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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筆者自 2004 年 9 月至 2006 年 6 月，平均一個月至少到研究地區一次，一次停

留 2-4 天，2006 年 7-9 月更長住於當地。除進行研究訪談外，也參與村子裡種種

活動。兩年來共訪問 132 人(表 1)。包含地方領導者 14 人，獵人 111 人、耆老 6

人，村民 2 人。其中三人(H109、O01、O02)資料取自他人記錄，並非親訪(林玉

珮、蔡佳淳 2005 私人通訊)。各村比例為:地利村 48 人(36.1%)，雙龍村 36 人

(27.1%)，潭南村 20 人(15%)，人和村 29 人(21.8%)。受訪者年齡自 16 歲至 81

歲。年齡層分布為:<20 歲 2 人(1.5%)、21-30 歲 27 人(20.6%)、31-40 歲 27 人

(20.6%)、41-50 歲 42 人(32.1%)、51-60 歲 22 人(16.8%)、61-70 歲 6 人(4.5%)、

>71 歲 5 人(3.8%)。 

壹、 狩獵動機 

一、動機量表 

  自 2006 年 5 月至 9 月，共完成 107 份量表。受試者皆為 2001-2005 年有狩獵

行為者，均為布農族男性。實測動機量表包含 48 個題目，在答題過程中發現受

訪者對問項第 21、25、29、33 及 40 題的理解方式與量表設計有所出入。問項

21 題多數受訪者表示，對於山肉雖有喜歡吃或不喜歡吃之分，但鮮少因為不喜

歡吃則不予以狩獵。因此並不會「只打喜歡吃的動物」，更有受訪者表示「說不

打的都是騙人的!」。問項 25 題的理解則有「若有其他工作可做，則不以打獵為

生」與「工作時工作，但休息時還是要去 」兩種詮釋，因此對「不打獵」的界

定有「不以此為生」和「不去打獵」兩種方式。對於問項 29 題，受訪者「看到

動物會覺得很高興 」的原因有很多種，包含「因為有動物可以打很高興 」、「山

上動物還很多很高興 」與「欣賞動物很高興」。無法正確測試「欣賞動物」是

否為其狩獵動機之ㄧ。問項 33 題多數受訪者僅針對「想念山上」回答，且全數

受訪者皆表示一定會想念山上，但要不要打獵則不一定。問項 40 題由於「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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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無聊」並非同時成立，因此有針對「沒有工作 」或是「無聊」兩種

回答方式。由於上述情形可能造成回答的偏誤，所以將這五題刪除後再進行因素

分析。 

1.因素分析 

  首先檢查相關係數矩陣中變項間的相關係數，均無大於 0.85 以上者，表示無

高度相關的變項存在(王保進 2006)。進而以 KMO 取樣適當性量數與 Bartlett 球

面性檢定評估資料是否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得 KMO 值 0.691，接近 0.7，已達中

度適合標準(王保進 2006)，而 Bartlett 球面性檢定值為 1891.545，在自由度為 703

時已達顯著水準，顯示母群體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由兩項檢定統計量可

知，本量表資料適合進行因素分析。以取樣適當性指數(MSA.)及萃取後共同性

(Communality)評估各問項是否適合投入因素分析中。MSA.值與共同性越低表示

越不適合，若某一變項的 MSA.值小於 0.5，表示該變項不適合進行因素分析(陳

正昌、程炳林等 2003)。結果顯示問項 13、26 的 MSA.值小於 0.5 且共同性低於

0.2，優先予以刪除。而問項 20、42、43 的 MSA.值亦小於 0.5，然問項 20 於量

表設計有其獨立性與重要性，若刪除則該類項「自家食用」將只有一個題目，因

此予以保留。其餘則刪除後再次進行因素分析。本研究採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因素且未進行轉軸。萃取後各問項共同性先以特徵值大

於 1 為標準抽取共同因素，經陡坡圖考驗法(scree test)(圖 4)評量後，決定抽取 5

個共同因素。由於問項 48 的共同性小於 0.3，因此刪除。其餘各問項共同性介於

0.3 到 0.7 之間。問項 24 同時落入因素一與因素三中，但依據量表設計，該問項

應歸屬於因素三(表 2)。5 個因素共可解釋全量表變異量 49.43%(表 3)。 

2.信度分析 

  一般接受的信度水準是 0.7(席汝楫 1997)。本量表各因素的 Cronbach α係數僅

因素四小於 0.7，為 0.646。其餘皆大於 0.7，達可接受的信度水準(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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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素概念建構 

