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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羅永清 

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健康休閒與文化 

產業學士學程專班助理教授 

 

原住民高等教育的未來乃繫於 

原住民族知識文化體系的探索 

乃是原住民教育法的根本任務 

晚近大學端原住民族專班的設置由於

制度設計缺失，依然陷於補充教育的

困境，資源與師資還有教育內容的鋪

陳都沒有制度上的充分支持，其實危

機四伏，如果相關單位沒有在這個時

候作高位思考，將使得原住民專班這

個世界先進的制度漸漸失去發揮的能

力，還好原專班有許多人類學家涉入

教育哲學的場域作最前線的實踐，使

得國內人類學的場域生成更多的刺探。 

 

感謝學會給予本期機會略探一二，限

於篇幅只有暨大邱韻芳老師，中原吳

鼎武老師，義大台邦老師，還有最資淺

的我在屏大，僅以這幾篇文章野人獻

曝一番。另外也在此序言斗膽將原住

民專班的任務與最近原住民族教育法

之修法作勾連以作為本序，茲抒發如

下，拋磚引玉： 

 

一、 原住民教育法修法 

背景  

這次受邀擔任「原住民族教育巡迴論

壇」之「原住民族知識文化體系」的與

談人之一，大會邀請了四位與談人分

別給予十分鐘時間表達對於原住民族

知識體系建立的策略或方案為何？對

於這個問題，相當忐忑，因為原住民知

識體系真的茲事體大﹗而在《原住民

族教育法》中原住民知識體系的地位

該是什麼呢？ 

 

初步感覺，如果沒有這個知識體系的

定義，就不會產生原住民教育法的靈

魂，而《原住民族教育法》自 1998 年

制定，2004 年通過以來，逾 20 年沒有

大修，為了落實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

教育模式，現在修法就是為了召喚出

這個靈魂。 

 

簡單說，以往的主流教育忽視了原住

民的知識體系，因此此次修法乃著重

於原住民主體的召喚，也因此原住民

教育法中所謂的「民族教育」必須被賦

予一個能讓原住民主體性還魂的策略

或方案而且又必須與主體教育所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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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教育」相互搭配。 

 

因此如何定義出原住民知識體系作為

《原住民族教育法》中可以操作的目

標與程序，是目前很重要的工作．說到

這裡，我的忐忑更加嚴重，因為我們的

思考框架受限於在教育體制中思考原

住民知識體系的定義。如果只有七分

鐘，我認為，最簡單定義原住民知識體

系就是回復到沒有「一般教育」的狀況，

剩下的就是完完整整的原住民知識體

系，也就是說回復到沒有國民教育、義

務教育的時代時原住民認識世界與生

活的方式之中，這真的是一種囈語。 

 

至少這樣我們可以承認原住民有本來

的知識體系，因此今天要談原住民的

知識體系是什麼，其語境有了一個內

癮的情境，就是原住民的知識體系已

經是在一個多重文化交織的狀況之中，

甚至有優勝劣敗的價值觀點也就是殖

民教育體制帶來的影響，也因此今天

談恢復原住民的知識體系是在一種後

殖民或者轉型正義的脈絡之中。 

 

 

立法委員鍾佳濱表示，2016 年蔡英文

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並提

出「建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維護教育、

文化之權利」政策，展現了政府推動原

住民族教育主體建構及轉型決心，因

此教育部今年啟動《原住民族教育法》

修法作業，邀集原住民籍、立法院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立委們於全台共同舉辦

5 場原住民族教育巡迴論壇，冀望能提

出更適切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在這個語境之下，其實原住民文化知

識體系幾乎抹滅的狀況下，我們幾乎

要以器官拼湊的方式來招喚靈魂的歸

來，因此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建立的策

略或方案為何？ 

 

二、 語言作為知識體系 

按照我剛剛以時光倒流的方式來思考，

首先可以標示出原住民知識體系，當

然的就是，原住民族原本各自擁有的

語言，每每我們從原住民語言的內涵

發現這是一個不一樣的體系，比如說

最近暑假大家可以接觸到的「豐年祭」

或「豐收節」，這些中文詞彙其實都引

導著以中文文化思考這些原住民文化

的危險或偏見，因此應該想辦法避免

這個誤導。 

 

第一個方式就是從「語言內涵」來出發，

今天的與談人都是泰雅族，我就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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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例子說泰雅族的祖靈祭，如北勢群

