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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北京人（直立人）的化石是於 1920年代在周口店出土，但二
戰時期不幸下落不明，直到 1960年代才再挖掘出新的頭蓋骨化石。支持多
地區演化理論的學者認為北京人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但相信替代理論的學

者認為北京人不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其後代已經滅絕。而傾向主要非洲起

源理論的學者則認為北京人雖然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但並不是主要來源。

（陳堯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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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理事長 連任感言

本人在第二十六屆理事長的任期（2011-2013）內，得到理監事會與三個委員會的大力
協助，順利地完成兩個年度的年會與各種會務工作。包括頒發王崧興獎學金，石璋如獎學金，

以及出版《人類學視界》第 8-14期。在此向余舜德、林淑蓉兩位教授領導的年會籌備委員會，
蔣斌、林志興兩位教授領導的會務發展委員會，劉紹華、林文玲兩位教授領導的出版研究委

員會，以及秘書羅富寬先生，至上最深的謝意。

兩次年會其中 2013年的年會，更是首次移地到台北之外的新竹交通大學客家學院舉行。
有了客家學院全體師生的協助，以及年會委員會的群策群力之下，克服各種技術性與庶務性

的困難，取得來自各大學學生更熱誠的參與，讓學會理監事們肯定了未來到各大學去舉辦年

會是應該走的方向。

2013年 10月第二十七屆理監事改選，在各位理監事承讓之下，本人續任第二十七屆理
事長。由於上述三個委員會的幾位教授長期協助會務，感覺到應該有新血以及新人接棒，以

分享學會理念以及讓會務擴大參與率，紛紛卸下委員會工作。在前任理事長黃樹民院士的引

薦之下，由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來協助學會進行新的年度工作。民族學系張中復主任帶領張文

思助教，何德隆助教隨即成立秘書處，從 2013年 11月開始，密集拜訪上一任的三個委員會
成員，深入理解學會會務的進行步驟與工作項目。目前為止，在秘書處同仁努力之下，2014
年年會已經開始徵稿並接受線上報名，《人類學視界》也出版第 15期，王崧興獎學金申請
案件也進入審查階段。此乃因學會在前幾任成員的努力之下，工作內容逐漸制度化，讓本屆

秘書處得以順利接手承辦。可以想見未來隨著學會的組織與制度更為成熟，學會可以更為茁

壯。也期待各大學人類學相關科系的眾多師生們，能夠更多地參與會務，更多地給學會批評

與支持。

⊕ 張珣 /中研院民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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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自 102學年度起，將秘書處的業務交由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執行。
過去幾年，學會的具體工作大多由中研院民族所的老師們規劃與推動，迄今已展現一

定的成效。此次承蒙黃樹民所長與張珣理事長的悉心考量，希望今後能由大學的教學單位來

參與學會祕書處的運作。在此前提下，政大民族學系接下此一工作，一方面期望能以學會的

一份子作出回饋，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例，讓日後會有更多的教學單位能投入學會的運作，

並擴大參與面與相關效應。

依據學會章程與往例，祕書處須執行理事長與理監事會議交辦之事項，並將協助學會推

展學術工作、籌辦組織學會年會、強化會員聯繫與會員會籍管理、健全經費與財務運作、

協調相關學術團體和社會參與事項、規劃出版《人類學的視界》等做為重點業務。之前承蒙

張珣理事長與黃樹民所長詳細說明近年來學會主要的發展方針與特色，以及在中研院民族所

余舜德、劉紹華等多位老師與羅富寬先生的熱心協助下，讓政大很快並順利完成業務交接工

作，並取得許多珍貴的經驗傳承

今年（103年）學會的重點業務為 10月 3、4日在政大主辦的年會。本次年會除承襲以
往論文討論組為主的學術交流形式外，在中研院民族所的熱心推動下，亦與WCAA ( World 
Council of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s) 首次在台北主辦的年度會議合辦，以擴大並增進學會
年會的國際交流成效。秘書處已於 1月中旬召開年會籌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委員會的成員
為︰林文玲（交大客家文化學院）、羅素玫（台大人類學系）、李威宜（清大人類學研究所）、

陳伯楨（台大人類學系）、呂欣怡（台大人類學系）、李翹宏（交大人文社會學系）、高雅

寧（政大民族學系）劉紹華（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羅正心（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

系）、容邵武（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與高晨揚（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等人。委員會亦

希望透過較多校系同仁的參與，讓年會的平台效益更能拓展與普及。會中決定今年年會主題

為〈當代人類（學）處境〉，希冀藉此雙關意函，來探究、深化人類學的學術思維與人文社

會關懷。

目前秘書處正在整理 panel的籌組結果，並落實與強化相關線上作業功能，以及場地與
活動的準備事宜。從去年年會在交通大學順利召開，到今年年會繼續在政治大學舉辦，秘書

處今後將全力做好行政規劃與執行工作，讓學會的運作以及與會員之間的聯繫和互動關係更

為密切。

⊕ 張中復 / 政大民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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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人類學視界的主題是「生物醫學人類學」，談論的是與生物學和醫學相關的人類學

分支：生物人類學、醫學人類學與生態人類學。雖然已經有生醫人類學（Biomedical 

Anthropology）這樣的人類學分支存在，但我們還是以「生物醫學人類學」統稱前述三個學

門。台灣的人類學相關系所，多歸在人文或社會科學的學院中，所以目前從事生物人類學、

醫學人類學或生態人類學教學研究的學者並不太多。本期「人類學視界」將刊出幾位學者對

「生物醫學人類學」的心得與分享，藉此呈現人類學的多元風貌。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102 年新會員名單

一般會員

王鈺涵、卡造．飛燕、江昭霓、李台元、李作婷、杜奕寧、林蕙玟、洪瓊芳、高晨揚、陳貞

宇、陳瑪玲、彭永慶、楊庭碩、葉一飛、葉秀燕、暨愛民、劉子愷、劉正元、劉榮樺、盧道

杰、賴淑娟、戴蕾、戴伯芬、謝竹雯、羅康隆

學生會員

尤昱涵、江怡葳、何里庭、李博、李志文、李明心、李建霖、杜岳州、亞衛依．撒韻、林曉

宜、邱美玲、柯佩宜、苗暢、徐孝晴、高智賢、梁瑟晏、許芳瑜、郭雅瑜、陳美齡、陳婉容、

陳雯琳、陳誼誠、彭振雄、楊亞靈、廖志軒、劉斐、劉千甄、蔡金鼎、蔡涵羽、蔡瑜惠、蔡

維庭、簡嘉慧、鐘志正、鐘秀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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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是寫給想要學習人類學的朋友

