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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九二一大地震對台灣造成了莫大的影響，尤其身處偏遠的原住民部落甚是嚴

重。本研究以一個在地人的角度，來探討大安溪原住民部落在地震之後，除了被

動的被施予救助外，如何以在地培力的主動方式進行重建工作，並逐漸達到自給

自足的生活模式。再來，大安溪部落廚房因震後的重建工作而成立，且以泰雅族

GAGA 為核心價值，秉持共享、共食及共作的精神，服務及回饋部落；而在部落廚

房發展歷程中，主要推動的工作及行動者（外來或在地），亦是在本研究中所要

說明與陳述的。最後，現階段的部落廚房主要的工作型態逐漸由社會型轉變為社

會與經濟型同時運作，除了服務與回饋，也著重在產業的發展，慢慢的降低政府

及民間的經濟支援，朝自給自足的理想邁進。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大安溪、部落廚房、社會空間、泰雅族、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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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ine -Two-One Earth Quake had made great influence on Taiwan, especially 

the aboriginal out-of the-way tribes. This research is from a local attitude to discuss 

the Tayan villages along the Da-an River  how to rebuild their homeland by positive 

establishment till self-sufficiency instead of negative support. Moreover, the rebuilding 

of the Da-an River Tribe Kitchen had found after the rebuilding of the earthquake, and 

which core value combines Tayan GAGA , common sharing, common having and 

common working, for serving and repaying the trib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ibe 

Kitchen, the work content and the actors (locals and outsiders) are both described and 

explained in this research. Finally, the pattern of the Tribe Kitchen has changed 

directions from social styl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style, in addition to serving and 

repaying, emphasizing the property development plays another important role in order 

to descend the economic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ill the real 

self-sufficiency.  

 

Keywords: Da-an River、Tribe Kitchen、social space、Tayan、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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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台灣位在西太平洋列嶼中，島上有著多元的族群，其中原住民族人口約五十

一萬人（內政部統計月報 2011 年 5 月），占台灣總人口約 2％。官方統計台灣原

住民族群計十四族。在台灣原住民十四族中，尤以泰雅族的分布最為廣闊，台灣

中部以北的南投縣仁愛鄉、臺中市和平區、苗栗縣泰安與南庄鄉、新竹縣尖石與

五峰鄉、桃園縣復興鄉、新北市烏來區，台灣東部的宜蘭縣南澳與大同鄉以及花

蓮縣北部，皆為泰雅族主要分布的區域（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泰雅

族並以男子善於狩獵、女子精於編織著稱（方鈞瑋，2008）。而泰雅族生活以農

耕為主，燒墾（火耕）為主要的耕作方式，並以 GAGA 精神-共食、共享、共做的

機制作為生活的一切規範（蔡秀菊，2005），而 GAGA 也可說是生活的所有一切。    

1999 年 9 月 21 日芮氏規模七.三級的九二一大地震，重創了台灣中部，造成

嚴重的生命與財產損失，又以台中縣死亡人數 1185 名、受傷人數 6190 名為最嚴

重（陳聰民，2000；廖守成，2000）。臺中市和平區（原台中縣和平鄉）各條聯

絡道路皆是柔腸寸斷，房屋倒塌情形亦不在少數，且車籠埔斷層經過區內達觀里

及自由里（陳聰民，2000），研究者本身居住於達觀里三十年的房子，也被判定

為半倒（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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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中市和平區大安溪沿線六部落 921 受災狀況表 

房屋狀況 
行政區名 部落名稱 

全倒 半倒 
人口數 戶數 

三叉坑 43 6 272 99 

雙崎 136 69 562 200 
自由里 

（原自由村） 
烏石坑 35 60 413 137 

竹林 6 31 343 122 

達觀 47 34 848 306 
達觀里 

（原達觀村） 
雪山坑 38 33 343 122 

 合計 305 233 2781 986 

資料來源：台中縣和平鄉公所民政課，黃盈豪整理（2004） 

震後很多資源陸續的進入災區，不論是營建團隊、醫療團隊、文史工作團隊

或是社會服務團隊，都接踵而至，而中華至善社會服務協會（後簡稱中華至善）

亦為其中之一。中華至善接受台中縣政府補助，2000 年 7 月 23 日於台中縣和平

鄉雙崎部落成立台中縣政府和平雙崎福利服務工作站，後根據九二一暫行條例同

樣接受台中縣政府補助成立和平雙崎生活重建中心（黃心怡，2005）。研究者以

表 1-2 方式說明部落廚房至今的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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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大安溪部落廚房演變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執掌分工執掌分工執掌分工執掌分工    行動者行動者行動者行動者    

2000.07.23 

台中縣政府和平雙

崎社會福利服務工

作站 

雙崎部

落 
九二一重建基金 

督導 1名 

社工員 2名 
外來 

2001.01 
台中縣和平鄉雙崎

生活重建中心 

雙崎部

落 

九二一重建基金 

 

勞委會經費 

督導 1名 

社工員 3名 

人員 2名 

外來 

 

在地 

2002 
大安溪沿線生活重

建服務中心 

達觀部

落 

九二一重建基金 

 

勞委會經費 

督導 1名 

社工員 3名 

人員 2名 

外來 

 

在地 

2003 

【大安溪部落廚房】 

自稱大安溪部落工

作站 

（站務會議決定） 

達觀部

落 

九二一重建基金 

 

勞委會迎風專案 

督導 1名 

社工員 3名 

人員數十名 

外來 

 

在地 

2006 
原住民深耕德瑪汶

協會 

達觀部

落 

政府經費（30％） 

民間經費（30％） 

市民農園（30％） 

自主經費（10％） 

理事長 1名 

社工員 3名 

行政組 7名 

產業組 17 名 

在地 

2011 
原住民深耕德瑪汶

協會 

達觀部

落 

政府經費（30％） 

民間經費（30％） 

市民農園（40％） 

理事長 1名 

社工員 3名 

行政組 7名 

產業組 17 名 

在地 

資料來源：大安溪部落廚房    

大安溪部落廚房（以下簡稱部落廚房）歷經了台中縣政府和平雙崎社會福利

服務工作站、雙崎生活重建中心、大安溪沿線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大安溪部落工

作站到現今的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等多次名稱更迭等時期，而部落廚房工作性

質由原本的災後重建協助工作、到社區照顧方案，最後發展出社區照顧與社區產

業雙軌推行的服務，在在顯示出部落廚房對於社區的關懷與付出。部落廚房歷經

了多次名稱與基地地點的改變，其中因為經費補助之主管機關要求，或為符合申

請之方案工作內容而名稱有所異動。再者，與在地組織或是族人互動時，因雙方

認知差異之因而產生誤會，導致基地遷至其他部落，其背後的原因皆是可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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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大安溪沿線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在一次的站務會議中決定，自稱大安溪部落工

作站（亦稱工作站），並於 2003 年正式成立台灣第一個以部落廚房命名的大安溪

部落廚房。在成立部落廚房前兩三年的醞釀期當中，工作站的所有工作人員一直

思索如何融入當地生活，也常常在部落中看到許多的獨居老人無法自理生活，情

況堪憐。在一次的午餐聚會中，在地的工作人員一同和外來的工作人員分享泰雅

族祖先們的生活點滴，提及了泰雅族既有的 GAGA 精神－共食、共享、共做的機

制，此想法開始在工作站醞釀發酵。2001 年因申請核定勞委會就業經費，得以增

聘兩位在地人員，又因當地泰雅族 GAGA 文化中有共享、共食、共做的機制，遂

以泰雅族 GAGA 精神作為核心價值，加上原在雙崎部落承租的工作站房子因租約

到期，必須要搬離現址的緣故，於是在 2003 年秉持照顧與分享理念在達觀部落

成立部落廚房。部落廚房運作至今，已發展成人員編制高達 28 人的在地部落組

織，且組織層級完整健全，原是以社區服務為導向的工作主軸，爲使能持續運作

上述工作而另外發展的社區產業，無形中亦替部落提供許多就業機會，創造部落

經濟的價值。 

部落廚房成立的概念是來自於看到部落獨居老人情境堪憐，無法自理生活，

又泰雅族的 GAGA 精神中，有著共食、共享及共做的機制，於是成立了部落廚房。

當時中華至善進到部落時，苦思如何融入當地居民的生活，後以泰雅 GAGA 精神

成立了部落廚房，此種想法雖是在地工作人員無意提及，但是付諸實踐的過程卻

這是一個可以深入了解的問題。而在部落廚房成立的過程當中以及工作站遷移基

地（從雙崎部落遷至達觀部落），勢必遇到很多的阻礙，例如土地的租用、人員

的聘用、經費的來源，以及如何與當地既有組織（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學

校單位等）相互配合等，皆是有趣的議題。部落廚房已成立一段時間，現今的組

織人員皆以在地居民為主，沒有了外來人員的主導，如何維持自身生計、開拓其

他產業以及持續推動原有的照護系統，皆是可探討的問題。對於部落廚房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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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或許會遇到不同的難題，如何去解決或適應，希望能給予一些看法或建議。 

    部落廚房的目標是致力於大安溪沿線部落在地人力培訓，培養當地人以服務

在地人為首要目標，2006 年部落廚房主導行動者由外來移轉給在地，遂將工作站

改成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即是個獨立自主的部落組織。部落廚房的近期完成

的工作是運用在地文化發展部落共同照顧，並開始部落產業的開發，以社區照顧

和福利產業在地思考的理念，發展原住民部落共同照顧的模式。而部落廚房的發

展始於尊重泰雅族 GAGA 精神，並修正部落廚房幾年來其社工服務方案經驗，以

達成大安溪部落共同照顧系統（黃盈豪，2009）。 

國內有許多類似部落廚房的組織或機構出現，目前在台灣有數個以部落廚房

名稱成立的團體或機構，例如苗栗縣政府在南庄鄉鹿場部落、泰安鄉錦水村砂埔

鹿部落及象鼻村大安部落，設置三處部落廚房暨原住民舞蹈班觀光體驗遊憩點

（林金寶，2009）；藝人張艾嘉捐 145 萬元幫助世界展望會成立部落廚房（梁國

榮，2010）；以部落廚房取名的部落美食餐廳等。部落廚房現在規模之大，實際

參與操作工作人員計有 28 名，在台灣可能是數一數二的發展部落社會福利的組

織，而此組織甚至可以作為他者（部落或社區）研究或經驗的重要參考。    

研究者基於在地人（大安溪達觀部落居民）的身分，並視部落廚房有其文化

和自給自足特殊性，因此本研究將部落廚房選定為研究主題。 

      九二一地震後，雖然讓台灣遭受嚴重且無情的傷害，但危機即是轉機，原

本過著平靜生活的大安溪沿線泰雅族部落，遭逢劇變後，懂得回頭省思祖先們集

體生活的涵意，並依著泰雅族 GAGA 的精神－共食、共享、共做的機制，建立了

有著泰雅共食、共享、共做文化意涵的部落廚房，除能體現泰雅族祖先的智慧，

並能靠著自身的力量從災難的陰霾中走出，自給自足。對於外來工作者（中華至

善）將外來資源帶進部落後，如何促成部落廚房的社會、經濟與空間之間的構成，

乃是此研究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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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於透過部落廚房的各個時期發展歷程、部落廚房相關行動者的運

作、融入泰雅族 GAGA 的精神-共享、共食、共做的機制與部落廚房在不同尺度的

空間建構上，探討整個組織的經營，亦冀望達成下列目的： 

一、探討部落廚房的發展歷程。 

二、探討部落廚房的行動者與泰雅族文化 GAGA 的意義。 

三、探討部落廚房的社會空間建構。 

四、探討部落廚房所遭遇的困境及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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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研究區域為台中市和平區自由里及達觀里大安溪沿線三叉坑、雙崎、烏

石坑、竹林、達觀、雪山坑六個部落，除了烏石坑以漢人居住為主外，其餘的

五個部落皆為泰雅族部落，雖烏石坑非泰雅族人居住之區域，但部落廚房給予的

服務皆與其他五個部落沒有太大差別。 

    本研究範圍自由里及達觀里位於臺中市和平區西北方，屬於大安溪中上游。

而本區傳統上屬泰雅族北勢群，共含 8社 11 部落，在國民政府時期分屬兩個不

同行政區管轄，以大安溪為界，北側為苗栗縣泰安鄉蘇魯社、馬那邦社、麻必浩

社、得木巫乃社、盧翁社、盡尾社等六社；南側為臺中市和平區（原台中縣和平

鄉）武榮社、老屋峨社兩社。在 921 大地震後，台中縣（現改制為臺中市）為嚴

重的受災區域，國家與民間機構進行災後重建的協助。因此，本研究範圍為大安

溪南側的臺中市和平區，包含了武榮社、老屋峨社社下之雙崎、烏石坑、竹林、

達觀、雪山坑等五個部落，而三叉坑部落則是泰雅族南勢群下的捎來社族人。 

    武榮社（泰雅名為 Sb’i）原與老屋峨社、馬那邦社一同遷徙至谷關附近，

後武榮社又自行轉向至大安溪高地移動至東勢附近，隨著漢人的入侵，漸次移居

到雪山坑溪的 Sb’i（原意為溼地的意思）。當族人日益增多，部分族人向老屋

峨社售進雙崎一帶之地，但在 1886 年清兵入山征討，又退回原居的 Sb’i，後立

誓歸順，條件是准許武榮社可耕作雙崎附近之耕地。但在日治時代時，因流行病

猖獗導致族人死傷慘重，認為是日人所造成，故反抗日人但遭日軍鎮壓，而部分

族人又遷移至雙崎，是以武榮社人其後分別居住雪山坑與雙崎兩部落。 

    相傳老屋峨社與馬那邦社一起從大霸尖山遷至后里一帶，再牽至新社、卓

蘭，幾經遷徙後定居於東勢與三叉坑之間的牛欄坑。日治時期往大安溪上游前

進，定居烏石坑，後因日軍討伐連番避難到摩天嶺高地，雖族人奮勇抵抗，但因

糧食不足而歸順於神古山。約在 1913 年族人再遷至竹林部落，後又因日警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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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反抗，再遷至眼鏡山一帶（達觀部落後方高山）。1942 年族人因麻疹死亡人

數眾多，乃就耕作地點分遷至竹林與達觀兩部落。 

  在移住雙崎部落的集團中，有一支為泰雅族南勢群捎來社的部分族人亦在其

中，但武榮社族人認為捎來社是來ｔ’mwan(泰雅語，譯為攪局、瓜分之意)，再

加上捎來社於日治時期末接受真耶穌教會的宗教信仰，與武榮社原有基督長老教

會信仰教義上解釋相異，而雙方衝突日益嚴重，捎來社並於 1946 年牽移至現在

的三叉坑部落。（林益陸，2009）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造成中部縣市嚴重的傷害，而大安溪線各個部落亦有

嚴重災情產生，但大安溪沿線各部落分屬不同行政轄區，故在災後重建經費上

有不同程度的補助。因當時台中縣政府為了協助縣民撫平創傷，並走出傷痛，

於 2000 年 2 月起陸續於縣內受災最嚴重的八個鄉鎮市設置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和平鄉亦包括在內（台中縣九二一震災生活重建服務紀實，2004）。 

 

貳貳貳貳、、、、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部落廚房所形成的社會空間產生的影響。首先，確立研究動

機與目的，廣泛蒐集相關文獻資料，並建立研究架構，再實地觀察及訪談，並分

析結果後提出結論與建議。綜上述，研究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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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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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觀察法   深度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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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壹壹壹壹、、、、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主要是依據文獻探討中的社會空間理論與泰雅 GAGA 精神為基

礎，並依據研究目的作進一步設計。首先了解部落廚房的發展歷程，在發展過程

中，各關鍵因素及內外的影響面、策略及運作機制。再來，泰雅 GAGA 的精神在

組織發展過程中，分別從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居民、不同行動者、公部門（包括

里辦公室、學校單位）以及泰雅 GAGA（共食共享共做機制）等五個面向來作探討，

了解相互之間的關係，如何互動及產生的改變與影響。研究架構如下： 

 

圖 1-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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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上述三種方

法皆有其優點。藉由過去的相關研究資料、族群史料、報章媒體相關報導以及部

落廚房宣傳手冊等，將所蒐集的文獻進行整理、探討及分析後，彙整出理論依據，

進而歸納出重點，以尋求研究問題的脈絡與線索（侯宜凱，2009）；實地的參與

觀察不僅可取得第一手資料，研究者長時間進入研究場域，從方法論的角度來

看，這樣長期觀察的研究過程，對被研究者可能比較公平（李政賢、廖志恆、林

靜如，2007）；訪談是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通過語言交流或肢體交流，人可以

表達自己的思想，不同的人之間可以達到一定的相互「理解」（陳向明，2002）。

最後，利用上述方法所蒐集的資料進行整理、分析，進而歸納結論，並試著對研

究主題提供建議。 

一、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可說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必備工具，而文獻分析的主要意義在於透過

相關文獻的蒐集、整理、探討與分析後，彙整出理論的研究依據，進行研究主題

的探究。而文獻的種類可以從幾個面向來說，從來源上可以分為原始資料、實地

資料、大眾傳播資料以及引用資料等；從形式上可以分為發表和未發表的資料、

初級來源和次級來源的文獻資料以及言辭資料與非言辭資料（駱遙，2001）。 

    針對本研究的相關主題，廣泛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其來源可分述如下： 

（一）相關理論文獻：蒐集專題書籍、博碩士或研討會論文、學術期刊文章、 

電子期刊資料庫、大眾媒體相關報導、網路資訊等。專書部份以蒐集社 

會空間、泰雅族文化、在地產業以及族裔經濟等理論為主；由於博碩士 

或研討論文以及學術期刊上，已有數篇針對部落廚房社會福利研究發表 

之文章，且對泰雅族文化上的研究，亦為數不少，研究者就以發表過之 

文章進行整理及歸納；部落廚房成立 10 年以來，即受過不少大眾媒體的 

訪問及討論，研究者以聯合知識庫與中時新聞資料庫進行蒐集有關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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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相關新聞，刪除與部落廚房無關之新聞，總計 127 則新聞符合所需， 

並進行蒐集、分析及整理；最後利用網路搜尋引擎（例如 yahoo、google、 

youtube 等）方式，以部落廚房、達觀、泰雅族、GAGA 等關鍵字開始搜 

尋，篩選符合研究所需之資料（圖文及影音）計 18 筆進行整理與歸納。 

（二）文宣出版品：大安溪部落廚房書面簡介、社區發展協會出版之部落相 

關摺頁以及相關圖文資料。部落廚房爲了能夠持續經營下去，需製作各 

類型的廣告或宣傳單等文本資料，研究者則蒐集上述資料從中檢視有無 

研究者沒有注意的相關訊息或關鍵字；而部落廚房所在的社區發展協會 

亦編印介紹社區相關折頁，其中介紹部落廚房相關訊息，也是研究者所 

要注意的。 

（三）其他：相關單位發行的多媒體影音資料、活動錄影以及會議紀錄等， 

皆能作為佐證的分析資料。研究者期望透過上述各項資料，能針對研究 

主題進行更進一步的了解，並從中得到部分研究所需的資訊。 

二、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不但是一種生活觀察，而且是我們生活的過程中的認識。參與觀察 

法因研究者身在其中，即有無法保持客觀、無法得到正確資料等諸多批評。然而，

人類的生活是連續且不斷前進活動的過程，許多人類行為現象必須透過互動才顯

得有意義，而意義則因時、地、人不同而有所異同，而參與觀察法變成為研究社

會現象的最佳方法之一（胡幼慧主編、嚴祥鸞，2008）。研究者本身為當地社區

居民，雖然有當局者迷的困擾，但期望能儘量達成理想研究，且儘管參與觀察法

對於理論的試驗較無用處，但此種研究方法取得的發現卻適合用來檢驗理論及其

他知識性的主張。 

    在質性研究當中，研究者具有一種特殊的重要性，即是研究者本身及其溝通

能力，對於研究主題所要蒐集的資料豐富與否，其重點皆在研究者。而研究者進

入研究場域後，都不可能採取中立的角色，如何的將自身合適的置入研究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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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為重要的關鍵。 

    接下來，嚴祥鸞（2008）介紹了參與觀察的幾個步驟，研究者並依此進行研

究，並分述如下（表 1-3）： 

表 1-3 研究者參與觀察歷程 

時間（年/月） 活動 對象 地點 

2010.04-05 與指導教授就研究者居住之部

落組織進行調查，並選定部落

廚房為研究場域。 

指導教授 學校研究室 

2010.08 為使研究更為便利，研究者調

動至部落廚房旁的達觀國小任

職 

 達觀國小 

2010.08-09 與部落廚房幹部進行初步的訪

談，並徵求同意進行研究。 

理事長 

幹部 

部落廚房 

社區家中 

2010.10-12 開始部落廚房農產品短期運銷

運作（每年 10-12 月）了解，

並與工作人員進行說明來意 

理事長 

幹部 

工作人員 

部落廚房 

2011.01 提研究計畫 口試委員 學校教室 

2011.02-06 進行訪談（計 17 人，共 24 次） 工作人員 

社區人士 

社區內 

2011.03-05 進行部落廚房文本資料蒐集 幹部 部落廚房 

2011.04 加入部落廚房，並擔任理事一

職（2011.04.09） 

 部落廚房 

2011.05-06 文本整理與繕寫論文  家中 

2011.06 碩士學位口考（2011.06.29） 口試委員 學校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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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決定研究場域（research settings）：本研究主題之選取與指導教授 

討論後，依研究者為原住民泰雅族身分，且主題之研究場域為研究者所居住

之部落，乃決定以本主題進行研究，並以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法

來蒐集相關資料。 

（二）取得同意進入研究場域（gaining entry）：研究者有著在地人之便， 

且與部落廚房大部分相關人員較為熟識，所以進入研究場域非難事，但被研 

究或訪談人員是否會因熟識等因素，無法暢所欲言或有所顧忌，是值得研究 

者注意的。 

（三）建立良好關係（getting along）：這個時期的行為完全依互動而行事，目 

的在和該組織的成員建立信賴和合作關係，此關係有助於參與部落廚房的重 

要日常活動，也有助於蒐集重要、可靠的訊息。因研究者為在地人之因，與 

部落廚房成員較為熟識，但也可能因其他事件或因素，原本良好的關係而有 

所變化，例如在部落或社區立場上有相左時。 

（四）實地觀察工作的概要（the framework of the fieldwork）：在研究 

過程中，研究主題的組織或事件不斷的發生著、進行著，研究者乃依實際情 

形不斷的修正實地觀察工作要項，加上研究者本身服務學校在部落廚房附 

近，並以機動性的方式隨時進行觀察。 

（五）實地筆記和深度訪談的紀錄過程。 

    本研究擬採取調查式的參與，即主動性的成員進入研究場域進行研究主題的 

參與觀察。因研究者有著在地人之便，且部落廚房內大多的工作人員皆熟 

識，再加上研究者於 2011.04.09 正式加入部落廚房，擔任理事一職，在取 

得部落廚房內部資料較為容易，亦更容易與部落廚房內的工作人員做進一步 

的接觸。唯獨局內人的迷思是需要去突破的。其餘流程則依照上述研究步驟 

進行參與觀察，並將所見所聞紀錄轉為文本資料，以便對研究主題詮釋。 

三、深度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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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是一種研究性的交談，是研究者透過口頭談話的方式從研究對象那裏蒐

