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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庫斯
深山裡的部落

最後一個黑色的部落

泰雅爾族人早期被認為住在南投縣

仁愛鄉的瑞岩部落附近，後向北移動經過

大霸尖山（泰雅爾族的聖山）附近的思

源啞口，向北分散居住，其中一支族在

新竹縣山區塔克金溪東岸，而司馬庫斯

部落即為此支族的一個部落，傳說數百年

前這支族有一位祖先馬庫斯（Mangus）

帶領一群族人到雪山北支稜線東泰山附近

落腳，建立部落，後世子孫為了紀念他，

並學習他刻苦耐勞的精神及保護傳統環

境領域的決心而命名該部落為司馬庫斯

(Smangus)。司馬庫斯族人早期曾與山

谷對面的新光部落等地的另一泰雅爾支

族Knazi之間，常發生械鬥、戰爭，因此

村中設有瞭望台作為警告防禦之用。在

日治時期兩族曾發生一場大型衝突後，在

日本殖民政府要求下，司馬庫斯的居民遷

往較山下的新樂村拉號部落以及鳥嘴部落

等地，台灣光復後司馬庫斯族人再度遷回

這個祖先居住的地方。　　                   

▲ 尖石鄉的北角吊橋，是進入司馬庫斯的起點

▲ 在尖石鄉錦屏村部落的
泰雅爾族勇士雕像

的故事
▲ 通往司馬庫斯的指標(木板製)，短短的16公里路程，開車卻花了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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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古蒙仁先生在民國67年出版的

