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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自覺、行動與反思  

1999 年九二一地震後，筆者有幸投入部落重建的調查研究，繼而

發展出本論文的研究與寫作，在應用人類學民族誌方法的護持下，筆

者得以順利的參與部落活動以及觀察訪談蒐集所需資料。在結合人類

學、民族學、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等知識理論分析探討後，深深體會

到原住民部落重建是一個漫長的調適、妥協與合作的過程，除了外在

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侷限外，原住民本身知識與能力不足、部落不夠

團結、部落組織動員不佳、政策制訂者及執行者對原住民部落環境及

文化脈絡不熟悉甚至與部落溝通不良、外來團隊過於強勢主導等都是

部落重建所面臨的層層阻礙與困難。再者，九二一震災發生，造成部

落原有社會聯繫與互動模式的毀壞與解組，因而也導致部落內部關係

及與外部群體關係型態的變遷。幸運的是，潭南在經歷了與外來團隊

間參雜合作、競爭、衝突的災後重建歷程之後，部落本身已有所自覺

與行動，而非一味依賴政府單位及外來團隊。村民重新承受、肩負部

落重建的任務，勾勒出適當的發展方向與行動目標，並試著確實的實

踐與執行。雖然經歷過許多挫敗與成功，但也能自己尋找出適合部落

重建與發展的方向與途徑。 

經由前面五章的討論與分析，筆者逐漸體認與意識到「部落如何

因災後重建而引發其內部之自覺、反思與行動」的重要性，也將這個

主題做為本論文結論第一節的論述重點。第二節則為筆者的反思與建

議，首先筆者以一個身兼參與者及研究者雙重身分的外來人士，就行

動研究過程中所觀察及體認到的潭南災後重建所遭遇的問題與困

難，試著提出相關的建言及解決途徑；接著再針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可

能面向及發展方向，提出個人的研究經驗與建議。最後一節則將整篇

論文的研究過程、資料處理與撰寫進行反省與審視，做為未來研究時

改進的依據。 

第一節  潭南的自覺與行動  

在歷經了與外來團隊間的重建合作經驗後，潭南居民逐漸明白部

落重建還是需要他們自己來承擔、經營，不能過於依賴外人。於是，

當文化會館落成後，潭南社區發展協會會同潭南重建工作站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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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共同開會，思考與討論未來部落重建運作與發展的方針，他們達成

