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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apply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 to survey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o 
empower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his study used GIS technology to promote local 
participation and to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n surveying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This study also achieved two other objectives. First, 
by connecting the local context and applying GIS technology to prepare the 
geographic data, we were able to conduct a training program of community mapping 
for the people of the Smangus community. Second, we were able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PPGIS on the empowerment and marginalit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t the scales 
of community and ethnic group. The usefulness and limitation of PPGIS are also 
highlight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 , empowerment,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tayal, Smangus.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如何藉由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

查，以達到原住民族賦權的目的。本文藉由利用地理資訊促進原住民族參與傳統

領域調查與整合傳統知識，並針對參與人員與調查過程進行參與觀察與深度訪

談，分析地理資訊科技對於原住民的賦權與邊緣化的影響。從泰雅族司馬庫斯案

例研究中，本文發現運用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可有效進行傳統領域調查，促進

司馬庫斯部落在自覺、參與、能力與資源上的賦權。 

關鍵字：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賦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泰雅族、司馬庫斯 

 

 
前   言 

 

近年來國際上興起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各種研究議題 (Mohamed and Ventura, 2000; Walker and 

Peters, 2001; Larsen, 2003)，國內也受其影響，加上原住民族對於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包括自然資源

及在地文化的權利訴求，以及國際間聯合國主張生物多樣性及多元文化的思維，提倡對原住民文化及

其與自然關係的尊重，因此也逐漸重視到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方面之研究 (張長義等，

2002a)。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乃原住民族所賴以滿足激勵 (stimulus)、安全 (security)、及認同 (identity) 等

需求之生存空間，係經過長久以來遷移、佔領、分配、認知、利用與防衛等空間過程，以及氏族組織

與部落制度之社會運作過程所形構而成，其所意含的是社會與空間或文化與自然之辯證互動所產生的

社會文化生命體，是其世世代代社會發展與文化傳承的根本 (汪明輝，1992; 1999)。然而，日據時期



67 

國家威權藉由武力侵略的手段，從原住民族手中取得對於傳統領域的控制，推行理蕃政策，使原住民

族與其傳統領域日漸疏離，限縮原住民族生存空間，對於奠基於傳統領域之原住民部落文化、經濟與

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戕害原住民部落社會文化生命體，動搖族群發展的根本。因此，恢復原住民族

傳統領域對原住民族來說可謂當前要務，為達此一目標，可藉由傳統知識之記錄進行文化傳承，以協

助重塑部落規範，凝聚部落認同，活化原住民族之土地倫理，進而讓原住民族可以活用傳統知識於當

代社會中發展生態文化產業，參與環境資源經理，達成對原住民族之賦權 (empowerment)。 

由於傳統領域涉及歷史深遠，族群組成複雜，所留存之傳統知識繁複多樣，各時期各地方之生活

群體變遷甚巨，經過各族群因人口繁衍的自主性遷移，與各統治勢力進行的強迫性遷徙，使得傳統領

域隨著時間而變動，在空間則隨著部落本身的勢力與區域的政經社會脈絡，也不時的在改變。因此在

研究上常因社會、語言、文化以及方法上的限制，難以獲得傳統領域的真貌，另一方面，由於傳統領

域調查涉及部落權益深遠，若未經過充分溝通，審慎研究，非常容易引起部落與部落間的衝突，甚至

於挑動歷史仇恨，徒增爭議 (張長義等，2002a)。因此，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研究來說，尋求一個適

當的調查方法與過程是亟待突破的瓶頸。 

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為 GIS) 具有強大的處理、分析與展示的能

力，在環境資源的研究與管理、區域規劃與評估等各方面，產生許多深具意義的貢獻，然而因其技術

取向、由上而下與資本密集的特性，在實際應用上面臨許多挑戰。特別是關於公眾參與的議題上，究

竟 GIS 是一個促進民主化的力量或者是一個剝奪公民參與權的工具持續為學界爭辯著 (Obermeyer, 

1995; Rundstrom, 1995) 。運用 GIS進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時，地理資訊科技對於原住民族來說，

是爭取權益的利器，還是權威宰制的工具？是一種對原住民族傳統知識的解放，還是遭受國家另外一

種形式的整編？近年來，GIS學界透過探討 GIS與社會的關係而提出了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 的研究方法，PPGIS的意義是「讓社群成員可以利

用空間資訊參與公共決策」(Sieber, 2003)，本文旨在探討如何藉由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調查，以達到原住民族賦權的目的。 

以下首先透過文獻回顧論述 PPGIS、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賦權原住民族的關係，特別聚焦在如何

運用 PPGIS賦權原住民族；其次以泰雅族司馬庫斯個案說明運用 PPGIS進行傳統領域研究的過程與方

法；接著以研究過程參與觀察的結果，針對 PPGIS對司馬庫斯的賦權效應進行探討，這部分將涵蓋資

源分派、參與過程與機會，能力提升和自覺等四個面向，並分別從部落尺度、族群尺度與原住民族尺

度進行分析，最後整體討論 PPGIS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研究的應用。 

 

PPGIS、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賦權原住民族之相關研究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一詞來自於 1990 年代中期美國馬里蘭大學為了改善非政府組織對於 GIS

的可及性而舉辦的一個工作坊 (Obermeyer, 1998)。早期 PPGIS關注的焦點在於具有強大功能的 GIS工

具在民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Sheppard (1995) 指出掌握 GIS與社會之關係的關鍵在於 GIS不應僅被

視為一個解決問題的工具而已，GIS 的發展如同其他的科技一般，都是社會的過程。表 1 為傳統 GIS

與 PPGIS方法在不同面向的比較，Sieber (2003) 指出 PPGIS的焦點在於針對特殊使用者的目的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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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運用技術，可以降低一般 GIS因為顧及普遍的需求而聚焦於技術的研發與大型資料庫的建立所