看的文章，希望藉此讓你們了解人類

學的多樣性，其實人類學談的不只有文化，

還有生物……。

在沒有上大學之前，常在報章上讀到人

類學與考古學方面的報導，讓我對念人類學

系非常嚮往。無奈考大學時，分數考得稍

高，父母希望我能讀較熱門的科系，於是我

與人類學系差身而過，後來讀的是工商管理

學系。然而大學四年，我並未放棄學習人類

學的夢想，大一到大三把工商管理的學分修

得差不多後，在大四時我開始修人類學的課

程。當時我到人類學系修兩個學期的體質人

類學，到通識修兩個學期的文化人類學，也

到外文系修漢語方言學（真的是外文系開

的，不是中文系）。畢業時我開心地告訴自

己，我終於學過人類學了，雖然只是皮毛而

已。

手氣不好的我，服役抽到了前線的前

線—小金門（烈嶼），在那裏當了一年半的

預備軍官和「外省人」（那裡是福建省）。

服役那段望海的日子，我經常問自己還想學

人類學嗎？退伍後，我沒有和班上多數同學

一樣去念MBA（企管碩士）或就業，我開
始準備出國念人類學。做這樣的抉擇是因為

我在大四時接觸了基督教這個宗教信仰，它

開啟了我對生命意義的追尋。我想要了解人

類生命的真正意義，也知道宗教可以提供我

們可能的解答。但是為了怕自己過度迷信，

我認為自己需要有科學方面的訓練。經過一

番思索之後，我決定出國讀體質人類學，用

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類的起源與演化。這樣做

有一個好處，因為基督宗教的創造論（上帝

造人）和科學的演化論是嚴重對立的，這可

以讓我經常反省它們的證據與推論是否合理

有效。

或許您會想問二十多年前一定要出國才

能學到體質人類學嗎？倒也不是。只是當

時我想學的是遺傳人類學（anthropological 
genetics） 和 分 子 演 化（molecular evolu-
tion），而台灣當時真的沒有大學的人類學
家在做這方面研究，所以我只能選擇出國。

但是我沒有把握能如願到美國念體質人類

學，因為我大學學的是工商管理，人類學只

懂一點皮毛，更糟的是我大學時沒上過生物

學、化學，更別提遺傳學了，那麼會有美國

大學的體質人類學碩士班接受我的申請嗎？

我的一場沒有文化的人類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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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堯峰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北京人與我 (本文中所有照片皆由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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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竟然被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

zona State University，ASU）人類學系的碩

士班錄取了，原因我猜是跟我的指導教授有

關。他曾經被徵召去打越戰，但還沒去越戰

就停了，我想他應該是看我的前線「作戰」

經歷，心有同感而錄取我。無論被錄取的原

因為何，總之我可去美國圓我的人類學之夢

了！雖然養育我多年的老爸當時對我出國念

冷門的人類學不是很開心（體質人類學算是

人類學中的冷門分支，而當時遺傳人類學又

是體質人類學中的冷門分支），但老天爺還

是給了他一些支持。我出國前的一段時間，

台幣不斷升值，美金兌換台幣從 1比 40左

右變成1比24.5，讓我老爸省了不少的銀子。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座落在鳳凰城都會區

（Phoenix）的天庇市（Tempe），是一個沙
漠城市，夏天氣溫最高可以到 45度 C，每
年有半年是夏天，但冬天相當溫暖，天天經

常都是晴空萬里。我到了美國，看到 ASU
體質人類學碩士班提供的課程，心裡非常

開心，一共有六門必修課：人骨學（human 
osteology）、牙齒人類學（dental anthropol-
ogy）、人類生物性變異（human biological 
variation）、疾病與人類演化（disease and 
human evolution）、靈長類學（primatolo-
gy）、古人類學（paleoanthropology）。另
外還要修一門統計學課程，以及一門文化人

類學或考古學的選修課。那時 ASU的人類
學系有三十多位專任教授，其中有六位是體

質人類學家，我真的非常滿意這一個學術殿

堂。

開學後到系上問要不要補修一些人類學

的大學部課程，畢竟我沒什麼人類學背景，

但他們說完全不用。心裡覺得不踏實的我，

後來還是去修了外系大學部的遺傳學、有機

化學與生物化學課程，因為這些課應該對我

學遺傳人類學有所幫助。說出來其實有些不

好意思，我在美國並沒有把體質人類學學得

非常好，原因是我的英文不好，而且我好像

也沒有能力把它變好。我上課很多時候都聽

不太懂老師在講什麼，有點像是小學生（甚

至是智障生）到大學去上課，但即便如此我

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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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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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文
化
的
人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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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與仙人掌

(本文中所有照片皆由作者提供 )

ASU人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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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覺得這些體質人類學課程都好有趣。我

遇到了一群很和善很有同理心的師長和同學

們，他們用各種方式幫助我這個英文程度接

近聾啞的人通過所有的課程。

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美洲印第安人族

群的白人混血程度，論文口試時有一位委員

提了好幾個問題讓我回答，我通通都回答 I 
don't know。有些問題是聽不懂，有些問題
是聽懂了，但說不出我想表達的。也不知道

我的口試委員們是如何說服自己的良心，最

後他們還是握手恭喜我通過論文口試。我很

開心拿到了碩士學位（Master of Arts，雖然
我學的都是 science），而且不是靠自己努
力獲得的，全都是別人幫我的（^_^）。

念完碩士後我的人類學心願已了，接下

來要決定是不是繼續念博士班。當時想念並

不是為了將來想當大學老師，而是覺得體質

人類學好有趣。當時聽說有好幾位同學都想

跟我的指導教授念博士班，所以我猜自己應

該沒什麼機會，況且碩士班那幾年指導教授

也說我的英文不夠好。不過真正申請的時

候，那些同學都跑掉了，我的指導教授只好

收我當博士生。知道自己錄取後，我跑去找

指導教授跟他表達想要開始做研究，結果他

竟然找了一個工讀的機會給我，因為他聽不

懂我的破英文（>_<）。

進入博士班後，又多修了不少課程，在

人類學系修了史前人類遷徙（peopling of the 
world）和法醫人類學（forensic anthropolo-
gy），也去外系選修生物演化、演化遺傳學、
分子遺傳學、微生物學與免疫學等課程，作

