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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災前的“達娜伊谷現象”給了原住民部落以社區保育的成果為基礎，發展生態
旅遊從而繁榮部落經濟的浪漫想像，因之掀起一股「封溪護魚」的熱潮；但時空
環境人文等條件差異，使得各部落必須獨自面對不同的考驗與課題，每個考驗與
課題也將成為其他部落未來發展的借鏡。原住民依恃與大自然千百年來和平共存
的智慧，成為社區保育的重要關係人，但隱藏在魚類資源保育行動背後的真正目
的，其實是滿足生計需求的渴望與企盼。
本研究以居住於三棧溪流域的布拉旦部落為個案，採田野觀察的民族誌研究
方法探討發展生態旅遊的原住民部落於推動進程中面臨的難題、在保育議題上遭
遇的困境。研究發現影響三棧溪保育的重要因素包括領導者的態度、政府經費持
續支持、反覆凝聚共識、執行上的全面落實、管理知識與能力；在生態旅遊的操
作上則應朝著深化觀光內涵、開拓市場區隔標榜在地優勢、擴大解說訓練層面、
降低工作人員流動率的方向努力。
關鍵詞：
關鍵詞：生態旅遊、原住民觀光、社區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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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ayiku Phenomenon” has induced other Taiwanese indigenous tribes a
fantastic imagination that they can also develop ecotourism to prosper the tribes based
on the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Therefore, many tribes copied the mode of
Danayiku and started the movement of “river blocking for fish resource protection”.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every tribe, they had to deal with
various and diverse tests and issues that many other tribes would be able to learn from.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when it comes to the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because of their wisdom of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ut something hidden behind the movement is the tribes’ desire and
anticipation to lead a more prosperous and wealthy lives.
This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at Pratan Tribe at Sanjhan River with ethnographic
methods and field observation to research into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publicity and the predicaments of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found during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of Sanjhan River are leaders’ attitude,
the continu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processes of reaching people’s
consensu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lan execution, and the knowledge and capacity of
management. 2. As for the operation and running of ecotourism, the enrichment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local tourism, the market segment and local superiority boosts,
broadening and grounded training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ecrease of employee
turnover rate are suggested.
Key words: ecotourism, indigenous tourism,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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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 前言
觀光業為目前全球最大的產業[1]，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以往大眾
觀光式的旅遊型態所帶來環境、社會文化等各種層面的負面衝擊也讓大家不斷思
考如何能夠在利弊得失之間取得平衡。
「永續觀光」
、
「生態旅遊」等名詞的出現，
正是對於大眾觀光的一種反動，其內涵反映的是對環境及旅遊地居民的關懷。生
態旅遊必須含有「社區為基礎」的精神，強調社區參與的重要性，並主張推廣生
態旅遊所獲得的利益應回饋給當地社區，以獲得居民（原住民）對保育的支持，
保育的作為則適可在觀光發展與資源保護間取得平衡[2]。生態旅遊所主張的核心
價值，使資源保育與社區發展兩者得以並行不悖。
近年國內原住民部落以資源保育為基礎推動生態旅遊，利益得以直接回饋社
區支持各項福利工作者，達娜伊谷是極富盛名的例子；一年動輒千萬的生產收益，
讓其他同樣依山傍水的部落爭相仿效封溪，成為一種“達娜伊谷現象”。但達娜伊谷
是否即是原住民生態旅遊的「典範」
（或樣版）？它的成功經驗是可以複製的嗎？
在今(2009)年莫拉克颱風過後，達娜伊谷滿目瘡痍的景象令人怵目驚心，二十
年辛苦復育的成果毀於一旦，讓山美鄒族不禁發出了「原本是好山好水，今天卻
成了窮山惡水」[3]的慨嘆，並將問題直指河川整治工程的設計與施作不當。姑且
不問災害的原因為何，這個教訓提醒了我們：環境變遷使得種種自然現象不再能
夠完全掌握與預料，輕忽環境保護的結果，是大自然無情的反撲；而首當其衝的，
則是居住於山林間的原住民部落。
當愈來愈多原住民部落以文化及自然環境為條件大力推動生態旅遊的同時，
必須正視這樣高度發展的背後其實存在許多隱憂。如單是著眼於可能產生的利益
而一窩蜂跟進，卻忽略生態旅遊應有的作為，不止社區發展的期待成為曇花一現，
一旦變質為資源掠奪式的大眾觀光，可能產生的環境、社會等負面衝擊更是堪慮。
以永續經營的觀點，檢視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現狀與困境，齊思背後成因與解決
之道，成為重要的課題。

2. 研究背景與目的
鄰近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三棧溪有「小太魯閣」美稱，因交通易達，原本即是
民眾假日戲水、烤肉、釣魚的去處，造成河川生態破壞嚴重，加以溯溪車輛長驅
直入，溪流受害情形曾被林務局評估已達最嚴重的程度[4]。位於三棧溪旁的布拉
旦部落（三棧社區）為護育溪流生態，借鏡達娜伊谷模式，整合部落共識自 2004
年 4 月 12 日開始封溪護魚，繼同屬秀林鄉轄內清水溪流域後，成為花蓮縣第二條
實施封溪護魚之溪流；希望結合保育與社區發展的目標，藉由生態旅遊的推動，
為社區帶來具體利益。
探討國內溪流保育的研究[5] [6] [7]發現，保育與觀光發展之間已成為一種手
段與目的的連結，從事保育目的是著眼於觀光發展帶來的利潤以繁榮社區。原住
民依恃傳統生態知識的展現，以保育的成效為部落創造觀光商機並帶動社區發展
這種思考近幾年逐漸醞釀，國內可稱得上成功的例子——如達娜伊谷——亦廣泛
被研究。但不可否認的，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正面臨快速佚失的危機卻也是不爭
的事實[8] [9]，能否於生態旅遊的操作中，經由演練與學習，達到環境保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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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文化復振等目標，在原住民地區將一再被檢驗。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布拉旦部落結合社區保育及原住民觀光要素的生態旅遊在
實際推動上面臨什麼問題？遭遇的困境為何？藉由布拉旦部落推動的軌跡，希望
一探原住民生態旅遊的真實。