需要的資本密集與技術門檻，並且避免僵化的官僚體系制約性的處理過程，讓社會中相對弱勢的群體

可以有效運用地理資訊來進行公眾參與，為自己的權益發聲。因此，PPGIS與 GIS的最大不同之處在

於強調由下而上，且這種由下而上是鑲嵌在過程中的研究取向；在經過多元的應用以後，PPGIS 現在

被認為是一個過程，並且強調需要辨明此過程中的設計、思考與行動，因為參與者在過程與結果都需

要賦權。透過促進公眾參與進而達到社群賦權是 PPGIS亟欲達成的目的。對原住民族來說，PPGIS可

以依其特殊需求進行設計，針對參與者的知識水平設計操作方式與資料庫，降低技術門檻，而地理資

訊系統所提供的圖像語言，動態、多元的展示與儲存系統，以及彈性的設計，能減少原住民族知識與

語言的藩籬，讓原住民族利用地理資訊儲存與展示傳統領域知識，並為自己發聲，進而達成原住民族

賦權的目的。 

表 1  GIS 與 PPGIS 在不同面向的比較 

地理資訊系統 (GIS)  面向 (Dimension)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PPGIS)  

技術 焦點 人和技術 

便利於官方決策 目的 賦權社群 

技術力推動 採納 需求驅動 

刻板的、階級的和官僚的 組織架構 彈性和開放 

因為他是可能的 為何使用 因為他是需要的 

針對技術人員的需求 任務 針對特殊群體需求 

由獨立專家所引導 應用 由特殊群體引領 

一般／多元目的應用 功能 特有的，計畫層級的活動 

由上而下 取向 由下而上 

資本密集 費用 低費用的 

資料來源：Sieber (2003)。 

 

降低技術門檻讓公眾參與得以提升是 PPGIS努力的目標之一。近年來，GIS的可用性雖已日趨改

善，然而對於非專業的使用者而言，技術門檻仍然存在，尤其是因為不同文化背景與知識脈絡下所出

現的落差，一直都是 GIS面對的挑戰。Rundstrom (1995) 指出當 GIS應用到跨文化時，通常會有認識

論 (epistemology) 上的差異，對於原住民族來說，自成一格的文化與語言，常與現代科技理性有所不

同，而原住民族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為自然與人是一體的，是自然在管理人，而非人在管理自然。

因此，PPGIS 需要讓非專業的使用者容易接近、易於使用和能表現他們的觀點；即便他們有不同的電

腦能力、多樣的世界觀、文化背景和知識，也要使他們能夠很順利的掌握技術來擷取他們傳統的知識，

和提升他們的目標  (Talen, 2000; Craig, et al., 2002)。Hakley 及 Tobon (2003) 利用 H-C-I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針對 PPGIS 的可用性進行評估，並指出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取向是

PPGIS 未來發展的重點。因此，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取向，降低資料與技術取得所需的門檻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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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研究的面向，而當工具未臻完善時，對於資訊落差所造成的問題，亟需輔以其他的方法與工具來

進行，譬如 GIS專業技術人員的協助，以及有利於非專業使用者參與的研究方法的設計。對於 GIS技

術專家在 PPGIS中的角色，需從一般的主導者轉變為支持者與配合者，Sieber (2003) 指出專業人員非

僅止於技術操作，同時也應投入公眾參與。此外，由於大部分的 GIS資料皆由公部門生產與管理，GIS

資料不易取得與電腦硬體環境不足是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與草根團體 

(grass root organization; 簡稱為 GRO) 使用 GIS的一大限制，因此，學術界在 PPGIS的推動上可扮演

貢獻者的角色，來突破 GIS許多的限制，包含不同的時間尺度，經費需求、目標、和議程，還有最重

要的信任關係 (Sieber, 2003)。 

賦權是 PPGIS的核心概念，此一概念在社會科學中已經有許多的定義與討論，有論者指出賦權是

資源分配的提升，比如說對於好的資源或服務有更大的取用 (Jacobs, 1992)，也有論者指出賦權是政治

參與過程中更大量的機會，是能夠針對特殊群體的知識和需要可以被整合進決策的過程 (McClendon, 

1993)，亦有學者主張，賦權是能力提升的過程與結果，可以是新技能的學習，也可以是既有知識的再

生產，旨在強調特殊群體能力的提升以促進改善其環境與條件 (Zimmerman, 1990)。還有學者認為，

賦權是對其權力結構不公以及這不公如何影響他們的理解，進而扭轉此一不公 (Friedmann, 1992)。準

此，賦權主要旨在於對於既有弱勢權力關係的扭轉，係包含對於自我不利處境的理解，也包括能力的

提升、資源的增加以及政治過程的參與機會。Elwood (2002) 針對 GIS 運用於社群規劃的賦權議題提

出的多元分析，探討 PPGIS的操作對社群內部不同的行動者和制度造成的賦權與削權 (dis-empower)，

Sieber (2003) 在 PPGIS 中發展 Univ 及 Miller (1996) 提出四個提升面向的概念，分別是一、量的 

(quantitative) 的提升：增加參與成員與擁護者；二、功能的 (functional) 提升：組織的強化或行動的

多樣性；三、組織的 (organizational) 提升：組織的永續性包含財務上的自主及管理能力的提升；四、

政治的 (political) 提升：透過政策過程為了進一步的組織目標而結盟，進而形構 PPGIS在建構社群、

社群間的結盟、進而跨界的方式。賦權的分析上需要關注到時間與空間尺度的影響 (Perkins and 

Zimmerman, 1995)，不僅要在單一時空尺度中達成賦權，同時要檢視其於時間演變下的持續性，以及

在不同空間尺度上對於不同社會單元的影響，包含個人、家戶、社區、區域等，以避免賦權的產生是

由對相對弱勢群體的削權而來。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對於賦權原住民族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其調查過程與結果對於提升原住民

族自覺、強化原住民族能力和政治參與機會，以提升資源之可及性，有其不可或缺之意義；係因其包

含記錄原住民族於傳統領域上的傳統知識，評估原住民族與其傳統領域的關係，喚起原住民族對於傳

統領域的認知、環境意識和歸屬感，證明其關於傳統領域的權利，促進原住民族參與傳統領域環境資

源經理的能力，形塑原住民族發展的願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知識包括攸關原住民族日常生活之動物、

植物、岩礦等環境資源之分布地點、取用與描述環境資源之生態知識、遷徙之文化遺址與傳說故事、

狩獵與貿易路徑及原住民族所屬之地名。 

應用 PPGIS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可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強大的能力，透過部落族人集體之參