所謂的祖靈祭 maho 中，按其名稱的字

源：maho 一詞來自於 mehu 的原文，

mehu 泰雅語乃意為「摘、折」的意思 

( 尤巴斯．瓦旦 2005:63 ，小島由

道:1996[1915] :48，鈴木質等)。泰雅人

族在收割小米之前，擔心摘折的過程

破壞小米的靈力，因此為了保護小米，

必先以象徵上具有保持小米新鮮靈的

小米糕或食物來沖抵摘折帶來的小米

污質靈；而收成之後則往往以獵頭來

補充整個小米園所損失的靈力以及摘

折所帶來的污質。這也構成了幾乎所

有泰雅文化中的各種農業祭典儀式的

主軸。根據 maho 一字的角度，收成的

過程是緊張嚴肅而不是中文豐年祭可

能內涵的豐收與得意的心態．因此以

祖靈祭來稱呼時似乎忽略了maho所強

調的乃是小米靈力的面相；這一方面

的詮釋，筆者認為還沒有很清楚，需要

泰雅文化研究的近一步討論。 

 

另外，伍麗華針對豐年祭也提出了類

似的詮釋：取小米穗這個動作叫

venetiljaq（動詞)，字義是用手強行摘除

離開母體，引申為「剝奪」。取下小米

穗 之 後 ， 那 些 留 下 來 的 莖 葉 叫

qineqavan(名詞)，字義是扛在肩膀上，

意思是「對不起土地，跟你搶食物」，

引申為「被強奪了」。  

 

取下的小米穗捆紮成一束後，把小米

梗切齊的動作叫 semupala(動詞)，字義

是把你的的羽毛剁掉不能再飛，引申

為「屬於我了」。從這些字義，不難理

解人與「植物、動物、土地」，是採取

一種生命互動的世界觀，因此收穫之

後會有一個「masalut(安魂)」的儀式，

一般稱之「豐年祭」其實是錯誤的理解，

稱之「收穫祭」也不完全正確，嚴格來

說應該是「生命祭」----感恩您(植物/動

物/上蒼)讓我飽足。因此辦理儀式安魂、

謝恩，結束後眾人再同樂飽足一頓，慢

慢就演變為一種祭典。  

 

從泰雅族祖靈祭以及伍麗華對於豐年

祭的詮釋，我們試圖從原住民語彙的

本體意義出發來理解「語言承載著該

文化的世界觀、價值觀、生命觀，不了

解該語言，也就無從了解該族群。語言

的消失，意味著族群的滅亡」因此透過

與語言的研究與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是

探索原住民知識體系的方式。  

 

三、 民族誌作為知識體系

建構的方法  

所以在會議單位所提供的修法方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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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是否教育部應該建立原住民知識

體系以提供原住民教育課程與師資培

育之需要？這當然是需要的，而且為

了建構原住民知識文化體系與培育人

才，政府應該在大專院校設置原住民

文化學系暨碩博士班．但是這樣培養

出來的是不是只有民族學人才呢？ 

 

我認為民族學及語言學的方法的確可

以讓國人或原住民對於原住民文化的

理解與探索有所增進，但是一兩個學

門的努力可能不夠，我建議教育部或

科技部能合作為每一個學門學科建立

原住民學科如原住民文學、原住民物

理學，或原住民化學等各種學科，企圖

讓現有學科全面滲入到原住民知識的

探索，當然物理學可能是普世科學無

法相對化，但是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

而言，知識都是鑲嵌於社會之時，排灣

族把琉璃珠是做太陽的眼淚之時，這

則排灣族神話可能記載的是太陽黑子

運動強烈的時代，人們看到了氣候變

化與民族美學的相互生成，所以排灣

族物理學的建構成為思考物理學的新

可能，其潛力是跨界又有趣的甚至可

改觀一個學科．尤其現在世界體系價

值觀的資本主義化，市場導向化這麼

嚴重的狀況下，原住民文化知識體系

所能提出的另類觀點將是潛力無窮的。 

 

我常常說台灣人會得諾貝爾獎的人應

該是原住民，剛剛提到泰雅族的 maho

一詞來源，這樣的看法在我最近的探

索中很近似於萊布尼茲的單子論，也

因此一位有泰雅族文化基礎知識體系

的泰雅族人應該很能理解史賓諾沙或

萊布尼茲的思想，甚至超越單子論這

個論點排除唯物論或唯心論的限制，

當今物理界的弦論，大概是講這個的

話，那當今物理學應該是泰雅知識系

統可以銜接的。 

 