  透過因素分析所得結果，將丹大地區布農族獵人的狩獵動機分為五大類，茲詳

述如下(表 5)。  

(一) 因素一:自我滿足與社會認同 

  特徵值為 7.14，解釋變異量 19.3%。共有 20 道題，包括問項 1、2、3、4、5、

6、7、8、9、10、11、12、14、15、16、18、34、36、44 和 45。包含「生活習

慣」、「傳統」、「成就榮耀感」、「興趣」、「節日需求」五個構面。強調的

不外乎是自我心理需求的滿足(習慣、興趣、成就感)與他人認同(榮耀感、節日需

求)。狩獵作為「傳統」，背後的意涵乃是一方面作為自我對族群認同的憑藉，

另一方面也是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作為布農族精神的象徵。「不是被認同的問

題，而是要自我認同『我是布農族』，不是被人家認同，像獵槍還是布農槍好，

我不會去用泰雅槍」(H95)。H30 則說: 「我們是專門去登山的，遊客會問你們

原住民怎樣怎樣，我一開始也不知道怎麼講，就開始去問以前怎麼打獵，保育動

物，才開始知道。像上次尋根，我也是想去認識，因為我自己在做登山。」，因

此命名為「自我滿足與社會認同」。 

(二) 因素二:休閒娛樂 

  特徵值為 3.85，解釋變異量 10.4%。共有七道題，包括問項 17、35、38、39、

41、46 和 47。包含「休閒娛樂」和「調適心情」兩個構面，由於調適心情也是

休閒娛樂的功能之一，因此命名為「休閒娛樂」。 

(三) 因素三:尋根踏青 

  特徵值 3.17，解釋變異量 8.6%。共有 5 道題，包含問項 27、28、30、31 和 32。

包含「尋根」和「親近大自然」兩部分，兩者背後共同的意涵可能是對祖居地和

對山和土地的情感，但關於受訪者和土地之間的情感連結，本研究未能針對此點

進行訪談並加以探討，因此仍就問項組成的表面意義將此因素命名為「尋根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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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四) 因素四:經濟活動需求 

  特徵值 2.12，解釋變異量 5.7%。共四道題，包含問項 22、23、24、37。其中

22、23、24 皆屬經濟需求。保護農作物雖非透過狩獵獲取經濟利益，然仍與家

庭經濟活動相關，因此將本因素命名為「經濟活動需求」。 

(五) 因素五:自家食用 

  特徵值 2.02，解釋變異量 5.5%。共兩道題，包含問項 19、20。皆屬自己家裡

食用需求，所以命名為「自家食用」。 

4.因素敘述性統計 

  丹大地區布農族獵人狩獵動機量表最終保留 38 道題目，共歸納為「自我滿足

與社會認同」、「休閒娛樂」、「尋根踏青」、「經濟活動需求」、「自家食用」

五大動機，記分方式為自「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各給予 1 到 5 分。各動

機平均值自 2.45 至 3.73，以「尋根踏青」(3.73)為最高，最低是「經濟活動需求」

(2.45)(表 6)。 

二、獵人狩獵動機 

1.量表結果 

   根據因素分析所得五大類群:「自我滿足與社會認同」、「休閒娛樂」、「尋

根踏青」、「經濟活動需求」、「自家食用」。以平均值最高者為該受訪者的主

要狩獵動機，次高者為次要狩獵動機。若遇同分者，則以信度高的類群為先。主

要動機以「尋根踏青」(35.5%)最多，其次為「休閒娛樂」(25.2%)。次要動機以

「休閒娛樂」最多(38.3%)，「尋根踏青」(22.4%)次之。而「經濟活動需求」不

論在主要動機或是次要動機都是最低的。(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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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訪談結果 

  共訪問97人，所得結果如圖6。其中興趣(24%)、刺激好玩(20%)與自家食用(13%)

為三大主要動機。 

3.量表結果與訪談結果比較 

 比對 97 人訪談與量表兩種方法所得結果是否一致，若訪談結果符合量表結果所

得之主要動機或次要動機，則判為一致。結果顯示 71%所得一致。 

貳、 狩獵型態 

  自 2004 年 9 月至 2006 年 9 月共訪問 118 人，均為 2001-2005 年間仍有狩獵行

為的獵人，皆為布農族男性。其中地利村 39 人(33%)，雙龍村 32 人(28%)、潭南

村 21 人(17%)、人和村 26 人(22%)。職業大部份以務農(29.7%)和臨時工(29.7%)