《黑色的部落》報導作品文集，文中描

述的新竹縣尖石鄉泰雅爾族的司馬庫斯部

落，沒有電力、公路，與世隔絕、生活於

原始的狀況，這才讓許多人發現，黑色的

部落確實存在，立即引起社會廣泛注意。

或許你會驚訝司馬庫斯部落為何生活於沒

電、交通不便的高山深處，但就族人而

言，離大霸尖山（泰雅爾族的聖山）最近

的地方才能最靠近祖先。台電公司尚未送

電前，這裡因沒有光害環境，曾是最好的

觀看星星的地方，當時在這個黑暗的部落

晚餐，對都市人是一項大考驗，沒有電燈

用二葉松點火，或是用桂竹當作火把，是

司馬庫斯部落自行研製的照明工具，很少

用煤油燈。晚上大家在餐桌上一起用餐

時，桌子二邊有二葉松的檯子，切一片一

片的二葉松慢慢的燃作為照明，其點燈的

要訣就是要燒完時再放一片，這種原始的

照明方式，讓外人感覺是非常有趣，令人

回味無窮。早年司馬庫斯部落尚未供電，

且無道路可以抵達，若從尖石鄉秀巒村徒

步登山穿越溪谷，要走十幾多公里，一般

人要花上1天，亦可從秀巒村騎機車到新

光部落要2小時，再走5小時到司馬庫斯。

尖石鄉地勢較低的地方有五個村(義興、新

樂、嘉樂、梅花、錦屏)，稱為前山，在民

國57、58年即已供電，地勢較高峻的地方

有二個村(秀巒、玉峰)，稱為後山，民國

61、62年各部落才開始逐步供電，民國67

年時除司馬庫斯部落外皆已供電。

台電公司為遵奉政府照顧偏遠地區

的「地方基層建設」政策，不計虧損，

貫徹「服務用戶，提供低廉可靠電力」及

「家家有電燈」的目標。民國68年派員勘

查設計、架高塔架設跨山谷的輸電線路等

工程，民國69年5月26日司馬庫斯正式送

電，那天部落民眾的喜悅好像全部落每一

家都在辦喜事一樣，整夜通宵熱鬧非凡。

台電橫山服務所工作人員，也跟他們一樣

高興，當時該服務所劉炳火主任及陳天龍

(那時為20多歲的青年，現在為所長)等台

電同仁一起抵達部落，部落裡4、50個部

落民眾列隊歡迎。而電燈亮起那一剎那，

全部落欣喜若狂的表情，亦讓台電工作人

員深深地體會到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真正

快樂。電燈這時才照亮新竹後山最偏遠的

司馬庫斯部落，這是台灣最後供電的黑暗

部落。

民國84年道路通車，但司馬庫斯仍然

是遙遠的內山部落，現在從台北市要去司

馬庫斯仍沒有定期班車，需自行開車三、

四小時。開車從國道3號下關西交流道，

轉118縣道往關西方向，到了台3線右轉往

尖石，在十分寮附近依指標轉120縣道，

過內灣後於尖石岩右轉尖石大橋轉進竹60

鄉道，到秀巒檢查哨，辦妥乙種入山證後

即可入山前往司馬庫斯。過雲頂山莊後不

遠處的叉路，往右為新光部落及鎮西堡，

往左才到司馬庫斯。因路況不是很好，很

少人騎機車，但有不少年輕人騎自行車，

到司馬庫斯或宇老景觀台。在司馬庫斯部

落的「歡迎光臨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木

製牌坊約100公尺處的小山頭上，立著一

群奇特的電桿，多支電桿併成兩組ㄇ型電

桿。電桿拉著錯綜複雜的支線，將電桿牢

牢的固定在山頭。電桿上裝有礙子、避雷

針，線路上還裝設有防震器，以免過長路

線終日擺動。視線順著輸電線路往遠方

看，只見線路越過山谷，連結到對面山上

的另一組ㄇ型電桿上頭。

觀光的新景點

司馬庫斯位於新竹縣山區雪山山脈北

支稜線的山腰，面朝著塔克金溪的溪谷，

海拔約1500餘公尺。早年當地居民必須徒

步穿越溪谷5個小時（以當地原住民成人的

腳程）到對岸的新光部落上學，或利用當

地的道路和外界聯繫，取得民生物資。居

民早期以農業為主，農產品有小米、水蜜

桃、蔬菜等，目前泰雅爾族居民約28戶167

人。                                                                                    

新竹縣尖石鄉泰雅爾族的司馬庫斯部

落，早年位於深山交通不便，曾被稱為黑

▲  由附近的山上遠眺司馬庫斯部
落風貌（司馬庫斯部落發展

協會提供）

▲ 司馬庫斯部落頭目倚岕，攝於生命之
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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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部落，直到民國69年才供電。民國80

