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

第二章  潭南村的環境概況與重建過程  

第一節  潭南村的自然環境  

一、地理位置  

潭南村隸屬於南投縣信義鄉。信義鄉位於南投縣東南部，北與仁

愛、魚池二鄉相接，東以中央山脈主分水嶺與花蓮縣為界，南以玉山

山脈和嘉義、高雄二線接壤，西與鹿谷、竹山及水里等鄉鎮比鄰，面

積為 1442.22 平方公里 28，境內多高山，丘陵起伏，致平原面積不及

一成。  

 
圖四  潭南村相關位置圖（資料來源：東海大學建築工作隊 2000：一-4） 

潭南村位於信義鄉的西北部，為信義鄉面積最小的一村，因其地

處日月潭的南方而得名。對外交通路線為投 63 線公路貫穿潭南村，
                                                 
28 取自南投縣信義鄉公所網站之簡介 http://village.nthg.gov.tw/hsini/a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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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北可至邵族德化社接台 21 甲線公路，可通埔里；南至濁水溪畔的

地利、雙龍接台 16 線公路，可至信義和水里。潭南村為布農族卡社

群的一個集村型部落，村子座落於東北、西南走向的斜坡台地，面對

濁水溪的支流玉崙溪，海拔從 625 公尺到 750 公尺之間，範圍約 700

公尺長， 200 公尺寬（東海大學建築工作隊 2000：一 -3）。村子可分

為兩大部分，一為位於山腰上的 2∼ 4 鄰，為主要聚落。另一則是，

位於山麓的 1 鄰，偏處於主要部落的東南方，為由地利進入村子的入

口。潭南村背倚之山係水社大山的一支較為平坦、低下的山脈，因其

形狀圓渾，村民稱之為「饅頭山」，為村人日常打獵的區域之一。  

 

圖五  潭南村行政區域圖（資料來源：東海大學建築工作隊 2000：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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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質環境與氣候  

南投縣之中央板岩山地大致以板岩、千枚岩、黑色砂岩、片狀砂

岩、石英岩等構成，夾有泥灰岩、石墨層和小規模之火成岩體（丘其

謙 1966：1、東海大學建築工作隊 2000：一 -6）。潭南村座落於東北、

西南走向的斜坡台地，位於濁水溪中游支流河源的山腰上，面對濁水

溪的支流玉崙溪，海拔從 625 公尺到 750 公尺之間。依據台灣省政府

農林廳山地農牧局於民國七十三年所做山坡地土壤調查報告，其地質

屬於始新世到中新世的石英岩、板岩及硬頁岩、千枚岩所組成。土壤

屬灰黃色崩積土，此類土壤主要由砂岩、頁岩、泥岩等風化物崩積化

育所成，土色因較有發育而成較黃或灰黃色，土壤剖面內多含石粒。

其特色如下： 1.底土顏色成灰黃色、黃棕色或橄欖棕色； 2.土壤反應

表土呈極端酸性至弱酸性，底土呈中酸至弱酸性；3.土壤結構為碎粒

狀、小鈍角塊狀結構；4.底土以下含有中至多量半風化母岩脆碎或角

塊，在下即為砂頁岩或泥岩母質石。  

潭南村地處亞熱帶境內，溫差並不明顯，又因屬山區地形，終年

氣候溫和清爽。且因山谷比鄰，並受中央山脈阻擋，東北季風對潭南

影響不大。潭南村平均氣溫多在 20℃以下。一般而言，地勢越高，

地形雨作用越盛、雨量越豐。但潭南村所在之信義鄉因受中央山脈雨

蔭作用，年平均雨量僅 887 公釐。主要雨季在 5 月至 8 月，常導致豪

雨成災，尤其經過 921 和 926 兩次地震後，周遭山地土石結構鬆動，

易引發土石流。潭南村也因位於日月潭邊山谷內，因於天候多霧，使

得全年日照日數受較少，進而影響農業種植。此外，信義鄉因其東、

東北、東南三面多三千公尺以上之山脈所屏障，平均風速甚小。除高

山地區外，冬季平均風速為 1.3m/sec，夏季平均風速為 1.2m/sec。由

於中央山脈及玉山山脈的屏障，颱風對信義鄉的影響不大，過境時各

地風力不強，尤其當氣流進入角度大於 15 度時，中央山脈西側由於

倒流造成邊界層之分離與漩渦，而形成弱風區。但也因為如此，在夏

日常有焚風由山上吹下，尤其傍晚時分，更顯得燥熱（東海大學建築

工作隊 2000：一 -6~7）。  

三、自然生態環境  

潭南村全村域位於海拔約 510 公尺至 1800 公尺之間，多為常綠

闊葉林，因長期之拓墾目前已無較大面積之原始林，大多為人造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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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植被。潭南村地區植物群落分佈，已無天然族群，道路兩旁的行

道樹以種植水黃皮、樟樹、青楓、櫻花、黃脈莿桐為主，但僅限於部

分路段的種植，且並沒有完整的規劃。至於，使君子、蒜香藤、九重

葛、桂花等是部落居民隨意栽種的庭園植物。另有，蘋果、番石榴、

龍眼、木瓜等果樹，但數量不多，只零星可見。部落經濟作物除檳榔

和龍鬚菜外，還有茶樹、苦茶樹、梅樹、桂竹及香杉造林等人工種植。

天然植被方面呈現的多是低海拔開闊破壞地初生演替的常見種類，如

草本類的芒草、火炭母草、咸豐草、蔓澤蘭、藿香薊⋯⋯等；灌木類

如三腳鱉、呂宋莢迷、野牡丹、大青⋯⋯等，以及白匏子、野桐、山

胡椒等速生樹種。偶或有次生林的穩健樹種如薯豆、杜英、木荷、山

香圓⋯等，然也只是少部分，未能成林。至於較大的喬木，僅在陡峭

的溪谷地帶留有糙葉榕、山黃麻等以及殘留的麻竹巨叢（林玉琴、施

宏明、林伯壽 2001： 13、東海大學建築工作隊 2000：二 -15~17）。  

在動物上，由於單種作物的大量栽種，導致動物相的單薄，出現

的都是低海拔郊野常見的種類。鳥類方面，部落裡麻雀、白頭翁、燕

子最多，農路上常可見成群的繡眼畫眉和紅嘴黑鵯，潭南常見的猛禽

類則是偶而盤旋在天空的大冠鷲。昆蟲方面，因檳榔與龍鬚菜的粗

作，使得灌草叢還能提供許多昆蟲覓食和棲息的空間，有蝶類、蝗蟲、

螽斯、甲蟲、蜜蜂等較為常見。此外，蜘蛛、蜥蜴、蛙類、蠍子等也

時有所見（林玉琴、施宏明、林伯壽 2001：14）。而其他的哺乳動物，

根據常上山打獵的村民表示，潭南附近常見的獵物是山羊和山羌，至

於山豬和水鹿等大型動物就必須至丹大山區才獵的到，這也代表了潭

南附近自然生態環境遭受人為開發迫害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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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潭南村的人文資源  

