大家的警覺呢？

筆者舉出以上歷史的例子，可以看到災難沒有停止過。人類社會和自然

環境碰撞之後必然產生彼此的干擾和穿透，只是「災難」被視為開發必須付出

的代價之一。另一方面，這個代價可以少付一點，如果人們能夠找到有效的方

法避免災害。現在我們已經多多少少警覺到無限制的開發，大致是造成山林破

壞的主因，也直接間接的導致了近年來許多的災難。但是大家對於如何限制開

發沒有共識。災難人類學的基本共識在於指出，災難能夠揭露原本習以為常的

社會基礎，同時社會系統也必須回應這個災難。因此災難可以是一個極佳的學

習機會，無論是對未來的災難防治或是對社會文化、政治狀況的省思（請參看 

Oliver-Smith 1996；Oliver-Smith and Hoffman 1999；Hoffman and Oliver-Smith 

2002）。但是社會要能檢視問題，首先要對災難經驗有所累積，進而形成批判

性的論述。

在台灣，當代社會不但把治山治水的責任交給國家（而不是神明），如同

張素玢（2009）所說，1920年開始的現代國家以控制自然（而不再是素樸的順

其自然）的方式開發濁水溪；更把記憶災難及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相處的經驗

交給國家，於是人們遺忘、忽略災難其實從來沒有遠離。人類社會為了不斷的

從大地汲取資源，人們必須用適當方式來處理這種自然的力量，於是反覆建構

出「自然災害」。水災、颱風及地震等，都是大自然的主要元素，而非什麼不

尋常的東西，它們只是正常的釋放能量。反過來說，人類社會必須持續認識和

發展這種自然力量，結果是「自然」成為一個應該詳加管理的領域。當代社會

的形成，依據人類學家Mary Douglas（1992: 14-15）的說法，它對風險的評估

逐漸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如此一來，傳統法律與政治制度對於責任判定的標

準，大幅度的依賴著科技，以往政治組織及官員所需要負的責任，如今包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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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估計與計算之中。官方以直線方式定義出事件的各項過程訴說地震，這

正是權威發揮的基本部份。如果說社會各個機制，包括宗教、心理、文學，都

曾試圖將災難轉換成具有啟示的事件，然而國家以行政實務、行政機制和各

種不同政策，經由分類與符號將無序的自然（nature）力量馴化成可以控制的

文化（cultural）場域。我們可以說，這些措施顯示現代社會將自然與文化對立

起來，「自然」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是可以被了解的，繼而是能夠被管理的（

manageable）。10 921大地震之後，國家對於記憶自然災害的措施也不例外。

從山坡到園區

九份二山位於南投縣國姓鄉，行政地區涵蓋了北山村與南港村二個村落；

就地理位置而言，最接近九份二山的聚落是南港村的南港社區。南港村東部

為南港溪支流北山溪，木屐欄溪則由南向北，全區地形成南北向狹長山谷，將

南港村與外界區隔開來。南港村民多為散居，分為南港社區及港源社區，這二

個社區是南港村人口集中的二個區域，各約有百餘戶居民，其他則散居在附近

山上（國姓鄉位置圖請參考圖1）。整個南港村共有700多戶人家，居民2000餘

人，其中港源社區人口約四百餘人。是國姓鄉土地面積最廣、人口最稀疏的行

政區。居民客家籍佔了80%，屬於典型客家庄，近年來是南投縣內外籍配偶比

例最高的社區。現今社區著名與信仰中心廟宇為褒雄宮，又稱義民廟。另一座

農民信仰中心的廟宇是五穀宮，就是農民的始祖神農氏，又稱五穀爺。居民從

遷徙地—苗栗分割香火到此來祭拜。11 產業以農牧為主，村民多依賴種植檳榔

或香蕉等果樹為生，其他式微的農產品有梅子、竹筍、茶葉、少許蔬菜等。另

外尚有非常特殊的水鹿養殖業，販售鹿茸以及相關的水鹿周邊產品，這對養鹿

戶的農家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10 關於現代性中自然與文化是對立的說法，早已不是新鮮的議題。在此筆者的討論借用這個對立
主要說明，「前現代」社會儘管以文化範疇（宗教、儀式等）來描述「自然」事件，結果反而似乎

證明了「自然」客觀的存在；現代社會把「自然」事件視為科學了解的對象，可是在了解和管理它

所導致的危機的過程裡，自然只是變成了官僚、科學系統裡指涉的對象，因此只有官僚、科學

系統等文化型式是真實的存在。

11 資料來源：《97年度南港社區發展協會評鑑報告》，南投：南投國姓鄉南港社區發展協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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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南投縣國姓鄉位置圖 （容邵武繪）

地震震央在南港村的九份二山，山谷內39人以及所蓄養之鹿（一共289頭）

全遭崩塌土石活埋，還有19位村民的遺體始終未被尋獲，幾千萬立方公尺的

土石，由海拔1000公尺之處推擠滑落近 500公尺，崩塌下來的土石堵塞木屐

欄溪的支流，分別形成韭菜湖溪堰塞湖及澀仔坑溪堰塞湖。惟南港村市集地

建物尚稱完好，而山區產業道路遭破壞，也影響其生計。這偏遠小村落由於位

在921大地震震央，新聞報導中大幅出現許多令人震驚的畫面。例如九份二山

數百公頃的崩塌坡地、大規模的走山形成的堰塞湖、地層斷裂造成深暗不見底

的無底洞、整棟房屋傾斜形成磁場屋等。南港村不但成為地震初期「災區一日

遊」觀光的熱門景點，也幾乎成為921大地震在國姓鄉的代名詞。大量的觀光

人潮，帶動南港村在地震初期百業蕭條時很特別的商機。地方農民以九人座的

小型箱型車載遊客上山，有些農戶，做些飲食小攤生意，讓九份二山一度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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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居民帶來觀光業新興的想像。然而政府機關認為九份二山順向崩塌坡地有潛

