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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島是多元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生活在島上的各族群，數千年來為了適應環境以

求生存的，各自發展出許多獨特知識體系及文化內涵。達悟族世代居住在蘭嶼島，其為適

應環境衍生出來的傳統文化及知識獨樹一幟，受位置孤立影響，傳統文化較晚受到外來衝

擊，是臺灣各原住民族中保存最完整者，長期受到國內外學者關注。然隨著外來文化與經

濟開發的影響，蘭嶼達悟族面臨語言、原住民科學智慧與傳統文化快速流失的困境。幸而

近年來臺灣社會重視多元文化發展，及少數民族環境智慧與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加上原住

民族自我意識抬頭，原住民知識份子興起，使原住民之傳統文化與科學智慧逐漸獲得社會

的珍視與尊重。 

  本研究將運用文件分析、訪談和觀察的方式，針對已有文件進行分析與歸納，再蒐集

部落居民的意見相映證，以瞭解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智慧之內涵，及其傳統學習型態與

學習歷程，並瞭解蘭嶼達悟族對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想法與需求。 

  為方便結果呈現，本研究將達悟族傳統原住民科學智慧分為海洋、陸地及日常生活等

三類知識體系，實際上在達悟族的日常生活中，此三類知識體系彼此是相輔相成，無法分

割的。達悟族的傳統學習型態則分別針對傳承的來源與學習的方式進行探討，並發現其學

習歷程具年齡階段性及性別分工的特徵。 

  本研究希望以藉由探討達悟族傳統智慧內涵及傳統學習模式，作為蘭嶼將來發展在地

發展環境學習場域之參考素材，以達成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再傳承。 

 

關鍵詞：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傳統智慧、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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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a place of diverse people living together, the various people living on the isla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survive, each developed 

many unique knowledge system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au family lived for generations in 

Lanyu Island, its uniqu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knowledge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derived 

affected by the location of isolated, traditional culture is later exposed to external shocks, is the 

best preserved in Taiwan aborigines, has long been scholars pay close attention. The contingent 

with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au faced with the predicament 

of rapid loss of language, native science wisdo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Fortunately, in recent 

years, Taiwan's social emphasis on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wisdom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plus aboriginal 

self-consciousness, the rise of indigenous intellectuals, social treasured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ve science wisdom gradually and respect. 

  This study will use document analysis,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and summarize existing file, and then collect the views of the residents matched tribal car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au aboriginal science connotation of wisdom, and their traditional 

learning state and learning process. And understanding the Tau tribe on Lanyu environmental 

learning in the ground field thoughts and need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will reach the traditional 

aboriginal Tau scientific wisdom into the ocean, land and other categories of knowledge 

everyday life, in fact Tau’s daily life, this three types of knowledge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can’t be separated. Tau traditional learning styles were the sources for the heritage and 

learning ways to explore and discover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the age and gender division 

stag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hopes to explore Tau by conventional wisdom connotation and traditional 

learning model, as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anyu environmental learning field 

reference material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transmission. 

Key note：Lanyu、Tau、native science、traditional wisdom、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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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研究背景 

  世界科學會議(The World Conference on Science)在其發表的 21 世紀宣言中明確指出：「傳

統和在地的知識系統，是以動態進行式去感知和認識世界，可以對科學和技術創造出寶貴的貢

獻，實際上其貢獻已在歷史中被證明。因此有必要保存、保護、研究和推廣這種文化傳承和經

驗知識。」 

  近年來，由於地球環境快速變遷，各地環境問題頻傳，促使人們反身自省，現代文明講求

便利快速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適合我們生活的環境，是否真正符合人類的生活與生存需求？

在面對越來越多環境問題的同時，除了依賴進展快速的科學尋求解決方法，我們也開始檢視過

去祖先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智慧，希望從祖先的生活智慧中了解其與大自然和平共處的知識與模

式，作為緩解與調適現代環境問題的一帖良劑。 

  臺灣島是多元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生活在島上的各族群，數千年來為了適應環境以求生

存，各自發展出許多獨特知識體系及文化內涵。蘭嶼島上的達悟族所處地理位置孤立，生活環

境與臺灣其他高山原住民族歧異度大，加上現代文明進入時間最晚，歷史上較少受到外來民族

與文化干擾，因此在蘭嶼島上仍保留許多達悟族獨有的文化、在地科學知識應用於其日常生活。

然受到外來文化及經濟開發影響，現代達悟族學童已顯少有機會跟著長輩至山林、海洋中活動，

學習其原住民科學與生活知識，取而代之的是鎮日坐在漢文化引入的教室中，學習不屬於自己

在地文化的科學知識，由於生活情境與認知方式的差異，也使達悟族的學童面臨學習困難與文

化疏離等困境，達悟族本身豐富的原住民科學智慧與傳統文化，也在這外來文化制度的入侵下

逐漸流失。近年來，世界各國開始注重國內少數民族的科學智慧保存與知識傳承，期能由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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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學知識的探索與研究，學習原住民與自然共存共榮以達「永續發展」。原住民民族科學智

慧及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正深受國內外學者大力關注。 

  蘭嶼有許多在地單位長期進行保存當地傳統語言、傳統文化，促進地方發展與地方關懷，

如：蘭恩文教基金會、蘭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等。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在民國 85 年即於蘭嶼成立「自然學友之家」其目的亦在此，希望能保存蘭嶼達悟族獨

特的科學智慧、在地知識、傳統文化，並運用其所蒐集資料進行研究，以靜態展示或活動等方

式，將少數民族的文化、科學向外推廣。 

  以蘭嶼「自然學友之家」為例，作為保存蘭嶼當地達悟族物質文化及精神文明的重要空間，

並常為在地居民利用進行文化傳承、情感交流等活動，在扮演博物館功能的同時也串起在地居

民情感連結，然受營運組織移轉不順利及歷年颱風肆虐等影響，目前蘭嶼「自然學友之家」正

面臨經營斷層。其它組織如蘭恩文教基金會雖有當地傳統文物及建築的展示館，作為外來觀光

客認識達悟族的窗口，亦提供在地婦女陳列與販售手工藝品以增加經濟收入的機會，然其經營

較缺乏對在地文化內涵與民族科學內涵的研究與保存工作，更遑論提供相關的學習機會給外來

者或本地學童，亦無法發揮傳統智慧傳承與環境教育的功能。另外像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等非

政府組織，其經營重點在改善當地居民的物質生活以及地方議題的探討，是蘭嶼對外發聲的重

要角色之一，對在地文化智慧的保存與教育則是力有未逮。 

  物質文化的保存只是次要，重要的是民族智慧內涵與精神的認同與傳承。因此本研究希望

藉由重新探討、整理、分析、歸納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智慧之內涵，以及蘭嶼達悟族的傳統

學習型態與學習歷程，作為蘭嶼未來設立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發展在地環境教育的參考。 

二、 研究者個人動機 

  研究者於大學時加入山地服務隊，平時常與社團同學一同參與原住民相關活動，並曾邀請

原住民相關團體至學校辦活動或對我們授課，藉此對原住民文化有了粗淺的認識，每到寒、暑

假便會與社團同學至部落帶活動，自此與原住民結下不解之緣。 

http://www.yeso.org.tw/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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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碩士班二年級上學期時，選修了「島嶼環境與發展」課程，跟著指導教授至蘭嶼考察，

蘭嶼島的自然風情與達悟族傳統文化之美使研究者深受感動，也萌生更瞭解這個島嶼及生活其

上民族文化的想法。至蘭嶼考察其間，跟隨指導教授與當地人訪談、閒聊，自己也有許多機會

與當地居民聊天，自此發現當地人正面臨巨大的民族生存衝擊。達悟族以其傳統知識文化為傲，

一方面希望保留在地知識、傳統文化的美好，傳承後代；一方面又無法抵擋經濟開發及外來物

質文化強力輸入的影響，擔心文化逐漸流失，因而產生認知上的矛盾，及對未來發展的困惑與

無所適所。 

  就研究者親身所見，達悟族數千年來為求生存而發展出的原住民科學與生活智慧，其實是

最適合蘭嶼島脆弱環境的永續發展模式。在無法自我封閉、停止開發的趨勢下，應以達悟族的

民族科學與生活智慧為蘭嶼之基礎，使每位至島上觀光的訪客，學習以達悟族的眼光看蘭嶼，

以達悟族的方式在蘭嶼生活，尊重、學習在地的文化與智慧，研究者思考或許這才是最適合蘭

嶼未來發展的方向。 

  第二次跟隨指導教授至蘭嶼考察，同行者尚有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周文豪副館長，此行目

的為探訪蘭嶼「自然學友之家」目前狀況及未來發展，隨著指導教授及周副館長進行現場實地

勘察，及與許多關心蘭嶼「自然學友之家」的人訪談，研究者認為蘭嶼「自然學友之家」可作

為探訪蘭嶼的遊客們認識在地的重要窗口，且可在蘭嶼發揮其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博物

館功能，也因此萌生以蘭嶼達悟族的原住民智慧內涵在地發展環境教育的想法。 

  在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時，研究者選修了博物館環境教育，在課堂上與老師、同學多所討

論博物館的概念、實際運行方式，尤其關心博物館在教育推廣方面的實際操作，其間更拜讀張

譽騰館長《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一書，瞭解到現今博物館發展趨勢包括生態

博物館、民族博物館、社區博物館等諸多形式，多由在地居民發起，以在地知識與文化作為素

材，研究者相信這或許是適合蘭嶼發展在地環境教育場域的經營形式。故研究者想藉由本研究

深入瞭解蘭嶼達悟族傳統智慧內涵及傳統學習歷程，作為蘭嶼未來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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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知識與生活智慧。在環境學習的發展上，亦可能存在不同的需

求與環境教育策略。本研究之目的包括以下四點： 

(一) 探討蘭嶼在地的環境學習資源。 

(二) 瞭解蘭嶼達悟族的傳統學習型態。 

(三) 探討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未來發展。 

(四) 探討如何保留與促進地方傳統智慧之保存與再傳承。 

  本研究期望能以蘭嶼達悟族的傳統文化作為研究主體，藉由文獻蒐集、觀察及訪談等方式，

探討達悟族民族科學智慧的知識內涵與學習歷程，並參考國外發展案例之成功經驗，進而研擬

相關建議，作為政府有關單位及蘭嶼地方在未來規劃及推行上的參考依據。 

  為達此研究目的，以下列四個研究問題作為探討的核心： 

(一) 蘭嶼達悟族的原住民科學智慧內涵為何？ 

(二) 蘭嶼達悟族的原住民科學智慧傳統學習歷程為何？ 

(三) 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智慧傳承與學習遭遇之困境為何？ 

(四) 如何以達悟族傳統科學智慧為素材，協助在地發展環境學習場域？ 

第三節 名詞界定 

  以下針對本文研究所涉及之重要名詞定義如下： 

一、原住民科學／民族科學 

  Cajete(2000)主張：「原住民科學是一種象徵，透過人類接觸自然的經驗去感知、思考、行

動和認知，形塑出部落整體的知識體系。原住民科學來自所有發生在自然地景上的生活和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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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使用了「在地與原住民族知識體系」（Local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 LINKS）一詞，用以指涉原住民族在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歷史進程中，所保

有與積累發展的特定知識、技術、實踐、表現、語言、在地連結、宗教與世界觀此一相互關聯

的整體。對於此一指涉對象，除了使用「原住民族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外，通常也

會以「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農

民知識」（rural people's/farmer’s knowledge ）、「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

（ethnobiology / ethnobotany / ethnozoology）、「民族科學」（ethnoscience）、「民俗科學」

（folkscience）或「原住民族科學」（indigenous science）的概念稱呼之。UNESCO 顯然採取一

種包容立場，認為這些名詞可以彼此共存，並以「在地與原住民族知識」統稱之（UNESCO，

2006，40-41）。 

  聯合國大會更於2007年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宣言第三十一條第一款即指出：「原住民族有權維持、掌控、保存與發展

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與傳統文化展現方式，以及展現其科學、技術與文化之權利，包括人體

與基因資源、種子、醫藥、動植物特性知識、口述傳統、文學、設計、運動與傳統競技、視覺

與表演藝術(郭華仁等，2005)。」此為國際間對原住民族知識權利最權威性的宣示。一次與蘭

嶼在地重要的作家與知識分子──夏曼．藍波安對談的經驗中，夏曼．藍波安則以「民族科學」

(native science)稱呼自己族群每日應用於生活中的傳統科學智慧與技能。 

  原住民為了適應所處的生態環境，有目的地發展出符合其生存的思考方式、人類行為及物

質文化，而民族科學即是指了解這些原住民的文化的一種科學，主要是透過民族誌的方式系統

性地去了解原住民所使用的語言 (民族語言學)、植物 (民族植物學)、動物 (民族動物學) 及醫

療方式 (民族醫學) 等，其最主要的精神是在探究原住民文化和環境間的交互作用如何使原住

民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存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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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原住民科學在本研究專指「原住民族在其賴以維生的生活環境發展出，實用於

生活中之科學智慧與技術。」 

 

二、傳統智慧 

  UNESCO(1994)定義傳統知識為：「原住民族世代累積親近自然，與環境互動所得的龐大

知識內涵。其生活在富有多樣性的複雜生態系統，他們瞭解動、植物的特性以及生態系統的功

能，擁有獨特、詳細的技術以使用和管理。在發展中國家的鄉村社區，當地發展多半(幾乎是

全部)依賴在地素材──食物、醫藥、燃料、建材及其它產品。因此人們對環境的認知、覺察和

與環境的關係，是文化認同的重要元素。」 

  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之「遺傳資源、傳統知識與民俗創作智慧財產權之政府間委員會」

(The WIPO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tic Resource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Folklore,簡稱 IGC)定義：「所謂『傳統知識』係指基於傳統而生之文

學的、藝術的或科學的作品、表演、發明、科學發現、外觀設計(designs)、標記(marks)、名稱

或符號、未公開之資訊，以及其他一切基於傳統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內智能活動所

生之發明(innovations)與創作(creations)而言。其中所謂『基於傳統』，係指某種知識體系、創作、

創新及文化表達方式，通常係代代相傳，且被認定為係某個特定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的，

並會隨著環境變遷而不斷演進者(郭華仁等，2005)。」 

  具體而言，傳統知識所涉及之範圍包括農業知識、科學知識、技術知識、生態知識、醫藥

知識(此包括相關之藥品及治療)、生物多樣性相關知識等；但廣義之傳統知識亦包括傳統之藝

術作品、手工藝品及其它文化成果之表達，如音樂、舞蹈、歌曲、手工藝、設計、傳說及藝術

品、語言之要素，如名稱、地理標示及符號，以及其他具可變動性之文化財產(郭華仁等，2005)。 

  郭華仁等(2005)指出傳統知識具有以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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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知識的起源乃是集體創作的、整體(holistic)的。 

2. 傳統知識之傳遞基於代代口語相傳。 

3. 傳統知識具變動性，會因社會環境變遷而演進。 

4. 傳統知識的創新者經常無法可考。 

5. 傳統知識常歸屬於某個特定居住地域的人民。 

  原住民部落與其生活的土地及自然資源是密不可分的，實際參與是部落族人學習及共享知

識的重要途徑。在原住民的世界觀中，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是同具價值且不可分割的。其

知識體系來自從小到大的自然觀察與體驗所形成個人獨特且與部落共享的完整經驗，及長輩們

口述歷史和經驗傳承。原住民的科學智慧與現今西方強調規律、理論、權威的科學知識不同，

其學習型態也不同於西方科學分工精細、分類明確的教學及學習模式。 

  換句話說，原住民科學存在、體現且實際使用於原住民的日常生活，與民族生存密不可分，

是原住民運用自然資源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表現，這些行為內皆隱含某種或多種科學內涵，雖

然執行者不一定了解其背後原理，但可以熟練使用。例如：達悟族於海上航行時觀看星象，作

為判斷天氣、航行方向及漁獲量的依據。由西方科學角度視之，可能被歸類在天文學、氣象學

等領域，然對達悟族人而言，這不只是生活知識的展現，更含括了生活技能及情意面向，可說

是達悟族人的生活智慧。 

  在此提出「傳統智慧」概念並不等同於西方的科學知識，而是來自民族的文化、生活環境，

並與原住民的世界觀息息相關；「傳統智慧」不單指稱知識，更包含了技能與情意面向。因此，

本研究將傳統智慧界定為：「原住民族為求生存，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所保存與發展出之

生活知識與技能，並包含對環境之覺知與情感。」此傳統智慧是「人性化」、「流動的」、「全觀」

的科學，而非教科書上經過歸納整理，片段零碎的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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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包括以下幾項： 

一、 研究者的限制 

  研究者非蘭嶼在地居民，需要更多時間認識蘭嶼，熟悉蘭嶼的在地脈絡，才能對研究結果

做出適當且符合地方邏輯的分析。研究者無法長時間停留蘭嶼進行研究調查，因此主要是藉由

多次田野調查，訪談當地居民進行本研究的資料收集及訪談紀錄，進行訪談時可能面臨溝通上

的問題，因口音、語言不同、翻譯落差等，導致在當下不能彼此了解並達到共識，研究成果僅

能呈現研究樣本在此次研究時程中的觀念及看法。 

二、 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以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作為研究對象，受限於早期達悟族缺乏文字紀錄，其傳統

智慧以口傳為主，因此本研究之資料蒐集來自當代的研究文獻，及研究者進入田野之觀察與訪

談成果。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達悟族原住民科學內涵及傳統學習歷程，作為將來發展在地環境學

習場域的參考，因此將訪談對象定位在熟悉傳統文化及當地教育現況的在地籍教育人員及研究

人員。 

  本研究原本預計訪談 9 位在地籍教育人員及研究人員，包括：紅頭部落 2 人，漁人部落 2

人，椰油部落 2 人，朗島部落 3 人，其中一名受訪者由於個人因素拒絕接受訪談，結果共與 8

位在地籍教育人員及研究人員進行訪談，但尚缺乏野銀及東清兩部落在地籍教育人員及研究人

員的資料。 

  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日後其他原住民族發展原住民科學教育推廣之參考依據，但各原住民族

之原住民科學內涵與學習型態不一，故未能完整套用於其他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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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原住民科學智慧與傳承 

一、 何謂原住民科學智慧 

  原住民的科學智慧長久以來透過神話、歌謠等形式經部落耆老、家中長輩由口語傳唱教育

下一代，或部落孩童、青年跟隨家中長輩在生活、工作時獲得的實際經驗，皆為其民族科學的

展示。然由於原住民族之知識、文化缺乏文字紀錄，以致被誤認為原住民缺乏文明素養與科學

知識，實際上原住民的民族科學知識原本便存在其生活之中。 

  Leroy Little Bear(2000)曾說過：「科學曾經而且可以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定義，但有一

點可以肯定的是，『科學』的定義在文化與文化間是相對的。換句話說，科學的意義來自不同

文化／世界觀／範例的定義者。」那麼原住民的民族科學該如何被定義呢？ 

  西方科學經長時間發展，擁有一套發達的歸納、演繹和實驗方法，可以針對其假設情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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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驗加以驗證，並發展出其專屬的數學和機械理論，和專屬的科學語言，這些都是原住民的

民族科學所缺乏的。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指出：原住民的知識系統是由

許多不同元素所組成，這些元素被鑲嵌在一個更大的社會以及人文環境中，因此，若用最狹隘

的方式解讀『科學』二字，將使傳統知識系統被視為『非科學』。 

  若僅認同西方科學為正統科學，而忽視其他民族文化與科學長處，這無疑是自我設限且不

利人類永續發展。僅管過去數百年來，西方科學確實在科學和技術各面向皆有顯著的成就與效

益，卻也由此產生唯我獨尊的心態。西方科學的快速發展，導致數千年來，許多非西方社會所

重視的觀察和瞭解自然能力的價值，及在社會中以約定俗成的形式共同傳承、開發與應用知識

以共享受益就此被打破，也改變了對人文環境的認知、情感和精神各方面的穩定發展。 

  有鑑於西方科學的進步可能同時也為地球及人類社會帶來無法預知、顯著的消極後果，我

們應及時拓展其科學觀念，使西方科學能容納其他系統的知識，使人類未來的科學發展更切合

現今存在於人類創新、社會和自然環境間複雜而相互依存的關係。 

  事實上，西方科學與原住民科學間的合作早已存在，尤其在環境研究、土地利用、地理資

訊系統和水文學等面向。如國外民俗植物學家和 MacArthur 參與 Gary Nabhan 主持的『搜尋原

生種子（Native Seed Search）』研究計畫，在研究過程中便與擁有在地耆老等傳統知識的持有

者作進行研究。國內則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立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與新竹縣尖石鄉泰雅

族與五峰鄉賽夏族合作，探討原住民科學教育，邀請部落耆老共同參與研究計畫。藉由參與式

觀察、訪談等方式歸納原住民的環境知識與哲學智慧，以建構屬於原住民的環境教育教學模式，

強化原住民民族科學中原有的環境教育功能。 

  原住民科學智慧是原住民族經過長時間與生活週遭環境互動所累積的生活智慧，其民族科

學是全觀性、流動、人性化的，重視自然的整體性，以實地觀察、體驗等方式來瞭解自然，且

善於因應自然的諸多變化。不只將自然視為可利用的資源，而是以尊敬的心態欣賞自然從最微

小到最廣大的諸多面向，將之作為代代相承、共有共享，使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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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住民科學智慧的特性 

  根據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的定義，在原住民科學的元素中，可發現

與西方科學共通的傳統框架，如以下原則為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所共同擁有： 

1. 數學是正確理解世界基礎關係、模式與週期的方法。 

2. 自然本質的簡單和美麗，反映了一個動態的、多面向的、不朽而和諧的宇宙。 

3. 對於自然世界的好奇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動機，而仔細觀察是獲取科學知識的重要訓練。 

4. 科學的進步來自想像力和創造力，然而西方科學對其進程的瞭解卻是如此缺乏。 

5. 來自個體的科學知識皆對社會有所貢獻，且需發展適宜的技術，以符合社會需求同時保護

環境。 

  由上文敘述得知，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並非二元對立，而是互有共通性的大原則，甚至

想像力、創造力及實踐力等方面，原住民科學較西方科學更具優勢，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應

是相輔相成。 

  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更提出以下原則，展現原住民科學的延伸性： 

1. 原住民科學以完整性和本體論看待其生活系統，並不試圖還原其生活系統中各細項科學知

識。 

2. 根據原住民的世界觀，人類與自然間存在一種邏輯上的關係，即人類應對自然的所有領域

負責。 

3. 作為自我意識的代理人，人類必需認識到我們的角色和責任，透過參與和重建來協助維持

自然世界的動態平衡。 

4. 人們會自然感受到其對於社區、個人以致「地方」的責任，因為每一個地方的變化皆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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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自然秩序。 

5. 知識的持有者必須是有道德的長者和領袖。 

6. 我們發展的技術不僅是適當和非破壞性的，且反映在保持自然的平衡與更新上有所貢獻。 

7. 人類的行為動機應該超越個人，取而代之的是經由被認可的儀式和典禮體現一個更高層次

的精神世界。 

  而近年來西方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近原住民科學的觀點，如： 

 複雜的適應系統在組織中展現高水準的突出特性。 

 自組織系統引導我們欣賞從微小如細胞至廣大如星球的生命之美。 

 量子力學和相對論已使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的概念產生全然的變化。 

  由此可見，目前已有許多科學家覺察到原住民生活經驗與生活智慧在解決環境問題及適應

環境快速變遷等面向的實用性與重要性，進而開始提倡改變過去西方科學過度分化的教學與學

習型態，應由完整的觀點由生活中重新體驗、學習科學，經由生命經驗的重塑及個人經驗的分

享，將科學知識應用於生活之中，這才是真正有用的科學智慧，也正是原住民族數千年來學習

及傳承其民族科學智慧的方式。 

 

三、 原住民科學智慧的傳承與學習 

(一) 傳承的來源 

  傳承具有由上而下、承先啟後的意義，研究者將之視為原民族長輩、耆老、部落知識持有

者將生活智慧交付晚輩的經驗分享與教育行為，就西方科學而言，則可能發生在長輩對於晚輩、

學校老師對其學生、職場前輩對於後輩等的經驗分享與教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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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人由生活中累積經驗，並將之交付下一代協助種族延續，是人類的本性。無論原住民或

西方社會皆有其經長時間發展出來的知識傳承模式，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經長時間觀察研究，歸納出美國印第安原住民及西方社會的知識傳承模式，經研究

者整理如下表 2-1： 

 

 

  由

上述整 理得知，

無論原

住民科

學或西

方 科學皆

有其長

時間發

展出來

最適合其知識傳承的方式，原住民科學知識常來自生活中與環境互動的經驗，因此其科學知識

具有「個別性」，即使面對同一片山林，不同的人也能說出不同的知識內涵，且除了經由觀察、

體驗獲得知識以外，原住民也將夢視為知識來源，這是西方科學未曾重視的觀點。 

  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間皆存在持有較高階層知識的團體，在原住民社會可能以社團形式

存在，如蘭嶼達悟族的造舟漁團擁有自己的造舟、漁場知識，不與組織以外的人分享。西方科

學的知識在工業革命之前由教會掌控，工業革命之後則由科學家組成的團體、學會所掌握。因

此，可說原住民與西方社會在團體高階層知識的傳承方式上，皆以社團內部成員互相交流為主。

原住民雖無特定的科學家或科學社團，然部落內特定知識的持有者或持有團體，衍然便是部落

整理自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網站，2012 

經由生活體驗獲得知識

經由夢獲得知識

經由追尋個人遠景獲得知識

是否分享個人知識，與否取決於個人及

他/她的夢想。為了整體＂民族(整個社

會)＂的利益，可以委託個人作為知識的

持有者，例如：知識包裏持有者(Bundle

Holders)，但這個責任可以轉移給他

人。

神聖社團

(Sacred

Societies)

這樣的社團往往持有整個社會關係網中

某些特定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是社團

成員彼此共享，個體必須先成為社團的

一員才能取得不公開的知識。這是原住

民文化知識的制衡機制，確保潛在的強

大知識不會被濫用。反之，對於知識持

有者們也有其制衡機制：部落族人都知

道社團成員的身份，且整個部落將持續

觀察，評判他們的誠信。

科學家

(Scientists)

工業革命之後，科學家取代教堂成為主

要知識的持有者。科學家們是充滿好奇

心的尋找者，不停探究現實究竟是什

麼？科學家並不承擔社會如何利用他們

的發現的責任。

民族

(Nation)

整個民族的生活體驗，包括個人和集體

的經驗。這些知識經由傳統口述歷史的

方式傳承和產生。

知識專利／

版權

(Knowledge

Patented/Cop

yrighted)

個體產生的知識受到保護(在有限的時間

內)，為了知識持有者可以獨佔經濟收益

，以此作為鼓勵創新的經濟誘因。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知識傳承 西方社會知識傳承

個體的

(Individual)

教堂

(Church)

在工業革命之前，教堂是主要知識的持

有者。

表 2-1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與西方社會知識傳承模式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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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家，甚至部落科學家在環境科學知識的完整性上，更優於在西方社會過度分化之科學體

系下培養出的科學家。 

  另表2-1中也提到，原住民科學知識常以傳統口述歷史的方式產生其知識，進而傳承知識，

個人經體驗獲得的知識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與他人分享，然整體而言知識是整個民族所共有，並

未發展出如西方社會知識專利／版權的概念。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原住民與環境相處、利用自

然資源獲得的科學知識，目的僅為求個人及民族之存續，不如現代西方社會已演變成以知識為

財富求取個人利益。西方社會採取將知識視為謀求個人利益的方法，以此激發社會創新知識的

動機，目的在促進社會發展，卻未曾考慮到科技快速發展的後果，導致現在人類面臨許多無法

解決的環境問題。反觀原住民對科學知識的發展，尊重個體知識的所有權，雖然對知識的追求

不同於西方社會的利益導向，其民族的發展並未因此受限。由此可見，被西方社會視為傳統、

落伍、不科學的原住民科學，跟西方科學相較之下，可能是更適合地球永續發展的科學智慧。 

  另關於常識及專家知識的傳承，美國印第安原住民與西方社會之異同，經研究者整理如下

表 2-2： 

 

 

 

 

 

 

 

整理自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網站，2012 

相同點 相異點

1.常識公開給一般大眾(整個民族)
1.西方科學中專家知識常用科技和

數學語言呈現。

2.只有專家能取得專家知識，且可

由此發展充足的專業知識。

2.原住民科學的專家知識常以特定

本土語言呈現，例如：

Blackfoot(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一

族／語言)。

3.學習專家知識需要專業術語和專

業訓練。

3.在西方科學中，是否進入專家社

群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決定。

4.在原住民科學中，是否進入專家

社群是同時受到個人選擇及社團邀

請的影響(例如宗教社團)。

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常識及專家知識傳承

表 2-2 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之常識與專家知識傳承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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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2 可看出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在傳承方面的異同，兩者皆有「常識」及「專家知

識」。「常識」是一般大眾所共有，「專家知識」則由少數人持有，且必須跨過一定的門檻才有

資格學習「專家知識」。西方科學的「專家知識」常是以數學語言或科技語言呈現，而原住民

科學則是以原住民的族語呈現，原住民對環境事物的稱呼，皆有其特殊的意義，例如：蘭嶼達

悟族以「Mata no angit」稱呼星星，漢語意指「天空的眼睛」或「宇宙的眼睛」，星座的名字

是達悟族人南北航海在汪洋大海上不會迷航的座標(夏曼．藍波安，2009)。 

  另外相較西方社會偏向個人主義，原住民社會更講求群體和個體的互相尊重，所以西方社

會的科學家端視個人意願決定是否加入學會、社團，將自己的科學知識與他人分享，及貢獻社

會。在原住民社會中，除了尊重個人加入社團的意願外，社團也會考慮欲加入者的智慧表現與

品德表現是否符合期待，再決定是否邀請他加入社團，若個人有意願加入社團並能獲得社團的

邀請，對於原住民而言是榮耀的事。 

 

 

(二) 學習的方式 

  學習代表著知識或技能不足者，向擁有豐富知識或擅長技能的對象尋求教導，藉求助於專

業者來獲得知識與技能，是個體由下而上尋找資源以求進步的行為，如原住民孩童、青年跟隨

家中長輩上山辨認及砍伐所需木材、跟隨長輩出海航行學習觀星及方位辨認等，或是學校裡學

生向同學、老師請益、職場上後輩向前輩請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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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有研究指出原住民中小學學生與平地中小學學生在「智力測驗」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牟中原、汪幼絨，1996)，但在科學學習成就方面，原住民中小學學生與平地學校的學生則有

顯著差異(李建興、簡茂發，1992)。國外學者研究也指出，科學是從西方文化的角度出發，因

此大多數學校教育會對成長於不同文化傳統的學生造成非常現實的困境。因此，原住民學生的

成績表現不如平均值，並非因為其能力及創造力不足，而是因為教育體制，包括知識內涵、傳

遞方式及衡量標準，並非融入他們的文化建構而成，沒有立基於文化背景的科學課程，只會讓

原住民學生對科學更加疏遠(Cajete，1999)。 

  國內學者研究亦指出，原住民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接觸的鄉土知識是長期生活經驗的累積，

主要經過感官直接作用獲得第一手知識，較少藉由系統化、符號化的過程而得(楊宜芬，1997)。

這與西方科學知識傳遞時系統化，藉由符號運作且要求精確描述的方式與過程相差甚大，也導

致原住民學生學習西方科學成效普遍低落。而原住民科學智慧的傳承，又需符應哪些原則？有

哪些可能的管道？ 

  Cajete(2012)研究歸納出美國印第安學生的學習模式包括下列十點： 

1. 當所學的關係到其所熟悉之描述性的關係時，學習效果最佳。 

2. 偏好在較高(廣闊)的環境中學習，彼此間的互動會影響工作情況。 

3. 直接的、關連的、實際的應用操作，是學習原則的最佳途徑。 

4. 偏好結構較鬆散且非正式的學習型態。 

5. 在處理資訊的過程中，表現出總體綜合性（整體）的傾向。意即傾向處理資訊的整體而

非零碎的片段。 

6. 面對問題時表現出創意傾向，且採取實際的解決方法。 

7. 在學習時表現出高度的視覺性、空間性和動態性傾向。 

8. 傾向將語言文字口語化、詩歌化。 

9. 思考模式以圖像為主勝於文字。 

10. 在北美的文化背景下，努力彰顯其個別性。 



 

17 
 

  傳統上，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教導與學習是在非常高度脈絡化的情境下發生的，學習者面

對的課題及對課題的學習與其所處之情境與環境親密的交織在一起(Cajete，2012)。這種直接

的學習形式與西方社會學校的教學與學習方式互相矛盾，因西方社會裡正規的教學與學習大多

是缺乏整體脈絡，且有更偏向此的趨勢。如此將導致自陷於狹隘的結構關點，資訊的產出與移

轉缺乏彈性。相較之下，原住民的學習有其完整的階段性，當孩童或青年被認為準備好時，新

的知識便會被介紹給個人(Cajete，2012)。 

  西方科學與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學習與教導模式的不同，並不代表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缺乏

系統化的學習模式，或缺乏學習方法，對於任何知識體系不同的運作模式我們皆應予以尊重。

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長期觀察研究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學習經驗與傳承

模式，歸納出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科學的學習方法，並列出西方科學的學習方法，兩相比較經研

究者整理如下表 2-3： 

 

 

 

表 2-3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學習方法對照表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科學學習方法 西方社會科學學習方法 

方法 內涵 方法 內涵 

1.觀察

(Observation) 

  原住民科學是透過長時間

觀察與其生活脈絡整體相關的

網狀組織，瞭解其如何保持平

衡與和諧，從中獲取知識。 

1.觀察

(Observation) 

  西方科學中的觀察主要立

基自數學。 

2.生活體驗

(Lived 

  經由個人與集體日常的生

活體驗的累積產生知識。 

2.實驗

(Experimentation) 

  觀察配合實驗，有助我們加

速了解自然的發展過程。這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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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探究自然的好奇心，而產生「讓

我們這樣做，看看會發生什麼

事…假如我們將 A(起始)與 X(結

束)結合…」的想法。 

3.探究         

(相對於研

究)     

Search       

(as opposed 

to research) 

  原住民的觀點是，所有宇

宙的能量波是處於不斷變化的

狀態，隨時轉換、合併、重組、

變形等。也就是說原住民是順

應變遷，從中發現自然規律的

參考點。 

3.研究

(Research) 

  其社會系統是以受過訓練

且具組織性的活動方式發現、理

解並共享科學標誌。 

4.我的所有

關係(All My 

Relations) 

  知識可以來自「個人的所

有關係」──來自與所有自然領

域有意義的連結。知識可能來

自個人的覺醒、遠景或夢想。 

4.技術

(Technology) 

  技術包含了西方科學的設

備與工具及操作方法，提供通往

新知識的大門，成為人與自然間

關係的中介。觀察儀器實在地介

入人的感官和自然現象之間，透

過儀器可以延伸和放大人類感

官的知覺，卻可能造成過度開發

儀器的功能，而非開發人類自我

的感官與覺知能力。使用者將只

知道應用科技，卻不了解其科技

的知識來源及可能造成的後果。 

5.夢      

(Dreams) 

  並非只有清醒的狀態才能

瞭解現實，夢中現實也是整體

現實和生活經驗的一部分。知

識可以來自夢中，也可以來自

5.測量

(Measurement) 

  西方科學主要依賴測量作

為確證新知識的基礎。如果某事

物無法被測量，就不被認為是科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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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時的經驗──兩者皆是被

認可的理由，並在清醒時經過

測試，以確定知識內含之用途

與價值。 

6.願景

(Visions) 

  與夢相對，可以發生在任

何地方，以有目的且受過訓練

的方式探究知識。對遠景的追

求與探索，需要精心和勤奮的

準備，包括一系列儀式祭典。 

  

7.故事、歌謠

和儀式  

(Story, song, 

and 

ceremony) 

  故事、歌謠和儀式表現出

規律的形式，以建構和更新知

識，幫助原住民族面對變遷。 

  

整理自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網站，2012 

 

  由表 2-3 可歸納出原住民科學學習方法與西方科學學習方法的異同，如兩方的科學知識皆

來自「觀察」，但原住民科學注重觀察事物的整體性，強調從世界運作的整體脈絡中獲得科學

知識，而西方科學則是以數學為科學的基礎語言，表達觀察所得的科學知識原理。也就是說，

原住民族對世界的認知，先由理解世界整體的意義，進一步認知各個部分的意義；但對於西方

現代科學或學術主流而言，卻是先個別地對部分進行研究，然後再將所有對個別領域所形成的

研究總合而為對整個世界的認知。簡而言之，原住民族與西方科學間存在兩套全然相反的認知

體系(張培倫，2009)。 

  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皆注重經驗，卻導致不同的發展後果。原住民科學可說是由生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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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所得的經驗產生出來的科學智慧，是累積的。西方科學注重的卻是由經驗帶領實驗的進行，

藉由實驗加速呈現現實中尚未發生的結果，或是用實驗的方式將物質相結合來觀察其後果。不

論原住民科學或西方科學的產生，皆是來自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好奇心，然而西方社會的科學家

對於其實驗後果的後續應用卻不承擔其責任，可能因此導致消極的後果。 

  因西方科學知識多半來自實驗成果，因此極重視研究過程的組織性，強調需經受過訓練的

嚴謹研究，產出的結果才被視為科學，而實驗目的常是為了改變自然的規律，實驗成果也不能

完全應用於現實世界，此為西方科學的侷限性。對原住民而言，自然中的能量是不斷變換，可

能重組、轉換、合併、變形，因此順應自然變化，從中尋找規律才是原住民的科學，原住民科

學來自所有與自然有意義的連結，原住民科學就存在其與自然的互動之中，不是也不需透過研

究獲得。相較西方科學而言，大自然便是原住民的實驗室，原住民從自然所理解的規律便是其

賴以維生的智慧，更符應自然的永續性，這是以往西方科學欠缺的思維。 

  由於西方科學進展快速，使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隨時都有最新的科技產品問世，影響人類

每一天的生活，這也正是原住民科學為西方科學所無視的原因，原住民科學仰賴的是原住民的

感官觀察與體驗，並不來自科技的發明與運用，因此被貼上落後的標籤。科技產品雖能幫助人

類更仔細、清楚的觀察及做研究，同時也弱化了人類原本擁有的感官能力，這對人類的永續發

展究竟是益處或害處？ 

  另外，西方科學主要依賴測量作為確證新知識的基礎，認為無法被測量的就不是科學，因

此也侷限了西方科學的世界觀。相較之下，原住民科學除注重實際生活體驗外，也注重由夢中

獲得的知識，認為不論清醒或在夢中，都可能產生有意義的科學知識，可以說原住民雖無文字

紀錄及科學公式，卻由經驗中發現了潛意識與日常生活的連結，且視之為重要的知識來源。此

外，原住民還注重對自我願景的追求，認為可以透過個人精心的準備、勤勉努力、費盡心思追

求願景，及通過部落儀式祭典的過程中獲得知識，一如現今強調「從做中學」、「生活即知識」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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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只以口語方式，透過說故事、吟唱、舉行祭儀等方式產生及傳承，

也就在這看似簡單的過程中，將其所擁有的知識內化成日常生活的行動，原住民的科學不是用

公式表現，而是用他們的生活表現。因為不依賴公式，反而使原住民在面對環境變遷時能更靈

活、有創意的做出實際的反應，而每一次的變遷與因應變遷而生的知識，便會化為一個個故事、

一首首歌謠，代代傳承給子孫。 

  蘭嶼達悟族的學習型態與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學習模式類似，如戴惠麗(2007)在其研究中

指出，蘭嶼達悟族主要獲取知識的管道，是透過生活中長期的、共同勞動的生產參與才獲得，

即由做中學。部落中的知識擁有者並不會刻意教導知識與技能，而是後輩藉由觀察長輩的言行

舉止，或透過自主發問以獲得生存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如父親藉由造舟過程教導男孩辨識植物、

家族林場領域、操縱船隻、潮汐風浪的知識。母親則藉由水田相關工作教導女孩水田相關知識，

如辨別好草壞草、如何選擇好草來保護水田的田梗、至潮間帶撿拾食用海鮮的知識。 

 

  此外夏曼．藍波安(2003)、劉欣怡(2004)研究認為蘭嶼達悟族生活中的「說故事」、「吟唱」

也是傳遞知識的一種形式。與 Cajete(2012)研究指出美國印第安原住民以體驗式學習（從做和

看中學習）、講故事（透過聆聽和想像力學習）、儀式（透過親身參與來學習）、冥想（透過集

中注意力來學習）、輔導（學徒制學習）和藝術創作（透過具創造性的綜合方法來學習）等方

式學習。 

  由此可見，各原住民族在民族科學智慧的傳承方式上具有高度的共通性，皆注重身體力行，

強調由做中學習傳統的科學智慧；善於運用較鬆散、非正式的環境及形式，如講故事、吟唱、

體驗、輔導等方式來學習。原住民學生的圖像思考及口語表達的能力較文字思考及文字表達更

為優異，善用整體觀點處理訊息，遇到問題能以創意、實際的方法解決。 

  因此，在進行原住民科學智慧的傳承時，應將原住民學生的學習特性納入考慮，為其編擬

適切的課程方案，取代西方社會傳統的教學及學習模式，才能使原住民的科學智慧有效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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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住民科學／民族科學」教育相關案例 

(一)、夏威夷的遠航傳統(Hawaiian Voyaging Traditions) 