我這些囈語不是沒有根據，卻是根據

在原住民的知識體系上可發展的，但

這一百多年來這樣的知識體系卻被主

流價值觀所排除而無法發展，原住民

知識因此需要被啟動進入激活的階段

就是讓人體悟及進一步思辨與詮釋，

這應該是原住民教育法修法要努力的

任務之一。但假如主流價值觀一昧地

將原住民文化視做不科學不理性或者

典範差異，原住民知識難以恢復無其

他知識體系干擾的時代裡的自由自在。 

 

在此，要突破這樣的桎梏，解殖教育方

法變成《原住民族教育法》中必須排入

的議程，剛剛提的建立排灣族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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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哲學等學科儘管是按照現有的知識

架構學系分工所安排的，但這個過程

是讓主流學科參入原住民知識體系，

讓原住民知識體系從混屯之中析釋出

來的方法，這樣可以讓原住民知識體

系變得有趣也變成全民的資產，這是

解殖的方法之一，也是讓解套主流價

值增加多元思考的方法．以下針對剛

剛討論對於「豐年祭」等中文術語的偏

頗及誤導之中如何從母語思考及體驗

其背後的文化體系，在一位就讀東華

大學民族學相關學系的原住民同學所

展現： 

 

四、 解殖教育作為原住民 

教育的基礎內涵  

Iljaw Padjurhu 感嘆的說:「107 年度大武

鄉『竹鞦鳥韆，興武庄情』原住民族聯

合豐年祭暨傳統文化競技系列活動，

對於傳統排灣族的族語當中，豐年祭

顯得好像與 masuvaqu 有點落差。」 

 

之所以會從豐年祭改成小米收穫祭，

他認為應該要從自身的母語當中了解

其意涵，才能知道使用哪一種「漢字」

來解釋，拼湊成最貼切族語的詞彙。 

 

再者，他也認為其中的「抬轎」的形式

讓他極度不舒服，從歷史來看，從清朝、

日治都有抬轎子的習慣，大竹部落的

頭目過去也是有抬轎的慣習，日治期

間，為其讚頌和推舉官員，所以族人們

都是以下對上的階級。中華民國接手

臺灣後，從民國八十一年大武鄉聯合

收穫祭的影片中，還是有屬於國家行

政機關的官員們，被抬舉和讚頌，而如

今，也是脫離不了殖民政府的控制，大

武鄉的抬轎，淪落給鄉長、鄉民代表、

課長、主持人把玩的娛樂遊戲，你抬舉

我，我給你錢，族人們像是打賞的雜耍

技團一般，尊嚴極低。 

 

另外他也認為豐年祭中盪鞦韆的活動

更讓人著實傻眼，我們當代還可以看

見，一個聯合豐年祭，邀請沒有穿著族

服的人上去盪，而且最讓人失望的是，

有男性上去盪鞦韆。我們談到排灣族

的盪鞦韆，北排的盪鞦韆只有當家頭

目的女孩子們才有資格盪鞦韆。  

 

其實 Iljaw Padjurhu 會發出這樣的感嘆

是因為他發現了相關的知識文化系統，

因此他可以批判抬轎子及盪鞦韆被主

流社會誤導，而掩蓋了抬轎子反映了

排灣族對於核心家團與階層制度的社

會脈絡以及盪鞦韆所具有規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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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關於小米種植與收成的巫術性質。  

 

該同學具備了跨文化的批判能力而得

到解除殖民意識形態的穿越能力；就

好像馬克思看透了資本主義文化而想

恢復成為不被異化的人且具備批判能

力，為社會科學建立了另一個看事情

的方法與知識體系如批判論、知識論。  

 