在危險，容易發生土石崩落或土石流現象，下令封山，隨著封山，農民也失去

商機。另一個封山的重要原因是大地震之後，有關地震的紀念形式在媒體上百

花齊放，要求政府不應該只有挖土機式的救災思維，也就是政府為了要展現高

度效率以及迅速展開重建，因此要在「一個月內清裡完災區」，以挖土機剷平

全倒和半倒的房子，並提出設立震災紀念館、博物館的構想，希望能保留災區

的震災紀念物，以提供往後集體記憶之依據。這個時候充滿情感的論述是非常

豐富的，提出應仔細討論各種方式以充分記取這回的教訓，正好和快速重建的

思維針鋒相對。台中霧峰光復國中、國小，因為斷層帶經過，創造了「921地

震奇景」，很快就受到舉國的關注，成為第一個官方認可由台中科學博物館著

手規劃「地震博物館」相關事宜（請參見陳佳利2009）。

南投縣政府及鄉公所也同時評估規劃九份二山震災「大地博物館區」。在

規劃封山期間，幾種聲音不斷在互相衝擊，有人主張九份二山世界級的「地質

與人文震災奇觀」，可創造新的遊憩空間，為地震之後的南投觀光景氣拉抬聲

勢，帶給災區重建的經濟來源；有人主張要讓弱勢的農民得到謀生的機會，否

則觀光客的收入未必能夠平均分配；政府更考量在民眾安全、交通運輸完備及

不破壞地震自然景觀下來規劃。12 只是這一封山，除當地居民、研究學者或政

府官員外，其他人不得進入九份二山，即使連原本在山上的農民也不能繼續耕

作。而且開放觀光似乎是要和時間賽跑，一方面要趁民眾對地震「記憶」猶新

的時候進行，另一方面水土保持局持續針對崩塌坡地進行防洪、植生工程。農

民認為等到草長覆蓋了讓人驚嘆的危崖絕壁和大崩塌地，那觀光的價值也隨

著時間的流逝而不復存在。這時候反而看到政府、規劃單位要設置「大地博物

館區」和地方人士積極想要發展觀光的想法對立起來。根據當時的民間協力重

建團隊人員的說法，學者專家一開始就用非常專業的方式，按照法規綁的緊緊

的，規劃後的紀念園區只是引進財團來開發，不太可能如封山前的觀光利益是

可以讓地方民眾雨露均沾（謝國興 2001：449-450）。而在主管機關水土保持局

最後的規劃裡，根據計畫目標：一、追悼災變中喪生之亡靈、撫慰受災民眾之

12 關於地震初期的規劃可參見「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紀錄」（陳儀深等編 2001: 71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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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二、對災難歷史地景進行保存與利用。三、讓國人認識地震，進而培養

出尊重自然環境的認知。四、透過社區總體營造及居民參與之過程，重整地區

文化、重建社會網絡、促進地方認同感、活絡地方產業發展。五、建立社區空

間營造與自然生態的均衡發展關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01：2）。

這些目標落實設置了「九份二山國家921地震紀念園區」，陸續在崩塌坡地完成

幾個主要景點包含傾斜屋、大崩塌壁、震爆點；而在地震紀念園區觀景台對面

山谷有二個堰塞湖，在堰塞湖後方設置了震災紀念碑以悼念罹難者與失蹤者，

主體由深黑色大理石堆砌成半圓形高台，前方則由原木製成覽景平台，碑文上

記載大地震發生時間與慘重情況，而39位罹難者（仍有十九人失蹤），每一位

罹難者姓名都被單獨鑲嵌在獨立的大理石塊上，一名菲律賓籍女傭斐斯菲也被

列名，甚至連289隻水鹿也被單獨刻碑。由於崩塌地已不適合人居，政府在地

震後花了二年的時間才完成徵收所有土地的作業，只是這個徵收土地的過程有

著許多的矛盾。

先是九份二山的居民不僅家園與賴以維生的土地於一夕間全部為土石淹

沒，有些被土石掩埋的親人仍然下落不明。在此一狀況下，受災戶對於紀念園

區的方式充滿疑慮，最明顯的反對理由是，如果親人的遺體沒有尋獲，那麼未

來的紀念園區將是蓋在親人遺體之上。接著當地受災戶與政府談判土地徵收問

題遲未解決，部分居民甚至組成自救會與政府談判。根據水土保持局當時徵收

土地的承辦人之一告訴筆者，起初921地震災區劃定了20幾處的紀念公園，只

有九份二山此地辦理土地徵收。除了土地徵收之外，受災戶要求地上物補償，

雖然法無明文，但是受災戶不斷陳情，甚至到總統府抗議，最後行政院重建

會以「慰問金」的性質發放地上物補償。另外，土地徵收之前必須先「協商價

購」，也就是政府承辦單位要一個一個和土地所有權人協商，但是這個過程「曠

日費時」，同時受災戶的意見很多彼此間也互相比較，最後協商價購不成，改

為統一徵收。補償金的問題讓村子裡流言蜚語，有說官民勾結溢領補償金、有

說親族之間對補償金撕破臉的、最多的是關於領取補償金的災民像是獲得天上

掉下來一筆鉅額金錢（地震前的九份二山山坡地不值錢，就更不用說地震之後

了），結果不知節制的揮霍，反而落到更為窘困的局面。這些傳言，一直流傳

到現今，不僅影響日後的社區重建，更讓災民擺脫不了貪婪想發地震財的負面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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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九份二山的地震紀念園區景色，帶動地方的觀光發展，從地震之後以

至於今日一直都是地方政府和居民的願望。當地居民相信，只要把園區的環境

整理好，一定會有更多人願意來這裡。整個地震紀念園區的主旨是要宣導地震

教育，因此它的設計除了一些基本的人工設施，比如紀念碑、步道、解說牌之

外，大致保留地震那一刻所帶來巨大而憾人的地貌改變，讓遊客在現場觀看並

感受大自然銘刻在地表的龐大的力量。倒是聯絡道路從之前的石頭路轉變鋪成

柏油路，以方便遊客進入。地方政府也嘗試了不少附加的規劃，來衝高遊客人

氣，例如地震博物館、客家文教館、以及最近幾年推動的紫薇花、櫻花步道，

不過大部分因為經費不足或是沒有誘因，也只停留在紙上作業的階段。在地

震3、5年後，曾經有遊客湧向這個因地震成名的景點，但是隨著921地震逐漸

被淡忘，景點的吸引力也跟著銳減，假日遊客由原本的數千人，演變成現在的

屈指可數。加上紀念園區範圍實在太過廣闊，又有治山防洪的考量，紀念園區

無法作成一個封閉性的園區收取門票，對於地方而言，遊客開車上山，走馬看

花，半小時、一小時就能看完免收費的景點。二個安靜而深藍的堰塞湖泊，南

投縣政府甚至把它們提昇成九份二山風景區的美麗湖光山色，但是它們其實不

是一般遊客能夠到達的地方，因為地震造成的脆弱山谷，難以興建便利的道路

進入。目前只有在紀念園區入口傾斜屋和震爆點旁邊，有原來住在山上的居民

擺設攤位販賣農產品。其中在地震震爆點上，原居民高先生甚至蓋了一個鐵皮

屋，長期居住，並且展示有關地震的相片、紀念品、物件等等。

記憶與反記憶

在震爆點的平台上看過去，一個又一個隆起的小山坳，是大地震的劇烈

拉扯把地表之下的地層抬高裸露出來，粗糙而尖銳，即使在十年之後，這些小

山坳仍是寸草不生，只在中間夾雜著些許傾斜的檳榔樹，因為檳榔樹被土石卡

住但是又有向光性，因此樹木都往同一個方向繼續往上生長，形成很特別的景

觀，這些檳榔樹是高先生以前種的，但被政府徵收之後便屬於公家物。在直

線大約150公尺之外的土坡上，有一個扭曲變形的紅頂房子攤平在那裡，被保

留起來做為地震的紀念遺跡，那是高先生地震之前的家屋，被地震走山帶到

150公尺之外的土坡上，事實上我們所站的震爆點平台，就是他們地震之前家

屋的所在地。高先生地震時和太太雙雙被壓在屋裡，獲救之後，因為腳傷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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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處做生意，一邊收集許多關於地震的資料。自從在震爆點平台蓋建鐵皮屋