1. 地理環境 

  由夏威夷群島所組成，位於北太平洋，總面積 16,633 平方公里，根據官方統計共有 137

個島嶼，多屬火山噴發形成之火山島，及珊瑚礁堆積形成之珊瑚礁島，目前僅夏威夷島有火山

活動，其中僅 7 個島嶼有人居住。目前隸屬於美國的一州，歐胡島上的檀香山是其最大城市。 

2. 歷史 

  來自馬克薩斯群島的波里尼西亞人於約 1500 年前登陸夏威夷大島；500 年後，來自大溪

地的定居者到達這裡。1778 年歐洲航海家庫克登陸夏威夷群島，其間曾經歷英國、法國、美

國推翻其原有的政治體系，進而佔領其土地，在島上宣稱擁有其主權。1898 年美國將其合併，

1959 年夏威夷成為美國的一州。 

  傳統上居民以農、漁業維生，依賴出口自然資源獲利，受限距離遙遠及運費高昂，出口並

非其主要經濟來源。因交通革新影響，加上夏威夷群島上的自然風光、獨特的火山地形、悠閒

的海島風情等特色，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數百萬遊客到此觀光，旅遊業為目前主要產業。 

3. 原住民科學的發展現況 

(1) 緣起 

  夏威夷島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與蘭嶼達悟族相似，兩個民族皆生活在島嶼上，海洋在他們的

精神與物質文化皆扮演重要角色，兩個民族也各自發出展一套適應海洋環境的科學知識。 

http://www.gohawaii.com/tw/big-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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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威夷原住民長期以來被西方政權統治，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使其面臨與自己傳統文化疏

離，導致文化逐漸失傳及自我認同的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由原住民自己發起保存遠航傳統

的文化、知識，並傳承給下一代的活動。透過文化回溯等方式，找出自己民族專屬的學習主題

與教育元素，以遠航傳統文化為精神設計課程，希望將其遠航傳統的精神與知識永遠傳承下去，

並分享給更多人。研究者相信，這會是現今正面臨文化流失及自我認同危機的蘭嶼達悟族可以

參考的良好案例。 

 

(2) 發展現況 

  藉由前人的成功經驗，夏威夷原住民認為一個好的好老師是非常重要的，並將下列數點視

為傳承遠航傳統教育之關鍵要素(玻里尼西亞航海協會，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PVS)： 

A. 願景與價值觀 (Vision and Values)： 

  在航海員計劃一趟遠航之前，他必須清楚自己遠航的目的與原因。他的願景將為他指引方

向，他的價值觀會告訴他為何而去。在 1990 年代，由玻里尼西亞航海協會(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PVS)領導制定了一個願景──Malama Hawai‘i，並將其核心價值具體化。也就是將傳

統夏威夷原住民數世紀以來永續生存的傳統世界觀具體化，作為所有夏威夷原住民工作與努力

的原因。 

B. 探索與挑戰 (Exploration and Challenge)： 

  玻里尼西亞航海協會(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PVS)的方案隨著難度增加，每一次都

是嚴峻的挑戰，透過探索和挑戰獲得的知識會加入原有知識中。藉由分解的步驟，逐步實現巨

大而顯著的夢想與挑戰。 

C. 觀察與體驗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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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閱讀和學習我們教導下一代做準備與決定方向，但透過觀察和體驗才能精熟最重要的

部分。航海員必須離開教室和天文館，到夜空中實際學習不同情境、不同季節的變換，以精熟

其航海技術。領航員和全體船員必須花時間與海洋相處，學習如何航行。 

D. 應用與實踐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比起被要求背誦很少或難以應用的知識，藉由實習和應用完成對我們有意義的方案或目標，

最能有效地學習知識。透過應用獲得知識，經由練習精熟技術，以此解決工作時面臨的問題，

以完成計畫或達成目標。 

E. 成果 (Outcomes)： 

  真正有意義的成果能激發學習動機。對領航員和航海員而言，登陸目的地和返航帶來歡樂

與慶典，是成功的標記。 

F. 文化 (Culture)： 

  對祖先文化的自豪是獲取和掌握知識的強大動力。雖然領航員和全體船員的知識訓練中也

包含西方的知識，玻里尼西亞航海協會(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PVS)的任務是回復和延

續原住民知識與智慧，透過實踐將之應用於現代世界中。 

G. 家、地方、社區 (Home – Place and Community)： 

  對學習者而言，與生活產生直接連結的地方和社區，他們的家園，他們的祖先、家庭、地

理知識和根源所在，是他們能應用所學知識最相關、有意義和顯著的環境。關鍵問題在於「這

些努力如何有利於社區？如何使島嶼的土地、海洋、人與文化能夠健康、幸福和有生命力？」 

H. 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 

  玻里尼西亞航海協會(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PVS)強調領航和遠航訓練的細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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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注重學生的終身學習，例如：接近、分析和評估訊息；運用想像力和創造力以批判思考和解

決問題；團隊合作，清楚溝通，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良好相處；靈活性和適應性。 

  每項技能的準備都有助於航海員在變動的世界中成功遠航。他們能在眾多情境變化中學以

致用，而不僅只是記住一組特定的，與他／她的生活無關且過時的知識。 

  同時，玻里尼西亞航海協會(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PVS)為了使其教育方案更加完

善，在 1995 年明訂了十項學習主題，經研究者整理如下： 

A. 願景 (vision)：由於我們的島嶼在 21 世紀面臨巨大的變化，我們必須形成一個共同願景，

關於我們希望的未來以及如何實現。 

B. 我們神聖的地球 (Our Sacred Earth)：在人類需求與自然間取得平衡是夏威夷人的最大成就

之一，而在現代化社會重建此平衡將是我們最大的挑戰之一。 

C. 探索 (Exploration)：要解決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困難問題，必需經由探索和向周遭世界學

習。 

D. 我們的歷史與襲產，我們的傳統與文化 (Our History & Heritage, Our Traditions & Culture)：

珍貴的襲產定義我們的身份，我們的來源和我們的自尊與驕傲。 

E. 我們的太平洋’Ohana (Our Pacific ‘Ohana)：人類最主要的需求之一是感受到與他人的親密關

係，及和他人建立彼此關愛的關係。 

F. Ou Kupuna and ‘Opio：我們以尊敬和尊嚴的態度對待長輩，重視幼兒照顧和教育。 

G. 家庭 (family)：健康的社區來自健康的家庭。 

H. 教育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教育是使價值觀和文化永垂不朽，幫助我們

面對未來挑戰的關鍵。 



 

26 
 

I. 先民的健全與教育 (The Health & Education of Our First People)：夏威夷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

是夏威夷未來健全發展的必備條件。 

J. 我們的多元民族社區 (Our Special Multiethnic Community)：夏威夷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3)方案實例 

  玻里尼西亞航海協會(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PVS)根據其傳統知識傳承的原則及教

育主題，以航海為背景，設計許多涵概原住民各方面知識的課程方案與活動。以玻里尼西亞航

海協會(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PVS)最新的課程方案「2012 全州航行及 2013-2017 全球

之旅」為例，其課程包括三份教案，分別是科學與數學、跨學科、團隊合作。 

  在＂數學與科學＂教案中，依受教者的年齡及教案內容，發展出以下幾份教案： 

A. 夏威夷原生植物 (Native Hawaiian Plants) 

  適合 9-12 年級，共十節關於夏威夷原生植物的課程。內容包括親手繁殖、盆栽和照顧原

生植物，並栽培一個夏威夷原生植物園。 

B. 珊瑚礁生態 (Coral Reef Ecology) 

  適合 4-8 年級，共 60 分鐘。將自己當作海洋生物學家探索水下世界，評估夏威夷珊瑚礁

的健康狀況。比較西北方和主要夏威夷島珊瑚礁生態系統的異同，學生將運用科學方法來辨別

珊瑚礁面臨的威脅，判斷威脅的來源、原因，及如何對珊瑚礁造成威脅。處理實體標本，並在

顯微鏡下近距離觀察珊瑚礁標本。 

C. 保育工作真的有用嗎？ (Does Conservation Work?) 

  適合 9-12 年級，課程時間為 2 週。透過課程使學生熟悉科學過程，及其與環境管理和保

育等現代行動的關係。 

http://pvs.kcc.hawaii.edu/hoonaauao/wwv_curriculum/PULVER_lesson_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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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民族數學計算法暑期營 (Ethnomathematics Calculus Summer Institute) 

  適合有相關基礎的大學生、高中數學教師、大學數學教職員。課程時間約 2 週，每天上午，

包含週末。課程內容包括理論與實務操作，將與遠航協會合作，以原住民知識為主題進行研究、

課程設計與教學計劃。 

E. 世界的永續性 (Sust‘ĀINAbility Around the World) 

  適合中學生及五專生。該課程計劃藉由建立全球關連，使世界重視永續發展的諸多面向。

這是為非正規教育設計的課程，但也可以在教室中實行，尤其是在夏威夷。這門課程可以運用

在來自全世界的利益關係人身上，這些利益關係人可以是來自不同種族、社區、教育水平和背

景，程度在中學以上的對象。課程目的在幫助參與者了解永續性對發展與培養全球關係的重

要。 

 

(二)、紐西蘭毛利學校(Kaupapa Māori) 

1. 地理環境 

  位太平洋西南部，澳洲東南方，是個島嶼國家。包含北島及南島兩個主要島嶼及周圍小島，

兩大島以科克海峽為界，總面積 268,680 平方公里。首都威靈頓位於北島南端，臨科克海峽。 

  地形以山地為主，約佔總面積 1/2，其餘以平原及丘陵為主。南島有紐西蘭最高峰，以冰

河地形為主體；北島則以火山地形為主體。因地形景觀資源豐富，素有「活的地形教室」之稱。

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資源，觀光旅遊業發達。 

2. 歷史 

  波里尼西亞移民約在西元 500 年至 1300 年間抵達，成為紐西蘭的原住民毛利人。荷屬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9%87%8C%E5%B0%BC%E8%A5%BF%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50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30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5%88%A9%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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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司船隊於 1642 年抵達紐西蘭，歐洲首度知道紐西蘭。1769 年英國探險家庫克繪製紐西

蘭地圖，使歐洲捕鯨船擴增在此海域的活動，西方勢力大舉進入。1840 年《懷唐基條約》簽

定後，紐西蘭成為英國殖民地。由於對條約名稱及內容的認定不同，毛利人與英國人陸續發生

內戰，後由英國人獲得勝利。隨著時間發展，紐西蘭逐漸關注國內少數民族的權利，使其有機

會為自己發聲，毛利人的傳統文化及科學知識在人文與科學等諸多面向皆受到重視，也成為今

日世界各國研究及發展其原住民傳統知識與文化的學習典範。 

3. 原住民科學的發展現況 

(1) 緣起 

  《懷唐基條約》簽定後數十年，毛利族受制於當時殖民政權所採行的同化與整合計畫，毛

利族各部落領導人相當憂心與英國殖民者過為頻繁的接觸及其過多的墾殖開發，對於其部族文

化、經濟與政治存續與發展的影響。直至當代由毛利人提出「毛利本位發展理論(Kaupapa 

Maori)」，重新確認毛利文化作為其民族主體發展內涵之權利，並重行制訂一項毛利發展策略。 

  Richard Benton(1997)的研究指出毛利語言正快速流失，促使其傳統知識、文化逐漸失傳，

引起毛利社群的高度關切，因此促成Kura Kaupapa Maori學校於1971年正式建立。Kura Kaupapa 

Maori是一個完全以毛利語言為主體進行教育的學校機構，其教育方針及內容，旨在藉由毛利

傳統世界觀的延續與傳承，體現毛利傳統文化價值，據以達成毛利語言、傳統知識與文化的復

振(蔡志偉，2010)。 

(2) 發展現況 

  Graham Hingangaroa Smith 於 1990 年界定出「毛利本位發展理論」的六項教育與研究原則

／元素，此六項原則經後續許多學者的研究與發展，形成「毛利本位發展理論」的關鍵原則／

元素。後再經學者進行相關研究與發展，擴展成八項原則／元素，研究者參考蔡志偉(2010)翻

譯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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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決權原則 (Tino Rangatiratanga –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這關係到主權、自治權、控制權、自決權和獨立。Tino Rangatiratanga 的概念堅持並強化

了倡議「毛利本位發展理論」之目的，允許毛利人掌控自己的文化、理想和命運。 

B. 文化取向原則 (Taonga Tuku Iho – The Principle of Cultural Aspiration)： 

  此原則彰顯了 Te Reo Maori、Tīkanga 和 Mātauranga Māori 的中心地位與正統性。在「毛

利本位發展理論」典範中，上述用以認識、實踐和理解世界的方法，在毛利族的認知中是有效

的。同時毛利族也認可包括精神、文化意識及其他方面的價值與相關性。 

C. 原生文化教育優先原則 (Ako Māori – The Principle of Culturally Preferred Pedagogy)： 

  此原則承認毛利有其獨特而固有的教學與學習實踐，並鼓勵其應用於教育系統。 

D. 社會經濟調適原則 (Kia piki ake i ngā raruraru o te kainga – The Principle of Socio-Economic 

Mediation)： 

  此原則主張應調解和幫助毛利社群，以減輕其面對的負面壓力和不利經驗，同時肯定「毛

利本位發展理論」研究對毛利社群帶來的正面效益。毛利自主發展的調停系統，較能成功解決

其面臨的社會─經濟弱勢問題。 

E. 大家庭結構原則 (Whānau – The Principle of Extended Family Structure)： 

  Whānau 原則是「毛利本位發展理論」的核心，它強調毛利人與人之間及與周圍世界的關

係。Whānau 及 whakawhanaungatanga 的過程是毛利人社會與文化的關鍵要素，這個原則提醒

研究者對於自然的責任與義務，並應照顧好與其他研者人員、與研究對象、及與研究等各面向

之間關係。 

F. 集體哲學 (Kaupapa -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v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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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upapa 是指毛利社群的共同願景、理想和目標。相關的研究主題和調解系統對 Kaupapa

有助益和重要貢獻。 

G. 唐懷基條約原則 (Te Tiriti o Waitangi – The Principle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 

  Pihama(2001)將此原則加入「毛利本位發展理論」，指出唐懷基條約對毛利族與紐西蘭官

方之間的關係有決定性影響。它肯定了毛利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及毛利族身為公民的權利。於此

基礎上，毛利族得以批判分析其關係、挑戰現狀和堅持毛利主權。 

H. 強化互重關係原則 (Ata – The Principle of Growing Respectful Relationships)： 

  Ata 是 Pohatu 於 2005 年提出，主要作為社會服務領域的轉型取徑。特別指關係的打造與

培養，作為協助毛利族建立關係與福祉的指南。達成此原則的方法重要性由研究者整理如下： 

 Ata 注重關係、協商的界限，以相應的行為努力創造和保持安全空間。 

 Ata 友善的提醒人們如何與他人、團體及環境建立良好關係。 

 Ata 強化人們在下列各方面的觀念： 

a. 運用時間與地方調和空間品質。 

b. 要求參與者全力以赴。 

c. 傳達受人尊敬的概念。 

d. 傳達對等互惠的概念。 

e. 傳達先反求諸己，再進行批判性分析。 

f. 傳達對紀律的要求。 

g. 確保轉換的過程是關係中不可或缺的部份。 

 Ata 結合了規劃的概念。 

 Ata 結合了運籌帷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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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案實例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如果滅絕，文化將隨之消失，毛利族人及紐西蘭政府也體驗到語

言復甦的重要，因此致力推動毛利語復甦的計畫。1987 年紐西蘭政府通過「毛利語言法」，將

毛利語納入紐西蘭官方語言，並成立毛利語言委員會，專責處理與監督紐西蘭毛利語的各項政

策，兼辦毛利語言的翻譯、文字、推廣及教學課程等相關業務。 

  毛利族人及紐西蘭政府長期致力於將毛利的語言及文化帶入紐西蘭的公領域。語言巢（Te 

Kohanga Reo）的設立便是其推行成果。 

  Te Kohanga Reo(語言巢)是毛利族人特別針對出生到 6 歲進小學期階段的幼兒設計一個

全毛利環境的學習場所，其重點在於利用毛利族傳統的家族關係及集會堂(Marae)文化，讓會

講毛利語的爺爺、奶奶來教導孫子、孫女講毛利語。上課時間在非假日的上午 9 點到下午 3

點，由部落中會講毛利語老人自願到集會堂當志工、褓母，全日以毛利語與幼兒相處，讓幼

兒沉浸在完全毛利語的環境下生活。其設立目的如下(張學謙，2002)﹕ 

 

(a) 透過完全浸淫其中，孩童得以學習毛利語言、文化和精神層面。 

(b) 語言巢家族的所有成員將促進並支持語言和文化的學習。 

(c) 在家族的環境下，語言巢的成員將學習各式各樣能支持其理念的技能。 

(d) 透過家族的發展促進語言巢的行政和運作的團體責任感。 

(e) 所有參與者能有被接納和歸屬的感覺。 

(f) 學習的內容、情境和控制都是毛利人自主。 

  根據吉娃詩．叭萬(2006)整理諸多學者及自己的研究成果，發現語言巢為學齡前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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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成功營造了毛利族每日的生活情境，對族語以及族群傳統文化教學的進行有很大的助益。

其主要課程內容包括： 

(a) 每天的早上、午餐與回家前的祈禱。 

(b) 早上第一個活動是讓幼童站著誦詠傳統的名字(獨木舟、山、海、河、部落、祖先)以及

打招呼，藉此讓幼童發現與連結他們跟其他人、他們跟祖先、以及他們與周圍環境的關

係。 

(c) 毛利傳統歌謠、舞蹈、傳說、圖騰認識、繪畫、認識紐西蘭地圖…等。 

(d) 許多傳統活動，如：mihimihi(歡迎或致敬)、karakia(祈禱)、himene(讚美詩或聖歌)、

waiata(唱歌)、poi and haka(跳舞)、文化活動及玩遊戲、衛生保健、餐桌禮儀、對客人的

熱情款待，與集會所的禮節等。透過毛利語的學習，使幼童能內化傳統知識、概念與世

界觀，讓幼童能與其精神世界、族人、土地與環境溝通與交流。 

(e) 有些毛利的價值觀會特別被示範，且在幼童有相關經驗後被討論，取代正式的傳授過

程。 

  語言巢在教育的方式上有較大的彈性，更能配合在地的發展，同時顧及家長們的需求

與對孩子們的期望。在語言巢裡接受毛利文化教育的毛利孩童，其學習方式與一般學前托

兒所或幼稚園並無太大差異，甚至更活潑、更多元，也更適合毛利族的學習特性。其教學

活動包括(整理自吉娃詩．叭萬，2006)： 

(a) 每個語言巢可依其幼童與家人的需要與期望去發展課程，課程內容包括一般幫助學前發

展的活動，如：畫圖、黏土、讀故事書、剪貼、堆積木、戶外活動等。 

(b) 結合毛利人喜愛的教學法，包括看、聽、模仿／示範、說故事；以及教學相長、合作學

習、同儕學習等的教學／學習法。 

(c) 語言巢課程的內容也會以主題式教學來呈現。 

(d) 有文字的英文書籍、毛利與雙語書籍、詩集、毛利報紙、客座講員、繪本、天然素材(例

如麻、水與木頭)都是語言巢主要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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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族的部落屬大家族制度，部落族人彼此間多半具有血緣關係，每個部落的集會堂，

是該部落的象徵，也是部落中重要活動如婚喪喜慶典禮等的舉行場所，在集會堂內必須使用

毛利語，祖先才聽得懂，才會庇佑他。利用毛利族的傳統，將幼兒送入集會堂與部族耆老共

聚，有許多優點，包括(整理自黃麗容，1999；吉娃詩．叭萬，2006；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 

(a) 同家族長輩會盡力照顧家族子孫，使家長可以放心工作，無需額外擔心子女的照顧問題，

同時負擔較少的托育費用。 

(b) 復甦毛利語。幼童可以最自然的方式學習毛利生活用語，體驗毛利家庭關係及毛利的生

活習俗與價值觀等的毛利文化，這種自然內化的過程，將有助於毛利族傳統智慧的保存

與傳承。 

(c) 語言巢的幼童常能成功地發展其雙語能力，並有較好的就業願景。對自己的族語及文化

持有正面態度，有助於種族認同，提升幼童的自尊與自信。對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童效果

佳；學科表現比較好；學習他科無負面影響。 

(d) 對學童的認知有好處，包括加強概念的形成及多元思考，提升抽象性思考能力，認知變

通能力強，對語言及非語言的線索敏感，對雙語言的運作較敏感。 

(e) 毛利家長被要求要在家幫助幼童學習毛利語，及協助語言巢的運作，由此形成了隱形的

社區聯絡網，促進社區互動與發展。語言巢亦提供家長發展國家課程大網的機會，去發

展國家課程大綱，讓他們有權利決定自己孩子的教育，更促使家長更積極參與、學習及

復振毛利語。 

(f) 提供部族內精通毛利語及文化的老人工作機會，只要經過短期的師資教育訓練，即可擔

任負責照顧幼兒的褓母。部族內的老人家可以藉由工作獲得成就感，也能增加與子孫相

處的機會，享受天倫之樂。 

(g) 促進族群彼此理解，增進種族和諧。 

  語言巢發展的速度很快，1982 年剛設立時只有 4 家，至 1991 年已有 704 家，目仍維持

大約 700 家，一年約可提供 1 萬 3 千名幼兒完全毛利語的教育，所需經費由政府從幼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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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中提撥贊助(張學謙，2002；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除了學齡前幼童的教育外，毛

利族及紐西蘭政府也努力發展學齡兒童的銜接教育，如設立以毛利語授課，完全按照傳統毛

利習俗作息的毛利語完全小學（Kura Kaupapa Maori）；並規定一般英語為主流的中、小學亦

需開授毛利語言及文化的必修課程；要求不管毛利族或非毛利族的學生都必須修讀，以確保

全紐西蘭的人民都對毛利語言及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了解。有些校園中還會特別設計象

徵毛利文化的集會堂建築(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 

  在八所國立大學中，六所主要大學都設有毛利部門，專門負責與毛利語言及文化相關的

課程，與學務及研究部門並列為學校三大部門；可見一般大學重視毛利教育的程度。另外，

全國還有三所由毛利人創辦的毛利大學：Te Whare Wananga o Awanuiarangi、Te  Wananga o 

Raukawa 及 Te  Wananga o Aotearoa，專為推廣及發揚毛利文化而設。包括校園環境、開授課

程以校內的行為與活動，均遵照傳統的毛利文化與習俗而為，例如：每天上下課都要以毛利

文來禱告等。此外，紐西蘭政府更與大學合作致力於毛利師資的培訓，提供獎學金給各階層

學校教師至大學進行毛利語言及文化的在職進修；部分大學也設有師資培訓課程及學士後教

師學分班(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 

  毛利語言巢、毛利語完全小學、毛英雙語教育、及各階段的輔導與補助，雖然直到今日，

英語仍是紐西蘭的主流官方語言，而毛利語言巢也面臨了發展過快，部落無法提供適當支持、

家庭無法提供足夠支援、進入小學後銜接困難、缺乏毛利族語專家協助等問題，然其在毛利

族語言與文化的傳承上，仍發揮了無可取代的功能。紐西蘭毛利族語言巢的理念與方法，可

作為臺灣政府及臺灣各原住民族未來在保存及發展其語言、文化及原住民傳統智慧各方面的

參考，以及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時重要的依據。 

 

 

第二節 臺灣原住民科學教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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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的原住民族 

  臺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一支，包含原住民各族及與漢文化互相涵化

的平埔諸族。不到臺灣總人口數百分之二的南島語族，居住活動地分佈達一萬六千餘平方公里，

占全臺灣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目前，經臺灣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

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以及撒奇萊雅

族及賽德克等 14 族，各族群擁有自己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和社會結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

會網站，2012)。在臺灣變異性極大的自然環境中，原住民因應不同的生態環境發展出不同型

態的採集、狩獵、漁撈及農耕等維生方式；同時，也衍生出不同的聚落型態及建築方式。由此

可見，其文化反映著族群與自然環境間的對話關係，在臺灣這個生態豐富多樣的海島上，也孕

育出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多樣性及豐富內涵。本研究所指稱的原住民係泛指居住在蘭嶼島上之達

悟族。 

  早在十七世紀荷、西伺略臺灣，經歷明鄭、清朝移民和日本的占領統治，隨時代更替，原

住民所受的教育也一再更迭，其統治皆著眼於「母國」的利益，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教育從不曾

存在過。 

  日治時前之前，清朝政府將原住民定位為「化外之民」不予管轄，此時的原住民依循著祖

先傳承下來的教養方式，孩童的訓練和族群自然的生活方式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高幼蘭，

2002)。日本統治臺灣初期，陸續設置了國語(日語)學校和傳習所，以實施日語訓練，不久改為

六年制的小學校(收日童)、公學校(收臺童)和蕃童教育所(收原住民)。此時的教育開始改變原住

民長久以來的傳承方式，藉由在部落實施蕃童教育使原住民孩童暫時離開父母身邊，使之學習

更「文明」的「知識」，造成原住民孩童與傳統生活開始產生距離。在接受完六年教育後，多

數原住民孩童仍回到父母身邊學習傳統的知識與技能，但原本的學習模式與學習階段已被改變；

原住民孩童可能到了青少年的年紀，才開始學習原本早就應該具備的知識與技能，此現象也造

成傳統知識與技能傳遞的延後，個體知識與技能更晚成熟與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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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 1945 年，戰後的臺灣，在政策影響下積極推行國語，力除日治時期「日本化」殖民

教育之影響。此時教育不斷強調民族精神教育，然而此謂民族精神是中國主義、漢族中心、性

別偏見與傳統價值觀導向的教育和黨化教育，當時的教育政策中，沒有任何以臺灣原住民為主

體之處(薛曉華，1996)。對原住民而言，國民政府來臺後推行許多山地政策與教育政策，以改

善原住民原初的生活方式為出發點，進行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同化，卻更深入的改變了原住民的

傳統生活模式，使傳統知識與技能的傳承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國民政府來臺後推動許多山地政策，試圖將山地文化與經濟整合融入臺灣的社會經濟之中，

透過經濟往來、商品交易、觀光發展等不同途徑，使資本主義的生活習慣、消費模式與價值觀

逐漸滲入原住民部落，改變其原來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在金錢交易為主的市場機制下，使原

住民意識到自己在金錢與物質生活上的匱乏，為了達成社會普遍提倡、嚮往的生活模式，使原

住民必需離鄉背景進入都市，以勞力換取低廉的薪資(紀駿傑，2005)。部落青壯年人口的外移，

傳統智慧與技術後繼無人，加速了傳統文化的流失；部分原住民父母更認為與其將傳統文化及

語言教給子女，不如加強他們在學校科目上的學習，對孩子的未來較有幫助，因此在傳統文化

的傳承上採取消極態度，也使傳統文化的傳承更加困難。 

  由於歷史的發展、政策的影響、經濟的因素、教育的政策等諸多因素，導致原住民傳統智

慧與技能的流失，以及在傳承與學習上的困難，即使現今社會上逐漸瞭解何謂多元文化，並給

予不同族群更多的支持與尊重，離完全的互相尊重仍有很長一段距離要走。在社會脈絡的發展

下，原住民相關議題的探討已成今日顯學，希望藉由本研究能對原住民教育的發展有所助益。

而如何在進行相關探討與研究的同時，以學習者而非指導者的態度面對本研究，是研究者需隨

時自我調整與自我警惕的。 

 

二、臺灣原住民科學教育 

 (一) 多元文化的科學教育 



 

37 
 

  近十年來，「多元文化」漸成臺灣社會教育論述的主流，李瑛(1998)指出原住民教育政策

方向從單一強勢的文化觀點，轉變為開始學習尊重原住民文化，並嘗試提出尊重原住民文化主

體的多元文化政策。牟中原、汪幼絨(1997)在《原住民教育》書中提到多元文化時指出：「如

何因應大社會之變遷，善用高比例的族群文化認同…從而提高各學科(含智育)之學習成就等，

將是落實原住民教育改革的重要議題。」因此，現今的教育活動應呈現整體的原住民族文化內

涵，而不是表面、片面的文化，欠缺文化的層次與內涵(陳枝烈，1997)。 

  科學的學習是從人類的生活經驗開始，科學本身是一種形容人類經驗、創造人類經驗與了

解人類經驗的方法(傅麗玉，2003a)。科學方法則是一種人類解決問題的經驗(Lindsay，1963；

傅麗玉，2003a)。學生需要教師的教學與教材的引導，從生活經驗逐步跨越科學領域與日常生

活經驗間的鴻溝，才能進入科學領域，獲得有意義的學習(傅麗玉，1999)。而原住民學生在校

內學習時，往往面臨語言及文化上的雙重限制，使原住民學生在學習時需跨越第一道藩籬至主

流文化，再跨越第二道藩籬至西方主流文化，以學習西方現代科學(吳百興，2008)。事實上，

造成原住民學生學習成就低落的原因並非先天限制，而是其生活經驗與書本之科學敘述間的文

化斷層，致使原住民學生的學習成就低落(傅麗玉，1999)。原住民的世界觀與一般學校的科學

教科書所隱含的世界觀之間的衝突，導致原住民科學學習的困難(傅麗玉，1999)。 

  事實上，原住民的科學是表現在其日常生活之中(陳枝烈，2009)。原住民科學的存在是即

便身處其中，亦有可能無法輕易察覺的，因為原住民科學是從原住民族群在與自然環境的互動

中，所發展出的一套知識系統，而這個知識系統往往來自於其生活或生存的方式(Aikenhead & 

Ogawa，1997)。傅麗玉(1999)參照其他國家原住民科學教育研究與實施的經驗，發現學生的文

化生活經驗將影響其科學觀念的發展，並會因生活經驗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科學學習能力與特

性，因此應尊重並以原住民族群之資源與生活經驗，發展科學課程與教材，並整合原住民族群

社區力量，培育多元文化科學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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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長期以來與大自然互動的智慧結晶，與當前的科學知識是相通的，雖然無法完全

以西方科學的系統或方法了解及應用之，但在推行多元文化的科學教育時，應先掌握原住民文

化中的科學智慧，讓原住民學生獲得真正公平的學習機會投入學習，也讓非原住民學生獲得多

元寬廣的科學視野。 

(二) 原住民科學教育的相關研究 

  於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的碩博士論文資料網使用「原住民」、「科學」為關鍵字查詢，自

1999 年開始有相關碩博士論文產生，共查詢到 15 筆資料，由研究者整理歸類如下： 

1. 以原住民科學為出發點或教學素材，進行課程發展、教學設計與教學活動成效探討等之

相關研究共 11 篇： 

(1) 謝易成(2005)結合西方科學與原住民族知識的論點，將布農族的知識納入既有的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中，以了解布農族學生的學習過程及國小布農族學生的音樂世界

觀。 

(2) 潘于君(2006)以排灣族文化經驗為基礎，連結科學概念，研發適用幼兒園和低年級原

住民兒童的「力與運動科學圖畫書教學模組」，以評量原住民兒童科學概念發展，引

導其建構與發展力與運動概念。 

(3) 曾亮榮(2006)根據地方特性發展地方本位課程，探究在地文化對課程實施及學童科學

學習之影響，發現戶外實物接觸有助學童之科學學習，從教學互動中更顯現原住民學

童文化流失之問題。 

(4) 陳佳君(2007)探討教師如何針對原住民幼兒進行「科學領域」的教學，同時也瞭解原

住民幼兒在學習科學活動歷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與問題，以及原住民幼兒對學習科學

活動的知覺及感受。 

(5) 李泳泰(2007)探討實作教學對原住民國中三年級學生科學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影

響，發現實作教學可提升原住民學生的科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建議教師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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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政策及師資的培育上，都應針對原住民學生的科學學習特色，採用融入原住民

文化的實作教學。 

(6) 侯麗華(2008)以原住民文化發展教學模組，從中評估學生的科學學習成效，發現原住

民學生對其原生文化有更強烈的動機且學習更具成效，並能增進對文化的理解，藉由

長者的豐富傳統智慧和教師教學的解說技巧結合更能提昇教學效果。 

(7) 吳百興(2008)以原住民傳統藤編為教學主題設計活動，發現經由課程增進原住民學生

的族群認同及自我認同，同時提升原住民學生對科學與自然課程的態度，且有效釐清

學生的科學概念及提升其科學能力。 

(8) 江沅真(2008)以排灣族文化經驗為基礎，連結科學概念，研發適用幼兒園和低年級原

住民兒童的「聲光熱科學圖畫書教學模組」，評量原住民兒童的科學概念發展，引導

其建構相關概念。 

(9) 王鴻哲(2009)對原住民學童實施「數理科學營創意教學方案」，發現以原住民文化及

生活經驗設計課程，能引發原住民學童的學習動機，且設計實驗活動及動態活動能增

加學童具體操作的經驗，並加強其數理科學概念的理解。運用多元的教學活動，能維

持學童的學習動機，使其樂於學習。 

(10) 宋靜怡(2010)透過原住民族文化融入幼兒科學課程之設計與準實驗教學，瞭解此

課程對幼兒自我文化與科學的影響，並建議應長期規劃與實施原住民幼兒的鄉土教材，

將原住民族文化融入科學之課程，並延伸實施至其他部落幼兒園。 

(11) 呂美琴(2010)以排灣族小米文化科學課程設計實施後，對原住民幼兒文化覺知、

態度、表現，及植物概念、科學態度之影響及改變，發現的確能夠幫助原住民幼兒對

於自身文化覺知、態度及情意表現的增進，亦能增進原住民幼兒科學態度之能力展

現。 

2. 與生物相關之碩博士論文共 1 篇： 

(1) 蕭麗滿(2007)以排灣族文化經驗為基礎，連結科學概念，研發適用幼兒園和低年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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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兒童的「生物特性與生長科學圖畫書教學模組」，研究發現圖畫書有助於原住民

兒童科學概念的發展。 

3. 與天文相關之碩博士論文共 1 篇： 

(1) 余俐玟(2008)以排灣族文化經驗為基礎，連結科學概念，研發適用幼兒園和低年級原

住民兒童的「天文概念科學圖畫書教學模組」，研究發現圖畫書有助於原住民兒童天

文概念的發展。 

4. 與環境教育相關之碩博士論文共 2 篇： 

(1) 葉一萱(2000)以量表及晤談等方式了解原住民高中生對環境的世界觀，提出應發展以

原住民為中心的環境教育觀點；學校應提供更多環境相關課程及活動，鼓勵學生參

與；加強對大眾傳播媒體環境知識的審核；鼓勵學生親近自然。 

(2) 鍾頤時(2003)認為原住民的環境教育必須以部落為主體面對時代的挑戰，與部落發展

結合。另外，部落的環境教育往往需要結合現代生態科學知識與傳統文化的生態知

識作為教育的內容、過程與目標，做中學的方式學習實用性知識則是部落學習的特

質。 

  從上述歸納中可發現，以原住民文化及科學作為教學素材可提高原住民學生之學習動機與

學習成就，增加原住民學生對自己文化的瞭解與認同，進而提升原住民學生之自我認同與族群

認同；而圖像式、動態性、實作教學等多元的教學活動，及非全然正規的教學方式，較固守教

室內專注聆聽及灌輸式的教學方式更能幫助原住民學生有效學習。目前僅有十數篇研究將原住

民科學或文化融入作為教學素材，以學生的文化背景或生活經驗來探討學生的科學學習，且相

關研究多是以單一元素或主題，將原住民科學或文化結合正規教育，單元式的教學設計容易使

原住民科學平面化、零碎化，難以展現原住民科學本身的全觀性與完整性。 

  在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原住民」、「科學」作為關鍵字進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DE.9V/search?q=auc=%22%E9%8D%BE%E9%A0%A4%E6%99%8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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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索，共得出 16 筆資料，由研究者整理歸類如下： 

1. 與科學教育相關者共 7 篇： 

(1) 傅麗玉(1999)從世界觀探討臺灣原住民中小學科學教育──從科學課程發展、科學教材

教法設計及師資培育三方面探討如何以世界觀為基礎，發展原住民中小學的科學教

育。 

(2) 傅麗玉(2003a)誰的生活經驗？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原住民生活經驗

教材探討──從科學學習、課程以及師資培育，討論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中當前原住民中

小學生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教材的生活經驗問題，然後介紹其他國家原住

民族群的科學教育經驗，進而探討如何以原住民學生的生活經驗發展成教材教法、學

習模式與師資培育的建議。 

(3) 傅麗玉(2003b)原住民生活世界的科學──竹槍篇、傅麗玉(2004a)原住民生活世界的科

學──電土燈篇、傅麗玉(2004b)原住民生活世界的科學──醃苦花魚篇、傅麗玉(2004c)

泰雅原住民生活世界的科學──泰雅染料等 4 篇，都是根據 Kearney 的世界觀轉換模式

與學習環，發展出以世界觀為基礎的學習模式 WOLF(World-view Oriented Learning 

Framework)，以 WOLF 為架構，以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生活經驗為素材與重心設計教材

教法，進入部落實地教學，期望藉此推動學校以在地鄉土文化自行研發科學教材教

法。 

(4) 傅麗玉(2004d)誰的科學教育？中小學科學教育的多元文化觀點──從科學文化的本質

探討科學、族群文化與科學學習的關係。 

2. 與科學教育及性別相關者共 1 篇： 

(1) 傅麗玉(2011)LAWA 愛科學：在「部落有衛星」看見的原住民族女性科學學習──討論

原住民女性與科學的關係及科學學習情況，進入部落用實際參與的方式連結原住民女

性與科學，發現部落婦女有其來自生活的科學知識，應與其他科學知識一樣獲得重



 

42 
 

視。 

3. 與課程及教材發展相關者共7篇： 

(1) 戴錦秀(1997)淺談當前原住民國小鄉土自然科學之啟蒙與發展──針對當時國小的鄉

土自然科學作教材、意義、目標與內容分析，提出原住民的課程安排、教材編制與師

資培育應符合原住民文化特色。 

(2) 顏瓊芬等(2007)回歸地方的國際趨勢--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地方本位(Place-Based 

Education)觀點──具體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的科學教育問題，並以國外原住民族教育經

驗為例，提出地方本位教育是改進與發展原住民族科學教育的可行方向。 

(3) 熊同鑫、蔡瑞君(2009)文化回應於原住民族科學課程與能力指標發展之探究──以澳洲

昆士蘭省政府科學課程為藍本，提出初步融入原住民族文化於課程綱要的方案與教材

形式，論述文化融入科學課程為當前原住民教育發展趨勢，並提供改善原住民族學生

科學教育領域學習困難的可行方式。 

(4) 陳枝烈(2009)排灣族文化中的科學智慧初探──收集排灣族傳統文化中的科學智慧，作

為多元文化科學教育教材之基礎，推動科學教育之研究與實務。 

(5) 吳百興、吳心楷(2010)八年級原住民學生在設計導向活動的科學學習──以原住民傳統

籐編活動進行科學學習，瞭解學生在科學學習動機、態度、能力及成就上的改變，當

結合原住民文化內容以及設計導向科學的教學活動，可促進原住民學生的科學學習成

效。 

(6) 江淑卿、潘于君(2010)文化取向之科學探究融入圖畫書教學對原住民兒童作用力與反

作用力、摩擦力概念學習之影響──以原住民文化經驗為基礎，連結科學概念，以學

習環為教學架構，融入圖畫書導讀，發展「文化取向之科學探究融入圖畫書教學」，

引導原住民兒童建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摩擦力概念。 

(7) 陳美如(2011)融入原住民文化的科學課程發展：一所原住民小學的試驗──連結原住民

文化與現行科學課程發展課程方案，運用在地素材，實地觀察及動手做的方式是發展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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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程的重要途逕，能有效引起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並建立自信，並提出未來課

程發展策略與研究建議。 

 4. 與科教大眾傳播相關者共1篇： 

(1) 李瑛、黃惠萍(2011)原住民科教典範之轉移：從多元文化教育觀點分析電視科普節目

《科學小原子》──從多元文化教育觀點，以原視《科學小原子》為個案，探討原住

民科普節目的內容及創製團隊理念，藉由節目製作強調原住民文化認同、傳承與創新，

重視原住民族的增能與自信。 

  在碩博士論文網及國家期刊資訊網以「原住民」及「科學」為關鍵字查詢可發現，相關研

究多發生於近十年間，累積至目前也僅數十篇，在關於原住民的研究中仍屬少數。雖近年來有

更重視原住民科學智慧的趨勢，在時勢潮流的推動下，教育素材的選取及教學活動的設計更向

在地靠攏，重視學生的生活經驗，而不只以填鴨的方式將西方科學知識灌輸給學生，但相關資

料的蒐集、研究的成果及教學成效的相關討論仍然缺乏。 

  將原住民科學融入正規教育課程雖可幫助現階段在學學生的科學學習，但對象有其侷限性。

本篇研究期望能將原住民相關之豐富資料以博物館類更廣博的形式對大眾進行展示、教育，使

大眾更了解並學習原住民的科學智慧，從中培養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及更廣博的視野胸襟。 

(三) 原住民科學教育的成果 

  近年來，從原住民文化中探討其中的科學智慧，有越來越受到重視的趨勢，其相關成果或

研究有將傳統文化，如竹槍、染料、小米文化等融入現有科學課程，並有實際研究成果支持將

原住民傳統融入科學教學，有助原住民學生在科學學習的成效。研究者將相關成果整理如下表

2-4： 

表 2-4 原住民科學相關研究與教材發展整理 

學者 相關概念 相關研究與教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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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麗玉

(2003b) 

虎克定律 

以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生活經驗為主要素材設計教材教法，以竹槍為例設計

學習活動；學生透過互動討論及實地體驗進而培養其對科學的興趣與成

就。 

傅麗玉

(2004b) 

化學反應 

以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生活經驗為主要素材設計教材教法，以電土燈為例設

計學習活動；學生透過實地觀察及實作學習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的概

念。 

傅麗玉

(2004c) 

化學反應 

以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生活經驗為主要素材設計教材教法，以醃苦花魚為例

設計學習活動；學生透過實地觀察及操作體驗培養其科學概念與科學興

趣。 

傅麗玉

(2004d) 

酸鹼濃度 
以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生活經驗為主要素材設計教材教法，以泰雅染料為例

設計學習活動；以實地動手做的方式，連結學生的世界觀與科學世界觀。 

潘于君

(2006) 

力與運動 

以排灣族文化經驗為基礎，連結科學概念，研發適用幼兒園和低年級原住

民兒童的「力與運動科學圖畫書教學模組」。以評量原住民兒童科學概念

發展，引導其建構與發展力與運動概念。 

李泳泰

(2007) 

