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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原住民是目前在台灣生活最久的族群，日本統治時期藉由優勢的軍事武力，

討伐原住民族群，使其不得不屈服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並接受國家的統治和

管理，原住民逐漸失去原有生活空間，從最初隘勇線的推移將所謂的「反抗蕃」

限制在隘勇線外，繼而藉林野調查將原住民所有權的土地劃歸國有，並且以「授

產」改變原住民生活型態，要求原住民成為定地耕作的農民，以限制原住民的生

活，從而也限制原住民對土地利用的範圍，加上後來的集團移住許多原住民族群

因此離開他們原來生活的領域，遺留的土地和山林全成為國有土地。戰後國民政

府承繼前統治者的一切，近年來雖然對原住民部分保留地給予土地所有權，絕大

多數的土地仍然在國家體制下，並未全然歸還給原住民。目前各地展開的傳統領

域調查，一方面是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的延續，一方面也是為近年原住民自治運

動進行準備，讓原住民的民族自治能真正落實。 
阿美族於日治時期明治三十六年（1903）四月起，便劃定於普通行政區，加

上由於長期與漢人混居，其所擁有的領域，並不像現在高山上的原住民族群，有

非常明確的範疇，經常是阿美族人的土地與移民者錯落其間的情形。此外，日本

在土地的管理上與山地其他原住民的管理方式不同，加上土地利用和耕作的方式

長期混居生活之下，漸受到後來移民來台的漢人影響，大多以定耕的農業為主，

其管理的方式與漢人相同，阿美族人在日治時期就必須繳納稅賦，也擁有少許土

地的所有權。因此，近年來政府單位委託學者從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計

畫時，對於阿美族的傳統領域究竟能確立多少也不是很有把握。一來，並不認為

今日阿美族群有所謂的傳統領域，因為過去日本當局並未將族人的生活空間的界

線明確區劃。二來，認為即使有傳統領域，長期與漢人混居的情形下，經過移民

者兩代甚至三代混居的情形下，阿美族人所擁有的土地大多零碎地和漢人交錯，

許多原為阿美族人之領域，有部分在今日也無從確認其範疇。之所以會有上述的

看法，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國家的法律對於原住民傳統習慣法，並未以法律明確訂

定，加上對於阿美族人對領域的觀念和使用土地的習慣不熟悉而產生的誤解。 
藉由文獻、檔案我們可以瞭解今日阿美族人仍保有過去土地使用的觀念和習

慣，即使有許多土地，因為國家法律的因素，目前無法取得法律所認定的所有權，

或甚至於無法自由使用過去族人曾生活的土地，但對阿美族人而言，那些土地仍



林素珍   日治時期文獻與口述史中生活領域的界定與行使權——從長光阿美族土地利用談起 

2 
 

與族人的記憶緊密相連，對族人而言，它們依舊是部落的傳統的生活領域。當國

家力量進入之後，阿美族被迫放棄過去遼闊的採集地、狩獵地、以及耕作地，被

迫定住於某地從事定耕的農業，這並不代表族人長久以來，在認知和情感上對土

地的記憶因此消失。從族人的口述歷史、共同記憶，有關族人對過去生活空間的

認知、地名與領域概念仍根深蒂固的存在著。中本文藉由文獻、檔案探討阿美族

對於族人生活領域的界定和目前土地利用的習慣，探究今日阿美族人如何看待自

己的生活空間，進而探討今日在解決阿美族傳統領域課題時，必須關注的問題。 
近年來原住民族積極推動傳統領域之調查，此次的調查不僅是為了原住民族

及繪製祖先曾經生活的領域，並欲藉此調查建立族人與土地之間緊密的歷史關

係，更希望藉傳統領域的調查，喚起政府和大眾對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的重視，更

能在未來做為要求與土地相關之原住民族權利的依據。 
本文對阿美族傳統領域的研究調查的方法有四，一是藉由起源傳說，調查阿

美族人早期的形成的聚落和擴散、遷移之前最早的起點。以阿美族而言，起源神

話傳說並存著「創生神話」以及「發祥傳說」兩大系統。另外各部落也有自己的

部落起源和發祥傳說，主要包括「高山洪水發祥說」、「海岸平地發祥說」和「外

島渡來說」等三種類型，無論哪個類型，將其對應到故地，從這些故地傳說，瞭

解其早期遷徙的情形。二是從文獻資料中確立過去阿美族的聚落，進而探究族人

是如何發展出自己聚落的領域。三是進行耆老口述調查，此類調查主要是目的有

二，（一）從耆老口述訪談，將現存阿美族人所認定的領域標示出來；（二）藉由

口述調查瞭解族人，對於傳統領域之概念和以及生活中如何實踐確保自社或自家

族領域的使用規範。四是藉由耆老們聚集一起座談（或聚會）交叉比對彼此對傳

統領域的見解和目前使用的情形。 
在進行的方式，於谷歌地球衛星空造圖上標示出從耆老的訪談中得知的訊

息，在地圖上繪製傳統生活空間。並以部落耆老之綜合座談（聚會），藉此交叉

比對，調查內容的真實與精確度。所有調查的內容，一定有部落之傳統地名、現

代地名、說明地名命名之緣由和意義，將阿美人的空間領域內的各種意涵呈現出

來。 

 

貳、文獻中阿美族的領域概念 

一、過去阿美族傳統領域調查回顧 
由於阿美族不像高山的原住民有保留地，因此，過去傳統領域的調查都已有

保留地之族群優先調查，過去原民會 2002 年曾實施的「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和

「傳統山川名稱調查」，與阿美族傳統領域相關的是出版了《原住民族傳統山川

調查：第一期花蓮縣及台東縣》（劉炯錫，2003）。此後，東部各鄉鎮公所也為了

配合傳統領域調查，也編列經費對所屬原住民部落進行傳統領域地名或繪圖之製

作，但 2003 年起東部部分鄉鎮公所，繪製標示傳統地名、山川之部落地圖。由

於均屬小規模的地方部落調查，因此無法與中央的調查連成一氣。加上近年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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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文史工作者和耆老，也爭相從事傳統領域之調查和記錄。中央與地方的工作

並未延續或擴展，地方文史工作者有各自為政，形成名詞資料收集的工作，調查

顯得相當瑣碎、片段。 
 

二、文獻中的阿美族聚落 
從文獻中可知文獻中，阿美族的生活領域最早的文字紀錄至少將近四百年。

在這些文獻中有，一、17 世紀至 19 世紀文獻紀錄；二、日治時期政府調查報告

書；三、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的調查；四、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第一類，從 17
世 紀 至 19 世 紀 文 獻 紀 錄 有 J.B.Borao ， 西 班 牙 文 獻 （ 1630 ）、 荷 蘭 文 獻 
（1630-1650s）、高拱乾《台灣府志》（1694）、周鍾瑄《諸羅縣志》（1962）、藍

鼎元《東征集》（1958）、陳倫炯《臺灣後山圖》（1730）、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

府志（第二冊）》（1764）、陳淑鈞《續噶瑪蘭廳志》（1831）、羅大春，《臺灣海防

並開山日記》（1875）、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1959）、夏獻綸《臺灣輿圖》

（1959）、胡傳《臺東州采訪冊》（1960）等。上述這些文獻可以提供我們對南勢

阿美族早期的聚落、特產、地名及其位置有所瞭解。 
第二類，日治時期政府調查報告書，這些資料主要是日本統治時期，對臺灣

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有關之習慣規範之論述。此調查報告書有臺灣總督府臨時臺

灣舊慣調查會出版之《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阿美族南勢蕃/阿美族馬蘭社/卑
南族卑南社）》（1996）、《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2000），

文中詳述阿美族人在傳統領域土地有關之傳統習慣規範、起源傳說，對於各種土

地利用和行使之規範介紹相當深入。另外，還有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臺

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明治 33 年（1900）出版。書

中詳載日本統治時期阿美族的聚落、名稱、人口數、位置，和幾個重要聚落的水

田數，該報告書標示出了阿美族人過去生活領域。 
第三類，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的調查，有關阿美族傳統領域之論述的有森丑之

助（1914）〈阿眉種族の現狀〉《人類学雑誌》19 卷，4 期，頁 161-63，和《生蕃

行腳》（楊南郡，2000）一書。書中論述到阿美族人（七腳川社）與其他族群互

動，以及族群之間生活領域的變遷。另外還有記載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鹿

子木小五郎，為總督府在東臺灣進行調查的《臺灣省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書》，

日本明治 45 年石印稿本。該調查報告主要敘述南勢阿美族人土地耕作利用的情

形。另有移川子之藏等三人（1935）《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台北：台北

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研究室調查，也有針對阿美族起源傳說和遷移進行分析和論

述。 
第四類，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廖守臣的研究最具代表，詳述了阿美族人

遷移的原因和過程，提供我們瞭解阿美族人活動的範圍。本書主要是以許木柱、

廖守臣、吳明義（2001）出版之《台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一書，分析阿

美族人氏族流動和空間領域變遷過程。 
本文主要從過去的文獻記載、口傳資料將過往的生活領域建立出來，從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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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目名稱和意涵，瞭解其原有生活圈土地利用之形式。此外，瞭解阿美族人與土