二、文獻探討
1. 生態旅遊
有鑑於觀光活動在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衝擊，1965 年 Hetzer 在 Links 雜誌中提
議以“ecological tourism”取代傳統觀光模式，為生態旅遊概念的肇始；而今一般使
用的“ecotourism”一詞則是 Ceballos-Lascurain 於 1983 年所創造，目的在遊說以濕
地保育取代開發建設，吸引觀光客來活絡經濟[10]。Jafari 指出，自 1980 年代中葉，
覺察大眾觀光所產生各種環境、經濟及社會文化的代價，生態旅遊開始在世界各
地被極力推廣[11]。經過二十年的發展，生態旅遊一詞已為大眾所熟知，但其意義
及內涵卻被不同價值及利益的關係人利用與詮釋。最常招致非議的便是旅遊業者
打著綠色旗幟(green washing)的行銷手法，以生態旅遊為名帶觀光客至自然地區旅
遊，卻忽略了保育的觀念[12]及應如何作為以減少對環境及居民的衝擊。
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 TIES)在1991年為生態
旅遊下了一個簡要的定義：「生態旅遊是一種到自然地區的責任旅遊，它可以促
進環境保育，並維護當地人民的生活福址」[13]。Honey依據國際生態旅遊協會的
定義，指出生態旅遊有七大特徵，包括：（1）到自然地區的旅遊、（2）將衝擊
減低到最小、（3）建立環境意識、（4）為保育提供直接財務上的利益、（5）為
當地居民提供財務上的利益及培力、（6）尊重當地文化、（7）支持人權及民主
運動；並依上述特徵將生態旅遊重新定義為：「生態旅遊是一種到脆弱、未開發、
而且通常是受保護的地區旅遊，追求低衝擊且（通常是）小尺度的。它協助教育
旅遊者；提供保育資金；為當地社區的經濟發展及政治培力帶來直接利益；並促
進對不同文化及人權的尊重。」並主張以此為評估標準，惟有具備以上七項條件
方能稱是「生態旅遊」[14]。Buckley則指出生態旅遊應是下列的集合：以自然為
基礎的旅遊產品及市場、採取永續經營的方式將衝擊減到最小、為保育提供財務
支持、正確的環境態度及教育；以限制性的定義強調對旅遊地的環境永續議題應
予重視[15]。
Harvey認為生態旅遊起源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已開發國家，本質上仍是以需求
為導向，以創造利潤為目標的一種產業，操作不慎則可能出現不斷開發新景點而
舊景點隨之淘汰的「毀滅性創造」(destructive creation) [16]；黃躍雯、王鑫、黃宗
成分析國內生態旅遊發展，認為政府部門仍存在為推動觀光發展，以生態包裝觀
光的意識型態，民間組織（除了部分原住民部落外）也未能把握生態旅遊的實質
內涵，而學界以消費者角度出發的市場供需規劃，則恐將生態旅遊帶入商業化的
境地[16]。Pforr也指出旅遊業者標榜生態旅遊只為帶來更多商機，而政府部門的強
力推廣，則是著眼於以潛在的工作機會及收入做為社區發展的一種手段[17]。
綜言之，生態旅遊除了具有到自然地區旅遊的性質外，還應包含：最小衝擊、
環境教育、支持保育、利益回饋、文化尊重等要素。為了避免落入意識型態的操
作，對於生態旅遊的規範應採用限制性、高責任的標準衡量，關於生態旅遊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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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及評估，亦應嚴格加以檢視。

2. 原住民與生態旅遊
國內許多學者都曾提出早期原住民在觀光過程中係被動處於觀光客體的不利
地位，因而產生種種負面效應，徒然成為觀光現象的受害者[18] [19] [20] [21]。但
觀光對原住民而言是否全然為災難？謝世忠指出原住民的觀光參與也是對文化自
我型塑的過程[21]；劉可強與王應棠以「文化商品化」的觀光現象說明，當原住民
文化轉換為可買賣的商品時，或許不能完全反映文化的真貌，但卻有助於保留正
在衰退中的文化，反而未能轉化為商品的文化將更快凋零消失[22]。因此，假使運
用得宜，觀光除了能讓原住民獲得經濟利益之外，發揮文化復振等邊際效益也備
受期待。而惟有改變主客關係，建立部落自主經營的觀光，原住民才能真正從觀
光中獲益[18] [19] [21]，亦即要從「觀光原住民」變為「原住民觀光」[19]。
Hinch and Butler認為原住民觀光是指原住民直接參與管理，並／或以文化的獨
特性吸引觀光客前來的觀光活動[23]；謝世忠則主張惟有原住民能自己規劃並有效
利用觀光資源，掌握獲益的時候才能稱為原住民觀光[21]。因此並非在觀光過程中
加上原住民文化的要素便可稱為原住民觀光，必須是原住民直接參與、結合資源
規劃、從中獲益，而這正呼應生態旅遊所強調的精神；推展生態旅遊以弭平觀光
負面影響，成為許多部落的發展圖像與消滅貧窮希望之所繫。原住民社區如何發
展及管理部落生態旅遊產業的研究亦成為近幾年生態旅遊領域的焦點[24]。
「原住民生態旅遊」(indigenous ecotourism)一詞出現於1990年代中葉，首次
被使用是Colvin、Schaller、Wesche等人用來描述厄瓜多爾印地安人部落以社區為
基礎的生態旅遊計畫[24]。Zepple將原住民生態旅遊定義為造訪屬於原住民的自然
地區，由原住民主導遊程並負責自然、文化環境及動植物生態的解說；並指出原
住民生態旅遊應包括三個重要面向：觀光產品是以自然為基礎、原住民有主導權、
是原住民生態及文化智慧的展現[24]。
黃躍雯、王鑫、黃宗成提出原住民部落生態旅遊操作概念架構圖，主張原住
民部落生態旅遊操作應是國家、民間社會與地方社會三者之間的通力合作，各自
扮演好應有的角色，缺一不可。其中首要的便是地方社會（部落）應先成立推動
的組織，該組織要能握有權力，並滿足部落基本經濟需求之後，居民才有意願參
與生態旅遊的運作；部落做好規劃與準備，國家與民間社會的協助與支持才有意
義[16]。
原住民擁有獨特的文化、風俗與習慣，在原住民部落推展生態旅遊方興未艾
的同時，必須時時警惕觀光曾經帶給原住民的傷害，步步為營，才能避免落入再
次的危機。而原住民生態旅遊的永續經營則有賴部落自主、國家的介入與協助、
民間社會的支持與尊重，方得以實現。