集第一手資料的研究方法（陳向明，2002）。深度訪談是指研究者及受訪者面對

面的交談，逐步引出受訪者對於研究主題的經驗、意見、感受與知識的直接描述，

並將訪談內容經由錄音逐字轉錄，成為進一步分析與詮釋的文本資料（侯宜凱，

2009）。 

    研究者為了瞭解部落廚房的運作情形，以部落廚房工作人員、社區發展協會

工作人員、公部門（里辦公室、學校單位）、社區居民四個面向，針對部落廚房

的提出自己的看法，除了參與觀察非正式訪談外，並針對重要的關鍵人物（如部

落廚房工作人員、部落耆老、公部門主管、學校師長、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等）進

行深度專訪。 

研究者為達成深度訪談的目的，每次訪談時間從 0.5 小時到 1.5 小時之間，

訪談地點由受訪者任選，而受訪者所選擇之地點大多以自身工作場域為主，目前

訪談進行時間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止， 共計訪談人員有 17 人，包括重

複訪談，總計有 24 次訪談紀錄。而訪談的內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針對部落廚

房工作人員，訪談主題大多是對於部落廚房的發展歷程認識、工作的內容與分

工、工作環境與待遇、部落廚房的核心價值及自身對部落廚房的期許等；另一部

份針對非部落廚房工作人員的受訪者，主要的訪談內容是在對部落廚房的認識、

自身對部落廚房工作內容的認識、部落廚房對其他組織或個人（如社區發展協

會、公部門、部落居民）的互動關係以及對部落廚房的自身看法等。上述訪談資

料經過受訪者同意後，將訪談資料進行錄音並加以整理後謄寫為文字，以利進行

後續分析與整理工作。另外，有關受訪者基本資料基於隱私權保護之考量和研究

倫理之匿名性（陳向明，2002），遂以編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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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深度訪談受訪名單及相關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類別 訪談地點 訪談日期 

A01 女 46 部落廚房工作人員 部落廚房 
100.01.21、100.01.28 

100.05.15 

A02 女 45 部落廚房工作人員 部落廚房 100.03.17、100.05.20 

A03 女 66 部落廚房工作人員 部落廚房 100.03.17 

A04 男 48 部落廚房工作人員 部落廚房 100.03.17、100.03.18 

A05 男 35 部落廚房工作人員 部落廚房 100.04.09、100.06.04 

A06 女 47 部落廚房工作人員 部落廚房 100.05.20 

A07 女 44 部落廚房工作人員 部落廚房 100.06.04 

B01 女 38 社區發展協會人員 社區活動中心 100.03.17 

B02 女 41 社區發展協會人員 社區活動中心 100.06.01 

B03 男 61 社區發展協會人員 社區活動中心 100.06.01 

C01 女 53 里辦公室公務人員 家中 100.02.20 

C02 男 48 里辦公室公務人員 辦公室 100.04.20 

C03 女 49 國小教職員 教室 100.03.18、100.05.23 

C04 男 39 國小教職員 辦公室 100.03.15 

D01 男 20 社區居民 家中 100.03.01 

D02 男 33 社區居民 家中 100.04.01、100.05.05 

D03 女 31 社區居民 家中 10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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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    

    本論文研究的內容可區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中包含研究動機，主要在說明

九二一大地震後，台中市和平區大安溪沿線六個部落的重建方式，除了被動的被

施予的救助外，在地人力培養的主動工作，成為了災後重建的典範之一。由此提

出研究目的並說明適合的研究對象及場域。再者談及研究設計，透過本研究的研

究目的，並配合適當的研究方法，並依據適當的理論基礎，以設計出研究流程與

研究架構。第二章文獻探討部分，著力在社會與空間、泰雅 GAGA 與共食文化、

族裔經濟以及混合等主題，廣泛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包括博碩士論文、學術期

刊、報章雜誌、專書摺頁、文宣品以及網路資訊等，進行文獻回顧與整理，作為

本研究分析探討學理基礎，並做為理論與經驗的對話依據。 

本研究的第三章為部落廚房的發展歷程，以時間為縱軸，來敘明部落廚房的

發展階段以及當時主要的工作內容推動，並說明在地文化的泰雅 GAGA 精神以及

外來文化給予的影響。第四章探討部落廚房社會空間，以及現階段的主要服務內

容為何，經濟上的角力、權力的分配以及對部落廚房的想像等主題，進行說明。

而本研究第五章的部分，綜合前述研究成果得出結論，並針對部落廚房的未來發

展提出可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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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社會與空間社會與空間社會與空間社會與空間    

黃應貴（1995）指出，幾乎所有論文都有意無意的承認空間是以自然的地理

形式（geographic form）及人為所建構的環境（built environment）為其基本

要素及中介物。前者如大安溪寬廣的溪谷河床等均是；後者如達觀部落所在地河

階的地形，以及教會會堂等。雖承認空間是以自然的地理形式或人為的建構環境

為其基本要素及中介物，卻都不認為那是最終的，而是在其上人的各種活動而有

不斷建構的結果。因此不同學者都在這物質性空間上建構其他性質的空間。 

Edward W. Soja（1993）借用物理學所採用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主

張他所強調的空間、時間與社會存有的三位辨證，強調人類生活中，空間性、時

間性與社會性三者不能偏廢，並將物質代之社會的存有（social being）而轉化

成社會生成（becoming）的三重本體論（圖 2-1）。而社會存有指的是人類生活中

的真實存在者，後以社會性、空間性、時間性取代，表示只是整個整體社會之不

同面向，任一面向不能抽離其他兩者而獨立存在（汪明輝，2002）。 

 

                         社會性 

 

         

 

                            社會存有社會存有社會存有社會存有    

                                

                        

     空間性                                         時間性 

圖 2-1 索雅研究本體之三元辯證圖：在空間化社會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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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雙箭頭互相辯證、互相包含生成、不可分離的關係。 

資料來源：轉繪自汪明輝，2002 

王志弘（1994）對此說法不甚認同，提出社會優位的空間理論指出在社會認

識論與社會存有論上，空間並非與社會比肩而行，而是社會存在與運作的必要向

度。空間穿透了社會各個層面，且無法將空間從社會獨立或分割出來，但空間並

不等於社會，且社會與空間並不位居於同等階級或地位空間與社會的關係 。而

汪明輝（2002）認為索雅所稱社會性、空間性、歷史性三位辯證之解釋架構，所

要解釋的現象是社會存有並非空間與時間，但也因索雅的主張，提出若干意義：

作為社會實體，掌握社會須同時掌握其社會性、時間（歷史）性及空間性及其相

互辨證的關係；族群建構運動之地理學觀察分析，除了社會文化與歷史之重建，

尤應重在空間的重構。社會系統界空間得以組織，社會之運作亦賴空間方可結構

（the social system is spatially organized，its operation is spatially 

structured。）（R.J. Johnston，1973；汪明輝譯，1990）。雖然社會組織並非

地理學主要的研究主題，但社會組織運作後所產生的空間結構（即社會運作的空

間秩序），則是地理學研究所關注的（汪明輝，2002）。 

如果說索雅的的三位辯證目的是企圖解構第一世界（歐美強權）的主流論述

霸權，而以重構的作為第二世界抵抗之論述，經過修正論述第三世界殖民之解構

與重構。像這種邏輯推演，如將此理論套入台灣的原住民族，勢必需要經過解構

與重構的轉化過程才適用，然後再經過部落廚房化的轉化過程才能適用部落廚

房，研究者企圖以汪明輝（2002）提出的鄒族存在本體架構概念轉化為部落廚房

的本體架構概念圖（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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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性 

 

                          部落廚房： 

                    個體-主體-互為主體 

       空間性                                時間性 

圖 2-2 部落廚房的本體架構概念圖 

註：雙箭頭表示兩端為辯證關係 

首先，這個本體即是指部落廚房，部落廚房存有之根基為個體與主體，個

體為客觀存有的，例如組成性質、人力規模、人力來源。而主體是指主觀存有即

主觀意識，例如以泰雅族 GAGA 精神-共有共享共食的機制為核心價值。上述兩者

相生相成，互為因果，個體與主體形成個體主體性，以及個體與主體之辯證互動

進而形成互為主體性。其次，個體主體性與群體互為主體性透過更大的時空脈絡

中生活實踐或行動過程中形成，這實踐的行動同時建構出部落廚房特殊的社會

性、空間性與時間性三個面向，三個面向又與部落廚房的個體、主體及個人、群

體互相辯證，互為因果。最後，社會性、空間性與時間性三者彼此相生相成，性

質雖異但無法抽離。研究者亦是將汪明輝（2002）鄒族本體傳統各結構之具體內

涵與指標轉化為部落廚房所適用的具體內涵與指標（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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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部落廚房本體各結構之具體內涵與指標 

存有之結構 具體內涵或認同指標 

部落廚房本體： 

個體-主體- 

互為主體 

個體：人力規模、人力來源、組成性質 

主體性：泰雅族 GAGA 精神 

互為主體性：同一基地 

社會性 政治面向：理事長、監事、組長、專管、工作人員 

社會面向：協會組織架構、社區照顧 

文化面向：泰雅族語言、飲食、編織 

經濟面向：市民農園、深度之旅、農產品運銷、社區產

業 

空間性 客觀真實空間：基地建築、農園 

主觀空間符徵：活動空間命名、環境識覺 

活動空間：廚房、辦公室、大安溪沿線 

時間性 生活時間：每日、每月、每年等長短週期性空間律動 

主觀時間：季節時間、季節性蔬菜種植、季節性深度之

旅 

歷史沿革：部落廚房成立分期 

    在社會性各個面向處理包含表 2-1 表述組織內的工作人員工作內容、組

織架構、社區照顧、泰雅族 GAGA 精神、社區產業等；空間性的處理則包含基地

與農園、人對環境的印象、組織活動空間等；而在時間性上處理了配合季節性的

蔬菜種植與深度之旅，以及組織成立的分期等。 

部落廚房是一個空間亦是一種社會組織，其中結合了泰雅族人從前遵守的

GAGA 精神－共享、共食、共做的機制，其工作內容包含了經濟系統、文化系統、

照護系統等，且在空間上建構了許多昔時建築，例如使用竹子搭建部落屋、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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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等，亦因應不同的活動或需求，配置了有形與無形的空間，彼此分享共同的信

念與價值觀，原是一自然空間，但是當經過社會利用、改變之後便成為社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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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泰雅泰雅泰雅泰雅 GAGAGAGAGAGAGAGA 與共食文化與共食文化與共食文化與共食文化    

壹壹壹壹、、、、泰雅族人口分布泰雅族人口分布泰雅族人口分布泰雅族人口分布    

泰雅族為台灣原住民族中人口分布最廣的族群，包括台北市烏來區、桃園縣

復興鄉、新竹縣尖石及五峰兩鄉、台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仁愛鄉，台灣東半部宜

蘭縣南澳及大同兩鄉、花蓮縣秀林鄉等地，皆是泰雅族主要分布區域。目前台灣

原住民人口數為511,567人（內政部統計月報2011年 5月），而泰雅族人口80,457

人（原民會，2010 年 10 月），占全國原住民人口約 15%。泰雅族素以紋面、男子

善於打獵及女子精湛的織布技術聞名。紋面的意義除了美觀、避禍、辨識我群等

意義外，就男子而言，代表著勇敢並能獨當一面，保衛社稷的標誌，亦是成年的

象徵；就女子言，代表善於織布，可以論及婚嫁的女子（黃森泉，2006）。 

    根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之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1996）得知，泰

雅族居住於濁水溪以北的山地，其地域為東經約為 121∘至 121∘58′，北緯約

23∘55′至 24∘58′。自東北至北、西及西南一帶，與漢人居住地為界；自南方

到東南，鄰接布農族與賽德克族，只有東方自蘇澳至大濁水溪的河口間，面向太

平洋。泰雅族依山脈河流形勢分布於各處，形成了 20 個部族，每一個部族各有

其固有的名稱，或以自稱或以他稱來表示其部族。在清治時期卻不以此為據，多

以接近其部族的漢人聚落名稱來表示，以本文主要研究部族北勢群為例，因居住

地位為於臺中市東勢區之北方，便稱為北勢群。 

 

貳貳貳貳、、、、泰雅族泰雅族泰雅族泰雅族 GAGAGAGAGAGAGAGA 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泰雅族以 GAGA 為共同勞動、共同祭祀、共同狩獵的組織，GAGA 有嚴格的禁

忌以及信仰（UTUX）（蔡秀菊，2005）。許多研究泰雅族的學者，對於 GAGA 皆有

不同的解釋，例如李亦園（1982）指出 GAGA 為祖訓，集合較近的親族共同遵守

祖先的遺訓，因此這樣的祭祀團體亦以 GAGA 稱之；泛血族兼地緣祭團以泰雅族

的 GAGA 為典型（衛惠林，1986）。而王梅霞（2003）的研究呈現 GAGA 是觀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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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社會組織本身。泰雅族的社會有祭團、獵團、牲團、番社及番社聯合等五種，

但此五種團體不一定要分別獨立。北勢群由八社所組成，大部分的社沒有一定的

地域，但其中亦有數社有地域的情形，一社內有一個或兩個以上的 GAGA，每個

GAGA 有一位首領，共同祭祀及狩獵，北勢群全部互相聯合組織 utux phaban（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程建教、黃森泉（1997）及廖守臣（1998）將

泰雅族的社會團體（GAGA）的多元義涵分述如下： 

一、血族團體：泰雅族社會中最基本的單位，通常以有血緣關係的人集合 

而成的團體，其部落的成員較小，不易構成大部落。 

二、狩獵團體：簡稱獵團，是部落中或 GAGA 中男子所組成的狩獵團體。 

在集體狩獵時大家分工合作、共食、共享。 

三、祭祀團體：簡稱祭團，以宗教（即血族關係、家族、成員）為基本要 

素，具有共同祭祀對象的家庭組合。 

四、共食團體：共食團體是泰雅族人生活活動之一，常見於婚禮、狩獵等， 

故有婚禮共食團體及受狩獵團體的分別。婚禮共食團體為結婚時分肉 

共食的意思；獵物分肉團體即是獵團將獵物分配各獵團成員，再由獵 

團成員將所配得的獵物分食給未參與狩獵的親人，其範圍僅同住的近 

親或姻親（該員的岳家）。 

五、共負罪則團體：泰雅族人認為一切萬物皆為祖靈所有，所以族人違反 

GA GA 必須出面認罪，並且舉行儀式。儀式中，違反 GAGA 的族人需提 

供珠裙、珠衣或其他物品，而族人將物品交換豬隻賠祭，後把祭肉共， 

享此共同作祭、共同食祭肉的單位即是贖罪團體。 

六、共勞團體：意即一個或一群人互換工作，為一群人共同合作勞動的意 

思。 

七、地域團體，住在同一地區的一群人。 

共食文化源自於泰雅族 GAGA 精神，狹義的共食文化指將婚禮分肉或獵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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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至同住的近親或姻親；廣義的來說，共食的機制是將物質資源一同分享給部落

族人。早期泰雅族部落大多屬血族團體，同一部落的族人皆是親人，在有婚禮舉

行及打獵的季節，同一部落的族人在生活飲食上都會互相照應，尤其是老弱婦

孺。而現今將共食文化的精神用於現代部落中，而現代部落混居著多元族群，不

如往昔部落族群的單一特性，對於弱勢的部落居民給予生活飲食的協助等。 

    部落廚房以泰雅族 GAGA 精神為核心而成立，組織內仍保留共食團體、共勞

團體、地域團體等機制。在大安溪沿線六個部落中（地域團體），對於處境堪憐

且無法自理生活的獨居老人，提供送餐的服務（共食團體）。再來，為了組織自

身生計也開拓其他財源，開始了市民農園的營運（共勞團體），認養人可自由決

定管理農園亦或是交由工作人員代為管理，由部落廚房人員採共同勞動方式進行

管理，僅月繳新台幣 500 元，即有固定的一年兩次新鮮蔬菜的配送，且參與部落

深度旅遊有優惠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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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族裔經濟族裔經濟族裔經濟族裔經濟    

族裔經濟的界定是：族裔經濟是由相同族裔的自雇者、雇主及其相同族裔的

雇員構成的。不屬族裔經濟的一部分者，就屬於一般的勞動市場（Light and 

Gold，2004）。王志弘（2008）指出族裔經濟關切的是少數族群，尤指移民，如

何在移入國的特定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包括機會與限制）之下，運用各種階

級資源和族裔資源（基於階級地位和族裔身分而獲得的經濟、文化、社會及人力

等資本）來立足謀生、建立網絡和協商認同，以及這些情況對於移民群體的內部

社會關係（性別、家庭與階級等）、跨國社群網絡形成，以及移入國社會各方面

的影響。 

經濟結構上，「族群聚居區經濟模式」將族群聚居區視為大經濟環境的一個

組成部分，是一個獨特的勞力市場，有獨立的族群聚居區經濟結構。單就構成方

式而言，族群聚居區經濟及其相應的勞力市場，和大經濟體系及其勞力市場，其

實很相似。差異在於，族群聚居區經濟的功能是支持族群內的工商業；幫助族群

能在大經濟體系中與人競爭。因此移民可以自己組織起來，在族群內部做生意或

與外界進行貿易。在社會網絡方面，藉由家庭、宗親網絡、族群本身的其他社會 

表 2-2 族裔經濟的相關概念

 
 

概念                     界定

 
 

族裔經濟                 自雇者、雇主、未支薪家庭勞工，以及同族裔的 

Ethnic economy            雇員 

族裔圈地經濟             環繞著一個領域核心而聚集的族裔經濟 

Ethnic enclave economy 

族裔所有權經濟           族裔經濟 

Ethnic ownership economy 

族裔控制經濟             由相同族裔雇員在主流經濟裡明顯且持續發揮 

Ethnic-controlled economy   的經濟力量 

 
 

資料來源：Light and Gold（2000）、王志弘（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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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文化共同性，增進族群聚居區的經濟發展。  

周敏（1995）將聚居區族裔經濟模式，彙整成下列要點，並認為這是族裔經

濟中的一種特殊類型，受限於族裔文化和同一族裔聚居區。 

一、這個族裔的群體必須有相當比例的雇主，包括有創業者和企業家。 

二、服務對象並不限於本族裔的成員和社區，還要滿足主流社會大眾的消費需求。  

三、其經濟活動多元化程度高，不僅有族裔社區、族裔文化特色的商貿活動、服 

務業，還有與主流經濟接軌的商貿活動、製造業、各種專業行業。  

四、族裔成員以共同的族裔性、族裔文化價值觀，作為：雇主與工人、業主與顧 

客、委託人與受託人其日常關係和互動的基礎。  

五、聚居區族裔經濟需要一個特定的區域，即一個族裔聚居區來支持。 

部落廚房在經營模式上，乃是以當地的族人為主要雇員，而主導組織運作

的所有權由外來者移轉至當地族人身上。組織產業發展仍以大安溪流域的原住民

部落為主要區塊，並以泰雅族 GAGA 精神-共享共食共做的機制為核心價值以來發

展社區產業。社區產業又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主要發展方向，利用泰雅族文化為號

召，將文化產品推向主流市場，創造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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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混合混合混合混合（（（（hybridhybridhybridhybrid））））    

    混合的概念意指跨越或模糊邊界，生產新的文化形式與認同，挑戰同一

（same）和他者（other）二元理論的論述（梁炳琨，2009）。混合的概念指事物

產生關聯時，彼此有著改變與不改變的可能。混合的概念不僅提到了關聯與互

動，並且還提到了差異與可能。事物不僅總是互相關聯，並且會彼此影響或者不

影響，互相關聯的改變可能是短暫的也可能是永久、不可逆、不可還原的。最重

要的是，因為事物總是關聯與改變，所以並沒有一個可還原的、太初的、純淨的

原點與起頭。試圖將某對象概念化、純粹化的行動，並未考慮到該行動的本身與

其對象，皆聯繫於同一個裝配。該行動在發動的同時，可能就已經使得對象產生

差異了。它們彼此之間有著隨時改變的可能，所以概念化、純粹化的意圖並非客

觀的（日立，2010）。Barker（2000）整理出 6種不同的類型，如下述：（1）兩

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在特定時空下維持分離，涉及到國族主義和族群絕對主義；（2）

兩種分離的文化傳統在特定的時空中並置；（3）跨地和涉及全球流動的文化；（4）

文化傳統是彼此分離，但基於知覺的相似性和傳統與環境的共同性，發展出識別

認同；（5）某一文化傳統吸納或抹除他者的和創造有效的相似性；（6）階級、族

群、性別、年齡等之間的分享關心，建立新的認同形式（梁炳琨，2009）。 

部落廚房是一個混合的組織，泰雅族北勢群族人與非原住民共同服務部落

族人；組織內有活水般的階層流動，每個工作人員皆可能於行政、社工、產業三

組之間工作，或是身兼不同組別工作；組織服務之對象亦不分性別與年齡，如有

需求老人或小孩，必定給予關心與協助等等。顯示部落廚房符合階級、族群、性

別與年齡之間的分享關心，並建立新的認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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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大安溪部落廚房的地方發展大安溪部落廚房的地方發展大安溪部落廚房的地方發展大安溪部落廚房的地方發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大安溪大安溪大安溪大安溪部落廚房區域的部落廚房區域的部落廚房區域的部落廚房區域的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地理環境地理環境與族群分界與族群分界與族群分界與族群分界    

探究一組織的發展，必須先瞭解其歷史的發展及區域發展的相關背景資料。

本章主要在論述大安溪部落廚房的地方發展，第一節探討部落廚房的所在位置與

服務範圍，也就是昔時泰雅族北勢八社的的分佈區域，了解其相互的關聯性。 

 

壹壹壹壹、、、、部落廚房區域的地理位置部落廚房區域的地理位置部落廚房區域的地理位置部落廚房區域的地理位置 

L’liung penux（大安溪的泰雅語名）為泰雅語寬廣、平坦河流的意思。俯

瞰地圖，在台灣河川中，大安溪是相當重要的一條流域，位在台灣中部，東西

走向，跨於苗栗縣和台中市，大安溪全長 98 公里，發源於雪山山脈，自苗栗縣

泰安鄉梅園村，後進入台中市和平區雪山坑至雙崎部落，形成一段長達 20 公里

的美麗溪谷（如圖 3-1）。沿途溪谷寬廣，蘆葦叢生，好似雪花片片般，美不勝

收。 

 