與，讓原住民族依其殊異文化與語言記錄之傳統領域知識有效整合至地理資訊系統之上，藉由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的檢核，確認其傳統知識的效度，並利用多媒體地理資訊系統進行資料的儲存與展現，以

作為原住民族與國家溝通之基礎。因此，將 PPGIS運用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而賦權原住民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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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深入地方歷史與社會脈絡，依照原住民族在地社群的能力與需求發展適當的技術，設計適當的

公眾參與機制與互動方式，培養在地組織與社群成員的能力。此外，應從更寬廣的時空脈絡來分析

PPGIS對於原住民族在地社群的影響，適當理解 PPGIS帶給原住民族的賦權效應。 

本文以下首先說明運用 PPGIS於司馬庫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之方法與過程，其次透過研究過

程之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資料來討論調查過程與結果之賦權與削權之效應，最後提出本文之結論與建

議，藉以對運用 PPGIS於傳統領域調查以賦權原住民族之議題做出總結。 

 

運用 PPGIS於司馬庫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 
 

司馬庫斯是一個位處新竹縣尖石鄉的泰雅族部落，信仰堅定，有「上帝的部落」之稱，1995年方

有運輸道路開抵 (張長義等，1985；林俊強，1999)。司馬庫斯的族人透過長幼傳承的機制延續傳統知

識，主要由父親或長輩帶領兒孫前往傳統領域，教導傳統領域的內涵與知識。在道路開通以前，司馬

庫斯的經濟生活主要仰賴於傳統領域中種植香菇，採集靈芝、金線蓮等高經濟林產物，部落居民與傳

統領域有緊密的生活經驗，使得當地居民對於傳統領域皆相當熟悉。然而，由於長久處於一個與外界

隔離和醫療、教育資源極差的狀態，從戶籍資料來看，部落年紀最大的男性僅六十出頭，四十五歲以

上的男性多熟悉傳統領域，但不諳國語。近年來，運輸道路開闢後，則透過水蜜桃產銷與發展生態旅

遊作為部落主要的經濟活動，年輕一輩因經營水蜜桃與觀光，進入傳統領域的時間相對降低許多，傳

統領域知識日漸生疏，但他們可以透過流利的國語與外界溝通，並與長輩發展出共同經營制度，共同

經營觀光、共同勞動、共同飲食，成為部落運作的核心力量 (洪廣冀、林俊強，2003；洪廣冀、林俊

強，2004)。  

就部落與國家的互動而言，官方的森林經營制度箝制了族人現實經濟生活中發展的選項，包括不

能前往傳統領域狩獵、採集，就連部落附近的竹筍也無法採收，各家戶保留地上所種植的作物皆無法

透過道路運輸到都市進行交換。因此，僅能越過法律界線於傳統領域進行香菇的種植，或者違法進入

傳統領域內進行狩獵、採集，與國家的代表—林務局時有衝突發生，常常淪入須躲林務局官員的窘境 

(洪廣冀，2000)。以司馬庫斯部落來說，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過去常因其特殊的認識論、語言的隔閡

以及與外界的隔離，無法為外界所理解與採納；而族群內部對於狩獵文化的規範與自主機制亦因國家

對森林的保護機制而隨著時間而消頹。雖然雪霸國家公園嘗試透過對周邊部落的補助而進一步爭取司

馬庫斯部落對馬告國家公園的支持與認同。然而，公私部門對於環境管理不同的認知，衝突到彼此的

權益關係，造成部落與林業機關和國家公園管理單位互動的僵化。 

因此，本文將 PPGIS運用於在司馬庫斯部落進行的傳統領域調查，企圖透過公眾參與跨越知識、

文化的疆界，提供公私部門間的對話平臺，達到對地方的賦權。以下簡述研究方法與過程，首先鋪陳

研究團隊深入地方脈絡與部落互動協調其參與調查的過程，其次說明 GIS技術的運用與資料準備的內

容，隨後闡述運用 PPGIS進行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與培訓經歷，最後說明本文參與觀察司馬庫斯部

落完成傳統領域調查後與外界的政治互動過程。 

(一) 深入地方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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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團隊與司馬庫斯部落的接觸始於 1995 年時，透過蕃薯藤發動為司馬庫斯募書，建立司馬

庫斯圖書館開始。多年來逐步與耕莘山學團、清華大學山地服務社、基督書院、山水客工作室、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臺大司馬庫斯社等相關團體協力協助司馬庫斯部落發展生態旅遊、農產品產銷、造林、

舊社調查以及推動部落組織再造等工作 (司馬庫斯部落發展協進會，2000，洪廣冀、林俊強，2003；

2004)，幾年來在共同參與的會議與工作過程中建立與司馬庫斯部落間的信任關係與工作默契。2002

年 1月本研究團隊參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進行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後，隨

即前往司馬庫斯徵詢部落是否有意願參與傳統領域調查工作，首先研究團隊邀請部落五位長老針對其

所生活的空間進行心智圖繪製，並經進一步溝通後讓其理解傳統領域調查的內容，接著，再利用部落

會議、教會禮拜等各種場合正式說明與討論傳統領域調查計畫的意義，最後，經部落會議同意協力進

行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隨即進行傳統領域調查相關工作的籌備。 

(二) GIS技術的運用與資料的準備 

在工作初期本研究以 ESRI發行的 ArcGIS軟體作為作業平臺，透過對部落的認識與長老心智圖的

內容，如獵徑、狩獵區、舊地名、山頭、河川等主題來收集與整備資料庫，包含有 1/10000 像片基本

圖，1/25000、1/50000與 1/100000的經建版地形圖、林務局森林大調查成果資料、三角點、日據時期

蕃地地形圖、衛星影像，以及利用 ArcINFO處理數值地形資料之水系、稜線及地形暈渲圖，以及衛星

影像套疊數值地形資料而得到的 3D立體影像等以作為與部落互動的背景資料。 

(三) 運用 PPGIS進行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 

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首先運用整備好的資料庫，透過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與多媒體進行傳統知

識收集，其次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 system; 簡稱為 GPS) 進行部落現地調查，以檢核