槓桿原理 

比較實作教學及講述式教學對原住民國中三年級學生科學學習動機及學

習成效之影響，發現原住民文化融入實作教學可有效提升原住民學生的科

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侯麗華

(2008) 

植物構透

與植物染 

以原住民傳統的編織文化為主題設計學習活動，讓學生經由實地操作進行

科學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明顯提升學生之族群認同及科學學習興趣。 

吳百興

(2008) 

力學 

以原住民傳統藤編作為主題設計教學活動，探討學生族群認同程度、科學

態度、力學概念理解與科學技能學習，發現學生在族群認同、科學概念理

解及科學技能等方面皆有成長。 

江沅真

(2008) 

聲、光、

熱 

以排灣族文化經驗為基礎，連結科學概念，研發適用幼兒園和低年級原住

民兒童的「聲光熱科學圖畫書教學模組」，評量原住民兒童的科學概念發

展，引導其建構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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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淑卿

潘于君

(2010) 

作用力與

反作用力 

、摩擦力 

運用圖畫書作為原住民文化經驗和科學概念學習的橋樑，以「弓箭與彈

弓」、「檳榔葉滑行」活動為概念，引導原住民兒童建構作用力與反作用

力、摩擦力概念。 

呂美琴

(2010) 

植物生長 

設計排灣族小米文化科學課程，探討原住民幼兒文化覺知、態度、表現，

及植物概念、科學態度之影響及改變，增進原住民幼兒對於自身文化覺

知、態度及情意的表現，亦增進原住民幼兒科學態度之能力展現。 

林妙徽

(2010) 

生態環境 
以家鄉生態環境、傳統生態及住居知識結合測量、地質等西方科學，發展

「家鄉水土保持」教學模組進行實際教學。 

汪明輝

(2012) 

環境科學 

環境災害 

以泰雅族、賽夏族的環境認知作為教學素材，融入傳統文化中的災害識覺

及因應經驗，與在地國中、小合作研擬設計相關教材，進行實際教學。 

  從上述文獻中，發現將原住民傳統文化中及生活上可接觸到的素材作為科學學習的主軸，

可以幫助原住民學生更理解抽象的科學概念，增加其科學學習的動機與成就感，提高對自我族

群的認同。從上述文獻中，也發現目前臺灣原住民科學教育的素材皆以生活在本島上的原住民

族，如泰雅族、賽夏族、排灣族等之科學與文化經驗為主。自日本治理臺灣開始，對蘭嶼達悟

族在各方面皆有豐富的研究紀錄與資料，但尚未有研究探討達悟族的科學內涵並將之應用在教

育上。希望能藉由本研究更瞭解達悟族的科學內涵及學習歷程，探討其實際應用以發揮環境教

育的可能性。 

三、蘭嶼達悟族鄉土文化教材 

(一) 研究與發展 

  臺灣省政府自民國八十年代開始致力於原住民鄉土文化教育，其間陸續進行原住民鄉土文

化教材編擬，及原住民鄉土教育教師培訓等計畫。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發展與改進原住

民教育五年計畫綱要。同年，臺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第二期四年計畫第一年(八十二年度)

開始實施；民國八十二年九月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進行八十二年度原住民師資培育與進修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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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化教材計畫，主要工作為原住民鄉土教育種子教師培訓、教師研習及製作原住民鄉土文

化教材專輯(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5；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95)。 

  民國八十三年九月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開始八十三年度原住民師資培育與進修，以及原住民

鄉土文化教材計畫，主要工作包括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研編、教師研習、三年級教材編輯、教

師手冊編輯及試行教學。其教材研究發展小組成員包括大專院校教授、教育部、教育廳長官、

國小校長及教師等。定於八十四學年度研編及擇校試教，預定八十六年度全面實驗教學一年，

視教學研究再行決定是否適用於各原住民教學之需要(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95)。 

(二) 教材理念 

  適逢全民生活水平及教育程度提升，教育民主化的要求聲浪日益增加，使國家將教育建設

的重點轉向全面提昇及均衡教育素質，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目標；因此，照顧少數民族，推動

教育文化的發展，更成為現階段的努力方向。而社會的變遷，使鄉土文化面臨流失的危機，傳

統文化的保存與發展有其必要性和適切性。 

  臺灣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的編擬目標，在增進學童對鄉土歷史、地理、自然、語言、藝術

和文化的認識，培養對鄉土文化的興趣和欣賞、探究思考的能力，以激發愛鄉的情操，使學童

能以開闊的胸襟和視野，理解並尊重各族群文化，增進社會的多元與和諧。 

  臺灣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的研編具有實驗精神，希望能找出保存與發展傳統文化的適切做

法。教材之編擬以兒童的興趣和需要為主體，以對族群文化的尊重、宏觀的胸襟和視野為目標，

並求兼顧認知、情意及技能三方面的學習，因此在教材選擇、教學設計、實施、學習成效評量

等各方面皆需配合兒童身心發展歷程，及原住民學生之特性因地置宜，因材施教。以下就各方

面簡單介紹之(整理自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95)： 

1. 在教材選擇上：需考慮族群所處之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同時顧及文化變遷和社會問題

等層面，將求知的歷程視為教材內容的一部分。以兒童的興趣、生活及問題為中心，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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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其他相關之課程概念，編擬成生活化的教材。 

2. 在教學設計上：採系統化教學設計，配合兒童身心發展階段，妥善運用原住民兒童熟悉

的學習方法及其它教學方法，重視並配合兒童的興趣，以培養兒童主動參與及主動求知

的能力。 

3. 在學習效果評量上：避免單一使用紙筆測驗的評量方式，多運用觀察、問答、交談、會

話、動手做…等的多元評量方式。 

4. 在實施方面：關心學童、教師、教學活動、教學環境間的動態過程，及其與教學目標間

的相互調適，尤其注重與家長間的互動與配合，創造學校與家庭雙向交流，彼此分享與

傳遞文化的果實。 

(三) 內涵與形式 

 1. 教材內涵： 

  本教材以「大單元」為設計重心，並各輔以兩個小單元配合，使教材內容更豐富、生動、

活潑。受限於每週授課時數及學校原有之教學活動安排，每學期僅指導十個大單元和廿個小

單原元，每個大、小單元皆配合「我會說母語」進行母語教學，每冊以一學年兩個學期為設

計範圍。 

  教材內涵包括蘭嶼達悟族(教材仍使用雅美族)的傳統故事，達悟族傳統生活之歲時祭儀，

及達悟族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所使用的特殊器具與生活智慧。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與

學習階段，編擬鄉土文化教材。其單元標題如下表 2-5： 

表 2-5 雅美族鄉土文化教材整理 

第一冊(三年級) 
第一單元： 

紅頭始祖的傳說 

1.海洋的民族 

2.紅頭部落的起始 

3.紅頭始祖的傳說 

＊我會說「達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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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芋頭來源的故事 

1.雅美族的過去與現在 

2.芋頭的由來 

3.常見的芋頭 

4.芋頭與祭典 

5.芋頭 

＊我會說「達悟語」 

第三單元： 

好美的雅美船 

1.雅美船的特色 

2.美麗的圖案 

3.划船 

4.雅美船的下水典禮 

＊我會說「達悟語」 

第四單元： 

我愛蘭嶼我家鄉 

1.家鄉的環境 

2.我的家鄉 

3.家鄉的聚落 

4.家鄉 

5.蘭嶼之愛 

＊我會說「達悟語」 

第二冊(四年級) 

第一單元： 

部落始祖的傳說 

1.椰油始祖的故事 

2.朗島始祖的故事 

3.東清始祖的故事 

4.野銀始祖的故事 

5.漁人始祖的故事 

第二單元：我們的食物 

1.好吃的地瓜 

2.小米之歌 

3.動物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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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說「達悟語」 

第三單元： 

蘭嶼地理景觀的名稱 

1.美麗的小蘭嶼 

2.漁人部落的地名 

3.蘭嶼地名的簡介 

＊我會說「達悟語」 

第四單元： 

雅美房舍與建築 

1.爺爺的房屋 

2.舅舅的工作屋與涼台 

3.雅美屋附屬建築 

4.我的家 

＊我會說「達悟語」 

第三冊(五年級) 

第一單元： 

我們的祭祀活動 

1.迎新年 

2.傳統新屋落成 

3.豐收節 

4.鬼神祭 

5 葬禮文化 

第二單元： 

我們的社會組織 

1.大船與船組起源之傳說故事 

2.船組之結構 

3.部落內船組之現況與海上作業方式 

4.家族植栽區之探討 

5.灌溉水渠之組織與建造 

第三單元： 

豐收的飛魚季 

1.準備工作爐灶、火把 

2.由來、種類、大魚 

3.招飛魚、典故 

4.季節中的禁忌 

5.分魚、料理、曬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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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陰曆、船歌 

7.終食節 

第四單元： 

雅美族傳統藝術 

1.紡織(傳統服飾) 

2.編織 

3.雕刻 

4.陶器 

＊我會說「達悟語」 

第四冊(六年級) 

第一單元：民俗風情 ＊我會說「達悟語」 

第二單元： 

蘭嶼地理環境 

1.地理概況 

2.綺麗的天然環境 

3.山川地形與氣候 

第三單元： 

蘭嶼之島的美麗與危機 

1.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 

2.蘭嶼雅美族自然資產保育類動物 

3.蘭嶼植物與雅美人生活關係 

第四單元： 

變遷中的蘭嶼經濟 

1.好想有個家 

2.夏曼．古木特的銀盔 

3.山林守護神 

4.奇妙的電 

5.里帕莎的白日夢 

 

  雅美族鄉土文化教材是針對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生所編寫，依其大、小單元標題，可發現教

材內容的編寫配合學生的身心成熟與學習階段，由淺入深，由概略、粗淺的內容慢慢深入學習

與認識自己的鄉土文化。由三年級開始，認識自己族群的由來與傳說故事開始，至瞭解自己的

家鄉、部落，生活所在蘭嶼島的自然特色，以及傳統生活最重要的工具──雅美船；至四年級

(整理自雅美族鄉土文化教材，1995) 



 

51 
 

開始認識各個部落的傳統故事、生活中重要的食物與意義、島嶼及周邊景觀的傳統名稱與意義、

以及傳統屋的建築特色與功能。五年級開始接觸更深入的傳統文化，包括雅美族一年當中各式

重要祭儀，大船的組織、建造、山林管理及水渠組織等，配合雅美族的歲時季儀介紹達悟族一

年中最重要的飛魚季節，接著是雅美族傳統藝術的認識。六年級學生身心發展已較為成熟，對

島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更為熟悉，因此針對六年級學生設計更深入的教學內容，包括地理環境

的介紹、特有生物種類的介紹、生態保育概念的教學、以及蘭嶼面臨的經濟變遷與社會問題，

促使高年級學生思考自己與整座島嶼的未來。 

  中年級與高年級教材內容部分重疊，顯見編擬教材者試圖透過螺旋式的教學內容與方式，

來加深、加廣學生之學習印象與成效。 

 2. 教材形式： 

  包括教師手冊及課本，由教育部、臺灣省教育廳、教授、在地籍校長、教師等人採集、研

究當地傳統文化，並配合學童學習發展，共同編撰而成。 

  教師手冊是教師教學的主要依據，內容包括認識臺灣原民鄉土文化、如何進行原住民鄉土

文化教材教學、教學目標和教材綱要、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準備、具體教學活動、教學時

間、教學資源、評量、附錄及教學參考資料等內容，以供教師進行鄉土文化教學。 

  課本是學童上課時的依據，也可作為家長助學童學習的依據。課本內運用圖片、照片、故

事、詩作、表格等方式呈現學習內容，幫助兒童學習，同時也有「給家長的話」，讓家長知道

如何指導子女學習，或家庭教育如何與學校配合。 

  在民國八十四年已有針對臺灣各原住民族群編擬之鄉土文化教材，教材內容豐富，教學方

式具體，雖然無法全面性表現出各原住民族群的傳統文化特色與傳統智慧，然其教材內容已具

有一定的完整性與學習價值，也可見政府為保存與發展各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傳統智慧的用心。

只可惜受升學主義的影響，學校有教學時數、既定教學內容與教學進度等的限制，鄉土文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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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往往無法有效融入學校課程；一周僅一至兩節鄉土教育或母語教學的授課時數，對學生而言

不過是蜻蜓點水，即使覺得熟悉、有趣，卻難以在其腦海中刻畫下深刻的印象；生活環境與生

活習慣的改變，也使學生難以將教材內容與生活相連結，缺少了適當的生活情境，將使鄉土教

育的學習成為紙上談兵，缺乏實用性與真實感，亦難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此外，當地教師流動率高，對在地文化的陌生，難以在短時間內便將教材運用自如，缺乏

在地籍教師，甚至在地籍教師因長時間脫離傳統文化的醺陶，也需要一段時間去瞭解與熟悉，

方能進行教學等因素，亦會影響鄉土教育的推行。也有部分家長甚至認為與其花時間進行鄉土

教育，不如加強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目，讓孩子未來在升學及就業上更具競爭力。 

  雖然在地的鄉土文化教材早已存在，卻因種種問題難以實際推行，這套鄉土文化教材只能

成為擺放在書櫃中的參考資料，等待有心人的重新理解與運用。而在地的鄉土教育，則仰賴有

心人士包括校長、教師們結合學校課程與傳統文化，配合部落歲時祭儀，就地取材進行融入式

教學，讓學生在學習正規課程的同時，瞭解自己族群的傳統智慧，創造傳統文化被保存與傳承

的機會。 

 

 

第三節 環境學習場域探討 

一、博物館作為環境學習場域 

  環境教育在臺灣已經實施發展了二十多年，有愈來愈多的人關心環境教育，也有愈來愈多

的人參與環境教育。環境教育的發展，需要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兩套系統彼此合作，發揮其

特性，才能創造最好的效果。 

  推廣環境教育，促進環境學習的場域有各式各樣的類型，在周儒(2011)的書中，廣義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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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然中心、社區型自然中心、自然資源管理單位管轄範圍內的遊客中心、動物園、植物園、

生態農場、博物館(海洋、自然科學、科學教育……)、營地，或是一些致力推廣環境教育的民

間團體，也許沒有固定設施場域經營，都可成為優質的環境教育學習場域。由此可見，推廣環

境教育的環境學習場域需要因地置宜，發揮其環境特色，並提供適當的場域、展示、教育、設

施與活動，再搭配專業人員的解說、引導及教育，使各年齡層的對象，皆能從中進行環境學習。 

  環境學習中心同時也可以扮演社區的博物館及圖書館，作為學校活生生的教學實驗室，並

有效的與學校課程結合(周儒，2011)。環境學習中心與博物館同樣具有展示、研究及教育的功

能，同時可以發揮幫助外來民眾瞭解在地，提升在地居民自我認同與發揮社區培力等功能，直

接或間接地促進地區的永續發展。 

  蘭嶼擁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素材，值得細細研究、好好收藏，並利用其獨一無二的自

然與人文資源作為展示及教育推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於民國八十五年便在蘭嶼成立「自然

學友之家」，期望在地發揮博物館收藏、研究、展示與教育等功能，同時扮演蘭嶼與外界的良

好媒介，使外來的觀光客能瞭解與學習蘭嶼達悟族的傳統智慧，而不只是走馬看花式的一次性

旅遊；同時也能提供在地居民就業的機會，辦理傳統文化課程及其他研習活動給地方教師、社

區民眾及學童，協助培育地方人才，提升族群自我認同。 

  雖受風災及營運組織移轉不順利等因素影響，蘭嶼「自然學友之家」目前已暫停營運(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8)，然以生態博物館的模式作為環境學習場域，應是蘭嶼未來發展地

方環境教育時可以嘗試的途徑，以下將就博物館的功能與教育、生態博物館的內涵、臺灣的原

住民博物館及國外相關案例進行文獻回顧與分析。 

 

二、博物館的功能與教育 

(一) 博物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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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寶德(2000)指出一個完整理想的博物館應具備收藏、研究、展示與教育四大功能(圖2-1)，

且彼此間有良好的互動運作，但博物館依其設立宗旨與目標，也可能側重在一、二個功能。例

如科學博物館的天文展，無法將太空中的星球、星團、星雲拿來收藏，只能透過相關的照片或

天文儀器加以展示，而其主要功能在於天文教育。實際上，這四大功能間的相互關係，依其功

能型態與發展階段有所改變。 

 

 

  收藏功能是傳統博物館的主要職責，越古老或功能越良好的博物館往往收藏量越大；研究

則是博物館另一主要功能，一個專業機構必定需要研究工作的支援，博物館的研究功能又可為

傳統自然史分類學的研究、展示的研究及觀眾研究三類(漢寶德，2000)。然收藏及研究可說是

博物館的聖殿，外人常不得其門而入，也因此需要展示及教育作為博物館與大眾間的介面。若

能讓博物館受到公眾的喜愛與支持，就是展示與教育成功的結果，而展示與教育實際上就是收

藏與研究的延伸。 

(二) 博物館教育 

  張譽騰(1994)在其關於博物館學的論文集中，針對博物館的教育角色提出以下看法：「博

物館作為一個教育機構，由於其機構與教育之客體皆與學校有別，因此必須有獨特的教育方式，

這種教育方式係以社會全民為對象，以社會生活為範圍，以社會整體發展為目的的。」對觀眾

而言，博物館是自由的、非正式的教育，沒有年級制、沒有教學計劃、沒有考試，觀眾隨性來

去，可以按自己的節奏和興趣觀看展覽。博物館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標，在於激勵觀眾的想像力，

及喚起其觀感意識(Waidacher 著；曾于珍等譯，2005)。劉襄儀(2011)於其研究中也認為博物館

是一個教育性的公共服務機構，透過「物質文化」的展示，引導大眾認識過去，了解如何演化

成為今日，並且展望未來，它是社會的文化橋樑。 

研究 展示 

收藏 教育 

圖 2-1 博物館功能關係圖(漢寶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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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M(2007)針對博物館教育做出相關論述，認為博物館教育可被定義為「一套促進觀眾

發展其價值觀、概念、價值和實際操作的總合，透過其教學方法、發展、履行及取得新知識進

行文化互滲」。具體而言，教育是藉由活用博物館以獲取知識、發展新的感受、及實現新的經

驗，使個人充分學習與發展。「博物館教育提供在博物館環境中進行教育活動的理論及方法框

架，其活動的主要目標在使觀眾學習知識(資訊、技能和態度)(ICOM，2007)。」因此，博物館

所提供之教育活動，應不論觀眾性別、年齡、背景等條件，使觀眾皆可參與其中並有所收獲。 

  早期博物館的功能在收藏與研究，然隨著大眾文化水準提升，國民教育普及的需求出現，

在二次大戰後，教育已成為博物館的主要功能，並發展出展示以外一系列的教育活動，如演講、

戶外教學與演示。博物館逐漸成為非正式教育活動的基地(漢寶德，2000)。二十世紀開始，不

論在博物館的興建數量、博物館的作用或功能的認定，都產生了質與量的變化，其社會角色與

功能隨公眾的需求轉變，由早期被認為「只為特權階級服務」，轉變成為社會大眾服務的非營

利機構。博物館是範圍廣泛且資源豐富的教育推廣中心，在終身學習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Anderson，1997； Hein&Alexander，1998)。 

 

三、生態博物館的內涵 

  現代博物館的定義，各國詮釋不盡相同。如美國博物館協會(AAM)於1962年將博物館定義

為：「一座非營利性的常設機構，主要並非為了舉行特展而存在，它可免於課徵聯邦或州政府

所得稅，係對大眾開放，為公益而經營，係以保存、呈現、研究、詮釋、組合和對公眾展示具

有教育及文化價值的物件與標本，包括藝術、科學（生命或非生命）、歷史與工藝的物質，並

為公眾教育和娛樂的目的而存在。以此定義，所謂的博物館將包括植物園、動物園、水族館、

星象館、歷史學會，以及符合前述要求的歷史性建物和遺址等（Burcaw，1997；張譽騰等譯，

2000）。」英國博物館協會(MA)給予博物館的定義為：「博物館使人們為靈感啟發、學習與愉

悅而探索收藏品。它們是受社會信賴而收藏、保存人工物與標本並使之得以為人們親近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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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婉真，2005)。」亞洲國家中最早訂有博物館法的日本，則將博物館定義為：「收集、保管、

展示有關歷史、藝術、民俗、產業與自然科學相關資料，並在教育的考慮下提供一般大眾利用

這些資料，進行與其相關之教養、調查研究、創造所需之工作，也就是以調查研究這些資料為

目的的機構(伊藤寿朗，1993；張婉真，2005)。」以具權威性的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於2007

年對於博物館所作定義如下：「博物館是為社會服務與自身發展為目的，向公眾開放之非營利、

常設機構，藉由蒐藏、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有形和無形之文化遺產及與環境間之關聯，

以達教育、學習及娛樂等目的」。 

  英國博物館學會(MA)便曾草擬一份「建立二十一世紀卓越博物館的宣言」，該宣言明確的

指出：「在社會經濟衝擊下，廣義的博物館是科學與藝術普及教育或終身學習的中心，是公民

與社區的空間，是社會變遷與促進文化理解的機構，典藏人類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是創造力的觸

媒，是旅遊與觀光的關鍵夥伴，也是文化研究與創新事業中重要的一環(王嵩山，2006，p.5)。」 

  對於博物館的定義及功能，隨時代需求不同而不斷修改，然其中心內涵卻是固定的。由上

述可發現，博物館需具備蒐藏、保存、研究、展示與教育功能，且是非營利、常設與永久對公

眾開放的公益、教育機構。 

  二十一世紀中期(1960)，博物館的社會角色產生根本性轉變，開始重新評估其存在的價值，

由原本中央傳遞知識的機構，服務精英、提供知識或真理的殿堂，轉向廣納多元觀點，重視弱

勢族群權益，在這股風潮中，具地方性及專題性的博物館中小型博物館紛紛成立。美國於 1967

年成立以社區群眾及社區議題為主的「安那考斯迪社區博物館」(Kinard 著，陳家伶譯，1994)。

博物館逐漸成為都市與鄉村社區的一分子，扮演地方社會變遷的催化劑。 

  於此同時，1970 年代初期法國博物館界兩位承先啟後的開創性人物──Rivière 和 Varine，

首先將生態(人與環境)與地域的觀念帶入博物館界，認為博物館(尤其是地方博物館)的宗旨，

在以科際整合與社區參與的方式來呈現某一個地理區域的集體記憶，而非汲汲於以學術或功能

分組的專業部門為基礎，去執行傳統中央型國家級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功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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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博物館的範圍不再侷限於有形的建築，可以更廣泛發揮其社會教育與社會賦權的功能。 

  Querrien 認為生態博物館具有幾項「特性」或「存在的必要條件」，包括它是「地域性」

的，具有「社會實踐」的特性；是「去博物館化」的，以文物收藏為手段，保存地域集體記憶

為終極關懷；透過損贈、長期寄放等方式進行「日常文物」的收藏，展現地域族群的日常生活

面貌；作為地域的「文物資產資料庫」，以供民眾檢索、查詢、研究；是一個開放式的學習機

構，地方型「研究和相互訓練中心」，透過辦理研討會、演講、更換常設展、特展等，加強地

域族群的參與和鄰近的交流；代表一種對地域的看待方式，具有「實驗和暫時的」非固定模式，

以動態方式觀照地域的「整體現實」(張譽騰譯，2004)。 

  生態博物館的思潮，可說是一種大膽的、富實驗性的文化運動，特別強調博物館做為社會

公器，為社會福祉服務的必要性。博物館的成立，可作為該地區的聚集點，讓社區總體營造各

種成果、居民的想法與參與民眾的聲音可以在這裡交集，為地方活動推展找到空間據點。位於

宜蘭蘇澳的白米木屐館就是將社區總體營造的資源與成果，以成立社區博物館的方式來保留、

呈現與成長，以博物館來永續經營社區的最好例子。而經過社區居民的努力經營，木屐館不再

只是一個展示的空間，也是一個生活、聚會及傳承的空間。在這裡，博物館已經脫離了傳統以

典藏展示功能為主的地方，而成為以人為主的生活空間。 

  在此引用學者張譽騰(2004)的觀點整理，將「生態博物館」的特色歸納如下： 

1. 目的上：是運用科技整合與社區參與的方式，來呈現某一域的集體記憶，不僅僅以學

術或功能分組的專業部門為基礎，去執行傳統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功能。 

2. 範圍上：不再侷限於有形的建築，而將博物館的領域，藉由組織的運作或網路系統，

擴展為整個村落、校園、自然保留區，甚至整個國家。 

3. 營運基礎上：不僅限於館藏品、展示或教育活動，而含括整個地域中的自然或人文資

產。 

4. 觀眾定義上：除到館的觀眾外，博物館涵蓋領域中的遊客、社區民眾及其未來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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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含在內。 

5. 組織配置上：社區族群代表、義工、博物館之友等，將與博物館專業人員形成一種工

作夥伴的關係。 

  「生態博物館」大師 Georges Henri Rivière 於其發表的文章中指出生態物館是：「當地居民

可從中發掘本身文化及歷史的一面鏡子；當地居民可運用，並幫助外來訪客瞭解、認識這塊土

地文化、風俗、歷史；是一個保存中心，幫助人們去保存、發展自然和文化襲產；是一所學校，

當地居民藉由積極投入保存、研究發展等各項工作，來鼓勵自己對未來有更清楚的認知…。(鄭

秀嫻，1996，p.3)」蘭嶼擁有多樣的自然資源與豐富的人類文化襲產，應可運用戶外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地方博物館等概念，以國外成功案例為參考，發展在地的環境學習場域。 

 

四、臺灣原住民博物館/相關展覽/地方文化館現況 

  臺灣現行原住民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包括： 

1.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2. 國立台灣博物館(人類學組) 

3.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 

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 

7.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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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十三行博物館 

9. 台北縣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10. 凱達格蘭文化館 

  由研究者親身進入展示場域參觀，或瀏覽其網站發現，其展示及教育內容多以文物、生活

特色、信仰祭儀、藝術作品等為主題，少有深入研究探討原住民之科學內涵，並以之為展示及

教育主題。然而原住民的傳統智慧中，其實存在許多能與現代科學原理相呼應的原住民科學／

民族科學，只是尚缺乏相關的研究與整理，且博物館畢竟難以完全複製原住民日常生活的情境，

因此也難以將原住民的傳統科學智慧展示在眾人面前，或以教育活動讓參觀者瞭解。 

  蘭嶼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與環境，並可善用蘭嶼「自然學友之家」

之發展經驗，以在地文化特色與環境特色，充分發揮博物館收藏、研究、展示與教育功能。該

環境學習場域除對自然物與人類學遺物進行收藏與研究之外，更應增加地方性、民族性、社會

性的內容，肩負起更廣泛的教育任務。 

 

五、原住民博物館之相關案例 

  博物館作為社會教育的重要單位，終身影響許多人的學習經驗與價值觀。臺灣已有不少以

原住民為主題，或融入原住民元素作為展示及教育活動的博物館，然其在展示設計上，仍偏向

以靜態的文字介紹搭配文物展示，難使參觀者留下深刻印象；其教育活動的設計，也多以填空

式的學習單為主，難以引起學習者的興趣，更無法完全展現原住民傳統智慧的特色與價值。在

接下來的案例中，將以澳大利亞博物館為例，探討博物館如何成功地將原住民元素融入其展示

及教育活動中。 

(一) Australia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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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澳洲雪梨的澳大利亞博物館是澳洲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其在自然歷史和人類學領域

的館藏及研究皆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博物館內設有各式專門的研究部門，包括：脊椎動物和無

脊椎動物的動物學門、礦物學門、古生物學門、及人類學門。除了收藏、研究及展示外，博物

館還參與原住民研究和社區計劃，並發展自己的教育活動，以充分發揮其終身教育的功能。澳

大利亞博物館的官方網站上，羅列出各展示與教育活動項目，包括：現正展示的主題、我們的

科學研究、多元文化、教育活動、本土物種、博物館部落格及關於我們，由其大標題可發現博

物館將多元文化列為其重要的教育項目，其中又可再細分成澳洲原住民及其它大洋洲原住民的

文化介紹，在此介紹博物館內與澳洲原住民相關之展示與教育活動。 

1. 展示： 

(1) Indigenous Australians Exhibition 

 常設展覽： 

  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 09:30 至下午 05:00。 

  這是一個迷人的展覽，關於澳洲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的歷史，文化及政治困

境與奮鬥的故事──世界上最古老的活文化的展覽。運用澳大利亞博物館 40,000 館藏，

給合現代視聽設備及個人敘述的方式講述故事，呈現澳洲原住民的多樣性，以及托雷

斯海峽島民從夢境啟發其藝術與文化靈感。 

  如何呈現澳洲原住民文化與其土地間的連結是這個展覽的重點，由此將展覽分為

六大主題：精神象徵(spirituality)、文化襲產(cultural heritage)、考古學(archaeology)、

家庭(家族) (family)、土地(land)和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本展闡述了澳洲原住民儘

管受到歐洲人兩百多年的殖民統治，澳洲原住民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與澳洲這塊土地

長時間共存的傳統智慧。 

 探索澳洲原住民的物質文化 (Explore Indigenous Objects)：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usg=ALkJrhj7fN03-0gj0kNPdT4U-3p-li3PI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Museum&usg=ALkJrhiXRRM3qSDX3K-APD219SsuD-pvN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ural_history&usg=ALkJrhiHNZCuFZX8uRdfvH3Je_U4vsWOK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ropology&usg=ALkJrhg1H5CRwCmJi2nzpeyaJ9xTJQXfW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Vertebrate&usg=ALkJrhi7y6nOxn-qQ2Xy8Gml_SbnuhyiA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Invertebrate&usg=ALkJrhjB8XvH6LqcpNsKA6bv0q9RDpOT3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Invertebrate&usg=ALkJrhjB8XvH6LqcpNsKA6bv0q9RDpOT3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Zoology&usg=ALkJrhjB_HluQrmcN_2_3DK7NAc7gXKK7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Mineralogy&usg=ALkJrhhScS4_j1bwHLEJ5aFvQZDH8EsPP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Palaeontology&usg=ALkJrhhMEqyv9czOi3vRR4lm_tTYrMOyWQ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ralian_Museum%26client%3Dfirefox%26hs%3D1Pe%26rls%3Dcom.yahoo:zh-TW:official&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ropology&usg=ALkJrhg1H5CRwCmJi2nzpeyaJ9xTJQXfWw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section-Indigenous-Australia


 

61 
 

  探索來自澳大利亞各地的獨特器物，玩具、工具、裝飾品和禮儀文物等，皆是澳

大利亞博物館的原住民相關珍藏。此物質文化的展示內容呈現了各式原住民工具的外

型、用途、教育價值及其與現代生活的連結。其主題與各式器物內容包括： 

A. 「切割、研磨和挖掘的工具」：新南威爾斯原住民研磨石(Indigenous grinding stone 

from New South Wales)、阿納姆地原住民的傳統刀具(Indigenous Leilira blades from 

Arnhem Land)、原住民木鏟(Indigenous shovel, pre-1885)。 

B. 「裝載食物和工具以利運輸的容器」：昆士蘭西南部的迪麗袋(Dilly bag from 

south-western Queensland, c1905)、新南威爾斯的原住民木製容器(Indigenous 

wooden container from New South Wales)、袋鼠皮製裝水容器(Wallaby-skin water 

carrier, pre-1885)。 

C. 「身體上的裝飾品」：昆士蘭北部原住民的殼飾前額帶(Indigenous shell forehead 

band from northern Queensland)、科拉醋栗製的護胸甲(Breastplate belonging to Cora 

Gooseberry)。 

D. 「(陸上)狩獵工具」：昆士蘭北部原住民的袋鼠陷阱(Indigenous wallaby trap from 

northern Queensland)、雪梨原住民的帶柄斧(Indigenous hafted axe from Sydney)、

在約克角發現的木製盾牌(Wooden shield from Cape York, c1893)。 

E. 「版畫、繪畫和雕刻」：阿納姆地的樹皮畫(Bark painting from Arnhem Land, 1930s)、

Badger Bates 的鴯鶓蛋雕刻(Carved emu egg by Badger Bates, 1990)、原住民針鼴蝟

石雕(Indigenous rock engraving of an echidna)。 

F. 「用於儀式的物品」：提維群島的 Pukumani 柱(Pukumani poles from the Tiwi 

Islands)、托雷斯海峽群島的鱷魚面具(Crocodile mask from the Torres Strait Islands)、

Emma Nungarrayi 的舞板(Dance boards by Emma Nungarrayi, 1970s and 80s)、新南

威爾斯的寡婦帽(Widow's cap from New South Wales)。 

G. 「捕魚工具」：新南威爾斯的原住民樹皮獨木舟(Indigenous bark canoe from New 

South Wales)、分岔式原住民魚叉(Prongs of an Indigenous fishing spear, pre-1884)、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69054&path=/Indigenous-Leilira-blades-from-Arnhem-Land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69054&path=/Indigenous-Leilira-blades-from-Arnhem-Land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69060&path=/Crocodile-mask-from-the-Torres-Strait-Islands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69060&path=/Widows-cap-from-New-South-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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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原住民成串的貝類掛網(Sequence of Indigenous shellfish hooks from Sydney)。 

H. 「用於訓練或娛樂的玩具」：約克角原住民的陀螺(Indigenous spinning top from 

Cape York, pre-1900)、阿納姆地原住民用露兜樹做的螺旋槳玩具(Indigenous 

pandanus toy propellers from Arnhem Land, 1948)、凱恩斯地區原住民的十字迴旋鏢

(Indigenous cross boomerang from the Cairns area,1900)。 

 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居民的相關收藏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Collections)： 

  澳大利亞博物館擁有大大小小約 25,000 項人種誌的收藏及 20,000 項考古學的收

藏，代表著過去和現在的原住民文化。此一展覽內容包括： 

a. 「人種誌的收藏」：呈現澳大利亞博物館在此方面的收藏。 

b. 「托雷斯海峽的收藏」：以物品和故事相對應的方式向觀眾展示博物館的收藏。 

c. 「考古學的證據」：讓觀眾瞭解如何詮釋原住民相關考古素材。 

d. 「早期的收藏家」：展現博物館成立之初的收藏故事。 

e. 「原住民考古學」：呈現史前原住民的物質紀錄。 

f. 「鬼網藝術」：來自 Erub Erwer Meta(達恩利島藝術中心 Darnley Island Arts Centre)

的新元素。 

 雪梨海岸的原住民 (Aboriginal People of Coastal Sydney)： 

  探索原住民過去因海關而富有且多彩多姿的歷史，瞭解港口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性。對當代澳大利亞原住民而言，傑克遜港在其生活中仍佔有一定的重要性。此一展覽內

容包括： 

a. 「認識雪梨的原住民」：綜合許多訊息來源建構出我們所知的內容。 

b. 「地名」：介紹雪梨港及植物學灣周圍的原住民地名。 

c. 「研究計畫」：呈現 Val Attenbrow 博士的研究計畫，內容包含：社會變遷後原住民獵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69062&path=/Indigenous-spinning-top-from-Cape-York-pre-1900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69062&path=/Indigenous-spinning-top-from-Cape-York-pre-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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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新視角、史前一萬年原住民技術的使用和工具的演進、晚全新世的大海嘯及新南

威爾斯的沿海考古紀錄、新南威爾斯南部海岸沿線的海洋碳儲庫變異。 

d. 「部落名稱和語言群」：學習更多雪梨沿海的部落和語言群。 

e. 「魚和漁業」：前殖民地時期，魚扮演原住民飲食中很重要的部分。 

f. 「獨木舟」：獨木舟常被用於旅行，或是在漁業中扮演重要角色。 

g. 「來自海洋的食物」：除了魚之外，原住民還會食用哪些來自海洋的食物？ 

 回歸 (Repatriation)： 

  用三個案例探討澳大利亞政府如何做好本土文化財產的回歸。三個案例簡介如

下： 

a. 「Case Study: Larrakia 1996 / 2002」：由於早期開發使許多原住民部落的傳統文物流入

白人收藏家手中，並轉賣或轉捐贈給澳大利亞博物館。澳大利亞博物館於 1996 時將部

分文物交還給 Larrakia；更在 2002 年時將收藏在博物館中的三具遺體交還給其部落後

裔，時至今日澳大利亞博物館仍持續與 Larrakia 及澳大利亞其它原住民族保持密切聯

繫。 

b. 「Case Study: La Perouse 2002」：1990 年澳大利亞博物館收到來自 La Perouse 原住民土

地議會的要求，希望歸還他們祖先的 32具遺體，其中 3具被認為具有重大的科學價值，

然博物館仍決定將其歸還部落，但部落無法找到適當的安葬地點，最後仍留在澳大利

亞博物館。博物館並優先考慮原住民的意願與部落合作，運用遺骸學習醫學、生物力

學、進化和演化史、健康、疾病、飲食、工作實踐和儀式等。 

c. 「Case Study: 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 2005」：由於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頒布原住民文

物資產保護法，博物館長期以來收受自國家、收藏家、海軍軍官、探險家等的眾多文

化資產皆需歸還原部落。博物館在歸還過程中耗費許多時間與心力，有些已順利歸還，

有些則取得部落同意繼續留存在博物館中。博物館秉持＂支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

民自決，尊重文化遺產事宜(澳大利亞博物館遣返政策)＂的態度，自 1974 年開始致力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69392&path=/Case-Study-La-Perouse-2002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69392&path=/Case-Study-Western-Australian-Museu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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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物歸還事宜，並持續與原住民間達成和解，及促進原住民社區參與。 

2. 教育活動： 

  澳大利亞博物館有許多自導式或由博物館內的教育專家編擬的教育活動方案，方案對象從

學前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內容面向包括科學、文化、視覺藝術、歷史、語言、環境科學等等，

以下就與原住民相關之教育活動方案介紹之。 

 

(1) HSIE K-6： 

  此為針對低年級學生設計的文化課程方案，其與原住民相關之方案共五項，簡介如下： 

A. Aboriginal Studies Hands-on Session - Stages 1-3：學生有機會接觸真正的文物和探索澳大

利亞原住民的語言、藝術、音樂和精神象徵。在專物館教育專家們營造出的文化空間中，

學生親自體驗真正的文物的用途，它們可能是用於音樂、舞蹈、打鬥、狩獵和叢森採集

等活動。學生們有機會學習原住民們受歐洲文化影響前的生活方式，並可創作自己的洞

穴壁畫。 

＊教學大網鏈結：人類社會與環境階段、原住民傳統科學與技術。 

B. Indigenous Art Workshops - Stages 1-4：學生將探索原住民的視覺文化和藝術，並創作一

個屬於自己的藝術品。學生將調查澳大利亞各地原住民藝術的傳統風格、象徵、材料和

工具，以原住民藝術和文化物件為靈感，在紙上或回力棒上創作自己的作品，完成後可

將作品帶回學校。 

＊教學大網鏈結：視覺藝術、設計與科技、歷史、原住民研究。 

C. Indigenous Australians - Stage 1、2、3：學生將透過影像、互動式媒體、文物和藝術品，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3&path=/Aboriginal-Studies-Hands-on-Session-Stages-1-3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3&path=/Indigenous-Art-Workshops-Stages-1-4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3&path=/Indigenous-Australians-Stag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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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澳大利亞原住民講述自己的故事。 

＊教學大網鏈結：人類社會及其環境、科學和技術。 

(2) Visual art K-6： 

  融合博物館藏品為低年級學生設計的藝術課程方案，運用原住民元素者共 2 項，簡介如

下： 

A. Indigenous Art Workshops - Stages 1-4：學生將探索原住民的視覺文化和藝術，並創作一

個屬於自己的藝術品。學生將調查澳大利亞各地原住民藝術的傳統風格、象徵、材料和

工具，以原住民藝術和文化物件為靈感，在紙上或回力棒上創作自己的作品，完成後可

將作品帶回學校。 

＊教學大網鏈結：視覺藝術、設計與科技、歷史、原住民研究。 

B. Artlook DIY - Stages 1-3：學生由博物館內的物件獲得靈感，創造自己的藝術品。學生選

定自然標本或文物的形狀與圖案，經由調查、繪製及轉化，學習以一個專業藝術家的方

式運用博物館資源，收集各式想法並反應在創作上。經由這個方案，他們將發展自己的

觀察能力，以及繪製藝術品所需的技巧與知識。(*預定本方案時請註明您特別感興趣的

部分，如哺乳動物、岩石和礦物、鳥類、昆蟲或原住民文物。) 

＊教學大網鏈結：視覺藝術、科學與技術。 

 (3) History 7-10： 

  針對 7-10 年級學生設計的文化課程方案，5 項課程方案中有 2 項運用了原住民素材，簡介

如下： 

A. Indigenous Art Workshops - Stages 1-4：學生將探索原住民的視覺文化和藝術，並創作一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4&path=/Indigenous-Art-Workshops-Stages-1-4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8&path=/Indigenous-Art-Workshops-Stage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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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屬於自己的藝術品。學生將調查澳大利亞各地原住民藝術的傳統風格、象徵、材料和

工具，以原住民藝術和文化物件為靈感，在紙上或回力棒上創作自己的作品，完成後可

將作品帶回學校。 

＊教學大網鏈結：視覺藝術、設計與科技、歷史、原住民研究。 

B. Indigenous Australians - Stages 4-6：學生將透過影像、互動式媒體、文物和藝術品，聆聽

澳大利亞原住民講述自己的故事。 

＊教學大網鏈結：原住民研究、歷史、地理。 

 (4) Aboriginal St. 7-12： 

  針對 7-12 年級學生設計的原住民研究課程方案，共 3 組課程方案，簡介如下： 

A. Indigenous Australians - Stages 4-6：學生將透過影像、互動式媒體、文物和藝術品，聆聽

澳大利亞原住民講述自己的故事。 

＊教學大網鏈結：原住民研究、歷史、地理。 

B. Indigenous Art Workshops - Stages 1-4：學生將探索原住民的視覺文化和藝術，並創作一

個屬於自己的藝術品。學生將調查澳大利亞各地原住民藝術的傳統風格、象徵、材料和

工具，以原住民藝術和文化物件為靈感，在紙上或回力棒上創作自己的作品，完成後可

將作品帶回學校。 

＊教學大網鏈結：視覺藝術、設計與科技、歷史、原住民研究。 

C. School groups: Menagerie exhibition：由當代的澳大利亞原住民藝術家和托雷斯海峽群島

原住民藝術家共同展出以動物為主題的雕塑展。學生可以看到原住民藝術家如何結合傳

統製作技術與現代的素材、方法，創作傑出的澳洲當代藝術、工藝和設計等範例。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8&path=/Indigenous-Australians-Stages-4-6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9&path=/Indigenous-Australians-Stages-4-6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9&path=/Indigenous-Art-Workshops-Stages-1-4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9&path=/School-groups-Menagerie-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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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將發現每個雕塑背後的故事，這些故事是關於澳洲原住民藝術家和托雷斯海峽