為學習遺傳人類學的基礎。另外讀博士班

時，1974年發現 Lucy（阿法南猿）的 Don-

當我們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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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 Johanson和他的機構 Institute of Human 
Origins從加州搬到我們系上來。系上變成
一共有九位體質人類學專任老師，真是一個

學習體質人類學的好地方。另外我也覺得自

己很幸運的是修習自然科學課程所需的英文

程度，沒有像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課程那樣

高，因此博士班的課程我後來也修完了。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美洲印第安人的

HLA基因以及他們的起源與遷徙，HLA是
人類白血球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的縮寫，是一組與免疫系統和器官移植有關

的基因。由於它有很高的遺傳變異，所以常

被用來研究族群親緣關係。第一天開始做遺

傳學實驗時，我心裡面有很大的感觸，一個

念商學的人，現在可以開始用遺傳基因來追

溯人類族群的起源，真的很興奮，也很感

恩。

由於我念博士班是念興趣的，認識的台

灣人類學界的師長同學很少，也沒有特別考

慮走向學術之路。不過畢業後還是得賺錢吃

飯過日子，所以還是詢問了以前工商管理學

系的大學同學說，一個三十多歲完全沒有工

作經驗的人回台灣後能做什麼工作？他的回

答是大廈管理員。老實說，還真的會有些憂

慮未來。然而在因緣際會下，許木柱教授知

道了我在 ASU念體質人類學博士，他告訴
我慈濟大學將在 1999年成立人類學研究所，
需要體質人類學的老師。我很快速的在一年

多的時間內做完實驗寫完論文，當然還是我

的師長同學們給了我非常多的幫助，同樣的

至今我還是很疑惑我的論文口委們是如何說

服自己的良心讓我通過。當時全台灣只有我

一個人在國外念體質人類學，而我全世界也

不可能找到其他的工作，所以我就很幸運地

到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書了。當時許教

授完全不認識我，連我是什麼阿貓阿狗都不

知道，如果那時他知道我是那樣畢業的，他

應該不會想聘用我了。

回台灣後，我慢慢才了解到好像不是所

有台灣的人類學家都能接受人類學不一定要

研究文化。我在美國的七年學習過程中，沒

有教授跟我強調人類學一定要研究文化，因

為人類學研究的是人類生物與文化的多樣

性，體質人類學家是可以不用對文化有所著

墨（我不是否認文化對人類的生物多樣性有

所影響），就像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是可以不

用談到體質的。再加上我學的也不是傳統的

體質人類學，而是較新的遺傳人類學，所以

也有人類學家不太能夠認同我的東西。我開

我
的
一
場
沒
有
文
化
的
人
類
學
之
旅

體質人類學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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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一種「先知」變「先烈」的感覺，像是

一個搶灘失敗的小兵躺在沙灘上，手中握著

一面被機槍打爛的生物人類學旗幟。演化論

與文化理論都和人類學相關，謝謝在我之後

回國的體質人類學家們，你們讓我感到不再

孤單。

從前在美國研究的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起

源、演化與遷徙，回台灣後研究便轉向南島

民族，雖然自己研究做的並不是很好，但讀

別人的研究也是有趣的事。體質人類學是一

個很有趣的學門，他的一些新發現有時會讓

我們恍然明白一些事：學者們在 2004年發
表了一篇論文，報告他們發現了一種已經

滅絕的古代人屬動物，佛羅瑞斯人（Homo 
floresiensis）。他們出現在九萬多年前到一
萬多年前印尼的佛羅瑞斯島，身高僅有一公

尺，腦容量僅有 380cc，被學者暱稱為哈比

人。由於現代智人（Homo sapiens）大約在
七萬多年前已經到達東南亞，所以我們的祖

先們很可能見過他們。因此有些民族的小矮

人傳說，或許有其真實性，可能他們的祖先

們真的曾經看過。賽夏族有矮靈祭，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他們的祖先們曾經看過佛羅瑞斯

人？能夠明白老祖先們的經歷，是一種快

樂。

我從沒忘記我是為了研究人類生命的真

正意義才去念體質人類學，並且我學人類學

和神學的時間是一樣久（但我沒有神學學

位），而且更有趣的是慈濟大學是個佛教大

學，所以每一次當我提到人類起源時，我總

會給學生三個可能性，它可以是從上帝、輪

迴或演化而來，當然科學家相信我們是從演

化而來。我很幸運可以開設「人類起源與演

化」與「科學神學與人類學」這樣的課程，

和學生一起學習與討論生命的意義與

價值，我完成了我人生所期望的，很

是滿足。

ASU的人類學系在 2005年升格
為人類演化暨社會變遷學院（School 
o f  Human Evolu t ion  and  Soc ia l 
Change），體質人類學家又比以前更
多了，以前人類學系碩博士班的體質

人類學組 2013年也更名為演化人類
學 組（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感謝我過去美國的師長同學們的幫

ASU靈長類展示牆

實驗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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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

ASU古人類化石展示牆

忙，以致於今天能夠在花蓮慈濟大學教人類

學。也謝謝台灣和大陸人類學家以及學生們

的幫忙，讓我能夠升等副教授以及擔任系主

任。最後，我想說學人類學是一種幸福，因

為人類學真的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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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是人類學生產知識的主要途徑，