資料品質，然後再以多媒體地理資訊系統進行資料的儲存與展現，並同時邀請部落族人接受培訓，以

下就其意義與過程簡述如下： 

1.調查過程 

傳統領域調查配合部落閒餘時間安排公眾參與的會議，會議進行中會將電腦連上投影機，並透過

ESRI公司發行的 ArcGIS與之前整備的資料庫依序進行遷移路線、獵徑、傳統領域分區、地名、故事

等資料之收集，並將部落族人所描述的地點、區域、路線數化入電腦的 ArcGIS 系統中；隨後安排現

地調查以進行檢核並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記錄座標，當有部分具體成果時即於部落安排時間進行公開

說明；整個調查、討論過程在部落同意時進行錄音、錄影，同時針對關鍵部落居民進行深度訪談。本

文在 2002年 1月到 2003年 5月的時間，進行多次的田野工作，總共完成司馬庫斯傳統領域知識之傳

統領域範圍、遷居地點及其沿革、地名及其沿革、遷移路線、獵徑、次領域及其沿革、動植物資源及

其利用等，這些傳統領域知識以地圖、文字、動態影片、靜態照片、聲音、虛擬實境來儲存和表達。 

2.培訓過程 

本文配合原民會的傳統領域計畫邀請部落居民擔任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之輔導員與調查員，參

與調查團隊舉辦之輔導員工作坊，修習「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概論」、「部落地圖製作實務」與「GIS 與

GPS在部落地圖上的運用」等課程，而後並邀請其於第一次學員工作坊修習「土地與發展」、「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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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製作實務」與「部落地圖基本研習」、「調查方案研討」等課程 (張長義等，2002a)，而在第二次學

員工作坊中，本研究團隊與部落代表以「運用參與式地理資訊統於原住民傳統知識的調查」為題，向

全省各調查團隊分享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經驗與成果，同時在工作坊中亦進行各區與各族群之執行

成果報告，進行經驗交流，與來自全省各地不同族群之與會者進行研討 (張長義等，2002a)。 

(四) 調查後與外界在相關傳統領域議題的政治互動 

2002 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完成後，許多原住民族權益促進團體組成原住民族主體聯盟，於

2002年 10月 15日在原民會中油大樓舉行原住民族與新政府的「新夥伴關係」再肯認儀式，司馬庫斯

部落代表於會中將司馬庫斯部落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呈給行政院原民會 G1 主委，同時司馬庫斯亦透過

海報於部落展示成果，讓部落成員與造訪部落友人認識傳統領域。 

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初步完成時，適值馬告國家公園劃設之爭議，立委 G2 邀請司馬庫斯

部落頭目 S1與族人 S2、S3前往立法院舉行記者會，宣布於 10月 25日進行封山，響應總統府前原住

民族光復傳統領域的抗爭活動；另一方支持馬告國家公園的陣營隨即經司馬庫斯部落發展協會理事長

的同意，發佈新聞稿，反對司馬庫斯頭目的宣告，說明部落並未封山，此一司馬庫斯內部兩方意見不

同之爭議，在頭目 S1回到部落進行部落會議後，決議重新發佈反對封山新聞稿後落幕，此亦影響到司

馬庫斯部落後續於馬告國家公園劃設之立場與對外來政治團體之信任程度。 

2003年傳統領域調查第二年開始時，研究團隊延請司馬庫斯部落引介玉峰村持續進行傳統領域調

查。之後，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G3 處長帶隊前往司馬庫斯探訪，司馬庫斯頭目於協商時拿出傳統領

域調查成果地圖，藉以說明雪霸國家公園與司馬庫斯部落傳統領域有所重疊的關係。爾後，再次取得

雪霸國家公園補助部落步道修築的經費，並在 2003年獲得管理處協助培訓司馬庫斯部落生態旅遊解說

員。而林務局亦於 2003年在 G2立委的要求下，配合永續就業工程，雇用馬告國家公園預定地周邊部

落居民，進行傳統領域環境資源調查與拆除傳統領域上的獵寮。由於司馬庫斯部落對林務局仍有不信

任關係且獵寮為部落照顧傳統領域的必要設施，因此，部落開會決議拒絕配合此項計畫，不願參與此

項工作。林務局計畫承辦人轉而雇用其他部落居民，前往調查司馬庫斯的傳統領域，而在調查過程中，

其他部落的調查員順便採集靈芝，以致有破壞傳統領域的行為。於此，部落族人對傳統領域之維護深

感憂慮，前往破壞地區拍照存證，並嘗試與鄰近部落結盟，尋求與林務機關協商，爭取傳統領域的經

營主權。 

 

地方的賦權與邊緣化 
 
賦權與邊緣化是 PPGIS關心的焦點，需要對操作過程與結果加以分析、評估。本文以研究過程參

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的結果為基礎，針對 PPGIS對司馬庫斯的賦權效應進行探討，就資源分派、參與過

程與機會，能力提升和自覺等四個面向，分別從部落尺度分析部落內部族人於調查過程的賦權與削權、

族群尺度與原住民族尺度進行分析，以更全面的了解司馬庫斯部落在以 PPGIS進行傳統領域調查過程

中，以及事後在相關環境資源經營管理政治互動場合中，司馬庫斯部落及參與者的賦權與邊緣化效應。 

(一) 司馬庫斯部落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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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分析司馬庫斯內部成員於參與過程差異，其次從參與者與非參與者於能力與資源上的差

異，最後討論參與者與非參與者於部落內部權力關係的差異。 

就參與過程而言，本文運用心智圖做為參與的起點，而非生硬的電腦，使得參與者可以按照其最

自然的方式來表達他對傳統領域的認識，讓不諳國語、電腦的耆老可以表達豐富的傳統領域知識；其

次，向部落所有族人開放，並於司馬庫斯教會禮拜時說明與邀請所有族人參與，初期參與者依循司馬

庫斯既有的社會脈絡，大都為司馬庫斯部落教會的長老與共同經營的參與成員，其中部落頭目 S1幾乎

每次參加，且對於傳統領域有整體性之了解，成為部落傳統領域調查主要的資料提供者與調查推動者。

而在調查過程中，GIS 技術專家除配合部落需求整備資料外，並利用群體討論過程中藉由年輕族人的

翻譯參與耆老的對話，此與 Sieber (2003) 對於專業人員需參與調查過程的設定相呼應。 

然而在參與過程中 (參見附錄)，參與者大都為男性，婦女參與程度甚低，在邀請婦女進行心智圖

繪製時，一開始，婦女會羞怯並表達那是男人的事，經由對婦女的探訪，婦女 S2對此的回應是：「那

是男人的事，每家有一個代表就好啦！我們去了也聽不懂！」。這與泰雅族部落公私領域中傳統的男女

分工以及狩獵、耕作的分野有關。此外，本次調查的主題為傳統領域知識也有影響，此點與 Sieber (2003) 