群島的藝術家們，將其對現代環繞其生活周圍的環境和社會、文化和政治現實，以及與

動物之間的連結，表現在他們的作品中。 

＊教學大網鏈結：視覺藝術、科學與技術、歷史、原住民研究。 

 (5) Visual art 7-10： 

  運用博物館藏品，針對 7-10 年級學生設計的藝術課程方案；6 組課程方案中，共有 4 組以

原住民為素材設計課程方案，簡介如下： 

A. Artlook DIY - Stages 4：學生由博物館內的物件獲得靈感，創造自己的藝術品。學生選定

自然標本或文物的形狀與圖案，經由調查、繪製及轉化，學習以一個專業藝術家的方式

運用博物館資源，收集各式想法並反應在作品上。 

＊教學大網鏈結：視覺藝術、科學。 

B. Indigenous Art Workshops - Stages 1-4：學生將探索原住民的視覺文化和藝術，並創作一

個屬於自己的藝術品。學生將調查澳大利亞各地原住民藝術的傳統風格、象徵、材料和

工具，以原住民藝術和文化物件為靈感，在紙上或回力棒上創作自己的作品，完成後可

將作品帶回學校。 

＊教學大網鏈結：視覺藝術、設計與科技、歷史、原住民研究。 

C. Indigenous Australians - Stages 4-6：學生將透過影像、互動式媒體、文物和藝術品，聆聽

澳大利亞原住民講述自己的故事。 

＊教學大網鏈結：原住民研究、歷史、地理。 

D. Artlook Boutique - Stage 4：在這個課程方案中，學生有機會與館藏標本及文物做近距離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9&path=/Indigenous-Art-Workshops-Stages-1-4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59&path=/Indigenous-Australians-Stages-4-6
http://australianmuseum.net.au/Transfer/ToSubSection/?id=71960&path=/Artlook-Boutique-St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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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就近畫下啟發靈感的線條、圖案和細節。學生選定自然標本或文物的形狀與圖案，

經由調查、繪製及轉化，學習以一個專業藝術家的方式運用博物館資源，收集各式想法

並反應在創作上。經由這個方案，他們將發展自己的觀察能力，以及繪製藝術品所需的

技巧與知識。(*預定本方案時請註明您特別感興趣的部分，如哺乳動物、岩石和礦物、

鳥類、昆蟲或原住民文物。) 

＊教學大網鏈結：視覺藝術、科學、設技與技術。 

  澳大利亞博物館是澳洲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無論在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任一博物館

功能皆有專業人員專業的執行其工作。由上述展示內容及教育活動的課程方案，可以看出澳大

利亞博物館善用了它所在位置及所擁有的多元文化資源，作為展示及教育活動的良好素材，且

致力與許多原住民社區維持良好的互動往來，以促進原住民社區發展為博物館的目標之一。澳

大利亞博物館在多元文化資源的展示應用與教育活動應用，皆是蘭嶼未來欲發展在地環境學習

場域可參考的模範。 

 

 

第四節 小結 

  現今世界發展趨勢朝向注重多元文化兼容並蓄，國際上紛紛肯定各原住民族在生態、藝術、

科學、文化等方面皆有其獨特之處，在面臨環境問題叢生的今日，原住民科學與其世界觀中對

自然的尊重、責任感及視自我為自然一分子的生活方式，能與地球長時間永續共存，反觀今日

受西方文明發展所控制與限制的現代生活，卻面臨過度發展的困境；原住民的傳統智慧有許多

值得我輩思考與學習。 

  原住民智慧的傳承方式，常以生活體驗、故事、吟唱、觀察、儀式等方式傳遞給後代，由

於早期缺乏文字紀錄，常使原住民被誤認為沒有科學；實際上原住民科學是實用於日常，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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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存於生活中的科學。由於其科學實際存於生活中，每日不間斷的被使用，自然而然成為原

住民文化的一部分；原住民科學智慧無法來自實驗室或理論論述，而是貨真價實的生活智慧。

不同於現今我們學習的西方主流科學，為了正規學習被拆成零碎的片段，卻是遠離日常生活、

過目即忘的，這樣科學知識才需要經過無數測驗來確保不會忘記，學生卻仍然無法將所學的科

學知識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只是背誦了許多無法被使用的死知識，這是現代科學教育面臨

的困境，也是現代西方科學教育應向原住民科學教育學習的地方。 

  臺灣面積雖小，卻有許多民族生活其中，然長期受限歷史與政治因素，使各原住民族仍屬

弱勢，雖近年臺灣原住民在各方面逐漸嶄露頭角，但仍需要社會大眾更正視他們的存在與權力。

經由文獻回顧，列舉夏威夷原住民族與紐西蘭毛利族為例，他們皆曾面臨傳統文化流失及自我

認同危機，也在此受壓迫的情境下，重新自我省視，找出自己民族的傳統智慧與學習脈絡，進

而自我肯定，並以其文化為主體，吸納西方科學的優點，從中找出既能適應現代社會變遷，又

保存其傳統精神的中庸之道，這些例子也展現出原住民智慧與文化富有流動性與適應性等特

色。 

  生活在蘭嶼之達悟族，亦有其數千年來適應環境衍生而出之原住民科學智慧，及向後代傳

承其傳統智慧的原則、模式與方法，唯缺乏西方科學所謂系統性的規劃與教學方法，故被認為

是不科學的。本篇研究列舉夏威夷原住民族與紐西蘭毛利族恢復其傳統智識內涵，及建構其傳

統學習歷程之實例，希望藉由這些成功發展之國際案例，作為建構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智慧

內涵與傳統學習歷程之參考。 

  蘭嶼於民國八十五年開始便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在地設立「自然學友之家」，希望促進

地方自然科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收藏，作為地方教育與人才培育機構，促進地方社會經濟發展，

提升地方認同，成為外來公眾認識蘭嶼及達悟族的良好媒介，然目前已暫停營運。另在地也成

立「蘭恩文教基金會」，以文物館的形式收藏存放傳統文物，並在一樓販售在地婦女的手工藝

創作，希望成為外來公眾認識蘭嶼傳統文化的媒介，同時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然目前僅有文物

展示功能，尚缺乏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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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具有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四大功能，蘭嶼擁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為其發

展良好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優勢條件。若能以地方生活博物館的概念，經由蘭嶼內部討論達成

共識，選擇一個適合的地點，例如蘭嶼高中、蘭恩文教基金會、或不打擾在地居民日常生活的

場域，以在地達悟居民為主體，非商品化的經營模式，使在地學童及外來遊客皆可進入該場域

學習達悟族的傳統智慧，並善用蘭嶼在地素材進行自然科學及人類學的研究，了解達悟族民族

科學的原理與過程，發揮科學博物館的功能，同時培育在地人才進行展示規劃與擔任教育人員，

如此既可幫助在地居民更了解自己族群的智慧與資產，提升其族群認同，同時達到傳統智慧保

存、傳承與活化的目的，也使來到蘭嶼的觀光客不再只是走馬看花，更能透過此一環境學習場

域了解達悟族的科學智慧，培養自我多元視野。 

  環境學習場域中的展示與教育活動，應使外來的觀光客們學習用達悟人的方式創造自己與

土地的連結，學習用達悟人的眼光看待這個島嶼，學習用達悟人的方式放慢腳步，用心生活。

良好的展示與教育活動，有機會成為吸引觀光客不斷回流的元素，為蘭嶼創造兼顧經濟發展與

生態保育的永續旅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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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經前述之相關研究探討，為達上述研究目的與尋找其問題，擬定架構如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學習場域 

目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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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族科學智慧內涵 

捕魚、造船、觀星、 

航海、建築、農耕 

 

達悟族傳統學習型態 

故事、吟唱、體驗、實作、

分享、輔導、冥想、創作 

 

部落環境 

學習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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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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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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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研究者透過相關文獻資料蒐集，對專家學者及當地居民進行面對面訪

談與實地觀察，探討以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知識的內涵與傳統學習型態為基礎，作為蘭嶼未

來發展在地環境教育學習場域，以推行原住民科學教育及社會教育之可能性與可能方案，並透

過國外相關案例的分析，了解國外發展經驗與策略，進而針對蘭嶼未來發展提出改善策略與建

議。 

 

一、研究工具 

(一) 觀察 

  觀察本是人類在經驗世界中獲得外界信息的基本方法，參與式觀察的方法論幾乎適用所有

關乎人類存在的研究，它的重點是圈內人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和環境中所看到的人類互動行為和

意義，它的目標是要找出實用及理論性的事實，進而形成釋義性理論。參與式觀察法一般是以

案例研究的形式實施，專注於現象或現象組進行更深入描述及分析；參與是一種策略，讓我們

得以進入以其他方式均無法進入的人類生活和經驗範疇。直接觀察法及經驗法是蒐集資料主要

的方式，但研究者也可以進行訪談、蒐集文件並使用其他蒐集資訊的方法(Danny，1992；王昭

正等譯，1999)。 

  然而參與式觀察方法論並不適用於所有的學術研究中，特別是對於大型族群的問題、有限

變數中明確的因果關係以即可進行檢驗的數值問題，就不適合用參與式觀察。下列基本條件存

在時適合使用參與式觀察進行研究(Danny，1992；王昭正等譯，1999)： 

1. 欲研究的問題為圈內人的人文意義及互動關係。 

2. 欲探求的現象可在日常生活的情境與環境中觀察。 

3. 研究者可接近適當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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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現象規模及位置均有限度，可使用案例形式進行研究。 

5. 研究提出的問題適用於案例研究。 

6. 欲研究的問題可由取自直接觀察法或其他適用於田野環境之研究方法的屬性資料獲得說

明。 

  以問卷或直接觀察方法蒐集資料時，因參與者獲悉正被或接受問題，多少具有受干擾或受

感應的性質，進而影響研究結果。王文科、王志宏(2012)將觀察和訪談的目標與弱點做出對照，

指出觀察的方法可將焦點放在應答者的實際表現，而非放在應答者的內省或準確程度，但缺點

是資料由觀察者記錄，觀察者等於增加了一項錯誤的來源，所記錄的侷限於外表行為；訪問的

方法可達成的目標是蒐集資料，研究者在場可提供應答者所需資料，但缺點是訪問者在場，常

增加了反應效應的可能性，也就是研究者若偏向某一個議題時，受訪者就會特別深入探討某一

項議題，而失去原來訪談的核心問題。因此除觀察法外，常需輔以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以

確保研究結果之信度與效度。 

  以觀察情境的性質來看，本研究屬田野觀察，在自然情境中，觀察個體及群體在日常生活

中的行為與活動。並以直接觀察的方式獲得第一手資料，經由文獻資料的蒐集，研究者已有較

明確的觀察目標與方向，採半結構式觀察，事先擬定部分觀察問題，以引導觀察進行。而在觀

察過程中，為避免觀察資料失真，研究者採局外人角色，以觀察者的參與的方式進行研究。 

  本研究期望透過觀察法了解研究場域及研究對象，透過實地觀察瞭解當代蘭嶼達悟族的原

住民科學知識如何被實際操作，及其原住民科學如何被傳承與被學習，並以觀察結果作為擬定

訪談大綱之依據。另外透過實地觀察蘭嶼自然學友之家硬體設施與營運現況，與博物館概念相

應證，作為未來發展地方環境學習場域之參考。 

 (二) 訪談 

  質性研究的訪談與一般閒談或談話不同，它是研究者根據某一特定研究目的，所進行的語

言與非語言的溝通過程；透過溝通過程來收集相關資料，以便探究研究的現象或行動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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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種意義而言，是一種口頭問卷，受訪者不用填寫答案，而是與訪問者面對面，按自己的方

式，用口頭回答被問及的問題，以提供所需的資料(王文科、王智弘，2012)。此方法可大幅降

低無效問卷的比例，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遇到的任何問題，也可以立刻獲得解決(潘慧玲，

2003)。 

  依型式可分為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及無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結構式與

非結構訪談間的一種資料收集方式，研究者在訪談進行前，需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大

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不過在整個訪談進行過程中，研究者不一定根據訪談大網的順序進行

訪問工作，通常訪談者可以依照實際狀況，對訪談問題做彈性調整(Berg，1998；潘淑滿譯，

2003)。 

  Tutty(1996)認為半結構式的訪談具有下列優點(潘淑滿，2003)： 

1. 對特定議題往往可以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來進行資料的蒐集工作，當研究者運用半結

構訪談來蒐集資料時，經常會有意外的收穫。 

2. 當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較少受限制時，往往會採取較開放的態度來反思自己的經驗。 

3. 當研究者的動機是要深入瞭解個人生活經驗，或將訪談資料進行比較時，半結構式的訪

談可以說是非常適合運用的方式。 

  為瞭解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智慧內涵，及蘭嶼達悟族傳統學習歷程，以及發展在地環境

學習場域的可能性，研究者除蒐集相關文獻整理其科學智慧內涵與傳統學習歷程外，並設計半

結構式訪談大網。本研究訪談大網設計如下頁，訪談大綱完整內容如附錄一，訪談結果編碼表

如附錄二。 

  研究者經由多次進入的方式以熟悉研究場域，並多次與指導教授長期合作之對象討論，請

益本研究方向與訪談大綱擬定之方向是否正確，並向之請問是否有適合的研究參與者。經由在

地居民推薦、介紹，有助於研究者更快進入場域，在接洽及訪談時較易取得研究參與者的信任，

獲得較深入、真實的訪談內容。在多次與研究參與者們確認訪談時間、地點後，再行至蘭嶼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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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訪談。訪談時以錄音筆及研究者筆記記錄訪談內容，隨時觀察研究參與者之反應以引導

其做出更深入的回答；遇對方沉默時便耐心等待，或以其它方式提問，使研究參與者能順利瞭

解研究者提問本意並順利回答。平均每一名研究參與者，每一次的訪談約需 2~3 小時。訪談後，

整理資料時會需多次與受訪者確認逐字稿及分析內容是否誤解其原意，及受訪者同意將所有受

訪內容供作本研究使用。 

  本研究欲探討蘭嶼達悟族傳統科學智慧之內涵，在訪談前研究者需先對達悟族傳統科學知

識與科學工藝做充足瞭解，以擬定相關之訪談大綱；於訪談時先提出初階問題，待研究參與者

回答後，再做進一步的討論與探究，藉由探尋達悟族之科學智慧內涵，及研究參與者對本族科

學智慧內涵的想法。在第二個研究問題，關於達悟族之傳統學習歷程，研究者亦採取類似方法

以盡可能獲得所有的訪談資料。針對傳統智慧面臨之傳承困境與未來發展，研究者則扮演一中

立的聆聽者，謹詳實記錄每一位研究參與者之發言，在訪談過程以同理取代任何評價，以免影

響研究參與者回答的真實性與可信度。 

(三) 內容分析 

  Berelson(1952)定義內容分析是一種「客觀、系統而且量化的方法，用來描述明顯的溝通

內容(吳明清，1991)。」具體言之，其目標在將語文的、非量的文獻轉變為量的資料。內容分

析亦稱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與歷史研究法類似，

惟後者以探討較遙遠的過去的紀錄為主，而內容分析主要在解釋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狀態，或

在某段期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王文科、王智弘，2012)。 

  Dane(1990)認為內容分析發展至今，已擴展至分析其潛在內容，「即為構成文件材料中推

論的、蘊含的及潛在的意義」之質性研究，因此重新定義為「將相關理論的訊息作系統性及客

觀性的推理」之一種研究方法(歐用生，1991)。 

  本研究將蒐集研究場域及對象的文件檔案等相關資料，其面相包括國內外原住民知識及原

住民科學相關文獻、照片、書籍與網路資料等，亦為本研究重要資料來源，進行內容分析與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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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本研究著重於探討蘭嶼達悟族傳統科學智慧內涵，因此選擇蒐集之文件檔案資料皆以傳統

科學及工藝為主題，從中瞭解達悟族之科學知識與科學工藝，再進行分析。另一研究重點為蘭

嶼達悟族傳統學習歷程之探討，故討論達悟族成長過程及性別角色分工之文獻皆為本研究之重

要參考資料，本研究綜合各學者之研究、達悟族作家之相關著作、及受訪者之親身經驗，作為

內容分析之素材，以期歸納出達悟族傳統學習階段與其內容，找出達悟族傳統學習之歷程。 

(四) 研究者角色 

  在質的研究中，「研究者本人就是一個研究工具」，需要在實地進行長期的觀察，了解他們

的日常生活、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環境對其思想和行為的影響(陳向明，2002)。研

究者將自己投擲在田野中，丟出的問題或所有遭遇所引起的反應均應視為研究方法，我們所參

與的是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儀式、活動及人際網絡，所觀察的除了聽的、看的、還有互相交談

的對話(Silverman，2001)。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透過研究準備階段來充實本身原住民科學內涵與傳統學習歷程的知識，

在以學生的角色進入訪問場域，並以「知識學習」的角色向受訪者們學習其傳統智慧內涵與傳

統學習歷程，往往能獲得受訪者們的認可，並盡其所能提供相關資訊，或給予研究者研究上的

建議。 

  對於受訪者而言，研究者提出的問題常是一個契機、一種擾動，開啟了一個對於以其傳統

智慧為主題的討論，甚至使受訪者重新思考、搜尋其生活與傳統文化的連結，部分受訪者也會

與家中長輩請益，找回日漸模糊的傳統智慧與生活經驗，並且啟發受訪者對於蘭嶼當地未來發

展的想像，對受訪者而言，或許也是另一個覺知的過程。 

  對研究者而言，以觀察者角色參與其中，在訪談的情境中亦會接收到有關言語之外的情緒

或是動作，訪談之後寫成的觀察札記與田野筆記，則是研究者在將來進行資料分析的重要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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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大綱設計 

  本研究在探討以原住民科學知識內涵及傳統學習歷程為主軸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由於

蘭嶼自然、人文資源豐富，都具有環境教育的價值。第一面向的問題，主要目的在瞭解蘭嶼達

悟族的原住民科學智慧內涵，因此先理解「傳統科學智慧的內涵」；第二面向則為瞭解達悟族

的「傳統學習歷程」，以文化的傳承模式與學習方法，以及達悟族的傳統學習階段為主軸；第

三面向是探究居民「對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看法與需求」，以及居民希望以何種內容與形式發

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 

  本研究問題設計是篩選與本研究直接相關之研究，並反覆閱讀文獻的研究內涵和核心概念

分析得來的題組，研究問題所呼應的對照表 3-1 如下： 

 

 

 

表 3-1 訪談問題與態度對應表 

態度的內涵 態度的組成 發展的訪談問題 

達悟族傳統科學智慧

的內涵 
知識內涵 

1. 預測天氣變化的知識 

2. 判讀星象的知識 

3. 利用風的知識 

4. 觀察潮水、海浪的知識 

5. 魚類利用的知識 

6. 潮間帶利用的知識 

7. 歲時祭儀的知識 

1. 建造拼板舟的知識 

2. 建築傳統屋的知識 

3. 取材製器的知識 

4. 處理食物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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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族傳統學習歷程 行動內涵 

1. 傳承的來源與模式 

2. 傳統的學習方法 

3. 自己的學習經驗 

1. 不同年齡該學習哪些傳統知識與技能 

2. 不同性別該學習哪些傳統知識與技能 

居民對在地環境學習

場域的看法與需求 
態度內涵 

1. 傳統智慧傳承與學習現況 

2. 傳統智慧的價值與重要性 

3. 傳統智慧傳承的困境 

4. 結合在地元素發展學習場域的可能性 

5. 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意願與需求 

6. 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未來展望 

 

 

 

 

 

 

第四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場域的選定 

  蘭嶼自 1618 年出現在張巒所著《東西洋考》中，被稱為「紅豆嶼」。1877 年始為清帝國

納入版圖，隸屬恆春縣，直至此時仍少受外來干擾。1896 年簽定中日馬關條約，蘭嶼隨臺灣、

澎湖一併割讓日本。日本將蘭嶼劃為研究區禁止外人開發，僅供人類學者研究，至此雖然少數

外來文明進入，對當地民族之生活影響仍少。1923 年始，日人在蘭嶼設立番童教育所，開始

改變達悟族原有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傳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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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開始有數量較多的漢人進入蘭嶼，帶來包括學校、軍事機構、

基督及天主教、交通等現代化設施外來物質與價值觀的強迫性輸入，使當地居民的生活與價值

觀逐漸產生轉變；1946年，國民政府全面推動六年義務教育，強迫入學(臺灣大百科全書，2012)。

蘭嶼於民國 1969 年成立蘭嶼國中，次年政府開始輔助學生食宿費、學費、學用品等，臺灣基

督長老教會和基督教兒童基金會也持續資助蘭嶼國中(余光弘、董森永，1998)。九年國民教育

在蘭嶼推動，延長達悟族孩童的在校時間，使之與傳統生活益發疏離。島上國中教育為住宿制，

將達悟族孩童抽離父母身邊，造成傳統文化代間傳承的困難；部分學生畢業後前往臺灣繼續接

受體制內教育，甚至結束學業後便留在臺灣本島工作、成家立業，達悟族的傳統文化對他們而

言更是遙遠。 

  國民政府推行義務教育以求提升國民素質，然而漢族中心的教育政策、教育方式與教材內

容等，卻從根源改變了達悟族的傳統價值觀與傳統文化的傳承方式，使達悟族孩童從小脫離傳

統文化的涵養，導致達悟族傳統生活方式勢微，也改變了達悟族的傳統價值觀，造成達悟族傳

統文化的流失與傳承困難。 

  雖然蘭嶼已受現代化衝擊，然而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生活其中的達悟族人及其文化受外

界影響時間較晚，因此較臺灣其他原住民族保存更多在地知識、民族科學及傳統文化。因此，

研究者希望藉由此一自然及文化資源豐富的島嶼，來探討原住民民族科學的知識內涵及傳統學

習型態，作為日後政府及有關機構發展地方本位環境教育的參考依據。 

 

二、研究參與者的選定 

  為了直接切入研究主題，本訪談以立意取樣及雪球式抽樣方式，選取數位長期居住蘭嶼島

上，關心地方教育發展的達悟族居民(表 3-2)。由於蘭嶼在地居民彼此間皆熟識，也避免居民

因意見和態度不同而相互猜忌的情況，因此研究者採不具名的方式蒐集資料。受訪對象包括：

教育人員、文史工作者、研究人員等在地居民，給予受訪者回答的問題包括：蘭嶼達悟族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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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內涵、蘭嶼達悟族傳統學習歷程與學習型態、傳統文化發展與困境、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

域之需求與可能性等面向，以取得本研究所需之資料。 

表 3-2 受訪者及其背景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背景 

410C 男 33 紅頭部落，有國小教師背景。 

411D 男 66 漁人部落，有牧師背景，已出版數本記錄達悟族傳統

文化的書籍與文章，並持續進行文化採集與出版工作。 

413C 女 25 朗島部落，有國中社會科教師背景。 

413L 女 23 朗島部落，有民族學研究及社工員背景。 

414D 男 43 漁人部落，有地理學及民族學研究背景，持續進行達

悟族傳統領域研究及相關文章發表。 

415W 女 28 朗島部落，有高中教師背景。 

415H 男 44 椰油部落，有國小教師背景，致力於將達悟族傳統智

慧融入正規學校教育。 

416W 男 53 椰油部落，有國小教師背景。 

  本研究將訪談對象定位為研究參與者，期望在與訪談對象的互動中，互相學習，彼此觸發

出更深、更廣的想法。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包括不同性別，以提供研究者不同性別的傳統知識與

生活經驗，及所經歷之相異的學習歷程；不同性別及年齡的訪談對象，可提供對傳統文化所面

臨困境的不同看法，對島嶼未來的發展亦有不同的想像。 

  本研究所選定之訪談對象為島上曾到台灣接受體制內教育之在地籍居民，並具有教師背景

或相關經驗，在討論達悟族傳統學習歷程時可與現行教育制度做參考比較；具教師背景或相關

經驗者，對於學習階段與歷程可能可以提供研究者更詳細的資訊與想法；且訪談對象長期接觸

島上教育現況，更能瞭解傳統文化傳承之困境，也更能明確說出蘭嶼對環境學習場域有何需求，

以及島上在發展與保存間的兩難。另外，訪談對象由於工作性質，習於使用漢語，研究者在訪

談時也較易克服語言溝通上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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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一、研究信實度 

  本研究訪談資料蒐集完成後，即轉錄成逐字稿，並將逐字稿內容請受訪者協助確認逐字稿

是否無誤，以提高研究的信實度。另本研究相關資料之取得也包括觀察、訪談以及檔案文件等

三種方法，希望透過資料來源的多元性，提升研究之信實度。 

 

二、研究倫理 

  每次進行訪談前，研究者已針對研究所欲探討主題與受訪者進行溝通，在徵得各受訪者同

意後，並於訪談同意書中明確提到受訪者及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人名皆以匿名方式處理，且受訪

者可視其情況與需求隨時終止研究的進行，請受訪者簽署訪談同意書後，才開始進行訪談。研

究者在錄音之前亦皆先徵得各受訪者同意後才開始錄音，且在錄音完畢後，會將錄音檔轉化為

訪談逐字稿交予各受訪者留存。至於研究所使用的相關檔案文件，皆為公開之檔案文件，或徵

得同意後才使用，並會詳細註明其讀取時間及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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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蘭嶼島自然資源有限，加上外來強勢文化與價值觀的入侵，對外開放以追求經濟發展是島

嶼必然的走向；而如何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研究者認為以在

地原住民的傳統智慧為素材，發展獨一無二的環境學習場域，將是友善環境同時能達成永續目

標的發展模式。環境教育在臺灣已經實施發展二十多年，加上近年來政府與民間皆大力提倡「生

態旅遊」、「綠色旅遊」，蘭嶼豐富的自然生態與獨特的人文襲產，都是其發展「永續旅遊」的

優勢條件，只可惜目前仍缺乏相關的研究與討論。 

  因此，本研究以「蘭嶼原住民科學智慧之探索與學習」為題，期望能深入分析蘭嶼達悟族

原住民科學智慧內涵，歸納出蘭嶼達悟族傳統智慧的學習階段性與學習歷程，作為蘭嶼未來發

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基石。在看到蘭嶼各種自然與人文的優勢條件，現在島上面臨的發展困

境，以及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的衝突，本研究希望透過對傳統智慧的探討、分析與歸納，找出

傳統文化與現代開發和諧並行之道。 

  本研究將從當代研究相關之文獻資料切入進行分析與探討，並透過田野調查及面對面訪談

調查的結果，來進行現況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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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蘭嶼原住民科學智慧內涵 

  此一部分的分析結果是回應本研究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欲瞭解蘭嶼原住民科學智慧的內

涵與內容。研究者以當代文件分析與面對面訪談調查結果相互應證，就蘭嶼達悟族傳統智慧之

內涵陳述如下文。 

 

一、天空的知識 

(一) 天氣的知識 

  現代的氣象預測都透過衛星設備與許多的科學儀器來預報豪雨、颱風或陰晴冷熱。雖然

傳統的達悟族並沒有這些精密的科學儀器來進行氣象預測，但是這個古老的民族，仍然有一

套用來預測氣象的方法，這些方法從現代科學的角度而言，是具有其意義的。 

  海洋是達悟族重要的物質養分與精神糧食的來源，其生活中對天氣與氣象的判斷，也與

海洋及其依海維生方式脫離不了關係。生活在海島上的達悟族，舉目所及便是天空與海洋，

天空中的雲、海洋中的浪，再加上變幻不定的風，便成為達悟族判斷天氣變化的重要元素。

以下針對晴天、雨天與颱風的徵兆，說明達悟族氣象預測中的科學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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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晴天的預測 

  在沒有每日氣象預報的生活中，傳統達悟人是依據哪些元素判斷當日的天氣狀況呢？

居住在紅頭部落的受訪者 411D 提到說： 

達悟男人每天一起床便先觀察雲，由雲的走向判斷風向，若雲的走向是由山

上往海邊走，表示當天吹的是東北風，則不利出海捕魚；若雲的走向由海往

山上走，表示吹的是東南風，當吹東南風時蘭嶼及小蘭嶼的天氣都會非常好，

很適合出海捕魚。 

  蘭嶼島上共六個達悟部落，分居於島上不同的位置，因此每個部落看到雲的走向，或

感受到風的來向會有些微差異，有可能對紅頭部落而言是適合出海的天氣，對位於另一側

的野銀部落而言卻是不適合出海的天氣；因此每個部落對每天的天氣狀況會有不同判斷，

並根據當天的天氣決定勞動內容。 

  除了觀察雲及風的走向外，達悟人也會看星星來判斷天氣，如受訪者 414D 所言： 

星星如果多，就代表今天晚上天氣好，如果很亮，就代表比較沒有烏雲，就

代表天氣是好的。 

  好天氣時達悟男人可以出海捕魚或潛水射魚，為家人補充蛋白質等營養，同時也是展

示身為達悟男人的漁獵技能，以獲得家人及部落的尊敬與認同。 

2. 雨天的預測 

  壞天氣對達悟人生活影響甚大，在陸地上尚有地方可遮風避雨，若是在海上則避無可

避，且傳統的拼板舟畢竟無法抵抗海中壞天氣的威力，因此，達悟人在出海前必定會先瞭

解、判斷天氣的變化，再決定是否出海，以免發生意外或漂流到外海甚至臺灣，而無法回

到蘭嶼。達悟族擅長觀測天氣變化的徵兆，如受訪者 414D 提到在日常生活中的經驗： 

看到雲跑得很快，烏雲要過來就知道準備要下雨，從那個山頭過來的烏雲，

那就要趕快知道說要下雨了。或者說往天空看那個區域已經下雨了，就知道

說這個是下雨天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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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H 則以自身在海上作業時的經驗說明如何判斷天氣的變化： 

在海裡面你要去判斷天候的變化，像以前的人沒有穿衣服，就是裸著上身在

進行海上作業，那他可以透過他的皮膚，第一個：風向跟風量，我可以透過

我的皮膚去感知，這個風向是怎麼吹，然後它的那個強度是多少，是不是我

可以承受呢？或者是我必需要馬上離開？這個他可以透過皮膚去感受。然後，

第二個部分就是，他可以去用手，去測水溫，水的溫度。第三個就是他可以

看海流，海的流向。 

  除了雲的顏色、速度與方向，傳統上還會運用皮膚對風的感受來判斷風向和風量，風

的強度是否是在海上作業的人及拼板舟可以承受的，以及風向是否改變？而風向的改變就

代表即將變天，需要趕緊返航，以免在海上發生意外，無法順利回航；另外傳統達悟人也

會用手來測水溫，當水溫改變了就表示天氣即將改變；再來便是由海的流向來判斷風向是

否改變，是否會影響自己在海上的作業，藉此決定是否返航。 

3. 颱風的預測 

  達悟族對於颱風的預測，有幾種不同的觀察跡象，而且會隨著颱風與蘭嶼的距離及接

近的時間而有差異，因此，以前的人可以藉由不同的跡象瞭解颱風的接近情形。其預測的

方法及相關跡象如下： 

(1) 達悟族會用雷聲來判斷當年颱風的數量及強弱程度，411D 提到傳統的生活經驗： 

春天，第一次打雷，如果是輕輕的＂砰～＂(代表距離較遠)的時候，我們就覺

得說這個颱風比較少一點，(今年天氣)比較好一點；但是如果是第一道閃電＂

啪＂(代表距離較近的落地雷)一聲，小孩子最怕，很重的一聲，那個我們就知

道這個夏天一定有大颱風。 

(2) 颱風要來最主要的徵兆是達悟人會： 

看風浪，看岸邊的浪，當岸邊有長浪時，就表示颱風大概再兩、三天就要來

了。(41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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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410C 也提到他母親的說法： 

在颱風來之前他們會看雲的速度，平常雲飄的速度比較緩慢，他們會看雲飄

的速度的強，移動的快還是慢，就會判讀颱風是否接近。 

(3) 傍晚時看到夕陽即將下山反射的光，照出火紅的雲彩，也是颱風即將登陸蘭嶼的徵兆。

如 415H 描述颱風來襲前，蘭嶼天空的常見景象： 

都會有彤雲，就是紅色的雲，紅色的雲會有，尤其是在傍晚的時候，整個天

空全部都是紅色的，那所以彤雲再加上長浪，再加上風勢，就可以判斷颱風

到底還有幾天要到這邊。 

(4) 彤雲之外，達悟人會持續觀察海浪，當「海浪越來越大(411D)」，並「開始出現風雨

(415H)」，就表示颱風即將在今天晚上登陸。 

  達悟人在看到海上出現長浪時，約莫是颱風要登陸的前兩、三天，便會開始著手進行

防颱工作，諸如將涼亭牢牢綁在地面上，用石頭及繩索加固傳統屋的茅草屋頂，並清理主

屋前的排水溝，使之保持排水通暢等等。而當屋外風雨交加時，達悟人便會緊閉門窗躲在

家中，等待一夜風雨過去，再重新修補毀損的家屋、田地、水圳與林地。 

  從訪談中可發現敏銳的感官知覺，以及對生活環境的熟悉度與掌握度，影響傳統達悟

人對天氣判斷的準確度。判讀天氣的知識與訣竅雖可藉由語言傳達給後代，或藉由現代文

字記錄下來，卻仍需要自身經驗的累積與應證，形成個人獨有的知識內涵。達悟人的傳統

智慧也許缺乏西方科學所重視的理論根據，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科學智慧。 

(二) 風的知識 

  達悟人是依海維生的民族，風向和潮水深深影響達悟人的生活作息，對於風的形容、風

的名字與風向判斷，是達悟人一門獨特的傳統科學智慧，以下介紹達悟人如何判斷風向並發

展出對應的生活知識，以及達悟人如何稱呼、描述與其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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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風向的判斷 

  每個達悟人，尤其是必需出海捕魚的達悟男人，都要具備風向及潮水的知識，因為風向

和潮水影響達悟人的生活作息。如 415H 便提到傳統判斷風向的方法包括： 

第一個，像以前的人沒有穿衣服，就是裸著上身在進行海上作業，那他可以

透過他的皮膚去感知：風向跟風量，這個風向是怎麼吹，然後它的那個強度

是多少，是不是我可以承受呢？或者是我必需要馬上離開？這個他可以透過

皮膚去感受。另外就是他可以看海流，海的流向。 

  達悟人判斷風向除依賴皮膚的感覺外，雲層的走向也是很重要的判斷依據，415H 受訪

時便提到： 

一個常常在海面上作業，比較懂得看天氣的漁夫，他會去感受風向，然後去

看雲量，然後再決定，他到底要不要出海捕魚。所以你會看到，有很多老人，

或者是中年人，像我們以前，就是在涼臺，就在看海、觀海，其實觀海，他

就是在看雲的走向，透過雲的走向你可以判斷風向。然後你去看到這些的時

候，其實他們會判斷說＂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出海？它是不是會在半夜會變

天？ 

  因此達悟人說「雲和風是兄弟」，觀察雲的走向與速度，可以知道風的方向與速度；而

當萬里無雲時，則可依賴海面的波紋判斷風的方向；至於夜晚時，則可依賴月光及星星時而

被遮住，時而露出的狀況看出雲的走向，進而判斷風速與風向(夏曼．藍波安，2003)。 

2. 風與日常生活 

  雖然原住民並未發展出如現代的氣象學或氣候學等知識體系或學門，然經過長時間生活

經驗的累積，當地居民對於一年四季影響島嶼生活的風向其實瞭若指掌，並衍生對各種風向

的描述與解釋，及對應不同風向的生活模式與智慧。訪談中在提及風時，受訪者們皆提到由

於各部落在島嶼上的位置不同，導致每個部落對於相同的風會有判斷與認知上的差異，且不

同風向對不同部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然而每位受訪者也都提到東北風及西南風對島上日常

生活的影響是最大的。例如：411D 分享自身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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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要到小蘭嶼的話，因為過去是划船，都是看天氣，要看什麼，就是

要吹東南風的時候就可以去，是一個最好的時間；如果是吹東北風，比較不

容易到小蘭嶼；如果是吹西南風，也不容易到達小蘭嶼，因為西南風的浪很

大(漁人部落位置在西南風的迎風面，往小蘭嶼方向航行則是逆風)。東北風的

風浪也很大，只有東南風才小浪比較好，而且(從小蘭嶼)回來會順風，因為它

是吹這裡的嘛(指受訪者居住的漁人部落)，所以我們回來的話就順著風在走，

這個是出海的時候。 

  414D 對於影響達悟人日常生活的風，做出如下敘述： 

比較常提到就是所謂西南風、東南風或者東北風。這三種風，生活上有不同

的季節啦，不同的季節吹不同的風。那這種季節，東北風的季節我們就是待

在家裡織布啊，或者是準備隔年的飛魚季的打魚的工具啊，比較是家裡的事、

工作。那西南風那個又是另外一種生活型態，它是代表著族人在這個時刻，

也是一種夏天啦，墾荒這個都有可能。 

  另外，受訪者 414D 還提到： 

西南風那當然如果我們這邊的村落就沒辦法出海啊，那邊(野銀、東清)就還 ok

啊！我們東北風的話我們這邊可以出海，他們那邊就沒辦法，基本上就是從

風向決定今天要不要出海。 

  受訪者 415H 談論到風對達悟人日常生活的影響： 

其實像現在的話，一年四季當中，我們最常見的季風是西南季風跟東北季風

嘛，這兩個風向是季節在吹的風，所以一般像我們在出海作業的時候，都會

去看風向。那西南風通常是在夏天的時候在吹的風，這個風向，就會影響漁

船的作業，因為只要風浪大概大一點，大概七級、八級的風，拼板舟就沒有

辦法再出去。 

尤其是在面對大海。你要知道風的來向，因為風的來向，你在海裡面你可以

判別你要去哪個海域去捕魚。風向，因為風的來向，有的時候風太大，有些

地方是可以因為地形的關係，不受風的影響。所以你在出海的時候就要去選

擇那些不受風影響的地方，所以你要瞭解風的來向。因為你如果到另外一邊

去的話，風太大，說實在我們的拼板舟大概寬八十五公分到九十公分，你坐

在船身中間，風大一點的話它會一直搖來搖去，那你沒有辦法作業，因為海

水會一直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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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達悟人而言，季節性風向改變代表了季節的轉換，季節的轉換則決定了達悟人的生活

作息，什麼時候適合從事什麼樣的勞動。當風向不適合出海時，就轉換其勞動場域，上山照

顧家族林地、果園、撿柴．或者逛山物色適合製作拼板舟、傳統屋的木材，或者是協助婦女

到田裡墾荒、播種、整理田地及水源；風向適合時便出海捕魚，為家人增添食物來源。一個

成熟達悟男人必需妥善分配他在陸地上與在海洋的時間，務求將兩方照顧得宜。 

3. 對風的描述 

  在研究者訪談的過程中，亦發現達悟人關於風的知識，來自長年生活經驗的累積與長輩

的教導、傳承。在早期外界文明尚未進入蘭嶼之前，島上居民依照風的來向、風的特色與當

時的季節、族人從事勞動的內容，將風概略分類，受訪者在接受訪談時也提到傳統上，每種

不同的風各有其固定名稱: 

東西南北風都有它固定的名稱，所以我們在學習這些東西的時候，其實都會

透過它的名稱去學習。因為，其實每一種風它帶來的氣象、氣候條件是不一

樣。譬如說像西南風的話，西南風可能帶來的水氣會比較溫暖，會比較潮濕，

因為它是從緯度低的地方吹上來的風，所以它是比較溫暖潮濕。(415H) 

  在夏曼．藍波安(2003)的研究中，針對達悟人對風的稱呼有極為詳盡的描述，將風共分

成十五類，包括對蘭嶼影響時間較長，風向較恆定的季節風，及影響時間短，風向不定的地

方風，其概要內容經研究者整理如下： 

表 4-1 達悟風名與其特性對應表 

達悟名稱 對應風向 特色 

Pangalitan E 
吹的時間很短，約一小時以內，無論哪種季節，代表

風與浪即將轉變。 

KakovIyan ESE 

微風微浪，適合出海從事漁撈，船釣。 

對紅頭、漁人、椰油等三個部落而言，是夏季的午後

從小蘭嶼返航時的最佳風向。 

Kasomzan ES 
微風微浪，氣候涼爽怡人。在達悟人的觀念裡，此風

勢是第二好的天候，氣候穩定使他們在海上能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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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漁事工作。 