圖 3-1 大安溪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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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臺中市（原台中縣）大安溪流域圖 

一、達觀部落的自然環境 

（一）位置 

和平區位於台中市東北隅，雪山山脈南側，大甲溪貫穿其間，大安溪則毗鄰 

西北邊界。和平區計有 8里，位居大甲溪畔有平等里、梨山里、博愛里、天輪

里、南勢里，中坑里位居雪山山脈，而位居大安溪沿岸的則是自由里與達觀

里。台中市與苗栗縣界河主要位居於達觀里的大安溪河段上，大安溪北岸係苗

栗縣轄區，南岸則屬台中市轄區。達觀里包含了竹林部落、達觀部落與雪山坑

部落。達觀部落位於和平區西北端及大安溪中上游溪畔，其地理位置約東經

120.5 度，北緯約 24.1 度，苗栗縣與台中市及以大安溪為界。 

（二）自然環境 

達觀部落面積約 11.25 平方公里，正面與大克山對峙，部落後傍眼鏡山（亦

稱摩天嶺），地理特性為前後群山擁抱，海拔高度約 500 至 1000 公尺之間，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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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山脈西南側的部落。部落境內被大安溪貫穿而下，從上游到達觀部落沿岸

高度多在 20 至 60 公尺之間，地形屬於低位河階，即為部落人口眾居的精華所

在。 

氣候方面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冬季盛行東北季風，夏季盛行西南季風，

年均溫為 23度，無顯著之冬季。部落年與量約 2000公釐以上，全年雨量教豐沛

之季節始於 2月上旬，終於 9月下旬。 

大安溪源流段分量大之流水系，一為馬達拉溪，另一為雪山溪（亦稱次高

溪），前者發源於雪山山脈北側，後者發源於雪山山脈南側。大安溪竹士林部落

以上主流之集水區，皆屬苗栗縣境內。於士林部落下游一公里處納入雪山溪，

經過達觀部落，另注入三條野溪，主流經士林部落至火炎山堤防河段，即是苗

栗縣與臺中市之界河，北岸集水區屬苗栗縣境，南岸集水區屬台中市。（林益

陸，2009） 

二、部落廚房基地的位置 

大安溪部落廚房基地位在達觀部落，其服務範圍包含臺中市和平區自由里

及達觀里三叉坑、雙崎、烏石坑、竹林、達觀、雪山坑六個部落，本研究範圍

緊鄰大安溪南側，而大安溪北側則為苗栗縣卓蘭鎮及泰安鄉，西側為臺中市東

勢區，東側為本區博愛里，南側則鄰本區中坑里。倚雪山山脈的遠藤山，海拔

高度分布從 540 公尺至 1333 公尺之間。在此（大安溪流域）居住泰雅族人自稱

為 liyung peynux，peynux 是寬廣之意，意思是大安溪河床的寬廣平坦。在日治

時期，這個區域位於東勢北方，於是將此地居住的泰雅族人稱為北勢群。 

三、區域內的六部落名稱由來與位置 

（一）達觀部落（泰雅名為 L’olu） 

L’olu（達觀部落的泰雅語名）名稱由來與典故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

L’是多的意思，olu 是一種植物名稱，類似蘆葦的植物，中空且直的莖。以前

達觀部落原是一塊潮濕的溼地，長滿了叫olu的植物，後來人們即以此植物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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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L’olu。另外一種說法也有人認為 L’olu 是喉嚨的意思，影射這個地區位居

要衝之意。 

   

          圖 3-3 達觀部落                  圖 3-4 三叉坑部落 

（二）三叉坑部落（泰雅名為 S’yuh） 

    三叉坑位於台中市和平區自由里，屬規模不算大的泰雅族部落，S’yuh 是部

落舊地名，指的是九芎樹，當時三叉坑地區長有數棵九芎樹，喜以植物命名的祖

先便以九芎樹（s`yuh）稱呼此地。 

（三）雙崎部落（泰雅名為 Mihu） 

    Mihu 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靠近指的是雙崎很接近對岸。另一個是靠的意思，

指的是雙崎部落所在地正好依偎著山。 

（四）烏石坑部落（泰雅名為 Labin） 

    黑色石頭的部落，達觀部落昔日祖先曾定居與此，日人稱魯普毫社，但經

日人的討伐，才輾轉遷移至竹林與達觀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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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 雙崎部落                       圖 3-6 烏石坑部落 

（五）竹林部落（泰雅名為 K-Ling） 

    竹林部落位於台中市和平區達觀里第一個部落，從前竹林部落口有一棵很大

的龍眼樹，即以龍眼樹命名為地名。K-Ling 的族人與 L’olu 的族人早年是同一

家族，一起遷移至此，因 L’olu 的耕地面積不夠大因此分為 K-Ling 與 L’olu

兩個部落。 

（六）雪山坑部落（泰雅名為 t’lving） 

    族人是在日據時代由 Mihu 部落被日本人遷移至此，這些族人自稱為

S’b’ci，與Mihu同義，意思是我們是Mihu的人。D’Lving是後來雪山坑部落

裡有一片櫸木林才改名。 

    

       圖 3-7 竹林部落                     圖 3-8 雪山坑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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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因國家體制而分界的大安溪北勢八因國家體制而分界的大安溪北勢八因國家體制而分界的大安溪北勢八因國家體制而分界的大安溪北勢八社社社社    

   西元 1895年 8月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予日本。其對原

住民管理方式大多沿用清廷成規，且將原住民分為生蕃與熟蕃，而其治理對象

以生蕃為主。日本據台約 50 年，理蕃政策並非一成不變，自明治 28 年（西元

1895 年）至 38年（西元 1905 年）間對於原住民管理採消極態度，除數次討伐與

加強隘勇線外，並無積極措施。由於日軍在討伐原住民的征戰中，常遇原住民

頑強的抵抗，日人為此傷神，遂以隘勇線武力討伐原住民為主要的理番政策。

在日皇大正中葉全島原住民全面歸順，只有北勢八社（表 3-1）持續勇猛抵抗，

最後也在日皇昭和初期，歸順落幕。在征討北勢八社的過程中，日人恐北勢群

再度集結反抗，茲於西元 1912 年（日明治 45 年）將大安溪沿岸之北勢群分化為

台中廳與新竹廳各別管轄，台灣光復後，行政管轄仍沿用至今，將往昔的北勢

八社泰雅族人分為台中市和平區（原台中縣和平鄉）及苗栗縣泰安鄉兩個行政

區。 

    大安溪流域沿線含括了台中市和平區和苗栗縣的泰安鄉，分別為泰安鄉的

天狗、梅園、大安、永安、象鼻、士林等六個部落；和平區的雪山坑、達觀、

竹林、烏石坑、雙崎、三叉坑的六個部落。整條大安溪沿線總共有十二個部

落，自古以來大安溪和部落人的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研究者以表1-2整理

大安溪沿線十二個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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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大安溪沿線十二個部落（即北勢八社） 

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

名名名名    

台中市和平區 苗栗縣泰安鄉 

村村村村////里名里名里名里名    自由里 達觀里 士林村 象鼻村 梅園村 

部落部落部落部落////    

社區名社區名社區名社區名    

三

叉

坑 

雙

崎 

烏

石

坑 

竹

林 

達

觀 

雪

山

坑 

士 

林 

象

鼻 

永

安 

大

安 

梅 

園 

天 

狗 

北勢八北勢八北勢八北勢八

社社名社社名社社名社社名

及所在及所在及所在及所在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南南南南

勢勢勢勢

捎

來

社 

武 

榮 

社 

 老 

屋 

峨 

社 

武

榮

社 

蘇 馬 

魯 那 

社 邦 

   社 

 麻

必

浩

社 

得

木

巫

乃

社 

廬 

翁 

社 

盡 

尾 

社 

而北勢八社地理位置在今苗栗縣泰安鄉與台中市和平區為界之大安溪中心

點上，即在大安溪中上游一帶，自西側的雙崎，至上游東側的南坑山為止，期

間距離約 50 公里，沿岸散著八社大部落，即北勢八社。北勢八社分別為：武榮

社（今雙崎及雪山坑等部落）、老屋峨社（今達觀、竹林等部落）、蘇魯社（今

士林部落）、馬那邦社（今士林部落）、麻必浩社（今永安部落）、得木巫乃社

（今大安部落）、廬翁社（今梅園部落）及盡尾社（今天狗部落）（林益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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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部落廚房的服務範圍 

    泰雅族人自古在此定居，是屬於泰雅族北勢群，關於北勢群的來源，不同

的部落有著不同的說法：泰安鄉與和平區大安溪沿線部落多認為自己來自大霸

尖山，遷移至此；和平區大甲溪沿線部落則多認為自己來自 pinsebukan（今仁愛

鄉瑞岩）。在日治時期的日人因治蕃受挫，乃將北勢八社一分為二（分別隸屬於

新竹廳與台中廳治理）；1949 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沿用舊制，仍將北勢八社分屬

苗栗縣泰安鄉及臺中市和平區（原台中縣和平鄉）分別管轄。大安溪流域沿線含

括了苗栗縣的泰安鄉和台中市和平區，分別為泰安鄉的天狗、梅園、大安、永

安、象鼻、士林等六個部落；和平鄉的雪山坑、達觀、竹林、烏石坑、雙崎、

三叉坑等六個部落。整條大安溪沿線總共有十二個部落，自古以來大安溪和部

落族人的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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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泰雅族泰雅族泰雅族泰雅族 GAGAGAGAGAGAGAGA 精神與部落廚房的名稱精神與部落廚房的名稱精神與部落廚房的名稱精神與部落廚房的名稱    

壹壹壹壹、、、、共做共做共做共做共食的文化共食的文化共食的文化共食的文化    

泰雅族以 GAGA 為一切生活的規範，亦可解釋為價值觀。本節主要在論述的

是大安溪部落廚房所在位置北勢八社的泰雅族人，對於 GAGA 的詮釋，以來了解

部落廚房的核心價值為何。 

一、北勢群的 GAGA 文化詮釋 

王梅霞（2003）整合過去諸多研究的結果，進一步呈現 GAGA 更多重的 

意義。在聚落層面，族人透過遵守 GAGA 規範及實踐儀式的過程被確定；在個人

層面上，GAGA 不僅是外在的規範，而且是內化為個人內在靈力。 

 

泰雅的 GAGA 就是我們的文化，原住民的法律是對啦!GAGA 就是我們原住

民的法律。（受訪者 A03） 

GAGA 的範圍真的很廣，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說的清楚。就我所知 GAGA

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包含了泰雅族的所有文化，像播種祭、收割祭、m’ubon

（祭祖）等等，都可以算是 GAGA 的一種。（受訪者 D02） 

 

泰雅族的 GAGA 精神並不侷限於有形的團體與組織，而是深植於泰雅族人的

所有生活與文化當中。 

二、多變的共食團體 

共食僅就字面上翻譯為一起吃飯之意，但泰雅族的共食則是一同分享為主要

精神，而分享的是生活的一切。目前泰雅族北勢群尚有保存若干以 GAGA 為精神

的共食，例如部落內有族人嫁娶，男方必須送若干頭豬隻至女方家（台中市和平

區、南投縣仁愛鄉），後女方家屬將豬隻分送給親朋好友並告知喜訊。研究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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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訂婚時，即送六頭豬隻至岳父家，並當場將豬肉分送給部落裡的親朋好友，

而遠在其他鄉鎮的親友（岳母娘家南投縣信義鄉），則直接將豬隻運送他地，由

親友自行分食，告知家中女兒即將要出嫁的喜訊。再來，部落家中除了結婚喜訊

外，其他值得慶祝的事情，如小孩滿月或滿週歲、考上公職、購買新房或新車等，

皆有殺豬分食共享的習慣。研究者任教學校的家長裡，小孩滿月時就有殺豬分送

給親朋好友的習慣，分享新生兒成長的喜悅。而研究者本身在初任教職時購買第

一部新車時，以及與妹妹考取國立大學的喜訊，即以殺豬分食共享的方式來慶祝。 

 

    以前沒有過生日，以前殺豬都是要慶祝好事，好像是有很多收成的時候，或

者是去打獵補到很多像山豬、yapi（飛鼠）、para（山羌）、mi（山羊），會一起

找親戚和好朋友來吃。現在可能生孩子或者是買車都是好事，所以會殺山豬一樣

慶祝，都是慶祝好事啦！（受訪者 D02） 

 

共食的文化，因著各部落有不同的習慣而有所區別。黃森泉（2006）指獵物

分肉團體即是獵團將獵物分配各獵團成員，再由獵團成員將所配得的獵物分食給

未參與狩獵的親人，其範圍僅同住的近親或姻親（該員的岳家）。而在達觀部落

的共食成員不僅限於近親與姻親，只要是經常互有聯繫的親朋好友，皆可能成為

所謂的共食團體。但是在泰雅族北勢群共食調查訪談經驗中，共食團體是存在多

變的。 

 

    我跟你講 utux ni’an（共食）是什麼？假如說你媽媽的兄弟姊妹很會一起吃

飯（因感情好常常一起吃飯）這樣，（或者是）以前的朋友如果很好很會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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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也是（都是共食的表現），並不是只有兄弟姊妹，親戚只要很好有很會一起吃

飯都是 utux ni’an（共食）（受訪者 A03） 

 

    以上所述的北勢群共食文化，與現今大安溪部落廚房所提出的共食文化是貼

近的，跨越了不同部落、族群的共食區域，體現了泰雅族北勢群共食文化的精隨。 

三、共做文化與換工 

在泰雅族 GAGA 精神當中，共做文化與換工亦為其中之一，昔日泰雅族部落

無所謂的金錢與勞力交換行為，如家中農地需大量人力時，部落族人會提供人力

的協助，以輪流至各家農地分擔農地工作，以工易工的方式完成部落的農事。2002

年達觀社區發展協會利用九二一重建基金項下以工代賑方案，邀請部落族人以

GAGA 的精神，共同搭蓋各家戶的 lapaw（即瞭望台）。泰雅族的 GAGA 強調的是共

享、共做精神，集合部落的力量，便能輕而易舉的完成每一項工作；而 lapaw 對

於泰雅族人來說，並不僅是一種保護意義，更是一種家的象徵。建造 lapaw 需要

集合眾人之力共同完成，而各家戶建造的條件是主人需支付材料費用即可，人力

的部分由族人共同分擔。 

 

    就是 s’bayux（換工）啊！就是原住民的 GAGA。以前都沒有錢，就是用

換工，那樣很好呢！買菜都沒有錢去買，更何況是請人到山上工作，真的沒有錢，

所以換工很好。我跟你的 yaki（祖母）常常一起（換工），我常常去你的山上工

作，以前真的很苦，但是你的 yaki 很好，我們一起工作。（受訪者 A03） 

 

    最後，以 GAGA 為精神的換工制度，至今仍流傳在達觀部落裡。在研究者就

讀國小階段，常有以工易工的工作方式，大家輪流（通常以 2至 3 家為一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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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以 2 至 3天為一單位輪流）至組內各家果園或農園幫忙，不僅節省錢財的支

出，也可促進部落族人間的交流並增進感情。現今的達觀部落各家主要以種植高

經濟價值農作物甜柿為主，所需人力無法由部落內充分提供，須由鄰近部落人力

支援（以現金支付勞力），所以換工制度的實施愈來愈少。 

 

貳貳貳貳、、、、部落廚房的想像部落廚房的想像部落廚房的想像部落廚房的想像    

    泰雅族已不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而是定居一處的農民。其居住的地

區雖限於山地而非平地，但其在所到之處建造粗糙的家屋，形成散居或集團的

部落。而部落的泰雅語為 alang 或 qalang，意指人家相連的狀態（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1996）。2000 年藉由彌互部落重建協會的引介，進入雙崎部落建立

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原是協助當地災後重建工作，但是當時遇到國內第一次

的政黨輪替，工作站被期待為新政府與災區間的橋樑，站內承受著許多的誤解

與壓力；再者，工作站夾雜在彌互部落重建協會的新勢力，與舊有部落形成了

兩股對立的派系中生存；原母機構（中華至善協會）對工作站的支援有限；站內

社工員為初出茅廬的社會新鮮人，對於原住民部落感到陌生與不熟悉，再加上

工作站的租屋處租約到期等種種因素，決定在 2002 年將基地牽移至現址達觀部

落，並在一次的站務會議中自稱為大安溪部落工作站。2004 年成立了大安溪部

落廚房，並開始發展社區產業，開始了部落產業振興的推動。 

 

    Alang 就是我們原住民（泰雅族）住的地方。（受訪者 A03） 

    很多人會問為什麼你們叫部落廚房？在泰雅族的社會中，廚房是家裡最重

要的一個地方，吃飯對泰雅族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透過吃飯來凝聚大家

的族群認同，從一起吃飯開始，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是我們最開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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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都沒聽過有人用部落廚房這個名稱，但是現在多地方都我們一樣用部落廚

房了。（受訪者 A01） 

    部落廚房的名稱是為了貼近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通常是用在原住民部落，

又加上廚房是泰雅族最重視的地方，所以用部落廚房來命名。（受訪者 A04） 

 

    部落是最貼近形容泰雅族所居住之地的名稱，而廚房則是泰雅族家庭中最

重視的一個區域，將兩個不同屬性但卻又是對泰雅族來說意義重大的名詞相結

合，呈現出部落廚房的貼近生活卻又具意義的GAGA精神-共享、共食、共做，淋

漓盡致的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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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大安溪部落廚房的發展歷程大安溪部落廚房的發展歷程大安溪部落廚房的發展歷程大安溪部落廚房的發展歷程    

    以時間為縱軸，並取大安溪部落廚房較為重要事件為截點，分述三期來探

討部落廚房的發展過程中，在內、外作用力的影響和運作機制有何調整和改

變。 

    2000 年震後大安溪沿線並沒有任何社會福利團體願意進駐，中華至善透過

雙崎部落原有的彌互部落重建協會的引介進入了大安溪。黃盈豪（2004）說明當

時的工作站的設立有幾項背景需要思考：第一、工作站開站當年適逢台灣第一

次的政黨輪替，許多重建政策搖擺不定；第二、雖然有很多的救災資源進入，

但既有的的部落重建組織成為對外界的接觸窗口，在部落中形成了一股新興勢

力，而工作站即是夾在原有部落與重建組織兩派系當中；第三、母機構至善對

於工作站的支援有限，除了經費的協助有限外，至善原本就沒有直接服務基層

社會工作的基礎或服務流程，皆須依靠當時工作站的社工員自行摸索；第四、

社工界對原住民部落的不熟悉，社工專業進入原民部落既沒前例可循，社工專

業又沒有在原住民部落深耕；最後，重建區的社團蓬勃發展也行程的災區另一

股新興勢力，例如當時雙崎部落的彌互重建協會。 

大安溪沿線部落因政治介入，將原有的北勢八社一分為二，在震災協助的

程度上截然不同。 

 

    據我所知，和平鄉（區）和泰安鄉在九二一大地震的幫助（政府協助上）就

很不一樣。當然在全倒（房屋）和半倒（房屋）發的錢是一樣啦！但是他們的路

（道路）真的很爛，一直都沒有修，然後部落廚房好像也沒有送餐到那裡，應該

是錢不夠吧！（受訪者 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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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震之後成立的生活重建中心（2000 年）是因為接台中縣政府的經費專

案，我們負責大安溪的部分，世界展望會負責大甲溪的部分。我們服務範圍是

自達線（自由里與達觀里），並沒有包括苗栗縣。至於送餐部分，我們並沒有接

受任何經費補助，我們堅持用自己的力量來負擔送餐的部分，因為人力、經費

不足和對於苗栗縣泰安鄉不太熟悉，所以一直沒有送餐到那裡（苗栗縣泰安

鄉）。（受訪者 A01） 

 

1999 年 9 月 27 日行政院成立九二一重建會，主管所有災後的重建工作。根

據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網站資料得知，九二一震災全國原住民重建

戶全倒戶數計 1072 戶，和平區 241 戶（約 22.5％）、泰安鄉 68 戶（約 6.3％）；

半倒戶數計 1000 戶，和平區 200 戶（20％）、泰安鄉 67 戶（6.7％）。而有南

投縣、台中縣（現與台中市合併升格為台中市）、台中市、苗栗縣等四個縣（市）

政府所提「災區及社區生活整體照顧重建五年計畫」細部計畫，分別經財團法人

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後，核定補助苗栗縣政府

3,403,200 元（約 2﹪）、南投縣政府 97,085,900 元（約 53﹪），台中縣政府

73,246,040 元（約 40﹪），台中市政府 10,455,000 元（約 5﹪），共 184,190,140

元（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index.html）。由於行政區域劃分

的不同，泰安鄉與和平區所得到的協助亦不同。2000 年生活重建中心的成立，

其服務範圍是臺中市和平區（原臺中縣和平鄉）大安溪沿線六個部落，而其餘的

六個苗栗縣泰安鄉部落並未含在服務範圍之內。隨著組織逐漸穩固發展後，其

服務觸角慢慢的向大安溪上游（苗栗縣泰安鄉）前進，目前在學生獎學金發放業

務上，亦有許多苗栗縣泰安鄉學子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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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於上述背景，工作站在成立之初即在思考，如何才能將社工專業融入

當地的部落。當然其中遇到了許多的難題需要去克服，例如工作站是有兩位外

地且初出社會的社工員所成立的，如何取的部落居民的信任，與當地資源如何

連結與合作必須要重先建立。再來，社會專業對原住民部落本來就不是非常熟

悉，工作站社工員皆是接受理論派專業訓練，無法打破既有的工作模式。再加

上官僚的行政系統，書面成果報表等大於真正的服務，皆是需要去面對解決的

問題（黃盈豪，2004）。雖說如此，工作站仍是如履薄冰的持續爲部落服務，慢

慢建立自己的一套服務流程與工作模式，在一次站內工作人員的聚餐上，有了

以泰雅族 GAGA 精神結合當地部落居民的想法。 

 

在前兩年（2001-2002 年）的時候，（工作站）都著重在家屋重建的工作上，

那時候我已經進來了，就一直在思考，當時已經有做到一定的程度，要不要再

繼續下去（工作站的工作）我們一直在思考，如果要繼續，我們要做什麼。如果

跳推產業，我們可以做什麼，後來想到泰雅族不是有 utux ni’an（共食）的概

念，大家一起吃，這也許可以成為我們推行產業的一個起點。（受訪者 A04） 

 

    本節以時間為縱軸，來敘明部落廚房的發展階段以及當時主要工作內容

的推動（如表 4-1），並大致將部落廚房的發展歷程分成三期：一、社會福利服

務工作站建立期（2000 年至 2002），二、大安溪部落廚房成立期（2003 年至 2005

年），三、原住民德瑪汶深根協會成立期（2006 年迄今）。 

 

壹壹壹壹、、、、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建立期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建立期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建立期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建立期（（（（2000200020002000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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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以下簡稱工作站）成立於九二一大地震後一年（2000