一個共識－由部落文化之重建與再現著手，再逐步延伸至其他層面。

此後，部落內的各方人士便開始積極的規劃、推動文化活動，如部落

文史調查、回舊部落尋根 152等。雖然 2001 年 7 月底桃芝颱風帶來土

石流災害，使其發展為之一挫，幸好居民已經歷過九二一震災的洗

禮，早已適應壓力，因而能迅速地回復馬上投入後續重建工作。潭南

部落並於 2002 年 1 月後，結合部落內各方人士，如重建工作站工作

人員 Tian 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Alan、理事、鄰長、Wumas 等數

位熱心部落事務之青年，持續召開部落工作會議，以商討出部落重建

與發展的未來工作方向，如發行社區報，剖析部落計畫，舉辦戒酒班、

母語班、婦女織布班及文化人才編採營，以及進行部落綠美化工程

等。其中部落教室的設置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推行可說是村民自覺行動

後確實實踐的最具體呈現，值得分別介紹之：  

一、重建區民族學院部落教室的設置  

重建區民族學院的籌備起於 2001 年 11 月，由台灣社區重建協

會、台灣原住民部落重建協會及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共同發起，後更

籌設「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以專責處理各種事務與運作。其行

動理念與目標為，從部落整體發展的需求出發，重新活化與整合部落

在地組織，在整合資源與凝聚共識的前提下，透過部落教室來建構部

落發展與自主的機制，以達到部落文化傳承、產業發展、知識提升的

目的（金惠雯 2002）。  

潭南部落人士獲知消息後，便於同年 12 月參與重建區民族學院

籌備委員會舉辦的部落巡迴座談會，並經社區發展協會與居民開會討

論後，決定加入重建區民族學院籌備計畫，成為其中的一個成員。因

重建區民族學院籌備委員會尊重各部落的自主性與在地需求，希望各

部落能成立課程委員會各自決定欲開設之課程，運用部落在地師資，

以達到培養部落在地人才之效，所以促使潭南部落內各群與組織間的

再次整合與連結，部落居民的意識也獲得凝聚。因而在討論、決策與

推動的過程中，一直非常和諧且順利。在經多次的協商、討論後，潭

                                                 
152 自震災後，潭南部落共舉行過 3次的回舊部落尋根活動。第一次是 2000年 9月 21日，由部
落長老與獵人帶領東海團隊與浩然團隊之成員前往。第二次則是此處所提，2001年 2月由十數
位部落族人，至舊部落進行整理與勘查工作。第三次為 2002年 11月，由社區發展協會主辦，由
部落長老與獵人帶領青少年與兒童及部分外來人士共 50人，進行舊部落尋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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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落教室的課程預計開設傳統織布及傳統藤編兩班，師資分別由部

落內對織布與藤編熟稔且專精的婦女與長老擔任。其課程理念為（台

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 2002）：1.傳承、創作布農卡社群的手工技藝，

並研究發揚古老的技藝； 2.創造部落新產業，改善部落生活品質； 3.

希望藉由織布的課程讓婦女更能認識傳統織布裡的各項技術；4.藉由

藤編課程讓學員學會編織各方面的技術，也讓我們的藤編得以流傳下

來。由此，可知潭南居民乃希冀透過部落教室的學習與對話機制來推

動又促進潭南的文化傳承、產業發展與生活品質提升。  

重建區民族學院已於 2002 年 8 月開始正式招生，並於 9 月 28 日

在各部落教室正式開學。據筆者之觀察與訪談，潭南教室的報名情形

遠比預期踴躍，每班各有約 20 名學員。由於教學時之出缺席及學習

狀況均甚良好，潭南部落教室課程委員會因此決定下學期春季班時，

要多召開一班，讓更多居民也能夠參與。  

二、文建會九二一災區社區總體營造的參與及推行  

文建會與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合作，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執行「九二一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執行方案」 153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止。並依據災區劃分為四個區域，災區各原住民鄉屬於

第四區，由各重建區縣市政府、文化局、民間團體共同承辦，通過徵

選之各社區或部落執行。其方案之目標與預期效益，可綜合為：1.凝

聚社區意識，提振文化活力，恢復居民生活信心； 2.建立地方文化特

色，營造永續發展機制； 3.整合民間資源，參與重建事務，增加社區

發展機會；4.培育地方社區人才，改善就業及經濟環境。 

潭南部落人士是在 2002 年 1 月的一次部落工作會議上，從與會

的重建區民族學院籌備委員會工作人員口中得知，文建會已將潭南列

入第四區之社造點名單，並希望潭南能爭取到此機會。於是，潭南部

落人士便以潭南社區發展協會的名義，推舉當時社區發展協會秘書

Tian 為部落代表，前往申請；後來順利成為第四區之社造點， Tian

也順勢成為潭南社區營造之社造員。在正式成為社造點後，Tian 與部

落人士便開始積極規劃各種部落重建與營造計畫。他們鑑於「自從文

化館落成以來，硬體使用率偏低，幾乎閒置。而近年來由於種種的因

                                                 
153 其方案之相關資料與數據，皆取自於九二一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執行方案網站，網址為：
http://www.921.ced.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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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布農文化流失開始有很明顯的跡象。爲使布農文化不被遺忘流

