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年社會實踐獎─映像蘭嶼 

實踐者：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410074210 顏瑞瑩 410074231 宋怡穎 

實踐時間：2012.7.19~22 

實踐地點：蘭嶼 

壹、 實踐動機 

蘭嶼，一塊遠離台灣本島塵囂的淨土，有著當地特有的風土民情，以及特色原住

民文化。藉由自助旅行，讓我們拋開既有成見去看待這塊土地，透過與當地人的

對談，了解當地人對於這片土地的想法，取代片面的二手資料或是媒體過度渲染

的報導。 

近期一則有關於蘭嶼用電以及核廢儲存場的補助爭議問題，讓我們將自己設想為

公民記者，第一手了解蘭嶼最新現況，訪問不同立場、角色、職業的居民，親自

了解他們的看法。 

 

貳、實踐方式 

搭乘自強號到台東火車站，轉乘綠島之星船班，船程約 3.5 小時，抵達當地以步

行訪問蘭嶼各居民及部落。 

 

 

 

 

 

 

 

 

 

 

 

参、實踐過程 

搭乘「綠島之星」抵達蘭嶼，由於船程約 3.5 小時，加上當時正有一個熱帶性低

氣壓在蘭嶼附近，途中風浪大，導致我們嚴重暈船，抵達蘭嶼本島後，前往蘭嶼

衛生所1【註一】求助當地醫生。 

 

雖然拖著病體，但這是一個機會讓我們有機會可以了解蘭嶼當地醫療資源足夠與

否。 

                                                 
1 註一：蘭嶼衛生所：位於台東縣蘭嶼鄉紅頭村 36 之 1 號。門診服務項目：一般內、外、兒、

牙科、血液檢查、體檢、預防注射等業務。設置醫師兼任主任一名，護理師兼任護理長一名，護

士七名，放射師、醫檢師、牙醫師、課員各一名，一般外科醫師三名，司機工友各一名。 



 

 

 

 

 

 

 

 

 

 

等候看診時，我們環視整間衛生所，全島僅備有兩輛救護車，具有醫療服務 

的場所只有蘭嶼衛生所，島上沒有其他醫院或診所。衛生所的看診時間為上午八

點半至晚上九點，並無備有急診室及 24 小時醫療服務。內部醫療人員不到 20

位，共有 4 名醫師(3 名外科醫師、1 名牙醫)、7 名護士輪流看診服務。護士並沒

有穿著制服，所內的醫療人員包含到蘭嶼服務的台灣本島人及蘭嶼當地人，而為

我們看診的是從台灣到蘭嶼服務的洪醫師，此次看診由於蘭嶼當地有醫療補助，

因此此次看診我們並沒有花費掛號費。 

 

到民宿小做歇息後，我們出發到附近村落找尋訪問對象，第一位為在蘭嶼紅頭村

經營雜貨店的本地婦女─夏笨瓜女士及其家人。 

以下為訪問問題及受訪者說法。 

 

 

 

 

 

 

 

問題一：請問您對於「達悟族」及「雅美族」兩者稱號的看法？ 

「我們不是達悟族，我們是雅美族。」戶籍登記是「雅美族2【註二】」，不是「達

悟族」，且雅美才是「蘭嶼3」【註三】的意思，達悟則是「一個人」的意思。達

悟族這個名稱是不為當地原住民所承認的。 

 

                                                 
2 雅美族：「雅美族」源自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在 1897 年的調查報告，他在報告中將蘭嶼稱為

雅美（Yami）。蘭嶼最早在 1677 年始併入清朝，但在 1903 年日治時期時方有國家機構的建制。

1998 年，主管台灣原住民事務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將蘭嶼原住民的族群名稱改為達悟族

（Tao）。 
3 蘭嶼地名由來：在達悟族語中為「人之島」，漢人最早以紅頭嶼或紅豆嶼稱之，日治時期以紅

頭嶼固定稱名，1947 年因島上盛產蝴蝶蘭，改以「蘭嶼」為名。 



問題二：對於蘭嶼日益繁盛的觀光產業，身為在地居民的您們有何看法？ 

觀光客所帶來的效益的確有效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但觀光客太多，造成對當地的

汙染與吵雜，且部分觀光客未入境隨俗，導致觀光客與當地居民的不愉快。觀光

客的湧入使蘭嶼變得過度商業化，希望政府能有所管制，控管每年到蘭嶼的觀光

客。 

 

