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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 年 IUCN(國際保育聯盟)指出過度狩獵是近年造成全世界動物滅絕的主要

原因之一，僅次於棲地破壞(Hilton-Taylor 2000)。而在許多國家，狩獵對當地的

經濟與生活十分重要，但同時也造成野生動物經營管理的問題(Wilkie 2001； 

Loibooki et al. 2002； Rao and McGowan 2002； de Merode et al. 2004； Patricio et 

al. 2004； Kaltenborn et al. 2005； Nielsen 2006； Peres and Nascimento 2006)。

目前在台灣，對於狩獵「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6 至 21 條及「原住民基本法」第

19 條(附錄一)雖有規定，但尚無實施辦法，因此等於沒有實際的管理規範。自

1989 年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以來，狩獵乃趨於地下化，非法狩獵的情形始終存

在，依靠巡山員和警力防止盜獵的效果有限，且可能造成政府與地方的衝突，例

如丹大附近屬於玉山國家公園境內的東埔村，在國家公園成立之後，因政策執行

的方式未考慮當地居民的立場，而與玉管處有強烈的對立(宋秉明 1999)，連帶

造成丹大地區居民對政府的不信任。而近來了解人與動物和環境間的關係在野生

動物經營管理上益發重視(Gibson and Marks 1995； Bodmer and Puertas 2000)，

一地區的野生保育工作除了生物學的基礎調查，也當了解當地人狩獵的原因與相

關想法，才能制定更有效率的經營管理辦法(Bowman 2001； Loibooki et al. 2002； 

Milner-Gulland 2002)。 

  丹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設立於 2000 年，位處台灣的中心地帶，行政區域

屬於南投縣及花蓮縣，北鄰太魯閣國家公園，南與玉山國家公園接壤(圖 1)。本

文所稱丹大地區為南投縣信義鄉部份，包含丹大事業區第 1 至 40 林班，巒大事

業區第 135、136 至 179、181 至 201 林班，濁水溪事業區第 15 至 17、19 至 21、

25 至 27、30 林班。全區海拔約為 500-3400 公尺，為濁水溪上游集水區，包括卡

社溪、丹大溪及郡大溪等溪流經其間。本區植物種類繁多，可分為櫟林帶、楠儲

林帶及松樺林帶，種類高達 8000 種以上(呂福源、歐辰雄 2002)。境內野生動物

資源豐富，計有台灣獼猴 (Macaca cyclopis)、台灣黑熊 (Ursus thibet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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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nus) 、台灣野猪 (Sus scrofa taivanus) 、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黃喉貂 (Martes flavigula chrysospila)、白鼻心 (Paguma larvata 

taivana) 、 石 虎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hinensis) 、 水 鹿 (Cervus unicolor 

swinhoei)、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及山羊(Naemorhedus swinhoei)等 36

種哺乳動物(王穎等 2004)。居住於此的居民主要為布農族，分屬於座落在濁水

溪兩岸的地利、雙龍、潭南、人和四個村。當地居民以丹大地區為主要獵場，獵

人(本文中絕大多數所提獵人意指有狩獵經驗的原住民)攜帶獵槍和陷阱，步行或

驅車深入山區進行狩獵，將所得獵物販賣或自行食用及贈與他人 (王穎等 

2005)。王穎等人(2004； 2005； 2006) 的調查顯示，當地一年被獵捕的獵物在

2000 -5000 隻之間，主要狩獵物種包含台灣山羊、台灣野猪、水鹿、山羌、大赤

鼯鼠(Petaurista philippensis)及白面鼯鼠(Petaurista alborufus lena)，但關於其為何

狩獵並未有深入研究。 

  布農族為典型的高山原住民，人口居台灣原住民族中的第四位。現今的分布

地大約以南投縣為中心，北到霧社，南至高雄旗山，東達中央山脈東麓及太麻里

一帶的東海岸，分有丹、卡、卓、巒、郡、蘭六大社群，但現今蘭社群已被鄒族

同化了(田哲益 1995)。布農族是有名的狩獵民族，狩獵不論在生活或是文化上

都有不可或缺的重要性，然而在經過種種社會變遷之後，現在已和從前大不相

同。日治時代以前，他們打獵最大的目的乃是獲得動物性蛋白質，取其牙、角和

毛皮做為衣飾。男子在學習狩獵的過程，同時也體驗了生命的可貴並學會尊重生

命，且透過狩獵獲得社會地位與榮耀。若能比其他人獲得更多的獵物，即代表此

人的智能與技能高人一等，將成為族人眼中的英雄人物(田哲益 1995)。獸肉在傳

統慶典祭儀扮演重要的角色，共享的精神在獸肉的分配上亦展現無疑(田哲益 

2002)。農忙期間若家中人手不足，需要幫忙時，獸肉乃成為答謝的報酬(葉家寧 

2002)。然而，日據時代的集團移住計畫、山林管理政策與廢除迷信，改進生活

習慣的要求，嚴重得影響狩獵於傳統祭儀與社會連結的功能。而光復後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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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土地制度改變，迫使其放棄原先依靠狩獵與農耕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轉而