指出運用 GIS在原住民族上，可以改善土地權利，然而卻排除了婦女的參與，有類似之處。 

在本次調查中初期主要的參與者大都為教會長老與參與初期觀光共同經營試辦組織的成員，參與

程度隨著調查成果日漸豐富與部落共同經營制度日漸成熟而有所增加，在與玉峰村進行司馬庫斯部落

傳統領域調查成果說明時，有數十位部落成員參與，達成 Sieber (2003) 量面向上的提升。然而，非屬

教會長老與共同經營組織的家庭參與程度並不高，即便是對傳統領域熟悉的獵人，也有部分人並未積

極參與調查過程，這可能涉及其於公眾場合發表意見的能力，以及其對 GIS資料的理解能力 (Craig and 

Elwood, 1998) ；或者是回應部落內部的權力結構與互動方式 (Rundstrom, 1995)，也有可能是學術團隊

與部落間的互信尚未達到全面性。 

其次，參與者透過參與本次傳統領域調查在對於 3D 立體影像的理解與讀圖能力的培養上有顯著

效果，參與者對於紙圖與 GIS電腦地圖的判讀有所提升，經由 GPS的現地檢核可得知其所辨認的地點

與真實地點誤差不超過 100公尺。年輕之參與者對於傳統領域知識亦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由於本次

調查部落成員皆為義務參與，故於部落內部資源的分配上參與者與非參與者沒有差異。然而，在有關

參與者操作 GIS能力的養成無顯著成果，此與部落族人的教育背景有關，電腦皆為其生疏的物品，無

法藉由短暫之操作經驗達至有效之技術轉移。此為運用 PPGIS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時之挑戰。 

在參與過程中進一步檢視參與者在部落內部的權力關係的轉變上，可由部落成員在傳統知識的詮

釋上來分析，調查過程中有年輕之族人 S4先行與調查團隊解釋傳統故事典故，卻於部落公開說明時被

長輩 S1所申斥，年長的重新確立傳統知識的發言權，而年輕人重新定位參與調查過程視為向長輩學習

的機會，鞏固部落傳統上敬老的傳統。而參與者與非參與者的權力關係並無顯著區分，並未因參與過

程而有所轉變，唯兩者之差異為參與者有傳統領域知識之詮釋權，這回應 Rundstrom (1995) 在地社會

的敏感度對於參與過程有顯著性影響的觀察。 

此外，部落對於傳統領域的自覺與認同亦有顯著提升，族人 S4指出：「祖先的傳統領域還在我的

腦海裡」，同時對傳統領域有著強烈的守護信念，部落頭目 S1說：「祖先的領域要細心的照顧，這是小

孩子要走的路」。部落長老 S5也提到：「傳統領域是原住民族生命的泉源，要讓他的後代子孫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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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加利用」。因此，在部落內形成共識並展開保育行動，除了在部落公約中訂定傳統領域條款外，也對

找靈芝和砍樹木的人進行監督，更在共同經營組織內成立環境部，將前往勘查森林盜伐狀況，及定期

清理步道垃圾及維護設施列為部落共同經營的例行工作項目。 

(二) 泰雅族尺度 

泰雅族是臺灣原住民族中分佈範圍最廣的族群，司馬庫斯部落於泰雅傳統中劃屬馬里闊丸群 (部

族)，支群在泰雅族傳統上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常有各部落所認可的頭目，常組成攻守同盟 (臺灣

總督府臨時舊慣調查會，1996；廖守臣，1980)，光復後馬里闊丸群被劃定為尖石鄉玉峰村。因此，本

文先行分析馬里闊丸群下的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繼而從族群的視角來檢視 PPGIS之於司馬庫斯部

落的賦權效應。 

就資源分派是否合理而言，林務局於 2003年在 G2立委的要求下，配合永續就業工程，雇用馬告

國家公園周邊部落居民進行傳統領域環境資源調查。雖然司馬庫斯部落因為對計畫內容有所顧慮而經

部落會議決議拒絕參與此項計畫，然而在馬告國家公園預定地周邊的其他部落族人，紛紛以個人身份

爭取部落分配到的有限名額加入調查行列。相較於過往而言，司馬庫斯部落於傳統領域議題與其他部

落有了相同的機會，雖因不同部落組織的凝聚力對於個別行動的制約與調控程度不一，使得同一計畫

在不同尺度下，不同部落的泰雅族人有著不同的回應方式。 

其次就參與程度而言，繼司馬庫斯部落初步完成傳統領域調查後，本文透過地方輔導員聯繫相關

耆老逐一拜訪，同時行文到尖石鄉公所與玉峰村辦公室，辦理說明會向各部落代表說明傳統領域調查

的意義，並徵詢其協力進行調查的意願。經族人首肯後，隨即展開馬里闊丸群傳統領域調查，並從中

確認馬里闊丸群的傳統領域界線與相關地名及其典故 (張長義等，2003)，促成馬里闊丸群在量面向上

的提升 (Sieber, 2003)。在馬里闊丸群傳統領域調查過程中，參與者大多屬部落中之菁英階層，包含牧

師、傳道、鄰長、理事長及長老等，部落之青壯年長年在外工作，與傳統領域之依存度較低；而部落

組織的凝聚力不一與運作程度不同，對於外來刺激的回應程度也會有所差異，因此，大都由教會與行

政體系的幹部作為參與的代表。另一方面，婦女之參與程度仍低，尤甚於司馬庫斯部落內部，於此回

應泰雅族公共領域中婦女參與程度較低的現象。而以司馬庫斯部落而言，透過在馬里闊丸群擴大參與

PPGIS 的討論，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成果與馬里闊丸群之鄰近部落代表有所說明與互動，並視司馬

