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蘭恩文教基金會透過教育、文化、傳播及
醫療的力量，協助蘭嶼人面對未來的衝擊14 15

人之島初體驗

96年9月中旬前往蘭嶼貯存場出差，

是我第一次踏上蘭嶼；在一天一夜的短暫

停留中，近身接觸雅美族人的海天生活，

我的心被這個「人之島」的自然原味所震

撼感動，而這種「一番搾」的情感，可能

是我們在台灣大城小鎮旅遊所無法經歷

的。

不管您是否曾經真正踏上蘭嶼，我願

意推薦這個唯一具有熱帶雨林的島嶼，畢

竟這麼原汁原味未經太多人為雕琢且保有

傳統的生命力的人與土地，值得我們再次

回味感受，來一趟蘭嶼吧，她會讓你的人

生更有色彩。

49海浬的不一樣世界

蘭嶼島位於台東市東南方相距約49海

浬的太平洋海域，從台東機場搭乘德安航

空多尼爾228型19人座螺旋槳飛機，大約

不到20分鐘的航程即可抵達。由於這種小

飛機都在雲層下面飛行，起飛後可以清楚

看到窗外海洋潮流，抵達降落之前，可眺

望從海平面拔起致552公尺的紅頭山，很

幸運的還在海面上看到雅美族人乘拼板舟

出海捕魚的情景，這趟行程還沒下機前，

蘭嶼已經帶給我驚艷。

旅行社曾把蘭嶼加上綠島行程稱為

「蘭綠手牽手」，從富岡搭船到綠島只要

40~50分鐘，一般的遊客都應該可接受，

而到蘭嶼船程卻需要2小時30分，這就不

是每個人都能夠或願意忍受；一樣是鄰近

台東的蘭嶼和綠島，由於上述地理位置的

差異再加上所謂的「綠島比較好玩」的口

碑印象，根據台灣觀光局的網站統計資

料，最近5年台灣每年到蘭嶼的觀光人數

平均還不到5萬人，卻有將30多萬人前往

綠島旅遊，兩者間的旅遊人口卻有超過6

倍的差異。遠低於每年新生人口數的旅遊

人數，讓蘭嶼像是蒙著一層紗，對大部份

的台灣人來說，可能只有新聞媒體報導或

旅遊節目介紹的印象，新的記憶，聽著蘭

嶼派出所擔任警察的金曲歌手陳建年唱著

「ㄚㄨㄡ海洋」的歌曲，輝映出湛藍清澈

的海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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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拼板舟蘭嶼意象手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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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乾的阿里棒棒-飛魚干

騎機車環島只要一個半小時

蘭嶼島上有4村6部落，從開元港以順

時針方向分別是椰油村(椰油部落)、朗島

村(朗島部落)、東清村(東清、野銀兩部落)

及紅頭村(紅頭、漁人兩部落)。全長36.5

公里的環島公路簡單易懂，且沿著環島公

路即可玩遍各主要景點，因為公車班次

少，機車環島是最便捷也最能自己掌握行

程，環島一圈只要一個半小時到二小時，

即使你是第一次去也不致迷路。

要注意的是這條公路寬窄不一，有的

路段是鋪著柏油雙線道，有的則變成水泥

比較狹窄的產業道路，而且不是每段路都

有路燈，加上山路高低起伏大，路邊又有

許多蘭嶼人的祖先，路不熟的話，晚上出

門要特別注意安全。

當我前往貯存場放好行李後，充滿好

奇心的我，已經迫不及待出門。這次我總

共環島二圈並往返全長3.9公里的「中橫公

路」二趟。對於習慣都市生活的人來說，9

月初的蘭嶼，7、8級海風已經感覺威力強

大，眼看機車碼表時速的雖只有40或50公

里，但逆風而行，感覺上卻有70公里或80

公里的速度。

豬羊出沒注意 

在台灣只有貓狗會四處亂跑，像是豬

牛羊這種動物都是牧場柵欄內，到了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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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追求物質生活往往過了頭，來