Keitawan SSE 
颱風期間吹 kasomzan 風轉為吹這種風向時，表示颱

風的威力由強轉微弱。 

Kasonsngan S 
飛魚季節的標準氣候，不溫不慍的風浪，是適合釣鬼

頭刀魚的風浪。 

Kazazakana SSW 

其風向、浪濤、流水皆是吹向陸地，漁夫在海上作業

是安全的。 

若在退潮時，是提醒漁夫風向即將轉為 kavalatan，

風會增強並起海霧，需盡快返航。 

Kavalatan SW 

這是蘭嶼島最惡名昭彰的風向，理由如下： 

1.風勢強勁，且夾帶鹽度很高的水分，使陸地上的根 

莖植物(如甘藷、水芋)等由綠葉變枯黃。 

2.風勢強勁且帶起浪頭，使得灘頭的船隻無用武之 

地，不能出海，所以沒有新鮮魚可吃。 

3.刮風起湧浪的時間長達一、兩個星期，甚至於超過 

一個月。 

  在文化解釋上，這種風同時隱含著男人在捕飛魚

的同時，也應找時間做陸地的工作。 

Kanmonmowan WSW 

吹的時間約一個鐘頭左右，天氣將由好轉壞。達悟人

形容 Kanmonmowan 為「啞巴風」或「害羞的風」，

意思是轉變的預備動作很短，常常讓漁夫措手不及，

不僅沒有漁獲，甚至要人命。 

Kasariyana W 

達悟人形容此風為「小孩即將哭泣流淚」，吹此風時

雲層由灰白轉為灰暗厚實的烏雲，風雲變化迅速，經

常是暴風夾帶大雨滂沱，在海上掀起風浪、漩渦。 

Rakwa ilawod WNW 夏秋之際的強烈颱風吹的風。 

Towaza WN 夏秋之際的強烈颱風吹的風。 

Rakwa ilawod N 

指很大的遠方的風，是大惡劣天候，僅次於颱風。冬

季強勁寒流之風向，島嶼北面如颱風般的風浪；南面

風勢強勁，不過海象平靜，淺海可從事潛泳漁事。 

Likya ilawod NNE 

很小的遠方的風。相對 Rakwa ilawod 是小惡劣天候，

冬天吹此風，代表天候將由壞轉好，春天將至；夏天

吹此風，則是颱風的跡象。 

Kemana NE 

在夏天是由壞轉好之緩衝風帶；在飛魚季節，表示氣

象逐漸趨於穩定，風和日麗或炎熱的夏季，全島皆可

出海的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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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kalam ENE 

風和日麗的好天氣，氣象、風向、海浪的穩定，維持

的時間較長，在海上作業最是安心，帶來豐收，是達

悟人一年裡最愛的氣候。 

(研究者整理自夏曼．藍波安，2003) 

  沒有現代氣象學與氣候學的知識與訓練，達悟人依賴其唾手可得的生活素材與身體感官，

作為最佳的判斷工具，發展出屬於自己民族的氣象與氣候知識，對於生活在蘭嶼上的民族而

言，比起現代的氣象預報常因範圍過大容易產生誤差，或者難以針對較小範圍的區域微氣候

做出精確的預報，達悟人自己原有的「風的知識」，對其日常生活而言，反而更精確也更實

用。 

 

二、海洋的知識 

(一) 魚類的知識 

  魚類是達悟人最重要的食物之一，也是達悟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蛋白質來源。達悟人在

魚的分類上並不像西方科學有一整套明確的生物學分類系統或精確的判斷依據，達悟人的魚

類知識，來自長時間生活經驗的累積，祖先依魚的外形或親自嚐試後的經驗為魚類命名，後

代普遍可由魚類的名稱或外型來判斷魚類是否可以食用，及適合何種性別來食用。 

  簡單來說，達悟族將魚類區分為可食及不可食兩大類，不可食的魚有因自然原因被認為

不可食者，如河豚；也有因社會文化因素被鄙棄的，如受訪者 413C、413L、415W 皆表示： 

鰻魚因長得像蛇而被列為不可食者，獅子魚、魟魚等因長相怪異而不能吃。 

  另受訪者 413C 及 413L 也提到當達悟人捕捉到不認識或不熟悉的魚類時的處理方式： 

當遇到形狀怪異的魚類常是由老人嚐試食用，因老人有豐富生活歷練，可以

處理較奇怪的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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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411D、413C、413L、414D、416W)都特別強調： 

達悟人對於女性及後代是很保護的，所以不會將沒看過或奇形怪狀的魚拿給

女人及小孩食用。 

  而可食用的魚類又分成好魚＂Wuyod＂及壞魚＂Raɔet＂兩類(余光弘，1993)，其在生物

學上並無明確的分類標準，研究者由訪談及相關文獻分析的結果，歸納出幾種可能的依據： 

(1) 從外觀上：色彩較艷麗，或魚體以紅色為主要色調者(余光弘，1993)，通常給女性食

用；而色澤花紋較暗淡，多給男性食用；至於色彩更灰暗，形狀醜怪者，多由祖父級

的男人食用，也就是俗稱的老人魚。 

(2) 從氣味上：肉質較細、腥味較淡、食性較單純的魚類適合女性食用，如飛魚、白毛、

黑毛、鸚哥魚等：而外表及肉質較粗、腥味較重、性情較兇猛的魚類多給男性及老年

人食用，如石斑、鬼頭刀、隆頭魚、笛鯛、鶴鱵等。 

(3) 其它：魚名吉不吉利、魚性是否兇猛或溫和等。 

  達悟人將魚分類的目的，可說是基於安全上的理由，因為女人肩負生育及哺乳的重責大

任，且傳統上認為女人及小孩體質較弱，不能任意食用魚種，必須限制魚種，以防出問題，

而成年男子抵抗力較強，多數魚種皆可食用；至於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因為經驗比較豐富，

故能處理較奇怪的魚，所以一些較特殊的魚都由老人食用。因此將魚分類可說是達悟人對女

性與子孫的保護與尊重，是達悟民族面對嚴苛的生存挑戰以求民族存續之下衍生出來的結

果。 

  仔細探究達悟人對魚的分類，還會因應不同的情況，如孕婦、哺育幼兒的婦女、妻子懷

孕的男子、有哺乳兒的父親、男童、女童等不同發展階段區分各階段適合的食用魚，其中隱

含現代飲食的營養學概念，同時也是展示達悟人不同人生階段的飲食禁忌；一個祖父級的男

子是所有魚皆可食用，而祖母級的女性則可吃所有的好魚（余光弘，1993）。 

  雖然達悟人在實行傳統時並未意識到其分類的意義何在，但據余光弘(1993)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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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魚常較機靈而易受驚，較難捕捉；壞魚則多半極易上鈎或行動遲緩易被捕獲，若一味追求

漁獲量，則易於捕捉的魚類族群遭遇滅絕危機。由於女性僅能食用好魚，有家室的男人常需

耗費較多時間與精力追捕女人魚，也免除了較易捕捉的壞魚滅絕的命運，其對自然資源的利

用完全符合生態平衡的概念。 

  除以好魚、壞魚作為食用魚的區分外，達悟人傳統的祭儀與自然時間也是區分食用魚的

重要規準。按照傳統達悟人將食用魚分成春天魚及礁岩魚兩類(余光弘，1993)，或稱儀式性

魚類及非儀式性魚類(夏曼．藍波安，2003)。春天魚即儀式性魚類，指的是於春天洄游至蘭

嶼的季節性魚類，如飛魚、鬼頭刀及鮪魚等等，在這個季節中，達悟族以獵取這些洄游魚為

主要食物來源；礁岩魚也就是棲息於近岸礁岩，達悟族在飛魚季節之外所捕食的魚。 

  依照傳統，飛魚季節中禁止捕捉礁岩魚類，這四、五個月的時間便是珊瑚礁底棲魚類休

養生息及繁衍後代的時間；之後七、八個月的時間，皆以捕捉礁岩魚類為主，但由於飲食禁

忌的關係，每個部落總有因妻子懷孕或哺育幼兒而暫停捕捉某些魚類，使各式魚類不被趕盡

殺絕，得以持續生態平衡。國曆三月左右是飛魚開始洄游至蘭嶼的時間，也是飛魚季節開始

的時間；而每年七、八月，飛魚開始向南方洄游，正好是飛魚季節結束的時間，在此時結束

飛魚捕撈，一方面是因為飛魚洄游使魚獲量開始減少，二方面也是讓飛魚季節後存活下來的

飛魚有時間休養生息，繁衍後代，其中隱含了生態保育與永續利用的概念。 

  如此的捕撈方式使不同類型的魚皆有機會休養生息並繁衍後代，相較現今現代科技發達

下，人類過度利用海洋資源，造成海洋資源逐漸枯竭。達悟人的漁撈方式與規準，是達悟族

群長時間與自然相處所衍生的經驗與智慧，值得現代社會借鏡；這樣的方式，才能真正維持

生態平衡，達成永續發展。 

(二) 潮間帶的運用 

  達悟人主要的食物來源除地瓜、芋頭外，便是視風浪及海況決定是否出海捕撈魚類，另

外在海水漲、退潮之際，達悟人也會到潮間帶取用海洋資源，包括貝類、螃蟹、海藻、海菜



 

95 
 

等作為日常生活的副食。 

  男人除在海上捕魚之外，還可以在岸邊獵取小魚及生物，是族人全年都可用的捕魚方法，

白天、夜晚均可，沒有禁忌的限制。而當男人在海上捕魚時，婦女也一樣可以攝取海洋資源，

為了保護達悟婦女，因此她們的活動範圍只有在海岸礁石一帶，獵取海邊生物，補充日日生

活的副食，如螃蟹、貝類、海草類及小魚等等。 

  對於潮間帶生物的取用，達悟老人在島上親自嚐試各樣生物，分辨可食和不可食的東西

後，將經驗傳承給子孫，便如同中國傳統的神農氏嚐百草一樣，使後代子孫明白有毒和沒毒

的東西，使後代能安心取用島上的各種食物(董森永，2007)。傳統上，物種的名稱是達悟人

判斷這個東西可不可以食用的重要依據，如受訪者 414D 提到： 

賦予它的名稱跟這個貝類的一些特性是有相關的，名稱就是代表那個貝類的

特性，聽名稱我就知道這個貝類可不可以拿。貝類比較不像魚有分好魚、壞

魚，應該說傳統上就沒有在挖它啦！ 

  這種判斷方式，可能也會發生好東西如果名稱不好，傳統上也會禁止後代食用，但其實

都有原因可循，一種可能是因為該生物取得不易，或是該生物的習性較兇猛，在取用過程中

被攻擊或發生意外的機率較高，所以將之列為不可食用的東西，以保護後代子孫。另一禁止

捕捉的原因是該物種在島上數量較稀少，所以傳統上將之列為禁止食用的對象，以保護該物

種的存續，這其中也隱含維持生態平衡的意義。 

  對於潮間帶海洋資源的利用，達悟人也自有其工具、方法與利用的規範。關於利用潮間

帶的工具，受訪者 410C 及 415W 在受訪時都提到在達悟男人在潮間帶捕魚的獨特方法： 

傳統上會用一種方式在潮間帶捕魚，用兩隻竹竿，然後網垂掛在兩個竹竿之

間，他會去蹲在潮間帶比較容易出現翻浪的地方。浪翻的時候，他的視線可

以穿透從浪翻起來的鏡面看裡面有沒有魚，他的視線可以穿透去看，我講的

是好天氣時海岸邊翻起來的浪，不是白色的浪花泡沫。當浪翻起來的時候他

透視浪的鏡面發現有魚的話，他就會馬上迅雷不及掩耳的衝到那個前面，把

他所抓的兩隻竹竿上面的網往前灑，蓋下去然後他就用腳踢，攪和海水讓魚

受驚嚇然後去衝那個網，魚就不會進到岩洞，魚害怕想游出去，就會衝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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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這個工具大概兩公尺多一點，是一個人可以操作的大小。 

 

  達悟人運用簡單的工具，兩根竹竿及一面漁網，便能在潮間帶獲取生活所需的資源，這

種捕魚的方式需要很好的眼力、體力再搭配豐富的經驗，達悟人對於日常生活的海岸的熟悉，

幫助他們更容易獲取生活資源。達悟人從潮間帶食物的選擇，捕魚工具的製作，到捕魚方法

的運用，都是其傳統科學智慧的展現。 

(三) 拼板舟的知識 

  對達悟人而言，拼板舟不只是他們獵魚捕食以維生的工具，同時也是達悟人工藝技能的

展示，拼板舟的製造過程從選材到拼裝以及完成船上的雕刻，都具有深厚的文化意涵。一艘

拼板舟的完成，其實蘊含了達悟人對於山林木材的知識，及對海洋海浪的瞭解等傳統智慧。

拼板舟的由來、造型、選材及拼裝等，皆展現了達悟人從生活經驗中累積而得的科學知識，

以下便從這幾個方面加以介紹。 

1. 拼板舟的由來 

  達悟人是臺灣原住民群中唯一的海洋民族，依賴海洋的生活方式使達悟族發展出獨特的

航行工具──拼板舟，至於達悟人為何會發展出拼板舟文化，在文獻資料中少有提及，傳說

故事中也只提到：有兩兄弟各做一艘造型相異的拼板舟，下水後發現其中一種較為堅固，因

此為後代延用。為何製作拼板舟的原因，經研究者訪談後發現，是源自達悟人長時間與其生

活之山林及海洋互動後的生活智慧。如受訪者 413C 提到： 

因為獨木舟在做的時候是一根原木直接砍、直接做，那是非常不環保，生態

保護也沒有做好。為什麼是拼板舟，是我們只會用到它的氣根，或者是比較

細的木頭，就是不會用到整根木頭，就是在保護那個物種不要那麼快消失。

為什麼是拼板舟，是因為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木材，各取一點、各取一點，

這樣可以保護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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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受訪者 414D 也對達悟人為什麼製作拼板舟提出以下說法： 

如果說是用獨木舟那種砍一棵大樹中間挖空這樣，那種重量又重啊，又不很

輕巧，在海上航行時不容易掌控。拼板舟的概念是可以容易掌控，最重要是

在這裡，能夠隨著波浪的高低，也比較容易平衡啊，可以在海上很悠遊的這

樣子平衡，這樣子的划。 

  而受訪者 415H 也對拼板舟的由來做了說明： 

蘭嶼沒有那麼大的樹，基本上，那麼大的樹你要把它做成獨木舟，你用挖的，

是沒有那麼大的樹可以讓你挖成獨木舟。…因為我們所用的樹，樹齡也不會

很大，我們會用的樹大概二十年到三十年，因為再大的樹，非常大，你以以

前的人的工具來講，他沒辦法砍，所以他的樹齡是要剛剛好，大概二十年，

二十年或者是三十年的，看你要做那個，那個一人船、兩人船或者是十年大

船。一般一人船的話大概，一個人環抱的樹，是剛剛好的。 

  綜合以上敘述可知，由於(1)地形、氣候、面積等自然條件的限制，蘭嶼少有夠大棵的原

木能製成適合出海航行、捕魚的獨木舟；(2)傳統生活並沒有足夠且適合的工具，因此祖先無

法利用單一的原木，做出一人船、兩人船甚至更大艘的十人船；(3)與單一原木製成的獨木舟

相比，拼板舟在海上更輕巧易於操控，更容易保持平衡，也更能維護族人出海作業時的安全。

在此情況下，便發展出達悟族的拼板舟文化。 

2. 造型的知識 

  拼板舟的造型更可說是達悟人與海洋長期互動下的智慧結晶，如同許多南島海洋民族的船

隻，達悟人的拼板舟舟底呈深 V 字型，尖尖的船底設計，採用較重的木材如台東龍眼木、蘭

嶼赤楠等製作，其選材及製作皆是達悟族傳統智慧的展現。 

  根據受訪者 415H 的說法： 

下面的龍骨是重的話，它整個船身有一個重心在，所以它在海裡面它是可以

往下，然後它是可以很平穩的在海上面。 

  在船底運用較重的木材使船吃水重心下降，能幫助船隻在海上航行時保持平衡，不易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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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兒童玩具＂不倒翁＂的原理。至於船身兩側則採用圓弧形，可使水流平順減少阻力，並增

加船隻的浮力，使族人滿載漁貨時，可以順利平安返航。 

  而拼板舟的船首及船尾也都是橫向的深V 字型，此一造型也蘊含達悟人的傳統生活智慧。

根據受訪者 415H 的說法： 

其實像那個它 V 字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你在海面上航行的時候，你在破

浪。因為浪是這樣子，一波一波的浪，那你用平底的話，平底的阻力會比較

大，如果是 V 字形的話，你這樣子去破剛剛好在海浪中間，這個 V 字形的過

去，剛剛好它可以把那個波浪往船的旁邊排開，然後才可以向前划行。 

  受訪者 414D 也提到： 

船頭船尾這種功能，其實就是尖的嘛，衝浪的時候，破浪的時候它可以消除

阻力，它可以順利分開海水，尤其靠岸的時候它也是，因為一波一波的浪打

上岸，那你的船型很尖的話它可以保護這個船，它不容易被打翻。 

  拼板舟在海浪中前進時，尖銳的船頭就像一把刀，可以劃破迎面而來的浪，減少航行時遭

遇的阻力，船舷板可以讓水往兩側流開，避免浪濺濕船上的人(科學小原子，2009b)。尖尖的

船頭扮演了破浪、分浪的重要角色，這樣的造型，能有效減少海浪對船的阻力，航行速度自然

比船頭平平的船要快得多。 

3. 選材的知識 

  拼板舟的製作，共需動用到十一種木材，其船身是由許多木板拼接而成，船隻長期與海水

接觸，因此選擇的木材必定較一般木材更耐蟲蛀及腐朽。此外，板塊的使用數量因船隻大小而

異，每塊船板也因功能及位置的差異，會選擇不同的材質來製造。如受訪者 415H 說明其選材

的條件： 

它龍骨跟第一層船板，還有船首、船尾的龍骨，會用的木頭大概是用台東番

龍眼，或者是赤楠，這兩種去做龍骨。那第一層船板的話大概都是欖仁舅，

或者是那個台灣膠木(大葉山欖)也有，它們共同的特徵就是，這些木頭的硬度

都很高，然後密度也大，所以它在礫石灘上下在推的時候，比較耐磨。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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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的話，它用的船板也大概跟第一層差不多，到第二層的話，其實他用的

樹種都還很堅硬。然後第三層的話，就會用浮力比較大的木頭，像蘭嶼麵包

樹、綠島榕這兩種都會用到第三層的那個木頭。變成說，下面它的密度跟重

量是比較重的，然後上面是比較輕的，所以下面的龍骨是重的話，它整個船

身有一個重心在，所以它在海裡面它是可以往下，然後它是可以很平穩的在

海上面，下面的是可以支撐這個船，可以讓這個船浮起來的一個密度，所以

我們在選材的時候是這樣子去選擇木頭的。 

  受訪者 414D 也提到： 

為什麼會這樣子選擇這樣子的木頭在每一個不同部位，因為木頭有分比較堅

硬的，也有分比較輕的，比較輕的都比較放在船舷，那個中間、上面，最上

面那一塊，所以它的重量就不會壓到下面。其實放在最上面是越輕越好，所

以那個不同的木材，有的木材是比較輕的，有的是很重，重的、堅硬的都是

在比較底下。 

  對照訪談資料與文獻資料可發現，拼板舟的選材其實包含了達悟人對山林生態資源的知識

與理解，其知識是與實際生活緊密結合。達悟人知道因地置宜，將厚重、堅硬的木材作為拼板

舟的底部，一方面可提供船身重心，使船在海上航行時不易翻覆；二方面將船拖上部落灘頭的

過程中，堅硬的底部較能克服與鵝卵石間的磨擦，延長拼板舟的使用壽命。拼板舟上層則選用

質輕、密度低的木材，不致造成下層木材過重的負擔，且更利於船隻在海面航行，使這種「頭

輕底重」的船隻在海上航行時更能保持平衡。 

  達悟人平日逛山尋找木材時，除了會為自己家族的私有林地疏伐，使家族林地長得很好，

對公有林的取用則是會從幾年前開始在樹上刻畫自己的記號，等待樹木長到自己想要的程度，

再將它砍下做新船或新屋。砍伐前，達悟人會先與樹對話： 

我要拿你來做什麼，希望你能夠協助我。就算是我拿你去做船板的時候，拿

你去做船的時候，我也希望能夠你成為船的一部分的時候，你能夠讓我在海

裡面平平安安的去海上作業；或者是我把你拿回去家裡面做柱子的時候，也

希望你保佑我家人身體能夠健康平安。(415H) 

  而在砍伐時也會注意旁邊的小樹苗，控制樹倒下來的方向，避免傷到其它的幼苗。在砍伐

後也會順手多種幾棵小樹苗，維持山林生態的延續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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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造舟的知識 

  現代拼板舟在拼接木板時，用的是現代的化學樹脂作為黏著臍；傳統達悟人在沒有化學樹

脂的年代，更懂得利用其工藝技術搭配自然素材，使拼板與拼板能緊密接合，使拼板舟能穩固

的在海上乘風破浪。 

  達悟人製作拼板時，就像現代的拼圖，木板與木板間有拼圖卡榫，使拼板舟一片一片卡起

來，更為堅固；或者是在拼板的接合處各切開一塊，再另外填入一塊木塊，用木釘固定(鄭惠

英，1984) ，就算風浪再大，也不容易把拼板沖開。而除了拼圖卡榫之外，拼板與拼板間的接

縫更為重要，兩塊木板的接縫處需完全平坦才可能密合，達悟人對接縫的處理也是一門學問，

如受訪者 415H 所述： 

兩塊木板之間，比如說我們把這一塊木板，其實那個就是很特別的知識，他

會用繩子去量它的長度。然後呢，船板跟船板之間的接合的時候就是，他先

把兩片木板先削平之後，在下面這塊塗上那個紅色的紅土，我們大概都是去

拿那個紅土，然後用林投果的那個氣根做成刷子，把前面敲碎，然後在這邊(下

面船板與上面船板接合處)用濕的紅土沾上去之後，再把上面的這塊船板放下

去，那個凸出來的地方，上面的船板這邊(與下面船板接合處)凸出來的地方會

沾到紅色的紅土，那再把那個有沾到紅土地方削掉，然後就這樣子一次一次

一直在重覆，一直重覆到這個船板大概完全密合為止。當然完全密合是不可

能，但是它的那個接合度是要做到可以成船，對啊，所以他那個運用斧頭的

那個功力是要非常非常高。 

  經過反覆修整之後，便於下方板子鑽洞，裝好木釘，再準備鑽上層板子的洞，同時要注意

洞與洞之間的距離不能差太遠，上下之間要互相對齊。另外，拼板舟的木釘也有固定的木材，

達悟人根據其對木材的知識及生活經驗，選擇「開過花的桑椹木來製作(415H)」，因為這種木

頭遇水會膨脹，能使木釘接合處更加緊密，造出來的船才會輕巧、耐用又安全。 

  平整的拼板及木釘，尚不足以使拼板舟安全的航行在海面而不會漏水，因此達悟人還運用

了其它的自然元素，來使他們賴以維生的工具更堅固牢靠。在接好拼板與拼板，鑽洞並裝好木

釘之後，會在板子上塗上紅土顏料，以便將從島上收集來的蘭嶼花椒根部纖維(狀似白色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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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均勻的鋪黏在接縫處，不易掉落，接著再用繩子在蘭嶼花椒的根部纖維上以 8 字型或 S

字型纏繞。8 字型纏繞的目的是壓穩蘭嶼花椒的根部纖維，使它不容易鬆掉，達到防水的效果；

S 字型纏繞的優點除壓緊蘭嶼花椒的根部纖維以外，在纏繞時可對木釘產生一左一右相抗衡的

力，增加木釘與拼板之間的磨擦力，使拼板舟的組裝更加穩固(科學小原子，2009a)。 

  達悟男人從小便跟著父親進入山林，認識各式各樣不同的樹木及其功能，學習如何照顧自

己家族的林地以及公有林地，從中瞭解到要取用自然資源，不能只照顧自己想取用的部分，更

要先妥善照顧整體自然環境，如此才能生生不息。達悟人對山林的瞭解及運用山林資源的智慧，

來自長時間與自然互動的結果，不是習慣生活在平地的漢族可能具有的；達悟人取用自然資源

的方法與態度，卻是過度開發的現代社會可以學習的。 

5. 其它相關知識 

  只要天氣許可，乘拼板舟出海捕魚是每個達悟男人的日常勞動，拼板舟的保養與維修也是

達悟男人的重要工作。然而每日返航時，達悟男人皆需耗費許多氣力將拼板舟拖回岸上的船屋，

拼板舟的船底與礫石灘長期摩擦也容易損壞，達悟族又要如何克服這些問題？研究者經由訪談，

再次見識到達悟族簡單卻實用的生活智慧。 

  當與受訪者 410C 討論達悟族傳統的拼板舟文化時，受訪者 410C 便提到： 

以前規定女生不能碰到船或接近船。之前我們家的(小)船有參加招魚祭，以大

船的方式先去抓飛魚，回來的時候會裝魚，或者浪打進船裡，使船更重，所

以我們就要去幫忙推船。我跟我爸在船頭，把船抬起來，不能在地上磨沙灘，

因為有阻力，所以要抬起來，變成只有船尾在地上，前面是騰空的。因為很

累，有時候就會把船放下來，我媽他們就會準備木頭，墊在船底下用滾的，

減少磨擦力就很容易(把船)推上岸，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知識。 

  414D 在受訪時也提到： 

有的是一個人可以把它拖上岸，也有的是需要人家，大船的話就是大家都要

幫忙，十個人都要一起出力，岸上有人的話也一起幫忙。很重的話他們底部

會放那個圓木頭，這樣子大家推起來會比較容易，可能放個兩三根，這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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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在這，另外一個在後面的再拿到前面去，木頭的方向與拼板舟是垂直的，

就把拼板舟架在圓木頭上推上岸、滾上岸，就不用怕鵝卵石在下面這樣子磨

擦。 

  受訪者 415H 也說： 

一定會磨擦。有啊，如果這樣子，像一些大船，你剛才所提到，尤其是在沙

灘、灘地上，像紅頭那邊，它是在一個沙灘地，那他們都會準備木條，大概

跟手腕這樣子粗，跟手臂這樣子粗，比較硬的木條，然後把它放在船身下面，

就是放在船身下面，那它就會透過這樣子磨擦滑行，滑上去。要不然你直接

在沙灘上這樣子拉很費力，非常的費力，那他們以前都會準備一些木條。尤

其是在返航的時候，已經在海上已經很累很累了，你再用那麼大的力氣把那

個船拖上去不可能，所以都會準備一些木條在那邊，方便把船拖到岸邊。那

其實在岸邊會有人在看，返航的人，如果說我爸爸出航了，那我會預期大概

爸爸什麼時候回來，然後在清晨的時候，如果他是在前一天晚上去出海，那

在清晨該回來的時候，我就會去海邊等他，然後幫他把船推上來。 

  研究者經由訪談發現，達悟人返航後為了減少力氣的耗損，及保護拼板舟的舟底避免因與

礫灘長期接觸而嚴重磨損，在將拼板舟拖上岸時，岸上的男性家人皆會主動幫忙抬拼板舟，有

的人則幫忙在船底擺放圓木條，讓拼板舟能藉由圓木條滾動的力量往岸上行進。如此可有效降

低拼板舟舟底與海灘礫石間的摩擦力，使船隻能順利運上岸，並保護舟底減少磨損。達悟族不

需要物理課程，也不知道何謂摩擦力，然在達悟族的日常生活中，卻常可見到課本上理論與知

識的實際應用，作為其傳統智慧的展現。 

 

三、日常生活、飲食、器具的知識 

(一) 季節的分類 

  根據夏曼．藍波安(2003)的研究及訪談結果，達悟族傳統習慣以飛魚來到蘭嶼及離開蘭

嶼兩個時間為劃分依據，將一年分類三個季節，分別是 Teyteyka，指飛魚海上漁撈結束的季

節，俗稱夏季；Amyan，指飛魚將來臨的季節，俗稱冬季；Rayon，指飛魚季節，俗稱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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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季節中又可分別對應到漢人慣用的國曆，每個季節分別包括了國曆的四至五個月分，且

由於達悟族是依照飛魚來到蘭嶼及離開蘭嶼作為季節的分界，其下又再配合自然變化、生活

作息、農事與人事細分出時間較短的月份，故達悟人的一年總共包含十三個月，不同於漢人

習慣的十二個月。研究者根據蒐集所得之文獻資料，將達悟族之季節概況整理如表 4-2： 

 

表 4-2 達悟族季節概況 

季節分類 Teyteyka Amyan Rayon 

代表涵意 
夏天，是飛魚海上漁撈結

束的季節。 

冬天，飛魚將來臨的季

節。 

春天，飛魚季節。 

達悟年曆 

vs. 

漢人年曆 

第一個月 piyavehan 

(約國曆六月) 

第六個月 kaneman 

(十一月) 

第十個月 paneneb 

(三月) 

第二個月 pehakaw 

(七月) 

第七個月 kapitowan 

(十二月) 

第十一個月 pikowkawod 

(四月) 

第三個月 binyos no mataw

或 pazpotohon 

(八月) 

第八個月 kawowan 

(一月) 

第十二個月 papataw 

(五月) 

第四個月 pitanatana 

(九月) 

第九個月 kasyaman 

(二月) 

第十三個月 pipilapila 

(六月) 

第五個月 kaliman 

(十月) 

  

(整理自林衡立，1961；夏曼．藍波安，2003) 

   不同於漢人習慣用春、夏、秋、冬分別顯示一年四個季節的特色與時間，達悟族人的

季節主要是依照飛魚來到蘭嶼及離開蘭嶼的時間來判定每年的季節更替，如受訪者 411D 所

述： 

我們沒有秋天，只有三個季，一個是春天，一個是夏天，一個是冬天。我們

就很好分，飛魚季節的時候就是春天，有四個月，就是二月、三月、四月、

五月，這個是春天；夏天就是六月、七月、八月、九月，這個是夏天；再來

是冬天，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 



 

104 
 

  飛魚屬洄游性魚類，固定時間便會由北太平洋的南邊往北洄游，成為達悟人每年的重要

魚獲，其與達悟人的神話傳說、日常生活、重要祭儀、節氣變換與生活禮俗息息相關，不論

由傳說禮俗或日常生活的角度觀之，飛魚都可說是影響達悟人生活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達悟人生活中的季節認定，以飛魚來到蘭嶼與離開蘭嶼的時間決定，此為達悟祖先在缺

乏現代科技與工具的生活中，經過長時間觀察，提出對一整年時間的劃分依據，雖與現行分

類不同，卻更符合島上人民的生活作息。如受訪者 414D對達悟人一年三季生活概況之描述： 

夏天，抓魚的部分就是任何的魚都可以去捕撈，那陸地的工作就很多，就很

繁雜。那就開墾，芋頭田的一種整理啊，或者拔草啊，或者是找另外一個地

啊，要準備要開墾的啊。或者會想說，＂我這個飛魚季結束之後，我是不是

要再做一艘船？＂差不多大概是這樣子的工作。…冬天就很清楚，就是為了

準備飛魚季，有的會忙於織布，婦女要給丈夫或者是家裡祭典用的，我們的

正式服裝啊；還有做丈夫的會擔心明年的飛魚季，我有什麼已經快壞掉了，

還要再照做這樣，一些捕魚工具啊，或者是做藤帽啊，或去山上。 

  當飛魚季節時，全島便忙於飛魚的獵捕及事後處理，而飛魚季節之後的夏季，轉為礁岩

魚類的捕捉，也有更多時間在山林及農田的開墾與照料，或者是進行飛魚季節間被禁止的修

捕作業；之後進入東北季風強勁的冬季，達悟人的生產活動也轉進室內，從事編織、修捕漁

撈工具或一些傳統工藝等。達悟人隨季節及自然生態的變換而轉換其生活與勞動場域，將重

心平均分配在山林及海洋，雖然缺乏文字記錄及明確的分界，其生活自有一套符應季節變換

的韻律。一如早期漢民族依季節變化定出「二十四節氣」，作為安排每年農業生產的重要憑

據，同樣都是來自祖先經驗累積所產生的生活智慧。 

  漢民族依照太陽制定「農曆」作為安排一年之中大、小事的依據，達悟人也根據月亮的

陰晴圓缺及季節更迭，制定出屬於自己民族的「夜曆」，用以決定什麼時間適合從事什麼活

動。例如受訪者 415H 提到： 

我們是看月亮去判讀，因為季節有區分，然後季節裡面又有每一個月、每一

個月的那個名稱在，像我們現在叫做＂pikowkawod＂就是划船，要划船的那

個時間，然後這個時間過了之後，下個月叫做＂papataw＂，就是那個拼板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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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白天去釣鬼頭刀的那個時間，所以每個月它都有最主要要去從事的一個活

動。 

  另外，受訪者 414D 對於傳統的「夜曆」也做了以下說明： 

傳統來說，每一個月都有它的名稱，每一天都有它的名稱，甚至我們是用看

那個月亮的圓缺來給它賦予它的名稱這樣。比如說＂matalin＂，指月亮一半

的時候，它會有吉利或不祥的一種區分，跟農民曆有點類似，會告訴你有哪

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夜曆」的內容包括每個月分及每個日期的達悟語名稱，而名稱便代表了該月或該日在

達悟人生活中的意義。 

  在林衡立(1961)及夏曼．藍波安(2003)的研究中，將每個月分的達悟語名稱及其在達悟

人生活中的意義一一列出，從文獻中可明確看出「夜曆」同時影響著達悟人的日常生活作息

與人際關係。如達悟人的第一個月 piyavehan 在達悟語代表「豐收」，海上飛魚漁撈的活動

結束，同時陸地上根莖作物也已成熟，是為食物豐富的月分。自此月開始，達悟人的捕撈對

象由飛魚轉為底棲魚類，使飛魚季結束後仍存活的飛魚能休養生息，繁衍下一代，來年的同

一時間為達悟人帶來同樣豐富的漁獲。而飛魚季獲得休息的底魚類，替代飛魚成為達悟人重

要的「菜」，是達悟人的蛋白質來源。捕撈魚類的替換，隱含著生態循環與永續利用的概念，

較之西方科技對所有可得資源利用殆盡的態度，更為適合整體生物的生存及環境永續發展。 

  「夜曆」是達悟人經由長期的自然觀察，自然經驗與季節互動變換，根據達悟人的生活

經驗所發展出來，達悟民族獨有的曆法。沒有科學儀器或計算機，不用高深的數學能力，達

悟人由生活經驗而得的曆法，使傳統生活在配合自然環境的變遷及氣候條件的轉換下，創造

出最符應自然的生活節氣與規律。全世界雖然共用的年曆與月曆，也有中央標準時間，卻不

一定符合各地方的自然節氣，也不一定適合各地方居民的生活需求；瞭解自己的生活環境，

進而找出最適合的生活方式，這是達悟人傳統智慧的展現，也是現代社會應該學習的。 

(二) 空間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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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間的知識上可對應到西方科學中地理學的概念，包括位置判斷與方位應用，以及距

離的表示方式等等。傳統上達悟族並沒有發展並繪製出自己族群的地圖，但因應其生活環境

與生活需要，仍有其表示位置與距離的方法。 

1. 位置的判斷 

  在方位的判斷上，達悟人對遠近及左右的判斷不同於一般所謂的東南西北，亦非以日出

日落劃分其方位，而是以面向海洋來決定其左右方向，如受訪者 415H 提到： 

我們在判別方位的時候，每個村都一樣，都是以面海來去判別方位。 

  這也影響達悟人對風向、海浪流向的判斷，因此每個部落有相同的判斷方式，卻可能有

不同的表示方法與結果。余光弘(2004)的研究亦指出，達悟人的空間方位並不以西方科學習

慣的東、西、南、北為判別，而是以海洋、部落灘頭至部落的直線作為其判斷自己所在位置

的依據，「海陸軸」是其普遍使用的定位參考原則。 

  受限於地形阻隔、交通不便，達悟人部落與部落間領域性強，彼此的互動往來較少，日

常生活的範圍以部落至海岸灘頭為主，造就其在島上行動時使用的是「絕對位置」的觀念。

達悟人將蘭嶼全島劃成許多各有專名的區域，而每個部落內各處皆有專門的地名，使每個人

有必要時都能將他的活動地點清楚指出。如受訪者 415H 說： 

我們蘭嶼的人，對於我們的周遭的空間，都有特定的名稱，所以這些特定的

名稱，對於我們生活在蘭嶼的人講，是絕對位置。當我說，是在那裡的時候，

如果你瞭解那個地方，就是那裡。 

  此外，415H 更強調： 

每個部落對於他生活周遭都分得很細，他們在空間應用上，給這些地景取名，

比如像玉女岩，從海上看像捕撈飛魚的時候用的火把叫＂somoo foonu＂，當

我跟你講說我要去＂somoo foonu＂，那另外一個人就知道說要去哪裡，那個

就是絕對位置。我們在相對位置的應用比較少，因為我們這邊，如果是生活

在相同的空間裡，對空間的位置命名我們都知道，也都在生活中應用。但這

僅限於我們部落裡面，因為隔一個部落他並不了解，這個部落的一些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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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落的人不一定知道。 

  在陸地上，達悟人以地名作為表示位置的方法，而傳統地名的命名也有其特殊性與辨識

度，如受訪者 415W 解釋達悟族傳統地名的命名由來： 

有時候是以它的景觀的特色，例如五孔洞很深嘛，我們的話裡面它就是很深

的意思。那有個地方就是，以前沒有公路的時候，我們走路走到那邊差不多

要到中午，那邊就變成吃午餐的地方。就是以人跟在那邊做的事情，這是一

種取名的方式，就是＂這個地方我們會拿來做什麼＂，另一種就是＂它的特

徵＂這樣。 

  運用不易改變或具有特色的自然地景作為命名的依據，使聽地名或看到地景的人都能一

目瞭然；或者是以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件，或是以人類與當地的互動作為命名的依據，以最簡

單的方式清楚表達自己的位置。 

  此外，陸地上的地名及地景也有助於達悟人在海上作業時，作為判斷自己方位，不致迷

航的憑據。如受訪者 415H 提及自己晚上出海捕魚的經驗： 

以我的經驗的話，其實每個在捕魚的人，我們如果是操拼板舟的人，是去看

山的剪影，去看山的剪影去判別你的方位跟距離。我在岸邊、在划船、在放

網的時候，都在觀察山的剪影。我如果要判別方位，我不會看星星。因為在

白天我熟悉的島嶼的山，所以晚上我去辨別方位的時候是用山的剪影去辨別，

去判讀方位。 

  因為不論有無燈火，不論白天黑夜，山的剪影都是不會改變，也因此成為達悟人航海時，

為自己定位的重要依據。 

  遇到要跟別人說明自己在海上的位置時，達悟人也會運用相對位置及定位的概念，以岸

上的地景為自己在海上的位置做定位，找出自己大略的絕對位置後，再告訴別人這個海域裡

有什麼東西，這是傳統達悟人在相對位置上的運用。 

2. 距離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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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上並沒有量測的工具，因此達悟人是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地景或者自己的身體作為量

測的工具，如受訪者 415W 所述： 

距離的話他們是用那個，地瓜田的寬度去，比如說要測量距離的話，比如說

一塊田或者是兩塊地瓜田的距離。那一塊地瓜田的距離大概，如果以現在來

講，大概有二十公尺左右。 

  達悟人尚未發展出很精準的測量工具或方法，通常只是取個概數來表達大略的距離，但

若是製作拼板舟時就有比較小尺度的量測方式，如受訪者 415W 提到： 

在做船的時候，他就有手掌的距離，然後有指幅的距離，然後有手肘的肘寬

的距離，或者是手掌的距離…。 

  夏曼．藍波安(2003)也提到「達悟人丈量船之長寬，以 adpa(兩手撐開的長度)、rangan(大

拇指)、kamay(手指寬度)計算單位。如此之丈量皆依據個人的標準，因此長寬高的觀念是以

大約多少來表示，正確的丈量尺數是不存在的概念。」鄭惠英(1984)更詳細列出製作拼板舟

的所有測量單位，又可以區分成長度及口徑兩種，由研究者整理如下表 4-1 及表 4-2： 

表 4-3 拼板舟測量單位──長度 

測量單位 代表意義 測量單位 代表意義 

Kamay 一隻手指寬 

Mamindan do 

kawokotan no 

lima 

指尖到手腕關節長 

Somisi 食指指尖至指端長 

Katavan ni lima 指尖到手臂開始粗處

(手腕與手肘間)的長

度 

Kemkem 一個手握拳寬 Sikowen 指尖到手肘關節處 

Rokap 一個手掌的寬面 

Salima 一手橫向撐開的指尖

處至另手曲放在肩上

的肘關節處總長度 

Sangaen 
大姆指與食指撐開的

長度 

Adpa 二手撐開的長度，約為

一人高的長度 

Rangan 
大姆指與中(小)指撐開

的長度 

  

(研究者整理自鄭惠英，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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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拼板舟測量單位──口徑 

測量單位 代表意義 測量單位 代表意義 

Tacat 手腕粗 Yapten/mayapot 

二手臂環繞、二手掌相

疊而成的圓圈 

Avet 

左右手的大姆指與食

指相抵所環起的圈 
Jayapot 

二手臂環繞、二手僅掌

指尖相觸而成的圓圈 

Mitoplis no 

tacet 

二手臂彼此相疊環抱

成的圓圈 

 
 

(研究者整理自鄭惠英，1984) 

  由上述可知，拼板舟每塊拼板的長度會因人而異，所以每艘製造出來的拼板舟也有些微

差異，可以說每艘拼板舟都是獨一無二，而且是最適合每個人自己的體型，最方便個人駕馭

的拼板舟。 

(三) 食物儲存的知識 

  傳統生活並不像現代有方便的冰箱可以儲存食物，當遇到天候不佳或臨時有事無法出外

取食時備用，因此每一個民族會因應族群生存的自然環境，發展出不同的食物處理方法，如

泰雅族利用醃漬方式來保存肉類或魚類、排灣族將芋頭分類後烘乾，以延長其可食用的時

間。 

  居住在蘭嶼島上的達悟族，日常生活深受氣候的影響，夏季常遭受颱風侵襲，或受強勁

西南季風影響導致無法出海捕魚；冬季則受東北季風影響其出海次數與魚獲，也導致家中可

能面臨斷炊的困境。因此達悟人在平日便會將多捕獲之魚做特殊的處理，使其能夠存放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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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當遇到天候不佳無法出海時，仍有先前儲存的魚乾可以食用。 

 