庫斯部落傳統領域為馬里闊丸群傳統領域的一部份，信任司馬庫斯部落於傳統領域上可達成的貢獻，

增進部落間的互信與結盟，提升了司馬庫斯部落的政治面向 (Sieber, 2003)。 

另一方面，由於日據時期為統治之便，對泰雅族人進行大量的集團移住，在國民政府治臺以後，

對於原住民族與山林的關係採取強制管制的措施，使得許多族人進行遷移。因此，在不同的時間尺度

下，不同部落對於各自的傳統領域範圍有不同的認知。在泰雅族工作坊「部落領域大拼圖」中發現部

落與部落間有領域重疊的現象，司馬庫斯傳統領域範圍與鎮西堡部落及卑亞南部落 (今南山村) 形成

重疊，對於此一爭議，有待部落與部落間進一步的討論與協商 (張長義等，2002a；張長義等，2002b)。

司馬庫斯部落頭目 S1對此一現象指出： 

司馬庫斯與鎮西堡的界線是在日據時代在日本人調停下所留下來的界線，順著塔克

金溪直到大霸尖山，由於那邊是部落的動物的棲息地，祖先叫我們不要去那邊打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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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鎮西堡的人最近有人去打獵，而且也打得蠻多的吧！既然是原住民族傳統領

域，大家可以共同來管理，把他保護好。 

於此，部落頭目 S1 基於其對傳統領域的認同與自覺，表達出維護傳統領域內的環境資源為其首

要目的，對於部落間的協商抱持開放的態度，並尋求採取集體行動來保護傳統領域，晚近部落與部落

間在傳統領域議題的互動上仍不斷的討論。各部落透過參與過程表達其對傳統領域的看法與討論彼此

認知的歧異，並在後續的調查過程中，持續透過協商尋求取得共識。這一部份，受限於泰雅族傳統領

域調查工作尚屬局部，協商機制尚未建立，僅只透過聯合工作坊做初步的討論。且後續調查工作轉由

地方政府執行，協商機制受限於行政區域界線，參與機制亦受限於僵化的行政作業，有待再累積更多

部落的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後，確立傳統領域的協商機制。 

總體來說，在泰雅族的層次上司馬庫斯部落藉由傳統領域調查成果的相關資源與機會，參與馬里

闊丸群的傳統領域範圍調查。透過 PPGIS進行傳統領域調查，可利用在地網絡、語言與文化的蔓延，

引發司馬庫斯部落對原住民族運動的關注與醒覺，將原住民族發展的核心議題帶到原鄉並從透過傳統

組織的復振與連結，重新定位部落與部落間的關係，集結部落力量並進而擴散到整個空間。而從泰雅

族的尺度來來說，司馬庫斯部落藉由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可以進一步與鄰近部落進一步協商，提供鄰近

部落間認知差異協商起點。然而，就司馬庫斯部落參與區域廣大的泰雅族組織能力養成而言，仍須仰

賴其他工作團體協力進行組織聯繫，並尋求進一步結盟的可能。 

(三) 臺灣原住民族尺度 

在臺灣原住民族尺度上檢視運用 PPGIS在司馬庫斯的傳統領域調查的賦權效應，意義在於從一個

更寬廣的脈絡中來看待泰雅族司馬庫斯與其他族群的互動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並透過資源、參與機

會、能力及自覺的分析視角，來理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成果之於司馬庫斯的意義，尤其是原鄉的

原住民族運動。 

就資源分派而言，司馬庫斯部落參與調查過程並無經費支援，而是透過學術團隊整備地理資料與

設備，來突破 Sieber (2003) 指出 NGO因電腦設備不足與資料取得不易的限制；同時本次調查因為在

地居民與學術團隊間緊密的合作，相較於過往原住民保留地調查時僅由地方政府調查人員逕行調查，

居民參與機會獲得相當大的提升；而部落族人透過參與工作坊的訓練課程與環境資源經理相關政治互

動場合，得以跟政府部門首長進行面對面溝通，表達部落自主意願與需求，與政府部門間建立一個長

期、穩定的互動模式，並延續到其他課題，達成部落在政治面向上的提升 (Sieber, 2003)。 

就能力提升而言，運用 PPGIS進行傳統領域調查與參與培訓課程，有助部落讀圖等傳統領域調查

工作實務，強化部落自主意識和奠定部落與政府部門協商的能力與機制。司馬庫斯部落透過傳統領域

調查成果重新界定與雪霸國家公園範圍重疊的關係，同時透過後續政治參與過程，持續獲得雪霸國家

公園管理處補助修築傳統領域步道；執行完成政府部門的委託工作後，增進雙方之互信基礎，隨後並

獲得雪霸國家公園協助進行解說員訓練，強化生態旅遊經營能力，促進司馬庫斯部落功能面向的提升 

(Sieber, 2003)。 

司馬庫斯部落族人對於過往因法令對於其傳統領域生活的制約所導致的不義處境有進一步的理

解，並藉由調查、培訓與政治參與過程，獲得較多的資源，擴大參與機會，提升部落組織與個別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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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來重新建構與傳統領域間緊密的連結；而集體記憶轉述與記錄傳統土地歷史文化的過程，可以

讓文化傳承成為部落成員的共同經驗，凝聚部落對傳統領域的認同與自覺，透過自主行動形成維護傳

統領域的機制，落實保護傳統領域，並可以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為平臺與政府部門進行對話，建立部落

與政府間良善的互動機制，共謀傳統領域的永續發展。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計畫於 2002 年展開時，輔導團隊安排多次的輔導員、調查員工作坊訓練

活動，本研究團隊於三次工作坊中皆按階段性工作成果分享司馬庫斯經驗，讓四百多個與會成員見證

科技與人文互動的成果，促發其對於傳統領域調查的想像，藉以提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能力與調

查活動的可能性 (張長義等，2002a)。在完成 30個試辦部落與司馬庫斯示範部落調查後，原民會在 2003

年的傳統領域調查計畫工作手冊中，將司馬庫斯成果做為示範案例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

