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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自八零年代出現的一股原
住民文化工作者回歸部落的現象，企圖在
主體性的認同運動中，經由喚起個人的自
覺意識而回歸部落的個別行動如重建家
屋、涉及族群文化及家園認同的文學與藝
術創作等事件，來探討人與環境的關係。
分析重點包含以下三方面：

1. 從個別原住民的生命歷程，由「生
活世界」變遷的角度探討在離家與回家的
轉折過程中，尋求家園及其族群傳統的認
同與意義重建。

2. 從人與環境的關係探索回家的原住
民與家屋及部落環境之「棲居」特性。

3. 透過他們的文學、藝術作品及自我
理解過程瞭解部落環境與人的互動關係，
以及表現在作品中的原鄉環境元素之特
質。

關鍵詞：家的意義、認同、生活世界、原
住民運動、主體性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rticulate the relation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 (especially, of home) in the 
identification move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 
by examining the actions of returning home, 
literature and artwork regarding to indigenous 
culture and home attachment.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examined: 1.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of 
indigenous person's life-world, we try to know 
how they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meaning in 
the process of leaving and returning home. 2.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welling for the 
indigenous people. 3. To study the human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for the indigenous 
people by the analysis of their written and art 
works.

Keywords: meaning of  home, identity, 
life-world, indigenous movement, 
subjectivity

二、緣由與目的

自八零年代出現的原住民運動如「正
名」、「還我土地」等運動以來，長期處於
「污名」地位的原住民族群文化認同已經
逐步轉變，此一跡象在近年來逐漸形成一
股回歸部落的現象。其中回歸部落的原住
民文化工作者，都在重新學習部落傳統生
活與文化的行動中再出發，並藉由文學與
藝術創作來表達族群文化的認同轉折與家
園之情。此一形成中的文化運動被學者稱
為「還我土地」之外的第二波運動。這波
運動中的人物或者重製原住民的文化財
產，或者融入自己的見解加以創新，或者
將傳統賦予新意，呈現原住民尋求族群及
文化出路的一種新嘗試的多彩面貌(中國時
報，1999.10.1)。上述現象涉及原住民在自
我認同危機中，對族群、文化與地點的認
同轉折，以及個人生命歷程中，重尋家的
意義之課題。

近十餘年來的原住民文化工作者返鄉
現象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與 1980 年代
開始出現的原住民運動和 1970 年代的台灣
社會本土化發展息息相關。此一歷史發展
自 1970 年代起，隨著兩岸關係的變化，台
灣社會本土意識逐漸展開，伴隨著民主化
運動對既有黨國體制的衝撞，鄉土文學與
文化藝術的蓬勃發展建立起台灣漢人族群
的主體性；而所衝開的較為鬆軟的政治、



2

社會局面，為 1980 年代初期逐漸覺醒的原
住民知識精英提供一個有利的運動空間和
條件，展開了「還我土地」與「正名」等
社會抗爭。這些抗爭所訴求的主題具有「泛
族群」的特徵，勾畫出原住民長期被壓迫
的經驗與悲慘境況。然而，原住民運動近
年來也遭受來自原住民內部的批評，其都
市化與菁英化的性格，凸顯原運份子與部
落疏遠、脫節的情況。原運初期這種「泛
族群」的原住民意識之動力性基礎，對於
原住民族的歷史發展而言，是在部落社會
結構瓦解、文化傳統流失的狀況下，一種
凌空的抽象建構。這是依附在一個共同的
負面歷史經驗所折射出來的一個籠統的集
體意識，而非建立在自我認同的主體意識
之上(孫大川，2000：146-151)。孫大川引用
魯凱族原運者台邦˙撒沙勒檢討原運十年
缺失時的論述：「缺乏與基層民眾的連
結，… 喪失了草根力量的支持，淪為為人
作嫁的邊陲、附屬角色。… 一味解決原住
民政經問題的下游(如雛妓、勞工、就業等
議題)，而忽略了上游的結構重建(部落組
織、文化、語言、歷史等議題)」(轉引自 ibid.: 
91-92)，認為這些正是原住民過去「生活世
界」的主要內容，而在近百年來激烈的變
遷中，早已在部落社會組織的瓦解以及祭
典與語言的流失中逐漸遭受破壞。對此一
現實的深刻體驗讓原住民論者理解到整個
原住民問題的關鍵是在家鄉部落廣義的文
化議題上，此一體認開始為召喚原住民回
歸部落重建家鄉的行動作準備。

另一方面，原住民在原運之外開闢了
文字書寫、雕刻、陶藝、繪畫、舞蹈等各
種藝術創作的嘗試，透過具體的行動與作
品，逐步構築一個可供族群自我辨識的系
統，藉以尋求自我認同的主體意識。於是，
在先前原運所建構的泛原住民意識與這些
文化活動所培養的族群認同意識，以及家
鄉部落「生活世界」瀕臨瓦解的沉痛體認，
共同形成原住民文化工作者返鄉現象的歷
史社會脈絡。