一、布農族卡社群與潭南部落的歷史  

（一）布農族諸社群的分類  

布農族為台灣原住民十族之一，現今人口為 38063 人 29，分佈區

域為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高雄縣三民鄉、桃源鄉、茂林鄉、台東

縣延平鄉、海端鄉、花蓮縣卓溪鄉、萬榮鄉。布農族是台灣原住民中

最典型的高山民族，過去的生活區域在海拔五百公尺至三千公尺之

間，其中多處於一千公尺至一千五百公尺，是名符其實的「高山族」。 

「布農」Bunun 乃是「人」之意；不過，其他諸如「尚未脫離巢

窩的蜂」；以及「雞蛋裡業已孵化而猶未出殼的雛雞」⋯⋯等，也都

一概稱之為「布農」Bunun（佐山融吉 1919）。傳統布農人把宇宙分

為三界：即 dehanin（上天、自然）、hanito（萬物精靈）、bunun（人）；

布農族的祖先認為該族為大地唯一的「人」，其餘皆為 vaivi（異類或

外界精靈）（霍陸斯曼‧伐伐 1997：12）。因此，在過去，「布農」Bunun

一詞原本只是單純的指稱人類的專有名詞，並不是對族群的稱呼，其

他族的原住民對布農人的稱呼也是稱呼其社群與部落之名（松國榮

2000）。而「布農」成為族群名稱乃是日據時期相關人類學家進行調

查後，所做出的界定與分類，被日本政府強化後，延續下來。國民政

府來台後，也繼續沿用之。  

關於布農族各個社群的分類，最早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學者移川

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等人所編著的《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

研究》一書中，依布農族的氏族組織及起源系統將布農族分為：卓社

群 Take todo、卡社群 Take bakha、巒社群 Take banuad、丹社群 Take 

vatan、郡社群（又稱施武郡群）Isibukun 及蘭社群（又稱塔科布蘭群）

Takopulan 等六群。（丘其謙 1966：9、達西烏拉彎‧畢馬 1995：16-19、

田哲益 1995：32、2002：18-20）。後來的相關學者淺井惠倫及鹿野忠

雄也曾以不同的分類基礎提出布農族的系統分類 30。而國內學者衛惠

                                                 
29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民會網站 http://www.apc.gov.tw/aps/9108/aprp5802.htm；資料標準日，民
國 91年 8月 31日。 
30 淺井惠倫以語言研究為基礎，依布農族方言的分類將布農族分為北部布農方言群、中部布農
方言群及南部布農方言群。鹿野忠雄則由種族、語言、文化等基礎將布農族分為北布農群（卓社

番、卡社番）、中布農群（丹社番、巒社番）、南布農群（郡社番）。詳見田哲益 1995b：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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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等也曾按照國內外各論著，綜合修正後，將布農族分為卓、卡、丹、

巒、郡等五社群（衛惠林 1966，衛惠林等 1972）。  

關於各社群的緣起與發展為，卡社群最早自巒社群分出，此後丹

社群又自巒社群分出；而卓社又自分出之卡社群分出；郡社及蘭社則

可能是早期分出的社群（丘其謙 1966： 9）。而目前各社群中，除了

蘭社群因人數較少，又因居住環境鄰近鄒族，逐漸受到鄒族的同化與

混血，已名存實亡外 31，各社群的分佈概況為（達西烏拉彎‧畢馬

1995： 16-19）：  

1.卓社群。主要分佈於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法治村與萬豐村，

過去曾被稱為「干卓萬蕃」，為布農族分佈的最北與泰雅族的賽德克

亞族為鄰。  

2.卡社群。卡社群與卓社群是未曾遠離南投祖居地，向東、向南

遷移的二社群，目前居住區域為南投縣信義鄉的地利、雙龍、潭南三

村，其中又以潭南幾乎全為卡社群人。  

3.丹社群。大部分的丹社群人多已遷移至中央山脈以東之花蓮，

在南投縣信義鄉僅剩地利村與雙龍村有部分丹社群人，主要居住於花

蓮縣萬榮鄉的馬遠、打馬遠二村。  

4.巒社群。巒社群的分佈跨越了中央山脈兩側，南投縣信義鄉的

望鄉、新鄉、豐丘、明德、人和、地利、雙龍等村，花蓮縣卓溪鄉的

崙山、太平、卓溪、卓清、清水、古風、崙天等村，台東縣海端鄉的

廣源村都有巒社群人居住。  

5.郡社群。郡社群是現今布農族人口最多、分佈最廣的一群，人

口佔全布農族半數以上。其分佈區域有，南投縣信義鄉的明德、羅娜、

東埔、望美、人和等村，台東縣海端鄉各村落、延平鄉各村落，高雄

縣三民鄉民生村、民族村、桃源鄉的建山、高中、桃源、寶山、勤和、

復興、梅蘭、樟山、梅山等村，以及茂林鄉的萬山村。  

 

                                                 
31 蘭社群為鄒族與布農族混血的一小支，早已歸化為鄒族，民國 40年 saviki社上有孓遺 2人，
但現已亡無。參見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馬淵東一 1941《山地高山族的地理
知識與社會、政治組織》、《台灣土著族之移動及分佈》、衛惠林 1957、衛惠林等 1972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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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台灣原住民各族分佈圖（資料來源：丘其謙 1966：地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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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布農族聚落分佈圖（資料來源：劉斌雄、黃應貴等 1988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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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卡社群歷史與潭南部落歷史  