到蘭嶼，除了像是從地上長出來的傳統地

下屋以外，沒有雄偉的歷史建築，沒有氣

派豪宅，沒有批發百貨，更沒有便利超商

提供24小時服務，位於開元港旁的農會生

鮮超市是唯一稍具規模的賣場，但營業時

間只到晚上6點。在蘭嶼這個自給自足的熱

帶島上，我發現服裝配件不必講名牌與流

行，飲食不用精緻豪華，日常用品則實用

至上，在這  爾小島新車也根本派不上用

場，因此金錢的需求其實可以很低。

▲ 蘭嶼環島公路看板 機車是遊玩蘭嶼最方
便的方式

低物質的自然生活

據說雅美族由菲律賓北方巴丹群島遷

徙而來，與巴丹島上的伊丹巴族之間有血

緣關係，伊巴丹人用燈誘捕飛魚的方式，

和雅美族人完全相同，伊巴丹人說的話，

除了腔調和音節有些不一樣外，大都聽得

懂。因此他們就像家人般親近；海洋原住

民的文化不但和台灣本島不同，和台灣山

地原住民習性也不一樣，雅美族人種小米

但不釀造小米酒就是一例。

據說1897年日本人鳥居龍藏赴蘭嶼調

查，從他的報告開始以「YAMI」稱呼島上

原住民以後，雅美的稱呼就沿習下來；以

目前蘭嶼人口以雅美族人為主，設籍者約

3600人，由於許多雅美族人離鄉背井外出

打拼，實際居住約2000人，其中大約600人

由外地前來。

到蘭嶼就不要想太多

當天一踏進這個45平方公里的蘭嶼

島，天空就飄著毛毛細雨，因為飛機最多

只能搭載19名乘客，下機五分鐘後的機

場大廳又回復空蕩，初次來到所謂蘭花之

島，由於距離明天的工作還剩有將近半天

的空檔，心想快點出發親身體驗所謂雅美

族的故鄉。

其實只要抵達蘭嶼航空站，時間感覺

上就是比台灣慢一步，你將發現這個島嶼

被稱作「英英美代子」的氣氛所包圍，夏

末9月初遊客與當地人的標準穿著，不分

男女老少還是短褲拖鞋居多。在這個定點

慢遊的地方，應該習慣慢慢的過生活，把

手錶脫掉，忘記自己在台灣的職場或生活

角色，融入蘭嶼居民的生活情境。

蘭嶼的故事 蘭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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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發現「豬羊變色」，蘭嶼的豬沒人管

