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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年來，氣候變遷極為劇烈，全球各地天災不斷，造成民眾

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慘重，更得歷經災後長期重建的困難，有

鑑於此，各國政府莫不重視國土減災的課題。在臺灣更是如

此，每年夏季颱風，屢屢在山區降下驚人的豪大雨，造成土

石流、山崩、落石、走山、水災等災害，更導致人民的生命

傷亡、財產損失，而重創的多是原住民地區。其中，艾利風

災造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土石流，社會輿論熱烈地討論誰該為

此負責，諸多輿論指稱高山地區原住民保留地的開發、農墾

是造成上游崩塌的主因。然而，就多年的整合型計畫觀察，

上述說法恐怕以偏概全，理應更深入了解在地情況，以共同

尋求更好的抒解環境災害的方式。另從相關研究得知，於高

山地區從事農耕不盡然皆會導致水土流失，若採農林複合經

營模式(agroforestry)對於水土保持具有一定的正向功能，

有助於國土減災；再者，學者也指出，永續農業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具有多方面的環境正外部性，提

供如維護生物多樣性、增加土壤肥力、減少氣候變遷的衝

擊、增加土壤滲透力及保水力、有效防止土壤沖蝕等功能；

因此，倘若原住民地區高山農業亦能採此經營方式，或將使

國土減災問題的解決出現曙光。再者，為避免土地使用滋生

負的外部性，並達國土減災之效，各國多採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方式(Zoning)，於我國非都市地區則採劃設使用區、編定

用地之措施；然因未能認清原住民地區林地農用或農林複合

經營之必要性，致原住民時遭超限利用之違規使用查處，恐

影響其維生之需和部落發展，故此等管制制度亟需全面檢

討，使其更趨合理並符基本生存需求。 

鑑於農業乃世居高山地區原住民族維生之需，本計畫希冀探

求具永續農業特質之複合農林業的推行，能否促進原住民地

區產業發展，並檢討現行土地使用管制制度之良窳，使之於

有助於國土減災、保障原住民族生存權的前提下，更趨於合

理可行。故而，本研究希能經實證案例、文獻收集、深度訪

談、焦點團體訪談、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提出複合農林

業、永續農業的理論，並參酌國外施行多年的經驗，從環境

面、法制面、執行面、必要性予以評估其於國內推行之可行

性，並進一步研擬於原住民地區推行複合農林業、永續農業

之策略建議，俾形成兼顧永續發展、促進國土減災、保障原

住民生存權、發展部落產業之農林複合經營模式。 

中文關鍵詞： 原住民保留地、永續農業、土地使用管制、部落發展、新竹

縣尖石鄉、泰雅族、複合農林業 

英 文 摘 要 ： In recent years, since the extreme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continuous disasters have 



occurred, not only caused lose of life and property, 

but also faced the difficulty of recovery, so that 

disaster reduction became one of the serious 

concerns. Taiwan is no exception but each time when 

heavy rain, debris flow, landslide and rock falls 

caused by typhoons, especially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suffered from serious damage. Social 

opinion usually account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on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in high 

mountain area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upstream 

landslide. Thus, such activity should stop 

immediately and return the land into forestry. 

 

In such place where disasters frequently happened； 

however, people have to co-exist with them and ask 

for better ways to resolve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Kandji and Verchot(2006) and Nair (2008), considered 

that agro-forestry have positive function to water 

and land conservation, and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On the aspect of operation of high mountain 

agriculture in indigenous area, it is worthy to 

discuss if such cultivation method can help disaster 

reduction. If agro-forestry were possible,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explore how the current land use 

management institution be improved for indigenou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ng indigenous 

existence rights.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agro-

forestry,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land use 

control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ssess the 

possibility of adopting foreign experience in the 

aspect of environment, legislation, and execution by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method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promote and to give policy 

implication or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agro-forestry,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land use control, so as 

to secur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英文關鍵詞： Key words: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agro-forestry,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l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overuse, disaster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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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整合計畫總體目標 

「民族科學」意指一個文化與環境互動、感知、解釋世界的方式；「災害管理」，則是一套透過特

定手段，達成預防或減少災害之目標的作法。本研究的目的，是從民族科學的角度出發，結合現代的

空間科學，提出符合原住民文化、生活經驗與發展需求的災害管理策略。 

二十世紀初，美國地理學者 Barrows（1923）在「人文生態地理學」（Geography as Human Ecology）

一文中，指出人類與環境之間存在著生態關係的網絡，而面對諸多不規則、不連續的環境威脅，人類

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文化作用過程，尋求在這個網絡中自保的生存方式；他進而強調地理學的生態分析，

應從人類對環境的調適著手。這樣的觀點，是為將人類文化納入災害研究的濫觴。1940年代White（1945）

對於洪患之發生與人群社會選擇及反應方式之關係的研究，開啟了 1960年代環境識覺研究的潮流，

1980年代末期至 1990年代興起的脆弱性分析，則指出了環境脆弱跟社會脆弱之間密切的關連性。近

十餘年來，災害管理的概念不再將災害視為意外，而是人類社會生活中必然出現的常態，因此必須在

「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的循環中進行積極管理（美國聯邦救難總署 FEMA，1996）。 

另一方面，民族科學一詞及其概念，源自 1960年代人類學、民族學的文化生態研究，到了 1980

年代末期，隨著鉅型社會理論的失敗、發展典範的轉移以及對現代科學的反省，西方學界對原住民生

態知識的研究匯集了跨學科的視野與方法，並在 199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原住民生態知識逐漸被認

識到可以啟發當代社會的深層生態學思考，並提升人類面對環境議題之有限能力。二十一世紀的今日，

要如何促成原住民生態知識與現代科學的對話，並使其結合於當代災害管理，不僅已成為跨學科關注

的議題，亦是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SDR）所提倡的重要方向。 

在臺灣，原住民族生活地區因環境敏感、生物多樣、資源重要等因素，而被劃為各類保護區，設

下各類土地使用限制，近年來極端氣候現象頻繁，政府不僅試圖加強土地使用限制以達減災作用，亦

提出針對災害的整備、應變計畫，並因應已發生的災害進行災後重建措施。然而，這些限制、計畫和

措施，往往因缺乏在地觀點且潛藏著文化偏見，反而造成當代原住民族與國家之間在土地議題上的衝

突。本計畫的提出，除了學術上是要以臺灣原住民族的經驗，和當前國際間對原住民生態知識、土地

資源與災害管理之研究進行對話，亦是要在應用上提供符合原住民族角度思考之積極正面政策建議。 

二、 整合計畫分工合作架構 

基於前述目的，本整合計畫採用 Berkes（1999）所指出傳統生態知識乃包含「語言/命名系統（資

源名稱與分類）」、「資源利用/管理的制度」、「運作制度的社會組織」，以及「對應的宇宙觀/價值體系」

等四個相互支持之範疇的複合體的概念，依此四個範疇，分從不同案例出發，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環繞

土地相關的民族科學，並結合現代空間科學中 GIS、決策支援系統等工具，呈現與詮釋這些知識，進

而探討它們對於 FEMA（1996）所提倡的災害管理之「減災」、「整備」、「應變」、「復原」四階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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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發、可能貢獻與應用方式。本整合計畫之整體概念與分工架構如下圖所示，以及整體而言，本總

計畫之各子計畫間有如下表所示之三類的相關性與整合方式。 

然而，甚為遺憾的是，本整合計畫的子計畫三未獲得國科會核定通過，因此無法探討上述傳統生態

知識複合體之一部分「社會組織」與災害管理的關係，也無法探討阿美族的土地資源利用與管理的案例，

使得本整合計畫的研究成果有此一不足之處。並且，本整合計畫原先為三年期的構想，但是國科會僅核定

通過一年，因此各子計畫僅能完成原先預定的第一年研究目的，即基礎資料的蒐集與初步分析，而無法再

深入分析所得的資料與探討其中的課題，也無法進一步與制度對話或進行理論探討，使得本整合計畫的研

究成果有此一不足之處。 

 
圖 1：各子計畫分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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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子計畫間相關性與整合方式的類別說明 

相關性與

整合方式

的類別 
相關的子計畫 意義 說明 

第一類 

【子計畫一】、

【子計畫二】、

【子計畫三】、

【子計畫四】之

間的相關與整合 

構成環繞土地相關之民族科學的不

同範疇間的對話 
 

 

「語言/命名系統）」、「資源利用/
管理制度」、「社會組織/社群」，
「宇宙觀/價值體系」等四個範
疇，經常相互影響相互支持而構

成原住民族環繞土地相關的民

族科學，雖然子計畫一、二、三、

四的研究區域與合作族群分別

不同（鄒族、泰雅族、阿美族），

但四個子計畫從不同的範疇出

發，適可以形成彼此相互參照的

架構，提供彼此對於不同範疇之

重要性的思考。 

第二類 

【子計畫一、

二、三、四】與

【子計畫五】之

間的相關與整合 

民族科學與空間科學的對話 
 

 

本計畫之子計畫一、二、三、四

皆屬對民族科學的本質與內容

的探討，而子計畫五則屬空間科

學的研究，藉由子計畫五的協

助，子計畫一、二、三、四可將

其所認識到的民族科學內容加

以空間化、視覺化呈現，而藉由

子計畫一、二、三、四的協助，

子計畫五則可充實對於如何以

空間科學紀錄、詮釋、呈現原住

民知識的學理探討。 

第三類 

【子計畫一】、

【子計畫二】、

【子計畫三】、

【子計畫四】、

【子計畫五】之

間的相關與整合 

民族科學經空間科學之媒介

後，與災害管理政策的對話 

 

在總計畫的架構下，經由前兩階

段的對話，環繞土地相關民族科

學，可經空間科學之呈現與分析

後，展現其減災、整備、應變、

復原等不同災害管理階段上的

意義與可能的貢獻，進而可以對

於我國當前在原住民地區的災

害管理政策進行檢討，並提出具

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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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子計畫研究地區 

（一）新竹尖石泰雅族玉峰村、秀巒村部落（子計畫二、四、五） 

鑑於子計畫二、四、五主持人過去八年皆以新竹縣尖石鄉玉峰、秀巒兩村泰雅族部落為研究地點，

進行「台灣原住民族資源利用與永續發展之研究」、「石門水庫集水區原住民地區資源利用與永續發展

之研究」與「環境正義視野下的流域治理：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泰雅族部落永續發展策略之行動研究」

等三個相關整合型計畫，並於 2008年與涵蓋此一地區十九個部落之「馬里光‧基納吉部落聯盟」簽

署共同備忘錄，已建立學界與部落社區之夥伴關係，故仍以上述地區原住民部落為探究對象，俾延續

研究主軸、持續觀察後續發展並累積研究能量。 

尖石鄉位於新竹縣東南隅，總面積 527.5795平方公里，占全縣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強，為該縣最大

的鄉鎮，為泰雅族原住民的原鄉。該鄉地理區域的特殊性為，全鄉跨頭前溪與大漢溪之分水嶺，涵蓋

兩個水庫集水區。前山為寶山水庫集水區，包括義興村、嘉樂村、新樂村、錦屏村、梅花村等五村，

開發較早，交通較為便利，土地利用型態較為密集；後山為石門水庫集水區，包括玉峰村、秀巒村等

兩村（如下圖），開發較晚，主要產業為種植蔬菜、果樹之慣行、有機或混營農業。由於本區域生態

資源豐富，加上民宿新設，近年來吸引遊客進入觀光旅遊，即以觀光、民宿為次要產業，然而在正式

經濟活動之外，亦有狩獵、林產物採集等非正式的經濟活動。 

 

圖 2：子計畫二、四、五研究個案部落分佈圖 

資料來源：子計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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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里山鄒族來吉部落（子計畫一） 

子計畫一對於來吉的歷史遷過程透過文獻回顧及訪談，獲致如下的初步理解。來吉部落，位於阿

里山鄉1北部，是阿里山鄒族之中最北的聚落，海拔約 900公尺，位於塔山正下方。來吉之名是從日治

時期命名的「拉拉吉」（lalachi）簡化並雅名而來，鄒語地名是「Puugu」（不舞），意指「像米篩般的

地形2，意即匯聚水氣、森林茂盛之處」。村落的聚集地附近有阿里山溪、科子林溪、蘭花溪、瓦嘟嘟

那溪這四條河流，全境的河流皆屬於濁水溪流域。東北與鄉內中正村，豐山村為鄰，南接十字村，西

面與嘉義縣的梅山鄉為界。從現代國家行政區的劃分，共分成五鄰。目前全村人口為 386人，136戶3。

全村面積約 2149.85頃。 

子計畫一在研究的年度內於來吉部落，結合台北醫學大學及靜宜大學的通識課程，透過通識課程

的學生參與，舉辦了三場的工作坊，主題分別為:2013年 4月 21日於蘭后民宿舉辦「來吉部落:後莫拉

克的重建之路工作坊」。2013年 4月 21日舉辦「災難與規範重建工作坊」。2013年 12月 14~15日舉

辦「生態社區營造與產業重建工作坊」。這三場工作坊分別從重建的歷史過程、傳統慣習與現代重建

規範的衝突、生態社區與產業營造的三種角度進行探索性研究。另外平日於 3月、4月、5月、8月、

11月、12月至部落進行社區工作參與的行動，透過加入咖啡種植的活動，了解部落從莫克風災後至

今為止，在產業與家園重建過程中所面對的困境。本研究至來吉舉辦移地教學及工作坊，後續促成了

由靜宜大學法律系 5位學生共同組成的「拉拉吉小隊」，結合來吉社區發展協會及部落教會的需求，

至部落進行社區服務。 

四、 各子計畫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 

（一）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與其他質性研究方法（子計畫一、二、四） 

子計畫一、二、四研究利用的方法論主要採取社會學質性取向的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行動將以課程為介面，從議題導向的探討與工作坊舉辦形成研究者跟部落互

動的過程。行動研究者相信，將研究與實踐做緊密的連結，將同時推進智性的理解與人類社群的福祉。

「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非常強調在行動的過程（而非結果）─通常是實驗、參與、對話與互動─當中

進行了解（understanding），以對應「如何獲致變革」的中心提問。 

行動研究要求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建立起一種協力合作的關係。研究者的任務是關注被研究者的

意識化過程，也就是透過與被研究者一同針對所面臨的社會環境現況進行調查與瞭解、訂立行動目標、

                                                        
1 阿里山鄉（山地行政區域）面積為 427.8471平方公里，佔嘉義縣總面積約 22%，其中可耕作面積僅 6,380.746公頃(其中
達邦、來吉、里佳、山美、新美、茶山等村供原住民使用之山地保留地)，佔全鄉面積 15％，其餘土地皆為國有天然地，
為臺灣省林務局所有林班土地。屬都市土地利用面積為 98公頃，非都市土地利用面積為 37,938公頃。 
2 報導人鄭喜美提供。 
3 阿里山戶政事務所，102年 6月資料。http://www.alishan-house.gov.tw/population/index.asp?Parser=99,6,37。 

http://www.alishan-house.gov.tw/population/index.asp?Parser=9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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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行動策略、實際行動與評估反省的一連串實踐過程，鼓舞人們共同成為現狀的改革者和認識主體。

因此，研究對象於行動研究過程中的「參與」，亦成為行動研究的重要課題。 

此外，子計畫一、二、四亦採用其他的質性研究方法，如子計畫一選定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來吉

部落與居民作為研究區域與對象，採取文獻分析、深度討論團體與工作坊、深度訪談、個案研究等方

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嘗試了解阿里山鄒族部落在莫拉克災後的重建經驗，蒐集鄒族關於家的文

化建構相關的古圖、神話傳說與文化故事，並嘗試分析這些素材背後的家的想像與鄒族的空間觀點。 

並且，子計畫二選定新竹縣尖石鄉玉峰、秀巒兩村泰雅族部落與居民作為研究區域與對象，採取

深度訪談、焦點團體、文化穿越線調查、參與式製圖等方法，進行資料收集，並對於收集到的資料，

進行內容分析、類型分析與脈絡分析，探討地名中與災害相關的知識，其核心問題即為：（1）研究區

域中之泰雅族人有哪些地形知識？（2）這些知識背後存在著怎樣的土地概念和邏輯？（3）這些知識

如何結合於當代災害管理制度的設計以達到減災的效果？ 

以及，子計畫四選定新竹縣尖石鄉玉峰、秀巒兩村泰雅族部落與居民作為研究區域與對象，採取

文獻收集、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觀察、問卷調查、論述分析、脈絡分析、政策分析等方法，

進行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探討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與土地利用法令制度相關課題，即為：（1）永

續農業於國內外發展之現況如何？（2）複合農林業於國內外發展之現況如何？（3）我國原住民地區

土地管理制度如何變遷？（4）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對國土減災有何正面、負面影響？（5）於原住

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是否具有必要性？ 

（二）遙測影像分類方法（子計畫五） 

子計畫五將透過遙測影像分類方法獲得多個特定時間區段內研究區之土地覆蓋型資訊，除了運用

分類成果圖分析不同時期研究區之整體土地覆蓋型變遷情形之外，依據此分類成果圖，進一步計算量

化地景指標，並利用 Shannon多樣性指標 t檢定法，以探討研究區之地景空間結構與檢測不同時期之

變遷程度。最後，透過馬可夫轉移矩陣（Makov Transition Matrix）分析本區各土地覆蓋型相互改變的

情況，並建立可用於預測未來變化之馬可夫鏈模式。 

首先在影像變遷偵測的部份，由於採用之遙測影像於拍攝當時的環境條件皆不相同，因此造成各

張影像之品質，色調各有差異，若直接以各時期之影像進行比較，結果易受影像雜訊之干擾。為此，

採用分類後比較法（Post-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 method）進行變遷偵測，將各張影像先行分類，再

參考階層式影像分類（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的概念（Jensen, 2004; Heisele, 2003），進行影像之土

地利用/覆蓋監督式與非監督式分類。階層式影像分類的概念係先將影像依分類目標分成較高層次，範

圍較大的類別，再細分其類別之特性為下一層之子集類，例如：植被再區分為農田與森林。依據各張

分類圖（Classification map）偵測變遷，即可得到不同時期之間地表變遷之量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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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到原始影像之分類圖，本計畫採監督式分類（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方式對影像分類。在

已完成輻射及幾何校正之影像中，根據分類目的與影像內容，將原始影像分為多項類別，再選取影像

中代表各種類別之像元作為訓練區（training area），接著針對訓練區內像元的色度值（Brightness value）

進行統計分析後，採用最大相似分類演算式（Maximumlikelihoo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將影像中所

有的像元進行歸類，得到原始影像之分類圖。若在分類圖中出現因光譜特徵相近而不易區分情形時，

如農田與森林，則將進一步嘗試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或是其他分類方法再行分類，以得到

最後之土地覆蓋型主題圖。當前項成果達可接受之分類精度後，由分類後成果圖各個類別的像元數目

所組成之變遷偵測矩陣，計算兩張影像之間變遷的量化資訊，即代表兩個時期的土地覆蓋變化量。 

子計畫五選定新竹縣尖石鄉玉峰、秀巒兩村泰雅族部落與居民作為研究區域與對象，以西方現代

科學（Western Modern Science）觀察並描述存在於研究區內的原住民從過去到現代在面對環境變遷時

之民族科學，提出以「數位化方法」紀錄原住民土地利用之知識與智慧，由於此面向之原住民知識應

用場域與原住民生活空間習習相關，本計畫將採用多元空間資訊（Geomatics）技術，包括遙感探測、

地理資訊系統、土地適宜性分析等工具，進行原住民土地利用知識的量測（Measurement）、製圖

（Mapping）與監控（Monitoring），除有助於紀錄與瞭解原住民知識之外，並進一步探討與分析環境

變遷、災害發生與原住民在空間使用方面之傳統知識上所發展出的互動。 

五、 研究結果 

（一）新竹尖石泰雅族玉峰村、秀巒村部落（子計畫二、四、五） 

1.由地名探討原住民土地利用知識與防災知識的關係（子計畫二、五） 

（1）泰雅語的地名記錄（子計畫二） 

地名是族人傳承生態知識的重要方式，經過田野資料收集之後，子計畫二研究發現，泰雅語的地

名中記錄了許多族人記憶中發生過的環境事件。舉例來說，稱為 Hnway的地點，其字根 hnoran意指

被水沖的地方，而 hnway是指這個地方過去曾經被水沖過的意思。又例如，s’r’un意指土地發生過震

動的地方、qonaw是發生過土石流的地方，而 Inoman則是指被火燒過的地點，這些隨著地名被記錄

下來的環境事件，使得族人擁有尺度細微但時間長遠的環境史知識。 

子計畫二田野過程中採集到的地名，除了上述直接指出災害的現象，也包括對於地形的描述，以

及對於人地關係規範的告誡。地形描述的部分，例如 rahaw原指樹幹上分叉水平長出的樹枝，也用來

指涉高位的河階地，是適合居住的地方；hnuk snat是質地鬆軟容易崩落的山壁，需要避開；mlama是

指地上出現裂縫，不適合居住；msqap是指地面下陷；mazyup則是指山的某一個部分整塊崩落，這些

地名背後的知識，都是在提醒人們什麼地方是容易有危險的地點。至於人地關係規範的部分，舉例來

說，在Mrqwang溪谷中，有一條溪叫做 Gong Nuciaq （傻瓜溪），因為這裡曾經有人在鄰近山溝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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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進行耕作，結果颱風一來溪水上漲，整個田地都被沖毀，這個地名一方面記錄了這個人不聰明的行

為，一方面也是對於後代子孫的一種告誡。 

另外，也有透將土地擬人化來告誡人地關係的規範，像是 mshawhway是指平緩的坡地，而它的字

根 mhway是善心、好脾氣的意思，這樣的土地就像是善心、好脾氣的人願意施捨，因此人們可以接受

它的施予在其上耕作取得食物，反之，bka是指容易裂開的土地，其同源字 mbbka則是用來指壞脾氣、

容易爆怒的人，遇到這樣的土地就應該避開為妙。 

除了直接指出發生過的災害現象、具有地形名稱、指涉人地關係規範等類型的地名，有防災之意

義外，具有植物名稱的地名，有時也是可以作為災前預防的依據。因為，有些樹種是經常在崩塌地出

現的先驅性樹種，像是赤楊木，也就是文前提及傳統遊耕中用來在休耕地上造林恢復地力的樹種，它

很容易在崩塌後的地方生長，若是一個地方長著新生的赤楊樹林，表示這個地方可能剛發生過崩塌，

不太穩定；相反的若是一個地方長的是 skaru （烏心石）、 tkbin （櫸樹）等生長較慢、質地較為堅

硬的樹種，且樹木已經長得高大，則表示這個地方較為穩定。 

（2）地名與防災相關知識的關係（子計畫二） 

按子計畫二指出，整體而言，泰雅族 squliq語群之地名中災害相關的知識，包含了「直接對災害

現象的描述」、「指涉該地之地形、水文、土壤的名稱」、「人地關係的規範」、「指涉該地生長之植物的

名稱」等幾種類型，它們和防災的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 2：泰雅族地名中所蘊含的防災相關知識範例 

地名類型 地名例子 與防災的關係 

直接對災害現象

的描述  
Hnway （水沖過的地方）、S’r’un （土地
發生過震動的地方）、Qonaw （發生過土
石流的地方）  

地名直接指出該地曾經發生過的災

害，提醒人們注意該地方潛在的危險

指涉該地之地

形、水文、土壤的

名稱  

Rahaw （高位河階）、Hagay （碎石）、
Bnaqiy （砂土地）、Uraw （泥土地）、
Uraw mhetu （硬土地） 

地名反映該地的地形、水文、土壤特

性，有助於人們選擇進行適當的土地

利用行為 

人地關係的規範  Mshawhway （好脾氣的地）、Mmbka （壞
脾氣的地）、Gong Nucia （傻瓜溪）  

不直接指出地形的特性，但透過故事

或擬人的特徵，說明土地利用的規範

指涉該地生長之

植物的名稱 
‘Bu ibok （長赤楊木的山頭）, Skaru （長
烏心石的地方）  

地名反映該地的植物特性，透過對於

植物特性的瞭解，有助於人們判斷該

地點之土地特性 

資料來源：子計畫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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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名知識所呈現的土地概念和邏輯（子計畫二） 

現代國家的地名系統是由官僚系統決定，且在原住民地區經常是由官僚系統決定的一套去脈絡的

地名（例如：復興鄉、大同鄉、仁愛鄉等等名稱，完全是大漢族沙文主義結合國族主義思維下的產物），

取代原本的地名系統，其尺度最細僅到部落的單位，對於山林則是以對各個區塊編號命名之，這些名

稱和區塊涵蓋的範圍極大，且基於行政管理的穩定性，地名通常不易變動，相對於以上情形，子計畫

二所呈現之原住民傳統地名，乃是在人群、時間和社會的脈絡中約定俗成，結合集體經驗與詮釋，很

多時候即使在一個很小的地點，都會因為這邊的環境特殊性、對社會的重要性，或是歷史上發生的事

件，而有一個地名，換言之，它是非常細微而豐富，反映出族人對於環境資訊的細微掌握，更進一步

來看，這個命名系統還會隨著人和環境的互動以及新的事件發生，而有增加、調整，具有相當的彈性。 

表 3：國家與傳統的地名系統比較 

地名系統 決策方式 細緻程度 變動彈性 

國家的地名系統 由官僚系統決定，且在原

住民地區經常是由官僚

系統決定的一套去脈絡

的地名，取代原本的地名

系統 

尺度最細僅到部落的單

位，對於山林則是以對各

個區塊編號命名之 

基於行政管理的穩定

性，地名通常不易變動 

傳統的地名系統 約定俗成，結合集體經驗

與詮釋 
非常細微而豐富，反映出

族人對於環境資訊的細

微掌握 

會隨著人和環境的互動

以及新的事件發生，而有

增加、調整 

資料來源：子計畫二整理。 

 

（4）由地名看土地利用傳統知識（子計畫五） 

於子計畫五提出，若欲偵測地表變形，考量監測實施的安全性、時間的連續性以及觀測地區的全

面性等因素，常採用遙感探測方法進行。而在各項遙測資料中，裝載於衛星上之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感測器，因具有可穿透雲霧、日夜皆可施測及較短之時間解析度等特點，能在

不受天候影響下，接收大範圍之雷達影像（謝嘉聲，2006），除藉由影像中之振幅與相位資料以萃取

地表粗糙度、地表物徵與物徵性質等資訊外，若配合雷達干涉處理（Interferometric processing）技術，

基於同一地點於不同時間獲得之雷達干涉條紋圖，再進一步利用差分方法去除干涉條紋所包含的地理

訊息與其他雜訊後，更可應用於大規模地表變形監測，例如：斷層、火山、地層下陷及地震等地表形

變之偵測。在許多應用中，已經證實此項技術可有效偵測公分等級的地表微變動。 

在子計畫五與其他子計畫主持人討論交流過程中發現，有些原住民生活活動的地區的地名是以地

形特徵或是地表變動來命名，因此本計畫特別針對這些地區，利用 PALSAR雷達影像製作地表形變速

度圖，並將之套疊至 Google Earth，經與光學衛星影像比較，可對照得到土地覆蓋（Land cover）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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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Land use）型態與地表形變之關係。以下圖為例，左圖為尖石鄉部分地區之光學影像，右

圖為同樣地區之地表形變圖，圖中區域 A為森林覆蓋區，區域 B以及 C為部落居住區，在右圖中即

可明顯看出該區域之地表變形方向與規模，而此成果即可整合土地利用傳統知識、科學證據與地名之

關聯。 

  

圖 3：尖石鄉部分地區之光學影像及地表形變圖 

資料來源：子計畫五整理。 

 

2.由山坡地「超限利用」看土地利用傳統知識（子計畫五） 

從政府土地管理的角度，規範山坡地利用限度，對超限利用加以處罰，是維持國土保安的必要手

段；從原住民族權的角度，這樣的規範往往侵犯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並造成生計上的困難。子計畫五

與子計畫二主持人官大偉合作，結合民族誌研究方法與地理資訊系統等工具，以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

以及高雄市桃源區布農族部落為例，從民族科學的角度，檢視現有可利用限度分類規定的合理性，並

尋求建立結合原住民在地知識且能達成國土保安效果之規範的可能。下圖中紅色多邊形為新竹縣尖石

鄉泰雅族部落中屬於超限利用之土地之一，經與多時期航照與衛星影像套疊後，可看出該地為在民國

92、93、95、100、102年持續耕作之農地，在這些年間曾有許多颱風以及豪大雨發生，然而從地表覆

蓋來看，並未對該地區引發任何崩塌或是破壞地形之災害，類似這樣的證據，說明政府對於為了避免

耕作引起災害的超限利用規定與做法，有重新檢討的必要，並應蒐集在地族人土地相關知識，包括：

（1）判定是否適合作為耕作用地之面積，應隨地形、作物種類及數量調整；（2）判定是否適合作為

耕作用地之標準，應考量耕作和維護的方式；（3）判定是否適合作為耕作用地之機制，應加入部落審

議機制，由有經驗的實際農業操作者進行判定，將這些在地知識納入土地管理的制度及土地利用的規

範之中。 

A 

B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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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尖石鄉部分超限利用土地航照與衛星影像圖 

資料來源：子計畫五整理。 

 

3.探討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對原住民地區土地資源利用之限制（子計畫四） 

按子計畫四，其個案為原住民族之保留地，為保障其基本權益，雖訂頒「原住民族基本法」，惟

該基本法中，對於多項權益的實現，卻仍賴授權其他法律定之，是以在授權之相關子法尚未制定齊備

前，原住民族地區土地制度及權益的保障即未能完善。另者，該基本法針對原住民族權益之主張，規

範有「於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族土地」，而所謂「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族土地」，依該法

第 2條第 3款至第 5款4，無論是「原住民族地區」或「原住民族土地」，都與其傳統領域作連結，而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及「森林法」亦有相同之規範，

然現今就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調查尚未完成，而依基本法第 20條授權訂定，與原民族土地及海域權

利有關之「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亦尚未通過，又依基本法第 4條及第 5條，有關為保障

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之自治事項之「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於 2010年業經行政院院

會通過，然針對該法之草案內容是否符合原住民族自治之精神仍爭論不休，雖部分主管機關針對原住

民族之權益，業依上開基本法之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惟與原住民族土地及資源利用關係

最密切之法令卻遲遲未能法制化，這也使得「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法令條文徒具形式，對原住民族土

地及資源利用的權益實難認為有實質的助益。是以當與原住民族土地利用權益相關的法制仍處於曖昧

未明的情形下，上述法規形成的土地管理規範，對於研究地區的土地利用仍產生諸多限制。 

（1）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與水土保持法的限制 

如上所述，「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及「原住民族自治法」皆尚未發布實施，是以有關臺灣地

區針對山坡地保育與水土保持之相關規範，即一體適用。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6條之規定

                                                        
4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條第 3款至第 5款，係指「三、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

及文化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四、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

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五、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

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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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供農業使用者，應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並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完成宜農、牧地、

宜林地、加強保育地查定。土地經營人或使用人，不得超限利用。」，另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施

行細則」第 12條所訂立之「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係就山坡地之坡度、土壤有效深度、

土壤沖蝕程度及母岩性質為分類、分級查定，查定之結果其土地可利用限度類別為一至四級地之土地

者，屬「宜農牧地」；類別為五級地者，為「宜林地」，即應行造林或維持自然林木或植生覆蓋，不宜

農耕之土地；六級地者為「加強保育地」，需依主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水土保持；惟該土地為保護自

然文化景觀、生態環境、名勝、古蹟、公共衛生之用地或水庫集水區或河川保護地帶，即得由中央或

直轄市主管機關查定為宜林地，不受上述查定基準之限制。是以依上開規定，於山坡地為農業利用時，

需依該分類標準為不同之使用，違反該限定之強度而為使用者，即屬超限利用，並應依同法第 25條

第 1項之規定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者，則給予處罰。水土保持法第 22條亦有類似之規範。 

子計畫四個案地區部落地處中高海拔的山坡地，依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於 2005年提出的「石

門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整體規劃報告」中，就當地之山坡地可利用限度查定成果，宜農牧地僅佔 18%，

宜林地幾佔 82%，顯示該地區可供農地使用的土地相對稀缺。此種土地資源利用的規範，不同於以該

山林為其生活居住及傳統產業基礎的原住民族。當地居民為生活、生計、生存之需要，其對資源向來

之利用，皆係依循其傳統規範及在地知識，就山林水土資源之整體為使用，並未如上開規範需區分土

地究應宜農、宜牧或宜林。是以當政府之規範進入部落後，居民原依其傳統規範可自由利用之土地資

源，即變成違法使用，如以本研究地區之土地多被劃定為宜林地的情形下，對當地主要產業之農地利

用即受到嚴重的限制，也因此依現行之規範，當地居民即多有超限利用的情形，進而影響其生計之穩

定。 

（2）水資源保育與開發的限制 

依自來水法之規定，為確保用水的充足及安全，故有於水源地劃定公布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必要，

然此保護區之劃設範圍，部分即與原住民族保留地重疊，是以在此劃設範圍，當地居民即無法依其自

由之意願為使用。而近年來，為進行水資源的開發，規劃在尖石後山興建高臺水庫，減緩石門水庫淤

積現況，同時以後山的高臺和前山的比麟水庫進行越域引水工程，增加對新竹與桃園地區的供水量，

因衝擊了當地居民的生存空間及文化的傳承，遭受到當地居民群起抗議，並以具體行動抵制興建水庫

前置作業。水庫之興建，勢必有部分部落被淹沒，當地居民只能被迫遷移。影響所及是整個尖石後山，

該地非但為泰雅族文化根基所在，附近更存有一些與泰雅族相關的舊社遺跡和多量的祖墳遺跡，施工

後將對其文化傳承及祖墳遺跡造成影響。5而水庫計畫實施，對當地的水文也會因河道被阻，整個生態

地景都將受到改變，尖石後山豐富生態將嚴重受到衝擊，對部落居民生計發展亦會是一個不可預估的

災難。 

                                                        
5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計畫資訊/歷年成果「高臺水庫環境調查評估摘要」，

http://fcwb.projt.com.tw/c10_1.asp?types=3&Id=1045.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1日。 

http://fcwb.projt.com.tw/c10_1.asp?types=3&Id=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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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

育及學術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

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同法第 22條「政

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

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及同法第 32條「政府除因立即而明顯危險外，不得強行將

原住民遷出其土地區域。前項強制行為，致原住民受有損失時，應予合理安置及補償。」，皆強調政

府在原住民地區從事活動時，應在尊重原住民族的基礎上取得其同意；而非因立即之危險亦不得強行

將原住民遷出其族群所在的地區，以保障其居住的基本人權。從高臺水庫興建，造成當地居民極度不

安的反應來看，也顯示政府在水資源的開發上，並未顧及當地居民的感受，仍存有「上游供水下游給

水」的水資源政策思維，此顯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中，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之意旨當有所悖離。 

（3）國家公園資源利用的限制 

「國家公園法」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資源的利用規範嚴謹，其明定禁止有損害國家公園內生態環

境的行為，並依特定行為危害環境之情節輕重而設有刑罰及行政罰二種處罰方式。惟此規範，顯與當

地泰雅族人依循傳統 Gaga為資源利用的制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條規定，

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是

以依此訂頒了「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本研究地區係屬雪霸國家公園範圍，6因屬高海拔

地區，可及性低，該園區範圍雖已無原住民族的居住，對其資源的利用或影響不大，惟自留存之遺跡

觀之，卻是其傳統領域之所在。而規劃中的「馬告檜木國家公園」，依內政部 2002年的範圍劃設說明

書，其行政區界包含新北市烏來、宜蘭縣大同鄉、桃園縣復興鄉及本區的新竹縣尖石鄉，7當時「原住

民族基本法」尚未訂定，是以其範圍之劃設亦未經當地原住民族的同意，也因此引發原住民族的反彈

聲浪。對原住民族而言，該片山林為泰雅族人傳統領域，山林資源如何管理、如何運用，自有其規範，

一旦劃入國家公園，非但族人的狩獵、採集及行動自由都會受到限制，使得其有限的生存空間，更受

到壓縮；而伴隨這些經濟活動所隱含的文化傳統，亦會消逝。另者，現行雖訂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

共同管理辦法」，然「資源共同管理」的實際操作原則並未被建立，而過去政府於當地所做的資源治

理措施，常在未與族人充分溝通下即逕行為之，或所作的措施未符合族人對於生態知識的理解，再再

都使族人無法感受到政府對他們文化及傳統的尊重．也因此族人對「共管機制」之想像多有疑慮。 

另就現行「國家公園法」並未就涉及原住民族地區事項為特別規範，而「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

管理辦法」雖係「原住民族基本法」授權訂定，然就法之位階而言，「國家公園法」之法效性優於「原

                                                        
6 雪壩國家公園是臺灣第五座國家公園，位於臺灣中北部，屬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區以雪山山脈為主軸，範圍涵括了新竹

縣五峰鄉和尖石鄉、苗栗縣泰安鄉、臺中縣和平鄉，總面積達 76,850公頃。資料來源：雪壩國家公園全球資訊網，

http://www.spnp.gov.tw/Article.aspx?a=ytj8%2F%2F3cU%2B8%3D&lang=1，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7 內政部，2002，馬告檜木國家公園範圍劃設說明書，頁 11，

http://npda.cpami.gov.tw/ezfiles/1/1001/attach/51/Cpami-np-bk-inp0009-0001.pdf，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http://www.spnp.gov.tw/Article.aspx?a=ytj8%2F%2F3cU%2B8%3D&lang=1
http://npda.cpami.gov.tw/ezfiles/1/1001/attach/51/Cpami-np-bk-inp0009-0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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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是以於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原住民族地區，其資源的管理事項如有爭

執，仍應優先適用「國家公園法」。故在「國家公園法」未能將原住民族地區的資源治理另設專章規

範下，恐將無法落實建立尊重原住民族及以原住民族為主體之資源共管機制。 

（4）森林產物採集的限制 

按依森林法第 15條第 4項規定「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俗

需要，採取森林產物，其採取之區域、種類、時期、無償、有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是以依此規定，原住民族於其傳統領域內得依其生

活慣俗需要而採集森林產物，惟可採集之區域、種類、時期、無償、有償等事項應受規範。然所謂「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為何，在現行就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為查調完成前，尚無法明確；另所謂「依

其生活慣俗需要」，惟各原住民族生活慣俗不儘相同，如何認定係屬「生活慣俗需要」。又依上述規定，

政府應制定「原住民族採取傳統領域土地森林產物管理規則」，惟該規則迄今尚未制定。再者，原住

民族於其傳統領域既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惟卻仍需對其可行使該權利之區域、種類

及時間有所限制，此矛盾之現象，恐將在執行上會出現，原住民族認係生活慣俗需要，而政府機關認

係違反森林法規相關規範之衝突。 

另就本研究地區，過去因司馬庫斯的櫸木事件，於 2007年頒定「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及秀巒村

原住民族採取森林產物作業要點」，依該要點當地居民得申請採取森林產物的範圍，包含玉峰村及秀

巒村（以部落週邊領域參酌溪流、山溝、稜線等明顯天然界線）排除雪霸國家公園之生態保護區、鴛

鴦湖自然保留區之範圍（如圖）。至其生活慣俗，則為(一)生命禮俗：出生禮、命名禮、成年禮、婚禮、

喪禮及其他因各生命階段變動而舉行之禮俗行為。(二)歲時祭儀：關於農、林、漁、牧生產活動，傳

統社會制度運作及傳統宗教信仰之祭祀禮儀行為。(三)生活需要：食、衣、住、行、育、樂、醫藥、

經濟產業等行為。(四)其他與文化活動有關之行為。上述就生活慣俗的定義，雖幾含蓋當地族人的所

有活動，惟該定義因過於粗略，在執行上若非對該泰雅族之傳統有相當認識，則仍會有認知的差異。

又依本要點之規定，族人於該區域範圍內為森林產物之採集係採申請許可制，於取得「林產物採取（運）

許可證」後，方得為產物之採取，並於採取後需報經新竹林管處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派員放行查驗

後始得搬出利用，這也使族人質疑為何過去在自己的土地上為採集行為，無需經許可，而該要點規範

後，反需經許可及查驗方得利用。更重要的是，該要點就森林產物之種類、管理方式、傳統領域範圍

或傳統土地資源利用方式之規範，仍係架構於現行國家森林法規的規範下，並未如「原住民族基本法」

所言，以尊重原住民族資源利用之精神，了解他們傳統生活慣俗及部落規範，故在現行規範的體制下，

因仍與原住民族的資源利用方式存有很大的差異，是以未來個案的認定上，仍難保司馬庫斯的風倒櫸

木事件不會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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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玉峰村及秀巒村原住民族傳統生活領域中依森林法第 15條第 4項得申請採取森林產物範圍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法規內容，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44328，引用日期：2013

年 11月 13日。 

 

（5）原住民保留地的限制 

為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依「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第 37條授權訂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而原住民保留地之設置，依管理辦法第

3條，係指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定劃編，增編供原住

民使用之保留地。是以依上述規定，可知保留地之設置，即有使原住民得藉由土地的利用，以作為維

持其生計發展之根基。惟現時保留地之取得，依「山坡地保育利甪條例」第 37條規定，原住民就山

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其耕作權、地上權需繼續經營滿五年，方得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惟就本研

究團隊對當地住民的訪談發現，對許多原住民而言，並沒有保留地的概念，不懂什麼是保留地，更不

懂的登記保留地，但是他們知道自己的土地範圍，和政府給的土地權狀的範圍，對原住民來說，都是

他們的土地，沒有區分是不是保留地，也因此很多原住民並不會積極去辦理保留地的登記，反倒是有

些非土地真正所有人，因知道辦理登記的訊息而申請登記，造成很多保留地不是由真正的所有人所

有。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4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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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監察院2012年對於國有公有土地被占用之調查報告敘明，8部分原住民保留地權利賦予案件，

因未辦竣繼承登記或土地超限利用等問題，致無法辦理他項權利設定登記。是以對於上開權利分配工

作，本應有賴於政府的積極協助輔導，惟在主管機關人力不足的情形下，非但權利賦予的工作進行緩

慢，而相關分配權利資訊的教育宣導，亦未積極，致使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

自用逾 5年，未辦所有權移轉者，及承租使用卻未辦理他項權利設定者，仍佔保留地相當大的比例，

對於原住民生計權益的照顧即未能周全。 

又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該規

範雖以安定原住民生活及發展山地經濟為政策目標，但也因此降低保留地的流通性，再加以原住民償

債能力有限，一般公民營銀行多不願意提供貸款。現時為協助原住民改善經濟生活，政府雖設置「原

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辦理相關政策優惠貸款，9惟或因考量貸款手續繁雜，或因考量經濟不穩定，如

無法還款將會喪失土地，是以辦理貸款的意願不高。卻使平地人的資金趁勢流入保留地，或租或買，

使當地住民保留地逐漸流失。此種非原住民承租、占用或私下取得使用權者未能積極清理，除導致地

籍產權資料與現況不符外，也使得原住民可利用的土地更形減少，當也無法達成保障原住民生計的政

策目的。 

（6）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限制 

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條劃定為特定農業、一般農業、工業、鄉村、

森林、山坡地保育、風景、國家公園、河川、特定專用等十種使用分區，並依同法第 3條，就該使用

分區之性質，編定為甲種建築、乙種建築、丙種建築、丁種建築、農牧、林業、養殖、鹽業、礦業、

窯業、交通、水利、遊憩、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墳墓、特定目的事業等 18種使用地；

另依同法第 7條，山坡地範圍內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之土地，在未編定使用地之類別前，

適用林業用地之管制，而同法第 8條，土地使用編定後，其原有使用或原有建築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

規定者，政府得令其變更從來之使用。是以本研究地區之原住居民，雖自其先祖時期即於其保留地上

為農地耕作，惟該土地一旦劃規為林業用地，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只許造林，不許農耕，若為農牧

使用，即形成「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所稱的「超限利用」。又該林業用地屬「臺灣省農林邊際土地

                                                        
8 監察院全球資訊網，調查報告，http://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調查報告/101/1010002051000800305國

有公用土地被占用案-對外.pdf，引用日期：2012月 11年 11日。 
9 包含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及青年創業貸款，凡原住民實際從事合法、正當業務之個人、公司行號、合作社之負責人或法

定代理人，皆可向事業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本基金貸款；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適用對象為年滿 20歲至 65

歲具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無不良票債信紀錄者。受理期間：消費用途：102年 2月 1日起至 102年 3月 15日止（第一

期）、8月 1日起至 9月 13日止（第二期），生產用途：102年 2月 1日起至 102年 12月 31日止。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23DD6FC526F7465A&DID=3E651750B40064672A2C50F2CC383775，引用

日期：2013月 11年 18日。 

 

http://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23DD6FC526F7465A&DID=3E651750B40064672A2C50F2CC38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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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農宜牧宜林分類標準」所稱的宜林地，而農牧用地屬此標準所稱的宜農牧地。10本研究地區在前述

章節說明，當地宜農牧地僅佔 18%，宜林地卻幾佔 82%，是以得為合法農牧使用者，僅為該 18%的宜

農牧地，82%的宜林地只許造林，過去在 82%的宜林地上為農牧使用者，即需改正造林，此規範的結

果，當然對以農業為主要或唯一經濟來源的原住民而言，生計上即面臨很大的挑戰。 

對於上述宜農牧地及宜林地之分類查定，過去受限於人力、儀器、複雜的地形及查定人員主觀的

判斷，以致影響查定之準確性，惟該查定之結果，卻係做為對當地居民農地利用有無「超限利用」認

定之標準。然依子計畫四研究於當地之觀察，其實施農業者，除係於原來的保留地而未再開發新的土

地為利用之外，部分地區的農業經營，更係以泰雅族人傳統耕作方式，於林地上伐除部分林木及焚燒

林地，以種植農作物，此種複合農業及林業的方式，一方面藉由農地週遭林木達成水土保持之目的，

落葉的腐質，更可為農地增添養分，在避免環境逐漸改變甚至退化的同時，亦能維持生活所需，惟因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法令，並無林業用地得經營複合農林業之規定，是以該地區如被

劃歸為林業用地，此複合農林業的方式，仍為法所不許，縱然其整體環境皆符合水土保持的要件。該

不合理的現象，主要在於對「超限利用」的認定，僅從地質的面向為條件之設定，而未能彈性的就個

案的區位條件為考量。本研究地區之居民自其先祖時期即住居於該林業用地範圍，為求生計當需有能

維持生存之經濟活動，惟現時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範，就「林業用地」所容許使用項目觀之，

傾向以發展造林觀光及休閒農業為主，惟山地造林之補助金額偏低，尚不足以維持家戶一年之生計，

而如發展觀光產業及休閒農業，仍有賴傳統基礎經濟活動作為該產業發展的根基，是以當地居民既能

考量整體山地環境而實施複合農林業，應仍為合理的土地利用行為，而需作為是否「超限利用」的參

酌，方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中，對原住民族基本權利照護的精神。 

4.評估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必要性（子計畫四） 

按子計畫四，回顧國內外有關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之文獻，及分析永續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

的影響，及其受到土地利用與管理制度之限制，本計畫彙整以下論述以支持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

合農林業之必要性。 

（1）國外實施永續農業之經驗證實能改善環境生態系統、提高農民收益及增進社會經濟的效益 

因農業具有確保糧食安全，減輕貧困和提供重要天然資源的功能，是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定位「永續農業」必須具有五項特性，在資源（土地、水、植物和遺傳資源）上可保存、環境

上非退化、技術上很適當、經濟和社會上可接受（Lee, 2005：1327），其理念涵蓋了農業生產對環境

的影響，社會大眾接受與否，及經濟的營利性。 

                                                        
10 上述宜林及宜農牧地認定所依據之「臺灣省農林邊際土地宜農宜牧宜林分類標準」，是農復會在 1953年至 1958年參照

美國農業部之各州農地土地判定分級標準舉辦之「農林邊際土地利用調查」後所訂定，將土地可利用限度分成八級。1977

年「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公布後，即訂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將山坡地依其坡度、土壤有效深度、土

壤沖蝕程度及母岩性質等條件，簡化區分為六等級。資料來源：吳輝龍 1989，臺灣的水土保持，科學月刊，第 230期，

http://163.27.3.193/Science/home/page.asp?peri=230&order=6，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25日。 

http://163.27.3.193/Science/home/page.asp?peri=230&orde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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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農業的之產生，主要在呼應現代農業賴以為基礎之自然資源品質的下降，故其概念，在促使

傳統農業的調整，兼重三生全面發展，維持地力與生態平衡，提供高品質及健康農產品，低成本高收

入的農業經營方式，以使其更加維護環境的健康，經濟的盈利能力以及社會和經濟的權益，而其核心

的價值觀應包含以家庭農場為主之農業結構、公平的競爭環境、加強和保護自然資源、尊重自然及地

區糧食系統和更好的社區。 

永續農業其概念涵蓋廣泛的技術面，包括有機（organic）、自由放養（free-range）、低輸入（low-input）、

全面（holistic）及生物動力（biodynamic），並因許多研究中，僅論及技術層面的問題，所以常常將它

與有機農業、自然農法等名詞並列。永續性農業之理念是世界性的，其觀念雖應相同，惟其作法或實

施對策可因各國及各地區之農業環境不同而有所不同。這些農業經營實踐方法的共同點，是模仿自然

生態的過程，農民減少耕作和水的使用，種植之區域每年以不同的作物和整合農田放牧牲畜，及培育

有機的生物體以控制破壞作物的害蟲，避免農藥的使用，促進健康的土壤。除了種植糧食，永續發展

的理念，也廣泛的擁護支持農場工人待遇和食品價格的公平，以提供農民收入宜居的原則。 

至於，臺灣於 1992年開始推動永續農業，尤其積極支持有機農業之發展，訂定各項法令、政策

以為推廣，如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的驗證機制、各項相關補貼及輔導措施，現臺灣有機農業市場

已漸漸成形，但仍有許多障礙、課題仍待克服。 

世界各國為面對現今氣候變遷及糧食安全的危機，針對國內農業經營活動的弱項，提出永續農業

發展的補救策略，這些策略由國家視地區的條件，進行長期整合性的規劃，其中亦不乏有跨國性的合

作，部分地區在實施這些策略或計畫後，其農業經濟、環境、社會的條件，明顯的受到改善，故藉由

這些經驗的揭示，本計畫認為於原住民地區推廣永續農業有其必要性，且他國經驗實足以作為我國面

對如何發展永續農業議題上的參考。 

（2）國外實施複合農林業之經驗證實其具有永續性，提供經濟生產、生態環境服務等多功能性 

所謂永續複合農林業，係指一種永續性的土地利用方式與產業混合經營型態，其經過良好的設計

後，利用木本多年生植物（如樹木、灌木等）、草本植物（如作物、牧草）或家畜等元素之間正向的

互動關係，來提供經濟生產之功能，亦能提供如鄉村發展、社會文化保存等功能，更重要的是，能提

供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等生態環境服務之功能，如此同時促進經濟永續、社

會永續、環境永續之發展，進而達成永續發展之理念。 

然而，在台灣，於光復早期 1950～1960年代，政府曾鼓勵複合農林業的實施，然並未積極投入

研究，至 1970年代以後，政府開始改變態度，逐漸限制複合農林業的發展，尤其於山坡地地區，唯

恐濫墾濫伐破壞國土及造成災害的情事更形嚴重，更是嚴格限制甚至禁止複合農林業的實施。在此情

形之下，國內有關複合農林業之研究十分缺乏，關於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的相關研究更是付之

闕如，因此，本計畫將探討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之情形，及其對國土減災的影響、可能面臨的

法令限制、實施的困境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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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論是複合農林業或有機農業，普遍被認為是永續農業之一種，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

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UNCED）所發表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中，將複合農林業視為具永

續性的土地利用與管理方式，因此，國際複合農林業研究中心（ICRAF）、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

於世界各地的溫帶地區（如英國、日本、美國等）、熱帶地區（如巴西亞馬遜地區、東南亞等）積極

推廣複合農林業。在國際組織推動的趨勢下，世界各國紛紛透過立法、鼓勵措施來推動複合農林業。

同時，在國外亦有永續複合農林業與有機農業結合實施之案例，如英國沙福郡的Wakelyns複合農林業

的農場、伯克郡的 Sheepdrove有機農場、哥斯大黎加的Montes de Oro Region等。並且，複合農林業

是全球原住民普遍採用的山林經營方式，如印尼諸島的農林混合經營。故而，世界各國實施永續複合

農林業之豐富經驗，令本計畫認為原住民地區有必要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且誠值得我國設計、採行、

推廣時之參酌。 

（3）永續複合農林業經過良好的設計，且在不危害水土保持、生態環境之前提下，能達到國土
減災的功能 

高山地區的農業常被指稱對國土減災有負面的影響，而複合農林業混合農業與林業的經營，故複

合農林業恐亦有相同的疑慮，如許多輿論認為高山地區實施農業所造成的超限利用問題，是災害發生

的原因之一，然而是否果真如此？研究地區實施農業、複合農林業時，依據當地居民之經驗與本計畫

長年之觀察，農地或林地本身對國土減災並無負面影響，不會導致災害的發生，然而，此種經驗並未

經過科學實證，難以定論。其次，經科學實證分析發現，當地崩塌災害的發生常見於道路上下邊坡，

故為當地產業發展、農林產品運輸而開闢的道路、農路，反而才是會對國土減災有不利影響的因素，

尤其值得注意。 

子計畫四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邀集 10位專家學者對永續複合農林業對國

土減災之影響提供意見，初步發現永續的複合農林業，經過良好的設計，融合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

生態知識，採行適當的經營、管理或利用的措施，是不會造成災害，甚至可能達到防災的效果，但是

目前國內與國外的研究並未證實其減少災害的效果如何或哪些情形下能夠達到減災的功能。即使如此，

永續的複合農林業，已被證實確實具有環境維護、水土保持功能，只要在「不危害水土保持」、「不危

及生態保育」的兩項先決條件下，設計符合當地自然條件的經營措施，且促進作物、樹木、家畜等元

素彼此之間的正面互動，使其能提供環境維護、生態保育、水土保持等生態服務，則永續的複合農林

業或可被政府接受，進而在原住民地區推廣與發展。 

（4）永續複合農林業之施行，雖面臨多種土地資源管理、利用法令之限制，實則符合原住民保
留地相關管理法令之立法目的 

由於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係採重疊管制，亦即一宗土地或一個地區上可有多種分區，每種分區

受其母法管制，故可能一個地區存在兩個以上的分區，而受到兩個以上法令之規範。於本計畫之研究

地區，全區皆屬非都市土地，而受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環境影響評估法之規範；

其次，全區皆屬山坡地，全區亦皆屬石門水庫集水區，而受到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管

制；部分區域屬水質水量保護區，而受到自來水法之管理；以及，當地居民所擁有之土地，皆屬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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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保留地，而受到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管理；另外，原住民保留地中屬林

地部分，除前述多項法令規範外，也同時受到森林法之規範；若原住民保留地中屬農業用地部分，除

前述多項法令規範外，也同時受到農業發展條例之規範。故此，本研究地區內當地原住民欲施行複合

農林業，須於其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之原住民保留地上，其至少受到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等七項法令規範，並且，依其用地或分區之性質，可能另會受到自來水法、森林法、農業發

展條例等管制。 

然而，觀諸這些法令規範之立法目的（如下表），最為重要者為環境保護，包含促進土地及天然

資源（含水土資源、山坡地、森林資源、農地等）之保育利用、水土保持、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

水、減免災害等。進一步從國外研究得知，永續複合農林業能整合樹林於農業經營系統中，強調木本

多年生植物（如樹木、灌木等）的生長，有助於森林資源的保育利用；複合農林業在保護環境與提供

多種生態系統服務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包含涵養水源、提高土壤肥沃度、水土保持、改善降雨逕流、

增加水滲透和水儲存等，有助於水土資源的保育利用、水土保持；複合農林業亦能保護集水區公共設

施、減少來自作物和放牧地的水污染、復原受汙染的土壤，有助於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複合

農林業也可減緩土壤侵蝕與流失、減少山崩，有助於減免災害。因此，複合農林業如經過良好設計，

確實能達到環境保護之目標，故本計畫認為永續複合農林業並不違背上述規範之立法目的，可在法令

上適度地修改，令複合農林業可有條件地許可實施於原住民保留地上。 

其次，上述法令規範之立法目的（如下表），甚為重要者有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包含保障原

住民生計、基本權利，以及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包含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化、促進農地合理利用、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等。自國外研究可發現，

國際上普遍肯認複合農林業為一種永續生產的土地利用方式，係以永續生產系統結合農業與林業的要

素，因此，其能支援生產多樣的產品，包含糧食、燃料、飼料及草料、纖維、木材、橡樹與樹脂、蓋

屋頂草料、建造樹籬材料、園藝材料、醫藥產品、工藝品、休閒及多種生態服務等，另可促進地方經

濟，包含增加經濟穩定性、地方產品多樣化與經濟、農村技能多樣化、增進糧食與燃料安全、文化與

自然環境的維護措施、地景多樣化等。故而，若於原住民地區發展複合農林業，一則可促進農地合理

利用，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提高農民生活水準，進而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另則改善原住民

生計，確保原住民族經濟發展的權利，能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確實能達到前述立法目的，因此，

子計畫四認為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有其必要性。 

 

 

表 4：新竹尖石研究地區現行土地資源管理利用法令一覽表 

法令 適用地區 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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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 適用地區 立法目的 

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 

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

理分布，以加速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

公共福利 

環境影響評估法 全國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

境保護之目的 

水土保持法 

山坡地、集水區、水庫

集水區、特定水土保持

區、森林區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以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

源，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增進國民福祉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山坡地、集水區、水庫

集水區 
促進山坡地保育、利用 

自來水法 水質水量保護區 

策進自來水事業之合理發展，加強其營運之有效管理，

以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

進工商業發達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土地 
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

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 
原住民保留地 保障原住民生計 

森林法 林地 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 

農業發展條例 農業用地 

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化，促進農

地合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增進

農民所得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永續複合農林業之施行，能解決原住民部落發展之困境，及符合專家學者及大眾對於永續
農業的期待 

從上述分析可知，從國外實施永續農業與複合農林業之經驗，證實以有機經營方式實踐複合農林

業，亦屬永續農業之一種，具有改善環境生態系統、提高農民收益及增進社會經濟的效益，同時具備

永續性與多功能性之特質，且永續複合農林業經過良好的設計，且在不危害水土保持、生態環境之前

提下，能達到國土減災的功能，亦能符合原住民保留地相關管理法令之立法目的，惟仍有多種土地資

源管理、利用法令之限制，有待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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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透過當地原住民訪談瞭解，以有機農業與複合農林業結合的經營方式，能從有機農業經營獲

得經濟收入，亦能獲得環境效益，有助於農作物生長與土地健康，能永續利用土地，也能培養、養育

族人與下一代，是於山坡地地區較佳的農林混合經營系統，因此，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

確實符合原住民族對永續生存發展的需求，也能解決原住民地區經濟發展不佳的困境，故當地原住民

認為此有其必要性。 

另外，藉由專家學者們的訪談，發現他們大多數認同基於現實中原住民生計與經濟權利、原住民

地區發展與自然資源保護的需求，複合農林業能結合農業與林業的優點，又能避免兩者的缺點，只要

透過設計適當的管理、利用措施，落實實施原則－「right plan, right place, and right purpose」，符合水

土保持、生態保育、不影響生態食物鏈的先決條件，則複合農林業能解決民眾生計問題，可具有很大

的經濟效果，也不會造成災害，反而可能有助於防止災害，又可兼顧涵養水源、水土保持等環境復育

效果，對於政府單位、農民都應是有利的，故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其可行性與必要性即可確定，而子

計畫四亦認同此等看法。 

（二）阿里山鄒族來吉部落（子計畫一） 

1.分析鄒族神話中的起源與空間觀點 

按子計畫一，透過前人研究的文獻分析得知鄒族的空間觀點以及其文化中對於環境劇烈變遷的神

話與口傳歷史。傳統上鄒的領域（Hupa）之開拓乃至整個鄒族宇宙世界（cosmology）之形塑，需要

追溯到神話傳說有關鄒族人類誕生的故事，老一輩的鄒族相信鄒族都是由鄒的天神（Hamo），運用不

同樹葉所創造出來的，人世間紛然的事物、幸與不幸的命運、普通或超凡的能力、神聖與世俗的分界，

往往都有明確的超自然相互對應（王嵩山，1995）。此外，鄒族學者浦忠成（2001）的研究提及鄒族

的神語故事有一套敘述結構，其核心就是源自洪水時期（ne moho nana la tupu e hpupungu）因為一條

鰻魚（tungeoaz）橫臥溪流，最後導致洪水氾濫，人類逃往玉山（Patunguanu），而後在山上生活，人

與野獸共處，啟悟了祭祀歌謠與獵首的意義，最後由螃蟹（yongo）協助人類讓洪水退去，鄒人開始

下山，各氏族建立會所，而後再度結集發展的進程（王嵩山、汪明輝、浦忠成，2001）。這些故事涉

及了鄒族人認識世界的態度。鄒族學者汪明輝（1990）的研究認為鄒的傳統領域意識，起點為玉山，

最北邊為濁之水，即為陳有蘭溪流域，最南邊深之水，即荖農溪流域，這兩條溪流合起來的領域，為

鄒歷史神話傳說中，人類上山再下山的活動範圍。因此而各氏族的分散、聚集、結社的歷史過程，都

離不開這個基本空間邏輯。 

2.瞭解來吉部落的形成與定居地的選擇 

按子計畫一，鄒族聚落的傳統社會概念，一般會將聚落以 Hosa（大社）結合幾個分支 denohiyu

（小社）形成基本的政治單位（王嵩山，2003）。來吉聚落就北鄒族的社群系統分類，便屬於 Tufuya

（特富野）系統下的 denohiyu。因此來吉部落的形成，跟早期 Tufuya社的居民在狩獵活動與墾殖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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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之中，所逐漸形成的聚落。 