地有關之傳統領域習慣規範。並從耆老口述訪談對阿美族遷移之情形和土地利用

之現況進行瞭解，作為未來原住民對傳統領域主張返還，或要求土地之權益時之

重要依據，將屬於原住民原有的土地還給原住民使用。 
阿美族是目前臺灣原住民人口數最多的一族，民國 99 年 7 月行政原原住民

族委員會統計 186,186 人。阿美族自稱 Pangcah 或 Amis，以阿美族分佈的區域來

看居住在北方自稱自稱 Pangcah 的多過 Amis。而 Amis 其原意是「北方」之意，

在阿美族分佈地區南方則多稱為 Amis。由於過去歷史文獻音譯關係，目前官方

是以「阿美族」為其族稱。 
目前阿美族的分類主要還是以日本統治時期的學者調查為主，1914 年，日

本學者佐山融吉等人在《番族調查報告書》將阿美族區分為北、中、南三支。1935
年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則於《台灣高砂族族系統所屬の研

究》其分類為五：1.南勢阿美；2.秀姑巒阿美；3.海岸阿美；4.卑南阿美；5.恆春

阿美。臺灣學者依上述的分類基礎，來區別阿美族幾個地域群。 
在生活中阿美族人的領域根據生產型態而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例如有農業用

地、牧場、狩獵、漁獵等，下列是文獻記載中利用的情形： 
（一）農業用地 
阿美族人耕地的選擇，第一順位是黑土肥沃平坦的土地，依次是肥沃的斜坡

地，以及不含砂礫的平坦地，第三順位是含砂礫的平坦地。忌諱浸水的濕潤地，

因此種地除了種植水芋，無其他利用價值，因而棄而不用。日本統治時期隨著水

稻耕種傳入，反而以有水多、地質普通的地方為中等或上等地。 

休耕地稱為 palalinah，一等地耕作後第五年起休耕兩、三年；二等地耕作後

第四年起休耕三年；三等地耕作則是耕作三年、休耕三年。休耕地不設任何標幟，

因而有於耕地畦畔或四隅植樹之風，故不會與普通荒野混淆。倘若休耕期間長，

亦被誤認為荒野時，即經常割除芒草或行 mipurong，以表示該地處在休耕狀態。

日治時期的調查，阿美族人已經進入農耕生活，對土地相當珍惜愛護，所以無廢

棄耕地之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25）。 
（二）牧場 
阿美族並不特別設置牧場，亦無特定的經濟組織從事以畜牧為專業的飼養活

動。 

（三）狩獵 
阿美族人各社擁有共同的獵場。有時兩社之獵場相鄰，雖然也有獨佔一獵場

的情形，但獵場所有之起源基於阿美族之先知先占，故各社擁有一共同獵場（臺

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33）。milaop 即阿美族社人共有，社民共

同狩獵。原則上是赴己聚落之獵場，有必要進入他社之獵場時，則需事先得到該

社的許可。但若係 midipdip，及同級者之聯合狩獵，則無事先之允諾亦可進入他

社獵場，但慣例上，必須繳交每一頭獵物的後腳一隻給擁有該獵場的聚落。 
日治時期阿美族人各自擁有共同獵場。有時兩社之獵場相鄰，雖也有獨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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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場的情形，但獵場所有之起源又基於該社祖先之先占，故各社擁有共同獵場。

社民共同舉行 miiloh 時，鄰舍亦能參加，這種狩獵法規模宏大，雖然適合婦女、

兒童之娛樂，但只靠一社之社民，難免有人手不足之感，故在有他社民參加的情

況下，對於其獵獲物之分配及對有功者之獎賞，與本社社民無異，公平地給予分

配與獎賞。Milaop，即番社共同哄趕獵物時，依例他社民可以參加。凡志願參加

他社之狩獵活動者，通常皆為三三兩兩地加入他社行列，並無舉社參加之例。 
社民的共同狩獵，原則上是赴己社之獵場，有必要進入他社之獵場時，則需

事先得到該社的許可。但若係 midipdip，即同級者之聯合狩獵，則無事先之允諾

亦可進入他社獵場，但是慣例上，必須繳交每一頭獵獲物的後腳一隻給擁有該獵

場之部落（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35-36）。 
（四）漁獵 
靠近海濱的聚落所進行的海上漁獵。河川漁獵行於部落附近之河川或池沼。 
（五）南勢阿美族領域的確立方式 
南勢阿美族人在各個祭日中，於 milsatalo'an、milisin、talapangcah 的祭日中

尚存有稱 mararec to fokeloh 或 mi'al'al 之石戰習慣，薄薄社、荳蘭社舉行的情形：

在 milisin 祭日後的第五夜，兩社的為成年人去交戰地的附近露營，翌晨兩青年

團面對面地展開石戰。其服裝為古代所傳以粗麻線織成似披肩的上衣，用布厚厚

地包著頭部，手持藤製盾牌。兩社的成年團則皆在後方觀戰，以便負責監視石戰

及救護負傷者。有時石戰進入高潮，家人便自後方供給石頭，或有較弱一方之成

年人為鼓勵己方，亦忘我地投入戰線，而演變成兩社成人之混戰（臺灣總督府臨

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50）。 
有關上述石戰的描述，田野調查中，七腳川社耆老論述七腳川社與荳蘭社有

土地糾紛，為解決領域問題，曾經相約以石戰確立界線。該次石戰中，因荳蘭社

青年不敵七腳川社青年的石頭猛烈攻擊，後來退至今日黃昏市場一帶，兩社至此

以該界線為界1。 
（六）侵權行為 
凡侵害他人的財產、身體、生命、名譽時，集會所為維持其秩序與風紀，而

對加害人施以制裁。制裁的輕重按例由頭目、長老、社民達成協議後決定。 
習慣上禁忌碰觸他人的住家、家具、雞、穀類，所以被害人的親屬可獲得加

害人的家畜與土地。若將人毆打致死的加害人為他社之社民且又不按以上的慣例

繳交贖財，(即接受沒收家產)時，兩社社民便各自支援自社的人，最後引起兩社

的爭鬥（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128）。 

 
三、農耕──耕地之選定 

（一）無主地 
阿美族人認為最適合當農耕用地者為肥沃平坦無礫石且土質良好之地。無主

地表示先占之方法有：1.在欲選耕地的四隅及中央的樹木上結芒草或 sangliw
                                                
1   2005 年七腳川部落蔡清發頭目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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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2.在四隅的 sangliw 枝頭上結芒草；或 3.在需先占之耕地中央豎立一棵樹木

或竹。其中以豎立竹子或樹木表示先占的形式最為簡略，然而此種方式有時因風

雨以致竹木倒塌而被他人佔有，因而引起兩者間的爭議。此時，雖然請紛爭地附

近的地主出面證明先占者之先後，並使後佔者放棄，先占之權利。但是若無人可

證明先占之前後時，通常是將爭地折半，讓兩者各站一半（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2000：141）。 
（二）休耕地 
無任何方式來表示休耕地。大多是種植稱為 hahac 的豆科植物（做豬飼料

用），並以其枯枝當肥料。一旦耕地歸屬自己所有之後，即使休耕長達幾年，只

要未取得所有人之許可，他人便不得佔據該地從事農耕。 
（三）委棄地 
阿美族因為已經進入農業，非常珍愛他的土地，除非遭逢不得已的原因而無

法利用太地時，才贈與近親或他人，或者賣斷該地，否則他人不得佔據該地從事

農耕。 

 

四、牧畜 
（一）牧場 
牧場稱為 pipakaenan to kolong，是「牛的糧場」之意。阿美族人並不特別設

置的牧場，只是將未開墾的原野、河流之堤塘等有牧草之處，視為天然牧場而各

自牧牛。轄區內直轄的加路蘭社擁有綠草如茵的好牧場，過去各地委託該社之社

民飼養牛畜，但是自從賀田有人將其據為私有後，這些農民便失去了委託牧牛之

地，後來勉強委託六梁社、都巒社、或加路蘭社之一部份農民飼養。諸如此類的

好牧場為私人所獨佔，另一方面又因開墾日益增多，至牧地日益減少，牛隻的飼

養便形困難（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148）。 
（二）獵場 
阿美族人並無一定之獵場，而是選擇有眾多野獸棲息的原野、森林當狩獵場

所，以期儘量不與其他各社的狩獵場所與時間相衝突。馬蘭社及其他附近的數十

社，往昔因 tafi 南方之山林中有許多野獸棲息，而前往該地試行狩獵，但是後來

由於野獸大量減少，因而前往加路蘭西方原始林狩獵，以解決獵物漸少的狀況（臺

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152）。 
 
（三）河川漁獵 
河川漁獵一年四季皆舉行，但是因轄區內的阿美族大部分居於濱海，所以他

們並不重視這種河川漁獵（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153）。 
 
（四）地目與名稱 
阿美族人的地目及其名稱大略如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20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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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宅地  paluma’an。 