失，能早日恢復往日之傳統優美文化，並能在文化重建上結合地方特

色，使地方的人文透過有系統的規劃下，以潭南社區之主體『布農族

部落文化』來活用此一文化館。讓文化館有利於『建立具有認同、意

識、與發展之生命再造化』的社區。」154Tian並分別與潭南村辦公處、

潭南國小、潭南基督長老教會以及潭南天主教會溝通、協商，請求協

助，也獲得各群體、組織的同意。 

在整合部落各群體，凝聚共識，確立居民動員參與後，以 Tian、

理事長 Alan、理事會成員等人為首的規劃小組便開始擬定《布農文化

館再現計畫》之主體計畫及各分支計畫－〈舊部落尋根之旅〉、〈布

農傳統歌謠母語教學〉、〈布農母語演說比賽〉、〈布農傳統手工織布

技藝〉、〈布農傳統手工藤編技藝〉、〈潭南村布農文化歷史〉。後來

雖因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問題（參見第三章第二節頁 29）而使計畫

經費一直無法撥放，所幸規劃小組也援引其他外部資源如行政院原民

會之「原住民族語言振興發展計畫」、原民會委託台大地理系之「原

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計畫」，針對母語、部落遷移歷

史與傳統領域先行從事相關之工作與活動，也獲得不少亮眼的成績與

成果 155。至於傳統織布技藝的教學，則依據先前浩然基金會編織團隊

的工作成果與資料為基礎，也和藤編技藝教學一同與部落教室之課程

教學相互搭配。而舊部落尋根之旅，則在 2002 年 11 月中如期舉行，

部落長老帶領年輕一輩的孩子們回到舊部落去，瞭解、認識先人所留

下來的文化資產，體驗過去祖先的生活，讓孩子真正的能珍惜愛護自

己的「根」。不過，後來還是因為社區發展協會的問題，計畫經費無

法正式撥款，但文建會仍肯定潭南部落的努力，因此將潭南仍列為明

年度的社造點，期望來年潭南能呈現出更優異的營造成果。 

由部落教室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推行來看，潭南部落未來的重建與

發展似乎前景看好、一片光明，但實際上仍有許多隱憂與阻礙，例如，

當那幾位部落青年因工作或學業離開部落，以及因為村長選舉將至導

致人事紛擾，造成部落工作會議終止局面，潭南部落重建與發展工作

                                                 
154 取自潭南部落《布農文化館計畫書》。 
155 在 2002年 10月 18日信義鄉公所舉辦之原住民族語趣味競賽活動中，潭南村獲得傳統歌謠國
小組第一名、國中組第二名、笑話比賽成人組第二名的佳績。在台大地理系的協助下，潭南的部

落遷移與舊部落傳統領域之地圖也分別繪製完成，再配合相關之耆老口述史料，一部圖文並茂的

潭南部落史就呈現在族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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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面臨重大考驗等，對這些隱憂筆者在下節中將試著提出個人的一

些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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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者的反思與建議  