說到這裡，我認為透過語言學及民族

學還有解殖方法才能建立一個促進原

住民知識體系生成（becoming）的方式，

這才是《原住民族教育法》要努力的方

向。但是修法建議怎麼能這麼抽象，茲

條列幾條作為實質建議：  

1. 建立以原住民知識為本的對位學

科如民族物理學等。 

2. 透過國立原住民博物館及國立原

住民大學研究所，作為原住民知

識統合研究與探索的機構。  

3. 建立一條鞭的原住民教育體系，

安排課綱及相關學門的解殖程序。

如小學教育階段以原住民日常生

活及語言與教育接軌，比如一位

原住民父親的農事與科學以及原

住民文化的結合成為小學教材；

中等教育則培養學生有興趣於從

語言的對照反思探索原住民；技

職教育及或高教則需培養增加另

類價值的職業。  

4. 匡立職業及職系：所有公部門都

需要有原住民觀點的守門人以把

關解殖過程中原住民文化知識體

系得以活化:如法律，城鄉規劃，

環境衛生部門，教育部門，語 

言教育，醫護、商業等要設有族群

主流化思維。 

5. 加強建立各種如排灣學、魯凱學、

鄒族學、卑南學、布農的知道與部

落大學之間的合作促進民間與政

府的合作探索原住民知識體系。 

1
  

  

    

                                                      
1 (本文在台中教育大學所舉辦 2018 原住民族教育

巡迴論壇發言稿口頭演說，作為本期的編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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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班到學院：原住民教育在義守大學的推動經驗  / 台邦．撒沙勒 

 

淺談當前大學原住民專班的經營困境與未來契機 

-以中原大學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為例  / 瓦歷斯．拉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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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族裔「飛地」變身為校園「異托邦」 

邱韻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與社工學士專班 主任 

 

其實，「原住民族專班」一直是近代原住民教育歷史長河中的揮之不去幽靈， 

如影隨行。此一教育幽靈持續存在的最簡單理由，也許應該可以理解為 

「原住民族所需要的教育與其他群體是不一樣的」（浦忠勇 2015:146） 

2011 年，教育部發了一紙公文，以培

育原住民人才為由，鼓勵各大學透過

外加名額和獨立招生的方式設立原住

民專班。2013 年，原民會又祭出了高

達百萬的補助計畫 1，火上加油地燃起

                                                      
1 全名為「102 年鼓勵大學校院開設原住民專班補

了全國設立大學原住民專班的熱潮。 
 

然而，原專班並不是新的概念。在開頭

引言的這篇文章中，浦忠勇把原專班

比喻成「教育幽靈」，回溯了它在歷史

助計畫」。不過，第二年（103 學年度）起，此計

畫之最高補助金額就從 100 萬陡降為 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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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中的飄渺過往--清領時期的「番學

堂」、荷西時期的「土番教化」，與日治

時期的「蕃童教育所」、「高砂族教育所」

這些其所謂的「類原住民專班」；戰後

四、五０年代國民政府陸續開設的「山

地簡易師範班」和「山地醫師醫學專修

科」；以及 1994 年企業家王永慶在長

庚護專成立的「原住民護士專班」（浦

忠勇 2015:146-147）。至於大學校院裡

的原住民專班則是始於 2003 這一年，

實踐大學和明道大學兩所私立學校先

後在觀光學系和精緻農業學系設立了

原專班，目標是希望居於弱勢的原住

民學生能藉由高等教育來增加知識專

業與競爭力（陳誼誠 2012:14）。 
 

相較於之前這些零星現身而後又默默

散逸的「幽靈」，2011 年起教育部和原

民會合體推動下的原專班，則是展現

了不同以往的蓬勃景象。首先，它以驚

人的速度在大學校院裡滋生蔓延。103

學年度時，已有 11 所大學校開設了 15

個原住民專班，這樣的熱潮一直延續

到 107 學年度，每年總招生名額都維

持在六、七百名之間 2，且有越來越多

的國立大學加入這個戰場。再者，過往

                                                      
2
 107 學年度則有 16 所大學開設 22 個原住民專

班，招生員額共 667 人。本文提到的統計數字皆

的（類）原住民專班主要是作為弱勢族

群的補救措施，強化的內容是現代知

識，如今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光芒映照

之下，原住民文化成為這波大學原專

班的課程裡被要求必須具備的元素和

亮點。 
 

然而，我們能看到這幾年來原住民大

學生人數因專班政策而明顯提高就歡

呼讚嘆嗎？對照目前的大學原專班和

上述那些已成歷史的原專班，兩者之

間是否真正存在本質上的差異，足以

使原住民學生從「被扶植的客體」轉化

成為「教育的主體」？ 
 

這世界永遠不可能如此的單純、美好。 
 

難以被歸類、定位的「原住民專

班」 

不得不說，從制度的面向來看，浦忠

勇用「幽靈」形容原住民專班真是再

貼切不過的比喻，因為無論在《原住

民族教育法》或大學的組織章程裡，

都尋覓不著它的蹤跡。原住民專班

「可能」是原教法裡所定義的「原住

民教育班」，但即使是也仍舊輪廓模

糊，因為法條中只給出「為原住民學

未將技職體系的原住民專班包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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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需要，於一般學校中開設之班