之後，高先生還會在他的販賣部前向遊客、學校的參訪團體甚至是大陸旅遊團

講述地震的種種，販賣部掛了五顏六色的照片，一種是地震前後地景變化的比

較，另一種照片則是國家元首（李登輝、呂秀蓮） 來此地視察的照片。他總是

在拿著麥克風開始演說時，就替這個園區正名，告訴遊客當地是「嵌斗山」而

非「九份二山」，震爆點的名字叫嵌斗山，海拔約800~900公尺，而九份二山是

位於嵌斗山後面的山頭，海拔1256公尺為全區最高之山，因九份二山相較於

嵌斗山有名氣，所以當地居民都對外宣稱九份二山是震爆點。接下的故事就帶

有「鄉野傳奇」的味道，921地震發生在凌晨1點47分，而連接南港村的主要

道路是投147線，因此「九二一」和「九份二山」、「1點47分」、「投147線」有

著不可思議的巧合。高先生的開場白，告訴遊客此處作為震爆點實在是註定的

事，因此地質學家的斷層在此碰撞的解釋似乎反而只是數學機率而已。他舉出

自家房子以及後面的山坡為例，是像被單一樣的地震力量拉下到山谷，不是如

同官方報告資料上說的是二條斷層推擠力量所產生的爆炸，他表示以後會寫進

自己的書裡。他接待許多學校的參訪團體，他每次都說目的是為了教育，不要

讓大家忘了921地震，更不要只是相信官方的說法，他從自己經歷地震的經驗

擷取專家學者研究資料與新聞媒體報導，再利用牆面上的地圖與照片配合現場

實景解說，熟稔而重複的講了幾百次。這些是高先生的地震記憶，至少是呈現

出來的記憶。在一次場合中，有位遊客就提出高先生的說法只是自己主觀的看

法，中央氣象局的學者專家們所測量、描述的地震才是客觀的，高先生則笑笑

的說，他提供個人的意見讓大家思考，大家可以互相再討論。相對於高先生在

公開場合講述地震的記憶所著重的與官方資料的對抗，高太太對地震的記憶可

以非常仔細的描述出，她們當天如何身陷在土石堆裡等待救援、她們的母親如

何等不到救援斷氣的悲傷記憶等。

筆者在這個鐵皮屋裡訪談過遊客，聽聽他們遊覽紀念園區的感想。有幾類

比較常出現的反應有：實際上親臨現場直接感受到環境的破壞，並親睹大地震

的威力，和從媒體間接看到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園區保留許多當初大地震發生

後令人震撼的原貌，沒什麼改變的山景讓人似乎可以想像自己置身過去，仍然

令人觸目驚心；看到紅色屋簷及倒塌、龜裂的房子，了解大自然的驚人力量，

人類的力量其實是很微弱，難以與自然抗衡；讓沒有經歷這場地震的年輕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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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當時斷層衝撞的威力；政府在這裡推動環境教育，提醒民眾反思人與環境的

關係，強調從文化底層融入土地文化與倫理等等。這些典型的反應頗為符合

這一大片地震之後保留崩塌地原貌供人體驗的原因——此一地景因地震劇烈改

變之程度，在世界上亦是極為少見的案例。若能在安全無慮的前提下，讓民眾

與研究者得以有機會親眼目睹此一自然教材，可讓一般民眾體驗尊重自然環境

之必要性，同時亦可作為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案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 2001：6）。在每個紀念園區的景點之前的告示解說牌都在教育和提醒遊客

地質的變化、水土保持的重要、體驗自然力量之巨大，進而體認與自然共處之

道、維護生態環境的重要。其實紀念園區早在規劃之初就已經定調設計的主

題，就是教育、休憩與紀念，特別是教育、休憩二個面向。這些目標很清楚的

寫進另外一份官方委任的規劃報告：紀念園區的發展構想是，將其做為國人目

睹自然力量的活教材，並且作為台十四線道路觀光動線之中繼點、與埔里日月

潭形成觀光三角區網（吳洛健、顏秀峰2001：18）。在中央政府總結重建成果與

願景的報告書也提到，紀念園區讓參訪人士，得以感受到大自然之無窮，並進

而思考人與自然共存之道（鍾起岱 編2002：309）。後者則是地方政府與民眾極

力爭取的重點。紀念園區的設計和在台中霧峰國小與國中所在地隆起操場改建

成的921地震教育園區的理念相去不遠，「以科學走出悲情」是霧峰地震教育園

區的主要展示理念（陳佳利 2009：445-450）。同樣是現地保留原貌的霧峰地震

教育園區，其導覽重點是「以線性構成猶如針線縫合大地傷口為概念，呈現出

序列的敘事空間結構，凝聚921地震事件」（同上引：446）。

然而高先生的鐵皮屋以及販賣部前的解說，與官方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

的震爆點並置，官方呈現的真實自然是一個沒有「人煙」的地景，卻偏偏還有

原住居民還留在此地，官方藉著紀念園區在受傷的大自然地景銘刻（inscribe）

科學的敘事，卻還有高先生在現場敘述著非常不「客觀」的故事，讓遊客接收

到科學闡釋地震、地質之外的說法。其實他的鐵皮屋在水保局的眼中是不折不

扣的違章建築，因為他的土地已被徵收，他也拿到補償費，而且紀念園區地盤

裸露，為了安全起見不容許有規劃之外的建築物和攤販，以免發生危險，所以

高先生在水保局的眼中是個不折不扣的「刁民」。同時，高先生是震爆點附近

的原住居民，從地震一開始「災區一日遊」九人座的箱型車載客的糾紛，到參

與自救會爭取開放封山，以致最後領取「高額」的徵收補償金，都不吝惜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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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出自己的意見，他在村民的描述中絕不是一個弱勢、需要扶助的災民，有

村民直接說他在村外已購置了二棟房子，所以他直到目前還繼續住在違章建築

也不是村民認同的行為。高先生的鐵皮屋在官方和村民的眼中都不是一個合作

的舉動，然而這個持續存在的事實卻像是在「序列的敘事空間結構」留存舊有

時間的痕跡。地震抹平了之前人類的痕跡，紀念園區則銘刻上人類新的痕跡，

新的記憶，高先生的鐵皮屋卻站在原地讓「針線縫合大地傷口」的動作，出現

了縫隙。

另外在堰塞湖旁邊設立了地震紀念碑，除了刻上每個罹難者姓名之外，並

未有其他元素呈現地震的經過，反而在許多石碑圍繞而成的半圓形前面放置一

個香爐，看的出來是讓人祭拜插香之用。原來居住在附近的村民，都可以叫的

出罹難者的姓名，然而因為土地被徵收，已經沒有原居民住在附近，紀念碑卻

已是在生活領域之外。一位原來住在山上的居民蘇先生覺得地震紀念碑刻下震

災罹難者姓名，好像是把姓名涵納到遊客的經驗，設立紀念碑之後就沒有後續

的紀念儀式，他自己則把紀念碑當成墓碑，每年清明節附近就會帶著家人到紀

念碑祭拜死去的親人。平常他不會到紀念碑去，因為他不曉得去到那裡是要懷

念親人還是要記住震災的悲劇，以作為後來者的前車之鑑。蘇先生認為有親人

喪生在此的災民和遊客在面對紀念碑所感受到的經驗一定會大大不同，他看

到的是墓碑，遊客來此感受到的是乾淨的自然園區。作為記憶媒介的紀念碑雖

然可以讓居民感受到這份紀念與在地之間的連結，但是其他來此的民眾能夠感

受到將個人的悲傷轉化為公共集體記憶的設計嗎？在立碑的時候，不同群體的

人想看到、想留下的記憶又是什麼？ 如果紀念碑的目的是要建立集體的記憶，

建碑過程的溝通與協商應該是重要的過程，而不是由上而下的由規劃單位來執

行。單德興（2007：111-112）對美國越戰紀念碑創立過程的討論，指出紀念碑

要達到創傷與和解的目的必須把自己連結到公共領域，否則它便只會是大量的

裝飾。

Milan Kundera（米蘭‧昆德拉） 以極為有力及豐富的文學語彙表達了一

點：「未來不過是一片無足輕重的空白，任誰都不會有興趣，但是，過去卻充

滿了活力，它的臉孔激怒我們，反抗我們，傷害我們，其為禍之深，直教人

動念將它摧毀，或至少重繪它的面貌」（2002：30）。過去如此重要，人們不

斷要重塑它，而摧毀那些讓人覺得危險的感覺。從Maurice Halbwachs的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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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幹學派立場拒絕記憶的個人性質開始，強調記憶的社會性，然而社會記憶