布農族卡社群為五大社群之一，據族人口傳歷史，傳說中卡社群

是從巒社群分支出去的，分裂的時間約在二、三百年前，因此卡社群

族人生活在濁水溪支流─卡社溪已達數百年之久。卡社群人從巒社群

人中分出來後，陸續遷移至卡社溪沿岸建社居住，初建部落為 asang 

bakha，因此卡社群便稱為 take bakha，其名是取自其創社祖先 bakha，

take bakha 意即「 bakha 之社」（佐山融吉 1919： 23、田哲益 2002：

45-46）。至於「卡社」一名，據說是清朝時取其社名之尾音「 ka」而

命名（佐山融吉 1919： 23）。  

清代因卡社群由於居住在於“生番地”內，早期並未與清朝統治

階層或漢人接觸，所產生的摩擦較小與不同民族間的互動較少，因此

有清一代，對於卡社群的記載鮮少。但隨著台灣山地的開墾與開發及

「開山撫番」政策的實行，使得在眾多的清代方志中，也紛紛出現卡

社群的蹤跡。日據時期，日本政府為了有效地開發台灣山地的資源，

及便於管理統治原住民，實行了「集團移住」政策，強迫許多世居深

山的原住民部落遷移至較為平緩的地區。而布農族卡社群人也不例

外，被迫由原居的濁水溪支流卡社溪兩岸遷移至濁水溪中游的河谷，

原有的許多小社也被合併形成地利、雙龍、潭南三社。至民國 49 年

至 51 年間，丘其謙至此三社調查時的情形，是地利最早遷出，雙龍

次之，潭南最晚（丘其謙 1966： 6-7、 12-13）。因此三部落所處的地

理環境與可利用之資源也是地利最優，雙龍次之，潭南最劣。現在，

卡社群人的主要居住地仍是此三地，其中潭南幾乎全為卡社群人，僅

有少數因婚姻或工作遷入的布農族其他社群如郡社、卓社、巒社人及

漢人。所以若要觀察研究布農族卡社群的傳統社會文化就必須至潭

南，而當時丘其謙所做的調查研究也以潭南為主要田野地點與對象。 

卡社群與卓社群因未大規模的遷離其舊社原居地，故其社會文化

的變遷則較其餘積極向外擴展之丹、巒、郡等三社群為小，且也保留

了許多布農社會文化的原始特質。如社會組織型態上的二部偶族組

織。潭南村民也對於身為卡社群人而引以為傲，認為其在歷史、語言、

文化上均有較其他社群獨特之處，如布農族最享盛名之八部合音

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在卡社群則無，僅有 malas duman（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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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功） 32；卡社群並獨有一特殊樂器－五弦琴（達西烏拉彎‧畢馬

1995：173）。而筆者也訪查到其社群獨有之祭儀－芋頭祭 du du dai33。

如此，也增強了潭南村民對卡社群及潭南部落的認同與歸屬。  

潭南因位於日月潭之南而得名。布農族卡社群人是在民國 21 年

時，自卡社及其他各社遷來卡社群人。遷來時分為兩地，一在山腰，

稱為 lealoan，意為「水臼旁」；一在山麓，名蕨社 masolili，意為「茂

密的羊齒草」 34。而日語稱羊齒草為 warabi，故也名為 warabi（丘其

謙 1966：6）。目前潭南的主要聚落仍是依此劃分，前者為潭南村的 2

至 4 鄰，後者為 1 鄰。而丘其謙還曾記載潭南的 Lealoan 原為日月潭

邵族人所居住的地方，民國 20 年間由日人令其遷返日月潭；留下之

地讓給卡社群人居住，這些邵族人還跟卡社群人同住一年，卡社群人

稱邵族人為 vatan，認為是是阿里山鄒族的一支（丘其謙 1966：

12-13）。  

原本位在山麓的 sulili 居住人數較多是大社，位在山腰的 lealoan

人口較少是小社，後來 sulili 發生傳染病，死傷許多人，族人歸咎於

地形不利，故人丁不旺，於是率眾遷居 lealoan，才逐漸形成現在潭

南村山腰上的 2∼ 4 鄰人數較多，位在山麓的 1 鄰人數較少的情形。

而潭南村村民於今年（民國 91 年） 4 月間的村民大會中，通過決議

決定恢復潭南的原名「 le zuan」 35與「 sulili」，潭南社區發展協會並

以此名稱向文建會 921 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執行中心申請社區

營造計畫，並獲得通過。  

 

 

 

                                                 
32 此為筆者在潭南採集到之說法，達西烏拉彎‧畢馬（1995）則稱 malastapang。 
33 報導人表示，這個祭儀是每年 6月時舉行，頭目將切好之芋頭灑在屋頂上，而後祭師進行各
種祝禱、祭拜的儀式。在此節日時，部落內的年輕人可以隨意抓各家飼養的雞，並當場宰殺、分

食，且主人不得生氣。報導人說，原本是要年輕人出草、獵首，後來轉變為殺雞，即是將雞代表

為人，不過儀式之內涵與意義，他也不得而知。 
34 往昔布農族先祖取部落名稱，皆依據當地盛產的植物、當地特殊的地形及開發先人的名字為
名稱，因此我們很容易從該部落名稱之中，得知該部落最初的景象、部落本身的歷史典故。（霍

斯陸曼‧伐伐 1997 ：20）。如前文中所提之 take bakha為「bakha所建之社」，也是如此。 
35 據筆者實際詢問報導人，並比對丘其謙在潭南所記錄之布農語彙，發現有相當程度之差異。
因此，在本論文中，若引用丘文者則使用其用語，若筆者採錄者則使用報導人所使用之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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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布農族卡社群分佈圖（資料來源：丘其謙 1966：地圖一） 

二、聚落型態與人口變遷  

潭南村是一個集村型的山區聚落，共分為四鄰，有 193 戶， 751

人。（東海大學建築工作隊 2000：一 -8）潭南村分成兩個聚居區，主

要聚落為 2、3、4 鄰所組成，約有 120 多戶，潭南派出所、潭南村辦

公室、潭南社區活動中心、潭南衛生所、潭南國小、潭南托兒所、潭

南基督長老教會和潭南天主堂皆位於此，為部落日常生活各種機能的

中心；一為 1 鄰部落，有近 30 戶，距主要聚落約有 3 公里路程。潭

南村的近十年之人口變遷，請參見下表（表 1-1）。  

表六  潭南村近十年（民國 82-91 年）之居住戶數與人數  

民國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戶數 144 159 157 154 156 155 157 172 188 193 
人數 636 661 682 685 711 714 701 732 739 751 
人/戶 4.4 4.2 4.3 4.4 4.6 4.6 4.5 4.3 3.9 3.9 

               （資料來源：南投縣信義鄉戶政事務所）  

在 921 地震後，潭南村的人口變遷也出現一個特殊的現象，民國

89 年戶數與人數較民國 88 年增加許多，據筆者實際訪查後，發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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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許多在外地工作的年輕人陸續返回部落居住，而再深入探究其原因