級」的定義，以及說明「各級政府得

視需要設立各級原住民學校或原住民

教育班，以利就學，並維護其文

化」，並未對所謂「原住民教育班」

之內涵、組織定位多加描述（白紫‧武

賽亞納 2011:12-13）。 
 

法規的曖昧不明導致學校的組織章程

裡無法有原專班容身之處，只能任憑

所屬的大學「自主」定義，而後隨意給

或不給資源 3。以我所任教的暨南大學

來說，原專班正式的組織定位是「學士

學位學程」，隸屬於人文學院，但卻是

沒有任何一個校內系所有義務必須支

援的獨立學程。成立了一年之後，我軟

硬兼施地終於向校方爭取到原專班在

各方面能夠比照一個系的待遇，除了

教師人數之外 4。但，教師不足卻是最

關鍵的課題。   
 

教育部核准原住民專班成立時，並不

會給學校額外的師資員額，而是設想

由校內已有的師資來支援。這個前提

                                                      
3
 我曾在某場會議中詢問教育部代表有關原專班的

組織定位，得到的回應是，這屬於大學自治的範疇，

學校要把專班當作系、學程，或兩者都不是，教育

部無法干涉。 
4
 成立的第一年（103 學年度），暨大原專班的師資

只有筆者（但員額在東南亞學系）、另一名校內原有

的專任老師（需同時負責 NPO 在職碩專班），以及

對於設在某個系底下的原專班來說問

題較小，但會加重系上老師負擔，且很

可能並無熟悉「原住民」領域的師資，

導致專班的課程往往無自己的主體性；

至於像暨大這種設在院之下的原專班，

要在目前教學負擔普遍沈重的大學生

態中找到願意協助、心有餘力也足的

他系老師，更是難上加難！\ 

這就是大學原專班所遭逢的真實處境。

像是一個系又不是一個真正的系，屬

於一般教育，但又需肩負民族教育的

使命，教學與輔導任務都比一般科系

一位新聘專案教師。因招生良好加上極力向校方爭

取，於 105 和 106 學年度再分別獲得一個專案教師

員額，目前總共是兩位專任老師與三位專案教師。

這個師資數在所有大學原專班中已是名列前茅，但

和教育部規定大學部一般科系至少要有七位專任

師資仍有不小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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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艱難、複雜，教育部卻還不給師資員

額。原專班成為大學校園裡難以被歸

類的存在，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卻被

期待擁有能施展魔法的三頭六臂。 
 

那該怎麼辦呢？沒人有解答，每個大

學原專班只能各憑本事，努力地對內、

對外尋求資源，用招生成績以及各種

亮眼的表現來證明自己「繼續存活」的

價值。 

 

與刻板印象作戰 

我不喜歡「原住民專班」這個名稱，除

了因為缺乏體制支持外，另一個原因

是，它真的很容易被視作原住民學生

「自己自己」的族裔飛地（ ethnic 

enclave），或誤認為是在職專班，並且

被諸多刻板印象緊緊纏繞。 
 

外界對大學原住民專班的想像，充分

體現大社會對原住民常有的一些刻板

認知，如原專班的學生應該都很會喝

酒、唸書不是重點、常常穿著族服唱歌

跳舞等，不僅如此，刻板印象還如影隨

形地出現在政府的原專班推動政策之

中。早在 1999 年，高中裡就有原住民

                                                      
5
 教育部於 1999 年頒佈「高級中等學校設置原住民

藝能班實施要點」，之後全國有多所高中陸續成立

原住民藝能班（林清平 2017:36）。 

專班的設置，而且命名為「原住民藝能

班」5。在我看來，將原專班定調為「藝

能班」乃是政府帶頭將原住民「能歌善

舞」，以及「擅長實作但拙於理論」的

刻板印象直接植入到制度當中，而這

樣的趨向也延續到大學原專班的政策，

差別只是前者明明白白寫在名稱裡，

後者較為隱晦地藏身在相關要點、辦

法中。 

 