然而，田野資料採集經常充滿限制，

如何將有限觀察，轉化為知識，是人類學家

們的共同課題，對在醫院做研究的人類學家

似乎更是如此。

為了博士論文，我於 2008年返台進行

關於台灣高剖腹產率現象的田野調查，醫院

是主要研究場域。然而，一方面，高剖腹產

率當時已是敏感議題，醫界承受不小壓力，

不意外地，醫院對於我的研究主題頗為警

戒；另一方面，作為一個高度專業化的機構，

許多醫院排拒來自於非醫學背景的研究者，

這也是我被醫院拒絕的典型理由之一。幸運

地，在輾轉引介與聯絡後，我終於找到願意

協助我進醫院做研究的醫師，但上述排拒與

警戒並未完全消失，它們轉化成為我在資料

採集時必須面對的規範與限制。

如同醫院其他所有人事物，人類學家也

必須被納入這套管理系統中。為了進醫院做

研究，我必須先通過該醫院的「醫學研究倫

理委員會」(即所謂的 IRB)審查，才得以

根據核准在特定醫師的門診時間進行觀察。

在該時段內，我必須先於護理站，藉由護理

人員協助向產婦取得同意書，方能陪同進入

診間。另外，我雖然被允許進入產房進行觀

察，而且沒有時段限制，但相當程度上，我

於產房中的觀察活動仍須配合醫護人員的工

作，例如他們的巡房，或者是否讓我伴隨進

入接生室。簡言之，我在醫院中的研究活動

被整併到醫院的工作流程裡。再者，看著總

是大排長龍的候診區，以及醫師與護士們一

面工作、一面壓抑疲倦煩躁表情，總是讓我

不敢問太多問題，深怕干擾他們工作。

「沉浸式的體驗」(immersion experi-

ence)一向是人類學專業認同的主要部份

(Rabinow 1977)，然而，對醫院裡的人類學

家而言，這樣的專業認同成為一種挑戰。如

同 Francine Lorimer(2010)回顧兩個迥異的田

野經驗，她先在澳洲土著社群裡研究他們的

文化認同，對精神分析發生興趣後，轉而進

入丹麥精神病院進行民族誌，相較於第一個

田野工作，Lorimer在醫院研究時，總是不

禁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在做田野」(P.103)，

這句話準確反映我的焦慮與困惑。

當我借助閱讀來緩解焦慮時，意外發現

Sherryl Kleinman與Martha A. Copp(1993)的

專書，以專業機構中田野經驗為基礎進行提

問：如果我們浸在田野的時間不夠長，和報

導人不夠熟稔，就不能算是真正 (authentic)

的田野工作者嗎 ?萬一場域本身就不允許

我們涉入這麼深，這樣的田野工作還有價

值嗎 ?這些限制如何能轉化成研究資料 ? 

Kleinman與 Copp指出研究者能否「沉浸」

醫院中的人類學家 :田野經驗淺談

⊕ 官晨怡 /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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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田野，不全然取決於在田野裡花多少時

間，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否分析自己與該

場域的互動與關係 :「不論是在哪一種觀看

位置 (vantage point)，我們都能學到東西，

只要清楚知道自己在這些情境裡的角色」

(P.31)。換言之，儘管專業機構為研究者設

下許多限制，若是能認真處理我們身在其中

的經驗，仍可以在既有限制下達到有效的

「沉浸」。

確實，分析自己的經驗，讓我更了解這

個讓剖腹產率高居不下的生產環境。舉例而

言，研究初期的「找路」過程，讓我看到秩

序在這環境裡的重要角色。

今天第一天進醫院做田野，狀況很混

亂。Z醫師要我到護理站去，遇見三十五週

以上的孕婦，再收同意書。1當我去到護理

站，跟駐站護士說明來此研究，護士質疑我

既沒有工作證也沒有工作服，2不適合在那

裡與病人交談，並問我有沒有知會門診護理

長，我說沒有，她要我立刻去。我見到護理

長時，她神情不悅地說自己沒有接到通知，

問我公文跑到哪裡，有沒有跑完，我答不

出來，她要我去人體試驗 (IRB)辦公室問清

楚，並說我需要識別證或衣服。然而，當我

詢問人體試驗辦公室人員，這位人員告訴我

1 Z醫師是我在該醫院研究計畫的主持人，他建議我
針對懷孕 35週以上的孕婦進行收案，因為對於生
產方式的討論多半發生於這個時期。

2 即實習醫生穿的白袍。

做研究的學生本來就沒有發衣服。在一陣混

亂討論後，這位人員和另一個同事仔細看了

公文，發現他們忘了照會人事室，於是幫我

打了電話，不久後，一位人事室人員來把我

帶到人事室，這時他們要我先到醫院附近拍

快照，再拿照片回來辦識別證。在醫院的幾

條巷子外，我找到拍快照的機器，拿著照片

回到人事室後，他們很快地幫我登記人事資

料，並製作了一張識別證。Finally, I got my 

ID!!

這個秩序是集體維持的。進入醫院後，

不僅我急於尋找秩序，醫護人員也要求我盡

快進入他們的秩序裡。首先，成員與外來者

的身分必須被明確標示，這也是我被要求穿

上工作服與佩帶識別證的原因，雖然護士們

說，這是為了避免我穿著便裝與孕婦攀談容

易引發的疑慮，3然而，更重要的是，如此

標示也為了減低護理人員們的不安，她們經

常是負責維護秩序的主要人員，需要清楚知

道每個人的角色和定位。另外，這個機構中

的每一份子都有清楚執掌，並且對執掌範圍

內的人事物絕對控制，任何一個脫序，都是

潛在威脅，因此，護士們關心護理長是否知

情，護理長得要看到來自 IRB辦公室授與我

的公文，而 IRB需要照會相關處室。

這讓我注意到醫院對秩序的重視如何深

切影響它們對待生產的方式。在台灣，許多

3 這似乎也牽涉到醫護間不平等的工作關係，例如，
當病人發生不滿，護士經常比醫師更容易被責怪或

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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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中醫療干預與其說出於醫療上的必要，

更是為了維持秩序，和醫護人員對於生產的

控制感 (sense of control)，就像受訪醫師們

儘管了解這些干預在醫學上不必要，卻仍認

為有其必要，特別是就風險管理和效率而

言。如同儀式，這些醫療步驟把原來渾沌、

無法預測的自然生產過程轉化為能夠人為控

制與管理的事件 (Davis-Floyd 1992)。

另一方面，我們在田野裡的情緒，可能

同時反映其他人在該情境中的感受 (Klein-

man and Copp 1993)。為拿到識別證，我周

旋於不同部門，時而筋疲力盡，時而迷失，

最後幾乎是機械式地完成被交代的工作，當

晚整理田野筆記時，寫下這樣的感想：

大醫院裡的分工很細，而且部門間的聯

繫似乎不好 (例如 IRB、人事室和護理站 )，

過程中我很困惑，不知道該怎麼做，也不知

道下一步是什麼，在當下，我好像只能聽從

不同人給我不同的指示，孕婦們應該也是如

此。

產婦們雖然不太需要周旋於科層部門

中，然而，她們的生產被架構成由一系列的

醫療步驟組成的生產線 (assembly line)活動，

面對這些疏離的生產過程，是不是往往也

只能將身體交給這個體系呢 ?過去，我總是

以理論來理解產婦為何在這樣的環境難以主

導生產，例如，這個生產線式的醫療過程如

何讓女人淪為被使喚的勞工 (Martin 1987)，

或是面對醫療這個權威知識 (authoritative 

knowledge)，女人失去發聲的正當性 (Jordan 

1997)。

透過親身經驗，我得到另一個媒介來連

結產婦的感受。

如同從事醫療人類學研究多年的 Arthur 

Kleinman 在 Writing at the Margin 一 書 中

重申民族誌作為探討醫療議題的有效工具

(Kleninman 1995)，因為它不同於其他從事

健康領域研究裡的其他主流方法，能帶領我

們超越許多理所當然的看法，而實際體驗與

反思正是民族誌之所以能達到這個目標的主

要力量來源 (P.195)。然而，如同本文呈現

的，在醫院裡進行田野工作，重重限制侷限

了人類學家在該場域裡的沉浸，此時，反思

就顯得格外重要。以上僅是我對親身經驗作

的粗淺分享，在專業機構日益主導人類生活

的當代，人類學家在醫院與其他專業機構中

遇到的挑戰，與跨越這些限制的可能方式，

值得更多討論。

(本文改寫自會議論文〈醫院中的人類

學家—反思田野中的限制與互動經驗〉，

「從相逢到交融：人類學與心理學的激盪與

對話」國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

所，2012年 9月 4日至 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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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ings!  My name is Tom Abel ( 安