2. 水田  pananoman。 

3. 旱田  hadhad。 

4. 山  tokos。 

5. 林  lotok。 

6. 墓地  pitademan。 

7. （海、河）浮洲  kitakit。 

8. （平地）草原  kohkoh。 

9. （山上）草原  sailoh。 

10. 埤圳 kali。 

11. 原野、放牧地  kohkoh。 

 

五、族群之土地所有起源與所有權的概念 
根據歷史，台東阿美族之土地所有起源始於卑南族將先占之地供其開墾；而

各社個人所有權之發生，則是由始祖社先占開圃以來，子孫連綿耕作而自然發生

的地主權。如卑南族調查報告書所述，貫穿水尾、大港口一線以南的中央平坦地

帶和海岸地方一帶的阿美族各社，日治時期仍向卑南族交納穀租，作為其自卑南

族提供開墾地的地租。依照族人的觀念，土地所有權似由地皮及地上的空間所構

成。因此，如有侵入己方所有地的鄰地樹木及其他物品時，不論自己是否因而蒙

受損害，地主可以擅自排除之；侵入己方所有地之上空時亦然。至於土地所有權

是否及於地底深處部分，尚未考慮到。阿美族認為只要未損害到地表利益，便可

使用他人之地下部分。對於浮洲，認為其係由河海所造成，不屬於任何人所有。

與人民所有地鄰接所生之浮洲，歸屬該鄰接地主所有，而鄰地主有兩人以上時，

則各自延長所有地的邊界線（畦畔），以線內之部分為各自所有；因河流而導致

河畔之所有地荒蕪或流失時，亦不承認所有權的消滅，因為阿美族認為由於天變

再堆積土壤於舊位置時，原地主為其當然所有人。毗連所有地的廢棄路徑，其幅

員之一半雖可歸為己有，但是占據一半以上時，則會受到部落的制裁。高地與低

地邊界的畦畔為高地地主所有，界分平地的畦，以其中央為所有權之分界，溝渠

亦以其中央為所有權之分界（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192）。 
 

六、個人土地權之發生 
（一）土地先占之方法 
表示先占之形式為在欲占有之地的四隅，以野生 sangliw 草的枝頭相結，中

央亦行同樣的標示。若無 sangliw 草時，則採芒草綁掛在四隅及中央樹枝上，而

地上無樹枝時，則另樹立竹子或樹木，於其上結掛芒草，此稱為 mipurong。 
（二）先占之效力 
無論採用以上何種方式作為先占的標示，皆具同等效力。purong 者因此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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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所有權。因 mipurong 之不完整而發生同一地有兩位 purong 者，以致引起

先占權之爭論時，若無第三者可證明其先占之前後，通常將該地折半，兩人各取

其中一份。自古以來即不見土地掠奪的實例，因此關於藉此行為而取得所有權

者，並無可供參考的事實（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193）。 
 

七、所有權之消滅 
土地所有權雖然因為買賣、贈與(參閱買賣、贈與之款項)、拋棄及土地之滅

失等而告消滅，惟因天災地變以致土地滅失時，則認為是物件本身之消滅，而非

所有權之消滅。由於無時效性的觀念，阿美族主張：一旦所有權發生、取得後，

即不隨時間消滅，因為那不合道理（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0：

193）。 

 

叁、長光阿美族土地利用之例 

長光是位在台灣東部沿海的阿美族 niyaro’（部落），隸屬台東縣長濱鄉長濱

村。長濱鄉是台東縣最北的鄉鎮，北緊鄰花蓮縣豐濱鄉，南接台東縣成功鎮。部

落外圍的重要聚落，在長濱鄉轄區，自北而南有彰原、三間、長濱、忠勇、竹湖，

及寧埔等六個村，全鄉阿美族男姓有 2,671 人，女性阿美族人口有 2,088 人（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 
長濱鄉為多族群的鄉鎮，有阿美、客家、閩南、外省籍、噶瑪蘭、西拉雅、

布農等族，其中阿美族人數最多，佔全鄉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二，長光為本鄉最大

的阿美族部落，包含有長濱村 19 鄰至 27 鄰，共有 126 戶，常住人口平均每戶 2
人，全社區約 252 人2。但遇重要節日，返鄉人口又會使長光部落人口一下子增

加到 7、8 百人以上。長光部落有百分之八十的老人，青壯年人口幾乎移居都市

謀生，人口外流最主要是經濟、教育的緣故，外移的人口多半從事勞動力、服務

業工作3，原鄉老人家以務農為主，部落內絕大多數的耕地和土地仍屬於族人所

有，外流傾向並不嚴重。 
部落居民主要來自大港口、納納和奇美三社遷移而來，現今以來自大港口者

佔多數，主要由 Pacidal、Sadipogan、Monari、Cilagasan 等氏族所組成。1927 年，

日警為便於治理，令其遷移至今海岸公路旁，成立一社，取名 Ciwkagan。定居

不久，屬卑南阿美族的八里芒社遷來，惟人數不多，仍以海岸阿美人數上占優勢。

80 年代此一部落尚約有 400 戶，居民中天主教和長老教各佔一半（黃宣衛，1991：
25）。 

長光部落阿美族人的歷史源流，要從北方大港口一帶說起。長光阿美族人的

聚落是晚近才形成的，起因於 130 年大港口事件阿美族人逃避清軍屠殺而遷移形

                                                
2   台東縣長濱鄉公所，2010 戶政事務所統計資料。 
3   2009、2010 年針對移住都市之「長光旅北同鄉會」、「長光旅高同鄉會」所做問卷調查，問

卷調查顯示目前從事勞動力與服務業是主要的就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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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海岸阿美族的祖先們與其他阿美族來自火燒島（今綠島）；一說登陸猴仔山，