年）。當時主要是由中華至善社會服務協會協助輔導成立，且以災後重建工作為

主，但因為在推動重建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外在的支援並非常長久之計，需要在

地的自覺才能解決問題的根本，於是將產業、部落照護以及人才培力作為之後

的工作重點。 

一、契機 

九二一大地震給了大安溪沿線原住民部落與至善相逢的機緣，在當時台中

縣政府的經費補助之下，由至善兩位外地社工員開始部落的社會服務與協助重

建等工作，並成立了台中縣政府和平雙崎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因為地震的影

響，原本在外工作的部落青年也慢慢的回到部落，青年們透過公共事務的參

與，並透過在地培力方案與工作站一同合作，原本僅兩位外來社工員的工作

站，站內規模人數逐漸成長，讓在地青年為自己的部落服務。 

二、中華至善是什麼 

    1995 年中華至善社會服務協會成立，秉持愛心無國界的里念，不分種族、

國籍與宗教進行以越南教育和醫療援助的工作。1998 年有鑑於國內偏遠地區原

住民部落生活匱乏，於是在新竹尖石鄉開始原住民服務。1999 年發生國內的重

大災難-九二一大地震，重創中台灣各個縣市鄉鎮，至善於台中市和平區雙崎部

落開始進行大安溪部落重建與發展的工作。（黃心怡，2005） 

    九二一大地震的發生，至善理事會決定捐助新台幣 200 萬元投入救災的工

作，因此而催生了日後大安溪工作站的成立。工作站的開設所需的財力人力並

非是200萬就可以完成的，需要的是不斷的投注與協力，其實在工作站開站那一

天至善捐助的經費早已所剩無幾，更不用說長期的給予原住民部落服務與關

懷；人員的配置上在開站早期（2002 年以前）都是非常的缺乏，表 4-2 可以看出

工作站基地在遷移至達觀部落前的人力配置。 

 



 

 46 

表 3-2 工作站人力概況（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建立期） 

全職人員 兼職人員 人員 

時間 
外來 在地 外來 在地 

當地人比

例 

（﹪） 

備註 

設站前 
2 0 0 0 0﹪ 

全職人員為社工相關科

系 

2000 年 3 0 0 2 40﹪ 社工師證照 1人 

2001 年 3 1 0 1 40﹪ 

社工師證照 2人、全職

人員加入非社工在地族

人 

2002 年 3 2 0 7 75﹪ 
社工員加入社造員、兼

職人員為社工聯絡人員 

資料來源：黃盈豪，2004 

三、與政府接觸 

    層層官僚體制的確耗損工作站本來就勢單力薄的人力，由於行動力的不

彰，導致部落族人的不諒解，愈來愈加深工作站與部落的鴻溝。工作站成立當

年，經歷了台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九二一的重建工作則被視為新政府的重要

績效指標，身為政府與災民之間橋樑的工作站，無形中背負著極大的壓力。除

了既有的官場文化及官僚制度需要工作站去承受外，朝夕令改的重建政策，讓

部落對工作站欲感失望與誤解。 

四、雙崎部落的新舊勢力－彌互部落重建協會與部落舊有組織 

    2000 年經由彌互部落重建協會引介，至善進入雙崎部落成立工作站。九一

二一地震讓雙崎部落近一半的族人無家可歸，當時有著一群部落精英份子組成

彌互部落重建協會，極力號召資源並具有充足的行動力進行重建的工作，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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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家可歸的災民利用救災資源打造了集體組合屋，由於有著完整的組織運

作，成為了部落中新興的一股勢力，彌互部落重建協會亦成為了外界接觸雙部

落的窗口。救災資源大量進入雙崎部落，主要是透過彌互部落重建協會之手，

想當然爾資源與利益的分配引起了部落舊有勢力（例如社區發展協會、教會勢力

等）的不滿，形成了至少兩股對立的派系勢力。工作站當時就是在這新舊勢力的

的夾縫中生存，並且在對立的尷尬氣氛中經營工作站。 

五、工作站的挫敗 

    母機構中華至善支援的新台幣 200 萬元經費，以及專業的社會工作服務模

式，並沒有持續的給予充足的協助，僅靠當時陽明大學衛福所和社護所研究生

協助的資源調查，與工作站內並非在地的2名外來年輕社工員，憑著自身田野調

查的經驗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服務流程。 

 

    那年 11 月因為至善給的 200 萬已經花完，原本雙崎部落有 10 戶是領工作

站發出的津貼度過災後難關，但是錢已經所剩無幾，就開個說明會要結束這個

支持方案。他們一直很不解的是為什麼工作站一直將資源撤出雙崎等，我們和

他們都一直沒有的交集談著。事後還有人喝酒後來工作站鬧或是抱怨，來發洩

他們對工作站的不諒解跟氣憤。（受訪者 A05） 

 

    當初工作站成立時，雙崎部落歡欣鼓舞的迎接這外來的組織，工作站社工

人員和部落族人一起生活。即使社工員盡量協助部落需求、向部落學習生活，

俟經費無法支援時，就發生了族人對於工作站的不諒解情形。 

    2000 年年底的台中縣政府年度評鑑，給了剛在部落試圖發展駐站服務的工

作站一個重重的打擊。學者對於工作站的評鑑方式，著重在個案量與成本效益



 

 48 

上，工作站位處偏遠又花更多的成本來開站，工作站的開銷幾乎是其他機構的

兩倍（表 4-2），在專家學者眼中工作站是一個不值得繼續做下去的組織。 

表 3-3 2000 年評鑑結果資料 

項

目 

機構 

年度經費 

（新台幣） 

成果統計 

（人/天/

次） 

受服務對象單

位成本（新台

幣） 

評鑑結果 

（分數/等第） 
備註 

至善工作

站 

1,500,000 918 人次 1,634 75  乙  

機構 L 780,000 1121 人次 875 89  優  

機構 U 693,755 1606 人次 611 89  優  

機構 F 410,000 673 人次 609 84  甲  

機構 T 97,065 218 人次 445 82  甲  

資料來源：黃盈豪，2004 

六、轉機出現－部落青年的加入 

     

    2002 年，工作站風雨飄搖的一年。工作站內部溝通與衝突的問題耗掉大家

繼續前進的能量，縣府補助款不穩定、母機構至善協會表明態度若工作站經費

告罄，將最多只支援一名人力經費，其餘經費要靠工作站自籌。……看輕自身

在工作站的處境，與母機構至善協會與師長的關係，我決定要繼續在工作站搞

下去，……首次用工作站自己的名義對外募書推動動圖書館方案，……這一年

我們的團隊工作人員增加到 12 人，方案數增加一倍。（受訪者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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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工作站內因公部門經費的不穩定以及人力支援的缺乏，造成了無數

內部衝突不斷。站內一名社工員找了一群部落青年組成參加紀錄片訓練的團

隊，在訓練的過程中部落青年藉由拍片的過程也凝聚了團隊默契，無形打下了

日後在地培力與大安溪沿線部落青年加入工作站行列的基礎。此時的工作站人

員以增加至 12 人，在組織編制上也有了雛型的（圖 4-2），所承接的服務方案增

加了一倍，2002 年底的縣府年度評鑑獲得了第一名的佳績。 

 

中華至善協會理事長 

 

中華至善協會秘書長 

綜理協會行政業務與工作站業務聯繫 

 

社工督導 

督責工作站社工業務、民間工作站的連結 

 

社工員                             行政助理 

個案管理、方案規劃與執行                 行政財務管理 

圖 3-10 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時期組織圖 

資料來源：黃盈豪，2004 

 

貳貳貳貳、、、、大安溪部落廚房成立大安溪部落廚房成立大安溪部落廚房成立大安溪部落廚房成立期期期期（（（（2003200320032003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2003 年因雙崎部落工作站房子租約到期，再加上工作站對雙崎部落的夾縫

中求生存的窘境，和在雙崎部落工作推展的挫敗經驗，於是在達觀部落租地並

自力建屋設站，後依泰雅族 GAGA的精神，於 2004年成立了大安溪部落廚房。期

望部落廚房將所有的生產盈餘，除了提供部分成員的薪資外，亦運用在部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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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服務及學生獎學金的支持工作上。由此可看出，部落廚房從產業的發展到部

落照護的工作中，已有了厚實的基礎。其工作內容分為五大項：1.市民農園，2.

傳統產業，3.現代飲食，4.深度之旅，5.農產品通路。 

一、工作站離開雙崎部落 

 

    在雙崎部落複雜的派系對立與人際關係下的工作站，依然找不到工作的方

向，反倒是往其他部落的社區營造和部落教師方案讓工作站成員越有成就與心

得。其實，工作站雖設在雙崎，但是我們的工作推動和方案的前進都是在其他

部落，連新進的員工也幾乎是達觀部落的人。（受訪者 A05） 

 

    前述所言，雙崎部落在九二一地震後呈現了兩股部落勢力的拉鋸戰，工作

站常常在這樣兩股部落勢力下左右為難的經營著。雖然在雙崎部落的服務工作

常常因部落族人兩派勢力的意見，而有些許窒礙難行，但是透過全職人員與部

落青年團隊（兼職人員、社工聯絡人員），在其他部落的服務工作上的到了前所

未有的豐收成果。 

 

    我是 90 年（2001 年）進入至善（工作站），然後到 94 年（2005 年）才離

開，而且離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沒有重心啦！方案一個接一個，再加上孩子的

關係才離開。然後工作站離開雙崎的的主要原因是租約到期，屋主要搬回來

住，而且那時候至善（工作站）的考量也是因為在地的社工員只有我跟素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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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們都騎摩托車每天來回。……那時候應徵的工作人員都是以大安溪為範

疇，都稱之為在地的工作人員。（受訪者 B01） 

 

    然而在雙崎部落工作站房舍的屋主，因租約到期不想再續租的情形下，工

作站基地勢必要遷離現址，又加上當時工作站的工作人員（含全職與兼職）有半

數以上皆來自於達觀部落，在多方考量之下，工作站決定將基地遷移至達觀部

落。而工作站遷移的理由雖是房舍租約到期，但是隱匿之下最主要的理由，是

因為對雙崎部落的經營環境與服務工作的挫敗感使然。 

二、新環境、新氣象－達觀部落 

2003 年工作站決定遷移至達觀部落，但是工作站房舍的問題並沒有解 

決，雖然以向在地族人租地，但是地上物卻沒有著落，仍在自力建屋當中。這

段約1年半的時間與達觀社區發展協會尋求支援，借用社區活動中心二樓暫作工

作站辦公室使用；此時的工作人員也由 10來位增加至 20餘位，且近九成為在地

的部落族人（如圖 4-4 所示）；加上社區總體營造的方案的進行，亦將工作觸角

延伸至上游的苗栗現象鼻部落與麻比浩部落。 

 

    表 3-4 工作站人力概況（部落廚房建立期） 

全職人員 兼職人員 人員 

時間 
外來 在地 外來 在地 

當地人比

例 

（﹪） 

備註 

2003 年 
3 3 0 22 88﹪ 

加入專案經理職位、兼

職人員為部落廚房班員 

2004 年 2 6 0 14 90﹪  

2005 年 2 6 0 1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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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黃盈豪，2004 

三、部落廚房成立與社區產業的開始 

2004 年初自力造屋的建築完工，醞釀已久欲以泰雅族 GAGA 精神為核 

心價值的部落廚房，在大家的引頸期盼之下成立了。 

 

其他部落我不清楚，但是在達觀互相幫忙的習慣到現在還是常常可以看

到。例如喪事的舉辦，喪家在守喪期間，部落的婦女會主動的排班到喪家料理

三餐，就是希望喪家可以好好的陪往生的家人，不要去處理瑣碎的家務事。到

了守喪的每個晚上，部落族人一定會到喪家進行慰問，減輕喪家悲痛的心情。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只是提出來應證一下。（受訪者 D02） 

 

由於大安溪為泰雅族北勢群的居住地，部落中均有親族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有

共同照顧或互相幫忙的習慣，如受訪者 D02 所言。 

 

    剛發展產業的時候，我們什麼都不會，只會種菜，後來想到泰雅的 utux 

ni’an（共食）觀念，大家一起吃、一起分享的概念！大家開始想彼此分享想

法，匯集大家的力量，然後當時找不到貼切的名字可以行銷，就用部落廚房意

向來稱呼。大家有了目標，透過一些人脈要尋找自立建屋的材料並自行搭建工

作的建築。（受訪者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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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部落廚房最主要的工作是以社區照顧為主，而社區產業的發展則是支

援社區照顧的服務工作，獲利回饋照顧服務的運作基金。部落廚房想要發展的

產業分成三個面向：第一是農場經濟；第二是照顧產業；第三是觀光產業。 

（一）農場經濟 

部落原本就是以傳統農業維生，但是時代不斷的在改變，專以傳統農業 

維生的部落族人很難繼續的維持所有生活開銷，轉而投入主流社會的勞動階級

工作。而部落廚房所提倡的農場經濟加入了泰雅族 GAGA 的精神，以換工、共食

共做的元素，以合作農場的形式擴大經營規模、繼而降低成本、減輕個別風險

以來求取共同農作的最大利益，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部落保有傳統農業的經

濟命脈，減少部落青壯年人口的大量流失。 

（二）照顧產業 

社會福利的財政支出一直是公部門很大的經濟負擔，有時因緩不濟急的行

政效率，使得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導致家庭失能。部落廚房企圖加入泰

雅族原有的共同照顧與共食共做的的文化元素，在部落中發展出泰雅美食產業

與社區照顧共營互利的照顧系統。 

（三）觀光產業 

泰雅族北勢群居駐地緊鄰雪霸國家公園入口，沿線除了豐富的泰雅族人 

文景觀以及文化資源外，自然生態的多樣風貌更是不容小覷。部落廚房希望在

大安溪沿線推廣原住民博物館聚落群的想法，一方面尊重與協助各部落自主發

展特色，形成一部落一博物館的理念；一方面將部落廚房的特色美食串聯大安

溪沿線的產業並實現藍海策略的理想，共同經營觀光事業，讓部落族人獲利

外，亦提供社區照顧的照顧基金。 

四、全盛時期背後的隱憂 

看似工作站的發展已逐漸邁入軌道，站內工作人員多達 22 名，且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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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人員為在地族人的比例，服務觸角已接觸至原本的服務範圍之外-大安溪上

游的苗栗縣泰安鄉泰雅族北勢群部落，但實際上卻面臨了工作站內工作理念與

工作角色的質變。 

（一）仍被視為外來團體 

    工作站內高達九成的工作人員為在地族人的比例，但在申請計畫上卻遇到

難題，例如協助三叉坑與達觀部落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方案卻被社造中心質疑，

方案的提出應由象徵的在地組織社區發展協會提案跟執行才適切。再來，工作

站的坐大無形中對其他在地組織帶來威脅，然而牽扯到利益或資源分配時，工

作站外來團體的標籤就會被大作文章。 

（二）內部人員無法達成共識 

     

那個時候我們的立場其實是蠻尷尬的啦！我們是部落的人，我們也是工作

站的人，其實大家都是想讓部落能再更好。我們也是有在工作站討論是否要提

案（社區總體營造相關方案）申請經費，但是好像和社區（社區發展協會）會重

複到，立場真的是很兩難！我就想說是不是不要做提案部分，再回去社會服務

的部分。（受訪者 B01） 

 

工作站內意見非常分歧，有人覺得項工作站這種跨部落的組織，雖然服務

到更多的的族人，但離自身部落反而有愈來愈遠的感覺；還有人認為工作站應

該是要站在協助社區的立場，而不是和社區發展協會去搶經費或資源；有的工

作人員乾脆回到原來的社會服務工作上，拒絕提出有關社區總體營造的案子，

以免傷了部落內的和氣。 

五、衝突－社區發展協會與部落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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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雖規模日益擴大，但是外來團體的標籤與內部工作人員理念不 

一的問題，一直深深困擾著工作站在執行工作上。此時適逢社區發展協會幹部

全面輪替與更新，新任幹部皆是中生代且受過主流社會教育洗禮的部落精英份

子，對於社區發展協會有著高度的熱忱與理想，欲從事社區服務方案屬性與工

作站申請的案子大多重複，導致一社區有兩個組織互相競爭申請公部門的方

案，彼此間緊張的關係一觸即發；再加上工作站目前辦公室的位置，是與前一

任社區發展協會幹部溝通後，才借用社區活動中心二樓，然而社區發展協會新

舊任幹部交接時並無交代清楚，反而使新任幹部無辦公室可使用，使得彼此間

嫌隙與誤會日漸加深，引爆了雙方間的衝突。 

 

    我是有聽過當時部落廚房和社區發展協會的的衝突不斷，應該是兩個團體

所要申請的案子都相同，在彼此沒有溝通協調之下，好像就是鬧的很不愉快。

（受訪者 D03） 

    其實就是當時新任的社區幹部都是在外面打滾過的人，看的的確也比較

多，聽的也比較多，懂的也比較多，當然知道社區提出總體營造的案子會對社

區有很大的幫忙。當然工作站也是站在這一個立場，想要讓社區變得更好。只

是大家都想要主導權，必須要再去磨合吧！不過到後來誤會也有解釋清楚，然

後工作站就遷到現在的地方，要申請什麼樣的案子，都會去了解溝通一下。現

在就是關於社區方面的方案就由社區發展協會去申請去執行，那有關於社會福

利部分的案子，就是工作站去申請，盡量不要重複。（受訪者 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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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站經過了與社區發展會的磨合後，逐漸對於站內發展的方向更為明

確，更著重在社區照顧與社區產業的發展上做努力。如今，社區發展協會與工

作站這個在地組織對於方案的申請更為謹慎，各自謹守本分，爲部落做更多的

有利的事。 

六、工作站與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分工再確定 

工作站自 2000 年設站至今，推展了許多照顧服務有關的方案，每一階 

段的實施都透過不斷的反思與檢討，以來修正下一階段所要實施的活動發展方

向。從中發現到主流社會的社政系統運用到原住民部落時，出現了一些問題及

需去解決：第一是評估指標的認知，主流社會評估指標主要是以財產的多寡來

評斷有無符合條件與資格，但在部落中則是以工作的勤惰來評價是不是需要給

予協助或支持；第二個問題是主流社會的服務機制介入原住民生活時，無形中

排擠了部落中原有的照顧機制，原來鄰居或親人可以就近照顧這些要協助的族

人，但外來的服務機制可能給予的比較豐富，但衍生出來的問題是不貼近族人

且更耗成本的服務；第三是習慣依賴外來資源，由於主流社會服務機制介入瓦

解了部落原有的照顧機制，卻造成了部落族人一昧的等待與依賴，讓這種情形

在部落中沒有扭轉的機會。 

    有鑒於上述因素，工作站提出部落共同照顧系統，依著泰雅族GAGA的精神-

共食共享共做的機制，促成部落廚房的誕生。主要的理念如下：（一）共同照

顧：希望復振泰雅族昔日共食共享共做的傳統，讓機制應用於社區照顧上，以

來解決部落中即需協助且依賴外界支援的族人。（二）部落貨幣：部落廚房提供

的餐食與服務，不一定以金錢來交換，可以勞力或以物易物各種形式來換取。

（三）社區福利產業：社區照顧是一種永續性的服務工作，爲使不完全依賴外來

支援，發展社區產業支持社區照顧工作是最為理想的模式。 

    在社區產業上的一切付出，不過就是為了成就社區照顧的美事，工作站寄

望透過這樣的照顧系統，能達成部落事由部落人自己解決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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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叁叁叁、、、、原住民德瑪汶深原住民德瑪汶深原住民德瑪汶深原住民德瑪汶深耕耕耕耕協會成立協會成立協會成立協會成立期期期期（（（（2006200620062006 年迄今年迄今年迄今年迄今））））    

    部落廚房（即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徳瑪汶協會）不僅自我期許在產業發展上

能夠更上層樓，也希望在部落照護的工作上能夠做得更多更專業。於是在 2006

年正式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徳瑪汶協會（德瑪汶一詞為泰雅語，意即鋤地、

耕地；下文簡稱協會），希望透過組織的運作來發揮集體的力量，而在地組織的

成熟壯大意謂著大安溪沿線嶄新力量的興起。 

一、人力的配置 

    目前協會工作執掌工作人員計有 28 名（截至 2011 年 5 月），全部皆為正職

人員，成員大多來自大安溪沿線之三叉坑、雙崎、達觀、雪山坑，甚至於苗栗縣

泰安鄉士林、大安等部落（如表 4-5）。而部落廚房最早的概念是學習泰雅族 GAGA

共食、共享、共作傳統生活機制來的，透過廚房一起工作一起吃飯的互助精神開

始，由部落自主解決部落生活的問題。 

 

表 3-5 協會各工作執掌人力概況（原住民德瑪汶深耕協會成立期） 

達觀 
三叉

坑 
雙崎 

烏石

坑 
竹林 

雪山

坑 

泰安

鄉 
外縣市 

  部落 

類別 

北勢群 原住民 
非原住

民 

合計 

（人） 

人數合

計 
9 7 6 0 0 1 2 2 1 28 

二、工作多元的創造與發展 

協會（即工作站）前身從 2000 年於雙崎部落設站，三年後（2003 年）在達

觀部落租地自立造屋，並成立了大安溪部落廚房，一直到 2006 年由在地人員成

立了社團法人原住民德瑪汶深耕協會迄今，秉持著在地泰雅族 GAGA 互助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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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胼手胝足的將協會經營至如今的規模，不斷的擴大服務的範圍與工作（見

表 4-6），實屬不易。 

 

表 3-6 工作站年度提供重點服務一覽表 

年份 服務內容 

1999 家屋重建、蔬菜班、就業重建、成人教育 

2000 銷售甜柿 

2003 自立造屋-部落廚房與社區產業的籌畫 

2004 成立部落廚房、社區產業的發展與老人送餐開始 

2005 青少年獎助學金 

2006 深度之旅、餐廳美食 

2007 手工編織 

2009 無毒農耕、國中小課輔、老人農耕、居家服務、老人活動 

2010 老人廚房花園、廚餘堆肥 

三、泰雅族 GAGA 精神的具體呈現 

    協會以泰雅族 GAGA 精神-共享、共食、共做的機制為核心價值，並由部落在

地的族人，解決在地族人的問題。協會以發展社區產業來支持社區照顧的服務工

作。在社區照顧的對象是以部落中較為弱勢的小孩與老人為主，小孩照顧服務的

推動，與在地學校與長老教會合作推行國小陪讀、國中課業輔導，利用假日時間

辦理文化傳承的體驗，以及發放獎助學金與助學貸款的申請，希望在課業與經濟

上給予必要的協助與支持；在老人照顧的服務工作中，對於獨居老人或是因特殊

需求而無法獲得公部門協助的長者，給予生活上的支援，例如老人送餐、居家服

務等。除了生活上的協助以外，對於身體仍硬朗的老人，提供勞動的機會與休閒

的活動，像是老人農耕、廚房花園和老人的聯誼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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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社區產業是支持社會照顧的主要動力之一，協會以在地的資源多樣性作