不外乎以下二者。首先是整體經濟環境不好，景氣差，又有薪資較低

廉的外勞搶佔多數原住民主要從事之高勞力低階層的就業市場，造成

原住民青年的高失業率，回原鄉或許能找到一些季節性或臨時性工

作。其次是，原鄉部落遭受地震侵襲，許多的災後重建工程也能提供

部分就業機會給災民，因此年輕人便紛紛回鄉，不僅能為原鄉部落重

建盡一分心力，也能解決失業窮困之苦。  

三、親族組織  

在潭南村中最重要的親族組織就是氏族（ clan），雖然受到漢化

與現代化的影響，傳統的氏族在各種事務與場合上的運作功能已不若

往昔，但仍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也是其他性質群體的基礎組織。在氏

族之上另有兩個更大的社會單位－偶族（Moiety），其中一個偶族包

括三個氏族，另一個氏族包括四個氏族。在潭南，氏族稱為 siloq。  

每一氏族各有其名字，並有其來源傳說故事，而有的氏族更因成員的

增加，規模的擴大或地域的分隔而派生出數個亞氏族（ subclan）；各

氏族與亞氏族中又分別包括了許多的世系群（ l ineage）。偶族並沒有

特定的名稱，但二偶族中各氏族之漢姓多為幸與谷，所以丘其謙

（1966：90）將其分別稱為幸偶族與谷偶族，偶族與氏族都是部落內

的禁婚單位，同一偶族與氏族的成員間禁婚，必須與另偶族中的任一

氏族成員通婚，且此偶族外婚的原則不限於同部落的卡社群，還適用

於其他部落的卡社群人。在潭南偶族的運作功能除了是禁婚單位外，

還具有：1.共同粟祭。小米是布農族的主要農作物與糧食作物，所以

在開墾、播種、除草及收穫時都有隆重的祭儀，此時同一偶族的成員

都會共同舉行各種祭儀；2.共同娛樂。同一偶族的成員往往一起娛

樂、一起飲宴（ ibid： 93）。 

氏族是較偶族小的血緣群體，所以其成員間的接觸更為頻繁，運

作的功能也更多，除了偶族之共同祭儀與共同娛樂之外，還具有：1.

共戴族長。每個氏族推選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者為族長，對內主持氏族

會議，協助族人解決各種疑難紛爭，對外代表氏族出席部落會議，決

議部落事務。2.共有獵場。每一氏族各有其固定的獵場，唯有本氏族

之成員使得進入狩獵，獵獲之獵物並需分配給同氏族之其他成員，此

為共享獸肉之行為。3.共守禁忌。同一氏族成員中有婚喪之時，其餘

成員必須一起遵守禁忌，否則將會為氏族帶來不幸。4.共同生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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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相互幫工、濟助貧弱、共享食物，及血親復仇等36。 

丘其遷於 40 年前在潭南所採集的田野資料（ibid：92-93）中，

他將潭南分為幸偶族與谷偶族。幸偶族包含 taluman、 tashkavan、

madolajan 等氏族，而 madolajan 氏族則可再分為 madolajan totha 及

tashvakauthan 二亞氏族。谷偶族則有 mitijngang、malashlasian、

skonoang、 tashnunan 等氏族，mitijngang 氏族分為 mitijngang totha

及 tash usongang 二亞氏族。幸偶族之氏族其漢姓均為幸，但谷偶族

尚包含了甘姓（malashlasian）和松姓（ tashnunan）。而筆者所採集的

資料與其有多處之出入，或因於時間嬗遞、社會變遷，其氏族出現瓦

解、合併，抑或是記錄或記音上的疏忽與錯誤所造成。筆者於 2000

年所記錄之潭南現有氏族情況：谷－maidanan（亞氏族－maidanan 

tuna37、 takusungan）、 sokonoan、甘－malalasan、松－ tashinunan、幸

－madunayan（亞氏族－madunayan tuna、 tavokonan）、 taluman、

tasigavan、白－ tasibanuan、何－ kalavangan。其中白姓氏族是由卓

社群移入。 

目前在潭南，偶族早已不存在，而其作為禁婚單位之功能也轉移

至氏族上面，但且受到漢人社會的影響，而是以姓氏作為準則，即便

是過去同屬谷偶族之谷姓、甘姓和松姓間也可通婚。氏族的運作僅止

於氏族外婚、日常生活中之婚喪喜慶與勞動、共享，及政治選舉等面

向。據筆者的田野調查與訪談得知，同一氏族成員結婚宴客時都會邀

請同一氏族成員出席，而同氏族成員也協助處理各種事務；而在嫁女

兒時，必須殺豬，並因循著親疏關係而分配豬肉給同一氏族之成員，

此行為是氏族在現今潭南社會生活最為顯著的表徵。而在耕作、收穫

等生產勞作也多會一起分擔，彼此分工合作。打獵之獵物與農作物收

成也會與氏族成員分享。各氏族也會在聖誕節、春節、中秋節等特定

節日時，舉辦共同聚餐，以聯絡彼此間因外出工作、就學等因素而日

益疏離的感情。而在聖誕節晚會的表演上，甚至同一氏族會一起負責

一項表演節目。最後在政治選舉時，則是氏族間之競爭、衝突最為激

烈之時，村民多會支持同一氏族之候選人。各氏族共推族長的慣習也

已不復存，因此當氏族成員間產生糾紛與衝突時，多半由氏族中的長

者出面調停、協商。雖說氏族在潭南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其凝聚

                                                 
36 詳見丘其謙 1966〈親族組織〉章，頁 94-97。 
37 “tuna”乃“真的、舊的、原來”之意，即代表此亞氏族為居住在氏族原居地，其他亞氏族為
分支移居他地者，而其後綴之名稱多為亞氏族遷居地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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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成員、化解衝突、共享分勞、互通有無、感情交流等之基本功能

仍然存在，只是恐有逐漸被家族所取代而呈現日益弱化的情形。而在

災後重建過程中，許多震災與重建的資源分配時在村中的多少也受到

氏族的影響。  

四、宗教信仰  

由於長年居住高山地區，面對嚴酷險峻的生存環境，使得布農人

對於自然界的威力與變化產生了一種敬畏之心，而這也形成布農人的

祭儀與禁忌非常複雜、繁多的現象。在仍以小米作為維生的主食時，

布農族的歲時祭儀也是以小米有關的活動為中心，從一月到十二月每

個月份都有，一年以開墾旱田、播種小米為開始，以收割小米後的一

連串慶祝儀式為結束（丘其謙 1966：15）。但是，隨著經濟生產型態

的轉變、外來政權的禁止的與基督宗教的傳入，導致目前布農族宗教

信仰的變遷與改宗 38。  

目前潭南村村民所信奉的的宗教信仰有基督教長老教會、天主

教、曠野教會及漢人民間信仰，而布農族的傳統信仰則因前幾年部落

中唯一的巫師，以一百餘歲高齡過世後無傳人而無法繼續傳承，面臨

消失的局面。基督教長老教會較天主教早傳入潭南，因此其信徒人數

略多於天主教，目前的教會是在 1997 年 1 月重建完成的，也因為剛

重建完成才能在 921 與 926 兩次地震中倖存，依然屹立不搖；因此在

震災發生後初期，全部落不分教派全部在長老教會廣場前搭臨時帳

棚，接受各賑災團體的救援，度過災後初期艱困的一個半月。  

長老教會在部落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提供信徒在信仰

與心靈上的指引和撫慰外，也擔負了部落內教育的功能，每年寒假都

會定期舉辦主日學與青少年的活動，讓部落內兒童與青少年們學習傳

統文化與才藝，有時也與東海大學山服社合作針對國中小學童進行課

輔與康樂活動。在現今傳統氏族親屬觀念日見淡薄，經濟生產型態也

由過去自給自足的狩獵農耕經濟轉變為供需相賴的市場經濟，部落青

壯人口多外出工作，部落內的人際關係逐漸疏遠，長老教會透過其頻

繁的聚會活動正好能加強信徒間人際互動的增加，促進部落人際關係

的活絡親密，取代了過去氏族與親族的部分功能（文崇一 1989：230）。 

                                                 
38 詳見田哲益 1995、2002、黃應貴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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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較基督教長老教會晚 2 年，即 1953 年傳入潭南，吸引了