作為分析概念有其模糊性，晚近人文學界則開始出現「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的說法（例如，Alonso 1988；Boyarin 1994；Connerton  1989；Gillis 

1994；Lambek and Antze 1996；Malkki 1992；Nora 1989），或是記憶技術的研

究（mnemonic practices）（例如，Kansteiner 2002；Kuhn  2000；Olick and Rob-

bins 1998）。也就是說，個人、集體的記憶其實是可以經由外在機制操弄的，

記憶與遺忘其實是一體二面—它們是文化上主導的論述機制，選擇性再現過去

的結果。比方說，Kirmayer （1996：175-178）歸納許多的後設記憶模式（meta-

memory），諸如描述性記憶（declarative memory）、程序性記憶（procedural），

他最後用一個隱喻來說明記憶的流動和複雜性：記憶的地景（landscapes of 

memory），也就是說，文化有許多記憶和遺忘的方式，讓人們可以掌握到（

潛）意識的形貌，然而人們看到的只是地景的一面，無法看到地景的其他面貌

（ibid.: 187-190）。就像Holocaust（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這個無以倫比的悲

劇，對猶太人而言，無論如何的敘述與記錄都沒辦法窮盡它的悲慘，也不可能

帶來全然的正義。Kirmayer要表達的是論述機制、記憶技術型塑了記憶，過去

經驗訴說的「脈絡」決定了記憶的「方式」以及記憶的「內容」。「去訴說也就是

去記憶」（ibid.: 189），敘事的模式讓流動不定的記憶變得如地景般有形有貌，

卻同時也決定了記憶的形貌，當然也遮蓋及排除了其他無法表現的「記憶」。

許多學者指出記憶政治以及記憶技術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記憶已經從

內在於心理轉變到外在的地點，記憶如果沒有外在化到一個人為的處所，例

如文本、儀式、影像、建築物、紀念碑，然後建構、轉化知識和感覺到我們

未經歷的過去上，那麼記憶在社會的位置就不是那麼清楚（Kansteiner 2002: 

181-182；Kuhn 2000: 184-185；Olick and Robbins 1998: 113-114）。就如Pierre 

Nora在他著名的文章（1989:11-13）所說，當代的主流記憶形式是「紀念碑」

式（monumental），是必須把「記憶」外在客觀化的標示出來（les Lieux de 

Memoire），那我們就對中部地區林立各式各樣的地震紀念園區不感意外。不

可諱言，官方的力量仍然是主導性的力量。Nora同時就明確的指出，一旦紀

念碑設立之後，就代表了這個事件告一段落，至少在官方的敘事裡，事件已經

結束了，變成了歷史。所以「紀念碑」式記憶政治的作為之後，921大地震彷

彿變成是一個已經忘掉的教訓了。最後，個人記憶也許有另一種不同的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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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a論述，記憶被許多的客觀歷史給佔據、塑造的同時，個人記憶也還有它

流動、不安的特性，雖然我們不容易掌握它，但是在對於這些紀念場景與敘事

的詮釋時，它可能就跑出來了（同上引：23-24）。記憶就像個旅程（Kuhn 2000

的用語），充滿了爭鬥。就如同高先生在現場敘述著個人記憶，儘管極為渺小

與短暫，或許如同Foucault所說的（1977）「反記憶」（counter-memory），不斷

的干擾官方所展現的線性、固定、有終點的記憶。

同樣類似地，Cole（2001：289-293） 運用Kirmayer上述文章的隱喻，提出

了記憶地景（memoryscape）的概念，呼應許多學者指出關於時間性的記憶，

其實總是和空間分不開（請參見  Boyarin 1994；Connerton 1989；Malkki 1992；

Marschall 2010 ）。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正是非常明顯的記憶地景。另一方

面，記憶地景裡紛陳著不同的記憶，而且記憶是不平等的，有些記憶是特別有

主導性的。這種記憶的不平等，明顯產生於官方所主導的記憶保存，因為這將

會壓抑其他記憶的留存，地方、個人片斷的記憶難以顯現，反而是官方再現的

記憶成為公開、明顯的形式。例如921地震死亡、流血的事實，成千上萬無家

可歸的災民，夢魘的情景，不斷在各種重建政策的推動過程中迅速的被拋棄、

並從經驗中被抽離出來。在幫助災區重建各項生活秩序的過程裡，政策上不斷

帶入未來防災的觀念。結果地震被視為一個正常的意外，一個自然事件，它導

致的破壞，反而使得過去的秩序變成是一個遭受威脅的事物。在災難之前原本

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在以科技恢復秩序的主導論述下，反而變成只是以有無

能力重建來區分在地的災民。因為政府防災重建的措施─主要是藉由經濟上的

補助─在實質上創設了一組語言把受難者變成災民、再變成補助受益者。然而

在看似普遍而尊重災民自由意志的重建政策，無法解決原本即存在的種族、族

群、階級與地理位置對於災難承受的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不平等 

（請參見Oliver-Smith 1996；Hoffman and Oliver-Smith 2002），讓未能符合條件

的災民以及即使符合優惠補助重建的災民，處於一種艱困的位置上。災民把他

們的痛苦放置一旁，焦慮的關切重建的補助，反而在災區 之外被記憶成災民

貪婪、依賴的負面形象。而在公共領域裡看到對於災難的辯論，也轉變為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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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系統的抵抗和鬥爭時，官方的秩序語言已經實質改變了災難論述，13 讓災民