問題三：您是否曾到台灣本島工作？是否能適應台灣本島的一切事物？ 

我的丈夫曾經到台灣本島工作，對於台灣與蘭嶼之間的不同，適應良好，認為兩

者差異不大，能夠接受台灣本島文化，但還是比較喜歡蘭嶼的風土民情，因此又

回到蘭嶼開設雜貨店。 

 

問題四：蘭嶼的優點是為人所稱道的自然環境，那對於本地人，您們認為蘭嶼可

以改進的地方有哪些？ 

蘭嶼的缺點是政府對於當地建設較少，道路不平整、坑坑洞洞，且往返蘭嶼與本

島的船班少，交通不便。另外，島上未設立醫院，只有衛生所附設的診療室，如

遇大病，則需要搭乘直升機前往台灣本島就醫。 

 

問題五：蘭嶼南端設有「核廢儲存場」，您對儲存場的看法？ 

一開始在設置初期，島上很盛行有關核廢料的社會運動，但現在雖然有零零散散

的社會運動，但我認為都只是一些有心人士遇到特定期間(例如：選舉)的炒作，

且社運次數近年已經減少。我的丈夫曾在儲存場上班，他認為核廢料的輻射量很

低，而且台電都有定期身體檢查，一切正常，加上台電對於電費有所補助，因此

不需要擔心。 

 

結束訪問夏笨瓜女士之後，我們以步行往蘭嶼北端前進，途中經過台灣電力公司

蘭嶼服務所4【註四】，我們訪問在蘭嶼服務所工作的台電員工。 

以下為訪問問題及受訪者說法。 

 

 

 

 

 

 

 

 

                                                 
4 台灣電力公司蘭嶼服務所：位於台東縣蘭嶼鄉紅頭村 1 號。於民國 61 興建。主要管理臨近的

火力發電廠、收取島上電費等業務。蘭嶼服務所與核廢儲存場同屬台電管理，而核廢儲存場獨立

管理核能問題。 

 



問題一：近期有關蘭嶼用電新聞5【註五】，身為台電員工，您的看法是？ 

該新聞指出蘭嶼居民會將民宿營業用電私下轉為住宅用電，即可享受儲存場的住

宅用電免費方案。大多數民宿是合法公開營業，表明民宿用電為營業用電，繳納

電費，但少數民宿沒有明確公開招攬客人，逃避繳納營業用電費用，因此造成住

宅或是營業用電的爭議。 

 

問題二：台電對於此問題的態度是？ 

我認為，確實有居民私下轉接，少數民宿確實是將住宅用電與營業用電合併，造

成模糊地帶，但蘭嶼人口不多，地域狹小，當地民風單純，台電可以清楚了解哪

些是營業用電，哪些為住宅用電，因此私接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 

 

 

因台電員工有要務在身，並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訪問。離開台電之後，我們到了臨

近的蘭嶼文物館(蘭恩文教基金會)
6【註六】參觀，一窺蘭嶼當地的特有文化。 

 

 

 

 

 

 

 

 

 

                                                 
5 蘭嶼用電新聞，參考網站(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7226438.shtml。

外界批評蘭嶼當地用電超量、浪費，台電解釋，主要是受到離島建設條例第 14 條規定，蘭嶼地

區自用住宅用電可以免收影響，目前台電每年編列約新台幣 2000 萬元。台電強調，一向都會在

全台各地宣導節約用電、節能減碳等觀念，蘭嶼地區也不例外。台電表示，蘭嶼地區自用住宅用

電可以免收的狀況，主要為台電政策性負擔所給予的優惠，最近正設法向政府能爭取解除相關用

電優待的政策性負擔。台電呼籲，政府能考量解除台電需背負的政策性負擔，其中取消蘭嶼地區

自用住宅用電免收的情況，也是台電訴求的一部分，希望目前政策性負擔的經費，能回歸由各主

管機關自行編列。另外，台電表示，目前在各地設立電力設施，包括核電廠、變電所，都編列一

定比例促進電源開發協助金，依電廠發電量、裝置容量多寡，提供當地回饋金，使用用途也有一

定的規定。台電坦言，蘭嶼地區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第 14 條規定，自用住宅用電可以全面免收，

算是全台特例。 

 
6蘭嶼文物館(蘭恩文教基金會)：台東縣蘭嶼鄉紅頭村漁人 147號。服務主旨：蘭嶼是個遺世獨立

的小島，島上的達悟人傳統以來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不管是曆法、飲食、作息或是建築都與海

