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為臺灣原住民在國際交流與文學文獻翻譯成果豐碩的一年，無

論是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文獻來臺、臺紐經濟合作協定簽署後兩

國原住民在各方面的交流，其中如孫大川教授率原住民作家團，受紐西蘭出

版協會邀請赴奧克蘭訪問，推動兩國原住民文學創作交流，皆顯現出臺灣原

住民無論在文獻蒐集或文學創作方面皆走向國際交流之動向。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發行年度特刊旨在回顧過去一年中心每期

電子報之發刊內容，囊括原圖中心主題書展、活動報導、館藏導覽，及好站

推介。原圖中心在2013年辦理多場主題書展，從臺灣原住民文學日譯出版

品、太平洋南島文化、原住民環境書寫等面向，各方面提供讀者理解臺灣原

住民自古至今的文化變遷與心靈轉折。舉辦活動方面：下村作次郎教授對臺

灣原住民族文學翻譯工作心得分享會、浦忠成教授《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

綱》英譯本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的出版發表會，

兩場活動揭示了透過翻譯，提升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在國際上的學術影響

力，有助於國際的讀者理解臺灣原住民族，進一步瞭解多元的臺灣並領略臺

灣原住民文學之美；「與心共舞，航向大洋」與太平洋協會合辦，邀請大洋

洲南島文化工作者來臺分享與交流；與山海文化雜誌社合辦的「2013年臺

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集結各種豐富的議題，表現原住民族在各種創作型態

與研究工作上源源不絕的能量。

縱觀上述議題，2013年原圖特刊以「讓世界看見臺灣原住民族之美」

為題，收錄焦點文章2篇、活動報導文章4篇、活動輯錄6篇、部落贈書報導

2篇、館藏導覽文章19篇、多媒體影音介紹6篇，以及10個世界原住民族網

站推介。除了回應過去一年臺灣原住民族在文獻工作與藝術創作的向下紮

根，及其透過文學、文獻翻譯、交流的放眼國際，亦是期待新的年度在固有

基礎上，臺灣原住民將有更亮眼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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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看見臺灣原住民族文學之美 

綜合講座會 

報導／盧育嫺、楊筑鈞

「臺灣文學外譯」是近年的重點文化政策，現今的臺灣文學研究系譜中「原住

民文學」已從初期的邊陲進入到中心，成為當紅不讓的主流勢力。在浩浩蕩蕩的臺

灣文學外譯行列中，為「臺灣原住民文學」量身打造外譯計畫，將獨具魅力的原住

民文學向全世界傳播，正是一個展現多元臺灣面貌的必要道路。《台灣原住民族文

學史綱（上）》英譯本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Volume I的出

版，就是一個很振奮人心的鼓舞力量！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Volume I 新書發表

活動與會貴賓合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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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長期致力於原住民

文學及文獻資料的典藏，並多次舉辦原住民文學家的

出版座談，102年度開春便立刻在3月4日下午以「讓

世界看見臺灣原住民族文學之美」為題，邀請原著作

者巴蘇亞．博伊哲努（漢名：浦忠成）教授來到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與讀者座談，二個子題

分別是：「原民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從《台灣

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英譯本的出版談起。」以及「翻

譯！讓世界看見臺灣原住民文學之美！」講座特別邀

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謝世忠教授擔任主持講評，

並由國立東華大學名譽博士楊南郡老師擔任與談。參

與座談的三位老師，都具有學識豐富、講話風趣幽

默的特點，雖然內容不免嚴肅，但多能妙語化解，因

此，130多位聽眾都給予熱烈的掌聲與回響。演講會

後的問答時間，特別踴躍提問，講座結束後還主動上

前，圍繞著三位老師討論，久久不捨離去。

浪漫、卑微卻堅持的自我實踐

浦忠成教授首先與讀者們分享自己投身原住民

族文學史數十年來的研究軌跡，這個辛苦歷程也見證

了原住民文學從漢人的中國文學史及臺灣文學史寫作

中，逐漸分流，最後卓然獨立的臺灣原住民族復振歷

史。《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是彙整臺灣原住民族

傳統口傳文學，再與現代的原住民族漢文書寫相互聯

繫，完整梳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發展歷程，並提出新

的研究觀點的首部史綱型態重要著作，已在成大、政

大等多所大學的臺文所中當成教材使用多年。浦忠成

教授現為考試院考試委員，並將赴任東華大學民族學

院院長。

浦教授說他最原始的寫書動機，是為了授課與

專題研究需要，但隨著史料編寫的深度越益豐富後，

他意識到自己在從事的並非單純的學術著作，而是

進入到原住民族教育體系建立、原住民族知識建構、

原住民族自治等攸關民族文化生命延續的工程。他

形容說：「《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的寫作是浪

漫、卑微卻堅持的自我實踐。」也欣慰地說：「如果

說中文版的功用是讓更多人有系統地去認識臺灣原住

民族文學，那麼英文版的出版就是希望能讓更多國際

研究者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的內涵。」最後，他總結自

己撰寫《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上下兩冊）的意

義與期待，分別是：打破「原住民族主義」、向「國

家文學」與教化的表態、重建原住民族文學主體敘述

的模式、建立原住民族文學適應環境的模式、追求心

主持人謝世忠教授(右)與主講人浦忠成教授(左)

主講人浦忠成教授

與談人楊南郡博士

原

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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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原住民

靈自主的工程、嘗試原漢對話。用心良苦的浦教

授坦承這本史綱仍不完美，他指出以「史綱」為

名正表示本書僅呈現原住民族文學大概的內涵，

未來，他期待更多專業人士的參與。這次本書能

翻譯為英文版，就是一個邀請更多專業人才參與

的嘗試，他很感謝參與英文翻譯出版的每一位幕

後英雄，這些人「真正讓世界看見臺灣原住民文

學之美！」，他慎重地誓言自己也將持續增補此

書，此生將與《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緊密聯

繫、共存共榮。

相關學者對原住民族文學外譯的期許

主持人謝世忠教授以人類學專長，在《台

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推薦序中，提出過「人類

學留意口語傳統／口傳文學，而現代正統文學卻

較少予以同等關注。」的討論，以及「文化圈」

「文化英雄」「文化樹／故事樹／神話樹」等原

書理論建構的關鍵概念。此次，謝教授也延續這

些命題，提出對本書翻譯為英文的一些專業建

議，例如，他誠懇指正了英譯版中部份學術名詞

與學者名稱的翻譯問題，期望出版社能盡快推出

修正後的第二版。循此，也延伸出「翻譯精準

度」的現場討論。

與談人楊南郡博士就以自己精通戰前日語、

熱衷文獻研究與古道探勘，最後投身於日治時期

人類學家的臺灣原住民族田野調查經典翻譯為

例，認同謝世忠教授提出「翻譯精準度」的要

求。他說「翻譯是最深度的閱讀」，「精準度」

不只是要求通曉語言，還必須具備「學識專業與

文學素養」。他分享自己翻譯鹿野忠雄《山、雲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_Volume I

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上)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下) 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

浦忠成教授的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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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蕃人──台灣高山紀行》後到日本演講，每每

讓日本人驚嘆不已，覺得一個臺灣人楊南郡竟比

任何日本人還懂鹿野忠雄；同樣的經驗，也發生

在他翻譯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等等日

本人類學家的著作上。楊老師指出這都來自於他

三十多年來親自踏查臺灣各處山岳、親訪各部落

耆老的田野累積。他說一流的田野調查報告，也

一定是一流的文學作品，在這些早期人類學家的

作品中更是如此。即使他已累積了豐富的田野資

料，對「精準度」有一定的自信，但在翻譯時他

仍注重「文學性」的傳達，以戒慎恐懼的心情，

反覆推敲、字斟句酌。因此他的譯作已成為一種

文學，不僅受到日本學者讚揚，還屢獲臺灣的文

學出版獎項。也因為成功的翻譯與著作成就，楊

南郡博士常常受邀到國外演講，他深感這是臺灣

展現文化軟實力的絕佳舞台，更大力鼓吹政府要

投資外文翻譯，讓翻譯開啟國家與文化交流的一

扇窗。

講座最後，到場的貴賓們，如：作家夏曼‧

藍波安、劉益昌教授、洪銘水教授、黃美娥教授

等，亦紛紛起身致詞，分享自己在研究及創作過

程中所遇到的相關問題與見解、探討臺灣原住民

族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對原住民族文學外文

翻譯的期許等等，討論非常熱烈，當然大家都一

致欣喜見到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的出版，這是讓世界看見臺灣原住民族文

學之美的一小步，值得期待繼續走下去。

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 庫巴之火

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

被遺忘的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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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關丈夫教授文庫贈藏紀念展 
跨領域的南方考古學研討會 

報導／莎歷瓦勞．布朗

金關丈夫教授（1897-1983），日本香川縣人，

為解剖學暨考古、人類學者，1897年出生於日本香

川縣，1923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1934年任

臺北醫專教授，1936年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1950年

任九州大學教授，1957年退休後任鳥取大學、山口縣

立醫科大學與帝塚山學院大學教授。日治時期，他曾

對臺灣住民進行各種體質測量，留下珍貴的資料，開

啟臺灣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並在考古、文化、民俗等

領域投注心力，對於臺灣史前源流等問題皆有重要論

著。返回日本後，以研究日本彌生時代的人骨著稱，

發表日本民族形成的重要理論。此外，他的見識淵

博，對文學、美術亦頗多作品，堪稱是一位多才多藝

的學者。

臺灣體質人類學先聲──

贈
藏
儀
式
後
來
賓
合
影

暨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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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書館致贈感謝狀予金關教授

家人

因廣泛探索學問之需，金關丈夫教授

收集甚為大量的藏書。有鑑於臺灣在日治時

期，除國立臺灣大學在帝大時期設有土俗人

種學講座，其他大學有關人類學相關系所之

設立，為時均晚。由於這樣的歷史機緣，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爭取金關丈夫教授典藏圖

書資料之贈藏，獲得家屬同意。該批藏書資

料於2012年春運抵臺大，現已整理編目完

成，並陳列於臺大圖書館5樓特藏組。而臺大

圖書館與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主辦，

臺大人類學系協辦，在2013年5月7日舉行

「金關丈夫教授文庫贈藏紀念展暨跨領域的

南方考古學國際研討會」，以感謝金關教授

家屬慨然贈送此珍貴典藏，並周知學界以利

推廣與學術利用。

本次會議，首先由臺大圖書館陳雪華

館長開場致詞。陳館長除了感謝金關丈夫教

授的家人慷慨將金關教授之藏書捐贈，也分

享2011年帶領圖書館同仁一同到日本拜訪金

關丈夫家人的過程，及當時所進行的口述歷

史記錄。接著由臺大趙永茂副校長（臺大政

治學系教授）歡迎金關恕與金關悳先生的到

來，並說明繼2011年國分直一教授文庫後，

金關丈夫教授圖書資料典藏入館珍藏的重大

意義：使得臺大圖書館典藏資料更加完備。

同時趙副校長也期許臺大在舊有基礎上，

加上最近收入的典藏，逐步成為民俗學、人

類學、體質人類學在研究與典藏上世界性的

據點，也特此感謝金關丈夫家人對臺大圖書

館典藏的貢獻。臺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感念

（現為臺大校長）金關丈夫教授在臺大醫學

院建立了不管是在解剖學或者其他生物學科

的教學制度，以及培養了許多的人才，並提

及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中所典藏金關教授所

遺留的體質人類學的骨頭標本，至今仍是後

進學者研究臺灣人起源問題之研究標本。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林江義副主委（現為原

宋文薰(右)教授致贈金關丈夫繪畫予臺大圖書館特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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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會主委）則表示原民會自成立以來，對於過去原住

民族的記錄的保存、處理與典藏上不遺餘力；並在

2006年與臺大圖書館合作成立原圖中心，期盼能成

為臺灣對原住民族群研究的重鎮。同時感謝金關丈夫

教授家人的贈藏，也相信本文庫的增添能使研究後進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接著，由陳館長致贈

感謝狀與紀念品予金關恕與金關悳悳先生，臺大人類學

系名譽教授宋文薰於此時也捐贈了一幅珍藏與許久的

畫作（由金關丈夫繪製，畫中人物為國分直一先生）

贈與臺大圖書館特藏。贈藏儀式最後在由圖書館人員

製作的金關丈夫口述歷史影片片段的播映後，告一段

落。

上午研討會

茶敘之後，展開上午的研討會活動，由臺大醫學

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名譽教授蔡錫圭主持會議。

首先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中橋孝博〈金悳關丈夫悳日本

人悳起源問題〉一文探討由於彌生時代人骨的欠落，造

成日本人起源問題討論上爭論不休，而金關丈夫教授

從其在佐賀縣三津永田與三口縣土井濱遺址發掘調查

的彌生時代人骨，發現繩文時代到彌生時代頭骨的不

連貫，因此而推斷出彌生時代的人骨可能是外來移

民。日本土井ヶ浜遺跡人類學博物館名譽館長松下孝

幸〈土井ヶ浜遺跡の弥生人〉一文則進一步比較日本

各處彌生人骨的特色，發現各處彌生人骨的特徵差異

大，而西北九州的彌生人特徵顯示其可能是繩文人的

子孫。松下也進一步分享他在中國山東所研究的距今

2000年前的人骨，與土井濱遺址所挖掘的人骨特徵相

似，由此推判土井濱遺址的彌生人可能是由中國移民

而來，但進入日本的途徑為何?尚不了解。日本櫻美

林大學中生勝美教授的〈金悳關丈夫的民俗研究〉則就

其友人國分直一對金關先生的記述、金關先生多方興

趣的養成及其對文學與歷史的涉略，以及他在體質人

類學貢獻等方面，多面向的展現金關丈夫先生在學術

上與人格上的特質，並描繪出其融合文理且跨領域的

民俗研究。韓國首爾大學的全京秀教授〈日本帝國大

中橋孝博教授(左上)、全京秀教授(右上)、松下孝幸教授(右下)、中生勝美教授(左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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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戰爭下的金關丈夫之《民俗臺灣》一文，以保護

對抗政治監督與檢查制度〉一文探討在1941年由金

關丈夫等在臺日人所創辦的雜誌《民俗臺灣》，其對

臺灣民俗的資料與蒐集，以及在皇民化時局下，本雜

誌對臺灣民俗的保護及其意義。

下午研討會

接著，下午的研討會議由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

授中橋孝博擔任主持。蔡錫圭教授在〈永懷師恩：談

金關丈夫教授（1987-1983）〉一文介紹金關丈夫教

授在臺大期間的教學及研究貢獻及其一生豐碩的研究

貢獻與廣泛的興趣，並分享個人與金關丈夫教授相處

的經驗，表示其對恩師無限的景仰與懷念。臺大醫學

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所名譽教授黃伯超發表

〈北臺灣Atayal及Saisiat族人之髮色及髮型〉，該文

為黃教授1949年學位論文，當時與金關毅先生同窗

的黃教授，參與金關丈夫解剖學教室，金關教授建議

黃伯超先生以髮色與髮型為研究對象，因而有此篇論

文的誕生。臺大人類學系副教授陳有貝〈金關丈夫的

臺灣考古研究與意義〉一文爬梳金關丈夫教授在臺十

餘年間所調查的臺灣史前遺址，這些遺址的發掘與研

究工作成為後進在建構臺灣史前史的最基礎資料，其

中幾處遺址也被政府指定成為文化遺產，可見金關丈

夫在臺灣的努力，充實了臺灣島的考古資料。本次研

討會最後一篇論文為〈馬祖亮島島尾I遺址出土人骨

研究〉，「亮島」為中國東南沿海，位於馬祖列島

北竿與東引之間的一座島嶼。2011至2012年陳仲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兼任研究員）與邱鴻霖（國

立清華大學人類學助理教授）受連江縣政府委託調查

該島嶼的兩座墓葬。本文說明本次研究中人骨出土的

考古脈絡，並藉由體質人類學方法進行特徵觀察與種

族特徵等相關分析。

本場會議的終曲：意見交流，由中生勝美教授

擔任主持，與談人為本次會議發表人以及金關恕與金

關悳悳先生。有參與民眾對於上午研討會中體質人類學

在人骨方面的研究特別感興趣，而與會學者也分享了

多年來研究的成果。

金關丈夫教授與國分直一教授同為戰後的留用

教師，亦師亦友的二位教授，畢生皆努力收集了大量

研究參考用圖書資料。臺大圖書館於2010年已爭取

得國分直一教授的典藏入館，而今再添金關丈夫教授

之豐富珍藏，相信此將無論是民俗學、人類學與考古

學方面，國內極具價值規模的參考資源。配合本次的

金關丈夫教授的贈藏，臺灣大學圖書館於2013年5月

17日展至6月20日，在臺灣大學圖書館5樓藏資料展

覽區辦理「金關丈夫教授文庫贈藏紀念展」，2011

年起投入製作的金關丈夫先生的口述歷史影片，也將

在此展期間完整播放，供有興趣的讀者前往參觀。

與會來賓參觀臺大圖書館特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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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川喜美子與其先生內川千裕於1979年創

立日本東京草風館出版社，草風館本著人道關懷

精神，以出版在日韓裔人士、臺灣原住民族及日

本愛努民族的書籍為主。自2000年起開始翻譯

《台灣原住民文學選》系列叢書，此系列叢書之

出版可說是臺灣原住民文學翻譯的重要里程碑，

將臺灣原住民族文學有計畫的推介到日本。內川

先生於2008年逝世，惟內川喜美子仍堅持理想，

不僅持續進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翻譯及出版工

作，亦建立日臺之文學相關交流平台，帶動更多

日本學界對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關注。

下村作次郎為天理大學國際學部外國語學

科中國語專攻教授，研究專業為臺灣文學、臺灣

原住民族文學。其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相遇的契

機始於1992年翻譯《悲情的山林》，隨後更參與

《台灣原住民文學選》等專書的翻譯工作，總計

著作、翻譯及編輯有關臺灣原住民族之專書約有

57件，口頭發表有關臺灣原住民族之研究約有21

件，並多次策劃與主辦有關臺灣原住民族議題之

國際研討會，對推展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化之

貢獻卓著。

內川喜美子女士與下村作次郎先生獲

頒「一等原住民族專業獎章」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孫大川主任委員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副教授）親自主持內川喜

美子女士與下村作次郎先生「一等原住民族專業

獎章」贈勳典禮，這是日籍人士首次獲頒殊榮，

亞東關係協會廖了以會長（現任總統府資政），

以及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樽井澄夫代表也親

臨觀禮致意。

孫主委表示，介入書寫是臺灣原住民文化

發展的重大轉折，從言說口傳到用筆唱歌，代

表原住民新世代、新工具下的新文化，而推展原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翻譯工作

心得分享座談會 報導／阮紹薇

活 動 報 導

草風館內川喜美子社長及下村作次郎教授

原 下村教授及內川社長獲頒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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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文學是原民會責無旁貸的任務。內川喜美子

與下村作次郎長期致力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翻譯及

出版工作，同時也推介莫那能、瓦歷斯．諾幹、夏

曼．藍波安等臺灣原住民族的優秀作品讓世界各國

認識，不僅使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發展更趨穩固，

亦提升國際能見度與知名度，以多元主題和豐富文

化，開創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新契機，故特頒給一

等原住民族專業獎章，感謝其傑出貢獻。自1998年

起，已獲贈原住民族專業獎章之人士共有48人，除

了感謝對於原住民族事務有功之人士，亦期望可以

拋磚引玉，凝聚更多社會力量一同為臺灣原住民族

奉獻心力。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翻譯工作心得分享座

談會 

延續草風館內川喜美子社長和下村作次郎教授

榮獲國家級「一等原住民族專業獎章」活動，原住

民族文獻會於2012年12月17日（週一）下午2時，

假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原圖中

心）舉辦「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翻譯工作心得分享座

談會」。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陳雪華館長，代表臺大圖

書館和原圖中心歡迎大家參與盛會。陳館長提到下

村作次郎教授，是臺大圖書館的老朋友，在二年前

（2010年12月23日）曾經代表天理大學贈送相當

珍貴的岸裡大社文書資料，天理臺灣學報及高一生

研究特集等，為臺大圖書館和原圖中心充實重要的

臺灣研究館藏。

下村教授為著名的臺灣文學及臺灣原住民文學

專家，曾主編《從文學讀台灣》，是第一位整理臺

灣文學研究基礎資料的日本學者，2002年開始，下

村教授又結合日本和臺灣原住民兩方多位作家，合

作編譯九冊《台灣原住民文學選》，並獲得日本草

風館的大力支援出版發行，實在是不簡單的工程。

多元「文化運動」觀點加上出版人的誠

意與熱情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也是日本文學家

太田登，當天特別出席上午原民會和下午原圖中心

二場次的活動，並發表中日文致詞：

各位來賓好，我是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的

教授，敝姓太田。今天非常榮幸受邀為如此盛大

的頒獎典禮致詞。

首先由衷恭喜「草風館」內川喜美子社長與

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教授。在日本的出版界，草

風館所出版的書籍都極富特色；而下村作次郎教

授所屬的天理大學，是日本的私立學校，從以前

就一直和臺灣有很深的往來。想必各位來賓都知

道，下村教授是研究臺灣文學、原住民文學的知

名學者，研究成績斐然，相當優異。日本的臺灣

研究主要是由「臺灣學會」、「日本天理臺灣學

會」兩大學會推展，而下村教授是這兩個學會的

中心人物，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太田登教授致詞下村教授和原民會主委孫大川合影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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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教授的臺灣研究可說讓其他研究學者望塵莫及，因為他的特色在於不以

「文學」這個單一的觀點來看「文學」，而是透過多重視角，像是「宗教」「民

族」「習俗」「語言」「翻譯」「歷史」「思想」等，來分析「文學」。榮獲這

次殊榮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選》，正是以下村教授的學問見識，透過多元的

「文化運動」之觀點，掌握所謂的「文學」與「文化」，因而此書才能成為臺灣

研究史中屹立不搖巨大的紀念碑。

在這過程中當然並非只靠下村教授一人之力，出版社「草風館」長年以來，

一直給予「文化運動」最大的支持與協助，謹此對出版人內川喜美子社長的誠意

與熱情致上敬意。另外要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孫大川先生，多虧孫先生

的促成，讓下村教授與內川社長彼此間的聯繫更加緊密，著實貢獻良多。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這套書可說不僅對臺灣與日本的學術文化交流史貢

獻極大，也是認識學習「臺灣」這個文學作品的母胎最佳的文本。以上是我的致

詞，謝謝大家。

持久關心原住民文學並作為翻譯閱讀的靈魂人物

孫大川主委和楊南郡博士分別代表主辦單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和原住民族

文獻會致詞，特別提到懷念已故草風社內川千裕社長。孫主委提到1990年代初創辦

《山海文化》雙月刊，在資源經費困窘的情況下，辦理了六次「原住民文學獎徵文比

賽」，當時參與評審的臺灣文學知名作家或學者，後來亦成為原住民文學的推手。孫

大川特別感謝下村作次郎教持久關心臺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並作為整個翻譯閱讀的

靈魂人物，最懂孫大川的心情並站定立場給予支持。楊南郡博士長期投入平埔族、古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翻譯工作心得分享座談會與會貴賓合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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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調查及日文文獻整理工作的，曾與內川

社長約定要出版系統作品，惜內川社長英

年早逝，但其誠懇熱忱令人感念。

接著由下村作次郎先生用流利的中文

分享《台灣原住民族文學選》編譯和出版

的經過，隨後和到場來賓和主講人進行互

動答訊，與談來賓有鄧相揚教授，林修澈

教授，作家夏曼．藍波安和天理教三濱善

朗廳長等人。最後眾賓客參觀原圖中心配

合舉辦之「下村作次郎作品暨臺灣原住民

文學日譯出版品特展」並合影留念。

下村作次郎作品暨臺灣原住民族

日譯出版品特展

內川喜美子社長和下村作次郎教授榮

獲國家級「一等原住民族專業獎章」，實

至名歸，令人感佩！期間原圖中心亦特別

以「下村作次郎作品暨臺灣原住民族日譯

出版品」為題，進行主題書展，希望透過

這些成果的展現，讓大家能更加了解兩位

學者專業又傑出的成就！

座談會當天座無虛席原

上圖左起鄧相揚叫教授、楊南郡博士、內川喜美子

社長及下村作次郎先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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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6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國際

會議廳舉辦的「筆耕山野的智慧：兩位原住民作家

的環境對談」，為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以

下簡稱原圖中心）本年度最後一場專題演講。有鑑

於二次大戰後各國加速發展工業，而以開發的名義

對世界各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內的自然資源大肆掠

奪，造成生態失衡，生物多樣性大幅降低，連帶使

原住民族的文化以及語言多樣性面臨瀕危狀態。為

了使讀者瞭解原住民與山林環境之間的臍帶關係，

原圖中心很榮幸邀請到排灣族作家亞榮隆‧撒可努

與布農族作家乜寇‧索克魯曼來本中心進行一場以

環境書寫為主題的原住民作家對談，透過他們的作

品以及在部落的成長經驗告訴聽眾人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更希望藉由透過這場對談能喚起社會大眾正

視當前原住民傳統領域內面臨外來的開發壓力以及

諸多環境問題。

本次座談由臺大圖書館館長陳雪華教授致

詞，陳館長首先感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長期以

來的支持，她也表示原圖中心成立7年多以來，致

力於原住民族知識管理的工作，原圖中心不只有實

體的圖書館藏，同時也經營一個虛擬的臺灣原住民

族資訊資源網，收集了許多與臺灣原住民相關的電

子資源。此外，原圖中心更透過舉辦活動的方式，

將收藏的實體與虛擬的館藏推廣出去。也希望這場

活動以及「原住民與環境書寫」主題書展，讓大家

瞭解土地對於原住民是何等的重要。

筆耕山野的智慧：

兩位原住民作家的環境對談  
報導／鍾承育   攝影／黃政

活 動 報 導

環境．書寫． 原住民

 對談與會貴賓合照，左起開始為黃美娥教授、布農族作家乜寇、陳雪華館長、排灣族作家撒可努、

孫大川教授。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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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 民 之 美讓世界看見臺灣

原住民書寫是一種人與環境間的對話

本次的座談會由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黃美娥老師主持，她從求學歷程開始談

起，從閱讀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中，體會到原住

民作家與漢人作家在創作議題的差異性，而這

差異性是一種羨慕與崇拜，也對原住民作家感

應自然的能力相當佩服。從這次座談會的題

目，黃老師點出「筆耕山野」這四個字的環境

想像，不僅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問題，同時也是

透過書寫展現人與環境之間的對話。

與談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孫大

川副教授指出在過去要瞭解原住民，都是透過

人類學的報告，但十分可惜的是這些原住民的

知識都是由他人所寫，也因此原住民的主體世界並沒

有辦法被大家看見。自1980年代起在原住民運動的

影響下，原住民作家紛紛拿起筆書寫。孫老師回顧他

在創立山海文化的歷程，從剛開始不清楚有多少原住

民從事書寫工作，一直到後來與印刻合作出版7冊的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時，才發現原住民作