部分原已信仰基督教村民改宗，所以目前人數也略少於基督教。潭南

天主教會與鄰近的地利、雙龍、人和天主教會屬於地利堂區，由一駐

館於地利的神父與數名修女負責各教會禰撒禮拜等教務的運作。另外

位於部落最高點的潭南天主堂，在震災中受創嚴重，不僅全倒，地基

駁坎也受損流失，後來在潭南村重建委員會、外來團隊、新竹市政府

及世界展望會的協助下，才於部落內另擇新地並採用布農族傳統工法

重建臨時天主堂。  

天主教雖然在村內的影響力不及長老教會，但是對於傳統文化的

推行並不遜於長老教會，之前的一位外籍神父周重德神父曾經編撰了

一本布農文化字典；另外在主日學的課程中，並加入了布農語及布農

傳統神話傳說故事的教學。另外，在教育方面，許多教友都透過教會

的幫助將子女送至外地師資、設備較健全的學校就讀，也促進了部落

教育品質與水準的提昇。  

至於曠野教會僅有 5、 6 戶信奉，漢人民間信仰則是幾戶由平地

來潭南定居或種植檳榔的漢人信奉，故其在村中並無太大之影響力。

無論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其聚會、儀式與節日都已經成為村民生活的

重心，其除了具有安定人心、凝聚群體的功能之外，教會對村民在人

格、道德層面的社會教育，或是學童與人才培育的正規教育也扮演了

相當重要的推動者與執行者。當然，在某些事務與場合，基督教與天

主教仍會有相互競爭與衝突的情形，在下章的第一節中，筆者將會作

深入之討論。  

五、經濟活動  

布農族傳統的經濟生產方式是山田燒墾的農業耕作為主，再輔以

採集、狩獵。山田燒墾所生產的主要作物是小米、玉米、甘薯等旱作

作物。但日據時期被迫改種植水田稻作，國民政府時期則因生態保育

禁止狩獵之後，其生活形態逐漸改變。潭南的卡社群人也面臨到此一

情況。據筆者的田野訪談得知，早期（大約 50 年前），潭南的作物有

小米、稻米、芋頭及玉米，其中又以小米及稻米為主。大約是 20 年

前，民國 60 幾年的時候許多村民改種玉米，當時鄉公所以一包 70 公

斤 1050 元收購，剛開始覺得不錯，但後來卻覺得划不來，採收的方

式仍採傳統勞動互助的換工方式，過去是以地緣為基礎（馬淵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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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立譯 1986：424），現在則多以同一家族成員為主，今天一起先

採收你家的，明天一起再採收我家，一年大概可採收兩次。後來所種

植的作物之採收也運用此方式，而另一方式則是聘請其他村民協助。 

民國 70 幾年的時候，許多平地人到潭南買地，種檳榔與各種蔬

果，因檳榔經濟價值較高，許多村民也開始改種。問到檳榔與水土保

持有沒有關係，報導人 Nian表示沒有關係，主要是地形陡、石頭多

造成土石流，他還指窗外光禿禿的山，說「那裡也沒有種檳榔，還不

是這樣。」因為潭南地勢不夠高，氣候不夠冷，不適合種高冷蔬菜，

而且現在檳榔價錢不好，因此村民們都希望能夠有專家能夠提供一些

農業方面的資訊，看看潭南當地種什麼會比較好。目前潭南檳榔的收

成模式，多半是平地商人在採收前先來包，就是將村民的檳榔園包

下，先給村民一些錢，通常是幾萬元，這檳榔園今年的收成則歸平地

商人，至於採收等費用則由平地商人自行負責，村民只需負責檳榔成

長之照顧而已。政府也曾鼓勵及輔導村民從事植樹造林的工作，種植

一些具高經濟價值的樹木如樟樹、杉樹等。但是造林每公頃每年僅補

助數千元至一萬元，而且必須 10 年、20 年才能收成，收益成本太低，

村民們都興趣缺缺，以致於成效不彰。此外，植樹造林是一種長期性

的投資，不能馬上回收，無法馬上符合他們的需要，是緩不濟急的方

法，對於改善村民長期的生活困窘也非完善之策。 

近幾年來，許多村民與婦女也開始種龍鬚菜，龍鬚菜必須每月澆

一次肥料，其餘並不需太多之照料，夏天大約 1∼2 天可採收一次，

冬天則約 7∼10 天可採收一次。平時會有商人不定時從平地上來收

購，運送至彰化、西螺，再轉運至全省各市場，或運送至鄰近之水里、

日月潭、東埔、埔里等觀光地區之山產店以供消費。至於價錢方面，

最好的價格曾至一公斤 3、40 元，一般都在 20 元上下，目前則跌至

13 元，這與我們一般在餐廳吃到一盤一、二百元的價格有天淵之別。

目前村民並無建立起農產運銷合作的機制，還是由平地的大、中盤商

上來各自收購。也因此，價格往往被壓的很低，村民總是處於勉強溫

飽，入不敷出的經濟困窘的局面。其他短期耕種作物則配合時令種

植，主要有敏豆、小黃瓜等作物。 

潭南村農業栽種的變遷，最早時是以小米、稻米為主，芋頭、玉

米為輔；後來政府提倡種植玉米，而改以玉米為主；到現在以檳榔、

龍鬚菜為主，麻竹筍、苦茶油為輔。潭南村農業作物栽種的改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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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資訊來源缺乏的情況下被動性進行的。不是因應政府的政策宣