天 木 ) and I am an evolutionary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ist.  In Taiwan, most 

anthropologists are trained in the humanities.  

Wo r l d w i d e  p r o b a b l y  t h e  m a j o r i t y  o f 

anthropologists are also trained in this way, 

with a broad education in the arts,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But around the 

world today there are many anthropologists like 

me, with training in the sciences, especially 

biology, medicine, ecology, and evolution.  I 

am fortunate to be at Tzu Chi University, which 

is home to perhaps the best department for 

scientific anthropology in the country.  Yes, 

we have outstanding anthropologists trained 

in the humanities, but we also have specialist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in genetics, in 

demography, and we have my specialties, again 

in evolution and ecology.  Of course we are 

all trained i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ideas and knowledge that is our inheritance as 

members of the 'tribe' of anthropology.  But we 

include a different 

p e r s p e c t i v e  o n 

humanity, one that 

i s  more  grounded 

in science.  Our department among the many 

within Taiwan is thus evidence of the beauty 

of anthropology, the strength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is the study of humanity, but 

from many perspectives, both humanistic and 

scientific.

So then, what do I do, what is evolutionary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 will give you 

four examples from four different areas of 

my research.  We can call these (a) cultural 

evolution, (b) ecosystem anthropology, (c) 

historical ecology, and (d) sustainability.  First, 

what is culture, and how does it evolve?  We 

could say that culture is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the performances and rituals, the technologies 

and strategies, all that give humans our 

uniqueness and our special powers to surviv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provided by Tom Abel)

⊕ Tom Abel( 安天木 )

Learning about Culture 
in Nature

Dr. Abel 
(provided by Tom 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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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to prosper, and 

to transform the world.  Culture then must be 

of great value to us.  How do we keep those 

ideas alive, how do we share them with our 

children, how are they spread more widely 

across society?  These questions are answered 

today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under the topic of cultural evolution.  In this 

subfield of anthropology, some anthropologists 

use models from genetic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genes in 

any population of plants or 

animals, but in their models 

they replace genes with 

cultural traits.  Instead, I use 

models from systems ecology 

o f  t h e  m a i n t e n a n c e  o f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of culture.  

In my approach, cultural information that 

is useful must be used.  It must be continually 

shared, discussed, debated, negotiated, some 

people say 'contested'.  It is as if valuable 

information is 'cycled' endlessly.  In that 

process, of course, it can be modified, enhanced, 

transformed.  But most of the time it is ` lived  ́

within each of us, and used by us for direction, 

for interpretation, for understanding.  I define 

that process of 'cycling' with an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model called the 'information 

cycle', which came from one of my mentors, 

the famed systems ecologist H.T. Odum.  He 

used the information cycle mainly to discuss 

the lifecycl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But he felt 

that the model was more general and should 

be applied to people and culture.  I have taken 

on the job of expanding the information cycle 

model into the realm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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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Cycle (HT Odum (1996:223)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This material i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John 
Wiley & Sons, Inc.)

Student with Log Book (provided by Tom 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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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topic is ecosystem anthropology.  

When you look at a place like Hualien County, 

is there explanation for its form, for the 

loca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and cities?  Is 

there explanation for the patterns of nature, 

of economy, of household, and of culture?  

Economists often claim to answer these types 

of questions, at least regarding the shape of an 

economy.  But what of nature, of the structure 

of home and garde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culture (in information cycles)?  

For these questions they have no answer.  This 

is because theirs is not a biological science, 

not an ecological science, it is instead formal 

and mathematical.  In contrast, the study of 

ecology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  It integrates biology, the 

Earth sciences, meteorology, oceanography, 

soils, and others into a single discipline that 

attempts to answer big questions of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  Why do 

ecosystems take the 

shapes that they do, 

the regular patterns 

that capture and use 

sunlight, water, and soil 

nutrients to produce 

life in hierarch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Why invariably do they 

form into systems that 

recycle needed nutrients?  Why as they develop 

do they follow regular patterns that we call 

succession, patterns of increasing complexity 

and cooperation?

In my ecosystems research of Hu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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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lien Human-Ecosystem (provided by Tom Abel)

Farmer Planting Rice (provided by Tom 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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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y, I take an ecosystem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total human-ecosystem.  I have 

been studying both the parts and the whole.  I 

have learned about the farming systems that feed 

us.  And I have studied the great industries that 

dominate the landscape, especially cement and 

stone production, the paper mill, and the harbor 

for export and for import.  And I have studied 

the households of Hualien as little ecosystems 

themselves that need energy and resources in 

their production of us—of parents, children, 

and elders.  For these studies I do not use the 

tools of economists, but instead use 'ecological 

economics' that incorporates the understandings 

of nature that come from ecology.

Next, historical ecology shares with the 

humanistic study of history a keen interest 

in discovering the past.  What it adds is the 

science of ecology.  Why is that important?  

Because more often history focuses on human 

actors, their decisions, their conflicts, and their 

outcomes as they unfold as one event after 

another.  Historical ecology aims to produce 

causal explanations of history that are related 

to our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the ecological 

principles that structure them.  The objects of 

ecological studies are ecosystems and they are 

extremely complex, even more so when they 

include humans with our culture.  Therefore, 

ecology may seek to predict change, but it is 

better still at retrodiction, that is explaining 

change after it has occurred.  