經由本論文的研究與分析，及筆者 2 年多來在潭南進行實際參與

觀察之經驗，在此特針對潭南部落未來的重建與發展提出一些建議，

也希望能作為其他災區原住民部落也可參考。另外，筆者也就未來筆

者本身或是其他研究者欲進行相關研究時提出一些研究方向與建議。 

一、對潭南部落未來的重建與發展之建議  

（一）人類學觀點涉入的必要性  

在潭南重建過程中許多問題與衝突現象所以產生，部分原因在於

缺乏人類學觀點的涉入。如外來團隊與潭南居民互動過程中總是無法

拋開專業權威、菁英心態，及跨越文化差異與隔閡，而與潭南居民產

生密切且互信互賴的合作關係，並引起彼此的衝突。另外，對潭南當

地社會文化脈絡的認知不清與不足，也導致外來團隊在方案規劃和執

行上，無法達到實用性與文化適宜的成效。  

人類學使用民族誌研究，從人的生活過程中累積建構其知識及理

論體系，因此這些知識應當可被還原至人的生活中，以協助人們解決

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困難。而應用人類學更強調人類學家必須以各種

中介角色參與社會，將人類學知識予以實踐、應用。若人類學涉入潭

南災後重建，人類學者能以其學科特有的田野研究方法發現及蒐羅文

化過程中的種種面向，由此累積及建立政府 /規劃者在政策制訂、方

案規劃與執行時所需之民族誌資料與知識架構，作為執行工作時的基

礎與依據。此外，人類學者也能擔任分析、諮詢與監督的工作。人類

學對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互為主體的關係，以及研究者自我的角

色等也有較謹慎的關注、反思與警覺 156，再加上參與觀察的涉入及在

地觀點的認知，人類學者能充當政府 /規劃者與當地居民間之中介

者、調停者，協助二者之溝通互動。而應用人類學更堅信，唯有該文

化的人有資格及獨立能力選取持續與變遷的目標與執行方法，人類學

家、政府單位、規劃者等外人只是推波助瀾的角色，千萬不能越俎代

庖（陳茂泰 1992： 348、 1997： 2）。  

                                                 
156 詳情可參閱黃應貴，1994，〈從田野工作談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山海文化雙月刊》，
第 6期，頁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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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已經有許多人類學者涉入各種社會變遷與社區發展行動的

成功案例，可資參考。Esber（ 1987）在參與美國 Apache印地安人 Payson

地區長期社區發展計畫中，運用人類學之訓練與知識，幫助建築師能

關注到跨文化的差異及當地民族誌資料的重要，使其社區建築設計能

與 Apache 人的空間使用模式結合，滿足其文化需求；因而在計畫進

行過程中，不僅適當地尊重了當地 Apache 人的意見，改善其生活，

也重新組織社區，確立部落的領導權，進而培養了 Apache 人的自決

意識。而 Turner（ 1987）在南 Paiute 印地安保留區發展計畫的涉入，

不僅強調對當地民族誌資料的整合分析，運用科際整合之多元研究途

徑；更確保社區全體居民在計畫過程中的參與，而能發展其自決行動。 

鑑於潭南的挫折經驗與國外成功案例，建議未來潭南或其他原住

民部落在推展重建工作時，應有人類學觀點的涉入，這樣不僅可以避

免過去所面臨的種種難題與困境，以促進重建工作與社會文化脈絡體

系之運行、變遷及真實需求等面向產生更高度的整合、調適與契合；

也能確保部落之主體性，期而形塑出一個兼顧部落文化適宜性、需求

實用性、居民參與與自決之行動架構與成果。  

（二）部落草根性組織與中介、整合機制的建立與發展  

在潭南村的災後重建初期，居民與外來團隊鑑於重建事務的繁

重，需有一凝聚部落意識與力量，協調統合的組織，因而設立了潭南

村重建委員會，並賦予高度的期望，很可惜的是，它不僅失敗了，也

導致潭南重建因缺乏適當的整合機制將部落居民、部落領袖及外來團

隊之意見予以統合、協調，並將分別來自公、私部門的重建資源及依

各外來團隊之專長劃分其各自的重建工作項目，而使得整個災後重建

過程呈現出外來團隊各自為政、重建運作雜亂無章、成效不彰等負面

現象。如前文所述，外來團隊與潭南居民分屬兩個相異性極大的社會

文化群體，在整個意見協調、訊息溝通及方案執行過程中，因缺乏中

介單位的涉入與調停，而屢屢產生因文化差異與誤解所產生的諸多磨

擦與不和。最終竟導致彼此間的不信任，影響了重建工作的進行，外

來團隊也在其所執行之工程完成後，退出潭南村。另方面，政府長期

對原住民的霸權化與邊緣化政策及資源分配不平等，養成原住民過於

依賴政府單位的心態，也是重建委員會挫敗的原由之一。這些疏失都

可利用災後重建來改善，例如協助原住民部落成立與發展草根性組

織，凝聚部落共識，牽引並培養在地參與的力量，如此原住民部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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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擺脫長期弱勢的地位與局面。  