家其實是相當多產的。而讀者也有機會透過原住民文

學，重新思考用中國的歷史與地理觀點看臺灣或是原

住民所顯現出的盲點。雖然，臺灣原住民文學已逐漸

受到重視，但孫老師仍期許大家能支持原住民介入臺

灣書寫的世界。

乜寇：環境背後是對家園的想像，是一

種世界觀的展現

接著由布農族作家乜寇分享他的文學創作歷程，

他是南投縣信義鄉巒社群的布農族人，其名Neqou傳

承自他的曾祖父，與環境的植被相關；而Sokluman

則記載了他的祖先與鄒族之間的關係。乜寇以布農族

人與文字之間的關係開場，原住民在以往的認知裡是

沒有文字的民族，但在布農族族語裡卻是有文字的概

念，舉凡畫圖、服飾上的符號化紋路皆可是文字。接

著他以一則神話故事告訴聽眾當初布農族人渡海來臺

時遇到颱風，文字被浪給捲走了，於是布農族人就失

去了文字。直到三百多年前漢人拿著文字來買族人的

土地，這時才發現原來文字被漢人給撿走了，這故事

也說明了為什麼族人會常常吃虧。

乜寇接著切入今天的主題，認為環境的背後其

實是對家園的想像，而這種想像在原住民文學之中表

現的最為清楚：我們存在於什麼地方？我們是如何存

在？以及我們存在的地方是怎麼一回事？進一步建立

起人與周遭動植物之間的關係，從故事想起與動植物

之間的關係。而家園想像的背後，是一種世界觀的想

像，如宇宙的形成與生命的起源。乜寇提到玉山是布

農族的聖山，當大洪水發生之際，玉山就成為布農族

人的避難所。而他的小說《東谷沙飛傳奇》即便隨著

這則神話的脈絡帶領讀者進入語言的世界。若提到布

農族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神話傳說是非常重要的依

據。例如在布農族的射日傳說裡，世界有兩個太陽，

一個日落，一個接著日出，是一個人類還沒干預的世

界。但有一戶人家的小孩被太陽曬成蜥蜴了，布農族

的祖先認為再這樣下去的話會無法繼續生存下去，於

是有了一個干預自然的行動：射日。太陽被射瞎了左

眼就變成了月亮，噴了滿天的血滴，成了後來的星

星。現在有日月交替的世界，對於布農族人而言則是

第二自然。在布農、甚至是其他原住民的語言中並沒

有「自然」，但被漢族認為是自然的空間，對於原住

民族而言則是充滿了許多文化性、情感與故事。

乜寇提到某次造訪造訪秘魯時，得知當地馬鈴薯

的品系多達3,500多種，而這是一種文化生物多樣性

的概念，起因於有一個文化體系穩定了文化與生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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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多樣性，而這部分常出現在農作。這樣的發

現也讓乜寇想要尋找自己的族群是否有這樣的文

化成就。從布農族的文化脈絡來看，更重要的不

是狩獵，而是農業。他有一位人稱「豆類媽媽」

的鄰居，至今仍在實踐部落的傳統農作，保存了

20餘種豆子。有一次豆類媽媽在耕作時，看到豆

子而想到她與母親之間的往事因而嚎啕大哭，由

此可知在談論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時，情感是一

個相當重要的成分，包括神話傳說在內，都是代

代相傳之情感的累積，變成故事、記憶、與對家

園的情感。

撒可努：人與土地之間的連結是透過

身體的感知

撒可努也是從他的成長經歷開始談起，並以

狼比喻族人的世界是一個狼的世界，一聲呼喚就

讓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把事情維護好；但是當

進入漢人的世界，就變成了熊的世界，獨自存在

於一個圈圈內。如孫大川老師所描述，撒可努是

個說故事的高手，沒有深奧的現代生態知識，他

以說故事的敘事方式告訴聽眾，在長輩的帶領之

下，他如何透過獵人的身體感官察覺森林中動物

的動靜。他也說了一個他與一位老獵人在山上追

蹤山老鼠，與山老鼠鬥智的故事，精彩生動的描

述方式，彷彿把聽眾帶到狩獵現場一般。

在談論文字創作時，撒可努提到中國文字

被原住民使用之後變得更加顛倒，也創造了許多

漢人不會使用，也無法理解的文字系統。而原住

民的書寫對臺灣文學而言提供了另類、被看見的

資產。原住民族確實存在於臺灣，但往往受到忽

視。撒可努看見了這樣的矛盾與衝突，也希望透

過文字讓原住民被看見，更希望用原住民自己的

方式，不受拘束地書寫，才能打破狹隘的文字結

構，進而創造出更多的可能。人與土地之間的連

結是透過身體的記憶，而不是文字，才能成為

「永恆的偉大跟剎那」。 

原住民傳統文化中的禁忌實為一種環

境倫理

孫大川老師延續撒可努獵人的故事，談到

原住民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不同於其他使用貨幣

的民族。原住民族的物觀很特別，例如他有一次

造訪蘭嶼，外海已經有許多來自臺灣的機動船在

捕撈飛魚，孫老師問了一位達悟族的老人為什麼

還不去抓飛魚？如果被抓完了那該怎麼辦？老人

回答，在還沒舉辦招魚祭典之前，是不能捕捉飛

魚的。在蘭嶼老人的物觀中，飛魚不是用金錢買

賣的商品，也因此他們依然選擇用傳統的魚撈方

式捕飛魚。如果用現代的生態思維來解釋，原住

民傳統文化中的禁忌，其實就是一種環境倫理，

而透過禁忌的約束，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關係才

得以維持。但是現代人卻是以金錢的觀念對待自

然，如一塊地有多大，能賣多少錢。然而在原住

民的傳統教養裡，大地上的一切是不能買賣的，

人與自然是處於對等狀態的。

若把山林比喻為圖書館，那亞榮隆‧撒可

努、乜寇‧索克魯曼與孫大川老師就像是山林的

圖書館員，在這次原圖中心舉辦的推廣活動中，

以說故事的方式將山野的智慧分享給現場聽眾，

同時也說出臺灣原住民在面對語言、認同，與書

寫議題上，過去所遭遇的困境、現在所面對的掙

扎、還有對未來的展望。圖書館就像知識的獵

場，原圖中心也歡迎大家來獵取深藏在文字裡的

山野智慧，也許有一天你也會瞭解原住民作家們

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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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與環境書寫主題書展
文／鍾承育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於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美國引發

了一股環境運動，該書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而其影響力也持續擴散至全球。這本書後來成為

西方學院的經典作品，並掀起環境書寫與研究的風潮，不僅有作家開始從事以環境為主題的

書寫，研究者陸續也對過去的作品從環境生態的角度重新詮釋，此外早期自然作家如梭羅的

《湖濱散記》(Henry David Thoreau’s Walden)或是李奧帕德的《沙郡年記》(Aldo Leopold’s A 

Sand County Almanac)的作品也再度受到重視。但在這股風潮盛行之前，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早

已透過口述傳統的方式，述說人與環境之間的故事。

無論是環境文學(environmental literature)、生態論述(ecocriticism)、或是自

然書寫(natural writing)皆透過文字向讀者傳達綠色的思維，但這類的文本多半侷限在

文學的範疇。也因此本期主題書展以「環境」與「書寫」為題，意在以更廣的視野破除多

重的二元對立觀點，如文化與自然或是城市與荒野，而「書寫」一詞更把環境文本所涵蓋

的範圍從文學拓展到更多的人文以及自然面相與原住民相關的書籍。若借用生態學中網

網相連(web of connection)的概念，本次書展所要呈現的是人、自然、語言與文化之間

相互依存(interdepedence)的關係，與現代文明社會之隔閡(compartmentization)與疏離

(alienation)作為對照。

環境與生態等語彙在世界許多原住民族的語言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從口述文學一直演

化到文字書寫，原住民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臍帶關係始終存在於口傳故事與文字文本裡，土地

的養分孕育出富餚的故事。但這關係卻不是如西雅圖酋長故事的譯文般，被浪漫化成原住民

與大自然共舞的想像。例如夏曼．藍波安的海，不是觀光客想像中永遠風和日麗的海，必

須要了解海的脾氣才能在一個充滿野性的極端環境中存活。美國原住民作家席爾珂(Leslie 

Marmon Silko)筆下的沙漠也並非像美西國家公園明信片中壯麗的紅色沙漠，而是傳統領域在

歷經鈾礦開採所造成的汙染與原子彈試爆後，小說主角如何一個充滿致命毒素的環境中找回

對族群與土地的認同。這類的文本是原住民作家從族群的角度出發，對於傳統領域的環境受

到破壞之批判。

原住民祖先的智慧是呈現的是一種以人去適應環境，而非改變環境而適應人的共生思

維，這種智慧以現代的科學觀念來解釋，是保育(conservation，智慧地使用資源)與永續

(sustainability)。作家們更試著在現代科學知識與傳統智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用結合

傳統與現代的方式建構新的敘事方式，這類的環境文本可以是小說，也可以是研究報告，甚

至書寫的人並不屬於原住民族群。但所要透露的訊息卻十分簡單：只要山海仍在，族群文化

就能延續下去！

※本次展出書單請參見http://www.tiprc.org.tw/blog_wp/?p=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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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是由臺灣太平洋研究學會與臺灣原住

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主辦，並由人籟論辨月刊（www.

erenlai.com）、中華利氏學社、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臺灣太平洋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

心共同協辦。於2013年6月5日 （週三）上午9時，

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的國際會議廳展開「Embrace 

the Pacific──太平洋南島航海文化與藝術交流活

動」，透過此交流活動講者將向大家分享他們在傳統

文化傳承工作上的心得與成果。當日活動流程，上午

放映《潮浪譜寫共鳴》、《我在這裡看見你》兩部紀

錄片（於所羅門群島、新喀里多尼亞、臺灣原住民部

落等地拍攝）；下午則是由來自斐濟的航海家Setareki 

Ledua和薩摩亞舞者Tupe Lualua擔任座談會主講。兩

位在當天活動之後也將啟程臺灣各地進行為期六週的

交流活動。

本次交流活動的主持人為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主任童元昭老師，童老師表示，臺灣是世界南島

語族的原鄉，這也是為什麼有今天這場活動的原因。

臺灣的原住民在語言上是臺灣的少數，但放在南島語

族三億多的人口中，就不再是少數。而人與人交往關

係，往往不在我們正式的歷史記載上，像是斐濟的首

都和幾個港口是臺灣的漁船出海時重要的停泊港口，

因為附近有重要的漁場，像這樣的知識就不是我們多

數人所熟悉的。太平洋研究學會所做的事情就是將這

些歷史上的現實，介紹給更多人知道。

與心共舞 航向大洋：
太平洋南島航海文化與藝術交流活動  

活 動 報 導

太平洋，不僅是一個具體空間，更是孕育故事與傳說的神祕空間。海洋的寬廣與越洋的經

歷，譜寫著南島民族的神話、詩歌、音樂與歷史，正如浪潮不斷衝擊海岸，太平洋上的島嶼共

同見證了文化傳統的起落。隨著潮起潮落，臺灣成為起點、中介點，同時也是故事的終點。

報導／楊子頡

《潮浪譜寫共鳴》紀錄片畫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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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浪譜寫共鳴》、《我在這裡看見你》簡介 

上午播放的紀錄片《潮浪譜寫共鳴》，是在「2012國際南

島民族會議」上所發表的紀錄片。這是一部關於臺灣原住民與南

島民族間歷史記憶交織的故事，並訴說南島民族如何融合本土文

化與國際視野。片中主角是來自臺灣東部的原住民青年，他們在

加拿大溫哥華與島上的第一民族相遇，交流了彼此的歌曲、舞蹈

文化。接著鏡頭轉回臺灣東岸，展現了原住民部落保存傳統文化

的方式。我們也帶領大家一同探索美拉尼西亞與玻里尼西亞的生

活與文化，並參與在索羅門群島舉辦的第十一屆太平洋藝術節：

這次美麗的際遇也寫在紀錄片中。

另一部由太平洋研究學會所贊助的紀錄片，《我在這裡看

見你》則是由導演陳潔瑤製作，從自身原住民的觀點記錄法屬

新喀里多尼亞島上的臺灣原住民藝術家，和當地Kanak（卡納克

人）搖擺在城市之間的生活片段。影片記錄了2012年，由高雄

市立美術館主辦，在棲包屋展出的「跨．藩籬！臺灣原住民當代

藝術海外展」，展期將長達近四個月。二十幾位臺灣原住民藝術

家的作品，早在該年九月就開始隨著貨櫃在船上漂蕩，遠渡重洋

來到這個南太平洋的文化藝術重鎮；而獲邀駐館的幾位藝術家

們，則在中心內的工作室進行創作。影片的另一條支線，是殖民

處境下的島民生活樣貌，以及心中的感受。片中人問導演：「你

不是中國人但你為什麼說中文？」導演回答：「你也不是法國

人，但你滿嘴法語一樣。」於是，他們更能夠懂得彼此。

與心共舞 航向大洋：
太平洋南島航海文化與藝術交流活動  

講者合影，由左至右為陳潔瑤、Tupe Lualua、

張俐紫、Setareki Ledua

參展藝術家合影

《我在這裡看見你》／陳潔瑤 導演

《潮浪譜寫共鳴》／張俐紫 導演

原 原

原

原



19

活動報導

20

分享紀錄片拍攝過程

紀錄片播放完畢後，由兩位紀錄片製作者來分享

他們的記錄片創作與心路歷程。陳潔瑤導演在映後座

談時提到，魯凱族的藝術家在當地購物時，因外貌相

似當地人，因此並不會被當作外國人。當地小朋友即

便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互動的情境卻讓她回想起自

己泰雅族部落的孩子。她後來才知道攝影在當地社區

部落中並不是那麼歡迎的，但因為她在第一個月的蹲

點過程中認識了一些卡納克的朋友，因此得以順利進

行拍攝。而過程中，日常生活中不需語言的溝通也時

常發生，倚賴著彼此的默契。導演發現，臺灣的電影

和原住民，是讓外國人能夠容易了解臺灣的重點。

在法國出生長大的張俐紫導演表示，本來利氏學

社就一直在做少數民族的文化研究，這幾年跟太平洋

學會跟原民會合作，從事更多太平洋方面的文化研究

和交流工作。之前帶原住民大學生到加拿大和斐濟去

看別人怎麼傳承自己的文化，過程中認識了一些原住

民的年輕人，後來就變成了紀錄片主角。在去年時便

邀請其中的年輕人一同前往索羅門群島，透過鏡頭記

錄下不同的南島語族年輕人間的互動與他們對太平洋

的接觸和想法。從臺灣的年輕原住民怎麼看自己的傳

統文化的過程中，發現他們離海洋的關係是遙遠的。

在這些行程之後，年輕人是變得更有自信心，會開始

會想去學習自己的族語或是從事文化工作。

映後座談會的在場來賓發言與建議非常踴躍，

其中，薩摩亞舞蹈家Tupe Lualua提問：除了在影片

中的原住民菁英的交流活動外，臺灣是否有其他的活

動是用來培育原住民青年，使他們更重視原住民認同

和語言文化？針對這個問題，張俐紫指出臺灣原住民

的漢化情形非常普遍，所以情況有別於太平洋島國情

形。因此如果在社經環境不好的條件下，家裡一般並

不會特別重視子女的語言或文化教育。當我們去到其

他島國時，他們很驚訝臺灣原住民的數量這麼的少，

只佔人口2%。所以臺灣如同日本的原住民處境一

樣，需要保護自己的文化，而這之間也有傳統和新世

代現代化之間的辯論。在花蓮一間高中的影片放映會

後，許多年輕人開始覺得也應該好好向長輩學習母語

或傳統技藝。

斐濟的航海文化

下午的座談會由斐濟的航海家Setareki Ledua揭

開序幕，他帶來的紀錄片預告和航海紀錄短片吸引了

大家的注意力良久。

Setareki說：「我迫不及待要與臺灣的原住民年

輕人分享我的航海經驗……，我們也希望藉由航海來

傳達海洋永續的價值，我感到責任重大。」七艘來自

太平洋不同國家的玻里尼西亞vaka大船，以傳統航

海術航行了將近兩年21,000哩。這些船完全不依靠現

代導航科技，以風帆為主要動力在海上航行。他們從

斐濟啟航，至紐西蘭安裝太陽能板後，途中停泊大溪

地、夏威夷，以及美國西岸的舊金山、聖地牙哥、墨

西哥聖盧卡斯岬等地，最後回到南太平洋。他們靠著

祖先航海的智慧，以星辰與日月辨別方向，以風和洋

流為導引航行。2012年7月7日，這七艘vaka大船在

眾人引頸期盼下緩緩接近所羅門群島海岸，共赴「太

平洋藝術節」盛會。此時薩摩亞團隊的男人立刻跳起

充滿力與美的haka，女性也隨之曼妙起舞……，而

太平洋研究學會也是在去年的太平洋藝術節時，與

Pacific Voyagers這個團體結緣。

《跨籓籬：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海外展》

由高雄市立美術館出版，記錄了2013於法屬新喀里多尼亞棲

包屋文化中心展出的「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海外展，本次

展覽是臺灣原住民當代藝術走入國際平台很重要的一步，也

是高雄市立美術館深耕南島當代藝術展現成果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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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reki提到過去在歷史上，斐濟曾有過200公

尺長的大船，但這樣的大帆船傳統和文化在現代化過

程中已不復見。他為了學習傳統的航海知識，也曾前

往夏威夷向耆老請教定位的方法，以及如何在海上生

存的技巧。他們希望透過新的航行計畫，能重新帶動

當地人對傳統海洋知識的重視，並將保護海洋的訊息

傳達到大洋洲的其他國家。在這跨國合作計劃中，有

多位年輕人完成受訓之後加入紐西蘭的海岸巡守隊，

繼續維持這片海域的保護工作。

Setareki分享完畢後，現場來賓王莉蓉提問：是

否有可能參加航海計畫？Setareki回答這是可以參加

的，他很樂意介紹船長給臺灣人認識，歡迎來學習航

海的相關的知識跟海上求生的技巧。現在他們也有女

性的船員，他們相信女性也能有能力進行這樣的航

行。很多人認為海洋是一種阻礙，但太平洋的島民卻

相信是海洋將彼此所連結起來，因此透過這些船，各

國的關係也可以變得更為鞏固。

薩摩亞的舞蹈藝術

座談分享會中，Tupe先以簡報介紹了薩摩亞的

歷史和現況，現在西薩摩亞已經在1962年時獨立，但

東薩摩亞仍為美屬。薩摩亞人口有19萬，海外人口則

更多，海外的薩摩亞社群主要分布於美國與紐西蘭，

獨紐西蘭威靈頓一地即有20萬人之多，Tupe本人即

是在紐西蘭出生長大。穿著傳統服飾的Tupe也熱情

的現場示範了Samoa的歌舞，並說明其中的意涵。其

中一首過去是由酋長的女兒跳的迎賓之舞，舞蹈重點

在於展現腿上至腰間之刺青，並且將宴客所用之調製

KAVA汁過程也編入舞中。

簡報中提到2013年2月，Tupe擔綱編導的舞劇

Fatu Na Toto（薩摩亞語意為「播下的種籽」）在

紐西蘭公演，此舞劇是以一個移民紐西蘭的薩摩亞家

庭為藍本，也就是Tupe原生家庭的故事。《紐西蘭

劇評》形容此劇：「成功地將傳統薩摩亞舞蹈文化和

現代表演元素結合，透過嶄新的編舞，擴展了故事的

視界。編舞家以此來紀念母親，令人感動。」事實

上，隨著現代化以及基督教的傳入，許多過去薩摩亞

Pacific Voyagers船隊途經舊金山

Pacific Voyagers船隊途經舊金山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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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習俗和舞蹈因為多年被禁止之故，現在已失傳。

然而Tupe表示，透過創作和想像力，年輕一代的藝

術家藉由口傳故事得以重新創造出新的身體動作與意

涵。這是現在的薩摩亞人與過去對話，並傳承文化之

方式。

來賓王莉蓉提問在紐西蘭長大的Tupe如何學

習薩摩亞語。Tupe回答實際上在紐西蘭的薩摩亞教

會，十分的鼓勵母語的教育和學習。紐西蘭也有給

幼童上的族語學校，或是透過家庭教育。事實上在

同年紀的海外薩摩亞人中，傳統文化的延續並不是那

麼受到重視的，因為英文可以讓人得到工作但族語並

不行。雖然學習英文可以讓薩摩亞人得到國際化的機

會，但Tupe的父親非常重視薩摩亞的傳統，在學校

以外都使用薩摩亞語，因此她自己並沒有不會族語的

問題。來賓Roberto Sung則提到今日（6月5日）是

世界環境日，而6月8日則是世界海洋日，想知道二位

是否想說些什麼？Tupe回答因為紐西蘭非常重視環

境保護的議題，因此在海灘上都會有淨灘和宣導的活

動，在學校裡薩摩亞人有自己的龍舟活動，用以提醒

海洋資源的重要。

原民會企畫處的Yedda Palemeq提出一個關於

音樂的問題，薩摩亞傳統的歌曲是否隨著時代的演變

而有不同的表演方式？以及如何改變？Tupe以她祖

母為例，她們的發音較高並且較多使用鼻腔共鳴唱

歌。如今年輕一代受西方教育以及教堂合唱文化的影

響，因此唱法較像聲樂現代化也使用腹腔共鳴。另一

位來賓陳宜文提問此行對兩人來說最重要的意義是

什麼。Tupe以一個自己溫馨的小故事回應，她在臺

灣時完全不會說中文，有天他的筆電插頭壞掉了，

在路上問了幾個人哪裡可以買都不得要領。後來在一

家電器行中，她給店員看了插頭，店員就送了她一個

新的，並堅持不收錢。因此即便有語言的隔閡，但人

內心的良善是相同的，是她此行的體認。Setareki回

答，當他在夏威夷向耆老Papa Mau學習傳統航海術

時，耆老這麼告訴他們，如果你們沒有對環境的意識

和責任感，那我不會教導你們；如果你們藏私不向

他人分享的話，那我也不會教導你們。因此我抱著

一個開放的心，來到

這裡，向大家分享斐

濟、波里尼西亞的知

識和經驗。

本 場 座 談 會 的

美麗插曲，在主持人

童元昭老師的暗示

之下，在場來賓請求

Tupe教大家一些薩摩

亞傳統舞蹈，因此，

整場觀眾便在Tupe的

帶領，體會了一小段

薩摩亞舞蹈的美好。 Tupe Lualua示範薩摩亞舞蹈

Setareki Ledua 

來自斐濟的Setareki Ledua是船隊中最年

輕的船員。他的船名為”Uto Ni Yalo”，

意為「神靈之心」（Heart of Spirit）。今

年二十二歲的他出身於航海家族，他的

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是航海家，

也都精於造船。2011年，他加入了Pacific 

Voyagers──以復興太平洋傳統航海文

化為宗旨的團體──開始了他為期兩年

的海上旅程。（圖片來源：Fijitimes）

Tupe Lualua

是一位薩摩亞籍的舞者、編舞家，

目前在紐西蘭威靈頓的Whitireia擔

任薩摩亞表演藝術講師，從事舞

蹈、編舞、編劇及相關教育已有十

年以上的資歷。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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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共舞、航向大洋」
主題書展

航海，一個在遠古時期就開始萌芽的夢，是人類欲探索藍色未知世界的開端，口述傳統

裡古老水手的英雄事蹟，是現代書上的史詩。看似孤立的島嶼，透過海水，連結了不同島嶼

的生態與文化，而語言也隨著洋流在不同的島嶼間旅行著。浮動在旭日與晚霞之間的浪紋，

孕育出作家們多樣的敘事方式。

在這次為期兩個月的「與心共舞、航向大洋」主題書展中，我們挑選了中、英、日文的

館藏，囊括文化、文學、史地、藝術等等領域，希望把不同面相的太平洋呈現給讀者。這些

書籍、影片以臺灣為出發點，刻劃臺灣與環太平洋地區原住民與海洋之間的關係。有學者從

農業與語言擴散理論，推測臺灣極有可能是南島語系的發源地，早期的人類乘著舟船遷徙到

太平洋諸島，這類的研究突顯了臺灣在南島文化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有作者從地圖學的

角度，探討在大航海時代西方國家逐漸掌握海權後，其繪製的地圖呈現的不只是政治地理疆

界，背後所隱藏的是西方國家對新世界的想像與地理空間的權力掌控。世界原住民運動的興

起順勢推動了原住民相關的研究，因此有作者探討原住民如何建構族群的認同，或是努力延

續瀕危中的族語等議題。除了論述性書籍，本次書展也選入了一些入門圖書，介紹太平洋諸

島的原住民與文化，這類以環太平洋區域為主軸的圖書，在本次的主題書展均有展出，歡迎

各位讀者找個時間來本中心一起閱讀大洋，想像大洋。

文／鍾承育

※本次展出書單請參見http://www.tiprc.org.tw/blog_wp/?p=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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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自2010年的第一屆舉辦至今已

經邁入第4年，今年以「Pudaqu播種祭」，做為2013年臺

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與文學論壇系列活動的主題。

Pudaqu這詞彙來自邵族，是在春天播種時，為求農事順利

所使用。這詞彙也象徵作家們在春季便開始辛勤書寫，而秋

天的系列活動即是豐收的季節。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原圖中心）協

助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發展協會以及山海文化雜誌社，舉

辦今年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和文學獎頒獎典禮，地點皆

選在原圖中心旁的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論壇

於11月2日、3日舉辦，吸引了社會各界關心原住民族文藝

發展的人士前來參與這次文學界的年度盛會。

     Day 1 
專題演講：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

論壇第一天包含專題演講在內共有5個場次，在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浦忠勝專門委員簡單的致詞之後，由國立東

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助理教授魏貽君，以「說故事的『莎赫札

德』們──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為題，進行

專題演講，從縱向的歷史脈絡，探討二次世界大戰至1980

年間，臺灣原住民文學漢語書寫的起源。魏教授以孫大川

老師曾提出的「黃昏意象」做為開場，談到他如何、為何研

究原住民文學。就如同在他的《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

的探察》一書中所提到的，這樣的研究不只是存在學界裡的

文學、歷史、或是文化分析，同時也是「一個社會診斷的問

題」，進而延伸到作者、學者、與出版者之間的社會流動 

關係。

2013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

活 動 報 導

Pudaqu (邵語：播種祭)

於台灣的文學土壤中，散播原自山林的文學種子，茁壯土地的生命力。

報導／攝影：鍾承育

專題演講(一)：魏貽君教授

Pudaqu：102年第4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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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臺灣原住民文學研究多聚焦於原住民

運動世代以後的作家，關注單一作品或議題，魏教

授轉而從更早的源頭開始追溯，探討日據時期與二

次大戰後，是否有原住民使用「文學性」的展演，

並列舉幾位原住民作家如：卑南族的巴恩‧斗魯

（Pang Ter）、同族的巴力‧哇歌斯（陸寶森，

Bali Wakas）、鄒族的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

一生）、排灣族的谷灣‧打鹿勒（陳英雄，Kowan 

Talall）、以及阿美族的蘇密（曾月娥）。魏教授

以「作者」的概念，與早期口傳文學之「匿名性」

相互對照，重新定義了以文字書寫的原住民文學，

產生了身份文化認同的書寫位置。不過，戰後原住

民作家們的作品不免受到當時反共愛國時代氛圍的

感染，將華夏的價值觀植入作品之中。更有從事部

落民謠採集的作家如巴恩‧斗魯，其作品Nalowan

吟嘆曲被羅家倫改編填詞為具有濃厚國仇家恨味道

的歌曲「台灣好」。

綜觀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的發展，魏教授從

文本與歷史脈絡中，看到1980年後原運世代的作家

們站在部落族群的書寫位置從事文學創作，也因此

在專題演講題目中使用了「說故事的『莎赫札德』

們」這個中東文學的典故。「莎赫札德」這個專有

名詞源自於古阿拉伯文學的經典《一千零一夜》，

一個國王因為王后與他人發生婚外情，於是每夜娶

一名女子，次日即處死做為報復方式。宰相的女兒

莎赫札德為了拯救其他無辜的姊妹，也為了延續自

己的生命，不在翌朝被國王處決，於是每夜說故事

給國王聽，終於感動國王停止報復。魏教授將臺灣

原住民作家比喻成「莎赫札德」們，為了延續族群

的文化而不斷地書寫，透過《原報》、《山海文

化》，或《獵人文化》等刊物持續為原住民發聲。

至今已累積足夠數量的作品，以討論經典形成、文

學外譯、與超文本（或數位書寫）等議題，為原住

民文學開創更多的可能性。

論壇(一)：原住民文學翻譯面面觀

繼專題演講之後，進入文學論壇第一個主題：

「原住民文學翻譯面面觀」。本論壇主題緣起於

2013年臺灣與紐西蘭簽訂「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其中「原住民族合作」為雙方合作議題之一，而在