相傳 1700年左右，來吉村祖先由 Tufuya遷出移住樂野 20 年，再來越過十字路分水嶺，一位特

富野獲獵人發現了今日來吉部落附近的這一片平坦台地，加上水源充足、獵物眾多，因此便建立了據

點。起初居住最初只在此搭建獵寮（Hnou），作為耕作，打獵的遮風避雨處。仍定期返回原居地住處。

而後便習慣而居住下來，進而定居，建立家屋（Hunou）在今十字路附近的 Toe'uana（得恩亞納）。之

後再暫居於 Chumana（粗媽娜），再移往 meongo（尖頂山，今來吉 1、2鄰對面山頂）。因此現在的來

吉，自 17世紀開始有特富野的人在此環境中進拓殖。而後不同氏族在不同年代，逐一的進入今日聚

落週邊定居（羅永清，2000）。 

文獻上記載此聚落位於阿里山溪山麓谷口右岸沖積地，屬清代勝勝柴社（流流紫社）的舊址，即

舊來吉，又稱內泵（bnguu、pnguu）。而後日文譯成ララチ社，在日治初期明治 32 年（1899）的總

督府統計書中，被寫成「勞勞紫社」，在明治 37年（1904）的〈臺灣堡圖〉上，則被註記為「勝勝柴

社」，而明治 39 年（1906）以後的統計書上，都被寫成「流流紫社」。日治初期明治 37 年（1904） 的

時候，meongo是附近最大的聚落，但因為Meongo取水不便而後移居至 fanafunau，最後才定居於此

地，最初來的三戶人家，即陳、汪、杜等三姓氏（汪明輝、潘英海、鄭安睎，2009）。 

在 1900後因為阿里山森林的大開發，Toe'uana附近生長了許多的香樟與牛樟林，故日本政府希望

伐除了森林之後，改種植柳杉林，同時跟居住當地的鄒族族人協議，希望能協助開發。另外傳統上，

鄒族人當時仍為山林燒墾的生活型態，從日本政府殖民的角度而言，游耕的生活方式，非常難以管控，

因此自 1912年阿里山森林鐵路開通之後，便想要將分散在附近三個小聚落的族人，統一集中管理。

故在阿里山森林大開發時期，便有部份氏族開始遷居至現今來吉聚落後 3鄰（nafunaw, 那芙鬧11）的

位置進行燒墾。依據佐山融吉 1915年於來吉的調查記錄「1915年時，有以下氏族Yaisikan（石）、Tiaki’ana

（鄭）、Tuthusana（朱）、Akuyana（陳）、Peongsi（汪）」為部落較早期遷入的氏族。1916年後，因為

阿里山森林開發的關係，開始有自特富野、達邦的氏族加入來吉聚落（羅永清，2000；王嵩山，2003）。 

1922年，日本政府開始在阿里山地區設立「水田指導所」，倡導鄒族人在「蕃地」範圍內，從事

水田耕作，以便利用水田開發的行動，進行動員部落地方資源，創造外力介入部落社會的政治行動。

日治時期的來吉社，在 1926年，8月 17日，警方開始強制動員，將分散於三處的小聚落，集中到今

來吉部落的第 1、2鄰之位置-Chumana，進行水田稻作的開墾。Chumana在鄒語為「出水口」之意。

因為來吉 1、2鄰剛好就位在阿里山溪、蘭花溪、科子林溪（tanayasana）的交匯口處，取水便利，地

勢平坦。因此日本便在此地指導鄒族人，開墾了 6.2甲水田，同時將 2鄰、1鄰的土地，漸次開發成

梯田，建造灌溉設施。而水田稻作的開展，正是來吉聚落從傳統作物開始轉變為經濟作物的關鍵性力

量，改變來吉部落的農作生產結構。1935年之後，因應集團移住政策之故，日本政府併入了來自伊姆

茲（Imutsu）、魯富督（Luhudu）-久美社的氏族，加入了今日第四鄰（Hamoana）、第五鄰的聚落。子

                                                        
11 報導人鄭喜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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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一回顧這些歷史過程，發現鄒族部落的組成，傳統上是由各「亞氏族」作為基礎，透過祭儀及攻

守同盟來形成聚落。吉部落的組成傳統上雖然屬於 Tfuya的小社，但在 1895年後因日本統台灣的因素

影響下，自 1930年代後，來吉部落的家族組成，已經由單純的 Tufuya系統，變成綜合來 Tfuya、Tapang、

Luhudu、Imutsu這四大社系統中各「亞氏族」組成的部落。這些不同系統的組合讓來吉部落成為了當

代阿里山地區相當特殊的部落組成形態。 

來吉部落今日存在的 5個鄰，便是自 1900年初始，透過水田、森林開發而形成。自 1945年後，

台灣在國民政府接掌台灣後，承續日治時期的行政體系，掌控台灣的原住民事務。而來吉的五個聚落

點也是因而被編入當代的行政體系，形成今日所見的 5個鄰。啟始於日治時期的水稻種植，直至 1970

年初才終止。來吉的景觀，自 2鄰到 1鄰，由上而下，一階一階的水稻田，自 1970年代停種水稻後，

1鄰逐漸變成聚落家屋的建築基地，在 1鄰外緣靠近阿里山溪的水田，則在日後逐次的風災當中，漸

次流失。來吉部落從上述的變遷歷程中可以發現，現今的來吉乃是透過日治時期的政治力量重新安遷

整併成聚落。自 1926年到 2013年，來吉聚落 1、2鄰實際居住的歷史不過 87年。這 87年來，1、2

鄰旁阿里山溪上游的森林大開發，國府時期的農業上山政策、林業政策，以及加諸在來吉族人生活空

間之上的各種法律限制等因素，讓來吉族人喪失了對於家需要在何處蓋的自主權。某種程度來說，族

人失去了「趨吉避凶」的選擇。 

3.回顧來吉部落莫拉克風災重建的歷程 

按子計畫一，來吉的災後重建經驗，部落報導人回憶起過去的災害經驗，必定提及「葛洛里颱風」

曾為來吉帶來了重大的災情。而後自 1996年開始的「賀伯颱風」、1999年「921大地震」、2001年「桃

芝颱風」、2004年「敏督利」，讓住在來吉的族人需面對颱風季節隨時必需自行撒離的心理及經濟壓力。

2009年「莫拉克颱風」則讓 1、2鄰幾乎被土石流淹沒，3、4鄰地勢較高但亦受到後方塔山下部份土

石流的侵襲。2010年 2月 2日行政院重建推動委員會決議通過將阿里山的來吉部落劃定為特定區，農

委會隨即在 2月 11日正式公告特定區範圍。但是特定區的劃設，並沒有停息部落內部對於重建的擔

憂與歧見。莫拉克風災發生半年後，來吉村的鄒族族人對於是否遷村，一直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但是

大家心裡的痛苦掙扎卻是一樣的。 

2009年 9月中，莫拉克風災一個月後來吉召開部落會議討論重建議題，由於來吉村從來沒遇過這

麼大的危機，既有行政系統也無法承擔這樣艱鉅的任務，所以就在這一次的來吉（共有五鄰）部落會

議上，參與的每一鄰代表共同決議，成立「來吉村自救委員會」。自救會面臨的狀況是，土石堆積後

的阿里山溪河床，幾乎與第一、二鄰的部落基地等齊，最大落差不到 3公尺，雨季來臨時，可想見其

險象。在此情況下，第一、二鄰的許多族人，即使難以割捨幾代以來艱辛建立的家園，但是在傳統領

域土地內尋找其他居住地點，似乎才能確保族人的安全、發展，以及維繫與土地的關連。而地勢較高

的第三、四鄰，則希望現地重建，讓產業生計能夠繼續維持下去，也讓來吉守護祖靈地塔山的責任能

延續下去。不論主張遷村與否，來吉部落所考慮的其實都是：安全、發展、族群責任。但是，政府政

策的反覆變動，以及部落族人對政策理解的落差，反而是造成來吉部落災後重建最大的挑戰。一開始，



 
26 

政府政策將劃定特定區與取得永久屋的條件綁在一起。以致於為著雨季、汛期來臨而擔心受怕的一、

二鄰族人大多同意劃定特定區，並積極要求政府同意讓大家搬遷到位於傳統領域的舊部落 Toe’uana，

亦即現在的 152林班地。而林務局、原民會也都表達了支持來吉在 152林班地重建的立場。但由於原

居地劃定特定區之後的法律效果搖擺不定，究竟還能不能住、還能不能去、房子要不要拆、道路會不

會修、土地是不是被徵收、水電會不會斷？使得三、四鄰的族人，一來對於遷村政策不信任，認為劃

定特定區將嚴重影響部落發展，二來看到政府承諾的部份硬體與產業重建工作已經在部落內部展開，

而預期政府將在原地協助重建，因此堅持留下來。這樣的內部歧見，因此讓不願意搬遷的族人另外組

織了「來吉村重建協會」。 

2010年 1月 20日，針對劃定特定區與否的問題，重建推動委員會與相關部會官員到來吉會勘並

聽取部落族人意見。族人之間依然沒有共識。最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決定來吉劃定特定區，但卻註記區

域內「未取得共識」的家戶。重建推動委員會這種奇特的做法，能否符合重建條例第 20條第 2項須

取得原居者共識才得劃設特定區的規定，不免令人懷疑。1月 20日決定將來吉劃設為特定區後，重建

推動委員會立即在 2月 2日正式議決通過，農委會則在 2月 11日公告來吉為特定區域。但啟人疑竇

的是，就在 1月 25日，「莫拉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安置用地勘選變更利用及重建住宅分配辦法」

再度修正，將永久屋的分配與特定區劃設脫勾。意思是，即使沒有劃定特定區，只要房屋所在地是安

全堪虞地區，一樣可以受配重建住宅。 

但是，可能因為溝通管道並未暢通等因素這來吉部落並未即時被告知，換句話說族人如果知道這

個訊息，會不會重新考慮是否劃設特定區？（目前因配合劃設特定區遷居的搬遷補助費發放，也應該

隨之修正並適用在安全堪虞地區的搬遷上。）如果修正後的辦法，讓因為危險需要遷居的可以安心遷

居，讓因為安全決定留下來的可以安心留下來，那麼，來吉的族人怎會陷入掙扎、怎會在親人手足之

間出現疙瘩？此外，必須搬遷到安全地點的第一、二鄰族人，在爭取 152林班地的過程也備覺艱辛。

自救會核心幹部目前的村長陳有福說：「要不是因為太危險，我們也不願意離開來吉，如果政府還不

讓我們搬到 152林班地的舊部落，我們就死守一、二鄰，哪裡也不去」。 

2009年底自救會爭取對 152林班地進行會勘，對來吉內部爭議一直表現的事不關己的鄉公所，也

沒有給予任何協助。之後，嘉義縣政府針對 152林班地進行初勘與復勘，經過二、三十名專家學者的

參與，認為是相當安全的地方。由於林務局、原民會也分別表達了樂觀其成的態度，自救會以為「離

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的重建政策，真的能在來吉實踐。然而，2010年 2月情勢逆轉，重建推動委

員會認為 152林班地的交通系統建設等將耗費龐大，光是鋼骨結構橋樑就得花去數億，故不可行。3

月 1日內政部營建署也致函嘉義縣政府，指出 152林班地不安全、基地環境條件不佳、所需費用過高；

且重建推動委員會指示 2010年 7月 31日前必須完成所有永久屋，任何費時更長、較麻煩的地點，都

被排除；所以已預備將來吉 80多戶搬遷戶以及其他部落搬遷戶，必須遷到番路鄉的觸口永久屋。自

救會無法接受這樣的結論，因為，內政部是在一百多公頃的 152林班地中，挑出其中小面積不安全的

區域，然後推翻該用地業已經過學者專家認定的安全性；問題是重建難度與重建經費是明顯誇大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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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至於重建推動委員會指示的永久屋興建期限，更是其快無比，族人固然希望重建又好又快，但總

不能讓急就章的績效凌駕居民的完善安居。基於事態緊急，2月 24日陳有福代表自救會爭取到在重建

推動委員會發言的機會，在力爭之下最後行政院院長吳敦義裁示，針對 152林班地作為來吉遷居地進

行重新評估。 

2010年 3月 6日，雖然內政部前已發函縣府表達不可行，但在嘉義縣政府重建推動委員會向前來

訪視的內政部官員簡報時，陳有福（亦為縣府重建推動委員會委員）當場提出行政院院長的指示，並

要求內政部支持。3月 13日，重建推動委員會副執行長陳振川以及縣政府、鄉公所人員，重新回到

152林班地會勘。這一次，重建推動委員會表示，152林班地的基地堪稱平坦安全且面積足夠，至於

聯外交通經費約需 8千多萬，可由原民會、縣政府、鄉公所協調分攤。為了儘可能在 7月 31前重建

完成，重建推動委員會將本案列管，要求盡快處理社區規劃意向、加速公共設施重建。2010年 8月

11日，在嘉義縣政府秘書長於下午 15 時 30 分主持召開莫拉克風災永久屋基地涉 152 林班地開發相

關事宜會議，與會代表有阿里山鄉來吉村陳有福村長、來吉自救會成員、阿里山鄉公所楊課長；嘉義

縣交通局、嘉義縣政府民政處、教育處、城鄉發展處等均派員與會。會後決議將阿里山 152 林班地能

否作為永久屋基地提案提送行政院莫拉克重建委員會評估。到了 12月 27日召開 152 林班地後續事

宜討論會議，由嘉義縣政府祕書長主持，除嘉義縣政府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小組、城鄉處、阿里山公

所等單位出席外，亦邀集來吉村村長與當地居民等人與會討論。會議過程中，雙方對於 152林班地作

為重建基地的看法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決議委外由顧問公司對於 152林班地的安全性進行評估。

到了 2011年的 1月，因為委外顧問公司進行評估的經費過低，造成 2次流標。1月 21日縣政府行文

原民會將委外評估經費調高後，在 4月 6日由青聯顧問公司得標，進行 152林班地基地安全性的評估

工作。同時因時間緊迫，青聯公司於 4 月 10 日進場施作測量及鑽探事宜。直至 6月 21日，青聯顧

問公司完成基地安全性評估的地質鑽探工程。但是因為受限於安全性評估的爭執，原本有意願搬到 152

林班地的 80戶居民，不堪行政流程的拖延及對於未來何處安居的焦慮，因此到了 2011年的 6月 23

日只剩 45戶願意搬到 152林班地。村長陳有褔在受訪時也認為嘉義縣政府刻意的強調 152林班地安

全性的審查，然後鼓勵居住在隨時受到土石流威脅的居民搬到番路鄉的觸口的永久屋基地，根本就變

相的讓居民被迫選擇離開來吉。在 7月 15日時青聯顧問公司完成了安全性評估的評斷報告，報告中

顯示 152林班地符合重建基地的要求，這讓原本期待搬到 152林班地的居民信心大增，認為只要有這

份報告一定能讓嘉義縣政府同意 152作為永久屋的基地。但是自 2011年 8月 11日開第一次審查會到

10月 31日止，五位 5位委員中，惟仍有 2 位對於 152林班地的安全性有意見。 

到了 2012年的 1月 4日，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長邀集城鄉規劃科、建築師及青聯公司等相關

人員，針對 100 年 12 月 20 日辦理審議小組第 13次現地會勘程序（152 林班地基地） 的結果意見

分歧，無法作出安全無虞認定結果進行討論。最後經過多次的審查與安全性評估的評斷報告修正後，

最終於 2012年的 5月 15日，由嘉義縣政府秘書長容主持審查會議，經濟發展處邀集審議小組委員、

相關單位及規劃公司等召開嘉義縣阿里山鄉莫拉克颱風災後永久住宅安置用地-152 林班地開發案開

發計畫書及水保計畫第二次聯席審查會議，經委員會討論、審查並尊重災民遷居安置意願，最後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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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開發計畫與水土保持計畫。9月 13日，152 林班地基地永久屋住戶開會研商永久屋興建坪型及費用

分擔事宜，經討論獲致共識決議建物坪型 A 型房（14 坪）部分改為 16坪，B 型（28 坪）及 C 型

（34 坪）部分改為 32 坪，費用由嘉義縣政府向財團法人脤災基金會申請補助，不足部分由世界展望

會全額負擔。雖然永久屋基地已經通過開發計畫與水土保持計畫，但是從 2012年 5月到 2013年 12

月 19日永久屋正式動工為止，在這永久屋基地上需辦理「土地變更」、「152 林班地基地重建安置地

上物查估、拆遷及土地先行使用協議」、「152 林班地永久屋基地供水系統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服務」、

「嘉義縣阿里山鄉 152 林班地基地重建安置地-社區中心整建工程」、「嘉義縣阿里山鄉 152 林班地基

地重建安置地之永久屋基地公共設施工程」、「152 林班地公共設施管線協調會」、「152 林班地聯外道

路改善工程設計審查會」、「嘉義縣阿里山鄉 152 林班地基地社區中心工程」、「嘉義縣阿里山鄉 152 林

班地基地供水計畫」等協調、審查會議共十餘次，秏時 1年 6個月，永久屋才正式動工。在子計畫一

研究期間曾隨部落代表參加數次「來吉永久屋基地專案協調會議」，在這當中部落代表除了要面對層

曾複雜的法令挑戰，更需在審查、協調會議遇上颱風期間，還要面臨撤村避難的措施。 

4.探討來吉部落的災後重建經驗與課題 

按子計畫一分析，來吉的重建經驗反映出幾個問題如下:1. 政府執行政策動作迅速，居民未經充

分溝通，亦無足夠時間思考. 2. 原鄉劃定特定區域與去留之間的法令糾纏。3. 迫切的生計問題與未來

發展的困境無法得到解決。4. 留鄉重建的想法並未在災後立即獲得政府積極的支持。5. 劃定特定區

域造成的部落分裂。6. 在地經驗與專家決策的衝突。7.自主遷村的想法並未災後獲得政府積極支持。 

針對來吉災後重建經驗，本研究有以下觀點。第一、莫拉克風災之後，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為重建推動委員會）所謂「一步到位」的永久屋政策，企圖縮短安置與重建

的時程，雖然其中蘊涵家園永續的系統性思考，但相當程度卻混淆了暫時安置與家園重建的不同階段

性目標，這不但低估了災民預備家園重建所需的緩衝時間，以及災民對於家園重建廣泛與複雜的需求，

也高估了政府在災民長期持續的家園重建中所能提供的陪伴能量與資源。換句話說，著重於永久屋的

提供，並未能有效地回應災民對於家園重建之長期性考量，相當程度上，不但無法立即達到家園重建

的目標，反而模糊了短期安置的重要階段性目標，即是：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與時間作為中繼，尊重

遷居的災民自主意願的表達以及多元重建方案的形成與參與。 

第二、來吉部落在莫拉克風災後，一度劃入特定區，後經部落抗議後，又再度撤銷。從這個過程

來看，由官方所邀請的專家學者團隊對於災害敏感區的調查與劃設，就其提供居民未來避災與防災的

環境資訊而言，確實有其重要性。但是，在本次的莫拉克風災經驗初期，官方重建單位將特定區域劃

設背後國土保育等限制土地利用的目標與受災戶取得災損補助，或是永久屋的取得資格綁在一起，此

一部份不僅引發剝奪災民人權與財產權的疑慮與抗爭，不僅沒有解決國土保育的問題，更有簡化原本

就極端複雜的國土保育議題。整體而言，是否利用天災民難的非常態政治處境下，遂行國土保育等限

制土地利用等目標？這是一項具有高度政治風險，且需要審慎與相關配套做法的議題。更重要的是，

如果災害敏感區域的劃設有其必要性，那麼就應該在平日便以更有系統性、整合性與長期性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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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累積，並適時地提供民眾參考。 

第三、來吉個案，在建重建單位在特定區的劃設上雖然投入相當龐大的調查人力與物力，然而在

中央與地方等不同重建單位所組成的暫時性科層體制操作過程中，一方面必須面對緊急的環境資料庫

整合並形成決策，另一方面又須配合重建求速求簡的壓力，研究個案顯示其過程確實產生不少在特定

區劃設認定前後不同或是修正，以及標準不一致的種種民眾疑慮，這些疑慮加上決策資訊傳達不明朗

的因素，導致在來吉部落造成有關公平正義的反彈聲浪。 

第四、自然災難的產生，是讓家園建構複雜化的關鍵因素，從這次莫拉克風災重建的議題之中，

政府與慈善團體在政策上推出的「永久屋」正是對於安全固著的「家」的一種想像，但是來吉自救會

的居民，卻拒絕住進政府為他們準備的觸口「永久屋」，而高喊著「我要回家」的抗議口號。顯然，

政府、慈善機構、災民對於「家」的想像大有不同。對鄒族來吉自救會的成員而言，所謂對家的想像

應該是來自袓先原本的袓居地，也就是透過災後積極爭取的 152林班地，來吉部落傳統領域稱為

Toe'uana(得恩亞納)的地方。但對於另一群要原地重建的居民而言，他們要守護的是位在塔山下的「家」，

就是現今部落的 3、4鄰。這兩者的立場皆是為了維護家的完整性，對政府災後極力讓村民被迫遷到

觸口永久屋的作法，可說是極力抗拒。在風災之後在這過程當中，劃定特定區和取得永久屋資格互綁

的作法過於僵化，不給部落居民進行討論該如何重建家園的機會和時間，反而製造了兩者對於如何重

建家園想法的衝突。另外對於想要返回袓居地的居民，地方政府基於施政的便利性和維護政府利益為

前提下，利用專家決策的機制，一再否定居民「離災不離鄉，離鄉不離村」的想法，讓留在原地一再

面臨颱風季節預防性撤離的居民，無所適從，讓生計問題與發展困境無法得到解決。這些措施忽視了

來吉部落社會持續變動的相關條件以及居民與環境彼此關係的互動結果。這樣的重建政策，不但未有

效降低居民受災的程度，反而變成部落居民受災的主因。 

5.進行莫拉克災後來吉部落的重建經驗與段義孚的自然與文化關係之對話 

按子計畫一，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在他的名著「逃避主義」（Escapism） （1998）一書中提

及人類的文明無不是想盡辦法逃離自然變遷的不安所造成的結果。但假如在實際上無法真正逃離這些

威脅，那麼人類文化即是創造一種感覺上可以逃離自然威脅現實（reality）的關鍵力量。就他而言，

整體人類文化的表現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逃離自然。他指出這種文化建構的力量，同時包括物質與精

神兩方面，在物質上可能包括所有工技知識在人類家園與社會組織建構的運用，而在精神面上則包括

信仰與宗教崇拜所帶來的安全感等。段義孚對於自然與文化關係的理解，著重在一種美學、實存

（existence）以及意義上的人文性探討，有別於自然災難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分析，但卻不見得是

彼此衝突的。子計畫一將以段義孚的自然與文化關係命題為出發，思考當人類面對劇烈的自然生態變

遷時其文化建構的內涵，並實際地從莫拉克災後鄒族部落的重建過程中，探討自然災難與人類家園建

造與想像的關係與過程。更進一步，這些文化理解與實作可以如何在當前的全球氣候變遷下的國土保

育與永續發展議題上進行有效的論述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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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研究的目的在彙整與抉擇人文地理學中有關地方感的研究進路，並且嘗試與本計畫民族

科學研究架構中關於宇宙觀與信仰層面的文化理解進行對話與融通，並建立子計畫一關於家園實作的

文化分析初步架構。在個案研究上，系統性地蒐集鄒族的空間觀點以及其文化中對於颱風、地震、水

災等相關環境劇烈變遷的神話與口傳歷史，以及鄒族來吉部落在莫拉克災後重建相關的經驗與資料。 

（三）後續建議 

1.建議我國應運用原住民知識於當代災害管理制度的設計（子計畫二） 

於子計畫二中提出，有鑑於傳統地名所反映出來族人對於環境資訊細微掌握的特性，這些知識實

應該被善用在當代的災害管理制度之中，和現代科學合作，共同提升整體社會面對災害問題之能力，

其和當代的災害管理之結合，至少可以有以下兩值得努力的方向：（1）應將這些地名知識，結合參與

式製圖的方式，形成社區防災地圖，記載族人對於環境的細微觀察與認識；（2）使傳統地名作為防災

教育的一環，包括持續傳統地名收集與研究，並使其轉化成為部落社區的在地環境教材，讓族人對於

這些知識的傳承與運用可以持續。 

本研究認為原住民知識乃是存在於持續和土地互動者之實踐中（而這也是原住民知識可貴之處），

它們會因為持續實踐而動態調適，也會因為失去實踐的空間而消失。由於原住民知識具有的時間上（對

於所處社會/環境的長時間觀察）、空間上（在地細微特性的掌握）、人群上（社會組織的動員能力）的

特性，這些特性可以和現代科學合作，共同提升整體社會面對災害問題之能力，因此，我們更需要創

造和維護使原住民知識得以被持續實踐的機會。 

2.建議我國應發展永續複合農林業（子計畫四） 

（1）展開永續複合農林業多功能性與永續性的研究 

按子計畫四，台灣自 1990年代開始大力推動永續農業，尤其是有機農業之發展，最早為台灣省

政府農林廳推動的「有機農業先驅計畫」，至今已有完善的法令與政策等制度。然而，作為一種永續

農業經營模式的永續複合農林業，雖在台灣已實踐數百年之久，在 1950至 1960年代間台灣省政府也

曾鼓勵混農林經營系統，但是至 1970年代以後，政府逐漸限制複合農林業的發展，尤其於山坡地地

區，唯恐濫墾濫伐破壞國土及造成災害的情事更形嚴重，更是嚴格限制甚至禁止複合農林業的實施。 

在此情勢下，國內有關複合農林業之研究十分缺乏，關於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的相關研究

更是付之闕如。故而，子計畫四認為應該全面展開永續複合農林業之相關研究，面向應涵蓋水土保持、

自然資源保育、生態保育、氣候變遷、農林漁牧產業經營、土地利用、社會文化、環境地景、法令政

策、原住民族、市場行銷等跨領域研究，全面且深度的實證研究可更加證明台灣實施永續複合農林業

之多功能性與永續性，方能支持於原住民地區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踐與發展，也能改變政府與大眾對

其的負面印象。 

（2）建立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驗基地與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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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計畫四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之專家學者座談會中，林士淵教授認為永續複合農林業之農

作物、樹木等要素的「複合」方式，如種類、位置、時間與規模等「複合」的型態，有必要予以研究

與討論，並建議可建立複合農林業之示範區，以尋求大眾與政府可接受的農林混合經營模式。 

因此，子計畫四認為可建立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驗基地與示範區，地點不限於原住民地區，非原

住民地區亦可，可選擇刻正實施複合農林業且效果良好之地區，作為示範區及實驗基地，或選擇曾經

實施複合農林業之地區，作為實驗基地，或選擇環境敏感度較高的土地，作為環境面向多功能性之實

驗基地。藉由實驗基地與示範區之實證研究，設計具有多功能性與永續性的複合農林業經營模式，以

供未來於原住民地區實踐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參酌。 

（3）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踐應結合在地知識或原住民知識 

在子計畫四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之專家學者座談會中，羅素玫教授指出建立知識體系的必要

性，必須結合永續複合農林業與原住民知識，將永續複合農林業相關的知識轉換為大眾與政府可以理

解的語言，以改變過去大眾與政府對複合農林業的誤解。 

因此，子計畫四認為於複合農林業之相關研究，應該擴及在地知識或原住民知識之領域，尤其在

一些原住民地區，他們實施複合農林業已有長久的歷史，累積了非常豐富的經驗與知識，這些原住民

知識應該融入複合農林業的實踐之中，進而發展出適合台灣與在地化的複合農林業，並且將這些原住

民知識與複合農林業知識轉變成大眾與政府容易瞭解的語言，這有助於複合農林業的推廣與獲得肯

定。 

（4）改變政府與公眾對永續複合農林業之誤解 

在子計畫四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之專家學者座談會中，羅素玫教授指出欲改變過去大眾與政

府對複合農林業的誤解，必須展示台灣的成功案例，讓大眾與政府能瞭解複合農林業的實踐過程、效

果與優點。 

因此，子計畫四認為經由永續複合農林業的廣泛研究，及分析實驗基地或示範區的實踐成效，經

過廣泛的宣傳與展示複合農林業的多功能性與永續性，以改變政府與公眾對其的誤解或負面印象，才

能促使民眾支持甚至願意施行永續複合農林業，也才有可能令政府修改相關土地管理與利用的法規，

甚至研擬推行政策與支持、補貼措施。 

（5）修改政府土地利用與管理相關法令與政策 

針對原住民地區的土地利用與管理相關法令，雖有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訂頒，但在授權之相關子法

尚未制定齊備前，原住民族地區土地制度及權益的保障即未能完善。是以原住民對土地的利用仍須受

到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法、水資源保育與開發相關法令、國家公園法、森林法、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等法令的限制。 

然而，複合農林業本身可達到的多功能性與永續性，其實與上述法令之立法目的是不衝突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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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能有正面的助益，因此，子計畫四認為可在法令上適度地修改，令複合農林業可有條件地許可實施

於原住民地區上，相關詳細建議將於後述說明，以改善原住民的經濟與維繫原住民的生存，促進原住

民地區的發展，兼顧自然環境的維護與水土保持。 

（6）研擬政府對永續複合農林業實踐之支持與補貼措施 

永續複合農林業的實踐，若無政府的支持，將難以在原住民地區開展，因此，子計畫四認為政府

應研擬相關的支持與補助措施。於支持措施方面，建議政府提供農民教育、生產技術輔導、生態環境

維護措施建議、水土保持評估與建議、農林產品銷售輔導、社會推廣宣傳、消費者教育、擴大市場、

研究與科技、稅賦減免等支持，以降低農民進入複合農林業的門檻。 

至於補貼措施方面，建議政府深入評估複合農林業的多功能性，尤其是如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

維護、稀有物種保育、基因保存、土壤改善、水資源維護、地景維護等環境面向之功能，透過科學、

統計方法評估其多功能的價值，據此研擬補助措施，包含補助項目、措施、金額、方式等，以鼓勵農

民採行永續複合農林業。 

（7）公私協力推廣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踐 

永續複合農林業的推廣，除依賴政府的支持外，也需要私部門的支援，透過公私協力，才能讓複

合農林業有更好的發展。因此，子計畫四認為應該聯合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科學組織、私人企業等，

集合社會上的資源、資本、資金、人力與技術，共同投入複合農林業的研究、教育、推廣與實踐的活

動中。 

尤其是現階段台灣有關複合農林業的研究相當少，專家學者、農民或政府對於複合農林業的認識

不足，有必要深化相關的研究，才能進一步讓社會瞭解其優點與價值，因此，應該結合現行相關政府

單位、有意願的非政府組織、科研機構、農林企業與農民，共同研究與發展相關的知識，包含農林產

品生產、農場經營、市場運作、環境維護、政策法令等方面，形成一套知識系統，以利於後續推廣與

實踐。 

（8）發展永續複合農林業有賴市場機制之健全 

欲促使農民採行永續複合農林業，其前提必是農民能從此中獲得足以維持其生計的收益。因此，

子計畫四認為市場機制的健全甚為重要，農民於農林漁牧的混合經營過程，其所生產的農林漁牧產品

必須能夠銷售至市場上，並透過市場價格換取利潤，而且市場價格必須盡可能維持穩定或能有所提升，

如此農民才能獲得穩定的收入，以持續地從事複合農林業。 

另則，複合農林業提供的多功能價值，也應該反映於較高的市場價格上，並鼓勵消費者購買此種

產品，如此增加農民額外的報酬，能促使農民更有意願投入複合農林業。或是，透過開發新的市場，

如複合農林業的生態旅遊或鄉村旅遊，增加大眾對複合農林業的認識，也鼓勵大眾至農場在地消費，

可節省農民的運輸成本，又增加農民的額外收入，有助於農民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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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我國應調整當前土地使用管理制度（子計畫四） 

（1）加速完成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以作為法規執行之確立 

原住民族自其經濟、文化、歷史傳承的整體發展觀之，皆無法與土地產生切割。而如前述，現行

於國土規劃上，針對原住民地區資源治理事項，雖多數的法規已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之意旨，

納入法規修正或制定，惟該法規得執行的前提，明定係屬於「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族土地」，

亦即需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或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內，方有其適用，是以如未能完成該傳統領域的查調

及確立，許多政府部門在面對法規的執行及原住民就其自身權利的主張，皆將因適用範圍之疑義而產

生爭端，例如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申請之審查、依其生活慣俗需

要採取森林產物之核准。 

再者，與原住民族土地權利及資源利用關係與自治事項最重要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原

住民自治法」，亦需有明確地域的適用範圍，而其基礎即有賴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確立。雖有關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依「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似應待該法制定後，方得依法劃定，惟

子計畫四認為，原住民族其傳統祭典、祖靈聖地或舊部落及其週邊獵區或 耕墾土地範圍乃依循歷史的

事實，是以現行對其傳統領域的調查，僅係還原該事實，而法規則是將該事實賦予法制的效果，故縱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尚未發布，仍無礙傳統領域查調工作的進行。故為利各項法規的執行有所

準據或參考，對於傳統領域的調查工作應加速完成，以對原住民族的權利保障更為完備。 

（2）加強輔導原住民土地權利的取得 

原住民保留地地籍的問題，很大部分的原因在於原住民族的過去對於土地權屬的概念僅有使用而

無登記的概念，亦不了解土地登記對「有」及「用」之間有何關係，是以不會積極的去辦理地籍的登

記。現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8條、第 9條及第 17條，雖得在符合上開法條之條件下，

申請設定耕作權、地上權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惟有因繼承事實而系統複雜者，有因超限利用問題者，

有因年代久遠事實舉證困難者，皆使整個申請程序複雜化，使居民根本不知如何辦理，以至於原住民

保留地仍有相當大的面積，於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逾 5年而未辦所有權

移轉登記，及承租使用卻未辦理他項權利設定登記。 

子計畫四以為，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7條即明定，政府對於原住民設定原住民保

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及取得承租權、所有權，有輔導的責任，再加以保留地原為其傳統資源使用範

圍，嗣殖民及國家的體制進入後，方將土地登記為國有，並由國家就保留地以「上級所有權」的支配

地位，將權利配賦予原住民，是以政府應主動的提供協助。其具體作法，除了將承租使用卻未辦理他

項權利設定者，及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逾 5年，未辦所有權移轉者，予

以列冊管理，以針對其未辦理登記的原因進行了解外，並於每個鄉公所設置諮詢櫃檯，以提供權利登

記法治上的協助 ，以積極處理原住民最感困擾的申請問題。 

（3）藉由溝通平台交叉學習獲得政策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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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詢並取

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

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所明定。現時

對資源共管機制之所以無法具體實現，導因於過去政府於當地的資源治理，與原住民之間缺乏互信的

基礎。以過去政府於當地依「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子計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組

織部落在地居民成立的「保留地復育團」，對石門水庫集水區中保留地的超限利用及土地的非法使用

進行舉報，以期減少所謂的「濫墾濫伐」為例。該復育團的成立，本有藉由居民對集水區治理的參與，

一方面增加居民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亦得以建構部落社區自主發展。惟當地居民對於該「復育團」

就保留地的超限利用及土地的非法使用進行舉報，多持否定的態度，其認為政府僅關注其資源治理目

的的達成，強以其認為正確的方式於當地實施，卻未看清原住民於當地長期以維護山林的方式進行土

地利用，並得作為生計發展基礎的事實。而居民對於政府的管理制度亦無法提供意見，僅能依計畫為

執行，此種資源治理非但未自原住民的立場為考量，而且自己人舉發自己人的作法，亦引發部落居民

間的衝突，部落居民都無法合作了，更遑論自主。而為規劃高台水庫進行的查估作業，在未知會當地

族人的情形下即逕行進入部落，更讓族人有不受尊重的感覺。 

Adams 等人（2003:1915-1916）認為資源的治理之所以發生衝突，乃因其產生超越物質的不兼容

性，利益相關者利用他們目前的知識和理解，以認知某一具體的共用資源管理問題，因此在知識或理

解上產生差異、先入為主。決策者和利益相關者從不同來源的知識，有其不同的理解，因此任何知識

都可能只是局部的知識，是以明確依據不同利益相關者的立場有可能改善談判的透明度及有效性，使

參與者了解利益相關者之間多元化的觀點，雖不能保證一定能獲致資源利用或管理方面特定的結果，

但卻可在各利益相關者不兼容的利益、價值觀，或優先次序達成共識下，穩定而順利的推展。如果不

承認認知層面的衝突，僅以膚淺的政策措施為主導，即未能解決資源使用者之間深層次結構的差異，

當然也就導致了衝突的擴大。按原住民族住居於資源治理區域是不爭的事實，並且該等土地管理制度

對於其經濟產業的發展亦有長足的影響，故面對資源的治理，仍有賴於住居於此地居民的參與，方能

獲得良好的效益。 

子計畫四以為，政府部門與原住民族之間由於對多元文化知識的理解，欠缺溝通學習的管道，以

至於往往對問題的本質見解分歧，無法達成共識。是以如為使土地管理利用能達成最佳的成效，各資

源治理機關於政策擬定前，皆應建立溝通平台，使各方的意見都能在此溝通平台上獲得良好的發聲及

理解，並藉由該政策擬定的參與，減少執行上的歧見，使在地居民因此能獲得實質的利益，並作為未

來原住民族自主組織建構的基礎。 

（4）資源共管機制的建立應首重以保障原住民權益為主 

我國國土規劃上，許多資源保育地區多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或住居之區域重疊，惟因資源利用認

知的不同，致多有衝突產生。此種認知的不同，在於原住民族採取的是經由長期之經驗法則所為較細

緻而小規模的利用模式，與政府部門以科學計算所研擬的大規模可利用模式間存有相當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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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條「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

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

機制；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雖有資源共管機制的建

立，及「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的擬定，惟從上述的分析，可知在未有具體機制操作模式

的建置下，原住民普遍對該機制實施後對其自身的利益是否受有保障多有存疑。是以子計畫四認為，

現行原住民族的土地利用模式如經長期生活的驗證，認為適合該資源環境系統，則資源共管機制的設

計原則，為能衡平原住民的生計及資源的保育，如其利用，經實質審認不妨礙該劃設之資源分區利用

計畫，應仍准予維持作原來之使用，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資源共管規範。 

另者，依「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許多部落事項的決議，都有

賴部落會議的建立，現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雖有訂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

會議實施要點」，惟各民族部落發展狀況不同，部落會議是否都能建置，亦會影響共管機制的運作，

是以對於各部落會議的建立，中央及地方的主管機關亦應主動輔導，以利原住民族部落自主機制運作

模式的建立。 

（5）原住民地區土地「超限利用」之查定應採實質審認 

按原住民保留地，依政策之設計，本是為保障原住民生計及推行原住民行政而設立，惟就如前述

專家學者所言，原住民雖有土地，然在多重法規的限制下，卻無法供作經濟來源之利用，則如何保障

其生計。另一方面，從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山坡地可利用限度之規範，政策上為了避免山

坡地崩塌、土石滑落等災害的發生，將劃為林業用地及宜林地者，規定只能造林，不許農耕。惟從上

述專家學者引述德國面對水患的案例對於「災害」的說明，以人類現今技術的侷限性，災害是不能避

免，且無可避免的，只能思考在與「災害共生」的同時，人類的技術如何因應以盡可能降低對人們的

危害程度、造成的損失，是以作農業使用山坡地海拔之高度與災害的發生，不必然成正相關，而係應

視其於山坡地採行的水土保持的方法及技術。 

原住民族以其生態知識，長久的在其住居區域為土地利用，故對於地質、土壤或氣候環境的變化，

以然學習出一套與環境共處的適應模式。以本研究個案為例，部落居民採行之複合農林業的方式，非

常注意於農地週遭需栽種樹木，甚至留有原生的樹種，使該坡地的水土保持功能仍能繼續維持，而如

此的運作方式，從過去到現在，亦未見災害的產生，顯示此種農林混作的經營模式，並不如外界所設

想的，將使山坡地產生崩塌的危害，相反的，此從混作的模式，已然能為當地生態環境系統所接受的

農業經營模式。是以子計畫四以為，為能衡平山坡地災害的防治與原住民族生計權益，於原住民地區

土地「超限利用」之查定，不應僅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或山坡地可利用限度規範般一刀切割方

式為認定，而應斟酌居民於土地利用時，有無配合環境實施水土保持並為合理利用，及該地區過去產

生崩塌災害的頻率，進行實質審認，以使適合當地環境的農業經營模式，得為合法的認定，並使原住

民的生計亦能為穩定的發展。 

（6）修改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林業用地」採有條件許可 



 
36 

複合農林業在國際上被普遍認同是一項具永續性的產業，有學者認為在同一塊土地上經營農作物、

森林植物和/或動物，除增加土地的整體生產力外，其應用亦乃是與當地人文化習俗相容的一種經營方

法。另者，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所發表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中，

亦將複合農林業視為具永續性的土地利用與管理方式，並提供資金致力於複合農林業的推廣工作。而

世界各國亦紛紛透過立法、鼓勵措施來推動複合農林業，顯示該項農林混種的模式，是對環境友善的

混合農業型態。臺灣地區雖亦間有於私有林地與非林務局管理的公有土地上有少許混農林業的示範區，

然依前述內容的說明，我國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法令，並無林業用地得經營複合農林

業之規定，是以該地區一旦被劃歸為林業用地，此複合農林業的方式，卻是為我國法治所不許可的，

此舉突顯我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尚僵於法令規範，而未就實務狀況檢討複合農林業於林業用地實施

的可行性。  

複合式農林業其實是全球原住民普遍採用的山林經營方式，以本個案為例，當地雖於林業用地實

施農耕，惟其進行農耕時，除了耕地與耕地間相隔較寛的距離外，並會在耕地週圍邊坡種植樹木，且

其中有如赤楊木12或杉木等原生樹種，不但可提供遮陰，也可穩固邊坡，有助於山坡地的水土保持功

能。此種兼顧環境及維持生活所需的耕種方式，既是源於住民長久以來對生態學習的知識，其實亦是

一個自主治理的表現。是以本研究認為，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對於「林業用地」其容許使用項

目，應將「複合式農林業」納入，並依地理條件，對於可實施之複合經營型態、應採行的水土保持措

施及面積予以規範，符合規範者，即得於林業用地上實施該複合式的農林經營，以務實的兼顧環境生

態保護及農民生計需求。 

 

                                                        
12.Smith(2010:13)指出，在溫帶地區 650種樹木中，相對較少的物種能固定空氣中的氮，而據調查指出，黑洋槐木（刺槐樹屬）、豆科灌
木（牧豆樹屬）、赤楊木（赤楊樹屬）、野生橄欖（胡頹子樹屬）具有固氮能力。研究觀察指出樹木的固氮會移轉至作物，田籬間作的

玉米總氮量 32％到 58％來自於鄰近紅赤楊木（美國赤楊）的固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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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內容 

一、前言 

近年來，氣候變遷極為劇烈，全球各地天災不斷，造成人民與國家慘重的損失，更要面對災後長

期復建的困難，使得國土減災成為各國政府需要審慎面對與重視的課題。在臺灣更是如此，每年夏季

颱風，從 2000年象神颱風、2001年納莉颱風、桃芝颱風、2004年艾利颱風、2008年辛樂克颱風、2009

年莫拉克颱風、2010年凡那比颱風、梅姬颱風到 2011年南瑪都颱風，屢屢在山區降下驚人的豪大雨，

造成土石流、山崩、落石、走山、水災等災害，更導致人民的生命傷亡、財產損失，而重創的多是原

住民地區。 

以 2009年為例，氣象災害1造成的各類損失2高達近 500億元，其中 99％是因颱風而造成的，光當

年一個莫拉克颱風即使我國人民喪失約 490億元的損失，另則，當年氣象災害造成的農業損失高達 110

億元，其中 95％是也因颱風造成的，農業損失也高達超過 100億元。3若以發生災害區域論之，位於

山區的原住民鄉最易因豪大雨、颱風而受到土石流、山崩、落石、走山的威脅，同時因而造成原住民

的農業損失亦是慘重。例如，2004年艾利颱風造成全臺西部山區多處土石流、山崩，尤以石門水庫集

水區上游的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鄉）最為嚴重，導致石門水庫水質混濁，使得其對平地供水中斷一

週之久。 

針對艾利風災造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土石流，社會輿論熱烈地討論誰該為此負責。其中，一位執政

黨的立法委員直指，只要原住民保留地還存在開墾的事實，原住民持續於高山地區從事農業，即使集

水區整治好了，一旦風災來臨仍無法供水4。同樣地，林務局也在新聞媒體上表示原住民保留地的開發

是造成上游崩塌的主因。然而，本人參與國科會計畫補助之 2006至 2008三年期整合計畫－「台灣原

住民族資源利用與永續發展之研究」，執行其中的子計畫三－「原住民地區共用資源保育與利用之分

析－以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落為例」，經探查當地部落所處山區的航照圖後發現，近年形成的許多

崩塌地，實際上並非位於聚落周遭，清楚看到崩塌地的上方常是道路等工程建設的範圍，而非外界臆

測的農地、果園，故可推論部落的農業活動與近年風災過後數次大小不一的崩塌，並無直接的關聯性。

                                                        
1 包含颱風、豪雨、寒害低溫、高溫、雷擊、地震等。 
2 包含農業、漁業、水利、鐵路、公路、港務、電力等。 
3 2009年臺灣因氣象因素導致各項災害損失統計表，http://photino.cwb.gov.tw/tyweb/hazards/htm/2009.htm，引用日期：2012

年 6月 14日。 
4 該立法委員指稱：「原住民問題是一個極敏感的問題…政治人物恐怕都不敢碰這個問題，然而，如果要解決喝水問題，

就必須正視原住民保留地開墾問題…整治石門水庫及主要水源流域是治標的問題，如果原住民保留區還存在開墾的事實，

即使整治好了，但當風災、大雨、大水來襲時，還是沒水喝…把整治的經費用來幫助原住民遷村，由政府提供國宅配給，

給予一筆費用補償，並施予一技之長訓練，讓保留區造林復原，如此桃園地區的居民才能免於無水喝的恐懼」。Et News，

http://www.ettoday.com/2005/08/10/122-1829007.htm，引用日期：2005年 8月 10日。 

http://photino.cwb.gov.tw/tyweb/hazards/htm/2009.htm
http://www.ettoday.com/2005/08/10/122-1829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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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從部落鄰近崩塌地的分佈來看，以往政府直指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利用是造成環境災害的元

兇，此種說法恐怕有必要反省，應更深入了解在地情況，共同尋求更好的抒解環境災害的方式。 

而於高山地區從事農耕是否皆會導致水土流失，並不盡然。如羅紹麟、林喻東（2005）研究指出，

在複合農林業中，因林木具有「保育水土」、「維持土地肥力」的功能，而具有水土保持功能。依據行

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5研究發現，國內原住民從事複合農林業者，融入當地居民所觀察到的生態系形

貌與觀點，建構由樹木、藤本與草本植物等混植而成的「類森林（forest-like）」配置，由於後者人為

干擾少，不強調集約勞動力、複雜技術與高成本的投入，僅維持最低勞力與化學的投入，不但能促進

水土保持，提高碳吸存量，維持生物多樣性，亦可分散農民的經營風險，避免因單一栽植作物價格的

暴跌，造成農民過大損失。從複合農林業相關研究中，得知農林混合的經營模式對於水土保持具有一

定的正向功能，有助於國土減災，令本計畫似乎看到解決原住民地區高山農業的國土減災問題的曙

光。 

另基於永續發展之概念，國際倡導永續農業之經營，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1989）將永

續農業定義為一種農業系統，長期行之，可提升農業所依賴的環境品質以及資源基底，可提供人類糧

食以及纖維之所需，並且在經濟上為可行，能增進農民以及整體社會生活的品質。在新竹縣尖石鄉，

當地農業發展技術已相當成熟，且部分農民更是投入永續農業之經營，包含自然農業與有機農業，尤

其以馬里光（烏來、玉峰）、石磊（谷立）、新光鎮西堡、梅嘎浪（梅花）等部落發展較快（顏愛靜、

官大偉等，2011）。足見永續農業在原住民地區之推行甚為可行，且就永續發展及環境保護觀點此甚

值得推廣。 

因此，居住於高山區的原住民族為顧生計而從事農業，是否真的會造成土石流而有害國土減災，

有無可能推行複合農林業與永續農業以同時兼顧原住民族需求與水土保持，本計畫希冀探求一個解決

之道，不僅能促進原住民地區產業發展，亦能有助於國土減災，以保障高山地區原住民族的生存權。 

二、研究目的 

(一)整體(三年計畫)研究目的 

我國原住民保留地，為高山原住民主要土地利用及農業經濟依賴之所在，與部落的整體發展俱高

度關連，而於現行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下，其實施之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之結果卻多屬「宜林地」，至

可供合法農耕使用的農牧用地面積反相當稀少而分散，無形中也侷限了部落的發展空間。然而因氣候

變遷造成災害加遽的今日，山坡地的土地利用管理當有其必要性，其除了可減少山地災害的發生，也

是部落永續農業發展的基礎，故本研究目的希望經由實證案例的研究，提出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的

理論，參酌國外施行多年的經驗，從環境面、法制面、執行面、必要性來評估於國內推行之可行性，

並進一步研擬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之策略建議，形成兼顧永續發展、促進國土減

                                                        
5 「林業所：混農林業 合乎環境倫理」，http://ecolife.epa.gov.tw/blog/post/947457，引用時間：2010年 11月 23日。 

http://ecolife.epa.gov.tw/blog/post/94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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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保障原住民生存權、發展部落產業之農林複合經營模式。 

鑑於本計畫主持人過去八年皆以新竹縣尖石鄉玉峰、秀巒兩村泰雅族部落為研究地點，進行「臺

灣原住民族資源利用與永續發展之研究」、「石門水庫集水區原住民地區資源利用與永續發展之研究」

與「環境正義視野下的流域治理：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泰雅族部落永續發展策略之行動研究」等三個

相關整合型計畫，並於 2008年與涵蓋此一地區十九個部落之「馬里光‧基納吉部落聯盟」簽署共同

備忘錄，已建立學界與部落社區之夥伴關係，故仍以上述地區原住民部落為探究對象，俾延續研究主

軸、持續觀察後續發展並累積研究能量。 

尖石鄉位於新竹縣東南隅，總面積 527.5795平方公里，占全縣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強，為該縣最大

的鄉鎮，為泰雅族原住民的原鄉。該鄉地理區域的特殊性為，全鄉跨頭前溪與大漢溪之分水嶺，涵蓋

兩個水庫集水區。前山為寶山水庫集水區，包括義興村、嘉樂村、新樂村、錦屏村、梅花村等五村，

開發較早，交通較為便利，土地利用型態較為密集；後山為石門水庫集水區，包括玉峰村、秀巒村等

兩村，開發較晚，主要產業為種植蔬菜、果樹之慣行、有機或混營農業。由於本區域生態資源豐富，

加上民宿新設，近年來吸引遊客進入觀光旅遊，即以觀光、民宿為次要產業，然而在正式經濟活動之

外，亦有狩獵、林產物採集等非正式的經濟活動（見圖 1）。 

 
圖 1【本研究個案部落分佈圖】 

目前，該流域沿岸部落所面臨的土地、自然資源問題，主要包括： 

1、因為合法耕地的不足，在經濟需求的壓力下，乃在原為林業用途之保留地上進行耕種，從而

引發外界對於其破壞水土造成石門水庫水資源退化、有害國土減災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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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增加農業生產，施用大量化學肥料和農藥，不僅其殘餘量恐有違農產品安全，也有損農耕

者與土地的健康；若遇洪水災害遭到農業損害，原住民多因違規利用土地而無法申請災害補助，

致其生活陷入困境。 

3、我國土地利用管理制度上，限制原住民地區土地利用的方式、強度、彈性，僵化的法令規定

迫使當地部落居民超限利用土地，且面臨遭到違規取締之風險。 

上述問題的解決，有賴調和研究地區範圍政府國土減災管理目標與原住民生計需求的潛在衝突，

及調整農耕朝向永續性經營方式。是以本研究將以深度訪談、焦點團體、參與式觀察、問卷調查等研

究方法進行泰雅族部落田野調查，探討於這些部落推行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是否具有可行性，如何

支持原住民地區產業發展，並增進國土減災功能，以求部落永續發展。並且，將以文獻分析法，瞭解

國內外推行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之經驗，評估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產生之效益與影響，及彙整我

國土地管理制度之演變，探討複合農林業發展與此制度之衝突。最後，本研究將提出於原住民地區推

行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以兼顧原住民生計與國土減災之策略建議，並就我國土地管理制度的相關配

套調整措施提出具體建議。 

(二)本年度(第一年計畫)研究目的 

1、瞭解永續農業於國內外發展之現況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定位永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必須具有五項特性：它是資源（土地、水、植物和遺傳資源）上可保存；環境上非

退化；技術上很適當；經濟和社會上可接受（Lee, 2005）。而永續農業包含了有機農業、生態農

業與自然農業等不同農業經營模式，不同農業經營模式間之背景、耕作方式、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及所面對的困境皆有所不同（顏愛靜、官大偉等，2011）。故為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農業，本

計畫將先行瞭解永續農業於國外、臺灣的發展歷程、推行現況、實施方式、推行方式等，以作為

第二年探討永續農業之基礎資料，並供第三年研擬推行策略之參酌。 

2、瞭解複合農林業於國內外發展之現況 

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所發表的二十一世紀議程中（Agenda 21），將複合農林

業視為具永續性的土地利用與管理方式，並且以提供資金的方式致力於複合農林業的推廣工作

（薛心淳，2012）。而 King（1987）則定義「複合農林業是一種永續性的土地經營系統，該系統

同時性或間歇性地應用與當地人民文化習俗相容的經營方法，在同一塊土地上經營農作物、森林

植物和/或動物，以增加土地的整體生產力；且其盛行於中美洲、東南亞、非洲等熱帶地區的國家。」

故為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本計畫將先行瞭解複合農林業於國外、台灣的發展歷程、推

行現況、實施方式、推行方式等，以作為第二年探討複合農林業之基礎資料，並供第三年研擬推

行策略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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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瞭解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度之沿革 

黃裕星（2012）指出複合農林業於現行相關法規中未有明確定義，及其土地使用型態與條件，

超出既有相關法規之允許規範。陳亭伊、顏愛靜（2009a）則指出，宜林地或加強保育地內，從

事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者，即構成山坡地超限利用之違法行為。因此，本計畫欲深

入探討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否為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度所容許。故第一

年度計畫將先釐清原住民地區所涉及的土地管理法令、政策等制度之沿革，包含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國家公園法、森林法、農業發展條例、自來水法、水土保持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

理辦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等法令，及本

研究地區相關計畫與政策措施，以作為第二年度分析複合農林業與此制度衝突之基礎。 

4、探究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 

居住於高山地區的原住民從事農耕是否有害於水土保持與國土減災，常引人疑慮。而根據羅

紹麟、林喻東（2005）、倪禮豐（2008）、King（1987）、The Paffern Secretariat（2009）、Lassoie et 

al.（2009）、Gold and Garrett（2009）、Valdivia and Poulos（2009）、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1989）、Lee（2005）、De Schutter（2011）等學者研究，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為一種永續性的

土地利用方式及農業經營模式，有利於水土保持，進而幫助國土減災。故第一年度計畫將先探究

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的農林複合經營模式對水土保持與國土減災的正面或負面影響，以評估其

於環境面的可行性，並作為第二年度瞭解國外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實施國土減災措施之參考。 

5、分析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之必要性 

欲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實有必要瞭解是否具備必要性。故第一年度計

畫將先瞭解本研究範圍之原住民實施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之意願，及專家學者對於複合農林業、

永續農業之看法，以作為第二年評估推行可行性之依據。 

三、文獻探討 

(一) 原住民保留地與超限利用相關研究 

有關保留地管理制度之研究，本人承蒙國科會之補助，於 1997至 1999年間，執行「原住民保留

地與公有土地制度之研究（I-III）」，本研究所獲致之結論，可歸納如次：1、保留地係就公有土地劃設，

管理措施別豎一格；2、保留地管理以法規命令規範，適法性尚有存疑；3、保留地權籍使用難以掌握，

減低土地管理績效；4、保留地違規租售怠忽取締，潛隱族群衝突危機；5、保留地區位欠佳使用受限，

影響原住民生計；6、保留地個別所有權賦予，不利原鄉永續發展。 

基此，乃擬具如下建議：1、公有土地放領政策，宜全盤審慎考量；2、保留地開發管理法案，宜

重新審慎衡酌；3、保留地資訊當即建立，以資管理施政準據；4、保留地劃設解編全盤考量，增進原

漢族群共榮；5、保留地使用受限受損，應予合理救濟補償；6、保留地增劃編地區，改賦原住民族總

有權。這些研究成果曾分別撰寫專文發表。（參見近五年計畫成果發表狀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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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策略中，第 6項攸關保留地共用資源管理機制之建立，其進一步構想為：1、增劃編保留

地係採村落（或部落）共有制（總有制），其土地所有權登記為土地所在地之原住民村落所有，該村

落得依現行「人民團體法」規定成立私法性質之法人組織，以為保留地產權的主體，而同一村落之個

別原住民以住民資格享有保留地的使用、收益等經濟權能，但無管理、處分等支配權能，其支配權能

完全歸屬於該共同體。基此理念，個別原住民對於保留地並無應有部份，也無權請求分割。2、由村

落的原住民菁英，組成保留地管理委員會，制訂規章，掌理有關保留地開發、利用或經營、租用，及

土地信託等事宜。3、政府有關農業經營或造林之補助、獎勵經費，或非政府組織提供資金贊助，均

撥給保留地管理委員會所成立之基金，統籌管理支配運用；但該基金之運作，應受有關當局之監督。

此等構想大抵已納入 2002年「原住民保留地開發管理條例」草案條文規定之中。 

同時，於此計畫中初步指出，1990年代已有跡象顯示，台灣私有林地地主因材價低落、工資上漲，

林業經營已呈不利，而將林業用地擅自轉用，使得森林具有的公共財價值遭到破壞。換言之，林地私

有程度越高者，其違規使用的傾向也越高。雖然，原住民向來使用林地保留地或已具有自然哲學觀，

但在平地資金、技術的誘惑下，一旦取得個別所有權後，也有違規轉用或超限利用之虞，如此將對原

住民的長遠利益或公共財供應勢必有不利影響，且造成林業用地管理的極大困擾（顏愛靜，1997：107）。

惟當時對保留地超限利用、水土保持問題並未予以深究，亦未對此提出具體解決方法，故本研究期能

彌補此缺憾。 

此後，本人與楊國柱（2004.7）撰著「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專書共計六篇、十二章，

乃以多元文化、財產權與交易成本理論、資源永續發展理論、社會發展理論等為根基，試圖從歷史縱

深，探究原住民族土地制度之變遷，及其影響產權與地用型態、管理體系與法制、原漢土地爭議變動

等關鍵因素，並從私有產權之激勵誘因、共用資源之自主治理等觀點，研提部落共有保留地之設計原

則。本書則指出由於保留地礙地理區位限制，故有許多土地不適合作高強度之開發利用，甚而被限制

使用，且惟保留地有 70%以上屬於宜林地，理論上應從事造林使用，以提供環境保育之公共財。但因

公共財不具排他性，因此原住民甚少主動從事永久造林，來落實環境保育；何況，現行材價低落，原

住民造林後見其成林、成材，就砍伐再重新造林，領取造林補助費維生，形成「砍大樹，種小樹，領

補助」的不合理現象，無形中浪費社會成本甚鉅。因此，為使宜林保留地之原住民樂於造林並維護林

相，建議政府鼓勵保留地造林，並依造林、成林及成材等階段補助原住民，且給予維護森林之回饋，

或將有助於合理利用保留地，且落實環境生態之保育。有關超限利用之原因，此書指出原住民族自早

期過著火墾刀耕的游耕狩獵生活以來，即懂得依傳統利用土地的自然哲學觀從事保留地之耕作。惟自

平地人挾其雄厚的資金與開發技術湧入保留地，或向原住民租地，或暗中買地，嗣保留地取得後，即

進行高利潤經濟作物之種植，才使得山坡地上超限利用，甚至濫建、濫葬的情形到處可見。基此，本

書雖有建議應鼓勵造林，並探究超限利用問題之源由，然亦未探討原住民保留地水土保持問題及相關

解決辦法，故本研究期能更深入、更完善原住民保留地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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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其他學者亦有原住民保留地與超限利用相關研究，如林國演（2002：22）所著「 臺灣地

區原住民保留地產權共有制度建構之研究」論文指出，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九十年底調查

各縣市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面積統計，林業用地保留地超限利用總筆數為 16,310筆，總面積為

13,098.2707公頃，可見林地保留地超限利用之情形嚴重，如再將濫墾、濫伐、濫葬違規利用者計入，

則更令人慨嘆。由此可知，對於原住民土地管理而言，保留地超限利用的問題甚為重要，不利於保留

地之管理，政府應有所因應，而本研究即期能提出複合農林業的解決策略，茲供政府參酌。 

如胡湘彗（2006：71-81）所著「土地使用歷史變遷之探討－以南投縣信義鄉雙龍村布農部落為例」

一文指出，就現有的資料來解讀研究地區地貌的改變，百年來森林防線的二度砍伐、自然資源的過度

開發與超限利用，及由於地質破碎陡峭、土壤貧瘠薄弱與現行生產方式－資本集中、單位面積更高勞

力投入的土地使用方式衝突，恐怕是造成土石流現象的主因。而超限利用的現象與問題主要有三點：

1.私有制興起，造成耕地面積零碎化，建地面積增加，不利水土保持。2.沿雙龍林道開發山坡地，道

路所及，增闢梯田，超限使用的情況嚴重。3.雙龍村土地使用類型的變化，主要為水田面積減少，宜

林地面積減少，且種植作物面積增加。4.外部力量介入，原住民土地使用方式從大領域下依靠集體或

協力生產的、生態式的使用方式，被改造成個別區隔零碎的、私有僵化的土地使用模式，因而造成土

地的傷害。因此，其提出三點建議：1.避免集中在局部土地的過度投入而使地力耗竭或生態潰解。2.