的痛苦，雖然強烈而震撼，但不至於擴散，災難導致的風險被收縮（contain）。

更關鍵的是，政府劃定常態規範和緊急例外之間的界線，反而更加強了權威的

能力。

當災難的意義變成僅僅是政府定義的事件，轉變成僅是官方再現的記憶，

那麼如同李丁讚所言，災難的辯論只是教喻式的菁英論述，因為這套秩序語言

是要維持或恢復何者是失序的，何者需要予以糾正或改善，它「充滿了原則沒

有細節的菁英論述」，並不一定會創造出真正具有反省的論述，至少從理論層

面來看，官方、菁英的論述不可能產生和它的「理性」、「科學」相違的陳述。

對於李丁讚而言，社會交互性論述要能夠產生學習價值或公共批判，關鍵在於

「細節」：「新習慣的養成不可能只在理念或原則上打轉，當我們沒辦法把這些

理念或原則轉化成生活上的軌跡或細節，那我們的具體生活仍會固化在舊的軌

跡軸線之中」（李丁讚1997: 25）。一開始，政府的措施並非要全面反省地震的

災難，只是要讓悲劇的衝擊減緩，讓社會因地震遭到的危險降到最低。否則追

究反省到最後必會觸及為何許多現代高樓大廈難以理解的不堪一震，到底是地

震太強，還是人謀不臧導致偷工減料的質疑，為何風災、水災、土石流災害的

防治如此的不堪等等。政府反而是藉由具體的物件，帶頭進行療傷的過程，結

果卻解消地震可能含有多重的文化意義，僵固了人們的記憶。讓社會從災後痛

苦中省思與回顧的願望、想像、省思、甚至是集體動作，都全部擠進救災重建

的空間中，缺少細緻的官方、一般大眾、災民來來回回討論的細節。比方說，

許多人爭議有關重建的目的，究竟是為了透過長期的縝密規劃來改進生活品

質，還是只要透過一致而快速的大規模建設，使生活儘速回復正常；最優先的

工作，到底是要透過各種追悼性與藝術性的表演，以心理及精神輔導為主，或

是只是藉由物質上的協助，來進行實際的重建；對於當地人，到底什麼才是最

好的，是尊重地方的差異，將其容納到重建的規劃，還是從上到下統一而快速

的行政措施。這些爭論儘管耗時，耽誤「重建」的時效，但是每個災難都在挑

13 Don Handelman（1976, 1981； 另請參照Heyman 1995）也指出，政府組織存在的目的就是想辦法
維持它最重視的秩序，而它們的方法是創造、運用、改變分類，以產生因果的效果，區分出來

何者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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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台灣的社會文化形式，看它是不是足夠轉化與轉譯這個重大事件成為具有多

層厚度的歷史。但是最後說起來，官方構建的記憶取代傷痛的記憶，發展出自

己的一套科技可以應付災難的論述，形塑以及阻礙了對災難的公共辯論；很不

幸的，記憶的不平等常使處於社會脆弱性的居民產生安全的錯覺，忘記災難的

危險，反而面臨災難不斷的循環。

遺忘的儀式——鹿神祭

南港村是台灣最早、也是最大的養鹿據點。早在一百多年前，南港村人即

開始捕抓野鹿進行飼養。根據「國姓鄉養鹿協會」的資料，南投縣水鹿數目占

全台的百分之三十五，縣內又以國姓鄉飼養最多水鹿，約六千頭左右，其中，

單是南港村就占了約四千頭，水鹿頭數比全村人口還多，鹿茸是養生聖品，鹿

茸產業的年收益達1億3千多萬元。14 養鹿業之所以在南港村如此興盛，是因

為鹿隻在無空氣與水源污染之山區生長的特別好，加上牧草、青割玉米或桑葉

這些鹿隻的主食，能夠就近在山坡地種植。由於養鹿事業的發展，使得南港村

較少受到台灣農業經濟衰退的衝擊，農民的生活仍可倚賴鹿產品的銷售而保持

穩定。根據五穀宮廟志記載，南港村農民養鹿的傳說是如此開展的：大約100

餘年前，南港村民為求精神上的寄託，欲籌資興建土地公祠，但銀兩不足， 正

當村民苦無良策時，此時來了一隻大公鹿佇足，經村民擲杯請示上蒼後，可

否取該鹿鹿茸變賣作為經費，經允准後方興建完成土地公祠。其後，養鹿風

氣開始盛行，村民經濟逐漸改善，於是村民倡議供奉神農大帝，在民國51年（

1962年）改建土地公祠成為五穀宮，同時將原本土地公一併請入奉祀。民國77

年（1987年）與港源社區活動中心合併重建，故祭拜鹿神與神農大帝可以說是

南港村非常獨特的客家信仰。每年2月至6月為鹿茸的採割期，這期間的養鹿

場總會吸引許多消費者前來生採鹿茸，直接於養鹿場現場交易，在鹿農當場割

取鹿茸之後，消費者可以喝新鮮的鹿血浸泡藥酒，據說對男性特別有保養的效

14 國姓鄉標誌有三個圖案：糯米橋為著名石橋，經內政部訂為三級古蹟；鹿茸為名畜牧特產；稻
穗代表國姓鄉農產豐富。由此可見水鹿產業在國姓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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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或是吃以鹿茸調理的餐點，形成了相當特殊的產銷文化。因此居民為了感

謝五穀宮神農大帝保佑養鹿人家年年豐收，才有定期祭拜的活動 15
。

但是921大地震重創南投，鹿農不僅損失了大批的鹿隻，也重挫鹿茸的生

意。五穀宮安然無損，而適逢鹿茸採收期，「國姓鄉養鹿協會」為了重新吸引

人氣與買氣，於2001年的年底首次舉辦「鹿神祭」活動。據當時協會理事長回

憶，為了籌辦活動，特別向神農大帝請示，不但得到允許，而且奉祀在五穀

宮的土地公也已經被封為鹿神，保佑養鹿業者。從2004年開始，為配合 2月

至6月的鹿茸採割期，有效行銷產品知名度，於是將年底舉行的「鹿神祭」活

動移到三月份舉行。在前幾年鹿神祭的活動裡，有一個特色就是紀念921地震

中葬身崩落土堆的39名鄉民，以及地震之前由九份二山鹿農所飼養拿過全縣

鹿茸比賽冠軍的鹿王「小乖」在內的289頭水鹿。水鹿佔據村民非常重要的地

位，以致於水鹿被視為家庭一份子。水鹿的重要性可以從一踏進南港村就感覺

出來，沿著投147線幾乎三、五步就可見到養鹿的招牌，無論駐足於村內的山

間小徑或溪河之側，皆可嗅到有別於一般農村的養鹿氣味，而山路二旁種植著

大量牧草、桑葚等鹿隻飼料的植物；南港村還有許多地名和鹿有關，例如，鹿

塭、鹿仔食水、鹿角山、鹿寮橋。當然水鹿不僅是當地經濟的來源，水鹿和南

港村的信仰中心五穀宮、神農大帝密不可分。16 祭拜開始時，與會者先是靜肅

默禱哀悼在地震中喪生的居民，特別是289頭水鹿。接著是對鹿神令旗、神農

大帝的獻祭以祈求鹿茸豐收，然後獻金牌、獻鹿茸酒、獻財帛、獻花、獻果。

最特別的是由主祭者用客家話頌念的祝文，裡面提到：「⋯⋯山川壯麗大地豐

沛，先祖斬荊截棘，然而上蒼威靈顯赫，分不清血和汗，道不盡心酸史，請指

點迷津，安養鹿隻，不使辛勞，以助生計⋯⋯。」

我們可以看到在地震之後的前幾年，鹿神祭活動仍然充滿了療傷止痛，努

力在地震的災害中走出來的同時，哀悼喪生的人與鹿隻，就像九份二山地震

紀念園區為289隻水鹿單獨刻碑一樣，這個時候在估算地震所造成的生靈傷害

時，水鹿都會被納入，似乎頗有萬物同悲的意味，而且「289」這個數字是我碰

15 《97年度南港社區發展協會評鑑報告》，南投：南投國姓鄉南港社區發展協會，2008。
16 南港村還有101年的歷史的開基土地廟，以及褒雄宮，又稱義民廟，此廟是從新竹縣枋寮鄉褒忠

亭義民廟祈求香靈奉祀膜拜而來，顯示客家聚落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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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村民每個人都能夠輕易和準確的說出來，足見水鹿此時被高度的擬人化，