本研究在上述脈絡下企圖從原住民
「生活世界」的變遷角度，對這些返鄉的
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就其生命歷程與文學藝
術創作來探討家的意義與認同的課題。「生
活世界」是指由一特定文化所界定而承載

日常生活之時－空環境 (Buttimer, 1976: 
277)。田野地點選擇屏東縣魯凱與排灣族回
歸部落之原住民文學與藝術創作者為主要
對象(集中於以原住民文化園區為中心的霧
台、三地門等山地鄉)，透過深度訪談、參
與觀察及作品詮釋分析等方法，以瞭解原
鄉環境與文化特質呈現在個人的族群文化
認同與家的意義重建之作用。企圖在主體
性的認同運動中，經由喚起個人的自覺意
識而回歸部落的個別行動如重建家屋、涉
及族群文化及家園認同的文學與藝術創作
等行動與作品之分析詮釋，來探討人與家
園的關係。其重點如下：

1. 從個別原住民的生命歷程，探討在
離家與回家的轉折過程中，尋求家園及其
族群傳統的認同與意義重建。

2. 從人與環境關係的角度探索回家的
原住民與家屋及部落環境之「棲居」特性。

3. 透過他們的文學、藝術作品及自我
理解過程瞭解部落環境與人的互動關係，
以及表現在作品中的原鄉環境與文化傳統
元素之特質。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共深入訪談十二位文化工作
者。經訪談及田野調查結果，以受訪者所
面臨的狀況，歸納起來總共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回部落後，遭遇過各種困難，但
慢慢克服(RM57、PM56、PM41、RM39、
PF45、PF32)；第二種是回部落後無法適
應，只居留一段時間又離家(PM40、RM35、
RM34)；第三種是因為工作性質無法回家鄉
定居，想回去卻回不去 (PM39、RF33、
PM25)。即使是第一種類型，多數也不是居
住在族人聚居的部落裡，主要因為藝術創
作的生活方式與部落生活迥異，需要跟部
落保持一些距離。本研究主要針對第一種
類型現象進一步分析，第二、三種類型之
經驗資料供作第一種類型受訪者歸家後所
面臨的處境對照。

第一種類型之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可分
為兩條主軸，其一是以 PM41 為代表的個
人工作室模式，提倡「部落教室」的運作
模式，鼓勵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回鄉，在學
習母體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創作，進一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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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部落傳統生產方式，試圖為個人及部落
尋找新的出路，例如 PM56、PF45、PM31。
雖涉入公共事務的程度有別，其基本的生
存策略則都植根於族群的文化藝術傳統與
環境資源，並在主流社會中開闢一個生存
空間。另一主軸是以 RM57 為主的「重返
雲豹故鄉」行動，回舊聚落重建老家的石
板屋，在一新的社會脈絡下學習傳統生活
方式，重新尋找祖先狩獵文化的意義，並
進行族群文化紀錄與文學創作，也吸引少
數年輕人如 RM39、RM35 回去；而 RM34
則是成立好茶寮樂溫工作室，結合部落青
年進行文史紀錄與社區營造工作。

    
一、返鄉之路與認同

多數受訪者在離家到外地工作或接受
更高教育時，均有程度不等的「污名」經
驗，他們被漢人稱作「番仔」、「傀儡仔」，
使族群與文化的差異意識透過此一負面經
驗銘刻於成長過程中。另一方面，對童年
美好而溫暖的「生活世界」之回憶，也是
他們返鄉的重要吸引力。根據訪談資料顯
示，與現代社會的疏離感對照起來，家鄉
最大的吸引力來自於童年成長經驗中所感
受到傳統部落緊密與互助的人際關係，以
及豐富的自然與族群文化環境。然而，當
他們回到故鄉，一方面家鄉的社會結構已
經改變，由個人職業導向的公職(公務員、
教師、軍警)與神職人員取代傳統的貴族階
層成為社區意見領袖，因而文化工作者並
未被視為一具有社會地位的身分；另一方
面由於家鄉環境與價值取向愈來愈同化於
主流社會，傳統工匠與史官在部落的功能
喪失，必須尋求另類出路。

三地門方面，從事個人工作室的經營
策略，係以傳統工藝(琉璃珠、陶藝、雕刻
等)生產行銷為主要謀生方式，並在傳統工
藝基礎上結合現代藝術表現手法進行個人
的藝術創作。隨著原住民文化園區於 1987
年開始營運所帶來的觀光消費與主流社會
逐漸接受原住民工藝品的市場需求，在傳
統工藝技術的基礎上研發新的產品。藝術
創作方面，多為複合媒材之創作者，所表
達的主題與媒介與傳統工藝有密切的關
聯。個人工作室除作為個人創作的基地，
有的提供社區青少年接觸、學習傳統工藝