山區生產模式建立非集約式的耕作習慣，改以保育策略，並且應積極導正林木種植觀念，朝國土永續

發展規劃。3.從生物多樣性觀點規劃在地空間，避免不當施業如濫建、濫伐、濫墾，建立適地適用之

土地使用方式。4.從文化多樣性觀點形塑住民土地倫理，避免不當外力介入，以建立人文生態環境之

特色。於此文中，提及改變山區生產模式，結合非集約式的耕作方式與林木種植，可供提供本研究研

擬複合農林業實施方式之參酌。此文雖指出研究地區的超限利用問題所在與造成的緣由，惟是否與本

研究地區情形一致，則有待進一步探討。並就其提出原則性的建議而言，僅點到為止，未提出具體的

操作方式或解決方法，實有不全之處。 

如毛冠貴、邱宗治等（1999）所撰「台灣地區原住民保留地產權清理與開發利用之研究」一文，

指出原住民保留地之農業經營型態缺乏水土保持觀念，因之多數耕作坡地之土壤表土沖蝕嚴重，土地

趨於貧瘠，不利農業生產。實際上，山地農業生產有更接近自然的栽培環境下，如能在廣大的宜林地

做好水土保持與生態環境的維護，以發揮森林涵養水源，減輕土壤裸露，維護生態之基本功能。且山

地農業能進一步運用自然地形、高度差距大及日夜溫差大等特色，栽培有機農產品，在現代社會強調

環保與健康訴求的趨勢下，山地農產品仍具競爭力。因此，於原住民保留地如何同時發展山地農業並

於林地做好水土保持，將為本計畫研究之重點。 

綜合前述，本計畫將於前人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議題的探討，並期能

提出農林複合系統的經營模式－複合農林業理論，結合永續農業理論，並研擬具體的推行策略與操作

方法，以解決超限利用問題，做好水土保持，達到國土減災，並兼顧部落產業發展，促進原住民族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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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複合農林業與國土減災相關研究 

Spurgeon（1980）於其「複合農林業」（Agroforestry，或稱為混農林業、森林農業、農林複合經

營模式、農林複合系統）一文中指出國外複合農林業發展的起源，乃是因居民從事游耕，造成森林的

破壞以及土壤肥沃度的減低，因此透過複合農林業，並輔以科學以及技術的方式，使環境逐漸改變的

同時，亦能維持生活所需。至 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所發表的二十一世紀議程中（Agenda 21），將

複合農林業視為具永續性的土地利用與管理方式，並且以提供資金的方式致力於複合農林業的推廣工

作（薛心淳，2012）。 

而 King（1987）在「複合農林業系統之歷史—熱帶複合農林業系統」（The History of agroforestry 

system, agroforestry systems in the Tropics）一文中，則定義「複合農林業是一種永續性的土地經營系統，

該系統同時性或間歇性地應用與當地人民文化習俗相容的經營方法，在同一塊土地上經營農作物、森

林植物和/或動物，以增加土地的整體生產力；且其盛行於中美洲、東南亞、非洲等熱帶地區的國家。」

黃裕星（2012）則進一步指出，「複合農林業」的精神在於有別於傳統的其他土地利用型態且符合下

列兩點要項：1.在已做農牧使用的同一土地單元上，刻意地混植多年生木本植物，且於空間的配置可

採混合或序列型態。2.在該系統中木本和非木本植物的組成因子，在生態和經濟面向，必然會產生正

面或負面的明顯效應。 

由於世界各國對於混農林業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且一地區混農林業的形成富有多重條件與構成要

素，欲將某地區之混農林業歸類為任何一種有其困難性，因此國際混農林業研究學會（ICRAF）根據

混農林業組成性質，訂定四種分類準則：結構基礎、功能基礎、社會經濟基礎、生態基礎，據此將混

農林業統分為六大類(見表 1)。在羅紹麟、林喻東（2005：43）的調查之中，我國混農林業作業型態，

以農林混合系統的百分比最高，約占88%，顯見林地作為農業使用對於我國林地保育之影響不容忽視。

而就本研究地區言，亦有部分農林混合系統之土地利用模式存在。 

表 1【ICRAF整合之混農林業作業系統表】 

模式 主要組合 

一、農林混合系統 農作物+樹木 

二、林牧混合系統 牧草、動物+樹木 

三、農林牧混合系統 作物+牧草、動物+樹木 

四、多用途林地系統 不同功能的多種樹木 

五、林漁混合系統 水產養殖+樹木 

六、林蜂混合系統 蜜蜂+蜜源作物、樹木 

          資料來源：羅紹麟、林喻東，2005：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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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ffern Secretariat（2009）複合農林業系統的採行，包含水土保持的適當措施，特別是於山坡

地地區，則複合農林業能有效地減少土壤侵蝕、洪水與山崩，而樹木的種植、枯枝落葉層、腐殖質，

也能過濾陽光，進而維持土壤的水分。因此，有效的複合農林業系統，不只能最大化農民的利益，也

能確保因應氣候變遷，及國土減災。 

Spurgeon（1980）認為混林農業有其推廣之必要性，因透過此種土地管理方式，可使生物之潛在

能量增加，並避免雨林繼續面臨砍伐危機，且亦可透過農產品和藥物的栽種，使土地資源之利用更有

效率。又鑒於近年來因應全球暖化，各國亟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紛將森林的固碳能力列為重要的

國際談判議題，而複合農林業的植物係屬多層次的三度空間生長，比起單一的營林或農作方式，更能

提升經濟生產力及碳吸存能力（顏愛靜等，2010）。 

Lassoie et al.（2009）指出複合農林業是一種永續的土地利用管理策略，因其能增加土地的多功能

性（multifunctionality），也有助於永續鄉村社區的建立，而此看法亦受到 Barbieri and Valdivia（2010a）、

Wilson（2008）的認同。例如，複合農林業的實施有助於控制風蝕、保護邊際土地、美麗農村地景、

促使水陸棲地多樣化等，也可以同時提供其他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效益（Buck, 1995; Williams et al, 1997; 

Gold and Garrett, 2009; Valdivia and Poulos, 2009）。在 Rule et al（2000）、Raedeke et al（2003）、Gold et 

al（2009）、Barbieri and Valdivia（2010b）、Barbieri and Mahoney（2009）、Raedeke et al（2003）、Shucksmith

（1993）、Shucksmith and Herrmann（2002）、Boon and Meilby（2007）、Valdivia et al（2012）的研究

中，皆指出土地所有權人對於複合農林業的不同程度的瞭解、價值觀、個人喜好、家庭經濟結構、所

有權或租賃的產權型態等因素，會影響其採行此種農林複合經營模式的意願與動機。而 Pannell（1999）

則指出採取新的措施必須比既有的措施更能獲利，如生產技術、產量、市場資訊等不確定性問題能被

克服，否則農民仍會繼續他們一直採行的措施。因此，以上研究或可供本計畫之參酌，於研擬推行複

合農林業、永續農業之推行策略時必須考量上述因素，以提高原住民實施的動機與意願，俾利未來於

原住民地區的普及。 

事實上，羅紹麟和林喻東（1981）早在「臺灣省國有林班地放領放租地承租戶經營之分析」一文

中，即已認為東勢大茅埔地區在考慮作物經營收入和成本時，咸認經營果樹遠較經營林木有利，蓋果

樹適於小規模之家庭農場經營且年年有收入，故能維持家庭生計。該文實已初步認定複合農林業之施

行，乃有助於林農經濟上的收入，亦對於混農林的正當性給予初步的肯定。黃裕星（2011）則指出，

當前國際間已將混農林業視為保障糧食安全、因應氣候變遷及維護小農生計的重要調適策略，並建議

針對不同屬性的林農採行不同的政策配套措施，若欲使獲利豐厚的契約林農能棄農務林，則須對混農

林策略提出明確的法律保障、政策配合與足夠的經濟誘因，使其經營方法與項目能因應氣候變遷與極

端氣候事件，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 



13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6更透過研究發現，國內原住民從傳統生態知識出發，減少對於原始森林

的破壞，而早期的複合農林業需要較高的農業技術，且工法較難，通常是將少許樹種以等間隔方式栽

植於農地四周，其間再種植可以連年收穫的農作物。晚近的複合農林業則融入當地居民所觀察到的生

態系形貌與觀點，建構由樹木、藤本與草本植物等混植而成的「類森林（forest-like）」配置。由於後

者人為干擾少，不強調集約勞動力、複雜技術與高成本的投入，僅維持最低勞力與化學的投入，不但

能促進水土保持，提高碳吸存量，維持生物多樣性，亦可分散農民的經營風險，避免因單一栽植作物

價格的暴跌，造成農民過大損失。 

不過，有論者以為，林地種植農作物有導致土壤沖蝕更為嚴重，肇致山坡地水土流失之疑慮，但

樹木（毒他作用樹種除外）可減少斜坡之水分沖蝕，可與農作物之栽種相配合，且在仿效自然演替及

增加歧異度上頗有功效。以熱帶地區為例，其可取代熱帶雨林的皆伐作業，生產水果、樹脂、醫藥及

高級木材等高經濟價值作物，而樹木可供應作物生長所需之氮素，並增加養分的獲取與留存（羅紹麟、

林喻東，2005：30）。以上足見複合農林業在山坡地水土保持的角色益顯重要。 

Nair（2008：7）透過複合農林業系統示意圖，解析永續性的複合農林業應具備生產與環境服務的

內涵。在生產方面，樹木能在地表以上阻隔多餘的熱輻射，在地表以下則可產生作物所需的氮氣，並

產生養分循環以活化深層土壤，透過兩者的相互作用以生產糧食、飼料、燃料木材、建造用木材以及

非木材產品7，並使其產量增加；在環境服務方面，當能發揮其保護土壤、減碳、涵養水質以及維持生

物多樣性等功能(見圖 2)。 

                                                        
6 「林業所：混農林業 合乎環境倫理」，http://ecolife.epa.gov.tw/blog/post/947457，引用日期：2010年 11月 23日。 
7 這類產品又稱「森林非木材資源」（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NTFPs）。近年來，有人提倡的「綠色產業」，是在永續採

收森林植物特產物的基礎上，運用民族植物學的知識開發新商品，並將之銷售至世界各地。例如加入熱帶精油製成的香水、

洗髮精；熱帶水果口味的冰淇淋等等。這些森林產物的採收不需毀滅森林的主體－樹木，卻可帶來更大收益。其面對的挑

戰則是：需要建立可靠的供給、市場及配銷管道；且這些資源必須要能夠永續生產、永續採收。

http://www.medie.com.tw/book/b/b11.htm，引用日期：2011年 5月 4日。 

http://ecolife.epa.gov.tw/blog/post/947457
http://www.medie.com.tw/book/b/b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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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永續性的複合農林業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Nair et al., 2008:7。 

 

若以高山地區的複合農林業為例，尼泊爾錫金的 Khanikhola流域有 50%為農業地區，顯示喜馬

拉雅山中海拔山區具有農業生產條件，然相較於其他土地使用方式，農業使用對於環境破壞較為嚴重，

超過 72%的土壤流失被歸咎是農業使用所致。Sharma等（2001：123）認為，山區的複合農林業耕作

方式可保護較多的土壤，如具固氮功能的合歡樹可減少土壤流失，因此複合農林業的生產方式不僅保

住土壤養分，更增加生產力與產量，亦可透過生物堆肥（非化學）的作業方式，確保可用養分的留存。

其認為高山農業應加強複合農林業的組成以及經濟作物的選取，以提供更高的經濟收入並維持永續的

生態。 

綜上所述，複合農林業實具有多功能性，除商品的產出外，非商品的產出更應受到重視。在特定

或一般的安排下，結合樹木與農作物生產，於經濟上能促進糧食增產，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增加農民

收入；於環境上亦能促進資源利用，達到環境保護之功能，如增加碳吸存量、土壤中之氮素、維持生

物多樣性、減緩環境退化等，及增進國土減災之功效，如減少土壤沖蝕、涵養水源、增進水土保持等，

進而對於永續利用有正面助益，為林農提供一個永續性的選擇，以替代過去的單一作物生產模式（顏

愛靜等，2011）。故本計畫將探討複合農林業於國內外發展之情形，及其當前發展之困境，探究其對

國土減災之影響，及增進國土減災之實施方式，進而分析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之必要性與可

行性，及探討複合農林業與永續農業結合之可行性，最後則研擬具體操作的推行策略、實施方式、政

策建議等。 

混農林業系統 

        生產 
糧食  飼料  燃料木材 
建造木材  非木材產品 

相互作用 

隔絕熱輻射 

地表以上 地表以下 

固氮 
養分循環 
深層活化 

增進地力 

生態服務 

保護土壤 

減碳 

涵養水質 

維持生物多
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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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永續農業相關研究 

二次大戰結束後，各國為了避免饑荒潮，便於全球間開啟了以農業生產為主軸的農業經營模式，

倡導以科學研究所產生之知識來教導農民耕種，為了提升農業產量，各國紛紛採取機械化、集約化的

農業經營模式。然而，過度強調農業生產的經營方式導致土地的過度利用，對於生態環境亦造成嚴重

破壞。因此，在 1992年地球高峰會議後，各國開始逐漸正視生態與環境之重要性，永續發展乃成為

世界各國定義發展的新典範，並在此概念下提出了永續農業的說法，係為對過去長久運作慣行農業的

反省（蕭崑杉，2002：46）。隨著永續發展概念的盛行，歐盟各國彼此達成共識而制定歐洲共同體生

態規章，該規章之概念即在貫徹永續發展的精神。爾後，德國即依據該共同規章，將環境保護理念融

入農業之中，且特別強調環境生態與農業結構的改善（王俊豪，2003：67；顏愛靜、官大偉等，2011）。 

而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1989）將永續農業定義為一種農業系統，長期行之，可提升農

業所依賴的環境品質以及資源基底，可提供人類糧食以及纖維之所需，並且在經濟上為可行，能增進

農民以及整體社會生活的品質。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則定位永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必須具有五項特性：它是資源（土地、水、植物和遺傳資

源）上可保存；環境上非退化；技術上很適當；經濟和社會上可接受（Lee, 2005），其理念涵蓋了農

業生產對環境的影響，社會大眾接受與否，及經濟的盈利性。過去在農業經營上利用化學肥料與農藥

雖然達到增產的目的，卻引起了整個環境包含土壤土質、生物群落的破壞及病蟲害的增加，恐將使後

代子孫無適當的可耕地使用，也對農業永續經營有不利的影響。因此，亟須建立一個可以替代當今以

化學資材為主的農業生產體系，才能使農業永續循環經營下去，而有機農業就在這樣的需求驅使下應

運而生（林俊義，2005；顏愛靜、傅小芝、何欣芳，2009）。 

而永續農業包含了有機農業、生態農業與自然農業等不同農業經營模式，不同農業經營模式間之

背景、耕作方式、對生態環境之影響及所面對的困境皆有所不同，故將其差異彙整如表 2。 

表 2【永續農業經營方式之比較】 

 背景 耕種方式與資源使用 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面臨困境 

有機

農業 

針對慣行農業對環境

衝擊之反思，因此不允

許使用合成化學物

質，俾達到生產自然安

全農產品之目標。 

強調農業廢棄物之可回收

性與再生資源利用。施用有

機肥料，及利用生物性蟲害

控制。重視農產品的健康性

與安全性 

改善土壤結構、增加

土壤滲透力及保水

力，有效防土壤沖蝕

等助益，以恢復地

力，減少病蟲害發

生。 

病蟲害問題、小農

經營之產量與成

本、有機認證制度

與費用過高。 

生態

農業 

強調農業系統與生態

系統有著密不可分之

關係。聯合國亦希望藉

由此經營方式來解決

糧食安全的問題。 

尊重自然與當地資源，以低

外部投入方式對在地資源

的進行保護。運用生態科技

及不同地區農民間保有之

在地知識，強調農民間知識

之傳遞與分享。 

扭轉物種滅失與基因

受侵蝕之困境；增強

土壤有機物和地上生

物質的碳匯功能；減

緩氣候變化的衝擊。 

國內尚未針對生態

農業制訂相關法令

規範，然國外建議

應以政府提供公共

財與推廣服務，並

使農民能進入產銷

體系以建立扶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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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耕種方式與資源使用 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面臨困境 

之框架。 

自然

農業 

地球資源有限，而環境

的污染不僅破壞生態

環境，也導致農業生產

力衰退，故為了維護環

境品質、生活水準及確

保後代永續生存空間

而發展出自然農業，採

取對環境親善之自然

農法從事經營。 

強調資源循環利用及善用

在地特性的資材利用。日本

地區以「不施肥、無農藥、

無除草劑」為其發展特色；

韓國採用當地資材，製造營

養劑以取代肥料。強調結合

當地農民在地智慧（或原住

民知識）。  

有助於受損生態系的

復原，且生態系中害

蟲及病害較少；增加

土地養分，並以自然

養力以孕育萬物。 

國內尚未針對自然

農法訂定相關法令

與規範，故現階段

銷售管道較少，多

半為農民自產自

銷。 

資料來源：顏愛靜、官大偉等，2011。 

首先，所謂「有機農業」（organic farming），是為「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

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

8，強調使土壤生命、植物、動物和人類相互依存的生態群落保持健康和生產與生活達到和諧的境界此

等土地倫理規範的生態平衡之必要性（林銘洲，2005），亦即尊重以土壤為所有生物生命泉源之生態

系與土壤之關係為中心之農業。 

其次，聯合國於第十六屆人權理事會當中，探討全球糧食安全問題，於會議報告中指出：食物權

為人類應享有的基本人權；再者，其建議可透過採行生態農業的耕種方法，來解決糧食安全的問題。

其所指之生態農業，為一套力爭以模擬類似自然進程方式的農耕型態，並找到一條增強農業體制的途

徑。其主要的意涵為：「運用生態科學進行研究、制定和管理可持久的生態農業體系」（De Schutter, 2011: 

6），因此可看出生態農業是將科學與實作結合，並以農民的知識與經驗發展形成的耕作法，為一種

由下而上，具高知識密集的農耕類型。 

以及，自然農業（natural agriculture），乃為採行自然農法的農業，根據中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

營協會( C.O.A.A.)對自然農法所為之定義：「依有機實施準則，完全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且必須完

全使用未受污染之有機肥料，並採行自然方式防治病蟲害。」自然農法並非只是把化學肥料改為有機

肥料，化學農藥變為天然農藥而已，最重要的是去做環境的保護和生態的維持。9自然農法源自於日本，

由岡田茂吉先生所創立（倪禮豐，2008），該農作模式傳導到韓國，在種植方式有很大的轉變及創新

的觀念。在日本，自然農法堅持不施肥，強調「不耕地、無肥料、無農藥、無除草劑」四大原則，而

以自然方式發揮土壤的肥力；在韓國則給予土壤添加營養劑，強調施用於土壤的營養劑必須採用當地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0981，引用

日期：2014年 3月 2日。 
9 綠房子有機生活農場，http://works.firstwalker.com.tw/homegreen/culture.htm，引用日期：2014年 3月 2日。 

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0981
http://works.firstwalker.com.tw/homegreen/cultu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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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材，亦即漢方的營養劑，且順應該地區氣候和環境，作出適當的改變，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技能。

自然農業強調如同人類體內存有抗體及免疫系統，來對抗入侵身體的病毒一般，而土地也是個有機體，

自有其對抗天敵的能力，是以只要保持該有機體的自然運行，盡可能減少對自然的人為干預，即可產

生養力以孕育萬物（顏愛靜、官大偉等，2011）。 

本研究地區內的新竹縣尖石鄉石磊部落中，羅傳道學習自韓國趙漢珪所創之自然農法，並予以改

良、創新，嘗試研發結合原住民傳統知識之農耕技術，利用山林資源就地取材之觀念，將一些植物或

樹木泡製成酵素與漢方，以取付市售的有機肥料，逐步推廣至台灣原住民部落，凿含臺東縣利稻部落、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部落、桃園縣復興鄉世展會所協助的共同農場及復華部落、新竹縣尖石鄉抬耀部落、

泰崗部落、田埔部落、梅花部落、新光鎮西堡部落（本研究地區內）（羅恩加，2010）。 

綜上，本計畫將參酌永續農業的經營模式，及本研究地區發展實施之經驗，探討永續農業於國內

外發展之情形，及當前發展之困境，並嘗試融合複合農林業與永續農業之優點與施作方法，研擬複合

農林業實施方式及其國土減災措施，開發新的農林複合經營模式，創造原住民產業新的發展，兼顧國

土減災與環境保護功能，以促進原住民整體之永續發展。 

(四) 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度相關研究 

按 2005 年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同時於多處闡釋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的內容，包

含第 20至 23條規定，據此政府亦訂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以上提及有關賦予權利

或限制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理模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劃設資源治理區域等，皆屬

國土規劃之一項，涉及全國性的通盤規劃、土地使用管制、資源利用與保育措施，故原住民族土地及

自然資源權利欲獲保障及落實，原住民族勢必須參與國土規劃決策過程，方能決定原住民地區經濟土

地之發展（官大偉，2011）。因此，本計畫欲探討原住民土地管理制度，必討論原住民族基本法、原

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 

以及，原住民地區的土地管理制度之探討，必須回歸台灣地區國土計畫體系之架構，此係因於原

住民地區現行較為明確且具體實施的土地管理制度，除原住民保留地制度以外，即為目前的國土規劃

體系。當前國土規劃體系是在國土（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的指導之下，配合相關部門計畫，輔以

都會區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主要依據區域計畫，就全國國土予以規劃與管制，而按區域計畫，

政府實施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都市計畫與國家公園計畫（見圖 3），據以管制土地開發的項目、

方式、強度與時程等（鄒克萬，2004：67）。以下分就非都市土地、都市土地、國家公園之土地管理

制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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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現行國土發展規劃相關計畫體系圖】 
             資料來源：鄒克萬，2004：67。 

 

首先，於非都市土地範圍內，即都市土地以外之地區，係按照「區域計畫法」規定所研擬的區域

計畫10進行管制，目前將我國土地劃分為北、中、南、東部等四個區域計畫，於 2010年因應莫拉克颱

風災害而通盤檢討了此四個區域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11。區域計畫內，都市計畫區外之非都市土

地受區域計畫中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約束，係採用分區管制與用地編定雙重管制方式，對

土地之使用項目、使用強度及使用變更進行管制。在使用分區部分，共有 10種分區12，除國家公園外

均依據前述管制規則進行管制；用地編定部分，共有 18種用地13，則應依其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

細目使用。土地使用編訂後，其原有使用或原有建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政府可令其變更為原

訂之使用。此外，土地一經編定應即按編定用途使用且不得任意變更，如有變更需要，可於原使用分

區範圍內申請變更編定（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2007：16-17）。而本研究地區皆屬非

都市土地，故區域計畫、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等將為本計畫探討重點之一。 

當前原住民保留地為林業用地居多，少數為農牧用地。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於農

牧用地從事農耕、造林，皆為法令所容許，但林業用地只許造林，不許農耕，若林業用地從事農業，

即形成「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所稱的「超限利用」情形。前述林業用地屬「臺灣省農林邊際土地宜

                                                        
10 按區域計畫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區域計畫，係指基於地理、人口、資源、經濟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同利益關係，

而制定之區域發展計畫。」 
11 所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意義，即指為防止都市人口無限制的膨脹，確保都市有秩序的發展；將計畫範圍內土地，依據

使用目的與需要的不同，劃定各種不同的用途分區，各使用分區再視計畫上的需要，依使用強度再細分為若干等級，而給

予不同的使用性質與使用強度的規定，並限制有妨礙各分區用途的其他使用，以維護良好的生活環境（陳博雅，2000）。 
12 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條規定：「非都市土地得劃定為特定農業、一般農業、工業、鄉村、森林、山坡地保育、

風景、國家公園、河川、特定專用等使用分區。」 
13 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條規定：「非都市土地依其使用分區之性質，編定為甲種建築、乙種建築、丙種建築、

丁種建築、農牧、林業、養殖、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利、遊憩、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墳墓、特定目

的事業等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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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宜牧宜林分類標準」所稱的宜林地，而農牧用地屬此標準所稱的宜農牧地，其查定標準為依每塊土

地坡地、土壤深度、土壤沖蝕程度、母岩性質等因素。然而，就本人過去多年對土地利用制度之研究，

發現此「臺灣省農林邊際土地宜農宜牧宜林分類標準」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如土地適宜的用途應考

量更多面向的因素，而非僅限於法律所定者，或如可能宜農牧地卻被查定為宜林地，但宜農牧地與宜

林地之查定標準、林業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涉及「超限利用」之認定，此課題實值得

本計畫探討之。以及，「超限利用」之土地是否必會破壞水土保持、有害國土減災，也將成為本計畫

探討之課題之一。 

其次，於都市土地範圍內，則為依據「都市計畫法」，實施都市計畫14，對於都市土地分別以市鎮、

鄉街、特定區等三種計畫進行分區使用管制，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概念，將區域內土地依使用目的

與需要劃分為不同使用分區，再依各分區特性規定不同的使用項目、使用強度（密度）、建蔽率、容

積率等管制標準，透過建築法下建築管理與工商管理的執行，達到使用管制的目的；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之內容具有因地制宜之特性，對於分區名稱、容許使用項目、強度等皆得視各地發展特性

之不同與需要，配合計畫的實施訂定不同管制事項（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2007：16-17）。

而本研究地區並無都市土地，故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法等將不列入本計畫探討重點。 

以及，於國家公園範圍內，則為依據「國家公園法」，實施國家公園計畫，按區域內資源之價值

與特性及利用目標，並依計畫目標、計畫功能、生態、地質、景觀、人文等資源分布與性質，參照地

形特徵規劃適當分區15，訂定保護計畫及利用計畫，以為土地資源之保護、利用、管理與建設。而本

研究地區包含部分雪霸國家公園，故本計畫之土地管理制度探討將涉及雪霸國家公園計畫、國家公園

法等。 

此外，除上述國土規劃的土地管理制度外，為各種自然資源保育與利用，政府亦劃設各樣資源治

理區域或用地，並配合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的相關法令實施管制。以本研究地區新竹尖石後山玉峰、

秀巒二村為例，全區皆為非都市土地，包括各種用地別，如林業用地、農牧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乙

種建築用地、交通用地、墳墓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水利用地及尚未編定用地別土地16等，因此

土地管理制度亦涉及森林法、農業發展條例、建築法、河川法等；同時也涉及各類保育地及公共設施

用地，如水庫集水區、自然保留區、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公共設施用地等17，則相關土地管理法令

                                                        
14 按都市計畫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

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 
15 按國家公園法第 12條規定：「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分左列各區管理之：一、一般管制

區。二、遊憩區。三、史蹟保存區。四、特別景觀區。五、生態保護區。」 
16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7條規定：「山坡地範圍內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之土地，在未編定使用地之類

別前，適用林業用地之管制。」而林業用地為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所管轄範圍，因此尚未編定用地別土地同林業用地，主

管機關為林務局。 
17 玉峰村及秀巒村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內，兩村原住民保留地中，有 4,044.577公頃及 6,033筆，佔全部保留地5,488.744

公頃的 74％，可謂對部落影響最大。並且石磊段有 1筆 1.12公頃保留地劃入自然保留區中，另外除斯馬段外的其他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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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來水法、水土保持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又有原住民保留地18，則涉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

辦法；全區皆為山坡地，則涉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陳亭伊、顏愛靜，2009a）。而本計畫將主要探

討與國土減災及農地、林地利用較為相關之部分，含森林法、農業發展條例、自來水法、水土保持法、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法令。 

此外，黃裕星（2012）指出「複合農林業」引發諸多管理爭議和利益衝突，其重點在「現行相關

法規中未有明確定義」，「土地使用型態與條件，超出既有相關法規之允許規範」，如非都市土地編訂

為「森林區」之「林業用地」，其法定容許使用項目中，「農牧經營」並未涵蓋於其中，亦即在編定為

「林業用地」上不得做該型態之使用。陳亭伊、顏愛靜（2009a）則指出，按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水土保持法等規定，宜林地或加強保育地內，從事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者，即構成山坡

地超限利用之違法行為。因此，本計畫欲深入探討現行土地管理制度能否允許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

之土地利用方式，以評估此種農林複合經營模式是否具法令可行性。 

綜合上述，本計畫探討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度之沿革時，將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為主軸，

配合討論國家公園法、森林法、農業發展條例、自來水法、水土保持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等法令，及本研究地區相關

計畫與政策措施，進而分析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之法令可行性，以作為研擬原住

民地區土地管理及複合農林業推行之配套措施之參酌。 

(五) 研究地區土地利用相關研究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及資源利用制度之研究，本人承蒙國科會之補助，先後執行近七年的整合型研

究之子計畫。於 2005至 2008年，本人參與國科會計畫補助之三年期整合計畫－「臺灣原住民族資源

利用與永續發展之研究」，執行其中的子計畫三－「原住民地區共用資源保育與利用之分析－以新竹

縣尖石鄉泰雅族部落為例」，選取現今既有的「觀光地景」、「河川魚群」、「森林產物」等三種形式之

共用資源，以新制度經濟學為理論基礎，藉由實證調查和比較，並經「組織中的個人制度選擇」、「社

會中的共管組織」以及「社會—生態系統」等三個層次的分析，討論影響個人遵守集體的正式與非正

式規範的因素，及人們制定符合當地條件的共用資源治理規範的過程，與社會與自然生態之間的互動

關係形成的歷程，最終提出政府進行原住民地區共用資源管理制度設計與政策規劃的建議，包括：（1）

重新建構泰雅族的傳統生態知識（TEK），詮釋 TEK的時代精神；（2）重新形塑原住民的土地倫理，

                                                                                                                                                                                                         
村地段及全部秀巒村地段皆有保留地劃入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共 1,410.094公頃及 2,338筆，其中約 95％為秀巒段保留

地，以及有 668.372公頃為公共設施用地，計 666筆。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保

留地各類保育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統計表，資料日期：2007.3.6。 
18 新竹尖石玉峰、秀巒二村原住民保留地主管機關多為原住民族委員會，有 5,766筆，4,802.265公頃，僅秀巒段有 5筆

0.355公頃土地主管機關為國有財產局，有 2筆 0.211公頃土地主管機關為林務局，其餘少數土地主管機關為原住民族委員

會、國有財產局、林務局以外的政府機關。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保留地各類管

理機關概況統計表，資料日期：20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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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構親善環境之土地管理機制；（3）落實原住民在地參與，以助其除卻環災元兇的污名；（4）政府

給予必要支援，以利 TEK融入自然農法的發展；（5）調整資源使用權力的對等關係，以建構合宜的

流域管理制度。於此計畫中，雖著重於共用資源利用之管理制度設計與政策規劃的建議，並未深入探

討原住民土地利用、超限利用等課題，但於研究過程中發現研究地區超限利用問題持續地被關注與討

論，政府也積極取締違規使用者，卻成效不彰，爰開啟本研究期能深入探討研究地區原住民土地超限

利用議題之動機。 

延續過去三年的研究成果，本人繼續於 2008至 2010年間參與國科會補助之二年期整合計畫－「石

門水庫集水區原住民地區資源利用與永續發展之研究」，執行其中子計畫五－「以部落為基礎進行流

域治理之原住民族土地政策研究：以尖石鄉塔克金溪與薩克亞金溪流域之泰雅族部落為例」，就此研

究區域以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及參與式觀察等研究方法進行兩年之田野調查，並結合傳統生態知識、

社區自然資源管理、跨尺度網絡理論等分析工具，探討這些部落的土地資源使用的活動，以及支持這

些使用方式的社會組織和土地觀，藉以從在地的觀點釐清部落發展之確切需求，並分析與研究區域相

關的土地資源制度和政策對於部落的資源利用之激勵與限制結構，以期能權衡資源管理之跨尺度需求

與目標，銜接原住民土地之法制架構，為部落為基礎的資源管理政策與制度設計提出初步建議，包含：

1. 重新檢視山坡地可利用限度的標準，與檢討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用途，以謀求當地居民的生存之道及

符合其需求。2. 政府追求經濟發展之際，應考量地方產業發展，並善加保存原住民文化。3. 導入生態

社區與農業多功能概念，提倡有機農業生態部落。4.配合社區林業計畫，由部落自主造林，推動森林

觀光或複合農林業，提高坡地造林獎勵金。於集水區治理政策中，政府取締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為

其中之一，然執行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如未能兼顧部落產業發展、生計維持之需求，及政府保留地

管理制度過於複雜等，並初步接觸複合農林業理論，爰引發本計畫期能釐清原住民土地管理制度之變

遷，及其相關法令規定之複雜性，以探討超限利用的制度結構問題，並試圖提出複合農林業理論作為

因應解決對策。 

基於前面五年研究累積對研究地區的認識，與長期培力在地人才與部落青年之必要，本人再次於

2010年至今參與國科會補助之三年期整合計畫－「環境正義視野下的流域治理：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

泰雅族部落永續發展策略之行動研究」，執行其中子計畫三－「生態社區建構與永續流域治理之研究

－以玉峰溪流域泰雅族原住民部落的有機農業發展為例」，以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及參與式觀察等研

究方法進行泰雅族部落田野調查，並結合傳統生態知識、生態社區與土地倫理建構、農業多功能性與

有機農業發展理論等分析工具，探討這些部落的社會組織和土地觀如何支持並促進土地資源使用的經

濟性/非經濟活動。最後，將經由「共用資源永續治理」的探究途徑，就如何建構合乎土地倫理暨在地

發展的「生態社區」以促進跨尺度的區域合作，並建立符合環境正義的永續流域治理制度提出具體建

議。基於第一年度計畫初步研究分析，得知研究地區存在數項課題有待解決：1.土地利用受到多重法

令限制，影響當地原住民生存與經濟。2.原住民地區之農業發展，政府缺少相關具體政策措施。3.因

超限利用地的地主造林意願偏低、政府提供造林的樹種並非有利復育的在地樹種，及造林獎勵金偏低，

亦未就地主對土地的投入及生活的不便為公平考量，令造林措施成效不佳。爰此，簡單提出幾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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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1.推廣以有機農業建構生態社區，兼顧原住民生存與環境保護。2.政府應參酌農業基本法草案，

研擬具體的農業政策，以落實農業多功能性。3.重視原住民地區農業之發展，並兼顧環境保護之必要，

以避免環境不正義現象。基此，目前本人刻正進行第二年度計畫之研究。 

以及，亦有研究以本研究地區石磊部落為例，探討原住民部落農業發展、原住民知識與農地利用

之課題。如顏愛靜、傅小芝、何欣芳（2009）指出該部落如其他高山的原住民部落，其土地利用，因

受國家統治力的干預，限縮傳統的生活空間及領域，並依國家政策指導發展經濟，致使其傳統的土地

利用模式逐漸改變。且因交通不便利，觀光產業發展不易，仍以農業經營為主，生產有機高冷蔬菜、

水蜜桃等農作。又因該部落位處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山坡地，其農業活動除受限於土地使用管制規範外，

更被指責是導致近年來山崩、土石流而造成水庫淤積日深的禍源。該部落居民有感於過去採取噴灑化

學肥料與施用農藥等不循土地倫理的農業經營方式，不僅造成生態環境的污染，亦將有礙土地健康，

乃在土地倫理的省思下，嘗試以融合傳統生態知識的無毒自然農法為其農業生產的技術。羅恩加（2010）

則探討自然農業在該部落發展的重要歷程，自然農業如何取代化學農業成為部落農業的新趨勢，及傳

統知識如何落實與運用在現代的農業技術上。該部落立基於韓國趙式自然農業基礎上延續發展的石磊

自然農業，正走向一個非現代農業科技發展下的一種模式，以保護土地與在地知識為農業發展的核心，

並結合傳統知識的概念，以就地取材製作高營養的肥料來縮減農事成本、保護土地、提高農產品的品

質，創造了石磊在地農業的發展契機，此可成為現今原住民族部落在推展農業發展上重要的參考與方

向。 

另外，亦有研究以尖石後山為例，探討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與利用之課題。如陳亭伊、顏愛靜（2009a）

指出現今的土地利用方式是經過文化、資源、技術與制度因素彼此長時間的互動所形塑而成，未來也

將延續下去。為使稀少的土地資源能有效利用或適當保育，政府制訂了多重法令制度的規範，由多個

主管機關管理，涉及諸多土地權利的利害關係人，當一個法令產生一個問題，可能會影響到少數利害

關係人，而多個法令或多個問題再重疊與累積，則將牽涉更多利害關係人，並產生更複雜的問題，可

能是人與人之間、人與政府之間、政府機關與政府機關之間關於土地的衝突，也可能是人與法令之間、

法令與法令之間關於土地的問題，結果土地利用的問題與衝突將難以獲得解決。陳亭伊、顏愛靜（2009b）

指出現今原住民保留地由於區位不當，而使原住民的土地利用受到較多的限制，其著眼點多在維護珍

稀的山林資源與生態環境。根據原民會的統計，目前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保留地編定為農牧用地，實

不足以贍養靠山為生的族人，也在無形當中阻礙了原住民社區發展當地農業經濟的成效。這是因為看

似現代化的定耕農業取代以往的游耕方式，好像比較能夠提升單位土地面積的產量，但是由於保留地

制度約束及農牧用地的不足，致使部落族人僅能重複使用自己僅有的數塊固定土地，而這些土地經過

長時間使用又無足夠時間休耕，致使土地生產力逐漸下降，因此族人必須想方設法提高土地生產力或

增加耕作面積以為因應，從而使噴灑農藥及化學肥料、林地超限利用等情形屢見不鮮。 

本人基於過去的研究歷程中，有感於原住民地區共用資源管理制度設計、以部落為基礎的資源管

理政策與制度設計、以有機農業建構生態社區之策略等，似乎無法完全、根本地解決原住民土地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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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之問題，故本計畫期能提出結合造林與農業的經營模式，即複合農林業理論，結合永續農業理論，

試圖突破目前僵化、不符現況需求的原住民土地管理制度，開創原住民地區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並兼

顧國土減災之目的，以促進原住民族永續發展。 

四、研究方法 

(一) 整體研究（三年計畫）研究方法 

基本上，社會科學的研究可概分為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兩大類，對社會科學研究來說，這兩者都

非常重要，並沒有孰輕孰重的問題，也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的，有時候同一個研究，會並用量化和質化

的研究方法。所謂研究就是提出問題並尋找答案的過程，用什麼樣的研究方法，完全依研究目的設定，

以及在這個研究目的下所提出的研究問題而定。 

個案研究，指的是針對特定的個人、計畫、事件，在一段時間內進行深度的研究。有時候，研究

者基於個案的性質，選定一個個案深入研究，以促進對其他相似情況的瞭解；有時候，研究者基於個

案間性質的關鍵差異，選定兩個或多個個案，以進行比較、歸納或建構理論。而個案研究特別適用於

尋求對於一個複雜、無法預先全盤掌握情況的瞭解上，亦適用於探索一個個人、計畫、事件在特定的

環境中，歷時性的變化（Leedy, 2005）。 

本三年期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之設定，是針對一個開放性（open-ended）的問題尋找答案。一方

面，由於對於這個問題的產生背景，已有一定程度的理論成果和田野經驗，因此在這些理論成果和田

野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一個為問題尋找答案的概念架構，這樣的架構亦有助於在有限時間內進行有系

統的資料收集；但是，另一方面，本研究亦意識到，上述制度經濟學分析架構，源自於新古典主義經

濟學的認識論基礎，因此會有將個人和社會行為過度簡化為經濟行為的潛在危機。在認識論上，本研

究傾向如 Polanyi（1994）所指出的：經濟行為只是包含在（embedded）人類社會活動的一部份。因此，

要深入瞭解研究個案，必須先力求對其社會脈絡與環境的瞭解，而概念架構也有可能在新的、無法用

此架構解釋的田野現象出現時，必須被重新修正。基於以上的認識，本三年計畫的研究方法部份採用

紮根理論（ground theory）的精神，亦即重視的是過程，而非在一開始提出一套封閉的設計（Leedy, 2005）。

本研究在設定主要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之下，提出互相關連的各年研究目的與問題，但研究方法則會

因各年研究目的不同，以及新的研究成果與問題的出現，而細部的研究方法則有不同的設計與修正，

以透過概念架構與田野現象的來回檢視，深化對於研究對象的瞭解以及未來進一步應用的可能性。 

(二) 本年度(第一年計畫)計畫之研究方法 

1、方法論—行動取向（action-oriented）的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研究方法的設定，須視研究目的以及在這個研究目的下所提出的研究問題而定。通常研究問

題的提出，如非已有明確可信的因果關係（cause-effect relationships）可供解答，而須著重在性質

的描述、現象的詮釋、背景脈絡的掌握，以及不確定因素的發現，則需要透過質化的研究來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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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Peshkin，1993）。由於本年度研究的目的著重於意義的探索，因而以質性研究為取向；在

資料的收集上，除了透過文獻收集的方式蒐集彙整二級資料之外，將採用焦點團體、深度訪談與

參與觀察等方式，進行初級資料的收集。  

各種研究的方法論的形成，則受其認識論的指引。就本研究而言，由於研究問題的設定，著

重於流域治理的方式該如何切合當地居民對生態保育之需求，而「生態保育」的意義為何，相信

並非一成不變，也非不驗自明的真理，而是在主體和客體的互動之間被界定出來。另一方面，「意

義」的探索，就像剝洋蔥一樣，剝開一層之後還有一層，因此唯有透過上述的焦點團體、深度訪

談與參與觀察資料收集的方式，才能夠儘量避免將問題過度簡化，而只看到事物表面的危險。值

得注意的是，所謂的論述，並不單指說出的話或書寫出的文字，也包含了行動的展現。許多的知

識，存在於文字甚至是語言表達的範疇之外，卻可以在實踐（practice）中被展現出來（Crang, 2003）。

因此，透過參與觀察，彌補、發掘口語訪談所不能傳達的訊息，即非常的重要。     

此外，本研究的方法論的另一個重點是，採用行動研究的原則，界定研究、研究者、研究對

象三者之間的關係。行動取向的研究方法，包括：結合行動的研究（combining activism and research）

參與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等等不同的面向，基本上，它強

調的是不同於由上而下的，而是草根的發聲（Pain, 2004）。本年度研究所抱持的行動研究原則，

希望傳達原住民部落的觀點，進而能透過制度的設計，創造社會實踐的可能。 

2、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的方法論，且為研究目的下所設定的問題尋找答案，各年度計畫所採用的研究方法，

包含了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兩大部分： 

(1) 資料收集 
A. 文獻收集：本方法主要用於收集二級資料。在本研究中，將收集有關資料；另外，

則持續廣泛收集論文、期刊、調查研究報告，以補充研究地點相關之民族誌資料。 

B. 深度訪談：本方法適用於個人資源使用經驗的深度瞭解。由於只受基本訪談主題的
導引，沒有封閉式的問題，因此需要長時間，甚至多次的訪談，然而由於沒有封閉

的問題限制，受訪者可以作更開放的自我陳述，在陳述過程中，也可能挖掘出更多

的訊息。本研究所採用的深度訪談，主要是將依照對特定主題具有相當瞭解，分層

列出受訪者名單，訪談的紀錄將成為進一步資料分析的文本。 

C. 焦點團體訪談：由於個人在不同情境下，對於事物的詮釋都有可能改變，而在周遭
情境的激發下，也有可能提出單獨接受訪談時想不到的觀點和說法。因此，當需要

得到特定訊息時，可以將相關社群的成員集中進行對話，進行訊息的收集。觀念等

訊息。本研究所採用的焦點團體訪談，主要是針對特定主題，與組織成員、專家學

者進行座談，收集組織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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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參與觀察：很多的訊息並不是在口語或書寫的範疇之內，例如：人際的互動關係，
特定知識的展現；因此，必須透過在一個地點的長期活動或事件的參與，以捕捉這

一類的訊息（Crang，2005）。本研究所採用的參與觀察，主要是研究者參與部落活
動並加以觀察後，將進行記錄與詮釋。 

E. 問卷調查：運用統一設計的書面問卷，向被調查者提出問題，並由被調查者填寫問
卷，以徵詢被調查者的意見，或調查其對某事情的瞭解或意願，而此問卷可設計有

開放式問題，由被調查者自由填寫回答，或設計成封閉式問題，限定被調查者的回

答方式或答案，亦可混合使用這兩種問題型態。本研究所採用的問卷調查，主要是

研究者設計封閉式問題後，針對本研究地區原住民與專家學者，進行調查，及綜合

分析調查結果。 

(2) 資料分析 
A. 論述分析：論述包含了一整套的想法、觀念與實踐的語言，人們透過論述來解釋他
們所處的世界。而在論述的背後則存在著一定的意識型態，這些意識型態使得論述

看來合理而自然（Deloria, 2004）。因此對論述的分析包含兩個面向：一是分析這一
整套的想法、觀念與實踐的語言指涉了什麼？以發展論述為例，即是分析它所指涉

的是什麼是好的發展，該怎麼發展等等的內涵；另一個面向則是分析這個論述背後

有什麼假設，使得做什麼、該怎麼做這樣的事情看來理所當然。本研究所採用的論

述分析，主要是對照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所得的文本，以及參與觀察的紀錄，

與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論述。 

B. 脈絡分析：對於事物的詮釋，尤其是涉及意義的詮釋，往往不能只看到事物本身，
而必須看到其發生、存在乃至變化的特定時空背景。脈絡分析即是透過對於特定時

空背景的瞭解，將欲研究的對象置於這個時空背景下加以檢視。本研究所採用的脈

絡分析，主要是透過對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究報告的文獻收集，以及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座談、參與式觀察所得的田野資料，與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脈絡分析。 

C. 政策分析：對於政府的制度，包含計畫、措施、法令、規章、政策等，研究者先予
以瞭解政策的目標、問題、實施方案、效果、環境、資源、評估標準等內容，再評

估政策實施的成本、效益，探討政策執行的成果與政策目標之落差與衍生問題，進

而提出相關改進建議或調整方法，以供政府研擬或修正政策之參酌。本研究所採用

的政策分析，主要是透過對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究報告的文獻收集，以及深度

訪談、焦點團體座談、參與式觀察所得的田野資料，與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政策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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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第一年度計畫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的對照】 

研究問題 資料收集方法 資料分析方法 資料來源 

1.永續農業於國內外發展之現況如何？ 

（1）永續農業於國內發展的情形（如推行
地區、實施方式等）為何？ 

文獻收集 

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 

參與觀察 

論述分析 

脈絡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究報

告、期刊論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方社會團

體、地方活動 
（2）永續農業於國外發展的情形（如實施
地區、執行方式、推行策略等）為何？ 

2.複合農林業於國內外發展之現況如何？ 

（1）複合農林業於國內發展的情形（如推
行地區、實施方式等）為何？ 

文獻收集 

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 

參與觀察 

論述分析 

脈絡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究報

告、期刊論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方社會團

體、地方活動 
（2）複合農林業於國外發展的情形（如實
施地區、執行方式、推行策略等）為何？ 

3.我國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度如何變遷？ 

（1）全國性土地管理法令（即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如何演變至今？  

文獻收集 

深度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 

參與式觀察 

論述分析 

脈絡分析 

政策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究報

告、期刊論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方社會團

體、地方活動 
（2）資源治理區域（如原住民保留地、山
坡地、水庫集水區等）土地管理法令如何演

變至今？ 

（3）當前研究地區當前土地利用受到哪些
法令所規範？ 

4.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對國土減災有何正面、負面影響？ 

（1）當前國內外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之
實施對國土減災有何效益？ 

文獻收集 

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 

參與觀察 

問卷調查 

論述分析 

脈絡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究報

告、期刊論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方社會團

體、地方活動 
（2）研究地區農業、林業的從事對國土減
災有何影響？ 

5.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是否具有必要性？ 

（1）研究地區原住民從事複合農林業、永
續農業之意願或看法為何？ 

文獻收集 

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 

參與觀察 

問卷調查 

論述分析 

脈絡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究報

告、期刊論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方社會團

體、地方活動 
（2）專家學者對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
林業、永續農業之必要性有何看法？ 

 
 
 



27 
 

五、結果與討論 

甲、重要結果 

 (一)永續農業發展歷程與現況 

1.1國外發展永續農業之經驗 
1.1.1.永續農業之內涵 

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於 1987年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永續發展

定義為：「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其所顯示的意涵，就社

會層面而言，主張公平分配，以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人民的基本需求；就經濟層面而言，主張建立在

保護地球自然系統基礎上的永續經濟成長；就自然生態層面而言，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19。 

「永續農業」為永續發展的一環，為農場經營行為使用生態的原則，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關

係，此一詞係在 1950年由澳大利亞農業科學家、生態學家和教育家 Gordon McClymont所創造，20他

以多學科整合方法運用於農場生態而聞名，並主張「國家的經濟健康，文明的標準，它將支持，依賴

於它的土壤的肥力和由此產生的牧場、牲畜和農作物的生產力」（McClymont,1955:1）。21而有關「永

續農業」的定義，美國農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於 1989年指出，永續農業是一種農業

系統，長期行之，可以增進資源以及環境品質，以作為農業之基礎；可以提供人類糧食以及纖維之所

需，並且在經濟上為可行，而能增進農民以及整體社會生活的品質。22而於 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農

業法案（USDA Farm Bill,1990），23亦強調「永續農業」是一種動植物生產操作的整合系統，會依地區

的不同而有所差別，長期行之，可以達成：1、滿足人類糧食以及纖維之所需；2、增進自然資源和環

境的品質，以作為農業經濟所依賴的基礎；3、對非再生資源以及農場資源作最有效的利用，而且能

適當地整合自然的生物循環以及生物防治；4、在經濟可行之下持續農業生產。5.增進農民以及整體社

                                                        
19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永續發展小百科〉，http://sta.epa.gov.tw/nsdn/，引用日期：2012年 8月 1日。 
20 http://www.appropedia.org/Organic_and_sustainable_farming，引用日期：2013年 9月 4日。 
21 原文” The economic health of this country, and so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which it will support, rests on the fertility of its 

soils and on the resultant productivity of its pastures, livestock and crops.”。 
22 原文"A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s one that, over the long term, enhances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the resource base on which 

agriculture depends; provides for basic human food and fiber needs; is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enhances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farmer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23 資料來源：(United States Congress, 1990. Food, Agri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Trade Act of 1990, Public Law 101-624. Title 

XVI, Subtitle A, Section 160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原文’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s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plant 

and animal production practices having a site-specific application that over the long term will:1.Satisfy human food and fiber 

needs.2. Enhanc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base upon which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depends.3. Make the 

most efficient use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on-farm resources and integrate, where appropriate, natural biological cycles and 

controls.4. Sustain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farm operations.5.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farmers and society as a whole.”，引

用日期：2013年 9月 3日。 

http://sta.epa.gov.tw/nsdn/
http://www.appropedia.org/Organic_and_sustainable_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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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活的品質。在美國農業部的永續農業研究和教育計畫（USDA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ARE) Program），24更說明傳達永續發展意義的最好方式，是透過農民在現實生活中，於自

己農場上發展永續農業系統的故事，永續農業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 

1、提供了更有利可圖的農業收入。 

2、促進環境的管理，包括：（1）保護和改善土壤品質；（2）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如燃料、合

成肥料和農藥的依賴；（3）儘量減少對安全、野生動物、水質和其他環境資源不利的影響。 

3、促進穩定、繁榮的農場家庭和社區。 

另於美國國家永續農業訊息服務（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Service, ATTRA）

主張，25永續農業是一種不消耗地球的資源或污染環境，產生豐富的食物。它是農業遵循自然的原則，

以開發用於提高作物和牲畜的性質和自立。永續農業是農業的社會價值觀之一，其成功的結果，是充

滿活力的農村社區，豐富的農場家庭生活，和公平提供大家有益健康的食物。聯合國在 1992年於里

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又稱，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 UNCED），簽署的「21世紀議程」第 14章指出，26

為了給永續農業和農村發展創造條件，發展中國家及已發展的國家，非但在國家一級，而且在國際一

級，都需要在農業、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調整。永續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主要目標，是以

永續的方式，增加糧食生產，加強糧食安全，這將涉及到教育措施，利用經濟激勵和適當新技術的發

展，從而保證穩定的供應，營養充足的食物，弱勢群體物資的取得，市場和生產，就業和產生收入，

以減輕貧困、自然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必須列於優先處理的是保持並提高有較大潛力的農用土地的

生產能力以養活日益膨脹的人口。但同樣必要的是養護和恢復潛力較小土地上的自然資源，以保持永

                                                        
24 http://www.sare.org/，引用日期：2013年 9月 3日。 
25 ATTRA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Service，https://attra.ncat.org/fundamental.html，引用日期：2013

年 9月 3日。 
26 資料來源：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Agenda21.pdf,原文 “14.2：Major adjustments are needed 

in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at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in developed as well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SARD). The major objective of 

SARD is to increase food production in a sustainable way and enhance food security. This will involve education initiatives, 

utilization of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and new technologies, thus ensuring stable supplies of 

nutritionally adequate food, access to those supplies by vulnerable groups, and production for markets; employment and income 

generation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14.3：The priority must be on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the higher potential agricultural lands to support an expanding population. However, 

conserving and rehabilitating the natural resources on lower potential lands in order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man/land ratios is also 

necessary. The main tools of SARD are policy and agrarian reform, participation, income diversification, land conservation and 

improved management of inputs. The success of SARD will depend largely on the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of rural people, 

national Government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cluding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引用日期：

2012年 9月 4日。 

http://www.sare.org/
https://attra.ncat.org/fundamental.html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Agenda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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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人地比例。永續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主要手段是政策和土地改革、參與、收入多樣化、土地養護以

及改善對投入的管理。永續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成功將主要取決於農村大眾、各國政府、私營部門以及

包括科技合作在內的國際合作的支持和參與。是以「永續農業」展現了人類勞動與自然環境的平衡關

係，強調農耕生產關係與人類長遠發展，以及自然資源使用的協調互動。27因農業具有確保糧食安全，

減輕貧困和提供重要天然資源的功能，是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定位永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必須具有五項特性，在資源（土地、水、植物和遺傳資源）

上可保存、環境上非退化、技術上很適當、經濟和社會上可接受（Lee, 2005：1327），其理念涵蓋了

農業生產對環境的影響，社會大眾接受與否，及經濟的營利性。 

綜上之定義，可知永續農業的之產生，主要在呼應現代農業賴以為基礎之自然資源品質的下降，

故其概念，在促使傳統農業的調整，兼重三生全面發展，維持地力與生態平衡，提供高品質及健康農

產品，低成本高收入的農業經營方式，以使其更加維護環境的健康，經濟的盈利能力以及社會和經濟

的權益，而其核心的價值觀應包含以家庭農場為主之農業結構、公平的競爭環境、加強和保護自然資

源、尊重自然及地區糧食系統和更好的社區。 

1.1.2永續農業之實施方式 

永續農業其概念涵蓋廣泛的技術面，包括有機（organic）、自由放養（free-range）、低輸入（low-input）、

全面（holistic）及生物動力（biodynamic），並因許多研究中，僅論及技術層面的問題，所以常常將它

與有機農業、自然農法等名詞並列。永續性農業之理念是世界性的，其觀念雖應相同，惟其作法或實

施對策可因各國及各地區之農業環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是以出現下列多種名稱不同而內涵相近的耕作

農法，如 1、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2、庭園農業（gardening agriculture）；3.生物性農業（biological 

agriculture）；4、自然農法（natural farming, wild farming）；5、再生性農業（regenerative 

agriculture,renewable agriculture）；6、生態農業（eco-agricult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e）；7、低投入永

續性農業（low inpu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LISA）；8、生物動力性農業（biodynamic agriculture）；9、

替代農業（alternative agriculture）；10、綜合農法（holistic farming）；11、高效率永續農業（high efficiency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HESA）；12、永續農業與農村發展（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SARD）（王銀波，2005:2，林俊義，2005:3-5）。 

 

 

 

 

 

                                                        
27 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442，引用日期：2013年 8月 1日。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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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國外實施永續農業之技術】 

農法名稱 施作方式 
實施的國家

或區域 

有機農業 

其本質為農場管理的一種方式，防止土壤肥力和病蟲害問題。雖然有機農業

中使用許多單一技術應用於廣泛的農業管理系統，惟其管理的重點是維護和

改善農場整體健康的土壤-微生物-植物-動物系統（一種全面的方法），從而影
響當前和未來的收益率。在有機農業的重點是使用輸入（包括知識）的方式，

鼓勵速效養分和抵禦害蟲，即“自然”的資源進行操作，以鼓勵有助於提高和
保持農業生產率的生物過程。土壤是該系統的核心部分，因此大多數化肥和

農藥皆被認為是這一過程的阻礙，應予禁止。 
基本做法包括：為維持土壤的生產力及易耕性，施用作物殘渣、家畜糞尿、

綠肥、有機性廢棄物及無機礦物於土壤中，以求充分供給作物所需之養分並

保持良好的土壤物理、化學、生物性；以輪作、間作等耕作方式來生產多樣

的作物並維持地力；以機耕法、生物防治來防治雜草及病蟲害。 

歐美、日、韓

等多國 

庭園農業 
在歐美各國，早期有機農業的實行多採行小面積、非企業化方式，而且是廣

見於家庭後院的栽培，所以有機農業又稱為庭園農業。 
歐美 

生物性農業 

生物性農業是整個農藝，環境描繪，營養和生物成分所構成一個健康的土壤，

生物性農業結合最好的常規和有機農業強調達到自然生產的土壤，顯示高層

次的生物活性。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提供良好的土壤營養和結構，以及與能源，

空氣和水的充足供應，以最大限度提高土壤微生物的活動。使生物群落生活

在健康的土壤中，並賦予種植植被的自然能力。 

歐洲各國 

自然農法 

此農法由日本岡田茂吉創於1935年，是一種主張不使用合成化學肥料、農藥、
或其他化學物質，而採用天然有機物來培育土壤，認為健康土壤才能生產健

康作物，同時利用生態平衡的原理來防治病蟲害，並且設法維持自然生態體

系的農業生產方式。 
早期施行者認為人糞尿或畜產廢棄物不潔應迴避使用，強調「不耕地、無肥

料、無農藥、無除草劑」四大原則。但近來因了解完全腐熟畜產廢棄物之營

養成分及其在生態鏈中之角色，已不再限用畜產廢棄物。採行此農法的農業

則稱為自然法農業或自然農業。 

日本、韓國 

再生性農業 

再生性農業是任何使土地恢復能力的農業經營，其為保持或提高土壤的肥

力，創造了豐富的食物和其他農產品，充滿活力的社區和公平的經濟做出貢

獻，並尊重生態的自然世界。此名稱是對照於現行的化學農業而產生，希望

把農業由不健全狀態拉回到本來應有的農業型態，再生性農業的重點是建設

土壤，恢復河道，並鼓勵生物多樣性，同時減少依賴外部投入，改善牲畜健

康和提高農業產量和盈利能力，以彰顯農業的再生性功能。 

英、美 

生態農業 

美國土壤學家W.Albreche在 1970年首先提出此詞，在 1981年由英國農學家
M.Worthington明確定義為在生態上能自我維持、低投入且經濟上有生命力，
在倫理和審美上可接受的小型農業。以使農業景觀尺度上，共同實現加強農

村生計、保護或加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制定更加可持續和生產性

農業系統的三大目標。 

歐美、日本及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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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法名稱 施作方式 
實施的國家

或區域 
生態農業承認農業生產者和社區作為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關鍵管家，使

他們能夠有效地發揮這些角色。生態農業的目標，通常需要協作或協調不同

利益相關者之間共同負責管理關鍵部分的景觀。 

生物動力性

農業 

是種調和的農耕和園耕技術，多角型的、循環性的農業栽培經營方式，根絕

使用有目的之化合物，使農業呈分散性生產及分佈於各地區，是利用生物動

態學原理來管理土壤、植物、肥料的農業。 
生物動力性農業之原則，除了秉承有機原則，從業者尚需遵循六項原則，(1)
植物多樣性、(2)種植各種植物和混合作物幫助取代土壤中的養分、(3)輪作，
(4)提高各種各樣的動物，(5)鼓勵健康的土壤和更少的寄生蟲，害蟲(6)雜草堆
肥創建健康的土壤，腐殖質和氮，以支持健康作物。 

歐洲、澳大利

亞 

替代農業 

此農業旨在減少農業面資源污染，提高可持續發展、效率和盈利能力的系統

化方法。替代農業強調管理的做法，充分利用自然過程（如養分循環，固氮，

害蟲 - 天敵關係），一方面改善與土地的生產潛力和物理特性匹配的種植模
式和農藝措施；另一方面選擇性的使用商業肥料和殺蟲劑，以確保生產效率

和保護土壤，水，能源和生物資源。 
替代農業做法，包括輪作，動物和綠肥，土壤和節水耕作系統的使用，如免

耕種植方法，病蟲害綜合管理，並利用基因改良的作物和動物。與永續農業

一致的，替代農業側重於那些超越傳統或傳統的農業耕作方式，惟並不排斥

與整體系統一致的傳統做法。 

歐美 

綜合農法 
綜合農法是1907年由Elliot所提出的，是指一種從整體觀念（wholism） 來設
計和管理農業生態系統的農法，英、法、德三國的有機農法就較偏於綜合農

法。也有人譯為總體性農法，而施行此法的農業稱為總體性農業。 
英、法、德 

低投入永續

農業（LISA） 

1983年美國通過「農業生產力法案」以推動有機農業，但美國施行慣行農業
已久，依賴機械已深，改行有機農法較困難，故美國農業部為永續農業生產，

針對其農業特性，將有機農業改為低投入永續農業，並於1988年開始推行。 
低投入永續農業，指減少能源（例如化學肥料、農藥、機械化等）投入的農

作制度，不但可降低其生產成本，還可維持良好的土壤生產力及維護自然環

境。該系統的基礎原則是：(1)適應區域環境的農業系統，包括土壤，水，氣
候和在當地出現的生物群落（2）優化利用生物和化學在農業生態系統中的物
理資源。其做法包括：輪作、病蟲害控制、保育犁耕等。 

美國 

高效率永續

農業

（HESA） 

1989年時，美國農業界的有些學者認為，永續農業應該是泛指能長期有利於
改善農業環境與資源、生產量能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求、有經濟效益、能

提高農民與整個社會之生活水準的作法才對，所以主張應將低投入持久性農

業改為高效率永續農業。 

美國 

永續農業與

農村發展

（SARD） 

1990年代，美國在推行LISA與HESA過程中，學者們發現光有進步的科學技
術並不足以保證農業的永續性，如何提高農村教育、改善農村的設備等因素

亦應加入考量，所以近年來已改提倡推動永續農業與農村發展這概念。 
美國 

資料來源：謝順景，1993:20-40；陳能敏，1996；林俊義，20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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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早年推行的LISA研究及教育計劃，已研究出許多以低投入的方法來控制病蟲害及土壤肥力。