或 Arapanay，一說直接抵達貓公山（Cilangasan），然後向北移民。不論其流傳的

遷徙路線上有何不同的說法，最後抵達海岸山脈東側海岸上，即今花蓮縣豐濱鄉

境，據地定居，建立部落。最早的文獻要算藍鼎元的東征集（清康熙六十一年，

1721），他對阿美族部落的名稱及文化方面的描寫，有這樣的記載： 
土番分族八社：曰荺椰椰、曰斗難、曰竹腳宣、曰薄薄為上四社；曰芝武蘭、

曰機密、曰貓丹、曰丹郎為下四社。八社之番，黑齒紋身，野居草，食皮衣革帶，

不種桑田。其地所產，有鹿、野黍、薯芋之屬；番人終歲倚賴，他無有焉（藍鼎

元，1958：90-91）。 
此外，二十七年後（清光緒五年，1879），臺灣道夏獻綸（1959）所完成的

《台灣輿圖》中，亦把海岸阿美族列入秀孤巒（秀姑巒）二十四社內（夏獻綸，

1959：77-78）。其於〈後山輿圖說略〉將中路各族社分成「秀姑巒二十四社」、「璞

石閣平埔八社」、「成廣澳沿海八社」與「成廣澳南阿眉八社」。其中，「璞石閣平

埔八社」及「成廣澳沿海八社」，明顯地主要是由南臺灣東遷的西拉雅平埔族（熟

番）所建立的部落；「秀姑巒二十四社」，則包括今天一般習慣上所稱呼的「秀姑

巒阿美」及「海岸阿美」；而「成廣澳南阿眉八社」，則包含「海岸阿美」與「卑

南阿美」。 
光緒初年與清帝國官軍發生嚴重衝突的阿美族部落，是屬於「秀姑巒二十四

社」。當時記錄的「秀姑巒二十四社」，包括大巴籠社（太巴塱）、加露巒社（加

路蘭，豐濱鄉磯崎村）、馬大鞍社（即嗎噠唵，馬太鞍）、馬見弄社、則朱芒社、

本老安社（此三社亦屬於馬太鞍，即 maklun、satsivong、punoan）、貓公社（豐

濱村，vakon）、新社仔社（豐濱鄉新社村）、麻吉蛋社（晚見蛋，馬太鞍附近）、

琅仔山社（貓公山，豐濱村，tsilangasan）、阿棉山社（豐濱鄉港口村，amisan）、

膏盲社（不詳）、周武洞社（chiota，或稱阿多蘭，atolan）、人仔山社（langasan）、

烏漏四物社、無老僧社（molotsan）（以上四社乃拔子 pairasun 四社、拔子莊四社，

屬瑞穗鄉富源、富民、富興等村）、奇密社（奇美，kiwit）、納納社（靜浦，lavlav）、

烏漏社（瑞穗鄉鶴岡村，orau）、大肚偃社（富興村，taraaran、taitoatsu）、周塱

社（富興村與鶴岡村附近，sulou）、加納納社（瑞穗鄉舞鶴村，karara）、烏鴉立

社（瑞穗鄉鶴岡村，orarip）、奇竹社（不詳）。 
從「秀姑巒二十四社」可知海岸阿美族的部落名稱，計之有芝武蘭（今大港

口）、貓丹（舊稱貓公，今豐濱）、新社仔社（今新社）、納納（今靜浦）四社；

雖文獻記載先後不一，部落興廢難定，儘管如此，海岸阿美族的祖先傳說，對新

社與納納二社之建置歷史亦認為已久遠，如： 

Raranges 氏族謂： 

Raranges 氏族祖先們……登陸猴仔山之 Kasasikafan。後來子孫繁衍，沿

海岸漸向北移民，或留在八里芒、馬武窟或遠抵新社、貓公、大港口（移



林素珍   日治時期文獻與口述史中生活領域的界定與行使權——從長光阿美族土地利用談起 

10 
 

川子之藏等，1935：445）。 

Sadipongan 氏族亦謂： 

Sadipongan 氏族是 Cipolan 氏族之分支。Cipolan 氏族來自火燒島（今綠

島），然後北移，建大港口社，分出的 Sadipongan 氏族建納納社……（移

川子之藏等，1935：445）。 

屬 Raranges 氏族之新社與屬 Sadipongan 氏族的納納社，隨其他原住在今豐

濱鄉內之其他氏族南遷於今台東縣境之長濱鄉、成功鎮，其南遷的主因乃為泰雅

族的襲擊所致。據納納社傳說，約在 100-130 年前，西元 1864-1894 年（清同治、

光緒年間）即已遷離原址，今居於新社與納納兩社之阿美族係日治時遷入，故此

二社早已存在，只是文獻上沒有記載而已；而芝武蘭與貓丹兩社建置亦久遠，故

文獻有此四社。 
另外，從 Pacidal 氏族的祖氏傳說，亦認為今丁仔漏與豐濱之間原係 Pacidal

氏族的居住地；秀姑巒溪出海一帶亦有 Raranges、Sadipongan、Cipolan、Monari、
Ciokakay、Cikatopay 等氏族遷入。 

換句話說，從海岸阿美族的傳說，至少認為他們祖先初期的重要立足點有兩

個地方：（一）秀姑巒溪出海處的兩岸，（二）豐濱溪流域，於此建立若干部落，

除以上所述四個部落，尚有丁仔漏、Ciringahan（豐濱附近）、Saikoran（豐濱）、

Ce’po（大港口西方約一公里餘地）、Marongarong（大港口西）等社。 
 
根據廖守臣的研究海岸阿美族南遷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泰雅族的侵擾 
泰雅族有個族群稱德奇塔雅（Teka-Daya）群，文獻上因居木瓜溪，慣稱「木

瓜群」，200 餘年前，自南投縣境遷居花蓮，據今瀧澗，約至 150 年，遷至毗連

平原的山腰，與阿美族為鄰，後因獵區被同族另一族托魯閣（Toloko）群占領，

該族更向著東海岸狩獵，遂與海岸阿美族衝突，亦曾與之激戰不休，海岸阿美族

不敵，被迫遷散各地，其中遠抵台東縣境海岸一帶移動並發展。Pacidal 氏族謂

「木瓜群的襲擊是彼等南遷的重要因素。自水璉尾（今水璉），至丁仔漏附近的

海岸阿美族，遂被迫放棄故居疏遷他處（移川子之藏等，1935：413）。」 
（二）林東涯事件 
光緒三年（1877）七月，清廷欲開水尾（瑞穗）、大港口間道路，為阿美族

人所阻，殺總通事林東涯，清兵來攻，進紮大港口，及至十二月征定，此一事件

以港口一帶阿美族影響最大，這時，Dafdaf（今靜浦國小）、Cioporan（今港口社

南，濱秀姑巒溪岸）等社遂被廢棄，Dafdaf 社遷於今靜浦，時稱「納納」；Cioporan
社遷於今港口，時稱「北溪頭」。 

（三）耕地問題 
海岸山脈沿海地區土地貧瘠，乏耕地，一旦人口增加，耕地不足，遂向外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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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故往他處尋找耕地亦是海岸阿美族遷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約在距今 100-130 年前，即清光緒十年（1885），海岸阿美族大移居今台東

縣境之長濱鄉及成功鎮之一部，住花蓮者僅零星分布在八里環（八里灣）、姑律，

北溪頭（今港口）與納納（今靜浦）（駱香林，1977：15）。後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

日治時，增至新社，共五個部落，屬鳳林支廳新社區（內水璉尾、加路蘭列入南

勢阿美族，不計），人口亦陡增（李景崇、廖守臣，1998：171）。 
總而言之，大港口之先住民是阿美族，至於何時遷來，已不可考，惟從傳說

似乎已很久遠，他們自認為最早遷來港口者，為 Cioporan 氏族，相傳他們從南

方島嶼叫 Sainayasay（今綠島）來的，初渡海登陸台東附近叫 Arapanay，然後加

納納及奇美，而抵秀姑巒溪口，定居於秀姑巒溪，定居於 Ce’po（譯作芝波），

該部落因而就叫 Cioporan（芝舞蘭），其後繁衍而來者，遂稱 Cioporan 氏族了。

這個氏族曾沿秀姑巒溪流域，拓殖於奇美、烏漏、Tara’aran 等地。Cilangasan 氏

族在 Cioporan 氏族後遷來大港口，因初居貓公山南方 Cilangasan 山附近，故被

稱 Cilangasan 氏族，「如果這個氏族由今綠島來的，或許比 Cioporan 等氏族更早

渡海遷來，在遠古以前，早已住在貓公山，他們知道 Cioporan 氏族在大港口建

立聚落，就從貓公山下山搬遷來到大港口（移川子之藏等，1935：450）。」Cilangasan
氏族遷抵芝舞蘭，自成一氏族，後來成為大港口最重要的氏族，Kakita’an 大多

由這個氏族擔任；如光緒三年（1877）抗拒清兵之頭目（兼祭司 Kakita’an）Lafin，

後來繼任之五位頭目，除 Foday（曾來福）為 Monari 氏族外，餘如 Canglah、

Kacao-Puton、Kolas-Karo 與 Lekal-Makod（許金木）皆為 Cilangasan 氏族，由此

可知此氏族在港口村所占的重要地位。 
此外，尚有 Sadipongan、Cikatopay、Conang 三個氏族來自對岸的納納，又

有從北方遷來的 Pacidal、Ciwidian 二氏族因耕地不足或泰雅族之壓迫遷來。大

港口後來遷入的各氏族與原住之氏族合併形成一部落，名 Niaro’，其社址包括河

中島及大港口及其附近之地與對岸之納納社，同是建在秀姑巒溪口的兩個大的部

落。 
 

一、長光聚落遷移與大港口事件 

影響聚落發展最重要的事件是清光緒三年（1877），清廷擬「興築水尾（瑞

穗）至大港口間之棧道，阿美族阻止，於 1877 年七月殺害總通事林東涯，吳光

亮檄林參將率槍營進紮大港口彈壓，行抵烏雅立中伏敗退，十一月再攻，十二月

援軍齊集，勘平之（駱香林，1983：6）。」此事件謂之「林東涯被害事件」，此

事件港口阿美族發生了各氏族的大變動，有關此一史實，在阮昌銳所著大港口的

阿美族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 

根據阿美族人自己的傳說，當時總通事林東涯住在 Cioporan（今港口村

所在地），此人作威作福，到瑞穗去開會，要港口阿美族青年抬轎去，

到奇美附近與阿美族人不和，青年將他摔死。其隨從之漢人即到瑞穗去

報告。而阿美族青年亦回社告急，當時頭目 Mayaw-Lafin 是 Cilang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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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的族舅，即動員年齡組織，以便應戰，三戰兩勝，Mayaw-Lafin 遂