When we look at our human past, as in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and its indigenous 

populations, we can apply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ecology to attempt to explain or 

retrodict the past.  From my view, the most 

intriguing question about Tawain's Austronesian 

past is, why did they not develop larger and 

more complex societies.  They certainly had 

productive ecosystems, abundant rainfall, 

cultigens like taro, and even seed grains in 

rice and millet.  They certainly had time to 

develop complex societies, considering that the 

Philippines, for example, or even the Hawaiian 

Islands, which were invaded by farming 

Austronesian peoples much later than Taiwan, 

developed what we call complex chiefdoms.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developed only a few 

simple chiefdoms surrounded by less complex 

and smaller still local groups or 'tribes'.  My 

approach to explaining this history is to look 

at the unique ecology and geology of Taiwan, 

which, before the landscape was dramatically 

transformed by Han and Japanese colonialists, 

possessed few stable river bottomlands that were 

not subject to regular and extreme disruption 

from typhoon rainfalls.  This made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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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difficult to sustain, and it divided the 

landscape into smaller and often isolated strips 

between rivers.  As any indigenous population 

around the world, Taiwan 'renjumin' were of 

course capable of great cultural complexity.  Our 

humanity is what we all share.  Our homelands, 

its potentials, and our place in time we have by 

chance.

Last, is the world that we live in today 

sustainable?  I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ny 

kind always a good thing?  These questions 

are asked by researchers like myself who study 

development impacts and sustainability.  We 

all depend on the ecosystems that support 

us.  Some of them surround us, they are the 

living patterns of nature within which we live 

and walk and farm and work and play.  But 

we are also supported by ecosystems that are 

further away.  We depend on the great ocean 

ecosystems for much of the food we eat.  We 

depend on river and mountain ecosystems to 

supply us with fresh water.  We depend on 

forests near and far for the capturing of CO2 in 

the air, for the wood that we use in countless 

products, for the wildlife that are hunted by 

some, and for places of spiritual renewal.  While 

economic development creates employment, 

gives us products that we desire, and contributes 

to national financing of valuable public goods 

lik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som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also be harmful for the 

ecosystems that we depend upon.  And it can be 

harmful to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grity 

that makes Taiwan a unique society.  How 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 judged, hopefully 

before it is a reality?  

I have conducted two projects related 

to these ques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and for these I did not pick 

particularly 'dirty' industries like chemical 

factories or oil refining.  Instead I chose the 

more extreme c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claims to be 'sustainable'.  Ecotourism is 

one example.  My research into whale watching 

ecotourism in Taiwan, and into scuba diving 

ecotourism on the island of Bonaire in the 

Caribbean are examples of research that answers 

those questions, that attempts to judg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or while it is happening.  In 

both of my research projects of ecotourism, I 

have found that while effort is made to protect 

the objects of tourism, the whales and dolphins 

in one case and the reefs and fish in the other 

case,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concern for the 

surrounding terrestrial (land) ecosystems and 

especially for the indigenous human populations 

that surround the development sites.  Better 

development policy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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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mprove that picture.

I hope you have enjoyed this quick tour 

of research conducted by an evolutionary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ist.  Anthropology is 

a broad discipline with a deep intellectual 

history.  It can accommodate both the scientist 

and the humanist, and Taiwan anthropology 

provides many opportunities for building on this 

tradition.

Whale-Watching Ecotourism (provided by Tom 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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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質人類學是人類學四大分支之一，卻

因其理論與實務比其他分支更偏向自然科

學，除了造成與其他分支之橫向聯繫較為欠

缺外，亦給外界誤認為僅在象牙塔中從事知

識生產，鮮少與社會互動。本文透過三個議

題的回顧與評析：1.日治體質人類學傳統的
興衰與對臺灣醫界、政界的貢獻；2.南島起
源爭議與遺傳人類學的政治魔力；3.原住民
基因研究倫理爭議與臺灣研究倫理發展；探

討臺灣體質人類學如何與臺灣社會交會，揭

示體質人類學在過去百年發展歷程中充滿公

共性，與當代社會的政治、階級、國族意

識、人權等發展息息相關，甚至互相導引與

形塑。

日治體質人類學傳統的興衰與對
臺灣醫界、政界的貢獻

    臺灣地區的科學性體質人類學研究始
於 19世紀末。但隨著解剖科學在臺灣的進
展，臺灣的體質人類學教學與研究逐漸轉至

醫學系統。觀察當時體質人類學論文發表的

期刊，可再一次驗證當時體質人類學研究其

實屬於醫學研究。對 1940至 1960年以臺灣
為研究主題的科研論文進行統計，體質人類

學是出版數量最高的學科。體質人類學在臺

灣轉向醫學系統，是造成臺灣體質人類學人

才出現斷層的主要原因之一。多位人類學者

在回顧臺灣人類學發展時皆指出，體質人類

學研究在臺灣人類學系統出現嚴重斷層。

若醫學系統能夠維持體質人類學的研究

與人才培育，則體質人類學在臺灣應不至於

式微。但 1940至 1960年體質人類學稱霸臺
灣科研論文出版數量時，卻未能持續培育出

維持體質人類學發展的人才。綜觀當時發表

的論文可以發現，除了金關丈夫外，參與調

查者可分為執業許久的開業醫、以及剛剛畢

業的非開業醫。開業醫進行調查時多已離開

學校執業多年，許多開業醫甚至比指導教授

還年長。與開業醫相較，非開業醫皆為年紀

極輕、醫學院剛畢業即投入調查研究。當時

開業醫前仆後繼投入體質人類學研究，主要

目的是為了申請日本論文博士之用。日治以

及戰後臺灣並沒有博士學程，開業醫唯有跟

隨醫學院教授進行研究撰寫論文，才可能獲

得博士學位。當時醫生對於博士學位的渴

望，可從金關丈夫的談話紀錄中直接印證。

在《民俗臺灣》武陵中文翻譯版第一輯中，

記載了金關丈夫在回日本十一年後一次赴臺

參加醫學會議的空檔，與《民俗臺灣》眾撰

稿者談話的內容：「我這一次再度來到臺灣，

承蒙各方面的友好歡迎招待，因此日程是排

得滿滿的，每天都很忙，可是昔日透過《民

俗臺灣》所認識的朋友，無論如何總是要見

體質人類學與臺灣社會

⊕ 陳叔倬 /

體
質
人
類
學
與
臺
灣
社
會

1	 曾於 2011 年 11 月 18-19 日，由國立清華大學人

類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合辦「重讀

臺灣：人類學的視野—百年人類學回顧與前瞻學

術研討會」中正式發表。本文為節錄稿。正式論

文仍在專書編輯中。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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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的…剛才陳紹馨先生也已說過，前年赴