在研究計畫中發現，栽培中以機耕來控制雜草的方法很有成效；以玉米－大豆輪作之高畦栽培可以減

少80%之壤沖涮；利用非化學農藥方法之蟲害控制亦有成效；作物收獲後之土壤處理包括翻耕、日晒

等可以減少由土壤引起的病害80%；利用性費爾蒙來誘殺害蟲的方法，每英畝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投入

(成本)。是以該研究計畫的實施不但減低了環境的衝擊，同時對經濟上，人民生活素質之提昇上亦有

正面影響。另法國實施的生物性農業，不用化學農藥而用微生物之方法來防治病蟲害。法國的生物性

農場的經營，以有畜農業之形態進行，即除生產穀物、蔬菜、水果之外亦同時養牛及養豬，而把家畜

之排泄物作為堆肥回歸在田內利用，不必用化學肥料。而英國的生物性農業，則是特別注重土壤之健

康問題，需經常分析田間之土壤，根據分析結果採取有必要的措施，包括有機肥料之施用及土壤微生

物之管理等，或開發適合於低投入狀態下栽培的品種、綠肥之種植、輪作之實行、病蟲害之綜合防治

等農業經營措施。至於西德的農業政策，向來重視包括農地之水土保持，農村景觀之維持，農藥污染

等，是以當地實施的生物性農業強調土壤地力之保持，以選擇適當之栽培地及品種、適當的耕作制度、

適當的施肥法及利用天敵來控制蟲害等。澳大利亞實施的生物動態性農業，有國家級生物學農業及慣

行農業之比較試驗，並進行產量、土壤、有機質及作物之生產分析等，另外進行家畜糞尿之堆肥化試

驗，牧草品種之產量及品質試驗與有機質肥料之製作、綠肥作物輪作與病蟲害發生關係等多種研究。

（謝順景，1993:20-28） 

上述這些農業經營實踐方法的共同點，是模仿自然生態的過程，農民減少耕作和水的使用，種植

之區域每年以不同的作物和整合農田放牧牲畜，及培育有機的生物體以控制破壞作物的害蟲，避免農

藥的使用，促進健康的土壤。除了種植糧食，永續發展的理念，也廣泛的擁護支持農場工人待遇和食

品價格的公平，以提供農民收入宜居的原則。28 因此美國國家永續農業訊息服務（ATTRA）認為，農

業永續發展，可以看作是土壤，水，植物，動物，氣候，和人民複雜相互作用的生態系統管理。其目

標是從農場的環境、人民、及經濟條件下，整合所有這些生產系統的因素成為適當。而David等（1997:6-7）

指出，雖然最終決定是否實行永續農業是由農民和他們的家庭，惟這個實施的方向，將受到若干因素

嚴重影響，其中某些因素，或為農民們可影響，但其中有些因素卻是完全超出他們的控制。通常朝向

永續農業進展，是由五個不同層次，國際性的、全國性的、社區、農家和田間發生的事件所決定。而

這五個層次相互作用下，對永續發展三個構成部分，生態、經濟及社會/制度的影響，如下表。 

 

 

 

 

 

                                                        
28 永續農業-國家地理雜誌全球資訊網，http://environment.nationalgeographic.com/environment/habitats/sustainable-agriculture/，

引用日期：2013年 9月 8日。 

http://environment.nationalgeographic.com/environment/habitats/sustainable-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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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永續發展構成部分的相互影響＊】 

影響永續發展的層級 永續的構成 

 生態 經濟 社會/制度 

國際性的 次要的 次要的 次要的 

全國性的 次要的 次要的 主要的 

社區 次要的 主要的 主要的 

農家 主要的 主要的 主要的 

田地 主要的 次要的 次要的 

    ＊「主要的」欄位代表影響永續發展的主要表現構成部分；「次要的」欄位代表可影響永續發展的其他因素。 

    資料來源：David etc.，1997:6-7。 

 
1.1.3永續農業之推行策略 

聯合國環境計畫署（UNEP,2012）認為永續農業生產系統提出現有耕作可行的替代方式，永續農

業強調資源的效率和生產力的用途（例如，通過低耕作，輪作，有效的灌溉系統），提高農業生產力

和盈利能力，同時確保提供的食物，減少負外部性和重建生態資源。另聯合國農業永續發展和氣候變

化委員會（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Climate Change,簡稱 CSACC,2011:9-12），建議決

策者在面對氣候變遷，實現糧食安全，力促農業永續發展，必須納入國家和國際政策。該委員會強調，

天氣變化的增加和氣候衝擊將對農業產量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有必要及早採取行動，推動農業生產系

統的改變以提高抗災能力。並呼籲應大幅增加永續農業的投資，包括國家研究和開發預算，土地復墾，

經濟激勵措施，以及基礎設施的改善。並為提供所有國家其社區的長遠利益，該委員會主張應採取下

列步驟，以面對氣候變遷及實現農業永續發展以達成糧食安全目標： 

1、糧食安全和永續農業整合到全球和國家政策。 

2、在未來十年提高永續農業和糧食系統全球投資的水平。 

3、採永續集約化農業生產，以同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其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4、制定具體方案和政策，以協助最容易受到氣候變遷和糧食不安全的居民和地區。 

5、重塑食品准入和消費模式，以保證基本的營養需求得到滿足，並促進全球健康和永續的飲食

模式。 

6、針對基礎設施，耕作方式，加工，配送和家庭習慣，降低食品體系中的損失和浪費。 

7、創建全面，共享，集成，包括人類和生態尺度的訊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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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踐上述的承諾，世界各國公私部門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及計畫。在澳大利亞，為減少溫室氣體

的排放，以支持適應農業和低碳農業，於澳大利亞農業的未來計劃中，氣象局提供詳細的長期氣候預

測和風險評估，以幫助農民為未來的變化做好準備。在一些地區，如澳大利亞西南部，氣候預測已經

是一個重要的工具，農民被迫改變他們的耕作方式，以回應不斷變化的氣候條件。這些訊息的提供、

資金及培訓的支持，也包括針對女性農民和“下一代”農民的補助。巴西作為世界第五個最高溫室氣體

排放國，七成來自森林砍伐和農業開發，為了滿足其到 2015年於亞馬遜森林砍伐率降低 80％的目標，

已經建立了生態和經濟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及衛星監控系統，以便迅速採取行動，打擊非法採伐。

中國計畫於 2009-2015年，於 2,700,000公頃範圍內規劃建設保護性耕作，採取鼓勵農民發展低排放和

高產水稻品種，使用間歇灌溉方式和轉換秸稈到生物質原料生產燃料，產品和能源的措施。在法國，

透過公共健康訊息推廣健康飲食習慣。印度於 2006年提出的「聖雄甘地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The 

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簡稱MGNREGA）」，除了為農戶提供就業機

會，並以某種方式為自然資源基礎作出貢獻，該保障法的執行提供了當地的環境服務，如補給地下水，

提高土壤肥力和生物的增加，反過來，有助於緩解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在肯亞、烏干達和盧

旺達，由世界混農林業中心等國際組織，實施「東非乳業發展項目（East Africa Dairy Development Project,

簡稱 EADD）」的區域產業發展計劃，藉由對小農的服務及培訓，以增加其進入市場的能力及減少生

產上的損失，除得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同時幫助提高小農戶的應變能力和創造可持續的生計。

英國，以「溫室氣體行動計畫（Greenhouse Gas Action Plan,簡稱 GHGAP）」匯集了整條供應鏈，鼓勵

採用更高效的農業實踐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時使單位生產成本節省和加強景觀和生物多樣性。美

國農業部（USDA）的有機標籤細則規定，有機產品不論是在美國或國外生產，需符合既定的標準。

這些標準包括保證無抗生素，農藥，激素或生物工程，有機產品生產，他們堅持到土壤和水的保護，

以及對動物福利的標準。因認證過程繁瑣，可使小規模的有機農民被排除，所以低於 5,000美元有機

銷售額的生產者（例如，農民在農貿市場銷售數量有限），將可免除 USDA的認證。在越南實施「作

物綜合管理（Integrated Crop Management,簡稱 ICM）」，幫助農民提高產量，同時適應氣候變化和資源

稀缺程度。實施該計畫的農場，看到更高的糧食產量，並因顯著減少使用氮肥，種子，水和農藥，以

致於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和獲得更高的利潤。（CSACC,2011:13-17） 

上述各個國家為面對現今氣候變遷及糧食安全的危機，針對國內農業經營活動的弱項，提出永續

農業發展的補救策略。這些策略由國家視地區的條件，進行長期整合性的規劃，其中亦不乏有跨國性

的合作，部分地區在實施這些策略或計畫後，其農業經濟、環境、社會的條件，明顯的受到改善，故

藉由這些經驗的揭示，實足以作為我國面對如何發展永續農業議題上的參考。 

1.2我國發展永續農業之現況 

臺灣農業在60年代為了達成增產的目標，以使各種糧食、蔬果、畜產品及漁產品等民生必需品得

以充份供應，利用了現代化科技加速品種改良、改進生產技術並大量使用化學肥料、農藥或殺草劑。

而如此的結果，卻逐漸造成了地力衰退、土壤及河川遭受汙染、農產品農藥殘留影響消費者健康問題，

使得臺灣農業生產環境、生物資源及生態平衡面臨破壞。為了使有限的水土資源得以永續利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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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倡導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相互調和之農業經營理念，並積極推廣永續的農業技術，如減少或甚至

不用化學肥料及農藥、採用有機質肥料、非農藥防治病蟲害技術、循環利用農業廢棄物、實施合理輪

作制度等資源之保育利用與管理，使農業生產兼顧了利潤與農業自然環境之維護、糧食之安全，以達

成農業永續發展的目標。 

「世界永續農業協會」（Worl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WSAA）於1991年在聯合國總部

成立後，致力於世界永續農業生產的推展。而我國鑑於上述推行永續農業之目的，於1993年成立「中

華永續農業協會」，積極推動國內有關永續農業知識之試驗研究、示範推廣及技術與資訊之交流，並

積極參與世界永續農業協會組織有關之活動。國家政策方面，農委會於1992年在國家建設委員會中把

「永續性農業之研究與發展」列入主要討論議題之一，並將此議題之結論列為積極推動之施政目標。

而在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所推行的「臺灣省地區農業發展方案」中，將有機農業列入施政措施項目之一，

並把水稻、蔬菜、果樹列為推動之重點作物（林俊義，2005：2）。1995年推行的「臺灣省農業建設方

案」之十項策略與措施，其中第九項策略「加強生態保育、有效利用農業廢棄資源」，提出「積極推

動農漁牧、水資源、生態保育相結合之農場經營方式，以發展永續農業」措施（花蓮區農業專訊，1995：

2）。同時亦將「維護環境資源，促進生態和諧」列為農業政策總體目標；1997年後，為因應國際經貿

自由化及國際糧食安全的問題，就農業永續經營的議題，提出「建立安全與均衡的糧食生產制度」、「創

造安定的農業經營環境」、「推廣和諧永續的農業經營」、「促進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等新策略，而就

「推廣和諧永續的農業經營」的策略，則明示發展森林生態系經營，加強造林、保林及林相改良，強

化水土保持監督與管理，推動治山防災與集水區整體規劃治理，維護灌溉水質與涵養地下水資源，加

強野生動植物保護及自然景觀維護，培育農田永續生產力（執行「肥料政策調整方案」，推廣施用有

機質肥料、生物肥料），加強農業污染防治等八項措施。29 

進入21世紀後，國際間因糧食生產可能因耕地及農業水資源被移用、地球溫室效應、氣候異常、

環境保護之倡議等因素而充滿不確定性，使得糧食安全受到國際的關注。另生態環境維護亦為全球焦

點，是以此時在農糧產業的政策目標上，針對「農糧產業建設」，提出「穩定稻米供給，確保國內糧

食安全」、「健全農產品產銷體系，兼顧生產者與消費者權益」、「發展食品加工，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

「加強農產品的衛生安全，以增進消費者信心」及「合理利用資源，謀求農業永續發展」等五項策略，

其中「加強農產品的衛生安全，以增進消費者信心」策略，則提出建立優良農產品標誌與認證制度，

擴大「吉園圃」標章體系等認證工作，推動民間團體辦理有機農產品驗證工作的措施。另就「合理利

用資源，謀求農業永續發展」策略，則以強化作物遺傳資源保護與利用，維護自然資源、加強農藥及

肥料管理，推廣應用生物性農藥及肥料與積極推動永續農業，推廣綠肥作物、覆蓋作物與有機肥料，

加強推動有機農業，確保水土資源為措施。近年來，為因應全球永續發展的呼籲，更將「健康、效率、

永續經營之全民農業」列為農業施政基本方針，該全民農業涵蓋五個面向，包含「對農民-利潤、效率、

好福利；對消費者-新鮮、品質、食健康；對環境-景觀、節能、保永續；對子孫-淨土、市場、高科技；

                                                        
2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政策〉，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3，引用日期：2013年 9月 22日。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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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世界-責任、和諧、高綠能」，藉由上述五個面向，兼顧社會、經濟、自然生態，以實現「能滿足

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之永續發展的目標。 

另者，配合上述永續農業政策的推動，臺灣地區有機農業，自 1986年即對在臺灣此種地理環境

實行「有機農業的可行性進行評估」。經評估結果，認為技術上可行，故於 1988年執行「有機農業可

行性觀察試驗計劃」；1990年起，由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推動「有機農業先驅計畫」，並由農委會支助省

農林廳辦理田間示範；1992年，世界永續性農業協會臺灣分會成立籌備會，1993年正式成立；1995

年起，經由各區農改良場選定農戶辦理有機栽培試作，積極辦理示範、觀摩及展售，同時開始研訂有

關有機農產品認證方式的行政法規及「有機農產品標誌設計事宜」；1996年省農林廳訂定四類作物(稻

米、茶、蔬菜、水果)有機栽培執行基準，輔導栽作面積 131公頃。到 1997年，全省有機栽作面積增

至 288公頃，試作農戶 385戶；1998年，省農林廳除增訂農作物有機栽培實施基準及適用資材外，並

彙編 18種作物有機栽培田間管理方法，有機產品規格，以及設計有機農產品標章及制定認證作業試

辦要點，獎勵農民生產具發展潛力之有機農產品，四類作物有機栽種面積增至 579頃，有機農戶 668

戶。至 1999年，全省有機栽作面積已超過 800公頃；1999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實施「有機農

產品生產基準」、「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輔導要點」、「有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要點」等行政法規

作為管理依據；2000年農委會公告實施「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申請及審查作業程序」；2007年，農委

會宣布啟用產銷履歷產品(TAP)、有機農產品(OTAP)、優良農產品(UTAP)三大農產品驗證標章。農委

會及衛生署聯合公告「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2008年，民間機構財團法人國

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MOA）及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通過行政院農委會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

構認證，成為「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之驗證機構；2009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布

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及「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

新制上路。30有機農業從是否適合在臺灣實施進行評估，到法規及作業程序的研擬，歷經 23年，使我

國在永續農業的推動上，有了更完備的制度。 

(二) 永續複合農林業發展歷程與現況 

2.1國外發展永續複合農林業之經驗 
2.1.1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內涵 

雖然整合樹林與農業的系統，已經實踐了千年之久，但是「複合農林業」（agroforestry）（或稱

「混農林業」）這個名詞是在1977年首次被提出（Bene, J.G., H.W. Beall, and A. Côté, 1977）。以最簡

單的形式描述，複合農林業被形容為「在農地上種樹」。然而，人們普遍認為，複合農林業系統是被

謹慎地設計與管理，以最大化樹與非樹構成要素間的正向互動。普遍被接受的定義說明其多種的貢

獻： 

                                                        
30 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有機農業發展大事紀〉，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5938，

引用日期：2013年 9月 23日。 

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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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農林業是一個土地利用系統的集合名詞，此系統中，木本多年生植物（如樹木、灌木等）

的生長關係著草本植物（如作物、牧草）或家畜，可能是在同一個空間安排中，可能是交替輪作，或

兩者皆是；通常，在樹木與其他構成要素之間，具有生態與經濟的互動。」（Lundgren, B., 1982: 3-6） 

國際複合農林業中心（ICRAF）指出因複合農林業強調結合生產功能與環境服務，有以下六種方

式令其能改善飢餓、貧窮、疾病、環境退化等問題，故其為一種永續生產的土地利用方式（Garrity, 

D.P.,2004）： 

1、利用複合農林業方法，增加土壤肥沃度，促進土地再生，以消滅飢餓。 

2、利用市場導向、在地樹種栽培系統，增加窮人收入和建立資產，以減少貧窮。 

3、增進鄉村窮人的健康與營養。 

4、利用複合農林業基礎的、整合式的保育解決方法，保護生物多樣性。 

5、保護集水區公共設施，使窮人能為提供這些公共設施而獲得報酬。 

6、協助鄉村窮人適應氣候變遷，及從新興的碳市場獲得利益。 

並且，J. Smith（2010：4）整理前人諸多研究後，證實複合農林業本身是一個整合式的土地利用

概念，以永續生產系統結合農業與林業的要素，強調管理勝於減少複雜性，能促進具有功能的生物多

樣性系統，平衡生產力與環境保護。J. Smith（2010：4）彙整複合農林業之多功能性如下所述： 

1、在樹木、作物、家畜之間，會有生態的與經濟的互動。複合農林業的整體生產力，通常高於

單一經營系統，因為資源獲取上會相互補足，如樹木能取得單一作物無法取得的資源。 

2、複合農林業系統支援生產多樣的產品，包含糧食、燃料、飼料及草料、纖維、木材、橡樹與

樹脂、蓋屋頂草料、建造樹籬材料、園藝材料、醫藥產品、工藝品、休閒，及多種生態服務。 

3、樹林能減輕微氣候限制，包含氣溫、空氣的水蒸氣成分、風速，有助於作物生長與動物福利。 

4、藉由最小化養分流失，最大化養分的內部循環，促進害蟲與疾病控制，複合農林業系統能減

少農業化學投入的需求。 

5、複合農林業能整合樹林於農業經營系統中，這在保護環境與提供多種生態系統服務上扮演著

關鍵的角色，也是重要的效益之一。其他效益包含土壤、水、空氣品質的管理、增進生物多樣性、

害蟲與疾病控制、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 

6、複合農林業能整合樹林於農業地景中，有潛力影響地方經濟，包含增加經濟穩定性、地方產

品多樣化與經濟、農村技能多樣化、增進糧食與燃料安全、文化與自然環境的維護措施、地景多

樣化。 

綜上，本研究認為所謂永續複合農林業，係指一種永續性的土地利用方式與產業混合經營型態，

其經過良好的設計後，利用木本多年生植物（如樹木、灌木等）、草本植物（如作物、牧草）或家畜

等元素之間正向的互動關係，來提供經濟生產之功能，亦能提供如鄉村發展、社會文化保存……等功

能，更重要的是，能提供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等生態環境服務之功能，

如此同時促進經濟永續、社會永續、環境永續之發展，進而達成永續發展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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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施方式 

不論是複合農林業或有機農業，普遍被認為是永續農業之一種，故在國外亦有永續複合農林業與

有機農業結合實施之案例。如英國，在沙福郡的 Wakelyns複合農林業的農場，安排硬木(橡樹、柚木

等)與果樹以一行一行方式交叉種植，在蔬菜、作物小徑之間種植硬木，作物是以有機輪作方式管理，

屬於混林農（silvoarable）系統，或如伯克郡的 Sheepdrove有機農場，實施一種混林畜系統（silvopoultry 

system），結合農場的有機輪作、家畜畜養與樹木栽種（J. Smith, 2010: 6）。如哥斯大黎加的Montes de 

Oro Region，透過有機咖啡生產系統的實施，保護了此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並減輕環境的負面影響，提

供具永續性且有利可圖的生產替代模式，經學者觀察、歸納出複合農林業的施行效益，包括可保護高

達 367公頃作物的防風林、保護下游地區的水資源以及提供行道樹，以提高養分循環，可代表長期的

經濟作物循環體系，以維持生物多樣性和農民的營養需求（Blanco-Metzler and Diaz Porras, 2008:1-4；

顏愛靜等，2011：14）。 

由於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對複合農林業有不同的分類方式，因此 ICRAF提供了一個分類的架構，

使得複合農林業在進行分類時有一個可遵循的方向。但是複合農林業牽涉的條件太多，無法以一種很

單純的準則將所有的複合農林業包括在其中，於是 ICRAF對複合農林業系統的分類以結構、功能、

社會經濟和生態等四種基礎進行分類，據此將熱帶地區現有的複合農林業分類如下表所示（羅紹麟、

林喻東，1993：65-66）。 

表 6【熱帶地區現有複合農林業的分類】 

分類名稱 簡單描述 

主要組成因子 
木本植物因子

的角色 

生態適應性 
W 木材 
H 草本 
F 飼料 
A 動物 

T 時間 
S 空間 

PRD 生產 
PRT 保護 

A. Agrisilvicultural System(農林混合系統)(Tree+Crops) 
1. Improved fallow 
(改良休耕地) 

在休耕期間栽植

木本植物並任其

生長 

W：快速生長的
豆科植物 
H：一般農作物 

T：連續性(採
輪迴方式) 

PRD：木材 
PRT：土壤 

在遊耕地區 

2.Taungya 在栽植初期混合

栽植木本植物和

農作物 

W：一般林木 
H：一般農作物 

T：伴隨 PRD：由農作物獲
得額外收入 

在所有生態地

區 

3.Alley cropping 
(hedgegrow 
intercropping)  
(樹籬間栽) 

木本植物是採樹

籬方式栽植，農作

物在樹籬間栽植 

W：快速生長樹
種，豆科植物，

生命力旺盛的

矮林 
H：一般農作物 

 
 

S：帶狀 
T：伴隨到間歇 

PRD：由樹籬獲得
產品 
PRT：土壤改良及
保育 

在人口壓力大

及土壤脆弱的

潮濕及半潮濕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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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名稱 簡單描述 

主要組成因子 
木本植物因子

的角色 

生態適應性 
W 木材 
H 草本 
F 飼料 
A 動物 

T 時間 
S 空間 

PRD 生產 
PRT 保護 

4.Multilayer Tree 
Gardens  
(複層林園) 

多種樹種形成多

層樹冠，沒有刻意

安排的濃密栽植 

W：不同生育地
有不同林木組

成 
H：通常是欠缺
的，但有時存在

耐蔭性強的種

類 

S：稠密混合 
T：同時 

PRD：不同型態產
品 
PRT：土壤保育及
保護 

在土壤肥沃，

有足夠勞力及

人口壓力大的

地區 

5.Multipurpose 
Trees on crop lands  
(在農地上栽植多
用途樹種) 

林木偶然地或依

據某些系統配置

在堤岸上階段上

或田野的邊界上 

W：多用途樹木
和其他果樹 
H：一般農作物 

S：稀疏混合 PRD：不同林木的
生產 
PRT：圍籬或邊界
劃分 

在所有生態區

域，特別是維

生型農場 

6.Plantation crop 
combination 
(混合栽植作物) 

1.以交錯或規則性
的混栽多層作物 
2.栽植作物的蔽蔭
樹 

W：例如咖 
啡、可可、椰

子、果樹及薪炭

木 
H：耐陰性強的
農作物 

S：混合稠密

(1) 
混合稀疏(2) 

PRD：生產大量的
產物 
PRT：保護土壤表
層、耐陰及防風 

在潮濕低地、

潮濕/半潮濕高
地（依賴種植

主要農作

物），通常是小

農維生系統 

7.Homegardens 
(家園式) 

在家園附近栽植

多層不同的林木

及作物 

W：果樹處於支
配地位 
H：耐陰性強的
作物 

S：混合稠密 
T：同時發生到
內插 

PRD：生產不同生
產物 
PRT：保護土壤表
層 

在所有生態地

區，特別是高

人口密度地區 

8.Trees in soil 
conservation and 
reclamation 
(保育及恢復土壤
的林木) 

在堤岸階段栽植

的林木，恢復土壤

的樹木 

W：多目標樹種
及果樹 
H：一般農作物 

S：帶狀 PRD：不同林木的
生產 
PRT：保育土壤 

在傾斜地區、

沖刷地 

9.Shelterbelts and 
windbreads  
(防風林) 

在農地周圍的樹

木 
W：生長高的林
木 
H：一般農業作
物 

S：帶狀 
T：同時 

PRD：薪炭材 
PRT：防風 

在風衝地帶 

10.Fuelwood 
production  
(薪炭材生產) 

在農地上或周圍

栽植薪炭材 
W：薪炭材 
H：當地的農作
物 

 

S：帶狀 
T：同時 

PRD：薪炭材 
PRT：圍籬，保護
帶 

在所有生態地

區 



40 
 

分類名稱 簡單描述 

主要組成因子 
木本植物因子

的角色 

生態適應性 
W 木材 
H 草本 
F 飼料 
A 動物 

T 時間 
S 空間 

PRD 生產 
PRT 保護 

B. Silvopastoral System(混牧林業系統)(Tree+Pasture and/or animals) 
11.Trees on 
rangeland or 
pastures 
 (牧草地上的林木) 

林木不規則地分

散或系統地排列 
W：多用途樹種
通常有飼料價

值 
H：現有的 
F：現有的 

S：混合稀疏 
T：同時 

PRD：樹木作飼料 
PRT：蔽蔭及環境
保護 

開闢的放牧地

區 

12.Protein banks 
(蛋白質貯藏地) 

在農地上或牧草

地上栽植富蛋白

質的飼料樹種 

W：豆科樹種 
H：現有的 
F：現有的 

S：帶狀 
T：同時 

PRD：樹木作飼料 
PRT：保護土壤及
環境 

通常發生在人/
土比例高之處 

13.Plantation crops 
with pastures and 
animals (在牧草地
上栽植作物) 

例如在東南亞及

南非地區將牛放

在椰子樹下飼養 

W：栽植作物 
H：現有的 
F：現有的 

S：混合稀疏 
T：間歇 

PRD：作物生產 
PRT：蔽蔭及保護
飼料及動物 

栽植作物壓力

不大的地區 

C. Agrosilvopastoral systems (混農牧林業系統) (Tree+Crops+Pasture/animal) 
14.Homegardens 
involving animals 
家園式(包含動
物) 

在家園附近不同

的樹木、作物及

動物混合在一起 

W：果樹或其
他木本植物為

支配 
H：現有的 
F：現有的 

S：混合稠密 
T：內插或同
時發生 

PRD：不同產品 
PRT：土壤表面
保護，有機物再

循環 

在人口稠密

的地區 

15.Multiple 
purpose woody 
hedgegrows  
多用途樹木圍籬 

為保護根系、提

供綠肥及土壤保

育的木本圍籬 

W：快速生長
的飼料作物及

林木 
H：與樹籬間栽
與土壤保育的

相同 

S：帶狀 
T：間歇到同
時 

PRD：不同作物
主要是飼料 
PRT：土壤保育 

在潮濕到半

潮濕地上的

斜坡 

D. Others (其他) 
16.Apiculture with 
trees林蜂混合 

林木適合蜂蜜的

生產 
W：媒介生產蜂
蜜的林木 

S：混合稀疏 
T：變動 

PRD：生產蜂蜜 視地區而定 

17.Aquaforestry林
漁混合 

林木沿著魚池栽

植，葉作飼料用 
W：魚喜歡的樹
木及灌木 

S：邊界栽植 
T：同時或間歇 

PRD：魚類生產 
PRT：穩定池畔 

低地 

18.Multipurpose 
woodlots  
多用途林地 

為了多目的如林

木、飼料、土壤保

護及土壤恢復等 

W：多用途樹種
特別地點、特別

樹種 

S：帶狀或混合 
T：同時或重疊 

PRD：多種產品 
PRT：多樣性 

不同地點 

資料來源：Nair, P.K.R. 1993: 33-34. 羅紹麟、林喻東，1993：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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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永續複合農林業之推行策略 

王培蓉（2011：28）指出複合農林業是全球原住民普遍採用的山林經營方式。二十世紀開始，由

於人口壓力的快速增長，大量原始森林以傳統燒墾方式（swidden）轉為農作使用。1970年代，複合農

林業被提出做為緩和森林破壞的替代方案，使人們同時經營農林作物，並直接於耕地而非由天然林中

取用木材。 

國際複合農林業研究中心（ICRAF）於1977年於肯亞（Kenya）成立，意謂複合農林業的研究已

被提升至國際層級，而許多發展中國家更將其納入農業與森林政策之一。隨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

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亦加入資助複合農林業人才技術的

培訓工作，複合農林業逐漸被正式認定為一特殊的學科分支，引起了全世界高度重視。1992年於里約

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所發表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中，將複合農林業視為具永續性的土地利用與管理

方式，並且以提供資金的方式致力於複合農林業的推廣工作（顏愛靜等，2011：12）。  

當前，國際上普遍認同複合農林業是一種具永續性的產業，因此，國際複合農林業研究中心

（ICRAF）於世界各地的溫帶地區（如英國、日本、美國等）、熱帶地區（如巴西亞馬遜地區、東南

亞等）積極推廣複合農林業。尤其對現今農地-森林的鑲嵌地景（agriculture-forest mosaic landscape）

相當優勢的熱帶地區而言，農混林（agroforest）被認為是目前熱帶雨林生物多樣性保育中最有潛在價

值的棲地類型之一（黃俊嘉，2011：16）。而位於溫帶地區的工業化國家和多數位於熱帶地區的發展

中國家，在複合農林業的發展策略目標上有所不同。面對環境變遷之時，發展中國家對複合農林業經

營，首重其經濟收益提升，其次才是社會大眾逐漸關懷的土地利用之環境責任；在工業化國家則受到

環保意識提升的影響，特別著重複合農林業能增加生物多樣性、減少環境污染等功能之發揮

（Nair,2008:4）。 

在國際組織推動的趨勢下，世界各國紛紛透過立法、鼓勵措施來推動複合農林業。如美國，於1995

年實施全國性土地調查，此確立了複合農林業的相關立法與方案的施行基礎。全國有40％的州，如

Hawaii、Iowa、Maryland、Missouri、Minnesota、Nebraska等州透過立法，確立了有關複合農林業的五

項政策措施，包括：防風林、河岸緩衝區、間栽、林木業與森林農業。其立法目的包括農業多樣化、

涵養水質、環境保護與森林管理等。成本分攤（Cost-sharing）乃立法中最常見的獎勵誘因，其他包含

對於林農的技術援助和教學、稅賦減免與定期給付等，而學者建議為進一步鼓勵複合農林業的施行，

更多的州需要透過法規範的制定，減少風險與增進林農對於複合農林業的實踐與應用（Cutter, Rahmadi, 

Kurtz and Hodge,1999：217-227；顏愛靜等，2011：14）。如印度，政府掌握複合農林業發展的關鍵

重點，其任務在於制定複合農林業的合理規範與政策制度，以避開歷史的二分法-農業與林業，並鼓勵

綜合的土地利用系統（Puri and Nair, 2004：437）。如高山地區的泰國北部，目前該國政府管理目標相

當混亂，使當地居民難以清楚知道可利用的土地範圍，仍依照其為生需求來使用，從而滋生緊張與衝

突，因此，學者認為應用此種土地利用方式時，上游地區之土地利用限制範圍更應清楚規範，以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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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護政策目標，並需透過政府、法律、監督以及資訊傳達的長期管理，使複合農林業的發展能更有

效率（Thomas, 2003: 1-4）。 

201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0屆締約國會議(COP 10)在日本名古屋召開，地主國日本政

府特別提出能維護生態系、創造人與自然共生的「里山(satoyama)」永續型農林業，並成立「國際里

山倡議聯盟(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獲得全球8國政府及51個組織簽

署支持。透過推廣日本「里山31事例」，闡述對環境友善的混合農業型態，在兼顧生產面、社會面與

環境面的情況下，達成永續的自然資源利用及生物多樣性維護，使當代與下一世代的人類都能公平地

從自然中受益。此後，由世界銀行提供資金的非政府組織「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全球環

境設施)」，亦已和日本環境省簽署備忘錄，將提供經費資助發展中國家的里山推動計畫。里山倡議對

保育界人士而言，是一種把人放回生態系統的創新思維；然而，里山倡議的概念與作法實為既有混農

林經營的一種型態。混農林經營也能從里山事例學習，融合更具有經濟功能、社會參與及生態維護的

操作方法，以凸顯複合農林業之保育特色與價值。（黃裕星，2011：1） 

此外，王培蓉（2011：28-30）指出複合農林業是全球原住民普遍採用的山林經營方式。以印尼諸

島的農林混合經營為例，當地傳統原住民用人為植林方式改變原始森林覆蓋的林相變更，即便未恢復

為干擾前的狀態，但「森林優位(forest preference)」以再造林方式提供經濟性林產物，並讓森林基本功

能得以維持原初的穩定狀態。這種複合農林業的人為干預影響最低，它不強調集約勞動力、複雜的技

術或高成本的技術投入，而是維持最低限度的勞力與化學投入。在生態面向，原住民的複合農林生態

特性與自然雨林相同，其可達到水土保持、改善降雨逕流、提高碳吸存，並維護原始森林生物多樣性

保育。在經濟面向，複合農林業可分散風險，當一項作物市場價值不佳，樹種的多樣能降低可能的收

益損失。農林混合經營方式也對保育野生物種的基因保育有極大的貢獻，特別是保存果樹、香料與堅

果等類經濟作物的不同基因型。因此，驗證於原住民地區確實具有實施之可能，且能提供生態、經濟

等面向的多方效益。 

2.2我國發展永續複合農林業之現況 

臺灣山多平地狹小，明朝末年鄭成功收復臺灣以前，大陸來臺先民僅於臺灣西部沿海平原墾殖，

至清康熙皇朝收復臺灣後，大陸來臺先民逐漸增多，開始進入山林，進行山坡地農墾，與山區原始森

林，早已逐漸形成山地混合農林經營的景象（盧惠生，2012：65） 

再至臺灣光復之後，由於山區橫貫公路的開闢，伴隨著沿線山林的開發，以及山坡地產業道路網

的建立，政策性鼓勵山地農牧經營；尤其在退輔會各大農場的引領之下，高山地區溫帶果蔬大量生產，

但亦因此導致山區土地被大量超限利用的不合理現象。（吳俊賢、陳溢宏，2004.10：6） 

                                                        
31 「里山」一詞泛指鄰近人類聚落且與人緊密相連的生態環境，是包含社區、森林、農業的混合地景，源自於日本傳統農

家文化，藉由合理利用、經營自然資源，使人類的活動空間與自然界達成永續發展的狀態，進而讓人類得以在具優質景觀、

富生物多樣性的環境中生活；除了日本之外，包括韓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法國、西班牙等國亦有類似的機制。

(黃裕星，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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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林業政策曾鼓勵採取混農林經營，如1958年省政府通過「臺灣林業政策」中第4條及第5條

規定：山地保留地與尚未確定用途之林地「…其適於混農林地區，推行混農林作業。…」。而租地造

林亦在考量林木收益及保障承租人經濟收入上，允許部分可供農業使用，如1968年修正「國有森林用

地出租造林辦法」，第12條明文規定「租地造林人報經核准後，得營造果樹，其面積以承租面積的十

分之三為限」，透過該條法令，成為林農在實施混農林作業的依據。然而允許混農林作業的規定，自

1969年省政府公告「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後開始質變，該計畫第4條規定「濫墾

地種植農作物者，於查明屬實後，依照「臺灣省國有森林用地出租造林辦法」之規定條件，予以訂約

實施造林，如濫墾人拒絕訂約或訂約後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造林者，即予撤銷契約、收回林地。」

以及第6條「濫墾地復舊造林，在不妨礙水土保持原則下得施行間作三年，但保安林地以符合『臺灣

省邊際土地宜農宜牧宜林分類標準』之宜農地為限。間作期滿應自行廢耕，其間作收入均歸墾民收益。」

此計畫規定在三年間仍可部分維持混農林狀態，但三年後墾民之陳情與糾紛不斷，墾殖地一直無法全

面恢復造林，導致日後不斷追加補辦清理作業，政府威信蕩然無存。（黃裕星，2011：2） 

為突破臺灣民營林業之困境，解決山村地區經濟蕭條與林農生活困苦等問題，農委會自1992年度

開始支助前臺灣省政府秘書處第五組，研擬當前林農較能接受之各項改善措施與經營模式，選擇臺灣

省內民營林地較集中、具有代表性、且地方林農較為熱心之新竹縣橫山鄉大山背與竹東鎮上坪、南投

縣鹿谷鄉小半天、以及嘉義縣竹崎鄉石桌等三地為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區，推行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

計畫，省府精簡後改由臺灣省政府經建組辦理，已有相當成效。該計畫係以試驗性做法，在茶園及檳

榔園中種植樟樹、肖楠、牛樟、烏心石等高級樹種，目的就是希望在水土保育與農民收益間求取平衡。

（吳俊賢、陳溢宏，2004.10：6） 

羅紹麟、林喻東（1993：69）於 1993年調查臺灣複合農林業的實施型態32，依照 ICRAF 的組成

結構的分類方式如「農林混合經營」、「林牧混合經營」、「農林牧混合經營」、林蜂混合經營」等型態，

將其調查臺灣省的 309戶受訪者之混合經營型態進行分類，各種型態所擁有的百分比如下表所示，由

該表得知，以農林混合經營的百分比最高，佔 88.0%，填寫「其他」者佔 7.5%，此處所謂其他，以全

部栽植林木者為主，這些樣本和農林混合經營的型態有些偏差。 

表 7【混合經營型態的種類】 
農林混合

經營 
林牧混合

經營 
農林牧混

合經營 
林漁混合

經營 
林蜂混合

經營 
其他 合計 

272 2 11 0 1 23 309 

88% 0.6% 3.6% 0 0.3% 7.5% 100% 
         資料來源：羅紹麟、林喻東，1993：69。 

                                                        
32 依據前述熱帶地區複合農林業的分類型態，將果樹及棕櫚科的植物列為林木類，而羅紹麟、林喻東（1993：69）認為果

樹為園藝作物，此外棕櫚科的植物，如檳榔及椰子等，其主要用途以採果實為主，因此也界定在農作物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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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1、2002年農委會均曾將複合農林業列入年度施政計畫中，在私有林地與非林務局管理的公

有土地上有少許複合農林業的示範區。（陳芬蕙、何政坤、顏士雄、梁明煌，2011：39）並且，林務

局於2003年研議，在兼顧農民生計與環境保護原則下，違規墾殖之出租林地初期容許混農林經營，要

求每公頃栽植規定樹種至少600株，方得換約，使農作物與造林木暫時並存，在造林後至苗木長成之

前仍有部分農產收入，以提高農民接受程度。其後，政府於2004年公告修正「山坡地超限利用處理計

畫」，限期墾殖林農應於2005年6月底前完成每公頃均勻混植600株以上林木。嗣後，2008年行政院發

布「國有林地墾地補辦清理作業要點」，重申以1969年為分界點，之前發生墾殖事實者，如願意每公

頃均勻補植600株，由林管處檢查合格後，即可依2000年頒布之「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管理要點」

訂約續租，以期減少人民與政府之對立之情事。（黃裕星，2011：2） 

於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林務局協助原住民部落進行傳統作物紅藜(臺灣藜)恢復種植，延續傳統

知識之保存與推廣應用，實質輔導複合農林業以增加生物豐富度。臺大實驗林亦曾以社區林業方式，

與契約林農共同合作栽植梅樹，一方面得以穩定林農收入，另一方面又可做為特殊林相景觀，其做為

改善超限利用的過渡手段，獲致相當正面的回應。黃裕星（2011：4）曾調查臺大實驗林管理處所處

的南投縣，多以「竹類-茶-檳榔」為主，再配合著梅子、李子、油桐。其中竹類係指桂竹、麻竹以及

孟宗竹為大宗。再從臺大實驗林管理處資料顯示，大部分墾殖地之地上物為竹類、茶及檳榔。 

此外，自2009年底開始實施之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中，植林減碳之研究計畫亦加入了環境敏感地

區複合農林業之研究，探究其在生物量及土壤保育減碳之功效。近年來產業界殷切要求政府提供生產

原料的紅豆杉、牛樟等樹種，由於中低海拔林地尋覓不易，業界已著手結合林業試驗所之研究團隊，

嘗試在嘉義、坪林、臺東等地之茶園及檳榔園中，以複合農林業經營方式投資造林。（黃裕星，2011：

6） 

上述文獻僅說明臺灣各地推行複合農林業之情形，然而，有關臺灣原住民的複合農林業經營方式，

於日治時代文獻（如蕃族慣習調查報告）即有簡要描述，其中屢見泰雅族人在休耕農地栽植赤楊木的

記載。但其中並未詳載其作業方式，更欠缺此一作業方式在傳統生態知識的詮釋。當前對原住民農林

混作的實證研究，極其缺乏（王培蓉，2011：30）。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永續複合農林業是為一種國際普遍承認具有永續性的農業與林業混合經營

模式，亦是一種永續的土地利用方式，經過國際複合農林業研究中心（ICRAF）、聯合國糧食及農業

組織（FAO）認可，並積極於溫帶與熱帶地區、山地與平原地區、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與未開發

國家等區域推廣，已普及全球各地，且已有累積相當的研究結果。尤其在原住民地區，永續複合農林

業已經實施已久，更是全球原住民普遍採行的經營模式，近來更有研究指出永續複合農林業的實施成

效與原住民知識或在地知識有直接的關係，因此，原住民知識或在地知識如何支持實施永續複合農林

業，漸漸成為熱門研究主題。 

然而，在臺灣光復早期(1950～1960年代)，政府曾鼓勵複合農林業的實施，然並未積極投入研究，

至 1970年代以後，政府開始改變態度，逐漸限制複合農林業的發展，尤其於山坡地地區，唯恐濫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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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伐破壞國土及造成災害的情事更形嚴重，更是嚴格限制甚至禁止複合農林業的實施。在此情形之下，

國內有關複合農林業之研究十分缺乏，關於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的相關研究更是付之闕如，因

此，本計畫將探討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之情形，及其對國土減災的影響、可能面臨的法令限制、

實施的困境等課題。 

 

（三）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之探討 

臺灣土地使用管理制度，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所頒布的法令，直至臺灣光復後，為適應臺灣土

本的土地變遷及因應日益複雜的土地問題，方修訂或增訂具「本土化」的土地使用管理法令。臺灣地

區對於土地的使用管理，原則係以傳統的「分區使用管制」制度為基礎，配合使用分區對土地使用類

型與使用強度的訂定，以達控制環境品質與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臺灣光復初期對於國土規劃及實質

建設未見有任何相關法令的制定。直至為解決農佃的土地問題，開始進行土地改革，才相繼制定相關

法令。在 1951年至 1960年的這段期間，為土地使用管理制度開啟新頁。而隨著時空的變遷及政經環

境改變，因應各種不同土地問題解決與土地政策的實踐，例如，為加速農業發展，以增加農民所得，

提高農民生活水準，於 1973年制定「農業發展條例」；為維護山坡地生態之保育利用，1976年制定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國土規劃方面，則於 1974年制定「區域計畫法」、1976年制定「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等重要法令，有關「分區使用管制」（Zoning）

的土地使用管理制度，即重此奠立。（呂宗盈、林建元，2002：136，144-147） 

3.1我國非都市土地管理制度之變遷 
3.1.1非都市土地管理制度沿革 

我國非都市土地的管制，依循發展之背景，大抵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73年以前，除

已發布都市計畫地區依都市計劃法規定實施使用管制外，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尚無積極的土地使用管制

措施，其土地使用型態基本上取決於私人的使用行為及選擇，尚未有明確之法制化規定；第二個階段

在1973年以後，因臺灣地區於1970年代開始，經濟發展快速，帶動土地開發型態之轉變，開發量大增，

同時為因應世界糧食危機，為保護優良農田，使有限的土地資源作經濟合理的使用，故政府於1973年

頒訂「限制建地擴展執行辦法」及「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理辦法」，將1-12等則「田」地

目土地依土地法編為農業用地施以管制，其他地目土地則未實施管制。1975年則另將13-26等則「田」

地目編為農業用地，一併納入管制；第三個階段於1974年「區域計畫法」公布實施後，將全部非都市

土地配合區域計畫的公告實施，依照區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頒布「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

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相關規定，劃定10大使用分區及編定18種使用地，33並依1976年發布的「非

                                                        
33 依照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3條及作業須知第 5點規定，非都市土地得依使用計畫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工業區、鄉村區、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特定專用區等 10大使用分區。由於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係參照區域計畫之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分區計畫圖予以劃定，惟該計畫圖比例尺甚小，殊難作為分區劃定之

依據，故內政部特依同細則第 16條規定，訂頒「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對各種使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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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採用地及分區管制，使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進入法制化階段。上開編定由屏

東縣首於1975年辦理使用編定公告，迄嘉義縣在1986年完成編定作業，11年間全國除全市為都市計畫

土地外的18個縣市，全部完成編定公告。同年，頒行「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就山坡地的建築行為

開始有保育的觀念。（游貞蓮，2009：3-1） 

依當時“作業須知”規定，核定計畫編定各種使用地，包括交通、水利、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

土保安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經各該事業主管機關或區域主管機關核定用途者，分別依其用途編定

之。此一計畫編定原則，列舉六種用地易滋爭議，故1997年修正“作業須知”為「依核定計畫編定各種

使用地，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法核定用途者，分別依其用途編定之。」此

外，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內，得視縣（市）未來五年需要，編定墳墓用地；特定專用

區內之土地，按其事業主管機關核定用途。惟不論計畫編定之原則有何規範，均係配合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法有據」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雖稱為計畫編定，但實質上，就編定法制及實務，並不具主

導性，而是配合性。（袁世芬，2012）34 

隨著產業發展及社經環境急速的變遷，與全球經濟環境的影響，臺灣逐漸由農業發展轉變為工業

及科技產業的發展，並各項重大公共建設陸續展開。因此配合實際的用地需求，臺灣土地使用管理制

度也有了重大的改變。臺灣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由原來僵硬的分區使用管制型態，在適應各種不同土

地利用情況，演進為彈性的「開發許可制」之土地使用管理型態。是以在1983年公佈的「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理辦法」35，即引進開發許可制度。1994年制定的「環境影響評估法」，則為臺灣土地使用管

理制度採行「開發許可制」的重要法規之一，影響了臺灣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的型態，嗣於1991年，政

府將非都市土地許可權力收歸中央。（呂宗盈、林建元，2002：147）為在非都市地區，建立較完善

的開發許可制度，依據「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授權規定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於2001

年3月20日修正新增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專章，作為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之程序規定。36 

                                                                                                                                                                                                         
區劃定原則作更具體之規範，以利作業；而各種使用地之編定，則係以掌握使用區內每一筆土地之使用狀況為手段，並作

合理之用途分配，藉以達到實質管制的目的。依照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5條規定，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分區內土地編

為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丙種建築、丁種建築、農牧、林業、養殖、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利、遊憩、古蹟保

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墳墓、特定目的事業等 18種使用地，除國家公園區內土地不辦理使用地之編定，及得依核定

計畫編定各種使用地，暨法令另有規定外，依其編定原則辦理。土地使用編訂後，其原有使用或原有建物不合土地使用分

區規定者，政府可令其變更為原訂之使用。此外，土地一經編定應即按編定用途使用且不得任意變更，如有變更需要，可

於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更編定。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7&mcid=70，引用日期：2013年 10月 9日。 
34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01年教育訓練課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暨簡化土地徵收變更編定實務」（內政部

地政司）。 
35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於 2003年修正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437&Itemid=57，引用日期：2013年 10

月 8日。 
36 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7&mcid=70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437&Itemid=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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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灣地區近 5年來非都市土地各使用分區面積，詳表○，其中森林區所佔面積最大，共計

1,211,053公頃，幾為臺灣非都市土地面積的 42%；其次則為山坡地保育區，亦佔有 677,636公頃，約

為非都市土地面積的 24%。 

表 8【臺灣地區近 5年（2008年至 2012年）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單位：公頃）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工業

區 
鄉村

區 森林區 山坡地

保育區 
風景

區 
國家公

園區 

特定

專用

區 

河川

區 

2008年 330,287 241,049 25,781 25,215 1,013,991 667,890 48,900 249,608 55,968 15,367 

2009年 330,422 241,050 26,184 25,325 1,061,877 677,200 48,932 251,159 56,219 15,323 

2010年 331,010 240,517 26,291 25,515 1,112,178 677,153 49,099 251,172 56,225 15,344 

2011年 330,436 240,666 26,491 25,562 1,143,942 677,527 49,128 251,171 55,759 15,547 

2012年 330,338 240,689 26,531 25,591 1,211,053 677,636 49,189 251,251 55,821 15,707 
  資料來源：內政統計年報，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引用日期：2013年 10月 23日。 

  

3.1.2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內涵37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公告後，其土地之使用係按其所屬使用分區之類別為不同性質及強度之

管制，並以各宗土地之使用地類別作為管制之依據，該管制內涵如下： 

1、容許使用：為落實編定管制之功能，充分發揮土地利用之潛力，經編為某種使用之土地，依

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規定，應按其容許之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但其他法

律有禁止或限制使用之規定者，依其規定。例如編定為農牧用地，如屬河川區域之土地，仍不得

申請建築農舍；原有使用或原有建築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在政府令其變更使用或拆除建

築物前，依管制規則第 8條規定，得為從來之使用。 

2、臨時使用：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第一項增列但書規定，符合以下要件之土地

得申請做臨時性使用：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設施，（有關認定基準依行政院 2000

年核定之重大投資計畫土地使用變更作業注意事項規定之金額及面積標準。） 

(2) 徵得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之同意。 

(3) 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 

(4)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縣市政府負責監督。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317&Itemid=54，引用日期：2013年 10

月 9日。 
37 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7&mcid=71，引用日期：2013年 10月 9

日。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317&Itemid=54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7&mcid=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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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使用強度：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9條規定，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

建築用地、丁種建築用地、窯業用地、交通用地、遊憩用地、墳墓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九

種使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之上限，但縣市政府得報內政部備查視實際需要酌予調降；同條文第

4項前開以外農牧用地等 9種使用地，其編定雖不以建築使用為主，惟申請容許使用項目涉及建

築行為者，其建蔽率及容積率，應請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建築管理、地政機關，就容許使

用項目性質訂定規範。 

4、變更編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係土地所有權社會化後警察權之行使方式，故凡土地一經

編為某種使用地，應即按照編定類別使用，不得任意變更，以貫徹編定與管制之目的。惟為配合

社會經濟客觀環境變化之需求，原有之編定用地，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得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 27條規定原則申請變更編定；按變更編定係採目的事業導向，亦即申請變更編定之前

提，為興辦事業應先經核准，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0條規定，興辦事業核准前，應

先徵得變更前及有關機關之同意；其變更使用面積超過一定規模應辦理使用分區變更者，應經內

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之審議同意（目前 30公頃以下開發案件已委託縣市政府辦理審議）。其申

請程序、審議機制依同管制規則第 3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專章辦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審查興

辦事業，得訂定審查作業要點。 

5、土地使用之檢查： 

(1) 非都市土地使用之檢查，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隨時檢查是否依編定使用。 

(2)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計畫編定、變更編定或同意使用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檢查是否

依原核定計畫使用。 

(3) 其有違反編定使用或未按計畫使用者，鄉（鎮、市、區）公所應即報請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處理，或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處理。 

(4) 縣（市）政府對違反使用之處理，除應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外，其內部分工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5條規定，違反本規則規定同時違反其他特別法令規定者，由各該法

令主管機關會同地政機關處理。 

6、違反土地使用管制： 

(1) 違反區域計畫法第 15條第 1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依照 2000年修正後區域計畫法第 21條

規定，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

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經限期變更使用等而不遵從者，得採「按次處

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 

(2) 修正後同法第 22條規定，不依限變更土地使用或拆除建築物恢復土地原狀者，除依行政執

行法辦理外，並得處 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3) 6萬元至 30萬元之行政罰鍰裁量標準，基於該項罰鍰的行政主體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因地制宜，決定其罰鍰之額度，或訂定裁量標準，為執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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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非都市土地變更審議制度發展 

依上述就非都市土地管理制度的沿革，有關非都市土地變更審議制度的發展，概可分為四個時期，

分述如下（賴品劭，2003：27-31；游貞蓮，2009：3-1至 3-7）： 

1、自由建築使用時期（1973年以前） 

1973年以前，臺灣地區的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主要是依據土地法第 81條至 85條規定辦理，

由於並無土地使用管制之相關規定，故所謂編定使用實際上大多僅屬使用現況的紀錄。因此，在

非都市區域內零星建築使用及濫墾濫建之情形相當嚴重。1973年後內政部函頒「實施都市計畫以

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後，非都市土地有了建築管理之規定，但僅限於興建建築物及以建築線

管制等相關規定。 

2、逐步建立分區管制時期（1974年至 1983年） 

1974年頒行「區域計畫法」，1976年發布「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採用地及分區管

制，建立非都市土地開發利用之管制標準。為規範山坡地之開發，1977年發布「山坡地保育利用

條例」，依規定經過水土保持審查合格，另檢具水土保持計畫向縣政府申請開發整地雜項工程執

照，水土保持經完工證明後，再經變更程序而取得建築執照的丙種建築用地。又 1979年及 1983

年分別擬定「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及「臺灣北部區域計畫」，訂定臺灣土地最高指導原則，

臺灣地區土地正式邁入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三層級。 

3、建立發展許可制時期（1983年至 2001年） 

內政部於 1973年發布實施之「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為土地使用變更採「開發許可

制」精神之濫觴，建立了全面開發建築管理時期。而 1990年公佈施行的「非都市土地高爾夫球

場開發審議規範」、「非都市土地山坡地住宅社區開發審議規範」及 1995年訂定的「非都市土

地開發審議規範」，為非都市土地的開發建立審議之依據。嗣後為解決國土開發的課題，於 1993

年檢討修正「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又於 1996年公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草案），於同年

經行政院備查，全面實施開發許可制。1997年由內政部營建署草擬「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草案」，

開發許可制之內容包括規劃許可、開發許可、建築許可三階段，經規劃審議通過後，可允許分區

變更；經開發許可通過後，可以進行公共設施開闢與興建用地變更；經建築許可後，便可建築使

用。此時期非都市土地分區變更審議依據「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2條規定為二級二審

制，即由內政部區域計劃委員會負責申請案之審查，地方政府僅進行初審。 

4、建立地方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時期（2001年以後迄今） 

為進一步建立明確、合理、有效率之土地開發審議機制，根據2000年行政院核定之「改進土

地使用變更審議機制作業方案」之指示，內政部將非都市土地內之變更，逐步委託地方政府審議，

並於2001年發布「地方政府辦理審查作業要點」。之後為簡化審議流程，落實計畫管制理念，於

2003年將「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修訂為「山坡地建築管理辦法」，並將部分條文併入「非

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簡化「山坡地開發審議小組」審查機制，使地方政府非都市審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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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完整建立。 

臺灣地區現行土地利用體系將整體國土資源都市土地與非都市計畫地區土地兩大類，其中非

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以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法令為之。惟相較於都市計

畫地區，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區與用地多依當時使用現況進行編定，缺乏以「計畫引導發展」之

概念。因此，致使非都市土地呈蛙躍及零星式發展之情形較為嚴重，且在管制層面上其不同用地

之容許使用項目重複，欠缺總量管制。幾乎大部分的土地開發與利用行為皆容許於非都市土地上，

形成國土資源管制的灰色地帶。（徐國城，2007：100-101） 

 

 
圖 4【現行國土規劃相關計畫體系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10，臺灣國土改造新願景－國土計畫法草案報告。 

 
3.2資源治理區域土地管理制度之演變 

研究地區新竹尖石後山玉峰、秀巒二村，為原住民保留地，全區除皆為非都市土地外，亦皆為山

坡地，又因屬石門水庫集水區，故其土地利用所涉及的法令，除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外，尚涉及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法、自來水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

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國家公園法、森林法等法令。故為了解本個案地區土地利用之問題，當

有綜合自該等法令之演變為探析。 

3.2.1山坡地保育及水土保持政策制度 

臺灣水土保持事業，從 1950年代農復會創辦時期之農地水土保持、減少土壤沖蝕、提高土

地生產力，逐漸擴展到山坡地的保育利用、集水區保育、治山防災、土石流防治、坡地綠美化及

教育宣導等多功能目標。（吳輝龍，200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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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治時期至 1960年 

日治時期，臺灣水土保持事業，僅限於森林治水及山地梯田的擴充二項。而光復後，行政長

官公署及臺灣省政府附屬機關中，亦無水土保持單位之成立（吳輝龍，2002:36）。直至 1951年

方由農復會（農委會的前身）開始水土保持的實驗及試驗性計畫。1953年至 1958年期間，以海

拔 100至 1000公尺間之山坡地為主要調查範圍，其涵蓋面積共計 1,497,855公頃，辦理第一次山

坡地土地利用調查「農林邊際地可利用限度分類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全臺山坡地沖蝕嚴重，經

統計全省有 60餘萬公頃，亟待調整土地利用，實施造林及水土保持處理，此結果促使政府認為

需成立水土保持的專責機關（林國慶，2005:68；吳輝龍，2002:36、2004:288）。故 1954年臺灣

省政府農林廳設立「土地利用小組」，主管臺灣省水土保持事業，並由農林廳長召集成立水土保

持技術委員會，審議水土保持政策及方案（吳輝龍，2002:37、2004;288）。 

2、示範及推廣階段（1961年至 1975年） 

1959年八七水災，造成臺灣中南部嚴重災情，臺灣省政府即成立「臺灣省山地農牧資源開發

計畫委員會」，進行籌劃山地農牧資源開發、保育專責單位。1961年臺灣省政府成立隸屬農林廳

之省屬三級機關「山地農牧局」，其業務範圍包含：山坡地宜農、宜牧地之調查、區分、規劃，

山坡地農牧土地利用之法規研擬、山坡地農牧地之整理利用、水土保持有關工程、山坡地農藝園

藝及其他經濟作物之改進與推廣、山坡地畜牧之改進與推廣、其他有關山坡地發展利用保育等。

該局針對國有山坡地開始處理濫墾地問題，設定「臺灣省農林邊際土地宜農宜牧宜林分類標準」，

逐筆區分查定土地可利用限度，放租或放領給原墾民，以解決濫墾問題。並按土地可利用限度標

準，將每塊土地依坡地、土壤深度、土壤沖蝕程度、母岩性質等，區分為I～IV級為宜農牧地，V

級為宜林地，VI級為加強保育地，責成耕作者依土地區分等級使用。宜農牧地實施農地水土保持

後經檢查合格者，辦理放租或放領，宜林地完成造林後予以放租。除公有山坡地外，原住民保留

地及公私有山坡地均比照分級使用（林國慶，2005:53）。 

1964年臺灣省主席黃杰發表「治山與防災」一文後，臺灣省政府發布「臺灣森林水利水土保

持工作聯繫辦法」，並成立「臺灣省森林水利水土保持聯合技術小組」，推動集水區規劃治理。

1965年推動「區域性綜合水土保持及土地利用計畫」，依適地適作的原則，輔導農牧經營，促使

山坡地農業永續經營，兼顧山坡地的保育與利用。（吳輝龍，2002:37）1969年，臺灣省府訂定

「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及「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處理程序」，

積極處理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之情形，此次清查整理對象，包含：被濫墾種植農作物者、被濫墾

已種植木竹、果樹、茶樹者，及已建房屋或開成水田者。1973年，頒訂「防止取締濫墾濫伐措施

方案」，更積極處理山坡地濫墾的問題（吳輝龍，2004:288；林國慶，2005:54）。1974年，隨著

國民所得增加與對環境保育的重視，政府訂定「區域計畫法」加強對國土之規劃與管理，針對非

都市土地之管理則依區域計畫法訂定「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對非都市土地加以分區編定，據

以管理非都市土地，實施區域涵蓋了全臺大部分的山坡地範圍（林國慶，2005:32）。1974至 1977

年進行第二次山坡地之土地利用調查「臺灣山坡地調查規劃計畫」，經其調查 425,267公頃之宜



52 
 

林地，其中 50,245公頃超限利用土地，超限利用率 11.82％（林國慶，2005:60、68）。 

3、山坡地保育利用與管理階段（1976年至 1994年） 

1976年政府公布「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成為臺灣水土保持法之先驅，也成為山坡地管制

制度之始。該條例乃以「水土保持法草案」為藍本，依據山坡地特殊環境及發展趨勢，針對當時

濫墾及超限利用最嚴重之農林邊際土地劃為山坡地加以規範。該條例雖有「保育與利用」兼顧之

名，惟仍偏重於發展山坡地農牧事業之保育「利用」（吳輝龍，2002:38、2004:288；林國慶，2005: 

32、59）。同年，為確定山坡地範疇並重新訂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全面調查

山坡地之宜農牧地資源狀況，及在保育情況下，可開發利用的潛力（林國慶，2005:53-54）。臺

灣省於1983年訂定「加強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方案」，為山坡地進入管理階段的重要里程碑。同

年，政府亦訂定「加強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查報與取締要點」，以村里為巡查單元，指派巡查員

負責巡視，制止及查報不當開發行為，以防範違規破壞水土保持情事滋生。（吳輝龍，2002:39、

2004:289） 

1980年代以降，由於人口的急速增加，社會經濟環境迅速變遷，對於山坡地供非農業使用日

益增加，當時尤以高爾夫球場違規開發與濫倒廢土最為嚴重，是以原偏重於山坡地農牧業事業之

保育利用與管理的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已難以因應現實既有問題，山坡地的多元化利用已成為

必然的趨勢（陳信雄，2003：29），昔日的水土保持功能無法滿足開發上的需求，是以政府開始

進行全面山坡地土壤調查計畫，對山坡地資源規劃、開發、利用、保育與管理，提供更周全的背

景資料，並加強非農業用地之保育利用管理（林國慶，2005:54）。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於 1986年進行第一次檢討修正時，其修正之重點一方面在於加強山坡

地非農業使用管理需要，另一方面則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為非農業使用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核

及監督執行機關，以期藉此突破原條例明訂水土保持主管機關主導實施非農業使用水土保持計畫

之無力感。然此種轉變，卻造成輔導山坡地非農業使用水土保持工作之困擾。因大部分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未會同配合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擬具相關之「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監督要點」

辦理審核工作，以致於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反因此淪為被動角色，並常受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為

的開發利用許可所牽制，失去了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應有之責任（郭長庚，1999:30）。另者，山坡