2015年的臺北國際書展，將展出毛利族作家的作

品。為了在書展中能展出對等的臺灣原住民文學的

英譯作品，提高國際知名度，讓更多人重視原住民

文學的外譯工作，因此特別安排這個場次。

首先由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悳賴衍宏助理教

授以「原民和歌漢譯芻議」為題，以日文原文以及

中文譯文並置的方式，將日據時期在臺日人的短歌

創作介紹給聽眾，如豬口安喜的〈鐵絲網〉或高添

貞世的〈霧社蕃害悳歌〉，這些作品反映出當時原住

民與日本人之間緊張的關係。除了日本作家外，戰

後吳建堂的《台悳万葉百人一首》或是吳振蘭的〈蕃

社悳悳の人〉詠也皆以日文書寫，內容涵蓋了原住民族

論壇(一)：陳萱(左上)、賴衍宏(左下)、吳淑華(中)、吳介禎(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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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另一位與談人致理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專任助

理教授陳萱，以「日文書寫裡的原住民」為題，談

到日本《東京日日新聞》記者岸田吟香隨日軍來臺

除了報導1874年牡丹社事件，也把臺灣原住民的風

土民情介紹給日本國內讀者，其出自殖民觀點的描

述，將原住民視為馴服教化的對象。爾後也有其他

日本人接受臺灣總督府之邀來臺，如北原白秋來臺

撰寫青少年歌謠，野上彌生子、竹山道雄與北村兼

子等作家，也都透過帝國的視野觀看及書寫殖民地

的原住民。

「原住民文學翻譯面面觀」主要還是聚焦於

英譯的部分，首先由臺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

授吳淑華討論「原住民文學詩與散文英譯」。在希

臘羅馬的古典文學翻譯理論中，譯者常要面臨忠於

原著，在轉換成目標語言之後將作品以最貼近原著

的味道呈獻給讀者；或是選擇背叛，將原著「外國

化」，以貼近目標語讀者的文化的方式翻譯。吳老

師從譯者的角度出發，道出譯者在從事文學翻譯工

作上，所需面對的兩難。當在把臺灣原住民文學介

紹給英語世界的讀者時，需要顧慮到沒接觸過臺灣

原住民文化的讀者，在閱讀譯文時的理解問題。吳

老師舉一些翻譯例子，說明當遇到作品中出現作家

使用族語詞彙或非一般中文讀者能理解的特殊表達

方式時，需要以詮釋或註解的方式翻譯，才能讓英

語讀者理解譯文。這個單元最後一位與談者吳介禎

是出版社專案經理，以「時時刻刻發生的文化轉譯

──《笛鸛》英譯導讀」為題，主要統計中文文學

英譯作品在美國閱讀市場出版的數量，以及討論臺

灣文學英譯作品打入北美閱讀市場的挑戰。最後她

也介紹了《笛鸛》英譯本（Sorceress Diguwan）的

出版過程。

論壇(二)：文學與音樂創作

在下午的論壇（二），以「文學與音樂創作」

為題，主辦單位邀請到少妮瑤‧久分勒分（排灣

族）、桑布伊（卑南族）、與莫言（阿美族）三位

歌手分享他們的音樂創作歷程，從部落傳統中尋找

創作的靈感，用音符寫下人與土地不可割捨的情感

連結。如在莫言分享的林班故事裡，看見了原住民

的流動；少妮瑤透過鼻笛讓文化的母體進入音樂創

作與研究，其成果反駁了南排灣為文化沙漠的說

法；歌謠是文學，桑布伊看見部落文化、山林海洋

與藝術創作是無法分開的，於是透過音樂為族群發

聲，捍衛生長的土地。

論壇(三)：原住民文學研究者觀察報告

今年的論壇也安排了兩個場次，給予年輕一代

的文學研究者以及作家暢談他們的研究與創作。論

壇（三）主題為「原住民文學研究者觀察報告」，

由四位碩博士生發表他們對於文學與紀錄片的研

究，從文本中檢視不平等的原漢族群關係，而作家

或影像記錄者透過作品除了做為省思與回歸的方式

外，更希望賦予作品社會實踐的力量，扭轉失衡的

天秤。

論壇(三)：原住民文學研究者觀察報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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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四)：102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者創作           
分享

論壇（四）「102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者創作分享」的場

次裡，四位不同文類的得獎者（林嵐欣／小說組第二名、鄧惠文／散

文組第一名、拉蓊‧進成／新詩組第二名、高瑋毅／報導文學組第三

名）的成長經歷已經不同於早先原運世代的作家，作品中的文學地景

也從山林轉換至現代化後的生活空間。較特別的是高瑋毅的〈南非陽

光下的Pangcah足跡〉，寫的是在全球化的時空下，阿美族人移居到

南非的故事，為原住民文學增添比往更不同的色彩與視野。

     Day 2
論壇(五)：文學與影像：紀錄片的題材與故事

論壇第二天一共有四個場次，論壇（五）主題為「文學與影像：

紀錄片的題材與故事」，如主持人虞戡平導演所言，影、音、圖、文

彼此之間的界線趨於模糊，將音樂與影像納入文學論壇其實也拓展了

文學的廣度，豐富文學的內涵，當然也希望藉由紀錄片重振部落文

化。這場次泰雅族的紀錄片導演比令．亞布首先介紹了自己曾經拍過

的紀錄片，在他看過其他人拍的泰雅紀錄片之後，想嘗試著以泰雅的

觀點拍攝自己族群的紀錄片，對他而言，紀錄片是一種改變，爭回話

語權與重現泰雅主體的方式。布農族導演莎瓏‧伊斯哈罕布德播放

《大象已經走路到台北》與《Alis的心願》的片段，把討論的焦點聚

集在影片中所陳述的兩個單一事件，並分享她拍片的緣由。這兩部影

片如同桑布伊的歌曲，傳達原住民與土地之間強烈的情感，也表達了

原住民在面臨開發壓力之下守護家園的決心。

《排灣人撒古流：十五年後》的導演陳若菲在會中分享她在拍

攝這部紀錄片時的想法。這部影片可分為兩個主軸：遷村以及撒古

流的傳記故事。在爭取遷村的主導權上，影片記錄下了為爭取部落文

化主體為遷村訴求的過程中，部落與政府、

部落內部之間的衝突與折衷。在撒古流的傳

記方面，記錄下他的願景與創作故事。陳導

演談到拍攝《排灣人撒古流：十五年後》的

起源，一方面看見八八風災時自然反撲的威

力，另一方面又在撒古流身上看見原住民對

於自然的尊敬；此外又得知撒古流部落有教

室的理念，因此有了拍片的想法。從撒古流

與大社部落十多年的影像記錄中，陳導演也

看到了撒古流在一手拿雕刻刀、一手拿麥克

風這兩種身份之間的兩難。 論壇(五)：比令．亞布(左)、莎瓏‧伊斯哈罕布德(中)、陳若菲(右)

論壇(四)：高瑋毅原

論壇(四)：拉蓊原

論壇(四)：林嵐欣(左)、鄧惠文(右)          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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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六)：跨世代原住民作家的文學

火塘

由巴代老師主持的論壇（六）「跨世代

原住民作家的文學火塘」，由李永松（泰雅

族）、沙力浪（布農族）與伍聖馨（布農族）

三位新生代的作家參與會談。現任高中國文教

師的李永松談起他書寫起源於分享部落打獵的

生態觀，他的黑色幽默是十多年前看見部落裡

如飲酒之類的問題，而產生的自我批判。沙力

浪是詩集《笛娜的話》的作者，同時也是今年

原住民文學獎報導文學獎的首獎得主。笛娜為

布農族語的母親，而這本詩集的出版也象徵了

沙力浪從母體文化中開始書寫。同樣也是布農族作家的伍聖馨今年剛出版了詩集《單自》，她過去幾年一直

在書寫，於是問了自己「為什麼要書寫？」她透過書寫與自己對話，回歸到自己的生活。她也告訴聽眾書寫

的目的在於身為人，所以她想表達出自己；而書寫也是一種做為重新接觸母語的方式。

論壇(七)：原住民文學的國際向度――紐西蘭篇

第二天下午的論壇（七）「原住民文學的國際向度──紐西蘭篇」，由孫大川老師、耶達‧巴勒梅（原

民會專案助理）、里慕伊‧阿紀（泰雅族作家）、與利格拉樂‧阿女烏 （排灣族作家）等人分享他們與其他原

住民作家在今年9月前往紐西蘭交流的經驗。因今年剛簽訂的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中，第19章為

原住民專章，訂定臺紐雙方需促進原住民族文學研究和文學作品翻譯與出版之交流。在此前提下，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國際交流科便規劃作家出訪紐西蘭，與當地毛利族作家進行交流，以瞭解毛利文學從創作到出

版的概況，同時也為往後的臺灣原住民文學外譯與出版工作鋪路。而今年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就在最後

一場的綜合座談中，回顧這兩天來的心得，也暢談將來的願景，為這次的論壇劃下句點。

 

論壇(七)：原住民文學的國際向度──紐西蘭篇

論壇(六)：沙力浪、伍聖馨、李永松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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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臺灣原住民文學獎暨文學論壇」主題書展

文／鍾承育

每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的舉辦為國內原住民文學界之一大盛事。今年，原

圖中心很榮幸能協助舉辦「102年第4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為推廣原住民族文學盡

一份心力。本次書展結合了論壇的議程，除了展出發表者的著作、音樂創作、與紀錄片之

外，也配合11月30日舉辦的原住民文學獎頒獎典禮，展出歷年得獎的選集。期盼透過本次

的書展，展現臺灣原住民老、中、青三代作家與文藝工作者作品中的原住民身影，以及原

住民努力為自己的族群發出的聲音。

除此之外，全球化的時代也是原住民文學邁向世界的時代，原住民作家在國際上的

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讓來自不同國家的原住民作家除了能交換彼此的創作經驗外，更進一

步跨越政治地理的疆界，將原住民文藝創作的視野從地方擴展至世界。透過文學作品的翻

譯，讓臺灣原住民文學跨越語言的隔閡，使更多讀者有機會進入原住民族的經驗與想像世

界。因此本次書展也搭配本次論壇其中一項主題：「原住民文學翻譯面面觀」，展出英日

文的譯作，更增添臺灣的文化多樣性。

※本次展出書單請參見http://www.tiprc.org.tw/blog_wp/?p=7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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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孫大川主委（國立政治

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於3月20日應邀到國

史館發表演講。他談臺灣原住民族「從『他寫』到

『我寫』」的歷程，其實就像一部臺灣近代史，原

住民在臺灣歷史中，從「不被看見」到「被發現」到

「自我展現」的歷險記。孫大川說他兒時記憶中，與

同齡小孩參加「少年會所」，看著大人們準備「大獵

祭」，或聽族人們在編織、耕地時互相酬答對唱的那

種興奮之情，從40年代開始慢慢走下坡；當時，卑南

族人陸續離開臺東，到高雄旗山從事香蕉出口產業，

到各地蓋水壩、公路……；50年代，遠洋漁撈、林班

地工作最夯，更多族人離開臺東、離開臺灣，祭典儀

式明顯簡化；到了60年代，十大建設熱烈展開，青壯

族人幾乎出走光光，要辦「大獵祭」找不到幾個人，

少年會所儀式也不再舉行，部落當時流行的笑話是現

在只剩「老人與狗」、「老人與孩」。整個成長過程

雖是伴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孫大川心中卻滿滿憂鬱。

部落中的前輩菁英因為1945年後的國語政策，被迫

禁用最熟悉的日語，失去話語權的他們紛紛從政治與

文化場域上敗退；而新一代的部落菁英還來不及成

熟，就被捲入新政權的經濟建設漩渦。他從很小就意

識到，熟悉的美好都將不見，部落很快就要完蛋，那

種集體焦慮，才是他成長的主旋律。

三個心靈的故鄉

悲傷的心情需要救贖，孫大川說當時他從三個

心靈故鄉得到了慰藉。「卑南部落的童年體驗」是他

心中的第一個家鄉，雖然當時感覺無望，但那是一

切美好的根源，無論如何只想以「送黃昏部落最後

一程」的心情共存亡。或許是這種悲傷，領他跟著族

人一起投入天主懷抱，不僅意外學會從神學的角度看

歷史，天主教的外籍神父還領他看到了另一個文字世

界，成為他日後研究甲骨文的契機。孫大川至今仍深

深感念那些神父們，如果不是他們的帶領與勤奮記錄

族人傳統律法和文化歷史，部落會崩潰得更快，因此

「天主信仰」成了他第二個心靈故鄉。

他還有第三個心靈故鄉，就是「中文文字」，

原因也起於童年，他喜歡拿姊姊們帶回家的書塗鴉學

字，等他上學後，每次一拿到新學期課本，就會花一

下午通通讀完。這是一種對文字執迷與渴望的天性，

他說直到現在，他仍天天買書，開會無聊時就開始塗

鴉畫畫。這三個心靈故鄉，加上了他後來在高中、大

學攻讀文學，接觸到五四青年欲救亡圖存的情懷，竟

跟他想救部落的心情一樣悲壯，他似乎在另一個時空

找到了思想同路人，於是大量飽覽唐君毅、牟宗三、

徐復觀等新儒家著作，並到比利時攻讀哲學，這些種

種機緣都成了他日後以「文獻做為一種民族防禦」的

思想養分。

從「他寫」到「我寫」
文獻做為一種民族防禦 

活 動 輯 錄

報導／盧育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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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潰散的停損點與防禦線：他寫到我寫

孫大川說他三十六歲歸國那段時間，是臺灣也是

他個人的關鍵轉變期。臺灣退出聯合國，被迫重新思

考自己的存在、定位與主體性，進一步反省「臺灣本

無史」的大中國歷史論述。尋找臺灣主體性的同時，

是多元價值的再發現，臺灣原住民族終於也「被看

見」了。而他，一個剛學成歸國的臺灣原住民，在經

過了歐陸學術訓練，同時受到各國原住民留學生交流

啟發之後，眼界大開，加上當時臺灣局勢開始質變，

「原住民運動」烽火如荼地點燃後，他也看到了「黃

昏部落的曙光」。

孫大川說他的策略就是要盡速設下「民族潰散

的停損點與防禦線」；武器就是他最擅長的「語言文

字」。所以，他在清華、臺大、政大教書，還到處演

講、帶團隊，積極主動跟各大報投稿，最後變成專欄

作家，用意不只自己發表，更要藉著這些工作拉攏可

以幫助他的人。當時，他接觸到曹永和、劉益昌、詹

素娟、胡台麗、楊南郡等文史學者，他們都是不畏艱

難，挖掘出臺灣早期原住民身影的開路先鋒，令他感

佩得不得了！只是，他也清楚這是一個「他寫的歷

史」，原住民仍然無法自己替自己說話。所以，他積

極接觸各大報主編，如：悳瘂弦、楊澤等人，在各大

報上刊登「臺灣原住民作家作品」，接著自行下海創

立「山海文化雜誌社」建立「我寫的平台」。孫大川

說，剛開始他還很擔心原住民作家哪裡來？不過很

快的，這份擔心就顯得多餘，原住民作家的稿件越來

越多且質量俱佳，瓦歷斯．諾幹、莫那能、拓拔斯．

塔瑪匹瑪、夏曼．藍波安等等文學健將的作品讓他又

驚又喜，雖然多以短篇見長，但那豐收的心情不下於

他現在看到巴代與霍斯陸曼．伐伐寫的大部頭史詩      

小說。

孫大川特別感念當時的原住民作家伯樂──吳錦

發先生。吳錦發在1987年所出版的《悲情的山林──

台灣山地小說選》，是有關原住民文學最早的集結，

也就在他的支持推動下，晨星出版社開闢了「臺灣原

住民文學系列」，大量出版原住民作家的作品。當代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確立，吳錦發先生和晨星出版社，

功勞厥偉。

以 「 文 獻

與 文 學 」 雙 頭

策略，從「他寫

到我寫」循序漸

進，孫大川為臺

灣原住民族的存

在立下停損點，

他在原民會下創

設「臺灣原住民

族文獻會」，有計

畫性地進行如：原

住民族文獻學概要

編纂、外籍神職人 員口述歷史、高砂義勇隊現存隊

員與到大陸當兵滯留的原住民等調查史料、原住民過

去投身政治界的華加志、蔡中涵；體育界的吳阿民、

楊傳廣；樂舞界的王幸玲、李泰祥等人的相關紀錄；

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族史料文學作品的翻譯等等。

文字是記錄原住民族文化的工具還是桎梏？

只是，孫大川還是有反省的，他說他自己一生

執迷於文字，也想效法孔子述而不作，為原住民子孫

立下傳世的文化寶庫，但他也清楚文字的極限，「文

字」是兩面刃，是紀錄原住民文化，卻也有可能束縛

住原住民族自由開闊的心靈、遏抑創造力的緊箍咒。

要如何拿捏呢？他說用文字記載下來的都是歷史，但

有價值的歷史就是要能「回到生活、存在當下」。他

現在最想做的是到各地去成立學院，教部落青少年活

用自己的歷史文化，比方說，達悟族的青少年學會造

舟、地下屋；排灣族的青年學會造石板屋、各族青少

年學會自己部落的生活技術之外，還學會相應的禁

忌、傳說、祭儀等等，這將是他心中真正的歷史活

用、文化復興。聽過孫大川的演講，會感覺得到，他

這數十年來不間斷的用心經營，或許不因為他是知識

分子，也不因為他做官，而是他對記憶中美好的童年

和部落，那越發濃烈的依戀、深情的回眸所許下的生

死盟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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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在臺中市和平區的Mihu部落(雙崎

部落)有一場瓦歷斯．諾幹《城市殘酷》的新書發

表會，這是首次臺灣原住民作家在自己的部落舉

辦的新書發表會。這次發表會主辦單位「南方家

園出版社」特地選在瓦歷斯老師的家鄉發表新作

品，象徵原住民作家的創作歷程與故鄉土地之間

的緊密連結，同時，也讓與會讀者有機會跟著作

者一起走在部落中，聽他描述部落的文學地景。

瓦歷斯．諾幹的國小老師吳進祿先生受邀

為發表會開場，追憶起往事，吳老師說道瓦歷斯

自幼就有寫作的天分，文筆甚至比平地的小學生

還好。吳老師也提到瓦歷斯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曾告訴他將來要當老師的志願，而瓦歷斯能有今

天的成就，百分之九十九是靠自己努力念書得來

的，對於瓦歷斯成為一名多產且著名的作家，吳

老師也十分引以為傲。吳老師致詞結束後，由自

由國小的學生朗誦他們創作的故事與二行詩。學

生受到瓦歷斯．諾幹的影響，對閱讀與寫作產生

了興趣，顯見瓦歷斯多年來不僅在部落用筆辛勤

耕耘，也在部落裡種下文學的種子，培育新一代

的原住民小作家。

這場發表會是Mihu部落裡的大事，夏曼．

藍波安、里慕伊‧阿紀、與沙力浪三位原住民作

家也到場參與。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是瓦歷

斯．諾幹多年的好友，他在發表會裡說：「理想

沒有為某個人停留，理想是被創造的」，而瓦歷

斯．諾幹用書寫創造了他的理想，他歷年來的作

品則是他成長的見證。

瓦歷斯．諾幹

《城市殘酷》新書發表會  報導／鍾承育

活 動 輯 錄

文學地景巡禮

瓦歷斯．諾幹與小學老師吳進祿先生（前

右二），以及原住民文學界好友合影 （右

一為里慕伊‧阿紀；左一為夏曼．藍波

安；後為沙力浪）

瓦歷斯老師的學生朗誦作品

瓦歷斯老師為原圖中心簽書

原

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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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曼．藍波安也提到「文化的創作要有批判社會

的想像」，瓦歷斯．諾幹不斷透過寫作，描繪長久以來

原住民在主流社會中被異樣的眼光所對待，以「黑色幽

默」解構投射在原住民身上的刻板印象，用反抗性的

書寫重新建構原住民的主體性，並進一步思考身分認同

的問題。活動當天，夏曼．藍波安特別用達悟族語吟頌

一首詩歌，以讚揚瓦歷斯．諾幹多年來致力於寫作的成

就。

瓦歷斯．諾幹的家鄉位於大安溪上方台地的Mihu

部落，是他歷年作品中重要的文學地景──W君駕著

雪鐵龍奔馳的土地。為了讓讀者了解文字裡所描述的部

落，瓦歷斯．諾幹拿起麥克風，引領著讀者穿梭在部落

的小徑，一邊朗誦《城市殘酷》裡的文字，一邊說著曾

在作品中出現的景物。Mihu是一個在921地震時受創

的部落，部落導覽時，瓦歷斯也描述部落在震災前的地

景，告訴讀者在自由國小校門前的廣場，是他當年寫

作，可以遠眺大安溪的舊宅所在之處，這次讀者所看見

的部落則是重建後的樣貌。瓦歷斯．諾幹也帶著讀者到

了可以居高臨下眺望大安溪的地方，朗誦新書〈蝙蝠與

厚嘴唇的快樂時光〉裡，蝙蝠與厚嘴唇兩個角色與「大

安溪河川保護協會」成員之間的故事。

在這次的新書發表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帶了由瓦歷斯老師著，原住民族圖資中心出版的《自由

寫作的年代》至Mihu部落，透過作者的協助轉送給達觀

國小（7本）、士林國小（6本）、象鼻國小（8本）、

梅園國小（5本）、和平國小（6本）、博愛國小含分校

（11本），以及白冷國小（8本）的學童。本書的誕生

是出於作者身為教師與作家，鼓勵自己的學生閱讀寫作

的心情，其中記錄了瓦歷斯在近年的推動二行詩的創作

心情、教學與推廣歷程，裡頭亦摘錄許多瓦歷斯學生的

二行詩詩作。本次《自由寫作的年代》的贈閱活動，期

盼能讓更多自由國小的學童透過文字了解部落，以及部

落長者如瓦歷斯以文字記錄生活世界的用心；體會文字

的魔力，甚至更進一步的以文字記錄生活，加入這「自

由寫作的年代」。

瓦歷斯老師帶著大家穿梭在Mihu部落，解說曾

在作品中出現的景物。

瓦歷斯．諾幹的《自由寫作的年代》

原圖中心贈與《自由寫作的年代》予Mihu部落

原

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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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機遇」特展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在5月21日舉辦「歷史機遇──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檔案

重現臺灣」特展記者會，記者會在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的原住民歌手以國語與印尼巴達語所演

唱的《船歌》揭開序幕。原民會主委孫大川（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致詞時指出

「文獻」對臺灣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性，並表示原民會不只是服務當代原住民，更要為將來臺灣原

住民的後代累積屬於他們的文化資產，強調「文獻作為一種民族防禦手段」的重要性。本次記者

會與會者有來自荷蘭、印尼、匈牙利、澳大利亞、紐西蘭、尼加拉瓜、智利、教廷、諾魯、泰

國、越南、帛琉等國的使節及代表、立法委員、考試委員、學者專家等等，在此共同見證350年

前珍貴的歷史文獻重回臺灣。

這一批典藏在雅加達「印尼國家檔案館」的臺灣史料，沉寂350年後在2002年被荷蘭的檔

案員發現。這些是在臺灣西部平原三大語區：新港語區、華武壠 悳語區、放索語區的教會檔案，裡

頭有各部落母語教學、外語教學的調查等等資料，這些都是有關臺灣原住民祖先的記憶，而這批

資料的出現，是臺灣原住民族文獻徵集、研究的新里程碑，亦為原住民文化海外交流的新指標。

本批檔案的取得，始於2012年4月行政院原民會孫大川主委率團訪問印尼，並於外交部駐印

尼台北經濟貿易處代表處的協助下，與西拉拉喜中心簽屬文化合作備忘錄。備忘錄簽署後，在歷

經半年多的協調與聯繫後，印尼國家檔案館將編號三卷檔案（共673頁）的電子檔及文獻使用權

贈送原民會，使得這批文獻重現於臺灣。

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文

獻重現臺灣特展 系列活動 報導／莎歷瓦勞．布朗

活 動 輯 錄

歷史機遇

沉寂350年，一段典藏在亞加達印尼國家檔案館的臺灣史料，

2002年被荷蘭檔案員發現，這一偶然機緣，喚醒了一段臺灣史記憶。

記者會中由印尼駐台北經

濟貿易代表處的代表夏福利先

生致贈文獻的原始檔光碟予臺

灣行政院原民會，並表示印尼

與臺灣在歷史上有許多類似的

機遇，期盼將來臺灣與印尼有

更多合作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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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機遇」文獻特展談原住民族

文獻的徵集、研究與運用  座談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透過海外文化交

流，取得673頁珍貴的文獻，並舉辦「歷史機

遇」特展，將這段歷史分享給國人。隨著文獻

返臺與臺灣重逢，原民會也藉此機會舉辦了座

談會，探討原住民文獻在徵集、研究與運用上

的種種議題，分別從宗教、語言、文化等面向

來理解文獻研究與運用的重要性。

本場座談會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孫

大川主委主持。孫主委開場時分享了他在觀看

這些文獻時，仿若與自己祖先重逢的經驗，透

過文獻的閱讀，祖先喝酒、說話的樣子歷歷在

目。同時也希望透過這次的機會，能培育更多

的人才來挖掘流落在世界各地有關臺灣原住民

的歷史。

上半場座談由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李

毓中助理教授、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林昌

華博士、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查忻助理教授，

以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翁佳音研究員報

告在文獻研究上的研究心得與建議。李毓中教

授從西班牙人與南島語族的相遇，提出臺灣原

住民族史料未來蒐集的可能，並就個人研究經

驗分享早期北臺灣西班牙時期歷史時取得文獻

檔案的艱辛，建議原民會或許可通過數位的工

程與西方合作，將南島民族的文獻蒐集與整理

得更加完整。林昌華博士則分享2002首次與

印尼這批資料相遇的過程，並且報告這批在印

尼檔案館重新發現的17世紀荷蘭文獻重現的過

程，以及這批史料與臺灣舊有的荷蘭時代的史

料，將對17世紀的臺灣研究，不管是整體歷

史、歐亞關係與亞洲關係，或者宗教上皆能進

行相當大的補充。查忻教授也分享2004年個人

到印尼檔案館找尋資料原檔的經驗，並指出大

部份有關臺灣的資料並非整批，而是零星散落

在國外圖書館或教會中，建議可長期培養臺灣

願意投身各國檔案館的人才，以進行臺灣歷史

的蒐集。翁佳音老師先幽默的向政府呼籲，正

名這批文獻中的主角：西拉雅與華武壠 悳。並期

盼原住民有更多人能夠投入文獻資料的閱讀，

以補充國際及非原住民研究者在理解文獻時視

野的不足。

下半場座談由國立東華大學童春發教授

（現為東華大學民族語言傳播學系系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賀安娟教授，

以及中研院臺史所鄭維中研究員一同進行討

論。

歷史原點再啟航座談上半場 歷史原點再啟航座談下半場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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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教授將發掘到350年前文獻形容為找到一個