就像一位農民所說，「鹿隻也代替了人類來受苦」。特別是鹿王「小乖」的傳奇，

「小乖」連拿了幾屆的全縣鹿茸比賽冠軍，它的家族系譜讓人津津樂道，它的

父系和母系出現了幾次鹿茸比賽的優等鹿隻，證明了「小乖」的血統不凡。當

然它的飼養者唐先生，也是鹿農爭相拜訪飼養技術的對象。在這個高度密集

的養鹿村莊裡，養鹿的技術已經到達一定的成熟度，發展出一套標準的飼養程

序，然而冠軍鹿的出現特別是連拿了幾屆的冠軍鹿，飼養者也許有一套別人所

不知的飼養技術，故成為眾人打聽的對象。因此農會輔導成立的8個產銷班處

於彼此競爭又合作的局面，產銷班裡傳播著各行各業有關養鹿技術和行銷的消

息，「小乖」的傳奇也曾是聊天的重點。「小乖」與其他 288隻水鹿深埋在崩塌

的土石堆裡，唐先生曾經數度夢到「小乖」的眼睛含著淚水，或是默默睜大著

眼睛，或是失去了鹿茸全身動彈不得。筆者也聽農民說唐先生對於「小乖」異

常的不捨，就像是個突然遭到變故卻始終找不到遺體的親屬一般。即使筆者在

地震十年之後到唐先生家去，他家的牆上還掛著「小乖」的照片，地震之後重

新找了一塊地養鹿的唐先生常常說他還要再養出幾隻「小乖」，就像以前的「小

乖」。地震之後初期，包括重建協力工作團隊及在地居民企圖營造南港村的「水

鹿意像」（陳儀深等 2001：723），還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緊貼著過去，包括鹿神

的傳說、水鹿喪生之後對鹿神的敬畏以及祈願、及對289隻水鹿的傷逝等等。

我們也能夠了解，雖然從前村民就有為感謝五穀宮神農大帝保佑養鹿人家的祭

拜，但是鹿神祭的整個活動卻是地震後的新發明，它混合了村民既想要走出地

震的傷痛，又充滿著對逝者的不捨。透過（新發明）的「鹿神祭」儀式的集體表

述，村民顯示了對於自然力量的敬畏，「鹿神祭」同時也成為連接過去和祈求

未來能繼續豐盛養鹿的記憶工具。

筆者認為Connerton（1989：72-74）體現的實踐（embodied practices）之

概念可以協助解釋此一現象，Connerton認為表演（performance）、儀式等非

語言的行為—相對於文字主要是訴諸記憶的認知（cognitive）面向—能夠將記

憶的情感（cognitive）面向納入（incorporate）到集體的記憶之中。對他而言，

儀式等作為經驗性的行為是一種記取（remember）也是重新整裝（re-member）

的過程。也就是說，透過「鹿神祭」儀式，村民將難以言說的創傷情感，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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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藉由（發明）傳統的宗教祭典儀式重新回顧過去，敬告神明將修補錯誤，以

避免進一步的災害，另一方面把這個情感投注到未來前進的動力。

記憶成為商品

然而放眼未來，慢慢成為鹿神祭的主要調性了。從2005年起國姓鄉公所

漸漸取得主導權，因為鹿神祭活動帶來經濟收入外，也與地方產業結合，開發

鹿茸酒、鹿茸粉等周邊商品。鄉公所於是想透過鹿神祭讓國姓鄉的人文、產

業、風采更加發揚光大，以吸引觀光人潮。2008年首次把客家文化融入其中，

擴大成「南投縣鹿神祭暨客家文化采風」活動，多了客家文化的論述：「客家先

民林氏一族，自新竹北埔徙居本鄉南港村，以收集鹿皮為業，預見如此下去台

灣鹿將絕種，遂將野生水鹿豢養為家畜，開啟養鹿事業，使台灣水鹿不致滅

絕，這也是客家先民的智慧。」。接著在2009年，由於國姓鄉在地震之後出現

搶成功與鹿神祭兩項活動，各自舉辦7、8年，鄉公所為強化本鄉特色，發揚

客家精神、融入客家「煞猛打拼、耕山耕田」元素，並結合產業文化，將「搶成

功」、和「鹿神祭」活動合併舉辦，提報成「國姓『搶成功∼鹿神祭』逐祿成功

活動計畫」，爭取成為行政院客委會98年度（2009年）「客庄12大節慶」活動。17

這也是「鹿神祭」活動首度移到南港村之外舉行，因為配合「客庄 12大節慶」

活動和「搶成功」結合，在鄉公所前的逐祿成功廣場舉行，「鹿神祭」時間也從

3月移至11月舉行。也因為如此，鹿神祭從南港村一村的活動變成全鄉性，南

港村五穀宮、褒雄宮的神轎於是遶行全鄉境祈福，和鄉內的許多寺廟舉行聯合

祈福大典。然而聯合活動之後，「國姓鄉養鹿協會」的會員有不同的聲音出來，

認為「搶成功∼鹿神祭」活動」把二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活動硬是湊在一起，變

成一個二者難以兼顧的活動，特別是為了遷就「客庄12大節慶」的計畫，在交

通比較便利的國姓市區舉行，反而失去了鹿神祭本來是要祭拜鹿神的目的。也

有會員直接表示，聯合活動無法突出養鹿產業的特色，反而因為活動跨出南港

村變成好像是替「搶成功」活動助陣，難以替促銷鹿茸周邊商品加分。在會員

的反對之下，民國99年（2010年）的鹿神祭活動恢復自行舉辦，時間又改回3

17 「客庄１２大節慶 -國姓搶成功」，國姓鄉公所網頁：http://2008ru.emmm.tw/ （accessed on 
201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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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舉行，而「搶成功」則單獨成為客委會99年度「客庄12大節慶」在南投的活

動項目。

筆者參與了2010年和2011年的鹿神祭活動。2010年的鹿神祭活動在草屯

往埔里中潭公路旁的福龜村國姓驛站舉行，選擇這個南港村外的地點舉行有

其策略性的考量，因為在2009年國道六號開通之後，原本位於草屯到埔里觀

光帶中間的國姓鄉觀光業面臨重大的衝擊，因為以前遊客欲前往埔里、日月

潭、霧社等山區的著名觀光景點必定得經由中潭公路，國姓鄉在公路沿途有許

多的產業可以招攬到過路客，現在遊客直接從國道六號到埔里地區，不必再走

彎彎曲曲的中潭公路，國姓鄉公所因此不斷籌劃各種活動欲吸引遊客順道光顧

國姓鄉，福龜村的國姓驛站就是在公路中繼點興建的國姓鄉遊客資訊中心，附

設當地的農特產品展示中心，為了趕上鹿神祭活動，鄉公所大肆整修趕在二月

底完工。在國姓驛站舉行鹿神祭活動，算是二者互相拉抬的合作，因此鹿神祭

當天也算是國姓驛站的開張。3月13日的早上9點從五穀宮出發，請出神農大

帝上神轎遶境祈福，從投147線出發接中潭公路到達國姓驛站，一路鳴放鞭炮

鑼鼓喧天，加上鄉內有幾座廟贊助陣頭，在國姓驛站之廣場有舞龍、電音三太

子、大鼓陣輪番演出，再從神轎請出鹿神，安奉於會場展開祭鹿神儀式。祭鹿

神儀式由鄉長任主祭，還有南投縣各級官員、民意代表、地方人士擔任陪祭，

依循古禮上香、獻花、獻酒，恭讀祭文，虔誠祈求鹿神庇佑。接著是鹿茸競賽

頒獎，中午還推出了千人「鹿茸養生餐」，讓遊客免費品嚐，以帶動人氣。之

後的二個周末假日都在國姓驛站擺設鹿茸餐以及農特產品的販售。2011年的

鹿神祭活動又回到五穀宮前廣場舉行，原因之一是鄉內原本有贊助遶境的幾座

廟不再參加，那麼到南港村外舉行既然無法再有神農大帝遶境，也就沒有太大

意義，因此祭典在五穀宮舉行，只有祭典之後的二個周末假日依然在國姓驛站

擺設鹿茸餐以及農特產品的販售。3月19日的早上開始，主要的祭典儀式和去

年沒有太多的不同，只有在頒發年度鹿茸競賽獎之前有一連串的表演：村內大

家族的女兒獻唱、客家山歌、地方絲竹樂團演奏、老人會的演唱、幼稚園兒童

表演等，中午自然也有鹿茸餐的提供。今年比較不同的是，首次有連續二天的

活動，亦即祭典隔天3月20日為了改變傳統的活動方式，在國姓鄉水鹿教育園

區、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規劃了自行車環繞、親子同樂抓水鴨等活動；還有

祭典之前的3月16日在九份二山地震紀念園區人工野放12隻台灣水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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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九份二山重回水鹿復育的天堂。今年之所以有多元的社區活動主要是因為鄉