洋緊緊相關，是個不折不扣的海洋民族，但這如同大海般深邃美麗的海洋文化，在面對外來文化

的衝擊卻顯出無所適從的無力感，蘭恩文教基金會希望透過教育、文化、傳播及醫療的力量，協

助蘭嶼鄉親面對外來文化的衝擊。 

 



蘭恩文教基金會包含蘭恩幼稚園與蘭嶼文物館，其中蘭嶼文物館陳列許多雅美族

的特色文物，以及說明飛魚7【註七】對於雅美族人的意義。 

 

 

 

 

 

 

 

 

 

 

上圖為雅美族傳統拼板舟 

右圖為雅美族傳統服飾 

 

關於飛魚季的傳說 

很早以前，雅美族的祖先在海上捕獲了一種長著翅膀的魚類，因為從沒看過長相

如此奇特的魚，更不知道該如何煮食，回到家後便把飛魚連同螃蟹、蝦子、貝類

一起烹煮，沒想到吃過的人身上接連長出又癢又痛的惡瘡。更奇怪的是，連飛魚

群也有魚群染上怪病。於是，飛魚群中的頭目「黑翅飛魚」便透過托夢的方式要

雅美族長老前往海邊，並告訴他怪病是如何發生，以及要如何預防。同時，還透

過不同種類飛魚的現身，來讓他知道飛魚的種類、捕撈季節、禁忌、捕捉儀式以

及食用方法，代代相傳，便形成了飛魚慶典儀式。 

 

 

 

 

 

 

 

 

                                                 
7
 飛魚：飛魚屬硬骨魚綱頜針魚目，在動物分類學上稱為飛魚科，是一類具有滑翔能力的魚類。 

體態修長，但稍稍側扁，長度一般為 45 厘米。吻短，口小，眼大。由尾部迅速擺動，可達到極

大的速度，躍出水面，張開胸鰭，可滑行百米以上的距離，在空中會以呈「S」形在空中擺動。

飛魚是群居性的魚類，因此通常牠們是一群躍出水面。飛魚為暖水性上層魚類，喜歡群集洄遊，

以浮游生物為食，通常生活於海面表層。繁殖期間，會集中於海面的浮藻類或任何漂浮物產卵。 

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E%E9%B1%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8C%E9%92%88%E7%9B%AE


飛魚對於雅美族的意義 

雅美族的漁業重心為捕撈飛魚，每年三至六月的飛魚祭，為雅美人年終最大盛

事。於此季節，雅美人通常於夜間集體出航，利用火把引誘飛魚上網。捕獲上岸

的飛魚，多製成魚乾曝曬於屋前，過去是族人財富的象徵，如今則成為蘭嶼代表

性的特產與美食。 

 

 

 

 

 

 

 

 

 

↑上圖為當地居民自製的飛魚乾 

 

蘭嶼拼板舟特色 

蘭嶼拼板舟是由堅固的木材一片一片組合而成，船體外部細加雕刻，蘭嶼的船飾

紋樣由正反三角形、菱形、螺旋紋等組成，船腹兩側並雕以波紋，成上下左右對

稱排列。在船身兩側雕刻人形神像，他在達悟神話裡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男人；

兩頭彎曲部各刻同心圓，其指太陽，象徵「船之眼」以驅邪。船身上的色彩用天

然顏料彩繪，以黑(木炭)、紅(天然紅土)、白(貝灰)為主調，但目前都以油漆替代。

出海時常在船首插一項雞毛所製的裝飾品，以保航行平安。 

 

 

 

 

 

 

 

 

 

 

 

 

上圖為插在拼板舟船頭上的雞毛製裝飾品 

 

 



隔日，我們往蘭嶼南端前進，前往位於蘭嶼龍門地區的「蘭嶼儲存場」。訪問者

為蘭嶼儲存場員工蔡先生(本島宜蘭人)，訪問之前，他播放了台電核廢儲存場8【註

八】的官方影片給我們看。 

 

影片內容指出： 

民國 61 年即開始儲備蘭嶼儲存場，兩年後，民國 63 年政府決定在蘭嶼設置核廢

儲存場，此儲存場屬於「離島暫時儲存場」，位於蘭嶼龍門地區，民國 85 年 5

月開始無廢料運入，目前計畫將核廢料運離蘭嶼。儲存場共有 23 個儲存溝，存

放 10 萬桶低放射性核廢料。儲存場內部設計為地面 1.5 公尺、地下 3.5 公尺。蘭

嶼設置儲存場的優點為： 

第一、三面環山，一面靠海，地理封閉優勢。 

第二、方圓 5 公里內無人居住。 

第三、面積達一平方公里有投資效益(表示可以再增設其他儲存場)。 

第四、佔地利之便。未來若遷移儲存場，對外執行最終處置，較為方便。 

第五、全程可採海上運輸安全可靠。 

 