文化的空間，有的提供社區婦女就業的機
會，更有跨越族群邊界，成為他族學習的
場所。這些不同的工作室，經由個人、族
群部落到泛族群之間的不斷交流，形成一
種具有彈性的認同意識，對內形塑了超地
域的族群認同(跨越北排灣、南排灣與東排
灣的差異)，對漢人主流社會則成為泛原住
民文化的代言人，進一步強化原住民集體
意識。

而在好茶方面，1974 年村民大會議決
通過遷村，於 1980 年遷至新好茶村現址。
1981 年，省政府計畫在南北隘寮溪交會處
興建瑪家水庫，新好茶位於集水區的淹沒
地帶，造成人心惶惶。1994 年政府再度發
佈興建水庫的訊息，村民多次集結請願反
對興建瑪家水庫，並以全體村民公投表達
反對遷村的意志以求生存權及文化尊嚴。
在此一時勢下，一些常與好茶人交流的平
地文化人士及團體，以及幾名回鄉的好茶
人(RF57 為關鍵人物)推動「重建舊好茶」
的理想(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1998：7-28)，開展「重返雲豹故鄉」的序
幕。回家的行動對 RF57 個人而言，是家的
中心從平地轉到山上老家，重建完成的石
板家屋成為召喚親人聚集的場所，也成為
個人銜接文化傳統的基地，並提供文學創
作的庇護所；而在族群的層次，則是經由
逐步相互理解，提供族人一個另類生活選
擇的可能性。至於更廣的社會影響，則是
形成一個事件，持續藉由文學創作與重建
行動的傳播在邊地發聲，讓石板屋成為其
他族群與平地漢人文化工作者的聚會場
所，對台灣原住民追求主體認同與原鄉重
建運動發揮其影響力。

二、家的意義與「棲居」特性
我們借用 Buttimer(1976: 277)對「棲居」

的觀點作為討論的起點。受到海德格思想
的啟發，她界定「棲居」為一種與自然韻
律合拍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聯繫個
人生命於其存在的歷史中，並向著未來開
放，使營造家屋成為居住者與其居所所處
的生態及社會氛圍的對話過程。多數文化
工作者必須運用各種傳統與現代手法營造
自己的家屋，儘管面貌各異，但均在親自
營造的過程中逐步增強他們和家園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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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呈現人與地點粘結(place attachment)
的密切關係(PM41、PM31)。但其中兩位女
性受訪者(PF32、RF33)在過程中曾因故遭遇
被迫遷移出自己努力營造的居所另覓新
居，她們對舊居的依戀之情以及遷移所造
成的生活衝擊，從負面的創傷經驗揭示了
居所與地點粘結對人的重要性。

石板屋在魯凱族與排彎族都蘊含豐富
的文化特質，石板家屋空間提供活著的家
人與死去的親人祖先一個庇護之所，並為
居住者提供了從出生到死亡各個不同階段
的休憩之處。石板與木料反映當地環境所
能提供的本土建材特質，而營造方式及家
屋形式則體現先人智慧的結晶，是族群自
我認同的關鍵因素。但是快速的現代化過
程使此一元素迅速面臨消失的危機，「重建
家屋」的行動是伴隨理解個人處境與族群
命運，並挖掘原鄉獨特文化歷史與環境特
質之際，透過營造活動將生命聯繫上家園
世界，來具現此一深厚的家園與人的親密
關係(RM57、RM39)。

三、傳統與文學藝術創造
由於承載傳統工藝的社會條件已在現

代化的衝擊下急遽改變，返鄉原住民文化
工作者一方面透過學習傳統工藝與營造技
術、探索族群傳說神話和狩獵等活動，在
家鄉耆老與生活空間中體驗部落傳統生活
世界的豐富內涵，另一方面結合現代手法
進行創作。在藝術創作方面，他們藉由傳
統的木石材料與現代的金屬等複合媒材，
傳達外來政治與宗教進入部落之後的複雜
現象與族人的感受，進一步表達出當代原
住民的價值與審美觀，反映了傳統與現代
互動所造成的矛盾與衝突。

而在文學創作方面，RM57 的作品透過
族群傳說、神話、口述歷史紀錄作為創作
的來源，經由寫作更加體會母語語言的豐
富蘊含，尤其是魯凱語特殊的語法結構及
詞彙均受到刻意保留。由於魯凱語並無文
字，雖然不得已選擇漢文寫作，他在寫作
中刻意保留魯凱語，除了文學創作的目的
之外，也具有母語紀錄與傳承的功能。而
長期的族譜調查與族群語言及文化傳統的
探索，為最近出版的長篇民族誌小說《野
百合之歌》奠立堅實的基礎。故事情節以