3. 保育與原住民
生態旅遊的先決條件便是「到自然地區旅遊」
，因此如何保育環境與動植物資
源以吸引遊客即成為重要的課題。Hales、McNeely、Wright and Mattson、Holdgate
and Phillips皆曾指出傳統保育典範係採取「黃石公園模式」
，將自然地區劃設為自
然保護區，以「無人公園」思維進行管理[25]，這種無人荒野的錯誤想像，忽略了
人類（大多是原住民）在保護區內居住已久的事實，現今保護區的面相是人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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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態千百年來的互動結果[26]。而這種由上而下、中央集權的保育政策所施行結
果，證明政府的能力有限[27]，保育的成本須由地方社會（部落）來承擔，因而造
成政府與社區之間的嚴重衝突[28]。
近二、三十年國際社會轉而倡導以在地社區為基礎的保育(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CBC)，由社區取代國際社會或國家層級，成為保育的主體[28]。社區
保育模式強調當地社區在保育行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可以整合生物多樣性
保育及當地社經發展的目標，是所謂雙贏(win win)的策略[29]。Western and Wright
認為社區保育的意涵包括對當地自然資源的合理使用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並且
保育行動不論是由社區內、外所發動，出發點都是為了給社區帶來利益[28]。
Agrawal and Gibson則指出社區保育的要素包含：居民普遍且持續地參與、重視在
地知識對於環境永續利用的方式等；共有資源理論的實證研究也發現，以社區為
主體的資源管理若運用得宜，結果較國家或私人有效[27]。
必須注意的是，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育也面臨過度想像的陷阱，Agrawal and
Gibson就認為社區並非同質，乃是由伴隨不同利益的多重行動者所組成，這些行動
者的互動將影響保育的成效；社區居民必須長時間的證明能夠較他人更有效地管
理自然資源，才能視為最佳管理者；對於社區居民參與有助保育的反向思考是：
如果社區居民不被納入自然資源管理體系中，居民很有可能反而破壞性的利用資
源[27]。而著眼於發展的保育行動，則容易招致地方利益衝突與菁英掠奪(elite
capture)等問題，從而削弱集體行動的基礎，結果反而是傷害了保育本身[29]。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Phillip咸認在保育典範移轉下，過去被視為威脅的
在地社群，憑恃與周遭自然資源及環境的緊密連結與互動成果，被國際社會認知
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育有重大貢獻，成為自然資源的主要權益關係者[25]；其中關於
原住民與保育之間的議題，更是引起廣泛的研究興趣與討論。
過去原住民依賴動植物資源維生，採獵行為透過習俗的規範，與大自然得以
和諧並存千百年，但自由經濟進入原住民社會後，所產生大量捕獵販售營利行為，
讓保育人士對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產生質疑與批判。而對此持不同意見的說法，多
是以環境正義的角度出發，認為原住民是政治經濟不平等之下的弱勢者，在關心
野生動物之前，應先表達對於社會正義及弱勢群體的關心[30] [9]，雖然與保育界
同樣都支持環境保護，但認為在優先次序上應有不同的選擇[9]。原住民的狩獵文
化長久以來與自然界維持著「動態平衡」的關係，野生物數量減少應歸咎於文明
對棲地的破壞[8] [9]。原住民在保育中的角色定位因此在兩派論點中產生拉扯。
在國際社會的努力之下，衝突有了轉變，自然保育與環境正義兩派支持者較
能衡平地看待原住民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貢獻，並探索背後支持保育的因素，
是否得以繼續維持？其中主要議題便是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Wells and Brandon
即認為保育措施的成功首要尊重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與生態智慧[9]。林益仁與褚
縈瑩綜合國內外論點，認為傳統生態智慧中生態彈性觀點的資源管理方式，有助
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31]。
在保育領域中提到的在地知識一般多聚焦於在地社區，特別是原住民族相關
的原存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傳統知識(traditional knowledge)、生態知識
(ecological knowledge)與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雖然
字彙有所差異，但共通的是強調該知識與當地生態環境的密切關係[31]；Warren,
Slikkerveer and Brokensha更進一步所謂在地知識是居民基於對於所居住地區及使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南亞技術學院環安衛中心/土環系

台灣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
保育與觀光─以布拉旦部落的生態旅遊發展為例
2009

用資源等生態的認識由自身所建構，而非由專家來闡釋[32]。Berkes將『傳統生態
知識』明確定義為：
「知識、實踐和信仰的累積體，經由適應性過程而發展，並透
過文化傳承而世代傳遞著，是有關生物（包括人類）彼此之間及與環境之間的交
互關係。」[33]因為是透過適應性過程發展，因此具有試驗與錯誤的特色，意即，
「並不是所有根據傳統的操作都有助於保育」[34]；此外，“傳統”一詞意味著歷史
與文化的延續，但因社會始終處於變動的過程，因此何謂傳統也必須持續重新界
定[32]。
有關傳統生態智慧的討論，常用與西方科學相比較，但Berkes等人認為兩者之
間並非對立，而應強調彼此互補的關係[32]。當兩種知識體系在敏感議題（例如狩
獵）的立場上產生碰撞，傳統生態智慧的擁有者認為，基於在地觀察而得的知識
必先於從書本而來的科學[35]；為飽腹而狩獵並且只取可接受的捕獲數量，固然是
西方科學中所認為資源管理的合理使用，但也不可忽略狩獵為維繫獵人與獵物之
間關係的方式[36]，而這種與環境之間的彼此牽絆，是西方科學必須加以理解的。
傳統生態智慧被高度注目的同時，亦有學者提出應審慎思考的呼籲。陳毅峰
便認為在地知識常是片段的、競逐的[37]，林益仁也指出闡釋生態智慧的過程中，
涉入不同行動者如原住民菁英、生態學者、保育人士、官僚體系，產生不同的目
的與詮釋[38]。而經過不斷的變遷，傳統生態智慧是否已脫離在地脈絡？在與現代
發展無法切割下，傳統生態智慧該如何轉化與活化？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實踐？
都有待探討[31]。
近來國內外趨勢一致強調重視原住民在保育工作上的夥伴關係，在這被賦予
的新定位上，如何實踐並呈現傳統生態智慧將是一大考驗。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文
化多樣性應是緊密相連，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逐漸消失，代表的是生態智慧一點一
滴的流失，尋回、紀錄、整理、學習與（經過轉化的過程予以）重現，成為迫切
的課題；過程中尤須謹慎探求發言者背後是否有特定關心的目的與代表的利益，
避免落入百家爭鳴、各自表述的境地。