馬尼拉的返國途上，本來是想順便來臺灣看

看，不過「到臺灣，每天的酒宴攻勢，恐怕

吃不消。」那句話並不是真正的理由，其實，

我當從臺灣回國的時候，受人家托了很多的

論文。可是歲月過得很快，人生過了五十

歲，萬事都慢吞吞起來，不知不覺間竟過了

十一個年頭。托我的人，等不耐煩，來催促

我，我心裡覺得萬分歉疚，不好意思見他們

的面，所以也才沒有來。幸得現在那些論文

大概都已經解決，這一次臺灣舊地重遊也才

告實現。今天到會的各位先生，和獲得博士

學位的都沒有關係，以我來說，都是屬於純

粹的神交朋友。」說臺灣體質人類學研究是

臺灣開業醫獲取日本論文博士的捷徑，並不

為過；而許多開業醫得到博士學位後進一步

在醫界獲得更高的發言位置，甚至轉往政界

發展，體質人類學的貢獻絕對不容抹煞。因

此 90年代之前體質人類學太偏重開業醫進
行研究、缺乏栽培體質人類學專門人才有

關。日治傳統的體質人類學基本上循著醫學

系統發展，與英美傳統的體質人類學歸屬於

人類學四大分支之一有顯著的不同。因此當

醫學系統的教育與研究不再支援體質人類學

時，日治傳統的體質人類學也逐漸式微。

然而臺灣過去百年來非僅僅發展日治傳

統的體質人類學，經由英美教育系統亦培養

出一批體質人類學者並作出成果，包括李

濟、連照美、何傳坤、張菁芳、陳堯峰、厲

以壯、邱鴻霖、林秀嫚、陳叔倬等。體質人

類學新血的不斷注入，勢將帶領臺灣體質人

類學研究邁向新的紀元。

南島起源爭議與遺傳人類學的政
治魔力

臺灣南島語族各族群間的起源與遷徙，

以及歷史時期與漢族的關係，一直是人類學

非常關心的議題。受限於技術門檻，遺傳人

類學較體質人類學更貼近醫學系統，研究多

在醫學院中進行，研究者更是以生醫學者佔

絕大多數。

過去 20年來發表的遺傳人類學論文超
過百篇，利用不同遺傳指標獲致的研究結果

亦未相同，很難推論出一致的結果。關於臺

灣原住民族各族如何來到臺灣？有論文提到

原住民族來臺前即多元起源，也有論文提到

單一起源來臺後始分裂。關於臺灣原住民族

何時來到臺灣？論及單一起源來臺後分裂的

論文多推至 1萬年以前，而多元起源則將來
臺時間延展為數千年之廣。也就是說，關於

這些議題仍須更多的研究數據，才能做出更

精準的推論。

不過對於起源地，所有遺傳數據一致支

持起源於亞洲大陸：即使繞道菲律賓，菲律

賓原住民基因的起源地，也是亞洲大陸。然

而，純粹的遺傳人類學研究題目，卻意外的

與臺灣的政治氛圍出現緊密互動，牽動群眾

的認同。隨著 80年代語言學者 Robert Blust
以及相關國外學者提出「臺灣原鄉論」後，

許多國內學者—尤其在陳水扁政府時期—皆

爭相擁抱。總結臺灣原鄉論可得出以下論

點：臺灣自成起源中心；臺灣與中國的關連

僅在遠古時代；臺灣史前與臺灣當代原住民

存在連續性；臺灣是當代所有南島語族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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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擴散的原鄉；臺灣原住民是世界文化的貢

獻者；自舊石器時代即為起源地；基於語言

與考古學證據，非關原住民傳說與中國史

學。然而，隨著臺灣政治局勢在解嚴以後的

日漸民主化，各種「本土論述」、「鄉土論

述」、乃至「臺灣國族主義論述」，開始慢

慢被當時反對運動的領袖及相關學者建構出

來。「臺灣原鄉論」此時被賦予新的政治意

義，成為「臺灣國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對於佔臺灣 98％人口的漢人而言，支持臺
灣人口 2％人口的原住民以「原鄉」的稱呼，
可強化臺灣主體意識，並對抗中國沙文主

義。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原鄉說」提出臺

灣是古南島語擴散出去的起點，但臺灣是一

個海島，這群使用古南島語的人們，應該還

是從「某個地方」遷移到臺灣的，而多數學

者相信，這個「某個地方」應該是在亞洲大

陸的東南沿海。簡單來講，「南島語起源地」

和「臺灣原住民起源」這兩個議題雖然有高

度重疊的地方，但是這兩者並不能完全畫上

等號。臺灣原鄉論的倡議者 Blust自己也認
同語言學者 Paul Benedict的南島 -侗傣同源
假說，認為南島語族的最終起源在中國大陸

南方，而臺灣只是南島語族向海洋發展的起

源地。

實際上，檢視至今所有已發表的遺傳數

據，也都支持台灣原住民起源於亞洲大陸。

但遺傳數據不會說話，當生醫學者對於台灣

原鄉論認識不清，做出島嶼起源的結論時，

除造成外界對於遺傳人類學研究的錯誤認

識，更容易造成外界於政治上的錯誤聯想。

當錯誤的島嶼起源論與臺灣主體意識相結合

後，生醫學者進一步配合「有唐山公、無唐

山媽」的俗諺，操弄遺傳人類學數據，做出

臺灣漢人與臺灣原住民有超高比例混血的謬

論。若確實檢驗已發表遺傳數據，臺灣漢人

與中國南方漢人的遺傳組成仍然非常相似，

並沒有混入高比例臺灣原住民血源的跡象。

然而錯誤的高混血比例結論在特定政治媒體

強力宣傳下，廣泛流傳於世，更影響著一般

大眾的國族認同。學者面對遺傳數據的異論

同樣產生好奇，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或可謂

不熟悉廣泛的生物學知識，選擇相信錯誤結

論；然而亦有生醫學者在缺乏專精的遺傳人

類學認識下附和錯誤結論。

國族原本即是由非原生因素構成，各種

政治經濟因素無時不刻重塑著國族的邊界，

因此國族的血源邊界永不存在，即使新遺傳

科技再如何精進也無法確認。因此相關研究

者實在不應輕忽，除了致力於追求學術成果

外，更應將傳遞正確知識當作重要職志，更

不可為任何非學術目的隨意操弄學術研究。

原住民基因研究倫理爭議與臺灣
研究倫理發展

西元 1900年森丑之助於偷竊阿里山鄒
族髑髏後撰文「偷竊髑髏懺悔錄」之提到：

「當時因為年少氣銳，也因為學術研究的需

要，我們發狂似的說作就作…鳥居先生和我

苦心偷出的髑髏，現在已成為大學裡的重要

標本。我們相信光是提供研究材料這一點，

就可以對學術界有很大貢獻。」若以 2011
年通過的「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倫理規