老樹，近來從事荷蘭語翻譯語言與研究的工作，使

得這個老樹的根又重新得到養分，而現在研究者的

工作重點，就是使這棵老樹更加茁壯生長。童教授

同時也分享個人在歐洲尋找檔案的經驗，強調不能

停止尋找流落在外的臺灣原住民族文獻，並提醒從

事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學者不要單純做臺灣原住民

的研究，而是要做區域性的研究，才能觀察出區域

性的關係，有更為宏觀的視野。賀安娟教授則分享

個人對17世紀荷蘭文獻的觀察，希望補充荷蘭文

獻對臺灣歷史提供的不同發現。賀教授指出大部分

的荷蘭文獻記載到荷蘭人在臺灣的生活方式以及

他們的流動，透過文獻以類似漢人移民來臺類似

的觀點，來研究荷蘭時代或西班牙時代的臺灣面

貌。鄭維中博士從臺灣史料的徵集與出版Formosan 

Encounter（中譯書名：《邂逅福爾摩沙》）的經驗

過程談起，說明本書在摘錄、編纂一系列關於臺灣

原住民的荷蘭史料上的過程與困難。由於荷蘭古文

獻在閱讀上的困難，必須與荷蘭方面的學者共同進

行檔案的重建，以及事後的翻譯、編纂皆十分繁瑣。鄭先生亦指出史料文獻的建構是提供一種參

照，而非單一理解的事實，當我們面對史料的研究，應該以多重角度理解史料的方式，通過不同

學科的知識（例如：人類學、語言學）來共同理解。座談的最後，孫大川主委分享了母輩一代所

擁有的原住民族意識，說明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應該也要有所反省，臺灣原住民族傳統所累積

的歷史知識是通過生活來實踐，這應該跟文獻中所建構的歷史知識有所對談。

記者會後各國與會大使與學者合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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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寇‧索克魯曼
《Ina Bunun！布農青春》新書發表會

報導／攝影：鍾承育

活 動 輯 錄

繼《東谷沙飛傳奇》與《奶奶依布的豆子故

事》之後，來自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的布農族

作家乜寇‧索克魯曼的新作《Ina Bunun！布農青

春》於7月出版，巴巴文化出版社於8月24日（週

六）在臺北市國語日報一樓大廳舉辦了新書發表

會。除了前來參加的讀者之外，當天的發表會也吸

引了許多路過的民眾參與，同為原住民作家的里慕

伊‧阿紀（泰雅族）、白芷‧牟固那那（鄒族）、

利格拉樂‧阿女烏（排灣族）、與沙力浪‧達凱斯茀

萊藍（布農族）也都一同出席這場盛會。

乜寇認為一個民族文學家呈現了不同的視野

與想像，而他的創作歷程可追溯至五專時期，從寫

日記開始。從小在部落長大的乜寇因為求學的緣

故，第一次離鄉背井，而在日記中他寫下對家鄉的

思念。作者在新書發表會表示他在五專時期就意識

到族群的語言危機，在爾後他即便用羅馬拼音的方

式，用布農族語寫日記。在乜寇作品中所出現的族

語內容，則是為了要讓非原住民的讀者「要慢慢的

懂我們」。

乜寇五專的求學過程並不順遂，一般人讀五

年的五專，他卻念了六年。《Ina Bunun！布農青

春》說的是作者五專機械工程科的第六年中，一天

一夜的故事。在作品中作者與凱書魯因思念從故鄉

看見東谷沙飛（布農族語的玉山）的雪景，而騎了

一部100cc的小綿羊遠征合歡山看雪。而這賞雪的

旅程傳達的是文學中家園的概念與想像，也是作者

思考他與家鄉之間的關係，並書寫與父親之間的情

感。

《Ina Bunun！布農青春》特別之處在於其

音樂性，從族語歌謠、教會詩歌、救國團時代的歌

曲，到林班歌。歌曲作為一種敘事方式，除了傳達

難以用一般言語表達的情感之外，如乜寇在新書

出席新書發表會的原住民作家由左至右為里慕伊‧阿

紀、乜寇‧索克魯曼、白芷‧牟固那那、利格拉樂‧     

阿女烏   與沙力浪‧達凱斯茀萊藍，及主持人蔡明原。

會後讀者們排隊請作者簽書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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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言，「雖然離鄉背井，但是我們仍用歌唱，維繫彼

此與家鄉之間的情感臍帶」（109頁）。其中有一首名

為「老米酒」的歌是作者的二哥作的，藉由這首歌，乜

寇也告訴聽眾二哥對他創作的影響。為了使在場的聽眾

能實際感受書中的歌曲，他特地帶了吉他到會場，挑了

「愛人我永遠思念你」（60-61頁）、「朋友」（119-

120頁）、與「老米酒」（115-117頁）等幾首歌演唱給

聽眾們聽，用歌聲讓聽眾能更貼近作者記憶中的部落。

同為布農族作家的沙力浪向聽眾解釋“ I n a 

Bunun”，這裡的Ina並非大家所熟悉的母親，而是

「走吧」；Bunun則是布農，指的是「人」。《Ina 

Bunun！布農青春》裡每當出現Ina的時候，是作品中出

現重大轉折之際，如142頁的Ina出現的時候，是作者決

定去合歡山看雪，藉由旅行改變生命的經驗。又例如作

者與凱書魯在下山的叉路口不知該往何處走時出現了一

條獵狗，在說了一聲Ina之後他們決定跟隨著獵狗（224

頁），出現了一個模糊身影的人，宛如是一種文化的

靈，在說了Ina之後引領兩個人走入傳統文化之中。

在會中其他出席的原住民作家也致詞祝賀乜寇的新

書出版，白芷‧牟固那那很佩服布農族的作家，也相當

感動部落的人能用文學創作的方式讓部落的故事流傳下

來。里慕伊‧阿紀提到現代人相當注重養生，而她把原

住民文學比喻成養生餐，鼓勵讀者多閱讀原住民作家的

作品，以滋養心靈。最後新書發表會由主持人蔡明原劃

下句點，他看見原住民文學裡的生態觀，裡面生態平衡

的觀念是非常值得大家學習的。 

布農族作家乜寇‧索克魯曼

布農族作家沙力浪

泰雅族作家里慕伊‧阿紀

排灣族作家利格拉樂‧阿女烏

鄒族作家白芷‧牟固那那

原

原

原

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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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國際研討會由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原

住民族傳播與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以下簡稱原傳中

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協辦，於11月15

日在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上午場由

澳洲學者Michael Meadows教授和Folker Hanusch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分享澳洲和紐西蘭原住民族媒體

發展的經驗。除此之外，還有一場座談會，由臺大新

聞所副教授兼原傳中心主任洪貞玲和臺大新聞所教授

林麗雲發表專題報告，從公共性和獨立性的角度，探

討分析各國原民台的制度。報告後，並有多位專家學

者針對報告內容給予意見回應。

研討會開場由臺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麗容和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周惠民先後致詞。首

先，王副院長表達她對臺灣原住民族的重視，並表示

應尊重並促進原住民族的發言權與傳播權。周董事長

則回應社會對原住民族電視台發展的關心，也表示

原文會正積極籌備，要迎接明年初營運原民台的大挑

戰。

專題演講(一） 社區媒體與族群傳播權：

以澳洲原住民媒體為例

接著進入專題演講的議程，第一位講者Michael 

Meadows教授是澳洲研究原住民傳播的先驅者，擁

有非常豐富的著作。本次研討會邀請他來分享澳洲

全球化下的原住民媒體

國際研討會 報導／陳欣嵐、莎歷瓦勞．布朗

活 動 輯 錄

影像．視野．對話

講題(一)：Michael Meadows教授 講題(二)：Folker Hanusch教授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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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媒體發展的經驗，即是希望能對臺灣當前原住

民媒體的建構，以及原民台發展需思考的問題均能

有所啟發。Michael Meadows教授首先介紹澳洲原

住民族的現況，澳洲大陸上原本有250多種不同的原

住民語言，在1788年歐洲人侵入澳洲大陸之後，澳

洲原住民族豐富的傳統文化逐漸陷入困境，到1990

年，只剩20種穩定的原住民語言，會說族語的人口

也僅剩13%，並持續在減少當中。而澳洲原住民族

占總人口約3%，人口數和比例均與臺灣相似。澳洲

各地有廣大的閱聽眾接收原民廣播和原民電視，對他

們而言，原民媒體不只是一項服務，在維繫族群文化

與社群生活中更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其主要功能有發

揮教育的作用、提供主流媒體外不一樣的聲音、促

進跨文化的溝通與對話、破除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等。除此之外，Michael Meadows教授認為原民媒

體能塑造、形成原住民公共領域（Indigenous public 

sphere），使原住民有空間能參與討論並產生共同的

論述，對特定事務形成自己的立場，進而將原住民的

獨特觀點傳遞至另一個更廣泛的公共領域。

專題演講(二） 原住民新聞學：紐西蘭毛

利媒體及新聞文化的發展

在歐洲人之前，毛利人一直都有口述故事的傳

統，並經由說書人傳遞消息給不同的毛利部落，有一

套傳遞新聞的完整體系。印刷術隨著歐洲人到紐西

蘭，第一份毛利語報紙於1842年開始發行，受歐洲

人控制，其出版目的是為強化政府的殖民政策，向毛

利人宣揚歐洲人的生活方式與習俗。到了1862年，才

出現了第一份由毛利人主導發行的報紙，此類報紙高

度政治化，主張限縮當權政府對毛利人的控制。這份

報紙是毛利新聞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建立其新聞傳

統，用於抗衡歐裔白人的世界觀，並且形塑了毛利人

的集體意識。廣播電視亦有類似的發展，1982年始

有從毛利人的角度播報的新聞廣播節目，而在1988

年出現了第一個毛利人長期控制的廣播電台，帶動了

部落廣播電台的快速成長。毛利電視台則是於2004

年開始播送，它不僅提供更多元的新聞內容，也帶

來競爭，促使紐西蘭國有電視台（TVNZ）回應與改

變。Folker Hanusch教授在研究中訪問了紐西蘭毛

利記者，發現了幾個原住民新聞文化的主要面向，首

先是將自己角色定位在提供與主流媒體不同的論述，

第二是為維繫族群文化與認同。此外，他們雖然積極

為毛利人的提倡權利，同時也認為媒體應負起監督責

任，即使對方是毛利人，也應揭露其不當或不法的行

為。最後，Folker Hanusch教授總結毛利新聞學的發

展，反覆歷經由歐裔白人主導，到毛利人力圖奪回主

控權，用自己的方式製作新聞的過程。現於紐西蘭建

立起的毛利媒體領域，除了國有電視台TVNZ提供的

毛利新聞和節目之外，還有21個部落廣播電台、毛利

電視台和一些報紙雜誌。這些毛利媒體提供了反抗論

述，平衡主流媒體的報導，並且對毛利語言與文化的

復興有所貢獻。毛利媒體已有所進展，但它仍有問題

存在，也常面臨缺乏資金的威脅。即使如此，毛利人

仍能彈性應變、善用資源，透過為自己發聲的方式去

塑造自己的未來。

專題報告(一）：公共性與獨立性：各國

原民台制度分析

茶敘時間過後，開始本次研討會的第一場專題報

告，本場專題報告由政大廣電系黃葳威教授主持，報

告人為臺大新聞所洪貞玲教授和林麗雲教授，回應人

則有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蔡志偉教

授、原文會執行長拉娃‧谷幸和日本東京立教大學社

會學部媒體社會學系林怡悳蕿教授三位。這份報告是研

究者受原文會委託進行，內容研究分析各國原民台的

制度與發展。

兩位報告人首先介紹作為研究對象的五個國家的

原民台，分別是加拿大原住民族電視台（APTN）、

專題報告(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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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毛利電視台、澳洲全國原住民電視台

（NITV）、英國威爾斯S4C電視台以及挪威NRK薩

米電視部門。這五個原民台都是國際原住民廣電聯盟

（WITBN）的創始會員，也分別代表了三種主要模

式：獨立建台、公廣合作與公廣部門模式。各電視台

會從主管機關、經費來源、問責機制等方面，去探討

分析其公共性與獨立性，最後也比較三種模式的優缺

點。獨立建台的代表有加拿大APTN與紐西蘭毛利電

視台，此模式優點包括可以自主經營與編排節目，缺

點則是可能受到經費與資源的限制，並可能較難在主

流媒體中增加能見度與影響力。公廣合作模式有英

國威爾斯S4C和澳洲NITV，優點如可借用公廣的資

源，而公廣電台也要負起傳遞原民文化的責任，缺點

則是可能有自主性的問題，須確保不會受到公廣的干

預或影響。公廣部門模式以挪威NRK薩米部門為代

表，在公廣下設族語部門提供服務，並未獨立建台，

此模式優點和前一項公廣合作相似，但缺點是在編排

自主性則受到較大的限制。最後，報告人建議臺灣

的原民台無論採取哪種模式，都應將上述利弊列入        

考量。

報告結束後，幾位回應人針對報告內容給予討

論意見，蔡志偉教授首先表示對原民台的公共問責機

制，以及原住民與主流文化之間關係的一些想法。接

著，原文會執行長拉娃‧谷幸報告原民台移交工作的

進度，也提到目前在建立人事結構和財產交接面的一

些困難和預期落差。林怡悳蕿教授則提醒除了思考如

何落實公共問責與編輯自主等重要問題外，仍須從社

會層面與文化層面等大環境的觀點來進行審視。再一

輪的回應之後，開放觀眾提問，活動現場迴響踴躍，

與會者也針對各項內容提出想法，台上與台下討論熱

烈，研討會上午場的活動便到此告一段落。

專體演講(三） 臺灣族群電視台發展路徑

分析與展望

午餐過後，由林怡蕿教授帶來專題演講：臺灣

族群電視台發展路徑分析與展望（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Taiwan’s ethnic televisions）。林怡悳蕿教授

目前任職於日本東京立教大學社會學部媒體社會學

系，主要研究領域為民族媒體（原住民媒體）、另類

媒體、大眾媒體制度與新聞專業的關聯研究。林教授

日本東京立教大學社會學部媒體社會學系林怡蕿 硏

教授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王亞維先生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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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日本十二年，本講題中從日本觀察臺灣族群社會

的角度，提出對「族群媒體」概念的探討，並思考臺

灣族群媒體的發展路徑。林教授多年旅居日本的觀察

經驗，發現日本原住民（愛努族）在日本的媒體能見

度相較臺灣為低，在族群媒體的發展方面也落後臺

灣，對照日本，臺灣族群媒體的發展尤其在八○年代

後臺灣的民主化、自由化後加速了臺灣族群媒體的能

見度與被接受度，這是很大的進展。

接著，林教授提供兩種理解「族群媒體」的方

式，其一為：by the ethnic group, for the ethnic group, 

of the ethnic group. 也就是由該群體成員所成立，為

滿足該群體成員的資訊溝通需求而成立的媒體，並且

是由該群體成員所掌握營運，某程度具備另類媒體性

格的媒體。但林教授也指出從實例來看，這其實是帶

有理想色彩的定義。就臺灣而言，原住民族電視台的

製播過程已達到for the ethnic group，但「by」、

「of」兩部份，是臺灣原住民族電視台目前面臨的問

題。其二，將「族群媒體」該詞拆解為「族群」與

「公共媒體」兩個概念來理解。「族群」在臺灣是

十分複雜的概念，由於臺灣社會經歷數次統治權力的

更迭與歷史變遷，加上文化語言與生存權的壓迫、抗

爭等社會運動的錯綜發展下，在二次大戰後所形成

的外省、福佬、客家以及原住民各族群團體，其間

包含對立及認同問題所形成的複雜臺灣族群關係。

從族群歷史與發展特性來切入族群媒體，林教授引

用加拿大學者Will Kymlicka在討論一國內文化弱勢

群體時（minority group）所提出的兩個概念：一、

national minorities：「被上位國家所歸編的『民族

弱勢群體national minorities』，一般而言，他們是

將自己與主流文化有所區隔，並且期望維持在主流

社會之外，由弱勢群體本身所組成的社會。」二為

ethnic group：「ethnic group往往追求更完善的承

認，他們的目的並不是成為民族群體，也沒有成立與

大社會區隔的另一個自治社會的意願。他們所追求的

是，修正主流社會的法律與制度，使更多文化差異能

夠更加倍地被包容接受。」由此二概念來觀察臺灣的

族群媒體，近年來客家電視台表達出留在公廣集團內

部的意願，並成為與公共電視有相同資源人力的自主

性頻道，可見客家電視台是趨近於ethnic group的概

念；相較之下，從臺灣原住民歷年來所追求的正名、

自治，與土地權利等等內容來看，則是符合national 

minorities的概念。

林教授認為，臺灣特殊的歷史發展造成族群關係

及其族群媒體的發展與特色不同，應明確承認客家與

原住民族媒體本質上的不同，在既有族群媒體一詞之

外，更須參酌國外經驗，進行民族媒體的建構。也建

議原民台在獨立建台完成，朝向「by, for and of」

的方向發展時，應排除來自主流社會的政治干預，立

足與貫徹主體性和「當事者」觀點，實值關注與支援

臺灣原住民各族群，以賦予原住民族電視台做為民族

媒體獨立自主經營的正當性。

專題報告(二） 原民台轉型：定位、管理

與問責機制

下午第二場的專題報告為「原民台轉型：定位、

管理與問責機制」，主持人臺大新聞所張錦華教授引

言：原民台作為一原住民族的自主媒體，大家對於它

將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有殷切的期望，目前原民台處於

從公廣集團轉移至原文會經營的轉型時期，在過程中

面臨到非常多的問題，也讓人深刻感受到原民台在復

振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提供相對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政

策的看法，以及積極回應各個原住民地區的要求這些

面向的責任，因此建立原民台問責機制是十分重要

的。

專題報告人為目前的原文會董事王亞維（國立政

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助理教授），以「我國原住民電

視台問責機制的研究與想像」為題進行報告。王教授

從2014年1月1日起原民台將脫離公廣集團獨立營運

談起，指出這樣的轉變一方面是原住民族爭取傳播權

的里程碑；但另一方面，由於原視不像公視有其特別

法《公共電視法》的保護，原視營運的任務與責任的

對應，尚未建立起一套保護的規範，在此過渡時期，

「問責」的機制或許可以是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本

場專題報告即是以問責機制為未來原視在離開公廣集

團獨立營運之後的重要內容，而且是在立法之前的一

個重要階段為前提，討論問責的真正意義該如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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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及其機制內容如何，並參酌國

外問責理論與實踐的經驗，提供建

議，為未來我國原住民傳播相關法

案致力與現階段原視設立問責機制

參考。首先，王教授回顧我國原住

民電視台建台歷程，並對原視獨立

營運困難進行分析，說明原視獨立

經營模式的轉向與原因。其次，爬

梳問責在媒體治理的起源與發展，

援介世界原住民電視媒體如愛爾蘭

的TG4、加拿大的APTN及紐西蘭

的Maori台媒體問責從理論到機制

的實踐。最後，王教授提出問責機

制在我國原視實踐的想像，媒體必

須對個人、組織與社會以道德、契

約與法律為具體憑藉。「問責」來

自於對公司的稽核，對股東/利益

關係人的負責為核心，因此在市場

之外的「問責」應有四個主要利益

關係人：法律／監理者、專業者、

公民社會／團體與閱聽人四者同要

加以負責，但原視最重要的責任上

有傳承文化與語言的傳承，因此應

設立分區觀眾委員會聽取建言與批

評，由此形成五個利益關係人的問

責機制。王教授也強調，原民台走

向政府補助的獨立建台模式，在全

世界原住民族電視台僅有毛利台與

之類似，但以我國族群多元的程度

又非毛利台可以比擬，因此在立法

之外，急需謹慎建立自己的問責機

制。從原視建台歷史可知，原視最

大干預力量有時來自國會，有時來

自原民會，問責機制只能證明具有

自我負責的能力，無法抵擋握有預

算大權的政治力量，因此除了呼籲

國會議員與原民會尊重此得來不易

的媒介之外，更期待未來能有原住

民族廣播電視相關法規範的訂定以

禁止政治介入媒體。

本場專題報告回應人分別為

即將成為原民台台長的Mayaw 

Biho導演、臺灣原社秘書長以撒

克．阿復、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汪明輝教授、考試院顧問伊凡諾

幹。Mayaw導演因工作關係無法

到場回應，但寫了一篇文章回應王

亞維教授，Mayaw認為王教授確

實指出原住民族電視台最重要的兩

個問題，並讚賞王教授對原住民族

電視台特殊處境所做的分析及與各

國情況的比較，但Mayaw仍針對

問責機制的內容提出看法：現實情

況下，五個利益關係者可能形成一

強勢（法律／監理者）三弱勢（閱

聽人、原住民族電視台、專業者／

主管）的關係，而「觀眾委員會」

的組成若沒有精細考慮委員會的組

成辦法，可能會由「法律／監理單

位」來主導。因此Mayaw認為唯

有讓另外三個利益關係者變得強勢

（提升內部專業素養、增進「公

民團體」對媒體的理解與關心，

也才能讓「閱聽人」理解自身的權

益），才有能力與第一個利益關係

者「法律／監理單位」互相抗衡。

另外，Mayaw也指出必須思考觀

眾委員會的組成方式，才能提升

族群代表性，並降低政治的干預

力。以撒克．阿復提出下面幾點看

法：一、原民台實則需要被納入公

共媒體，且希望能建立具公共性的

原住民族公廣集團；二、建議立法

原住民族電視法（或原住民電視廣

電法），以保障原民台在自主性，

不受政治力介入。汪明輝教授大致

同意王亞維教授所提之看法，但也

提出兩點問題：一、認為觀眾委員

會之個人集合無法從民族語言語文

化之立場責問原視，故建議以十四

個民族委員會組織做為直接問責團

體，直接向民族負責，避免落入多

數族群代表決定之實質困境。二、

原民台從公廣集團轉移到原文會是

否等於獨立建台仍有疑義，且原文

會之組織與任務並非全為原視而

設，專業並不相同，是否有外行領

導內行之可能？汪教授認為，電視

仍應由電視專業兼原住民文化專業

專題報告(二）主持人張錦華教授，及專題回應人，左起分別為：

臺灣原社秘書長以撒克．阿復、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汪明輝教

授、考試院顧問伊凡諾幹。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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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營方能稱上獨立。最後一位回應人伊凡諾

幹指出多年來原視的營運嚴重受到外部政治的

干預，撥亂反正知道端看是否能夠公正透明、

尊重專業，並提升經營績效，王教授之論文因

此更能顯現其價值所在，唯有幾點建議：一、

論文著註宜在加強；二、制定特別法以保障原

視任務、經費及獨立性；三、問責機制應凸顯

各族群特性；問責機制設計應深入討論「績效

問責」及「透明度」；四、除參酌國外經驗，

應同時納入國內學者經驗。

部落媒體座談會：體系建構與文化

認同

研討會最後一場的部落媒體座談會，以

「原住民族媒體：體系建構與文化認同」焦點

進行討論，主持人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

學系郭良文教授，與談人分別為少多宜‧篩代

（Amis旮亙樂團團長、原文會董事）、林明

德（前《南島時報》社長）、林福岳（中國文

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丁紹慶（蘭

嶼廣播電台台長）及吳淑美（蘭嶼廣播電台節

目主持人）。少多宜從阿美族的傳統文化和知

識來思考原住民美體的建構與文化認同，期待

原住民族電視台成為一種學習大自然的傳播系

統（像是以山為棚，以海為幕，建立新式的主

播臺），並以目前的14族為主體概念，共同

建置花環式民族電視台，以尋求民族共同的記

憶。林明德從原住民媒體工作的角度批判原住

民媒體生態的困境，林明德認為原住民族媒體

環境的重要課題不在原民台，不如將之破壞以

建置新的原住民媒體傳播環境──解決城鄉區

域的數位落差，為原鄉部落打造條與世界接軌

的道路。由此觀點，強調先有公共性（數位資

訊科技的平等），才有主體性。因此他認為，

網路傳輸速度決定中心與邊陲的位置，否則，

在不同「社經地位」與「地理區位」上的人或

團體，因「資訊科技進用」與「網際網路」機

會的差異，將產生種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果。林

福岳教授則就「原視存在對原住民的意義」為

出發點，說明從族群認同的觀點來看，傳播是

一個人類集群認同形成的必經過程，傳播的靜

態機制與動態運作會將文化的意涵化為象徵加

以保存、傳遞累積，人們同族群中吸收和汲取

文化特質以形成集體共識，並在象徵符號的轉

換、儲存、傳遞中造就新的認同。因此林教授

認為原住民媒體的建置和經營者不僅僅是傳送

者和呈現者，而是和閱聽人共同創造文化脈絡

與族群認同，是故重新思考「我們要和閱聽人

建立甚麼樣的關係」將是逐步達成「主體性呈

現，傳播權呈現」的核心目標。丁紹慶與吳淑

美兩位在蘭嶼從事廣播工作，分享蘭嶼電台在

製播節目、硬體設備、閱聽人等等情況。

部落媒體座談會，左起分別為少多宜‧篩代、林明德、主持人郭良文、

林福岳、丁紹慶及吳淑美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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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

選集及目錄」新書發表

報導／莎歷瓦勞．布朗

活 動 輯 錄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黃美娥教授主編的「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目錄暨

選集」在2013年12月14日（六）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

心舉辦新書發表會。臺大圖書館陳雪華館長、原民會陳成家副

主委及眾多關心原住民議題的學者、民眾蒞臨參與。孫大川

教授致詞時提及充實原住民文獻是現今原住民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目前有關臺灣原住民的文獻荷西時期已經有不少蒐集，除

了讓大家能了解17世紀的臺灣，也讓我們的研究能與世界接

軌；另一方面就是明清以降漢人有關臺灣原住民的書寫，這些

詩文折射出當時臺灣原住民活動的狀態，種種史料的累積從各

個面向盡量還原臺灣原住民的歷史。期望文獻會能接著來整合

荷西、明清自日據以降的原住民文獻，使原住民的學術研究與

人才培育更進一步發展。下村作次郎教授當天巧遇這場新書發

表會，是陳雪華館長驚喜的安排，而下村教授自述日本人其實

無法研究臺灣新文學以前的臺灣原住民相關的作品，這方面多

虧黃美娥老師的耕耘，使他有機會了解臺灣古典文學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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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以降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與文化慣習