和做工(14.4%)為主，其餘還包含軍警公教人員(11%)、服務業(7.6%)、待業和神

職人員(7.6%)。 

一、狩獵類型 

  共訪問 116 人，依據使用獵具和狩獵地區，將狩獵類型分為「深入山區槍獵」、

「深入山區陷機獵」、「村莊附近槍獵」、「村莊附近陷機獵」(含農地旁放陷

阱)、「開車沿路獵」、「獵狗團圍獵」六種。66.4 %的人曾行使不只一種狩獵

類型，如 H63 曾在丹大菜園工作時於 10 林班設陷阱，離開菜園後便只以槍枝深

入山區狩獵。亦有同時行使兩種以上狩獵類型者，例:H14 同時在村莊附近放陷

阱與拿槍深入山區狩獵。檢視 2001 年至 2005 年曾使用的狩獵類型分布(圖 7)，

發現以獵槍深入山區狩獵的比例最高，佔 34%，其次為村莊附近槍獵佔 26%。

各受訪者依據頻度、使用年間、收獲量，擇其一種狩獵類型作為主要狩獵類型，

其分布仍以深入山區槍獵比例最高(39.6%)，附近山區近槍獵次之(17%)(圖 8)。

各狩獵類型詳述如下: 

 



 - 27 -

1. 深入山區槍獵 

  近五年曾拿槍深入山區狩獵者共 82 人，以此為主要狩獵方式者有 46 名。

主要獵區以獵區 D:丹大林道三分所周邊，丹大溪沿線 (25.6%)最高、其次為

獵區 C 卡社溪流域和獵區 I 巒大事業區 161-168 林班，分佔 20%與 17%(圖 9)。

多數人平均每年的狩獵頻度在五次以下(53.4%)，然亦有 15%的人達 30 次以

上(圖 10)。狩獵時節的部份，超過半數受訪者是有空就去(40%)和重大節日，

包括聖誕節、元旦、母親節、父親節、中秋節(32%)時進行狩獵，鹿茸季也有

22%的人會入山狩獵(圖 11)。 

2. 深入山區陷機獵 

  近五年曾深入山區放陷阱者有 27 人，以此為主要狩獵方式者有 16 人。主

要獵區以 F:丹大事業區 10 林班最高(27%)，在該處放陷阱者大多是在菜園工

作時順便放。其次為獵區 C 卡社溪流域與獵區 I 巒大事業區 161-168 林班，

各佔 23%與 19%(圖 12)。設陷季節以非夏季為主，達 73%(圖 13)。設陷數大

於 50 者佔 65%(圖 14)。巡陷時間則視季節而定，夏季多 3 天以內巡視一次，

冬天則一個禮拜一次。 

3. 村莊附近槍獵 

  近五年曾在村莊附近以槍狩獵者有 60 人，以此為主要狩獵方式者有 20 人。

獵區分布視村莊而定，地利村多往地利後山，巴庫拉斯與姑姑山；雙龍村到

雙龍瀑布一帶；潭南村至饅頭山與日月潭周邊；人和村則有凍過橋區域。大

多約兩三個小時至一天來回。狩獵時節則不定，H20 表示:「去附近看心情，

有時候幾個月沒去，有時候心血來潮天天上去!」。 

4. 村莊附近陷機獵 

  近五年曾在村莊附近放陷阱者有 34 人，以此為主要狩獵方式者有 18 人。

狩獵地區同「村莊附近槍獵」。另包含在農地旁放陷阱者，多針對山猪與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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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設陷季節以非夏季為主(58%)，少數人會在夏天放陷阱，因為剛好是梅子