地保育利用條例原訂罰則太輕，無法發揮嚇阻作用，而相關機關間之權責劃分不甚明確，影響執

行成效（吳輝龍，2002:39），直至 1994年水土保持法制定通過，方奠立了完整的水土保持管理

制度（翁曉玲，2007:6）。 

4、水土保持法制階段（1994年迄今） 

1994年政府制定「水土保持法」，加強山坡地的水土保持工作（林國慶，2005:32）。水土保

持法之內容，係就高山林地、山坡地、到平地以及海岸之水土保持，全面進行監督與管理工作，

其立法精神主要係規範水土保持義務人應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對

於非農業使用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可核發開發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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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許可（吳輝龍，2004:289）。之後政府又陸續訂定「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水土保持計

畫審查及監督要點」、「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水土保持保證金繳納及保管運用辦法」（林國

慶，2005:59）及「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等一系列水土保持子法的相關規定。並利用

衛星影像輔助山坡地管理監測（吳輝龍，2002:41）。 

水土保持法係全面進行高山林地、山坡地、到平地以及海岸之水土保持監督與管理工作。其

立法重點在於，明確界定應實施水土保持之行為範圍；要求水土保持義務人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水土保持規劃書及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送請核定後，始可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使水土保持事

權統一；將符合一定條件之地區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依相關規定實施管制，並以河川集水區

明訂應整體規劃治理，並擬定治理計畫，分期分區實施；建構一定規模以上開發利用行為須由技

師簽證之制度，俾利山坡地管理，確保水土安全，建立水土保持專業技師規劃設計及監造簽證、

水土保持保證金及代為履行制度，以提高水土保持之品質；違規者應予裁罰（吳輝龍，2006：1-6）。 

2004年，行政院核定通過「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38本方案實施範圍內之土地，

依其環境生態特性及所需保護之程度，劃分為海拔1,500公尺以上或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

保育法、國家公園法及森林法劃設之保護區域之高海拔山區、海拔500公尺以上非屬高海拔山區

之山坡地之中海拔山區、低於海拔500公尺之山坡地之低海拔山區、河川區域、海岸地區、嚴重

地層下陷地區及離島分別管理之。除河川區域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辦理外，前述地區之範圍及管制

事項應劃定公告之。其中各農業地帶的規劃方向為：高海拔山區應永久保留自然健康狀態，除原

住民部落之自給農耕外，禁止農耕、採伐林木，既有作物應限期廢耕，並進行復育；中海拔山區

應以保育為主，禁止新農耕及其他各項新開發。但本方案施行前原有合法使用之土地、建物及設

施，得為原來之使用，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不在此限；低海拔山區應以永續發展為

原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各項土地使用計畫及容許使用項目應限

期檢討，並報中央土地主管機關許可。在此計畫以前之山地農業政策，僅著重於山坡地之管理，

但自此以後，政府開始從較為宏觀的國土規劃角度出發，將視野從狹隘的山坡地保育與利用擴展

為臺灣整個國土的復育與利用管理（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5:5-11）。 

2006年，在多次天災導致石門水庫水質逢災汙濁而失去供水機能下，為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

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的保育及有效提升其供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通過「石門水庫及

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以期能加快水庫治理速度，降低缺水風險。該計畫為加強保留地的土地管

理，乃組織桃園縣復興鄉、與新竹縣尖石鄉玉峰、秀巒兩村鄉民總共 250人，成立了「保留地復

育團」，39負責執行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地管理查巡及改正造林。2009年，

莫拉克（八八）風災造成臺灣中南部重創，為促進國土資源合理配置，以有效保育自然環境、滿

                                                        
38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5，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行政院第 2924次院會，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21652&ctNode=1226&mp=1，引用日期：102年 10月 10日。 
39 「保留地復育團」於 2011年改為「保留地山林守護隊」。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21652&ctNode=1226&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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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經濟及社會文化發展之需要，提升生活環境品質，並確保國土永續及均衡發展，政府重新修訂

「國土計畫法（草案）」，40將國土依據不同的功能予以劃分為國土功能分區，即指基於國土保

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依土地資源特性所劃分之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及

海洋資源地區等四大功能分區，並四種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類、分級，

並分別訂定不同層級之管制，以指導土地開發及保育。該法施行後，全國國土計畫將取代現行臺

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將取代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至國土

功能分區將取代現行土地使用分區；且區域計畫法規定之計畫擬定、變更、核定與公告、土地使

用管制、罰則等相關事宜並納入本法明定。又依據區域計畫法授權訂定之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規範等相關子法規，亦均納入本法內另定之。是以該法未來即

為取代區域計畫之功能，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區域計畫法不再適用。 

 

 
圖 5【現行與未來國土計畫體系架構比較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0，國土計畫法草案簡介，災害防救電子報第 60期，

http://www.ncdr.nat.gov.tw/E_book.aspx?WebSiteID=5853983c-7a45-4c1c-9093-f62cb7458282&id=6&subid=21，引用日期：

2013年 10月 11日。 

 

 

 

 

                                                        
40內政部，2013，國土計畫法（草案），2013年 9月版本，草案之立法總說明，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1020808932-1_1.pdf，引用日期：102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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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1020808932-1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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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政策制度 
1、自來水法政策制度演變41 
(1) 水質水量保護立法階段 

現行「自來水法」頒訂於 1966年，依當時法條第 11條「自來水事業對其水源之保護除依水

利法之規定向水利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外，得視事實需要，申請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定公布

水質、水量保護區域，禁止在該區域內一切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及第 12條「前條水質水

量保護區域內，原有建築物及土地使用，經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為有貽害水質水量者，得通

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於一定期間內拆除、改善或改變使用。其所受之損失，由自來水事業補償之。

前項補償金額，如雙方不能達成協議時，由主管機關核定之。」 

(2) 補貼入法；禁止或限制行為提升法律位階規範 

1995年，考量水源區民眾因遭劃入水質水量保護區後，政府無法予以徵收土地而土地使用有

諸多限制，有礙建設繁榮並使生計萎縮，故應協助其地方建設並補貼其禁建、禁墾、禁伐所造成

權益受損生計困頓之苦，而有減免稅捐及自來水事業附徵費用協助地方建設之規定，新增第 12

條之 1「水質水量保護區依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水源特定區者，其土地應視限制程度減免土地增

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前項土地減免賦稅區域及標準，由財政部會同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自來水事業應於水價外附徵一定比例之費用，協助第一項土地受限地區地方建設。前項之

一定比例及協助地方建設辦法，由主管機管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2002年，因當時「自來水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九條有關在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禁止或限制行

為規定，僅為行政規則，與憲法第 23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第 6條，就有關人民自由權

利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並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應依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立法意旨

不符，是以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應將上開禁止或限制行為規定，提昇至法律位階，故修正第

11條，列示包含「濫伐林木或濫墾土地」等 11款應予禁止之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惟該行為

如係為居民生活或地方公共建設所必要，且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另 12條之 1，就自來

水事業附徵之費用，除協助地方建設外，另增加協助權益受限人之規定。 

(3)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收取與運用 

2004年，為回應保護區民眾及地方政府因長期發展受限，要求縮編自來水保護區或辦理回饋

補償之聲浪，故為實現「使用者付費，受限者得償」的精神，新增第 12條之 2，規定就於水質水

量保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除該區內非營利之家用及公共給水外，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

交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該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計算方式；費用專供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辦理水資源

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基礎設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受限土地補償之支用項目。新增第12條之3，

就水資源相關基金應依各水質水量保護區分別設置專戶及設置運用小組之規定，另有關原住民地

                                                        
41 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134:1804289383:f:NO%3DE01164*%20OR%20NO%3DB01164$$11$$$PD%2BNO，引用日期：

2013年 10月 17日。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134:1804289383:f:NO%3DE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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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水質水量保護區，其專戶運用小組居民代表成員，應依比例由原住民居民代表擔任；其水源

保育與回饋費，應依比例運用於原住民族地區。2005年，再修正第 12條之 3，就原依該法第 12

條之 1附徵之水源特定區協助地方建設費用，於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徵收前能依法繼續於水價外附

徵與協助臺北水源特定區內之地方建設。2010年，修正第 12條之 2，就經貴之運用，由水質水

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依其區內土地面積及居民人口比例，分配運用於區內各鄉（鎮、市、區），

但原住民族鄉應從優考量；另為解決原住民部落供水問題，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依年度預算程序，

編列預算辦理「原住民族部落水資源規劃及供水計畫」，是以保護區內原住民地區供水系統，應

依據該項計畫加速辦理，故增訂第 6項「水質水量保護區內非營利之家用自來水水費減半收取。

保護區內原住民地區非屬自來水供水系統之簡易供水設施，應加速辦理」之規定；為免同一鄉（鎮、

市、區）公所跨二以上保護區者，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有所差異，爰增列第七項，得經各該保護

區之運用小組協調及審議通過後運用之。 

2012年，修正第 12條之 2，其修正之重點，在於水資源保育與回饋費應專做改善水質水量

保護區之環境、改善因保護區設立而權益受損民眾之環境，並加強其公共建設，及用做水資源保

育相關工作，故修正原條文第 3項第 2款有關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支用項目之規定；新增第 12條

之 4，規定對於多年未使用之經費，經專戶小組同意，應由縣市、直轄市政府主管機關視該行政

區域內水資源保護之需求統籌運用，以促進公共利益；而部分水質水量保護區位於渺無人煙之地，

同一村里居民雖未住在保護區內，但生活也同樣受到影響，故為妥善運用水資源保育與回饋費，

應將水資源保育與回饋費用於保護區所屬村里之全部行政區，並限定專做水資源保育及公共建設

之用。 

2、劃設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42 

自來水的水源大部分來自河川，為著眼於保護區生態系之複雜性及河川環境管理之公權力規

範性與敏感性，乃有劃設自來水保護區之必要。而該保護區劃設係以建堰壩攔水地點或設取水口

位置以上之集水區為範圍。就自來水事業經營之立場，該保護區的劃設目的在於a.在取水河段所

能引取原水之水質與水量，可以供應及符合該自來水事業之需要；b.維持該保護區域內水源涵養

及供水機能，使該自來水事業能永續經營。故為達成上述目的，自來水事業依「自來水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申請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定，並依自來水法或相關法律規定，禁止或限制貽

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自來水保護區之劃設，其目的為禁止或限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除有

關之污染行為管制外，並未對各項開發行為加以限制，惟「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住宅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及「工業區開發環境

影響評估審議規範」等行政命令，多將自來水保護區列為不適用範圍之內，以致開發單位無法申

請土地變更使用或取得開發許可，引發保護區居民與利害關係人不滿情緒，要求縮編自來水保護

                                                        
4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3，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縮編政策評估說明書，

http://www.epa.gov.tw/ch/DocList.aspx?unit=8&clsone=549&clstwo=419&clsthree=0&busin=336&path=6392，引用日期：2013

年 10月 17日。 

http://www.epa.gov.tw/ch/DocList.aspx?unit=8&clsone=549&clstwo=419&clsthree=0&busin=336&path=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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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43 

自 1975年首由臺北市政府劃定公告百拉卡水質水量保護區（在陽明山）迄今，目前國內共

計劃設有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13處，總面積 8,993平方公里，約佔臺灣地區國土面積四分之

一，保護區內依據自來水法規定禁止貽害水質水量行為，除不得有濫伐林木、濫墾土地、變更河

道及排放超過規定標準之工礦廢水及家庭污水外，土地開發利用也受到相當管制，因此保護區內

民眾生活行為及其土地價值均因此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或土地開發潛力因而降低。惟近年來，保

護區民眾及地方政府因長期發展受限，要求縮編自來水保護區或辦理回饋補償，故為因應國內各

地不斷要求因自來水法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而受限之回饋聲浪，經濟部乃遵照行政院 2002年核

定「限制發展地區救助、回饋、補償處理原則」，及落實「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之精神，

在收支平衡及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原則下，依自來水法修正條文於 2006年起開徵水源保育與回

饋費，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而保護區內因水

質水量保護區劃設所衍生權益受限之居民，將因政府透過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徵收與運用，獲得

回饋補償。44 

3.2.3國家公園政策制度的演變45 

「國家公園」，是指具有國家代表性之自然區域或人文史蹟。自1872美國設立世界上第一座國家

公園—黃石國家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起，迄今全球已超過3,800座的國家公園。臺灣自1961

年開始推動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育工作，1972年制定「國家公園法」之後，相繼成立墾丁、玉山、陽明

山、太魯閣、雪霸、金門、東沙環礁與臺江共計8座國家公園（見表8）。46 

1、日治時期的國家公園規劃（1895年至 1937年） 

有關臺灣國家公園的設立，最早應追溯至日治時期。1931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國立公園法」，

向日本天皇請命同意成立國立公園。其規劃範圍，也包含當時受日本統治的臺灣。是以在 1933

年，臺灣成立國家公園調查會，依據原本進行已久的臺灣資源調查及風景區調查之成果，釐訂設

立國家公園地點及條件草案；並依據日本「國立公園法」，草擬臺灣國立公園法實施草案及要項。

1935年，臺灣總督府為安撫民間期望設立國家公園的壓力，由官方及學者專家組成的國立公園委

員會正式成立，訂定官方之正式組織章程。委員會討論臺灣地形景觀之優美，自然破壞狀況，及

稀有動植物分布等條件，並訂定設置標準及方針，分別提出三處預定地，包括大屯國立公園（位

                                                        
43 經濟部水利署，http://www.wra.gov.tw/fp.asp?xItem=19835&ctNode=4955，引用日期：2013年 10月 17日。 
44 經濟部水利署，http://epaper.wra.gov.tw/Article_Detail.aspx?s=59BB838D4D23498F，引用日期：2013年 10月 17日。 
45 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國家公園/發展史，

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26&Itemid=22&gp=1，引用日期：

2013年 10月 14日。 
46 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國家公園，

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Itemid=128&gp=1，引用日期：2013年 10月

14日。 

http://www.wra.gov.tw/fp.asp?xItem=19835&ctNode=4955
http://epaper.wra.gov.tw/Article_Detail.aspx?s=59BB838D4D23498F
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26&Itemid=22&gp=1
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Itemid=128&g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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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北以北的大屯山區、陽明山公園及觀音山等地，面積 92,500公頃）；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範

圍從東面的花蓮太魯閣至西面的小雪山、雪山，北從大霸尖山，東往清水山以下，到南邊的太魯

閣大山、能高山一線，面積共 27萬公頃），是三處面積最大的一個；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涵

括阿里山、玉山西側及秀姑巒山全區域面積共 18萬公頃）。1937年，臺灣總督府正式核定公布

上列三處國家公園的設立範圍，惟因同年發生中日戰爭，故並未實施。因此臺灣國立公園之設立

在日治期間，僅止於調查研究及規劃階段，尚未達到經營管理階段，但其目前對臺灣國家公園的

貢獻則有：國家公園法規、制度的建立及國家公園範圍的確定。臺灣日後成立國家公園，均以此

三處預定地為最優先考量之地。 

2、國家公園法治階段（1956年至 1972年） 

1960年代期間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 TAF），曾派員來臺考察，並完成一份臺灣

公園的調查報告書。而臺灣政府於 1962年延續前期之政策，提出「國家公園法（草案）」，法

案審查之同時，交通部則委託前公共工程局規劃完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面積約 28,400公

頃，惟因缺乏法律依據而未能推動實施，然其詳實內容，則是日後規劃國家公園之範例。而「國

家公園法（草案）」在 1964年簡要 12條草案報請行政院核示，惟當時適逢臺灣力求經濟發展之

時期，土地開發需求量大，故未予核准。另者，前中國農村復興運動委員會亦邀請當時任職美國

國家公園服務署之專家蘆理博士來臺訪問，經其在臺踏勘數月，於 1966年提出「臺灣地區設置

國家公園及保護區建議書」，報告中建議設置玉山，陽明山國家公園及太魯閣國家道路公園，此

與 1937年日治時代所規劃的三處預定園址雷同，唯一改變的是建議將中橫公路闢設為國家景觀

道路，而非國家公園。 

1966年當時的世界國家公園委員會主席哈羅亞應外交部之邀來臺訪問，建議我國政府應儘速

完成國家公園之立法工作。經一年多的研商，於 1969年 2月完成草案，並於 1972年完成三讀，

是年 6月 13日公布，「國家公園法」於焉誕生，惟因自然保育之觀念未根植及政府機關未積極

展開各項工作，因此「國家公園法」公布後並未接著成立國家公園。1973年內政部為辦理國家公

園之推動工作，於民政司下增設「公園史蹟科」，負責國家公園之規劃、調查及管理工作，惟因

經費及人力不足，僅擬定「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再加以當時政府推動各項經濟建設，國家公

園的設置恐有影響國家建設，故「國家公園法」及其施行細則，雖已公布，確無積極設立國家公

園的推動工作。 

3、國家公園設立階段（1973年迄今） 

1977年行政院指示由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內政部、交通部及臺灣省政府共同推動國家公

園之規劃，成立了推動國家公園規劃工作小組，並初步選定規劃太魯閣地區為第一座國家公園。

同年9月1日，當時之行政院長南下墾丁視察，見當地風光明媚，乃指示「從恒春到墾丁鵝鑾鼻這

一地區可依『國家公園法』規劃為國家公園，以維護該區域內優美之自然景觀」，據此，推動國

家公園規劃工作小組乃捨太魯閣而優先規劃墾丁，自此墾丁國家公園之名才開始出現於國家公園

的歷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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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設會主持的「推動國家公園規劃小組」原訂於民國1978年完成墾丁國家公園實質規劃草

案，惟因經設會1977年改組，規劃責任轉由內政部主辦，然內政部因無經費而未能繼續辦理。1978

年，當時之行政院長指示就臺灣地區許多極具觀光價值之天然資源遭受損害，應採取有效措施予

以維護，故1979年行政院院會通過「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其中指定玉山、墾丁、雪山、大

霸尖山、太魯閣、蘇花公路、東部海岸公路等地區為國家公園預定區域，並指示內政部積極辦理。

1980年，國家公園之規劃設立首次被列為政府重要施政計畫之一，且獲政府正式編列規劃建設國

家公園經費，國家公園之規劃主要以原訂之墾丁國家公園為規劃對象。（曾華璧，2000：3,4） 

1979年內政部成立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積極推展墾丁國家公園之規

劃工作。1981年初「墾丁國家公園計畫」規劃完竣，並1977年提報之施行細則草案，送請行政院

核定。同年7月「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公布施行。內政部並依據「國家公園法」及「國家公園

法施行細則」擇定1982年9月1日公告成立墾丁國家公園，我國首座國家公園終告誕生。而內政部

為因應業務需求，於1981年3月修改組織法成立營建署，將原由民政司主管之國家公園業務移撥

該署，並於其下設立國家公園組。嗣後並由該組分別完成「國家公園施行細則」、「國家公園管

理處組織通則」及「國家公園警察隊組織規程」等重要工作。原本成立的「墾丁國家公園」，並

得以於1984年正式成立管理處，執行國家公園各項經營管理業務。另行政院於1982年通過了「觀

光資源開發計畫」，指定在二年內完成玉山、陽明山、太魯閣等國家公園。1984年行政院於施政

報告中，更明示將國家公園之規劃建設，列為6年14項重要建設計畫之一。1985年分別設立了陽

明山與玉山國家公園，1986年則設立了太魯閣國家公園，並分別成立了國家公園管理處執行國家

公園業務之推動。至此國家公園占地24萬多公頃，相當於臺灣面積的6％。1992年10月，內政部

公告實施「玉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暨「玉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東埔地

區山胞保留區）土地使用計畫」。 

1986年，國家公園組開始規劃蘭嶼國家公園，然因當地原住民的反對聲浪，而延宕甚久。此

時國家公園組則將部分人力轉而規劃，位於原日治時代即規劃的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範圍內的雪

山、大霸尖山地區為國家公園，相較於蘭嶼地區住民的反對，當地居民也樂見國家公園於當地設

立，地方政府並紛紛主動提供土地作為管理處與遊客中心用地，而該國家公園也於1992年成立管

理處開始執行各項業務。1993年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正式核定蘭嶼國家公園區域範圍，惟同

年2月，蘭嶼原住民組隊至內政部抗議，反對理由不外乎原設核能廢料儲存廠之遷移，及擔心爾

後原住民之漁獵及伐木將會受限制，雖有許多學者專家持肯定立場，認為國家公園之設立有積極

保護雅美文化之正面意義，惟最後仍基於尊重當地原住民意願，蘭嶼國家公園暫不設置。 

1995年，以保存人文史蹟為主要目的之金門國家公園正式設立，成為臺灣第六座國家公園。

1998年埔里人士提議設置能丹國家公園，隔年因遭鄰近布農族人強烈反彈而作罷。同年，民間保

育團體為保護位於宜蘭、新竹交界一帶，臺灣最後一片檜木林，倡議設置「棲蘭檜木國家公園」

（即馬告檜木國家公園），2000年政府著手積極規劃馬告國家公園，惟內中涉及擬訂具體國家公



60 
 

園與原住民共管政策，而 2002年又適逢國家公園法全面推動修法，以確保原住民相關權益等內

容，因修法案目前進行中，推動成立「馬告檜木國家公園計畫」仍在努力之中。另為保育東沙環

礁之珍稀資源及人文資產，2007年正式成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其間臺南市政府於 2003年自主

提出申請設置臺江國家公園（臺南市範圍部分），歷經多年努力，臺江國家公園計畫書、圖，於

2009年公告生效，成為第八座國家公園，自此，臺灣從山到海都納入保育範疇。 

表 9【臺灣國家公園分布表】 

區域 國家公園名稱 主要保育資源 面積(公頃) 管理處成立日期 

南區 墾丁國家公園 
隆起珊瑚礁地形、海岸林、熱

帶季林、史前遺址海洋生態 

18,083.50(陸域 ) 

15,206.09(海域 ) 

33,289.59(全區 ) 

1984 年 1 月 1 日  

中區 玉山國家公園 

高山地形、高山生態、奇峰、

林相變化、動物相豐富、古道

遺跡 

103,121 1985 年 4 月 10 日  

北區 陽明山國家公園 
火山地質、溫泉、瀑布、草原、

闊葉林、蝴蝶、鳥類 
11,338 1985 年 9 月 16 日  

東區 太魯閣國家公園 

大理石峽谷、斷崖、高山地

形、高山生態、林相及動物相

豐富、古道遺址 

92,000 1986 年 11 月 28 日  

中區 雪霸國家公園 
高山生態、地質地形、河谷溪

流、稀有動植物、林相富變化 
76,850 1992 年 7 月 1 日  

離島 金門國家公園 

戰役紀念地、歷史古蹟、傳統

聚落、湖泊濕地、海岸地形、

島嶼形動植物 

3719.64 1995 年 10 月 18 日  

離島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東沙環礁為完整之珊瑚礁、海

洋生態獨具特色、生物多樣性

高、為南海及臺灣海洋資源之

關鍵棲地 

168.97(陸域) 

353,498.98(海域) 

353,667.95(全區)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於 2007 年 1 月 17

日正式公告設立；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

處於 2007年 10月 4

日正式成立  

南區 臺江國家公園 

自然濕地生態、臺江地區重要

文化、歷史、生態資源、黑水

溝及古航道 

4,905(陸域)  

34,405(海域) 

39,310(全區) 

臺 江 國 家 公 園 於

2009 年 10 月 15 日

正式公告設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國家公園，

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Itemid=128&gp=1，引用日期：2013年 10月
14日。 

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Itemid=128&g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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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案地區雪壩國家公園概況 

本研究地區包含部分雪霸國家公園，該公園計畫之範圍依行政區域而言，跨越新竹縣五峰鄉與尖

石鄉、苗栗縣泰安鄉、臺中縣和平鄉。森林為本園區最重要之植被類型，分布地區由最低之七百公尺

至三千六百公尺左右，跨越暖溫帶、冷溫帶、亞寒帶三帶，包括針葉樹、闊葉樹及針闊葉混生林等植

物社會。本園區內雖然目前已無原住民族居住，但從日據時期以來的文獻紀錄說明，國家公園範圍內

遺有頗複雜而豐富的人文史蹟資源。大霸尖山是賽夏族傳說中的祖先發祥地，亦是泰雅族自其核心區

域向外移徒之重要孔道，而使發源於大霸尖山附近諸水系上游區域成為族群匯集之區域。另外，學者

亦曾在二本松、雪見及七家灣溪附近分別發現較泰雅族活動時限更早的史前時代先民遺留，加深了國

家公園範圍內及其附近區域早期人文活動的深度、廣度。根據學者的考證，本園區周圍泰雅族人只散

居於海拔二千公尺以下、氣候涼爽、適於耕種與狩獵的山麓階與河階地，其中以海拔一千公尺至一千

五百公尺最多；泰雅族分布地西麓住有賽夏族，分布高度為海拔五百至一千公尺。居住於新竹縣五峰

鄉的泰雅族與賽夏族、尖石鄉的一部分泰雅族，以及苗栗縣泰安鄉的泰雅族都奉大霸尖山為祖先發祥

之地。（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03：65、87）47 

本園區內土地利用型態，多為國有林班地，包括針葉林、闊葉林、針闊葉混合林、人工林、草原、

河流與裸露地；園區內土地大抵因地形崎嶇、交通不便、人煙稀少致無聚居人口，僅武陵農場由政府

安置退除役官兵，從事高山蔬菜、水果之種植。農場內土地除部分放領予場員私有外，其餘均屬國有

（包括建地、農業用地及道路）。故園區內除農業、遊憩外，無其他產業活動，社會、經濟活動非常

有限。農業使用地區主要分布於武陵農場及松柏農場，武陵農場在園區內面積428公頃，其中300公頃

作為農業使用。為改善櫻花鉤吻鮭棲地環境，自1997年起將武陵路以東農業使用地區逐年收回造林，

迄今已完成20公頃造林並繼續作業中，農業使用面積280公頃。松柏農場係位於四季郎溪一帶之原住

民保留地，農業使用面積約53公頃。園區內目前農業使用面積合計約333公頃，占總面積0.43%。至土

地所有權屬，除少數之原住民保留地由原住民承領、武陵農場部份土地放領予場員私有外，其餘皆為

國有土地。國有林班地面積76,369公頃，占本園區土地總面積之99.27%；武陵農場面積428公頃，占土

地總面積之之0.56%；原住民保留地面積約53公頃，占本園區土地總面積之0.01%（其中私有土地面積

3.232公頃）。（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03：119、121、124） 

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2條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得劃分為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

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等五種分區。各計畫分區之劃定除配合土地使用現況、土地權屬、遊憩需求，並

參酌生態資源之分布、地形地勢及景觀因素。每一分區須具有共同的特性、適當面積及緩衝地區。其

範圍線儘量以河川、溪谷、山脊線或明顯地形線區界。（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03：

150） 

                                                        
47 雪霸國家公園全球資訊網，雪霸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http://www.spnp.gov.tw/Article.aspx?lang=1&a=W7upJGgNu7Q%3D，引用日期：2013年 10月 17日。 

http://www.spnp.gov.tw/Article.aspx?lang=1&a=W7upJGgNu7Q%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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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林業政策制度的演變 

我國「森林法」於 1932年制定，1946年至 1957年的光復初期係以造林、保林為其營林政策，並

提出以林養林、植伐平衡等二項原則，1946年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限制伐木辦法」及「伐木注

意事項」，其目的在於防制林地之荒廢，僅可作小面積之採取以供應緊急用材。然當時政府財政困頓，

且林務的財源方面是由伐木而來，伐木生產以充國庫既為主要目的，故並未落實保林、養林的政策目

標，而當時林產管理局的施政方向為倡導「多伐木、多造林、多繳庫」的三多林政。另在 1954年至

1956年期間，臺灣進行第一次土地利用及森林資源調查，計得臺灣本島總面積 3,576,000公頃，其中

林地 1,969,500公頃，約占全島面積 55.1%。（余致力等，2005：20；莊世滋，2007：9） 

1、保安及生產並重（1958至 1974年） 

為達保安及生產並重的政策目標，政府相繼公布「臺灣林業政策與經營方針」、「臺灣省保

林辦法」、「臺灣省造林辦法」、「推行林相變更政策」、「國有森林用地出租造林辦法」、「訂

定林業政策三原則」等，使營林政策真正制度化。而為期解決林地被墾問題，政府於 1961 年頒

布「臺灣省農林邊際土地宜農宜牧宜林分類標準」，依據林地之坡度及土壤，予以細分，宜農者

農耕；宜牧者放牧；宜林者造林。1976年又公布「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所附之「山坡地土地

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更對宜農宜牧宜林土地之分類，詳予規定，使林地分類有所依據。（莊

世滋，2007：9）。另為推動綜合性的水土保持及土地利用，於 1962年訂立「臺灣省森林水利水

土保持業務聯繫辦法」，並成立「臺灣省森林水利水土保持聯合技術小組」。此時期雖強調保安

及生產並重，惟 1959 年公布的臺灣林業經營方針，規定「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

風景之用者，檜木以 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 40年為清理期限，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則

呈現以經濟效用為主軸的砍伐天然林營造經濟林的經營模式。1965 年推行林相變更政策，並在

1966 年到 1975 年間，林業機關針對「樹種組成雜亂，生長不良之天然林或人工林失敗地」，採

皆伐作業，另植新樹，造成純人工林，以此「整理低劣天然林相，提高森林經濟價值」。（余致

力等，2005：21） 

另就日治時期尚缺森林事業區（Working Circle）與集水區（Watershed）配合經營之觀念。

當時之森林事業區係就天然地形線如河川、溪谷為境界，常有同一集水區分為兩個以上之事業區，

或同一集水區由兩個以上之林區管理處分別管理情事，致對集水區之經營，造成極大不便。有鑒

於此，政府自 1973年起，調整國有林之事業區，其境界以集水區之梭線為界，以期明顯確定。

從此事業區與集水區合併經營，對水土保持工作之推進、山坡地之開發，水資源之經營，均有助

益。（焦國模，2011：18） 

2、保安功能為主（1975至 1980年） 

臺灣地區有中央山脈貫穿，山勢陡峭，土質鬆軟，每逢豪雨就會有崩塌的情形發生，是以針

對前期林業經營方針有關經濟林的營造作業，政府與各方團體認為應減少伐木數量，以維護森林

覆蓋，加強水土保持，保留國家重要的自然資源。是以在 1975年，經行政院第 1429次會議，訂

定了林業政策三項原則如下（中華林學會，199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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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業之管理經營，應以國土保安之長遠利益為目標，不宜以開發森林為財源。 

(2) 為加強水土保持工作，保安林區域範圍應再予擴大，減少森林採伐。 

(3) 國有林地應盡量由林務局妥善經營，停止放領放租，現有木材商之業務，並應在護山保

林之原則下，逐步予以縮小，以維護森林資源。 

省政府並因此於 1976年擬定了「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強調森林經營應該以國土保安

的長遠利益為主要的林業政策目標，不再以開發森林作為國家的財源。從此臺灣林業之經營方向，

由經濟生產走向資源保育。（莊世滋，2007：9；焦國模，2011：17）此外，主要溪流兩岸設置

50公尺保護帶，限制年伐量為 100萬立方公尺，伐木面積以 12,000公頃為限，造林面積 30,120

公頃為準，以及國有林經營計畫每 10年檢訂一次。1971年至 1977年進行第二次森林資源調查，

計得全島面積 3,577,000公頃，其中林地面積 1,864,700公頃，占全島面積 52.1%。（莊世滋，2007：

9） 

1976年除訂立「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並訂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理規則」及「臺灣省水庫集水區治理辦法」，以利綜合性的規範。 

3、國土保安至資源保育（1981至 1997年） 

此期間修正公布「森林法及其施行細則」、「臺灣林業經營改革方案」，限制皆伐面積為 25

公頃，年伐木量為 150 萬立方公尺，並於 1982 年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國家公園施行細

則」保護自然文化景觀，可看出政策由國土保安轉入以資源保育階段。惟此時期的森林政策，諸

如限制伐木數量、保育森林資源、推動森林遊樂等，被認為對環境上有不良的變化，例如，山崩、

土石流，皆歸因於森林的砍伐；且林務局伐木量縮減，財務窘困，經營方向和財務上的問題皆需

要變革。是以林務局於 1989年由國營事業單位轉為公務預算機關，從此林業經營管理所需經費，

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林務局不再以開發林木生產為主要職責，其定位漸確立為森林資源維護與

國土保育等森林之公益功能。該時期並限制皆伐面積為 5公頃以下，年伐木量為 50萬立方公尺。

（余致力等，2005：23）1990年亦將「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修訂為「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

並於 1991年施行，此時期限制皆伐面積 3公頃以下，伐木每一年 20萬立方公尺以下，國有林地

不再放租解除或交換，積極規劃森林遊樂區及保護區、補助私人造林，增列私有保安林造林費由

政府負擔條文，1992年則令「全面禁伐天然林」。1990年，訂定「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法」。1995年進行第三次森林資源調查，此

時森林佔臺灣面積之 58％，即 210.2萬公頃，其中又以國有林佔 70%居最多數。（莊世滋，2007：

9-10） 

「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的施行，強調森林經營方向為積極培育森林資源，是以在森林資

源經營方面，將林地分級使用，並配合集水區經營種植長伐期優良樹種與建立地理資訊系統，以

利追蹤考核；而在伐木業務上，因受 1988 年「搶救森林宣言」等民間自發的森林保護運動的推

力，促使政府在規範上，修正「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第 8條為「全面禁伐天然林、水庫集水

區保安林、生態保護區、自然保留區、國家公園及無法復舊造林地區之森林。」，（余致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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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4）上開規定於 1997 年再修正為「全面禁伐天然林、水庫集水區保安林、生態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國家公園、及無法復舊造林地區。實驗林或試驗林，非因研究或造林撫育之需要，

不得砍伐。」 

1995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發布全國第一版「農業政策白皮書」對於林業之長期發展策略明定為

(1)保育國有林資源，獎勵民間造林；(2)改善林木品質，提高木材自給潛力；(3)加強森林經營規

劃，發展森林遊樂；(4)維護森林安全，評估伐木之生態影響；(5)輔導海外林業投資，穩定木材來

源。惟其中就出租造林地可否設置森林遊樂區，經核示應依應依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管

理辦法之規定辦理。1996年，林務局承辦農委會新擬森林生態系經營先驅計劃(1997-2000年度)，

各林管處之森林經營將以各該地區社區發展之需求為重點，使林業建設成為整體社經發展中重要

一環，並成為確保環境生態之基本建設，使未來森林經營將以實現「親民林業」為目標，融入各

社區生活。（余致力等，2005：112） 

4、永續經營（1998迄今） 

1999年林務局改隸為行政院農委會後，國有林正式回歸中央經營管理。並整合「加強造林與

森林生態系經營計畫」與「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為「加強造林及森林永續經營計畫」。2000

年，在世界環境資源經營風潮下，整合「森林永續經營」、「森林資源多目標利用」及「維護生

物多樣性」三大理念，以地景層級建構森林生態系經營體系。在經營理念上秉持生態的方法，融

合民眾需求與環境價值，達成國家森林的多目標永續經營。482002年推出「社區林業─居民參與

保育共生計畫」以自然保育工作為主體之試辦計畫，又為推動「社區林業」計畫，林務局各林區

管理處皆成立「社區林業推動小組」，負責研擬各項林業施業融入社區營造之做法。2003年推動

社區林業發展，補助社區組織，執行「社區林業」第一階段計畫案。並建立林地分區經營基準，

完成國有林地分級分區，劃分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森林育樂區及林木經營區等四區之經營

基準，提供各分區經營管理執行。（余致力等，2005：116） 

3.2.5原住民地區土地政策制度的演變 

臺灣光復初期，承襲日治時期所劃設專供原住民使用之土地，故大體上仍維持日治時期「高砂族

保留地」之範圍，原住民土地管理制度也延續日治時期的保留地制度，惟後因時空環境的變遷，政府

作出許多因應與調整措施，於保留地政策部分實施如山地平地化、開放漢人使用保留地、保留地私有

化、保留地增劃編等措施。近年來，為順應國際上對於原住民權利保障的呼籲，及回應原住民族對於

恢復傳統領域主張的需求49，政府開始調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並以法律保障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土

地權利、傳統慣俗權利，方演變至今日的原住民土地制度。 

                                                        
48 林務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forest.gov.tw/ct.asp?xItem=23241&ctNode=1760&mp=1，引用日期：2013年 10月 20日。 
49 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在 2007年獲得通過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文件，該宣言強調應尊重與促進原住民族政治、經濟、社

會結構、文化、傳統、歷史、哲學的固有權利，特別是原住民族對其土地、領域與資源的權利。（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7：1，9；王雅萍、曾中興譯，2008） 

http://www.forest.gov.tw/ct.asp?xItem=23241&ctNode=176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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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復初期延續保留地制度，推行山地平地化政策 

臺灣光復後，政府接收日產，將所有官有林野地登記為國有，管理機關登記為前臺灣省政府

林務局（現改隸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者，面積占大多數。另將高砂族保留

地改稱為山地保留地，並於 1948年發布「臺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專供保障原住民族

生計及推行山地行政之用，土地權屬仍屬國有，原住民族僅有使用權。並明訂山地人民不得將保

留地及其地上物作為買賣、抵押、交換、贈與之標的，奠定了今日原住民保留地制度之基礎（顏

愛靜、楊國柱，2004：235-239）。另為改善原住民族經濟生活及增加農業生產，政府本時期的基

本山地政策為「山地平地化」、「獎勵定耕農業」及「鼓勵造林」； 1951年開始推行山地三大運動

並訂定相關辦法，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臺灣省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臺

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鼓勵原住民於保留地內實施造林以及定耕農業；1953年又

制定「促進山地行政建設計畫大綱」與訂頒「臺灣省促進山地平地化五年計畫大綱」，以利執行

（鄭中基，2007：1-7）。嗣於 1960至 1967年間，依賴土地調查及地籍測量技術，全面進行重測，

自此建立明確的原住民保留地權籍，作為保留地管理之依據（張麗堂，1989：2-3；洪泉湖，1992：

153），並且透過土地登記來更新權籍資料，以落實推展獎勵造林及定耕農業（陳亭伊、顏愛靜，

2011：56-59）。 

2、開放平地人使用保留地 

1960 年將原「臺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修正為「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條

文中明文規定山地保留地屬國有，同時開放國有林班地及保留地，供非原住民之公私企業及個人

申請墾殖開礦，惟山地人民及奉准租用之平地人民及事業機關僅有使用收益權，不得將山地保留

地及其土地改良物為買賣、抵押、交換、贈與、租賃之標的（顏愛靜、楊國柱，2004：341-342）。

嗣於 1966年修訂該辦法，將原屬漢人非法占用保留地改採「就地合法化」賦予承租權之途徑。（顏

愛靜、楊國柱，2004：243、344-345、358）。 

1974年再次修正「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放寬公私營企業及個人對保留地的使用，

並公佈「臺灣省平地人民非法使用山地保育地清理要點」，1976年公佈「平地人民非法使用山地

保留地整理工作要點」，並制定「山坡地保育鄉決定深山管制近山開放原則」，採「深山管制、近

山開放」之山地管理原則（顏愛靜等，2009）。另者，在開放山地鄉管制及放寬平地人民合法使

用保留地之時，山地人民與平地人民常因爭用土地資源而發生衝突，政府乃辦理平地人民非法使

用山地保留地之清查。501964年「臺灣省公有山坡地推行水土保持辦法」51、1974年「臺灣省平

地人民非法使用山地保留地清理要點」、1976年「平地人民非法使用山地保留地整理工作要點」、

                                                        
50 1958年 3月 12日公佈「平地人民使用山地保留地清理事項」，專案清理後放租 1,331公頃。資料來源：林務局全球資訊

網，http://www.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9-3.htm，引用日期：2012年 10月 15日。 
51 1964年公布「臺灣省公有山坡地推行水土保持辦法」，辦理保留地清查工作，對未經核准而在原野、保留地、公有林地

及山坡地擅自墾用者，全面申報清理後由土地機關依法出租，強制實施水土保持，此次清查結果共計有 67,945件，總共

113,861公頃，其中受理申報擅墾保留地者 19,482公頃，經勘測核准整理者 3,582.5公頃。資料來源：林務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9-3.htm，引用日期：2012年 10月 19日。 

http://www.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9-3.htm
http://www.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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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加強山地保留地管理與促進開發利用實施要點」，即是本此思維；惟上述清查整理的結

果，多是將平地人民非法使用山地保留地，依規辦理承租，予以就地合法，希冀減緩保留地遭平

地人民非法占用的問題。（陳亭伊、顏愛靜，2011：59-61） 

3、逐步推行保留地私有化制度及保留地增劃編計畫，實施保留地放領 

1966年政府推動「以山養山」政策，確立土地私有化與開發方針。開放耕地及建地私有化，

設立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再度修正公布「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實施保留地放領，並

訂頒「促進山胞開發利用山地保留地計畫」，以改善原住民族生活與自營能力。於地籍測量完竣

區，原住民得就使用之保留地，屬農地者設定登記「耕作權」，續耕滿十年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

屬建地者則設定登記「地上權」，無償使用並隨農地一併無償移轉。至此，原住民可個別取得保

留地私有產權，保留地不再完全歸屬國有（顏愛靜、楊國柱，2004：241）。 

1976 年政府宣佈公有山地保留地自 1977 年起，逐年釋出所有權，以落實保留地放領政策。

至 1987 年著手辦理「山胞使用山胞保留地以外公有土地增劃編為山胞保留地」工作，加速保留

地放領政策的實施。（陳亭伊、顏愛靜，2011：58-59）然隨著原住民人口增加，且平地人逐漸入

侵山地社會，原住民土地不斷流失，因而引起了 1988、1989 年第一次與第二次的「還我土地運

動」，極力主張將山地保留地改名為山胞保留地，要求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此運動促使政府開始

進行保留地增劃編的工作，並配合上述作業，於 1990 年訂頒「臺灣省山胞原居住使用公有土地

劃編山胞保留地要點」。另為進行資源規劃，訂頒「山胞保留地資源規劃」，該計畫之期程自 1989

年起至 1992 年。1991 年民政廳山地行政處升格為臺灣省山胞行政局，並進行增編山胞保留地三

年計畫（第一期），會勘面積六萬餘公頃，實施增編一萬餘公頃保留地（顏愛靜等，2009）。  

1990年臺灣省民政廳山地行政處成立「臺灣省山胞行政局」，並配合修正《山胞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改稱「山地保留地」為「山胞保留地」，該辦法限制原住民取得土地所有權後，如有

移轉仍以原住民為限，但書條款規定合法的公營、民營企業，可申請承租開發原住民保留地，且

將保留地耕作權及地上權之設定，由宜農地、自用建地，擴充至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林業用地，

並將設定取得他項權利後自行繼續經營之年限，由十年縮短為五年（顏愛靜、楊國柱，2004：245、

358）。同時於臺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中規劃增編保留地，並為輔導山胞取得原居住使用公

有土地權利，訂定「臺灣省山胞原居住使用公有土地劃編山胞保留地要點」。1994年配合憲法增

修條文，將「山胞行政局」改名為「原住民行政局」，並增編山胞保留地追加工作計畫（第二期：

1994-1995年）。 

4、原住民族自主性之倡導 

政府除了針對原住民族運動的訴求，持續辦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的作業，及依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積極輔導原住民取得土地所有權外，因應國際保障及尊重原住民基本權利

之潮流，體現憲法保障原住民權利之意旨，於 2004年修正「森林法」第 15條及增訂第 38條之 1，

首度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列入法律，允許原住民族於其傳統領域內的採集行為。2005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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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為顯尊重原住民傳統慣俗與權利，頒布「原住民族基本法」，該法明確界定原住民族土地包括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與既有原住民保留地，確定了原住民土地權利保障的指導原則。而自該法

之立法意旨，亦可看出條文之規範，乃改變光復初期以來，山地平地化的政策思維，轉而就原住

民族傳統文化、知識的回復及保存，與基本權利的重視。另為於原住民族地區進行資源治理，2007

年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條之規定，訂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並為解決原

住民於 1988 年 2 月 1 日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問題，輔導原住民

取得土地權利，行政院核定「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

處理原則」、「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以受理原住民申請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2005年發生於司馬庫斯部落，族人於傳統領域內採集風倒櫸木，被控違反森林法第 15條規

定而遭判刑的櫸木事件，突顯國家法規範對於原住民族資源利用及傳統文化習俗認知的差距。是

以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對原住民傳統文化習俗之保障，避免再發生類似司馬庫斯部落採集風倒

櫸木移作公共用途而遭判刑的不幸事件，由農委會與原住民委員會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及森林法

等有關規定，於 2007年會銜發布「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及秀巒村原住民族採取森林產物作業要

點」，當地原住民得在公告範圍區域內，為供傳統文化、祭儀及自用等目的採取森林產物。嗣於

2009年為於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之資源共同管理，執行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準」。2012年，

為就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內，得依循其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為獵捕或宰殺利用野生動物，依野生

動物保育法第 21條之 1第 2項規定，訂頒「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

生動物管理辦法」。 

3.3當前土地管理制度對研究地區之限制 

如前所述，本個案為原住民族之保留地，為保障其基本權益，雖訂頒「原住民族基本法」，惟該

基本法中，對於多項權益的實現，卻仍賴授權其他法律定之，是以在授權之相關子法尚未制定齊備前，

原住民族地區土地制度及權益的保障即未能完善。另者，該基本法針對原住民族權益之主張，規範有

「於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族土地」，而所謂「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族土地」，依該法第 2

條第 3款至第 5款，係指「三、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

特色，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四、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

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五、原住民族土

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是以無論是「原住民族地區」或「原住民

族土地」，都與其傳統領域作連結，而「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

理辦法」及「森林法」亦有相同之規範，然現今就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調查尚未完成，而依基本法第

20條授權訂定，與原民族土地及海域權利有關之「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亦尚未通過，又

依基本法第 4條及第 5條，有關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之自治事項之「原住民族自治

法」（草案），於 2010年業經行政院院會通過，然針對該法之草案內容是否符合原住民族自治之精神

仍爭論不休，雖部分主管機關針對原住民族之權益，業依上開基本法之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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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惟與原住民族土地及資源利用關係最密切之法令卻遲遲未能法制化，這也使得「原住民族基本法」

之法令條文徒具形式，對原住民族土地及資源利用的權益實難認為有實質的助益。是以當與原住民族

土地利用權益相關的法制仍處於曖昧未明的情形下，上述法規形成的土地管理規範，對於研究地區的

土地利用仍產生諸多限制。 

1、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與水土保持法的限制 

如上所述，「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及「原住民族自治法」皆尚未發布實施，是以有關臺

灣地區針對山坡地保育與水土保持之相關規範，即一體適用。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6

條之規定「山坡地供農業使用者，應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並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完成

宜農、牧地、宜林地、加強保育地查定。土地經營人或使用人，不得超限利用。」，另依「山坡

地保育利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2條所訂立之「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係就山坡地之

坡度、土壤有效深度、土壤沖蝕程度及母岩性質為分類、分級查定，查定之結果其土地可利用限

度類別為一至四級地之土地者，屬「宜農牧地」；類別為五級地者，為「宜林地」，即應行造林或

維持自然林木或植生覆蓋，不宜農耕之土地；六級地者為「加強保育地」，需依主管機關指定方

式實施水土保持；惟該土地為保護自然文化景觀、生態環境、名勝、古蹟、公共衛生之用地或水

庫集水區或河川保護地帶，即得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查定為宜林地，不受上述查定基準之限

制。是以依上開規定，於山坡地為農業利用時，需依該分類標準為不同之使用，違反該限定之強

度而為使用者，即屬超限利用，並應依同法第 25 條第 1 項之規定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者，則

給予處罰。水土保持法第 22條亦有類似之規範。 

本個案地區部落地處中高海拔的山坡地，依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於 2005年提出的「石

門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整體規劃報告」中，就當地之山坡地可利用限度查定成果，宜農牧地僅佔

18%，宜林地幾佔 82%，顯示該地區可供農地使用的土地相對稀缺。此種土地資源利用的規範，

不同於以該山林為其生活居住及傳統產業基礎的原住民族。當地居民為生活、生計、生存之需要，

其對資源向來之利用，皆係依循其傳統規範及在地知識，就山林水土資源之整體為使用，並未如

上開規範需區分土地究應宜農、宜牧或宜林。是以當政府之規範進入部落後，居民原依其傳統規

範可自由利用之土地資源，即變成違法使用，如以本研究地區之土地多被劃定為宜林地的情形下，

對當地主要產業之農地利用即受到嚴重的限制，也因此依現行之規範，當地居民即多有超限利用

的情形，進而影響其生計之穩定。 

2、水資源保育與開發的限制 

依自來水法之規定，為確保用水的充足及安全，故有於水源地劃定公布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必

要，然此保護區之劃設範圍，部分即與原住民族保留地重疊，是以在此劃設範圍，當地居民即無

法依其自由之意願為使用。而近年來，為進行水資源的開發，規劃在尖石後山興建高臺水庫，減

緩石門水庫淤積現況，同時以後山的高臺和前山的比麟水庫進行越域引水工程，增加對新竹與桃

園地區的供水量，因衝擊了當地居民的生存空間及文化的傳承，遭受到當地居民群起抗議，並以

具體行動抵制興建水庫前置作業。水庫之興建，勢必有部分部落被淹沒，當地居民只能被迫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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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及是整個尖石後山，該地非但為泰雅族文化根基所在，附近更存有一些與泰雅族相關的舊

社遺跡和多量的祖墳遺跡，施工後將對其文化傳承及祖墳遺跡造成影響。52而水庫計畫實施，對

當地的水文也會因河道被阻，整個生態地景都將受到改變，尖石後山豐富生態將嚴重受到衝擊，

對部落居民生計發展亦會是一個不可預估的災難。 

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

態保育及學術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政府或法令限制

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

同法第 22條「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育區、

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其

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及同法第 32條「政府除因

立即而明顯危險外，不得強行將原住民遷出其土地區域。前項強制行為，致原住民受有損失時，

應予合理安置及補償。」，皆強調政府在原住民地區從事活動時，應在尊重原住民族的基礎上取

得其同意；而非因立即之危險亦不得強行將原住民遷出其族群所在的地區，以保障其居住的基本

人權。從高臺水庫興建，造成當地居民極度不安的反應來看，也顯示政府在水資源的開發上，並

未顧及當地居民的感受，仍存有「上游供水下游給水」的水資源政策思維，此顯與「原住民族基

本法」中，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之意旨當有所悖離。 

3、國家公園資源利用的限制 

「國家公園法」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資源的利用規範嚴謹，其明定禁止有損害國家公園內生

態環境的行為，並依特定行為危害環境之情節輕重而設有刑罰及行政罰二種處罰方式。惟此規範，

顯與當地泰雅族人依循傳統 Gaga 為資源利用的制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條規定，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

同管理機制，是以依此訂頒了「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本研究地區係屬雪霸國家公

園範圍，53因屬高海拔地區，可及性低，該園區範圍雖已無原住民族的居住，對其資源的利用或

影響不大，惟自留存之遺跡觀之，卻是其傳統領域之所在。而規劃中的「馬告檜木國家公園」，

依內政部 2002 年的範圍劃設說明書，其行政區界包含新北市烏來、宜蘭縣大同鄉、桃園縣復興

鄉及本區的新竹縣尖石鄉，54當時「原住民族基本法」尚未訂定，是以其範圍之劃設亦未經當地

原住民族的同意，也因此引發原住民族的反彈聲浪。對原住民族而言，該片山林為泰雅族人傳統

                                                        
52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計畫資訊/歷年成果「高臺水庫環境調查評估摘要」，

http://fcwb.projt.com.tw/c10_1.asp?types=3&Id=1045.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1日。 
53 雪壩國家公園是臺灣第五座國家公園，位於臺灣中北部，屬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區以雪山山脈為主軸，範圍涵括了新竹

縣五峰鄉和尖石鄉、苗栗縣泰安鄉、臺中縣和平鄉，總面積達 76,850公頃。資料來源：雪壩國家公園全球資訊網，

http://www.spnp.gov.tw/Article.aspx?a=ytj8%2F%2F3cU%2B8%3D&lang=1，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54 內政部，2002，馬告檜木國家公園範圍劃設說明書，頁 11，

http://npda.cpami.gov.tw/ezfiles/1/1001/attach/51/Cpami-np-bk-inp0009-0001.pdf，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http://fcwb.projt.com.tw/c10_1.asp?types=3&Id=1045
http://www.spnp.gov.tw/Article.aspx?a=ytj8%2F%2F3cU%2B8%3D&lang=1
http://npda.cpami.gov.tw/ezfiles/1/1001/attach/51/Cpami-np-bk-inp0009-0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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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山林資源如何管理、如何運用，自有其規範，一旦劃入國家公園，非但族人的狩獵、採集

及行動自由都會受到限制，使得其有限的生存空間，更受到壓縮；而伴隨這些經濟活動所隱含的

文化傳統，亦會消逝。另者，現行雖訂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然「資源共同管

理」的實際操作原則並未被建立，而過去政府於當地所做的資源治理措施，常在未與族人充分溝

通下即逕行為之，或所作的措施未符合族人對於生態知識的理解，再再都使族人無法感受到政府

對他們文化及傳統的尊重．也因此族人對「共管機制」之想像多有疑慮。 

另就現行「國家公園法」並未就涉及原住民族地區事項為特別規範，而「原住民族地區資源

共同管理辦法」雖係「原住民族基本法」授權訂定，然就法之位階而言，「國家公園法」之法效

性優於「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是以於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原住民族地區，其資源的

管理事項如有爭執，仍應優先適用「國家公園法」。故在「國家公園法」未能將原住民族地區的

資源治理另設專章規範下，恐將無法落實建立尊重原住民族及以原住民族為主體之資源共管機

制。 

4、森林產物採集的限制 

按依森林法第15條第4項規定「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原住民族得依其生活慣

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其採取之區域、種類、時期、無償、有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是以依此規定，原住民族於其傳統領域內

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而採集森林產物，惟可採集之區域、種類、時期、無償、有償等事項應受規

範。然所謂「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為何，在現行就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為查調完成前，尚無

法明確；另所謂「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惟各原住民族生活慣俗不儘相同，如何認定係屬「生活

慣俗需要」。又依上述規定，政府應制定「原住民族採取傳統領域土地森林產物管理規則」，惟該

規則迄今尚未制定。再者，原住民族於其傳統領域既得依其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惟卻

仍需對其可行使該權利之區域、種類及時間有所限制，此矛盾之現象，恐將在執行上會出現，原

住民族認係生活慣俗需要，而政府機關認係違反森林法規相關規範之衝突。 

另就本研究地區，過去因司馬庫斯的櫸木事件，於 2007年頒定「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及秀

巒村原住民族採取森林產物作業要點」，依該要點當地居民得申請採取森林產物的範圍，包含玉

峰村及秀巒村（以部落週邊領域參酌溪流、山溝、稜線等明顯天然界線）排除雪霸國家公園之生

態保護區、鴛鴦湖自然保留區之範圍（如圖）。至其生活慣俗，則為(一)生命禮俗：出生禮、命名

禮、成年禮、婚禮、喪禮及其他因各生命階段變動而舉行之禮俗行為。(二)歲時祭儀：關於農、

林、漁、牧生產活動，傳統社會制度運作及傳統宗教信仰之祭祀禮儀行為。(三)生活需要：食、

衣、住、行、育、樂、醫藥、經濟產業等行為。(四)其他與文化活動有關之行為。上述就生活慣

俗的定義，雖幾含蓋當地族人的所有活動，惟該定義因過於粗略，在執行上若非對該泰雅族之傳

統有相當認識，則仍會有認知的差異。又依本要點之規定，族人於該區域範圍內為森林產物之採

集係採申請許可制，於取得「林產物採取（運）許可證」後，方得為產物之採取，並於採取後需

報經新竹林管處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派員放行查驗後始得搬出利用，這也使族人質疑為何過去



71 
 

在自己的土地上為採集行為，無需經許可，而該要點規範後，反需經許可及查驗方得利用。更重

要的是，該要點就森林產物之種類、管理方式、傳統領域範圍或傳統土地資源利用方式之規範，

仍係架構於現行國家森林法規的規範下，並未如「原住民族基本法」所言，以尊重原住民族資源

利用之精神，了解他們傳統生活慣俗及部落規範，故在現行規範的體制下，因仍與原住民族的資

源利用方式存有很大的差異，是以未來個案的認定上，仍難保司馬庫斯的風倒櫸木事件不會再度

發生。 

 
圖 6【玉峰村及秀巒村原住民族傳統生活領域中依森林法第 15條第 4項得申請採取森林產物範圍】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法規內容，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44328，引用日期：2013

年 11月 13日。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4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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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住民保留地的限制 

為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依「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授權訂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而原住民保留地之設置，依管

理辦法第3條，係指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定劃編，

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留地。是以依上述規定，可知保留地之設置，即有使原住民得藉由土地的

利用，以作為維持其生計發展之根基。惟現時保留地之取得，依「山坡地保育利甪條例」第37條

規定，原住民就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其耕作權、地上權需繼續經營滿五年，方得無償取得

土地所有權。惟就本研究團隊對當地住民的訪談發現，對許多原住民而言，並沒有保留地的概念，

不懂什麼是保留地，更不懂的登記保留地，但是他們知道自己的土地範圍，和政府給的土地權狀

的範圍，對原住民來說，都是他們的土地，沒有區分是不是保留地，也因此很多原住民並不會積

極去辦理保留地的登記，反倒是有些非土地真正所有人，因知道辦理登記的訊息而申請登記，造

成很多保留地不是由真正的所有人所有。 

另依監察院2012年對於國有公有土地被占用之調查報告敘明，55部分原住民保留地權利賦予

案件，因未辦竣繼承登記或土地超限利用等問題，致無法辦理他項權利設定登記。是以對於上開

權利分配工作，本應有賴於政府的積極協助輔導，惟在主管機關人力不足的情形下，非但權利賦

予的工作進行緩慢，而相關分配權利資訊的教育宣導，亦未積極，致使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

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逾5年，未辦所有權移轉者，及承租使用卻未辦理他項權利設定者，仍

佔保留地相當大的比例，對於原住民生計權益的照顧即未能周全。 

又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

該規範雖以安定原住民生活及發展山地經濟為政策目標，但也因此降低保留地的流通性，再加以

原住民償債能力有限，一般公民營銀行多不願意提供貸款。現時為協助原住民改善經濟生活，政

府雖設置「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辦理相關政策優惠貸款，56惟或因考量貸款手續繁雜，或因

考量經濟不穩定，如無法還款將會喪失土地，是以辦理貸款的意願不高。卻使平地人的資金趁勢

流入保留地，或租或買，使當地住民保留地逐漸流失。此種非原住民承租、占用或私下取得使用

權者未能積極清理，除導致地籍產權資料與現況不符外，也使得原住民可利用的土地更形減少，

當也無法達成保障原住民生計的政策目的。 
                                                        
55 監察院全球資訊網，調查報告，http://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調查報告/101/1010002051000800305

國有公用土地被占用案-對外.pdf，引用日期：2012月 11年 11日。 
56 包含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及青年創業貸款，凡原住民實際從事合法、正當業務之個人、公司行號、合作社之負責人或法

定代理人，皆可向事業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本基金貸款；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適用對象為年滿 20歲至 65

歲具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無不良票債信紀錄者。受理期間：消費用途：102年 2月 1日起至 102年 3月 15日止（第一

期）、8月 1日起至 9月 13日止（第二期），生產用途：102年 2月 1日起至 102年 12月 31日止。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23DD6FC526F7465A&DID=3E651750B40064672A2C50F2CC383775，引用

日期：2013月 11年 18日。 

http://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23DD6FC526F7465A&DID=3E651750B40064672A2C50F2CC38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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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限制 

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條劃定為特定農業、一般農業、工業、鄉

村、森林、山坡地保育、風景、國家公園、河川、特定專用等十種使用分區，並依同法第 3 條，

就該使用分區之性質，編定為甲種建築、乙種建築、丙種建築、丁種建築、農牧、林業、養殖、

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利、遊憩、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墳墓、特定目的事業

等 18 種使用地；另依同法第 7 條，山坡地範圍內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之土地，在未

編定使用地之類別前，適用林業用地之管制，而同法第 8條，土地使用編定後，其原有使用或原

有建築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政府得令其變更從來之使用。是以本研究地區之原住居民，

雖自其先祖時期即於其保留地上為農地耕作，惟該土地一旦劃規為林業用地，依其容許使用之項

目，只許造林，不許農耕，若為農牧使用，即形成「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所稱的「超限利用」。

又該林業用地屬「臺灣省農林邊際土地宜農宜牧宜林分類標準」所稱的宜林地，而農牧用地屬此

標準所稱的宜農牧地。57本研究地區在前述章節說明，當地宜農牧地僅佔18%，宜林地卻幾佔82%，

是以得為合法農牧使用者，僅為該 18%的宜農牧地，82%的宜林地只許造林，過去在 82%的宜林

地上為農牧使用者，即需改正造林，此規範的結果，當然對以農業為主要或唯一經濟來源的原住

民而言，生計上即面臨很大的挑戰。 

對於上述宜農牧地及宜林地之分類查定，過去受限於人力、儀器、複雜的地形及查定人員主

觀的判斷，以致影響查定之準確性，惟該查定之結果，卻係做為對當地居民農地利用有無「超限

利用」認定之標準。然依本研究於當地之觀察，其實施農業者，除係於原來的保留地而未再開發

新的土地為利用之外，部分地區的農業經營，更係以泰雅族人傳統耕作方式，於林地上伐除部分

林木及焚燒林地，以種植農作物，此種複合農業及林業的方式，一方面藉由農地週遭林木達成水

土保持之目的，落葉的腐質，更可為農地增添養分，在避免環境逐漸改變甚至退化的同時，亦能

維持生活所需，惟因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法令，並無林業用地得經營複合農林業

之規定，是以該地區如被劃歸為林業用地，此複合農林業的方式，仍為法所不許，縱然其整體環

境皆符合水土保持的要件。該不合理的現象，主要在於對「超限利用」的認定，僅從地質的面向

為條件之設定，而未能彈性的就個案的區位條件為考量。本研究地區之居民自其先祖時期即住居

於該林業用地範圍，為求生計當需有能維持生存之經濟活動，惟現時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相關