已成為文人吟詠描寫的對象，本計畫的主旨即是

在重新檢視明清乃至日據時期中，歷代文人及作

家對原住民的紀錄，並編製相關作品目錄，並篩

選較具代表性之文化或文學意義的作品。接著，

主編黃美娥教授分享了本次計畫推動的過程、發

現，及如何篩選數千筆的史料文獻。這項計畫過

程包含收集、編目、選出精選作品，並且需要針

對其中日文的部分進行翻譯，乃至出版，這是一

個從無到有的辛苦過程。初期，是將「只要跟原

住民有關的字句都挑出」為方向進行搜羅，因此

在建檔過程中共有三種檔案內容：一、文本中有

一句跟原住民有關係者；二、文本中一個段落跟

原住民有關係者；三、文本內容大多與原住民有

關，或通篇皆有關者。由於印刷的篇幅有限，因

此黃教授也回應孫大川教授「這之中有沒有可能

有遺漏？」的問題，黃教授說：的確，我們是有

篩選過的，全篇與原住民有關，或大多數與原住

民有關的我們才有選；其它像是只有一個段落提

及原住民的文章，我們就沒有選。初期以一頁一

頁眼過的方式進行文本蒐集，後來受限於執行時

間，最後20種報刊則改以關鍵字搜尋，各著作刊

物在計畫中所處理的詳細狀況於《臺灣原住民族

關係文學作品目錄》的附錄中皆有著記，可留待

之後的研究者了解這些史料被處理的程度，以進

行後續研究。

黃美娥教授認為這些目錄除了是史料的建

置，也是一種主題學的研究。透過這些目錄，可

以了解從明清到日據時期哪些文人有關原住民的

寫作比較多，清朝基本上是流寓官員及文人書寫

較多，像是郁永河、黃叔璥、藍鼎元等；本土文

人則如彰化的陳肇興。日治時代本土文人就比較

多，如洪棄生、吳德功等，日本人以漢詩文來寫

的也不少。日治時期有關原住民的書寫，有些是

跟警察系統、理蕃工作有關係，例如佐倉孫三、

豬口鳳庵。在新文學的部分，臺灣的新文學作家

寫的不多，賴和、陳虛谷、龍瑛宗等人比較是我

們熟悉且受到關注的，但主要還是以漢詩文為

多。其它還有像是日文的和歌俳句、小說、散文

的作品，這是從目錄中可以看到的變化。此外，

圖：臺大圖書館陳雪華館長(左上)／原民會陳成家副主委(右上)

政大孫大川教授(左下) ／下村作次郎教授(右下)

黃美娥教授與計畫顧問對談
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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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黃教授也分享過程中發現到的有趣作家及

文本，像是臺北的李逸濤用了文言小說的方式描

寫原住民，短篇與長篇作品皆有；蕃默生模仿夏

目漱石《我是貓》筆法所寫作的〈我輩是「蕃

人」〉，旨趣在調侃日本的理蕃政策。另外，過

去多注意到鳥居龍藏對自然高山及原住民的一些

書寫，這次也發現一位新的散文創作者：青木

繁，他在當時寫了非常多山林的散文，涉及到原

住民與山林的關係。

黃教授笑著說，以前對她原住民的想像就是

停留在「浦忠成」和「孫大川」兩位身上，但經

過這次計畫摸索這些史料，拓展了她對原住民的

想像。黃教授更強調一點：不要害怕這些文獻中

書寫原住民是野蠻或暴力的，那是因為觀看者的

虛弱，才會這樣被描述。

本計畫顧問邱若山教授、詹素娟研究員、

康培德教授與林修澈教授也到場恭賀黃美娥教授

的新書出版。詹素娟研究員引用孫大川教授的話

「文獻工作是英雄的事業」來肯定黃美娥老師的

「英雌」作為，也提出從這些文獻目錄的整理能

看到或建構原住民歷史到甚麼程度，當然是有待

驗證，但是這些文本已經能讓我們了解到，外人

是如何觀看原住民，而這回過頭來也是他們看待

自己的一種方式。林修澈教授從書名「臺灣原住

民族關係文學作品」切入，說明這套書的重要意

義是以文獻的角度將這些非原住民所書寫的原住

民題材書寫納入選編之中，將來，無論是要研究

臺灣原住民文學，或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本

書都極為重要。

發表會進行到最後，黃美娥教授特別感謝本

次計畫過程中研究助理、來自臺大、政大及北教

大的研究生、幾位具留日背景的譯者、審查委員

等等來自各方的傾力相助，除了期待本次參與計

畫的學生們能成為臺灣文學或原住民文學研究的

生力軍，也期盼透過「關係」一詞能拓寬原住民

文學研究的邊界，創造臺灣原住民文學研究更多

的可能性。

黃美娥教授、當天與會學者、來賓，及黃美娥老師所帶領的研究生們。原



47

播下希望的種子 原圖中心102年度贈書活動

48

為落實原住民族地區圖書資訊之服務、分享原

圖中心之豐富館藏，並拓展館藏徵集管道之多元，臺

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原圖中心）102

年持續推動部落圖書贈送計畫。本次的贈書活動配合

當地部落對圖書的需求，並以原住民相關之議題為優

先，整理圖書送至原鄉部落。本年度之贈書活動與館

外書展結合，贈送圖書在受贈單位進行為期兩週的書

展後，將全數贈與該圖書館。本次的館外書展暨贈書

活動的目的，是期盼能在原鄉部落族人的心中種下一

顆喜愛閱讀的種子，透過圖書與知識的灌溉之下日漸

茁壯成一棵大樹。此外，也希望通過這次活動加強原

鄉部落與原圖中心兩者的交流，以增進雙方館藏資源

廣度，並豐富原圖中心對於地方文史資料之徵

集管道。本次捐贈的圖書內容，除了原

圖中心挑選與原住民族主題有關之圖

書外，還有臺灣大學前校長李嗣涔校

長所捐贈的童書，共計有76冊。

本次「種下希望的種子」館外書展暨

部落贈書的對象為長治鄉百合部落圖書館，

該圖書館由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募資

建造，地點位於長治百合部落園區內。屏東縣原住民

文教協會的總幹事梁秀娜表示：協會主要推動「推動

部落教育希望工程」，目前已成立50多個部落課輔

教室。現今在部落生活的孩子多數是與Vuvu（祖父

母）同住的隔代教養家庭，平常大人們為生活奔忙可

能無法顧及孩子們在課業方面的需求。部落課輔教室

成立的目的，就是讓部落孩子在放學後能集中起來，

在課輔老師帶領下完成學校作業，甚至能有機會閱讀

一些書籍。而百合部落圖書館的成立目的，也是為了

能讓部落中無論成人或孩童，能有更多機會接觸各種

圖書，甚至進一步培養閱讀的興趣。

這次的館外書展暨贈書活動，恰逢康芮颱風來

襲，其所挾帶的水氣造成中南部大雨不斷。在風雨中

造訪長治鄉百合部落園區，令人想起2009年莫拉克

颱風侵台帶來的驚人雨量，造成期間臺灣多處淹水、

山崩與土石流，是臺灣1959年八七水災以來最嚴重

的水患。也正是這場颱風後，許多原住民部落被評

估為不適居而必須遷村，長治鄉百合部落園區內的居

民，就是因為八八風災影響而遷居至此。現址位於屏

東縣長治鄉的百合部落，有來自霧台鄉阿禮、吉露、

102年度原圖中心「播下希望的種子」館外書展暨部落贈書

長治鄉百合部落圖書館 

地點：屏東縣長治鄉百合部落(重建村)   時間：2013.08.30   

撰文／攝影：莎歷瓦勞．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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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暮、伊拉等魯凱族部落的居民；以及部分來自三地門鄉達

來、德文兩個排灣族部落的居民。上述六個部落組成了長治

百合部落的生活圈，而「百合」的命名，是以百合的六瓣花

瓣為喻，象徵此六個部落所具之生命共同體意涵。

儘管當天外頭大雨不斷，到達圖書館後，仍是看見有

許多的居民與小朋友們已在館內等候這場小小贈書儀式的揭

幕。在居民帶領的禱告後，由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的常務

理事陳來福先生致詞，退休前從事教育工作超過40年的陳先

生，表示協會在十多年前的成立，就是希望能夠推動屏東原

住民族各部落的教育；這座圖書館的成立（未正式啟用），

也希望能帶給當地更多的圖書資源。此外，陳先生也特別對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這次的贈書活動表達感謝之意，

並勉勵參與贈書儀式的居民們能善用這批圖書。贈書儀式完

成後，在陳來福先生的帶領之下參觀了圖書館各處，一樓是

圖書閱覽室與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辦公室，二樓

則是電腦資訊教室與小朋友課輔教室。當天正好是小學的開

學日，遇見課輔老師正領著小朋友們寫作業及閱讀書籍，看

著小朋友們專注的神情，由衷希望這次的贈書活動能讓小朋

友們有接觸到更多書籍的可能。

【後  記】

回到台北之後，閱讀到一篇新聞「長治百合建圖

書館 缺經費無法啟用」，對於圖書館尚未能正式啟用

感到十分遺憾。本於希望部落學童與都市學童一樣能

有充足的圖書資源與閱讀環境的心情，歡迎各界伸出

援手，共同來改善原住民部落學童的閱讀品質。詳情

請洽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 由陳來福先生代表百合部落圖書館致贈感

謝狀予原民中心

與參與贈書儀式的百合部落居民合影原

館外書展擺設一覽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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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溪崗給部落贈書活動報導  
地點：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崗給部落    時間：2013年9月27日    

文／圖：鍾承育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2013年「播下希望的種子」

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資訊學院的若伊教授（Loriene Roy）是原住民籍

的學者，長期致力於保留區內圖書館發展以及消弭數位落差的工作。她發起了一個「如

果我能閱讀，我就能做任何事」（If I Can Read, I Can Do Anything）的閱讀素養

的推廣計畫，串連起美國境內許多保留區的學校與圖書館，鼓勵學童與居民養成閱讀的

習慣，並協助改善館藏資源。閱讀能力的養成有除了有助於學習，也能培養日常生活技

能，擁有良好閱讀能力即為擁有相當可觀，可改變一個人生命的力量。也因此除了學校

之外，圖書館也是學習閱讀的場所。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為原圖中心）為原住民族主題圖書的典藏

機構，除了平時提供閱覽服務，舉辦推廣活動外，原圖中心也思索如何由圖書資訊的角

度建立與部落之間的連結，而協助部落文教組織發展圖書資源即為方式之一。比起都會

區，原鄉地區面臨圖書資源缺乏或是圖書老舊的困境，不利於部落學童培養閱讀能

力。近年已有慈善團體或文教機構透過圖書募集的方式，把各界捐贈的愛心圖書

送至包括原住民部落在內的偏鄉地區，但是原鄉地區的讀者在圖書的種類上有更

特別的需求：能有助於培植部落族群文化的原住民族圖書資源。而近年為了振興

與傳承族群文化，部落陸續成立文教組織以及部落學校，從這趨勢看來，部落對於

原住民族圖書的需求會持續增加，如何善用有限的經費與資源取得需要的圖書便成為發

展部落圖書資訊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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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中心先後已經在5月25日於臺中市和平區的雙崎部落、以及8月30日於屏東縣長治

鄉百合部落（重建村）舉辦過兩場部落贈書活動。有別於慈善團體的贈書，原圖中心考慮所贈

送的圖書應滿足部落讀者在原住民族類型的圖書需求，因此依照不同的族群挑選合適的圖書，

如長治百合部落的族群結構主要為魯凱與排灣，因此挑選以兩族為主的原住民族類的一般圖書

與童書繪本，搭配其他原住民族群作家所著作的書籍。而本次的部落贈書活動，因崗給為泰雅

族的部落，而挑選以泰雅族為主題的圖書贈送給「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此外原

圖中心在今年收到一批由國立臺灣大學前任校長李嗣涔教授贈送的童書與繪本，也從中挑了幾

套童書，在這次的部落贈書活動中一併送給部落的發展協會。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是由一群關心部落發展的人士於2007年成立，因為

母語以及水資源的議題而使部落族人意識到永續發展的重要。協會常舉辦活動推廣教育以及振

興部落文化，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爭取原住民權益。協會幹部體會到教育對於部落學童有長

遠的影響，因此為學童開辦課業輔導的課程，利用課餘時間教導他們課業。部落教師表示原民

中心送到協會的原住民族主題的圖書除了供部落學童閱讀之外，教師們也能利用這些圖書教授

族群文化的課程，以達培育閱讀與文化素養之效。

原圖中心的館員在簡單的贈書儀式中向在場的協會成員、部落教師以及學童說明部落贈

書的目的，並介紹這次送到部落的55冊圖書。更鼓勵學童要努力學習，以後才能像許多泰雅族

的作家一樣，寫書告訴其他人自己部落的故事。儀式結束之後，館員也參與了課輔，教學

童寫作業，與他們打成一片。原圖中心在這一天播下希望的種子，相信透過閱讀學習的

力量，學童們與部落會一起成長。

若有圖書欲捐贈，請見封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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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為他者》是由中國大陸學者李海泉

所編輯的一本日本文化人類學者的論文集，共有七

篇文章以及兩篇附錄。由於文化人類學是一門觀察

的學科，所以從本書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學者

如何透過觀察其他文化，例如印尼或是美國的相關

舉措，來進行反思的成果。透過本書，對於反思當

下臺灣政府所大力推展的某些政策，也是有所貢獻

的，例如在〈旅遊與海女〉一章中，作者馬丁內茲

對於日本三重縣國崎村的海女文化有著深刻的思考

與討論。

作者以為，由於從上古以來，位於日本志摩

半島伊勢神宮附近海邊的村落，就以海產的珍珠來

供奉神明，隨之形成獨特的海女文化；但到了近

代，由於大力推廣觀光，位於志摩半島的寧靜村

落，在大量觀光客湧入之後，產生不同的結果，例

如御薩村，在外來遊客大量進入之後，完全喪失了

自身的特色，而逐漸變成只是作為鳥羽市的衛星渡

假村落而存在；不過與之相鄰的國崎村，由於村

民謹慎地將日本神道教的宗教儀式和觀光旅遊業分

開，保留了自身的獨特性且與眾不同。但是，從作

者的觀察中，我們可以發現極為巧妙的兩種心態，

作為觀光客的外來參觀者，以為我們看到了日本的

傳統文化，但是對於村民而言，他們可能心裡認為

我們只是展示外來者所希望看到的日本傳統文化，

而不是真正從古代所遺留下來的傳統，這些展示與

我們現在的生活無關，甚至只是一種表演而已。

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 t 

Hobsbawm）在《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當中提到一個概念，傳統有兩種，一

種是自然形成的，另一種則不是從古代流傳下來，

而是不斷的改變與積累，甚至是為了展示而出現的

傳統。

從這篇文章中，可以聯想到，最近政府大力

發展觀光業，並鼓勵外國人或是大陸民眾來臺灣觀

光，希望進而刺激經濟，但值得注意的是，這股觀

光熱潮會不會破壞當地原本存在的、獨有的步調，

甚至可能造成一去不復返的結果。例如位於新北市

的九份區，在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形成熱潮

以前，是一個步調緩慢，有著獨特寧靜感的山間小

村，但由大量的觀光客湧入之後，許多建築被翻新

了，有許多不存在甚至是格格不入的產業進入，例

如杜老爺冰淇淋、便利連鎖超商，九份已不再有獨

特寧靜感。當九份整個進入現代化之後，不知道會

不會跟前文所提起的御薩村一樣，失去了自身的特

色？雖然大量觀光客湧入會促進某些沉寂地區的再

復甦，但如何增進當地村民收益，並維持獨特的面

貌，這也許是政府在大力推展觀光時，值得再三思

考的。

日本作為他者：原住民、發展與文化
■作者：李海泉  ■出版項：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09   ■語言：簡體中文

■ISBN：9787510010248 
文／廖偉辰

歷 史 與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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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藉由布農族身體活動的歷史發展軸線為

「經」，以社會結構、族群關係、族群文化，以及環

境面向為「緯」，勾勒出布農族的文化發展圖像。

基本上布農族是一個典型的狩獵民族，山林空

間對於傳統布農族而言是游耕和狩獵的場域，而狩獵

文化在布農族人內，透過代代相傳發展出一套細緻的

價值和行為體系，深刻影響布農族的文化。

而傳統布農族文化中的狩獵禁忌，反映出獵人

和自然山林獵物間的關係，而其傳統祭儀則與小米

種植的時序緊密結合，其中以狩獵為核心的打耳祭

（malahodaigian），又名射耳祭、鹿耳祭，是每年

最為盛大的狩獵與尚武祭典。約在每年的四至五月

間，由布農族部落頭目召集部落裡所有男性族人到祭

場舉行祭儀，女性則不能參加。祭儀的過程會經過獵

前槍祭、射耳儀式、分肉與祭骨儀式，以及頌功酒宴

等幾個流程。

不過此一自成一體的原生文化體系，卻在外來

文明統治臺灣後遭到衝擊，在作者的分析中，我們可

以看到從清朝政府到國民政府，試圖將原住民規訓化

之後，納入自認為文明體系的過程，其中布農族文化

中核心的「狩獵文化」，被當作是野蠻與不尊重生命

的，而生態保育觀念的興起，也促使國家推展禁獵文

化，從日本殖民政府開始一直到國民政府的「國家公

園政策」，也將此一禁獵政策推展到淋漓盡致。

但是從1970年代晚期開始，臺灣社會漸趨自由

化與開放，原住民的論述也開始茁壯萌芽，對於長期

以現代化為中心的主流論述也有所反彈，例如1998

年的「能高國家公園」設置，就在原住民族群的激烈

反彈下而遭到擱置。

國家對於原住民傳統文化也開始有所重視，例

如2004年就試辦「丹大狩獵區」，但是這一試辦活

動，仍為部分生態學者和宗教團體批評為違反生態保

育和殘害生命，是不道德與不文明的行為。

對於原住民族群而言，傳統領域同時也是傳統

知識的運作場域，以生態保育為名，在國家公園推行

的全面禁獵政策之後，布農族傳統領域被強硬的剝

奪，其結果是布農族傳統知識缺乏實踐化的場所，形

成布農族人與其傳統知識的疏離，甚至成為僅存在於

布農族耆老記憶中的知識。這是不少布農族知識份子

所擔憂的，也是在許多事件中，原住民堅持對於傳統

領域和傳統知識維護的主要原因。

誠然，維護生命權有其正當性，但是破壞了此

一長期以來的生物多樣性體系，可能會造成某一物種

繁殖過多，破壞原有的生態平衡，導致另一種生態浩

劫，可能也不是生態保育者所希望看到的最終結果。

也因此，現在研究原住民學者則認為，原住民傳統知

識中的「共管山林、生物保存多樣化」，也不見得不

是另外一種可行的方案。也許，在經歷多次的衝突與

碰撞之後，雙方之間皆應互相真正尊重對方的傳統文

化，在各族群依其傳統習俗之行為，在合理之範圍，

應予以適當之尊重，以落實真正的族群平等。

布農族的狩獵：歷史、空間與權利
■作者：王建臺、姜穎    ■出版項：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2.11    ■ISBN：9789860342277

文／廖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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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富過三代才懂吃穿」，「飲食文學」近十

年來開出朵朵繁花也正應證此理。覓食果腹和穿衣禦寒

都是再尋常不過的維生之舉，但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

人們就會開始花心思去經營這些日常小事。從吃穿得

「好一些」，開始跨入「炫耀豪奢」，接著步向「細緻

講究」，形成一套吃食穿衣的美學氛圍。現今，臺灣也

將超越這個階段，不只講究吃與穿的形式禮儀，還發展

出「求知探問」的精神。越來越多專家，從文學、人類

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環境生態、國際權力

等多元角度，探討飲食穿衣等議題，這些「民生小事」

遂成為殿堂上的「學問大事」。

由飲食文學作家焦桐主編的《山海戀：原住民飲

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延續他經營飲食

文學的一貫精神，將觸角延伸至「原住民族飲食文學與

文化」，齊集了臺、日、中、法、西等國人文社會科

學者提出的17篇論文，令人驚喜的是，這是一本文學

性與學術觀點兼具的精彩論文集；遺憾的地方則是，其

中除了董恕明教授外，並未再有其他原住民身分學者的

論文。因此，漢族學者們皆大量引用孫大川、瓦歷斯‧

諾幹、浦忠成、巴代、沙力浪、利格拉樂‧阿女烏、拓拔

斯‧塔瑪匹瑪、夏曼‧藍波安、莫那能（以上依論文集

「參考書目」出現順序排列）等原住民文學作家著作，

力求避免過度偏離原住民主體觀點，這或許是一種降低

遺憾的彌補手段。

論文集第一篇是廖炳惠教授發表的〈原住民及其

酒食祭典〉，以瓦歷斯‧諾幹的詩開篇起首：

山海戀：「原住民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焦桐  ■繪者：李蕭錕  ■出版項：二魚文化，2012.12

■ISBN：9789866490859

文／盧育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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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詩帶領，廖教授論述飲食與社會、文化的連結紋理；也多次討論孫大川在《久

久酒一次》中，反覆思考的原住民族群命運與表象酒食態度之間的深度糾結關係；並且以

浦忠成的論文〈原住民族飲食作物來源傳說〉帶領概覽原住民飲食、祭儀、神話之間互為

象徵的文化傳統。

特別一提〈附錄：「原住民宴」食單〉，焦桐開列了13道親身實踐過的食單，細細

鋪陳其發源族群、典故傳說、料理手法、效能功用……。以食單做壓軸，真是一道誘人的

心機詭計，要讓讀者看完書就立刻奔向原民風味餐廳。在此僅羅列菜名如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部落，

有人的部落是一座城市，

有人的部落是充滿魚腥味的漁村，

有的是同姓的莊院，或者，

就只是一條河流，

不論是城市或河流，

只要認為是自己的部落，

它就會住在一吋見方的心房，

你走到哪裡，

部落就跟著到哪裡。

        ──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能編得這麼「活色生香」，不得讚嘆主編焦桐功力不同凡響！而

論文集的內容，雖然沒有食單可口，但吸引人的力量更為可觀，歡迎各位喜好飲食，想了

解原住民飲食的饕客來訪原圖中心一探究竟。

彭巴草原的秘密：瑪黛茶 （南美洲瓜拉尼族）

阿里山日出：地瓜水芋沙拉 （鄒族、達悟族）

鬼頭刀跳舞 （達悟族、阿美族）

勇士出征：竹筒飯 （太魯閣族、傣族）

鱒魚深呼吸：野薑花鱒魚 （賽夏族）

山中傳奇：桶仔雞 （卑南族）

野鴨物語 （大洋洲毛利族）

原野二重唱：過貓拌花生 （阿美族）

公豬娶親：Chinabulu （魯凱族）

母雞唱歌：馬告雞湯 （泰雅族）

山海戀：小龍蝦燴飯 （大洋洲毛利族）

祖靈的眼睛：甜點 （賽德克族）

祖靈的呼喚：小米酒 （布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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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曼‧藍波安作品問世

前，本島的臺灣漢人對於海洋的

是如此的陌生，像是未知的危險

海域。夏曼‧藍波安，在十六歲

前往臺灣，遠離家鄉，在長久以

來受到漢文化的侵蝕與傷害後，

於三十二歲回歸到蘭嶼，重新學

習達悟文化，傾聽神話故事。在

1992年推出《八代灣的神話》，

開啟新的海洋文學並造就臺灣文

學新氣象。

《黑色的翅膀》是夏曼‧

藍波安第一篇長篇小說，其內文

直接切入飛魚與掠食者的搏鬥，

「黑色翅膀的飛魚知道大災難即

將來臨，便敏捷的驅趕三到四個

小隊成為一個大隊」、「性情焦

躁的鬼頭刀魚，血脈噴張的首先

衝入魚群之尾端，放大瞳孔，看

準獵物，迅雷不及衝入內部瞬間

吞下兩三隻飛魚」，夏曼‧藍波

安的文字帶給讀者大眾極大的想

像空間。

捕飛魚過程是枯燥乏味的。

回想起自己兩年前搭著哥哥的

船，前往海上捕飛魚，下網開始

等待，倆人叼著菸，不說話，靜

靜的觀看海與網子的狀況，時間

差不多時將網子收回，網子夾帶

海水及飛魚，收久了手部及腰部

都會感到有點吃力，網內飛魚並

不多，收了幾次網準備返航，總

數卻只有五十幾隻，在船上刮魚

鱗平分漁獲，雖然我只帶回十幾

隻飛魚，但看到老媽開心的臉，

我就覺得很滿足了。

書中吟唱的詩歌令人著迷，

達悟族人的詩歌並不是哪麼的高

亢，是以一個很平穩的聲音吟唱

出來，哪種吟唱出來的聲音有一

種說不出來形容的美，還帶點歷

經人生的滄桑感，這是我親身體

驗我阿公吟唱出來詩歌的感覺，

雖然那時候不是很懂阿公在唱什

麼，但阿公聲音的曲調還記憶猶

存。書中四個小孩嬉戲打鬧，看

著天空的眼睛訴說著夢想以及跟

長輩們的對話，看過《黑色的翅

膀》的達悟族人我想都會有身歷

其境的感覺吧，因為達悟小孩大

部分都是這樣長大的，下課後到

海邊玩，晚上同學坐在海邊看星

星聊天，放假到河流抓青蛙、鰻

魚或蝦子。但面對文明的衝擊，

年輕的原住民族開始在外地都市

工作念書，遠離了家鄉，但在媒

體發達的年代，不至於脫離自己

本族的傳統文化，不單單只是工

作賺錢，運用在外所學的知識來

幫助自己族人的文化。

《黑色的翅膀》是夏曼‧藍

波安最初的小說，或者應該說回

歸到最初的自己所寫出的野性美

學，是夏曼‧藍波安在追求怎樣

成為一個達悟男人過程中所產生

的創作。

原 住 民 族 文 學

文／施藍波安

■作者：夏曼.藍波安

■繪圖：儲嘉慧

■出版項：聯經，2009

■ISBN：9789570834499

黑色的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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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99年到民國101年，「臺灣原住民族

文學獎」已舉辦了三屆，集結各界關心原住民文

學的專家與學者，以及熱愛原住民文學的朋友

們，共同探討原住民文學的未來與發展，期盼能

建構出專屬於原住民族的文學發展空間，給予原

住民作家良好的競技舞台。

長期推動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原民會主委孫

大川（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在

序中表示：「文學是一種傳承，鼓勵著各位有志

創作的原住民朋友們，創作之路雖然辛苦，但卻

是記憶祖先面容最深刻的方式，希望大家勇於嘗

試，保持創作的動力，以書寫連結傳統與現代。

每年參加原住民文學獎，產出越來越多的作品，

讓原住民文學的未來越來越有前途，讓更多人看

見臺灣山林海洋的主人書寫的動人篇章，叮嚀我

們對這塊土地更深、更原始的關愛與珍惜。」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已培育出相當多

的原住民文學作家，李永松先生連三屆都拿下新

詩第一名(99）小說第一名(100）散文組第一名

（101），蔡光輝的散文（99）新詩（101）都拿

下佳作，江桓則拿下（99、100）小說佳作，陳

孟君的新詩（99）散文（100）第二名，朱克遠

的小說（99）第三名及（101）佳作等等，許多

參與得獎的優秀原住民作家，他們的參與使得臺

灣原住民族文學更加發揚光大。

本書內容分成四大主題，小說、散文、新

詩、報導文學，包含原住民文學作家的前輩們，

對於作品的看法與觀點，得獎者感言以及創作歷

程和作品內容。

本屆文學獎徵文合格篇數達到一百一十件，

徵文人數包括十一個族群，將近一百多位的原住

民朋友，感動的不是這些數字，而是原住民朋友

們所創作出來的文學令人感動。

此次「101年第3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活

動，整體作品來說更顯繽紛多樣，且有所突破，

對於現代文明與傳統的深思、生活與體驗的感

觸、濃厚的族群關懷，呈現出原住民生活層面不

同的心聲。

原住民文學的作家前輩們，也勉勵著志在創

作的原住民朋友們，用最原始的創作書寫，讓原

住民文學作品讓更多人看見，更了解我們對於臺

灣土地的熱愛與關懷，想必能讓原住民文學繼續

在文學的國度給大眾新的面貌。

原 住 民 族 文 學

Balhiu：101年第3屆

整理／施藍波安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總編輯：林志興

■出版項：原民會，2012.12

■ISBN：978986035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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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森林
   的秘密