發放到全省各鄉鎮市公所，全面推動傳統領域調查，藉以帶動各族群的參與，增加原住民族進行傳統

領域調查的資源，提升原住民族參與調查的機會，此一措施相當程度促進司馬庫斯部落於傳統領域調

查中的參與。 

繼而，原民會與輔導團隊會同全省各原住民鄉 (鎮、市) 公所，結合各原住民族自治促進及部落

工作團體，於全省各地進行傳統領域調查，以察明各族傳統領域範圍、自然文化資源，傳承土地之歷

史經驗，累計完成 250個部落 4,721個地名調查 (張長義等，2003)。爾後，森林法 15條與 38-12條在

立法院修正通過並經總統於 2004年 1月 20日公告施行，首度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列入法律，讓

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習採取森林產物，並將原住民族生活慣俗使用排除在限制保護措施之外，承認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法律位階 (張長義等，2003)。原住民族得以依其文化於其傳統生活空間活動

與伸展，獲得民族多元發展的空間，同時更進一步促進全省各地傳統領域調查活動的進行，讓原住民

族社會運動得以在原鄉空間推進，透過原住民族的自我實踐來維護原住民族的空間領域，確立原住民

族的領域權以讓社會更臻公義。 

於此促進司馬庫斯政治權利上的提升，讓司馬庫斯族人理解其所固有之傳統知識可透過現代科技

讓原住民族文化得以發聲與滋長，推動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成為原住民族運動擴展到原鄉的基礎，

使得司馬庫斯悠久的歷史與跟環境間緊密的聯繫和多元的文化持續不斷的發聲、繁衍與再生，並藉由

GIS科技平臺的整合與對話，司馬庫斯部落得以跟國家和科技理性展開新的互動，促成司馬庫斯在量、

功能、組織與政治面向上的提升。 

 

結   論 
 
運用 PPGIS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時，可關注到原住民族殊異的文化與對環境認知的差異，透

過深入地方歷史與社會脈絡，依照原住民族在地社群的能力與需求發展適當的技術，藉由持續的協力

行動建立互信，以設計公眾參與機制與互動方式，培養在地組織與社群成員的能力，同時應從較寬廣

的脈絡來分析 PPGIS 對於原住民族在地社群的影響，從資源、參與、能力與自覺四個面向適當理解

PPGIS帶給原住民族的賦權效應。 

從泰雅族司馬庫斯案例研究中，本文有以下幾點發現，首先是藉由深入地方脈絡、獲得部落信任

與心智圖取徑，採行以原住民族為中心的設計，可降低參與門檻讓部落居民願意參與。而以專業人員



77 

的協助、參與可以讓原住民族進一步理解 GIS所傳達的資訊，有效運用 PPGIS進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調查，促進提升部落資源，增加族人參與機會與能力，凝聚族人對傳統領域的認同與自覺，達成 Univ 

及Miller (1996) 提出的量、功能、組織、及政治等四個面向的提升。 

其次為以 PPGIS進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可引發原鄉對原住民族運動的關注與醒覺，將原住

民族發展的核心議題帶到原鄉並從透過傳統組織的復振與連結，重新定位部落與部落間的關係，集結

部落力量並進而擴散到整個族群。 

第三是 PPGIS可促成原住民族固有之傳統知識，透過地理資訊科技讓多元文化持續不斷的發聲、

繁衍與再生，並藉由 GIS科技平臺的整合與對話，原住民族得以跟國家和科技理性展開新的互動，促

成原住民部落在量、功能、組織與政治面向上的提升。 

而 PPGIS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所面臨的挑戰可分成社會與技術兩個層面來討論，首先在促進

與延續社群參與上，PPGIS 則可藉由技術轉移、充分運用傳統領域調查成果，以及引發在地部落的原

住民重新恢復部落與傳統領域的關係，以持續進行傳統領域調查。在技術層面，對於 PPGIS始終關心

的問題是如何讓地理資訊系統得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與促進參與，使用者中心取向的設計想法雖已提

出，但其於落實於傳統領域調查仍須對軟體持續增加進行研究開發，以降低技術門檻。其次對於如何

運用調查成果開而開發相關系統功能須加以關注，亦即如何讓地理資訊技術而能更多元的服務於原住

民族傳統領域知識，此亦為 PPGIS運用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後續需要突破的地方。 

最後，當原住民族傳統知識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整合納入既有的知識體系之中，除了意味著原住

民族的知識可與當代知識對話，同時也包含著傳統知識被溶解的危機，當原住民族向著嶄新的地理資

訊技術靠攏時，族人對深藏於文化底層的複合知識，亦面臨知識會被支解而喪失其底蘊豐厚的生命的

挑戰。當年輕族人手中拿著炫麗的 GPS所記錄的數字，對比於耆老們口中多元、趣味盎然的座標系統，

兩者間的對比與關連，仍有待進一步探討。因此，在運用 PPGIS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時，可特別

留意傳統領域與傳統知識的根本，乃在於原住民部落與土地互動多年所流傳下來的智慧與其所賴以維

繫的部落社會運作體系，以此凝聚部落認同可有效促成傳統知識的延續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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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表 1  PPGIS 研究操作與參與觀察表 