因此，當前與未來潭南欲自主推行重建工作之際，建立起與外界

資訊、資源取得的草根性組織與中介機制乃最為迫切與必要之前提。

當外來的政府單位、民間組織或研究單位初次潭南接觸之時，能有一

合適的組織進行引導與介紹，提供關於部落與居民的基本訊息、資

料，甚至在食宿上的協助，使其在部落進行重建工作或是田野調查時

能安心且尊重當地。而部落工作者經由與外來團隊互動亦可學習到各

種嶄新的、專業的觀點、知識與技術來觀察、掌握部落的發展與變遷，

乃至於形塑出部落永續發展的新方向。當然部落工作者與居民也應有

定見與能力分辨來自專家學者之建議與介入。透過此機制讓部落與外

來團隊建立起伙伴與信任的互動關係，雙方均能各取所需，各蒙其

利。於是，重新建立起一個具部落民意基礎、超越各種群體派系、具

公信力的溝通、管理與運作機制便刻不容緩。綜觀當今潭南村，重新

改選運作後的社區發展協會似有扮演這種機制的態勢，居民們也再度

賦予高度之期望，也期盼能真正成為日後部落與外界互動的媒介與橋

樑，為潭南後續的重建與發展，發揮其最大的功效。  

（三）其他災區原住民部落重建經驗的學習與分享  

在九二一震災中遭受嚴重創傷的原住民部落甚多，潭南可以「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觀摩、學習各部落在災後重建中成功之

處，以其失敗之處自省，若有應如何革除、改進之。而與潭南隔山相

鄰的日月潭德化社邵族部落，正是學習與借鑑的最好對象。邵族德化

社部落也與潭南相似，在震災中也遭受嚴重的損害，有八成的房屋毀

損；並同屬明星災區，受到外界極多的關注與資源援助，不過其重建

經驗卻有許多面向值得潭南借鏡。 157 

首先是，邵族在地震前即成立一草根性之整合、協調組織－邵族

文化發展協會，因此在災後重建過程中可仰賴來進行各種對外聯繫、

求援，對內整合、協調的工作，並以其組織力量召集族人，成立邵族

重建委會，商討、推動重建事宜。因為有這樣一個運作健全、凝聚力

強的在地草根組織，當邵族在與外來規劃團隊、專家學者互動，及重

建規劃與執行時，部落與族群文化的主體性才可確保。而遲遲無法獲

                                                 
157 下文關於邵族災後重建之種種情形，參考自李宜蓁，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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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政府之正名 158及遭遇族群滅絕的危機感，在重建初期也強化了邵族

族人的族群意識與認同，使得族人們均積極參與重建工作。此外，他

們熟悉對外申請計畫、尋求資源協助的管道與途徑，也懂得利用媒體

的力量，在不同的媒介上爭取到曝光的機會，增加社會大眾及政府單

位的重視與援助。由於經常與外界接觸，因而在選擇外來團隊時，能

夠採取十分謹慎與周延的態度，後來邵族人與外來團隊間也能夠處於

較為平等的地位進行合作，邵族人可以掌握規劃的主導性，形成雙方

愉快的合作關係。邵族在外來團隊的協助下，發行「伊達邵」社區報

及成立「邵族網」網站，對外宣揚邵族文化及災後重建成果。不過，

每個社區或部落總會有其內部既有之衝突與矛盾關係與結構存在，邵

族也不例外，尤其在災後重建等外來資源大量進入的時機與情境下，

更容易使其衝突強度增高，甚至影響群體之聚合，但邵族仰賴在其傳

統社會結構備受尊敬的領導長者來整合內部衝突，因而化解了矛盾。

邵族災後重建中所面臨的最大難處，在於重建資源全數來自民間團

體，但卻被政府公部門貼上標籤，而被排除於公部門資源外，還遭受

許多刁難與逼迫。以上有關邵族的重建經驗均值得潭南部落領袖人物

及居民作為殷鑑。 

當然還有其他災區原住民部落的重建經驗也需學習，如和平鄉大

安溪沿線的各泰雅族部落，在中華至善服務協會的協助下，將災後重

建與當地產業結合，向勞委會申請永續就業工程及重建大軍臨時工作

津貼之補助，不僅幫助部落重建，也達到振興部落產業，改善部落高

失業率的情形159。  

二、未來研究方向之相關建議  

（一）人類學在原住民災後部落重建、社區營造等社會變遷過程

中的涉入與實踐  

陳茂泰曾指出：「人類學家協助草根群體利用地方知識對付外來

的變遷，保留地方對其生產資源基礎獨立的掌管。他們把知識化作有

目的性使用的行動，推廣人類學家延展精神的民族誌服務方式及移情

                                                 
158 在邵族文化發展協會及全體邵族人民的努力之下，終於在 2001年 9月 23日獲得政府正名，
成為官方認定之台灣原住民第 10族。 
159 中華至善服務協會 2002〈重建與新生∼和平雙崎生活重建中心的經驗分享〉
http://www.homeland.org.tw/foundation/htm/work-htm/p7-11.htm ，200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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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瞭解，在在說明對啟發社區能力的釋放（亦即：社區能有效處理所