■作者：謝文賢

■出版項：布拉格文化，2011.10

■ISBN：9789868732841

《極樂森林的秘密》將原始山林與原住民洪

水神話，結合兒童故事中充滿想像奇幻色彩的元

素，情節引人入勝，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其

中環保議題和運用原住民傳統智慧來化解危機，

也是一本非常適合提供學生從閱讀建立環保概念

的好書。

故事中的飛人村，村民都有一雙翅膀會飛

行。村裡的孩子也有一所學校，跟人類的世界一

樣，學校原本有考試制度，以分數論高下，但老

師們發現考試越高分的人，反而越不快樂，而且

在其他的活動中表現也越不出色，因此學校放棄

了考試制度，讓這些會飛的孩子們，在各式各樣

生動有趣的活動或比賽中，發揮他們與生俱來的

長才與能力。

這所學校中有位小朋友叫阿布，他是個只

會飛行卻沒有長翅膀的孩子，即使父親長著又強

又壯的黑色的翅膀，但他特殊的外型仍然引發注

意，甚至被懷疑是人類的孩子。然而在飛人村快

樂成長的阿布，和大多數同學一般，並不擔心大

人們複雜的想法，一樣開心玩樂，並希望參加校

慶舉行的飛行比賽。

文／阮紹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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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文賢

■出版項：布拉格文化，2011.10

■ISBN：9789868732841

在這個故事中，除了許多可愛的人物，也有一

些有趣的生物，例如「許願花」，一種會幫助人實

現願望的花，生長在非常吵鬧的寧靜山。而在這個

山上的植物以吃其他生物的聲音為生，這些植物平

常都平靜無聲，但只要有個風吹草動，就會非常的

吵鬧。因為只有許願花是不會出聲音的，所以要找

到它，必須在植物們都吵鬧的時候，一枝枝去聽才

能找到安靜無聲的許願花。

極樂森林是飛人村最大的一個森林，裡面都

是快樂的植物，如講笑話植物、傻笑植物、好脾氣

植物、非笑不可植物、呵癢植物、笑死活該花和搞

笑樹等。讓飛人的思想全變得非常的單純快樂，想

事情總是用最簡單的方式思考，就算是有人背後指

點，只要沒看到沒聽到都沒關係。極樂森林中的笑

笑果可以釀又甜又香，小孩也愛喝的「開心酒」，

但也有一種帶點憂鬱性格的重瓜，可以釀有苦味

的，大人們的飲料「傷心酒」。

故事最精彩的部份就是飛人學校的校慶當天，

大家歡天喜地的集合到學校運動場，開始舉行一連

串的比賽活動，家長孩子們都非常興奮。沒想到就

在比賽進行時，突如其來的巨大地震，讓堅硬的石

頭爆開，大樹一棵棵倒下，沒有固定的物品全都往

低處滾動，反應不夠靈敏的飛人被石頭或建築物

砸中受傷。更嚴重的是幾座充滿能源的山開冒出熱

氣，爆發的威力將像教室一樣大的石頭噴飛到太陽

裡去，熾熱的岩漿流經之處無一不熔化。

慘重的災情也讓長年躲在岩洞中的巨蛇為生存

而逃出，引起了飛人的恐慌，幾代以前飛人和巨蛇

之間的戰爭幾乎一觸即發。還好飛人學校的校長伐

伐冷靜勸告：「求生存是生物的本能，也該享有這

樣的自由」大家都有生存的權利，並利用老人家以

前的避災和自保方式成功地保全了性命。其中有精

釆又生動的人蛇互動，驚險刺激的描述。最後，好

心的阿布在父親的協助下，設法醫好了逃亡中眼睛

受傷的巨蛇，而自己也得到了「小英雄」的讚賞和

真正成為飛人的心願。

在故事最後，經過災難的飛人村也開始討論

重建家園、延續教育和未來防災設備的問題。更重

要的是發現了這次地震的結果，原來是人類棄置的

「垃圾」，造成空氣層的弱化，讓飛人村和人類

世界無形的接觸點失去平衡，地底能量奔竄爆發，

而引起了空前慘烈的災難。故事藉著伐伐校長的一

段話，語重心長地對村人說：「我們要盡快自救，

使生活上軌道，才能有餘力去幫助其他種族」作者

也在後記中寫道：「我想創造的，比較像是一群快

樂孩子的冒險歷程；一則（飛）人與環境對話的寓

言；一個出自台灣，卻比世界還大的故事。」

本書生動感人，因著作者有趣的書寫風格，不

由得加快了閱讀的速度。回想起自己兒時的創作或

書寫經驗，稚性地將孩子心中無法接受甚至害怕的

現實，或是好玩又很自豪的經歷，編織成一些天馬

行空的奇幻故事，深深體會到「每一個人的心中都

有一個極樂森林的秘密」。本書更寓意深遠，教導

閱讀的孩子或說故事的大人們重視環境的問題，尊

重大自然和其中各類生物的生存權利，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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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ous Writers of Taiwan :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Essays, & 
Poems

臺灣原住民文學英譯大多以短篇翻譯為主，

到目前為止，比較為完整的翻譯集中在美國加州大

學聖塔芭芭拉校區，臺灣研究中心所出版的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臺灣文學：

英譯叢刊》），但譯作分散於各期期刊。另一個較為

完整譯作則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於2005年出

版，由美國漢學家John Balcom （陶忘機）所翻譯

的Indigenous Writers of Taiwan: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Essays, & Poems (《臺灣原住民作家文選集》)，是英

語世界第一本臺灣原住民文學的文選集。

譯者收集的書籍、期刊雜誌、與報紙堆疊起來

有4英呎高，再從這些文獻中，依照族群、主題，

或敘事型態等方式選出代表各族的作品。Indigenous 

Writers of Taiwan收錄故事（10篇）、散文（8篇）、

詩（12首）3種文類，共27位當代作家的作品。如巴

代的〈薑路〉、里慕伊．阿紀的〈山野笛聲〉、瓦歷

斯．諾幹的〈伊能再踏查〉、奧威尼．卡露斯的〈永

恆的歸宿〉、夏曼．藍波安的〈大魟魚〉、撒可努的

〈走風的人〉等。

臺灣原住民文學在整個世界文學的框架下，是

處於邊緣地帶，對於英語世界的讀者而言，在閱讀上

最大的挑戰不是語言本身，而是這本文選集中所呈現

的臺灣原住民文化。因此在本書的緒論，譯者用了15

頁的篇幅介紹臺灣原住民的歷史、文學、以及各族

■Translator：John Balcom

■Imprint：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5

■ISBN：9780231136501
文／鍾承育 Cheng-yu 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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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介，提供了讀者入門的資訊。從原文讀者的觀點來看，書中選錄的作品是否具有代表性，是

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也是一個長久以來存在「文選集」的一個議題。但無論如何，這本書的問

世，象徵了臺灣原住民文學在英語世界的一個開端。

 The English translated pieces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re mostly collected in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Taiwan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Yet translation works are short pieces and only a few special 

issues have concentrated collections. In contrast to the journal, Indigenous Writers of Taiwan: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Essays, & Poems translated by John Balcom and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 2005 is the first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Balcom collected works of Taiwan indigenous writers from 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a stack about four feet high according to the translator (XXII). He selected target works 

from the stack considering tribal groups, themes, or types of narratives. This anthology is consisted of 

10 stories, eight essays, and 12 poems by 27 contemporary Taiwan indigenous writers, for instance, 

Badai’s “Ginger Road,” Rimui Aki’s “The Sound of a Flute in the Mountains,” Walis Norgan’s “He 

Makes Another Survey,” Syman Rapongan’s “A Large Stingray,” and Sakinu’s 

“Wind Walker”.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is in a marginal posi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greatest reading challenge 

for English readers is Taiwan indigenous cultures presented in the 

anthology instead of the matter of language. Thus Balcom provides 

a 15-page introduction to Taiwan indigenou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rib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hology to assist readers to bridge 

cultural ga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readers, the issue 

of representability of anthologized works remains debatable—an 

issue that has long existed in anthologization. Nevertheless the 

publication of Indigenous Writers of Taiwan symbolizes a threshold 

of introducing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to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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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ceress Diguwan
■Author: Badai; Translator: Catherine Hsiao
■Imprint: Taipei: Serenity International, 2013
■ISBN: 9789868234048

Badai is a contemporary Taiwan indigenous writer 

born at Damalagaw, a Puyuma village in Taitung County 

in 1962. He attended military academy in his youth 

and then served as an officer of Marine Corps after 

graduation. His previous experience of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helps him to develop a unique writing skill to 

precisely describe combat scenes in many of his works. 

And his participation in loc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works also helps him to develop his historical fictions 

by digging out forgotten histor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Badai’s literary talent began to receive public 

attention in his middle age when newspapers and 

literary magazines published his short works. Sorceress 

Diguwan (笛鸛), a gold-prize winner of 2008 Taiwan 

Literature Award, is his first fiction published in 2007 

signaling a groundbreaking event of his literary career. 

He is now a proliferative writer of eight books.

Known as a fiction writer, Badai often writes about 

life stories of his tribal people. And Ginger Road (薑

路) is such an example in which he characterizes life 

experience of his mother who struggles against poverty 

by farming ginger in the field. In another example, 

Badai tells a life story of a tribal veteran Ching-

shan Chen(陳清山) in Passing By (走過). The author 

studied autobiographical manuscripts of Chen who was 

conscripted into the army to fight in Chinese Civil War 

in Mainland China after World War II. And Chen was 

unfortunately detained in China due to defeat. His fate 

and struggle for return is represented in Passing By.

Among Badai’s eight books, Sorceress Diguwan 

and the succeeding work Mazizir (馬鐵路) were first 

文／鍾承育 Cheng-yu 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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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by Uozumi Etsuko (魚住悅

子) and published in 2012. And Sorceress Diguwan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Catherine Hsiao and 

recently published in 2013. Sorceress Diguwan is 

the first roman-fleuve (novel-stream or novel circle 

in French) ever produced by Puyuma writers. There 

is a very particular story about the birth of the 

fiction. Badai read a history of a conflict between 

his tribal people and Bunun people from Laipunuk 

(內本鹿 or Nibiluk in the source text) in the 

documents of aborigine controlling policy (理蕃

誌稿) compiled by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n he interviewed his tribal elders to verify this 

history in December 2002. To his surprise, the 

elders told him a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of the same 

conflict—a difference between so-called official 

history and unofficial history. And the difference 

further motivated the author to frame the fiction 

through different narrative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author’s field works.

Sorceress Diguwan  is situated under a 

historical context of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local population includes 

Puyuma people, Han Chinese new settlers who 

move from the west part of Taiwan, and Japanese 

colonizers in the setting of the fiction. To highlight 

this multi-ethnic figure, Badai presents dialogues 

between characters mainly through a bilingual way 

in the source text, namely Chinese and Puyuma. 

The dialogues between tribal characters are first 

written in Romanized Puyuma followed by the 

matching Chinese texts while the dialogues of 

new settlers are expressed colloquially in Min Nan 

dialect. Yet this bilingual figure is somehow absent 

in the translated work so that English speaking 

readers would not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is distinct 

linguistic figure, which often employed by many 

Taiwan indigenous writers, in the source text.

The multi-ethnic composition of local 

population also allows Badai to signify multi-

cul tural ism in Sorceress  Diguwan .  Ethnic 

boundaries seems clear but the author attempts 

to blur ethnic distinction by incorporating, for 

instance, new settlers’ agricultural skills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tribal members. In addition to the 

oppression from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people of 

Damalagaw also face threats from the surrounding 

non-Puyuma tribes; thus this fiction should offer 

readers a picture of inter-tribal tensio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Meanwhile English speaking 

readers would read how witchcraft tradition, or 

“Native Formosan Magic” as John Anderson 

puts it in the introduction, functions in Taiwan 

indigenous societies. Badai also presents how tribal 

people organize themselves to form defense groups 

according to social hierarchy and tribal tradition. 

Here Badai reconstructs detailed and precise plots 

of tribal defense operation according to his previous 

military experience.

In brief, Sorceress Diguwan is the first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adai’s fictions. It 

is rich in multi-cultural, gender, and social-political 

issues of a Puyuma village between 1915 and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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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Volume I)
■Author: Pasuya Poiconü (Chung-chen Pu)

■Translator: Wordsworth (Shian-Ming Wu)

■Imprint:  Taipei, Taiwan :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 LE JIN Books, 2012-
■ISBN: 9789866178542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Volume I is a new work by Pasuya Poiconü (Chung-chen 

Pu)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NAER) and Le Jin Books Ltd. in 2009. 

The author is a renowned Tsou scholar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literature who holds a PhD degre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Forgotten Sacred 

Lands: Tracing the History, Mythology and Literatur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 and Expressions 

of Narrative Oral Literature, Myths and Literatures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is volume, Pasuya Poiconü collects and 

outlines thousand-year-old rich oral tradition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Oral tradition represents 

cultural identity, tribal origins, and heritage of fourteen 

indigenous groups in Taiwan. It is further served as a 

founda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s for most contemporary Taiwanese indigenous writers. The author offers 

his interpretation to the collected stories and then discusses how the stories are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literature. Indigenous cultures are essentially place-based. In a sense, the author also 

pictures how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are connected to mountains, rivers, animals, and plants through 

storytelling.

The publicat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Volume 

I makes it possible for worldwid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his very particular field of world literature.

文／鍾承育Cheng-yu Jung

                    陳欣嵐Cynthi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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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歷斯．諾幹（Walis Nokan）是當代原

住民族漢語文學的重要作家，由於對文學的熱

忱與對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使命感，瓦歷斯用

心耕耘自我的文學生命，並嘗試以各種不同的

文類創作，所涉題材不僅止於對原住民族的關

注，也有對生命之檢視與思索。瓦歷斯．諾幹

向來以詩、散文、評論和報導文學見長，但他

也嘗試小說創作，本文所介紹的《城市殘酷》

就是瓦歷斯．諾幹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

《城市殘酷》集結了瓦歷斯1980年至2007

年的部分短篇小說：從1980年12月24日發表於

《聯合報》副刊的〈祭〉，到2007獲得第九屆

中縣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的〈父〉。本書寫作跨

越的三十年，瓦歷斯．諾幹也從甫投入文學創

作的青年，成為邁入中年的臺灣原住民文學大

家。《城市殘酷》書寫所集合的是三十年來臺

灣原住民在時代鉅變下對歷史與傳統文化的記

憶，及其對城市文化的適應不良與顛沛流離。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分：一、「記憶溫柔」收錄

大部份的極短篇，是有關族群或個人記憶的書

寫；二、「城市殘酷」以部落青壯年外遷所面

臨城市與生活的殘酷為題材；三、「野地漂

泊」則書寫族人父祖輩的故事，通過這些生命

的故事返照人對現實世界的抗拒與不能抗拒。

《城市殘酷》一書中故事主要是環繞在瓦

歷斯．諾幹的部落：Mihu部落以及其旁的大

安溪。新書發表會中，瓦歷斯曾回憶部落與城

市間的關係：「一天四班車，是部落與東勢的

橋樑」，這座橋樑搭起部落文化與城市文化的

連結，也開始造成價值衝突，但早在有公車抵

達之前，日本人就曾順著大安溪試圖接近這座

部落（《太魯閣風雲錄》），關於這些，瓦歷

斯．諾幹就泰雅的視野，以Mihu部落為定位，

從小人物的生存故事出發，繪製出長久以來臺

灣原住民在主流社會中所遭受的異樣眼光，並

表露出臺灣原住民內心的感受與情感世界。

有別於以往我們對瓦歷斯文學創作的框

見，《城市殘酷》是我們再次認識瓦歷斯作品

的機會，並通過小說所再現的泰雅人物（甚或

是Mihu部落）與故事來了解臺灣原住民的心

靈世界。繼《城市殘酷》之後，南方家園也有

計畫出版瓦歷斯．諾幹另一本小說集──《戰

爭殘酷》，當中將收錄以戰爭為主題的中篇小

說，就讓我們引頸期待！

文／莎歷瓦勞．布朗

原 住 民 族 文 學

城市殘酷
■作者：瓦歷斯．諾幹

■出版項：南方家園；2013

■ISBN：978986895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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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許多嚴肅的議題並不需要長篇大

論，只需要傾聽一個故事。主角或許是一件手工

編織的衣裙、一位鐵道偶遇的旅人，甚至一畦家

庭菜園，這些故事所敘說的內容可能並不深奧，

卻帶給人無盡的深思，進而透出事物背後的靈魂

及其所蘊含的深意。部落原住民與現代都市文化

的格格不入甚至相斥衝突，是數十年來一直存在

的問題，也是許多原住民運動努力的課題。作為

一個非原住民的讀者，若沒有長期深入的關注，

是沒辦法對這些議題作出評論的。但是，透過故

事的傳述，就算只是描述性的，不偏及任何評判

的，也多少能夠理解原住民在經歷都市文化的洗

禮時所遇過的困難以及不被理解的痛。

《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這本散文集，

集結排灣族女作家利格拉樂‧阿𡠄女烏 於1994年到

1996年間發表在報刊上的短篇文章。卷一〈原

住民的母親〉著重刻劃原住民女性遭受的種種境遇，還有她們面對都市文化的時候如何在傳統與

現代的夾縫中堅強生存，從而體現自身價值的狀況。卷二〈山居手札〉則是阿𡠄女烏 回歸部落後的生

活紀錄，包含了阿𡠄女烏 參與原住民運動的心得與對社會環境的觀察。

阿𡠄女烏 母親是排灣族人，父親為外省籍老兵，她從小在眷村長大。在那個時代，原住民還是備

受歧視的一群人，「山地人」、「番仔」的標記如影隨形，從小遭受各種不平等待遇的阿𡠄女烏 𡠄曾經

非常厭惡自己的血統，並且拒絕承認自己是原住民。外省父親去世以後，阿𡠄女烏 𡠄跟母親一起搬回排

誰來穿我織的                        : 
排灣女子的部落印記與人文筆記

文／黎院竹■作者：利格拉樂‧阿女烏𡠄  ■出版項：晨星發行，1996

■ISBN：957583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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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族部落居住，至此才開始慢慢體會到身為

原住民的價值，並開始來回奔走於部落之間

進行田野調查，尤其著重在原住民女性生命

歷程的挖掘與未來定位的追尋。阿𡠄女烏 𡠄常說自

己生為排灣女子，又嫁作泰雅族媳婦，自身

經歷讓她擁有一雙跨族群的眼睛，看遍了原

住民女性的苦與樂，並藉著一支筆寫出一個

又一個的真實故事，串起了原住民女性相似

的命運。

整本書傳達出一個訊息：原住民在傳統

文化與都市生活的夾擊下如同迷路的幼兒，

他們遠離祖靈的庇佑，為的是尋求更好的物

質生活，但同時他們又擁有一顆希冀回歸部

落的心，嚮往血液裡的那份悸動。這種喪失

自我的感覺，或許才是最令人痛心的隱憂。

如同本書書名「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

指的就是一個阿美族婆婆擔憂阿美族傳統的

紡織技藝將無從傳承，只因她從小就把女兒

送到平地念書，女兒長大以後卻再也不願回

來。能怪誰呢？明明是自己親手斬斷了這條

文化生命線，現在想要反悔卻也來不及了。

許多部落文化就這樣逐漸消失，徒留心急的

哀嘆。

相較於卷一以溫婉柔和的口吻娓娓述說

原住民女性的生命物語，卷二雖名為〈山居

手札〉，實為阿𡠄女烏𡠄對整個社會環境的觀察筆

記。生長於眷村的阿𡠄女烏 並沒有忘記自己身上

有一半的外省血統，透過父親落寞的身影，

她觀察到除了原住民以外，還有一群人生活

在歷史的悲劇之下，他們其實也是需要關心

的弱勢族群。老兵的故事並不新鮮，但親身

經歷過的人總是特別能表達出那種無語問蒼

天的無力感。在兩岸開放交流的今天，這塊

歷史的傷疤即便不能完全消抹，或許也能逐

漸走出哀痛吧。

阿𡠄女烏 長年從事田野調查並致力於原住

民運動，培養出極為銳利的觀察力。這麼多

年來，即便政府機關與社會大眾已經開始關

注原住民議題並積極做出某些行動，但若沒

有從根本去理解原住民的思維方式，只是從

外表做做樣子，所謂的原住民運動也不過是

空口說白話而已。卷二末尾幾個短篇，尖銳

的點出這種粉飾太平的現象，同時也批判了

原住民本身，尤其是年輕一代原住民缺乏改

變的熱情，天助自助者，若不從自己開始

做起，又怎能幫助整個族群奪回應有的尊嚴

呢。

《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出版於1996

年，距今已有17年。這中間臺灣社會對於族

群問題，不管是部落與平地、外省與本省，

早已經歷了許多磨合，也慢慢地達到了某些

目標。書中描寫的許多偏見或誤解的現象已

經逐漸消失，也還有許多深層的問題仍然無

解。阿𡠄女烏 𡠄的文句，或許帶了點心焦，又隱隱

透露出不滿，但字裡行間散發的那份溫柔卻

堅韌的情感，卻持續傳達出她對整個族群的

關懷，以及盼望族人從我做起的殷切期許。

就如同本文開頭所言，透過說故事這種直接

又簡單的方式，往往更能貼近人心，也更能

刻畫在人的記憶裡，不會被輕易忘記。



泰雅的故事
文／廖偉辰

■作者：游霸士．撓給赫

■出版項：晨星發行，2003

■ISBN：9574553639

游 霸 士 ． 撓

給 赫 （ 田 敏 忠 ，

1943～2003），為

泰雅族澤敖利北勢

八社薩衣亞天狗部

落人，畢業於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系，

並取得國文研究所

結業證書。由於受

過完整漢語教育及

長期擔任國文教師

的職務，游霸士中文的駕馭能力是原住民作家

中少見的。或許是因為他自身承認接受漢文化影響較

深的緣故，游霸士認為原住民文學應以寫作的題材為

界定，認為不管作者是閩南、客家或外省人，只要寫

的是原住民的故事，就應該把它列入原住民文學的一

部分。但是，游霸士文學創作的源頭，是植基於個人

對母體泰雅文化、語言的深刻認識，而發展出來的。

因為有感於泰雅爾語在部落裡還有人聽得懂，

但走出部落後就沒人聽得懂了，不要說外人聽不懂，

就連二、三十歲的原住民新生代都不會講、不會聽。

為了謀生，大量的原住民族遠離部落前往都市生活，

但也造成文化傳承上的危機。雖然有識之士十分擔憂

原住民族文化的消失，但偏偏語言，若脫離了地域性

與實用性，它的實用價值便會大打折扣，加上現在不

少原住民已經住在都市，由於語言實用性的失落，加

上原住民族語教學趕不上語言消逝的速度，使得原住

民族語言快速消失，語言承載了文化的歷史記憶與內

容，減緩族群語言的流失是保存原住民族文化的當務

之急。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游霸士決心保存泰雅爾語

及其所代表文化和傳統，開始隨時隨地的記錄與撰

述，而有了《泰雅的故事》的誕生。本書以泰雅語系

中的薩衣亞語與中文對照，分為詩歌、祖先傳說和記

錄部落生活面貌的故事等四大部分，共二十九篇。

本書描述了泰雅族古老而動人的故事、族群歷

史與信仰禁忌，例如在長篇故事《人類的誕生》中，

我們可以看到因為某一位青年和自己阿姨的女兒相

戀，違反了泰雅族的傳統慣習，鬼神為了給予懲罰，

降下大水將泰雅族的村落給淹沒，使泰雅族幾乎遭到

滅族的危機。其他故事中，為了族人幸福，而寧願

自我犧牲的老婆婆高貴情操；族中睿智的長者卜蓋爺

爺，在危急的狀況下指引泰雅族全體族人躲避危難，

最後度過難關，並指引族人尋找很好的居住地。而在

故事《砍頭》中，藉由主人公巴桑的蛻變，宣揚泰雅

族的勇士文化；另一個故事《刺青》中，藉由主人公

福大的娶妻故事，告訴後世子孫，為何一定要刺青，

才能迎娶妻子繁衍後代的故事。這些故事傳達與告誡

後世子孫，不要違反祖先遺留的傳統慣習，否則會得

到鬼神無情的懲罰。

在詩歌《不免叫人哭泣》中，可以感受到男子

失戀之後，對女子依依不捨而悲傷的心情，但是在故

事《像太陽那樣漂亮》中，又生動的描繪出馬幸見

到心儀女子瑪婭時，小鹿亂撞不知如何是好的戀愛心

情。

透過作者筆下的故事，讀者可以從中瞭解泰雅

族所獨有的世界觀、文化觀和戀愛觀，以及泰雅族先

民想要傳達給後世子孫訊息，並可從中增加對於泰雅

文化的瞭解。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在需要說明

的地方，以小百科的形式解說泰雅族的文化，如同作

者所言，除了可以做為泰雅爾族語的教學材料外，也

是帶領外人了解泰雅族文化的入門捷徑。

原 住 民 族 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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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文／黃政

■作者：陳春芳

■出版項：新銳文創，2012

■ISBN：9789865915162

本書作者為陳春芳老師，陳老師為花蓮縣

陶藝學會創會及第二任理事長、花蓮縣陶藝學會

顧問及教師，退休後於多所高中職兼任陶藝教師

並從事陶藝工作及教學長達二十餘年，對傳統及

現代原住民陶藝、圖騰、雕刻及文化均有深入研

究。本書介紹了雅美（達悟）族、阿美族和排灣

族製陶的基本方法及彩繪技巧，以深入淺出的文

字搭配操作步驟圖，讓讀者們能夠更清楚的了解

製陶技巧。此外也簡介了臺灣原住民族之陶器文

化及圖像與圖騰。

首先介紹原住民族陶器與文化，其中雅美

（達悟）族製陶文化及技術較為簡樸且隨興，多

用來蒸煮食物；而魯凱及排灣族則將陶壺奉為一

種神物，同時陶壺也是尊貴的象徵，只有貴族才

能擁有，排灣族也有流傳祖先是從「陶壺」誕生

的，祖靈也會居住在陶壺中；阿美族則是最早進

入農耕社會的族群，陶器主要為日常生活用品及

祭祀用途，製陶技術純熟，造型完美。

接著則介紹原住民族的圖像與圖騰，包括雕

像、服飾、陶器上的圖騰皆有介紹，而在所有族

群中，以排灣、魯凱族的圖騰最為豐富、精緻。

書中除了附上圖騰之樣貌外，也對於圖騰的象徵

性做了解析，讓讀者可以了解到圖騰所代表的意

思，以及圖騰用在器物上的原因。

而在製陶方法的介紹上，分製陶方法、燒

成方法兩步驟做介紹，以文字搭配照片解說，

讓讀者可以更加了解傳統技法。本書以雅美（達

悟）、阿美及排灣三族為例作介紹，也介紹了黏

土的性質以及選土、回收和煉製。

當然，除了這些傳統技法以外，作者也特別

教大家如何彩繪、注漿以及翻模，還有其他現代

陶藝的製作方式和小陶珠、實用器皿的製作，讓

對陶藝有興趣的讀者們可以一路從原住民陶藝文

化的背景了解到製作技法以及創新的應用，對於

喜愛陶藝也喜愛原住民文化的朋友們來說，這絕

對是本不容錯過的好書！

綜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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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東的教堂：
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奇