為商品號召，將部落文化精華經包裝後，提供國人體驗與分享，透過產業的管道，

讓泰雅族 GAGA 精神的共享與共食機制傳揚出去。 

四、外來與在地主導權的移轉 

    組織原是由外地的至善協會與其協會聘任之社工員輔導成立，原是協助原住

民部落重建工作，但在營運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外地者無法解決的部落問題，於是

思考著如何才能融入在地部落。在幾經思量下提出了在地培力的概念，希望透過

培養在地族人能力後，以在地人來處理解決在地事，可能會比外來的人做的更完

善與徹底。經過了生活重建中心、部落廚房等時期五年的培養，在地人可以自己

獨立運作，於是在 2006 年成立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主導權正式由

外地人移轉至在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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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大安溪部落廚房的社會空間大安溪部落廚房的社會空間大安溪部落廚房的社會空間大安溪部落廚房的社會空間    

    從中華至善輔導成立的和平雙崎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歷經了生活重建中

心、大安溪部落廚房的成立，到今日德瑪汶深耕協會，不同經費補助有著不同的

業務，隨著業務的實施，其服務範圍也不斷的在改變。本章主要是在探討此組織

成立的意義、組織發展出的經濟活動以及服務的範圍及其影響的空間。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社會組織的意涵社會組織的意涵社會組織的意涵社會組織的意涵    

    本節主要是在探討 2006 年社團法人原住民德瑪汶深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或協會，亦指部落廚房與工作站）成立之後，部落廚房主導權由外地行動者轉移

為在地行動者的一重要轉捩點。首先要說明的是為何以德瑪汶深耕協會稱呼，再

來是部落廚房內部的行動者有何改變，工作項目有何異動，任何一個變動的因素

皆影響著部落廚房結構，亦同時對部落廚房空間產生極大的變化。 

 

壹壹壹壹、、、、部落廚房部落廚房部落廚房部落廚房----德瑪汶與深耕的意涵德瑪汶與深耕的意涵德瑪汶與深耕的意涵德瑪汶與深耕的意涵    

一、部落廚房到德瑪汶的演變 

九二一大地震帶給大安溪泰雅族北勢群部落嚴重的創傷，在政府與民間團體 

的輔導下，先後於雙崎部落成立了台中縣政府和平雙崎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站與台

中縣和平鄉雙崎生活重建中心。由於雙崎部落彌互重建協會與部落舊有組織兩股

勢力的角力，以及工作站推展業務上的挫折，加上工作站基地房屋租約到期等問

題，迫使工作站將基地遷移至達觀部落。 

    當然基地遷移至達觀部落並非一帆風順，工作站起初向達觀社區發展協會

（以下簡稱發展協會）租賃社區活動中心辦公室做為基地，原與當時發展協會有

著互相協助的默契，卻因發展協會幹部改選後，有了新的衝突。對於工作站租用

社區活動中心辦公室，新任發展協會幹部不了解工作站與前任幹部之間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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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工作站使用社區活動中心始終無法理解；再來，工作站與發展協會在申請經

費上常有互相重疊與競爭的情形出現，更加深兩方的不諒解（如受訪者 B01）。為

避免尷尬與爭吵的情形再次發生，工作站又再一次的搬離現址，並與當地族人承

租一塊地，並自力造屋作為工作站的最新辦公基地。在幾經思索服務內容後，確

立社區產業的發展是輔助社區照顧工作的主要精神後，秉持這樣的理念與精神於

2004 年成立了大安溪部落廚房。 

 

    當我在部落廚房是從 90 年(2001 年)開始，我是從雙崎到達觀的工作人員之

一。剛到達觀是借活動中心的場地使用，原本相處得還不錯（發展協會與組織），

後來發展協會新的幹部可能是不了解我們在做甚麼，後來又在申請經費上和我們

有一些不愉快，導致我們不得不找新的場地。不過後來還是有解釋啦！在同一個

社區服務真的是不要互相爭吵比較好。（受訪者 B01） 

 

部落廚房主要的發展方向是市民農園、深度之旅、農產品短期運銷與文化創

意產業為主，其中以自然農耕、無毒山林為號召，吸引遊客購買或是認養部落廚

房所產出的各項商品或活動，並藉由活動的實施順勢維護深度旅遊所參觀的活動

路線。而當時所主導部落廚房與其下部落廚房業務的主導者，仍是以外地較為專

業的工作人員（中華至善的社工員）為首，並積極培養在地族人自我管理等能力，

俟族人能力養成後，依部落事由部落人自行解決的初衷，將主導權移交給在地的

族人自行管理與統籌。 

2006 年實現了部落事由部落人自行解決的期望，部落廚房的主導權正式移交

給部落族人，成立了社團法人原住民德瑪汶深耕協會。依著泰雅族 GAGA 精神-共

食、共做、共享的機制，以實現社區產業來協助社區工作推展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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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德瑪汶 

昔日的泰雅族人不論是種植何種作物，皆會先將農地進行鬆土，而鬆土之

後，所種植的農作物都會順利的長成，部落裡的長者總認為肯認真鋤地的人即是

認真工作的人，腳踏實地的人。如受訪者 C01 說「認真的工作的人，……，這樣

家人才可以有飯吃」。德瑪汶為泰雅語 t’mabun 翻譯音，意思為鋤地、耕作之意。

研究者常常在部落裡聽長者、長輩談話時，內容如涉及工作的話題，常會出現

t’mabun（鋤地、耕作之意）的字句，例如 musa su mayah？hu！musa kuzin 

t’mabun t’mabun（譯：你要去山上工作了嗎？對啊！我要去工作了。）。雖然

以漢語深耕之意作為廣泛解釋，但其意義遠深於深耕之意，而且不易為外人所理

解，爲貼近 t’mabun 的漢語解釋，於是將部落廚房名稱定名為社團法人原住民

德瑪汶深耕協會，以對應其意義。 

 

    肯認真工作的人，在部落裡是非常受到尊重的，這樣家人才可以有飯吃，就

不會餓肚子，這樣才有遵守 GAGA；如果你是一個 m’ilan(意指懶惰)的人，不

去工作，天天遊手好閒的，大家會對你不好，看不起你。或是說你工作或是

t’mabun（鋤地、耕作之意）常常偷工減料，你的作物會長不好，甚至沒有，這

樣也是一個懶惰的人。（受訪者 C01） 

    t’mabun（鋤地、耕作之意）就是努力耕地的意思，如果農作物耕的地不深，

作物無法生長，這一年的收穫就會不好，我們希望協會也是一步一腳印的慢慢經

營，能夠成長茁壯，有力量幫助其他的人。（受訪者 A02） 

 

    如受訪者 A02 所說：「我們希望協會也是一步一腳印的慢慢經營。不躁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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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深深耕做的堅持，讓協會一步接著一步，踏穩雙腳培養實力，用部落的

力量解決部落的事情，就是德瑪汶深耕協會的精神。」 

 

貳貳貳貳、、、、各司其職與互相支援的部落廚房各司其職與互相支援的部落廚房各司其職與互相支援的部落廚房各司其職與互相支援的部落廚房 

2006 年成立社團法人原住民德瑪汶深耕協會時，其組織章程（附件一）即有

訂定：本會以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如圖 4-1）。 

一、部落廚房組織架構 

（一）組織三層級 

    研究者將部落廚房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級為最高權力機構的會員大會；第

二層級為理事會、監事會及顧問；第三個層級為秘書處、財務組、公關組、活動

組以及志工組等所屬工作人員。 

（二）組織編制 

    部落廚房會員分為認同協會宗旨，且年滿 25 歲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會

費的個人會員；贊助協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的贊助會員；以及對部落廚房有特殊

貢獻的榮譽會員等三類。而會員的職務包括訂定與變更章程、選舉罷免理監事、

議決會費之數額及方式、議決年度工作計畫與預算、議決會員之除名與團體解散

事宜、以及議決財產之處分等。目前部落廚房計有 34 名會員，而會員並非全來

自於部落廚房，有 16 名會員是地方人士與外地認同部落廚房宗旨者。 

    部落廚房設置由會員選舉產生理事 7人、監事 3人，並分別成立理事會與監

事會。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3人，由理事於常務理事中選舉 1人為理事長，並擔任

會員大會與理事會主席之職務。而理事會的工作包括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審定會員資格、選舉罷免常務理事與理事長、聘免工作人員、擬定工作計畫並報

告預算與決算等工作。而監事會由監事互選產生常務監事 1人，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其職權為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審核年度預算與決算、選舉罷免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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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應監察之事項。 

    部落廚房置秘書長 1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協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由

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且部落廚房得設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

含財務組、公關組、活動組、志工組及秘書處，上述各組人員配置由秘書處工作

人員兼任並執行相關工作推動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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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部落廚房組織架構圖 

二、主要執行單位工作執掌 

秘書處設置秘書長與執行祕書（2011.04.19 增置），並下分為三組：行政組、 

社工組以及產業組，三組項下各有負責之工作項目與人員配置，各司其職並互相

給予協助及支援，以達成部落廚房成立宗旨（圖 4-2）。 

 

    

財務組財務組財務組財務組        公關組公關組公關組公關組            活動組活動組活動組活動組    

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    

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    

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    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志工組志工組志工組志工組    

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    

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秘秘秘秘書處書處書處書處    

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執行祕書執行祕書執行祕書執行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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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工作執掌組織架構圖 

（一）工作編配 

    行政組負責統籌工作，部落廚房各項開支與收入等會計工作、認養機制的規

劃與認養人的管理、部落廚房內部工作人員的教育訓練與培力、督導各項工作推

展與實施，皆是行政組主要負責職務；社工組主要的工作內容是傳統照顧制度的

運用、傳統建築復原規劃與推廣、母語文化的推行等文化振興工作，以及老人照

顧工作，例如老人送餐、家訪、農耕、花園等，還有陪讀活動、育樂營、獎助學

金發放等小孩照顧；而產業組負責市民農園的種植、維護、收成等勞務，以及共

同廚房深度之旅、文化創意商品的開發、短期農產品運銷等工作。 

（二）以當地族人為主的混合人力配置 

    部落廚房的人員組成雖以在地的泰雅族族人為主，但仍有 10％外縣市的原住

民籍工作人員，甚至 5％的非原住民工作人員在部落廚房共同服務（如表 4-3），

形成了不同族群與層級的混合人力組織，彼此分享與關心（梁炳琨，2009）。目

前工作職掌下之工作人員計有 28 人，行政組計有 5人，其中含有 3人原為產業

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秘書處 

 

 

 

行政組               社工組               產業組 

 

 

會計 認養人 人才培育 督導         文化振興 社區照顧         市民農園 共同廚房 

 

 

傳統照顧制度 傳統建築復原 母語文化         老人照顧 小孩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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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工作人員，因經費核撥行政業務管理費用，由產業組 3名人員兼辦行政業務；

社工組計有 6名人員，2人為社工員、1人原住民就業媒合人員、1人為居家服務

兼任資訊維護人員，並配置兩名置餐員；產業組人數為最多數，計 17 人，分別

配置於市民農園與共同廚房等各項工作（如表 4-1）。 

表 4-1 各工作職掌人數統計 

組別 人數 比例 備註 

行政組 5 18％  

社工組 6 21％  

產業組 17 61％  

資料來源：大安溪部落廚房 

（三）不同於泰雅族 GAGA 精神分享機制的薪給差異 

    泰雅族的分享是以均分的概念為要，但是部落廚房起初即以社會工作形式成

立，移植了外來的制度，再加上部落廚房經費的來源來自不同的公部門或民間團

體，所以在人事費的金額上就有所差異。行政組人事費是由中華至善協會配置 2

名人力支援、勞委會專案管理 2名、以及部落廚房補貼產業組兼任行政人事費用

2名；社工組的專業社工人員由聯合勸募支援 2名社工員、1名為勞委會補助原

住民就業媒合人事經費與 3名勞委會就業專案人員；產業組除了設置組長一人

外，由部落廚房補貼部分薪資，其餘皆為勞委會就業專案人員或專案結束仍留置

部落廚房的留用人員（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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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工作職掌薪資概況表 

組別 經費來源 薪資組距（新台幣） 備註 

中華至善協會 29000-31000 元  

勞委會專案管理 24000-26000 元  
行政組 

勞委會就業專案 22000-24000 元 
部分薪資由部落廚

房補助 

聯合勸募 28000-30000 元  

勞委會就業媒合 29000-30000 元  社工組 

勞委會就業專案 17000-18000 元 一天 800 元 

勞委會就業專案（組長） 21000-23000 元 
部分薪資由協會補

助 

勞委會就業專案 一天 800 元 產業組 

專案結束之留用人員 
17000-18000 元 薪資由部落廚房全

額補助 

資料來源：大安溪部落廚房 

三、區域照顧與在地產業的發展主軸 

    目前部落廚房的業務主要分成區域照顧的以族裔經濟為主的在地產業發展

兩大部分（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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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部落廚房業務圖 

（一）區域照顧-結合多方資源以服務多元族群的混合概念 

 

財團法人原住民財團法人原住民財團法人原住民財團法人原住民 

深耕德瑪汶協會深耕德瑪汶協會深耕德瑪汶協會深耕德瑪汶協會 

區域照顧 

在地產業 

（族裔經濟） 

小孩 

國小陪讀、國中課輔、文化傳

承、獎助學金、助學貸款 

老人 

老人送餐、老人活動、居家服

務、老人農耕、廚房花園 

生態環境 

自然農耕、步道維護 

產業發展 

手工編織、深度之旅、市民農

園、農展銷售、創意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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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教育的立場上，由於偏鄉學童較少不論是文化亦或是學業上等等的刺

激，與平地的學童總是會有一些學習上的落差，正好廚房（部落廚房）有這樣的

一個陪讀活動，確實對學童來說會有一股助益，間接的也減輕了家長指導上的負

擔，也讓在學校批改作業的老師們能輕鬆不少。（受訪者 C04） 

    孩子的學習除了自己的努力和家裡的全力支持外，有時在經濟或是學習資源

較缺乏的家庭並無法滿足孩子的需求，助學金和貸款（助學貸款）的確是幫助不

少家庭的。那母語的學習，現在有比較少在說母語，如果有人能夠幫助孩子在這

個部分，我想是一件很好的事。（受訪者 D02） 

 

在區域照顧上因著年齡層級的不同，而給予適當的協助。對年齡較小的部落

學童，進行國小陪讀的活動，自去年 9 月開始，針對達觀部落的達觀國小學童於

每周三下午假達觀長老教會進行陪讀活動，內容包含學生作業指導與母語教唱等

活動，除了分擔家長在作業指導上的工作，亦對學童透過輕鬆活潑的母語教唱，

對於自身文化的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至於國中的課業輔導，也在大安溪

畔的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進行母語及英語的教學，針對母語認證的考試

加強學生的母語能力，英語部分則由部落廚房內具有碩士學歷或學有專長的工作

人員進行輔導教學；獎助學金與助學貸款的發放（附件四），開放給大安溪北勢

群的學子進行申請，每年依部落廚房的盈餘與善心人士的捐款訂定核撥人數與金

額，並邀集社區幹部（里辦公室等）或人士一同審查申請資格，以公開、共正、

公平的原則，將獎助學金及助學貸款送到需要的學子手上。 

 

現在送餐就是從雪山坑一直到雙崎都有，有的部落是沒有符合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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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就沒有，像竹林就是這樣，他們的老人比較少，所以就沒有送餐。那有

的送餐是有繳費的，像是家庭狀況還不錯的，只是忙的沒有辦法自己煮的，

他跟我們訂，我們也會幫忙送餐。（受訪者 A06） 

老人送餐，老人活動、居家服務是以自達線（大安溪自由里與達觀里）

為主，老人農耕還有廚房花園現在都以三叉坑部落為主， 因為三叉坑的老人

很多都閒不住，很想要上山工作，為了顧及安全就讓他們在自家門口種種花，

或是到廚房的農園進行協助管理。（受訪者 A01） 

 

部落廚房另外一著重對象就是年齡較大的居民，服務的開案如圖 5-2 所示，

經由在地教會、同事人脈得知臺中市和平區北勢群六個部落需要協助的老人，社

工人員會透過家訪，評估老人是否需要接受服務。若評估有需求者即立即提供服

務，例如送餐、居家照顧、老人農耕等服務。當老人過世或家人主動提出終止服

務時，在經由社工人員家訪了解情況後，才會中止服務（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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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案通報 

 

 

社工家訪評估需求 

                                 

 

提供服務 

             無需求 

 

服務需求終止 

 

 

結案資料存檔 

圖 4-4 老人協助標準流程 

（二）族裔經濟的在地產業 

    在地產業主要的宗旨仍是將產出之盈餘回饋予部落，去支持區域照顧這一部

分。部落廚房也從早期的短期蔬菜種植，一路摸索發展到多經營的企業操作型模

式，目前部落廚房的產業發展皆以在地特有的泰雅族文化作為基底，發展出不同

面向的產業活動，包含市民農園，將農園經營方式轉型並結合休閒與觀光，以在

地原生的農作物，例如小米、山胡椒、玉米、豆子、等為主要產出商品，並邀集

200 餘名社會人士以每月新台幣 500 元認領農地，並雇用就業方案留用人員持續

運作，以穩定部落廚房基礎營運；深度之旅結合文化活動與觀光，並安排兩天一

夜的的部落體驗入住接待家庭當中；文化創意產業結合傳統產出的手工藝品、傳

統與創意美食以及各類咖啡飲品等，強調廚房泰雅文化的傳承；於部落農作物收

成季節（以當地族人種植為主），持續提供農特產品直銷的平台與服務。藉由共

同文化認同，支持在地產業發展，以來促進聚居地的經濟活動（周敏，1995、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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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弘，2008） 

部落廚房的工作除了產業發展外，社區照顧才是當初最終的目的。Barker

（2000）提出混合的概念，即是階級、族群、年齡、性別上的互相關心與分享，

部落廚房工作人員在工作業務上的互相協助與關心，在服務部落的同時，能夠秉

著泰雅族 GAGA-共享、共食、共做的精神，回饋部落。 

四、混合的人力來源區域、性別與身分 

部落廚房所有的工作人員皆以當地人為主，以泰雅族 GAGA 共享、共食、共

做的機制為核心價值，服務部落族人，其服務範圍橫跨了大安溪沿線的 12 個部

落，由圖 5-1 業務圖可知，目前更是將服務觸角延伸至非大安溪沿線的原住民部

落-苗栗縣卓蘭鎮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進行國中課業輔導與文化傳承的教學

工作；從地的角度來看，除了部落廚房的所在地建造泰雅族相關文化風貌建築

外，並利用當地現有環境資源，如大安溪因九二一地震形成的峽谷地貌、泰雅部

落的巡禮、當地經濟作物果園參訪、大安溪垂釣活動、士林水霸與雪霸國家公園

接送與導覽等，進行空間的配置與利用。 

部落廚房內分工工作執掌如附件二，主要執行各項工作如社區照顧及社區產

業等皆隸屬秘書處（4-2 細部組織架構圖），技術服務部是工作執掌上之行政組，

負責會計、認養人、人才培育、督導、定期會議、網站經營以及資源連結與行銷

等業務；福利服務部是工作執掌上之社工組，負責文化振興（包含傳統照顧制度、

傳統建築復原、母語文化）、社區照顧（小孩照顧、老人照顧、獎助學金）等相

關業務；而產業復興部則是工作職掌上之產業組，主要負責市民農園、部落廚房、

傳統產業、農產品短期運銷、深度之旅等。 

針對部落廚房工作人員，亦定訂工作規章（附件三），第一章總則：本會爲

樹立管理制度、健全組織功能、提高工作人員之服務理念與工作效能，特依據勞

機動基準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規則。由前述知，部落廚房是一個組織嚴謹且

健全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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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業務分工上，常見的是坐辦公室的行政工作人員以及以體力勞動薪資卻

相形較低的員工，而部落廚房常是一種上下分層的組織型態，工作團隊內部的科

層組織跟部落廚房內強調的民主、平等、由下而上的理念是相互矛盾的（黃盈豪，

2004）。而部落廚房內的在地工作人員原多是家庭主婦或是以務農維生的族人（表

4-1），階級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部落廚房內的兩群體如何能真心合作？ 

 

    我之前是在廚房的，後來添光（前工作人員）本來是專管（專案管理的行政

工作）嘛！因為出了一點事，建治（前任理事長）他們就覺得我可以試試看，就

讓我接專管的工作。（受訪者 A02）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與潛力，我們就有培力的概念，新進的人我們不會

看待他為失業者或是沒有工作的人，盡量去挖掘他的特質，所以在每一次的站務

會議都輪流大家上台當主席，訓練自己的說話（方式）或是練習打電腦、練習算

帳等，……你看大家都能夠獨當一面。（受訪者 A04） 

    工作站的辦公室原本的工作者和農業班成員開始了一連串的衝突和互相猜

忌，我提出的解決策略是創造兩個群體/階級的互動和溝通機制，然後要求辦公室

成員參與農作和勞動，農業班成員學習行政會計甚至是電腦，如此工作站內部的

階級差異才有流動甚至翻轉的機會。（受訪者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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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部落廚房各工作執掌人員組成一覽表         單位：人 

達觀 
三叉

坑 
雙崎 

烏石

坑 
竹林 

雪山

坑 

泰安

鄉 
外縣市 

  部落 

類別 

北勢群 原住民 
非原住

民 

合計 

（人） 

比例 

（％） 

人數統計 

男 2 4 0 0 0 0 0 0 1 7 25％ 

女 7 3 6 0 0 1 2 2 0 21 75％ 

人數合

計 
9 7 6 0 0 1 2 2 1 28 100％ 

比例

（％） 
33％ 25％ 22％ 0％ 0％ 5％ 10％ 10％ 5％ 100％  

資料來源：大安溪部落廚房（截至 2011 年 5 月） 

由上表可見，部落廚房工作人員的組成比例依性別區分，男生僅佔 25﹪、女

生佔 75﹪；和平區與非和平區人員得知，來自達觀 33﹪、三叉坑占 25﹪、雙崎

占 22﹪、雪山坑 5﹪、其他地方占 25﹪；依北勢群來區分，北勢群占 85﹪、非

北勢群占 15﹪；依族群來分，原住民占 95﹪、非原住民占 5﹪，其中非北勢群原

住民占 10﹪。由上述數據得知，部落廚房工作人員組成主要以部落中較為弱勢的

女性為最多，聘用身份上以原住民籍為主，且大多來自當地北勢群族人，而部落

廚房基地的所在位置達觀部落，被聘用的人數最多，而部落廚房另一市民農園分

據點的三叉坑部落，聘用人數次之。 

 