年鄰長夢見深山有神木，請人入山尋找而

發現巨木群，使得當地的觀光業有發展契

機。遊客逐漸增加，當時縣長范振宗親自

勘查後，指示縣府趕快開路，民國84年全

線通車，現在成為一個重要的觀光景點，

觀光客開始大量湧入，今日的部落已和昔

日大不相同。有巨木群(一共9棵，根據次

年林務局公佈的全台十大神木排行，第二

名和第三名的巨木都位於司馬庫斯的巨木

區)、觀景台、生態公園、司馬庫斯大橋(河

流可飄流)、司立富瀑布及神秘谷，頗富特

色，至少要規劃兩天一夜行程。沿途附近

的內灣聚落、青蛙石、宇老景觀台及鎮西

堡亦值得一遊。近年有民宿、餐廳等漸次

成立，他們努力保存祖傳的生活方式與文

化，尊重大自然，保護森林資源，適度開

發，有意識建造自己的家鄉成為金錢掛帥逐

利競爭的社會之外的一塊淨土，因此當地居

民仍堅持以木及竹子為建材造新的建築物，

不像有的風景區充斥著水泥建物。而各地的

路標及招牌，也都用木板、木頭或竹子製

成，古色古香，令人耳目一新。

 共同經營 / Tnunan

民國80年曝光的司馬庫斯檜木 (巨木

群)，其實早在100多年前祖先已發現其壯

觀和偉大，是保護族人的象徵，因此稱為

Yaya Qparung，意為巨木之母。帶來大量

觀光遊客，雖然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生活，

不過卻造成部落分裂，為爭生意親屬反目

成仇，族人痛定思痛下，凝集共識，將觀

光產業自民國90年起開始「共同經營」(八

戶民宿餐飲業者聯營)，民國92年起在當

時司馬庫斯教會的雅福夏德牧師協助下，

次年起族人同意改稱『Tnunan』(泰雅爾

族的話語)，本意是說在織布的過程中，

要把每一條細線緊密結合，才能編織出美

麗的作品，用於期許所有族人都像布的線

一樣，能夠有「齊心合一」、「永續」、

「分享的精神」，彼此相愛互助，勤勞工

作，好好管理祖先賜的土地，共創美好的

未來。82%的司馬庫斯族人同意將其資產

全部交由「新竹縣尖石鄉泰雅爾族的司馬

庫斯部落發展協會」集中共管，象徵部落

合作、共同生活，族人分工合作。所有工

作成員每月領1萬元薪資，其餘交給部落

共同基金，支付教育學費、老人福利及醫

療等費用，要新蓋房子者或年輕人結婚可

領20萬補助金。他們實行共有、集體化的

制度，嚴格的說，司馬庫斯Tnunan是唯一

在台灣以集體化模式的部落(集體勞力化、

所得集體分配、土地營收共享)，這種經營

方式頗有共產制度的味道。你想住宿、餐

飲等，要聯絡司馬庫斯Tnunan旅客服務中

心，飯店及民宿都是共同經營，遊客較沒

有講價的空間。                          

第一個部落養大的碩士 

司馬庫斯首位碩士拉互依．倚岕，

其父親是該部落頭目，2008年拉互依．

倚岕在族人期待下，完成碩士學位，被視

為部落新希望。拉互依讀研究所期間，部

落每月提供生活費和學費補助，讓他無後

顧之憂，拉互依說：「我是共享制度的受

益者」。司馬庫斯部落實行共有、共享制

度，設「十一部、三會」，包括人事、社

會福利、教育、文化、衛生醫療及部落公

約等部會，族人的醫療和教育費都由部落

負擔。族人種水蜜桃、蔬菜及小米等，近

▲ 司馬庫斯部落的送電架空線路，由對面山谷的新光部落供電，據橫山服務所陳天龍所長說，這
很可能是目前跨距最長的一段架空線路，長達1,775公尺。

▲

 司馬庫斯的電腦教室，亦是該部落的發
展協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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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發展觀光，民宿、餐廳漸次設立，部