傳，就是以有樣學樣的態度，觀察學習平地或至潭南租地種植的漢人

之栽種而改變農作物的栽種。因此在整個產銷體系中，總是處於最下

層的勞動生產者，受到各種剝削。因被動且種植單一作物也無法因應

市場需求的變動，導致潭南的農產收入總是偏低。 

因潭南位於鄰近玉崙溪的上游，水質清澈不受污染，約 5、6 年

前有人引進香魚養殖，成效不錯，現在約有 5、6 戶養殖戶。香魚的

平均價格以前約一斤 500∼600 元，現在則約一斤 200∼300 元，但仍

為一具高經濟價值的產業。可惜的是，2001 年 7 月底的桃芝颱風所造

成的土石流，將位於玉崙溪溪谷的香魚養殖池全部沖毀，造成養殖戶

的嚴重損失，血本無歸。目前潭南的環境條件已無法繼續發展此一高

經濟產業，殊為可惜。 

在農暇時，許多潭南村民也會到濁水溪上游林務局及林班地上，

幫忙種植高冷高麗菜，以獲得一些勞動收入，或者到台中、南投等地

從事版模等工作，也有到北部的桃園去工作，應該是說哪裡有工地，

哪裡有工作機會就去哪裡作。潭南村雖然以農耕為生業，但農地幾乎

都是中、老年人在經營，而村子裡的年輕人大都在外地從事一級產業

的工作。自從政府引進外勞後，年輕人紛紛失業，回到故鄉後也終日

無所事事，此情形在地震之後更為顯著。也因為工作難尋，不少村民

也選擇經營小型雜貨店、小吃店等商店來度過這艱困的時期。目前村

中共有 5 家雜貨店，1 家小吃店，其中 2 家雜貨店也兼賣麵食小吃。 

目前村中關於經濟活動的組織與團體有農會和儲蓄互助社。以下

僅簡單介紹其組織架構與運作情況。  

1.農會  

部落中參加農會的只有八十幾人，隸屬於信義鄉農會，編制是每

一村有一個農事小組，設組長一人，資格為在村中有影響力、領導力、

熱心服務，具農業知識者，目前潭南是由前村長谷明達擔任，他是由

仁愛高農畢業，又擔任過村長，由他擔任農事組長最為適當。另外規

定每五十個會員可推選一位會員代表，在鄉農會開會時代表潭南出

席。  

農會的主要業務是輔導會員從事農業改良，用新技術，如新工

具、肥料等改善耕作方法，使用農藥與病蟲害防治知識；提供供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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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供給會員種子、肥料，會員生產物由農會代銷。無定期集會，農

會與會員的聯絡全靠小組長的通知，所以小組長在農會擔任重要角

色。如農會有肥料運到，小組長負責通知每個會員前往領取。有病蟲

害的消息，小組長應通知會員預防或消滅病蟲害方法等。不過農會在

部落中運作的成效並不顯著，參加農會的族人不多，部落的農業資訊

與技術相較於其他部落都普遍落後與缺乏，再加上潭南的氣候與地質

環境並不適合發展高經濟價值的農業，目前僅能種植檳榔與龍鬚菜等

作物，收入並不高且受市場價格波動影響極不穩定，所以潭南在信義

鄉中一直是最貧困的村子。另外，部落也沒有勞動合作社，不過有

20 人加入在埔里由立委瓦歷斯‧貝林組織的勞動合作社。  

2.儲蓄互助社  

潭南儲蓄互助社民國 62 年開始試辦，正式立法通過是民國 88

年。互助會設有許多幹部，有理事長、秘書、出納、會計等。目前有

會員 276 個，互助社的主要功能是是鼓勵村民來儲蓄，無論 1 元、2

元都可以存，只要戶籍設在信義鄉的人都可以加入成為會員。並由縣

政府和鄉公所派專員監督儲蓄互助社的運作情況。除了儲蓄之外，還

會可貸款借錢，據儲蓄互助社會計谷美玲表示： 

「來儲蓄就算是有入股，我們比較重視儲蓄，不鼓勵借錢，儲蓄

有利息，每年會結算，利息的多寡的分配就看你原來股數的比例，所

以也就是存的越多，能分的的股息就越多。借錢的話，就等於你把錢

再領出去，就算退股，如果全部領光了，就叫退社。基本上我們比較

不鼓勵這樣。」 

儲蓄互助社還有保險，分三種，儲蓄保險，貸款保險和意外保險。

有時候也有一些專案，像月息一分來鼓勵村民投保；像貸款保險，如

果會員有按月還款，沒有甚拖欠的不良紀錄的話，如果之後有什麼重

大事故沒有辦法再還錢的話，之後的就不用再付。意外保險，有 10

萬、30 萬、60 萬三種。貸款的話，個人最高可以貸到 40 萬，家庭的

話 70~80 萬。貸款的額度由貸款委員決定，而且不需要抵押品，但是

如果超過會員個人的股金，要拿土地資料。震災後，部落內只有部份

族人來貸款重建房屋。儲蓄互助社每年度並會召開 2 次會員大會（每

年的 1 月底與 7 月底），向會員報告儲蓄互助社的收支情形，並獎勵

儲蓄踴躍的優良會員，也警示借貸未如期還款之會員，若有新的儲

蓄、借貸或保險方案也會於會中說明、宣傳。會後並會致贈每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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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日用品作為分股。  

六、教育情形  

目前潭南村中的教育單位有潭南國小與潭南托兒所，村中學童的

學前及初等教育多在此接受。至於，國中則必須至外地就讀。據觀察

與訪談，村中多數人至鄰近的水里鄉民和國中就讀，但也有部分至水

里國中和魚池鄉的明潭國中就讀。據國小校長 LM 表示，今年明潭國

中校長曾來潭南國小招生，因此有不少畢業生轉往明潭國中就讀。高

中職與大專等之高等教育，村民多半讓子女至台中、南投、彰化、雲

林和嘉義等鄰近中部區域就讀。村中普遍的情形是，將子女送至教會

學校就讀，從國中至高中都有。這種情形又以天主教為多，探討其原

因，有二。其一，前任之邱來順神父非常關心村中教友子女之教育，

因此多會主動與教友溝通，協助將教友子女安排、推薦至各教會學校

就讀，以提高其受教機會與教育品質；其二，天主教的教會學校較多，

因此天主教教友之子女外出就讀比例較高。至於，村中就讀大專與大

學院校的學生，人數較少僅十餘位，而且所就讀之學校科系以師範院

校、體院與護校為主。  

另外，村中另一特殊現象是，受過高等教育之性別比例，女遠高

於男。筆者在和報導人討論後，歸納出以下原因，即男性必須負擔家

中之經濟來源，因此許多年輕男性在國中畢業或高中畢業後，不是回

家幫忙農作，就是至都市從事各種粗重工作。反而，潭南的年輕女性

不是結婚，就是繼續升學。潭南國小的校工及家長會會長都曾向我們

表示，潭南的家長不太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九二一地震後更是如

此。教育是整個重建工作的契機，潭南的父母缺乏家庭教育的觀念，

因此無論是正規教育、社會教育和文化教育都只能在學校中進行，尤

其是布農族傳統文化與母語之教學。此外，學校與社區之間的互動與

聯繫也不多，也是造成潭南村教育發展不良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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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潭南村的受災情形與重建過程  