成為港口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尤其最後一戰，在港口對岸靜浦沙灘上展

開，清兵有槍有馬，港口人雖亦有槍，但以佩刀為主，Mayaw-Lafin 殺

死清兵很多，但終因清兵援軍越來越多，港口人卻越來越少之下，最後

Mayaw-Lafin 越河率領族人向北方逃亡，族人各投其北方之親友，往北

逃往丁仔漏（Tigalao）、貓公山（Cilangasan）、一軒家（Naririan）、新

社（Paterongan）等地。過了一年，清兵要阿美族人回 Cioporan 居住，

並要 Amis 男子到加走灣 Kakacawan（今長濱）運糧，運回靜浦營內（今

靜浦國校之左側）給百餘阿美族男子喝酒，阿美族人醉，清兵（Kwapin）
關上大門，殺阿美族人，逃出一名青年，過河通知，族人又散，紛紛向

南、北遷移，自此以後，港口部落就衰落了（李景崇、廖守臣，1998：
171、181）。 

牡丹社事件後清廷「開山撫番」政策，清軍營壘在中路大規模地的出現，與

光緒 3 年（1877）北路、中央山地屯駐軍隊的調度與練兵屯田有關。隨著軍隊移

紮後山中路地區，其駐地、屯田場所的選擇，及招民開墾的措施，容易侵犯到當

地原住民部落的傳統領域。原住民族各社，皆有其傳統領域，且在國家尚未進入

建立統治之前，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與周遭的族群展開互動，並不受國家律令的約

束。一般的原住民族群，對於其所居住或勢力範圍內的土地，乃將之視為祖先所

遺留下來的寶物，即使是只有一小塊，也不允許將之出讓給其他族群。現耕地當

然是不可能出讓給別人，其他曾經耕作、種樹及居住過的土地，也都將它視為是

自己的土地。原住民族群對於土地的界線相當清楚，像是在狩獵地方面，各族、

各社都重視其族群發展的歷史（傳統領域），藉此以主張其對於該土地的權利，

軍隊進入駐紮與屯墾，易與當地的原住民族社發生衝突，加上其後為了獎勵開發

而引入的移民，為取得拓墾的土地，更容易產生彼此的摩擦。若遇上官軍對移民

的偏袒，則容易造成嚴重的衝突與傷亡。 
大港口事件（1877 年）之後，族人逃到城子埔後方的石洞躲藏，這裡被稱

為 ciwkangan，不久，日本人接管臺灣，族人為了逃避日本人騷擾，從城子埔後

方西側再度往西遷移蚊子山（cilikesay）下，則是本地阿美族人習慣稱呼的「舊

部落」，仍然稱 ciwkangan。當時約有 30 戶人家，在當地居住約 40 年，又說一戶

有 22 至 28 人，是一個規模很大的聚落。後來人口增加，耕地不足，有 15 戶人

家移至金鋼山（kalotungang）下，就位在蚊子山（cilikesay）南邊，相當舊部落

（ciwkangan）南邊，稱為 takuliyaw，阿美族語意為「喉嚨」，不過這地名由來已

不可考。  
長光阿美族人從大港口遷移至此地時間不過130幾年，對長光舊地名「石坑」

的由來卻有多種說法： 
一說：原為阿美族石坑社，戰後由長濱鄉長陳光福改名「長光」，取「長」

濱之「光」福之意。石坑社原在石坑溪南側，與馬稼海社（昭和 12 年改名真柄）

隔岸相對，祖先因原居花蓮港廳大港口溪岸，由於耕地狹小，於清光緒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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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左右，由一名叫 karitanpayo 的人和另外五戶一起住城子埔西方高地；

清光緒 16 年（1890）左右清兵討伐大港口，karitan 和另外二人，就逃到城子埔

南側的岩穴居住，臺灣人發現了說是 chokangan（石坑仔），阿美族人聽成 chokan，
遂以此為社名（夏黎明，1999：36-37）。 

一說：原部落在石坑溪南岸，該地岩石特多，漢人看見溪水從岩穴中湧出來，

稱之為「石孔子；或（石坑仔；石硿子；石空仔）」，阿美族人聽成 chokangan（或

chiokagan），遂以閩南語音的「石坑」為社名（安倍明義，1938：304）。 
 一說：當地阿美族人對該地名之意涵和解釋有兩種傳說。其一是磐石說：此

說法是與上述石坑之名由來一樣，阿美族人為逃離戰禍避居巖穴（岩穴），而岩

穴湧泉清涼可口，故該處被漢人稱之為石坑，阿美族人沿用之。其二為牛莊說：

加走灣平埔人引進耕牛，長濱草長適合放牧養殖，因而水牛成群。阿美族人又有

以出產或特色命名部落之習。石坑來自閩南口音，但阿美族人自稱奇歐岡岸（與

石坑音似）卻是「多牛之莊」之意4。日治時期，加走灣一帶畜牧業興盛（田代

安定，1900：12），因而此種說法可能，也是在當時牧牛而將此地 ciwkangan 與

「牛」這個字的發音聯想一起。 
與關長光相關的地名「石門坑」，也有人提及光緒 5 年（1879）夏獻綸編撰

的《台灣輿圖》記為石門坑（夏獻綸，1959），而認為清朝時該社於此時以前已

經成立。但就地圖位置而言，過去繪圖並不精確，石門坑是否就是標示現在之長

光，本文持比較保留的態度，認為該地名似乎不能證明與現在長光地名之間的關

連性。 
口述訪 問幾 位長光 的八 十幾 歲的 耆老和 一 位九十 二歲 的耆老 ，對於

ciwkangan 石坑之地名由來的說法： 
「最初開始有這個地名，是我們的祖先躲避清朝士兵的殺害逃到在現在石坑

的東邊，那時候並沒有像今天有路通道舊部落，從大港口靜浦那裡遷過來的時

候，是在城仔埔上方的一個地方，暫時落腳住在那邊，每次族人們要往山上去種

田，同常會在一個河流的一個地方，大家共同在那邊等，有時候晚上也會在那個

地方睡覺，有時也會在那裡吃飯，該處有一個岩石，那個地方是大家相互等待的

地方。大家稱該處為 Dihinikalitang，意思是 kalitang 的岩石。後來城仔埔那邊的

人就稱當時那一群族人叫做 ciwkangan。在這個名稱尚未命名之前，我們稱自己

住的地方為 fasiyawan，是大家最初逃亡最初在城仔埔上方的山坡蓋房子的落腳

處，當時我們自稱自己住的地方為 fasiyawan，pafasiyawan 的 fasiyaw 是風箏的

意思，當風箏放到天空的時候會發出 fashau 之音，意思是因為那個山坡是很適

合放風箏的地方。 
為何我們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有人說是因為在城仔埔上方山坡的人居住的

族人不多，所以以多數人城仔埔所用的名稱，來稱呼我們的聚落5。」此一說法，

                                                
4   林春治牧師田野採集。 
5   2010 年 8 月 4 日於長濱鄉稻香小吃部，與長光部落 8 位耆老舉辦傳統領域與地名綜合座談，

老人家一致認為林德勝（84 歲）先生對石坑的說法最常聽說，文獻上所說的只有部分相同，

該地有一大岩石同時也是取水之處。嚴彩雲（92 歲）女士則強調該地有大岩石，是大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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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們最常聽說。林德勝（84 歲）先生表示，ciwkangan 石坑之地名之源由，主

要還因為要到山上從事農作或狩獵的時候會在 Dihinikalitang 該地集合，因為族

人習慣在 Dihinikalitang 一起聚集，後來族人被稱之為 ciwkangan。他認為

ciwkangan 石坑聚落名應該是後來平埔族人稱 Dihinikalitang 轉音而來。嚴彩雲（92
歲）女士則認為那個 Dihinikalitang 大岩石是大家取水聚集的地方，因此，平埔

族才會以 kalitang 該地之名，稱族人為 ciwkangan 的人。這兩位長者的說法，與

文獻雖僅有部分相似，但也證明此聚落名稱是平埔族人對當時少數遷居到石坑的

阿美族人的稱法，而此稱法極有可能一開始是當時的阿美族人對該地「kalitang
的岩石」稱呼。 

然目前文獻流傳的說法是，長光原名ciwkangan石坑，位於長濱北方約一公

里處，石坑溪南岸，海岸山脈東麓，因地多岩石，從岩穴中冒出水來，故漢人遂

稱此地為石坑。戰後，由長濱鄉長陳光福改名為「長光」，取「長」濱之「光」

之意，行政區屬長濱村第19-27鄰。 
 

二、日治時期的 ciwkangan 長光部落 
1926 年，日本人將 ciwkangan 和 takuliyaw 合併稱為 ciwkangan，再次遷至東

邊的今日長光現址。 
《台灣地名辭書，卷三，台東縣》（夏黎明，1999），文中提到石坑社原在石

坑溪南側，與馬稼海社隔岸相望（昭和 12 年改名真柄），祖先原是來自花蓮港廳

大港口溪岸，因耕地不足，在清光緒 12 年（1886 年）左右，由一名叫 kalitan payo
的阿美族人帶領其他五戶人家移居城子埔西方高地；清光緒 16 年（1890）期間，

清兵征討大港口，kalitan 與另外兩人，逃到城仔埔的岩穴居住，臺灣人發現了說

那是 chokangan（石坑仔），阿美族人聽成 chokan（石坑），逐以此為社名（夏黎

明，1999：36-37）。 
許木柱（1974：20-21）在他的論文提到日據時期，族人在當地的遷徙情況： 

到了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日本軍隊進駐台灣時，長光阿美懼怕受

到迫害，乃遷至西邊之山腳下，其名為 Tsokanan，距今長光聚落西北三

公里。 

 

 

 

 

 

 

 

                                                                                                                                       
集取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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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所在 原因 年代 居 住 時