迎向資本主義的經濟型態，造成獵場制度的荒廢與共享精神的削弱。國家公園與

保護區的設立與外來宗教傳入更加速磨滅了狩獵在傳統生活中的角色(黃應貴 

1992；田哲益 2002； 葉家寧 2002)。1970、80 年代，山產店興起(王穎、印莉

敏 1990)，商業利用成為那時主要的獵捕誘因(王穎、林文昌 1987)，在當時社會

環境下，狩獵所得較其他工作高，不少人以獵為生(Chen 1997)。但 1989 年公告

野生動物保育法之後，市場需求縮小，獵物銷售管道減少，部分地區職業獵人也

越來越少(王穎、吳幸如 2005)。目前，狩獵已不再是生活必需，獵人在部落的角

色也不若以往重要(黃應貴 1992)。而傳統祭儀於信義鄉已消失多年，近年才由鄉

公所重新舉辦的打耳祭則帶有部分觀光的意味。那麼現在丹大地區的布農獵人究

竟為何狩獵呢? 

  回顧現今台灣有關於目前獵人狩獵動機的文獻發現，除經濟利益與防治危害之

外，獵人狩獵的原因尚有生活習慣、喜食山肉、社會認同等等。梁秀芸(1996)對

泰雅族太魯閣群的研究提到，部份獵人打獵只是因為這是長久以來的生活習慣。

而吳培華(2004)於東埔布農族的研究則顯示，當地目前的狩獵動機為「生活習

慣」、「喜食山肉」與「經濟利益」以及藉此獲得部落內的「社會認同」和自我

的「成就感」。對外，「狩獵」則作為自我身份認同的象徵、與其他族群區隔的

標誌。目前山肉在魯凱族好茶部落仍有特殊意義，代表最珍貴的東西，若於送禮，

則是無上的祝福(吳雯菁 2005)。黃長興(2000)更指出今日東賽德克群的獵人狩獵

乃是業餘活動，藉此追懷先祖，享受自然。而王穎、吳幸如(2005)與 Chen(1999)

於台灣中南部的研究顯現，目前經常狩獵中大型哺乳動物的獵人，其狩獵動機以

「傳統習慣」、「經濟需求」、「防治危害」和「獲取食物」為主。 

  在丹大地區，王穎等人(2005)指出該地區的獵人進行狩獵往往是因為經濟需

求。在歷經 921 地震和桃芝颱風之後，許多原本務農的人家喪失田地，目前當地

居民以打零工維生的不在少數(田哲益等 2004)，而打零工就意味著工作不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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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沒有工作的時候有些人只好打獵討生活，受雇時則暫停狩獵(王穎、王佳琪 

2005)。台灣野猪和台灣獼猴則因為破壞農作物而成為農民欲捕殺的對象(王穎、

吳幸如 2005)。但其他可能的狩獵動機尚不清楚。蔡佳淳(2005)的研究提到，當

地的上山動機以「興趣」居多，其次則是因為「喜歡山上」或「想吃」，然而並

無深入探討。因此我選擇近五年(2001-2005)仍有狩獵經驗的人為對象，企圖了解

現今該地區布農族獵人的狩獵動機為何。由於上述關於動機的研究，皆由訪談得

知，沒有經過測量。然動機、期望、需求、情緒等等，並不像其它變項如:性別

是可以直接觀察的，因此需要一些測量工具如:量表，來幫助吾人理解。量表意

指:「集合一些問項，以用來揭露理論取向變項的位置，而此理論變項不能以直

接的方法觀察而得」(F.Devellis 1999) 。但檢視全台目前的文獻，筆者並無發現

有人作過類似的量表。因此本研究將依據前期訪談結果並參考文獻設計動機量

表，作為測量丹大地區布農族獵人狩獵動機的依據。 

    狩獵動機會影響其所行使的狩獵方式，進而影響狩獵物種的選擇和狩獵量

(Decker and Connelly 1989； Sanyal and McLaughlin 1993； Carpaneto and Fusari 

2000； Heberlein and Kuentzel 2002； Smith 2005； Schroeder et al. 2006)。相關

研究顯示，以經濟誘因為主要動機的獵人，其狩獵型態，包括狩獵工具、頻度、

物種、收獲量等應與傳統需求，如食用或節日祭典需求者不同。前者會選擇效率

較高的獵捕方式，例如:驅車沿路槍獵，或放置陷阱。狩獵物種則偏向大型和具

市場價值的種類(Skonhoft and Solstad 1996； Kaul et al. 2004)。然而狩獵動機與

狩獵型態之間的關係為何，台灣尚無相關探討。王穎等人先前在丹大地區的研究

報告中將獵人區分為「職業性獵人」，「常態性獵人」和「非常態性獵人」，其

中「非常態性獵人」多將獵物自行食用或與他人分享，「職業性獵人」，「常態

性獵人」除自行利用外尚將多餘獵物出售以貼補家用(王穎等 2003；2005)。但

上述種種僅是描述性觀察，並無研究針對狩獵動機和狩獵型態進行比較，因此本

研究將比較不同狩獵動機所行使的狩獵型態是否有差異。吾人預期不同狩獵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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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其所行使的狩獵型態不同，以經濟需求為主要動機的獵人，其狩獵頻度較其他