一、 921、 926 地震受災情形  

潭南村在 921 地震中，遭受嚴重的損害，許多房屋倒塌，整個村

落地基滑動，駁坎嚴重崩壞，對外道路交通完全中斷。日後連續幾日

的餘震，也陸陸續續對潭南造成傷害，尤其是一週後的 9 月 26 日上

午 7 點多的 6.8 級餘震，更將一些在 921 地震時結構已被震壞的房屋

完全震垮。所幸當天適逢星期日，村民們在 921 地震的驚恐之餘，一

早便去教會參加禮拜，僅 1 人遭磚石擊傷。這兩次的地震，僅造成幾

位村民受傷，並無人員死亡，但總共造成全村全倒 69 戶，半倒 32 戶，

村中駁坎、道路損毀，農地流失，對外交通中斷達 9 天之久。潭南國

小與潭南天主堂也在二次大地震中受損倒塌，對村民在教育及宗教信

仰、心靈重建上造成許多問題。震災後初期，大部分村民聚集在僅稍

受損害的潭南基督長老教會前廣場，搭起帳棚過了 12 天他們自嘲為

「人民公社」的生活。其餘村民則至自己的農地，這在農舍或是自搭

帳棚，過著與過去祖先一樣的自然生活。災後村中的疾病與醫療問題

慢慢浮現，許多受傷村民及老弱缺乏醫療資源的救助，直至對外交通

開通，情況才有所改善。  

（一）地表環境部分  

潭南村東緣面向山谷邊坡及西緣面向溪谷邊坡，均發生外移坍方

現象，坡頂地表亦發生開裂及陷落；南緣坡頂嚴重崩陷，朝向溪谷方

向滑動；遠離村落之東北方上坡，有小型土石流，目前對社區並沒有

直接影響；村落內天主堂座落之邊坡向溪谷方向滑動，但對村落並無

直接影響；第 1 鄰西側與鄰近溪谷邊坡之檔土牆嚴重破壞與外移。這

些地表環境之損壞，其實也是因人為開發、種植所造成的（東海建築

工作隊 2000：二-2）。 

（二）人為設施部分  

1. 房舍 /駁坎  

根據東海大學建築工作隊的調查（ibid），潭南部落房舍震災受

損模式可大致分為基地因素以及房舍本身因素，分述如下 

（1）基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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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南部落地處坡度甚陡之山坡地，然當初建築基地於整地時大多

僅採用漿砌卵石護坡，且駁坎高而陡；經地震後駁坎移位或倒塌情形

嚴重者，主要有下列兩種損害模式。 

A. 基地下方駁坎破壞者：因地表破裂位移造成房舍樓板扭曲破

裂或整棟房舍傾倒。 

B. 基地上方駁坎破壞者：駁坎及其後方約土石崩塌，若原房舍

距離駁坎較近，則直接受其衝擊甚或掩埋。 

（2）房舍本身因素： 

因構造方式不同，於地震下損害模式各有不同，分述如下： 

A. 結構體、牆體部分 

a. 磚牆：作為隔間牆的部分多導致牆面受破壞而產生裂痕，

且有粉刷大片脫落。而外牆部分則有多處傾倒，或有重大裂痕，且由

露出的部分可看到磚塊已經因為受力破壞而有缺角。此乃由於磚牆的

抗剪力及抗彎距都較弱，較無法抵抗地震力。 

b. 預鑄混凝土柱及混凝土牆：外牆部分預鑄混凝土板極容易

損壞而脫落，在牆面形成缺口，但大多不曾倒塌。 

c. 鋼筋混凝土結構：雖有裂痕但傾倒的現象較磚造者輕微，

但部分鋼筋混凝土構造物施工品質不良如混凝土中摻入雜物造成強

度降低。 

d. 輕鋼架屋架：建築物本身損壞輕微。 

B. 屋架及天花板部分 

a. 木(竹)屋架：木(竹)材大多末做適當防腐保存處理，較老舊

者往往腐朽以致倒塌。 

b. 輕鋼架屋架：除因屋架與不同構造體接合處產生的脫離現

象外，屋架本身破壞輕微。 

房舍的受災型態大致可分為兩種模式，其一篇房舍的下層駁坎破

壞，造成基礎流失而導致房舍扭曲破裂或整棟房舍傾倒、破壞。其二

為房舍上層駁坎破壞，因駁坎及其後方的土石崩塌，直接衝擊鄰近駁

坎的房舍，造成房舍的破壞或被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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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排水 
道路及排水設施：主要道路在此次震災中並無嚴重破壞情形，而

在次要道路方面，道路的受災型態方可分為兩種，其一為擋土牆移動

破壞，造成路面產生裂縫。其二為自然邊坡坍方或漿砌卵石嚴重破壞

造成路基的流失及破壞。排水溝的破壞情形則因上緣之漿砌卵石駁坎

破壞，造成排水溝受擠壓。  

二、潭南村災後重建過程  

行政院原民會於 921 震災後，透過專家的現場會勘與評估，將瑞

岩、潭南、三叉坑、雙崎、德化列為必須遷村的原住民部落。但潭南

居民對遷村的意願並不高，其中較年長的布農族人更表示土地是上天

（ dehanin）所賜，不能輕易背棄傳統而遠離之（陳茂泰 2001：1）。後

來，潭南共歷經三次的鑑定，才終於確定無須遷村。  

震災後的一個月，即 1999 年 10 月底，部分外來團隊與機構進入

潭南探訪災情與進行救援，首先是世界展望會、東海大學建築工作隊

原住民組，接著是果然文化工作室、大陸工程公司的「浩然文教基金

會」、天主教的「曉明文教基金會」、柑園國中和許多熱心的團體組織，

或以捐獻賑災物資，或以發揮專業能力協助重建等不同方式，共同來

關心潭南村。潭南村也鑑於救災重建的重要，在東海建築工作隊的協

助下，於 1999 年 10 月 21 日召開「潭南村重建委員會」籌備會，並

於 11 月 4 日正式成立「潭南村災後重建委員會」。關於此重建委員會

的成立與運作，筆者將在第三章第四節中予以詳述。另外，關於各外

來團隊的進駐和其與社區之互動也將在第四章中，再作相關的著墨與

探討。  

在此，筆者擬將政府公部門及民間單位針對潭南村所推行之重建

計畫與工程，分別說明。  

（一）政府公部門的重建計畫  

公部門的重建計畫，包括行政院原民會的「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

原住民聚落重建規劃」、「九二一震災災區原住民住宅建築式樣規劃設

計－布農家屋設計圖」及文建會的「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家園再造－

公共環境營造計畫」，此二計畫均已執行完畢。（張玲 1999）  

1. 行政院原民會「潭南村原住民聚落重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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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目標：信義鄉公所委託災損調查規劃，作為公部