西魯凱加者榜眼社(好茶)獵人哲默樂賽及
其家族為主軸，主要是在誕生與死亡的歷
程中，具體而生動的描繪了外來文化未進
入前，與大自然共處的魯凱人的日常生
活、生命歲時禮儀、禁忌與情感表達。文
中鉅細靡遺的交代各種生命禮儀的細節，
作者體認到魯凱語中充滿自然形象的特
性，翻成漢語必然大大流失原來的意義，
文中不時需作註解，尤其是在儀式中的禱
詞刻意用魯凱語和漢語並列，對母語和儀
式的紀錄保存費盡苦心。另外，作者對主
角已成為偉大的獵人卻不願佩帶象徵尊榮
的百合，留下一個耐人尋味的謎，等待讀
者自己詮釋。從這一事件約略傳達出作者
有意拋出一個議題，即族群文化傳統雖是
主導生活行動的規則，但這些也是人為約
定俗成的結果，不是永遠不可改變的定律。

雖然表現媒介不同，但其共同之處是
藉由創作重建個人的「生活世界」，這種創
作生活透露出他們對於社會變遷造成的困
境重建「生活世界」的期許。對比於受僱
工人或上班族的定型化生活方式，能在其
中銜接傳統，並向未來敞開。觀察他們的
生活方式，具有與傳統不斷對話的學習
性、創造的自主性、工作與遊戲不分的融
合性，而邁向人的存在之完整性。但是欣
賞中也伴隨若干對原住民語言與文化傳統
迅速流失的感慨。傳統的命運具有這樣一
種弔詭，即是它往往是在遭受無情的破壞
之時才為人所察覺與把握。原住民傳統在
當代的弱勢處境更凸顯這一命題。值得慶
幸的是，長期與自然共舞的族群已有部份
有識之士透過重建傳統家屋、口述歷史記
錄或文學創作等行動，試圖在祖先生活的
土地上重新認識自我，也經由這些行動，
表達他們對傳統的理解與詮釋的一些訊
息。傳統在當代社會的命運不在它自身掌
握之中。傳統的前途，掌握在處於此一傳
統之中的人們對它的理解與詮釋之中。凡
是理解的視野所能觸及的歷史文化，就已
經意味著具有潛在的生命力。

傳統主要是透過語言來傳遞，我們生
活在語言中，因此我們已經生活在傳統
中。無論是否自覺到傳統已在我們之中，
我們無可選擇地已被拋入某一文化傳統之
中，並用語言去理解、詮釋傳統。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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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之所以可能，是我們已存在於傳統之
中，擁有負載著傳統的語言，並懷著對過
去的疑問，對現實的困惑和對未來的期
望。詮釋傳統的動機根植在人希望透過傳
統來理解自身的要求；我們對傳統的疑
問、責難與爭執，都是由我們對現在的迷
惘困惑與對未來的期望中導引而出的。傳
統因此永遠是「對現代而言」的傳統，而
不是已消逝的過去。每一時代都有它對未
來的期望，凡是歷史中有能力進入這種期
望之內的一切，便是這個時代所擁有的傳
統。這樣的傳統並非，也無必要是它過去
的本來面目。

四、討論
本研究發現多數原住民文化工作者

「回家」的行動，在空間區位上僅是回到
原生部落週邊，如 PM41 之住家兼工作室
在三地村上方坡地；RM57 及 RM39 雖回到
出生地舊好茶，但部落族人已遷村至山下
的新好茶。這些「回家」的原住民文化工
作者，由於個人在主流社會的遭遇拓寬了
視野，在思考個人藝文創作及族群發展方
向方面與原生部落產生差距，而其價值
觀、創作的生活方式、作息與人際互動關
係又與部落一般居民不同，因此並不容易
完全融入部落社會。他們都經過幾次遷
居，與原生部落在空間上的這種若即若離
的關係，是回家後經由生活實踐嘗試後所
產生的一種結果，既能與家鄉持續互動，
又保有個人工作的特殊要求與生活方式。
由於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尤其是交通工
具條件的改善與資訊交流媒介變革所造成
的結果，導致「家」的空間性必須重新界
定；「我群關係」也超越傳統社區的空間邊
界，逐漸由個人從事的工作與志趣來主導
人群的組織發展，因此對於上述選擇居所
區位的現象與家的意義就必須在此一新的
脈絡下來理解。

不同性別的返鄉原住民文化工作者面
臨的問題有相當差異。由於魯凱與排灣傳
統社會對女性之生活與道德規範較男性嚴
格，她們返鄉後的生活言行，特別是穿著
與人際關係上較為開放自由，容易遭致批
評，這對於他們返鄉後再融入原有部落之
社會關係較男性困難(PF32、RF33)。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發現尚能與預期目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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