公所幾乎主導了整個活動的執行，而鄉公所委託南港社區發展協會規劃，「國

姓鄉養鹿協會」變成只有被動配合。社區發展協會晚近二三年非常活躍，頻頻

獲得全縣的社區營造觀摩點，並代表南投縣獲得全國績優社區獎，因此本屆出

現了許多新點子。當然仍然有人抱怨沒有神農大帝遶境，氣勢上就沒有以前

那麼熱鬧了，而且典禮主要是在交通較不便利的村子舉行，無法吸引眾多的遊

客。

晚近三年的鹿神祭活動仍然有著重大的不同，也就是在祭典時完全沒有提

及被埋在九份二山底下的水鹿（更不用說罹難的人），在祭典中宣讀的祝文也

改了調性，先是感謝縣政府、鄉公所補助經費，接著祝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縣運昌隆，鄉政通順，庇佑萬民百姓。當筆者穿越典禮圍觀的民眾，看到美輪

美奐的舞台，司儀不斷的謝謝所有長官、來賓、表演者、參觀民眾（村民及遊

客），並且希望大家有個快樂的時光，然後還要飽餐一頓鹿茸養生餐。這些場

景熟悉的讓人覺得它只是另一場台灣近年來常見的地方文化觀光活動，而事實

上，它也是國姓鄉地方文化觀光活動。自從2008年開始，鄉公所變成主導單

位取代了原本民間養鹿協會的角色時，就已經非常清楚的界定鹿神祭活動是本

鄉最具特色的文化活動，是個包含了客家、（水鹿）農業、地震重建的地方文

化。藉由活動打開國姓水鹿的知名度，活絡農村的經濟。一位遊客抱怨鹿神祭

活動沒甚麼特色，如果不是小孩吵著要看水鹿，他們其實沒有太大興趣來這個

不「好玩」的地方。作為遊客，作為招攬遊客的活動，這樣的抱怨大概是最直

接與平常的，對於主辦單位而言，如此的評語當然是必須警惕的，因為他們辦

理的正是觀光旅遊活動。相對於早期的鹿神祭活動帶點陰暗、悲傷的調性，近

年的活動是要帶來快樂、光明的。同樣的，五穀宮前的廣場從地震前是個宗

教、社區的場域，在早期的鹿神祭活動中它變成承載記憶的處所，現在它又轉

變成表演、遊客的舞台，洗淨了過往的傷痛。在不斷的馴化（taming）18 的過

程中，忘掉過去的傷痛朝未來邁進。原本祭典中帶有頗具衝擊性的情感，也就

18 在此借用Yoneyama （1994）文章的隱喻，她描述日本廣島市政府和企業界如何經由都市計劃、
節慶活動，企圖轉換廣島核子彈爆炸的悽慘形象，代之以和平、歡樂的意象，Yoneyama稱之為
馴化記憶地景（memoryscape）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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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神明敘述天地不仁，因而出現地震傷亡的不幸，人們是否應該相對的有所

反省？現在這種具有反省的情感被遺忘、被轉化了，不再能夠提供公共批評論

述的內容和動力，災難不再被記憶、變成過去的事實，而不再參與現今往前看

的願景裡。當地震轉成個人記憶，不再成為集體記憶表現的一部分時，就很容

易被遺忘，因為隨著人們距離記憶現場愈遙遠，記憶會逐漸超乎理解變成無關

（Kansteiner 2002: 191-193）。

然而在這裡必須要強調的是，不同於上述所提到的有些社會「遺忘」是該

社會的主要型式 （Cole 2001；Littlewood 2009），記憶政治不斷強調要記住，不

能忘記，因此努力的透過各種方法要保留記憶。不過如強調記憶技術的研究指

出，外在化的記憶總是已經是第二次的修正，也因此佈滿了各種力量競爭的痕

跡，沒有一個「客觀自然」的記憶內容。特別是當某些被保留下來的記憶內容

經由制度化的場域、媒體、法律、教育傳遞下去，人們便只記得這些被特意保

存下來的內容，那些沒有被保存下來的內容就被遺忘了，記憶的政治性便在於

此。筆者將說明官方應付災難的行動同時也不斷的在建構情感，將情感建構納

入在恢復（新）秩序的主導論述之下，因為災難，特別是全國矚目的大型災難，

對社會產生混亂、悲傷、忿怒、困窘等等情緒，官方也是要小心應對的，政府

一系列重建的措施，實質上創設了一組空間，讓情感有所抒發，卻又將其納入

到正常的系統裡。如同人類學家Katherine Verdery（1996: 74-79）描述羅馬尼亞

（Romania） 、Yael Navaro-Yashin（2002: 4-6）土耳其的例子，提到無意識或是

「非理性」的情感（sentiment）是需要被解釋的，它不是一個理所當然自然的存

在，因為它才是使得民族國家凝聚的關鍵力量，至少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一定

就如同古典自由主義所認為是建立在社會契約或理性的溝通上。19 Verdery更進

一步指出，除了國家組成的二個基本類型—公民權利和族群連帶—之外，還有

一種道德連結（moral link）來建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p.63），道德情感是打造

民族國家不可或缺的價值，因此理性／非理性其實是國家組成的一體二面。現

今的鹿神祭複製了國家對觀光的想像，反而轉移了個人的情感。

19 Navaro-Yashin挑戰Marx說法認為國家只是錯誤意識，她反而指出人們連接到國家的情感是真實
的，雖然那是一種症狀（symptom），這個症狀顯現在人們相信這個情感是真實的，因為他們尚
未發現其他的方法來避免國家的行為（2002:162）。

095-134容卲武文件1228.indd   124 2012/1/3   下午 6:11



125

災
難
的
永
恆
回
歸
：
記
憶
政
治
與
災
難
反
覆
的
探
討

三、結論

災民經常成為一種同性質的集體名詞，也就是Michael Warner （1993: 