規範，就「林業用地」所容許使用項目觀之，傾向以發展造林觀光及休閒農業為主，惟山地造林

之補助金額偏低，尚不足以維持家戶一年之生計，而如發展觀光產業及休閒農業，仍有賴傳統基

礎經濟活動作為該產業發展的根基，是以當地居民既能考量整體山地環境而實施複合農林業，應

                                                        
57 上述宜林及宜農牧地認定所依據之「臺灣省農林邊際土地宜農宜牧宜林分類標準」，是農復會在 1953年至 1958年參照

美國農業部之各州農地土地判定分級標準舉辦之「農林邊際土地利用調查」後所訂定，將土地可利用限度分成八級。1977

年「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公布後，即訂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將山坡地依其坡度、土壤有效深度、土

壤沖蝕程度及母岩性質等條件，簡化區分為六等級。資料來源：吳輝龍 1989，臺灣的水土保持，科學月刊，第 230期，

http://163.27.3.193/Science/home/page.asp?peri=230&order=6，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25日。 

http://163.27.3.193/Science/home/page.asp?peri=230&orde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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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為合理的土地利用行為，而需作為是否「超限利用」的參酌，方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中，

對原住民族基本權利照護的精神。 

(四) 永續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 

4.1永續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 

欲探討永續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需要先行釐清國土減災的概念，究竟何謂災害？何謂

減災？是否所有災害都能夠透過人為的方式減少？人們應該以何種態度面對災害？進而探討永續複

合農林業能否具有國土減災之功能？本計畫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邀集 10位專

家學者對此提供意見，彙整分析如下。 

首先，關於國土減災的觀念，必須先釐清何謂災害？黃信勳博士從人的災害認知出發，其表示： 

「從概念的角度出發，減災就一定是有災，如果在一個孤立的小島上，每次颱風來都發生土石流，我

們不會認為那邊有甚麼環境問題或環境災害，我們之所以稱它是環境問題或環境災害，是因為從人的

角度來講。」 

亦即，當一個環境現象發生，且其對人類產生危害時，此種環境現象才會被人們稱之為「災害」，

才會被視為「環境問題」，因此，「災害」的概念是以人為中心，當人們認為一個環境現象是「災害」

時，才可能想要減災，反之，若一個環境現象對人們不構成危害之虞時，即非「災害」，自然無須減

災。 

此外，何謂減災？徐世榮教授從社會系統的觀點討論，其表示： 

「其實，減災比較像風險，我覺得要跟社會系統連結，我們大家願意承擔多少的風險，怎麼把它定義

成災？如果大家願意共同承擔，可能就不是災了，如果大家不願意共同承擔，那才是災。所以，大家

到底願意承擔多少風險，這部分可能涉及到一個機制，大家來決定這個災的範圍到底多大多小？可能

不是一個科學家、專家可以來決定的。」 

據此，「災害」可被理解為一個環境現象對人們構成危害之可能性，抑或人們遭遇環境災害的風

險性。因此，「減災」本身近似降低風險的概念，人們必須決定願意承受多少風險，這是需要一個公

民討論的機制來決定，不是科學家、專家可以決定的。當災害發生的風險超過人們願意承受的程度時，

才可能需要減災，否則也不需要減災。 

其次，我們也應該釐清是否人們可以減少所有的災害？或人們可以減少或無法減少哪些災害？戴

秀雄教授表示： 

「像水是自己會找到他的路出去，尤其現在動不動就百年週期、兩百年週期的超豪大雨，其實這就是

注定要天災，只是不知道哪裡會先下來，所以如果從這角度來看，人是要承認自己的脆弱性，因此，

減災是有侷限的東西，不可能完全減災，而是我們在現有狀況，在人類技術可及的範圍內，做多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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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 

「有些問題未必完全是減災減得了，留學德國時住在多瑙河邊，根本就沒有堤防，德國人對於洪氾區

的觀念是：該淹就是該淹，德國一年是要淹兩次的，像那種世紀大水不討論，一年一定固定要淹兩次，

融雪的時候一次，開始下雪的時候一次，有時候淹得很高，會淹到二樓，但是德國人還是沒建堤防。」 

由此可知，有些災害是人力無法規避、減少的，例如上百年週期的超級豪雨必定會造成災害，抑

或德國發生過的世紀大洪水，或德國每年固定要有兩次的淹水，這些災害雖然會危害人們，但是人們

無法透過人為的方式減少它或規避它。人類的力量、技術有其極限，「減災」只能減少人類技術可減

少的災害，人們必須認清人的脆弱性及技術的可及性，並非所有災害都能被減少。 

當人們承認減災的侷限性時，人們應該抱持什麼態度來面對災害？戴秀雄教授表示：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萊茵河坐船，會發覺沒有一個地方有堤防，洪氾區都放給你淹，出了都市之外，

洪氾區就不住人。曾經有一次開國際生態工法研討會，臺灣有個專家問德國的水文局局長說：『你們

水利工程那麼發達，能不能建議如何防洪氾？』，德國局長說：『洪氾區該撤就是該撤。』然後又有

人問他說：『我們人就是住那麼多，能不能教我們個方法讓洪氾區還是可以住人？』德國水文局局長

直接愣在上面。可以看見德國和臺灣有觀念差異的問題，我的觀念比較接近跟天災共生，有些是人力

不可勉強的部分。」 

按此，雖然災害會危害人們，也可能已超出人們願意承擔的風險，但是，當面臨災害是人力無法

規避、減少時，我們抱持的想法，或許不應是如何減災，而應該是「與災害共生」，思考當不可避免

的災害發生時，如何因應以盡可能降低對人們的危害程度、造成的損失。 

倘若我們肯認人力有其窮，有些災害是無法透過人力來減災的，且抱持著與災害共生的觀念，進

一步探討永續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的影響，或許應該著重於討論永續複合農林業是否會造成災害？

若否，是否能夠減少災害？能減少哪些災害？或哪些情形下能夠達到減災的功能？ 

首先，永續複合農林業是否會造成災害？林益仁教授表示： 

「有一次我有機會到祕魯，大概是在四千公尺的高山，秘魯的安地斯山很高也很陡，他們在上面種馬

鈴薯，而且現在其實有幾個地方是聯合國的文化遺產，因為保存了很多全世界最高的馬鈴薯品種，他

們就在我們看起來不該種東西的地方種。我也問當地的學者說：『會不會發生災害？』，他們說：『也

不會。』還有，我有一次到印尼，他們帶我去看他們種咖啡，咖啡就種在樹林裏面，就是在樹林裏面

砍幾顆樹，然後在上面種咖啡，種得稍微比樹矮，有陽光，但不能夠太強，這也是一種在樹林裡面做

農耕的方式，也沒有事。我就問他們說：『咖啡種起來是有機的嗎？』他們說：『我們根本沒有錢可買

化學肥料，所以一定是有機的。』接下來他就展現非常多他在樹林裡耕種的技術，因為他既也沒有太

多的農業機具，也沒有化學肥料，所以其實他擁有非常多的生態知識，在樹林裏面做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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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詹進發教授表示： 

「以前之所以會傾向於反對複合式利用，是因為容易使得林地發生災難，但事實上也有些研究認為並

不是這樣。在某種程度來講，做複合農林業的利用，如果種植作物可做適當的管理、利用時，應該不

見得會造成負面的影響，不見得會容易發生災害，而是有可能幫忙防止災害。其實在林業界，這樣的

共識也正在漸漸形成，並不是像以前一樣一昧排斥。以前會排斥，是因為做這樣的使用會影響到林地

的水土保持功能。」 

及如戴秀雄教授表示： 

「我覺得有多重意義，因為一定程度來講，農耕會清理林子的下層，其實如果上方有樹冠先處理掉一

些之外，是對下層被清過的土壤的保護較好。如果就減災來講，發生災害的狀況是相對少的，以梨山

開發為例，包含環山一帶，坡度非常陡，真正發生大的崩塌，其實相對有限。真正最大問題是毀了德

基，長期而緩慢的表土流失，加上農藥跟有機肥沖刷進入水庫，造成優養化問題。」 

觀察秘魯、印尼的案例，秘魯是在高山上實施複合農林業，在坡地種植馬鈴薯，及印尼是在森林

中實施複合農林業，在林下種植咖啡，也都未見有災害發生。在臺灣梨山地區，當地實施複合農林業，

也很少造成坡地崩塌的情形，但長期流失的表土、農藥、肥料進入水庫，造成德基水庫優氧化問題。

可見，永續複合農林業不一定會造成災害，如果有適當的經營、管理、利用措施，運用合宜的生態知

識，或許不會有災害發生，甚至可有減災的效果，反之，若缺乏適當的措施，則可能造成災害。 

其次，永續複合農林業是否能夠減少災害？林士淵教授表示： 

「到底複合農林業對於減災有沒有效果？其實應該是未知的。雖然目前有一些正在做複合農

林業，也看得出他對維護環境有一定的效果，但能不能當成一個證據，我想仍要再討論。」 

再如丁秀吟教授表示： 

「如果災害要透過耕種來減少，好像不是那麼容易，但是至少可以維持住原本應有的環境，

也就是至少原本的環境不會被破壞。如果從這樣的概念出發的話，比較傾向於怎麼樣做一些

比較有利的複合使用？就是怎麼樣的種植是對於這個地方，包括地質、土壤、氣候環境等，

是比較有利的？這種比較有利的複合，至少對於生態面或是防災，應該比較有幫助，雖然不

見得可以減少很多災害，但至少可以維持住原有的生態、環境。」 

目前在許多複合農林業的研究中，雖然指出其對於環境的維護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對減災的效果

卻是未知的或未有定論的。複合農林業對環境的效果，最基本可維持原有的環境不受到破壞，若結合

一些積極的生態的、環境的、防災的維護措施，運用對當地自然條件有利的複合利用方式，或許可達

到環境改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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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Harvey, C.A. and J.A. Gonzalez-Villalobos（2007）指出有許多研究調查複合農林業在支持生

物多樣性的角色，結果顯示複合農林業系統支持花的、動物區系的群集，與森林同樣地物種豐富、大

量和多樣，但常改變物種的構成，包含非森林的物種。由此可見，複合農林業在生物多樣性的維持上，

是扮演著相當的角色。 

再如，Hawley J.G., Dymond J.R.（1988）指出複合農林業系統中，藉由減少地表逕流，及增加滲

透、土壤的含水能力，在豪雨期間，突如其來的水災的風險會被降低，樹根和樹幹會扮演可穿透的障

礙，以減少沈積物和破瓦殘礫隨著洪水流到河流中，在紐西蘭，大範圍的楊木會減少 13.8％因颶風期

間山崩造成的牧草生產損失，平均每一棵樹木會保存 8.4平方公尺免於流失。可見，複合農林業具有

水土保持的功能。 

並且，Porter, J., et al.（2009）指出在丹麥塔斯川普（Taastrup, Denmark），其結合糧食與能源的

複合農林業系統，經過專業地評估生態系統服務的市場與非市場價值，包含害蟲控制、氮控制、土壤

結構、糧食及草料生產、生物質生產、土壤碳累積、水文流動的地下水存量、地景美感、藉由野生傳

粉昆蟲授粉，估計每公頃會產生總價值 1,074元美金，其中 46％來自市場的生態系統服務（即糧食、

草料、生質作物的生產），其餘 54%則來自非市場的生態系統服務。推估歐洲地區，來自複合農林業

系統的生態系統服務之非市場價值，超過目前歐洲的農場補貼給付。可見複合農林業可提供多種生態

服務或環境正面效果，包括害蟲控制、土壤結構改善、碳累積、地下水儲存、地景美感等。 

關於複合農林業的複合利用方式，如林益仁教授從在地知識角度表示： 

「我覺得像我們現在講農混林、林混農，可能都會有一種迷思，就是複合經營的背後不只是農田裡面

種幾棵樹或樹林裏面種一些田而已，因為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有很複雜的結合，換句話說，其實我們

應該看過去比較有經驗、已經操作過很久的、或已經形成的某些模式，我們從減災角度來看，這些模

式可能會是水土保持比較優先思考的模式，而不是只要怎樣混合就可以。」 

再如林士淵教授從原住民知識角度表示： 

「對於這些災害的來源從哪裡來的一些知識，事實上應該要靠在地居民，所以我在此有個建議，怎麼

樣善用原住民的知識，基本上是從他單純在做農業使用的地方，既然他選擇這裡做農業使用，而且是

合法的，並不是在林地裡做，一定會避免災害，他選擇這些地方的條件、原因是甚麼，在某種程度上

來思考，這個地區有這樣的條件，比較不容易發生災害。」 

複合農林業並不是單純地在農地上種樹，或在林地上耕作，其實其土地利用或混合經營的方式是

很複雜的，其中蘊含、結合許多在地的知識，也經過長時間的實踐，已形成一種模式，且此種模式運

作的結果是環境受到良好的維護，水土保持良好，少有災害發生。因此，如欲達到環境維護、水土保

持或減災的效果，不僅要思考如何混合經營，也需要參考國外、國內實踐已久的個案，結合在地知識

或原住民知識，向在地居民學習其土地利用、減災方面的知識，如選擇農耕土地的條件、災害發生的

來源、災害容易發生的地點、如何避免災害發生等，才有可能達到減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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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孫振義教授考量複合農林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其表示： 

「複合式農林業，如果以水土保持跟生態保育為優先條件下，在這兩個不能被挑戰的兩個先決條件下，

發展複合式農林業，但它牽涉到的是，植栽種類彼此的互生或者是互擾，甚至互害的問題，有些植物

耐陰，但如果種下去後，反而會造成原本林地的傷害或干擾，這就必須加以避免；反過來講，如果種

了一個新的植物，不會產生這個問題，至少在生態上就會被保全。另外一個就是能不能增加水土保持

的功能，一般林相的林地，雨降下來第一個承接水分的其實不是土壤，是樹冠，接下來有剩下的雨水

往下滴，像契約林、實驗林，下面基本上沒有太多的植物，水就會直接到土壤裡面，如果下面有灌木、

經濟作物存在，它還可以承接一些水分，然後才下到土壤，所以如果增加的經濟作物是有保水功能的

話，在不違背水土保持的先決條件下，也會被確立。」 

複合農林業結合作物、樹木、家畜等元素，這些元素彼此之間的互動，可能產生正面的互生作用，

也可能產生負面的互擾、或互害作用，這是決定複合農林業環境維護與減災效果的關鍵，因此，複合

農林業如何增加這些元素彼此之間的正面互動，甚為重要。同時，複合農林業的經營模式，必須符合

兩項先決條件，一為「不危害水土保持」，二是「不危及生態保育」，這兩項先決條件應融入經營措

施或土地利用方式中，如選擇不會影響周圍樹木生長的作物，或如選擇具有較佳保水功能或能減少地

表水沖蝕的作物或樹木，如此，才有可能獲得政府接受與發展。 

以印度喀拉拉邦西高止山脈地區為例，國際研究原住民知識與資源管理之知名學者 Berkes
（2013.11），指出其傳統土地利用方式為多樹種植栽的混農林系統，數百年來當地原住民以其生態知
識混合種植一年生植物、多年生植物與木本作物並令如此多物種共生，此種複合農林業系統有助於多

樣化地景的永續性，且因其降低了生計維持的風險，而具有其適應性。且 Bhagwat 等人（2005）在當
地神聖樹林和多物種的農園中發現不低於保護區內的生物多樣性，特有樹種在森林保護區較在神聖樹

林中更為豐富；受威脅樹種在神聖樹林較在森林保護區中更為豐富，因此傳統慣習中的神聖樹林以及

多樹種栽植方式 應被視為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中的一個重要構成要素。 

綜合上述，永續的複合農林業，經過良好的設計，融合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生態知識，採行

適當的經營、管理或利用的措施，是不會造成災害，甚至可能達到防災的效果，但是目前國內與國外

的研究並未證實其減少災害的效果如何或哪些情形下能夠達到減災的功能。即使如此，永續的複合農

林業，已被證實確實具有環境維護、水土保持功能，只要在「不危害水土保持」、「不危及生態保育」

的兩項先決條件下，設計符合當地自然條件的經營措施，且促進作物、樹木、家畜等元素彼此之間的

正面互動，使其能提供環境維護、生態保育、水土保持等生態服務，則永續的複合農林業或可被政府

接受，進而在原住民地區推廣與發展。 

4.2研究地區農業、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 

高山地區的農業常被指稱對國土減災有負面的影響，而複合農林業混合農業與林業的經營，故複

合農林業恐亦有相同的疑慮，如許多輿論認為高山地區實施農業所造成的超限利用問題，是災害發生

的原因之一，然而是否果真如此？林士淵教授曾實地訪查本計畫之研究地區，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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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計畫，有到新竹尖石後山實地觀察了解，其實從原住民身上學到一些複合觀念，他們現在

是用很動態的方法在做這種『違法』的使用，但看它跟減災的關係的話，這樣『複合』之後，事實上

沒有對那個地區造成甚麼災害，並沒有因為複合使用、農業使用，導致這個地方在颱風、豪雨來襲後

崩塌，沒有發生這樣的現象。所以，在使用者，或者在當地生存、生活的角度來看，事實上複合並沒

有對環境帶來如林務局所擔心的災害問題。」 

再如林益仁教授長年觀察、探訪本計畫研究地區，其表示： 

「我常常到山上原住民部落，原住民常常會帶我站在一個地方，他說：『你有沒有看到對面的山？』

看起來是滿陡的山，他說：『我耕種很久，從來也沒有崩過。』然後，有些人甚至說：『我爸爸也在

這裡種，也種了很久，但也沒有崩過，為什麼超限利用就不能種？』」 

「在混林農的脈絡下看減災，我發現其實我去了幾個原住民部落，他們比較有生態意識，我看到他們

滿主動照顧他們的農田，會在農田附近維護樹林。當然現在沒有實證的證據，但從他們所說，其實種

樹在那裏，農田、水土保持其實都得到了相當大的確保，他們也樂於做這樣的事情。」 

從上述兩位教授實地觀察的結果，及經本計畫長年對研究地區的觀察，確實如同兩位教授所言，

當地居民從事農業或複合農林業的土地，許多土地雖被編定為林業用地，是法令所不允許的超限利用

情形，但實際上，已經實施農耕數十年，甚至自治據時代以後一直農耕至今，皆未發生過如山崩、土

石流等災害，即使颱風、豪雨來襲也是如此。這或可歸因於當地居民甚有生態意識或環境保護意識，

會主動採取適當的農田水土保持措施，也會維護農田附近的樹林，這些皆確保了農田不會發生嚴重的

水土流失與災害。 

其次，林益仁教授特別指出高山地區會發生災害的原因，很大一部份是來自道路的開闢，其表示： 

「像是農田、森林的部分，要把這些農產品、木材運出來，其實都需要道路，常常造成比較大破壞的

其實是道路，而不是農田或森林本身。我記得有一次臺大某位老師提到，根據他的研究，道路才是真

正的問題，會造成水土保持的問題，所以今天講減災，目光不應該只是看到農田跟樹林，而是，它是

一個農業、一個林業，在農業跟林業的過程當中，為了要把產品運出來賣的道路，我們看到很多工程，

在每次颱風後，投入工程款，但都非常粗糙地修路，又很偏遠，所以常常沒有好的工程品質管控，常

常成為地方政治經濟網絡中互相交換的系統，透過中央、地方層層下包的偏遠地方農路的建構過程，

我覺得滿多災難應該都是從那裏來。」 

若從整體產業經營的角度來討論農業、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的影響，觀察對象不應僅侷限於實

踐經營的土地本身，亦應延伸至其他土地，如因運輸農產品或林產物所需要的道路用地，在高山地區

產生災害或水土保持問題的原因常是來自於道路或農路，而非農地或林地本身。 

此種見解亦可自臺大林俊全教授之研究中證實，其調查本研究地區尖石鄉在石門水庫集水區內的

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利用與崩塌情形，瞭解崩塌地在空間上與道路較有關連，常見於道路上下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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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聚落或開墾地之空間關連較小，崩塌地常位於開墾地之下邊坡，較有可能受到河流之坡腳侵蝕而造

成，然是否開墾造成邊坡之不穩定而間接造成崩塌，兩者間之因果關係尚無定論（林俊全，2008：51）。

更深入地研究，發現 2004 年及 2006 年都是以自然原因造成的崩塌地數量最多，佔 80％以上，面積

比例更是高達 95％以上，而與人為開發有關的崩塌地，以及與道路開闢有關的崩塌地數量在 20％以

下，面積亦遠小於自然原因造成的崩塌地；而在崩塌地與原住民保留地地區是否有關的分析上，保留

區內 75％的崩塌地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崩塌地，人為活動造成的崩塌數量並沒有超過自然造成的崩塌；

原住民的土地利用行為中，竹林的開墾與崩塌地的關係相當密切，應是原住民將較不穩定的區域開闢

為竹林造成；而道路是為了服務分散在山區的部落，必須對山坡地進行整地，發生崩塌難以避免（林

俊全，2009：4）。針對原住民開發行為部分，發現原住民開發行為中與崩塌地最有關連者，並非果

園、建築地、梯田，而是幾乎都發生在竹林地內，或是竹林地的邊緣；在本區原住民保留地，竹林非

原生植物，是原住民先人早期開闢的林地，並經過數十年的重複利用；然而，在原本地點條件限制，

加上竹林為淺根性植物，根系相較木本植物較無法緊抓土壤，發生崩塌的機會也相對增加，然竹林地

造成崩塌亦或崩塌地生長竹林之因果關係仍待釐清（林俊全，2010：141）。 

綜合上述，研究地區實施農業、複合農林業時，依據當地居民之經驗與本計畫長年之觀察，農地

或林地本身對國土減災並無負面影響，不會導致災害的發生，然而，經過林俊全教授之崩塌地研究指

出竹林地與崩塌地關係密切，其他種類農作物、樹木則與崩塌地較無關係，證實除竹林以外於梯田或

果園實施的農業、複合農林業對於國土減災並無負面影響。其次，經科學實證分析發現，當地崩塌災

害的發生常見於道路上下邊坡、竹林地，故為當地產業發展、農林產品運輸而開闢的道路、農路與竹

林的開墾，反而才是會對國土減災有不利影響的因素，尤其值得注意。 

 

(五) 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必要性評估 

有關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必要性評估，本計畫需分別從研究地區原住民與專家學

者的看法與意見以為探討。首先，本計畫挑選新光、鎮西堡部落做為案例對象，透過訪談當地居民及

實地勘查，瞭解其複合農林業的實施情形與居民看法。其次，本計畫彙整分析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

辦專家學者座談會所邀集 10位專家學者對此提供的意見。不論是個案地區的原住民或專家學者，皆

認為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有其必要性，甚至認為與有機農業結合是更佳的農林混合經營

系統。 

5.1研究地區原住民之看法 
5.1.1研究地區之簡介 

鎮西堡隸屬於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從地理位置觀之，鎮西堡部落（cinsbu）鄰近新光部落

（smangus），約在其南方兩公里處，塔克金溪左岸，基那吉山北走脊嶺東側山腹，海拔約一千

七百公尺。通常，前往鎮西堡部落須途經新光部落，兩者在地形上雖略有不同（新光部落地勢較

為平坦、鎮西堡部落位在山坡地上），但發展上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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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鎮西堡部落，亦屬泰雅族的一支，為 Knazi部落群。依行政區劃分，位於新竹縣尖石

鄉秀巒村。目前新光、鎮西堡部落共約 90戶、300人，居民以泰雅族人為主，亦有少數和漢人或

其他民族通婚。過去，鎮西堡部落是鎮西堡及斯馬庫司(現稱新光)的合稱，而「新光」一名的由

來，則是大約 60年前因斯馬庫斯建校，將該國小校名取為新光國小58，自此之後 Smangus部落59

便改稱為新光部落（顏愛靜、陳亭伊、劉佩琪，2007.10：316-73）。 

5.1.2研究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之情形 

新光、鎮西堡部落的生產型態是以複合農林業、農業為主（如下圖航空照所示），農作物部

分主要包含小米、高冷蔬菜、青椒、香菇和蕃茄等，而果樹則以水蜜桃為大宗。過去，部落族人

普遍採行慣行農業，近幾年，有感於農藥、化肥對人體、土地的傷害，部落族人約有八成轉作無

毒農業或有機農業，目前已有八戶取得有機認證60，選擇以不噴灑農藥、化肥的方式來生產，一

則兼顧土地及人體的健康，二則期望獲得較高、較穩定的收益，以維持家計。 

 

圖 7【新光部落航空照】 
資料來源：GOOGLE MAP。 

                                                        
58 新光國小位於新竹縣尖石鄉基那吉山麓海拔 1650公尺，是新竹縣最偏遠的國民小學，全校含幼稚園僅有 50多名學生，

全是泰雅族原住民。 
59 常有人把斯馬庫斯（Smangus）與司馬庫斯混淆，二者雖同屬泰雅族、位於尖石鄉、在發展歷史上有所互動，但是兩個

不同的部落。 
60 有機農場整合資訊系統，http://www.i-organic.org.tw/，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http://www.i-organi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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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鎮西堡部落航空照】 
資料來源：GOOGLE MAP。 

 

5.1.3研究地區對實施永續複合農林業之看法 

以鎮西堡部落耆老 A102的農場為例，其型態為複合農林業結合有機農業，耕地上種植的作

物由多種蔬菜輪作，如高麗菜、蔥、菠菜、芹菜…等，以有機農法耕作，耕地兩旁種植赤楊木、

杉木等樹木。或如鎮西堡部落耆老 A22今年 3月造訪的農場，其型態亦為複合農林業結合有機農

業，當時正在整地中，保留了耕地中間、四周的樹木，為配合周邊樹木的生長，預計將種植耐蔭

的作物，並以有機農法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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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蔬菜耕地 

 
耕地下方邊坡杉木 

 
耕地上方邊坡赤楊木 

 
耕地上的白花三葉草 

圖 9【鎮西堡部落耆老 A102的農場】 

 
耕地中間、四周保留原有樹木、石頭 

 
耕地旁保留百年老樹 

圖 10【鎮西堡部落耆老 A22整地中的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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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 A102認為不能砍伐耕地上的大樹，農業的經營必須結合樹木的元素，如同複合農林業的方

式，因為樹根可以抓住土壤，避免土壤流失，且若要避免樹木遮蔽農作物的陽光，可以修剪樹木的分

枝： 

「農地裡的大樹不能砍，因為要讓大樹的根抓住土地，不易讓土地流失，但大樹上的分枝可以砍，可

以避免遮到農作物所需的陽光。」 

耆老 A22亦認為其必須保留耕地周邊的樹木，以複合農林業的經營方式耕作，樹木元素能提供許

多好處，如赤楊木可穩定邊坡、提供土壤養分，具水土保持功能： 

「森林部分一定要留下來，旁邊的赤楊木現在因為剛發芽所以看不到遮蔭的效果，差不多兩個月以後

就都是綠油油的了。赤楊木很好，可以穩固邊坡，有水土保持功能，它的落葉掉到土地上，可以提供

土壤養分。」 

另外，耆老 A103亦曾表示若一塊土地經過長期使用，地力衰退時，可以種植赤楊木，以恢復地

力： 

「如果地用久了，就會種一些赤楊樹在土地上，因為可以恢復地力。」 

據查，赤楊木對環境的適應力強，不論潮溼、乾燥，或土質貧瘠之處，均能生長良好，可作防風

樹，同時也是造林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樹種，根含有根瘤菌，可固定空中氮素，常用於改良地力的樹種，

根系強固，也常用於水土保持樹種，尤多見於山地公路兩旁邊坡61。因此，赤楊木確實為防風、水土

保持、固氮、恢復地力、造林的重要樹種。 

有關在耕地種植水土保持的植物，耆老 A102會保留耕地上的白花三葉草，此種植物為水土保持

的良好植物，能作為綠肥，也能作為蜜源植物，吸引蜜蜂、蝴蝶來此棲息62。以及，耆老 A104亦建議

種植九種樹，可以阡插方式種植，容易生長，能保持土壤不流失： 

「在大樹與大樹之間放置樹枝於其中間，並在此塊上方土地種九重樹，因為九重樹阡插下去，容易生

長又長得很快，讓土地更能被留住及不易流失。」 

另外，耆老 A105認為土地不只有耕地，還有林地，這些林地也是有經濟效益的，如櫻花樹林能

吸引遊客上山賞花，增加部落在農業之外的觀光遊憩收益，因此，不論是耕地或林地，都不應破壞土

地。並且，其認為複合農林業結合有機農業是必要的，過去的慣行農業長期實施後一則破壞人的健康，

另則會破壞土地的健康，使農作物的質量降低，從長期而言，是不利於農民收益的，也會讓族人離開

土地、部落，因此，未來以有機農業實踐農林混合經營，能永續利用土地，也能培養族人與下一代： 

                                                        
61 植物筆記(89): Alder-trees 赤楊樹，http://memo.cgu.edu.tw/yu-yen/plant-089.htm，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62 沭陽縣春蕾園林綠化苗木場，http://www.nongmiao.com/shyclyl/supplydetail-33922.html，引用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http://memo.cgu.edu.tw/yu-yen/plant-089.htm
http://www.nongmiao.com/shyclyl/supplydetail-339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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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不是只有農作地而已，還有其他一些樹木生長的土地，其實是帶有經濟的作用，例如：種櫻花

樹來吸引遊客，因為當四、五月份山下的櫻花樹謝掉了的時候，就是我們後山開始綻放的時候，當然

一定能吸引遊客上山。」 

「做慣行農業的時候，如果量多就賠錢，量少就賺錢，且會壞了土地與自己的健康，也因為慣行農業

做久了，就算種子再怎麼好，土地壞了依然無法種出好的農作物，也根本無法長期的賺到錢，因為現

在的人只看現在不看未來，而土地必須好好的永續運用，做有機農業，因為可以培養自己的族群與下

一代，如果把土地弄壞了，人當然也會慢慢的離開。」 

然而，耆老 A106表示，實踐有機農業的前期，約 5年的時間，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有時會面

臨大額虧損，最好也僅能成本與收益打平，此時期只能依靠承接舉辦營隊活動來維持收入，直到取得

有機認證之後，農業收益情形才能有所改善，獲得些微利潤： 

「前期（需要至少五年的時間）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必須等到有機認證的出來的時候才有一些利潤，

轉型期的前三年搞不好打平而已，甚至有時候沒有錢還帳，因為有時會倒貼十到二十幾萬。」 

「現在其實客戶不會是問題，是拿到認證才是問題，像今年是第四年了，之前是陣痛期，收入很辛苦，

只能用接營隊的方式來增加一點收入。」 

綜合前述，於新光鎮西堡部落，以有機農業與複合農林業為主要經營方式，更有農戶同時結合兩

者來實施農林混合經營，除能從有機農業經營獲得經濟收入外，亦能從複合農林業的樹木元素，如杉

木、赤楊木、九重樹等，獲得環境效益，如水土保持、遮蔭、改善地力、固氮等效果，有助於農作物

生長與土地健康，故以，從部落農戶訪談的結果得知，結合有機農業與複合農林業，是於山坡地地區

較佳的農林混合經營系統，且複合農林業確實具有其必要性與在地需求。 

5.2專家學者之看法 

於原住民地區，是否有必要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本計畫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專家學者座談

會，邀集 10位專家學者對此提供意見，其中 5位專家學者皆持「贊成」的看法，彙整分析如下。 

基於現實中原住民生計的需求與林地保護的需求，徐世榮教授表示複合農林業能結合農業與林業

的優點，又能避免兩者的缺點，一則能讓部分農用的林地恢復為樹林，另則能保障農民的生計與所得，

對於身為林地主管機關的林務局、農民都應是有利的，故認為複合農林業在原住民地區推廣有其必要

性： 

「在政策方面應該勸林務局採用較務實的角度，不要重新來過，應該強調漸進主義的方式，是比較實

際的。另一方面複合農林業有林業、農業雙方的優點，但是剛好去除雙方的缺點，在論述上，這樣的

方向是有的，實際上也應該是有的，我們可能很缺乏這樣的論述。複合農林業其實對現存的狀況，可

以逐漸恢復到部分的林業，所以對林務局應該是好的。對農民而言，我想如果願意保障他們的生計、

所得的話，應該對他們也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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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進發教授也持贊同的態度，過去許多學者、政府保守地認為複合農林業會造成災害而反對其實

施，這樣的態度太過消極，其認為應該採取更積極的態度，透過設計適當的管理、利用措施，複合農

林業不僅不會造成災害，反而可能有助於防止災害，也能解決民眾生計問題，又可兼顧涵養水源、水

土保持等效果： 

「我滿贊同複合農林業不是不可以做，而且我認為應該朝向更積極的態度，嘗試去做這件事情，不是

像以前保守地說no就是no，應該是我們原則上決定可以做，一方面解決民眾生計的問題，一方面，在

某種程度來講，做複合農林業的利用，不見得像有些人所擔心的會造成容易發生災害，而是有可能幫

忙防止災害，如果可做適當的管理、利用時，應該不見得會造成負面的影響。我們應該設計一些作法，

希望能夠達到目的，同時可以兼顧涵養水源、水土保持，更能達到一些效果。」 

黃信勳博士則從原住民生命的延續與發展出發，其表示必須從人的角度思考，原住民作為一個人

或一個生物，需要透過與自然互動，以延續生命與獲得發展，如果嚴格限制原住民保留地的利用，其

生計、生命恐難以保持，政府也難以長期支持其生命維持之所需，因此，基於延續原住民之生命及發

展原住民地區之需要，只要能落實複合農林業之實施原則－「right plan, right place, and right purpose」，

則其可行性與必要性即可確定： 

「既然這是一個複合農林業，如果前提是right plan / right place / right purpose已經被揭櫫的時候，其實

它的可行性就已經被確立。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原住民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生物，需要

有和自然界的互動，藉以做為生命的延續和發展，可是我們把這塊地方稱做原住民保留地，這個也不

准、那個也不行，他們的生計要如何保存？即使大前提已經被確保之下，後面仍有一些窒礙難行的地

方，這恐怕不是科學性的問題，是所謂的行政便利上的思考。尤其是我特別會從人的角度，也就是原

住民朋友的角度來看，如果我什麼都不能做，難道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每天都要空投物資來養我們嗎？

如果這個不可行，那麼必須要去思考人的角度。」 

丁秀吟教授則認為應該考量原住民實施複合農林業之時間歷程來決定，其表示如該原住民地區已

實施複合農林業歷時已久，基於保護、維持該地區原住民之經濟來源與權利，應允許其繼續實施複合

農林業，然而，若該地區過去並未實施複合農林業，是否適合或需要推廣複合農林業，應再仔細考量： 

「如果鎖定在原住民地區或是原住民保留地地區的話，到底要不要推行複合農林業？從他們的使用方

式來看，或許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原本他們就在這邊做這樣的使用，也就是原住民在這個地區

本來就有複合農林業的耕作，如果已經是這樣，就保護、維持他們經濟來源、權利，在某種程度上或

許應該讓他們繼續保留；至於另一個，有一些其他新開發的複合農林業地區，是不是適合、需要，或

許可以再去考量。」 

孫振義教授則抱持著環境保育的態度，其表示如複合農林業經過良好地設計，符合水土保持、生

態保育、不影響生態食物鏈的先決條件，則在臺灣有限的土地情形下，不論是否於原住民地區，皆值

得推廣複合農林業，尤其是在已經被破壞的林地，可具有很大的經濟效果與環境復育效果： 



87 
 

「如果以水土保持跟生態保育為優先條件下，在這兩個不能被挑戰的兩個先決條件下，發展複合式農

林業。…第三，我們種了這些經濟作物不會影響現有的、野生的動物，包含昆蟲的生態鏈。如果這三

個部分都可以兼具的話，我相信在某些已經被破壞的林地，是適合做，甚至是具備很大經濟效果與復

育效果的。大家都知道台灣寸土寸金，在有限的土地狀態下，如果在不違背前兩個前提的狀況下，我

覺得複合農林業是值得被推廣的，而且這應該在原住民保留區或者不是原住民保留區，應該是通用的。」 

並且，林業試驗所集水區經營組盧惠生研究員（2012：68）認為，複合農林業具有產品多樣性的

特色，可以避免單一產品產銷失衡的風險，但卻也因為少量多樣，無法達成經濟生產規模，較缺乏市

場競爭力。以台灣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現況而言，山村之振興仍應以農林綜合經營為主軸。台灣山

地的混農林經營不是完全不可實施，而是有其限制條件，即必須事先要有完善的規劃，混農林經營規

劃時要以整體山地區塊為單位，不可零星區塊各行其是。 

5.3必要性之綜合評估 

綜合前述回顧國內外有關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之文獻，及分析永續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的影

響，及其受到土地利用與管理制度之限制，本計畫彙整以下論述以支持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

林業之必要性。 

1、國外實施永續農業之經驗證實能改善環境生態系統、提高農民收益及增進社會經濟的效益 

因農業具有確保糧食安全，減輕貧困和提供重要天然資源的功能，是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

織（FAO)定位「永續農業」必須具有五項特性，在資源（土地、水、植物和遺傳資源）上可保存、

環境上非退化、技術上很適當、經濟和社會上可接受（Lee, 2005：1327），其理念涵蓋了農業生

產對環境的影響，社會大眾接受與否，及經濟的營利性。 

永續農業的之產生，主要在呼應現代農業賴以為基礎之自然資源品質的下降，故其概念，在

促使傳統農業的調整，兼重三生全面發展，維持地力與生態平衡，提供高品質及健康農產品，低

成本高收入的農業經營方式，以使其更加維護環境的健康，經濟的盈利能力以及社會和經濟的權

益，而其核心的價值觀應包含以家庭農場為主之農業結構、公平的競爭環境、加強和保護自然資

源、尊重自然及地區糧食系統和更好的社區。 

永續農業其概念涵蓋廣泛的技術面，包括有機（organic）、自由放養（free-range）、低輸入

（low-input）、全面（holistic）及生物動力（biodynamic），並因許多研究中，僅論及技術層面

的問題，所以常常將它與有機農業、自然農法等名詞並列。永續性農業之理念是世界性的，其觀

念雖應相同，惟其作法或實施對策可因各國及各地區之農業環境不同而有所不同。這些農業經營

實踐方法的共同點，是模仿自然生態的過程，農民減少耕作和水的使用，種植之區域每年以不同

的作物和整合農田放牧牲畜，及培育有機的生物體以控制破壞作物的害蟲，避免農藥的使用，促

進健康的土壤。除了種植糧食，永續發展的理念，也廣泛的擁護支持農場工人待遇和食品價格的

公平，以提供農民收入宜居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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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臺灣於1992年開始推動永續農業，尤其積極支持有機農業之發展，訂定各項法令、政

策以為推廣，如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的驗證機制、各項相關補貼及輔導措施，現臺灣有機農

業市場已漸漸成形，但仍有許多障礙、課題仍待克服。 

世界各國為面對現今氣候變遷及糧食安全的危機，針對國內農業經營活動的弱項，提出永續

農業發展的補救策略，這些策略由國家視地區的條件，進行長期整合性的規劃，其中亦不乏有跨

國性的合作，部分地區在實施這些策略或計畫後，其農業經濟、環境、社會的條件，明顯的受到

改善，故藉由這些經驗的揭示，本計畫認為於原住民地區推廣永續農業有其必要性，且他國經驗

實足以作為我國面對如何發展永續農業議題上的參考。 

2、國外實施複合農林業之經驗證實其具有永續性，及提供經濟生產、生態環境服務等多功能性 

所謂永續複合農林業，係指一種永續性的土地利用方式與產業混合經營型態，其經過良好的

設計後，利用木本多年生植物（如樹木、灌木等）、草本植物（如作物、牧草）或家畜等元素之

間正向的互動關係，來提供經濟生產之功能，亦能提供如鄉村發展、社會文化保存等功能，更重

要的是，能提供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等生態環境服務之功能，如此同時

促進經濟永續、社會永續、環境永續之發展，進而達成永續發展之理念。 

然而，在台灣，於光復早期1950～1960年代，政府曾鼓勵複合農林業的實施，然並未積極投

入研究，至1970年代以後，政府開始改變態度，逐漸限制複合農林業的發展，尤其於山坡地地區，

唯恐濫墾濫伐破壞國土及造成災害的情事更形嚴重，更是嚴格限制甚至禁止複合農林業的實施。

在此情形之下，國內有關複合農林業之研究十分缺乏，關於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的相關研

究更是付之闕如，因此，本計畫將探討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之情形，及其對國土減災的影

響、可能面臨的法令限制、實施的困境等課題。 

其實，不論是複合農林業或有機農業，普遍被認為是永續農業之一種，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

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UNCED）所發表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中，將複合農林業

視為具永續性的土地利用與管理方式，因此，國際複合農林業研究中心（ICRAF）、聯合國糧食

及農業組織（FAO）、於世界各地的溫帶地區（如英國、日本、美國等）、熱帶地區（如巴西亞馬

遜地區、東南亞等）積極推廣複合農林業。在國際組織推動的趨勢下，世界各國紛紛透過立法、

鼓勵措施來推動複合農林業。同時，在國外亦有永續複合農林業與有機農業結合實施之案例，如

英國沙福郡的Wakelyns複合農林業的農場、伯克郡的 Sheepdrove有機農場、哥斯大黎加的Montes 

de Oro Region等。並且，複合農林業是全球原住民普遍採用的山林經營方式，如印尼諸島的農林

混合經營。故而，世界各國實施永續複合農林業之豐富經驗，令本計畫認為原住民地區有必要推

行永續複合農林業，且誠值得我國設計、採行、推廣時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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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續複合農林業經過良好的設計，且在不危害水土保持、生態環境之前提下，能達到國土減
災的功能 

高山地區的農業常被指稱對國土減災有負面的影響，而複合農林業混合農業與林業的經營，

故複合農林業恐亦有相同的疑慮，如許多輿論認為高山地區實施農業所造成的超限利用問題，是

災害發生的原因之一，然而是否果真如此？研究地區實施農業、複合農林業時，依據當地居民之

經驗與本計畫長年之觀察，農地或林地本身對國土減災並無負面影響，不會導致災害的發生，然

而，此種經驗並未經過科學實證，難以定論。其次，經科學實證分析發現，當地崩塌災害的發生

常見於道路上下邊坡，故為當地產業發展、農林產品運輸而開闢的道路、農路，反而才是會對國

土減災有不利影響的因素，尤其值得注意。 

本計畫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邀集 10位專家學者對永續複合農林業對

國土減災之影響提供意見，初步發現永續的複合農林業，經過良好的設計，融合原住民知識、在

地知識、生態知識，採行適當的經營、管理或利用的措施，是不會造成災害，甚至可能達到防災

的效果，但是目前國內與國外的研究並未證實其減少災害的效果如何或哪些情形下能夠達到減災

的功能。即使如此，永續的複合農林業，已被證實確實具有環境維護、水土保持功能，只要在「不

危害水土保持」、「不危及生態保育」的兩項先決條件下，設計符合當地自然條件的經營措施，且

促進作物、樹木、家畜等元素彼此之間的正面互動，使其能提供環境維護、生態保育、水土保持

等生態服務，則永續的複合農林業或可被政府接受，進而在原住民地區推廣與發展。 

4、永續複合農林業之施行，雖面臨多種土地資源管理、利用法令之限制，實則符合原住民保留
地相關管理法令之立法目的 

由於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係採重疊管制，亦即一宗土地或一個地區上可有多種分區，每種

分區受其母法管制，故可能一個地區存在兩個以上的分區，而受到兩個以上法令之規範。於本計

畫之研究地區，全區皆屬非都市土地，而受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環境影響評

估法之規範；其次，全區皆屬山坡地，全區亦皆屬石門水庫集水區，而受到水土保持法、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等管制；部分區域屬水質水量保護區，而受到自來水法之管理；以及，當地居民所

擁有之土地，皆屬原住民保留地，而受到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管理；

另外，原住民保留地中屬林地部分，除前述多項法令規範外，也同時受到森林法之規範；若原住

民保留地中屬農業用地部分，除前述多項法令規範外，也同時受到農業發展條例之規範。故此，

本計畫研究地區內當地原住民欲施行複合農林業，須於其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之原住民保留地上，

其至少受到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等七項法令規範，並且，依其用地或分

區之性質，可能另會受到自來水法、森林法、農業發展條例等管制。 

然而，觀諸這些法令規範之立法目的（如下表），最為重要者為環境保護，包含促進土地及

天然資源（含水土資源、山坡地、森林資源、農地等）之保育利用、水土保持、供應充裕而合於

衛生之用水、減免災害等。進一步從國外研究得知，永續複合農林業能整合樹林於農業經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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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調木本多年生植物（如樹木、灌木等）的生長，有助於森林資源的保育利用；複合農林業

在保護環境與提供多種生態系統服務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包含涵養水源、提高土壤肥沃度、水

土保持、改善降雨逕流、增加水滲透和水儲存等，有助於水土資源的保育利用、水土保持；複合

農林業亦能保護集水區公共設施、減少來自作物和放牧地的水污染、復原受汙染的土壤，有助於

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複合農林業也可減緩土壤侵蝕與流失、減少山崩，有助於減免災害。

因此，複合農林業如經過良好設計，確實能達到環境保護之目標，故本計畫認為永續複合農林業

並不違背上述規範之立法目的，可在法令上適度地修改，令複合農林業可有條件地許可實施於原

住民保留地上。 

其次，上述法令規範之立法目的（如下表），甚為重要者有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包含保

障原住民生計、基本權利，以及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包含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化、促進農地合

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等。自國

外研究可發現，國際上普遍肯認複合農林業為一種永續生產的土地利用方式，係以永續生產系統

結合農業與林業的要素，因此，其能支援生產多樣的產品，包含糧食、燃料、飼料及草料、纖維、

木材、橡樹與樹脂、蓋屋頂草料、建造樹籬材料、園藝材料、醫藥產品、工藝品、休閒及多種生

態服務等，另可促進地方經濟，包含增加經濟穩定性、地方產品多樣化與經濟、農村技能多樣化、

增進糧食與燃料安全、文化與自然環境的維護措施、地景多樣化等。故而，若於原住民地區發展

複合農林業，一則可促進農地合理利用，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提高農民生活水準，進

而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另則改善原住民生計，確保原住民族經濟發展的權利，能促進原住民族生

存發展，確實能達到前述立法目的，因此，本計畫認為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有其必

要性。 

表 10【本研究地區現行土地資源管理利用法令一覽表】 

法令 適用地區 立法目的 

區域計畫法、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 

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

合理分布，以加速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

增進公共福利 

環境影響評估法 全國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

環境保護之目的 

水土保持法 

山坡地、集水區、水庫

集水區、特定水土保持

區、森林區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以保育水土資源，涵養

水源，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增進國民福祉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山坡地、集水區、水庫

集水區 
促進山坡地保育、利用 

自來水法 水質水量保護區 
策進自來水事業之合理發展，加強其營運之有效管

理，以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改善國民生活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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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 適用地區 立法目的 

境，促進工商業發達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土地 
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

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 
原住民保留地 保障原住民生計 

森林法 林地 保育森林資源，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 

農業發展條例 農業用地 

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化，促進

農地合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

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永續複合農林業之施行，能解決原住民部落發展之困境，及符合專家學者及大眾對於永續農
業的期待 

從上述分析可知，從國外實施永續農業與複合農林業之經驗，證實以有機經營方式實踐複合

農林業，亦屬永續農業之一種，具有改善環境生態系統、提高農民收益及增進社會經濟的效益，

同時具備永續性與多功能性之特質，且永續複合農林業經過良好的設計，且在不危害水土保持、

生態環境之前提下，能達到國土減災的功能，亦能符合原住民保留地相關管理法令之立法目的，

惟仍有多種土地資源管理、利用法令之限制，有待克服。 

並且透過當地原住民訪談瞭解，以有機農業與複合農林業結合的經營方式，能從有機農業經

營獲得經濟收入，亦能獲得環境效益，有助於農作物生長與土地健康，能永續利用土地，也能培

養、養育族人與下一代，是於山坡地地區較佳的農林混合經營系統，因此，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

續複合農林業，確實符合原住民族對永續生存發展的需求，也能解決原住民地區經濟發展不佳的

困境，故當地原住民認為此有其必要性。 

另外，藉由專家學者們的訪談，發現他們大多數認同基於現實中原住民生計與經濟權利、原

住民地區發展與自然資源保護的需求，複合農林業能結合農業與林業的優點，又能避免兩者的缺

點，只要透過設計適當的管理、利用措施，落實實施原則－「right plan, right place, and right purpose」，

符合水土保持、生態保育、不影響生態食物鏈的先決條件，則複合農林業能解決民眾生計問題，

可具有很大的經濟效果，也不會造成災害，反而可能有助於防止災害，又可兼顧涵養水源、水土

保持等環境復育效果，對於政府單位、農民都應是有利的，故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其可行性與必

要性即可確定，而本計畫亦認同此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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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制度建議 

（一）我國發展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建議 

1.1.展開永續複合農林業多功能性與永續性的研究 

台灣自 1990年代開始大力推動永續農業，尤其是有機農業之發展，最早為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推

動的「有機農業先驅計畫」，至今已有完善的法令與政策等制度。然而，作為一種永續農業經營模式

的永續複合農林業，雖在台灣已實踐數百年之久，在 1950至 1960年代間台灣省政府也曾鼓勵混農林

經營系統，但是至 1970年代以後，政府逐漸限制複合農林業的發展，尤其於山坡地地區，唯恐濫墾

濫伐破壞國土及造成災害的情事更形嚴重，更是嚴格限制甚至禁止複合農林業的實施。 

在此情勢下，國內有關複合農林業之研究十分缺乏，關於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的相關研究

更是付之闕如。故而，本計畫認為應該全面展開永續複合農林業之相關研究，面向應涵蓋水土保持、

自然資源保育、生態保育、氣候變遷、農林漁牧產業經營、土地利用、社會文化、環境地景、法令政

策、原住民族、市場行銷等跨領域研究，全面且深度的實證研究可更加證明台灣實施永續複合農林業

之多功能性與永續性，方能支持於原住民地區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踐與發展，也能改變政府與大眾對

其的負面印象。 

1.2.建立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驗基地與示範區 

在本計畫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之專家學者座談會中，林士淵教授認為永續複合農林業之農作

物、樹木等要素的「複合」方式，如種類、位置、時間與規模等「複合」的型態，有必要予以研究與

討論，並建議可建立複合農林業之示範區，以尋求大眾與政府可接受的農林混合經營模式： 

「我是想從『複合』來講，『複合』其實有幾種不同的方式，像是種類的複合，在林地有不同種類的

農作在這裏。或者是不同的位置，林地和農地耕作的位置，是混雜在林地當中，是在林地的邊緣，是

被林地包圍。還有複合的時間，是一年12個月每天都是農業和林業複合，還是當中的某一個時段，某

一個地方，哪一種作物這樣的複合。然後是需要多大的面積複合，可能耕作的種類也有關係。所以在

討論複合農林業的時候，『複合』的方式可以先去討論，不同的種類、位置、時間、規模，之後如果

要讓人家比較容易接受，或者示範的時候，可以選擇林務局覺得傷害最小、影響最小的方法來做複合

農林業的工作。」 

因此，本計畫認為可建立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驗基地與示範區，地點不限於原住民地區，非原住

民地區亦可，可選擇刻正實施複合農林業且效果良好之地區，作為示範區及實驗基地，或選擇曾經實

施複合農林業之地區，作為實驗基地，或選擇環境敏感度較高的土地，作為環境面向多功能性之實驗

基地。藉由實驗基地與示範區之實證研究，設計具有多功能性與永續性的複合農林業經營模式，以供

未來於原住民地區實踐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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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踐應結合在地知識或原住民知識 

在本計畫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之專家學者座談會中，羅素玫教授指出建立知識體系的必要性，

必須結合永續複合農林業與原住民知識，將永續複合農林業相關的知識轉換為大眾與政府可以理解的

語言，以改變過去大眾與政府對複合農林業的誤解： 

「我覺得有兩個方向，一個是知識體系的建立，必須要被轉譯成一般人跟官方可以理解的語言，如果

以我們目前對於台灣原住民現在的傳統生態智慧的理解，其實距離我們非常遙遠，不管是在現有的個

案紀錄或是調查上，或是在時間的向度，如果我們能回溯到更長的時間向度去理解，其實我們還有太

多未知的部分，所以，我覺得在這裡看到一個很好的可能性。」 

因此，本計畫認為於複合農林業之相關研究，應該擴及在地知識或原住民知識之領域，尤其在一

些原住民地區，他們實施複合農林業已有長久的歷史，累積了非常豐富的經驗與知識，這些原住民知

識應該融入複合農林業的實踐之中，進而發展出適合台灣與在地化的複合農林業，並且將這些原住民

知識與複合農林業知識轉變成大眾與政府容易瞭解的語言，這有助於複合農林業的推廣與獲得肯定。 

1.4.改變政府與公眾對永續複合農林業之誤解 

在本計畫於 2013年 9月 10日舉辦之專家學者座談會中，羅素玫教授指出欲改變過去大眾與政府

對複合農林業的誤解，必須展示台灣的成功案例，讓大眾與政府能瞭解複合農林業的實踐過程、效果

與優點： 

「這個問題其實也不純粹只是生態或法規的問題，因為還牽涉到這個土地上的人、原住民，也就是政

治生態學角力的問題，一個是在類似環境之下的成功案例，必須要更經常被看到，否則大家對於這個

問題就會越來越保留，或者只是單純用法規來解決他，所以像大家剛剛提出來的示範區、或者試辦的

方式，或者是公開一些個案，讓這些過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可以被看到。」 

因此，本計畫認為經由永續複合農林業的廣泛研究，及分析實驗基地或示範區的實踐成效，經過

廣泛的宣傳與展示複合農林業的多功能性與永續性，以改變政府與公眾對其的誤解或負面印象，才能

促使民眾支持甚至願意施行永續複合農林業，也才有可能令政府修改相關土地管理與利用的法規，甚

至研擬推行政策與支持、補貼措施。 

1.5.修改政府土地利用與管理相關法令與政策 

針對原住民地區的土地利用與管理相關法令，雖有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訂頒，但在授權之相關子法

尚未制定齊備前，原住民族地區土地制度及權益的保障即未能完善。是以原住民對土地的利用仍須受

到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法、水資源保育與開發相關法令、國家公園法、森林法、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等法令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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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複合農林業本身可達到的多功能性與永續性，其實與上述法令之立法目的是不衝突的，甚

至能有正面的助益，因此，本計畫認為可在法令上適度地修改，令複合農林業可有條件地許可實施於

原住民地區上，相關詳細建議將於後述說明，以改善原住民的經濟與維繫原住民的生存，促進原住民

地區的發展，兼顧自然環境的維護與水土保持。 

1.6.研擬政府對永續複合農林業實踐之支持與補貼措施 

永續複合農林業的實踐，若無政府的支持，將難以在原住民地區開展，因此，本計畫認為政府應

研擬相關的支持與補助措施。於支持措施方面，建議政府提供農民教育、生產技術輔導、生態環境維

護措施建議、水土保持評估與建議、農林產品銷售輔導、社會推廣宣傳、消費者教育、擴大市場、研

究與科技、稅賦減免等支持，以降低農民進入複合農林業的門檻。 

至於補貼措施方面，建議政府深入評估複合農林業的多功能性，尤其是如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

維護、稀有物種保育、基因保存、土壤改善、水資源維護、地景維護等環境面向之功能，透過科學、

統計方法評估其多功能的價值，據此研擬補助措施，包含補助項目、措施、金額、方式等，以鼓勵農

民採行永續複合農林業。 

1.7.公私協力推廣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實踐 

永續複合農林業的推廣，除依賴政府的支持外，也需要私部門的支援，透過公私協力，才能讓複

合農林業有更好的發展。因此，本計畫認為應該聯合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科學組織、私人企業等，集

合社會上的資源、資本、資金、人力與技術，共同投入複合農林業的研究、教育、推廣與實踐的活動

中。 

尤其是現階段台灣有關複合農林業的研究相當少，專家學者、農民或政府對於複合農林業的認識

不足，有必要深化相關的研究，才能進一步讓社會瞭解其優點與價值，因此，應該結合現行相關政府

單位、有意願的非政府組織、科研機構、農林企業與農民，共同研究與發展相關的知識，包含農林產

品生產、農場經營、市場運作、環境維護、政策法令等方面，形成一套知識系統，以利於後續推廣與

實踐。 

1.8.發展永續複合農林業有賴市場機制之健全 

欲促使農民採行永續複合農林業，其前提必是農民能從此中獲得足以維持其生計的收益。因此，

本計畫認為市場機制的健全甚為重要，農民於農林漁牧的混合經營過程，其所生產的農林漁牧產品必

須能夠銷售至市場上，並透過市場價格換取利潤，而且市場價格必須盡可能維持穩定或能有所提升，

如此農民才能獲得穩定的收入，以持續地從事複合農林業。 

另則，複合農林業提供的多功能價值，也應該反映於較高的市場價格上，並鼓勵消費者購買此種

產品，如此增加農民額外的報酬，能促使農民更有意願投入複合農林業。或是，透過開發新的市場，

如複合農林業的生態旅遊或鄉村旅遊，增加大眾對複合農林業的認識，也鼓勵大眾至農場在地消費，

可節省農民的運輸成本，又增加農民的額外收入，有助於農民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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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前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之建議 

2.1.加速完成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以作為法規執行之確立 

原住民族自其經濟、文化、歷史傳承的整體發展觀之，皆無法與土地產生切割。而如前述，現行

於國土規劃上，針對原住民地區資源治理事項，雖多數的法規已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之意旨，

納入法規修正或制定，惟該法規得執行的前提，明定係屬於「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族土地」，

亦即需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或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內，方有其適用，是以如未能完成該傳統領域的查調

及確立，許多政府部門在面對法規的執行及原住民就其自身權利的主張，皆將因適用範圍之疑義而產

生爭端，例如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申請之審查、依其生活慣俗需

要採取森林產物之核准。 

再者，與原住民族土地權利及資源利用關係與自治事項最重要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原

住民自治法」，亦需有明確地域的適用範圍，而其基礎即有賴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確立。雖有關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依「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似應待該法制定後，方得依法劃定，

惟本研究認為，原住民族其傳統祭典、祖靈聖地或舊部落及其週邊獵區或 耕墾土地範圍乃依循歷史的

事實，是以現行對其傳統領域的調查，僅係還原該事實，而法規則是將該事實賦予法制的效果，故縱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尚未發布，仍無礙傳統領域查調工作的進行。故為利各項法規的執行有所

準據或參考，對於傳統領域的調查工作應加速完成，以對原住民族的權利保障更為完備。 

2.2.加強輔導原住民土地權利的取得 

原住民保留地地籍的問題，很大部分的原因在於原住民族的過去對於土地權屬的概念僅有使用而

無登記的概念，亦不了解土地登記對「有」及「用」之間有何關係，是以不會積極的去辦理地籍的登

記。現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8條、第 9條及第 17條，雖得在符合上開法條之條件下，

申請設定耕作權、地上權及所有權移轉登記，惟有因繼承事實而系統複雜者，有因超限利用問題者，

有因年代久遠事實舉證困難者，皆使整個申請程序複雜化，使居民根本不知如何辦理，以至於原住民

保留地仍有相當大的面積，於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逾 5年而未辦所有權

移轉登記，及承租使用卻未辦理他項權利設定登記。 

本研究以為，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7條即明定，政府對於原住民設定原住民保留

地之耕作權、地上權及取得承租權、所有權，有輔導的責任，再加以保留地原為其傳統資源使用範圍，

嗣殖民及國家的體制進入後，方將土地登記為國有，並由國家就保留地以「上級所有權」的支配地位，

將權利配賦予原住民，是以政府應主動的提供協助。其具體作法，除了將承租使用卻未辦理他項權利

設定者，及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逾 5年，未辦所有權移轉者，予以列冊

管理，以針對其未辦理登記的原因進行了解外，並於每個鄉公所設置諮詢櫃檯，以提供權利登記法治

上的協助 ，以積極處理原住民最感困擾的申請問題。 

2.3.藉由溝通平台交叉學習獲得政策共識 

按「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詢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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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

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所明定。現時

對資源共管機制之所以無法具體實現，導因於過去政府於當地的資源治理，與原住民之間缺乏互信的

基礎。以過去政府於當地依「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子計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組

織部落在地居民成立的「保留地復育團」，對石門水庫集水區中保留地的超限利用及土地的非法使用

進行舉報，以期減少所謂的「濫墾濫伐」為例。該復育團的成立，本有藉由居民對集水區治理的參與，

一方面增加居民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亦得以建構部落社區自主發展。惟當地居民對於該「復育團」

就保留地的超限利用及土地的非法使用進行舉報，多持否定的態度，其認為政府僅關注其資源治理目

的的達成，強以其認為正確的方式於當地實施，卻未看清原住民於當地長期以維護山林的方式進行土

地利用，並得作為生計發展基礎的事實。而居民對於政府的管理制度亦無法提供意見，僅能依計畫為

執行，此種資源治理非但未自原住民的立場為考量，而且自己人舉發自己人的作法，亦引發部落居民

間的衝突，部落居民都無法合作了，更遑論自主。而為規劃高台水庫進行的查估作業，在未知會當地

族人的情形下即逕行進入部落，更讓族人有不受尊重的感覺。 

Adams 等人（2003:1915-1916）認為資源的治理之所以發生衝突，乃因其產生超越物質的不兼容

性，利益相關者利用他們目前的知識和理解，以認知某一具體的共用資源管理問題，因此在知識或理

解上產生差異、先入為主。決策者和利益相關者從不同來源的知識，有其不同的理解，因此任何知識

都可能只是局部的知識，是以明確依據不同利益相關者的立場有可能改善談判的透明度及有效性，使

參與者了解利益相關者之間多元化的觀點，雖不能保證一定能獲致資源利用或管理方面特定的結果，

但卻可在各利益相關者不兼容的利益、價值觀，或優先次序達成共識下，穩定而順利的推展。如果不

承認認知層面的衝突，僅以膚淺的政策措施為主導，即未能解決資源使用者之間深層次結構的差異，

當然也就導致了衝突的擴大。按原住民族住居於資源治理區域是不爭的事實，並且該等土地管理制度

對於其經濟產業的發展亦有長足的影響，故面對資源的治理，仍有賴於住居於此地居民的參與，方能

獲得良好的效益。 

本研究以為，政府部門與原住民族之間由於對多元文化知識的理解，欠缺溝通學習的管道，以至

於往往對問題的本質見解分歧，無法達成共識。是以如為使土地管理利用能達成最佳的成效，各資源

治理機關於政策擬定前，皆應建立溝通平台，使各方的意見都能在此溝通平台上獲得良好的發聲及理

解，並藉由該政策擬定的參與，減少執行上的歧見，使在地居民因此能獲得實質的利益，並作為未來

原住民族自主組織建構的基礎。 

2.4.資源共管機制的建立應首重以保障原住民權益為主 

我國國土規劃上，許多資源保育地區多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或住居之區域重疊，惟因資源利用認