間 
戶數 

城 子 埔 後 方 西 側

（ciwkangan） 
躲避大港口事件後清廷

的追殺 
1880-1895 約 15 年 8 

石 坑 舊 部 落

（ciwkangan） 
尋找耕地 1895-1927 約 32 年 30（39） 

從（ciwkangan）分

一社（takuliyaw） 
1.因舊石坑部落有流行

疾病（感冒） 
2.舊石坑人口過多 

?-1927 ? 15 

石坑（ciwkangan），

（ 光 復 後 改 名 長

光，位在現址） 

日 本 要 求 舊 石 坑 和

takuliyaw 人集團移住至

交通便利的現址 

1927-至今 約 82 年 今有 323 

資料來源：耆老口述歷史和許木柱（1974：21）。 

 
1928 年有關石坑社在遷移之後，日本正府對當時部落人口健康和出生率改

善情形有相當深入的報導。日本對當時臺東廳下蕃社，為防範特定疾病如甲狀

腺、風土病實施疫苗注射，傳染病如虎疫、痘瘡，腸胃疾病、赤痢、黑水熱等病

預防且遏止其擴散。其特別在報導中指出石坑、馬稼海、都威三社，在防範瘧疾

方面成效顯著。日方以驅蚊和服藥兩種方式防範，但對於居住地環境不良的石

坑、馬稼海、都威三社直接以遷社方式改善其居住環境，成效非常良好。由於遷

居地位在交通發達之處，因而漢人販賣的各類藥品也較過去容易取得，日方嚴格

控管藥品，取締不良藥品以達到維護健康之目的，使這幾社因此在出生率顯著上

升，並且死亡率也大幅下降（臺灣日日新報，1928）。下表是報導在東部防治疾

病有效，當時臺東廳人口出生率的統計： 
 
臺東廳出生死亡率 

種別 人口 出生數 
死亡數 

人口千比例 

內地人 3,190 116 
42 

36.2 
13.2 

本島人 11,584 429 
273 

37.0 
23.5 

蕃人 27,983 1,111 
883 

32.5 
31.5 

總計 42,758 1,656 
1,197 

38.7 
28.0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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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2 月 17 日、18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新港支廳石坑社和馬稼海

兩社，過去比日本本國農村死亡率高出五成，人口幾乎未曾增加，日本當局於

1933 年為喚起兩社人的自覺，配置公醫、產婆、建設下水管和排水溝，並且強

制注射接種水痘疫苗，極力推廣衛生觀念，一方面使長光阿美族人修建居住的住

所，使部落的衛生習慣改善，患病者減少。1935 年的出生率日本統計達千分之

六十五人，死亡率降低為千分之二十二人，因改善成績顯著，故在 1935 年 11 月

紀元節日廳下受到表彰（臺灣日日新報，1936a、1936b）。 
日本人將當地族人從舊部落 ciwkangan 遷至現在的長光部落，仍沿用舊稱

ciwkangan，長光比鄰城子埔溪南岸，東為太平洋，西隣海岸山脈，四周環繞大

片水田、竹林及旱地。部落為棋盤式規劃，由東往西排列，也就是從東邊太平洋

朝西邊的海岸山脈，部落內道路成數條南北延伸的平行單位。 
從空間的使用來看，今天長光聚落分成幾個部分，由於海階地形的緣故，由

下往上生活空間分幾個層次。長光部落發展是由北部山區開始，往南發展出分

社，日治時期，由於管理不便，這兩地被迫南遷到現址。聚落在海階地形上，依

序從最下層接近海邊地帶是墳墓，往上一層是聚落，再往上一層是部落族人耕

地，然後進入山區便是族人的狩獵地。長光因為在海階地形的地理位置上，形成

有層次的生活空間。其中聚落的形成是日本規劃出來的，在有限的平原地帶，以

棋盤狀規劃出全部落的住屋空間。由於屬於集團移住，因此在空間生活上，帶有

日本殖民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管理的概念，以幾條主要的道路直通每戶住宅，這

些住宅本身前有院子可曬穀子，後有菜園、空地可種菜、養豬，以符合近代一般

住家在生活上的基本需求。 
在此規劃下，長光族人對自己的生活圈卻有不同的區分，全村以原有道路分

成上部落（pancah）、中部落（panoan）、下部落（sawali）、最頂上部落（notipan），

這是部落依據過去發展之先後和位置，將整個 niyaro’區分為這幾個區域，這幾

個名稱目前也是部落舉辦活動時分工或競賽最常出現的分組方式。移住後的部落

井然有序，棋盤狀的劃分每戶人家皆有一定區域的庭院，日治時期移住時，所有

傳統竹造建築的家屋大門一律面向南方，其用意避免冬天北方冷空氣直接從家屋

門口灌進室內，故呈現如此一致建築型制。1970 年代長光村興起住屋改建風潮，

幾乎在那一時期，竹造傳統家屋全改建為水泥屋舍。改建後的屋舍家屋的大門則

都面向南北縱貫的道路，因此家屋大門大多是朝東或朝西之方向。目前長光部落

的住家環境，尚留有過去家園的型制，住屋四周多半種植檳榔、麵包樹，幾次颱

風天災和改建屋舍，麵包樹已非家家戶戶種植6，但多數四周仍習慣種植樹木圍

繞家屋。每戶的屋前都有空地可晒稻榖，或供親族聚會之用，屋後有菜園，飼養

家畜。家屋與家屋之間，全鋪滿柏油道路相通，屋前則有美化環境而種植的稀疏

花草。社區發展協會為了美化部落環境，於民國 96 年曾積極申請經費推動部落

                                                
6   麵包樹是阿美族人常吃的蔬菜，過去家家戶戶周遭種著該類樹種，1970 年代家屋改建時，

大多砍伐殆盡，目前部落內尚有少數人家有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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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景觀植物，改進部落面貌以推展觀光，但成效有限7。 
部落耕地部分，日本政府對於長光部落族人的移住，並未針對每個家戶提供

耕地。大多數的耕作地、採集地、狩獵地以及採集地，是在清領時期族人逃難到

此地後陸續開展而成。 
日本政府所提供的耕地位在今長光聚落西方的農耕地，日本當時以部落為單

位，提供一處足以讓部落所有家戶耕種的空間。 
部落耆老口述說：「日本統治時期，將部落遷移到現在的現址，日本政府對

家戶範圍給予一定的範圍，房子的周圍能利用的土地範圍是固定的。遷到此處之

後，部落人立刻在近山的地區，自行找尋自己耕作的土地，並將它圍起來，在自

行開墾的土地上周圍做記號（籬笆、種樹），表示這塊地有主人。其他人一旦知

道這地已經有人耕種，絕對不會侵佔，即使後來荒廢了，也要經過主人的允許才

能開墾該地8。」這些耕地在後來實際利用時，耕地完全是以阿美族習慣形成各

家戶的耕地。移住到長光現址之後，每戶人家便以先占和先開墾的原則，在聚落

的上方各找自己耕地，逐漸形成後來每戶人家耕作的水田和菜園，每個家族有自

己範圍，這類開墾的過程沒有發生他人對其他人的土地侵佔的事例，也未出現土

地糾紛。而且大多以自己聚落附近的土地為主，不曾有「越界」人跑到其他聚落

開墾。而這裡的越界主是指木瓜溪為界城仔埔的耕地，與真柄溪為界大俱來的耕

地。如圖示： 

 
狩獵地和採集地在口述訪問中，並沒有一定的範疇和界線。卻有主要的獵

場，大多是以部落鄰近的山區為主。長光而言，狩獵地和採集地通常位於部落最

外圍，所謂主要的獵場，指稱的是主要經常出入的山林，也就是聚落後方的山區。

但是一旦在經常狩獵的地方因資源匱乏，部落的人自然會往其他區域獵捕，所以

獵場並無一定的邊界。過去打獵，長光的老人家也曾經到靜浦一帶的山區打獵

過，來到這個地方是因為這裡有獵物，附近的部落並沒有特別禁止9。至於採集

地，口述訪問中無論是捕魚、撿拾貝類、海藻或者是採野菜，都無一定的範疇或

                                                
7   社區發展協會向鄉公所申請經費，從事社區總體營造綠化住屋環境，但因為部落長者較傾向

種植可食用的蔬菜，因此景觀建設未達到預期效果。 
8   林萬傳先生口述。 
9   林德勝先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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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部落本身對其他部落在緊鄰聚落的地方從事採集活動並不會加以阻止，同

樣其他部落也不會干涉他們在其聚落附近採集。但是主要自己部落領域的採集地

或是狩獵地卻一定加以命名稱之。非自己部落的狩獵地或採集地則少有命名，大

多以某部落山區或某部落海邊稱呼。 
另外老人家也口述提到，「阿美族人的部落有一定的範圍，以長光為例，北

與城仔埔相隔一條河流，以及以真柄溪為界相隔大俱來，南也有一道明確的界線

pasoyan，與忠勇、中城平埔族人為界。部落領域範圍內，外人不可以隨意久留，

在觀念裡大家都知道與鄰近的界線，這界線除了說明部落大小，也說明部落主權

的範圍。該領域除了是在生產經濟活動中的界線。在生活中，年輕人交友，一般

也以部落界線為限，如果長光的年輕人跑到大俱來追求女孩子，一般都會引起打

架衝突事件，認為別的部落的人不能追該部落的人，這一點也是由聚落的領域來

界定。有關採集或狩獵活動，現在沒有範圍的限制，長光的人也會跑到靜浦狩獵

或捕捉野牛，其他部落的人，在長光從事採集的活動，也採取寬容允許的態度。

阿美族人而言，採集活動並沒有一定的範圍，也不會禁止他社的人在部落各區域

採集10。」 
總而言之，長光阿美族主要是以農耕為主，狩獵活動在戰後並不活躍，打獵

或採集時，常有打獵活動超越部落範圍到其他地區。至於耕地，則有明確的範疇

和界線，其界線以長光而言，就是在部落命名的地域內。如表所示 
 

Ciwkangan 傳統地名 
土地類型 地名 地名由來 來源 

農耕地 cihak 河流的名字，因此將該地以該河流

命名。  

自行開墾 

農耕地 Cili’ay 長滿許多茅草的地方。 位在舊石坑部落西

邊的大岩石上方。 

農耕地 dodoh 

（pinaanan） 

跟一個叫做 pinaan 漢人買地，以其

名稱此地。 

購買 

農耕地 Ciwano’ongan 向一個城仔埔的人 wano’ongan 買

地，以其名稱此地。 

購買 

農耕地 cilidepay 

 