民國 71 年核廢儲存場正式設廠，民國 79 年台電接管。每年政府撥款兩千萬回饋

金(至今累積超過兩億)，用於增加船班、修補道路、公車補助、防洪、垃圾場維

護、醫療設備、電費補助、照明設備、獎助學金等。 

 

 

 

 

 

 

 

 

 

 

↑上圖為儲存場俯視模型 

↑上圖為核廢儲存桶 

(將核廢放入桶中，再灌入水泥) 

 

 

                                                 
8
 台電蘭嶼核廢儲存場：位於蘭嶼南方，鄰近龍頭岩。台電蘭嶼核廢料貯存場位於蘭嶼南方龍頭

岩與象鼻岩之間海岸，1982 年完工以來，已貯存超過 9 萬桶來自台電核能電廠，以及各醫療、

工業和學術單位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產生的廢棄物。 

 



以下為訪問問題及受訪者說法。 

問題一：身為儲存場的員工，請問對於核廢料會有輻射汙染的疑慮，您的看法是？ 

對於核廢料，我們應該要深入了解，而不是一味的反對。許多人會因為媒體渲染

或以訛傳訛的對「核能」產生恐慌。事實上，生活中的各項物品都具有輻射能，

如：電腦、手機、微波爐等，就連外出曬太陽也會接受到輻射能，那麼又有多少

人真的會因此不使用電腦、手機，或都不外出曬太陽呢？ 

 

問題二：在儲存場工作的員工的確就如外界所說的，長期暴露在標準值以上的輻

射嗎? 

儲存場的輻射非常的微弱，台電設計堅固的儲存房來存放這些廢料，而且會定期

檢測及維修，所以不會有外洩的疑慮，不至於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對於員工健康

部分，台電也非常的重視，我們都會有定期健檢，以確保員工不會有健康上的顧

慮。員工福利的部分，儲存場的員工配有薪資加給和子女學業補助，頗重視員工

福利。 

 

 

 

 

 

 

 

 

 

 

 

 

 

 

 

 

 

 

 

 

 

 

↑上圖為核廢料儲存廠房                ↑上圖為蘭嶼儲存廠平面圖 

 



肆、實踐收穫與反思 

身處台北和高雄，我們很難真實了解蘭嶼的生活，藉由此次社會實踐，讓我們有

機會與當地居民對談及親身體驗文化。訪問之後我們發現，其實他們的想法並不

完全與我們所認知的相同。 

 

從媒體上我們得知蘭嶼居民非常反對在當地設立核廢儲存場，但矛盾點在於到當

地訪談後，有居民卻是持贊成儲存場的立場，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儲存場的補助，

當地居民就必須負擔較高額的生活費用，如：取消醫療資源補助及電費補助，蘭

嶼大多數居民的經濟能力並不豐厚，的確是有人需要此筆補助費用，就現實面而

言，政府承諾儲存場是安全無虞的，而且會定時給予在地補助與規劃，那麼居民

又為何要反對呢？與其擔心儲存場會不會有核能外洩，不如先擔心這個月能不能

過日子，由此有些居民對於儲存場存廢的議題是表贊成態度的。 

 

在文獻〈關曉榮，蘭嶼報告 1997~2007〉9【註九】明確看出在民國 70、80 年蘭

嶼開始籌備儲存場時，當地確實非常盛行反對核廢儲存場的社會運動，居民的立

場也十分堅定，但至今過了約 20 年，反核社運已漸漸淪為選舉操弄的工具，當

地居民也心灰意冷，對於政府不再信任，根據受訪者夏笨瓜女士的兒子表示：「公

務員就是垃圾，說一套做一套，都沒有用啦，會吵的小孩就是有糖吃，拿到糖果

之後，就閉嘴了啊。」顯然蘭嶼當地的反核社運已漸漸使部分居民麻痺，且轉為

悲觀態度，不再認為社會運動能對於蘭嶼會有多少幫助。 

 

 

 

 

 

 

 

 

 

 

 

 

上圖取自關曉榮，蘭嶼報告 1997~2007，人間出版社，西元 2007 年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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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關曉榮，蘭嶼報告 1997~2007，人間出版社，西元 2007 年 6 月出版。 