成熟季節，趁機捉山猪。另八月龍眼成熟時，也有人會放小型鐵夾捕捉白鼻

心(圖 15)。設陷數有 82%在 11-30 個之譜(圖 16)。 

5. 開車沿路獵 

  近五年曾開車沿路打獵者有 26 人，以此為主要狩獵方式者有 16 人。使用

此法狩獵者，皆利用晚上狩獵。成員至少兩個人，一人開車，另一人持燈沿

路掃射，若發現動物即停車或直接在車上射擊動物。路線包括丹大林道，竹

山、水里、集集山區。 

6. 獵狗團圍獵 

  近五年曾使用獵狗團圍獵者有 5 人，以此為主要狩獵方式者僅有 2 人。皆

以捕捉山猪為主。發現山猪腳印與痕跡時，便帶狗圍捕。圍獵範圍其一在人

和村附近，另一位除了丹大山區外，尚有雙龍村、民和山區和仁愛鄉武界。 

二收獲量 

  以個人 2001-2005 年間，每年平均收獲量為標準。以水鹿和山猪而言，絕大多

數年平均收獲量在五隻以下(水鹿 84%、野猪 85%)，其次為 6-10 隻(水鹿 9%、野

猪 11%)。山羌年平均收獲量 33%為 5 隻以下，其次為 6-10 隻(21%)。以山羊而

言，47%年平均收獲量為 5 隻以下，其次為 6-10 隻(18%)。飛鼠的話，有 30%平

均收獲量為 10 隻以下，其次為 11-20 隻(17%)。(表 7) 

三、利用方式 

  僅區分為食用和販賣兩種。69%以食用為主要利用方式，31%為販賣(n=113)。 

四、狩獵物種偏好與獵物選擇 

  約半數受訪者表示對獵物並無偏好，看到就要打(50.4%)。其次為山羌(21.2%)

與飛鼠(15%)(圖 17)。獵物選擇題前三名組合為「山猪水鹿」(20%)、「山羌飛鼠」

(20%)與「山猪山羌」(15%)(圖 18)。選擇「山猪水鹿」的原因為體型夠大足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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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吃且有成就感，而選擇「山羌飛鼠」則是因為重量輕容易狩獵，好吃且販賣

價格高。至於選擇「山猪山羌」的理由是肉質美味且山猪體形大足夠大家分享。 

五、獵具偏好 

  102 個有偏好的人中，大部分最喜歡用槍(76%)，其次是吊子(12.7%) (圖 19)。 

六、動物價值 

  關於打到最有成就感榮譽感的動物，約半數受訪者(n=108)認為各物種都一

樣，沒有特別。其次為山猪(30%)與水鹿(19%)。最喜歡吃的山肉，有 3 成(n=95)

認為沒有差別，其次為飛鼠(30%)和山羌(20%)。最常吃的山肉則是飛鼠(47%)，

其次為山羌(27%)與山猪(11%)(n=63)(圖 20)。 

參、狩獵動機與狩獵型態 

一、狩獵動機與狩獵類型 

  因「獵狗團圍獵」人數太少，僅以「深入山區槍獵」、「深入山區陷機獵」、

「村莊附近槍獵」、「村莊附近陷機獵」(含農地旁放陷阱)、「開車沿路獵」、

五種類型進行狩獵動機比較。不同狩獵類型的狩獵動機沒有顯著差異(表 8)。進

一步比較曾持槍深入山區狩獵者，狩獵頻度與狩獵動機的關係，結果顯示沒有顯

著差異。 

二、狩獵動機與利用方式 

  整體而言不同利用方式者狩獵動機有顯著不同(p<0.05)，事後比較顯示僅「經

濟活動需求」動機有顯著差異(p<0.01)。以販賣為主要利用方式者，於「經濟活

動需求」動機較食用者高(表 9)。 

三、狩獵動機與收獲量 

  整體而言各物種(水鹿、山猪、山羊、山羌、飛鼠)的個人年平均收獲量僅水鹿

的狩獵動機有顯著差異(p<0.05)。事後比較顯示，年平均收獲量大於 5 隻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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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經濟活動需求」分數較高(p<0.05)，「自家食用」分數則較低(p<0.01) (表 10)。 