落經濟大為改善。族人工作由部落指派，

每人月領1萬多元零用錢。拉互依在靜宜大

學讀研究所期間，部落每月提供6,000元，

讓他安心讀書。拉互依說，部落永續經營

必須有年輕人投入，他完成學業後返回部

落和族人一起拚經濟，任司馬庫斯部落發

展協會祕書，也投入教材編纂，讓泰雅爾

知識向下扎根。

節能照明革新示範點                        

全台灣最晚有電的司馬庫斯，到民國

69年5月26日才供電，但近幾年隨著觀光

用電增加，跳電、供電不足等的電力不穩

定的情況，經常發生。經濟部能源局將這

塊台灣最晚通電的部落，納入 LED照明革

新試辦計劃，節能科技將幫助部落節約用

電及穩定電力供需，現在開創了新一波照

明革新示範點，民國97年4月啟動LED革

新，把這個台灣最晚通電的部落，締造成

最早完成照明革新的地方。將司馬庫斯部

落所有民宅，編列經費設置具有國家標準

的 LED 燈具，亦把部落的主要設施，烤

火房與景觀台的照明和路燈，都改成LED 

燈具，這種記錄在台灣是空前的。祖先給

予司馬庫斯部落有好山好水，公共照明部

分加裝自動節能管理系統，夜晚成為節能

優質的照明環境。為響應世界地球日，經

濟部特別選定在司馬庫斯部落舉辦照明革

新儀式。民國97年4月11日經濟部長陳瑞

隆說：「司馬庫斯地方雖然小，透過這樣

的照明節電非常有限，但是其代表的意義

是司馬庫斯這個原住民部落，願意率先來

響應照明革新活動，每年約節省50%的

電力，高科技照明設備融入還保有原始風

貌的山區部落，保留傳統文化卻又融入節

能科技，新一波照明革新將司馬庫斯列為

全台首創節能照明示範點。」司馬庫斯部

落之燈具以前是以傳統較耗能的白熾燈

泡及T9日光燈為主，現在主要步道由原

先20瓦鎢絲燈泡換為2瓦的AC LED燈(省

電90%)；步道坡崁處則是以5瓦省電燈泡

取代成的5瓦燈泡取代(省電70%)；學校

及教會把原本T9日光燈換為T5燈具(省電

30%)；將原本4盞水銀路燈改為LED 燈

(省電72%)，並改置於停車場，以方便遊

客夜間停車。偏遠的司馬庫斯能作到「節

能省電」，住在城市裡的人，更應該跟

著加入「節能護地球」行列。該部落裝

設800多個新型省電燈具後，節省五成用

電，節省電費可減少不少生活支出。司馬

庫斯這個台灣最後供電的最後一個黑色部

落，天然景觀得以保持原來的傳統風貌，

在這樣環境生長的居民，思想居然並不保

守，全部落熱心推動節能措施，得到「全

台首創節能照明示範點」，實在另人刮目

相看。                  

部落族人在接受這些科技新品，也不

忘記其傳統文化，靈機一動，將燈罩外觀改

為充滿原住民風味的藝術作品，發揮創意巧

思。燈罩的外觀是傳統編織燈罩，裡面放了

最先進的燈具，是藝術與科技結合，照出來

的感覺與品質很棒，令人喜歡。因應高能源

時代，各國都在推行節能運動，台灣的新照

明革新從司馬庫斯這個仍保守的部落起跑，

呼籲社會各界可以從關燈、換一盞省電燈泡

做起。民眾可以換個角度思考，不僅僅是為

了響應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環保節能精神，

也希望能學習司馬庫斯部落的族人，他們愛

地球及對保護生態的堅持與執著。

鼓勵生育 設立部落小學

早年司馬庫斯部落沒有小學，孩童要走

到8公里外新光部落的新光國小讀書，兩個部

▲  司馬庫斯的教室，學童
們正在學習母語歌

▲

 司馬庫斯是台電公司橫山服務所的服務範圍



司馬庫斯的故事12 13司馬庫斯的故事

落相隔著塔克金溪的溪谷，看似近在咫尺

目視能及，卻要爬山涉水5個小時，當時

司馬庫斯的學童都住校，星期一大清早走

去學校，星期六下課走回家。該校特別規

定低年級學童只要在星期一晚餐前到校

即不算遲到，禮拜六吃過早餐即可提前離

校返家。民國92年新光國小在司馬庫斯

成立實驗分班，只有十二名學生，新學期

沒有新生，雖不至於影響運作，但希望每

年級都有學生，不要出現斷層。因現在流

行小學併校風潮，村民最擔心的是被廢

校，學童讀書又要遠離家鄉，再要讓子

弟流浪。因而頭目倚岕．穌隆喊出「至

少生4個」的口號，這樣才可確保不被廢

校。目前部落婦女生產就有1萬元補助，小

孩零至1歲，每月補助2,500元，1至3歲補

助1,500元，考慮推出更多補助：「用更好

的福利制度，鼓勵年輕人多生。族人可以

盡量生，部落會幫忙養。」他說，司馬庫

斯的孩子吃穿不成問題，計畫在部落成立

托兒所，讓部落婦女能專心工作，孩子也

得到更好照顧。29歲的拉互依．倚岕是頭

目之子，目前在部落發展協會擔任秘書，

2008年5月結婚，和妻子鄔黎正努力孕育

愛的結晶。他響應爸爸的倡導：「至少生4

個」。37歲的長老優繞、40歲的長老依光

和阿明，都生了4個孩子，他們願意以身

作則，和妻子繼續努力「做人」，不擔心

成為高齡父母，只希望為部落增加人氣。

這些4個孩子的爸爸們，為增加部落人

口，都願意帶頭拚生育，認為：「生多就

對了！」優繞打算和依光、阿明比賽，看

誰先拚到第5胎。優繞的胞弟，26歲的得

樂命，結婚3年生3個，明年要拚第4個。

部落人很團結，會幫忙帶孩子，孩子有好

多阿姨、叔叔疼，從小在充滿愛的環境長

大。為讓部落人口質量並進，司馬庫斯新

建的部落教室2009年5月底剛啟用，有更

好的教學設備。2002年開始有網路、市

話，開啟原住民孩子與世界接軌的窗口。

新光國小校長陳智明說，司馬庫斯實驗分

班努力成為「小而美」的部落教室，今年

新建的木造教室，有自己的辦學特色，希

望能吸引學區外學生上山就讀。另外正推

動的是Tayal森林小學的籌建和規劃，使

小朋友至大人以自己的文化主動栽培，來

盡一份對國家與社會的心力，助益自己的

部落，並能影響其他所有的原住民族群。 

(感謝台電公司橫山服務所陳天龍所

長、新竹縣尖石鄉泰雅爾族的司馬庫斯部

落發展協會秘書拉互依及前任司馬庫斯教

會雅福夏德牧師提供資料及部分相片，並

彙整校稿） 

▲ 以無菸社區自豪的司馬庫斯生態公園

▲

 司馬庫斯部落的巨木，現已成為重要的觀光
景點（司馬庫斯部落發展協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