知的不同，致多有衝突產生。此種認知的不同，在於原住民族採取的是經由長期之經驗法則所為較細

緻而小規模的利用模式，與政府部門以科學計算所研擬的大規模可利用模式間存有相當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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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條「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

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

機制；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雖有資源共管機制的建

立，及「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的擬定，惟從上述的分析，可知在未有具體機制操作模式

的建置下，原住民普遍對該機制實施後對其自身的利益是否受有保障多有存疑。是以本研究認為，現

行原住民族的土地利用模式如經長期生活的驗證，認為適合該資源環境系統，則資源共管機制的設計

原則，為能衡平原住民的生計及資源的保育，如其利用，經實質審認不妨礙該劃設之資源分區利用計

畫，應仍准予維持作原來之使用，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資源共管規範。 

另者，依「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許多部落事項的決議，都有

賴部落會議的建立，現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雖有訂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

會議實施要點」，惟各民族部落發展狀況不同，部落會議是否都能建置，亦會影響共管機制的運作，

是以對於各部落會議的建立，中央及地方的主管機關亦應主動輔導，以利原住民族部落自主機制運作

模式的建立。 

2.5. 原住民地區土地「超限利用」之查定應採實質審認 

按原住民保留地，依政策之設計，本是為保障原住民生計及推行原住民行政而設立，惟就如前述

專家學者所言，原住民雖有土地，然在多重法規的限制下，卻無法供作經濟來源之利用，則如何保障

其生計。另一方面，從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山坡地可利用限度之規範，政策上為了避免山

坡地崩塌、土石滑落等災害的發生，將劃為林業用地及宜林地者，規定只能造林，不許農耕。惟從上

述專家學者引述德國面對水患的案例對於「災害」的說明，以人類現今技術的侷限性，災害是不能避

免，且無可避免的，只能思考在與「災害共生」的同時，人類的技術如何因應以盡可能降低對人們的

危害程度、造成的損失，是以作農業使用山坡地海拔之高度與災害的發生，不必然成正相關，而係應

視其於山坡地採行的水土保持的方法及技術。 

原住民族以其生態知識，長久的在其住居區域為土地利用，故對於地質、土壤或氣候環境的變化，

以然學習出一套與環境共處的適應模式。以本研究個案為例，部落居民採行之複合農林業的方式，非

常注意於農地週遭需栽種樹木，甚至留有原生的樹種，使該坡地的水土保持功能仍能繼續維持，而如

此的運作方式，從過去到現在，亦未見災害的產生，顯示此種農林混作的經營模式，並不如外界所設

想的，將使山坡地產生崩塌的危害，相反的，此從混作的模式，已然能為當地生態環境系統所接受的

農業經營模式。是以本研究以為，為能衡平山坡地災害的防治與原住民族生計權益，於原住民地區土

地「超限利用」之查定，不應僅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或山坡地可利用限度規範般一刀切割方式

為認定，而應斟酌居民於土地利用時，有無配合環境實施水土保持並為合理利用，及該地區過去產生

崩塌災害的頻率，進行實質審認，以使適合當地環境的農業經營模式，得為合法的認定，並使原住民

的生計亦能為穩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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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修改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林業用地」採有條件許可 

複合農林業在國際上被普遍認同是一項具永續性的產業，有學者認為在同一塊土地上經營農作物、

森林植物和/或動物，除增加土地的整體生產力外，其應用亦乃是與當地人文化習俗相容的一種經營方

法。另者，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所發表的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中，

亦將複合農林業視為具永續性的土地利用與管理方式，並提供資金致力於複合農林業的推廣工作。而

世界各國亦紛紛透過立法、鼓勵措施來推動複合農林業，顯示該項農林混種的模式，是對環境友善的

混合農業型態。臺灣地區雖亦間有於私有林地與非林務局管理的公有土地上有少許混農林業的示範區，

然依前述內容的說明，我國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法令，並無林業用地得經營複合農林

業之規定，是以該地區一旦被劃歸為林業用地，此複合農林業的方式，卻是為我國法治所不許可的，

此舉突顯我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尚僵於法令規範，而未就實務狀況檢討複合農林業於林業用地實施

的可行性。  

複合式農林業其實是全球原住民普遍採用的山林經營方式，以本個案為例，當地雖於林業用地實

施農耕，惟其進行農耕時，除了耕地與耕地間相隔較寛的距離外，並會在耕地週圍邊坡種植樹木，且

其中有如赤楊木63或杉木等原生樹種，不但可提供遮陰，也可穩固邊坡，有助於山坡地的水土保持功

能。此種兼顧環境及維持生活所需的耕種方式，既是源於住民長久以來對生態學習的知識，其實亦是

一個自主治理的表現。是以本研究認為，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對於「林業用地」其容許使用項

目，應將「複合式農林業」納入，並依地理條件，對於可實施之複合經營型態、應採行的水土保持措

施及面積予以規範，符合規範者，即得於林業用地上實施該複合式的農林經營，以務實的兼顧環境生

態保護及農民生計需求。 

 

                                                        
63.Smith(2010:13)指出，在溫帶地區 650種樹木中，相對較少的物種能固定空氣中的氮，而據調查指出，黑洋槐木（刺槐樹屬）、豆科灌
木（牧豆樹屬）、赤楊木（赤楊樹屬）、野生橄欖（胡頹子樹屬）具有固氮能力。研究觀察指出樹木的固氮會移轉至作物，田籬間作的

玉米總氮量 32％到 58％來自於鄰近紅赤楊木（美國赤楊）的固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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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成果自評 

一、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 

本年度計畫彙整預期完成與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如下表。 

表 11【本年度計畫預期完成與已完成工作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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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布的資料、學者發表之論文、期刊、

調查研究報告與民族誌資料等文獻，分別就

我國發展永續農業及發展永續複合農林業

之現況為收集整理及就複合農林業對國土

減災之相關文獻為分析外，並就我國土地使

用管理制度，尤其是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制

度的變遷及這些土地管理制度對研究地區

之限制進行彙整。其完成之內容參照文獻探

討及五、結果與討論之「甲、重要結果中（一）

永續農業發展歷程與現況，1-2.我國發展永
續農業之現況；（二）永續複合農林業發展

歷程與現況，2-2.我國發展永續複合農林業
之現況；（三）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之探

討。」 
(2)結合其他子計畫之調查統計，進行田
野調查，完成本子計畫研究地點之相

關資料整理，以作為複合農林業、永

續農業之分析基礎。 
 

(2)本子計畫團隊透過總計畫主辦之座談會與工
作坊，和其他子計畫團隊互動，以進一步瞭

解個案地區實施永續農業及永續複合農林

業的情形及看法。內容參照「甲、重要結果」

中「（五）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

業之必要性評估」。 

(3)透過參與式觀察，完成對社區居民之
深度訪談、對地方組織之焦點團體座

談。 

(3)為瞭解當地複合農林業實施之情形及看法，
本研究就在地對於實施複合農林業、永續農

業對國土減災有何影響及在原住民地區推

行的必要性等議題，研擬訪談之問項，完成

對社區居民及焦點團體之深度訪談及參與

觀察報告。參照「甲、重要結果」中「（五）

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必要

性評估，5-1.研究地區原住民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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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期完成內容 已完成內容 
(4)完成原住民、專家學者對永續農業、
複合農林業推行看法之問卷調查。 

(4)為瞭解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永續
農業之必要性、可行性，本研究分就複合農

林業、永續農業對國土減災有何影響？；複

合農林業、永續農業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否

為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度所容許？；於原

住民地區是否有推行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

之必要性？研擬訪談問題，並就訪談結果進

行分析，內容參照甲、重要結果中「（五）

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林業之必要

性評估，5-1.研究地區原住民之看法；5-2.
專家學者之看法；5-3.必要性之綜合評估」 

資
料
分
析 

(1)以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理論為基
礎，完成分析永續農業、複合農林業

之發展歷程與現況，及其對國土減災

的影響。 
 

(1)有關永續農業及複合農林業因係承自國外之
理論，故本研究除分就國外及國內發展永續

農業及複合農林業之歷程與現況進行彙整

外，並就國外實施經驗對國土減災之影響進

行分析，以作為我國實施複合農林業之參

考。分析內容參照「甲、重要結果（一）永

續農業發展歷程與現況；（二）永續複合農

林業發展歷程與現況；（四）永續複合農林

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 
(2)完成分析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度之
變遷歷程彙整。 

 
 
 

(2)有關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受多重法規之規
範，是以欲了解該地區土地管理制度之變

遷，即需自規範該地區之各法規的變遷歷程

為彙整，以作為探討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

度議題的基礎。具體成果參照「甲、重要結

果，（三）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之探討」

該節之內容並分以「3-1.我國非都市土地管
理制度之變遷」、「3-2.資源治理區域土地管
理制度之演變」、「3-3.當前土地管理制度對
研究地區之限制」，作整體分析。 

(3)完成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
永續農業之必要性評估。 

 

(3)本研究綜整國內外實施永續農業及複合農林
業之經驗及作法，並彙整國、內外就實施複

合農林業對於國土減災之相關研究，另以於

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必要性之相關

議題對專家學者與當地居民進行訪談為基

礎，完成於原住民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永

續農業之必要性評估。成果參見「甲、重要

結果，（五）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

林業之必要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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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期完成內容 已完成內容 

後
續
研
究
建
議 

綜合以上的分析，提出對於第二年計畫

的建議。 
 

本研究綜合分析以上資料，提出我國發展永續

複合農林業及現今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上，

配合該複合農林業之發展應行事項建議。惟第

一年的制度建議，基本上係從台灣整體的尺度

為觀察，是以這些觀察，將作為第二年對於個

案地區研究分析的基礎，其具體成果參照乙、

制度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達到預期目標情形 

本年度研究計畫主要研究目的，除瞭解永續農業及複合農林業於國內外之發展現況外，並自瞭解

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度之沿革與探究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以分析於原住民地

區推行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之必要性。因此，如下表中，本年度的研究將從五個層面的問題進行探

討，並彙整達到預期目標情形。 

表 12【本年度計畫達成預期目標情形彙整表】 
研究目的 達到預期目標情形 

1.瞭解永續農業於國外、台灣的發展
歷程、推行現況、遭遇課題等，以

作為第二年探討永續農業之基礎資

料，並供第三年研擬推行策略之參

酌。 

「永續農業」為永續發展的一環，為農場經營行為使用生態

的原則，該概念於國外早在 1950年即已實施，嗣聯合國世界
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於 1987年發表「我們共同的未
來」報告之後，「永續農業」即受全球關注並於各國廣為推展。

永續農業之理念是世界性的，其觀念雖應相同，惟其作法或

實施對策因各國及各地區之農業環境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各

國在永續農業的推行上，多針對其國內農業經營活動的弱

項，提出補救策略，這些策略有視地區的條件，進行長期整

合性的規劃，其中亦有跨國性的合作。 
而我國就永續農業的發展，除於 1993年成立「中華永續農業
協會」，積極推動國內有關永續農業知識之試驗研究、示範推

廣及技術與資訊之交流，並積極參與世界永續農業協會組織

有關之活動外，在國家政策上，於 1992年即在國家建設委員
會中把「永續性農業之研究與發展」列入主要討論議題，並

於之後納入農業施政措施項目，及就有機農業的施行納入法

制化。有關永續農業於國外、台灣的發展歷程、推行現況、

遭遇課題，綜整於「甲、重要結果之（一）永續農業發展歷

程與現況」。 
2.瞭解複合農林業經營方式於國外、
台灣的發展歷程、推行現況、遭遇

課題等，以作為第二年探討複合農

林業之基礎資料，並供第三年研擬

推行策略之參酌。 

國際複合農林業中心（ICRAF）指出因複合農林業強調結合
生產功能與環境服務，使其能改善飢餓、貧窮、疾病、環境

退化等問題，故其為一種永續生產的土地利用方式。而不論

是複合農林業或有機農業，普遍皆被認為是永續農業之一

種，故在國外亦有永續複合農林業與有機農業結合實施之案

例。因國際上普遍認同複合農林業是一種具永續性的產業，

因此，國際複合農林業研究中心於世界各地的溫帶地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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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達到預期目標情形 
英國、日本、美國等）、熱帶地區（如巴西亞馬遜地區、東南

亞等）都積極推廣複合農林業。受國際組織推動的趨勢，世

界各國紛紛透過立法、鼓勵措施來推動複合農林業。 
至於我國早期的林業政策，亦曾鼓勵採取混農林經營，惟嗣

後法規變更，「林業用地」僅能造林，不得為農耕使用，惟台

灣各地卻仍有部分地區推行複合農林業。而原住民地區實施

複合農林業經營方式，雖於日治時代文獻（如蕃族慣習調查

報告）有簡要描述， 
但其中並未詳載其作業方式，更欠缺此一作業方式在傳統生

態知識的詮釋，而當前對原住民農林混作亦缺乏實證研究。

有關複合農林業經營方式於國外、台灣的發展歷程、推行現

況、遭遇課題，綜整於「甲、重要結果（二）永續複合農林

業發展歷程與現況」。 
3.釐清原住民地區所涉及的土地管理
法令、政策等制度之沿革，包含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國家公園

法、森林法、農業發展條例、自來

水法、水土保持法、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例、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地

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等法令，及本

研究地區相關計畫與政策措施，以

作為第二年度分析複合農林業與此

制度衝突之基礎。 

研究地區新竹尖石後山玉峰、秀巒二村，為原住民保留地，

全區除皆為非都市土地外，亦皆為山坡地，又因屬石門水庫

集水區，故其土地利用所涉及的法令，除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外，尚涉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法、自來

水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

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國家公園法、森林法等法令，

這些法令的規範，使得當地居民在資源的利用，尤其是土地

的利用及農耕經營上，備受限制，為能了解這些土地管厘制

度對於原住民地區產業發展問題的影響，故本研究除就上述

法規之歷史沿革為整理外，並分析該等法規對於本研究地區

發展之限制，另就該限制提出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的建

議。其具體成果參照「甲、重要結果（三）我國土地使用管

理制度之探討」及「乙、制度建議（二）當前我國土地使用

管理制度之建議」。 
4.探究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的農林
複合經營模式對水土保持與國土減

災的正面或負面影響，以評估其於

環境面的可行性，並作為第二年度

瞭解國外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實

施國土減災措施之參考。 

本研究為探究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的農林複合經營模式對

水土保持與國土減災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分就複合農林業、

永續農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及於原住民地區是否有推行複合

農林業、永續農業之必要性等相關議題研擬訪談之問題，向

專家學者及當地農民進行訪談。經訪談結果分析，複合農林

業經營模式被認為是一種永續生產的土地利用方式，雖我國

現今法規，並無林業用地得經營複合農林業之規定，然該經

營模式在許多國家的實施經驗上，只要種植作物做適當的管

理、利用，並不一定會有災害的發生。而就本研究地區之實

際觀察，亦發現居民從事農業或複合農林業的土地，許多土

地雖被編定為林業用地，是法令所不允許的超限利用情形，

但實際上，已經實施農耕數十年，甚至自日據時代以後一直

農耕至今，皆未發生過如山崩、土石流等災害，即使颱風、

豪雨來襲也是如此。這除歸因於當地居民以其所具之生態意

識或環境保護意識，主動採取適當的農田水土保持措施外，

也會維護農田附近的樹林，這些皆確保了農田不會發生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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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達到預期目標情形 
的水土流失與災害。具體成果參照「甲、重要結果（四）永

續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 
5. 瞭解本研究範圍之原住民實施複
合農林業、永續農業之意願，及專

家學者對於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

之看法，以作為第二年評估推行可

行性之依據。 

為於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與永續農業，除法規之修正

外，最重要的仍是當地居民之配合意願，延續上述訪談之結

果，居民表示實施複合農林業為其向來之生產型態，而在農

作技術上，部分族人並採行有機農業之方式，以兼顧土地及

人體的健康，並可獲得較高與穩定的收益。可知本研究範圍

之原住民在實施複合農林業及永續農業的技術上是可行並多

數具有意願。而專家學者亦從其研究的觀察發現，於山坡地

實施複合農林業及永續農業並非不可行，而是在於其管理及

利用的方式是否妥適。另綜整上述居民及專家學者的意見，

本研究亦提出我國發展永續複合農林業的制度建議。具體成

果參照「甲、重要結果（五）於原住民地區推行永續複合農

林業之必要性評估」及「乙、制度建議（一）我國發展永續

複合農林業之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一）過去，國內複合農林業相關研究甚少，尤其少有人探究複合農林業之多功能性與永續性，

亦鮮少探討原住民地區實施複合農林業之情形，亦少有人從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制度探討實施複合農林

業之法律限制，亦少有人探討複合農林業對國土減災之影響。因此，本計畫藉由國外研究、個案研究、

制度分析與專家學者座談會，探討前述國內少有人研究的議題，補足國內有關複合農林業之理論研究

與實證個案，故頗具有學術性價值。 

（二）過去，國內少有人探討原住民保留地及現行全國土地管理制度關連性之議題，而本計畫彙

整原住民地區土地管理制度之相關法令與政策，及其制度之變遷歷程，以釐清原住民利用土地所受之

限制，以及大眾輿論對原住民的迷思及誤解，彌補過去少有人探討此議題之缺憾，也供政府調整原住

民保留地管理政策之參酌，頗具有政策制度上的應用價值。 

（三）過去，國內有關永續農業之研究，多集中探討有機農業之發展，少有人探討有機農業與複

合農林業結合之型態，而本計畫認為國外諸多研究指出複合農林業係為永續農業之一種，故提出永續

複合農林業之實踐型態，其係與有機農業融合，期能建立新的永續農業經營模式，故本計畫於學術上

頗具價值。 

（四）過去，過內少有人提出永續複合農林業之推行策略，而本計畫具體研擬於原住民地區推行

永續複合農林業之策略，可供原住民地區與政府未來研擬永續複合農林業發展策略之參酌，故於政策

應用上頗具價值。 



111 
 

四、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 

本研究係採個案研究，有關部分研究成果，初步觀察研究地區永續農業與複合農林業實施的經驗

與成果，整理成“Self-governance o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in 

Tayal Community in Taiwan”，發表於 2013年 8月 6至 7日於加拿大主辦之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獲國科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透

過以上於國際研討會發表，以呈現重要研究成果。 

 

肆、附錄 

一、受訪者名冊 

編號 所屬部落 職業、身份 性別 原住民身份 
訪談次

數 
受訪日期 

訪問地

點 

A22 鎮西堡 
部落耆老、牧師、務農、民

宿經營者 
男 泰雅族 1 2013/3/9-10 自宅 

A102 鎮西堡 務農 男 泰雅族 1 2013/3/9-10 自宅 
A103 鎮西堡 務農 男 泰雅族 1 2012/5/19 新光 
A104 鎮西堡 務農 男 泰雅族 1 2012/5/19 新光 
A105 新光 務農 男 泰雅族 1 2012/5/19 新光 
A106 新光 務農 男 泰雅族 1 2012/5/19 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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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學者座談會記錄 

「原住民保留地、永續農業、土地使用管制與部落發展之困境與契

機－以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為例」 

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 
2013/09/10 星期二 13:00~15:00 

貳、 地點： 
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地政系 270622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 
顏愛靜老師、林益仁老師、羅素玫老師、徐世榮老師、詹進發老師、戴秀雄老師、孫振義老師、

林士淵老師、丁秀吟老師、黃信勳博士、怡萱學姐、美珍學姐、亭伊學姐、宜庭、玟惠 

肆、 會議記錄： 

一、 引言 

顏愛靜老師： 
 原住民保留地是原住民維持生計、經濟發展很重要的地方，由於多分布在山坡地，原住民為了維

持生計，必須種植農作物，但山上許多土地被編為宜林地、林業用地。原住民若要利用林業用地做農

業使用，常會面對超限利用的之困境。林士淵老師與DAYA老師也一直尋求突破，欲了解超限利用與
否，與土壤沖蝕程度之關聯。二位老師以那個角度看問題，我則由自己的角度來看，地球高峰會議有

提到，在21世紀，若要尋求坡地災難的解決，恐怕要藉助原住民的知識。除了借重原住民知識之外，
我們是否還有其他方法能減少災難的發生？ 
 手邊進行的計畫其中一項談到的是複合式農林業，簡單來說，在耕種土地時，其周遭栽種許多樹

木，其好處是樹木與農地並存，可涵養水源，並藉由農作物栽植，提供原住民生活之所需。因此，我

們開始研究國外的做法，發現複合式農林業在國外原住民地區普遍實施，在德國，不僅原住民地區進

行此方式。有鑑於在先進國家如此做，我們開始思考著是否能研究複合式農林業之優點，進而說服我

國林業單位限制林業用地做農業使用，是否有絕對的好處呢？還是說只是不願意改變的堅持。我們希

望能從複合式農林業之研究，看看此種栽種方式是否能讓原住民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今天的目的是談論複合式農林業是否能達到國土減災之效果，要再請教各位老師，之後有機會也

會找原住民朋友談談他們的想法。永續農業是在座各位耳熟能詳的，其為聯合國農糧組織提出之概念，

告訴人們如何好好保存(preservation)水土、動植物資源，且不會造成環境方面劣質化，技術也是當地
適合的，且在經濟、社會上為人所接受。在永續農業概念中，其實就包括了有機農業、自然農業、複

合式農林業等。複合式農林業在1992年地球高峰會所發表的21世紀議程中，曾經提出複合農林業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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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永續性的一種土地利用方式，如果能做得好，不但能提供維生之所需，也可維護環境，最早實施的

地區為奈及利亞、烏干達等。採取此種方式，也可符合當地文化習俗，因為與其平時生活結合，且同

一塊土地種植農作物、樹林，甚至養殖動物，可以融合各方生產力，提升自身收益。 
 接著是我們正進行的一個案例，位於鎮西堡，由亭伊為大家說明。 
陳亭伊： 
 之前我們有帶學生去鎮西堡教學，當地農民有帶我們去看農地，其位在山坡地，是種植有機蔬菜，

這塊地的上下都有種樹，上方邊坡種的是赤楊木，具有水土保持的功用，下方種的是杉木，可穩固邊

坡。農地上下種樹，落葉對農地腐植質、土壤肥力是有正面幫助的。另外上下方的樹有樹蔭，可在下

面乘涼，且有些作物不需要太多陽光，也可利用樹蔭擋掉陽光。此農地算是典型的複合農林業，是結

合有機的作法來做，這是我們在那邊觀察到的案例。 
顏愛靜老師： 
 其實鎮西堡這個地方滿有趣的，他們除了栽種有機蔬菜以外，也發展出了「鎮西堡學」，我們翻

譯為Cinsibu Learning，主要是再告訴大家鎮西堡的傳統文化是甚麼、日常生活工具是甚麼、傳統領域
是甚麼。他們認為外地人來這邊，也要帶一些東西回去，讓大家了解鎮西堡文化。那邊也蓋了一個房

子，讓大家當餐廳（可能也算是超限利用），山上處處都會碰到這樣的困境，蓋一個房子不對，蓋甚

麼通通都不對，通通都算違規使用。 
 

二、 座談會大綱說明 

陳亭伊： 
 今天的主題是想了解複合農林業、永續農業對國土減災有甚麼影響，或者是說限縮到水土保持上

面，這樣的農業經營方式對水土保持有甚麼影響，尤其是在山坡地地區。之前有很多研究指出，在山

上進行高山農業對於山坡地的水土保持是一個破壞的行為，但在國外許多複合農林業的文獻中指出，

複合式農業有樹林的元素在裡面，樹林可以做水土保持，甚至增加土地肥力，是有正面功效的。於是

我們開始反思，在台灣的話，真的就像人們所說，山地農業就是不好的嗎？我們嘗試想要釐清複合農

林業或永續農業對於山坡地水土保持或國土減災有甚麼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這是我們今天最主要想要

了解的。 
 另外，在原住民部落有許多保留地，這些保留地大部分都是林業用地，像新竹尖石地區保留地有

八成都是林業用地，他們深受超限利用問題困擾，也有一部份是農牧用地，農牧用地不管種樹、作農

都OK，但在林業用地種樹OK，而不能作農。我們也想去瞭解，現在的土地使用管理方式對於永續的
複合農林業發展，有著甚麼樣的限制。 
 最後，也想問問各位老師的看法，複合農林業跟永續農業在山坡地上推行，是否有其可行性、必

要性。以上是今天想要請教各位老師的。 
 

三、 意見交流 

詹進發老師： 
 坦白說，我對此題目沒有太深入的研究，但從以前看的文章以及跟其他老師討論，多少對此有一

點概念。我想，在山坡地做複合農林業之應用，從前念書時到後來開始工作，多少都有聽到類似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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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偏向不鼓勵，甚至在法令上設有限制，盡量不要去做這樣的使用。台灣守法的風氣和先進國家

相較之下可能不是那麼盛行，可能與此有一些關聯。一旦開放了，可能就收不回來，所以偏向於以嚴

格管制的態度來面對這樣的問題。其實就複合農林業不見得是完全不好，但就是因為現行法令不允許，

到目前為止都是這個樣子。 
 黃憶卿在一些文章其實都有提到，他其實是最有資格談論這個議題的，因為他當過林務局局長，

對這方面的議題比較有清楚認識，下次有機會能請他一起參與座談。黃憶卿最近這幾年來一直在鼓吹

複合農林業，我想以他的背景來講，他來講這個可能還是會被大家撻伐，但是他現在跳脫管理機關的

立場，來談論這個問題，可能會讓人家能夠更容易理解，這個問題其實應該要去面對的。早期大概都

是屬於鴕鳥式的，反正就是盡量不要去改變法令，現行法令是甚麼，我就去這樣做。過去一二十年來，

國內環保團體的力量滿強大的，只要稍微想開放的時候，可能就會有很多聲音排山倒海地過來，所以

也讓管理機關比較保守，不敢去做這樣的嘗試。 
 其實我跟學長學弟們在聊的時候，我們認為這樣的問題應該要用更積極、前瞻性的態度來面對，

因為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不管是在保留地、山坡地也好，其實平地一樣也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覺

得這個問題是一定要面對的，但是用甚麼方式去處理這樣的問題，可能在法制面也要做一些調整，另

外在教育方面也要讓民眾去了解，這樣的作法不見得和國土保育有甚麼衝突，一方面也可解決人民生

計的問題，因為有經濟上的需求，才會導致土地有這樣的問題，如果沒辦法去解決這樣的問題，就算

法令上有所限制，人民仍會想盡辦法超限利用，可能會因此造成更多的問題，不如正面地去探討這樣

的作法，從各個角度來看，應該如何去設計，包括制度面、其他方面，設計一個比較可行的制度，讓

複合農林業可以比較健康的發展下去，不要一直迴避不談它。 
 
顏愛靜老師： 
 不曉得詹老師能否從國土減災的觀點多談一下，到底這樣的發展對國土有沒有更進一步的災害，

或者是反而能減少災害的孳生？ 
 
詹進發老師： 
 其實這方面，我也看過一些文章有在談論，以前之所以會傾向於反對複合式利用，是因為容易使

得林地發生災難，但事實上也有些研究認為並不是這樣。在某種程度來講，做複合農林業的利用，如

果種植作物可做適當的管理、利用時，應該不見得會造成負面的影響，不見得會容易發生災害，而是

有可能幫忙防止災害。其實在林業界，這樣的共識也正在漸漸形成，並不是像以前一樣一昧排斥。以

前會排斥，是因為做這樣的使用會影響到林地的水土保持功能，但現在大家比較可以接受，只要適當

的經營措施，就不一定會有這麼大的負面影響。 
 
顏愛靜老師：詹老師是否有想到好的辦法？ 
 
詹進發老師： 
 我暫時還沒辦法提出很好的辦法，但我知道除了黃憶卿以外，還有一些在林業界的大老，他們幾

位是贊同的。其實早期在林業界談這個議題的人，很容易被人家批判，但這十幾年來，大家已經漸漸

能比較理性地探討這個問題，而且我看到氣氛傾向於可以有限度的接受，但在現行法令之下，怎樣去

做這樣一件事，還需要有一些人願意跨出這一步，也就是要有魄力去做這一件事情，不過這個部分可

能對林務局來講，其實也是有點為難，他們是管理機關，卻也想跨出這一步，包括黃憶卿，我相信當

他在擔任局長的任內時，應該也有想過這樣的事情，他寫這篇文章並不是一覺醒來就這樣想的，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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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開始就有這樣的想法，但在這個位子上時，他可能也有他的難處。我想，現在在林務局來講，他

們也許也想要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但是在環保團體給的壓力來講，可能會讓他們暫時不去碰觸這個

議題就好了，也許是這樣的想法。 
 
顏愛靜老師：謝謝！有沒有下面一位老師想要發表意見？ 
 
 
林士淵老師： 
 我是想從『複合』來講，『複合』其實有幾種不同的方式，像是種類的複合，在林地有不同種類

的農作在這裏。或者是不同的位置，林地和農地耕作的位置，是混雜在林地當中，是在林地的邊緣，

是被林地包圍。還有複合的時間，是一年12個月每天都是農業和林業複合，還是當中的某一個時段，
某一個地方，哪一種作物這樣的複合。然後是需要多大的面積複合，可能耕作的種類也有關係。所以

在討論複合農林業的時候，『複合』的方式可以先去討論，不同的種類、位置、時間、規模，之後如

果要讓人家比較容易接受，或者示範的時候，可以選擇林務局覺得傷害最小、影響最小的方法來做複

合農林業的工作。 
 在之前的計畫，有到新竹尖石後山實地觀察了解，其實從原住民身上學到一些複合觀念，他們現

在是用很動態的方法在做這種『違法』的使用，但看它跟減災的關係的話，這樣『複合』之後，事實

上沒有對那個地區造成甚麼災害，並沒有因為複合使用、農業使用，導致這個地方在颱風、豪雨來襲

後崩塌，沒有發生這樣的現象。所以，在使用者，或者在當地生存、生活的角度來看，事實上複合並

沒有對環境帶來如林務局所擔心的災害問題。從另外一個方向，如果要從林務局的角度來看，我是提

供一個建議，從不同的複合的種類來做一些示範，或者是讓大家有一個起點，或許就是大家可以去討

論的。 
 
顏愛靜老師： 
 其實剛才林老師提到一個滿重要的概念，就是說其實在山上種了半天的複合式農林業，好像也沒

有特別造成崩塌或地劣等等問題。其實我記得我們早期在跟張長義老師一起做的時候，就發現其實崩

塌地也沒有出現在部落的旁邊，也沒有出現在墾耕地的旁邊，反而是在其他地方才有山崩地裂的情況

出現。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其實發展複合式農林業有何不可？ 
 
孫振義老師： 
 坦白講，這個議題我也算是門外漢，但是可以從不同的觀點來討論這件事情腦力激盪一下。原則

上，剛剛顏老師團隊的報告，我非常同意，受益良多。不過以我個人對於林業用地的理解，他大概有

三個重要的功能，第一個不外乎就是生態保育的功能，第二個是水土保持的功能，第三個才是能不能

兼具前兩者機能、效能之下，達到一些經濟的效果。所以，以今天我們談的這個主題，經濟這個部分，

其實在林地是算第三順序考量的。如果可以兼具前兩個功能，甚至加強，那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就能被

確立，所以我在這邊思考的是，木已成舟的事情不談，就以台灣現況這些林地，不管有沒有列管，這

些林地的現況如果設定成一條基準線，那我們今天的所有作為，比現在還加分，應該就要被認同、被

鼓勵；如果比今天的，比方說涵養水源、生態保育上是扣分的，那或許就界定一個標準，某些區塊做

再多也沒有辦法，那些區塊或許我們就把它劃掉。所以未來可能會選擇一些示範區時，可能就會選現

況比較差的，現在基準線比較差的，做一個示範，讓他能做一個彌補、補救，可以兼具經濟利益，我

想，就是研究團隊想要得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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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愛靜老師： 
 孫老師的意思是說，情況已經不太好的地方，我們就讓他開放，然後來嘗試做林下種植這樣的方

式？ 
 

孫振義老師： 

 對的，因為我們所有都是林地，所以在地目上他不會告訴你這塊狀況好、這塊狀況差，但是以科

學的角度或遙測或其他的研究，他可以判斷哪些是狀況好的，縱使地目一模一樣，縱使在同一個區塊，

但是他的健康條件狀況會不一樣。這是我覺得第一個要討論的基礎，就是說未來如果這件事情要確定

的話，我們可以找一個示範田來做這個事情，而且讓他的未來比現況好。 
 至於複合式農林業，如果以水土保持跟生態保育為優先條件下，在這兩個不能被挑戰的兩個先決

條件下，發展複合式農林業，但它牽涉到的是，植栽種類彼此的互生或者是互擾，甚至互害的問題，

有些植物耐陰，但如果種下去後，反而會造成原本林地的傷害或干擾，這就必須加以避免；反過來講，

如果種了一個新的植物，不會產生這個問題，至少在生態上就會被保全。另外一個就是能不能增加水

土保持的功能，一般林相的林地，雨降下來第一個承接水分的其實不是土壤，是樹冠，接下來有剩下

的雨水往下滴，像契約林、實驗林，下面基本上沒有太多的植物，水就會直接到土壤裡面，如果下面

有灌木、經濟作物存在，它還可以承接一些水分，然後才下到土壤，所以如果增加的經濟作物是有保

水功能的話，在不違背水土保持的先決條件下，也會被確立。 
 第三，我們種了這些經濟作物不會影響現有的、野生的動物，包含昆蟲的生態鏈。如果這三個部

分都可以兼具的話，我相信在某些已經被破壞的林地，是適合做，甚至是具備很大經濟效果與復育效

果的。大家都知道台灣寸土寸金，在有限的土地狀態下，如果在不違背前兩個前提的狀況下，我覺得

複合農林業是值得被推廣的，而且這應該在原住民保留區或者不是原住民保留區，應該是通用的。這

是我以一個比較門外漢的角度來針對這個問題進行建議。 
 
顏愛靜老師：我們很希望能夠善用各位的智慧，讓大家發揮！ 
 
丁秀吟老師： 
 對於這個課題其實我也沒有非常的了解，不過從剛才各位的報告其實在這邊有一點點的認識，從

土地使用方面來看，如果從土地使用管制的概念來看，其實現在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編定，早期

是現況編定，所以這個應該是可以有些挑戰的，也就是說可能以前在編定的時候沒有一些現在的問題，

那現在需要做些調整，所以應該是可以做一些調整的，而不是用比較保守的作法。 
如果鎖定在原住民地區或是原住民保留地地區的話，到底要不要推行複合農林業？從他們的使用

方式來看，或許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原本他們就在這邊做這樣的使用，也就是原住民在這個地

區本來就有複合農林業的耕作，如果已經是這樣，就保護、維持他們經濟來源、權利，在某種程度上

或許應該讓他們繼續保留；至於另一個，有一些其他新開發的複合農林業地區，是不是適合、需要，

或許可以再去考量。如果我們認為這將來其實是可以推廣的，可以把它推到現在還沒有這樣耕種地區

的話，或許可以透過一些管制、管理的方式，譬如說個別申請，當然個別申請的過程裡面需要一些機

制、準則，像是原本林業單位擔心的災害問題，可以在申請、許可的過程，給予一些標準，請他們做

一些措施，讓將來複合農林業耕種的時候，把災害降到最小，甚至有利於災害防制。如果在這樣的前

提之下，是滿值得繼續往下做的一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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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愛靜老師： 
 謝謝秀吟老師，其實我們早期也有想過這個問題，就是說能不能採取條件式許可的方式，請他們

來申請，准許他們在林下種植。這是我們早期的想法啦，但也有點被挑戰就是了。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什麼？是林業單位根本不肯放啦，簡單講就是詹老師所說的。現在一個很大的希望就是，有沒有機會

去說服他們。請各位老師繼續發言。 
 
戴秀雄老師： 
 這個問題，我會從法的觀點去看。每一塊地的條件都不一樣，適合怎麼做也不一樣，不同植物組

合、不同的坵塊、不同的種法不同的安排也會不一樣。事實上，就一個念法的人來講，我第一個考量

到的問題並非這樣是不能做的。問題是出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方法，問題是出在制度本身，而不是

出在作業方法。台灣現在的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和水土保持法的規定，尤其在談超限利用的時候，其

實超限利用的前提是，對於不同等級間宜農牧地、宜林地一直到保育用地之間的差異，如果宜林地拿

去做農用是超限利用，反過來講保育用地去植林一樣也是一種超限利用。現在問題是我如何去界定、

選擇這些宜林地、宜農牧地，指標有哪些？說穿了，我們是為了行政管理方便，因此把他設計成一切

都是虛擬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人家在都市計畫用的ZONING那一套東西，拿來非都市土地用，
ZONING這種東西，其實是有規劃才會用，完全沒規劃的地方，怎麼會去用ZONING來管，管下去之
後，根本只是部會之間自己爽，說我要怎麼管，就變成怎麼管。其實如果我們去跟國外做對比，看看

英國、德國的狀況，都非常清楚，非都市土地上面的規劃都一定很粗，不會給你畫得很細，我國在非

都市土地十種分區、十八種編定等於比市區還要細。照理講，那是規劃強度極高才會去用的情形。換

句話說，在比較粗放規劃的情況下，有個重要前提是除了原本的規劃結果，必須去符合他之外，原則

上，都市以外地方不歡迎開發，所以林業、農業一樣要申請開發許可，如果有辦法證實你的規劃，也

就是說我要混著種、在哪塊地，那塊地的地質即使坡一樣，土層也不一定一樣厚，底下岩層也不一定

會一樣，土質也不見得會一樣，那為什麼一樣坡度就要適用一樣的結果？一樣的道理，為什麼市區還

有辦法從紐約開始去做這樣的，一塊一塊地去指定容積率、建蔽率，然後指定使用方式，可是沒什麼

人會在非都市土地用這種方式管。因為你送案子過來，我開發許可看你是怎樣，我依照將來開發許可，

你要做農林混用，我就這樣管制你，我可以去檢查你有沒有按計畫施行、操作。最差的情況就跟現在

開發許可一樣，剩下的問題是要不要去追蹤你已經准許的開發。所以現在是把一切回歸到紙上作業而

已，只要告訴你這是林業用地，附件沒准的東西就不准做，一切都變成紙上作業，連檢查都很簡單，

因為一切都是虛擬的，不是真實的東西，不是土地的真實狀態。這個問題本來不應該是個問題，之所

以是問題，是因為我們自己先做了一套制度，把腳全部都綁死，事實上唯一好做的只有公務員而已，

對於土地利用其實一點都不合理。  
農林混合，我們應該去想一個觀念，那個COMPUNATION是怎麼創造的，其實是一個很關鍵，是

因地制宜、因案不同的。我打算種哪些植物，在哪個位置種哪些東西，一定會有影響，譬如說淺根性

的來用農林混合，檳榔林混薑，絕對死的很難看。其實問題又回到剛才詹老師跟林老師提到的問題，

COMPUNATION不同，結果完全不同。所以沒辦法通案處理，很多東西其實最適合開發許可，因為個
案審查你告訴我想講的重點、告訴我這塊土地你先做好專案調查，地質條件是怎麼樣、氣候條件降雨

狀態是怎麼樣，我們依照你想做的方式，甚至可以找地調所的資料去核對、甚至去看，如果OK，為
什麼不能准？其實一個植栽，不一定非得要大的造林的情況，因為造林初期，台灣失敗的例子太多了。

台灣絕大部分是二代林，因為林苗初期的成長大部分是被旁邊的雜草吃光光。所以大部分現在林班如

果稍微高一點，2000多公尺以上，整顆山當年發完到最後林班收起來前，整個郡大山系基本上是禿的，
只剩茅草，根本沒有樹，因為造林徹底的失敗。像這種情況，可能問題不在於怎麼COMBINE，要看



118 
 

你的造林計畫。這根本沒辦法用法規定下去，原則上准、原則上不准。我認為應該用開發許可來控制，

反過來說，我們自己對於非都市土地管制的強項，由其是最近又在討論集水區要開放的問題，多多少

少會涉及到原住民地區，尤其是山區集水區，這裡面都會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到底要持一種什麼樣態

度，我是覺得像這樣子的東西，不太可能用現有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修附表一、管制規則，

尤其是林業用地適用的森林法，修森林法也沒辦法真的解決問題。 
所以如果由法制面來看，依據前面幾位老師所講的，以我自己對土地規劃的瞭解，我認為以目前的制

度，如果要真的拿起來套的話，其實是不夠的，如果真要有機會，應該要重新檢查我們現在的開發許

可制度，有沒有可能緩和其僵化特性，讓他回歸到開發許可應有的彈性。要不然，在法規上是無法靠

修法解決問題的。會跟其他開發案差不了太多，最後是審議委員在那邊喊價殺價。 
 
顏愛靜老師： 
謝謝！我們現在非都市的那一套管制其實是太僵化，簡單來講就是宜林地不能農用，所以後來我

們想到一個比較簡單的辦法，就事宜林地是不是可以允許部分農用，因為這樣來修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是最簡單，那我們現在為了要說服他非都的宜林地可以農用，就要去證明說複合式農林業是一

個不會傷害到土質、各方面的方式。 
 
戴秀雄老師： 
我想主管機關他一定會不敢，這就是我剛才談的東西，在立法技術上很難克服，因為他現在採用

正面表列的方式，第一關是所謂容許使用，容許使用等於說我只要土地的編定是這樣，我只要在容許

使用情形下，我根本連許可都不用許可，我直接就這樣使用，於是到時候大家種的不會一樣，可能這

個人會坍另一個人卻不會坍，所以這種情形下，他當然不敢放，因為實質上控制不了。 
 
顏愛靜老師：那要如何開發許可呢？ 
 
戴秀雄老師： 
其實我覺得可以思考的方式是用開發許可的方式去審議，如果大家能夠接受這個觀念，那就變成

個案審查的情況。因為嚴格來說最大的問題出在兩塊領域－水土保持跟環評，如果這兩個東西都能過

關，其實沒有理由鎖住宜林地不准人家做農林混合使用，如果硬要用法規這種零合的規定的話，其實

結果一定也零合。那又怕說萬一開放下去，有人在裡面亂搞，又不能說人家不合法，又必須要控制住，

這裡面可能會有一些困難，我也可以理解林務局官員不敢在這上面直接開放的原因，所以我才會做剛

才這樣的建議，如果大家能夠認可這樣的方向，也許將來在開發許可的審議規則裡，大家想辦法創造

一個相關的處理規範，應該也是一種可以採用的對策。 
 
顏愛靜老師：謝謝戴老師給我們指了一個方向，雖然是一條滿艱鉅的路！ 

 
黃信勳博士： 
這領域其實我不是很懂，尤其是講到防災，聽起來就是很科學性的一個領域。不過因為我的所學，

所以我提個比較不一樣的方向，因為顏老師在談原住民保留地，其實我們往往在過往的訓練中，都有

一個窠臼就是把土地劃分很開，劃分開來看這件事情，我們要防災、我們要保留，可是像剛才講的，

既然這是一個複合農林業，如果前提是right plan / right place / right purpose已經被揭櫫的時候，其實它
的可行性就已經被確立。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原住民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生物，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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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界的互動，藉以做為生命的延續和發展，可是我們把這塊地方稱做原住民保留地，這個也不准、

那個也不行，他們的生計要如何保存？即使大前提已經被確保之下，後面仍有一些窒礙難行的地方，

這恐怕不是科學性的問題，是所謂的行政便利上的思考。就像我們從小到大在台灣所受的教育，小朋

友中午要睡午覺，如果從教育的理念來講，其實毫無必要，因為小朋友睡午覺反而晚上不容易睡著，

可是因為教育行政上面的必要，就一直實施到現在。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到行政上面便利的心態，在很

多事情上都可以發現。我覺得像顏老師探討這議題就很有意思，就跟戴老師講的是一樣的，如果前提

能確保時，他真正涉及到的，根本不會成為一個議題。尤其是我特別會從人的角度，也就是原住民朋

友的角度來看，如果我什麼都不能做，難道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每天都要空投物資來養我們嗎？如果

這個不可行，那麼必須要去思考人的角度。這是一開始環境主義的兩大主流，雖然這兩個都被批評有

問題，一個是conservation一個是preservation，保育和保存兩個概念其實都是有問題的，可是現在的想
法中，最糟糕的那個保存主義，我們想像中的美好，就是都不動，可是真的有這樣的可能性嗎？這樣

的東西還存在嗎？就像我們現在都不動他，他已經不再是原始的樣子了，去動他也不代表就是破壞的

意思。我覺得這概念上的窠臼如果能夠跨出去的話，問題就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樣的大。 
結論就是，我覺得這是可以做的，只是我覺得有點是在概念上的界定，如果我們只單純談論林業

或是防災，其實這都已經包含在這個概念本身的前提之內了，既然是這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抗拒的

力量？我覺得如果用一種比較公正的角度的話，可能就是要做概念上的鬥爭，我覺得把原住民角色帶

領進來會是一個很有力的力量，因為不能夠說原住民保留地，所以如果把法則圈起來的時候，他跟環

境兩者之間互動如果停止了，那這個文明就會死亡。我們既然把他圈起來叫作原住民保留地，那你又

不讓他們動，他們要如何存續呢？所以我覺得這是概念上的矛盾，這個矛盾點是可以成為一個突破

點。 
 
顏愛靜老師： 
非常感謝信勳總是給我們信心！因為前陣子我們在某個課程裡也有談到conservation跟preservation，發
現過度強調preservation會有問題，conservation的話就好像什麼事都要人來動他，好像也有點太過，所
以我們自己就採取一個兼具兩者特色，如果這樣的話似乎有點偏向保育的概念。您剛才講說兩個都不

對，那哪一個會比較好？ 
 
黃信勳博士： 
其實我覺得兩者都不好，所以必須要走出第三條路線。因為我覺得環境自己不會說話，科學家假

借環境的名義替環境說話，那這中間住民的角色在哪裡？就像林老師剛才有講到，這邊他們有做一些

開發利用，並沒有坍塌問題，為什麼？其實是在地知識的問題，沒有人跟自己的生命財產開玩笑，他

們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此，可能是用血淚換來這個知識，在這邊不斷移居後發現這個地方沒有問題，才

在這個地方度過牠們的餘生，如果是這樣，就可以符合剛才所說的前提。接下來又回到概念的衝突，

只是我們強加法規的限制或是概念上的窠臼，讓他們無法生長。我個人不會認為是他們的問題。 
 

徐世榮老師： 
 我覺得大家都講得很好，在論述上我都是滿同意的，其實這也是現存的問題。在政策方面應該勸

林務局採用較務實的角度，不要重新來過，應該強調漸進主義的方式，是比較實際的。另一方面複合

農林業有林業、農業雙方的優點，但是剛好去除雙方的缺點，在論述上，這樣的方向是有的，實際上

也應該是有的，我們可能很缺乏這樣的論述。複合農林業其實對現存的狀況，可以逐漸恢復到部分的

林業，所以對林務局應該是好的。對農民而言，我想如果願意保障他們的生計、所得的話，應該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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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是有利的。我也滿同意剛才各位老師的看法，像剛剛士淵講的建立一個示範區，我覺得示範這個

概念很好。複合也有很多不同的組合，不同的組合就涉及到戴老師講的，這個就是開發許可制，每一

個都是一種個案，我覺得這個方向可以嘗試。另外就是我們在法制方面，對於生態保育，可能我們也

不動現行的分區，因為一些環境保育人士很擔心變了現行的分區，我們是在不變現行分區的狀況下進

行容許使用地就在做了，為什麼山地不能這麼做呢？這個平地一大堆容許使用嘛，那為什麼原住民那

邊不能做容許使用，這個說不過去嘛。 
 
顏愛靜老師： 
是，所以我們原先的設想是，林業用地以很多容許使用項目，跟許可細目，就增加一項農用。只

是我們當時的想法是說，他可以做農用，但是也許要經過主管機關的許可，就是有條件式的許可。 
 
徐世榮老師： 
對，但如果主管機關害怕，就在政機制上設置一個委員會來分擔他的責任。把委員會弄成獨立、

中立的一個結構，透過其審核開發許可，林務局相對而言責任就輕了。要設計一個非常嚴謹的指標，

我是贊成戴老師的觀點，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往往要因地制宜，很多不同的在地環境、在地知識。其

實用開發許可、個案審查的方式，把複合農林業塑造成一個具有雙方優點的組合，不只土地的考量，

也包含剛才信勳講的人權的考量。 
 

顏愛靜老師： 
對呀，我覺得他剛剛講得很好，人這個因素不能把它去除掉，人跟環境之間本來就要有所互動的。 

 
徐世榮老師：而且未來環境要好，也一定要人的加入，否則可能都是空談。 
 
林益仁老師： 
 剛剛聽幾位老師的發言，我自己也學習到許多，因為過去這幾年跟顏老師合作，常常來地政系，

所以常常碰到徐老師、各位老師，也會在這過程中學習到跟土地政策、土地管理的相關知識。我自己

是從生態的角度，以前是抓老鼠、抓山羌，後來慢慢地被原住民抓去了(笑)所以剛剛在講這些東西，
我覺得其實各位從土地政策制度上，給我們在做原住民工作上滿大的啟發，我先講幾個我自己的經驗，

這談不上學理。我常常到山上原住民部落，原住民常常會帶我站在一個地方，他說：『你有沒有看到

對面的山？』看起來是滿陡的山，他說：『我耕種很久，從來也沒有崩過。』然後，有些人甚至說：

『我爸爸也在這裡種，也種了很久，但也沒有崩過，為什麼超限利用就不能種？』這個例子其實我常

常提，所以剛剛老師們有提到，在山上不管是農地、林地，可能某種程度是行政管理上的便利這樣做，

那事實上對這個土地的特性是不是有完全掌握到，我覺得這確實是滿複雜的。 
那另一個故事是，有一次我有機會到祕魯，大概是在四千公尺的高山，秘魯的安地斯山很高也很陡，

他們在上面種馬鈴薯，而且現在其實有幾個地方是聯合國的文化遺產，因為保存了很多全世界最高的

馬鈴薯品種，他們就在我們看起來不該種東西的地方種。我也問當地的學者說：『會不會發生災害？』，

他們說：『也不會。』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詳細問。我的意思是說過去我碰到的經驗，都不斷

地在衝擊我，就是我們過去對行政、學術上的認識。確實那樣子的規劃是合適的嗎？ 我自己過去學
生態的部分，從生態的體系裏面體會到的，現在講生態的概念，反而不是固定、一成不變的，其實是

一直在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是在這裏面的，人是其中造成變化的因子。所以我覺得，譬如說我們

在台灣，我也認識非常多的環保人士，我自己有時候也會認為自己是環保人士，所以我有時候知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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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士的想法，他們覺得說那些東西都不能去動，可是你不動，他還是在動。我們到山上去，看到原

住民在裡面，他其實跟他一起在動，我覺得我們應該珍惜，他們用很長的時間跟自然、土地一起在動

所累積出來的知識。剛剛老師們有提到，這種個案，我個人也滿同意的，用容許、個案的方式讓他去

做。或許從這當中，我們會發現在台灣很多的各種不同的原住民族，他們過去幾百年、幾千年累積的，

怎麼跟土地互動，那個更細膩的知識，這個知識過去是被壓抑的，那個就是不算數的知識，那我們有

的就是GIS，然後我們就是林地的管理，就是說管理的這種制度好像看起來很科學，但是我今天聽到
各位內行人在講，這裡面確實是有很多的問題，你只用坡度來看，這樣夠嗎？或是幾個變相這樣來看，

這樣子夠嗎？所以我從生態的角度，發現其實生態告訴我們了不斷在變的特性。 
 另外生態系裡面，物種跟環境之間的關係，因為不是一成不變，所以他非常重要的原則是適應的

原則，他隨時在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不斷地在調整。如果從這角度來看，我們要訂一個硬梆梆的法

條在那裏去規範，恐怕也不會非常的完善，倒不如在傳統的原住民的小農制度底下，或者是現在有越

來越多的生態學家在講燒墾，日本人其實很早就把它禁止，可是我們後來又發現燒墾其實是非常生態

的，裡面有很多原則可以歸納出來，換句話說，其實那樣子的一種適應，就是人在自然裡面的適應，

這裡面的系統包含了原有的生態的系統，還有跟自然系統互動，形成好的規範、好的管理、技術、知

識的一種社會系統，這個生態跟這個社會系統應該要同時被提出來。那個東西其實是一直在共變的系

統。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過去我們要嘛就是都看生態系，把人切出去，要嘛我們就是看社會系統。

可是現在我們會不會有一個機會，因為我覺得顏老師在做這個工作其實非常的重要，從一個點切進去，

看起來好像只是在談農混林或林混農這樣的議題，可是這背後可以拉出去談背後不同的管理哲學，包

括管理的方式。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生態社會的體系，是不是可以有機會透過這次的研究，可以把他

提出來，看起來今天在座各位好像也沒有反對(笑)。 
我今年在加拿大碰到在談生態社會體系的學者，他是做傳統生態知識的，他其實也在跟我講這樣的事

情，這樣子一個生態社會體系裡面，非常重要的原則是ADOPTATION，就是說怎麼樣適應。剛剛老
師們都提到說，不是墨守成規，可能這裡面你要容許一些空間，讓他在這裏面可以展現出來。搞不好

有更好的方法，而且我們現在想說氣候變遷這麼大的問題一直來，我相信可能科學家都還沒有辦法非

常好地預測，假如我們沒有一種適應方式，恐怕我們用既有的方式才是真正造成大災難的源頭。 
 
羅素玫老師： 
 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學習到非常多，從不同的角度跟可能性來看待原住民保留地跟混林農業

的問題，我覺得顏老師非常有遠見，因為能找到不同的對話人，同時來看這個課題，其實也在於面對

這個課題，其實他非常複雜，是個複合的問題而不是單一面向的問題，沒辦法從單一的角度切入，以

及現在正在面對的很多問題的未來性的挑戰。再者，我覺得從各位的專長，從法制體系或是官方管理

的內部，去尋求一個解套的空間，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對於在地生存的人來說，這又是另一個事情，

但是真實要面對的問題是每天，明天怎麼辦、未來怎麼辦的課題。所以相對來講，我覺得顏老師這個

研究，在某個程度上可以提供，讓我們更去理解傳統生態智慧的一個管道，非常重要。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覺得有兩個方向，一個是知識體系的建立，必須要被轉譯成一般人跟官方可

以理解的語言，如果以我們目前對於台灣原住民現在的傳統生態智慧的理解，其實距離我們非常遙遠，

不管是在現有的個案紀錄或是調查上，或是在時間的向度，如果我們能回溯到更長的時間向度去理解，

其實我們還有太多未知的部分，所以，我覺得在這裡看到一個很好的可能性。另外這個問題其實也不

純粹只是生態或法規的問題，因為還牽涉到這個土地上的人、原住民，也就是政治生態學角力的問題，

一個是在類似環境之下的成功案例，必須要更經常被看到，否則大家對於這個問題就會越來越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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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只是單純用法規來解決他，所以像大家剛剛提出來的示範區、或者試辦的方式，或者是公開一些

個案，讓這些過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可以被看到。 
 我最後再提一點，就是顏老師在報告時提到的梯田的部分，其實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在推「農

業生態文化遺產」的概念，其實文化遺產我們聽到時可能覺得是一種保存的現況，可是農業生態是一

個動態的觀點，是跟人在土地上面的農業活動是息息相關的，他做為一個文化遺產的條件是，他必須

是動態的，必須有人來經營，這也是符合剛才大家談到的人，人也是環境的一部份，不要把他切割開

來看，其實有些個案的研究例子，像是菲律賓的伊富高的梯田文化，在這個農業生態文化遺產的概念

下，做了非常多農地的開發以及可能性的一些討論，主要的研究者甚至還拉到考古學的面向去看他的

變化，這些其實都是跟顏老師的個案有平行的關係，如果是以複合型農林業的話，東南亞的一些熱帶

雨林其實有非常多原住民在做這樣的環境適應，有非常多的個案。 
 在這個項目之下，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問題，一方面在概念上提出了保存同時也是生活在其上的，

而不是博物館化的文化遺產，但同時有很多官方的應用，包括在中國、其他地方，往往會把重點擺在

觀光化或是收益的操作上，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但這兩者之間的平衡是另外的一種可能性的空間，

我就提供看法到這邊。 
 
顏愛靜老師： 
 好，非常感謝各位老師許多建議，包括對本研究的肯定，因為我們一直覺得複合農林業是可以發

展的方向，不過今天各位老師把我們帶入一個方向，包括環境不能把人從中抽離，以及整個是一個動

態發展的過程，怎麼樣調整、適應，也很重要。因為還有一點時間，我想拜託各位老師從防災的觀點，

因為我們是複合農林業，各位老師都肯定能朝這個方向發展，但因為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說，到

底對國土減災有沒有甚麼幫忙，請各位老師發表一下高見。 
 
詹進發老師： 
 今天真的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讓我們可以認識各位夥伴，我也從各位的發言中有一些體會、收穫。

我我滿贊同複合農林業不是不可以做，而且我認為應該朝向更積極的態度，嘗試去做這件事情，不是

像以前保守地說no就是no，應該是我們原則上決定可以做，一方面解決民眾生計的問題，一方面，在
某種程度來講，做複合農林業的利用，不見得像有些人所擔心的會造成容易發生災害，而是有可能幫

忙防止災害，如果可做適當的管理、利用時，應該不見得會造成負面的影響。我們應該設計一些作法，

希望能夠達到目的，同時可以兼顧涵養水源、水土保持，更能達到一些效果。這時候我們要去檢討，

哪些地方可以做甚麼事情，做甚麼樣的利用，這個時候就可以，在配套措施來講，我們決定要開放，

接下來的配套措施是說，要確實去了解，在哪些地方適合種植哪些作物，甚麼樣的經營方式。這些東

西一旦規定出來之後，大家就比較有清楚的遊戲規則，也知道說怎麼樣去做才能合乎法令規定，在生

態或水土保持上達到一定的效果。我也滿贊同幾位老師所提到的，就是說應該要因地制宜，一旦我們

決定這樣做的時候，譬如說在甚麼樣的坡度、海拔，可以容許怎麼樣的一個開發形式，另外一點我們

應該要盡量考慮到跟人的結合，在考慮到複合農林業時，應該要盡量跟社區結合，不要是一些外地的

人，從過去的例子來看，原住民保留地發生災難的機率並不會相對地高，那是他們生存的地方，他們

也不想把他弄得容易發生災難，反而是某些發生災難的地方，像是南投的一些山區，那些山區其實很

多發生災難的地方，是平地人上去開發的，並不是原住民所造成的，所以這個就是我剛所提到，應該

要跟社區結合，在當地的人有生計需求，我們在複合農林業這一塊適度的開放，讓他們可以解決生計

的問題，同時由他們來協助做林地保育的工作，如果是外地人來，他可能不會這麼在乎，他想到的可

能只是怎樣多賺錢，不會在乎這個地方、長住在這裡，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跟在地社區結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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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推動，成功的可能性會高一點，這是我的淺見。 
 

顏愛靜老師： 
 謝謝詹老師，其實剛剛詹老師講的跟在地社區結合工作，林務局其實有一種想法，就是推動社區

林業，可是問題是他分三個階段，很多社區都卡在第一個階段，說要凝聚共識.....，也許是他的規範太
囉嗦也有可能，這是我所指導另一個學生 
，在做社區林業，也有談這樣的問題，非常謝謝。其實Omstrom也有提到社區林業這樣的概念，也許
我們會再想辦法結合剛才林益仁老師講的SES，剛才在講的過程中我就在想，也許我的下一個階段又
要把SES撿回來，因為我們早上不是在講下三年的計劃嗎，可能要再把SES放進來，就是social ecological 
system，滿好的一個概念，謝謝！ 
 

孫振義老師： 
 以過去幾個重大災難，有聽到一個問題，我們以前族人住在這裡好幾代都沒事，所以我要談的是

有時候你的經驗不代表知識，不代表可以挑戰知識，因為很多東西的循環是幾百年才一次的，像我們

常看有些滅村的地方一看就是在河谷，我常講的一句話，有多寬的河就有多大的水，只是幾百年來一

次而已，一次遇到，就算沿襲了十代也沒辦法累積這樣的經驗去挑戰。所以我講的是，在建築上，雖

然有嚴謹的建築法令，但每一個建築物要蓋之前，還是要鑽看，代表總是會有意外，剛剛顏老師團隊

要一個示範區塊，或是未來要實踐，可能要走向性能式的管道。因為今天科學已經可以做很多的模擬，

有很多的基本資料可以做模擬，所以針對山坡地每個坡向、質地都不一樣的狀態下，如果要初步推動

這種事情，可能性能式設計是一個可以讓官員可以稍為安心的做法。再來是選址，選他不得不做的地

方，就是那些災害恢復區、重建區，他本來就要做，何不試試看用這個方法來做？因為他本來就要做，

不會再更糟了。所以我大概就提出這兩個方式，第一個就是用科學的計算方式來作為背書；第二個是

在選址，反正你不會去找一個無病呻吟的地方做，你先從災害恢復區、災害重建區的邊坡開始做，起

了一個效果之後，或許就可以帶動後面法制化或維護管理上，漸漸步入正軌。 
 
顏愛靜老師： 
 謝謝！第一個還是在講究科學啦，就是說科學的論證好像還是不能缺少，似乎就是這樣的意思。

現階段官員還是害怕，所以說還是要有數據；第二個是找比較糟的地方，反正那個已經最糟了，就讓

他先看看能不能開放來種。可是我在想，有些地方，像是原住民地區，也並不是最壞的，剛才林益仁

老師有講到，我們去看很多地方真的很陡，然後他們就說你看我在這邊耕種好多年，我也沒怎樣，所

以現在問題在這裡。不過不管怎麼樣，孫老師的建議我們也可以思考一下。 
 
林益仁老師： 
 在混林農的脈絡下看減災，我發現其實我去了幾個原住民部落，他們比較有生態意識，我看到他

們滿主動照顧他們的農田，會在農田附近維護樹林。當然現在沒有實證的證據，但從他們所說，其實

種樹在那裏，農田、水土保持其實都得到了相當大的確保，他們也樂於做這樣的事情。是覺得這些部

分會有一些滿好的經驗在那，日後可以比較系統性地去蒐集，日後可以把這些東西做一些參考。另外，

還有，我有一次到印尼，他們帶我去看他們種咖啡，咖啡就種在樹林裏面，就是在樹林裏面砍幾顆樹，

然後在上面種咖啡，種得稍微比樹矮，有陽光，但不能夠太強，這也是一種在樹林裡面做農耕的方式，

也沒有事。我就問他們說：『咖啡種起來是有機的嗎？』他們說：『我們根本沒有錢可買化學肥料，

所以一定是有機的。』接下來他就展現非常多他在樹林裡耕種的技術，因為他既也沒有太多的農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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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也沒有化學肥料，所以其實他擁有非常多的生態知識，在樹林裏面做這個事情。我覺得像我們現