叁叁叁叁、、、、不同空間層級的差異不同空間層級的差異不同空間層級的差異不同空間層級的差異    

   部落廚房業務分工恰巧呈現空間樓層的差異，部落廚房二樓的工作人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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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負責行政工作包含社工、專案管理與行政文書等；而樓下工作人員則是以產業

工作為主，多以勞動和農作為其主要工作項目。以下將以樓上樓下之分、就工作

性質、薪資、人員具備之能力與進入部落廚房工作等面向之差異，做一整理。 

一、工作性質與內容 

    部落廚房二樓主要是負責行政文書的工作，亦可說是部落廚房的核心，如理

事長授權統籌整個部落廚房運作的秘書長，負責部落廚房經費統籌會計業務、專

案管理與協調、產業發展各項行政支援的行政組，社會工作與福利推行、資訊平

台管理與維護的社工組，皆設置於二樓。部落廚房基地一樓主要是提供產業發展

用途，所有產業組的工作人員皆於此工作，如廚房與餐廳是提供遊客休憩與飲食

服務；農園與雞寮的產出則是提供廚房所需之食材，部分可作為特色商品售出；

目前更増置烘焙室，利用在地的特色香料，製作出具有泰雅風味的商品；位在三

叉坑部落的分據點，則亦是以產業組為主，主要是市民農園的管理與維護，並配

有一名社工組製餐員進行服務。 

二、雇員的差異薪資 

     

我在廚房已經差不多是元老了，差不多已經 10 年了啦！它（部落廚房）到

達觀我都是在廚房（一樓），最近才到烘焙去的。說真的，我們的福利真的算不

好啦！像我已經做那們麼久，可是也沒有什麼福利，不要說錢啦！特休也應該給

個幾天也好。我們的薪水是有做就有，沒有做就沒有，一天就是 800 塊，就是最

低的薪資。當然樓上的是比較多啦！有的是專管嘛！當然是另外的經費（專案經

費），所以薪水不一樣；如果你又有接行政，當然就是多行政的薪水；我們（一

樓）大部分都一樣（薪資），如果有接組長或是其他的行政，當然錢也是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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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不過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還可以啦！離家就很近，我又沒有山上（農地）可

以做，做這個工作可以有現金的收入，其實是可以啦！（受訪者 A06） 

 

工作性質的不同以及申請案子的不同，在薪資上亦有所差異，負責行政的工

作人員薪資約 20000 至 30000 元不等，皆是承接其他機構的方案，所以在薪資上

略高於負責產業項目的工作人員（勞委會公佈之最低薪資）。部落廚房在早期皆

受勞委會就業專案時，乃是對部落較為弱勢的婦女進行聘用，能讓受聘婦女家庭

有穩定的現金收入，如受訪者 A06：做這個工作可以有現金收入，其實是可以的

啦！ 

 

    所有的進用人員進來的薪水都一樣，一天就是 800 元，因為主要支付薪水的

案子就是勞委會的，還有就是部落廚房自己付的。至於為什麼會有的錢（薪水）

比較多，那是因為我們還有有一些人事費必須靠外面的案子來負擔，而申請的案

子所給的人事費用不一樣，像至善的工作人員還有聨券（聯合勸募）給的人事費

就不一樣，當然就會有薪資上面的不同。（受訪者 A02） 

 

三、雇員徵求的連結 

    部落廚房的招聘工作人員方式，皆是採取公開徵求，恰巧研究者在整理表

4-1、4-3 時發現，行政組工作人員多以長老教會信徒為主，有可能是經由已在部

落廚房工作的信徒介紹之下，人數有愈來愈多的趨勢；再來，達觀部落與三叉坑

部落皆是部落廚房基地與分據點所在地，其部落族人接收到部落廚房徵才訊息較

為快速，因著地緣關係以致於這兩個部落的工作人員比例也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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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縮小差異、打破空間層級 

為了打破樓上樓下這無形隔閡，部落廚房有工作異動的情形，例如適才適用

的機制，辦理工作講習從中挑選適合特定工作項目的人員進行培訓；抑或是招聘

新進工作人員增加部落廚房內部人員流動，避免死水情形發生；或者是當一樓工

作人員忙的不可開交的時候，二樓的行政人員有義務的理當主動支援，不論是拔

草、端菜、包便當等，大家互相協助完成工作；在繁多活動同時進行時，一樓的

工作人員也要協助部分的行政文書工作，例如接受訂單服務、初步整理帳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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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經濟活動經濟活動經濟活動經濟活動    

壹壹壹壹、、、、經濟來源與在地產業經濟來源與在地產業經濟來源與在地產業經濟來源與在地產業    

部落廚房經費來源可分為：政府補助（例如多元就業方案）、民間捐款以及

部落廚房在地產業收入（市民農園、手工編織、深度之旅、農產銷售、創意美食）

等三大項。以 98 年度和 99 年度的收入（表 5-2），可以看出在地產業收入有明顯

的增加，繼續朝部落廚房自給自足的理想目標（政府補助 30﹪、民間捐款 30﹪、

自身產業 40﹪）邁進。 

一、經濟來源的分配 

    目前部落廚房的收入由表 4-4 中可看出經費來源的金額與比例。 

 

表 4-4 協會收入表（98 年度和 99年度） 

項目 98 年度收入 占總收入比例 99 年收入 占總收入比例 

政府補助 1,109,100 11.9％ 2,635,177 34％ 

民間捐款 4,150,083 44.5％ 903,019 12％ 

農園 2,542,186 2,512,923 在地 

產業 其他 1,529,757 
43.6％ 

1,765,088 
54％ 

總計  9,331,308  7,816,207  

資料來源：大安溪部落廚房 

 

協會的收入大概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是政府的補助，像是台中縣政府的補

助、勞委會的，更早之前（地震後）還有申請過文建會一兩次的方案；再來就是

民間的捐款，像富邦基金會、還有感恩基金會、還有聯合勸募這些捐款。其實他

們給的錢要看你申請的計畫，聯勸（聯合勸募）主要是支援社工員的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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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跟富邦是看計畫還有風災或是水災的大小給予多少，其實錢是不固定的。現

在做主要的人事費，雖然我們很想自給自足，但是人事費的開銷真的很大，還是

大多靠政府的支援啦！（受訪者 A01） 

 

   部落廚房的收入，其中政府補助部份以勞委會為最多，其中包含人事費與行

業務費支持等；在民間補助上，以聯合勸募的補助經費最大，由於部落廚房主要

工作仍是以社區照顧為主，投入在社會工作這塊經費主要由聯勸支援；自身產業

的收入約 2/3 投入在社區照顧上，特別是老人送餐部分，其餘的經費支持學生助

學金發放的業務上。 

二、在地產業 

（一）市民農園 

市民農園為部落廚房產業發展中的重要一環，由表 4-4 可知市民農園的收入

遠高過其他產業的收入，雖成本較其他產業高，但對於部落廚房其他工作的協助

確有很大的助益。 

1.成立 

 

搬到達觀以後我們就在思考，之後我們能再做什麼，我們什麼都不會，只會

種菜，所以第一年（2003 年）我們就開始種菜。在最之前有一個迎風專案，就

是扶助弱勢婦女的案子，我們有申請，透過這樣的經費我們就開始了。其實在最

早之前，在三叉坑我們就有蔬菜班的經驗，知道如何去種植，那蔬菜班結束後就

停止了。剛開始種菜我們也不知道之後的路是怎樣，就是一直種，原本只是想是

提供廚房食材，可是就越種越多啦！（受訪者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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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農園的發想是因為部落族人的唯一生活技能即是農作，再加上之前有再

三叉坑成立蔬菜班的經驗，所以開始了蔬菜的種植。 

 

原本種蔬菜只是提供廚房的需要，沒想到大家越種越有心得，產量就很多，

但是也不是多到可以批發這樣，就開始思考，怎樣將蔬菜銷出去，後來是可能看

到外面有市民農園的想法，所以就開始了市民農園。（受訪者 A01） 

 

最初種植蔬菜的目的，僅是提供部落廚房食材以及將多餘的產量銷出，但是

微薄的利潤以及運銷通路的缺乏，讓工作人員必須思考新的方向，或是將農園改

為其他的用途。 

 

忽然有一個想法，如果將農園能夠讓外面的人進來認養，不但紓解了財源的

問題，也可讓外面的人認識我們。怎樣才能夠吸引外面的人進來認養農園，推廣

有機的蔬菜種植好像是一個不錯的想法，現在的人都講求養生和健康，利用這個

為號召好像可行，所以我們就嘗試無毒愛山的理念。（受訪者 A04） 

 

於是部落廚房訂定的農園認養的辦法（附件五），希望農園的認養機制能更

完整。近來國人對於食品的安全越來越重視，針對此一趨勢，協會便將原有的農

園以無毒愛山的理念重新經營，藉由安全的季節蔬菜為號召，吸引外地的遊客認

養農園，除了紓解部落廚房經濟上的收入不足，以及銷售產量逐漸日増的蔬菜，

亦可藉由認養機制讓國人認識部落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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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置與管理 

目前部落廚房在農園的土地使用上，以三叉坑部落為主要基地，而農園種植

有兩個區塊，一個是位在達觀部落協會基地內的農園，則以提供部落廚房食材供

應為主；另一個就是三叉坑部落的市民農園，農園以種植季節蔬菜為主，例如高

麗菜、四季豆、蔥、蒜等蔬菜為主。原來達觀部落亦有一塊租用在地族人的農地，

用來推廣市民農園的活動與提供廚房食材的服務，但租約於今年年初到期，且地

主無意願再續租，再加上達觀部落無其他農地可以使用，於是將市民農園移轉至

三叉坑部落進行，除了現有前理事長無償提供農地使用外，近日將在另租一塊農

地進行市民農園的認養。 

目前部落廚房市民農園認養的管道除了協會直接受理認養外，另中華至善從

市民農園開辦後，也替部落廚房號召到部分的認養人，如表 4-5。 

 

表 4-5 市民農園認養農地表               

認養項

目 

受理單位與比例 

認養人數 

（人） 

認養地數 

（塊） 

協會 206 250 

比例 92.4﹪ 93.3﹪ 

至善 17 18 

比例 7.6﹪ 6.7﹪ 

合計 223 268 

資料來源：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第三屆會員大會手冊（2011.04.09） 

推動有機耕作，吸引認養人，並傳達泰雅族 GAGA 的共食文化及部落照顧的

理念；鼓勵老人從事農作可活動筋骨，結合產業開發與社區照顧的雙贏局面；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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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落豐富的人文、地貌以及特有的動植物資源，打造休閒農場模式，規劃主題

式的體驗活動。目前市民農園的管理以部落廚房留用人員為主，進行維護與管理

的工作，並配合社工組所推行的老人農耕的成員，協助耕作，並朝無毒蔬果、自

然耕作方式進行管理，亦配合產業組所推行的深度之旅，讓遊客體驗農耕，朝多

元的農場經營邁進。 

 

表 4-6 農園認養人背景資料分析 

居住區域 北部北部北部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人數/比率 108108108108 人人人人────46%46%46%46%    78 人─33% 42 人─18% 7 人─3%  

捐款方式 信用卡扣款信用卡扣款信用卡扣款信用卡扣款    劃撥捐款 郵局存簿扣款 現金  

人數/比率 131131131131 人人人人────56%56%56%56%    54 人─23% 41 人─17% 9 人─4%  

認養人學歷 大專大專大專大專////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高中/職 碩士以上 國中  

人數/比率 126126126126 人人人人────54%54%54%54%    80 人─34% 21 人─9% 8 人─3%  

認養人職業 私人企業私人企業私人企業私人企業    公務人員 其他 退休 服務業 

人數/比率 94949494 人人人人────40%40%40%40%    59 人─25% 35 人─15% 24 人─10% 23 人─10% 

認養人年齡 41~5041~5041~5041~50 歲歲歲歲    31~4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20~30 歲 

人數/比率 116116116116 人人人人────49%49%49%49%    52 人─22% 30 人─13% 24 人─10% 13 人─6% 

蔬菜收成 回饋廚房回饋廚房回饋廚房回饋廚房    

認養人 

收到蔬菜 

回饋廚房 

收到蔬菜   

人數/比率 153153153153 人人人人────65%65%65%65%    70 人─30% 12 人─5%   

資料來源：大安溪部落廚房 

根據上述認養人分析表與圖表可知，認養人以居住在北部的人數佔總認養人

人數 46﹪最多，中部 33﹪次之，東部約佔 3﹪最少；捐款方式以信用卡扣款佔總

認養人數 56﹪最高，劃撥捐款 23﹪次之，現金以 4﹪最少；在認養人學歷上以大

專（學）學歷 54﹪最多，高中（職）23﹪次之，國中學歷佔 3﹪最少；在職業上

的認養比例以私人企業 40﹪最高，公務人員 25﹪次之，服務業 10﹪最低；而在

年齡的參與上，以 41~50 歲的年齡層佔 49﹪最多，31~40 歲的年齡層 22﹪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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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歲的年齡層 6﹪最少；然而在蔬菜收成上的應用，以回饋廚房（部落廚房）

協助老人送餐之用的人數比例 65﹪最高。 

（二）深度之旅 

部落廚房所辦理的深度之旅主要的目的是，藉由參訪部落了解族人日常的生

活，在透過部落廚房安排的各項活動（附件六），體驗泰雅族人昔日與現今生活。

所有講師皆由部落族人擔任，透過在地人的講述讓遊客能更身歷其境；食的部分

由部落廚房提供泰雅風味餐，品嘗泰雅族道地料理；住的部分是將遊客分散至數

個接待家庭，由在地人負責接待。深度旅遊的服務流程通常是遊客藉由電話詢問

及參與活動的意願，如同意參與並再次確認餐與的人數、天數、用餐方式、選擇

行程與交通方式，再依部落廚房人力進行評估是否接團，如雙方達成共識後隨即

報價，並派專人協助安排餐飲、住宿、行程與交通等安排。 

1.路線介紹 

目前部落廚房提供三種常態路線以及三種季節性路線，常態性路線包括大安

溪沿線部落巡禮，範圍涵蓋達觀、雪山坑、士林、象鼻等四個部落；部落農地體

驗拜訪，則以市民農園所在基地三叉坑部落為主，除了探訪與體驗市民農園的耕

作，亦可搭配溯溪與生態步道導覽等活動；雪見之旅則以雪霸國家公園遊客服務

中心附近為主要導覽區域，而雪霸國家公園位在大安溪上游（鄰近梅園與天狗部

落），昔日為北勢群族人的傳統領域範圍。三種季節性路線因大安溪北勢群沿線

部落均有相同觀光條件以及竹筍與果樹產期的因素，所以部落廚房確定接團後，

即與當地族人洽談遊客採筍或採果事宜，分批或輪流至不同族人竹林或果園進行

活動，除了讓族人能額外增加收益外，並可減低遊客對竹林或果園的傷害，而季

節性路線分別為竹林間活動（採筍），限每年 4月初至 5月中旬報名參加；甜柿

園活動（採果），限 10 底至 12 月下旬；柑橘園活動（採果），限 11 月底至隔年 2

月中旬。 

2.食在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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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在飲食的部分，皆由部落廚房一手承攬，無論是合菜、套餐或是便當，

大都由部落廚房自己種植的蔬果及養殖的家禽為主要烹煮食材，並以泰雅族烹調

方式進行料理，菜單如圖 4-5、4-6。 

 

   

圖 4-5 菜單                         圖 4-6 菜單 

3.體驗在地生活作息 

 

    我家一直是有提供接待家庭的需求，每個人頭是 400 元，然後廚房（協會）

一個人頭抽 100 元作為回饋，想說多少貼補一些家用，我也不需要提供吃的部

分，所以還算是輕鬆。可能遊客來住（我家）的感覺還不錯，現在有時也會有不

是廚房的客人來跟我訂房，我有都接受，甚至包下我整棟的房子，我們一家人就

要去娘家借住，其實是還習慣啦！（受訪者 B01） 

因為家裡還有空房，所以我也有提供接待家庭的服務，原則上一個人是 400

塊，協會會抽 100 塊作為公基金。至於怎樣的條件是可以成為接待家庭，協會有

一定的條件，首先必須家裡要有空房間，起碼是要乾淨整齊的，可以接受協會抽

100 塊的機制，再來如有遊客有一些意見，而意見是合理的話，就必須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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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來參與接待家庭的族人，都還沒有素質太差的情形發生。（受訪者 

A01） 

 

       

   圖 4-7 接待家庭外觀                  圖 4-8 接待家庭外觀 

      

圖 4-9 接待家庭內部                 圖 4-10 接待家庭內部 

    接待家庭的住宿仍以達觀部落為主，不論遊客是參加哪一條深度旅遊路線，

如需過夜皆會安排至接待家庭住宿。而接待家庭的住宿品質無法與飯店或民宿的

規格相比擬，但是清潔與整齊是做基本的要求，也希望遊客藉由與族人共同居

住，能實際親身的體驗最真實的部落生活。而在接待家庭的收費上，以一人收取

400 元為住宿費，其中由協會抽 100 元作為部落廚房營收，以補貼部落廚房部分

開銷，而參與接待家庭的族人皆能認同此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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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產品短期運銷 

1.成立的目的 

部落廚房成立的目的主要就是要照顧部落的人，發展產業及營利的目的就是 

希望發展社會企業經營的模式努力，在其中學習互助，在其中學習分享，最後達

到建構產業盈餘回饋部落的永續機制。 

 

    剛開始會有這樣的想法，只是看到很多的族人將自己辛苦種植的水果以低價

賣給中盤商，所得到的利潤真的不多，有時還會有入不敷出的情形。你想想嘛！

原住民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弱勢的族群，經濟上大家都沒什麼錢，如果有生產的甜

柿又被剝削，那不是很可憐嗎？所以當初只是看到這樣的情形，所以就開始了幫

農民賣水果的想法。（受訪者 A04） 

    協會只是提供一個平臺，讓農民有多一個運銷管道，除了寄給農會跟行口（水

果行），或是自己擺攤賣水果外，協會提供這樣的管道來替農民銷售。通常我們

都是和農民直接買斷的，農民只要給我們不需要包裝的水果，而價格部分取農

會、行口與市價的中間值，讓農民沒有感覺到虧損的感覺，然後再以比中間值多

個 5-10﹪的價格透過我們的銷售管道賣出。我們利用網路來賣，成立自己的網站

來行銷，還有透過協會的一些人脈，像富邦基金會，我們就會再跑去富邦銀行的

前面當街賣水果，那時銀行給我們的攤位，真的還不錯！其實我們這樣賣真的是

透支在做（虧損），我們只抽些微的費用，扣掉交通、人力還有紙箱包裝的費用，

其實都是做免費的。（受訪者 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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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會開農友會議，鼓勵部落族人來參加，說明水果挑選的條件與機制，

這樣比較不會有爭議。當然還是會有（品質）不好的水果，我們就會淘汰。（受

訪者 A02） 

    還是會有一些聲音（農友）出來，說我們價錢比市價還要低，可是農民自己

賣給農會或行口的錢比我們低，市價本來就是中盤商炒出來的嘛！（受訪者 A06） 

 

2.運銷的方式 

    大安溪沿線北勢群部落本是以生產甜柿聞名全國，而當地族人種植的水果常

因中盤商的低價收購，而使利潤減少許多。部落廚房原本只是提供當地族人銷售

農產品的另一管道，以高於一般中盤商與農會收購價格，以一次買斷方式向族人

購買農產品，但在考量交通、人力與包裝等成本因素，部落廚房再以比購入價格

多 5-10﹪的行情，向自己的銷售管道賣出，而多收的 5-10﹪金額，始終無法和

部落廚房付出的交通、人力與包裝成本打平。 

 

 

 

 

 

 

 

 

 

 



 

 89 

電子商務     傳真訂購     電話訂購     現場購買 

 

接受訂單 

 

輸入電腦並排訂出貨日期 

 

統計當週出貨 

 

叫貨 

 

出貨 

圖 4-11 農產品運銷流程圖 

    而部落廚房自身的銷售管道靠著網路行銷與部落廚房人脈進行販售，有時會

有無法全數賣出農產品的窘境，則會有部落廚房社工系統的善心人士全數收購。

農產品來源則是向北勢群族人購買，部落廚房會在甜柿生產期前召開農友會議，

在會議中說明協會所需要的品質、規格，建立一套農產品的挑選機制，如無法配

合或無法達成共識的族人，則不強迫參與，部落廚房截至目前計有近 30 家族人

農友配合提供農產品及運銷的工作。 

（四）文化創意產業 

1.發想 

部落廚房的社區照顧不應是完全依賴政府的經費補助，發展社區產業作為對 

社區照顧的支持，是部落廚房找到的另一條出路。前述提到的市民農園、深度之

旅以及農產品短期運銷等工作，皆屬於社區產業的發展方向，最終的目的就是支

持部落廚房的重點工作社區照顧。然而在社區產業的發展上，有一項既可保存當

地文化，又可以增加部落廚房經濟來源的工作，就是文化創意產業這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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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有另外一項工作重點就是傳承文化，我們這裡是一個泰雅族的部落，我

們的核心價值就是泰雅族的 GAGA 精神，當然我們的文化也是要繼續的保留下

去。像泰雅族編織是台灣原住民裡最厲害的一族，我們醃肉是很特別的飲食文

化，我們使用竹子來製作家具是很厲害的，這些都是可以保留下去的。（受訪者 

A01） 

 

2.實際的推廣與運作 

 

    我曾經看過廚房（部落廚房）有在教編織，而且將所編之出來的布匹拿來轉

做很實用的東西，像是手機袋、筆袋、環保筷袋還有包包拿出來作為商品販賣，

我覺得就是很能夠代表我們泰雅族的東西，非常的特別，外面是做不來的。還有

就是泰雅風味餐，我也帶過朋友去那裡吃，雖然菜單裡的東西我都很熟悉，可是

我朋友吃的是津津有味，向醃肉這樣的東西，廚房就可以改變烹調方式，拿來用

烤的，讓普羅大眾都能接受，這樣就是一種創新，但是又不失原味。（受訪者 D02） 

    部落廚房在文化傳承這一部分，他們是有下過苦心的。部落原有的技藝或是

技術，他們都可以想辦法的保存下來。編織的話就請其他部落很會編織的人來教

廚房裡面的工作人員，讓多一點人來學習；像是醃肉還有小米酒的製作，就會請

很會做的耆老一同加入他們的工作行列，一起來學習。然後將所產出的東西，經

過包裝商品化後，賣給遊客，來增加自己的收入。（受訪者 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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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廚房保留原有泰雅生活藝術與文化，例如泰雅編織，以經驗豐富的長者