三、研究方法
因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分屬不同文化族群，為瞭解研究對象的文化及生活、對
問題的看法等，採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做為理解的開端[39] [40]，以田野觀察進行跨
文化的研究。
研究者工作地點與三棧社區相距約6公里，加上早年到三棧溪戲水的經驗，因
而對此地並不陌生。研究者克服不同文化溝通方式等差異的條件來自於工作環境
中與Truku1多年互動的經驗，使研究過程中盡量減少誤解的可能。2008年3月間，
經由同事（本身即為布拉旦部落居民）介紹，與社區發展協會成員進行初步接觸，
在持續拜訪的過程中引薦認識協會核心成員，以虛心學習的誠懇態度說明研究目

依學者廖守臣的分類，布拉旦部落居民屬於泰雅族之下賽德克亞族分支其中的 Truku（托魯閣閣群
或太魯閣）部族[34]，但自行政院院會 2004 年 1 月 14 日通過「太魯閣族」正名案，太魯閣族自泰
雅族獨立成為台灣第 12 個原住民族後，族群內出現分歧的聲音，2008 年 4 月 23 日「賽德克族」
（Seediq）也在官方的承認下正名成為第 14 個原住民族。不論是基於政治角力或歷史解釋的不同，
族群內的紛爭使得同一民族卻出現兩種族稱[34]，為避免落入認同的推拒拉扯，本研究在提及布拉
旦部落族籍時一律以 Truku（發音近似“德魯固”）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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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取得同意進入研究場域。
研究者在田野進行研究一開始即採取公開的方式，當與部落居民初次見面時
必定說明自己的身分、到布拉旦部落的目的、進行的研究與關心的主題為何，以
信任為基礎，以提高資料品質[41] [42] [43]。經由長期、持續性的參與田野間的事
件與活動，獲得接納並建立友誼，得以由圈外人的角色進入圈內人的觀察[42]。觀
察的開始，研究者試著放下一切想法，在田野間進行謙遜的學習[41]。參與觀察的
期間自2008年4月開始至2009年4月止，研究者持續著每一到兩週一次到布拉旦部
落進行特定或不特定情境的觀察；特定情境的參與觀察以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活
動為主，不特定情境的參與觀察則包括遊憩活動體驗、團體及一般民眾的遊客行
為觀察、與協會人員的對話、與居民的交談等。藉著參與布拉旦居民的日常生活，
拉近研究者與田野的距離，以使觀察的結果客觀、真實[41]。
如同研究者一位Truku同事所說：
「當錄音、影器材架設起來，受訪者所說的話
便像在一張白紙塗上了顏色一般」
。為取得最接近真實的資料，研究者並未進行正
式訪談，避免受訪者知道正在進行研究時會出現不同的反應與行為[41]。研究者利
用參與的機會或單純的偶遇，多次與協會人員及居民進行非正式交談，包含一般
性的寒暄或有目的的詢問等，過程中以理解與尊重為前提，以同理的態度去聆聽
與感受，研究者只聽受訪者想說的故事，而不過度探詢對方可能想要保有的私密。
當交談的過程中出現有意義的對話時，研究者強迫自己記憶，並在離開田野的第
一時間以速寫的方式記下，以確保對話內容不致偏離受訪者真意；除此之外，觀
察記錄則是另一項重要的資料來源。描述在田野所觀察到的空間、行動者、活動、
主題、行為、事件、時間、目標、感受等直觀與反思，與紀錄前述對話的脈絡內
容所累積的田野筆記，便成了研究者分析的素材。經由一次次的參與觀察與紀錄，
逐漸聚焦研究問題。問題聚焦後，為了釐清真相，約訪幾位社區內關鍵性的領導
人物，事先擬定必須提問的幾個問題，捨棄錄音、錄影等器材，在輕鬆自由的氣
氛下交談，不設限任何話題，隨著受訪者談話內容進行，進一步澄清並取得第一
手資料。

四、田野描繪
1. 地理人文概述
三棧社區三面環山（北加禮宛山、人道山（桑巴拉堪山）、論外山），一面
抱水（三棧溪），台地總面積不到0.2平方公里；三棧南、北溪在部落展演場前方
匯流，流經三棧國小附近再與一條大部分時間都呈乾涸的無名溪會聚後大弧度右
轉，蜿蜒約兩公里至太平洋出海；溪流右側的內三棧及左側的外三棧恰隔著三棧
溪相望，以橫跨三棧溪上的三棧橋連結兩地交通[44]。此地在行政區域的劃分上與
加灣同隸於秀林鄉景美村，外三棧門牌為10、11鄰，內三棧則屬12至15鄰的範圍，
依花蓮縣秀林鄉戶政事務所2009年2月24日統計資料，在籍人口有788人，其中山
地原住民(Truku)佔多數，比例為90.99％，平地原住民約佔2.16％，非原住民族則
佔6.85％。
「三棧」地名的由來有不同說法，李來旺、林芳榮認為是日據時期日本人將
此地定名為Sasijiyan，為三個山的意思，後來的國民政府依語音改名為三棧[45]；
另外有一說則是以社區位於三層之河階台地上，閩南人稱之Sajan，國民政府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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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便取音命名為三棧。
日據時期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採集團移住政策集中管理，原本居住在山上的
原住民因此被迫遷下，三棧的居民即分別來自 Pratan（布拉旦）、Kraga（葛拉卡）、
Locing（落支煙）、Doras（道拉斯）等不同部落[45]。其中又以原居住在三棧南北
溪交會處中間駱駝峰平坦地的 Pratan 部落最早遷到此地，人數也最多，因此三棧
居民便以「布拉旦」對外自稱。據三棧社區發展協會文史調查所得，Pratan 的語意
分為兩說，一是原本部落所在的山上長滿了「野菰」；第二種說法則是指「山的
尖峰」。