時  間 地  點 參 與 人 員 研  究  操  作 

2002.1 司馬庫斯

S1 長老家
中 

S1、S6、S7、S8、S4、
A1、A7 

由研究者向部落人士說明傳統領域意涵，並請其繪製

個人之心智圖。 

2002.1 司馬庫斯

教會 
A1、A7 及司馬庫斯部
落居民數十位 

於司馬庫斯部落教會禮拜時，向部落居民說明傳統領

域調查工作計畫，徵求其同意進行示範部落之操作，

並獲得部落同意。 

2002.2 司馬庫斯

伯特利餐

廳 

S1、S6、S7、S8、S5、
S9、S10、S4、A1、A2、
A5、A8、A7 

首先介紹團隊成員及再次說明計畫內容，並以先前操

作之心智圖內容說明傳統領域意涵，建立雙方之共

識。 

初次進行以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傳統領域調

查，以地形之水系、稜線為主要參考索引。 

2002.2.23-24 臺灣大學 S5、S6、S4、A3、A2、
A4、A5、A1、A8、A9、
A7 

司馬庫斯部落成員參與計畫團隊舉辦之輔導員工作

坊，進一步接受傳統領域調查輔導員相關訓練，會中

A2 教授並以司馬庫斯之調查成果做為案例介紹給與
會之輔導員。此行中外，並有部落較年輕之長老 S4
就傳統領域調查相關內容進行錄音。 

2002.3.8 司馬庫斯

伯特利餐

廳 

S1、S4、S5、S8、S9、
S6、A2、A1、A5、A9 

進行傳統領域知識成果說明與調查，會中耆老 S1、S8
對年輕人 S4 之先前於臺大之錄音內容有不同意見，
並有責怪之意。於說明後重新討論遷移點、遷移路

線、相關之故事、地名典故與歌謠。 

2002.3.9 司馬庫斯

S1 長老家
中 

A1、A5、S1 S1 長老被推派代表司馬庫斯部落進行傳統領域知識
之錄音、錄影。 

20023.10 司馬庫斯

教會 
A1、A5、司馬庫斯部落
居民數十位 

於司馬庫斯禮拜後，由 S1 長老向司馬庫斯部落居民
說明傳統領域調查成果，會中有年輕人對傳統領域相

關內容有想法，S1長老強調內容已與相關耆老進行討
論過。 

2002.3.16-17 臺灣大學 S5、S6、S4、S10、A3、
A2、A4、A5、A1、A8、
A9、A10、A7 

司馬庫斯部落成員參與計畫團隊舉辦之第一次學員

工作坊，以學習調查過程中地圖判讀、田野調查、地

理資訊系統、組織運作等相關技能。 

2002.4.15 司馬庫斯 S5、S4、S6、A1 到傳統領域中之河川進行傳統領域捕漁知識調查與

記錄。 

2002.4.16 司馬庫斯 S1、A1 到傳統領域之獵場進行狩獵知識調查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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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  PPGIS 研究操作與參與觀察表 (續) 

時  間 地  點 參 與 人 員 研  究  操  作 

2002.4.29-30 司馬庫斯 S1、S5、S9、S5、S4、
S10、S6、S8、A2、A1、
A5、A11、A9、A8 

利用番地地形圖作為討論媒介，討論舊部落範圍與內

容，隔日利用 GPS分兩組前往舊部落進行實地調查，
以檢核傳統領域相關資料之正確性。 

2002.5.18-19 臺灣大學 S5、S1、S6、S16、A3、
A2、A5、A1、A8、A9、
A10、A7 

司馬庫斯成員參與計畫團隊舉辦之第二次學員工作

坊，會中 A2 教授以司馬庫斯作為示範部落進行簡
報，並請與會之司馬庫斯部落長老提供意見。會前進

行司馬庫斯部落傳統地名之羅馬拼音校正。 

2002.10.19 中油大樓 S5、S6、S4、S7、S10、
A1及全省各族群代表 

陳水扁總統與臺灣各原住民族進行新伙伴關係再肯

認儀式，會中 S5 長老贈送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成
果圖給原民會 G1主委。 

2002.10.23 立法院 S1、S7、S11 配合 G2 立委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說明司馬庫斯對
司馬庫斯傳統領域之相關立場，以及配合封山行動。 

2002.10.26 司馬庫斯
遊客中心

A1、A7、S1、S11、S12、
S6、S7、S4、S5、S9、
S10 

贈送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報告書及傳統領域調查成果

圖 200 張給司馬庫斯部落，並表揚 S1 長老於傳統領
域調查成果之貢獻。 

2003.1.27 司馬庫斯

補給站 
A1、A13、A6、司馬庫
斯部落居民數十名、雪

霸國家公園 G3 處長等
一行人 

司馬庫斯 S1 長老利用臺大提供之司馬庫斯傳統領域
調查成果圖向 G3 處長說明大壩尖山附近為司馬庫斯
部落之傳統領域與雪霸國家公園與司馬庫斯部落之

傳統領域有相互重疊。 

2003.4.2 司馬庫斯

補給站 
A2、A1、A9、A6及部
落居民數十位 

進行司馬庫斯調查成果說明及GIS系統與資料庫移交
部落，並安裝於司馬庫斯部落發展協會之電腦。 

2003.9 尖石鄉玉

峰村活動

中心 

A2、A1、A12、A9、A14、
A15、A16、玉峰村村
長、各鄰鄰長、司馬庫

斯部落居民數十人 

由 S1 長老向玉峰村村名說明司馬庫斯傳統領域調查
成果，與會成員經過討論及說明後，接受司馬庫斯調

查成果。會中 S1與 S5長老進行傳統領域河川地名錄
音。 

2004.4.16 司馬庫斯

教會 
A1 及司馬庫斯落居民
十位 

說明 2003 年度全省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成果並徵
詢司馬庫斯是否願意作為傳統領域調查之示範部落

持續進行研究。部落並反應傳統領域中之森林遭到林

務局雇用之其他部落調查員砍伐。 

2004.4.26 司馬庫斯

補給站 
A1、S5、S9、S7、S4、
A6 

就進一步傳統領域調查進行討論並請其於部落大會

中提案討論是否同意作為示範部落進行傳統領域調

查。 

2004.5.5 司馬庫斯

補給站 
司馬庫斯部落居民數十

位 
舉行司馬庫斯部落大會，會中就傳統領域進行討論並

同意配合計畫團隊作為示範部落進行傳統領域調查。 

2004.6.15-29 司馬庫斯
部落 

A1、S1、S7、S9、S4 2. 研擬傳統領域現地調查計畫。 

2.進行部落居民個人資料表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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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  PPGIS 研究操作與參與觀察表 (續) 

時  間 地  點 參 與 人 員 研  究  操  作 

2004.5.28-29 臺灣大學
凝態中心

A3、A2、A1、S6、S15 部落成員參與輔導員訓練，以與全省各輔導員聯繫，
並掌握傳統領域調查現況。 

2004.9.5-6 司馬庫斯
部落補給

站 

S11、S6、S4、S9、S5、
S1、S7、S10、S12、F2、
S13、S14 

1.討論現地調查路線與人員分派。 

2.調查環境敏感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 

3.調查司馬庫斯部落獵寮。 

2004.9.15-19 司馬庫斯
部落 

A1與部落居民數十位 1.修路。 

2.勘查崩塌地。 

3.討論崩塌地成因與遷村議題。 

4.訪問婦女採集金線蓮。 

附註：A為研究團隊成員，S為部落成員，G為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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