來教導部落青年，使其觀摩與學習；在國中、小的課輔活動中，安排傳承的課程，

例如說母語、打獵設陷阱、傳統歌舞練習、神話故事的傳述以及編織活動；也透

過各項機會讓遊客體驗泰雅年糕、竹筒飯的製作，品嘗泰雅族特有的傳統美食，

例如醃肉、小米酒等。將傳統技藝或飲食的產出，經過包裝及商品化的處理後，

向遊客販賣，除了提高協會的經濟收入，也同時於無形之中將泰雅族優美的文化

保存下去。目前部落廚房也更積極的投入另外一項發展，即是烘焙的產業，試著

將泰雅族的特殊香料調味融入其中，期望能更將飲食文化產業發揮的淋漓盡致。 

 

貳貳貳貳、、、、多元經濟資源的共享多元經濟資源的共享多元經濟資源的共享多元經濟資源的共享    

    分享一直以來都是部落廚房的主要的服務宗旨，而主要的服務對象則是以較

為弱勢的小孩與老人為優先。除了靠公部門的專案經費外，部落廚房社區產業發

展的支援更是一大助力。根據部落廚房於 2011 年 04 月 09 日召開第三屆會員大

會手冊資料顯示，社會福利的支出佔總收入的 61.2﹪，其中包含多元就業計畫、

社區照顧方案、農地認養與廚房運作等成本。 

一、學童就學經濟、課業協助與文化傳承 

    助學貸款與助學金的發放起源於社區照顧方案，由於經費不多以致發放對象

並不普及，及至 7、8年前東海大學 EMBA 的捐助，助學貸款新台幣 100000 元，

助學金約新台幣 600000 元，希望透過助學金的協助，能夠讓部落的孩子有繼續

向上的學習動力。 

 

    早在 7、8 年前 EMBA（東海大學）的班級就曾集資捐助大概 700000 元左

右，其實錢早就已經花完了，後來為了不要讓這個事（助學貸款與獎助學金發放

業務）中斷，我們就從協會產業的盈餘中提撥一些錢出來，大約是三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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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然後跟工作人員集資，像我的話我就每個月薪水扣個 100 元，錢不多啦！但

是慢慢的累積，讓這個好事能夠繼續保持下去。現在一值在持續做啊！讓小孩能

夠知道我們的用心。（受訪者 A01） 

    其實早就已經知道部落廚房有在做這些事（助學貸款與獎助學金發放業

務），想說能不能幫忙，盡一份心力，我們也希望能夠鼓勵地方的孩子，往更高

深的學問邁進，然後回饋地方。（受訪者 D02） 

    這項方案早就已經開始在做了，只是東海大學的看到後，再協助我們助學貸

款與助學金的經費，現在已經完全靠部落廚房的盈餘和協會內工作人員自發性的

捐獻為主，有的人是 200 元，我就是 500 元左右。（受訪者 A04） 

 

表 4-7  2005~2010 年助學貸款與獎助學金發放人數與金額 

助學貸款 獎助學金 年 

度 人數 金額（新台幣） 人數 金額（新台幣） 

94   21 121,000 

95 10 100,000 7 37,000 

96 9 45,000 32 129,000 

97 8 75,000 26 82,000 

98 6 60,000 23 86,000 

99 3 25,000 20 50,000 

計 36 305,000 129 505,000 

資料來源：大安溪部落廚房（資料時間截至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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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東海大學 EMBA 的經費已於去年用罄，但是透過部落廚房的盈餘與工作

人員及部落人士的集資與捐獻，讓這項美意能繼續的持續下去。 

    除了助學貸款與獎助學金的發放外，其他各項如國中小課輔、母語教學、文

化傳承、圖書巡迴車以及寒暑假育樂營等活動，國小課輔與達觀國小與長老教會

合作，利用每週三中午放學後半天時間，進行中低年級學生陪讀活動，除了家庭

作業指導，也安排認識地方文化課程、母語課程等，而師資部分則是外聘課輔經

驗豐富的老師及社工員協同教學；國中課輔則以英語補救為主，與國立卓蘭實中

合作，集合大安溪北勢群原住民學生進行補救教學，聘任外聘師資擔任教學者，

期望學生有長足的進步；母語教學亦與卓蘭實中合作，並聘請大安溪北勢群教學

經驗豐富的族語教師以活潑生動的方式，認識自身族語，並在每年的族語認證中

展現成果。  

 

    站在教育的立場，學習場域並不侷限於學校或是一般所認定的場所，而是有

學習價值的人、事、物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對象，尤其是在極具泰雅特色的原住

民部落中，處處都是學習的場域。部落廚房在部落深耕已有一段不短的時間，不

管是福利服務或是產業的發展，都有不錯的成效，而在福利對小孩的服務上，常

常舉辦陪讀或是文化傳承課程，無非都是讓部落的小孩不只在課業上求精進，更

在文化教育的養成上能紮根，我個人是非常支持這樣的做法。（受訪者，C03） 

 

誠如受訪者 CO3 所言，「無非都是讓部落的小孩不只在課業上求精進，更在

文化教育的養成上能紮根」。文化傳承活動則在達觀部落進行，透過地方耆老與

部落廚房工作人員的帶領之下，學習泰雅編織、泰雅醃肉、竹筒飯等特色飲食製

作，將在地文化深耕於孩子身上；部落廚房有鑒於閱讀的重要，早期由社工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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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向外界募書，後與天下雜誌合作，每段時間固定有圖書巡迴車至達觀部落，讓

小朋友可以自行享受閱讀之樂；寒暑假育樂營的實施，則是每年辦理的活動之

一，讓部落的學子可在學習之餘，有其他的活動可以紓解身心。研究者就大安溪

部落廚房提供之資訊整理如表 4-8。 

 

表 4-8  2010 年辦理各項活動彙整表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受惠人數受惠人數受惠人數受惠人數    授課師資授課師資授課師資授課師資////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實施地點實施地點實施地點實施地點    

國小課輔（陪讀） 58 外聘師資、社工員 達觀國小 

國中課輔（英語） 103 外聘師資 卓蘭實中國中

部 

母語教學 82 族語教師 卓蘭實中國中

部 

文化傳承 17 地方耆老、協會工作人員 達觀部落 

圖書巡迴車 40 天下雜誌圖書巡迴車 達觀部落 

寒暑假育樂營 50 社工員、社工系實習生 達觀部落 

二、GAGA 精神的區域照顧 

    GAGA 精神的分享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概念，實

際的作為運用在部落廚房的送餐，目前送餐的範圍仍是以北勢群臺中市和平區範

圍為主，主要是三叉坑、雙崎、達觀以及雪山坑四個部落，因烏石坑和竹林部落

無符合部落廚房協助標準流程（如圖 4-2），故無送餐服務；居家照顧主要是針對

獨居，且無法自理生活的老人為主要的服務對象，其服務範圍與老人送餐的範圍

相同；而社區老人農耕與廚房花園，主要是以三叉坑部落為主，其目的是讓老人

能有機會從事與農耕活動，勞動身體，持續與土地連結，再者除了消極性地送餐

與照顧之外，更應該讓長者可以彰顯自我價值，而保持運動習慣以及透過工作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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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我價值是重要的，所以計畫在送餐的長者居家附近種植蔬菜，讓長輩可以就

近照顧農作物，維持務農工作。最後是老人活動，幫助老人彼此交流、認識，增

加他們增加娛樂，並藉此關心他們的健康。研究者將 2010 年所舉辦落的老人服

務，以表 4-9 呈現。 

 

表 4-9 2010 年辦理老人服務活動彙整表 

項次 活動內容 服務地點 受惠人次/時數/戶

數 

備註 

1 老人送餐 

達觀、雪山坑部

落 

雙崎部落 

三叉坑部落 

1536 人次 

1313 人次 

1302 人次 

 

2 居家照顧 六部落 1580人次/1028小時  

3 老人農耕 三叉坑部落 43 人次  

4 廚房花園 三叉坑部落 11 戶  

5 老人活動 六部落 170 人次 染髮、理髮等 

 

上述以族裔經濟為導向的在地產業發展，成為了支持區域照顧多元經濟來源

的重要資源之一，而在地產業上運作，多以當地特有的泰雅族文化作為號召，基

於共同的文化性，以活絡在地的經濟發展。其中市民農園推動有機耕作，吸引認

養人與觀光客源，並傳達泰雅共食文化及部落照顧理念；手工編織、創意美食，

其服務對象不限於本族族裔，還要滿足社會大眾的消費需求，皆屬於族裔文化的

商貿活動或服務業（周敏，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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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部落廚房部落廚房部落廚房部落廚房不不不不同尺度的空間同尺度的空間同尺度的空間同尺度的空間    

    部落廚房空間配置可依其工作業務類分成經濟（產業）類、文化類及照護（社

會福利）類三大類型。經濟是支撐整個部落廚房運作的主要力量之一，廚房的泰

雅風味餐、便當製作、泰雅米露、泰雅醃肉、麵包烘焙及部落屋產出文化商品等，

皆是部落廚房經濟來源之一。除了商品販賣，市民農園的認養活動，認養人透過

每月新台幣 500 元的支出，可擁有部落廚房準備的小農園（1.5 公尺*2.5 公尺），

每年可得到自己認養小農園兩次蔬菜的收成，而農園所在位置除了協會旁之菜

園，亦在部落裡租用若干土地進行市民農園用。 

    文化的傳承乃是部落廚房重點工作之一，由部落居民依照昔日祖先建屋方法

使用竹子搭建的部落屋，並在部落屋內教授泰雅織布的技巧，目的是讓寶貴的泰

雅織法能夠繼續傳承下去。在部落屋前的圓形廣場則是為了深度旅遊集合或晚會

所配置的場地，深度旅遊是為了讓遊客能更親近部落並善用部落各項資源，其場

地不僅限於圓形廣場，深度旅遊的範圍包含整個達觀部落以及大安溪流域，體驗

泰雅族人昔日的生活。 

    部落廚房成立之初的終極目標以自身力量來造福部落，在部落廚房二樓（廚

房樓上）即是照護系統的中心，配置三名社工員以及整個行政團隊，服務的範圍

及對象從原本的大安溪沿線臺中市和平區 6個部落（三叉坑、雙崎、烏石坑、竹

林、達觀、雪山坑）擴及到上游的苗栗縣泰安鄉 6 個部落（士林、象鼻、永安、

大安、梅園、天狗），由於人力的限制，擴及範圍的服務仍是以將助學金的發放

為主。除了老人送餐和獎助學金的發放，目前還增加了至國立卓蘭實驗中學進行

課業輔導及文化傳承課程，以及達觀國小的週三學童陪讀計畫。 

部落廚房是一個小型社會，正因為所關心的是這個社會與社會中的人，所以

有關空間的探問絕對不能離開社會與人的理解。空間的作用、空間的建構、空間

的配置一定要有助於回答社會與人的問題（王志弘，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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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基地空間配置與互動基地空間配置與互動基地空間配置與互動基地空間配置與互動    

 

圖 4-12 部落廚房基地空間配置圖 

    部落廚房基地含兩棟兩樓建築（廚房與形中心主建築、部落屋）、菜園、雞

寮、廚餘間、圓形廣場以及停車場。主建築一樓是以餐廳為主的產出空間，並陳

列部落屋製作的文化創意商品，而二樓則以行政為主，為部落廚房的首腦地區，

所有的權力分配、工作職掌以及任務編組皆由此統籌；部落屋一樓為會議場地，

二樓則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出主要地，所有傳統編織、美食食譜創作皆出自於

此；而雞寮、菜園則是提供廚房餐廳的所需食材，如有不足才以外地採買方式補

充；圓形廣場則是提供遊客活動區塊，例如歌舞教唱、搗製泰雅糯米等文化活動，

皆利用廣場來進行；而停車場的設置，為的是因應達觀部落缺乏停車場地，且遇

至遊客人數眾多時，提供車輛放置用。 

    部落廚房目前的基地位於臺中市和平區達觀部落內，以承租在地居民約 5

分地的農地作為建地，主結構則以輕鋼架穩固建築基礎，其餘建材則以在地容

易取得的材料（木頭、竹子、石頭）建成（圖 4-13、圖 4-14、圖 4-15、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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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以竹、木裝置廚房            圖 4-14 石製裝置廁所 

  

圖 4-15 竹製圍牆圖           圖 4-16 工作人員自行製作桌椅 

一、部落內社會互動的空間 

部落廚房基地採取開放的空間，鼓勵部落內的居民至協會遊憩、休閒。目前已 

有在試賣協會自行烘焙的麵包，亦利用這樣的空間與機會，服務在地的居民，提

供另一消費選擇。 

     

    像我是已經嫁出去的女兒，在假日或是放假的時候，會跟自己的先生和小孩

回到娘家，那部落廚房除了提供一些吃的服務，不用再讓娘家的親人張羅我們；

再來，部落廚房營業時間也算是非常的長，我們也會帶小孩在裡面走走看看，感

覺其實還不錯！（受訪者，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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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廚房的空間都是開放的，而且我們歡迎大家一起利用這樣的地方。我們

在營業時間開放外，其他時間除了廚房和行政中心（二樓）外的地方，其他的地

方也是開放的，也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部落內居民休憩的另一個據點。（受訪者，

A07） 

 

    部落廚房盡可能的利用現有的空間，打造與部落互動的機會，除了提供開放

的場地讓居民有另一個遊憩的據點外，藉由具有泰雅特色的建築或裝置，能讓部

落族人體驗並傳承昔日祖先的智慧與經驗。 

二、區域內 6部落的連結   

 

部落廚房的成立到現在，無形之中連結了整條大安溪的各個部落，應該是說 

透過他們的工作，工作人員彼此走動在各個部落，發現問題後尋求不同的管道或

資源進行解決，也替里辦公室發現了一些問題是我們所沒看到的，其實是對部落

來說是一大幫助。（受訪者，B03） 

    雖然我們的服務範圍是和平區的六個部落，但是遇到大安溪其他部落族人有

困難的時候，我們也會尋求不同的資源盡量能幫助到他們。最近我們也是慢慢的

將我們的服務延伸到上面（大安溪上游）去，希望可以服務到更多的人。（受訪

者，A02） 

 

部落廚房服務的範圍主要還是以臺中市和平區的泰雅北勢群部落為主，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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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坑部落，沿著大安溪往上游方向的雙崎部落、烏石坑部落、竹林部落、達觀部

落以及雪山坑部落，皆是部落廚房的主要服務範圍。部落廚房提供社會照顧尤其

是針對小孩與老人的兩大部分，透過課業輔導、戶外活動提升小孩學習能力與自

身文化的進一部認識，藉由送餐、居家服務、老人農耕等活動，關心在地的長者

並學習長者智慧，皆能有額外的收穫。 

三、北勢群外圍產業活動的內外連結 

    部落廚房的服務範圍雖定位於大安溪泰雅族北勢群的六個部落，但是透過社

區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市民農園的認養機制，由表 5-6 可知認養人遍及國內，無

形中將服務觸角延伸到台灣各縣市。 

 

    協會不論是市民農園、深度之旅、賣工藝品、或者是甜柿的平台促銷，我們

可以說是累積的很多的人脈，不僅讓協會也多一些的經濟來源，透過人的介紹，

大家會對部落廚房有更深的認識，也可以讓大家更認識泰雅的文化之美。（受訪

者，A07） 

 

    部落廚房透過了產業的發展，不論是在市民農園的認養、深度之旅的實施、

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廣以及短期農產品運銷的平台，皆讓部落廚房在經濟財源上能

有較多的收入，除了在經濟上能有助益外，文化推廣的層次上，透過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無形中也將空間特有的泰雅文化發揚出去。 

 

貳貳貳貳、、、、區域的生產與社會空間區域的生產與社會空間區域的生產與社會空間區域的生產與社會空間    

 

    達觀部落的地真的是比較有限，我們在推廣市民農園必須要有比較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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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認養人這麼多的時候更是有比較大的需求。還好在建治（前任理事長）的

幫助下，能夠在三叉坑有地可以去實施，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去消化市民農

多的認養人，也就是這樣的原因，我們才會在三叉坑設另一個點，專心去發展市

民農園這一塊。（受訪者，A01） 

 

    部落廚房基地與三叉坑部落的市民農園分據點本來就是一個大型產出商品

的空間，廚房餐廳供應文化創意商品，例如泰雅米露（小米酒）、泰雅醃肉、泰

雅風味餐以及便當；部落屋提供泰雅編織商品、教授簡易泰雅編織等；雞寮與農

園販售土雞與有機蔬菜；三叉坑據點亦提供蔬菜販售與農耕體驗活動。 

    部落廚房的生產空間不僅侷限於上述所言，透過深度之旅的實施，從大安溪

上游的天狗部落（雪見森林遊樂區）一直往下游至三叉坑部落，歷經 12 個泰雅

族北勢群部落，都是部落廚房的生產空間。再來，農產品短期運銷的推行，協會

向農友以高於行口及農會價格購買農產品後，直接將農產品販售給消費者的平

台，以減少農民被中盤商的剝削。原以基地達觀部落的族人為購買主要群體，但

考量到貨源的不穩定與供不應求的原因，加上欲結合北勢群眾人之力，漸漸出現

了一種合作的銷售模式。 

    透過農產品短期運銷的合作銷售模式，打開了在地族人銷售的另一管道。部

落廚房運用了社會工作體系的人脈，例如富邦文教基金會提供銀行門口的銷售攤

位、公部門舉辦的農特產品展售會、部落廚房擺攤以及網路、電話的訂單，創造

2010 年業績相較於前年（2009 年總營業額為 876,150 元）業績 14.4﹪的成長佳

績，下表 4-10 則為 2010 年農產品銷的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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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2010 年農產品短期運銷彙整表 

執行時間 2010.10.26-2010.12.24 

受惠農友 26 名 

收入（單位：新台幣） 支出（單位：新台幣） 

出貨收入 986,585 包裝耗材支出 40,228 

擺攤收入 56,180 擺攤支出 10,172 

  文具支出 2,258 

  宅配支出 57,110 

  交通人事支出 11,485 

  宣傳品支出 5,000 

合計 1042,765 合計 126,253 

    由表 4-10 可知，農友除了可以高於行口及農會價格將裸果（無須包裝的水

果）賣給部落廚房，可省下新台幣 126,253 元的成本開銷，平均一農友可省下約

新台幣 4,855 元的成本，亦可讓部落廚房有盈餘可以持續支持社區照顧的工作，

達成雙贏的局面。 

 

叁叁叁叁、、、、部落廚房的空間變化部落廚房的空間變化部落廚房的空間變化部落廚房的空間變化    

一、社會服務空間 

社區照顧在部落廚房成立之初，其服務範圍原就設定為大安溪泰雅族北勢群

六個部落（臺中市和平區），將部落廚房基地置於中心位置的達觀部落能夠便於

各項服務。在 2006 年德瑪汶深耕協會正式成立之後，第一任理事長則是由三叉

坑部落族人當選，在老人關懷需求量上又以三叉坑部落人數及戶數最多（表

4-11），理事長本人又提供農地供協會無償使用，故協會將部份工作重點移至三

叉坑部落實施，像是老人送餐、老人農耕、社區花園以及深度之旅的農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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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易於管理與服務，也在三叉坑部落設立另一據點。 

 

表 4-11 老人服務量統計需求表 

部落 需求人數 

三叉坑部落 6 人 

雙崎部落 5 人 

烏石坑、竹林、達觀、雪山坑部落 5 人 

二、社區產業生產的空間 

    社區產業乃是支持部落廚房社會工作持續推動的助力之一，其涵蓋的範圍因

產業活動的異同而有所不同，研究者以表 4-12 呈現產業所利用的空間。 

 

表 4-12 社區產業的空間利用 

生產空間 服務空間 空間 

產業 達觀 三叉

坑 

雙崎 烏石

坑 

竹林 雪山

坑 

泰安

鄉 

北勢

群 

非北

勢群 

市民農園  �       � 

深度之旅 � � � � � � �  � 

農業產銷 � � � � � � �  � 

文創產業 �        � 

三、北勢群的新空間 

     

    農特產品的運銷當初會有這樣的構想，純粹是看到農友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

水果，被中盤商剝削的很多，想要成立一個平台，替農友多賺一點錢，想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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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協會的人脈關係替農友推銷出去。（受訪者 A05） 

 

    原只是想讓在地農友免於中盤商的剝削而提出的想法，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磨

合下，逐漸呈現出一種合作的銷售模式，透過彼此的信任與合作，逐漸開啟農產

品另一銷售管道，讓農友有多一項的選擇。當中也有過爭執的出現，例如對於協

會對農友直接購買的價錢為何不能以市價收購的疑問，以及貨源不穩定與產品品

質良莠不齊的品管方式。在地所生產的農產品大部分皆是寄至行口或農會進行拍

賣，所得的價錢不是很高，有少部分是直接向消費者以市價販售，但為數不多，

且需有管道才可行。協會有感於農友的辛苦才特立平台，以高於行口與農會價格

進行收購，且無需農友包裝產品與運輸成本費用支出，後續工作由協會統一完成

作業，農友僅將裸果送至協會即可，後協會以市價賣出，所得盈餘可支持社會照

顧工作；而貨源不穩定與品管問題則是因於原以達觀部落為主要收購群體，常常

有供不應求或農友品管與協會認知有異的問題出現，於是擴大收購範圍，並提供

北勢群其他部落的銷售管道，從原有的達觀部落擴大到台中市和平區北勢群六部

落，後又將苗栗泰安鄉北勢群六部落納入，形成現今的 6+6 的北勢八社範圍。 

    自 2000 年至善協會輔導工作站設立以來，直到在地族人主導的德瑪汶深耕

協會的運作，都試著依泰雅族 GAGA 的精神-共食共享共做的機制，來發展社區照

顧與社區產業的推動。而在協會的運作模式當中，不論是社區照顧亦或是社區產

業，都看見泰雅族 GAGA 的精神與理念，皆在無形之中融入於過程當中。當然，

不同的空間尺度的利用，亦將泰雅族固有的文化精髓，都發展出新的空間與格局。 

 

肆肆肆肆、、、、部落廚房的空間意涵部落廚房的空間意涵部落廚房的空間意涵部落廚房的空間意涵    

    Gilber（1988）指出三個區域研究的概念。第一，區域被視為資本主義作用

過程的回應。採用政治經濟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概念，了解區域性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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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第二，區域視為認同的焦點。居民覺知自身文化與他族文化間的不同，並以

自身文化所界定的方式行事，採取社會建構文化的觀點分析區域文化；第三，區

域視為社會交互作用的媒介。社會中全力支配的角色即是區域差異的主要因素，

區域在社會關係生產與再生產中扮演媒介的角色。（梁炳琨，2006） 

    依上述 Gilbert 的概念，研究者試提出部落廚房建置社會空間的意涵如下：

第一，資本主義下鑲嵌部落廚房的族裔經濟。基地內的廚房、部落屋、與當地族

人租賃的農地，以及分據點三叉坑部落的農地，皆是部落廚房的生產空間；第二，

部落廚房為區域（6部落）的焦點。由於部落廚房以泰雅族 GAGA 精神-共享、共

食、共勞的機制為核心價值發展社區照顧及社區產業的工作，而大安溪沿線的六

個部落為泰雅族族人的居住地，部落廚房的形式方式逐漸成為部落在追求傳統精

神的學習對象；第三，以部落廚房為核心，無形中連結了大安溪不同空間的各個

部落，並視部落廚房為再現傳統的據點；第四，族裔經濟的運作，以在地特有的

泰雅族文化，基於共同的文化性、族群開發多元的產業，支持在地產業，以在主

流經濟洪流中與他人競爭，並促進在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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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發展的困境與機會發展的困境與機會發展的困境與機會發展的困境與機會    