  傳統上製作魚乾需用到鹽巴，日治之後鹽巴已可由外面進口，而在日治之前達悟人製作

鹽巴的方式，則來自其民族經驗與傳統智慧。達悟人依海維生，從生活經驗中發現海水可成

為鹽分的來源，因此在缺乏調味料的年代，便以海水作為最天然的調味，並發展以海水為基

底，提煉鹽巴以食用及鹽醃的方法。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 410C 即提到傳統製鹽的方法： 

傳統鹽巴的來源就是利用潮間帶，潮間帶有天然的凹槽、壼穴，裡面會積鹽

水，太陽晒後就會有白色的鹽滷，拿去煮。蘭嶼以前也是這樣子把鹽提煉出

來，他們用這個去醃漬他們所要保存的那些魚。 

  傳統沒有瓦斯爐，提煉鹽巴前需先撿柴生火，並長時間維持一定的火候，對達悟人而言

並不容易，所以鹽巴的產量不多，在使用上也更仔細，主要是用在魚乾的製作與保存，從製

作過程亦可發現其傳統科學智慧。如受訪者 414D 說明傳統魚乾的製作過程： 

飛魚數量開始增加，就會要儲存，要弄成曬乾的方式。飛魚季第一個月的魚

不能晒乾，要馬上吃光，之後就開始儲存天氣不好時要吃的食物。曬乾是將

飛魚剖半抹鹽，然後放在太陽底下晒，看飛魚乾的程度，主人會選擇，會看

要晒多久。白天的時候就是晒到乾，晚上的時候就放到房子裡面有時候用煙

燻，可以防蟲，又可以讓魚乾就是乾的程度就愈好，就可以儲存比較久。 

  傳統製作魚乾時需先將魚殺好，去除眼睛及內臟，清洗乾淨後抹上鹽巴，之後便以吊掛

的方式將魚晾晒在太陽底下，夜晚再將魚收進柴房，一方面可以保護魚乾不被動物偷吃，或

晚上放在外面被雨淋濕，一方面在柴房內持續以煙燻之，使魚乾更快乾燥，且煙燻亦有防蟲

蛀及防腐的效果；這樣反覆白天日晒，晚上煙燻的過程，直到主人家覺得魚已完全乾燥後，

便收進儲藏室或柴房中，保持煙燻的狀態，使魚乾能夠存放更久。如 415H 在受訪時便提到： 

我們會把飛魚，或者是所晾過的一些魚乾放在灶上面，讓它能夠持續保持乾

燥，那延長它的那個儲存期間，所以會放在灶的上面。 

  不論飛魚季捕獲的洄游性魚類，或是非飛魚季捕獲的底棲性魚類，達悟人都會視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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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魚的體型大小製作成魚乾備用，而在飛魚的食用上，更有其特殊性。每年國曆約二到六月

是達悟族的飛魚季節，當此時節只能捕撈飛魚及隨飛魚一同來到蘭嶼的大型魚類，如鬼頭刀、

黃鮨鮪魚等。在飛魚季的第二個月，開始將多餘的飛魚或其它魚獲製成魚乾，一直食用到飛

魚「終食祭」為止，「終食祭」時間約在每年國曆的九月中(有受訪者說是中秋節前後)，之

後便需將所有的飛魚乾都拿去餵豬或丟棄不食。 

  雖然飛魚乾經過鹽醃、日晒及煙燻等方式延長其保存時間，然而所有食物都有其保存期

限，達悟族傳統上便是以「終食祭」作為飛魚乾的保存期限，因為經由曝晒出來的魚乾，所

能維持不腐敗的最大時限約半年(台大城鄉所，1984；黃旭，1995)，此與現代食品有「保存

期限」的概念相同。達悟人在「終食祭」後會清理到期的魚乾，避免族人因食用存放太久的

魚乾而影響健康；此傳統也隱含生態保育的概念，藉由「終食祭」提醒達悟人不要過量捕撈，

以免破壞生態平衡。 

  此外，飛魚季期間，達悟人傳統習俗嚴格規範只可捕撈飛魚，及與飛魚同時洄游至蘭嶼

的魚類，讓平時遭受捕撈的底棲性魚類有休養生息及繁衍後代的時間，傳統的利用方式，其

實早已將生態平衡及永續發展的概念融入其中。 

(四) 取材製器的知識 

  達悟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器物，大致可以其勞動場域及勞動目的做區分，包括捕魚用的

漁具、煮食用的陶器、綑綁用的麻繩等，以下將分項敘述之。 

1. 漁具 

  根據不同的季節，達悟人會採取不同的漁法，而不同的漁法便需用到不同類型的漁具。

早期沒有現代物質進入的年代，島上的漁具取材全部依賴大自然提供，因此傳統漁具的設計

多很簡單。 

  飛魚季節的一開始，舉行過「招魚祭」後，由十人大船於夜晚先出海捕飛魚。每位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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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文獻皆提及「飛魚有趨光性」，受訪者 415H 另外提到：「(飛魚在)夜間會隨著沿岸流更

靠近陸地」，達悟人熟知並利用飛魚的習性，在夜晚出海捕撈飛魚。早期沒有手電筒或頭燈

時，達悟人會於前一年冬季，先將隔年需要用來製成火把的蘆葦莖準備好。傳統達悟人在十

月時有燒山的習俗，一方面可清理雜草、雜木，二方面可增加土地肥力。在火燒過後一個月，

也就是每年約十一月，是達悟人砍蘆葦莖為隔年飛魚季備用的時間。這時蘆葦已經乾了，族

人會把它砍下來存放一、兩天，捆起來立著讓太陽晒得越乾越好，之後便收藏在工作房底下

(董森永，1997)。 

  至隔年飛魚季時，再將蘆葦取出，製作成出海時吸引飛魚靠近的火把。研究者曾親身參

與由謝永泉老師帶領的火把製作課程，看似簡單的製作過程，實則包含了達悟人的科學智慧

在其中。製作火把時，需先將一根根的蘆葦用小刀削去外表粗糙毛燥的纖維，這是為了讓火

把燃燒時，不會順著容易起火的表皮纖維快速往下燃燒，使火把在海上可以維持更長的時間，

以利大船夜漁。當處理完每一根蘆葦莖後，還需在每一根蘆葦莖被齊整砍下的斷口處，用小

刀將斷口剖開數半，用乾燥的草繩將蘆葦莖捆成一束時，需注意剖開的斷口處朝同一方，再

用火將被剖開的斷口處燒至焦黑，如此才算完成火把的製作。這些動作的目的在使蘆葦莖更

乾燥，先燒過的蘆葦莖在海上更易被點燃，方便達悟人在海上作業，且有較長的時間可捕撈

飛魚。 

  達悟人在取材時，並不是任意時間想取材就取材，而是有族群的科學智慧在其中。如果

太早砍伐，則飛魚季節未到蘆葦就已爛掉無法使用；若太晚砍伐，蘆葦可能受到天氣影響，

太濕無法點燃(董森永，1997)。達悟人在長期的經驗中，發現了最適合的砍伐時機，這種生

活智慧，最能配合當地的氣候條件。 

  過了飛魚季節後，便可以開始捕撈礁岩魚類，達悟人捕撈礁岩魚類的工具與方法很多，

按照余光弘(1993)依人與海的相對位置來區分，將達悟人的捕魚方法分為岸上、船上及潛水

三大類。根據訪談結果，受訪者 415H 提到： 

在岸上常見捕魚的方法有以魚竿釣魚；兩人合作的捕魚方式，適合強風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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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片淺灘且海蝕溝密佈處，當大浪衝岸海水灌入溝中時，一人站在近岸邊

的海溝處以竿驅魚，使被浪沖入溝中的魚在長竿驅策下慌不擇路，竄入等在

溝尾漁人手中的掬網。 

  另受訪者 410C、413C、413L、414D、415W 也提到單人的拋網捕魚： 

漁人會選擇風浪較大的日子前往海邊，趁海浪翻起時目視海浪的鏡面，看到

有魚影便衝向前拋網捕捉浪花中的魚。 

  其所使用的工具是將漁網架在兩根竹竿上，竿上以橡皮連結漁網，漁人捕魚時會將兩竿

呈扇形張開，以牙咬住網之後部，將橡皮拉緊，靠橡皮彈力及臂力將網拋出捕魚(余光弘，

1993)。 

  船上捕魚的方式包括多人共同撒網捕魚、單人繩釣等。達悟人在行繩釣時，會視情況選

擇魚餌，若是鈎一般礁岩魚類便用小蝦之類作餌，若是飛魚季節釣鬼頭刀等大魚時，便用飛

魚作餌。用以繩釣的魚線除鈎上魚餌外，還會綁一鉛塊在釣線上，其目的是為了增加重量，

方便魚線順利垂入海中，之後達悟人會開始在海上來回划動船隻，增加魚餌的動感，引誘大

魚上鈎。繩釣時，收線也是一門學問，如何在一邊與大魚抗衡時，一邊將漁線收妥，不致影

響釣魚活動。需要潛水的漁法則以魚鎗射魚最常見，射魚的同時，漁人常隨身攜帶一鐵鈎順

便獵取海貝、章魚等；使用小型追逐網與定置網時，常是兩、三人以上合作布網或驅魚入網

(余光弘，1993)。不論何種捕魚方法，都是每個達悟男人必需學會，並且花時間練習、熟悉

的技能。 

 

  如受訪者 411D 所說： 

我們這裡是數量很少，我們不喜歡採集很多，因為要把它保留下來，能夠可

以今天晚上夠用的就可以，明天我們再拿另外可以夠給家人用就好。 

  傳統魚具製作費時且常需修補，傳統漁法可得之魚獲量不多，加上達悟人傳統對食用魚

的分類與禁忌，對自然資源採取有限度的利用方式，其對自然素材的瞭解與使用方式，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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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達悟人的科學智慧與生態智慧。 

2. 陶器 

  陶器是達悟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具，包括烹飪壼、盛水壼、湯碗等。其製作

需要許多時間，及高度的耐心、智慧與技術，從取土開始，每一步驟都是達悟人工業科學智

慧的展現。 

  達悟人製陶器的過程中，從取黏土到塑形，每個步驟都有其專門的材料與工具，顯見達

悟人對陶器的重視，其製作過程也展現了達悟人工業科學的技術。陶器的原料來自山上的黏

土，據傳椰油部落附近的粘土質地最佳，故所製造的陶器，以該地最知名(劉其偉，2002)。

達悟人到山間取粘土後，把土搗爛，去掉沙粒，滲水揉和，再用石頭搥打使黏土顆粒更細小，

水分分佈均勻，增加其可塑性。 

  達悟人製作陶器的技術可分為兩種，一是製作罐形器，做法與臺灣傳統製陶技術的「土

條盤築法」類似：將黏土做初步處理後，開始用雙手搓成條狀再捏扁作出很多扁土條，首尾

相接成圈狀相接，同時不斷處理不平處及接縫處。將壓平的圓條築成圓桶狀，由下部往上推，

塑成自己需要的大小，左手拿一扁石，右手捏土，同時用一小木棒，從內外兩面輕輕拍打，

使黏土向外、向上伸展，上部往內拍使心部縮小，雙手把口部向外、向上折起，修整壼頸部

位，用手沾水輕輕修刮使外表平整，厚度均勻。之後用姑婆芋葉包住未加工的部位，壼頸則

用舟仔草葉綁起來預防變型。烹飪壼裡放姑婆芋葉讓裡面保持濕潤並陰乾上部。陰乾時間視

壼的大小決定，大壼需三天，中壼兩天，小壼一天。待壼上部而硬時才解開綁著的葉，將壼

下部慢慢轉動，跟上部一樣的拍打使壼慢慢脹大；拍打時先用拍棍再用拍板，使壼更平均，

之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陰乾。此方法用以製作烹飪壼和盛水壼，兩者不同之處在口部和底部，

烹飪壼口部較大，可以裝水芋、地瓜，盛水壼的口部很小；另外烹飪壼底部是圓型不能站立，

盛水壼的底部凹下去，可以放在地上站立(董森永，1997)。 

  另外一種製陶技術，主要用以製作盛湯碗，達悟人先作成製造盛湯碗的模子，放在大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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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子上倒立，口朝朝下，底部在上，用姑婆芋葉蓋起，將陶土放在上面用手壓，使陶土往下

伸脹。上部再製盛湯碗的圈足，先用拍棍再用拍板拍打，使盛湯碗的厚度平均，用竹刮刀修

刮並以手指修整外表後，再用姑婆芋葉包起來讓圈足部分陰乾。第二天圈足乾後解開芋葉，

取下模子用小刀將上緣刮平修整，裡面用手沾水修平後就製成漂亮的盛湯碗(董森永，1997)。

此方法與臺灣傳統製陶技術的「模型壓坯法」相仿。 

  達悟人燒製陶器時，並不築窯，而是在地上架柴燒陶。達悟人會在六、七月時先到山中

大量伐取木材，將之晒乾，待陶器製作完成後(約每年國曆八月)，選擇晴天而無風之日，在

海邊找一塊沙地，拿四塊礁石或石頭作為四角的奠基石，上放每根約六尺的木柴，以二根為

一層架上約四層，作井字形構造，將所燒陶器以口向上置於井字形中間，然後再架上木柴將

其蓋密，上堆乾草及樹枝，四周斜掛若干木柴，然後點燃上面乾草，火勢由上漸及下部，燒

製時間約二～三小時。全部燒完後，達悟男人會用預先備好的 Y 型木條和長型木條，將陶

碗、壼從火堆中弄出，用樹葉拍打除去火灰和木炭。趁陶器還燙時若發現有裂痕，就用白肉

樹液黏起來以防漏水(董森永，1997)。 

 

  不同於臺灣其它民族以磚、石堆窯，作為製陶或其它用途，達悟人受限於自然環境，因

地置宜採用容易取得的木材代替定置的窯，一方面符應其季節性的勞動生活，僅每年國曆八

月製陶，二方面也不會有造窯之後佔據生活空間及閒置的問題。其燒製過程也有其科學智慧，

選擇晴朗無風的天氣，及空曠的海邊，可有效避免風勢影響，或附近有易燃物，導致火災。

堆放成井字型的木柴，以二根為一層往上架，中間預留許多孔隙通風，保持燃燒時氧氣持續

供應，以維持燒製時所需的火勢及溫度，另可以木材的數量及堆疊方式控制火勢，使陶器在

窯內慢慢悶燒，提高陶器製成的機會。用白肉樹汁液將陶器裂縫補起，也是達悟人的另一個

科學智慧，白肉樹即一般常見的白肉榕，其樹汁便是天然的乳膠，剛取出時是白色黏稠狀，

遇空氣凝固，塗在陶器的裂痕上，可有效修補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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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麻繩 

  達悟人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地方需要用到麻繩，隨著用途不同，麻繩的製作材料也不同，

尤其是婦女用以織布的麻繩，對達悟人而言是很寶貴的東西。由達悟人選材與製作麻繩的過

程中，亦可見其科學智慧。 

  根據鄭惠英(1984)的研究，麻繩是拼板舟必要的船艙附件之一，其用途在「纏繞槳架使

之固定，並將槳繫於槳架上」；此外，船槳及部分的船板也必須以繩子來綑綁固定以防止脫

落(潘文欽，2008)。作為綑綁用的繩子，主要是使用植物的纖維，在蘭嶼的眾多植物中，以

月桃及芙蓉這兩種植物的纖維細長且堅韌因此可以被編織做為繩子，麻繩製作的來源，主要

是使用月桃的葉鞘及芙蓉的韌皮纖維，將植株搗碎後取出纖維曬乾後搓揉成繩子加以利用

(鄭惠英，1984；潘文欽，2008)。除月桃及芙蓉外，受訪者 411D 也提到：「傳統會用芭蕉 avaka，

取其中間的纖維作為麻繩的材料」，唯此技術在今日已不復存了。 

 

  達悟婦女織布主要使用的材料有蘭嶼苧麻、蘭嶼白裏葉苧麻、及苧麻，前二者為野生種，

後者為栽培種。男人上山見到麻樹的種子，就連樹枝帶種子砍下帶回家種，約一年就可以收

割。傳統利用麻的方式是採集成熟之莖，用刀將麻外皮剝下，除去綠色部分，剩下麻纖維，

再一綑綑放在架子上，在太陽下晒乾。幾個禮拜晒乾後，丈夫把乾的麻絲拿到海邊泡水讓它

濕，然後拿起來再次曬乾。如受訪者 415H 敘述其小時候看父母、長輩製繩的經驗： 

達悟人懂得利用反覆浸濕再晒乾的動作，軟化麻的纖維，使婦女在纏線、織

布時更方便。 

  當曬乾後，婦女會用手把纖維捲在竹片或木片上，將木片插入傳統的紡綞車上，將絲搓

成很細，再繞到細捲上。 

  達悟婦女在織布時，會按照不同的服裝捻成不同粗細的麻絲。捻麻線時，先用大拇指的

指甲把麻絲弄成細條，幾條綁成一束，到達一定數目後用手指編繩，編完成的繩堆在藤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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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編成的麻線達到某個數量，再用陶土做的帚軸輪來轉動，使麻絲編繩更結實不易斷。此後

將麻線改放在竹子架上，全部麻線圈在竹架上，婦人把架上的麻線帶去水源處洗乾淨，然後

有兩天的時間晒乾，晒乾後作成線球，做好的麻線可以織布製成達悟服裝。 

  製作麻繩既耗時又耗力，達悟族懂得利用植物水分蒸發的原理，來取得製作麻繩的原料，

也懂得運用壓力使麻絲被壓得更緊密，製作出更結實耐用的麻繩，再運用不同的織造方法，

編織出美麗的傳統服飾。 

(五) 建築的知識 

  因應蘭嶼的氣候，由於冬、夏溫差及冬天強烈的東北季風，和夏天強烈的颱風影響，達

悟人產生因應不同季節、調適物理環境的三種主要建築：主屋、工作房及涼臺。 

  達悟人在選擇部落位址時，會考慮水源充足及港灣良好的條件，選擇離海岸有段距離的

山坡地上，在颱風季節時可防止被風掀起的巨浪侵襲，在坡地上夏天還可享受季節性的涼風；

而其半地下化的建築形式，可避免颱風季節的強風吹拂，造成房屋毀損及人員傷亡，也可抵

禦冬季強烈東北季風的吹拂，保持室內的溫暖，如同受訪者 411D 說： 

房子蓋低低的可以擋風，夏天是不怕風，冬天不怕冷。 

  依山面海的建築形式，也展現了達悟人的空間觀念，無論身處地下屋何處，時時都能看

到海洋，傳統達悟男人更常坐在涼臺，觀察當天海面的浪況及天氣概況，來判斷是否能夠出

海為一家大小帶來新鮮漁貨，或者必需從事其它工作。 

  不同空間的利用，取決自當地自然生態環境的轉換，隨著日照長短、季節風向轉換、氣

溫冷熱、及天候的陰晴，配合自然季節變換，達悟人有其勞動時節，三種空間皆可彈性使用，

並無一定的嚴格限制。以下就三種空間展現的傳統智慧分別說明： 

1. 主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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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屋是達悟人主要的生活空間，是半隱在地面下的建築樣式，可起到防強風的作用。誠

如受訪者 415H 所言： 

因為我們這邊是颱風的必經之地，那我們的建築物又是木構建築，如果是立

在地表之上的話，它的受風面那麼大，它一定會倒下去。以前的人大概也就

是跟氣候互動之後，才會把房子挖到，它的屋頂幾乎跟那個斜坡面是一樣的。

如此一來，你受風面減小，受損害的機率就變小，所以他當然會選擇往下面

去挖。然後蘭嶼的地形，大概都是山坡地，你如果是在這個山坡地整一個平

地出來的話，其實你的建築在上面受風面反而更大，所以以前當然蓋地下屋

是他們最好的一個選擇。這個也是，可能就是之前蘭嶼的先人在跟環境互動，

所得出來的一個智慧的結晶。 

  傳統屋的設計中，主屋的前簷低於前庭，屋頂前坡長而後坡短的形式可順應地形，防止

風害(黃旭，1995)。達悟人建築主屋時，會先往下挖一方形平面，利用海邊採集來的卵石切

以石牆，同時在地面鋪以卵石，上鋪木板作為主屋的地板。主屋凹下深度離地表約 1.5~1.8

公尺，維持主屋脊頂高於側坡約 60 公分高度，便於主屋開窗通風(黃旭，1995)；四周再以

扁平的木板相接，共同形成密實的木板牆以防風害；屋頂蓋以竹子後上覆茅草，將茅草綁在

竹子上使其更為穩固。 

  地基低於一般陸的主屋，同時也需注意到排水問題。蘭嶼一般地表為 1~1.5 公尺的紅土

層，以下即為礫石層；紅土層易於挖掘，礫石層利於排水，除天然的地質條件外，受訪者

415H 亦提到達悟人在興建地下屋時的排水工程： 

地下屋在開挖地基的時候，他們還會再挖一個大概一公尺見方的一個洞，往

下挖大概 1~1.5 公尺左右，下大雨的時候，所有的水就全部都集中在那邊，變

成是一個陰井，這陰井它的那個透水量是足夠。再加上蘭嶼的地質是礫石層

為主，礫石的話它縫隙比較大，有非常好的透水性，讓水很快的就可以渲洩

掉。 

  包括屋底的「陰井」、屋外的「排水溝」等設計，再利用當地的地質特徵，傳統屋提供

了達悟人遇到天災地變時良好安全的遮蔽居所。 

  除了屋外的設計富含達悟人的巧思，室內的空間設計也展現了達悟人的生活智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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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主屋室內以階梯式的平面分為三層，第一層類似現代房屋的客廳，同時兼具煮食的功

能及小孩晚間就寢之處，第二層多為家中長輩晚間就寢的地方，第三層有一根或兩根扁平直

立至屋頂的「中柱」，是家屋的精神象徵，同時第三層作為儲藏室，家中較貴重的物品多存

放於此，分層的運用方式，展現了達悟人在空間規劃上的巧思。而室內地板微微傾斜的設計，

一來是當室內打翻液體時，液體可順著木板往下滲透至地下，不至積留屋內(有受訪者說小

孩尿床時也有相同功效)；二來傳統達悟人睡覺時是直接躺在主屋的木板上，如此設計便如

同現代人睡覺用枕頭墊高頭部的功能一般，符合人體工學。 

  傳統房屋以木料搭建而成，達悟人在選材時必定挑選堅硬、不易腐朽的木頭作為建材，

但以前沒有沒有化學殺蟲劑，也沒有防腐、防蟲蛀的化學藥劑，達悟人除了勤於修補外，更

將灶建於室內，作為其天然的殺蟲劑來源。在飛魚季時捕獲的飛魚需靠飛魚灶的柴火燻製，

因此後室常瀰漫柴木燃燒時產生的煙，這些煙不僅能延長飛魚乾的食用期限，對於傳統屋的

建材和部分貯存在後室的珍貴物品，都有某種程度的保護作用，因為油煙能驅蟲、防腐和防

鐵器生鏽(黃旭，1995)。煙燻過後的建材表面呈黑色，是因為上面附著「碳黑」，「碳黑」具

有所謂的「疏水性」，因此，木頭被燻過之後，水珠就不易附著在上面，木頭不易吸入水氣，

不容易潮濕，就不容易生蟲或腐朽(科學小原子，2010d)。 

  在黃旭(1995)的著作中，更提及各部落的飛魚灶和其室內小窗位置間的相對性，也展現

了達悟人因地置宜的生活智慧。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間充滿煮食或燻飛魚的煙霧，對人體終有

不好的影響，因此達悟人會在飛魚灶的對面開一小窗，藉著屋外竄進室內的風，將油煙從小

窗中帶出。如此既可達到煙燻的效果，又可保持通風，避免影響正常的生活作息。而其小窗

的位置設定依賴風向，因此也決定了相對的飛魚灶的位置。由此可見達悟人住屋內部的空間

利用其實與當地生態息息相關，更展現了達悟人適應當地生態以在大自然中求生存的智慧。 

2. 工作房 

  工作房同樣建於地穴中，但其柱子較高，使之突出於地表上，地板約平齊於地表，其屋



 

120 
 

脊方向與主屋及海岸垂直，海風可直接吹入。建築工作房時，亦向下挖掘一方形地基後，四

周以卵石疊成牆壁，底層鋪上木板。屋頂是上折式天花板，這為防熱設計(臺灣原住民族文

化知識網，2009a)。主體空間設有天花板，天花板上為儲藏空間，中央開一小洞以便取物。

工作房外走廊的木柱安置了活動門板，以便夏季時可打開迎接海風，冬天則關閉禦寒(臺灣

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2009a)。 

  工作房可分為上、下兩層，各有不同的空間利用。上層光線較主屋為佳，是達悟人平時

製作陶器、修補漁具、編織衣物或家族聚餐的空間；下層則可做為儲藏空間，堆放柴薪、漁

具等日常用具，或是用來養羊。 

3. 涼臺 

  涼臺以四根柱搭起，鋪以木板為平臺，立於地面上，類似熱帶地區傳統的「干欄式」建

築，其高度與建造位置是以能看到海為原則(錢勁儒，2009)。蘭嶼氣候炎熱，四面無牆、通

風良好的涼臺成為蘭嶼人夏季時工作、乘涼、觀海、觀浪、睡覺的最佳場所，也是達悟人維

持人際往來互動的重要場所，且涼臺底下也可作為儲物之用。受訪者 413L 提到達悟人在建

築涼臺時，會在涼臺底下事先種植馬尼拉芝等植物，涼臺底下的植被有其特殊的功用： 

而且我們會鋪那個韓國草，韓國草我覺得很妙的一點就是。有一個婦女跟我

講說，那種草(應該是馬尼拉芝)鋪在涼亭下面，夏天不是很熱嗎？為什麼涼亭

很涼的原因是因為，熱風經過涼亭下面的時候，就會變涼快。所以它吹出來

的風就變成涼風。我也覺得為什麼只有那種草弄在庭院？因為它除了美觀，

另一方面它可以堅固石頭；一方面很好整理，而且它不會長很高，也可以堅

固石頭，所以不用用水泥，直接用那個草就好，而且會看起來很乾淨、很舒

服，就很多功用。 

  另外受訪者 413C 對涼臺底下植被用途做如下解釋： 

就是現在不是有一種在屋頂上種花花草草的，類似這樣，會比較涼。 

  由此可見，涼臺底下的草皮，一方面可穩固地表的砂石，二方面可發揮蒸散作用，將土

壤底層的水分帶到土表，降低土表的溫度，保持涼臺的涼爽，如同現代「綠建築」中以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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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水泥或泊油鋪面，利於調節室內外溫度，使生活環境更節能，更適合居住。另外傳統上

以茅草作為屋頂，便如同現代大力提倡的「綠屋頂」，兼具節能與降溫的功效。 

  在科技尚未發達的初民時期，為適應蘭嶼當地的生態及氣候，達悟人發展出了一套獨特

的建築方式，其中許多空間利用與建築設計，符應自然環境的特色，同時也展現了建築原理

中適地適用的原則，值得現代建築設計參考學習。 

(六) 農業的知識 

  達悟人生產活動的主要分工是基於性別，一般由女人負責陸上地瓜、芋頭的生產，男人

則專職下海捕魚；實際觀察後會發現，女人的田園工作就像女人吃的魚一樣，是男女均宜的，

而男人的捕魚工作也像男人吃的魚一樣，是婦女不宜的；因此也造就了屬於婦女的，管理地

瓜、芋頭田的知識體系，及屬於男人的，捕魚、造舟、維護山林、蓋傳統屋的知識體系。 

  蘭嶼的地形為一陡峭的火山島，島上山地多而平原少，達悟人需利用這樣的自然環境，

生產足夠所有人食用的作物。關於傳統的土地利用方式，受訪者 415H 做了如下的解釋： 

達悟人的祖先依地形特色發展出『梯田』的方式，沿著地形一階、一階往下

開墾出一小塊、一小塊的田地，隨著地形變化其形狀，引入水源灌溉，並在

田邊做駁坎以土石堆疊圍田。 

  如此既可增加耕地面積，還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對土地做最有效的利用。 

  沒有做梯田的坡度較斜，水沖下來的流速較快，種植在坡地上的農作物易被沖壞，水流

帶走的泥沙也較多，這樣的土地利用將加速坡地被水侵蝕，破壞環境生態。而有做梯田雖然

坡度相同，但每一階梯田是平的，水流到平的地方會減緩其流速，每下一層流速愈慢，因此

田地裡的作物不易被沖壞，土壤也較不易流失，是更持久也更永續的利用方式。且田裡可以

保持水分，不需天天灌溉，使達悟人更有效率的維護他們的水芋田。 

  水源是維繫水芋田生產力最重要的元素，達悟人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水源地，傳統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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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由父系世群的家族共同管理。開拓水道時由引水專家一手策劃，先在山野開一條路通往

引水之源頭，再由多人分段式地挖土，如碰到巨石則採用燒石之爆破方法，將巨石搬開(夏

本奇伯愛雅，2004)。家族需時時注意水道的狀況，如下大雨後便會到水道檢視並進行整修。

早期族人無足夠的工具，僅使用一根鐵條及木盆整修水道，男人搬石頭疊牆，婦女除草撿石

子，兩性的配搭使工作迅速地完成(夏本奇伯愛雅，2004)。 

  達悟婦女在水芋田的管理上，自成其知識體系，如對水源的處理。實際觀察蘭嶼的水芋

田會發現，其水源是由上往下一階一階灌溉每一個田地，在每一個田地出水口處下方，必會

放上一個大臉盆，或用石頭堆出一定的範圍，作為緩衝，使水不易直接貫穿土壤(科學小原

子，2010a)。如果沒有緩衝的話，水流會對同一塊土壤不斷進行沖蝕，使土壤流失，且在水

流沖擊的部位，會形成一個大洞，不利於水芋田的栽植與維護，所以達悟人用這樣的方式，

在灌溉同時一邊維護他們的水芋田。山泉水除提供水芋田所需水源，也能將山上的營養物質

帶到田裡，為土地提供肥力(臺灣大百科全書，2009)。 

  水芋是多年生的植物，且能適應較不肥沃的土地，然要使水芋田能源源不絕的生產水芋

供人食用，傳統上達悟人也有其維護水芋田地力的方法。如 413L 在受訪時提到： 

在開墾時會先砍伐草木、焚燒整地，先燒那些殘留的葉子，燒掉的東西就留

在田裡變成肥料。 

  而受訪者 413C 也提到達悟人特殊的習慣： 

剛開始還是小芋頭時，會在田中間插一根木頭，然後上面會放夜光貝(夜光蠑

螺)，它的功用是一方面可以保佑芋頭長得比較好；因為我們這邊還滿信「靈」

這個東西，以前老人是說可能會有什麼東西去觸摸你的芋頭田，讓它長得不

好，那個夜光貝是用來防那個的。另外它有一些磷片、磷粉，就像打營養劑

一樣，芋頭吸收到會長得比較好，它就是一個掛在木頭上，讓它慢慢風化。 

  受訪者 415H 也提到「休耕」是達悟人恢復地力的另一種方法： 

芋頭田的土力，不會每一年都一樣，所以他們的芋頭田有的時候會去休耕。

可能休耕個一年讓它長草，其實蘭嶼的人恢復地力的方式就這樣子，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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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沒有肥料，那就讓它荒廢個一年，一年之後再全部把它翻新，重新種植。

同時也是為日後建新船或建新的家屋時，預做準備。 

  雖然沒有化學肥料，達悟人仍懂得利用自然的素材來施肥或以休耕的方式維持地力，這

樣的農作概念與方式，與現代人為了健康而提倡的「有機農業」不謀而合，休耕的方式也使

土地能按照自然的規律恢復原本的生機。雖然達悟人的農業生產不比現代農業的方便與快速，

卻是對環境更友善，對食用者更健康的生產方式。 

  當作物植入田中後，經常性的除草、補植及採收等工作便由婦女擔任，蘭嶼的熱帶氣候

利於植物生長，且達悟人的家族田地常四散於部落各處，需輪流照顧。因此婦女需瞭解田中

雜草的特性，在整理水芋田時將「好草」留下，拔除「壞草」作為肥料，增加管理水芋田的

效率。傳統上，當母親帶著女兒下田時，便會告訴女兒如何分辨「好草」與「壞草」，如受

訪者 415W 提到如何分辨「好草」與「壞草」： 

就看它的外型。有一種草很像蕨類，那個是最大宗，那個一定是雜草要把它

除掉，其他的話像我們講像＂越橘葉蔓榕＂，這是益草，它會幫你鞏固那個

土壤，那種就不要砍。 

  受訪者 413C 也提到「好草」與「壞草」的區別： 

田埂上的植物有分成好草跟壞草，通常好草會跟土地比較黏的感覺，壞草就

會突然冒出來，一根一根的那是不好的草，媽媽們去山上就會把那些拔掉。 

  好草如馬尼拉芝、越橘葉蔓榕這類，對土地的包覆性強，生長在岩石堆疊的田埂上，能

有效抓附土石，當遇大雨來時，石塊及泥土不容易滑動或流失。好草還可以抑制壞草的生長，

保護水芋田的養分不被壞草吸收，影響水芋生長(科學小原子，2010b)。 

  如何選擇及取用水芋，達悟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知識與方法。水芋田的收成時間依品種不

同，約需二至三年的時間，水芋生命力旺盛，耐熱、耐濕、耐旱、耐瘠，對土壤的適應性廣。

達悟人利用水芋的特性，重覆利用以生產日常生活中的主食。如受訪者 415W 敘述傳統採摘

芋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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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芋頭的話是用很大的一個鐵棍，前面是尖的、平的(狀似一字螺絲起子的頭)，

使用時在芋頭周圍呈半圓狀來回割劃，把芋頭的根去除，小心不要傷害到芋

頭。你不能整棵芋頭割掉，它是根莖類，你要留一點它的肉，它才能繼續長，

你就是把它塞回去繼續長。 

  在臺灣大百科全書(2009)人也提到：「達悟人傳統上採摘水芋時，會將水芋上半部的四

分之一截斷，留下半部四分之三取為食用，之後將上半部四分之一連莖部一起栽回原處，三

個月後，所栽回的水芋莖則再長回，如此週而復始的取用栽種。」這種利用方式，便如同現

代農業的「插阡法」，將植物的根、莖、葉部分擇段剪下，插入土中或沙中，使它生根成為

新株體的繁殖方法，屬於無性繁殖的栽種方法之一，新長成的新株則能保有母株的一切特性。

同樣的植栽方式，達悟人也將其應用在地瓜的種植，如此可保持每塊田中不時都有一些可採

收的地瓜、芋頭。 

 

 

 

第二節 蘭嶼原住民科學傳統學習歷程 

  本研究主要以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與蘭嶼達悟族作為對照，討論其

在傳統智慧的傳承來源、傳統智慧的學習方式、傳統智慧的學習內容等方面有何異同。美國原

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雖將全美國的印第安原住民視為同一民族，歸納出其共通

之傳承來源、學習方式，然全美國各印第安部落間之生活環境實則差異甚大，仍可能因生活環

境的不同，發展出各自的歷史文化與傳統智慧，無法一概而論。 

  而居住在蘭嶼島上的達悟族，部落的領域性強，在接受研究者訪談時，往往會向研究者強

調：「這是我們這個部落／村的看法、做法，別的村不一定是這樣，不可一概而論。」本研究

針對蘭嶼達悟族傳統學習歷程進行初步探討，在此不詳細討論各部落間的差異；本研究試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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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落間找出其共通處，以理解達悟族之傳統智慧的傳承來源、學習方式與學習內容，並做初

步的研究歸納。 

一、傳統的傳承與學習 

(一) 傳承的來源 

  根據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經長時間觀察研究，歸納美國印第安原

住民的知識傳承模式，包括以下三種：(1)來自個體的知識傳承、(2)來自部落中神聖社團的

知識傳承、以及(3)整個民族共有共享的知識。根據研究者訪談及文獻分析的結果發現，達

悟族傳統知識的傳承方式包括：(1)家庭(家族)傳承、(2)共作團體、(3)部落共享。將美國印

第安原住民的知識傳承模式與蘭嶼達悟族的知識傳承模式相對應，發現兩者在知識的傳承模

式上有其相似性。研究者依其相似性將兩者彼此對照，討論如下： 

 

1. 個體知識(individual)vs.家庭(家族)傳承 

  家庭是達悟族傳承其知識與技能等傳統文化最重要的場域，達悟族傳統的知識傳承，主

要由父親教導兒子及母親教導女兒身為達悟人該有的知識與技能。傳統生活中，一家人的生

活是緊密相連的，孩童自出生便跟隨在父母身邊，觀察父母的一舉一動，進而內化成自己的

知識，於日常生活中驗證所觀察學習而來的知識是否適用？當遇到不懂的地方便隨時向父母

請教、學習。父親／母親會將家族祖先傳承下來的知識與技能，加上自己對於生活環境的經

驗，透過日常生活的勞動教育下一代。由於生活環境相同，因此達悟人應環境產生相關的知

識與技能內涵大同小異，但每個人在與環境應對的過程中，仍會發展出自己獨有的知識與技

能，也成為各家私有傳承給下一代的智慧財產。 

  以達悟族而言，知識是私有化的，以父傳子、母傳女來維繫使傳承不致中斷，達悟族有

明顯的家族知識不外傳的特性。在戴惠莉(2007)的研究中，認為達悟人將知識視為一種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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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族內部的財產，不輕易傳給子女以外的人，子女不會也不應該隨便向父親或母親以外的

長輩隨便請教。研究者訪談時，受訪者 413L 便提到： 

當向其它長輩請教傳統知識與技能時，其它長輩會問你：「怎麼不去問自己的

父親／母親？」而父親／母親也會覺得子女有關於傳統知識的問題，不請教

自己卻去請教別的長輩，很令父母難過，好像表示這個人的父母已經不在世

了。 

  然當父母遭遇不幸，在未將知識傳給後代便過世時，便會造成家庭知識的中斷，以及傳

統文化傳承上的斷層。其後代在部落中可能面臨乏人教導的困境，導致缺乏相關謀生技能與

知識，甚至不瞭解部落內的歲時祭儀、文化與人際關係，成為部落中的弱勢。當遭遇此種情

況時，乏人教導的子女可以向有血緣關係的叔伯、姨母等人尋求教導，學習屬於自己家族的

知識與技能，而家族中的長輩多半也願意伸出援手，將家族知識傳承給自己的子姪，使其將

來在部落中能自力更生。由上述可發現，達悟族在知識與技能傳承上具有個體性與私有性的

特色。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個體知識來源主要可分成三類：由(a)生活經驗中(2)夢境或冥想(3)

追求自我實現等三方面獲得知識。在部落中，個體有權力決定是否將其私有的知識與他人分

享。是否分享個人知識，取決於個人及他/她的夢想。為了整體＂民族(整個社會)＂的利益，

可以委託個人作為知識的持有者，例如：知識包裏持有者(Bundle Holders)，但這個責任可以

轉移給他人。根據訪談及文獻分析的結果，雖未特別強調達悟族家庭知識及家族知識的來源

與分類，綜合觀之，其傳統知識的來源，很大一部分是來自生活的經驗，及追求自我實現的

過程中，此與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的知識來源相同，唯知識是否來自夢境或冥想的相關資料仍

然缺乏，受訪者也多強調達悟族傳統知識與技能是來自祖先代代累積的生活經驗，以及展現

個人捕撈、維護山林、造拼板舟及雕刻等技術，求得自我實現的過程中，自我鍛練而得，並

無人提及夢境或冥想的重要性。 

  而美國印第安原住民在個體知識部分，特別提到知識持有者作為耆老傳承的對象，但這

個責任可以轉移給他人。此處與戴惠莉(2007)於其研究中提出另一種傳承方法相仿，當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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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財產的老人沒有子孫繼承，會從子姪輩中找一個勤勞誠懇的年輕人，作為繼承其知識

與財產的對象，將自己所有的傳統知識、技能與物質財產都傳給這個年輕人，而年輕人在學

習的過程中，也需要老人當作自己的父母來奉養，最後替老人完成喪禮，才能獲得老人傳承

的知識與財產。當老人發現所選擇的年輕人不是傳承的理想對象，也可能中途改變傳承對象，

如同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可以將知識持有者的責任由原本的對象轉移給他人。如同美國印第安

原住民知識持有者的角色，達悟社會則透過類似「收養」的方式，使個人豐富的傳統知識與

技能可以持續不斷的流傳下去，避免遭遇文化斷層的困境。 

 

2. 神聖社團(sacred societies)vs.共作團體 

  神聖社團是美國印第安原住民傳承其知識予後代的第二種模式，神聖社團往往持有整個

社會關係網中某些特定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是社團成員彼此共享，個體必須先成為社團的

一員才能取得不公開的知識。這是原住民文化知識的制衡機制，確保潛在的強大知識不會被

濫用。根據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的研究，由於特定知識往往對該族群

的生活有強大影響力，因此傳統民族發展出神聖社團的組織，而這樣的組織有幾個功能，如：

確保特定知識不被少數人持有或濫用，發揮文化制衡的功能；而社團成員身分皆是公開，方

便整個部落對其進行觀察，評判他們的誠信，以防特定知識被濫用。 

  衛惠林、劉斌雄(1962)探討達悟族父系世群的功能關係，提出兩種組織，一個是水渠灌

溉系統，另一個是漁船組織。夏本奇伯愛雅(2004)在《蘭嶼素人書》中，寫出達悟族社會中

傳統的共作團體有四種，分別是：一、小米耕種團體(mangoma)，二、水道團體(misawalan)，

三、漁船團體(makakavang)，四、果園團體(alasopimowamowam)。團體成員都有權力參與或

分享所有財產，亦需共同參與勞動，並能平均共享物質收穫及傳統智慧的傳承。達悟族這四

種共作團體，亦擁有自己特殊的知識內涵，可與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知識傳承來源中的神聖社

團相對應。達悟族的團體組織成員往往是世系及父系血親之親屬組合，常以原生家庭為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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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中心，因此在一個部落中，常可見數個同類型的共作團體並存。 