當地有很多鳥，阿美語鳥為 lidep，

後轉音為 cilidepay。 

位於舊部落的南邊 

農耕地 sawalian 東邊之意。 石坑舊部落的東邊。 

農耕地 cilopasay 在 cifalangawan 的南邊，lopasay 是

桃子的意思，該處盛產曾經種植多

桃子。近年來種植桃子曾為部落發

展的重點產業。 

真柄溪以南之農耕

地。遷移至此地開墾

而來。 

                                                
10  林萬傳先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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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地 kapacokan paco 為殺豬的意思，由來不可考。 在真柄溪一帶。 

農耕地 masadanga’hay masa 意思為像……之意。danga’hay

是鍋子之意。該地以地形狀如鍋子

而得此名。 

靠近城仔埔的北方。 

農耕地. ni’acaan 語意是購買而來的。以前該地是城

仔埔平埔人之的地，後來族人向他

購買，故名之。 

ciwano’ongan 耕地的

東邊一帶。 

25.農耕地 natiposan tiposan 語意為再來米之意。na-為曾

經有過之意，此字代表本地曾經種

過在來米。 

金剛山下一帶。 

水源地和農

耕地 

cifalangawan 該地有因有水源不斷湧出形成一個

池塘，目前七、八十歲的老人童年

時，均有來此戲水的記憶早期來此

取水的回憶，鄰近也開墾出一些農

耕地。 

自行開墾 

水源地和農

耕地 

Citali’ay Tali 為芋頭，因該地種植芋頭，故

稱其為盛產芋頭之地。 

現址東邊濱海地區。 

水源地 howadayan  長老教會後方的小

溪流，過去曾將水源

引到部落內，並且也

在該地設有鐵水管

引 水 並 設 有 水 龍

頭，民國 50 年代其

間，因生鏽而廢棄

了。 

水源地 Tanku 該地在現在部落西方，該處因取得

水源很容易，有許多小孩子，在該

地戲水。 

 

部落西邊上方。 

海產採集地 cidatongay 該地一帶有許多礁石，因此富含海

藻和貝類，是部落主要海產採集地

（pickiwan）。 

在長濱國中北邊沿

海一帶。 

海產採集地 karat 該處有很多岩石之意，該地在潮水

退去之後，可以捕獲相當多的貝類

或海藻。 

在 長 光 社 區 東 南

邊，沿海一帶。由於

海階地形緣故，此處

的上方乃墳地。 

採集和狩獵

地 

likes likes 為蚊子之意，該地盛產竹子。

另 likes 也稱為小竹子，因此有兩層

早期部落人取材竹

子建屋和狩獵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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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亦即蚊子與竹子很多的地方。 

狩獵地 hokoling 山丘名。 hokoling 與 金 剛 山

（ kalotungang ） 相

鄰，位在現在部落西

側。 

狩獵地 kalotungang 該地因山形遠看像猴子而得名，中

文名為金剛山。 

花 東 海 岸 山 脈 支

系，聳立在部落西

邊。 

狩獵地 na’atefan 一個叫做 Ame 的人，在金剛山附近

設陷阱讓豬進到陷阱，捕獲豬隻。 

部落的西邊，緊鄰

kalotungang。 

狩獵地 ka’alolanowacon 意為狗掉下去的地方。打獵經過該

地時，因為當地有很多多蛇，帶著

狗到此地，狗就不見了。 

 

耕地和部落

名 

makerahay 為潮間帶之意。指的是現在真柄溪

出海口一帶的耕地。也是真柄部落

名。 

指的是現在真柄溪

出海口一帶的耕地。 

墳墓地 notimolan 北邊是埋葬的墓地。 

據說日據時期舊部落的各家屋四周

土地不足，無法埋葬，因而改在舊

部落南邊（notimolan）。 

石坑舊部落的南方。 

放牧區 Ronag 阿美族語為打滾之意。放牧的豬和

羊都會在此泥沼地打滾。 

位 在 就 部 落

takoliyaw 北邊。 

舊石坑部落

集會所 

taluan 為用竹子和茅草搭蓋的小屋。 1927 年之前，舊部落

為集會所。 

溪流 Cikowa’ay 溪流名稱，以 Kowa 木瓜命名。 從上游一直至出海

口 稱 之 為

Cikowa’ay，出海口

沿溪的耕地也以此

名稱之 

上山集合吃

早餐之地。 

karanaman 

 

阿美族語意為吃早餐的地方。要上

山時，族人在天都還沒亮時邊出發

起程，破曉時分來到此處，大家便

會在此吃攜帶的早餐，以此命名之。 

大俱來山上。 

墳墓地 citademay 埋葬之地。 舊部落南邊一帶 

資料來源：2010.8.4 綜合座談口述訪問八位長光耆老 

 
上述表格可以看出長光阿美族人土地利用的類型和命名的方式，長光傳統領

域命名的方式有幾種類型，一、從用途來命名；二、以該地的特產命名；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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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來命名；四、該地曾發生的事件（典故）。 
例如第一種從用途來命名，如 pickiwan 意思是撿拾貝類的地方，該地即為

海中貝類的採集地。如 citademay 埋葬的地方，意即墳墓；na’ atefan 獵場之意，

意即打獵的地方。第二種以該地特產命名，例如 cilopasay，lopasay 是桃子的意

思，意即該地以盛產桃子而以此命名；又如 likes 阿美族語之 likes 為蚊子之意。

另 likes 也稱為小竹子，這是由於此地竹子多，蚊子也就多，故稱之為 likes：cili’ay
長滿許多茅草的地方：cilidepay，當地有很多鳥，阿美語鳥為 lidep，後轉音為

cilidepay，意思該地很多鳥；citali’ay 阿美族的 tali 為芋頭之意，當地因為有泉水

湧出，很適合芋頭生長。Karat 即岩石，該處海濱有許多岩石。第三種以地形命

名：例如 kalotungang，該地因山形遠看如巨大的猴子，故稱為 kalotungang，中

文名之為金剛山；masadanga’hay，為像…之意。Danga’hay 是鍋子之意。因為這

個耕地形狀像鍋子的盆地，故得此名。第四種該地曾發生的事件（典故）。

Ciwano’ongan，向一個城仔埔的人 wano’ongan 買地，以其名稱此地。Ni’acaan
購買之意，以前這裡也是城仔埔平埔族人的地，長光阿美族人向他購買，故名之。

Pinaanan，跟一個叫做 pinaan 漢人買地，以其名稱此地。 
由傳統地名的命名，可知長光阿美族人對空間的命名，與其生活環境和生活

方式有密切相關。對於生活的空間，阿美族人雖然因為基督教的關係，捨棄了原

有傳統信仰，但在生活中仍然有一些特別的空間是與所謂的規範和禁忌有關的。

如年齡階級因意外事故發生而必須更換級名的時候，該級成員（kapu）會到河邊

samuluay（長光北邊的溪流）或是墳墓邊海蝕洞 kala（在長光墳場下方軍隊哨所

瞭望台南方三百公尺處）舉辦換名儀式11，所有成員要到該處過夜，過夜的時候

一一跟亡靈告別，請亡靈不要再跟著該級成員（kapu），告別之後便改新名。這

樣的儀式稱之為 mavati，意即把它挪開，不要再跟我們。 
近年來隨著年齡組織組成越來越不容易，也不易召集部落和都會區青年一起

活動，改名時必須與亡靈在上述兩處進行告別儀式的傳統也消失，最大的因素，

應是宗教信仰多元，過去的禁忌不再約束一般人的生活，大多數人也認為以儀式

向亡靈告別是迷信的行為。近年來長光年齡組織即使改名不曾到這兩處做儀式，

甚至即使級伴發生意外而死亡，也不會更改級名，主要是大家沒有以前的禁忌。

雖然過去的禁忌已經不再約束今日的行為，但是在部落中仍然存在著與靈有所連

結的空間，木瓜溪河邊 samuluay 和墳墓邊海蝕洞 kala 更名儀式進行的空間記憶。 
由於日本統治時期，對於耕地並未給予土地所有權，戰後這些土地，無官方

證據和山林原野之地契，實際上在土地國有政策下，屬於官有土地。但是因為耕

地從清領一直到日治時期，超過一百三十年長期為每個家族所使用，久而久之，

每個家族均視其為家族私有土地。一直到戰後，這些被視為自己家族的土地，因

為世代更替，下一代對土地繼承強烈表達，咸認為必須以法律確認以避免日後糾

紛，因而在民國 80 年代左右，政府開放國有土地，長期耕作者可登記成為私人

                                                
11  換名字前過去會去海邊海蝕洞，必須要在那裡過夜，好讓意外死亡的亡靈留在那裡，現在已

無此種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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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也讓原本長期耕作的族人，終於取得法律上的所有權，但也造成負面影響，