250）所稱的「一種不具形體的類別」（a kind of disembodiment），災難的龐大

主體，讓每個人的存在，變成彷彿沒有臉的存在，至於具體的個人損失與精神

受創則由補償的金額來顯現，災民們需要努力才能脫離這些範疇或是陰影。另

一方面，弔詭的是，就是這個抽象的「整體」使得公共領域成為可能。Warner

（同上引：250）同時認為個人身體（body）被拋棄、從經驗抽離出來，就是大型

災難之後，公共領域政治力量操作後的結果。政府的重建措施運用人力，提供

資源，推行它的政策目標，或是說創造一個抽象的分類，無可避免的把一些無

法符合分類標準的人給排除掉，不能進入這個空間。比方，當政府提供大量優

惠措施鼓勵自有房屋的屋主重建，認為家屋重建是災後個別家屋最重要的事，

並且它提供的方法是有效與符合公平原則—屋主並不是無償得到一棟房子。但

是一方面不是自有房屋的屋主就無法重建，例如農村裡很常見的祭祀公業的房

子，或是多人共有的房子；另一方面當越來越多的災戶進入到住屋優惠這個空

間展開重建，重建「成功」的統計數字不斷增加，不但表現重建的效果，並證

明此項政策的合理性，同時把不能進入這個空間的人，歸因於個人的因素。比

方說不夠努力，工作技能不足無法賺錢，喜歡遊走法令邊緣等。我們可以說政

府政策執行的過程，儘管遭到質疑，實質上卻把災難的痛苦轉化成個人對權利

的爭取；雖然政策的分類標準成為災後重建的指標，成為歸責政府的基礎，然

而實際上整個災難「事件」轉變成為只是一個政治和技術的事件。

當 921大地震這個痛苦的事件被撫平，如同 Jeffrey Alexander （2004: 18-

19）描述的創傷過程一旦進入到科學、國家官僚體系，政府便成為導引方向和

代表它的力量。政府依賴分類的架構，把災區複雜的情形納入一個比較清楚的

架構裡，同時這個架構也言簡意賅的描述出某些官方所要傳達的訊息，也就是

說只有生命財產等能夠客觀表現與衡量的事物，才是地震造成的損失，被當成

政府重建要恢復的目標，因此也就是評判政府重建成效的重要標準。於是不可

避免的，官僚體系力量把人們往這些架構移動，這些策略反映了官僚制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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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依賴的科學專業逐漸接管社會該如何因應這種災難事件的方法。人類學

家Sally Falk Moore（1986: 329） 說的中肯：「規劃和控制未來的努力對於大多數

政府現在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力十分重要」（斜線強調為筆者所加）。控制未來是

如此的關鍵，掌握過去又何嘗不是極為重要的事？官方所主導的「記憶」論述

與再現，企圖詮釋已經發生的事情以及為什麼發生，預知可能發生的。國家就

像修正主義的歷史學家，重新編排過去，否認、忽略過去，甚至創造虛幻的過

去，雖然它們口口聲聲宣稱要從過去出發，要從歷史吸取經驗。

「災難總在遺忘中降臨」（林照真 2002：50），非常直接明瞭的一句話。2009

年在暨南大學有一場由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主辦的「921地震10周年：神戶—

集集—中越—汶川地震復原重建及民間參與」國際研討會，這是十年之後以他

國經驗回頭看921地震重建的過程。會議的主題分成重建策略與機制、公共工

程重建、校園重建、住宅重建、民間參與等，很明顯的主辦者認為921地震10

周年的遺產主要是關於科技如何可以更有效的避免災難以及進行重建，這其中

可曾遺忘了什麼嗎？我們努力讓「災區」復活，倒塌的房子，要一一整建完畢，

破碎的大地景觀，也必須修復的看不出來曾經有巨大的撕痕。人們在九份二山

國家地震紀念園區內起起伏伏的皺褶山坳下，在土石阻礙溪水的堰塞湖裡，看

到了當下的實況，以為那是一種歷史的現存（the historical present） ，是一種

事實。但是時間讓它們剝落出一些殘根（snag）、痕跡（relics），暴露出人們在

這些現存的事實上，施以無數的力量，讓它們看起來理所當然，讓它們看起來

像是在記憶一個過去的現在。阮秀莉（2002：139）的說法是，自然和人反覆的

相互銘刻，人改變地貌，把自己印記在自然身上，而自然也不斷進行反銘刻。

更為隱誨的說法，是Deleuze推衍Foucault 對歷史的看法（上述殘根、痕跡正

是引自他的用語）。Deleuze（1994: 319）說，「我們跟隨著皺褶（folds），把殘根

和殘根不斷對摺（doubling），讓我們被形成”絕對的記憶”（absolute memory）

的皺褶團團包圍住，如此一來，外表變成充滿活力、不斷循環的元素」。每當

災難之後我們總是聽到「危機就是轉機」，這些「機」會，是跨過一個又一個隆

起的小山坳，連接起平整的震爆點觀景台和扭曲變形的紅頂房子，無數的皺

褶；這些「機」會，是我們用大筆的金錢和人力，一層一層蓋在不斷沖刷流失

又補強的河床上。只有殘根和痕跡，不經意的透露出危機的訊息。Deleuze（

ibid: 326）說的，絕對的記憶、大寫的記憶（Memory），其實就是皺褶（folds）

095-134容卲武文件1228.indd   126 2012/1/3   下午 6:11



127

災
難
的
永
恆
回
歸
：
記
憶
政
治
與
災
難
反
覆
的
探
討

和對摺（doubling），它不是存留在地層（strata）和文件中的短暫記憶。最後說

起來，它是和自我的關係，或是自我作用在自我的效果（the affect on self by 

self）。那麼， 災難讓我們看到了甚麼自我？

921大地震之後，人定勝天的說法被質疑，我們看到社會輿論出現呼聲要

政府必須用「新思維」來重構災區重建的中心策略，讓災民和社會可以面對他

們的社區為何遭此命運等問題重新思考。相似的論述重覆出現在災難之後，也

都是呼籲重新集結在地力量，以當地的主體性重建。災區的重建才能大步邁

開，台灣才能「向上提昇、向前邁進」！然而國家擁有龐大的力量進行記憶的

建構，依循舊有的官僚慣行，在地方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實際社會效果，迫切的

在人民的生活世界作用著，甚至塑造痛苦和記憶的內涵，從而阻塞了許多具有

想像力的論述，無法對危機「做反省和討論，進而釐清細節和未來具體的方向」

（李丁讚1997：27）。因此災難並沒有讓台灣社會累積教訓和批判性的論述，社

會結構不斷的重覆原來的習慣。災難作為一個重大事件，「完美」地揭露社會

結構、國家官僚體系的許多盲點，它之所以能夠亙常的擔任「完美」的測試台

灣社會不斷重覆這些苦痛的角色，正因為我們總是「不完美」的記憶住它帶給

我們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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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ternal Return of Disaster:  
A Study of Politics of Memory and the Repeat of Disaster 

Shaw-wu Ju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studies why similar patterns of coping with disasters are repeated 
in Taiwan. To explore the issue, I take two cases in Nangang Village, Guoxing 
Township. The first case I examine is Jiufener Mountain National Earthquake 
Memorial Park, located at the epicenter of the 9/21 earthquake in the village. The 
state and the professional design teams put in place tremendous manpower and 
money to build the Park in a way that appears to inscribe onto the landscape the 
state’s grand narrative of the earthquake, which from the beginning aimed to con-
vert local memories of suffering into an official memory. The second case is the 
“Deer Deity Festival”, also held in the village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Festival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ark, a fixed, routine, official, and inscriptive memorial-
ization, by its dynamic, particular, local, and performative character, to use Con-
nerton’s famous categorizations (1989).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two cases, I want 
to show that when a disaster strikes, discourses are easily transformed into official 
memory without the cr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When there is 
no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a society may not act to change, and the patterns 
of coping with disaster are doomed to repeat.              

                       
Keywords: memory,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 the 921 earthquake, public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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