  研究者以最為人熟悉的漁船團體為例與神聖團體做討論。漁船團體的組成可分三種，最

常見的是由父系世群組成，包括父、子、兄、弟等親屬成員，族人非常重視父系家族組成之

漁船組，因血緣一致，成員有良好的管理(夏本奇伯愛雅，2004)；受訪者 415H 對漁船團體

也做了如下說明： 

當漁船組經長久時間，導致成員逐漸疏遠時，可另組合父系家族的近親來延

續他們的漁船組。第二種是當父系世群成員人數不足時，會向姻親徵員共組

漁團。 

  第三種則是臨時性的組織，部落內沒有親屬關係或關係較遠的人，為了在飛魚季能乘大

船出海捕魚而組成臨時性的漁團，然而這樣的漁團是很脆弱，隨時會散掉了，也無法成為良

好的知識傳承來源。相較之下， 

由父系世群組成的漁團，當人數一直足夠，使漁團維持良好運作時，常透過

共同勞動、生命經驗分享、吟唱、口頭敘述等方式，將屬於漁團的特殊知識

代代相傳。(415H) 

  傳統上，漁船團體最主要知識傳授的時間就是在飛魚季，尤其「招魚祭」過後的一個月，

所有漁團成員需聚集在團長家裡「共宿」。共宿屋是家族聚會的空間，家族史被口述的延伸

線，以及從海上共同的漁撈行為，共宿屋作為集體分享的空間，是成長中的男孩學習海洋之

鼻息，吸收漁業知識的原點(夏曼．藍波安，2003)。 

共宿的每天晚上，漁團組織中富有生活經驗的長輩，會透過聊天、歌謠、講

述的方式，將海上的知識告訴年輕人。(415H) 

  由此可見，共宿是達悟族傳承傳統知識的重要機制。 

  實際上，達悟族的漁團組織不只是一個漁撈團體，在陸地上它也是一個共勞團體。包括

田地、水圳的開墾、傳統屋的建築、拼板舟的建造與雕刻等等，是透過漁船團體這樣一個父

系世群，包括父子、兄弟、堂兄弟等互相幫忙，共同勞動。如受訪者 415H 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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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漁船團體或其它共勞團體多半是透過父系世群組成，擁有相同的祖先，

也會擁有家族人代代相傳的歌謠以及家族史，將家族史傳承給下一代的同時，

也將這個家族對於海洋以及陸地的經營智慧，以及家族的內在知識系統傳承

給後代。 

  透過共作團體持續不斷的勞動過程，維持了達悟族傳統文化智慧的生命力，共作團體是

保存及傳承達悟族重要生活智慧的神聖社團，然而現代達悟社會受外來文化及國民教育的影

響，其生活型態已不可能恢復以往貼近自然的作息與方式，雖然飛魚祭儀的精神還在，雖然

共作的漁船團體還存在，但共宿的機制已經消失，也使傳統文化智慧再難有效傳承，而從現

代達悟人的生命中逐漸流失。 

3. 民族(nation)vs.部落共享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知識傳承的第三個模式為民族共享，其知識內涵來自個人和集體的經

驗彙整而成整個民族的生活經驗，傳統文化通常缺乏文字記錄，而以傳統口述歷史的方式傳

承和產生。有別於個體私傳的或神聖社團獨有的傳統知識，大部分的傳統文化，如傳說故事、

傳統歌謠、傳統語言、傳統維生技能、傳統科學知識及傳統藝術等，是整個民族或整個部落

所共有的智慧財產，也是最普及、最容易被延續下去的傳統知識與技能。 

  對比美國原住民學院(Native American Academy)雖將全美國的印第安原住民視為同一民

族，各部落仍會因生活環境的不同，發展出各自的歷史文化與傳統智慧。居住在蘭嶼島上的

達悟族，部落的領域性強，如接受研究者訪談時，往往會向研究者強調：「這是我們這個部

落／村的看法、做法，別的村不一定是這樣，不可一概而論。」為尊重島上各部落的殊異性，

研究者以部落對應民族二字。六個部落的位置不同，加上早期交通不便，彼此少有往來，雖

在傳說故事、傳統歌謠、傳統祭儀、傳統維生技能、傳統科學知識及傳統藝術等方面有許多

共通性，是六個部落共享的傳統智慧，但不同部落仍因其所在位置影響其季節風向條件及其

它自然條件，各自發展出部落內部獨有的傳統智慧，除了家庭及家族內部的知識傳承，以及

共作團體內部成員共享的知識外，多數傳統知識仍屬於部落內部群體共享，不同部落間彼此

瞭解有限。部落間可能藉由搬遷、通婚等方式交換彼此部落性的知識內涵，但仍是以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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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部落為其生活智慧分享的主體，其它部落的人也不會特別學習別的部落的知識或能力，

因為在自己的部落及自己的生活中無法應用。對原住民來說，能應用於生活中的才是需要傳

承與學習的智慧。 

  根據訪談及文獻分析，得知達悟族傳統知識來自日常生活，如帶著孩子至山林或海洋勞

動，讓他們從旁觀察、實際體驗，當孩子願意主動學習，提出問題時再從旁指導；捕魚歸來

的壯年男子與耆老坐在涼臺聊天，分享傳說故事、生活經驗，或吟唱傳統歌謠時，孩子在一

旁聆聽故事便是學習；當部落要舉行祭儀時，要家中孩子一同參與及協助，並將祭儀的精神、

禁忌、規範、形式與內容等，透過實作的方式傳承後代。達悟族的傳承是隨時隨地在發生，

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達悟族的傳承是做中學的生活教育，不用在特定的時間或空間，也不用

編好教材，設計教案，才能教育下一代。達悟族傳統的傳承是一整套關於生活的知識系統，

是一個人身心成長與成熟的過程。 

  傳統的傳承培養了孩子臨機應變、與自然和諧相處、永續利用資源、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如同現代國民教育的目標；達悟族的傳統智慧卻在現代國民教育的推廣下，逐漸

逝去。 

(二) 學習的方式 

  臺灣的原住民族，如阿美族、卑南族、魯凱族及排灣族皆有青年會所這類的學習組織，

類似現代國民教育的學校，用以教導、訓練青年人的生活禮節、體能知識與戰鬥技術等，部

落男孩到了一定年紀便需進入會所學習本族傳統文化知識與技能，以維持本族文化的永續與

發展。相較之下，達悟族並沒有類似的制度，則達悟人又是如何學習其傳統智慧呢？ 

1. 學習對象 

  上一節已討論過達悟族傳統智慧如何傳承給下一代，本節將討論達悟族的後代在傳統生

活中如何學習其傳統智慧。就學習對象而言，達悟族小孩在學習族群傳統智慧時，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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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對象是父親或母親，當父親或母親早逝時，則以父系世群為主體的家族近親長輩們作為

主要的學習對象。當小孩到了國小高年級至國中，身體與心智的發展逐漸成熟，開始被父母

允許可以獨立出外探索世界，也會與孩提時關係親近的兄弟姊妹、一同成長的朋友形成屬於

青少年的次團體，彼此之間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如受訪者 415H 敘述其成長與學習歷程： 

像我們小時候，就會透過同儕團體，大概在十一、二歲，國小五、六年級的

時候，就會拿那個簡易的網，就是大人不要的那些破破爛爛的網，我們一群

人就是去海邊去礁岸去網魚。去網魚的時候，其實它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你跟海的互動，你會去瞭解海的律動。海的律動不是說，在十歲才開始學，

而是當他還是才剛剛學會走路的時候，他就會坐在岸邊，隨著海水的一個拍

打，然後去熟悉那個律動。我們會去瞭解海，一波一波的浪，等到你到十歲

去的時候，你會知道，下一波浪要怎麼打，我要怎麼去隨著浪，到岸邊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可以，不用在大人的指導之下，我們透過同儕團體，那我

們就一起練習在岸邊很淺的地方，大概兩、三米的地方，大概半層樓的地方，

這樣子的水深的範圍，然後去趕魚。這個就是透過同儕學習，去學習一個海

浪的知識。 

其實不管是食用的魚類或者是螃蟹或者是貝殼，都有不能吃的東西，那這個

不能吃的東西，在我們在玩的過程當中，在一個成長的過程當中，也許是透

過同儕去知道，也許是回家問父母親知道＂為什麼那個魚不能吃？＂像有一

些魚，像我們說的那個石頭魚(獅子魚)它是有毒的。那這個就是你要去玩，在

玩的過程當中你去看、觀察到，那你們也知道那東西不能去碰觸。所以就是

在同儕學習、遊憩的時候去學到的，或者是父母親去告知的，有一些東西，

像玉螺，玉螺的話它本身就有毒，那你就不能去吃它，那其它的貝殼可以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知道這些貝殼可以吃？爸爸媽媽去做採集的時候，他拿回來

的都是可以吃的，不能吃的他不會帶回來，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學習方式，你

就會知道說(什麼可以吃，什麼不能吃)。我們去海邊的時候，我們也會嘗試著

在潮間帶去抓那些東西，雖然我們抓的數量不多，但是會抓得到，那個就是

從小的時候就(從日常生活中學習)。 

  由訪談內容可看出同儕團體對達悟孩童學習的重要性，達悟孩童會透過與同儕間合作或

競爭的互動方式，在自然中玩耍、觀察、體驗、求證，進而獲得生活所需的知識與能力，同

時學習與人相處，建立自己的人脈與社會關係。由此可見，除父母及家族長輩外，青少年時

期形成的次團體也是達悟族孩童成長過程中重要的學習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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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離青少年時期後，身體與心智發展更成熟，可以學習與負荷更重要的勞動、更深更廣

的知識與需要更高技術的技能，因此學習的對象也隨之轉變。未婚的青年男女仍住在家中隨

著父母學習更深奧的知識與技能，幫忙家裡負擔更多、更重要的勞動內容；以前青少年時期

一同成長的夥伴，彼此成為關係親近的朋友，直至成年後也仍保持友好的關係，藉由分享彼

此的生活經驗來互相學習(夏曼，藍波安，2007)。此外，共作團體如漁船團體則是年紀更長

的部落青年學習傳統知識的重要對象，被家族認可成熟的青年，需加入家族的共作團體，協

助家族共同的勞動，如維護水圳、隨大船出海捕魚等，並從中跟隨家族的長輩學習相關的知

識與技能，有朝一日待青年成家立業後，在部落中的社會地位將隨著娶妻生子、造船建屋而

逐漸提升，成為共作團體及部落的中堅分子，同時成為傳統智慧的保存者與傳遞者。 

  部落生活使族人間緊密相連，同一個部落中很難找到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因此部落中

所有長輩都可說是孩童學習傳統智慧的次要對象。根據受訪者 415H 敘述其成長經驗： 

老人家會教我們，那有些老人會講：＂你不要太靠近喔，太靠近就會被浪打

到＂。……浪來的時候，有的時候浪太大，你整個人就會被打到下面去，然

後有的時候出來的時候頭已經一個包了，就已經流血啦。老人家講說＂好＂，

他們看到浪有點大了之後，他就會禁止他的孩子再去。……然後還有那個在，

你在外面玩的時候，其實不只是在海邊，在大自然的時候，那個老人家就講

說你不能隨便亂丟石頭。為什麼不能隨便亂丟石頭？其實有人說，他告訴你

的就是有的時候，石頭它是不長眼的，你隨便亂丟，也許海裡面有人游泳，

山裡面有人工作，你亂丟也許不小心就打到人。 

  從中可以看出部落中老人家對於後代的照顧與提攜是不分彼此的，只要看到小孩接近危

險便會給予提醒及教導，還會說明禁止的原因，使孩童明白不能做某些行為的原因，即便孩

童暫時不在父母身邊，也能跟著其它長輩學習。這種生活型態近似臺灣早期雞犬相聞的農村

社會，鄰里間彼此相互關照，使孩童在成長過程中從不乏人教導。 

2. 學習情境 

  針對傳統智慧的學習方式，為孩子營造一個學習的情境是很重要的，當你沒有適當的環

境條件時，傳統智慧的學習往往更加困難，這也是現今傳統文化與智慧在傳承與學習時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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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困境。如受訪者 415W 提到： 

他一定是要在情境裡面，例如你要學拼板舟，爸爸一定要把他帶到山上，你

要從種樹開始教。然後從認林場開始跟小孩說這塊是我們的，那棵樹可以做

什麼，爸爸會跟小孩講一些小孩需要知道的東西，就是要有那個生活情境，

那個生活情境就是一個教學。 

  而受訪者 414D 也說： 

小朋友先產生興趣。每次父親去上山或者去打魚，你都跟著，這個興趣是被

上一輩提供那個環境，提供那種小朋友所必需要的一些工具，讓他開始進入

那個場域，真正開始進入之後，你就有一種想法，針對這樣子的技能，以及

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一種訓練。 

  另外受訪者 410C 也提到： 

在蘭嶼沒有『教育』這個詞，它只是一個生活的經驗的學習，所以按照傳統

就是跟在家長、家人、父母親身邊去觀摩，一點一滴的去學。(例如)怎麼去除

草，什麼草是對田埂是好的，可以不讓田埂長出壞的草，他就要去跟孩子講，

孩子就要去學、去認識，就是生活經驗的傳承，如果沒有那樣的生活經驗要

學也學不來。 

  除了為孩子營造學習的環境外，父母會視孩子心智年齡與肢體技能成熟的狀況，帶著孩

子至山林、田裡、海邊工作，或交付適合孩子的家務，讓孩子跟在父母身邊進行觀察與體驗，

當孩子有疑問或錯誤時加以教導或輔導，幫助孩子累積屬於自己的生活智慧。當舉行祭典時，

部落的成年或耆老們會藉由吟唱、身體力行等方式，將族群的傳統智慧展現在孩子面前。在

家族聚會時，透過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敘述古老的傳說故事，吟唱傳統歌謠，此時孩子也

會在一旁聆聽，在潛移默化中學習。達悟族並沒有文字，因此傳統智慧皆仰賴口頭及實作的

方式學習，這種學習方式注重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互動；當達悟族的孩子長期浸淫在傳統

文化充斥的環境中，自然而然便將自己族群的傳統智慧融入其生命。 

  達悟族的學習方式與 Cajete(2012)提出美國印第安學生的學習方式有許多共通之處，如

當學習內容是他們日常生活熟悉的關係，能夠進行即時、有關連性、能實際應用的學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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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往往最好，因此應利用在地素材作為教學內容，使學生連結現代的課本知識與傳統的生

活智慧；達悟族的學生也偏好互動式的學習，藉由跟著父親或母親上山、出海、下田的機會

學習其傳統智慧，這種較鬆散的場合與非正式的學習方法，反而更有利於傳統知識與技能的

學習。傳統智慧的學習高度依賴身體感官的應用，如同美國印第安學生的學習方式有視覺性、

空間性和動態性傾向；兩者的語言傾向也都依賴口頭傳承，勝過於書寫傾向，其思考以圖像

為主要模式而非文字。 

  根據訪談結果及蒐集的文獻資料，研究者將達悟族傳統科學智慧的學習方法與美國印第

安原住民的學習方法整理如下表 4-5： 

表 4-5 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與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科學學習方法對照表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科學學習方法 蘭嶼原住民科學學習方法 

1.觀察(Observation) 1.觀察 

2.生活體驗(Lived Experience) 2.體驗式學習 

3.探究 (相對於研究)        

Search(as opposed to research) 
3.互動 

4.我的所有關係(All My Relations) 4.輔導 

5.夢(Dreams) 5.藝術創作 

6.願景(Visions) 6.說故事、吟唱、儀式 

7.故事、歌謠和儀式         
(Story, song, and ceremony) 

 

(整理自夏曼．藍波安(2003)，劉欣怡(2004)，戴惠莉(2007)，潘文欽(2008)。Native American Academy(2012) 

  由表觀之，達悟族傳統科學學習方法與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科學學習方法有許多相似之處，

包括觀察、體驗、注重互動、藉由說故事、吟唱、儀式等方式，來學習原住民族的民族科學

智慧。以下就達悟族民族科學學習方法進行討論： 

(1) 觀察 

  達悟族經由跟在父母身邊觀察的方式進行學習，大人不一定會特別講述或指導，而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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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問題時再請教父母。綜合受訪者 411D、413C、414D、415H、416W 所說： 

傳承的工作就是每一天的生活，當父母正在進行勞動時，孩童就要跟在旁邊

豎起耳朵、張大眼睛看父母是如何處理與應對，身為家中一份子就有責任要

去瞭解傳統的生活。 

  孩童藉由觀察學習到的是一套脈絡完整，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知識體系，透過長時間的累

積，形成民族的科學知識與傳統智慧。一如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科學是透過長時間觀察與其生

活脈絡整體相關的網狀組織，瞭解其如何保持平衡與和諧，從中獲取知識。 

(2) 體驗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經由個人與集體日常的生活體驗的累積產生知識。達悟族的學習注重

體驗，不論是跟隨父母勞動或者是同儕團體間的玩耍、休憩活動，都是累積其日常生活的體

驗並產生知識的方法，如最好學習造船的方法是跟父親一起造船，多看多聽如何選擇造船的

樹木，如何伐木、劈材、造船板、組合、釘牢及製作完成。參與製作，動手砍伐、整修才有

體驗，有經驗才會製造漂亮實用的船(董森永，1997)。受訪者 413C、415W、415H 也提到： 

藉由實作培養對海洋海浪的瞭解、判斷風向與風量的能力、爬樹鍛練自己的

體能與身手、捕捉鳥類訓練自己的眼力、手勁及準度、捉取潮間帶生物以分

辦可食用與不可食用的物種等等。 

  以上都是達悟族孩童在成長過程中的重要生活經驗。經由個人體驗及父母的教導，代代

相傳累積出今日豐富的傳統科學知識與生態智慧。 

(3) 互動 

  Cajete(2012)教授指出注重互動是促進美國印第安學生良好學習的其中一項要素，無論

是與自然環境間的探索與互動，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都能幫助原住民學生學習。如達

悟族的孩童透過與自然互動，在自然中進行體驗與探險活動累積自己的生活經驗，轉化成可

應用的知識與技能；或是透過與同儕的互動、與父母的互動、與家族長輩或部落耆老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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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學習，產生知識。如同美國原住民學院(2012)研究指出，原住民的知識可以來自＂個人

的所有關係＂──來自與所有自然領域有意義的連結。 

(4) 輔導 

  達悟族的學習非常強調父親對兒子、母親對女兒的教導與輔導，當孩童對所學有疑問時，

第一個請益的對象便是自己的父母，而父母也要用盡方法使小孩學會生活所需的知識與能力。

如受訪者 415H 提到： 

跟隨父親至海上學習划船及辨別方位、海流、風向跟雲量的經驗，在海上的

對話便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或者 415W 口述自己的生活經驗： 

跟隨母親到潮間帶撿拾食物，至山林芋田維護的過程中，母親便會在勞動過

程中反覆將生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教給她。 

  無論是應用於生活中的知識與技能，或是孩童的人際關係以及社會規範，都是家庭教育

應該發揮的功能與重要內容，整套的知識體系只有當孩童能長時間跟隨在父母身邊，才可能

有完整的傳承與學習。 

(5) 藝術創作 

  相較臺灣其他原住民族，達悟族在藝術創作的成就較少受到重視。達悟社會性別分工鮮

明，男女善長之藝術創作內容亦不相同，女性藝術創作以織布工藝為代表，男性則以木雕、

陶偶(土偶)為常見作品(劉其偉，2002)。達悟族人按照其歲時祭儀，織布或木雕、製陶等活

動皆有專門的時間，如 Pitanatana(約國曆八月)是達悟人專門燒製陶器的時間，Kowan(約國

曆十二月)由於風強雨寒，使達悟人難以上山工作或下海捕魚，是達悟男人製作手工藝品及

達悟女人紡織的時間(董森永，1997)。當父母進行相關勞動時，孩童亦在一旁觀察學習，隨

年齡增長，開始有機會練習與創作，在實做的過程中，孩童需就自己不足之處時常向父母請

教，藉由模仿父母的作品使自己的工藝技術成熟，從粗糙的手藝開始，然後才能進入精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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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董森永，1997)。達悟人藝術創作的過程，同時也是向長輩學習傳統知識與技能的機會。 

(6) 故事、歌謠、儀式 

  無論古今中外，傳統故事、傳統歌謠以及傳統儀式一直是人類學習與傳承文化的重要方

式。美國印第安原住民認為傳統的故事、歌謠和儀式表現出規律的形式，可以建構和更新知

識，進而幫助原住民族面對變遷。對達悟族而言，傳統故事及儀式是族群共享的文化財產，

各部落藉由傳統祭儀的舉行形塑族群認同，部落孩童也藉由聽故事，觀察或參與儀式學習傳

統文化，每個祭儀的背後實際蘊含無數民族科學智慧與其中，經由儀式的準備與舉行，便習

得一套完整的傳統智慧。如同美國印第安原住民經由精心和勤奮的準備，舉行一系列儀式祭

典，完成其對遠景的追求與探索，這是以有目的且受過訓練的方式探究知識。 

  達悟族認為歌謠吟唱是各家族私有的知識財產，且多是由父親傳承給兒子，女性知識的

傳承歌謠則缺乏相關研究與紀錄。對於達悟族的吟唱與傳統歌謠，整理受訪者 413C、414D、

415W、415H、416W 的說法如下： 

當兒子逐漸成年準備離開家獨立前，父親會依生活情境吟唱不同的家族歌謠，

當父親吟唱時，兒子便在一旁安靜地聆聽並記憶曲調，作為將來自己吟唱的

基調，同時從父親吟唱的歌詞內容，學習關於自己家族的歷史與知識。 

  夏本奇伯愛雅(2004)指出，年老的達悟人會將自己畢生的知識與經驗編入歌詞，藉由吟

唱表現自己的長處與成果，同時也是自己畢生知識與經驗的傳承，達悟男人也會把握這個機

會前去聽老人的吟唱，將老人的知識與經驗融入自己的腦海，內化成自己所有。 

  上述歸納、整理出達悟族民族科學的學習方法，發現在真實情境中實際操作是學習其民

族科學最有效的方式，達悟族人不一定理解其民族科學背後的原理，但一定能在生活中將其

民族科學應用自如。事實上，不論原住民族群或非原住民族群，我們需要的是能應用於日常

生活，幫助我們理解與適應環境變化及解決問題，活生生的科學知識，而不是教科書上的死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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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學習的階段與內容 

(一) 以年齡區分 

  傳統學習的內容有其難易度，因此學習有其階段性。父母會觀察小孩身心發育狀況，每

個階段都會帶孩子到山林、水芋田、海洋去學習，從玩耍開始，讓小孩習慣、認識生活環境，

當年紀大一點時，便會賦予任務要求小孩完成，而小孩便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到該有的知

識與技能，慢慢成為一個真正的達悟人。 

  不像國民教育在學校中有很明確的年齡分界，幾歲的孩子就該上幾年級的課程，達悟族

的父母會視小孩的狀況給予教導，雖然也有年齡階段性，但較可隨著孩子的發展狀況，或遲

或早讓他們學習賴以維生的傳統知識與技能，當熟悉了初階的知識與技能且能完善運用後，

父母才會教導孩子高一階層的知識與技能，達悟族的孩童是以螺旋式遞進的方式進行學習。

由於達悟族的知識與技能來自日常生活，非常仰賴實地運用，這樣的學習方式與學習階段，

更適合傳統智慧的傳承。如同 Cajete 教授(2012)指出：「原住民的學習有其完整的階段性，

當孩童或青年被認為準備好時，新的知識便會被介紹給個人。」 

  達悟族的社會組織以父系世群為主體，加上訪談內容及文獻分析結果少有關於女性的資

訊，因此本研究以達悟男性的學習階段為主體，整理如下表 4-6： 

表 4-6 達悟族男性傳統學習歷程 

年齡 主要學習內容 

5 歲前 
在家由兄姊或褓姆照顧，或母親工作時將孩子帶至山上，讓孩子在一旁玩耍、認識

自然。 

5 歲後 

到了 5 歲孩子已經會走路了，母親便帶他一起上山採芋，如此經常鍛鍊孩子的身體，

讓他多與自然為伍，也促使他認識山野環境。孩子有時到海邊，有時到山上，慢慢

地認識海洋的習性與山野的溫暖，就這樣知識與他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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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歲 

這個年紀的小孩逐漸能聽懂父母的話，父母就開始慢慢教導他，與同輩的小孩一起

玩，要懂得分辨事情的好壞。隨著他們的成長，瞭解的事情漸漸多了，作父母的也

要逐漸嚴格管教。 

10-12

歲 

父母視孩子身心發展教導孩子應遵守的社會規範及基礎生活技能，例如：男－認樹、

認山；女－採芋頭、煮食。 

主要學習來源為「青少年次團體」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包括競爭與合作。 

經由日常活動如上山摘果、游泳、認識魚類、釣魚、抓鳥、爬樹鍛鍊自己的身體與

頭腦；年長孩子在照顧年幼孩子同時培養自己的生活經驗、觀察能力與危機意識。 

15 歲 

持續擴大其知識領域，跟隨父母學習進階的生活技能。 

女生跟隨母親學習芋頭田的管理與維護。男生跟隨父親學習划小船、捕魚、造船等

傳統知識與技能。 

17、18

歲 

開始穿著 kekjit(男：丁字褲。女：圍裙。)的年紀，更多參與部落或家族的集體工作，

學習團隊精神，磨練並提升自己的知識與能力。 

女生跟著母親上山，在家幫忙抽線製衣、煮飯、燒菜、提水。男生上山砍柴、伐木、

開水道、耕田、下海捕魚、坐船釣魚、參與船團學習大船知識等。 

20 歲 

達悟族正式承認邁入青年時代，未婚男性繼續接受父親及家族更深層的教育與指

導，可以獨立出海作業累積個人經驗，同時熟悉山林、田間的工作，照顧家人；未

婚女性則跟隨母親學習更多生活常識，如織布、料理家務、撿拾潮間帶食物等。此

時未婚男女也開始尋覓結婚對象。 

21-25

歲 

男子正式加入家族的漁船組織團體，一切的撈魚工具完全由自己製作，若還有不知

之處，則向父親、親家父、兄弟、舅父等請教。這時，他可以獨立工作，如上山砍

柴、取材、伐木、開地、開水道等，並且繼續訓練自己的求生能力。 

30-40

歲 

這個年紀的達悟男人已累積不少生命經驗與社會地位，開始有能力唱出自己的古

謠。此時社會地位更高，參與一切公共事務，也是船組的中間分子。在家庭方面則

以房子的改建是提升社會身分的關鍵，有孩子的達悟人一生中會重建幾次以達到四

門房的住屋，成家對於達悟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沒有成家的人在達悟社會中

是弱勢的。 

50-60

歲 

擁有高深的智慧與豐富的財產，名號也更高了──改名叫夏本瓜，其祖父級之意。負

責帶領族群行祭，在文化慶典儀式中擔任重要角色；在開拓芋田、建造四門房、森

林伐木、造雕刻船、魚撈等擁有豐富的知識與技能，並負責教導中年、青年、少年

男子。面對部落間的戰鬥，也他們負責帶領壯丁應戰；部落的集體工作，亦是他們

來指揮計畫；保護婦女、幼兒、少年等，也是他們的權利與責任。這些長者將生活

經驗累積的智慧編成歌謠，成為留給後代子孫的貴重禮物。 

70-80

歲 

這個年紀的達悟人被稱呼為 sikotan、silegei，擁有最高的聲望。因為知道自己在人世

時間不長了，會毫無保留的將自己擁有的智慧、技巧等等，全部地交給孩子或孫子

們，如家族園地的範圍、水道的維護、危險地帶及搬運材料的路徑、有利潛水及海

上捕魚的位置等等。戰鬥精神方面，老人家教育青壯年遵守基本原則，打人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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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規，不可打傷對方或打死人，應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以和解的方法來解決事

情。舉行慶典活動時，由老人家帶領行祭或獻祭，或引導部落會議進行，並將自己

的一切經驗、知識與成果化作歌謠，傳唱給後代。 

(整理自衛惠林、劉斌雄，1962；夏曼．藍波安，2003；夏本奇伯愛雅，2004；及研究者訪談結果) 

  由表中可看出達悟族每個學習階段皆有其需學習的內涵與技能，且是以逐步加深、加廣

的方式學習傳統知識與傳統技能，可以說達悟族的傳承與學習模式具有繼續性和順序性的特

色，其傳統智慧是以螺旋式的方法，幫助學習者在既有的基礎上，在循序漸進中逐漸熟悉其

文化內涵與傳統技能。經由這樣的歷程，使學習者在經年累月的學習與傳承中，成為一個真

正的達悟人。 

  除了展現成熟的傳統智慧與生活技能外，娶妻生子象徵達悟人的人生邁向另一個階段，

社會地位也隨之提升；擁有子女的達悟人也由原本學習者的角色轉變成傳承者，同時仍持續

向年紀更長的耆老們學習傳統智慧，以求自我提升與自我實現，並將更多寶貴的知識與技能

流傳給後代子孫。 

(二) 以性別區分 

  余光弘(1993)在〈雅美人食物的分類及其社會文化意義〉一文中指出：「達悟人生產活

動主要的分工是基於性別，一般的區分是婦女負責『拿飯』，男人則是負責『找菜』，亦即女

人負責陸上藷芋的生產，而男人是專職於下海捕魚；可是實際觀察後可以發現女人田園的工

作就像女人吃的魚一樣，是男女均宜的，男子下海的營生也像男人吃的魚一般，是婦女不宜

的；同樣的情況也存在豬與羊的照顧上。」由此可見達悟族傳統男女性別分工明確，達悟族

男性可兼任女性的工作，但女性不能學習或兼任男性的工作，此是達悟人對於需生育下一代

的女性的保護與尊重，由此使達悟男性與達悟女性各自產生不同的知識體系與內涵，代代相

傳。 

  傳統性別分工的內容，如受訪者 415W 所述： 

女生的話就偏向耕種、養兒育女，家裡面都把它整理得有條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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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魚 

(羊) 

(漁) 

(海) 

(公) 

好魚 

(豬) 

(農) 

(陸) 

(私) 

圖 4-1 達悟族兩性分工圖(余光弘，1993) 

  及受訪者 415H 所言： 

像女性的話她就學習織布，她就要去辨識，像女性要做的一些工作，像芋頭

田裡面的事情她就要跟著媽媽去學，芋頭的種植啊，然後要怎麼去照顧，這

些就是女性要去學的工作。然後像織布，織布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啊。 

 

  由此可見田地的經營管理、家庭內務的維持、織布、養兒育女等是女性主要的工作。 

  至於男性的分工內容，如受訪者 415W： 

像漢語講說『女主內，男主外』，通常在比較外面的打拼的工作就是男生，內

容就是海邊跟山上。山上可能就要砍柴、撿柴，撿柴要拿回來給女人用，煮

東西的木柴。然後，看林場、看山羊。海邊的話就是獵魚、捕魚嘛，撈捕一

些食物。 

  較粗重的，具危險性的工作多半由男性擔任，如上山伐木、撿柴、照顧果園、照顧家族

林場、開墾水圳、開拓水田及旱田、造舟、製陶、建傳統屋、木雕等等，都是男性的工作且

禁止女性參與，然而女性的工作如芋田管理卻是男性可以協助參與的。余光弘(1993)依據達

悟族男女兩性勞動內容繪出其分工圖 4-1： 

 

 

 

  達悟族

一方面對女性採取尊重及保護的態度，將較好的食物留給女性，阻止女性從事危險性高的勞

動；一方面也顯示了達悟族仍是以父系為主的社會組織，認為女性在某些部分的適應與能力

仍是不及男性。在明顯的性別分工下，達悟族的男性與女性因應不同的勞動場域，各自產生

不同的民族科學智慧，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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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在地環境學習場域探討 

一、傳統文化傳承的困境 

  由於日治時期蕃童教育及國民政府實施國民教育的介入，使達悟族傳統的學習階段遭到

干擾，因此現在的達悟族已無法像傳統生活那般進行傳統知識的學習，即便在學校課程中排

有母語教學及鄉土教學等課程，與其它科目相較之下教學時間有限且地位邊緣化。國語已取

代母語成為學生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語言，造成學生不明白學習母語的意義是什麼，更缺乏學

習母語的動機。而達悟族的家長亦對學校此類教學持正反兩面態度，有些家長支持學校讓學

生學習傳統文化，而有些家長則擔憂是否因此減少一般課程的學習時數，造成學生競爭力下

降，在未來的升學場域中居於劣勢。受訪者 415W 便提到： 

對不支持學校進行傳統文化教學的家長而言，與其將時間花在教學生母語，

不如加強學生的英語。 

  受訪者 415H 亦提到傳統文化在傳承上面臨的困難： 

當然最主要的困難點就是，第一個在時間上，時間，現在的教育就是把孩子

抽離父母親的身邊，然後進行現在的教育；然後第二個就是那個內容的部分。

因為你現在國民教育階段，不管是國中、國小，它的內容教材安排都是針對

主流文化的人去做編譯的東西，所以我們的孩子沒有辦法透過這樣子的教材

去學習到當地的一些傳統文化，所以這是第二個最主要的一個碰到的一個難

點，就是教材內容根本不是傳統的東西。第三個就是在教學的時數上受限，

因為現在你說你要學傳統，什麼叫做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你要學習，像現在

只有一個母語課程在，母語課程在的話，你一個禮拜一節課，他要學的是只

有語言而已。當然語言裡面也有一些文化，但是現在這個時數是非常不足。 

  除了學校教育造成學童疏離原生家庭及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教材內容的缺乏、以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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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的限制外，受訪者 415H也談到，學校人力資源的不足也是傳承傳統文化所遭遇的問題： 

在這間學校裡面，只有校長是當地人，還有校工，其它的全部都是外地的老

師，那你要叫一群外地的老師來教我們的孩子去學習傳統文化那是非常困難

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他們教育孩子之前，我還得先把我們的文化，介紹給

這些老師，但是不一定，他們所教的，我們有課程進度、課程內容都早編得

好好的，所以我只有運用就是，我們都有規劃就是學校的一些主題課程，碰

到一些特別的節日的時候，我會把孩子就帶到那個祭儀現場，讓他們去體驗，

讓他們去跟父母去做學習。那因為像這些東西是應該是要在家裡面去學的，

那學校，其實這些傳統知識是不是可以在學校裡面去進行？我覺得當然不行，

但是我們還要透過一些課程轉化的工作，我們要把傳統知識，這一套知識體

系，要轉化成課程的時候，其實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做課程轉化，所以我們

現在碰到的難題是在這邊。那我們的人又不夠，其實當地的老師現在並不多，

不到十個。在國小教的，蘭嶼目前四所小學應該五個還是六個是我們當地人。

那為什麼這個要由當地人去做？因為當地人熟悉這些東西，像現在的話，其

實我們之前也編過那個文化教材，但是也沒有用啊！我在八十幾年的時候我

們編的東西，但是沒有在用。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做這些東西。 

  學校人力資源不足，教師對在地文化的理解有限，再加上課程轉化的困難，使鄉土教育

在學校變成一周一到兩節的母語教學，只是為了將來往上升學時加分的工具，無法與學生的

生活結合，也引不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在面對這樣的困境，受訪者 415H 也談到其長時間在

學校服務，並致力推動傳統文化融入學校課程的經驗： 

所以我那時候當校長的時候，就運用那個彈性課程的時間，然後就配合社區

的一些祭儀。像他們在『招魚祭』的時候，我們就把孩子帶下去跟那個村莊，

那由他們的父親帶領那個男生實際去參與『招魚祭』的那個的一個過程。其

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小朋友們就會感受，第一個你要學習一些東西的話，你

要先去學會去感受，當你感受充分的時候，其實你就會想要去學，『為什麼你

要這樣子去做？』而且是每年要這樣子去做，那你每一年裡面，你所學到的

東西當然會隨著你的年紀而有所不同，所以是帶他們下去最主要的用意是在

這裡，那這個東西在正式課程裡是沒有辦法的。所以我那時候當校長的時候，

其實這個我們也要會安排在課程計畫裡面，反正我就說『責任我負嘛！』就

把孩子帶下去。 

  藉由實際的生活體驗，使學童與部落、家庭、傳統文化有所連結，傳統文化才有持續傳

承的機會。受訪者 415H 認為在傳統文化中，有一些核心價值是無論以前或現代都適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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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傳承給後代的： 

傳統知識的東西有一些核心價值，比如說像分享，比如說像共有，所謂的共

有就是互相協助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後分享，然後尊重自然，像這些東西，

這個族群裡面的核心價值，其實放到外面去也都是可以被認同的。所以我們

要怎樣把這個核心價值教育給我們的孩子，那個是我想要去做的。 

  而要如何將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傳承給後代，415H 在受訪時做了這樣的說明： 

其實我的想法是，傳統教育它不應該是要另設一個科目去做，而是應該要融

入各個科目裡面去做融入式的教學，但是老師在做課程設計的時候，要有這

種敏感度。但是我們不能夠要求外面的老師有這個敏感度在，因為他不知道，

除非他是在這邊，像我們學校的老師有擔任到十年的，或者是在這個島上已

經服務過，我們之前都在操作這些課程的時候，他才知道在設計課程的時候，

可以將哪些東西融入到哪個領域裡面。但是如這個老師是新來的，他沒有這

種感受度的話，其實他要去操作這個課程是滿困難的。因為我們不能夠要求

一個新進來的老師，馬上就了解我們的文化，然後去做一個課程設計，然後

他還能夠教，不可能。 

  島上許多教師並非在地達悟籍教師，對當地文化並不了解，且流動率高，因此要在教學

設計上融入在地文化有其困難存在，甚至原住民教師由於青少年時期即離開傳統文化的生活

環境至臺灣求學，對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是一知半解，往往直到大學畢業後返鄉服務，才又重

拾起傳統文化的學習。如同譚光鼎(1998)指出，在原住民教育決策過程中，包括課程教學的

決定在內，「原住民都是『局外人』，被封阻於決策權力之外…『欠缺本身的主體性』。」由

於原住民受殖民的處境，被迫學習一套由異文化所建構論釋的所謂現代知識，並放棄受歧視

的原有知識傳統，因而形成知識教育傳承過程中的「斷裂」現象(陳張培倫，2010)。 

  在本土化運動及《原住民族教育法》推動後，整體社會已意識到原住民文化之傳承應為

正規教育的目標之一，因此，相關的語言、歷史、文化皆應列入學校課程內容。加上教育優

先區及「九年一貫課程」推行後，鼓勵各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讓各原住民族地區學

校有更大的空間推展民族文化教育。鄉土文化教育在經過幾年的實行後，卻出現部分擔憂的

聲音，對某些文化傳統進入正規教育的效果產生質疑。陳張培倫(2010)便指出「淺薄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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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化」及「邊緣化」是原住民族教育在學校教育現場有待克服的問題。 

  研究者經訪談發現，達悟族在傳統文化與智慧的傳承上，也正面臨許多挑戰，其外在問

題包括：「傳統學習情境改變」、「教學時數受限」、「缺乏完善教材」、「教學人力資源不足」

等，而內在問題包括：「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及「族群自我認同衝突」等。在世代交替、外

來強勢文化入侵及價值觀改變的情況下，該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經濟發展與傳統維護間取得

一個平衡，不只是居住在蘭嶼的達悟族，同時也是其它原住民族共同面臨，關乎其民族存續

問題。 

 

二、環境學習場域的可能性 

  蘭嶼島孤立的位置，熱帶潮濕的氣候，使島上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居住島上達悟族是

臺灣原住民族中唯一的「海洋民族」，其與海洋互動發展出一系列的「海洋知識」，無論在自

然科學或人文社會等面向，都具有一定的價值與重要性，更是珍貴的文化資產與教育資源。 

  達悟族對於天空、海洋、山林、田間的知識與利用，在在顯示其科學智慧與生態智慧，

雖然達悟族人更注重實際生活的應用與結果，對自己傳統生活中運用的科學原理不一定瞭解，

對達悟族而言，其科學智慧便存在其生活中。研究者認為，達悟族因應自然發展出的傳統智

慧，正是當地推行環境教育的良好素材。 

  而在問到蘭嶼島上是否適合設立一個共同的環境學習場域時，每位受訪者們也有不同的

想法，部分持贊成意見的受訪者認為可以藉由這樣的機構統整人才，有助於蘭嶼的經濟發展。

如受訪者 416W 便認為： 

所以我說鄉公所那邊提(案)我們弄個計畫提給文建會，要是弄個文化產業，弄

個所謂的文化創意園區，那裡面還有所謂的，剛才提到的，誠如你們這些研

究島上的人文、生態，可以留住未來島上永續的一個價值。島上要行銷才有

頭路。像成立所謂的民族學苑也是可以啊，對不對，從民族文化跟傳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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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去進行，甚至於海洋的教育都可以。 

  受訪者 414D 也認為這樣的場域有其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 

我覺得會很需要，我覺得很需要未來有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是能夠突顯這個

部落，這個文化的一些特色的，不管是，有可能是織布的，有可能是怎麼教、

怎麼做拼板舟的，因為部落的生活，部落隨時都在改變，那這個地方它都還

是存在著，那它那個學習中心，說是學習中心或文化傳承的中心也是都可以，

可是它那個都是存在，還在繼續運作，都有一套的方式來做，來讓人家參與，

讓人家瞭解這個地方的一些，我們的文化特色，我們的傳承文化在哪裡。 

  而受訪者 413C 則提到了其它民族文化傳承的制度，認為可以作為達悟族文化傳承的參

考模式： 

我覺得，像阿美族不是有聚會所，因為我之前有帶我們班的學生看《鯨騎士》，

他們是有分酋長制的，他們有一個建築是專門訓練他們要當酋長，我是覺得

我們可以有一個建築物是這樣。不然以後真的只能在博物館看到(我們的傳統

文化)。 

  受訪者 413L 也有類似的想法： 

讓男生去學，譬如說造船等等，因為我們其實不像其他族群有什麼聚會所，

我們也沒有酋長，我們只有漁船組。我們沒有一個房子讓男生在那邊去學，

不然就是家裡面去學。可是往以後，我是覺得真的可以蓋一間東西，變成一

個傳承的工作。 

  其它受訪者則對於這樣的學習場域表示疑慮，認為這樣的場域不一定符合達悟族的民族

特性，也不一定能有效保存與傳承傳統文化。受訪者 415W 便認為，這樣的場域可能可以提

供工作機會，但到最後可能會觀光化，而喪失原本設立的意義： 

因為我真的不太清楚，如果真的蓋了會怎麼樣，但我覺得它可能會淪為觀光

客的那個，認識蘭嶼文化的一個地方。那我覺得蘭嶼人應該不，你要給他一

些動機，如果他沒有動機，他其實不會去那裡，而且它的場景並不是很自然

的，它是要刻意去可能去學一個東西這樣。那好處是可能提供我們機會，不

管是工作機會，還是學習自己文化的機會，我覺得那個是好事，但是如果最

終你是要讓這個文化延續下去，我覺得還是要回到最根本。那個蓋那個機構，

我覺得比較像是已經很慘了，要補救，沒辦法，需要這麼做，因為這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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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這樣做，就沒有人做，就勢微了這樣。……我自己是覺得，不太看好，