            文／盧育嫺

《公東的教堂：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奇》書末羅列了50

幾位推薦人與他們的推薦感言，很壯觀的陣容！其中多位寫到

他們讀本書時，每每有想掉淚的感覺，令人好奇的是，他們似

乎也不全都是基督徒，如果不是因為信仰的感召，那麼流淚是

為何呢？一口氣讀完本書後，我也必須坦誠，竟然也有些不能

自己，好久難得有這種體驗，深深地被融進一個故事裏，從第

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還依依不捨地不願接受故事就這樣結

束了。闔上書，揉揉不爭氣的眼角，忽然悠悠想起、懂得了，

卑南族Paelabang Danapan原住民族委員會前主委孫大川說過

「天主教信仰是他心靈的第二個故鄉」，這話的深情內涵。

書名很直觀性，就是在談建築與教育，只是細讀內容

所得的震撼，遠超過對這個命題的預期。臺灣建築地圖上很

出名的臺東「公東教堂」，已有多位臺灣建築名家、碩博士

論文、文史工作者為它拍照著述。「公東教堂」是建於二戰

後，臺灣物質匱乏的1960年，它與科比意大師建於法國的登

峰之作「廊香教堂」，約莫同期誕生，令人驚嘆的是，在這

個當時被世界遠拋天邊的臺東，竟有這麼一座小教堂，自信堅毅地展現著與歐陸同步的現代主義建築光芒。

設計師達興登先生在接受作者訪問時，謙稱說「公東教堂」是他初出茅廬的設計，也許是謙遜天性，也

許是信仰使然，達興登的「公東教堂」不像一些現代建築給人生硬冰冷的距離感，它格外平和親切；這座蓋

在臺東的小小教堂，即使在50年後的今天看起來，仍非常地現代前衛，清水混凝土的牆面上，光與影輕柔交

錯，人性與神性交會的光亮，清澈明朗盡在不言中。

這無疑是個令人好奇的故事起點，「當初為何會有這樣一座教堂建在臺東？」從這裏啟程，本書作者

攝影藝術家范毅舜先生，帶領我們進入了一道悠遠的時光長廊，在長廊的那一端，您會看到一個個遠從歐洲

飛向東臺灣的「白冷外方傳教會」的會士們，他們當時正是青春年少，告別了瑞士家鄉，進到這個快被世界

遺忘的角落，帶來渴望已久的物質與精神資糧。他們一個個在這兒落了地、生了根，穿進原住民部落大街小

綜 合

■作者：范毅舜   ■出版項：本事文化，2013

■ISBN：978986611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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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體察回應族人的需要；他們更將異鄉做故鄉，青

春紅顏轉眼白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再將自己埋進

東臺灣，這一方陽光照耀海風吹拂的土壤裏，深深

地，化做春泥更護花。

這一群「異鄉來的撒種人」是真誠浪漫，也是謙

卑務實的。作者從錫質平神父堅毅興學的故事說起，

36歲初到臺東的錫神父很清楚，讓上帝子民改變窮

困的利器不只是祈禱，而是「教育」。因此，他拼命

向家鄉父老募款興學，找瑞士同鄉設計師進行建築設

計，更號召數十位瑞士、奧地利、德國的優秀技師，

不支薪前來到臺東義務傳承工藝技術。錫神父引進的

是德國傲視全球的「二元教育系統」，那是一套臺灣

至今仍欽羨不已的師徒傳承工藝技術教育制度，他創

辦「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要求學生紮

實學習技藝，獲得脫貧的一技之長外，更以神父和師

長們嚴格溫暖的身教言教，給血氣方剛的學生們立下

做人處事的優良榜樣，這種無形的感化，讓年少學

子們受益終身。而匯聚了無數愛心蓋起來的「公東高

工」，校舍最頂樓層便是美麗的「公東教堂」。

公東學生也不負師長們苦心栽培，紮實的技藝讓

當時的畢業生們，還沒踏出校門就有許多工作等著，

還屢屢出國比賽拿冠軍，今日臺灣傢俱業的大老闆們

很多都有「公東血統」便是緣由於此。這個「海岸山

脈的教育傳奇」造福無數東部學子，錫質平神父與他

的事跡，早成為公東的精神標竿，公東人沒有一位不

感念，「很多校友雖已年過半百，但一提到過世逾四

分之一世紀的神父，仍淚眼汪汪，不能自已……，直

到今日，仍有不少校友，每回由東部往西前，或由西

往東來時，一定會到錫神父位於臺東大武鄉南興村的

墓園看看。對他們而言，這位1952年就來到臺東，將

自己全給了東部，還將遺體視為肥料、奉獻給這塊土

地的異鄉人，與他們的親人無異。」

作者在介紹白冷會會士與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

的事蹟外，也未忘記自己是一位藝術家，特別以專章

介紹有「臺灣廊香教堂」之稱的「公東教堂」，以及

數十間東臺灣的美麗教堂，如果想瞭解現代建築美學

的讀者，可從中得到專業的精彩解說。只是作者仍希

望我們記得，有一群與我們全然沒有血緣關係的外邦

人，無私地為東臺灣付出，「即使病入膏肓，用爬的

都要到教堂為信徒做彌撒，闡述基督愛人、救恩的道

理。」，他們很多人身後就長眠於這些東臺灣教堂附

近，這些教堂之所以美麗，不僅是因為他們簡潔的建

築形式，更在其內蘊豐厚的情感。

今日的臺灣與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經不同，我們

或許「不患貧」，卻陷進資本主義的牢籠，在「患不

均」中相互指責殺紅眼。或許，回頭看一下那群放棄

瑞士優渥環境的會士與修女們，他們之中還有很多人

至今仍堅守崗位，在東臺灣山巔海邊盡心服務。「點

滴之恩定將湧泉以報」這境界我們怕是趕不上了，但

至少要永遠記得這群可愛的勇者，然後給他們一點助

力，幫他們也是幫自己。或許也就在我們感到生命走

投無路，快要窒息之時，去臺東望望天空、吹吹海

風，也看看那群長眠於此的可敬傳教人的小小墳塋，

感受那撼動天地的「傻勁」，找到重新出發的勇氣。

「公東教堂」是座美麗的建築，它為我們謙虛

地保留了一個時代的記憶。它的故事，不只是信仰的

故事，它細訴的不是天上，而是人間最細緻綿長的牽

掛。在此，還是先跟所有讀者做個心理建設，看此書

時請千萬不要害羞，如果眼睛想流汗，就讓它靜靜地

流吧！那是一種很幸福的直覺反應，您我當感到慶

幸，可以讀到這麼一則動人的故事，感受到好久不見

的純真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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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偉辰

■作者：高賢治，黃光瀛總編輯

■出版項：臺江國家公園，2012

■ISBN：9789860340235

本書分成四個部分，以地圖來介紹臺南

地區的歷史。自從石器時代以來，人類便開始

製作地圖。其中最早的地圖在公元前6200年

於土耳其地區出現。地理大發現後，由於貿易

與航海的需求，各行各業都開始要求地圖的精

確性，其中，地中海人的航海地圖更是十分準

確。到了1568年，荷蘭製圖學者墨卡托創立了

正軸等角圓柱投影的技術，這個投影將等角航

線繪製為直線，至今還在海圖製圖時使用。

本書第一部分，呈現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

人對於此一知識的成果，在此時，荷蘭人就已

經大致知道臺灣島的輪廓，也知道相對於中國

的地理位置，這是從十五世紀以來，地圖知識

快速發展的結果。

自從清帝國擊敗東寧王國（明鄭時期）佔

領臺灣之後，臺灣地圖繪製便以傳統中國式地

圖為主，這便是本書第二部分的內容。傳統中

國地圖主要是以山水技法為主，並不像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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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呈現的西方人地圖，重視實際的相對位置。

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式地圖就不科學，例如現

存最早臺灣全圖《康熙臺灣輿圖》，雖然以中國

傳統山水技法繪製，內容卻是以寫實手法描繪出

十七、十八世紀臺灣西部由北到南的山川地形、

兵備部署與城鄉生活等人文景觀，可以說是當

時臺灣社會、文化生活及清初對臺灣地理知識的

縮影。而雍正和乾隆時代的地圖，除部分重要建

物有繪出實景外，其餘聚落一律以楷書標記，人

文景觀雖然簡要，但聚落名稱可與今地名對照，

也提供臺灣古今地名演變的第一手資料。到了晚

清，日本歷經明治維新後，在1874年藉口琉球

船民遭臺灣原住民殺害，因而出兵臺灣（牡丹社

事件），並指稱臺灣山地為無主地，意圖「無主

地先佔」。此舉帶給清帝國很大的刺激，因此，

1879年在臺灣兵備道夏獻綸主持下繪製了《臺灣

輿圖》。此地圖成為漢人政府所繪製的地圖中，第

一次能完整涵蓋臺灣西部與東部者。對於探討清末

到日治時期臺灣環境的變遷，是一項珍貴的史料。

1895年之後，日本取代清帝國成為臺灣的統治者，本書第三部分的地圖主題即屬於這個時

代。日本為了有效利用臺灣的資源，從1898年9月起便實施臺灣土地調查，並完成了《臺灣堡

圖》，也利用此份精確地圖來對臺灣社會的資源和地理建置重新進行安排，臺灣也由晚清時代逐

漸進入現代我們所熟悉的樣子。第四部分則是以臺南為主題，介紹了自1894年以來的臺南地圖，

繪製者有英國駐安平領事、日本人，乃至於當代的臺南地圖，將臺南古今地圖做一完整呈現，呈

現出四百年前大員（臺灣）的門戶──台江（臺南）在不同時代下的各國人們對此地生活空間的

想像與感受。

日本時代之後，現代的地圖走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我們辨識方向，認識遠近的重

要工具，無論是登山、救難與探勘等活動的順利與否都與地圖繪製是否精確有關。閱讀本書，除

了能瞭解地圖發展及其變遷的歷史以外，對於地圖的實用性，還有不同時代的不同的繪製方法及

都能有所認識。無論是西方、中國還是日本式的地圖，除了各有千秋，亦各有其背後看待世界的

方式，值得大家細細品味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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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水災口述史：
2009～2010災後重建訪問紀錄

文／翁稷安

■作者：陳儀深主訪；簡佳慧等紀錄   ■出版項：前衛，2011

■ISBN：9789578016613

本書是臺灣教授協會所企劃，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陳儀深教授擔任主訪，並在其帶領下由

助理和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研究生紀錄完

成。陳教授長期投入各式口述訪談的計畫，曾任近

史所口述史召集人，又於十年前主持九二一大地

震的口述訪談，出版了《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紀

錄》。因此，不管在學養和經驗上，陳教授都是完

成此書的不二人選，也讓本書展現出不同坊間一般

報導的深度與視野，透過言談的紀錄，深刻描繪了

風災過後重建問題的困難和複雜度。不管是對該課

題有興趣的讀者，或有志於口述相關工作的年輕學

子，都是不容錯過的力作。

如副標題所指出的，作為一本針對2009年8月

莫拉克颱風襲台的訪談紀錄，本書所關注的焦點並

非風災來襲的前後經過，而是將主軸設定在災後重

建過程，各地災民所面對的處境和難題。所以書中

訪談所呈現的不是天災的驚心動魄，而是事後災民

要重返（或重造）家園時，所面對各樣衝突。誇張

點形容本書關心的主旨，與其說是「天災」，不如

說是「人禍」。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高雄縣（現為高

雄市）、屏東縣、臺東縣三重創區裡和風災重建有

關的人員，以及三位巨型NGO（Non-gov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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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nizations，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在三大災區的部分，從受訪者的名單中，明顯

表現出採訪者希望保有多元意見的巧心安排，同一地區的受訪者，往往橫跨不同族

群，在重建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並儘量安排諸如官方等外來者的聲音，試圖

從不同的角度，讓問題的複雜得以突顯，避免變成特定立場的一言堂。在巨型NGO

的部分，則集合了三個最大型也最具代表性NGO團體：臺灣世界展望會、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總會、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了另一出發點的意見與觀察。同時將

這麼多不同的訪談並置，讓不同的觀點彼此對話，甚至交相詰難，宛如打造了一場紙

上的重建高峰會，讓來自各個背景和需要的聲音，在讀者的腦海中爭吵、辯論，激發

出對災民重建家園時各種苦處的理解與思考。

陳儀深教授在主訪者序言〈撫慰受傷的土地〉中，有點出幾項他認為值得關注

的重點，分別是：遷村的問題、小林村在重建工程中的指標意義、慈濟在杉林鄉建設

的大愛園區及其批評、以及對於永久屋政策的檢討。但上述這些並非代表訪談中全部

的焦點，讀者透過本書，可以依據自身的關懷而有不同的感受。經由這些訪談的紀錄

中，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人禍遠比天災可怕，從風災前開發政策的錯誤，到重建過程

的疊床架屋、拖延顢頇。颱風所造成的傷害雖然劇烈，但這些人為不當的決策，看似

沒有風災發生瞬間的張牙舞爪，卻在長期發酵之後造成更加嚴重的問題，不僅成為風

災的幫兇，甚至超越了天災的影響。此外，「同理心」也是在閱讀這些訪談時，不斷

提醒讀者的重要課題，很多事不是局外人理所當然的判斷即能解決，多數非災區的民

眾，都會直覺從安全角度出發贊成遷村，卻無法理解遷村背後所涉汲的生活改變，生

計無以維持的遷村計劃幾乎可以等同於慢性的謀殺。同樣地，沒有回應災民真切所需

的過度愛心，有時反而會變成一種負擔，從當地居民的發言中，重建過程裡有太多愛

心變成反效果的例子。凡此，都可以給予讀者很多反思的空間，並作為下次不幸發生

時的借鏡。

總之，一本好的口述紀錄應該要像一首交響曲，聚集各式各樣的樂器，以百家爭

鳴之姿，一塊一塊勾勒出事件的龐大真相。本書無疑達成了這樣的標準。也希望這樣

一本豐富的紀錄，可以發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效果，讓相同的悲劇不要再於

島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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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讀者會受到人類學吸引，並產生探索人類

學世界的興趣，其觸媒通常會是一些探險的、旅遊

的、異文化觀察等的報導或影片。做為引領大眾進

入人類學的啟蒙者，這些報導書寫或影片確實是發

揮了社會教育的重要功能。筆者曾在大學時期偶然

讀到胡台麗教授《媳婦入門》一書，當時驚訝地發

現另外一種觀看世界、分析親屬，竟是這麼井然有

序，又帶著深刻人情的理性方法，對人類學的閱讀

興趣也就從此悄悄萌芽。

當然，人類學做為一門「最具人文色彩的科

學」，不能只用報導文學的方式來閱讀它。當讀者

不論任何機緣，而開啟對人類學的探索興趣之後，

建議可以再搜尋更深入的閱讀憑藉，幫助自己釐清

思考脈絡，規劃進一步的人類學閱讀地圖。這樣的

閱讀策略，對於身處臺灣這種多元族群聚居地的你

我，尤其是很需要。《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觀

照、理論與實踐》就是一本能夠打通思考盲點，值

得讀者仔細推敲的有力閱讀憑藉。

本書作者黃應貴教授於2012年從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榮退，他在1988年取得英國倫敦大學政

治經濟學院人類學博士學位回到臺灣後，便將他從

1973年展開的布農族田野工作研究更加持續深化與

擴展。他推動臺灣的「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研究，

進行各種議題討論（人觀、空間、時間、物），並

出版相關著作。黃教授自述自己踏入人類學，以及

日後獻身研究工作，背後的原動力都是來自於他想

解決「不平等」與「部落經濟問題」的終極關懷，

他的著作中不時自問的就是「資本主義之外是否還

有另外一種可能？」這個經典問題。這樣的起心動

念是很重要的，因為讀者們可以在書中看出作者那

種想解決問題的真誠感情，我們便不只是在看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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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理論，而是看他如何藉用理論，釐清思考，

推展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可能方向。

《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

踐》介紹了「文化、親屬、性別、政治權力、

族群、經濟、社會、宗教、儀式、思考模式、

心理」等人類學概念、民族誌研究與理論。請

留心！黃教授強調自己並未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

來介紹人類學，它並不是一本入門書！全書讀來

雖是文詞流暢、論理生動、層次清晰，但因為作

者將重點放在他個人的親身體驗、反省與實作，

也就是在推演理論時，同步如實展現一連串的思

辯過程，這無疑考驗讀者能否跟得上作者思路的

功力。但也就因為這一點，本書完全擺脫了一般

理論型翻譯教科書的生硬冰冷，獨具豐厚的作者

個人情感，以及非西方思維的論述魅力！

或許，您可以這樣想像，就彷彿一位智者，

親將各派大師的民族誌與理論一一搜羅濃縮，不

僅為您講解那些研究是怎麼回事，理論是怎麼推

演，還將那些大師做研究的前因後果，並將自己

消化過的獨特觀點（菁華中的菁華）一一細說分

明，而這些觀點皆可跟您所處的臺灣或現今的世界

做對照與連結。這樣的一本著作就像一個學養深厚

的優秀老師，他能夠洞燭機先，輕輕點化我們的盲

點，悄悄提升我們的觀點。

本書最末篇章「人類學與社會實踐」很能總

結一位深具入世情懷的人類學者的終極思考，黃

應貴教授說：「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歷史社會條件

下，人類學不僅必須面對新的現象與問題，也必須

提出新的思維來思索新的可能……，面對未知的新

現象與問題，人類學的全人類文化視野，正能積極

地提供反思與創造的空間，而這種以已知來面對未

知的新境界，原本就是人類學知識的一環。」，並

再次提出終極關懷：「在快速的社會變動下，一個

弱勢群體如何掙扎生存，並在當下情境尋找存在的

意義?」他相信，只要有人願意繼續尋找答案，它

就有可能被解答，這問題也會繼續帶給人們一絲希

望，人類學也會繼續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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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一書是

英國人類學家奈吉爾‧巴利（Nigel Barley）於

1983年所出版的作品，內容紀錄了他前往非洲喀

麥隆研究多瓦悠人（Dowayo）部落的經過。不同

於一般人類學的民族誌，作者𡠄棄了學院書寫慣有

的冷靜、客觀等專業形象，改採以自諷而嘲謔的

筆調，如實紀錄自己在田野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

荒謬。本書沒有學術研究者常見的全知，以及高

高在上的身段。相反的，敘述的是一個人類學研

究者，置身在不同現實、文化環境，同時又背負

研究壓力時，所遭遇的困境和反省。

誠如黃道琳在導讀中所指出，該書對田野調

查的嘲謔書寫，有其時代的背景。反映著1980年

代開始，人類學領域中後現代、反思式的民族誌

浪潮，質疑民族誌所具有的客觀性，刻意強調田

野紀錄的曖昧難明，以及調查者在過程中自覺或

不自覺的操弄。本書可以說是這樣懷疑思維下的

產物，從一開始，作者為什麼要赴非洲進行田野

的動機，便與求知的使命感無關，而是來自學術

社群的同儕壓力：雖已在學院教學，但由於缺乏

田野經驗仍難以在同行之間立足。選中多瓦悠部

落，也是一連串妥協和巧合下的結果。確認了研

究地點，接下來則是在行政體系中的漫長旅行，

不論是申請研究獎助，或者應對喀麥隆官方難以

天真的人類學家：

小泥屋筆記
■作者：奈吉爾‧巴利 Nigel Barley    

■譯者：何穎怡  

■出版項：商周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8

■ISBN：98986657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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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官僚作風。千辛萬苦進入部落，一方面要適應艱困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面臨了語

言的學習困難，以及最關鍵的：找不到合適的訪談對象（就算找到了，敘述者所描述的往

往是理想的狀態，而非部落的現實）。好不容易上了軌道，身體卻又被非洲的衛生所擊

敗，出現牙痛、肝炎的症狀，親身體驗了非洲如惡夢般的醫療系統。身體好不容易復原，

也比較融入當地人民做事、思考的邏輯後，作者開始利用各種方法去取得資源，用金錢和

啤酒去利誘收買只是基本，他用各種哄騙哀求的手段，比如操弄祈雨巫師間的矛盾，以獲

取關於祈雨儀式的片段情報，然後再拿這些片段去和村民套話。最終，在跌跌撞撞中，拼

湊出多瓦悠人的信仰，也見證了他們的儀式，然後又經歷一番官方的折騰，才回到熟悉的

英國，完成了這一年的田野生活。

在作者的筆下，學者不再高尚，而是陷於各種泥沼之中，遊走於道德灰色地帶，為

求取學術成果而掙扎著。被研究者也不再質樸，他們有對傳統的堅持，也有對西方物質的

熱愛，有貪婪也有巧詐，也有自身的偏見與歧視。但本書不僅止於對人類學研究傳統的批

評，作者以自嘲的反省口吻取代新穎、艱澀的後現代詞彙，反而更具體如實的捕抓了一位

學者深入田野之中的樣態和處境。由是乎，作者所呈現的不再是冷冰冰的專業，而是在非

洲喀麥隆邊陲的多瓦悠部落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彼此生活的真實樣貌。也正因這樣帶著

溫度、有血有肉的真實，主客交融的文字，才使得民族誌書寫有完滿的可能。就這個意義

上，這本書的寫成不是為了批判或嘲諷，在滑稽突梯的文字背後，蘊藏的是作者對田野調

查乃至人類學整體更多的期盼。

本書雖是人類學的著作，卻適合不同背景的讀者。本書對於人類學界的反思，能幫助

不同的研究者思考自己領域學術規範的標準，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對象的關係。對於非學

界的讀者，作者試圖在各種混亂中，尋找出路的嘗試，也將使我們重新省思自己所面對的

現實。我們是否也在混亂中處理眼前的任務、湊合出自我的完成？是否達成目標後，過度

合理化，以致自我膨脹，無法誠實的面對自己的經歷？凡此，就已值得讀者翻閱本書。更

重要的，作者風趣幽默的文筆加上原始部落的親身親歷，絕對可以列入上乘的遊記之林，

是本絕對不容錯過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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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人類學家之

重返多瓦悠蘭》（以下簡稱

《重返》）為《天真的人類

學家：小泥屋筆記》（以下

簡稱《小泥屋》）一書的續

作，原書出版於1986年，

距前作有三年的時間。內容

紀錄了作者重返非洲喀麥隆

的多瓦悠人（Dowayo）部

落的經歷。這次重返非洲部

落，主要是得知當地要舉行

割禮的消息，在作者對多瓦

悠文化的研究中，割禮扮演

了很重要的角色，各種儀式

都是以割禮作為模仿的對

象，是構成該族文化的重要

核心。在上次的田野調查

中，作者雖然收集了許多族人關於割禮的描述，但從來不曾親眼目睹，再加

上多瓦悠族的割禮並非定期舉行的活動，錯過此次，不知下次是何時，促成

了作者重返非洲。

本書維持著作者一貫風趣幽默的筆調，以及自我嘲諷的風格，不同於學

術書寫的冷硬，流暢易懂的文字，讓本書具有高度的可讀性。於非洲異地所

經歷的種種，其精彩更是不下小說，維持著和前作一樣的水平。但如果僅是

舊地重遊，保持敘事風格，那麼本書至多就只是成功續作，倘若仔細閱讀本

書，將明顯發現《重返》的寫作目的，絕不僅只是為了延續前作那麼簡單，

■作者：奈吉爾‧巴利 Nigel Barley    

■譯者：何穎怡  

■出版項： 商周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8

■ISBN：989866571145

文／ 翁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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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更深刻的意圖。我們可以將《小泥

屋》概略歸結為一齣滑稽突梯的荒謬劇，

一本是笑中帶淚、隱伏感傷的深刻劇碼。

而到了《重返》一書，作者卻已不再天

真，先前的經驗和訓練，使他深知如何有

效進行田野調查的門道，不同於入境喀麥

隆的跌跌撞撞，他這次已深諳和官方的應

對之道，用欺騙的手段換取入境的時間。

進入喀麥隆也不再像上次浪費了許多冤枉

和時間，很快的做好進入部落的準備。抵

達部落更是熟門熟路，利用過去所建立官

方或非官方的人脈，開始田野的調查。換

句話說，過去那位「天真的人類學家」已

不再天真，變成了世故的老手，雖然還是

有許多難以致信、不可思議的可笑難關，

但已不再如同前次帶來的那樣巨大的衝

擊，此次最大的衝擊反而是來自多瓦悠蘭

本身的轉變，一個逐步受現代化所改變的

過程。

全書的開場便是一個暗喻，一群西

方人在喀麥隆享用精緻美食，西方文明的

進步與罪惡已完全向非洲的城市染色。透

過和平部隊、經濟援助等外部力量，以及

喀麥隆官方力量的推動，地處僻遠的多瓦

悠部落也開始出現了「現代化」的轉變。

透過作者的描繪，多瓦悠族人或言喀麥隆

內部，正發生著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的過程，過往西方殖民者離

去所留下的空位，被非洲住民自組的政府

所取代，他們以西方殖民者的形象塑造自

己，以西方殖民者的態度治理國家。代表

官方的副縣長，會質疑歧視多瓦悠蘭人為

何如此懶散，並引入各式可以象徵開化的

硬體設施，造橋鋪路之外，引入電力，播

放電影，並於多瓦悠蘭人視為禁地的水源

地進行引水工程，部落的傳統正在不知不

覺中被轉變。本書原名為《一場毛毛蟲的

瘟疫》（A Plague of Caterpillars: A Return 

to the African Bush），除了呼應了此次田

野調查的關鍵轉折外，充滿著許多弦外之

音的解釋想像，它可以象徵著西方文明如

毛毛蟲般的侵入，又或者意指原始部落文

化的脆弱與不堪一擊，無論如何，就像多

瓦悠蘭文化常講的，一個強烈的預兆。

本書仍有著對人類學研究一貫的反

省，如中間所插敘的尼加人部落探訪，就

點出了研究者過於主觀的預設，和客觀現

實完全相左的可能。但更多的反省，則是

針對田野調查者在面對強勢文明漸次宰制

弱勢文明時的無力。全書末，作者直言民

族誌學者絕非是全知博學、充滿效率的研

究機器，許多研究計畫只是虛構的小說，

最終的貢獻或許只是讓人藉由和異文化接

觸的過程，提供反省自身文化，乃至審視

自己的機會，「人類學到頭來終究是個自

私的學科」。

或許，換個角度看，這也正是人類學

研究真正貢獻與意義所在吧。至少這是本

書值得閱讀的理由，也許不如前作風趣，

卻有著更深沉的思索，供讀者重新檢視自

己所習慣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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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族分布於台東縱谷南部，依起源分成：知