原民會在民國 102 年的專班補助計畫

中載明，補助類別乃針對原住民傳統

樂舞式技藝專班、原住民文化創意產

業專班、原住民專門職業技術專班、原

住民觀光餐飲旅遊專班，和原住民農

業園藝技術專班；到了 105 學年度，原

民會推薦給大專校院招收原住民學生

的十個類別則是土木工程、表演藝術、

法律、公共行政、大眾傳播、老年服務

類、文創、財政會計、地政、農藝及農

經 6，相較於 102 年 補助計畫而言雖

多了不少範疇，但仍是明顯的技藝、應

用取向。此外，十個類別中有九個的推

薦原因都是現實需求，只有表演藝術

類的理由是原住民族充滿音樂、工藝、

6
 見原民會「105 年大專校院招收原住民學生外加比

率科系類別建議」，教育部發文轉請各校參採此建

議，並專案調高原住民外加名額或開設專班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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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等藝術「天分」。何謂「天分」？

不正是再次肯認了原住民「天生」擅長

歌舞的大眾認知？ 
 

這些「原住民該是如此或天生如此」的

外界「凝視」與政策「定調」透過各種

媒介被內化到族人認知之中，成為最

難顛覆的心魔。當部落的家長說，「原

專班就是要教實用的」或「讓他們有一

技之長就好」時，我很難直接開口反駁

卻總忍不住在心裡 OS，為什麼原住民

學生不能學理論、走學術。每年原專班

招生口試時，看到來應考的原住民學

生裡，十個有九個的興趣是唱歌、跳舞

或運動，七個的社團經歷是熱音社或

原舞社，我總是很難壓抑心裡複雜的

情緒。提到心愛的樂舞或運動時，這些

孩子真的好亮眼、好有自信，但是，我

多麼希望看到他們談起其他的領域也

能如此興致勃勃、閃閃發光。 
 

對抗來自外界和內化在學生認知中的

雙重刻板印象，這是四年來我一直努

力在作的事，而其中重要的關鍵是，不

能讓原專班變成被各種成見築起的圍

牆所孤立的「族裔飛地」。所謂的多元

文化不該只要求原住民瞭解自己的文

                                                      
7
 引自蘇打綠的專輯《秋：故事》裡的歌曲 <天天

晴朗>。 

化，主流族群卻總是無動於衷，或頂多

扮演在台下鼓掌的觀眾。 
 

因此，當我和我的夥伴在暨大校園一

步步構建原專班從無到有的版圖時，

同時必須審慎地透過課程與活動的設

計、和校內其他單位之合作，以及鼓勵

學生走出同溫層等各種方式，讓在這

個「族群邊界」之內與之外的人有更多

一些交流、跨越的機會。盼望透過這些

跨界的穿越，讓暨大師生有機會接觸、

認識不同於以往「想像」的原住民，體

悟到原住民文化對這土地的意義，而

我親愛的原住民學生能夠在找回族群

文化的同時，不被束縛地去發展自身

潛能，看到眼前無限寬廣的世界。 
 

校園裡的「異托邦」：美麗的無

法歸類的獨特存在 

  那，山頂上的光 

  好像，要帶領我飛翔 

  大門取代一道牆，淚眼開了一扇窗 

  烏雲的背後幻生出了太陽 7 

走過四年的風風雨雨、瘋狂與璀璨，暨

大原專班在今年六月誕生了第一屆的

畢業生。這真的是一場艱困的生存之

戰 8，有太多無法掌控的外力因素，唯

8
 從 105 到 107 學年度的兩年之間，全國新長出了

七個學校(八班)的大學原專班，增開名額共 22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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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變的是極大的招生壓力與嚴重不

足的師資。我一直透過各種校內、外的

場合發聲，希望能從制度的層面去改

善、健全原專班的體質，然而，期待能

夠和其他科系有同等制度保障的心願

卻一再被現實無情地打擊。在某日又

一次崩潰的大哭過後，我突然頓悟到，

或許原專班就注定是一個無法預知能

存活多久也無法被歸類的存在。如果

這是必須面對的現實，那或許我能夠

做的就是努力讓它在一回又一回衝撞

的過程中長出獨特、不同的美麗姿態，

成為校園裡擁有不同視界與力量的

「異托邦」。 

                                                      
但同一期間有五個學校(六班)的原專班停止招生，

七個學校（九班）減招，總共減少的名額是 245 名。 

 