四、狩獵類型與利用方式 

不同狩獵類型者其利用方式有顯著差異，p<0.01。深入山區放陷阱者利用方式

為販賣的可能性較食用高，在村莊附近槍獵者利用方式為食用的可能性較販賣高

(圖 21)。 

五、利用方式與收獲量 

  不同利用方式者其年平均收獲量於各物種(水鹿、山猪、山羊、山羌、飛鼠)皆

有顯著差異(p<0.001)。水鹿與山猪年平均收獲量於五隻以下者，利用方式為食用

的可能性較高。大於 5 隻者，利用方式為販賣的可能性較高(圖 22、23)。山羌年

平均收獲量為 5 隻以下者，利用方式為食用的可能性較高，31-50 隻與大於 50

隻者，販賣的可能性較高(圖 24)。山羊年平均收獲量 10 隻以下者，利用方式為

食用的可能性較高，11-30 隻與大於 30 隻者，利用方式為販賣的可能性較高(圖

25)。飛鼠年平均收獲量為 10 隻以下者，利用方式為食用的可能性較高，61-80

隻與大於 100 隻者，利用方式為販賣的可能性較高(圖 26)。 

肆、年齡層與狩獵動機和狩獵型態 

  共訪問 118 人，均為 2001-2005 年間仍有狩獵行為的獵人，各村分佈為:地利

39 人(33%)，雙龍 32 人(28%)、潭南 21 人(17%)、人和 26 人(22%)。包含丹社群

15 人(12.7%)、卡社群 56 人(47.5%)、巒社群 44 人(37.3%)、郡社群 2 人(1.6%)、

卓社群 1 人(0.08%)。年齡層自 16 歲至 72 歲。經訪談發現，1985 年成立玉山國

家公園與 1989 年公告野生動物保育法對當地狩獵影響很大，許多受訪者表示當

時查禁嚴格，多不敢上山。因此以 1989 年禁獵時，是否達到適合狩獵年紀 10-15

歲為參考，而以 16 歲起始，10 歲為一分層大致可反應這樣的背景差異，乃以此

法分割各年齡層。其中 16-25 歲者有 11 人(9.3%)、26-35 歲 29 人(24.5%)、36-45

歲 23 人(19.4%)、46-55 歲 43 人(36.4%)。56 歲以上 12 人(10%)。已知學歷的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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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國小畢業 47 人(39.8%)、國中畢業 27 人(22.8%)、高中高職畢業 33 人

(27.9%) 、大專以上 7 人(5.9%)。45 歲以上絕大多數是國小和國中畢業(86%)，

25 歲以下大多數為高中高職畢業以上(80%)。 

一、各年齡層獵人人口比例 

  根據 2006 年 8 月南投縣警察局槍照資料，經計算後得 21-30 歲的潛在獵人數

為 24 人，佔該年齡層人口 6%；31-40 歲潛在獵人數為 108 人，佔該年齡層人口

31.8%；41-50 歲潛在獵人數為 154 人，佔該年齡層人口 42.5%；51-60 歲潛在獵

人數為 56 人，佔該年齡層人口 36.3%；61-70 歲潛在獵人數為 15 人，佔該年齡

層人口 25%(圖 27)。 

二、年齡層與狩獵經歷 

  共訪問 116 位。 

1.獵具使用 

  全數受訪者皆使用過獵槍，87%用過陷阱(鐵夾、吊子、套脖子) ，各種陷阱中

88%受訪者使用過鐵夾，70.6%放過吊子，66.4%用過套脖子。全部受訪者只有

16.3%用過獵狗，12.06%用過路槍。年齡層差異方面，35 歲以下者合計有 68%用

過陷阱(16-25 歲:72%；26-35 歲:62.5%)。使用過獵狗者 90%是 36 歲以上，幾乎

是 45 歲以上的人才有放路槍的經驗(93%)(圖 28)。 

2.狩獵啟蒙 

  各年齡層第一次狩獵經驗大部分皆在國小 (<12 歲 )(29.3%)和國中 (12-15

歲)(43.1%)時，使用獵具為獵槍或陷阱。第一次用槍經驗以國小(29.3%)和國中佔

多數(40.5%)，但第一次使用陷阱的年齡則不定，在 99 位受訪者中，於國小使用

有 17 人(17.2%)、國中 35 人(35.4%)、高中(16-18 歲)19 人(19.2%)、18 歲以後則

有 28 人(28.3%)。各年齡層開始使用陷阱的年齡沒有顯著差異(p=0.89)(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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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狩獵引介人 