動機者高，狩獵對象則以經濟價值高的物種如山羌、飛鼠、鹿茸為主。狩獵工具

除獵槍外亦使用陷阱，收獲量較高，利用方式則傾向販賣。 

  不同世代或年齡層之間，由於社會背景差異等因素，狩獵的動機與型態和想法

也可能不同(Haener et al. 2001； Hans-Ulrich 2001； Deruiter and Donnelly 2002； 

Frans J. Leeuwenberg 2004)。而在台灣許多地區的研究也顯示了這些差異；吳雯

菁(2005)於魯凱族好茶部落的研究發現 1945 年以前出生的獵人(60 歲以上)，狩獵

的動機是為了取得配戴百合花的資格，得到英勇獵人的榮耀；而 40 歲以下年輕

人的狩獵態度轉為休閒，狩獵的原因多半只是因為「沒有工作時無聊」或「好玩」；

而 1977 年以後出生(30 歲以下)的獵人則對狩獵「不親切」，會上山打獵者寥寥

無幾。九二一地震之後，由於經濟不景氣，有許多年輕人失業回到山上學習打獵，

因此增加了年輕的狩獵人口，年輕的獵人將狩獵視為賺外快的方式或是無聊時打

發時間的休閒娛樂(王穎、吳幸如 2003； 吳雯菁 2005)。35 歲以下年輕人亦鮮

少深入山區放置陷阱，多改以攜槍驅車沿林道狩獵，獵區多接近村莊或趨向低海

拔。(王穎、吳幸如 2005)。除狩獵動機與型態外，年輕人的狩獵觀念也與老一

輩的不同，受到平地財產私有化觀念的影響將獵區看做是私有財產，可以自行運

用(台邦‧撒沙勒 2001)。魯凱族的知識青年(18-40 歲，12 年以上正式教育)對狩

獵文化的認知多半停留在不清楚或沒印象的階段。且搬離部落者，有四成沒有狩

獵經驗，留在部落者僅有 11% ，透露留在部落的年輕人上山狩獵的比例仍高。

但不論是搬離部落或留在部落，對於禁忌除鳥占、夢占和打噴嚏外都不清楚(楊

雅淳 2004)。這些結果在在顯示，年輕人與中老年人於狩獵動機、型態與想法上

的差異。 

  在丹大地區也觀察到，年輕獵人拿槍到村子附近或是開車沿林道打獵，狩獵物

種則以容易狩獵的山羌和飛鼠為主，常聽到部落長輩說這些年輕人不懂得狩獵規

矩也不遵守禁忌。由於前述研究多探討 35 歲以上中老年獵人，對於小於 35 歲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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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實際會上山狩獵者的訪談與觀察皆屬少數。因此在本研究除了比較各年齡層獵

人的數量、狩獵動機及狩獵型態是否不同外，亦會增加年輕人的訪談人數，實際

了解他們的想法和狩獵方式。而未來將會是狩獵主力的年輕人，其狩獵動機與型

態的轉變是否意味著主要狩獵物種或地區的改變，亦值得探究。筆者參考王穎、

吳幸如(2004)的年齡分層，暫時將年齡層區分為 35 歲以下、35-55 歲和 56 歲以

上，吾人預期各年齡層狩獵動機不同，35 歲以下的年輕獵人以接近自然、休閒

娛樂為主；36-55 歲的中年獵人以經濟需求、生活習慣、保護農作物為主；56 歲

以上老年獵人以布農傳統、生活習慣為主。狩獵工具、地區和物種方面，35 歲

以下年輕獵人獵具以獵槍為主，獵區多在村莊附近，狩獵物種則以數量多且容易

狩獵的山羌和飛鼠為主；35 歲以上中老年人除獵槍之外，還會使用鐵夾等陷阱，

獵區多深入山區，狩獵物種則不限。 

  本研究為一探索性研究，旨在了解現今丹大南投地區布農族獵人的狩獵動機與

狩獵概況，及狩獵動機與狩獵型態的關係，以及藉由比較不同年齡層的狩獵動機

與狩獵型態，來探討世代差異的影響。本研究嘗試結合質性與量化的方法了解現

今該地區各年齡層獵人的狩獵動機與狩獵型態。並比較不同狩獵動機之間其狩獵

型態是否有差異，以及不同年齡層的狩獵動機與型態是否不同。丹大地區動物調

查監測已行之有年，但由人的角度出發的研究仍屈指可數，因此若能得悉獵人的

狩獵動機及動機與狩獵型態的關係，日後與動物資源資料配合，將對經營管理大 

有助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