傅柯曾在一場演講中提出了和「烏托

邦」（utopia）做為對比的「異托邦」

（heterotopia）9 概念。烏托邦是不存在

於現實世界的理想空間，而字根結合

了異質性（hetero-）以及空間（-topia）

兩意的「異托邦」，指涉的則是一個真

實存在的異質空間，人們可透過現實

世界與此空間所產生的對比，作為與

主流現實對話或對照批評的基石，它

就像一面鏡子的存在，在鏡面的虛幻

之處，映照真實（簡妙如 2017:234; 王

志弘 2016:78-79）。 
 

面對沒有穩定制度支持，卻又想給學

生兼具專業與原住民文化素養之課程

內涵的難題，暨大原專班這幾年來的

策略是在近幾年來強調「在地特色」與

「社會實踐」的政策框架之下，透過計

畫的撰寫來奮力求生。雖然我們的表

現獲得了不少掌聲與經費支持，但過

程中我常常忍不住感到質疑，作為所

謂的「特色」，原住民文化是否能真正

地被校方認識到它的重要性，抑或只

是被當作閃亮的裝飾、補助計畫裡的

加分題。而執行計畫時，除了經費之外

9
 或譯作「異質空間」（參王志弘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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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的因素必須去考量。2016 年

年底我們意外獲得教育部一百萬資本

門的「聖誕禮物」10，花了一年時間克

服重重阻礙在校園裡搭建了一棟有

「建照」的排灣族石板屋之後，讚美與

質疑聲齊來，我必須停下腳步思索文

化與脈絡的關係為何，在當代要復振、

傳承原住民的「傳統」究竟意味著什麼。 
 

一路走來，身為原專班成員的我們在

向別人說明自己的過程中，摸索著定

義自己、建構自己存在的意義，在迷惘、

困頓中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我相信，

只要有足夠的堅持和努力，這力量不

僅能強壯自己，也能夠對外散發出燦

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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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班到學院： 

原住民教育在義守大學的推動經驗 
 

台邦．撒沙勒 

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院長

緣起 

2009 年莫拉克風災導致原住民地區嚴重受創，特別是南部及東部縣市，不

少部落面臨遷村的命運，在文化延續、產業發展及教育上面臨極大的困境與挑戰。

本校位於原住民族群與人口數眾多的南部高雄，認為從原住民教育著手是協助部

落重建文化再生最好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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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在 100 年

「原住民就業調查」資料顯示，有

54.26%的原住民就業人口從事服務業

（圖 1）。若細究各服務業的行業別，

可以發現住宿、餐飲、藝術、娛樂及休

閒服務業佔 10.5%，是原住民從事服務

業中就業比例最高的行業別（圖 2）。 
 

有鑑於此，本校為提供原住民學生接

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升原住民部落

的教育水平，增進原住民在服務業的

競爭能力，幫助部落發展與茁壯，在

2011 年時成立了行政一級單位「原住

民族發展中心」，並於隔年（2012）開

設觀光餐旅學院及傳播設計學院原住

民專班，提供原民同學在觀光、餐旅、

休閒、廚藝、傳播、影視及創意設計等

領域之專業職能。 
 

另為培育原住民護理及長期照護專業

人才，在 2013 年及 2015 年時也在醫

學院分別設立了護理及長期照護原住

民專班，期使打造本校為南部地區原

住民族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鎮。 
 

為有效整合校內相關資源及課程、並

能提升學生輔導的成效，2016 年 2 月

本校毅然成立一級學術單位「原住民

族學院」，這是繼東華大學之後，國內

第二個原住民族學院，也是國內大專

校院從原住民專班發展成為原住民族

學院唯一的案例（圖 3）。 

 

 

 

圖 1、100 年 3 月份原住民就業調查（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 

 



17 
 

 

 

圖 2、100 年 3 月份原住民就業調查（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 

 

 

 

 

圖 3、 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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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與專班經營 