部分族人紛紛將耕地移轉或買賣，或進行產權分割。 
以長光為例，日治時期土地登記的方式，引起現在住戶之間的糾紛。過去日

本統治時期，是以鄰為單位登記戶籍土地，一個鄰有十戶左右，每戶的家屋地籍

登記在鄰長名下，過去族人很少外遷到其他區域，全部落都知悉這種情形，有關

土地稅的繳納，全村的人共同繳納。但發展到現在，許多人離開家鄉在都會區長

期定居。也有些族人一直在部落居住，因屋舍老舊加以改建。屋舍進行改建時常

因為過去土地不在自己名下，要取得土地行變更自己名下，才能將新屋登記為個

人所有。每一戶人家必須找到鄰長家族現在承繼那塊土地的後裔，與他們一起到

成功戶政事務所登記變更，才能進行後續工程。 
長光現在的集會所也面臨上述類似的問題，集會所為部落公共空間，稅賦由

部落全體繳納，而土地則登記在該鄰長名下。戰後土地稅完全由鄰長家族繳納，

因此該家族認為集會所土地是該嚴姓家族所有，後來嚴姓家族土地又輾轉傳到張

姓家族手中（因該家族連續有人去世，被部落認為是老天的懲罰）。近幾年東海

岸各部落，競相改建集會所，以便為自己的部落營造社區特色。長光部落集會所

幾次申請改建，接因地主不同意改建，而將向原民會申請的集會所改建經費退回
12。雖然目前有人提議，返還鄰長家族數十年來繳納的土地稅，以變耕土地所有

人為全部落的人，目前仍一直遲遲得不到地主首肯。 
長光現在的土地分為國有土地、公有土地和私人土地，這些土地的類別僅在

標示管理者和所有權人的不同，十幾年前國家開放原在國有土地耕作的人，得申

請土地為私人所有，才將長期以來部落附近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加以解決。 
長光在 1927 年移住到現址，族人對四周的領域自然發展出族人命名的地

名，每個地名命名的方式與他取得或使用的情形有關，顯示生活在周遭的地名，

這些地名與生活的作息和耕作作物密切相關，同時也顯族人對領域形成的特別方

式。也有一些僅知地名不知其典故的古老的地名，即使是八十幾歲的老人家，也

無從知其由，顯示早期開墾耕種或活動的地方，因耆老凋零，部落開發歷史在後

代子孫生產經濟活動型態不同之下，因逐漸隨著記憶消失。 
 

肆、口述史中土地之使用 

從上述長光部落對周遭領域的命名或者利用，傳統領域的觀念認定權益和使

用方式仍深植族人心中，至今仍然支配族人所建構自己生活領域。從清領時期直

到現在長光部落，經歷三個統治政權，但是長光阿美族人以傳統土地利用和命名

方式，確立自己的領域。 
以個人土地權之發生為例，長光從最初的舊社到現址，族人所擁有的土地是

以先占之形式確立所有權，如林萬傳先生所述「自行找尋自己耕作的土地，並將

它圍起來，在自行開墾的土地上周圍做記號（籬笆、種樹），表示這塊地有主人。

                                                
12  林先生、張先生、林張先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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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一旦知道這地已經有人耕種，絕對不會侵佔，即使後來荒廢了，也要經過

主人的允許才能開墾該地。」在該土地之上也都會做上個人所做的記號，而且此

土地權永久有效。 
至於公共領域，行使傳統領域的權力，族人以傳統習慣規範進行。以長光的

例子：對於前往海濱採集貝類、螃蟹、海藻等食物，一般阿美族人並沒有特別的

領域。有時鄰近的海邊如果險峻，例如八仙洞以北，不適合採集，自然往南邊的

海濱採集，有時遠至南邊永福一帶海岸邊採集，也是常有的事，鄰近同族的人並

不會加以阻止。海濱一帶的領域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空間，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隨意

佔為己有或禁止他人活動，同時族人也習慣將海濱採集地視為部落的領域的一部

份。林野的領域，由於阿美族人習慣上山採藤心、野菜或是打獵，廣大的山林，

對整個族人而言，是有固定明確的空間歸屬於部落，因此，對於外人進入到自己

的領域進行狩獵、圈地，或進行任何侵佔林野行為，都會立刻會引起族人群起反

對。以現在長光部落發生的個案為例，戰後因鄉公所某位公務人員，趁職務之便，

將長光部落西邊山林變更為個人所有，目前長光的阿美族人，仍然為此事努力爭

取，希望將該退休公務人員所侵佔之土地返還部落13。 
雖然阿美族人對於自己生活的領域，表面上看起來與其他社或族群沒有精確

的區域界線，但一旦生活中習慣活動的空間遭到侵佔掠奪，又會引起全族的反抗

與衝突。北部壽豐鄉池南的例子也是如此，日治時期明治四十三年（1908）七腳

川社對被滅社之後，社人逃亡四處生活，一旦在逃亡後選擇居住之地久了之後，

對於該地即有所謂的所有權，即使是其他地方來的七腳川社人，也不准其任意在

自己部落的溪流進行漁獵活動。 
目前調查阿美族人的領域概念：阿美族耆老們認定始祖社先占開墾的土地，

由子孫繼承連綿耕作而自然發生的地主權，至今仍未消滅。對於可以明確指稱與

土地所有權相關之領域，有個人宅地（paluma’an）、水田（pananoman）、旱田 
（hadhad）。屬於部落或社相關之公共領域的有山（tokos）、林（lotok）、墓地

（pitademan）、河川、原野、放牧地（kohkoh）。 
上述領域如果被佔領或侵奪，如個人土地遭到侵奪必定會追討或引發爭端，

至於公共的領域，進行採集或狩獵，則有明確的使用規範。一般而言，越是鄰近

部落內的公共領域，禁止他社的人侵採集或狩獵。離部落較遠的公共領域，鄰近

他社的人進入採集，並不特別禁止。阿美族人的採集活動並不限於自己居住的公

共領域，有時也會跨越其他部落或族群的公共領域，由於停留時間短暫，目前各

部落大多沒有禁止。 
至於哪些領域屬於部落的，以長光為例，部落族人命名稱之的地名，在概念

裡，那些區域就是自己的領域，這些領域大多是開墾耕作或採集時，依照該地的

特色或發生在當地的事件而命名，此地名一方面標示族人活動的空間，一方面也

標示族人生活的記憶。例如長光的 likes（蚊子）是採集地也是狩獵地，對於一

個長光人而言，那是部落的公共領域。如果有人去的是鄰近部落的採集地或狩獵

                                                
13  林德勝先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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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般都會直呼某部落山區或某部落海邊，例如大俱來山上、永福的海邊，而

非 likes（蚊子）、karat（岩石）。因此，從長光部落領域內所命的地名（如圖示），

正說明長光長久以來開墾發展的歷史和空間記憶，更標示著他們的傳統領域。 
     

伍、結語 

清領時期 1877 年以後，長光阿美族人遷移到南方，在石坑舊社定住之後開

墾許多地方，那些地方成後來成為族人的生活空間。日本統治一直到 1927 年，

為了管理更方便和改善當時舊部落衛生環境，要求從山腳下移出至海岸平原地

帶，今日長光現址，當時形成的聚落，其範疇包括所謂，宅地（paluma’an）、水

田  （pananoman）、旱田  （hadhad）。屬於部落或社相關之公共領域的有山

（tokos）、林（lotok）、墓地（pitademan）、河川、原野、放牧地（kohkoh），都

在移住到現址之前已經形成今天所謂部落的生活領域。 
歷經三統治政權，長光阿美族人於大港口事件逃到此處之後，鄰近的區域已

經有平埔族人居住在忠勇、中城、城仔埔和長濱一帶，長光阿美族人按照過去先

占權的概念就未開墾之處開墾，少數幾處也有向他族購地的情形。現在我們看到

長光部落介於平埔族人所開闢出的狹長的聚落生活領域，在領域中有族人根據過

去生活空間和記憶所命名的地名。在現在的地圖上仍然可以看到各族群很清楚的

生活領域，長光部落南邊是漢人和漢化平埔族人的生活區域，北邊也是平埔族人

生活領域，長光就夾在兩個聚落之間。這些領域雖然不大，但都可說是長光阿美

族人的傳統領域。雖然國家目前只有限度的開放土地所有權，讓長光阿美族登記

農耕地私有土地。其傳統領域裡，特別是狩獵地和採集地，大多數之土地仍屬國

有土地，但按其對該土地利用的概念，及其時間長久的生活習慣，政府應該更大

幅地將這些仍然在使用的傳統領域還給長光族人，使其擁有更完整的部落記憶和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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