或者是說，它要一直溝通，然後一直修正。不過純粹是這樣的機構的話，我

不會覺得它會達到它要的目的，我自己覺得。 

  受訪者 415H 對這樣的學習場域也抱持較保守的態度，他認為傳統教育的學習需要的是

部落的情境，這樣的學習機構仍有其侷限性： 

其實像我的話就是，我不傾向於去建立這樣的一個地方，那因為傳統教育它

的學習就是在部落裡面，那它是我們人跟人之間的一個互動，跟人跟自然環

境的一個互動，那所以你現在有很多東西我們都希望把它搬到教室裡面，但

是傳統教育的內容，我覺得除了有些部分是可以搬到教室裡面之外，其實有

很多東西是你要去外面，去認識，去體驗，你才能夠去進行，而不是在教室

裡面。因為＂感受＂這個東西，用嘴巴講，你看相片，學習東西你最有效的

方法就是去操作，去體驗。你在教室裡面透過影片，透過語言所學習到的也

許只有百分之三十，但是透過操作，然後你可以透過操作然後再去轉述給別

人的時候，表示你已經學習到這個東西。所以我覺得，像你說你要學造船，

那還需要去設立一個特別的地方嗎？我覺得不需要，因為我們的造船就在我

們的部落裡面，也許就在這個家人的體驗裡面，他的前面，那我們知道這個

人在做船，我身為他的親戚，也許可能在上山，他在上山去砍木頭的時候，

我就會跟著他一起去上山，去幫他砍木頭，也許是幫他抬。所以這個傳統知

識需要在這個範圍裡面去做，那我覺得不需要特別去為了，也許像在外面有

一些為了觀光然後讓人家去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我覺得沒有必要，就是這

樣子去進行。 

  受訪者 411D 則認為，蘭嶼的傳統文化中並沒有這樣的機構，即使設立了對傳統文化的

傳承也幫助不大： 

我想是可以吧，可以讓他們來參觀。因為我們沒有這種的文化，所以如果是

政府，來幫忙蘭嶼開這樣的博物館，也是可以。但是我們達悟族的人根本沒

有自己的博物館，只有在家裡自己做的各種的東西，這個成為一個國家的博

物館，只有我們蘭嶼根本沒有什麼興趣來做一個博物館。(訪：您的意思是自

己家裡就有自己的東西，不一定要做一個博物館？)對，他們已經那麼忙了還

要做這個工作啊！ 

  410C 則認為若沒有一點強制的力量，這樣的場域容易淪為單純的展示館，也許能讓外

來旅客更瞭解與認識達悟族的物質文化，但對達悟族人傳統智慧的傳承與學習效果不大： 



 

148 
 

如果沒有強制蘭嶼的下一代需要去認識的話，我覺得他們會覺得那是一個展

示館，就去認識而已。如果對外來者當然會當作一個博物館，如果對在地者

的話就會當作是一個自己族文物保存的地方。在教育上，我可能會認為它只

是一個展現文化的地方，展現文化也富有教育意義，但沒有跟他生活太密切

的話，不在他生活經驗裡面，其實就只是展示跟展覽的地方。他要學習那個

東西的話，是可以學到，但只是知識，不是生活工具。所以可以設立，畢竟

現在家庭比較少有家長想要(教小孩傳統知識)，因為他們都覺得(小孩)一定會

出去，這裡沒有很多的工作機會，所以很多家長都送孩子出去學習、受教育。

可以成立，然後它可以為我們做什麼事情？對外當然就是，外面可以認識我

們這族的生活情形；對內的話可以教育，但是不能保證它能內化成我們生活

的其中一部分，因為畢竟有些東西是現在沒有用到，像製陶、藤編；但有些

有用到，像「嘎ㄖㄞˋ」是一個背袋、網袋，有些人會把它變成生活的包包，

以前是抓了螃蟹放裡面，或者是出去山裡工作放便當用，便當就是地瓜、芋

頭、幾個很肥的豬肉，就放在裡面帶去山上。比較沒用到的就變成只是知識，

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可以做啦，你們有去過蘭恩，那邊有一個比較簡單的

文物展示空間。 

  此外，達悟族的部落領域性強，也是成立共同的環境學習場域必需克服的問題，如受訪

者 414D 便說： 

是可以(有一個共同的環境學習場域)，但是每一個部落的狀況又都不是一樣，

那有的部落會，如果說這個是供外面(觀光客)來那樣的話，還是設在哪一個部

落都 ok，可是如果是部落間要使用這個地方的話，會有些困難，目前是會遇

到這樣，因為它有一個距離，那有的部落不大有意願去那個部落去學習，因

為它那個是那個部落的一個傳統文化的場所，因為我們這個島嶼還是以部落

意識為主的一個島嶼、族群。 

  受訪者 415W 也提出同樣的看法： 

而且我們各村還，我們地域感還滿重，滿強的，我們就是覺得說，蓋在那邊

那應該就是那一村用，我們不會過去，對啊，要去克服跨村落的一些東西。 

  歸納上述，可發現持贊成意見者認為，一個共同的環境學習場域或機構可以發揮如下功

能： 

 (1) 整合島上的人才及資源，幫助蘭嶼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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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保存傳統智慧，提供後代學習傳統文化的機會。 

 (3) 作為外來者理解達悟族文化的窗口。 

 (4) 增加島上就業機會，留住島上人才。 

  持相反意見者則認為這樣的學習場域或機構可能面臨以下問題： 

 (1) 非自然的學習情境，無法引起族人的學習動機。 

 (2) 缺乏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互動，可能流於制式的學習而成效不彰。 

 (3) 與達悟人的傳統文化及習慣不同，不一定能為族人接受。 

 (4) 單純的文物保存與展示館，教育及傳承功能難以發揮。 

 (5) 各部落領域性強，難成立共同的學習場域。 

 

三、環境學習場域的功能 

  蘭嶼擁有豐富的生態及人文環境資源，地方博物館的形式，可作為蘭嶼發展在地環境學

習場域的參考，除致力於收藏、研究在地珍貴的自然資源與達悟族傳統智慧外，更能以在地

素材進行展示，發揮社會教育的功能。 

  不同的受訪者，對於在地的環境學習場域，各有不同的想像與建議。受訪者 410C 認為： 

對外當然就是，外面可以認識我們這族的生活情形；對內的話可以教育，但

是不能保證它能內化成我們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因為畢竟有些東西是現在沒

有用到，像製陶、藤編；但有些有用到，像「嘎ㄖㄞˋ」是一個背袋、網袋，

有些人會把它變成生活的包包，以前是抓了螃蟹放裡面，或者是出去山裡工

作放便當用，便當就是地瓜、芋頭、幾個很肥的豬肉，就放在裡面帶去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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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沒用到的就變成只是知識，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可以做啦。 

  受訪者 413L 認為部落耆老是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有很多長輩在裡面教，譬如說請村裡面很會造船的，教授年輕人造船。 

  受訪者 413C 認為應兼顧軟體及硬體設施： 

設備我覺得可以有書，影片的設備，投影機、電腦什麼的，可以先讓他們看

自己的文化。人的話就是我們可以再另聘。 

  受訪者 416W 則認為這樣的機構應該可以發揮研究與保存傳統文化的功能： 

去鼓勵島上這些年輕人，現在要保留、保存喔，那要透過像你這個文字或是

影像去，才慢慢才對孩子，像編文化教材的時候才有東西啊。……誠如你們

這些研究島上的人文、生態，可以留住未來島上永續的一個價值。 

  受訪者 415W 對成立在地的環境學習場域持保留態度，認為未來發展需克服許多困難，

並提出他的建議： 

我自己是覺得，不太看好，或者是說，它要一直溝通，然後一直修正。……

對啊，你才知道說，我們到底要什麼東西，因為我們這邊有太多去學外面，

但沒有學好；或者它根本不適合我們，搬進來就荒廢；或者是對當地有不好

的影響，例如各個工程、各個觀光景點啊，都還滿 copy 外面那一套搬進來的。

我們人才不夠啦，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問題。然後我覺得中間有斷層，就是

沒有人引導這些年輕人回來可以怎麼做，可是我覺得他們其實都是一些，軟

實力很重要的，不能說棋子，很重要的人脈。……所以我覺得蘭嶼的人才很

可惜，就是沒有人去能給他們一些管道，或知道進來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

一些有但都很零星的，一年的小計畫，短程的小計畫，我覺得他在這方面沒

有很有遠瞻性，還是要自己人來做比較適合達悟族。……其實我們當地人的

利用，(反而)機會沒有很多，有機會但不會特意想去那邊認識自己的環境或什

麼東西，反而是觀光客(可能)還滿愛的。對，我覺得因為是外面的人做的，所

以我覺得它很多方面是迎合外面的人，那如果真的要做這種機構，一定是要

丟給這邊的人這樣子。 

  受訪者 415H 則認為應與正規教育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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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希望就是，自己的族人要有這個學習的意識，其實我們雅美族有很多

很優質的東西，可以繼續的傳承下去，那這個不是，說實在在學校裡面能夠

學習到的東西並不多，那像我的話，我是想要用國家的資源去教育我們的孩

子成為我們的孩子，這個是我想要做的東西。……我覺得如果可以把傳統教

育的一些內涵可以直接轉化成正式課程的時候，小朋友們的學習，他學習傳

統教育的那個部分，他才能夠學習到。其實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在現有的教育體制裡面，把這些東西融入進來。 

  綜合上述，歸納出在地環境學習場域應發揮的功能如下： 

(1) 對外而言：是外界認識達悟族的窗口。 

(2) 對內而言： 

a. 展示傳統文物，聘用部落耆老進行傳統智慧教育與傳承。 

b. 結合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將傳統智慧學習融入正規教育。 

c. 有良好的硬體設施，如電腦、單槍投影機、多媒體播放設施等。 

d. 培養在地人才，發揮研究及保存傳統智慧的功能，留住永續價值。 

e. 運用在地人力負責規劃、管理，持續溝通與修正發展方向以取得共識。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主要是希望透過文獻分析以及田野調查的方式，探討蘭嶼原住民科學智慧之內涵，

以及蘭嶼原住民科學傳統學習歷程，作為蘭嶼未來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參考。本節將以

研究訪談資料分析結果和相關文獻蒐集進行論述，討論如何以蘭嶼原住民科學智慧內涵及學

習歷程為素材，以地方博物館形式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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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蘭嶼達悟族傳統知識體系 

  為方便研究結果之呈現，研究者將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智慧之內涵分成天空與海洋、

陸地、日常生活三大類，其下再分數小類進行討論與分析。達悟族的傳統智慧實為一系統性

的生活智慧，不同於學校的教育方式，達悟族的傳統智慧並不適合被拆解進行分科教學；在

達悟族的日常生活中，並不特別強調其知識內涵的分類，達悟族的學習是主題式的，例如：

以造拼板舟為主題，由拼板舟建造的概念往外延伸，學習各類需要的知識，包括家族林場的

經營管理、公有林地的使用規範、樹種的辨認與維護、樹種的特性與適合用於何處、拼板如

何造型與拼接、有哪些注意事項及禁忌、以及工藝技術的訓練等等，是一整套融合了知識、

情意與技能的完整學習，藉由這樣反覆的學習與練習，最終建構出達悟族關於自然環境、生

活空間及時間概念的傳統知識體系，而傳統知識體系彼此間緊密連結，形塑出達悟族的日常

生活。本研究根據文獻及訪談結果，歸納達悟族的生活科學知識體系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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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悟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與傳統智慧，亦有其自成系統的學習模式與歷程，無論是想

提升在地原住民學童的科學學習成效，促進族群自我認同，或是使外來的觀光客對在地傳統

智慧有更深入的理解與學習，都應從理解達悟族的傳統智慧內涵開始。原住民學童可由認識

自己群族文化的傳統智慧與學校所學之西方科學相應證，建立知識與日常生活的連結，真的

學到「帶得走的能力」，同時提升對自己與群族的自信與成就感；外來的觀光客也可以由傳

統智慧的理解與學習，獲得更高層次的旅遊經驗，增加觀光客舊地重遊的意願，創造更永續

與友善環境的旅遊模式，傳統文化與智慧也能與時俱進，不斷活化與再利用。 

 

二、蘭嶼達悟族傳統學習歷程 

  原住民傳統智慧由生活出發，重視技能與知識的實際應用，具有整體性、系統性的特徵，

是人性化的科學。原住民傳統科學智慧的傳承，是按照後代的身心發展與學習狀況，在高度

脈絡化的情境下，將一整套知識體系的傳承給後代，與現代正規教育將知識分科教學是截然

不同的學習方式。 

  透過脈絡化和機制性而發生的傳統教學和學習方式包括：觀察、體驗式學習（從做和看

中學習）、冥想（透過集中注意力來學習）、輔導（學徒制學習）、藝術創作（透過具創造性

的綜合方法來學習）、講故事和吟唱（透過聆聽和想像力學習）、儀式（透過親身參與來學習）。 

  傳統智慧的傳承來源則包括：家庭(父傳子、母傳女的私有知識)、家族(叔伯傳授子姪)、

同儕團體(青少年時期、成年時期)、共作團體(小米耕種團體、水道團體、漁船團體、果園團

體)、部落共享(族群共同擁有的公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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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悟族的傳統智慧藉由勞動的過程世代延續，在其一生中，每個年齡階段所學習的知識

與技能各有差異，衛惠林、劉斌雄(1962)將達悟族依年齡結構分為嬰兒期～老年期等八個年

齡層，每個年齡層皆有專屬的傳統生態知識；夏曼．藍波安(2003)將達悟族依年齡及性別分

為共同成長學習的階段，男孩、女孩各自向父母學習的階段，及隨社會地位改變的階段；夏

本奇伯愛雅(2004)則將達悟族依年齡分為十一個年齡層，每個年齡層的學習呈現螺旋式逐漸

加深、加廣(如圖4-3)。 

 

 

 

 

 

 

 

 

 

 

 

 
圖 4-3 達悟族學習內涵與歷程 

年 

齡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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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達悟社會男女分工明確，女人與男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互助、互補，一個家庭必須有

平衡的男女分工，才能有充份的經濟條件，以履行社會交換與儀式交換的義務的事實(余光

弘，1993)。因此男性將由父親傳承身為一個達悟男人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而女性則向母

親學習應有的知識與技能，因此形成屬於男性的知識體系，及屬於女性的知識體系。但如同

男人可以吃好魚，女人不能吃壞魚的傳統，達悟男性可從事女性的工作，從中間接學習女性

的知識與技能，達悟女性卻無法從事男性的工作，亦無法習得男性的知識與技能。 

  經由研究發現，達悟族與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族在傳統智慧的傳承與學習方式上十分相似，

其傳統智慧是部落共享的，但家庭、家族以及共作團體有屬於內部成員共享的知識體系。另

外，達悟族的學習方法則依賴生活情境的營造，以及自身經驗的累積，孩童跟隨在父母身邊

觀察、親身體驗及實作的學習方式，使父母能瞭解孩子的成長而因材施教，適時給予必要的

輔助，同時容許孩子有犯錯的機會，使孩子能從嘗試中自我學習，其成效更勝於在學校課堂

上老師為主的講述式教學及紙筆測驗，對達悟族人而言，大自然便是最好的教室，每個人都

有無限的機會去探索與追求自我實現。 

  達悟族的傳承方式與學習方法是相輔相成的(如圖 4-4)，家庭及社會在其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不是學校教育可以取代。雖然受到外來強勢的教育系統與外來強勢的經濟文化影響，造

成現代達悟族傳統智慧的學習與傳承產生代間斷層；然受現代教育與文明的影響，也使更多

達悟人有機會到外地唸書，進而發現存在自己傳統智慧中的珍寶，在結束學業後願意回到故

鄉投入傳統智慧保存與傳承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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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生活模式已不復存，然而仍有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尤其是有豐富傳統智慧的耆

老仍每日身體力行，展現達悟族傳統文化的美好。在理解達悟族傳統傳承方式與學習方法的

特色與優點，以及達悟族的傳統學習歷程及應用後，該如何結合現代技術與傳統智慧的學習，

使傳統智慧能被再學習與再利用，而不只是博物館中死氣沉沉的展示品，以在地素材發展環

境學習場域，將是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三、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未來發展 

  達悟族數個世代以來生活在蘭嶼島上，因應其生活環境發展出屬於自己族群的一套知識

系統以及學習歷程，其科學智慧來自日常生活而非實驗室，其科學智慧是拿來應用而不是創

造理論，其科學智慧不是教科書上片段零碎的考試知識，而是日常中實實在在運用的生活知

識。從以前到現在有許多關於島上自然環境或人文資源的調查、研究與記錄，然而達悟族最

需要的也許不只是記錄，而是這些傳統智慧在追求經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如何妥善的運用

來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族群認同。傳統文化必需適應社會的潮流，融入現代元素自我更新，

圖 4-4 達悟族傳統智慧的傳承與學習 

傳承來源 

家庭／家族 

青少年同儕團體 

共作團體 

部落共享 

學習方法 

觀察 

體驗式學習 

互動、輔導 

藝術創作 

說故事、吟唱、儀式 

達悟族傳統智慧 

傳承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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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傳統文化終有走向尾聲的一天。 

  一個環境學習中心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方案、人、設施、營運管理(周儒，2011)，而一

個具地方特色的地區型環境學習場域，更需由了解地方居民及使用者的聲音，以確立中心成

立的目標與方向。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受訪者對成立一個全島共同的環境學習場域，

有一些共同疑慮，包括： 

1. 島上各部落領域性強，且交通不便，需要先克服跨部落的限制，串連部落與部落的力

量。 

2. 若沒有規劃完善的教育活動，可能淪為觀光場所或文物展示館，難以發揮在地參與及

地方教育的功能。 

3. 避免缺乏前瞻性的短程計畫，以免造成當地環境的傷害，以及資源的浪費。 

4. 在地人才不足，需要外界援助，又擔心在與外界合作的過程中可能喪失自己的主體性

與自主性。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受訪者們對成立一個全島共同的環境學習場域，亦有一些期

待與想像，包括： 

1. 是一個與正規學校教育彼此合作，相輔相成的學習場域。 

2. 是一個運用達悟族海洋民族特色發展海洋教育的學習場域。 

3. 是一個結合傳統文化與藝術創作，推動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的場域。 

4. 是一個結合在地耆老人才、在地自然環境及傳統生活情境的學習場域。 

5. 是一個有完善硬體設備，如書籍、影片、投影機、電腦…的學習場域。 

6. 是一個能培養在地人才進行文化與生態研究，同時以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為主體成立

的民族學苑。 

7. 是一個為達悟族人保留傳統智慧與技能的傳承中心，也是外人瞭解達悟文化特色的學

習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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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蘭嶼有豐富的生態環境資源及人文環境資源，唯缺乏相關的人才及妥善的經營管理，使

得島上的發展缺乏統整性。蘭嶼當地無論自然或人文皆有良好的條件與潛力，以地方博物館

或環境學習中心的模式加以經營管理，將對當地產生許多效益： 

1. 可幫助島上經濟發展，使青壯年人口不必離鄉背景至臺灣工作，同時彌補傳統文化傳

承上的斷層。 

2. 可保存原始特殊的生態環境資源，作為吸引遊客前往進行生態旅遊、自然體驗與自然

學習的素材。 

3. 可使達悟族的傳統文化持續傳承，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資產，便是遊客前往學習與

體驗的最佳吸引力。 

  除內部需持續不斷的溝通，找出共同的目標與方向，也需要外部力量包括政府、民間相

關單位、企業及專家學者的投入與協助。蘭嶼欲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雖有許多困難存在，

但卻是值得期待的。 

  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發展，將可提供優質的環境學習機會，同時協助所在地建立基礎資

料、維護自然生態、保存文化資產、振興地方產業等目的，發揮「知識經濟」、「體驗經濟」、

「環境保育」及「終身學習」等效能，使參與者皆能藉由協助在地的環境關懷與行動，獲得

自我成長與自我肯定，使經營者能實現地方永續發展。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蘭嶼達悟族教育人員及研究人員為受訪對象，探討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智慧內

涵，及傳統智慧的學習階段與學習歷程，作為未來蘭嶼發展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依據。本研究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結果，獲得以下結論，並據此提出建議，提出地方後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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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後續研究的建議，以期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民間團體與學術研究單位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一、蘭嶼原住民科學智慧內涵 

  張培倫(2009)認為原住民族的認知進路是「整體主義(holism)」，必需先擁有關於世界整體

意義的知識，才有可能以之為基礎或參照點，進一步形成對於個別領域的知識。也就是說，需

先具備認知世界整體意義的知識，才有可能延伸至個別領域並擁有關於個別領域的正確知識；

而知識研究者彼此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共同語言，在此基準下各自展開對世界之認知。因此，

原住民族的知識體系是先理解世界整體的意義，再往外延伸認知各個部分的意義，不同於西方

科學是對個別部分進行研究，再將所有對個別領域所形成的研究總合而為對整個世界的認知，

不同的認知方式產生兩套全然不同的認知體系，因此衍生出不同的學習內涵。 

  如同Banhardt & Kawagley(2005)所言：「為了生存之故，原住民族社會長久以來就試圖理

解週遭世界的規律性，體認到自然的背後存在著許多看不到的秩序類型。」達悟族千百年來與

大自然的相處過程中，發展出一套相互支持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對應自然方式，在廣袤的土

地上，運作諸如漁獵、採集或農耕等生活形態，這是他們在對大自然的理解下所形成的謀生知

識。 

  本研究為方便呈現，將達悟族傳統智慧分為天空、海洋及日常生活、飲食、器物三個面向，

其下再細分各小項，研究者藉由文獻蒐集及訪談，將達悟族傳統科學智慧內涵與西方科學內涵

相對應，整理歸納如表5-1： 

表5-1 達悟族原住民科學與西方科學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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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原住民科學 西方科學 

天空的知識 

天氣的知識 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學 

風的知識 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學 

海洋的知識 

辨別魚類 生物學、生態學 

潮間帶的運用 生物學、生態學 

拼板舟的建造 植物學、生態學、流體力學、力學、造船學 

日常生活、飲

食、器具 

季節分類 氣候學、地理學、天文學 

空間的知識 地理學、數學 

食物儲存 生態學、營養學、食物學 

取材製器 植物學、動物學、氣候學 

建築 建築學、氣象學、氣候學、地理學 

農業 植物學、農業學、氣象學、氣候學、地理學 

  

二、蘭嶼原住民傳統學習歷程 

  原住民傳統智慧由生活出發，重視技能與知識的實際應用，具有整體性、系統性的特徵，

是人性化的科學。原住民傳統科學智慧的傳承，是按照後代的身心發展與學習狀況，在高度脈

絡化的情境下，將一整套知識體系的傳承給後代，與現代正規教育將知識分科教學是截然不同

的學習方式。 

  傳統智慧的傳承來自家庭(父傳子、母傳女的私有知識)、家族(叔伯傳授子姪)、同儕團體(青

少年時期、成年時期)、共作團體(小米耕種團體、水道團體、漁船團體、果園團體)、部落共享

(族群共同擁有的公開知識)等不同源處；透過觀察、體驗式學習（從做和看中學習）、冥想（透

過集中注意力來學習）、輔導（學徒制學習）、藝術創作（透過具創造性的綜合方法來學習）、

講故事和吟唱（透過聆聽和想像力學習）、儀式（透過親身參與來學習）等方式，延續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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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 

  達悟族的傳統智慧藉由勞動的過程代代相傳，達悟人每個年齡階段所學習的知識與技能各

有差異，不同研究者對不同學習階段年齡層的分類有些微差異，而其所強調的學習內容則大同

小異。達悟族每個年齡層的學習內容，包括生活技能與社會規範，將隨年齡增長呈螺旋式加深

與擴大。 

  傳統達悟社會男女分工明確，性別決定達悟人該學習何種傳統智慧與技能，因此造就出屬

於達悟男性與達悟女性兩套不同的知識體系。達悟人認為女性受生理條件的限制，較男性缺乏

體力，並且需擔負懷孕、生產及養兒育女的重責大任，因此對女性特別尊重與照顧，使女性勞

動範圍受到較多限制，因而形成較單純的陸地知識體系；男性的勞動範圍則涵蓋了陸地與海洋，

因此形成包山包海的知識體系。 

  兩者相較之下，達悟男性的知識體系是外顯的、易被看見、易引起重視而被討論或被保存

的，如拼板舟的建造、傳統屋的建築、捕魚的技能等等；達悟女性的知識體系如女性的歌謠、

經營管理水、旱田的智慧等等，則較為內隱、較少被看見、因此也較少被討論或被研究與保存；

當然達悟女性也有較鮮明的傳統智慧，如編織的技術，但其保存與傳承的完整性仍不如男性的

知識體系。 

  傳統教育確實有其獨到之處，自然與部落的生活情境便是教室，傳承文化的本身即是教育

的過程。傳統教育中，學童透過經驗和觀察，學習科學的實用技能和與自然世界維持永續關係

的生活。不同的文化價值觀與環境，有不一樣教育方式，我們應該重視與尊重不同文化所產生

的差異，創造多元的學習環境。 

 

三、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未來發展 

  真正傳統原住民大部分是以身體與心智發育成熟度、經過成年儀式等方式來看待成為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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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並不是以年齡來區分(高幼蘭，2002)；並會隨年齡增長教育其生活所需的傳統智慧與技

能。外來政權的介入，改變了達悟族的傳統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傳統智慧與技能的學習與傳承。 

  達悟族傳統智慧與技能的學習與傳承正面臨諸多困難，包括語言的流失、傳統生活情境的

消失、價值觀的改變、族群認同的危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等等。根據訪談結果發現，對學校

教育而言，師資不足、經費缺乏、教材編寫困難、授課時數有限、授課內容缺乏彈性、學生缺

乏學習動機等，都是其在傳統文化教育上待克服的困難。以家庭而言，父母對傳統文化的認識

不足、對子女的升學期待、家庭傳統教育的失落等，更加速達悟族傳統智慧與技能的失傳。而

部落缺乏明確發展方向與族群共識，重新學習傳統文化與追求地方經濟開發等不同面向的力量

彼此拉扯，也影響傳統智慧與技能的傳承與學習。 

  本研究提出在地環境學習場域的概念，作為蘭嶼達悟族內部進行傳統文化傳承與學習之場

域，此一場域應配合島上六個部落需求，以六個部落的傳統智慧與技能為主體，進行研究、採

集與傳承，發揮保存與傳承傳統智慧，幫助在地進行環境學習的功能。對外而言，可作為外來

資源進入蘭嶼之窗口，共同協助推動在地非正規教育，補強正規教育不足之處；另外，在地環

境學習場域也可作為外來遊客認識達悟文化的媒介，及學習達悟族傳統智慧的場域。 

第二節 建議 

一、蘭嶼發展環境學習場域之建議 

  以現今環境教育的世界發展趨勢來看，環境學習中心就是一個可提供社會各階層對於環

境教育學習需求整體解決方案的環境學習園區(周儒，2011)。它應該是一個戶外教育的焦點、

一個服務性的設施，亦是一個社區的機構；它是社區的一員，並負起改善社會現狀的角色

(Shomon，1975；周儒，2011)。 

  Kinard(陳家玲譯，1993)說：「博物館就像在世界上開發的窗戶，即使不能解決突發的世

界問題，也可以開始改善人們的生活。博物館必需服務其社區所有人，考古學研究與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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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能被有效利用在都市社區的重生與鼓勵居民重建地域感上。博物館的命運就是社區的命

運，它們的關係是共生與催化的。博物館以蓬勃的朝氣伸向社區，並探求展示地方遺產和提

昇地方議題的新方法與媒介。讓博物館與社區民眾更感性的交流，讓博物館成為社會變遷的

催化劑。」 

  蘭嶼作為一在地環境學習場域，應可融合環境學習中心及地方博物館的理念，運用在地

豐富的自然資源與人文襲產，藉由傳統智慧之傳承與再學習促進地方發展、提升族群認同、

改善社會現狀，同時提供在地居民與外來者環境學習資源與環境學習機會。 

  透過訪談內容及研究結果，結合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張譽騰，1996)，建議蘭嶼未來發展

在地環境學習場域，可考量以下做法： 

1. 「由下而上」的發展型態，尊重在地文化，聆聽在地聲音，同時成為在地居民與政府、

外來訪客間的溝通橋樑。 

2. 「由外而內」的經營方式，建立合作管理系統，以地方居民為本體，參與場域的營運管

理。 

3. 「以人為主」的營運方式，強調達悟族的自然生活環境，讓參觀者認識達悟文化，進而

欣賞及重視其存在的價值。 

4. 「現在或未來導向」，建立有助於傳統文化保存及自然環境保育的機構，同時重視地方人

才培育及島嶼的永續發展。 

5. 創立一個具生產力的環境學習場域，以裨益當地經濟發展。 

6. 瞭解並認同每個部落的領域性與殊異性，考慮每個部落設置小型環境學習場域，展現各

部落文化特色，取代全島唯一的環境學習場域。 

7. 喚起所有使用者對蘭嶼生態環境保育與傳統文化保存重要性之意識。 

  此在地型的環境學習場域，可參考國內、外原住民相關地方博物館之經營模式，以下分

研究及典藏、展示、教育各方面討論其功能： 



 

164 
 

(一) 在研究及典藏方面：聘用專業人員及在地人員進行自然調查及人文研究，以擴充場域

資源，提供在地就業機會，同時培育地方研究人才，建立在地資料庫及人才庫。 

(二) 在展示方面：可以聘用在地耆老為顧問，結合在地人的力量共同規劃策展。 

1. 常設展：以在地傳統文化概述為主題，使每位來到蘭嶼的觀光客可透過常設展對

達悟族傳統文化建立基本的認識與尊重。 

2. 特展：可運用各式傳統智慧為素材，配合達悟族傳統的歲時季儀及自然生態規律，

規劃主題式的特展，如春天的飛魚季節特展、春夏之交的珠光鳳蝶特展、冬天的

紡織及陶器特展等等；另外也可結合達悟族的現代生活，呈現其歷史脈絡與社會

變遷的軌跡。 

  在地居民可藉由策劃展覽、參觀展覽凝聚地方共識，增進對自己文化與歷史

的認識，觀光客也可藉由特展更深入瞭解達悟族的傳統文化與發展脈絡。 

(三) 在教育活動方面：包括生態文化環境解說、傳統智慧研習、環境倫理討論、情境體驗、

動手做等學習方案，可以有幾下幾點做法。 

1. 針對不同年齡層之學習者設計多元化的課程內容。 

2. 以現有鄉土文化教材為基礎，重新應用與再發展，結合社會現況，使教材內涵更

符合當代需求，且能永續使用。 

3. 向在地耆老請教傳統智慧內涵與傳統智慧的操作方式，並請在地耆老擔任課程講

師。 

4. 以在地文化特色、傳統智慧內涵及傳統學習方式設計體驗式課程及動手做的活

動。 

5. 由在地居民擔任課程設計者及執行者，外來專家學者為輔助，創造在地環境學習

教材，並提供志工培訓、文史培訓、導覽解說培訓等課程，培育部落人才。 

6. 與在地學校及教師，共同設計課程方案，作為鄉土教育課程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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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部落民宿業者合作，提供過夜式，並符合生態旅遊標準的課程方案。 

  教育活動的發展可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亦可經由課程方案的規

劃與設計，使在地居民重新學習、認識與反思自己族群的傳統智慧，文化也在被反覆使用的

過程中持續存在；另外，地方也可藉由限制參與人數來控制遊憩品質，兼顧經濟發展與生態

保育。觀光客也可藉由參與在地教育活動的方式，深度認識達悟族的傳統智慧，提升其旅遊

品質與旅遊經驗，並增加舊地重遊的意願。 

  對蘭嶼而言，這個環境學習場域應該具有以下意義與價值：它可以是一個連結人與土地

的自然中心，是一個達悟文化的詮釋中心，一個多功能的研究機構，一個在地的圖書館，一

個促進地方發展的機構，一個加強公眾教育的中心，一個技能訓練中心，一個社區中心…。

此一環境學習場域的設立，應能回應外界的需求，同時促進地方永續發展。 

二、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彙整達悟族原住民科學智慧之內涵，找出達悟族傳統科學智慧的傳承與學習

方法，以及傳統學習的階段，為未來在地發展環境教育學習中心或相關機構提供初步的構想與

討論，還有許多需要補充或更細緻之處，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如下： 

(一) 提升研究深度： 

  達悟族傳統科學智慧擁有豐富的內涵，本研究僅針對其中數項進行初步的探討與分

析，希望未來的研究可以研究其它傳統科學智慧的內涵，如海浪的知識、觀星的知識、

歲時祭儀的科學知識等等讓資料更為豐富，這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傾入更多心力一起努

力。 

(二) 研究女性科學知識內涵： 

  本研究以男性為主，關於女性織布、家事、農事、吟唱等方面則幾無提及，達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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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分工嚴謹，女性在其勞動場域也有其專門的科學知識，未來的研究若能以女性為主

體，找出其傳統的科學智慧內涵，將使此知識系統更完整，也有助於未來教材的編擬與

應用。 

(三) 設計達悟族環境教育教材與實作： 

  本研究僅對達悟族傳統科學智慧之內涵與學習方式、學習歷程進行初步的分析與探

討，作為未來編擬相關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參考資料。未來的研究若能以此資料為基礎，

結合已有之鄉土文化教材，並與在地人才合作發展適當的課程方案，經由反覆操作與修

改，必能發展出最適合當地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提供未來在地發展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或類似機構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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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生，本年度在蔡慧敏老師的指導下進

行「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科學內涵與傳統學習歷程探討」之研究。 

  感謝您同意接受本研究的訪談，本研究試圖瞭解達悟族長期生活在蘭嶼島上，以

適應環境而衍生出日常生活中的實用科學智慧，及達悟族的學習歷程階段，作為未來

以在地知識為主體，發展相關教材與學習設施的參考。期望以在地住民的觀點及知識

內涵，作為發展元素，成為外來者認識、學習、尊重、欣賞在地文化的媒介。 

  訪談結果僅供研究分析之參考，絕不轉為其他用途，敬請放心填答。 

  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及報告完成後，參與者將保持匿名，除非經過您特別同意， 

否則不會公開。 

  在訪談及觀察過程中會進行錄音或錄影。 

  您有權力隨時停止協助本研究報告進行，無需任何理由，且如您提出要求，所有 

觀察及訪談資料會全數交還給您。 

  當訪談結束後，若您需要，您會得到一份公開的研究成果報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陳亭潔 敬上 

聯絡方式：0910775583 

電子信箱：bluedramshop@yahoo.com.tw 

 

 

附錄一、訪談大綱 

 

 

 

 

 

 

 

 

 

 

一、訪談主題：蘭嶼傳統科學智慧內涵與學習歷程之探討 

時間：               地點： 

 

二、受訪者資料 

姓名：              性別：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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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部落：          聯絡方式：          職業： 

 

三、訪談大綱： 

(一)蘭嶼達悟族有哪些關於天空的知識？ 

1.達悟族有哪些關於天氣的知識？如何判斷天氣的變化？依賴什麼方式或自然現象 

來判斷或預測天氣的改變？後代如何學習？ 

2.達悟族有哪些關於星星的知識？如何判斷星象？星星的知識會對生活有什麼影 

響？後代如何學習？ 

3.達悟族有哪些關於風的知識？如何判斷風的變化？風的知識對生活有什麼影響？ 

後代如何學習？ 

4.達悟族哪些關於颱風的知識？如何判斷颱風來臨或離開？如何面對颱風的侵襲？ 

後代如何學習？ 

 

(二)蘭嶼達悟族有哪些關於海洋的知識？ 

1.如何判斷海浪(潮水)的狀況適不適合出海？怎樣的海浪(潮水)適合出海？ 

後代如何學習？ 

2.如何認識魚類？用什麼方法及工具捕撈魚類？如何知道魚類適合誰吃？ 

後代如何學習相關知識？ 

3.如何利用潮間帶的資源？為什麼這樣利用？後代如何學習相關知識？ 

4.如何建造拼板舟？為什麼這樣建造拼板舟？運用什麼原理或特別的方法？ 

後代如何學習相關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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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蘭嶼達悟族有哪些關於日常生活、飲食、器具、禁忌的知識？ 

1.達悟人對季節的觀察與分類？為什麼這樣分類？這些知識後代是否也了解並且持 

續使用？他們該如何學習？何時開始學習？ 

2.達悟人如何判斷方位與距離？達悟人的地圖與空間概念是什麼？達悟人心中的世 

界地圖是什麼樣子？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這些知識後代是否也了解並且持續使用？他們

該如何學習？何時開始學習？ 

3.達悟人如何處理他們的食物？如何烹煮、保存？為什麼這樣處理？這些知識後代 

是否也了解並且持續使用？他們該如何學習？何時開始學習？ 

4.達悟族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器具有哪些？它們有什麼功用？它們怎麼被做出來？用 

什麼材料做出來？為什麼這樣做？這些知識後代是否也了解並且持續使用？他們該如何學

習？何時開始學習？ 

5.達悟族如何蓋房子？蓋什麼樣的房子？為什麼蓋這樣的房子？房子內外的空間 

如何使用？為什麼這樣使用？這些知識後代是否也了解並且持續使用？他們該如何學習？

何時開始學習？ 

 

(二)傳承方式與困境 

1.蘭嶼達悟族如何教育後代？ 

 用哪些方法將傳統文化傳承給後代？ 

觀察  體驗  冥想  說故事  吟唱  舉行儀式  輔導   

其他： 

 後代如何學習長輩擁有的傳統知識？ 

觀察長輩活動  親自體驗  自己冥想  聽長輩的故事  聽長輩吟唱   

從儀式中學習  接受長輩輔導  圖像式學習  文字式學習  依賴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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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環境中學習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學習方式 

其他： 

 達悟族傳統知識由誰傳承給後代？ 

父傳子  家族共享，長輩傳給後輩  漁團獨有，傳給漁團成員 

整個部落共享 

其他： 

2.蘭嶼達悟族傳統文化學習的歷程、階段(包括年齡、性別等因素的影響與限制)？ 

 不同的年紀該學習哪些傳統知識與技能？ 

 不同的性別該學習哪些傳統知識與技能？ 

 有其他的影響因素決定可不可以學習哪些傳統知識與技能嗎？ 

3.目前蘭嶼達悟族傳統文化的傳承是否遭遇困難？遭遇哪些困難？ 

 是否需要協助？ 

 需要哪些協助？ 

4.如果有一個屬於全蘭嶼共同的學習場所，例如一個活動中心、文化中心或博物館，您認為

可以如何利用？這個場所可以為部落做什麼事情？ 

 

 

 

 

 

 

 



 

182 
 

附錄二、訪談結果編碼表 

三級編碼 二級編碼 一級編碼 

代碼 組型 代碼 類別 代碼 主題 

A 

達悟族的傳統科

學智慧 

a 天空的科學智慧 

01 天氣變化與判讀 

02 星象知識與判讀 

03 風的變化與生活影響 

b 海洋的科學智慧 

01 魚類的知識與判讀 

02 潮間帶的知識與用途 

03 拼板舟的知識與製作過程 

04 漁具的知識與製作 

05 特殊傳統漁法 

c 

日常生活的科學

智慧 

01 季節的分類與影響 

02 空間與時間概念 

03 食物的保存 

04 田地的經營管理 

05 傳統屋的知識與建築 

06 其它工具的知識與製作 

B 

達悟族科學智慧

的傳承與學習 

a 傳承來源 

01 家庭(父傳子、母傳女) 

02 家族長輩(叔伯、姨母) 

03 漁團或其它共勞團體 

04 同儕團體(青少年、成人) 

05 部落共享 

b 學習方式 
01 跟隨長輩勞動從旁觀察或參與 

02 幫忙做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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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親自體驗累積經驗 

04 同儕互動 

05 聆聽傳統故事、吟唱、經驗分享 

06 參與或協助舉行祭儀 

07 在自然環境中玩耍、學習 

c 學習階段與內容 

01 身心發展對應學習內容 

02 性別分工 

03 無明確系統性或專門學習場所 

C 

影響傳統科學智

慧傳承的因素 

a 知識學習來源 

01 學校教育 

02 社會脈絡中的經驗傳承 

03 多媒體資訊 

b 生活環境改變 

01 教育政策影響 

02 物質生活「進步」 

03 人口外流(求學、工作) 

04 傳統生活情境消失 

05 傳承來源凋零 

c 

對傳統智慧的態

度 

01 價值觀改變 

02 家庭對傳統知識的重視程度 

03 學校的功能 

04 傳統智慧重要性的覺知 

05 學習動機 

06 傳統智慧的潛力與應用 

D 

發展在地傳統智

慧學習場域 
a 面臨的挑戰 

01 部落領域性強，統整不易 

02 設置地點影響在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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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缺乏在地人才 

04 依賴外力介入 

05 傳統逐漸流失 

06 自我認同不一致 

07 發展經濟與保存傳統的衝突 

b 現有的優勢 

01 獨特的文化資產 

02 豐富的生態資源 

03 文化創意產業 

c 未來的想像 

01 耆老傳承與教學活動 

02 文物展示場域 

03 館藏相關研究成果 

04 培育在地人才 

05 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06 文創園區或民族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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