遭遇的問題，不同黨派都能共商決定過程）有極大的貢獻，也成為台

灣人類學涉入社區發展的參考指標。」（陳茂泰 1998）但是，檢視台

灣人類學界在其長期研究對象台灣原住民族近年來的各種社會變遷

與社會運動進程裡，如災後重建與社區營造等，人類學者的涉入與關

注程度並不高，而且多半也缺乏以社會參與者之角色將人類學知識予

以實踐、應用。因此，筆者認為此一研究範疇仍有許多具相當研究價

值之面向與主題，值得深入探究與鑽研。況且，此舉不只能獲致人類

學相關理論與知識驗證與實踐的助益，更能達到社會服務、社會參與

及人本關懷的目的。  

（二）原住民部落重建後續之推動與發展行動的監視、觀察與參與

研究  

九二一震災發生將屆四年，災區大部分的災後重建工作也多有相

當程度的成果，許多進駐災區的外來團隊也早已陸續撤離。但整體重

建事業能否完成與落實，後續之推動與發展工作就變得至為重要，至

於能否持續且順利地進行，則須仰賴災區居民的自我動員與自主行

動。不可否認的，災區居民與在地組織往往缺乏決策與行動所必須之

知識與能力（雖然在重建過程中，可能藉由與外來團隊的合作，學習

或吸收到一些，但整體而言，仍是不足），尤其是長時間位居社會弱

勢地位的原住民。因而在運作與行動過程中，在地居民與組織如何自

外來團隊手中接下重建的棒子，重新起步，為創造理想的居住環境與

生活文化而努力、奮鬥，其間的變遷與轉換過程值得持續的觀察與研

究。研究者也能在參與研究過程中，為部落提供相關建言與意見，並

為其進行監視、監督之工作。社區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所強調的是，

行動的「過程」而非行動的「結果」;在行動「過程」的參與研究中，

研究者將獲得較行動「結果」的歸納分析更具體、更深切的研究成果

與研究發現。  

（三）原住民原鄉部落文化的復振、創新與傳承  

九二一震災對於災區原住民部落而言，雖然在各個層面帶來甚為

嚴重的傷害與破壞；但相對的卻也使族人間產生更為緊密的連結關

係，重新凝聚彼此對部落的認同與歸屬，並受到外界的關注，而獲得

更多的資源與援助，這些正面效應皆有利於部落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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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各部落的族人也紛紛感覺到，災後重建是重新復振、或重塑其

族群或部落文化的最佳時機與轉捩點，而更積極且持續的構思、推動

與發展各種文化活動，再配合政府與民間單位的推波助瀾，讓部落的

文化工作更呈現出如火如荼、雨後春筍的現象。如許多部落均將其未

來重建與產業發展之方向設定為文化觀光，希望藉由原住民族群獨特

且別具特色部落文化，吸引觀光客進入部落進行各種消費行為，改善

部落經濟貧困與高失業的問題。對研究者而言，此面向可再深入探討

的主題有：文化傳承與復振中文化詮釋與文化再現的問題、文化變遷

與遞衍的過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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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反省  