在講農混林、林混農，可能都會有一種迷思，就是複合經營的背後不只是農田裡面種幾棵樹或樹林裏

面種一些田而已，因為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有很複雜的結合，換句話說，其實我們應該看過去比較有

經驗、已經操作過很久的、或已經形成的某些模式，我們從減災角度來看，這些模式可能會是水土保

持比較優先思考的模式，而不是只要怎樣混合就可以。這是我看到的一些經驗，我覺得這些其實是都

存在的，縱然有一些經驗是國外的，我也相信在台灣的原住民部落，都留有這一方面的知識，只是如

我剛剛講的，真的都被忽略了，如果這次的研究工作可以把那些經驗累積出來，或許他真的是滿不錯

的。 
 最後我要講的是，像是農田、森林的部分，要把這些農產品、木材運出來，其實都需要道路，常

常造成比較大破壞的其實是道路，而不是農田或森林本身。我記得有一次台大某位老師提到，根據他

的研究，道路才是真正的問題，會造成水土保持的問題，所以今天講減災，目光不應該只是看到農田

跟樹林，而是，它是一個農業、一個林業，在農業跟林業的過程當中，為了要把產品運出來賣的道路，

我們看到很多工程，在每次颱風後，投入工程款，但都非常粗糙地修路，又很偏遠，所以常常沒有好

的工程品質管控，常常成為地方政治經濟網絡中互相交換的系統，透過中央、地方層層下包的偏遠地

方農路的建構過程，我覺得滿多災難應該都是從那裏來。 
 
顏愛靜老師： 
 的確，林老師在另一個計劃跟我們交談時，的確常常顯示出我們整個工程，不只是經費分配有問

題，施工品質也造成很大的問題。其實，我們跟台大張長義老師的團隊發現，其實造成今日崩塌產生，

有大部分是因為天災，但差不多40%是人禍，人禍裡面最大的禍害就是道路，真正屬於原住民農耕部
分，幾乎微乎其微，占不到5%。如果我們把數據拿來看，能否說服林務局，其實整體的問題才是更嚴
重的。 
 
戴秀雄老師： 
 我覺得有多重意義，因為一定程度來講，農耕會清理林子的下層，其實如果上方有樹冠先處理掉

一些之外，是對下層被清過的土壤的保護較好。如果就減災來講，發生災害的狀況是相對少的，以梨

山開發為例，包含環山一帶，坡度非常陡，真正發生大的崩塌，其實相對有限。真正最大問題是毀了

德基，長期而緩慢的表土流失，加上農藥跟有機肥沖刷進入水庫，造成優養化問題。所以其實我是覺

得從這個尺度來講，我不會單純去看減災的問題，我不否認觀念上也許我比較接近廖會賢廖老師那樣

的想法。像水是自己會找到他的路出去，尤其現在動不動就百年週期、兩百年週期的超豪大雨，其實

這就是注定要天災，只是不知道哪裡會先下來，所以如果從這角度來看，人是要承認自己的脆弱性，

因此，減災是有侷限的東西，不可能完全減災，而是我們在現有狀況，在人類技術可及的範圍內，做

多少算多少。我想我的觀念比較接近這樣。可能也是因為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法律雖然平常談的黑白、

是非，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立法上要看清楚有沒有侷限，不要法律亂訂，訂出來後沒辦法操作。所

以這方面其實老實講，我的觀念比較偏向承認人類對天災的規避性，有些部分，天災，就是那個樣子。

反過來說，承接孫老師談的問題，其實要思考的反而是說，目前其實光靠地調所所提供的全國地籍資

料庫的查詢，是否已經足夠讓我們檢視每個個案面臨的情況，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理論上如果純

以 GIS技術上套疊出來的結果，我自己有在查用地調所的資料來看，他的坡向、坡度、順向坡或者有
沒有土石流威脅，理論上都有，可是夠嗎？這我想孫老師剛才講過，以他做建築的人來講，這是不夠

的，所以馬上爆發一個問題是，我要怎麼種？種甚麼東西？究竟地質調查要做到哪個水準，才會大家

覺得是 reginal的東西，所以我想我會站到制度面來看，假設我明天要控制這個東西的時候，我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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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沒辦法像現在看得這麼粗，我們需要多了解一點，每一個位置的情況，但是那個規模大概要做

到多少，他才會是合理的，我想這個地方很可能是將來大家可以去思索的問題，因為那樣子才有辦法

得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說，好，我沒有控管到太離譜，因為人力是有極限的，但是我起碼做到合理

說服，剩下的就交給天災。那剩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倒是要提醒的一點就是，有些問題未必完全是減

災減得了，留學德國時住在多瑙河邊，根本就沒有堤防，德國人對於洪氾區的觀念是：該淹就是該淹，

德國一年是要淹兩次的，像那種世紀大水不討論，一年一定固定要淹兩次，融雪的時候一次，開始下

雪的時候一次，有時候淹得很高，會淹到二樓，但是德國人還是沒建堤防。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萊茵河

坐船，會發覺沒有一個地方有堤防，洪氾區都放給你淹，出了都市之外，洪氾區就不住人。曾經有一

次開國際生態工法研討會，台灣有個專家問德國的水文局局長說：『你們水利工程那麼發達，能不能

建議如何防洪氾？』，德國局長說：『洪氾區該撤就是該撤。』然後又有人問他說：『我們人就是住

那麼多，能不能教我們個方法讓洪氾區還是可以住人？』德國水文局局長直接愣在上面。可以看見德

國和台灣有觀念差異的問題，我的觀念比較接近跟天災共生，有些是人力不可勉強的部分，反而我覺

得應該要注意的是，他必然結果，尤其談得不是平地，而是坡地上，因為重力的關係，地表逕流只要

存在，就多少會有土壤流失的情形。這個對於整個下游還有溪流、集水區治理的問題，會是個負擔，

這個東西將來如何評估，我想應該可能也是要發展，大概是這樣，如果這些都有辦法有效控制下來，

我覺得這東西應該都是 OK的。 
 
顏愛靜老師：剛剛提到的洪患區，他根本就不住人嘛，我們就還是一定要住人。 
 
林益仁老師：我們剛好相反，我們堤防越蓋越高，然後擔心潰堤的問題。 
 
戴秀雄老師： 
 其實像那次研討會，人家舉的例子是從1871年普法戰爭德國打贏法國，在凡爾賽成立德意志帝國，
他們那時候為了要水利運輸，大量去掉很多萊茵河支流，結果從1970年中期後，就不斷在復育，尤其
90年代以後，很積極在復育，從前那些河再挖出來。但是觀念就是這樣，法國其實他們現在水岸的處
理，就像剛才顏老師秀的那個圖一樣，他們現在講的是近自然工法，還不是生態工法，做好的河岸，

看不大出來是人工河岸，還不是鵝卵石的。其實奧地利也是一樣，奧地利上游直接冰河下來，水直接

倒，所以大淹水是正常的。 
 
顏愛靜老師：荷蘭以前也是一樣，把他築堤，後來挖掉還地於海。 
 
戴秀雄老師： 
 因為有些東西也許跟人口密度、積極搶地有關，所以在有些部分，面對天災時我們特別脆弱，因

為我們跟自己過不去，有一點這個味道在。 
 
林益仁老師：台灣的上游全部都是攔沙壩、治水堤防，而且越蓋越高。 
 
顏愛靜老師：尖石鄉本來沒有攔砂壩，原本是漂亮的山林，他們說現在像豬八戒的耙子一樣。 
 
 
詹進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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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滿贊同剛才戴老師所說，很多事情我們人力不可為，那我們就是要跟他共存，其實像我曾經去

看過太麻里溪流域上游，八八水災受災戶，真的有些地方看起來就是人應該要離開的，但是可能因為

土地不足，所以人還是勉強住那邊。可是，就像剛剛孫老師提到，哪一天發生災害你並不知道，發生

的時候就只好自認倒楣，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未來如果真要朝向複合農林業方向去走時，可能就是

說在哪些地方可以做甚麼事情，一樣要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探討，就像剛提到的說，以地調署的資料來

看，可能還是太粗略了。我們真的要做時，應該還是要申請，要有管理機關去看，到底適不適合，在

生產過程中，包括剛剛戴老師所提到的肥料的問題，或是農藥的問題，其實過去都常常發生，像剛剛

林益仁老師提到的，在東南亞地區因為沒有錢，所以沒有這個問題，我就想到以前，二十幾年前剛從

美國回來時，看到新聞說台大實驗林管理處用農藥把農民種的東西毒死，電視台紛紛報導，我想說奇

怪，怎麼我以前念森林系時，老師沒有教我們這樣做，怎麼可能森林系去做這種事情？後來我去問同

學，他那時在溪頭工作，他說有放毒藥沒錯，可是是因為那個地方是濫墾，農民去實驗林地濫墾，種

竹子等等東西時，為了能收獲更好，他用了一大堆農藥、肥料，怎麼趕都趕不走，於是就有人想說用

一點毒藥，放在根部讓植物毒死，結果很有效。後來為了這個事情，農民就以此大作文章，就說是官

方放毒影響水源等等，他不會說是因為他在那邊濫墾，他在那邊所下的農藥、肥料比管理處用的毒藥

毒數百倍，農民都沒有講。所以我想，一旦我們開放做這件事情，民眾的觀念其實滿重要的。所以我

想這個部分，是在教育層面來說，可能也要讓民眾知道說到底甚麼樣的方式是合理的，這種人跟土地

共存之道。 
 
丁秀吟老師： 
 剛剛聽了很多老師談到，如果災害要透過耕種來減少，好像不是那麼容易，但是至少可以維持住

原本應有的環境，也就是至少原本的環境不會被破壞。如果從這樣的概念出發的話，比較傾向於怎麼

樣做一些比較有利的複合使用？就是怎麼樣的種植是對於這個地方，包括地質、土壤、氣候環境等，

是比較有利的？這種比較有利的複合，至少對於生態面或是防災，應該比較有幫助，雖然不見得可以

減少很多災害，但至少可以維持住原有的生態、環境。另外跟這個比較類似的是，在整個生產過程中，

在耕種的過程，其實是有經濟活動與生產，在這樣的過程裡面，或許再開放會比較不容易去控制，因

為大家會比較希望追求比較高的經濟價值，可能在這部分必須從教育或其他層面來做，讓這邊的人知

道說，在這樣的經濟活動之下，可能會有甚麼樣的後果。就是說在一定的經濟產值下，他可能可以達

到某種程度的生態，把這樣一個概念，生態價值，一起放到產值裡面來，或許是在談價的時候可以思

考的方向，這是我粗淺的看法。 
 
顏愛靜老師：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除了生產的價值之外，能不能把生態的價值部分也衡量出來，然後讓大家感

受到他的多功能性的確是存在的，這樣一方面讓他的價值提高，二方面也可以盡量避免大家還會朝其

他濫墾的方式來發展。 
 
林士淵老師： 
承續剛才戴老師所講的，到底複合農林業對於減災有沒有效果？其實應該是未知的。雖然目前有

一些正在做複合農林業，也看得出他對維護環境有一定的效果，但能不能當成一個證據，我想仍要再

討論。從另一個方面說，要減災的這個＂災＂的來源是甚麼？我們是有一些方法，就是去探討，像剛

才老師提到的道路可能是災害發生的重要來源，還有一些自然因素，比如說地調所的一些資料，雖然

戴老師說可能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更多，那更多的要從哪裡來？對於這些災害的來源從哪裡來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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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事實上應該要靠在地居民，所以我在此有個建議，怎麼樣善用原住民的知識，基本上是從他單

純在做農業使用的地方，既然他選擇這裡做農業使用，而且是合法的，並不是在林地裡做，一定會避

免災害，他選擇這些地方的條件、原因是甚麼，在某種程度上來思考，這個地區有這樣的條件，比較

不容易發生災害。從這樣跟原住民的訪談、跟地區的知識討論，希望可以找到越多像這樣子的，災害

的來源、原因是甚麼，可以從原住民的知識裡面去探討、分析，這樣或許對於農業到底能不能減災，

能減哪些方面的災，可能比較會有明確對應的關係，這是關於減災部分我的想法。 
 
顏愛靜老師：謝謝，的確是這樣，我們之後也會到原住民地區去請教他們。 
 
黃信勳博士： 
我從概念的角度出發，減災就一定是有災，如果在一個孤立的小島上，每次颱風來都發生土石流，

我們不會認為那邊有甚麼環境問題或環境災害，我們之所以稱它是環境問題或環境災害，是因為從人

的角度來講。所以這前提，概念上如果這地方本身自然條件上就是會發生我們認為災害的時候，這地

方就必然不能成為顏老師計畫所要探討的地點。如果這個問題可以去除掉的話，我覺得下一步要來探

討減災、氣候變遷的話，這個東西還有一些爭論，就是生物炭，生物炭這個概念其實是把一些有機質

用無氧燃燒的方式，讓他成為一種炭，是一種有機質，可以長期保存在土壤裡面，有一些人認為他是

可以作為一個固炭作用，可以把二氧化碳停留在土壤裡面，不要讓他在大氣中，如果這東西真的實證

的話，將會是農業對於減緩氣候變遷的重要做法。現在成功大學、屏科大都有在做，而且有一些基本

的成果，用一些容易、低成本的方式做生物炭，而且這生物炭對農業發展是很有效的，因為有機質對

農作的生長非常有幫助，就不需要這麼多的化肥，對環境相對是友善的，如果從這角度來講，可能可

以勉強稱之為減災，因為我一直認為減災這個概念我不太認同，因為我覺得有災，他如果要發生應該

就要發生，不要去跟大自然拚，是很不智的作法。 
 
顏愛靜老師： 
 其實我們在訪問原住民的時候，他們也常跟我們講，常會淹水、發生災害的地方，都是漢人住的

地方，我們祖先早就說那些地方河流會經過，我們就不要住那邊，我們就住別的地方。所以我想他們

是有一些知識存在，也是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避免災難，順便回應士淵老師、秀吟老師所講的。 
 
徐世榮老師： 
 其實減災我也很少涉略，減災比較像風險，我覺得要跟社會系統連結，我們大家願意承擔多少的

風險，剛才詹老師提到的社區林業，剛才我們提到的設一個委員會來審複合農林業，可能也涉及到原

住民族的共管機制。其實，減災比較像風險，我覺得要跟社會系統連結，我們大家願意承擔多少的風

險，怎麼把它定義成災？如果大家願意共同承擔，可能就不是災了，如果大家不願意共同承擔，那才

是災。所以，大家到底願意承擔多少風險，這部分可能涉及到一個機制，大家來決定這個災的範圍到

底多大多小？可能不是一個科學家、專家可以來決定的。 
 
顏愛靜老師：其實就是有點結合戴老師的說法，該淹水的地方就讓他淹了 
 
 
 
戴秀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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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像他會淹水，科隆也是每年淹，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堆做棧道用的木板跟鋁架，該淹水的時候

就開始架起來，你就會看到人都是走在棧道上不是走在馬路上，底下就是滾滾洪流，每年大家都很有

準備。 
 
顏愛靜老師：甚至林老師講的，災難不是災難，如果每年都會來的，就不叫做災難。 
 
林益仁老師： 
 我記得莫拉克的時候，有一個記者甚麼莫拉克四勇士，後來有一個人講說，其實我們部落裡每個

人都這樣，如果你沒有出來幫忙或主動救人，那你才是很奇怪的人。就剛好是那四個被拍到。所以說

在那裏面已經有他們運作的社會機制，因應著急變環境，他有必要的敏感度，現在像戴老師剛剛講的

堤防，其實是在降低我們的敏感度，因為在科隆就是知道每年都會淹，他們就非常熟練，在山上也是，

你是避他而不是抗他，我們現在整個的精神就是去對抗他，政府就說我替你蓋了多少堤防好像做了多

少政績，問題是來自於這個。如果說真的堤防垮了，才是大災難。看過一篇文章講說印度恆河旁，也

是洪氾區，政府可能就是花錢去蓋堤防，蓋堤防以後，人就開始往堤防旁邊來了，房子就來了，結果

潰堤死得更嚴重，比每年洪氾還要更嚴重，人員、財產損失更大。呼應剛才老師們提的，人就是不能

跟天抵抗。 

四、 結論 

顏愛靜老師： 
 真的很謝謝，我們今天也學到很多，從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概念來講，如果要從事複合農林業，

也許我們可以採取一種許可制，然後審核時要透過中立的單位，而不是從林務局來看。各位也給我們

很大的啟發，不能只談conservation、preservation，要從人的角度去看問題，包括社區林業，在森林旁
邊的人們怎麼去照顧樹林等等，跟在地社區做結合，我覺得這是滿重要的。剛剛各位也有談到減災，

與其說減災，其實是要有風險的概念，因為就是一定會這樣子，我們就是要做好因應的措施，以免降

低我們的敏感度，不管怎麼樣，原住民的在地知識還是滿重要的，因為他們有很多作為，我們發現他

其實很懂得防範風險，這是我們這麼多年來做的研究裡面可以得到的啟發。不管怎麼樣，各位都認為

我們還是要加強論述，要把conservation、preservation、indigivation論述建構起來，去強化複合農林業，
施行的話的確要因地制宜，還有很多的條件及不同的組合。其實我們在看很多文件也是這樣，國外也

是一樣，像剛剛我們不是放了照片，那真的是很多種方式，不是只有一種，所以這是我們將來面臨的

挑戰，以後再請各位老師不吝指教。今天非常感謝大家，讓大家在座談過程中學習，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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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加拿大 2013 年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 Canada)由安大略國際發展機構(Ontari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OIDA)舉辦，地點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市內的懷雅遜大學

(Ryerson University) ，現場粗估工作人員、發表者、旁聽者加起來約 50 至

60 人。OIDA 的組成會員十分特別，它是由南亞與西非國家的學術、NGO 成員共

同成立的，這些國家目前正面臨人口、糧食壓力，以及全球環境與氣候變遷的苦

果。全球化所創造出的財富並未使第三世界國家受益，反而全球化下一些負的外

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如跨國的環境污染、氣候變遷與國際經貿的掠奪加

深了第三世界國家環境、資源的退化，進而衍生更多社會問題。因此，來自加拿

大的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成員一同加入該組織，不僅結合科學、學術研究成果

幫助發展中國家，且與其他社會分享社區為主的永續發展知識。 

  

圖一、這次會議的共同主席 Neville Hewage 

（右） 

圖二、大家聚精會神聆聽 Dr. Henri Pallard

的專題演講 

本次研討會十分特別的是公布了文章的總收文數、接受的文章數與錄取率：

共有 753 篇投稿論文摘要，其中有 186 篇接受，錄取率為 24.7％；而口頭發表

的論文數計有 41 篇，網路通訊發表的有 10 篇。這種作法在本人目前參加過的研

討會來說算是創舉，也許是想要昭告所有研究者該機構對研討會的重視以及審查

的嚴謹程度。 

研討會討論主要分成四個子題：(1) 永續社會與人類發展(Sustainable 

Social and Human Development)；(2) 社會科學與人文(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3) 人權與善治(Human Rights and Good Governance)；(4) 永

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主要都是圍繞在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永

續性議題。地政學系顏愛靜老師與本人共同發表的文章「邁向永續發展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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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自主治理：以臺灣泰雅族部落為例(Self-governance on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in Tayal Community 

in Taiwan)」立基於原住民族個案研究，按照子題一「永續社會與人類發展」的

構想，嘗試以馬告產業小組在鎮西堡部落的泰雅族文化傳承、有機農業推廣、生

態旅遊，乃至「鎮西堡學」的創立，與在場學者先進、非政府組織成員一同分享

發生在鎮西堡部落的故事。 

研討會發表的時程相當緊湊，第一天（六號）下午 4:00 開放註冊，6:30 開

始有一個備有晚餐的專題演講，直到晚間 9:30 結束。講者 Henri Pallard 博士

主要分享他在不同文化中，身為一個發展研究者的角色，他自省「我真的幫助到

他們嗎？」、「他們真的需要這樣的幫助嗎？」等等發展研究者比較不常反躬自省

的議題。 

他的演講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無論東西方，當主流社會強加入自身價值的思

考於弱勢族群時（特別是原住民族或住在偏遠地區的居民），會主觀地認為「你

們的生活/收成/醫療等等不好，所以我要給予你們什麼」，所以不止是政府給予

補助，就連民間團體也會以「認養」的方式來「幫助」他們。然而，這就是「幫

助」嗎？還是給予了其實當地人根本不需要的東西？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泰雅

族人告訴我們曾有外地團體不管族人的意見，硬是在鎮西堡周邊山區種上 2,000

棵櫻花樹苗，說要「美化」他們的部落。但是，他們可曾想過對於在地人來說的

「美」的價值觀是什麼？是為了要迎合平地人價值觀種上許多奼紫嫣紅的花花草

草呢？還是配合當地生態保持原始林的樣貌比較美呢？也曾有外來團體說要認

養當地學童的午餐，繼之而來的團體要認養早餐、晚餐。這的確是慈善團體的一

番美意，不容否認。但是，美意的背後，可曾想過學童與家人之間的情感聯繫，

在於晚間孩童放學、大人下班後一家團圓的晚餐時光。而政府在山上各種修路、

水溝、擋土牆、甚至壯闊如萬里長城般的攔沙壩，真的是「水土保持」嗎？還是

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豪雨、颱風、土石流沖毀，形成不必要的浪費？我們之前的研

究顯示，山坡地崩塌地點真正發生在原住民開墾地的相當少，有的崩塌是自然發

生的，而其餘多半發生在道路邊坡旁或水土保持工程所在地，這是否顯示政府「好

心」要幫助原住民解決水土保持問題的工程施作地點、工程品質、乃至工程的必

要性有檢討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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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開始發表 圖四、發表完成後，大會頒給發表證明 

隔天的 9:00 至 9:40 有另一個有關恐怖主義的演講展開一天的序幕，之後便

是論文發表會直到中午。中午大會安排了另一位講者，搭配簡單的午餐，我們享

受了捲餅午餐與永續發展的歷史。結束午餐後，馬上展開下午的發表場次。 

我們的發表安排在最後一場，亦即 5:00 至 5:20 的時段，在聽取了眾多精彩

演講與重要觀念的一天之後，終於輪到我們的發表。幸好事前準備充分，臨場不

至於太緊張，然而，平時聽習慣歐美英語口音的我們，面對陌生的其他國度口音

的提問不免有些左支右絀。在結束一天的研討行程後，大會的晚餐時間亦不免俗

的安排了一場演講，講者主要研究高齡化、貧窮、社會住宅等議題，這頓晚餐很

圓滿的在 9:30 結束，結束了相當「精實」的研討會行程。 

二、 與會心得 

 這次與會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於研討會時程的緊湊與密集。以往

參與的研討會不會如本次這樣的「精實」，在短短一個半小時內發表四～五篇，

每個時段的休息時間還有安排演講等活動。必須說這樣的安排是滿累人的：在一

個研討場合，用不熟悉的語言，加上每個地區的特殊口音英語，必須聆聽、發表、

兼以回應提問人的問題，必須要非常專心才能大致掌握對方的主要論點與提問。 

回顧本次研討會內容，除了我們發表的文章之外，大會中發表的論文亦不乏

有趣且與自身研究相近的主題。其中最吸引本人注意的一篇文章是一位印度學者

Ambujam 教授的文章「水資源保育對鄉村農業生產與其永續性的影響(Impact of 

Water Conservation on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Its 

Sustainability)」，文章內容是關於印度南部省份的農業水資源利用型態。在引

進先進灌溉技術之前，印度本來有農民自身所組織的灌溉系統與社區體系，他們

以每個蓄水池(tank)為中心，將田以溝渠分成一畦一畦的完整區塊，引水灌溉。

引入西方先進灌溉與農作技術後，卻發生減產、水田污染與環境資源枯竭的問

題，在地社區農民幾經思考，認為使用原本農作技術較可以永續耕作，回復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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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生態環境與生產規模，於是，他們回到過去，用老祖宗傳下來的智慧繼續使

用傳統灌溉系統，的確使得生產回復到原有的規模。這類藉由傳統生態知識(TEK: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而生產出不亞於西方科學知識下的作物產

量的例子，在生態人類學研究中屢見不鮮。而這篇論文想必大大顛覆了我們對農

業科學體系與傳統農作方法的想象，而傳統生態知識目前也有不少的發展學、人

類學、農學研究者正在潛心研究，為永續的環境與社會努力。 

  

圖五、Ambujam 教授發表令人感興趣的傳統灌

溉系統論文。 

圖六、印度南部農村的傳統灌溉系統，比起

現代化設備更能適應當地環境。 

此外，我們發表過後，發現國外的論文大多以一個章節點出每個研究的「挑

戰(challenge)」在哪裡，檢討每個看似成功的案例背後引人憂心的缺失或困難。

我們的論文則沒有加入這項，或許這樣會使得我們的論點呈現一種「報喜不報憂」

的情況，以致在政府政策的建議上顯得著力點不足。將來再改寫投稿期刊時，我

們會更加謹慎考量到個案研究的優勢與劣勢比較。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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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governance is an approach for preventing community resources overuse and degrad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Ostrum (1990) proposes a concept of self-governing organisation for people whom 
collectively act on common pool resources (CPRs) governance. In this model, participants can make 
force and constraint contrasts that supplementary choices bring into new game theory framework which 
makes the primary control of outsiders transiting to negotiation between two participants. Hence, whilst 
negotiation is reached and participants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e paying entire cost is far lower 
than the cost of central control (Ostrom, 1990).  

Forestry, farming landscape are sort of CPRs in many Taiwan indigenous high mountain communities, 
and so does Cinsbu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is an urgent mean to adapt to such limited living 
space. For indigenous communi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elf-governance, this study takes 
Maqaw Business Group (Tayal indigenous people, belongs to Cinsbu Community in Hsinchu, Taiwan) 
for instance. This group was organised in 2005, which maintained Tayal's culture (ex. Gaga, ancestor's 
words or advice, usually understood as “disciplines and taboos”) and opposed outside corporation's 
control over local business as their calling. Besides, this group emphasis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economy, which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tect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eserve Tayal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this reason, Cinsbu Community members and B & B operators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promote community economy, ecotourism, and Tayal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Maqaw Business 
Group has helped local farmers to transform from conventional farming to natural farming without 
depending upon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In order to make agriculture matching up local mountain landscape, special agroforestry cultivation is a 
good case for explaining adaptation onto Cinsbu’s high mountainous landscape. Indigenous farmers do 
not chop the trees next to farmland. Instead, ancient wisdom told them to preserve trees for preventing 
the loss of topsoil by rainfall. Meanwhile, Tayal people know that trees stabilise slopeland and water, 
and they keep grass as food or natural pesticides for pests (ex. bitter or spicy plants keep insects away). 
The most interesting one is that stone is very useful in Tayal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They do not 
eliminate stone but keep in field for faster drainage. Moreover, under solar power, endothermic stone’s 
temperature raises to keep crops warm from chilling injury.  

Also, group members develop the term “Cinsbu learning” for outsiders (esp. tourists) to realise the 
Tayal tradition, beauty of the forestry,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this community. The idea is 
that people can learn anything from forest, indigenous people's farm, and at any place without school 
classroom in Cinsbu. Not only the environment,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ir Tayal culture form 
community landscape, but also tourists’ observation, learning, involvement to mould into “Cinsbu” and 
knowledge of “Cinsbu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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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pplies literature review, in-depth interview,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workshops for 
data collection. We found three factors that composed indigenous collectively self-governing action on 
CPRs: 1. Tayal people establish their basic idea by traditional “Gaga”; 2. regarding indigenous people 
as a main constituent for resource governance; 3. legislating fair and transparent regulations. We 
conclude this study that Maqaw Business Group adequately uses local natural resource for tourism 
without valuing the seriousness of resource degradation in the beginning. Later members retrospected 
their way of life, and try to engage in agroforestry. Besides,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business and 
income source in Cinsbu. However, it is a pity that tourists come and go and never learned something 
relevant to indigenous culture. Group members therefore created “Cinsbu learning” for tourist to 
actually experience indigenous people's life and their idea towards the nature in their community. 
Group members establish a fully self-governing organisation by their willingness and help Cinsbu 
community to build up self-governing ability towards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start a positive effect for a sound and harmonious community.  

Keywords: Agroforestry, Common pool resources (CPR), Maqaw Business Group, Self-gover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insbu learning 

INTRODUCTION  

According to a census in 2013, the popul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who live in high 

mountain areas is 160,655[
1
] (30.3% of whol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For those who live in the 

mountain areas, agriculture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business. In prehistory periods of self-sufficient and 
harmonious farming, indigenous peoples cultivated the land by slash and burn methods with few 
impact toward the nature. Since few decades, many indigenes has converted forest into cultivated 
farmland, applied fertilizer, and sprayed pesticide (so called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Although such operation does raise agricultural yield and income, it damages farmers’ 
health, soil barren and erodent, farmland fertility decline, and results in water qualit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Forestry, river, and farming landscape are sort of CPRs in many Taiwan indigenous high mountain 
communities, and so does Cinsbu community. Cinsbu Community is a Tayal indigenous community 
located in Hbun Tunan Village, Jienshih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Taiwan. It is a geographically 
remote community within the range of Mknazi Watershed, where is also the range of Shihmen 
Reservoir and its catchment area. Hbun Tunan Villagers belong to Mknazi Group, Sqlyk, Tayal. As the 
CPRs degraded rapidl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faded away gradually, the indigenes in Cinsbu rethink to 
revitalize the whole environment. Some Tayal people attempted to us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organic 
farming, alleviating the damage to body and land by using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spraying. 
They set up an organization to develop agroforestry, ecotourism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by 
self-governance. 

Nowadays, most of the farm households in this community adopted organic farming, which combined 
with crops and trees growing and showed as a model for othe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However,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Hbun Tunan Community was not necessarily 
operated without obstruction or frustration. Thu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self-governance helps 
forward organic farming progress, CPRs protection, and its challenge by in-depth interview,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AL REVIEW  

Common pool resources (CPRs)[
2
] are natural or human-made resources used simultaneously or 

sequentially by members of a community or a group of communities, which share two important 

                                                 
1About the detailed census data, please see: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0&DID=0C3331F0EBD318C2
345A69447FC6B5DA (retrieved date: July 5, 2013).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aiwan, R. O. C. is 
23,340,136 in the census of 2013. Please see: 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list.htm (retrieved date: 
July 12, 2013). 

2 Common-pool resources (CPR) is a natural or artificial resource system. The coverage range is h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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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excludability and subtractability (Ostrom, 1990: 30). Becaus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CPRs are potentially subject to over-exploitation, depletion or degrad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CPRs, a challenge is how to co-ordinate use by individuals as population grows in order to prevent 
over-exploitation (Williams, 1998:2). 

In the discussion of forestry, pasture, and other CPR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policy science, the three 
models of Hardin’s (1968) the tragedy of commons, Dawes’ (1973; 1975) prisoners’ dilemma, and 
Olson’s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are often quoted. These models point out the same 
conclusion: “individual rational strategy can lead to collective irrational consequence”. It is the 
coordination problem in the framework of 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 Policy scholars who accept 
this model give solutions either ‘national centralized control’ or ‘non-interference market mechanism’. 

This sort of strategy, however, has its prerequisite conditions. The consequences of all privatizations or 
national controls are not as ideal as expectation, sometimes even causing or accelerate resources 
degradation. Therefore, western scholars start reviewing resources institution theory. Among of them, 
Ostrom (1990) begins with CPR self-governance to discuss the choice beyond private market 
manipulation and state control, attempting to seek the answer of maintaining resources sustainability 
from local knowledge and then address a new game theory model. In this model, in regard to CPR use, 
participants can make force and constraint contrasts that supplementary choices bring into new game 
theory framework which makes the primary control of outsiders transiting to negotiation between two 
participants. Hence, whilst negotiation is reached and participants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e paying 
entire cost is far lower than the cost of central control (Ostrom, 1990). 

In this case the Tayal indigenous community called Cinsbu, due to latest discovery of cypress forestry; 
they traditionally cultivate for their livelihood, but also develop tourism nowadays. Because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getting raised, Cinsbu's Bed and Breakfast (B & B) business develops very soon. 
Tourism becom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 of the community. It is simultaneously, nevertheless, 
whilst tourism brings streams of customers, tourism also alters the environment, community's life styl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avoid the community business trapped into the tragedy of commons, 
community members shall completely get local information and implement their traditional knowledge 
for seeking an appropriate self-governance method to both develop local business and communal 
CP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ACTION OF CPR’S SELF-GOVERNANCE IN CINSBU COMMUNITY 

 1. Gaga, the starting point   

If people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Tayal people's governance view of CPRs, Gaga i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 them. 

In a Tayal traditional community, usually has three different organisations, they are qutux gaga (group 
of co-worshiping ancestors), qutux mlata or qutux phaban (group of co-hunting, co-working, and 
sharing), and Gaga relative group (group of following same gaga and regulation). Tayal language 
“alang” or “qalang” represents community, settlement, and village, which is the basis of whole Tayal 
socail structure. In the past, community structure was based on consanguinity, to constitute a political 
unit where had its sovereignty and vague territory. Such community has above three organisations 
(qutux gaga, qutux mlata, and gaga relative group) to run its social function. Gaga has multiple 
meanings, and the most common interpretation is “ancestors' words”, or “the words, regulations, or 
taboo told by the elderly”. Tayal people may have different gaga. Whilst a group of people respect the 
same gaga, they always follow the same regulation in a group to jointly work, hunt, share, and burden 
the sin and responsibility (Kojima, 1915; Huang and Yu trans. 1984). 

There is no obvious class concept in Tayal traditional social organisation. The leader of the community 
is not hereditary but according to personal ability. The internal constraint among group members is 

                                                                                                                                            
and individual increasingly appropriation of resource unit will decrease the storage of resource system 
so that it is costly to exclude potential beneficiary who gains resource (but it is not impossible to 
exclude) (Ostrom, 19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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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belief of utux (ancestors' souls or ghost). People once violate common value and ancestors' 
regulation, disasters would come to not only the violator, but other gaga members. Traditional Tayal 
productive activity highly relies upon natural resources. If each person do not constraint their own 
behaviour, it would definitely impacts other community members' harvest. Therefore, Tayal people 
establish cooperative regulation to decrease possible conflict of resources use. Moreover, Tayal 
people's productive activity relies on primary labour force, thus they have to take action collectively to 
create higher benefit more than individual benefit (Yen and Kuan, 2004: 31). 

2. History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Cinsbu 

Cinsbu is at Hbun-Tunan Village, Jianshih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See Fig. 1). Original called 

“Cinsbu Community” includes territory of Cinsbu community and Smangus Community
3
. Cinsbu, in 

Tayal language, refers to “the place where sunshine first comes at dawn”, which implies it is located in 
a relatively high mountain area. Local people call their community “the most close to the God 
community.” Cinsbu is also the most early community in Hbun-Tunan. Tayal ancestors migrated from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northward. They went through Sihyuan Wind Gap, ridge of Dabajian 
Mountain, Sinaji Mountain, Hbun-Tunan, and finally arrived in Cinsbu. 

Cinsbu Community's traditional production is agriculture, including cereal and root tubers. Mille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rop for Tayal people because of its multiple function for eating, brewing wine, ritual 
use. Other crops are beans (ex. pigeon pea), squash, vegetables, ramie etc. Economic crops are 
Japanese pear, peach, high mountain vegetable, bell pepper, mushroom, and tomato etc. Japanese pear 
and peach have the most quantity in seasonal fruit sale. Due to climate influence, community farmers' 
income is unstable, so that most of farmers (most of them are male ) take temporary jobs for increasing 
family income outside or inside the community (Yen, Chen, and Liu, 2007: 74).   

 

 

 

 

 

 

 

 

 

                                                 
3
 These two communities were originally from Cinsbu. Due to increase of population, some people 

moved out and found a place named “Smangus”. Nowadays, people usually call two communities 
“Smangus-Cinsbu Community”. In this study, we use “Cinsbu Community” to represent these two 
communities as a huge community range. 

Fig.1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Cinsbu, Jianshih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Retrieved from http://hccst.pomost.com.tw/chinese/travel_04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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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Cinsbu’s tourism development origin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primary cypress forestry. In addition, 
two days off of the working week makes people asking for outdoor activities to relax. Cinsbu is where 
the place has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lso has chance to alter its business.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tourist number, number of local B & B increases as well. However, most tourists go to 
Cinsbu on Saturday and Sunday and not many tourists go there on working days. That makes B & B's 
revenue high but averagely unstable. Therefore, B & B owners still cultivate for stable income.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town office hold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months for promoting peach and 
Japanese pear sale, for instance, peach festival in March, peach festival in June and July, and Japanese 
pear festival in September. During these time, thousands of tourists come for tasting great fruits, food, 
and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raising occupancy rate of each B & B indeed helps local 
economy a lot (ibid. 2007: 45).  

4. The Establishment of Self-Governing Organisations 

(1) Tayal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Mknazi Tourism Associatio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qaw Business Group, due to efficient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good 
achievement, many outside planning groups started to contact with Cinsbu Community, and helped 
community to submit proposals to the government for subsidies. At the same time, community 
members are aware of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insbu Community is just at the 
beginning, they still need governmental resource for supplementing the part of lack. By community 
meeting and discussing, they agree to establish an association for nurturing communal talents and 
creat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y (Huang, 2001: 3). Therefore, Tayal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in 1999. The association not only did communal works, but also 
progressed spatial planning, communal arts, cultural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tour guide nurturing. It 
is the base for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and also for conserving natural resources, developing 
eco-tourism, and B & B (Hsiao, 2004: 83-84). 

After one year running the association; however, association members had different opinion on 
association operation. Therefore, some community members left and established Mknazi Tourism 
Association in 2002 for farm product marketing at first. They increased communit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or customers to experience Tayal culture and food. They also changed B & B operation 
method from operation individually into “co-management and operate individually”. Besides, the 
association actively instituted communal farm product marketing mechanism, integrating communal 
farm product for common marketing as achieving economy of scale and its channels and patterns 
(Hsiao, 2004: 86). 

(2) Maqaw Business Group 

In 2005, members of Tayal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under the help and 

assistant from Taiwan Indigenous Community Empowerment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Maqaw[
4
] 

Business Group. Its development theme differed from developing ecotourism idea, instead, their 
purpose was based on Tayal culture to maintain community environ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y strongly opposed to give their community and territory to corporations for avoiding 
Tayal culture displaced by outside culture. Informant A1 and A2 said their mission: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conservation is a precondition for development, but it is the 
perspective of outsider, which does not meet the local need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often 
result in many unforeseen problems. For Tayal People, forestry is fountain of life; if forestry is 
destroyed, the growth of various crops will get worse. We operate business with local experience 

                                                 
4‘Maqaw’ is a kind of mountain pepper, which is suited to growing in low to middle altitudes 

(500~1800 metres). For Tayal ethnic group, it is an important spice which is a special seasoning and 
can be used to relieve one’s thirst. It has a very specific meaning of shared harmonizing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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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cological wisdom, we will not destroy the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can be achieved not only by Tayal traditional masonry methods, but also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value… In addition, Tayal People know the nature of 
forest deeply; the external government does not know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ten frames the 
policy by imagination.” 

As to cultural inheritance, Maqaw Business Group often hold traditional ritual for uniting 
community members' identity. Informant A1 said: 

 “The preservation of Tayal culture is passed down through dictation and ceremony…In recent 
years we hold the qo’tas ceremony… we believe that Tayal culture is gifted to Cinsbu 
Community by the God.” 

Although Maqaw Business Group is not registered by law, it integrates B & B operators and other 
community member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constituting mechanism for fund financial support 
in order to encourage community economy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For instance, they establish 
internet marketing for farm product and enlarge its selling channels,  hold camping activities; lead 
eco-tourism; and attract tourists to know Tayal culture (ibid. , 2004: 86-88). Peach marketing in Cinsbu 
mainly relies on Maqaw Business Group to promote community self-production and self-marketing. By 
community internal co-operation, they can decrease the disturbance of wholesalers' price and decline 
marketing cost, guaranteeing farmers' income being stable. Informant A2, who is the member of this 
group, states works which the group assists to farmers: 

 “In order to gain reasonable income, Maqaw Business Group gathers the fruit farmers in several 
nearby communities by selling self-growing products to help eight disadvantaged single parent 
families, and prevent the exploitation by brokers or even by farmers association.” 

5. Maqaw Business Group's Business Self-Governance 

As above statement, the mission of Maqaw Business Group is different from Tayal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nd Mknazi Tourism Association. Their mission is to develop 
community economy by tourism. But before that, the group emphasise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must establish on the basis of community'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ayal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is to say, 
they have to achieve sustainability of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then the economy. Therefore, every 
business should operate under such consensus. Informant A3 said: 

 “Due to the limited land area, the community should develop various businesses and make 
strategic alliance…to develop leisure agriculture together with tourism, B & B, cultural 
businesses etc. It is necessary, and it is the future direction fo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ccording to above purposes of association establishment, Maqaw Business Group's members devote 
themselves to protect communal natural recourses. 

(1) Learn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technique of Tayal people was slash and burn, which is also called swidden 
cultivation. It burns forestland and cultivate without animal force and fertilizer. People cultivate by 
using digging stick. Also, whilst they cultivate for short-run, the land needs long-run fallow (Yen and 
Yang, 2004: 398). Nowadays,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social status, and also governmental control of 
slopeland, community's farmland area declines greatly and even insufficient for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satisfy basic life demand, farmers try to increase yield of per unit area of farmland. Although Cinsbu 
started to cultivate 20 years ago, they still cultivate as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by spraying fertilizers. 
Some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gained organic certification in 1998 but such organic farming did not 
promote.  

In recent years, community residents gradually realise that tourism may bring to a risk of resources 
degradation. Thus, residents mainly composed by Maqaw Business Group, begin to practice organic 
far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Moreover, other Tayal communities in the same Jianshih Township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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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to promote nonpoisonous natural farming [
5
] and achieve great results. Residents successively 

alter cultivation method to organic farming. The pioneer informant A4 talked about the limitation of 
tourism toward community and his experience of promotion to organic farming: 

 “During the New Year Holiday, the B & Bs in Cinsibu are all booked out, the income is around 
500 thousand dollars (US $ 16,700), but the income will decrease to 50% in rainy seasons, and 
visitors shall come once awhile in weekend…Therefore, we have to make living by farming. In 
decade ago I promoted organic farming in village and church, but villagers did not believe me, 
and even teased me. In recent years, the villagers come to me to learn organic farming after 
realizing the merit and future of it.” 

When the group knew Quri Community assisted and subsidised by the government to run workshops 
for natural farming instruction, they vigorously participated this activities. Due to most of Cinsbu 
farmers were hav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so that they expected to learn natural farming. 
Informant A5 said: 

  “The aged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welcome and expect to have workshops in the community to 
learn the skill of organic farming and exchang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ensitive of pla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farmers' real demand and teach new agricultural technique, there were two Tayal 
instructors invited to workshops. Tayal instructors are farmers who successfully run natural farming or 
gain organic certification in othe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Because of the same culture background, 
language (Tayal), and production environment, instructors were easy to know local situation and teach 
in an appropriate way. Such “farmers learn from farmers” workshops deeply strengthen farmers' 
confidence to cultivate organically. Because all the people were relatives, friends, seniors, and same 
ethnic group, in workshops, they did not feel hesitative or shy but asked instructors lots of natural 
farming knowledge, and also practiced in person.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people start to cultivate 
organically after learning in workshops. Informant A6 said:  

“If there is no certain income source, the young men will leave the community; so we spend a lot 
of time to learn how to do organic farming. About 15 years ago, there was only one farm doing it, 
nowadays the organic farms has been increased to 50% of the community; some of them lived in 
the village for a long time, the others were just back to hometown.” 

 

 

 

 

 

 

 

 

                                                 
5To broadly define, in this study, 'natural farming' is introduced from Korea which uses Han-fang for 
cultivation without pesticides spray. It is a low-cos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nd the way of producing 
safe food, which its intension is no difference with 'organic farming'. However, natural farming, in this 
study, is not only representing cultivated technique, but refers to communities where are progressing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commu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rebuilding, and beyond the 
current concept of organic farming. Furthermore, in terms of reality, due to current organic farming 
recognition is very strict and also recognition cost is very high so that general indigenous communal 
farmers cannot afford the fees. Thu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cultivation ways, this study adopts 'natural 
farming' to specify them. 

Fig. 3 The students paid attention to the 
lecturer and took notes diligently. 

 

Fig. 2 The students attended the workshop 
of natural farming and learned the skill of 
making f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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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ly, transformation is not without obstacles. Informant A 6 and A7 told about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ed:  

 “Before we joined the operation of organic farming, we have difficulties to afford the 
production cost, pay organic certification fee, and find selling channels. In the beginning, we 
have to invest around 300 thousand ($10,000 USD) dollars to build the facilities of simplified 
greenhouse and plant factory, then to pay the certification fee to verify the (high) quality of farm 
products (for customers)…if farmers do not know the verification procedure, they will get 
panic.”     

 “In the beginning (at least five years) we have to invest large amount of money, and gain a little 
bit of profit only after receiving the organic certific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we have to shore 
up the unprofitable business at first; we have to find other ways such as (agricultural) learning 
camp to gain the income.” 

Dur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s a result of unstable income, it is a huge economic burden for 
community residents. But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natural resources, they consider that it is worthy 
to insist on such important issue. Informant A6 said: 

 “Conventional farming destroys land and human health because of the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Even the seed is good in quality, unhealthy land still cannot grow good crops and gain 
profits in the long term. People do not look for the future! The land has to use in sustainable way 
to develop our own ethnic group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If the land is damaged, people will go 
away finally. So we have to tell our children that the land is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y given by the 
elderly. We should maintain its integrity.” 

(2) Cultivation in Agroforestry: Harmonising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roforestry is a business mould to combine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purgeon (1980:58-61) indicates 
that the origin of agroforestry was in a result of forestry destruction and degradation of soil fertility by 
slash-and-burn, so that through scientific technique, the destructive forestry gradually recovers and 
residents' needs could be satisfi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agroforestry for conserving 
biomass and avoiding deforestation. In 1992, 21st agenda which is made in Earth Summit that 
conducted by the United Nation, depicting that agroforestry is a sustainable way for land use and 

management.[
6
] 

King (1987:664) indicates that agroforestry is a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system. Such system is 
simultaneously or intermediately compatible with local culture and customs. An adoption of 
agroforestry can appropriately protect water and soil on slopeland, decrease flooding and landslide, 
increase humus, and maintain soil moisture. 

As mentioned earlier, traditional Tayal cultivation technique was slash and burn. Their cultivation was 
to open ground within a great old-growth forest. However, such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nowadays 
disappeared due to great loss of old-growth forest. Informant A8 told us the Tay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o cultivate as agroforestry: 

 “We do not cut the trees on farmland, so tree roots can seize the soil to slow the erosion of 
topsoil, and the branches of the trees can be cut to provide sunlight for crops growing… We grow 
mountain fig up the farmland because it grows quickly to maintain topsoil. If the land is 
cultivated for a long time, we shall grow Formosan Alder to restore soil fertility. Long time ago 
our ancestors grow crops with at least five plots for shifting cultivation. For example, the first 
plot has been cultivated for four years, then indigenous farmers moved to another plot for 
farming, and so can be analogised...; they learned that each abandoned patch normally had to left 
fallow at least for 20 years before the soil became fertile enough to grow again. If there were 
Formosan Alder on the farmland, farmers would not grow crops owing to its land fertility is not 

                                                 
6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Fores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isd.org/rio+5/agenda/principles.htm; 

http://habitat.igc.org/agenda21/for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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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ugh.” 

Cinsbu Community is at high mountain slopeland, where farmland is easy eroded. In behalf of 
preventing above problem, farmers of Maqaw Business Group practice agroforestry. Besides the width 

of each farmland has wider ridge, farmers grow plenty of trees such as alder [
7
] and cedar. Shade of 

trees can shelter crops, consolidate slope, maintain water and soil, and fertilise soil by defoliation.  

Interestingly, farmers do not clean all the weeds for the purpose of decreasing loss. Besides, they 
control pests and diseases by biological methods such as pheromone trap, or plant celery, green onion, 
bitter-tasting plants, peppers etc. Informant A1 told how they prevent pests: 

 

 

 

 

 

 

 

 

 

 

 “If the weeds were cut off, the insects will eat the vegetables all…if the weeds were left without 
pesticides for the insects, the loss of the vegetables would decrease to 50%...We grow cabbage, 
celery and green onion, celery and green onion are bitter-tasting plants, the insects would not 
come.”  

Besides, farmers attempt to circularly use materials as farm equipment. For example, farmers covered 
plastic sheet on each plot of the farmland for avoiding weeds. However, it led soil to salinization and 
hardening that obstruct nutrition absorption. Besides, broken plastic sheet cannot be degraded so that 
pollutes the land. Moreover, plastic sheet have to change year by year, which is no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Now, farmers apply plug seedling instead of plastic sheet. Plug seedling can also obstruct 
weeds, and it is very convenient to plant seedling putting plug seedling into the soil. Plug seedling 
belongs to durable goods, which can be used for many years. Informant A1 told the aim of switching to 
use plug seedling: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plastic sheet is to suppress weeds, but once it is covered the soil 
respiration cannot continue, it will accumulate salt…, if we use plug seedl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soil salinity would be reduced by rainfall due to the soil exposing in the air, … and if we use 
plastic sheet people more likely to enter and step on the field and the soil gets harder and 
harder…it could be avoided with a plug seedling. A set of plug seedlings contain around 30 
holes so that we could nurse seeds directly in the plant pot and could place the plug seedling 
into the soil directly. Bottom of the plate hole touches the soil, so roots can grow deep into the 

                                                 
7 According to Smith (2010:13), relatively few of the 650 woody species that are able to fix 
atmospheric nitrogen occur in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se black locust (Robinia), mesquites (Prosopis), 
alder (Alnus) and oleaster (Eleagnu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for their nitrogen-fixing potential [16]. 
Significant transfer of fixed nitrogen to crops has been observed in a study which showed that 32 to 
58% of the total nitrogen in alley-cropped maize came from nitrogen fixed by the adjacent red alder 
(Alnus rubra). 

Fig. 4 The agroforestry in Cinsbu Community is growing 
with the multiple crops rotation and Taiwan fir 
growing on lower end of the farmland. 

 

Fig. 5 Formosan Alder is growing on 
upper end of the farmland. 

 



15 
 

soil. We pull up the entire plug seedling while harvesting. It is a labour saving instrument. The 
cost of plug seedling might be higher in short term, but it can be reus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plastic sheet has to be replaced every year, so that in the long-term the cost of plug seedling 
will lower than the plastic sheet.” 

 

 

 

 

 

 

 

 

 

Apart from this, informant A6 said something about the knowledge of “stone” that the elderly told him: 

 “Stone is fertilizer! The field without stones will accumulate water during rainy days, and the 
plant roots will go wrong as long as staying for more than four hours in the water. So we will 
keep them as long as they do not affect the field cultivation. Stones have drainage functions, and 
leave room for the soil to breathe. While millet is growing, the sun shines on the stone which 
heats stone for accelerating the growth of crops.” 

Agroforestry is totally the wisdom of local farmers' experience. Through agroforestry, people can 
harmonise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also maintain local biodiversity. It establishes 
basis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3) Teaching Tourists the Tayal Indigenous Culture: the “Cinsbu Learning” 

Cinsbu Community is residents' living space, where confronts impacts of great number of tourists and 
derivatively pollution as well as destruction of ecosystem. It is also part of self-governance to decline 
negative externality by tourists. Furthermore, community seniors deeply retrospect that they follow 
their gaga to eat together, share traditional life experience together, and have co-existent relationship 
with mountains and forestry. It is a pity, however, that as western positivism and contemporary 
pragmatism propagating, traditional Tayal culture flows away. For this reason, Maqaw Business Group 
put lots of effort to maintain Tayal culture, and promotes their particular culture to outsiders.  

For achieving above goal, Maqaw Business Group develops “Cinsbu learning”[
8
]. It contains a great 

amount of Tayal knowledge. Group members construct natural community classrooms, where are place 
to instruct humanity, education, business, and ecology. They instruct tourists to learn about forestry,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mountain, and realise community traditional culture. “Doing by learning; 
learning by doing” is the way to instruct “Cinsbu learning” to various tourists and customers. Informant 
A1 explains the aim of Cinsbu learning: 

 

                                                 
8 “Cinsbu learning”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ourses: “mother tongue,” “eating, living and folk song,” 

“traditional territory mapping” and “weaving.” The raw material of Tayal traditional weaving is 
ramie fiber, but now also mixed with other materials. In Tayal tradition, only the women who are 
good at weaving are qualified to gain facial tattoo. 

Fig.7 The sets of plug seedling could suppress 
weeds and reuse for several years to 
avoid farmland pollution. 

 
Fig.6 The crops cover with plastic sheet to avoid 
the weeds growing, but it gets damage quickly 
and its small pieces may pollute farm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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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30 members of the Maqaw Business Group develop ‘Cinsbu learning.’ This learning park 
was established for three years, we think the classroom is a concept of non-spacial limitation. For 
example, while we are working on the farm, the farm is the classroom; while we are working in 
the forest, the forest is the classroom. We cooperate with elementary,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s to develop outdoor learning. Because many tourists just come to tribal community to take 
a look, eat, sleep, and learning nothing, so we create ‘Cinsbu learning’ to share the elderly 
wisdom, and have experiences regarding local agriculture, living and culture. "  

 

 

 

 

 

 

 “Cinsbu learning” is part of tourism. They arrange tours for school pupils or organisations. Division 
of works are distributed by group members’ profession that divided into activity, contact, traffic, 
lecturers, cooking, and other squads. Every group member participate each tours to provide good 
service for customers and tourists, and also practice ancient “work together” and “share together” gaga 
regulation. 

FACTORS THAT INFLUENCING COLLECTIVE ACTION ON CPRS’ SELF-GOVERNANCE 

Tayal people’s life and livelihood depend on natural environment very much. Natural environment, as 
CPRs, is inclusive to other people’s use or encounters externality problems. That is to say, if 
community members neglect the degradation of resource base, it eventually becomes “the tragedy of 
commons”. Ostrom’s (1990: 18-21) several research cases show that traditional farming people or 
nomadic people already have the concept and institution to distribute CPRs. CPRs are limited by 
certain group members (such as a community’s residents), through internal regulation to restrain every 
members’ natural resource use rights. According to our observation, Maqaw Business Group members’ 
CPR use and distribution, indeed fitting in with Ostrom’s research. This study finds sever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group members’ behaviour as follow: 

 (1) The Traditional Gaga-based Value 

Tayal’s traditional belief specifically reflects on gaga the ancient regulation and taboo. Once people 
disobey the co-value and regulation, disasters come to not only the violator, but other members who 
belongs to the same Gaga. 

In our observation, the constraint of traditional internal regulation, due to its religious and moral 
implication, is still work to community residents even nowadays capitalism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of 
whole Taiwan society. The nature is community residents’ daily life provider. Under traditional 
regulation, “share together” should be the same value to share resources together.  

 “Share together” is not only for this generation, but for offspring; a cross-generation “share together” 
is the ba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qaw Business Group’s theme is to build the base of Tayal 
culture and sustain the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 and emphasise that the use of CPR should be on 
the base of Tayal culture and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We consider that such theme to establish 
an association (Maqaw Business Group), is completely fitting in with Tayal gaga and share together 
value. Therefore, such value that follows tradition is the power for group members to gather together. 

   
Fig.8 The indigenous traditional 
territory is shown by community 
mapping 

Fig.9 The forest classroom is 
surrounded by phytoncide 

Fig.10 The indigenous women is 
demonstrating how to weave by 
ra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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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ndigenous-People-Based Resource Governance 

It is denounced that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towards CPRs often adopts elitist policy dominance to 
emphasise the government-based management mode. Obviously, without considering multi-values and 
viewpoints, the government can hardly resolve problems, or even make problems. 

The percentage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who live in mountainous area is 30.82%. Indigenous 
peoples’ livelihood depend upon natural resources very much. Once the government control resources, 
indigenous peoples’ livelihood is bound to be affected. Besides, scientific govern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is different from communities’ traditional resources governance. As Tayal seniors said, 
there is no “management” in Tayal language, but “care” represent their consideration to the land. 
Community residents cannot agree with governmental single-way policy that no community residents 
can join governmental decision.  

In contrary, Maqaw Business Group’s governance is to inherit ancient wisdom to constrain group 
members to work and share together. Under such governance basis of Tayal culture, it greatly 
represents indigenous-people-based characteristics so that community residents can recognise such 
kind of governance.  

(3) Legislating Fair and Transparent Regulation 

In some public affair cases that relevant to collective actions towards CPRs, Ostrom indicates that in 
some self-governing organisations, CPR users often create i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fair 
distribution of long-term benefit and have positive incentives towards sustainable us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in Cinsbu bring opportunity for community business. However, as tourists 
entering into community life territory, negative externality starts to impact local ecology and 
community people’s lif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self-governance organisation appears and 
regulates community security convention (See Appendix 1). Maqaw Business Group members are 
mostly from Tayal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so that by the past experience, 
they find that conflicts among members usually are benefit or free rider problems. Therefore, this group 
establish a fair institute to integrate community business to co-operation. In behalf of preventing 
undisclosed cost and benefit that cause community residents’ distrust, they unveil eve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o that it every member share each dollar they earned, and avoid possible comflicts.   

THE INSPIRATION OF SELF-GOVERNANCE FROM MAQAW BUSINESS GROUP 

CPRs in ecosystem have multiple characters that human society have to constitute the best 
management institution. People who realise characteristics of CPRs are undoubtedly local residents. 
Therefore, Ostrom argues that the governance of CPRs should adopt residential self-governing mode 
(Ostrom, 1990: 15-21). 

Maqaw Business Group was aware that the community only pay attention to tourism and its abundant 
revenue without maintaining local resources. If people continue with this way, community 
development will dismiss because of the degradation of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qaw Business Grou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leader to conserve 
local resource and Tayal culture. Both Maqaw Business Group and other community residents realise 
that whether succeeds in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bal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is 
essential the base for all the business that community residents would like to develop. Their unique 
“Cinsbu learning” is truly based on local resources. They bring customers and tourists to their 
community to tell them the true Tayal culture; bring them into the forestry to tell them how forestry 
preserves, protects, and provides Tayal people the land, settlement, and food. Such “Cinsbu learning” 
implies traditional gaga regulation, which not only transparent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for members to 
avoid conflicts, but also self-governance mode instead of governmental elitist policy is the best way for 
CPRs governance. 

Nowadays, in Taiwan, many indigenous areas confront CPR governance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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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rethink whether elitist policy is suitable fo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or not? In this study, Maqaw 
Business Group’s action is echoed to Ostrom’s argument that if natural resources are in a specific space, 
community-based CPR governance can be practiced by community members who live in such space. 
As governmental policy cannot efficient solve community problems, local organisations such as 
Maqaw Business Group can easily realise local information and problems and promptly respond to. 
However, it is really not to say the government’s role is not important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but 
materials, financial support, human resources, and talent empowerment still need the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It needs the power of “button-up” for community to tell the government what they need 
for self-governing. Thus, throug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the government, CPR 
self-governance can lead to a susutaina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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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 

 這次研討會的確是十分美好的經驗，密集的討論、精挑細選的論文品質，小眾且踴躍的發問群

眾，有別於過去參加夏威夷研討會時，那種充滿度假氣氛的研討方式（通常僅剩二～三位發表者在

研討室內面面相覷，不見其他聽眾）。此外，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與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提供各式

各樣不一樣的永續知識，有別於過去參與過以歐美永續知識為主的研討會形式，為身處亞洲的我國

提供一些不同發展經驗。若是有師長同學想要挑戰這樣的研討方式，安大略國際發展機構在年底策

劃了另一次位於北印度昌迪加爾(Chandigarh)的研討會，主題一樣是與永續發展有關：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 – India（網址：

http://www.ontariointernational.org/India2013/ICSD-India.htm），相信與會師長同學必能像

我們一樣獲得相當大的收獲與啓發。 

 此外，安大略國際發展機構亦出版一本 OIDA 國際永續發展期刊「OI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本論文修改好後，可能投稿該期刊。依照目前的學術氛圍，各大

學莫不積極鼓勵投稿 SCI 或 SSCI 期刊，而該期刊雖然並無列明於 SCI 或 SSCI 之中，但也有同儕審

查制度(peer review)，在培養自身問鼎高段期刊實力之前，小試身手似乎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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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這次研討會，大會可能是為了響應永續地球，因此發放的研討會資料僅有一本研討會議

程、補充議程、紀錄片簡介以及發言條，其餘贈品如附有隨身碟、內存本次研討會摘要的原子筆，

以及隨機的贈品如帽子、徽章、筆記本等。而沒有印製整本的論文集算是相當永續的做法。攜回資

料如圖七。 

圖七 攜回資料以順時針從右上角開始，依序為補充議程、發言條、大會議程以及紀錄片介紹。 

六、 其他 

 本次研討會論文發表內容主要參考、改寫自顏愛靜老師所主持國科會研究計劃之「原住民地區

共用資源保育與利用之分析－以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落為例(I) – (II) NSC 94-2621-Z-004-001, 

NSC 95-2621-Z-004-003」；參與研討會經費則由國科會補助，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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