2. 自然景觀及資源
三棧溪主要有南、北溪兩大支流，其中以發源自帕托魯山東坡的南溪流域面
積較大，流長約24公里，北溪則源於塔山南麓，長約8公里；南、北溪以論外山山
脊為分水嶺，於內三棧社區附近匯流[46]；三棧溪全流域唯一有人類聚居的地區即
是三棧社區，因此布拉旦部落與三棧溪彼此之間有高度依存的關係。
三棧溪的地質結構因與流經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立霧溪相近，河流下切大理石
（變質石灰岩）岩層所形成的獨特峽谷地形及碧綠透明的溪水，與立霧溪的景觀
相似，因此有「小太魯閣」之稱。從三棧社區沿南溪上溯約5公里，即來到名聞遐
邇的「黃金峽谷」
，陽光穿透峽谷映照山壁呈現出的耀眼金黃及途中深潭美景，每
年都讓遊客絡繹不絕，而三棧溪中蘊含的玫瑰石更是雅石愛好者蒐珍的目標。
三棧自詡為「毛蟹的故鄉」
，其中又以原生種的台灣絨螯蟹數量較多。至於三
棧溪的魚類則以Truku族語名為“U ma tahrx”（布拉旦部落將同為台灣原生種的日本
禿頭鯊及寬頰禿頭鯊都稱做U ma tahrx）的數量最多，是以前部落居民主要食用的
魚類[47]；現在則成為布拉旦的象徵物之一，常出現在各式木雕作品之中。

3. 封溪護魚歷程
距離花蓮市約16公里的三棧溪，發源於秀林鄉境內，而於新城鄉出海。因溪
水清澈，早年即是花蓮縣民眾假日親水的好去處，太魯閣國家公園曾規劃協助開
發此地為國家公園外圍的遊憩據點，希望以此紓解閣口至峽谷內的遊憩壓力[48]。
但夏季到此游泳、戲水、烤肉的人潮，及跟著人潮到來的攤販，對此地環境所造
成的壓力與日俱增。護溪的構想一開始由教會牧師在到訪過達娜依谷後所提出，
但居民唯恐生活形態改變、生計受到衝擊起而反對，後來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帶部落居民參觀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馬里光部落）及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達
娜伊谷）等部落觀光發展的激勵下，決定2001年1月開始護溪。但因社區內仍有許
多反對意見，所以真正護溪是至2004年4月才開始[45]。
在地方人士的奔走下，護溪行動受到花蓮縣政府的支持，依據漁業法公告自
2004 年 4 月 12 日正式掛牌起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止三棧溪全流域實施禁漁
（封溪）
保育，嚴禁以任何方式採捕水產動物及水生植物（含垂釣、撈蝦、徒手捕捉）
；並
得視實際需要或保育成效，將禁漁（封溪）時間及範圍予以適度延長或解除。三
棧溪護溪的範圍包括南北溪全流域約 40 公里，因北溪未開放遊客進入溯溪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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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巡守隊固定巡守的區域主要為南溪，大概是沿著社區約長 2 公里2，工作內容
是勸離違反社區公約的遊客或居民並維護溪流清潔。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協助規劃三棧社區生態旅遊據點，曾在 2005 年委託
進行社區居民的訪談及問卷調查，由訪談記錄分析居民一剛開始反對封溪護魚的
原因，主要是協會未能整合居民共識、個人利益受到影響（不能再毒、電魚及抓
螃蟹）、居民未能從中獲利（協會職缺因不知要到勞委會申請而喪失工作機會）、
資訊不夠公開透明而產生誤會等。問卷調查結果則發現，經過努力，社區居民大
多已能認同部落發展生態旅遊，但卻認為經濟發展應優先於資源保育，發展生態
旅遊的目的在於增加居民收益以改善生活品質[49]。因此對社區發展協會來說，如
何以生態旅遊的推動提升部落居民整體利益及福祉是首要之務，也是居民對保育
效益評斷的基準與保育行動持續增強的動力來源。
從護溪前推估每年大約有20萬人次到三棧戲水、烤肉、觀光[50]，2005、2006
年每年約5、6萬人次[51]，到2007、2008年每年約2萬人次左右（三棧社區發展協
會提供）
，三棧溪的遊憩壓力明顯緩解。現在遊客到布拉旦從事的遊憩活動除三棧
溪溯溪健行外，多集中在部落居民所居住的社區範圍及緊鄰社區的三棧溪河段，
因此社區整體環境營造、設施與景觀的整理及復舊、提供原住民文化活動體驗、
新遊憩據點的開發、社區資源的調查及解說能力的養成等相形重要，透過社區總
體營造整合政府部門相關計畫，將補助經費有效使用於社區各種軟硬體建設上，
亦成為部落生態發展的重要資源。

五、分析與討論
布拉旦部落生態旅遊係以封溪護魚的保育成果為觀光吸引力之基礎而發散。
以下，即分別由封溪護魚行動的發展分析布拉旦部落保育的『責任』面向、以原
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的角度討論布拉旦部落保育的『能力』面向，並藉布拉旦部落
為例，探索原住民生態旅遊在實際推動中所面臨的困境與難題。

1. 從「封溪護魚」
封溪護魚」看社區保育
封溪護魚的構想一開始並非全然受到布拉旦居民支持，能夠破冰的轉捩點在
於反對者參觀過馬里光部落、達娜伊谷後，發現封溪護魚的確可以為部落帶來經
濟利益，才得以順利推動。幾年下來的宣導與執行，居民也算是對封溪護魚漸有
共識並且願意配合，即便花蓮縣政府當初依漁業法所公告的封溪護魚期限已過且
沒有繼續核定延長禁漁（封溪）
，部落內部已然形成約制的力量，如發現有外來遊
客捕抓魚蟹或垂釣，在巡溪員的勸導下多能給予尊重並接受，少有爭執的情形發
生。但這樣的和諧卻在 2009 年初，因推動護溪的主要領導者卸任社區發展協會職
務，且社區發展協會無力自籌薪水留用巡溪人員因而產生變化。在資訊不明朗的
情況下，對於禁漁究竟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一時之間眾說紛紜、見解不一；唯
有不許外人來三棧溪以任何形式奪取魚類資源，部落內倒是有不必言喻的默契。
以國內資源管理的個案來看，領導者的認知與作為是決定社區保育能否促成
並且繼續推展的極重要因素[52] [6]；相對的，過於依賴領導者推動的社區保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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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旦面臨領導者職位更替，則更容易出現危機。又因三棧社區2009年未能繼
續獲得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對社會型計畫的補助，少了原有15名每天三班輪流巡
溪的人力後，護溪工作顯得捉襟見肘，也凸顯社區在長期仰賴政府經費下，尚未
能發展出自發性的保育行動。
Western & Wright 認為社區保育是充滿不確定性的，部分原因來自於如何界定
所謂的“社區”？自然資源不可能為單一社區所獨享，因此該如何賦予使用該自然資
源的『權利』
（rights）？設若該社區沒有意識到對使用該自然資源應有的『責任』
（responsibilities），並且缺乏適當的管理『能力』（capabilities），保育工作由國家
移轉到地方（社區）可能使得自然資源承受更嚴重的破壞[28]。以下由布拉旦居民
對開放漁獵的爭議與 Truku 對自然資源管理的在地知識分別探討社區保育中的『責
任』與『能力』問題。