          部落廚房雖然已經成立運作 10 個年頭，但是在營運的過程中仍有許多問題

需要去克服與解決。 

 

壹、困境 

研究者將依產業、社工、行政三方面實際作業上遇到之難題，以及部落廚房

本身在主要發展上遇到的瓶頸，分述如下： 

一、產業、社工與行政實際作業上 

    產業組是部落廚房人數最多的一組，也是部落廚房的主要經濟命脈之一，但

在人員的專業能力上須待提升。例如業務行銷不夠積極與主動，導致認養市民農

園的人數不增反減；其次是工作分工較為模糊，常常有找不到負責人的情況發

生；再來，在文化創意產品的研發與設計上，欠缺文化的創意與改變，比較保守，

導致在創意市場的競爭力顯得薄弱；最後是在工作人員的學習意願與態度，是處

於被動的學習，較不主動，這也是需要去加強的地方。 

    在社工組的執行工作中，送餐的人數不如預期，表示社工搜尋的敏銳度需要

再提高些，而且在餐點的滿意調查度中，菜量的不足是最讓老人感到不滿意的；

由於部落廚房位於偏遠地區，在志工的招募上比較困難些，目前多志工來源以外

地的為主，較缺少在地的固定志工，在推廣社工業務時，仍有前述需要協助人數

不足的情形發生。 

    行政組則是管理能力的不純熟，在執行各項工作推展上較為吃力；過度的授

權，常常會有多頭馬車的情形發生；專案管理仍是分配多人一同負責，無法獨立

作業；人事成本開銷是部落廚房財務吃緊的主要因素。 

二、部落廚房本身 

   部落廚房為一個社團法人團體，在經濟的來源上本來就是靠著政府、民間的

補助與捐款，加上在地產業的收入勉強運作與經營。雖然近一、二年部落廚房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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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在經濟上達成了政府補助 30﹪、民間捐款 30﹪以及在地產業 40﹪的目標，但

是外來的協助仍是佔了協會財源的一半以上，經濟上根本無法獨立，如果其中一

項補助消失或減少，對部落廚房來說是一大浩劫。 

    在用地方面，部落廚房的土地依然是以向在地族人租賃的用地，且部落廚房

目前的基地用地租約至 2012 年年底到期，且地主並無意願續租此筆土地，而部

落廚房也正爲土地的問題多方奔走與洽談。 

 

貳、機會 

    上述部落廚房遇到的問題與困境，經過研究者訪談與資料收集之後，得到了

幾項有趣的發現。第一，針對所有工作人員的專業提升，不論是在管理能力或是

創意發想上，部落廚房早已注意且著手改善中，在上班日以定期與不定期開會或

研習的方式進行專業能力的提升，對於負責較專業的工作人員（社工員、專案管

理、財務管理）指定參加外部機構所辦之研習或工作坊，以來提升部落廚房內工

作人員素質；第二，辦理與在地連結有益活動，例如與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辦理泰

雅族北勢群的 m’ubon（收穫祭）的活動，盡量拉進部落廚房與部落的關係；第

三，在地產業的在開發，雖然部落廚房達成了 40﹪財源自籌的目標，但為了經濟

獨立的理想，於今年（2011）開辦烘焙坊，多了一項經濟的來源；第四，土地的

問題雖然是一大困擾，但是部落廚房早已有腹案，前理事長位在三叉坑部落的農

地可提供部落廚房無償使用，但是考量到三叉坑部落為服務範圍大安溪流域的最

下游，在推廣業務上較為吃力，部落廚房內部仍是以達觀部落為理想聚集地。目

前已向地主說明協會處境，並希望再續租一至二年，而也得到地主的同意，希望

利用這一段時間，藉由部落廚房自身力量於理想地點購買土地，建構部落廚房自

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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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選定台中市和平區大安溪部落廚房為研究主題，此組織自 2000 年由

至善協會輔導成立後，經歷社會福利工作站、雙崎生活重建中心、大安溪沿線生

活重建服務中心、大安溪部落廚房以及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等幾個歷程後，發

展出現今擁有工作人員 28 人規模的原住民部落自主團體，實屬不易。而本研究

主要以深度訪談為主，並以文本蒐集和參與觀察為輔，分別以地理環境、泰雅族

GAGA 的精神與多方行動者所建構出的組織歷程為主要切入點，並以組織社會、經

濟與空間等面向的相互影響關係來探討組織的發展。根據訪談及實地觀察所蒐集

到的資料進行統整與分析，本研究得到的結論與建議分述如下： 

 

壹、循序漸進的各個發展歷程 

   組織自 2000 年成立至今已有 10 年，雖然因應各項補助單位的要求，不斷的

將組織更名，但其社區照顧的中心思想從未因此而改變。從原本僅是服務性質的

組織，開發出多元的產業以來支援社區照顧；原來僅靠政府與名間補助與捐款才

能生存的組織，創造出以在地產業盈餘支持組織經濟來源近一半的比例；從僅有

2名社工員的組織，到現在的具有協會架構並擁有產業、社工以及行政三組計 28

名工作人員的規模；服務區域由一個雙崎部落，慢慢的開拓到大安溪沿線 6個部

落，甚至將觸角延伸至整個泰雅族北勢群範圍（12 個部落）。組織在每個歷程上

都先將腳步站穩後，才會踏出下一步到下一個發展期，將服務的區域不斷的擴

大，希望的服務更多的人。 

 

貳、將泰雅族 GAGA 的精神融入組織 

    組織將泰雅族 GAGA 的精神-共享、共食、共勞的機制，充分的融入各項工作

推動上，並視其為組織的核心價值。社區照顧上秉持著老無老以及人之老的共食



 

 109 

精神，照顧需要照顧的部落老人或長者，進行送餐及居家服務的工作，讓老人能

有更妥善的照顧；在小孩的照顧上，也依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共享精神，將組

織的盈餘或捐款以獎助學金或助學貸款的方式，嘉惠並協助部落內的學子，並搭

配陪讀、課業輔導以及文化傳承課程的實施，除了體現昔日泰雅族人的智慧，並

提升小孩的學習水平；而在社區產業上的發展，循著泰雅族原有的換工制度套入

組織的產業模式，例如老人花園、老人農園以及市民農園的工作上，換得送餐的

服務或是薪資的回饋等。組織將泰雅族昔時的生活智慧重現於現今的部落中，不

僅將傳統優良文化傳承發揚下去，亦讓參與的部落族人得到應有的回饋，真是一

個雙贏的局面。 

 

叁、行動者的參與 

    在整個組織的發展歷程中，每個階段皆有不同的參與者，不論是直接參與或

是間接參與，都給了組織很大的協助。若不是至善協會的輔導建立，以及早期彌

互部落重建協會的引薦，怎會有現在的組織；政府的經濟補助與民間團體的捐

款，皆是組織能夠支持下去的動力；接受在地培力的在地青年，因他們的加入，

讓組織更能與部落有更多的接觸，無形中拉近了組織與部落的距離；在地的教育

單位能與組織合作，進而提升小孩的學習興趣，並藉機灑下文化的種子，將泰雅

族的優美文化傳承下去；最重要的是與社區發展協會的分工合作，雖然因為誤會

而有所爭執與摩擦，但是在之後的社區服務工作上，能更在確立彼此的分野，並

將社區服務做的更徹底也更全面。 

 

肆、社會空間的建構 

    研究者將依空間尺度的不同，將組織空間分層三個層級：第一個層級式組織

基地本身，組織內因分工之因，而有所謂的階級（職掌）產生，儼然就是一個小

型的社會空間。在加上基地內有廚房、部落屋、雞寮、農園的空間規劃，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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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的物品則為經濟作物，亦可將上述空間視為經濟空間。第二個層級則是組織

服務的區域，包含大安溪沿線的泰雅族北勢群八社 12 個部落。第三個層級則是

非北勢群的服務範圍，只要是透過市民農園的認養、深度之旅的參與、購買組織

所產出的經濟作物以及消費農產品運銷的客層，皆屬此一空間範疇。 

 

伍、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的方式 

    組織內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提升，透過定期與不定期的會議或研習，加強在

職訓練，也鼓勵工作人員參與外部機構所舉辦的專業成長研習，以充實自身的專

業能力。關於基地所使用土地即將於 2012 年租約到期，透過與地主的協商後，

地主同意給予組織一至二年的緩衝期，組織可利用這段時間，積極去購得適合的

土地，以期符合服務更多人的目標。 

 

陸、後續建議 

    針對部落廚房的探討，本研究有部分後續的建議。本研究資料取得主要是透

過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並輔以文本資料分析為主，受限於時間、人力、物力等因

素，無法完全真正的聽到所有有關人員的看法與感受，如能加以問卷量化的研究

方式，所呈現出來的資料必定更加完整。有關部落廚房的相關研究並不是很多，

而且皆以社會工作的立場來剖析，然而以地理空間觀點來切入的，則以本研究為

第一篇。 

    綜觀之，部落廚房雖然已成立了一段時間，但在社區照顧與社區產業的工作

尚未達到真正成熟的階段，在若干時間後，會浮現更多的問題，需要一一的去克

服。而現階段無法釐清的疑問，則有賴於後續研究者更進一步的追蹤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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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組織章程組織章程組織章程組織章程 

100 年 4 月 9 日第三屆第一員大會修正通過，公佈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宗旨如下：(一)

舉辦青少年文化營隊，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文化及產業行銷的

平台 (二)加強部落的兒童教育、社區照顧 (三)加強教育文化，培

養環保觀念、落實保護自然生態，教育、培養學生熟知鄉土、熱愛

鄉土情懷(四)督促發展產業升級及休閒遊憩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

機構。。。。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人員能力的建構,使各項產業內部機制運作健全穩定。 

(二) 發揚在地傳統文化與傳承，降低部落失業人口並確實有效的提供就

業機會，促進在地就業及習得一技之長。 

(三) 部落資源的建立( 部落文化、自然生態、傳統產業、傳統美食)，

發展在地文化產業、創造穩定經濟收入。 

(四) 促進產業盈餘回饋部落共同照顧機制。 

(五) 發展部落產業永續經營的機制。 

（六）出版刊物：請專家就本鄉之人文掌故、自然生態及產業發展等，以影

片或撰文方式，介紹給鄉民，並提供政府施政之參考。 

（七）促進會員間情感的交流、聯繫，及會員權利之維護。 

（八）其他合乎本會宗旨之事項辦理。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該事業主

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會會會會    員員員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二種： 

一、個人會員：認同本會宗旨，凡年滿二十歲者。經理事會審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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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並繳納會費後，即為個人會員。 

二、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三、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特殊貢獻，會員推薦一名，五名以上連

署，經理事會審查通過者聘之。榮譽會員得免繳納

常年會費。   

第八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經      

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

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九條  會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 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三、年費逾期六個月者，自動除名 

第十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十一條  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二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

員(會員代表)為一權。但榮譽會員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

與罷免權。 

第十三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事務。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組織及職員組織及職員組織及職員組織及職員    

第十四條  本會以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

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權；監事會為

監察機構。 

第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六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本會置理事九人本會置理事九人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監事三人監事三人監事三人，，，，由會員由會員由會員由會員((((會員代表會員代表會員代表會員代表))))選舉之選舉之選舉之選舉之，，，，分成立分成立分成立分成立

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選舉前項理事選舉前項理事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監事時監事時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

人人人人，，，，候補監事二人候補監事二人候補監事二人候補監事二人，，，，遇理事遇理事遇理事遇理事、、、、監事出缺時監事出缺時監事出缺時監事出缺時，，，，分依序遞補分依序遞補分依序遞補分依序遞補。。。。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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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決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預算、決算。 

七、其它應執行事項。 

    第十八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

舉一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 

擔任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常務理事山缺時，

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九條  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預算、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它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

理之，不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常務監事出缺時，應

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

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

日起計算。 

    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三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及執行祕書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

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

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護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

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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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

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事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

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加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員大會，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集之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

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

一人為限。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

席，出席人數較多之同意行之。但下列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二十九條  理、監事會每三個月各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

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

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

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監事會議，得委託他人代理：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應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

會、監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經費及會計經費及會計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新台幣叁佰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叁佰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或其他捐款。 

                五、主管機關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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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相關單位贊助款。 

                七、委託收益。 

                八、基金及其孳息。 

        九、其他收入。         

    第三十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 

    第三十四條  本會每年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工

作報告)、收支預決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會員代表)大

會 

通過(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

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

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責表、

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還

理事會，提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

核備(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五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所在地之自治團體或主機關指定之

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處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實

施，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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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執掌表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執掌表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執掌表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執掌表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職掌表職掌表職掌表職掌表 

會員大會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會員捐款之數

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理事長 一.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二.擔任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會 一、議決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預算、決算。 

七、其它應執行事項。 

監事會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預算、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它應監察事項。 

產業組 一、 週間及周末餐飲營業服務。 

二、 深度之旅。 

三、 甜柿銷售。 

四、 文化製品/藝品。 

五、 市民農園：農園整理與新增、辦理認養 

人活動。 

社工組 一、社區照顧：老人送餐及問安 

二、學童青少年服務方案：沿線地區國小、 

    外地國中課輔、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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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 一、定期會議。 

二、會計/財務。 

三、網站經營。 

四、資源連結與行銷。 

五、人事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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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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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截止日期：100100100100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7777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審查、面試時間：100100100100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11111111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 ) )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0:00 10:00 10:00 10:00 

聯絡人：劉馥慈 0981-904490      李以歡 0980-805760    部落廚房：04-25911550 

地址：台中市和平區達觀里東崎路一段育英巷 17-5 號       

申請種申請種申請種申請種

類類類類    

申請對申請對申請對申請對

象象象象    

所需文件所需文件所需文件所需文件    申請補助金額申請補助金額申請補助金額申請補助金額、、、、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助學貸助學貸助學貸助學貸

款款款款    

國中生 國中： 

1.每學期可申貸 5,000

元 

2.名額 5555 名 

1.每月須歸還

1,000 元 

2.手續費 100 元 

 私立高私立高私立高私立高

中中中中////職助職助職助職助

學貸款學貸款學貸款學貸款    

私立高

中/職學

生 

1.助學貸款申請書 

2.教會或村長推薦

書 

3.切結書 

4.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 

5.在學證明或學生

證 

私立高中/職： 

1.每學期可申貸

10,000  

  元 

2.名額 5555 名 

1.每月須歸還

2,000    

  元 

2.手續費 200 元 

私立高私立高私立高私立高

中職及中職及中職及中職及

五專生五專生五專生五專生

獎助學獎助學獎助學獎助學

金金金金((((五專五專五專五專

生限專生限專生限專生限專

三前申三前申三前申三前申

請請請請))))    

私立高

中職、五

專學生 

1.獎助學金申請書 

2.教會或村長推薦

書 

3.3.3.3.學期成績單學期成績單學期成績單學期成績單    

4.4.4.4.讀書計劃書讀書計劃書讀書計劃書讀書計劃書、、、、部落部落部落部落

回饋計畫書回饋計畫書回饋計畫書回饋計畫書    

5.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 

6.在學證明或學生

證 

1.獎助學金

3,000~5,000 

  元 

2.名額 5555 名 

 

1.德瑪汶社工會

至學生家裡瞭

解學生家庭狀

況。 

2.申請者需於審

查日當天前來

參與審查。 

3.領取助學金

後，學生須做部

落回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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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國中生國中生國中生

獎助學獎助學獎助學獎助學

金金金金    

國中生 1.獎助學金申請書 

2.教會或村長推薦

書 

3.3.3.3.學期成績單學期成績單學期成績單學期成績單 

4.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 

5.在學證明或學生

證 

1.獎助學金 2,500 元 

2.名額 5555 名 

 

急難助急難助急難助急難助

學金學金學金學金    

國中

生、高中

/職、五

專生、大

學生 

1.獎助學金申請書 

2.教會或村長推薦

書 

3.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 

4.在學證明或學生

證 

5.家中遇有重大突

發事故，造成經濟

陷入困境 

1.急難助學金 2,000 元 

2.名額最多 2222 名 

例：協助部落廚

房送餐與課輔

活動、部落或教

會相關事工，服

務時間至少 20202020 

小時。 

4.4.4.4.金額與名額會金額與名額會金額與名額會金額與名額會

隨申請人數多隨申請人數多隨申請人數多隨申請人數多

寡而變動寡而變動寡而變動寡而變動，，，，故以故以故以故以

審查會議公佈審查會議公佈審查會議公佈審查會議公佈

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一一一一、、、、以上各項申請以一戶一名學生為原則。    

二、獎助學金等各項申請表請至以下地點索取： 

三、如有相關疑問，請來電至德瑪汶協會或與相關人員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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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大安溪部落廚房認養辦法 

 

達觀廚房的共食共做，讓一群原住民部落裡的弱勢族群  

重拾生活的快樂，以及對自己的肯定與信心。  

當部落集體的意識凝聚起來共同照顧部落的弱勢老人  

我們看到了泰雅族共食共享的傳統文化…  

   

您的捐助、讓部落廚房能繼續下去  

您的捐助、讓真正努力的社區工作者在原住民部落站穩腳步  

只要您，每月捐助 500 元，  

您就擁有［2.5 公尺*1 公尺的農園］。  

每月 500 元，您可以和我們一同享用美味的午餐  

每月 500 元，您可以和我們一同照顧部落弱勢老人  

每月 500 元，您可以和我們一起尋回泰雅共同照顧的精神  

每月 500 元，您可以和我們一起編織自給自足的部落夢想  

若您認養農園超過六個月~  

即可享受一次，兩天一夜的部落體驗行程(用餐免費住宿半價)  

   

大安溪部落共同廚房  

地    址：台中縣和平鄉達觀村東崎路一段 50 號活動中心二樓  

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至善社會服務協會  

劃撥帳號：18729135（註明：捐給部落廚房市民農園認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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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ㄧㄧㄧㄧ)共同廚房泰雅部落體驗營共同廚房泰雅部落體驗營共同廚房泰雅部落體驗營共同廚房泰雅部落體驗營  
 

團隊類型：1. □學生體驗營 2. □親子體驗營 3. □社團 4. □農園體驗 

          5. □季節之旅 6. □ 雪霸之雪見之旅 7. □社會界 8.□市民農園認養人 

活動流程與內容：((((二日遊套裝行程二日遊套裝行程二日遊套裝行程二日遊套裝行程)))) 
時間 內容說明 

第一天  

10：00 東勢麥當勞集合(部落專人接送) 

11：00  到達目的地---達觀部落共同廚房 

11：00-12：00  相見歡(部落廚房簡介) 

12：00-13：30  泰雅美食饗宴 

由體驗營成員勾選 13：30-14：30 

□ 竹筒飯製作      □ 泰雅糕製作(泰雅傳統捶打方式) 

由體驗營成員勾選 14：30-17：00 

□1.獵人陷阱 2.童玩 

□1.編織     2.竹杯    3.串珠 

□1.植物染   

17：10-19：00 晚   餐（分組 B.B.Q 泰雅式烤肉） 

由體驗營成員勾選 19：00-21：00 

□ 晚會~泰雅傳統吟唱、泰雅 Band、口簧琴、傳統舞表演 

□ 部落紀錄片欣賞 

21：00 享受寧靜之夜 

     第二天  

07：30-08：00 早餐 

由體驗營成員勾選 08：10-12：00 

雪見之旅提早出

發 AM07：00 

□ 大安溪沿線部落巡禮（士林壩、象鼻吊橋）、雪山山蘇林芬多精饗宴 

□ 部落農地體驗拜訪  □雪見之旅(雪見之旅早上七點出發)             

季節之旅 

□ 竹林間（採筍樂）本項活動限每年 4 月初至 5 中旬 

□ 甜柿園 (採果樂) 本項活動限 10 月底至 12 月下旬 

□ 柑橘園 (採果樂) 本項活動限 11 月底至隔年 2 月中旬 

12：00-13：30 享受泰雅風味餐 

13：30-15：00 下午茶（意見交流） 

15：00 天籟之音……….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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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共同廚房泰雅部落體驗營共同廚房泰雅部落體驗營共同廚房泰雅部落體驗營共同廚房泰雅部落體驗營  
 

團隊類型：1. □學生體驗營 2. □親子體驗營 3. □社團 4. □農園體驗 

          5. □季節之旅 6. □ 雪霸之雪見之旅 7. □社會界 8.□市民農園認養人 

活動流程與內容：((((ㄧㄧㄧㄧ日遊套裝行程日遊套裝行程日遊套裝行程日遊套裝行程)))) 
時間 內容說明 

第一天  

10：00 東勢麥當勞集合(部落專人接送) 

11：00  到達目的地---達觀部落共同廚房 

11：00-12：00  泰雅美食饗宴 

由體驗營成員勾選 12：30-16：30 

□1.獵人陷阱 2.童玩 

□1.編織     2.竹杯 

□1.植物染   2.串珠 

□ 大安溪沿線部落巡禮（士林壩、象鼻吊橋）、雪山山蘇林芬多精饗宴 

□ 部落農地體驗拜訪 

□ 雪見之旅(雪見之旅早上七點出發) 

季節之旅 

□竹林間（採筍樂）本項活動限每年 4 月初至五月中旬 

□ 甜柿園（採果樂）本項活動限每年 10 月底至 12 月中旬 

□ 柑橘園 (採果樂) 本項活動限 11 月底至隔年 2 月中旬 

16：30 回程 

※ 二日遊費用~人/1500 元      ※ㄧ日遊費用~人/700 元 

費用：15人以上所有套裝行程 1500元 

※ 活動內容（勾）選部分若為個人參加….依多數參與者為之。 

※ 可個人報名 4~8人旣可成行費用 1600元。（二日遊）      

※  若有疑問請來電 0933555654 林建治 先生 

電子信箱：daanriver@so-ne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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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姓     名  

  單位(團體)  

團體人數  

  電     話  傳 真  

行 動 電 話  E - m a i l  

參 加 場 次 

( 請 勾 選 ) 

□一日遊       □二日遊      □認養人 

辦理活動時間: 

□希望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備註 

※ 報名方式~1.網路.http://www.daanriver.org.tw 

            2.電話:林建治 0933555654     

            3.傳真報名:04-25912097  大安溪部落工作站 

※意者請將活動流程表與報名表回傳至大安溪部落工作站

04-25912097,我們將依參與人數決定活動時間並主動與您聯絡 

※一日遊 4~8 人成行                ※二日遊 15 人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