  各年齡層的狩獵引介人大多數是爸爸或爺爺(74 人、63.8%)和其他親戚(18 人、

15.5%) (表 12)。 

4.是否曾以獵為生 

  113 人中有將近一半有以獵為生的經歷(45%)，35 歲以下者僅有四人(10%)有以

獵為生的經驗。36 歲以上的受訪者，則有超過一半曾以獵為生(64%)，56 歲以上

有以獵為生經驗者佔 70%(n=12)(圖 29)。 

三、年齡層與狩獵動機 

各年齡層於下列五大動機類群:「自我滿足與社會認同」、「休閒娛樂」、「尋

根踏青」、「經濟活動需求」、「自家食用」的平均排名僅「休閒娛樂」有顯著

差異，16-25 歲「休閒娛樂」動機排名顯著較其他年齡層高(p<0.05)(表 13)。 

四、年齡層與狩獵型態 

1. 狩獵類型 

  因「獵狗團圍獵」人數太少，僅以「深入山區槍獵」、「深入山區陷機獵」、

「村莊附近槍獵」、「村莊附近陷機獵」(含農地旁放陷阱)、「開車沿路獵」、

五種類型進行年齡層比較。結果顯示不同年齡層狩獵類型沒有顯著差異(圖 30)。

若以地區區分，不同年齡層深入山區狩獵與村莊附近狩獵和沿路狩獵的比例沒有

顯著差異。若以狩獵工具區分，不同年齡層使用獵槍與陷阱與驅車沿路獵的比例

亦無顯著差異。 

2. 利用方式 

  不同年齡層利用方式沒有顯著差異(圖 31)。 

3. 收獲量 

  不同年齡層於水鹿、山猪、山羌、山羊和飛鼠的年平均收獲量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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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一、獵人意涵 

  共訪問105人次，綜合訪談結果，將受訪者所建構的「真正的獵人」特質分為

「以獵為生」、「傳統獵人精神」、「無所謂真正獵人」、「只要會去山上會打

獵」、「狩獵技能」五種。不同年齡層所強調的獵人特質無顯著差異(圖32)。 

1. 以獵為生 

  有22人認為真正的獵人應該是所謂的職業獵人，依靠打獵為主要收入來

源、常常去山上者。例:「現在沒有真正的獵人，現在是若有時間沒有去工作，

就想去山上的那種不算，現在的人不算獵人了。現在沒有工作才去山上走一

走，要天天去山上的才叫獵人。」(H83)。「打獵在他生活佔很大一部份，幾

乎不做其他工作，他們純粹獵到了就賣，那才是真正的獵人」(H85)。 

2. 傳統獵人精神 

  有39人描述真正獵人特質偏重傳統獵人精神，包括使用傳統獵槍，憑自己

實力不依靠工具(紅外線狙擊鏡等)；懂得傳統和分享並尊敬祖先；遵守禁忌 

   與山上的規矩；尊重動物不濫殺無辜且珍惜獵物；不怕苦不怕累、勇敢而謙  

   卑。「拿著一把真實的獵槍（傳統獵槍）就是真正的獵人」(H05) ；「不怕 

苦，不怕累，不怕鬼。每個人都可以當獵人，只是你敢不敢?累不累?有這個 

精神常常去山上，就可以是獵人。」(H07)；「不隨便拿人家東西，看到人家 

陷阱，有東西可能就幫忙打死掛在樹上，陷阱也放樹上，到人家工寮只會喝 

水，不會亂動亂拿東西，也不會驕傲。有布農族內斂的精神，也有用一些布 

農獵人的暗語，像是:不能很直接的說打到什麼，會很謙卑的說沒有，跟他聊 

天會把東西拿出來給人家吃，遇到人也會分享。獵物會平分背，不會說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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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誰就要背很重。會懂得不要打擾別人」(L04)。；「像傳統的獵人最好，男 

女分工清楚，女孩子不能碰打獵的東西，年輕人雖然會想說時代不同，現代 

是現代，但是以前老人家講的話一定有道理，要尊重傳統」(L13)；「要懂得 

分享，見者有分。對山要尊敬、崇拜，對動物的靈魂也是」(H17)。 

3. 無所謂真正獵人 

僅有一位受訪者這樣表示:「大家都是獵人，原住民都是獵人，沒有說誰才是 

  真正的獵人。每個人都會打，有的人觀念是我打很多就是厲害，我覺得那是運    

  氣比較好。現在每個人都會去山上」(H11)。 

4. 只要會去山上會打獵 

有7位受訪者認為只要會去山上打獵即可算是真正的獵人。「只要會去山上 

  打獵就是了，我們走山上的路程大部分都是靠運氣的，就算你是專業的，沒有 

  運氣去山上動物也不會給你，所以說沒有什麼是專業的」(H73)。 

5. 狩獵技能 

有37人敘述的真正獵人特質偏向狩獵技能方面。包含具備求生能力；熟知狩 

  獵工具使用；懂得勘查地形與追蹤動物的技巧；每次上山都能滿載而歸；能走 

  能背；了解動物的生態習性。「要會打(要準)、會想(這個地方有沒有人在打， 

  是不是人家的地盤，動物要怎麼捉)、會看(動物的路)。放陷阱的都會打記號， 

  在山上看到記號就不要過去，這是最基本的，連這個都不會當獵人幹嘛?! 