（1）開放漁獵的爭議：談社區保育的『責任』
在 2009 年職務輪替、又沒有專人巡溪後，能否在三棧溪漁獵？居民認知出現
不一致的情形，但是對外仍採取護魚的統一說法。或許是社區發展協會遲遲未有
“官方說法”，居民又無法獲致正確訊息，因此，雖不至於明目張膽，但的確有部分
居民開始到上游捕抓魚蟹，而這件事在社區裡似乎也不再是秘密。
「賞魚區因為規
劃是賞魚之用，所有捕撈垂釣一律禁止，除賞魚區以外，部落居民如以傳統漁法
抓魚，協會不會過問，只要不毒、不電，一次抓的量不可能太多，至於蝦蟹類則
無法可禁，並沒有法令規定不能抓蝦、螃蟹。」3護溪態度的落差，雖然有著捨公
約而就法令的正當性，但既然法無明文禁止毒、電魚以外的行為，勸離外人在此
垂釣卻無視居民漁獵，護魚的決心僅止於對外，是否會有監守自盜之嫌？真以“傳
統漁法”抓魚的居民又有凡幾？
在一番轉折後，於 2009 年 4 月 11 日召開的部落會議上，護魚這件事意外地
有了明確的答案。透過會議的形式，再次規範部落居民共同遵守──「請三棧社區
居民必須遵守部落公約，嚴禁在三棧溪各支流電魚、毒魚、撒網及捕撈螃蟹等，
並建立『檢舉獎金制』
。」主席在會議上公開說明，96 年所制訂的部落公約即有明
確規範，而為了徹底執行，社區發展協會 98 年第四次的理監事會議上，決議建立
檢舉獎金制度，以收嚇阻之效。
「遊客來布拉旦就是看山、看水、看水中生物，不
然是看什麼？」並且，
「依據 gaya4，希望大家遵守」
，除了法令的強制之外，也希
望發揮祖訓的內在約束力量。但會議中仍有居民提出不同看法，希望可以有計畫
地開放，捕到小條的魚就放生，「不要壟斷」（意指社區居民有捕魚的『權利』）。
並且提到「護溪要嚴格，不然就沒意義。」顯示內部未遵從護溪規範，才是保育
工作未能貫徹的根源5。
在達娜伊谷封溪護魚的進程中，一開始面對的也是部落居民違反自治公約捕
撈、毒魚的問題，在幾次嚴格執行罰則之後，才讓山美村民體認到護溪不是說說
而已；在共識的背後是明確的規範與徹底的執行，方為達娜伊谷保育能夠成功集
體行動的關鍵[53]。因此，在護溪的巡守上必須嚴格執行，對外如此、對內亦然。

田野筆記
的 （祖制規範）是以祖靈為信仰中心的內在制約力量，為保持生活秩序平衡而衍生各
種不同行為準則。Gaya的內涵並無條列式的明確守則，而是一種實際生活的規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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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面對違法者是自己親族或鄰朋時必定有所遲疑，是否能有保育為先的道德勇
氣，考驗著布拉旦居民對環境所抱持的態度與責任。在部落公約的約束下，或許
能夠慶幸的是三棧溪中魚蟹暫時得以喘息，但諷刺的是，社區保育最大的敵人卻
是自己（部落居民）
。
三棧溪護魚行動似乎暫時安然度過領導者更替以致內部規範不明的危機，但
是政府補助終止造成護溪人力短缺、執行（取締）無法落實等情況如果不設法改
善，仍隨時可能打擊布拉旦社區保育形象；此外，部落公約無法約束遊客，勸離
釣客的行動也缺乏法源支持，一旦遭受質疑又該如何處理？都是極大的考驗。

（2）生態智慧的試煉：談社區保育的『能力』
對於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的描述，常做為表徵、也同時常引發正反兩方意見
激辯的便是有關狩獵的議題。主張生態智慧能夠對在地自然資源有效管理的人認
為，傳統原住民狩獵乃透過獵法（具）
、獵季、獵區、獵物等獵人的行為規範，及
信仰禁忌等的社會機制來加以控制[54]。現在的部落卻因超自然信仰及傳統社會規
範的流失、職場與生計轉換等原因，造成「缺乏傳承、能力消弱」[55]。雖然大部
分 Truku 的獵人仍能遵循只在冬天打獵，以避開動物繁殖季節、維持物種數量的古
老智慧，但其他關於獵法（具）
、獵區、獵物的行為規範，卻在法令規定禁獵、傳
統營生方式因而改變後，面臨傳承斷裂與式微的危機。當 Truku 狩獵文化應有的規
範功能顯得薄弱，gaya 是否能相對發揮禁忌節制的力量，以維持自然資源的平衡
與生生不息？
Gaya 體現在 Truku 的日常生活，是出自於對祖靈（自己的祖先）的敬畏（害
怕降禍）而產生的種種禁忌，Truku 以此約制關於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一
切行為。簡單地說，gaya 是普遍存在 Truku 生活中，於家族內口述傳承的祖先遺
訓；是無形的道德規範，也是不敢僭越的行動準繩。但在今日，對年輕一輩 Truku
而言，gaya 可能是未曾從家人口中聽過的，在生活中也很少談論[56]；因此，與其
說 gaya 是口述教導的祖訓，不如說是一種實踐法則，是“經歷過才有人告訴你可能
違反 gaya”。殺豬獻祭以避災厄就是出自於對 gaya 的敬畏，
「如果不殺豬，家裡有
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的時候，大家就會覺得一定是沒殺豬的關係。」不過，
「其實
6
（年輕人）都不太注重 gaya 了。」
傳統生態智慧既然因傳遞不全而面臨質疑，是否仍有其他在地知識支持布拉
旦部落有管理三棧溪自然資源的能力？在 2008 年 4 月剛接觸田野時，曾聽居民提
到布拉旦部落傳統的『魚藤季』
：以魚藤搗碎的汁液毒魚，可使魚暫時麻痺昏迷，
人即可在岸邊撿拾大魚，未捕撈的小魚約 2 小時後甦醒恢復正常7。這種“傳統”到
底存在多久？引起我進一步探詢的興趣。
據當地耆老回憶，每年一次的魚藤季約在七、八月農忙過後的時間舉行，必
須先向派出所登記，當日有廣播通知村民，警察則從旁監督；下游會準備工業用
鹽巴解毒，以免魚藤毒順流到大海裡。魚藤季當天村民一早就會到三棧南溪上游
聚集，一邊跳舞、炊食，一邊等待下午毒魚的時間到來，也算是部落年度大事；
參加者會領到一小把魚藤，就等一聲令下，大家一齊行動。印象中最後一次的魚
藤季是在四十餘年前，後來收成不夠，部落居民開始出外打零工，逐漸脫離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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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至於魚藤：
「是向平地人買的。」最早使用魚藤的是日本人，用來製作毒品
（殺蟲劑）
；後來是平地人曬乾在賣。三棧溪原生種淡水魚類只有禿頭鯊才會被毒
暈，並不是每種魚都會受到它的毒性影響8。
追本溯源，魚藤做為毒魚使用並不是居住於三棧溪畔的 Truku 所發現，而是一
種“學習”與“應用”。雖然不能稱為傳統，但以溪流管理的知識而言，仍有其在地的
脈絡可尋。一年一次的集體捕撈，雖會造成魚蟹數量在一夕之間減少，在有意識
地管控下，尚不致使物種滅絕；但遺憾的是當捕撈行為不再是一種社會規範，當
電魚、
（氰酸鉀）毒魚的方式傳到了部落，布拉旦溪流自然資源管理體制已然失序。
古曉燕以三民鄉楠梓仙溪與烏來鄉南勢溪、桶后溪的河川魚類資源保育計畫
進行研究，發現社區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封閉性與人口穩定性為共同資源管理的
必要條件[52]。布拉旦部落在地理上因單一雙向聯外道路形成半封閉社區、人口組
成又趨於單一種族，在資源管理發展上擁有先天優勢；要繼續努力的課題則是如
何在社區保育的責任與能力面向皆能付諸行動並且貫徹執行。