到處找東西吃，羊也是放羊吃草，好像整

個島都是他們的地盤；環島公路上未設紅

綠燈，這些豬羊就是紅綠燈，很多遊客看

豬羊漫遊四處探險覓食，都會忍不住停下

來拍照留念。

會走路前就已經會游泳了

我第一天在東清村遇到在海灣遊戲

的雅美族小朋友，天真燦爛的眼神幾乎可

以打開心內的門窗，他們熱情的與我打招

呼；由於學校才剛開學，下午的課餘時光

就在海邊渡過。在蘭嶼，大自然就是孩童

最好的教室與遊樂場，不需要人工玩具，

只要海洋天地，有人開玩笑講說蘭嶼的小

孩子在會走路前就已經會游泳了，我想起

湯姆歷險記中小朋友與大自然為伍的故

事，只不過場景從密西西比河變成太平

洋。

惡靈之地過夜 

出差當晚我在貯存場過夜，由於蘭

嶼貯存場位於島的南半邊前不著村後不著

店，前後3公里都沒人居住，該地方原來

被稱作是「惡靈之地」；對於睡在低放

射性廢棄物的旁邊，我的心中其實沒有

任何的害怕或猶豫，只要稍用常識理解，

心裡應該就不會產生恐懼。

貯存場存放的低放射性廢棄物來自

全國醫學、農業、工業、學術研究及核能

發電，例如醫生或工業用過的手套、工作

服、廢紙、樹脂及更換零件等，像是醫院

X光照射、核磁共振檢查或放射性治療等

都會產生。

從民國71年至今，不管根據台電、原

能會物管局或委託中山大學等學術機構的

環境輻射直接監測結果，都在自然環境背

景值範圍內。民國87年與88年衛生署亦曾

委託學術研究單位執行「核能設施附近環

境及居民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研究

組與對照組相比並無差異。目前與我同辦

公室的兩位同事，也曾經分別待在蘭嶼貯

存場6年與1年，健康檢查一切正常而

且子女優秀。換句話說，由於多

重障壁的層層包圍與監控管理，

蘭嶼貯存場並未對附近自然環境生

態或人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安全技術沒有問題並非就沒有

爭端，社會大眾的心理以及風險認

知溝通才是成敗的關鍵；25年來當

地鄉民的疑慮並沒有完全消除，由於蘭嶼

貯存場動工建場處於戒嚴時期，當時只要

行政院核准，地方鄉民無法表示意見；後

來隨著民主開放、政府對原住民的夥伴關

係承諾以及原住民基本法的通過，至今必

須面對部分鄉民的抗爭與遷場的訴求，政

府亦於民國93年成立蘭嶼遷場推動委員會

及蘭嶼總體營造委員會積極正面回應，蘭

嶼貯存場的遷場已經是複雜而困難的政治

議題。

最終處置場址由公投決定

目前蘭嶼貯存場的「貯存」是指放

射性廢棄物暫時存放，未來最終處置場的

「最終處置」則是指放射性廢棄物永久隔

離處置。民國95年立法院通過「低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並由

總統公布施行後，法律規定低放射性廢棄

物的最終處置必須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

條例中明定的50億元回饋金將可作為地方

建設發展或社會福利的經費。

故鄉家園是大家的，讓當地民眾討

論了解衡量利害關係後，再由自己投票決

定；透過這樣的民主程序可將選址過程透

明化，完成民眾環境教育並降低地方政治

衝突。未來公投通過產生最終處置場產生

場址後，再經環評、投資可行性評估等程

序後，方可開始興建，換句話說，只要場

址條件合適，台電或經濟部對未來最終處

置設施的地點並無預設立場。

事實上，各國在其境內將產生的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已是世界潮流；根據

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統計，目前全世界

包括美國、日本及歐洲法國瑞典等，已有

34個國家78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

營運，皆安全且順利運轉中。近半世紀以

來，處置技術發展更加成熟，安全性不斷

提升。

回饋創造雙贏

自民國79年台電公司奉命接管蘭嶼貯

存場以後，每年回饋地方包括教育醫療電

費與道路整修等各項補助，另編列睦鄰預

算辦理鄉民醫療急難救助、教育獎學金、

贊助社區體育文康活動，並參與地方宗教

節慶愛心活動等，希與地方共存共榮。可

惜的是，原本應該規劃建設之前就併同

配套討論的回饋措施，由於前述設場的歷

「卡哇依」的蘭嶼孩童 讓你知道
甚麼叫「天真與自由」

▲

蘭嶼的故事 蘭嶼的故事



        

20 21

史過程，導致部分蘭嶼鄉親把回饋與損害

賠償或補償混為一談，甚至認為是一種不

正當的罪惡。其實回饋的觀念可用論語中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的觀念

來闡述，是造福自己造福社會的一種方

式，亦近似西方的「All For One, One For 

All」觀念，部分蘭嶼鄉親對台電的回饋產

生誤解，讓我覺得非常可惜。

人定順天與自然共生

位於朗島村

的雙獅岩，

宛如栩栩如

生的一對小

獅

往返屏東墾丁後壁湖漁港-蘭嶼開
元港及台東富岡漁港的交通船

蘭嶼旅遊交通住宿Tips

 交通：

● 到蘭嶼可以選擇海路或空路，空路從台東機場搭乘德安航空Dornier 228十九人座小

飛機到蘭嶼航空站，約20分鐘航程；海路可以從屏東後壁湖漁港、台東的富岡、成

功漁港搭乘交通船前往，直達的航程約2個半小時，目前4家船公司只提供不定期的

航班。

● 除非颱風來襲，蘭嶼每年的4∼9月由於東北季風較弱，算是蘭嶼海空交通航次較穩

定的季節，也是每年的觀光旺季。不管任何季節，空路是進出蘭嶼最方便的選擇，

其搭機1,345元的全票價與搭船1,000元相比，345元的價差還是值得，由於航班及座

位有限，預訂請早。

● 蘭嶼當地公共汽車班次少，若是25人以上團體可考慮租遊覽車，

● 蘭嶼當地交通還是以機車最方便，因為機車選擇性多，車齡新而且便宜，一天只要

500元。要注意的是全島唯一位於開元港邊的加油站營業時間從上午7時到下午5時。

   住宿：

民宿：蘭嶼特色民宿，選擇偏重乾淨衛生安全，收費一般。

飯店：蘭嶼大飯店、蘭嶼別館或海洋國際飯店，服務較佳。

三天兩夜自助花多少

▲遠眺開元港 從海路進出蘭嶼的門戶

台電蘭嶼發

電廠

蘭嶼由於往返交通不方便，外人取得土地不易，因此沒有過度開發，雅美族人世代相傳

的自然環境因此得以保留，每年４∼７月期間，雅美族人出海捕捉的「阿里棒棒」（雅美族

語「飛魚」的意思），到了中秋過後便不再抓捕，給魚兒回鄉過冬。

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師，老子曾講說「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人們在大

自然中，學到的謙卑與智慧，自然亦帶給人們豐盛與富饒。20多年來，台電蘭嶼貯存場的同

仁盡全力確保運轉安全無虞，避免傷害當地自然環境；在貯存場青綠的羅漢松前，我想起雅

美族人與自然共生的作法，人對自然的尊重將保障下一代的未來，人定順天亦將是我們正確

的選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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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	 金額	 備					註

機票 2,690 從台東往返來回

餐費 1,740 每天580元計算早餐80元、午餐200元、晚餐300元

住宿 1,600元 每晚800元

租車 1,500元 機車每天500元

其他 1,000元 加油及生態導覽等

總計 8,53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