在論文即將完成之際，回顧與反省整個研究過程與研究成果，發

現因為在研究時遭遇一些限制，以及個人知識與能力不足或疏忽，而

導致在方法論上出現瑕疵，使論文無法達至預期之成效。  

第一個限制是切入之時間點過晚。筆者進入潭南從事田野調查的

時間點是九二一災後將屆一年之 2000 年 8 月，因此在災後初期潭南

因應重建需求而產生之團結、凝聚，其與外來團隊間之接觸、協調與

合作關係等便無法有更深切的瞭解與觀察。筆者對於此時期潭南的重

建推展與社會關係之運作與變遷，僅能憑藉報導人的深度訪談與相關

重建報告及研究文本等二手資料來瞭解其詳情。因此，在對潭南災後

重建與社會關係的論述與分析上，時間層面的脈絡性與整體性分析便

顯得較為欠缺與不足。  

其次在田野調查方法上，限於時間經費與人力，筆者無法長時間

在潭南蹲點，進行深度的參與觀察，僅能以短暫但頻繁的方式取代。

雖然田野調查長達 2 年，但對於潭南部落的社會文化脈絡與機制，仍

然無法產生最深層的理解與掌握，以致於無法有更獨特的見解與嶄新

的創見。另外，筆者在訪談與觀察中，傾向於仰賴數位特定報導人之

觀點與言論（如上階層之領袖人物或基督教長老教會之成員），受限

時間而無法進行全面性的取樣分析，以後如能進一步周全的蒐集資

料、求證與檢視，也許會呈現更有建樹的觀點。  

至於在論文內容呈現方式與邏輯上，因為筆者對相關理論的不夠

熟稔以及分析資料技術未臻精練，可能產生一些錯置與銜接上的問

題，有待時日加以修改與精進。因此如何將論文更清楚的呈現，邏輯

上予以適當的連結，使其流暢與條理清晰，便是目前筆者亟待努力與

加強的首要任務。  

一位報導人曾與筆者談到，重建過程中有許多問題是身為在地人

的他們無法也不願去察覺或關注的，只有外來者以外部觀點才能清楚

地觀察到，並能以較為客觀、超然的角度提出。筆者寄望本論文能為

潭南做到這點貢獻，將這些問題癥結透過論述呈現出來，協助潭南居

民能夠適度的自決與反省，因為唯有看到問題的真實面，才有解決問

題的機會。本論文雖未能盡如筆者之意，達到各種預期之成效，但筆



 229

者相信，至少能夠滿足報導人對筆者之期待與盼望了。  

筆者在論文口試之後，再次回到潭南，探望許久不見的報導人與

朋友，並讓他們閱讀筆者的論文初稿，檢查是否有何不妥或不實之

處。而其中同屬布農族，但分別來自巒社群的前任傳道 Aliman之子

Wumas及郡社群的現任傳道 Tahai則針對其所觀察到的現象及親身與

潭南人生活的經驗，給予筆者一些建議。他們都認為潭南卡社人在文

化、儀式及性格等面向上，均與布農族其他社群的共同特質有許多出

入。如布農族傳統的社會運作或社會關係，是「和諧中的競爭」，但

潭南呈現出的特徵則是「競爭中的和諧」。潭南的人或內群體容易因

為一些小事而爆發嚴重的衝突，其內部之社會關係往往處於競爭、對

立或衝突等負面狀態；但是當面臨到外來者時，卻又產生團結凝聚，

一致對外的情形。經過我們的討論，這可能與卡社群是布農族中人數

最少的社群，以致於潭南人為了維持其自身的社群續存即在語言、文

化上的獨特性，導致其性格上的封閉性，因而對其他社群或是外來者

容易採取自我保護或敵對的態度與行為。加之，他們提到在巒社群與

郡社群的起源傳說、老人口述中，所呈現出的訊息均指出卡社群和較

為古老的巒社、郡社相比，是一個社群對其他社群較不友善的社群。

他們以潭南基督長老教會的運作經驗，指出現今的潭南人有一種不好

的行為，就是表裡不一，可能昨天開會的決議，今天就完全否決，因

而造成傳道在教務處理上的困難。 

聽完他們的言論之後，令筆者頗有茅塞頓開、題醐灌頂的感覺，

筆者已發現自己對潭南布農人的群體性格、行為特質，仍是一知半

解，因此在未來相關研究的方向，也將增加「潭南布農卡社群人在文

化、性格等面向上的獨特性，及其與其他社群之互動關係」，必情望

能更深入去了解與探知潭南布農人社會運作與關係行為的深層原則

與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