2. 布拉旦生態旅遊與社區發展
以動機與目的來說，三棧溪封溪護魚固然是為了保育，但在保育的背後，居
民所認知及認同的主要還是改善部落經濟的發展圖像，保育與發展之間則以生態
旅遊為工具。在談發展之前，布拉旦部落必須要體認自己有什麼樣的條件發展生
態旅遊？優勢何在？又有什麼不足？

（1）觀光吸引力與內涵
來到布拉旦的遊客，不論團體或散客，幾乎皆是慕三棧溪之名而來；活動內
容除黃金峽谷溯溪外，便是以觀景賞魚戲水為主，以遊客的行動來看，對於原住
民文化的興趣倒是不敵美景的吸引力。因此，布拉旦生態旅遊必須思考幾個課題：
護溪工作要加強，因為「那是布拉旦吸引遊客的條件」9。
除了大型團體同時湧入造成社區擁擠的特殊情況外，主要的遊憩壓力將集中在
溪流，又以社區畔的河段為要。
以溪流為主的觀光型態，容易因季節、天候的因素造成遊客量集中在夏季的幾
個月之間，如遇颱風過境，則受影響的程度更是加乘。
如果未以原住民文化豐富遊客到布拉旦的旅遊選擇，無法由生態旅遊產生實質利
益造福社區。
大自然的侵襲對於樂天知命的布拉旦居民來說，雖然習以為常，但破壞的力
量似乎一年更甚一年。老家在布拉旦的Truku同事曾跟我說：以前北溪溪流就小小
一條，現在颱風過後回去看，溪裡的水流如海浪般波濤洶湧，三十年前哪想得到
現在會變成這樣？住家緊鄰溪床的居民也說，以前颱風來時完全不用擔心，但這
幾年溪水都漲得比以前高……10。其間的改變雖無法直接歸咎於築起水泥堤防造成
颱風來時溪水無法自然宣洩、上游挖礦因此影響水土保持等種種對於人工不當破
壞的臆測，但河道淤積與抬升是事實，大自然的平衡機制終究不敵人為的摧毀。
去年鳳凰颱風來襲，電視上新聞報導“三棧溪水位急升，直逼淹沒居民出入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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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路，鄉長緊急隨同警消人員到場強制撤離居民，安排至避難所安置……”，反
覆聽到這樣的消息著實讓人不安。隔天到布拉旦部落所見，
『溪流的狀況與平常可
說是大相逕庭，想起曾聽居民說到每次颱風過後溪裡的魚蝦便會掃去大半，對照
眼前的景象，這樣湍急的流速及暴漲暴落的水位，很多生物確實無法招架得住；
雖說水已退去大半，但上流看來雨勢不小，水流仍急，三棧溪自豪的寶藍色溪水，
此時仍是呈現污泥夾帶砂石的顏色』11。颱風橫掃對布拉旦部落而言，除了必須面
臨溪水暴漲危及家園安全的威脅，撤離居民的行動在經過新聞媒體放大後，社區
發展協會更是好一陣子都接不到團體的預約。三棧溪及黃金峽谷的吸引力對布拉
旦部落推動生態旅遊來說絕對是優勢，但受限於氣候的影響，必須由原住民文化
著手，創造加分的競爭條件。
或因遊客量不穩定、部落居民未看見商機，布拉旦除了幾間玫瑰石工藝坊外，
並無個人工作室；遊客到布拉旦要參觀 Truku 織布、木雕工藝，目前只有遊客中心
提供作品展示、販賣，但開放時間是配合上工人員的上下班時間，因此遊客如臨
時起意要買有原住民特色的紀念品，可能會撲空；手工藝品品質，亦尚未達到一
致的穩定性。風味餐的情況雷同，如未事先預約，休息時間即未營業，午、晚餐
的時段反而無法提供遊客用餐12；或許風味餐受限於食材的準備必須採取預約，但
是如果連一般餐飲都無法日常供應，無形中也削弱了競爭力。
除了手工藝品與風味餐，生態旅遊的行程及活動安排更是左右遊憩滿意度的
重要因素；解說則在其中扮演關鍵性角色。在勞委會經濟型多元方案的補助下，
社區發展協會得以編制解說員，但是當遇到大型團體到訪時，解說人力則明顯不
足，必須調用其他上工人員協助解說，因未經過完整訓練，每個人解說方式及深
度參差不齊，也使解說效果大打折扣13；因此，所有可能面對遊客的上工人員都必
須經過基本解說訓練是協會應積極努力的方向。
作為社區發展協會的解說員，工作上的要求除了單純解說導覽外，還必須被
賦予更多任務，銷售技巧即是目前協會解說培訓的重要一環。縱然認知上應該是
解說服務讓遊客滿意後，自然遊客就會提高消費意願，但社區所面對的是似乎是
更現實的無奈。社區發展協會除了保護自然人文資源、推廣生態旅遊、解說教育
訓練等任務外，還肩負著社區居民對於社區整體發展、帶動地方產業、增加居民
收入的期許，且最實際及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增加協會收入以支付工作人員薪資，
滿足最基本的生計維持等等，因此將第一線的解說員認知為業務員，似乎也有理
可循。這也說明了社區發展協會解說員不同於一般生態旅遊地區解說員的獨特現
象──社區發展協會的解說員除了滿足遊客「知」的需求外，還必須介紹協會的
產品、吸引遊客預約行程，因此，必須同時培養解說與銷售的能力。
至於黃金峽谷溯溪，雖然已被外來溯溪業者搶去先機，但以研究者參與由當
地居民帶隊的經驗，顯然比起專業溯溪多了自然人文導覽的附加價值。因此只要
發展出不同的市場區隔，要奪得黃金峽谷溯溪的商機並非難事，標榜在地優勢、
建立口碑、做出特色，是布拉旦必須把握的致勝關鍵。
布拉旦部落的自然美景與原住民文化絕對構成吸引觀光客前來的誘因，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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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生態旅遊的厚度，才是思考的重點。重視遊程規劃及操作，強化解說能力與
技巧，拿捏行銷宣傳的訴求，以購買者角度再求質精的工藝品設計及滿足遊客需
求的風味餐供應等，都是展現觀光內涵所不可忽視的細節；更重要的是，面對不
同的競爭者必須凸顯差異與優勢，創造遊客在此消費的契機。