記錄雅美族人的生活、工作、祭典外，也深入探討漢人文化對雅美族人在環境、觀光、教育、醫

療、文化上的影響，以及雅美族人對於核能儲存場的態度與反抗。 

 



談及政府允諾的補助，如：增加船班、修補道路、公車補助、醫療設備、電費補

助等，事實上在蘭嶼的實踐過程中，我們對於政府積極建設蘭嶼持懷疑態度。蘭

嶼往返台東的船班一天僅僅只有 2 班，經常遇到客滿的狀況或是因天候不佳而停

駛，因此增加船班的部分並未得到解決。 

 

修補道路的部分，就當地居民表示，當地道路是由水泥建造，並非柏油路，原因

為當地居民習慣赤腳走路，柏油路在夏天會吸熱，與他們的的生活習慣不符，但

水泥路年久失修，坑坑洞洞，導致汽車行經時，劇烈搖晃，修補道路也未得到解

決。公車補助的部分，在蘭嶼實踐期間，並未看到任何公車，多數汽車皆是民宿

載客用車或是觀光客租用汽車。另外我們在蘭嶼發現了一個社會問題，蘭嶼的汽

車有半數以上是沒有車牌的，詢問當地居民後，他們表示當地警察都知道這項問

題，但沒有具體積極的取締作為，我們推測是，由於當地沒有大眾交通工具(可

能是未得到政府補助)，代步工具都是租用的汽機車居多，部分租車店家或民宿

業者使用沒有車牌的汽機車，逃避繳交各項稅收，警察的漠視態度導致沒有車牌

的汽車在環島公路上橫行，越來越多違規汽車日積月累，已經變成惡性循環，最

後警察也就持放任態度，不再取締違規者。 

 

 

 

 

 

 

 

 

 

 

醫療設備不足的部分是蘭嶼的重要問題，全島僅有一家具醫療設備的衛生所，而

且沒有急診設備，重大疾病需要調動直升機送往本島治療，但是若遇天候不佳，

島上沒有急診設備，必定會影響到病人的權益，因此增設急診設備，拉長衛生所

開放時間或是實施醫護人員排班制度，能有效補充蘭嶼醫療資源不足。 

 

關於原住民文化方面，外來觀光客能不能融入當地住民、環境等，是個很值得反

省的重點。蘭嶼當地原本大多為雅美族住民，但近年來觀光客人數逐漸增多，當

我們到達當地時，發現在路邊到處豎立著「請勿亂丟垃圾」等標語，我們認為這

無非是對觀光客的一種警示，也是當地人對於蘭嶼漸漸商業化表達的一種深切無

奈，顯示觀光客的大量湧入已經破壞了當地原本乾淨的自然環境，對當地原住民

是一種極為不尊重的行為。 

 



另外，透過這次實踐的過程訪問了一些當地居民，讓我們更了解當地居民對於政

府政策的心聲。例如：當我們踏上蘭嶼島上的那一分鐘，我們仍稱呼當地原住民

為「達悟族」，但在訪問完雜貨店老闆娘夏笨瓜女士及其家人後，才發現雖然行

政院已正式將蘭嶼原住民正名為「達悟」，但當地人卻不願承認「達悟」這個名

字，一直向我們強調「沒有達悟族，只有雅美族」，並且認為稱呼他們為「達悟

族」是非常不尊重的，因為「達悟」在原住民語中意思是「一個人」。 

 

而對於媒體之前所報導蘭嶼居民因電費補助而導致逃避電費的問題，經實地訪問

台電員工後，我們也才了解到報導內容事實上是有些偏誤的，營業用電而謊報為

家用電的例子為少之又少。但也不可否認的事，少數當地居民確實因為家用電的

全額補助，造成了電力浪費的問題，例如在我們訪談過程中，當地居民就無意透

露出對於家中開冷氣的標準及時數，讓我們思考了台電對於蘭嶼的電費補助是不

是需要酌量修改。 

 

總結而言，此次社會實踐的經驗讓我們學習使用不同角度關懷社會，與深切思考

媒體的報導是否符合我們的認知、是否與事實相同。我們也透過此次的實踐過程

更加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且嘗試蘭嶼特色美食，如：飛魚料理、芋頭冰。也因

實地走訪而獲得不少與當地人或者是外地旅人聊天的機會，得知他們對於蘭嶼這

塊土地的看法；而當我們接觸原住民傳統文化時，我們懂得更加謹慎，注意當地

文化的禁忌，在事前詢問當地住民的拍攝許可，尊重文化並入境隨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