(H14)；「我也不知道我算不算，以前地利有一個80歲還可以去山上打獵。要 

老了還可以去山上的，我覺得我還比不上人家，他們可以去山上待好幾天」 

  (H82)；「就是上去一定會有打到!沒有打到不算，像H82就是，常常上去有收

獲。天天上去但沒有打到的那不算。」(H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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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代差異與狩獵演變 

  共訪問 100 人次，由於訪問時筆者未向每一位受訪者強調時間點與「上一輩」

或是「下一輩」的年齡範圍，大部分受訪者所言「上一輩」為爸爸那一代人從前

的狩獵方式，而「下一輩」為兒子那一個年紀的人，所指的「年輕人」從十幾歲

到四十多歲都有。 

1.16-25歲 

  這個年齡層只詢問其與上一輩打獵的不同，共訪問7人次，多半(71.4%)認為老

一輩的人在山上比較厲害，經驗豐富，熟悉地形且能走能背。亦有一位受訪者提

到老一輩較遵守禁忌，而自己則是半信半疑。即使是年輕一代很會放陷阱的H11

也說:「(我們和上一輩)差在技術和鬥智那些，他們懂比較多。我們年輕人比較魯

莽，橫衝直撞，不管什麼禁忌，不知道為何變成這樣，可能獵人也要跟著時代

吧!」。 

2.26-35歲  

  關於上一輩狩獵共訪問23人次，說到與老一輩的不同，這一代獵人提到的除了 

同樣是遵守禁忌(34.7%)和山上的知識和技能的差別(26%)之外，另有以獵為生的 

生活型態(17.4%) 。爸爸都曾是有名的厲害獵人的H19、H14、H20如是說:「差 

很多!以前我爸爸都是打到自己不能背，現在就打2、3隻就好了。現在感覺還比 

較好，以前我爸爸就是靠這個維生，都沒有管殺多少，現在還有限制，人家訂幾 

隻就幾隻。」(H19)；「以前打獵應該也算為了家計，現在就為了跟朋友去玩， 

有看到就很高興了，以前的人比較強，體力比較強。我就喜歡看到眼睛就對了， 

打不到沒關係，有看到眼睛就好。」(H14)；「我們這一輩不會管什麼禁忌，老 

一輩比較在乎，年輕人比較好動，在那邊大聲喧嘩。他們不會直接稱那個山猪， 

會換個形容詞，像dumat(布農話:熊)變成daglon(布農話:黑黑的)。我們年輕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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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講，看到山猪就講山猪『打那個山猪！』 」(H20)。 

  關於下一輩狩獵訪問11人次，講到比他們年輕一點的獵人多批評其技術不好

(18.2%)，又不懂山上規矩(45.5%)。到人家工寮亂動東西，在山上喧嘩吵鬧，對

動物不尊重，打到獵物也不一定會去拿。怕黑又怕累(18.2%)，對打獵沒有興趣。

「村子裡更年輕的會打獵的還有，在當兵。會拿槍，不會放陷阱。在附近打，他

們打到不一定會去找，不會迷信，對山不尊重，起火睡覺起來不會熄，導致火燒

山，到別人工寮吃東西不講，把東西弄亂。對山的區域性沒有觀念，不知道人家

放陷阱的地方不能去，打就打!」(H17)；「現在小孩都要玩電腦上網，誰要跟你

去打獵啊?! 那麼累!聽到他們這樣講我就會想你是不是男人啊?! 」(H23)。 

3.36-45歲 

  關於上一輩打獵共訪問16人次。提及與老一輩的不同，強調的是上一輩打獵禁

忌多(31.3%)，且還有傳統儀式或是特定的狩獵時節如小米豐收時才入山打獵

(25%)。至於關於職業獵人的部份則出現兩種極端的說法，其一是上一輩人打獵

只為了獲得食物，沒有買賣；另一種則是提到上一輩狩獵都是為了維生，不論是

販賣或食用，不像現在是為了興趣。筆者認為以H59所說的話最能反映這一代獵

人的狩獵態度由傳統轉向職業的過渡:「老一輩就是純粹打，為了生活，為了三

餐，純粹是為了肚子，現在是為了肚子也為錢!」。自稱為季節性獵人的H47則說:

「差很多，他們比較尊重信仰，他們去山上之前婦女都會過來祝福，回來以後婦

女會過來迎接給他們喝酒，大家會類似報戰功這樣，講這次去山上打到什麼，還

有一些祝福的儀式，現在就自己禱告。」。 

  下一輩打獵的問題共訪問28人次，提到年輕人，這一輩獵人亦多是搖頭的說他

們只是去玩(21.4%)，又不懂規距(42.9%)，目無尊長沒有禮貌。「他們去純粹是

好玩，不會想一定要有東西回來，沒有打到就算了，我們去一定要有打到才有榮

譽感。現在年輕人也比較不喜歡去打獵，可能是怕累。像我們20幾歲就跟老一輩

去打獵。他們不想帶，我們還想跟，現在20幾歲年輕人我們問他要不要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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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不要那麼累幹嘛？！」(H54)；「他們去山上比較自我一點，受社會影養很大，

不相信禁忌，在山上不懂長輩、晚輩的禮節，目無尊長，像我們去山上會尊重長

輩，會幫忙背，現在小孩子讀書不像讀書，山上打獵也不好好學，根本就是無藥

可救!」(H48)。 

4.46-55歲 

  關於上一輩打獵共訪問32人次，這一代獵人提到與上一輩不同時，一樣提及遵

守禁忌(21.9%)與上一輩狩獵較傳統，有特定的狩獵時節(6.3%)，且尚會分享給鄰

居與親朋好友(6.3%)。但最多的則是交通與狩獵工具的演變(34.4%)，說老一輩多

是放陷阱較少拿槍，從前的獵槍也沒有現在好(12.5%)，陷阱也沒有使用吊子和

鐵夾(6.3%)。從前交通不便，打獵一去就是好幾天(15.7%)。「老一輩都是放陷阱

（抓脖子），現在有夾子和吊子，我們這一代都是拿槍比較多，用的工具也比較

多。」(H86)；「差太多了!他們是要播種時先去山上，打獵回來才開始播種，因

為我們很喜歡一起工作，工作前就一家人一起去打獵，播種前拿山肉祭拜，希望

種下去的東西長的好，播種完了就一起分山肉，喝小米酒，之後輪流到人家田裡

工作(換工)。現在是隨便上去，打一打，以前是有節日像打耳祭才上去。」(L11)。   

  至於下一輩打獵共訪問47人次，講到年輕人，同樣指其打獵純粹是休閒娛樂

(12.8%)，且不懂規矩(31.9%)，狩獵技巧不好(31.9%)。態度也很輕率隨便，不會

主動學習。H82說:「年輕人好像看不懂山的方向，不知道山上怎麼走，他們覺得

打獵太簡單了，以為只要去山上走一走就會打到，結果槓龜回來」；幾乎可說是

人盡皆知的獵人H88亦感嘆道:「年輕人在工寮生活的方式跟我們不一樣，我們都

學老人家，年輕人不會主動拿水，撿木柴，煮飯。年輕人一定在那邊抽煙、休息。

去拿水，撿木柴的都是老人家。他們不知道去山上是要很認真，我們在山上只有

2、3天，所以不能在那邊休息，去打獵一定要很認真，不認真的話回來會被老婆

罵。年輕人看到什麼動物都打，不會選，我們要選值錢的，要吃肉也要很多人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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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歲以上 

  關於上一輩打獵共訪問10人次，這一輩獵人提到老一輩獵人時除沒有販賣外亦

提及狩獵工具的不同，包含上一輩沒有獵槍，而是使用弓箭；亦無照明設備。且

上一代的人還有所謂的打獵的英雄，但到這一代已經沒有了。「爸爸那ㄧ代還會

尊敬打到水鹿。抓到大的動物就會尊敬。以前老人家說專門上山打獵的人，人家

都會很尊敬他，其他的人只是有空才上去。以前大部分打到東西都分給大家，現

在都是要賣了。」(H102)；「以前打獵都是早上去打，現在都是利用晚上打，以

前打獵也不是賣，回來就給家裡吃，分給親戚，現在打獵就賣出去。」(H99)。 

  下一輩狩獵的部份訪問14人次，而說到年輕人有何不同時，除狩獵技能不足

(14.3%)，沒有規矩(21.4%)，懶惰又膽小(14.3%)外，另提到分享觀念的削弱與狩

獵工具不同。「現在年輕人不用傳統獵槍，他們那種威力比較弱，大部分沒有打

到要害的時候動物不會死。現在的時代他們不會去放陷阱，他們都是打一打就回

來，陷阱大部分都是老一輩有空去放。」(H99)；「現在的打獵已經變質了，跟

比他年輕的去山上，他們打到獵物不會分給10幾個人，會覺得是自己的，不覺得

是大家的。」(L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