（2）利益回饋與未來發展
在布拉旦部落參與觀察的一年間，發現遊客來來去去，卻是“消耗的多、消費
的少”。造訪黃金峽谷遊客雖多，但只要辦入山證便可取道布拉旦部落上溯三棧南
溪，大多數遊客並不會委託協會找社區內合格嚮導帶隊，對部落整體經濟並沒有
幫助，而旅行社承攬的觀光團，也樂於安排這不用錢又可消暑、消磨時間的地方，
經常遊覽車就直接大剌剌地開進部落裡，不跟協會接洽，直接用自己的導遊進行
解說，省下導覽費用；協會的營運相形困難。
林晏洲認為，「利益回饋是生態旅遊真正的精髓」[57]，社區居民對於三棧溪
封溪護魚的共識即奠基於展望推動生態旅遊可能帶來的商機，但以現狀而言，布
拉旦似乎屈居於被消費的觀光客體。要增加觀光收入，如果以生態旅遊內涵的充
實來說，可能還有一段路要走，布拉旦為了解決眼前的問題，最直接的切入便是
請求上級機關同意部落採取收費制度，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像達娜伊谷一樣，每個
觀光客到布拉旦來都必須收取入園（清潔）費，但礙於法令規定，縣政府遲遲未
能通過，生態園區之於布拉旦始終只是美麗的願（遠）景。
生態旅遊能否對部落產生正面刺激？在 2009 年春之頌活動的 Truku 傳統舞蹈
表演節目中有了見證。一位部落外的文化展演者以傳統與創新兼容並蓄的舞蹈，
配合解說讓遊客與部落居民印象深刻；在傳統裡求變化而非改變傳統、潛心學習
的態度感染了在場的布拉旦青年，熱切地想要認識自己的文化。以文化展演做為
文化認同的捷徑，進一步找尋文化復振的契機，是生態旅遊在原住民部落的邊際
效益，比起利益回饋，顯然易得。
如果生態旅遊是必然的道路，部落需要的是國家政府的輔導及遊客的尊重與
支持。雖然對大多數部落居民來說，
『生態旅遊』象徵意義多過實質幫助，但在操
作的過程中展望文化復振等邊際效益，亦不啻為部落積極發展的方向。

六、結語：
結語：現況、
現況、未來
布拉旦有如國內其他原住民社區，居民的職業多以農、工為主，待業的也不
在少數[56]，保育行動是以經濟為誘因所開展[58]。以經濟為誘因固然存在許多危
機，但仍有成功的案例，達娜伊谷就是其中之一：雖然一開始缺乏外界（政府）
奧援，但因為有穩固的共識基礎及自發的集體行動，而成為國內保育行動的典範；
相對的，也有社區在初期就接受政府大量的財務與行政支持，卻因而產生依賴，
居民缺乏主動自願的參與，政府補助一停止，巡守行動也跟著中斷[29] 。反觀布
拉旦部落，在三棧溪封溪護魚行動五年後的現在，如以進程來定位，恰處於摸索
與發展並行的階段；基礎似乎是打好了，但仍有跌跌撞撞的危險，稍有不慎，可
能一夕之間變調。
保育主體由國家社會而轉為地方社區，代表的是由上而下的政治領導模式漸
為由下而上的居民參與取徑所替代，但在賦權與培力的過程中，每個細節都必須
小心處理、謹慎以對。以布拉旦部落為例，領導者更替以致作為容有斷續、政府
經費補助驟然斷絕而社區無力接續聘足短缺人力、共識受到時間挑戰、取締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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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質疑、在地管理知識尚未與資源產生連結、能力有待培養等，都是在社區保
育過程中曾經面臨的危機。
至於生態旅遊的操作，則應思考如何以原住民文化深化觀光內涵、標榜在地
優勢拓展市場區隔創造商機、擴大解說訓練層面讓有機會面對遊客的工作人員都
具備解說能力以提高服務品質並增強遊憩滿意度、降低工作人員流動率避免遊憩
服務的提供出現斷層。
整體而言，布拉旦部落保育已見初步成果，而生態旅遊則仍有發展的空間。
未來部落必須以主動積極、團結合作的態度持續獲得政府與民間的支持協助並走
出自己的道路，保育根基方得以穩固，生態旅遊也才能落實除弊興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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