門預算、執行的依據。 

（2） 執行時間：2000 年 1 月至 4 月。 

（3） 進度：已完成。 

（ 4） 困難：執行時間短，社區營造、生活軟體重建等課題

需配合其他子計畫補強。  

2. 「九二一震災災區原住民住宅建築式樣規劃設計－布農家
屋設計圖」  

（1） 工作目標：針對布農家屋於現代社會中的新機能進行

設計，發展適合當地的住宅形式，並藉以提供居民取

得銀行貸款所需設計圖及估價文件。 

（ 2） 執行時間：2000 年 4 月至 6 月。 

（ 3） 困難： 

A. 需原民會推動「標準圖」並需達至居民，才能發揮
預期作用。 

B.  現今營造生態著重於混凝土或鋼構造，無法有效降
低造價，因此需從另一方面思考家屋重建議題。  

3. 行政院文建會「潭南村家源再造－公共環境營造計畫」  

（1） 工作目標：側記重建推動過程，協助社區組織進行家

園在造，並適時引入外界資源，推動長期社區文化產

業多元發展。 

（ 2） 執行時間：2000 年 2 月至 9 月。 

（ 3） 困難：家屋重建的實踐案例需進一步推動，以探觸各

個環節所面臨的阻礙。  

（二） 民間組織與團體捐款的推動  

民間組織與團體捐款所推動的重建計畫與工程包括了，潭南天主

教會、新竹市政府、世界展望會的「天主教臨時聖堂重建工程」、浩

然基金會的「布農家屋傳統工法及簡易構造研發計畫」及「潭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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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工程」、國際獅子會 300A1區捐款，東海建築工作隊執行之「布

農族卡社群文化會館工程」（東海建築工作隊 2000，張玲 1999、

2000）。  

1. 天主教臨時聖堂的重建 

（1） 推動單位：潭南天主教會、新竹市政府、世界展望會。 

（2） 工作目標：藉由社區動員、以工代賑、培訓地方工組、

增加居民經濟收入來源，應用傳統工法創造部落風

貌。 

（3） 執行期間：1999年10月至2000年8月。 

2. 布農家屋傳統工法及簡易構造研發計畫。 

（1） 推動單位：財團法人浩然基金會。 

（2） 工作目標：「浩然基金會」提供經費研發布農族傳統

工法及家屋簡易構造，以協助多數無法取得貸款居民

降低家屋重建整體造價。 

（3） 執行期間：2000年6月至2001年2月。 

3. 潭南國小的重建 

（1） 推動單位：財團法人浩然基金會。 

（2） 工作目標：以開放教育為理念、社區參與規劃設計、

展現傳統布農風貌，提供社區工作機會。 

（3） 執行期間：1999年12月至2001年10月完工。 

4. 布農族卡社群文化會館的重建 

（1） 推動單位：國際獅子會300A1區 

（2） 工作目標：國際獅子會捐助，旨在藉由社區動員、以

工代賑、培訓地方工組、增加居民經濟收入來源，應

用傳統工法創造部落風貌。 

（3） 執行期間：2000年4月至2000年12月。 

根據東海大學建築工作隊所進行的調查（東海建築工作隊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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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2），以潭南村災民的經濟及相關土地條件來評估，初步可歸納出

四種類型： 

第一類：有周轉金（30至50萬或自備工程總價三成計），且土地

產權清楚者，可申請建照貸款者。 

第二類：無周轉金，但土地產權清楚者，可申請建照貸款。 

第三類：有周轉金，但土地產權有問題，不可申請建照及貸款者。 

第四類：以上條件全無。 

針對第一類災民，規劃團隊可立即協助災民進行建築圖說及貸款

申請的工作，但此部分所佔比例非常少，但相對於災民著急的重建心

態若能及早進行，將能帶動整體重建工作的示範作用。 

第二類災民則因無周轉金，卻因在取得貸款前需要費用委託建築

師進行設計，卻苦無周轉金可進行貸款前之作業，此狀況則需尋求公

部門或民間資源支持建築專業者提供協助，否則災民只能新建違建。 

第三類的災民有周轉金，卻因土地牽涉到權屬問題（如：無辦理

繼承、分割、抵押權問題）而無法直接辦理重建者，就需要相關土地

代書協助辦理後，才能進入建築圖說及貸款申請階段。 

第四類災民因無法取得相關資料，則需要民間或公部門協助取得

土地、加上慈善單位捐助款項，才能進行家屋重建。 

災民的目標都希望能以最低建造成本、滿足居住功能（現有的及

預期的）為重建目標，而根據筆者實際田野過程的瞭解，家屋重建工

作並非單純建築與營建問題，情況十分複雜，尚包括土地所有權的歸

屬、建地不足、災民重建所需自備款及優惠貸款…..等事項。因此有

關部落家屋的重建牽涉的問題複雜而無法立即進行，必須經過較長時

間的研究與規劃。 

筆者根據上述潭南災後各項重建計畫與工程的施行進度與發展

結果，將其重建過程簡單劃分為救援安置、適應變遷、自主發展等三

階段，以作為時間序列及變遷過程的概分。分期之依據與情形為：1.

救援安置時期，自 1999年 10月外界進入潭南從事救援安置工作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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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3月組合屋落成； 2.適應轉變時期，自 1999年 11月重建委員會

正式成立運作起，至 2001年 10月潭南國小重建工程落成，所有外來團

隊均退出潭南；3.自主發展時期，則是 2001年 10月至 2002年 12月筆者

主要田野觀察與訪談工作終止。 

在潭南村的災後重建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問題，包括部落內部

既有之派系衝突與緊張，大量重建資源進入似乎又形成一個派系角力

爭鬥的場域；公部門、外來團隊和部落居民之間的角色界定與互動關

係，溝通途徑不暢通，互動品質不佳，行政權責及法令的限制。這種

種體制上、結構上的限制，人員、組織運作上的不當，在在都造成整

個潭南村重建工作的窒礙難行。921震災後，許多政府官員、學界人

士都有種主張，認為藉由經歷共同的苦難經驗及對未來生活願景的塑

造，可以讓社區居民凝聚彼此，塑造出共同體之意識，齊心為社區重

建來努力。這樣的想法回歸至現實層面上，社區原有之權力結構、人

際網絡，既存之問題癥結等社區原有之社會文化脈絡都是難以突破之

窠臼；再加之，資源分配、利益劃分等因應災後重建所帶來之衝突介

面，都導致上述理念往往變的過於理想化、過於單純。 

潭南村的重建，因為許多團隊的關心，重建資源的進入，引起其

他災區原住民部落工作者的欣羨。但重建工作的成果，並非取決於專

業團隊人員及經費投入的多寡，還必須考慮到部落本身內部的結構、

組織運作、部落動員、決策等部落自主能力的強弱，部落與外來團隊

的互動與溝通。目前潭南村的重建在上述的幾個層面存有相當難以排

除的困難，潭南村重建委員會早已停止運作，許多外來團隊在其負責

之重建規劃與重建工程完成後，也已退出潭南村。潭南村目前的重建

工作，則由潭南社區發展協會接手改由文化重建和社區營造方面著

手，期望能藉此激發居民主體性意識，將潭南成為具有布農文化認

同、意識與發展的社區，進而達到未完之重建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