本及南王兩大系統。來自知本系統的桑布伊，在年齡

階層嚴格的會所制度下成長，每個年齡階段有著不

同的任務，其中熟習舞蹈及歌唱是轉變成壯年的必

修課程。通過傳統訓練，歌手桑布伊年紀輕輕就有著

好歌喉，溫暖帶點滄桑的嗓音，總是能讓聽過的人難

以忘懷。早期跟著「飛魚雲豹音樂工團」四處表演的

他，如今終於發表個人首張作品《桑布伊同名專輯：

Dalan》（2012）。

實在讓人很難不去喜歡桑布伊的首張專輯，

內容十分豐富，有來自卑南族的傳統古調，也有的

全新創作；有使用部落傳統器樂，也有新潮的電

子聲響。專輯開場曲〈Milihuwan〉（崇高的創造

者）與Bridge弦樂團合作，豪氣磅礡的氣勢使人聽

覺為之一震。〈Kiyau’las〉（召喚善靈）是首古老

的咒詞，是桑布伊小時侯迷失在森林時，會唱起的

歌，也是當他置身都市叢林時，感到困惑會想起的

旋律。〈Dalan〉（路）與專輯同名，也是桑布伊

的自創曲，彷彿象徵著一路走過來的艱辛歷程。

〈Pai’lai’law〉（英雄詩）是他與遙遠的族人的歌聲

對話；〈Ina〉（母親）則可以聽見他演奏傳統樂器

「鼻笛」，遙想著親人。〈Palakuwan〉（巴拉冠今

訓）是特別紀念部落重建「巴拉冠」（男子會所）所

創作的歌曲，這首在祭典時的錄音，從中還可以聽見

台灣原住民族常見的口簧琴當作伴奏。然而，上述的

總總，在現今打著融合「原住民音樂」作為唱片宣傳

口號氾濫的當下，早已經不是什麼特別新穎的作法。

但難能可貴的是，桑布伊將各種元素處理的不刻意、

不失真，歌曲中充滿人對於土地濃烈的情感。這難怪

他的歌，會被知名樂評馬世芳形容是「吹散滿山芒花

的風」。專輯在本屆金曲獎拿到五項提名，更獲得最

佳原住民語歌手獎的肯定。

總之，《桑布伊同名專輯：Dalan》在「民族

風」被強烈濫用的當下，可說是相當難能可貴的當

代原住民音樂創作。桑布伊承繼了陸森寶（1909～

1988）及胡德夫（1950～）等，卑南族前輩音樂家

的才華，他擔任復興部落文化的重任，將部落動人聲

音持續發揚光大，也喚起族人對於部落的記憶，相信

這張專輯將會被後人繼續傳唱下去。

桑布伊同名專輯：dalan
演唱者：桑布伊（盧皆興）

唱片公司：風潮音樂

發行日期：2012.11.06

文／瓦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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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埔里：巴宰族Ayan之歌
演唱者：潘永歷、何英嬌、潘阿水、潘林阿雙、潘秋香

唱片公司：風潮音樂

發行日期：1998.11

位居台灣中心的埔里，原是埔社番及眉社番的居住

地。清朝道光年間，來自中部的平埔族（和安雅族、巴宰

族、巴布薩族、柏瀑拉族、道卡斯族）開始大量移入埔里盆

地，各族群有著不同的風俗傳統，使得埔里現今成為平埔文

化相當重要的保留區。

被歸類為平埔族的巴宰族（Pazeh）或稱巴則海族，發

祥地在現今台中豐原地區，因清朝道光初期的「郭百年事

件」，大批巴宰族人才遷入埔里盆地。而與漢人「涵化」（acculturation）的結果，造成族人如今

大多使用閩南語來溝通。現在埔里巴宰族群分成烏牛欄台地聚落（烏牛欄、大馬璘、阿里史）的

pazeh及眉溪四庄（牛眠山、守成份、大湳、蜈蚣崙）的kaxabu兩大系統。

如同山區原住民豐富的歌舞傳統，平埔族也亦盛行。

這張由風潮唱片所發行的《南投縣埔里：巴宰族Ayan之歌》是製作人吳榮順在眉溪四庄所採

集。慶典時演唱的「Ayan」（或稱「阿煙」或「阿湮」）為巴宰族群的傳統曲調，歌詞內容多半

與族人的歷史及文化有關。開頭曲〈Ayan（過年時所唱紀念組先Abuk之歌）〉即是一例，這首

Ayan是近代族人潘郡乃的創作，專輯亦收錄他另一首為了紀念基督教福音傳台所做的〈Ayan（慶

祝福音來台一百三十週年）〉。〈搖籃曲〉這首童謠保留了巴宰歌謠的傳統。此外，也有受到漢人

音樂影響的〈長工歌（十二月令歌）〉、〈苦命歌〉、〈思親曲〉及〈相褒歌〉，以閩南語演唱的

歌詞道出底層階級受雇於人之心酸，內容反映社會現實，體現「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之寫實

風格，也讓人想起19世紀美國當時黑人奴工在棉花田裡所吟唱的工作歌（work songs）。而〈聖

詩－真主上帝造天地〉及〈聖詩－在我救主榮光面前〉這兩首聖歌使用巴宰原有的歌謠旋律搭配閩

南語演唱的基督教聖詩，其顯示出西方宗教對於巴宰族群傳統信仰之影響，聖經取代了傳統的巫術

咒詞。末曲〈四季春〉則是閩南語演唱被「巴宰化」後的漢調。

語言學家哈里森（K. David Harrison）說：「當我們喪失一種語言時，我們喪失的是數個世

代以來的思考方式，關於時間、季節、海洋生物、馴鹿、可食用花朵、數學、地理景觀、神話、音

樂、未知事物，以及日常生活等等。」過去平埔族曾被籠統地視為同一個族群，在缺乏書寫歷史的

情況之下，埔里巴宰族群透過語言及歌謠代替文字保留了部落歷史，在部落文化傳承及復振中扮演

相當重要之角色。

文／瓦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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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古流．巴瓦瓦隆（漢名許坤信，1960），排灣

族人，是臺灣當代原住民藝術中居於指標性地位的藝術

家，積極參與部落文化工作，重視傳承與創新。撒古流

長期投入原住民文化傳承工作，作品形式多元，舉凡繪

畫、雕塑、陶壺、建築及裝置等皆為其所擅長，他的創

作題材內容廣泛，包含對排灣文化經驗的追思與時代變

遷的感慨。本片以參與觀察的方式，紀錄1993年間撒古

流及其家人的生活，以撒古流個人生命經驗與對藝術工

作的執著，映照出排灣族（甚或整個臺灣原住民族群）

所遭遇問題的思索：傳統文化在今日，究竟該如何傳達

下去？

我的高祖父／他們是跟荷蘭人做過朋友／我的曾祖

父／他們是跟滿清人做過朋友／再來就是我的祖父／跟

日本人做過朋友／我爸爸跟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做過朋

友／一直下來我們排灣人／都一直存在著……目前我們

雖然被強勢文化所衝擊／但是我們一直都在尋找著／怎

麼樣求生存

──節錄自《排灣人撒古流》字幕

在強勢文化下如何延續自我文化，使得傳統文化

能在現代生存甚或創出新生，是當代原住民最艱鉅的難

題。誠如撒古流所言：「文明的社會，你需要知識可以

去圖書館」，但原住民的傳統知識，並不以文字流傳，

更遑論保存上的不易與流傳的完整性。傳統原住民社會

中知識主要是透過口語相傳，像是神話傳說、祭儀歌

曲等，這些知識由於人的活動得以體現，例如在與長者

的相處，以及祭儀活動時，知識能通過人與人的交流傳

排灣人撒古流
年份：1994／多面向藝術工作室製作

片長：75分

導演、製片／李道明

出版：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2007

文／莎歷瓦勞．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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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但是，隨著外來力量影響了部落傳統社會的

結構與生存方式後，造成了流傳知識的體系逐漸

崩解，語言與祭儀內容的漸失造成原住民部落內

部文化傳承的失落。在本片，能看到撒古流不斷

企望從田野調查中，以及與長者的相處中汲取知

識（李道明訪談時，撒古流也說大多數的時間不

是用在創作，而是與老人相處），由此可見，文

化斷裂的危機與傳承的失落，是撒古流認為從事

教育活動比起個人創作更為重要的原因。影片中

出現非常多撒古流從事藝術教育的片段，可能也

是攝製者刻意凸顯出撒古流對民族教育的重視與

思索。回到本片開頭以撒古流女兒的出生揭開序

幕，從下一代的出生連接到對整個族群出路的思

索，是貫穿本片的主題。

本片中，撒古流指出影響傳統排灣族社會

制度與結構的外來強勢力量有三：一為外來政治

力；二為西方宗教的傳入；三則是資本經濟的

影響。本片中對這些力量雖未深入討論，但在

1998年由撒古流與李道明共同導演的《末代頭

目》（120分）中，針對這些力量做了進一步的

探討：傳統（頭目）、政治（鄉長、村長）、宗

教（牧師）和金錢（富人），並揭露出排灣現代

社會所面臨的多種複雜情境。而在2013年，由陳

若菲導演，李道明監製的《排灣人撒古流：十五

年後》（88分）攝製完成，並陸續在各影展中播

放。從1994到2013，這三部影片跨越了近二十年

的時空，從影片中時空的更迭，再現了排灣部落

面對現代社會所遭遇的情境與部落內部的轉變；

而撒古流對部落藝術與文化傳承的孜孜矻矻，亦

是體現出一個排灣人在當代為族群所做的努力與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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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洪水》是一部由原住民族電視台製作，蔡政良（Futuru）導演的紀錄影片，以2009年的

「八八風災」為拍攝主題，結合臺灣原住民各族都有的古老「洪水」傳說，相互應和而描繪出一幅

原住民族群的現代史。本片所探討的議題以「自然災害」為主，但除了牽涉氣候變遷及其造成的災

害外，還囊括原住民傳統的自然觀，以及對於風災之後原住民遷居等問題，討論面向廣泛而複雜。

極端氣候的元兇，是工業革命以來大量產生的溫室氣體。2009年台灣所發生的八八風災是極

端氣候所造成的災害，許多人的家園，甚至性命在這場風災中隨著滾滾土石的泥流的劇烈沖刷而

消失、殞落。其中，原住民部落更是遭受無情大

雨、大水摧殘的地區，在他們的心中始終有個疑

惑：

很多讀書的老師說

全球暖化就是人類自己用工業文明造成的

使得我們的土地快熱瘋了

老人家織布的原料都是天然的

可是那些用工業文明織布的人

卻又大多不是我們的族人

為何汗水

卻都往我們的家園倒下來呢？

            ──節錄自《新大洪水》

本片述及原住民所遭受的災難，背後原因

除了環境變遷之外，更包含了臺灣原住民長久以

來在歷史與社經結構等難解的因素。影片中提及

外界對原住民居住於山區的誤解如：原住民居住

在山上一定是過度開發，才會造成嚴重災害，甚

新大洪水
片長：約52分

導演：蔡政良

製作：卡古．耶勒滿

出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9

文／莎歷瓦勞．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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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要求原住民為了全球利益退守山林的說

法。但是，事實上有能力在山區進行開發的不

是原住民，但承受這些惡果的往往是原住民地

區。影片中也提到，日據時期開始，日本人對

臺灣原住民的居住地區的整理、種植的「水稻

化」，以及對森林大樹的砍伐，是破壞了臺灣

原住民原本與山林相處方式的起始。

本片以鄒族特富野部落的「洪水」傳說作

為對當代自然災害的一種映照，這個傳說的內

容大致是：

從前有一條大鰻魚橫臥在溪水裡，溪水被

牠堵塞，就到處氾濫，整個大地都變成汪洋，

高山也都沉浸在水中，人們都逃向八頓郭努山

(patunkuonu；玉山)。但是這時水勢仍然繼續

上漲，快到達八頓郭努山頂的時候，人們正在

憂心忡忡，有一隻大螃蟹跑過來，向人們說：

「如果你們能給我一份禮物，我願想辦法讓大

水退去。」人們問他想要什麼樣的禮物，這隻大螃蟹走到烤火的婦女中間，注視女子們的下陰，

這些婦女弄懂了牠的心意，便拔下幾根陰毛交給牠，螃蟹就高興的走開了。牠找到大鰻魚之後，

先找到一處可供他藏身的洞穴，然後先輕輕的用螯爪夾住鰻魚的肚子，鰻魚的身體稍微轉動了一

下；接著他就用盡全力，狠狠夾住鰻魚的肚臍，鰻魚感到一陣劇痛，驚慌之中，便翻轉身體，大

水就流走了。

──巴蘇亞‧博伊哲努《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

洪水傳說是各民族中十分普遍的神話，可視為人類和世界的再造，災害的發生顯示人類面臨

困境後的新生，也解釋了部落習俗的來源。但是，古老傳說中造成洪水的元凶，是一條大鰻魚；

而當今造成大洪水的，卻是工業、經濟等因素所造成的人造鰻魚，要怎麼樣的螃蟹，才能趕走這

條現代文明養出的變種鰻魚？或許，排灣族的老人常說的兩句話所表達原住民對土地自然的尊重

與相處之道：「不要弄傷了土地，因為，她跟女孩子一樣會鬧彆扭」；「水，永遠會想念她的路

線，她的家」，是全球面臨災害極端化的今天，相當值得當代人思索的古老智慧。臺灣原住民的

洪水神話中，災難的結束往往代表了新生。那麼，在「新」大洪水之後，部分臺灣原住民被迫遷

離原部落，住進了永久屋，當他們被遷離了文化母體的滋養的範圍，該如何重新開始並延續部落

文化，是當代原住民不能逃避的問題，也值得我們持續思考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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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詭異荒謬的漂泊，漂泊者希望留下，甚至已經

立地生根建立好家園，卻被迫不得不離去的流

浪。「家」這樣具體而必須的日常存在，在一次

又一次建立與毀棄的往復循環之中，竟成為遙不

可及的夢想。

莎瓏‧伊斯哈罕布德所編導的紀錄片《Alis

的心願》便在訴說這樣一件令人感傷且憤怒的

故事。該片透過七十多歲布農族女性Cina 

Alis的敘述，描繪她的家族從日據時代開

始，到2009年莫拉克風災之間，不斷被

迫搬遷的歷程。無論是日本統治時期的總

督府政府，或是戰後從大陸遷臺的國民政

府，乃至總統直選後的民選政府，沒有任

何一方給予他們家族安居的保障，而是用

盡各種方法，或逼迫或利誘，迫使他們離

開自己親手建造的家園。從臺東到高雄，

翻山越嶺，一個又一個從陌生到熟悉到被

迫離去的地名；在全片最後以GIS將整個經

過繪成遷徙地圖裡，複雜的曲線中，交織

著無數的心酸與苦難。

被迫遷移者理當憤怒，當人們在討論法律所賦與個人的自由時，往往重視言論、集會或參政等較具

政治色彩的權力，卻多半忽視了「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又或者對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的保

障。因為對於生活在平地的我們，這些權利太過基本，似乎只是律例制定時必備的文字規範，而非現實中

遭遇脅迫的立即危難。難以相信在臺灣有一群人，他們連這樣基本而必要的人權都遭受剝奪，而且是長期

受到公權力施行的侵佔，無論上位者政權如何遞換，無論打著何種親民愛民的口號，對他們的態度始終如

一，將他們趕離自己的家園，切斷他們所習慣的生活方式，乃至熟悉的一草一木。但Cina Alis並沒有憤

Alis的心願
片長：約64分

導演：莎瓏．伊斯哈罕布德／大肚根文化工作室製作

出版：新北市：大肚根文化工作室，2011

文／翁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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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親身的經歷與見聞，讓她超越了我

們這些旁觀者廉價的躁動憤慨，取而代

之的是言語間所流露，那股不為逆境所

輕易擊潰的溫暖與堅韌，她說「嘴巴在

笑，心裡在想要怎麼生活。不知道要怎

麼呼吸。我要種芋頭、種小米，就很好

了！每天要吃，吃Cinavu就好了。作

夢啦！夢想。」不怨天不尤人，而是在

命運所給予的喘息空隙間，努力打造能

用雙手碰觸的具體幸福，並祈求這將是

不會再有人來逼離的安穩終站。

感傷難免，同時亦擁有著樂天知

命的達觀，畢竟生活還是得繼續。

影片中有許多片段令人為之動

容，重返過去住所的老人們，在變成

廢墟的荒蕪上，興高采烈說著過往的

回憶，以廢棄的現在，喚醒著豐盈的過去。又或者Cina Alis指著山谷之間，回憶著年少時的種種，

以及那熟悉的草木。統治者奪走了現實的家園，卻奪不走他們關於家的回憶，藉由Cina Alis及其他長

者們一點一滴關於家的片段回顧，呈現的不單只是遙遠的歷史，更是一種榮耀與驕傲。無論統治者用

了多少冠冕堂皇的藉口，在一次次的佔奪背後，除了對山野利益的貪圖，更暗藏著對原住民們文化的

輕鄙，用自以為是的「開化」傲慢，試圖去改變他們的生活型態。日本殖民政府或戰後的林務局，心

態皆然，甚至連施行的手法都相同，不斷切割原住民們和山林的連結，不斷隔絕他們與傳統文化的傳

承；每次的搬離，背後都是打擊與歧視。

莫拉克風災後建立了所謂永久屋，馬英九總統在致詞時特別強調：該社區提供的「不只是一棟房

子、一座教堂，或者一所學校，或者一個農場」，更重要的它提供了一個「生活方式」。Cina Alis

的家族拒絕搬入，理由之一是一句「不要騙人」，這句話不只因為親人中有人喝酒，違反該社區的公

約，更隱含著那種不願也不會被外力所輕易改變的自信，我就是我，不用任何人來安排我如何生活，

不要拿你們城市的尺規來度量我，剪裁壓抑我那於山林原野間所鑄造的靈魂，「我是在這裡出生的。

我喜歡這裡的風。我們不喜歡在城市，因為很熱，不是在平地出生，喜歡待在這裡。在山上有涼涼的

風」，這反倒是平地的我們所值得敬佩、學習的生命。

Cina Alis一族所面臨的漫長考驗，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無數的都更計畫也正以更美更好更進步

的訴求，讓平地的人們離開居所。希望當惡運降臨之時，我們能有著和她一樣的堅強，也更希望我們

能以眾人的智慧與權力，避免這樣的惡行再度發生，無論在平地或山林，這島上的每個人都該擁有屬

於自己無人可奪去的幸福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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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阿美族人，要過阿美族的生活。」這句

話說起來很簡單，用一輩子實踐的人又有多少呢？

「如是生活 如是Pangcah」，這令人玩味的命題，

它所記錄的其實是Kakitaan no Makuta’ay（港口部

落的領袖），Lekal Makor阿公的故事，不過，內容

敘述的不是他個人的生平傳記，而是他的Pangcah生

活。Lekal Makor是花蓮豐濱鄉Makuta’ay部落的領

袖，在擔任頭目期間對保存部落文化不留餘力，透過

講述部落歷史與文化以及傳承傳統工藝期盼能讓傳

統文化在當代有所延續，並獲得各界的重視。本部影

片，呈現Lekal阿公的日常生活，通過鏡頭我們得以

和Lekal阿公一起上山、看海、編織藤器，跟著阿公

的腳步體驗Lekal阿公實踐了一輩子的Pangcah生活。

Mayaw追述拍攝這部影片的起因，是因為有一

次參加常民文化辦的「向部落學習」活動，到了部

落，看到阿公連續三天都是最早來最晚走，因此心

生好奇，又利用暑假去和阿公相處。Mayaw說這部

影片：「本來是自己尋根的故事，但看到阿公有那

麼多話，要對族人也對外人說，就變成阿公從頭說

到尾了。」雖然Mayaw說這「本來」是一個尋根的

故事，但其實透過影片中的鏡頭，無論是Mayaw，

或者觀影者都是跟在Lekal阿公的身後，看他不怕

日曬雨淋的力行Pangcah精神，聽他說故事聽他唱

如是生活 如是Pangcah
年份：1998

片長：28分

導演：Mayaw Biho／大肚根文化工作室製作

文／莎歷瓦勞．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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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聽他述說對傳統文化流失的憂慮。本片可視為

Mayaw回歸族群文化一個起始，以拍攝紀錄片來學

習Makuta’ay部落文化與歷史、體驗邦乍，從Lekal 

阿公的身影揭開序幕。

《如是生活 如是Pangcah》一片通過Lekal 

阿公對文化的投注表現文化中的個人的觀點以及對

文化的追慕之情，使得影片不僅是對Pangcah生活

文化的展現，更是植入了人物內在的韜光，更進

一步的思索族群文化。本部影片在位於山海間的

港口部落拍攝，影片中大量出現的山海畫面，是

Makuta’ay Pangcah族人的生存的空間與文化的來

源，跟著Lekal 阿公和Mayaw，一起體驗這山海中

的部落生活；隨著阿公的歌聲，我們將一同進入他

與山海依存的Pangcah世界中。

假使您對Mayaw B iho在港口部落的記

錄片深感興趣，本館內還有《季．拉黑子》

（1999）、《三月的禮物》（2000）、《腳印

行動》（2003）、《走一趟故事 Cilangasan》

（2003）、《Ma l a k a c away：倒酒的人》

（2007）等部由Mayaw Biho攝製，以港口部落為

拍攝空間的原住民族紀錄影片，歡迎您前來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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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ous Film Archive (IFA) 
尼泊爾原住民族電影資料協會

http://www.ifanepal.org.np/

World Indigenous Network (WIN) 
世界原住民網絡

http://www.worldindigenousnetwork.net/

密契爾美洲印地安人博物館是少數在美國專門收集美國與加

拿大原住民的歷史、文化和藝術的博物館。它從原住民的觀

點來促進公眾對文化多樣性的理解。該博物館的使命是經由

館藏的收藏、保存並對美洲原住民族的傳統與當代藝術和物

質文明加以詮釋，來促進與分享對美洲原住民族的更深入了

解。該博物館的館藏包括從古至今各個時期的美洲印第安人

和因紐特人（愛斯基摩人）的考古學、民族學和藝術相關藏

品。該博物館致力於與地方社區合作各種活動，包括館藏的

維護、展示、導覽、講座、示範、研討會、出借計畫以及導

覽員的培訓等等。

尼泊爾原住民族電影資料協會（IFA）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成立於

2006年，由一群原住民電影工作者、影像記者、演員、社會學者以

及社運人士所組成，透過協會的成立，他們希望保存並推廣原住民

族的文化、語言、習俗與相關知識。為達成此一目標，IFA計畫與

世界各國的電影資料館合作，成立原住民族電影資料館，專門收錄

國內外以原住民族為主題的電影，並提供齊全的視聽播放設施，可

供電影放映、活動舉行與一般大眾使用。

世界原住民網絡的成立是澳洲政府環境部長湯尼‧伯

克和KRED的執行長韋恩‧柏格曼的共同理念。澳洲

政府成立國家諮詢團隊來支持世界原住民網絡，並提

供政策建議和指導方向，在2013年5月舉辦了第一屆

世界原住民網絡會議。國家諮詢團隊的成員是由澳洲

各個主要原住民族機構的代表所組成。澳洲政府與國

家諮詢團隊持續建立良好關係，並鼓勵其他國家、國

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來支持世界原住民網絡，成為

世界原住民網絡發展過程的一部分。世界原住民網絡

將匯集原住民族以及各地社區成員，共同分享故事、

知識、文化經驗與理念，使生態系統、環境保護與支

持生計的永續性，有更好的管理方式。

Mitchel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密契爾美洲印地安人博物館

http://www.mitchellmuseum.org/

世界原住民族網站推介  
整理˙翻譯／諸長瑾、陳欣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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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iTUBE 原住民媒體分享網站 
http://indigitube.com.au/

Native Arts and Cultures Foundation (NACF)  
原住民藝術與文化基金會

http://nacf.us/

Pacific Voyagers Foundation
太平洋航海者基金會 
http://pacificvoyagers.org/

對許多太平洋群島上的原住民而言，獨木舟是重要的文化資產，將他

們與祖先串連在一起。基於此信念，來自太平洋各群島的航海家組成

了「太平洋航海者基金會」，以傳統的航海技術，駕馭他們的航海獨

木舟（vaka moanas）多次在太平洋各群島之間進行長程航行，傳達

海洋保育最迫切的訊息。2011年4月七艘航海獨木舟組成的船隊從紐

西蘭出發，經過大溪地、馬克薩斯群島、夏威夷、舊金山、墨西哥西

岸、加拉巴哥群島，最後在2012年7月抵達所羅門群島。Mike Single導演將這段航海的故事拍成紀錄片《Our 

Blue Canoe》，希望能藉由這段航海的故事喚起海洋保育的意識。

原住民藝術與文化基金會經過十年的遠景規劃於2009年成立，以促進

原住民藝術和文化的振興、欣賞和延續。該基金會的主要策略之一為

捐贈計劃，目的在支持國內藝術家和藝術組織。這是由原住民主導的

國內基金會，支持對象包括美洲印第安人、夏威夷原住民和阿拉斯加

原住民的藝術家和社區。

IndigiTUBE代表著澳洲偏遠地區原住民的聲音。是一個專為澳洲偏遠

地區的原住民所製作，既可分享又可收看影片、收聽廣播等媒體的社

群網站。多年來，澳洲原住民族藉著使用媒體來強化他們的語言與文

化。這些媒體包括了影片、廣播、音樂還有最近更為多元的多媒體工

具，例如：網頁與行動裝置。總而言之，IndigiTUBE網站是為發揚原

住民族的語言、文化和媒體而存在。

National Indigenous Radio Service Limited (NIRS) 
全國原住民廣播服務  
http://www.nirs.org.au/

全國原住民廣播服務有限公司（NIRS）在澳洲布里斯班成立樞紐站提

供全國服務，為缺乏人員編制及資金的原住民媒體機構提供聽眾全天

性高品質的廣播內容。NIRS提供全國原住民新聞服務給超過一百五十

家廣播電台。全國原住民新聞服務是一個以原住民為重點的新聞服

務，新聞內容概括來自全國各地的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NIRS的

使命是為所有原住民族提供有效的全國廣播，使澳洲社會能更進一步

的了解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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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riginal 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 (APTN) 
原住民電視廣播網

http://www.aptn.ca/

原住民電視廣播網是世界上第一個且唯一的國家級原住民廣播站，提供

與原住民族相關、由原住民主導製作的節目，並分享給加拿大以及世界

各地的觀眾。從1999年9月1日首播開始，原住民電視廣播網代表極具

意義的里程碑，是廣播史上頭一遭，讓第一民族、因紐特族人和梅蒂斯

族人有機會經由全國電視廣播網精心製作的原住民節目，與世界各地分

享他們的故事。原住民電視廣播網藉著紀錄片、新聞雜誌、戲劇、娛樂

專題、兒童系列、烹飪表演以及教育節目，提供一個視窗給所有加拿大

人和全世界，來看加拿大原住民族的與眾不同。

Indigenous Literacy Foundation 
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素養基金會

http://www.indigenousliteracyfoundation.org.au/

Indigenous Remote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IRCA)
澳洲偏遠地區原住民族傳播協會 
http://www.irca.net.au/

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素養基金會認為澳洲原住民族應該跟其他國民一

樣享有同等的教育、就業和社會機會。然而，在原住民社區裡，原住

民普遍缺乏識字能力的現象，在原住民族參與一般人都能勝任的活動

時造成困擾。該基金會為北澳地區、昆士蘭、西澳、南澳與新威爾斯

等兩百個處於偏遠地區的原住民社區，提供書籍與識字資源以緩解這些原住民地區在語言與文化上所處的劣

勢。該基金會藉三種方式建立識字程度，並經由各個計劃來提升成效：（1）傳統文化素養之提升：使人與

自己的文化和傳統語言連結；（2）生活實用上素養之提升：開發日常活動所需的技能；（3）英語程度之提

升：加強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澳洲偏遠地區原住民族傳播協會（IRCA）是偏遠地區原住民媒體組織

的聯合協會和資源代理，也就是說IRCA代表超過一百五十個偏遠與非

常偏遠地區的社區向全澳洲做電視與電台的廣播。IRCA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每年舉辦全國偏遠地區原住民族媒體節（NRIMF）以及其他專

業活動和論壇。近期，IRCA曾與澳洲沙漠知識組織合辦「寬頻網路在

澳洲偏遠地區」座談會，探討有關切換數位電視服務的問題。IRCA也

與政府以及外界相關人士密切配合，擔任這些組織與偏遠地區媒體部

門之間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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