範」來評斷 111年前森丑之助與鳥居龍藏的
行為，他們可能被逐出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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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當然，以今日的倫理標準評斷古早學者

的行為毫無意義，但也突顯出過去人類學者

在進行研究時的倫理標準確實無法符合當代

的檢驗。

體質人類學研究自始即面臨兩種價值觀

的衝突：一方面，從西方科學的觀點，體質

人類學應為未來保存重要研究標本、以造福

全人類的知識；另一方面，從地方知識的概

念則斷言，從體質人類學材料理解的知識是

片段、侷限、並受權力與企圖所宰制，並無

法獲致真正的知識。因此，溝通與協商知識

如何構成，有其必要。

當 90年代末期一連串採及原住民檢體
的生物醫學研究頻頻出現倫理爭議時，在當

代體質人類學者的持續關切下，發表一系列

原住民與基因研究者對於基因研究認知差異

的研究論文，促使國家開始思考針對人體檢

體採集與研究進行倫理審查，並促成「研究

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原住

民族基本法」、「人體研究法」等法律的通

過。

從人類學研究基本原則：全貌觀與跨文

化比較，人類學者應該是最容易理解並維護

被研究者人權的一群學者。也因為對被研究

者的尊重，1973年時任臺灣大學考古人類
學系代主任的李亦園面對莫那魯道遺骸的歸

屬問題時，上書校方：「光夏校長賜鑒：考

古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現藏有霧社事件山胞

抗日英雄莫那魯道先生之骨骸一具，此項標

本係去年由本校醫學院解剖學科余錦泉教授

研究室移送本系，由本系標本室妥予保管。

查莫那魯道先生生前為山胞泰雅族霧社群總

頭目，為人英勇果敢，對當時日人之壓迫臺

灣民眾極為不滿，遂於民國十九年十月廿七

日 領導霧社群族人揭起抗暴旗幟，與日軍
作殊死戰，其後因日人用毒氣攻擊，山胞無

法抵禦，莫氏乃與四百五十位山胞自殺成

仁，其精神極為可佩。本系同仁以為此一烈

士之骨骸不宜收藏於研究機構，實應歸葬於

其故鄉，建立墓園，以供後人瞻仰。茲謹建

議  鈞長與臺灣省政府謝主席聯合發起為莫
烈士舉行莊嚴葬禮並興築墓園，以示我政府

與本校對抗日烈士之關懷與崇仰。」李先生

對人體材料表現出比當時許多傳統體質人類

學者多一分理解與尊重，自然是受過全面人

類學訓練的優良傳統影響。

過去人類學者們對於人類學偏向人文或

是科學，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一致認

為體質人類學的本質應屬於科學，人文的成

分較少。卻也因為帶有過於明顯的科學性

格，體質人類學過去與其他人類學分支鮮少

對話。但隨著科學史的研究已經證明，所有

的科學研究都必需與社會互動，科學的理論

與技術不再僅止於實驗室裡的一種專門事

業，與整體社會發展密不可分。由以上議題

可以得知，體質人類學過去的發展，絕非僅

限於體質人類學或人類學內部互動，實在與

全臺灣社會的政治、階級、國族意識、人權

等發展息息相關，並為這些社會力量所導引

與形塑。因此，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的我

輩，應當時時關注自身研究與其他人類學分

支以及整體社會的關連性，才不至於被侷限

於象牙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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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不少生物醫學人類學的相關機

構，本文將簡短介紹三個長期投入體質人類

學教學或研究的機構，也希望下次可以有機

會介紹其他生物醫學人類學的相關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台大解剖學科）

台大解剖學科是台灣最早的體質人類學

教學與研究機構，成立於日據時期 1930年
代，金關丈夫教授與台大解剖學科師生，開

創了台灣的體質人類學。從日據時代到光復

初期，台大解剖學科師生大量發表台灣漢人

與原住民族群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也曾經到

台灣以外的地區進行調查，這是台灣體質人

類學的黃金時代。台大解剖學科對台灣體質

人類學具有非常重要的貢獻，九十多歲的蔡

錫圭教授仍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令人非常

敬佩。

馬偕紀念醫院醫學研究部 
輸血醫學研究組 

（Transfusion Medicine and 
Molecular Anthropology 

Laboratory）

馬偕醫院輸血醫學研究組是由堪稱台灣

遺傳人類學之母的林媽利醫師於 1980年代
建立。從 1990年代至今，林醫師、尚特鳩
（Jean Trejaut）、陸中衡等研究員發表了很
多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的遺傳人類學研究，對

了解台灣各族群以及南島民族的起源與遷徙

有非常重要的貢獻。輸血醫學研究組除了研

究現代人群之外，也有古代 DNA實驗室可
以進行古代人群遺傳結構的研究，此外他們

也有基因尋根服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己

的遺傳來源。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人類發展學系

慈大人發系的碩士班起源於 1999年成
立的人類學研究所，而人類發展學系大學部

則成立於 2001年，以人類學與心理學為核
心學科。之後人類學研究所與人類發展學系

合併，人發系碩士班目前設有應用人類學組

與臨床心理學組。人發系有四位生物醫學人

類學教師：許木柱（醫學人類學）、日宏煜

（醫學人類學）、安天木（生態人類學）和

陳堯峰（生物人類學）。大學部學生除必修

科目外，還必須從生醫人類學群與應用人類

學群中，選一個學群修習（15學分）。生
醫人類學群的必修課程為遺傳人類學、醫學

人類學與法醫人類學（三門中選二門），也

有一些醫學人類學、生態人類學和生物人類

學的選修課程。在碩士班應用人類學組，生

物醫學人類學理論是必修課程。希望未來慈

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能成為台灣生物醫學人

類學重要的教學研究機構。

⊕ 陳堯峰 /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

台灣生物醫學人類學的

教學研究機構簡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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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北京人（直立人）的化石是於 1920年代在周口店出土，但二
戰時期不幸下落不明，直到 1960年代才再挖掘出新的頭蓋骨化石。支持多
地區演化理論的學者認為北京人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但相信替代理論的學

者認為北京人不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其後代已經滅絕。而傾向主要非洲起

源理論的學者則認為北京人雖然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但並不是主要來源。

（陳堯峰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