目前原住民高中生進入大專校院就讀

的比例大約五成，除了經濟、申學意願

等因素之外，也與大學提供的名額有

關。現階段原民生進入大學大多透過

外加的管道，但一般科系僅開放 1-2 個

名額，對原住民高等教育的發展幫助

有限。因此，原住民專班的開設，的確

提供原住民進入大學就讀的機會。 
 

根據統計，2012 年起，已有將近 20 個

公私立大專校院成立了所謂的「原住

民專班」，每年提供 600 到 800 個名額

給原民生就讀。但有學者批評部分學

校的原專班，在師資、課程及學生輔導

方面並未妥善規劃，導致原專班形同

虛設，並未符合原專班成立的精神與

宗旨。 
 

鑑於當初成立原專班的目的，並避免

出現坊間所批評的情形，本校 2012 年

開設原住民專班之後，即透過班務會

議、院務會議、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等

校內重要決策機制，促進各院各專班

之橫向聯繫，並有效統合相關資源，強

化內外部連結，無論在人力、課程、師

資以及外部連結等，皆有顯著的整合

與提升。尤其 2016 年成立原住民族學

院之後，不僅提供一個樓層做為原民

學院專屬教學空間，還投入數百萬經

費建置 Pulima 原創工坊、Makatao 藝

廊及其他 11 間專業教室。 

同時，為營造對原住民學生友善的學

習環境，每個教學空間都以族名來命

名，讓學生在各專屬空間上課時猶如

置身在部落一樣的溫馨。 
 

在課程部份，本院強調「產學一體」、

「學用合一」的目標，並以「文化本位」、

「實務導向」、「專業素養」及「部落連

結」為主軸。因此，除了各專班基本專

業課程之外，也特別強調文化課程的

學習。 
 

目前本院規定「原住民族文化概論」為

各專班的院必修課程，各原專班的學

生都必須修習本課程才能畢業。此外，

學院各專班 128 個畢業學分當中也有

一定比例之原住民族文化課程，期使

學生建立對自己族群部落文化的認識。 
 

以觀光餐旅原住民專班為例，自 2016

年起原住民族文化課程比例已達 27%，

課程涵蓋範圍包括「當代原住民族社

會議題」、「原住民族樂舞與實作」、「原

住民族農耕祭儀與飲食文化」、「原住

民族文化實習」、「百合花跨界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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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應用」、「飲食文化與節慶

活動」、「原住民創意美食料理」、「部落

發展與觀光」、「原住民政策與法規」、

「基礎族語」等課程，與當前原住民族

重要之社會、文化、祭儀、產業等議題

息息相關。 
 

傳播設計原民班部分，則有「原住民族

神話與現代文學」、「原住民族工藝」、

「部落田野調查」、「基礎族語」等課程。

原民學院不僅希望提升學生對原住民

族文化的瞭解，未來也具備相關知能

返回部落，重振部落文化及相關產業。 

 

此外，暸解並體驗當前產業發展現況

也是本院重要的教學目標，因此每個

專班同學都必須赴業界實習，培養實

務能力。尤其護理及觀光餐旅原民班

同學，都必須完成至少半年的校外或

醫院實習，才能取得畢業資格。 

 

在人力與經費部分，為提升教學及學

生輔導成效，成立原民學院之後，每個

原住民專班都增設副主任一名，以統

合人力及推展相關業務。 

 

在師資部分，除聘任三位原住民籍教

師之外，也主動媒合校內對原住民教

育有專長及興趣的老師調任本院，使

得本院師資擴增為數十位，不僅改善

本專班師資不足的困境，也大大提升

本院在招生、授課、輔導、實習訪視及

社區參與等面向的能量。 

 

在資源部分，本校尚未成立學院之前，

各專班經費都由其他學院統籌，因此

常有資源排擠現象。原住民族學院單

獨成為學術一級單位之後，各原住民

專班相關預算與經費即統籌在學院底

下，不需透過與其他院系的協調，能夠

依據學院發展的特色與目標，單獨編

列預算。目前原民學院一年基本預算

大約 200 萬，應用於教學、專業設備購

置與相關活動的辦理，對學院的發展

帶來極大的助益。除了基本預算之外，

原民學院每年也編列大約 800 萬經費

免費提供學生住宿，同時每年另撥 220

萬經費設置「大武山獎助學金」，以鼓

勵原專班同學認真向學。 

 

部落連結與未來發展 

與「部落連結」是原住民專班重要的主

軸之一，因此成立學院之後更積極透

過課程教學及產學研究跟鄰近部落合

作，復振部落文化並促進產業振興。

2017 年本校以原住民族學院為主體，

以「義起相挺．義同守護原民部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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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獲得「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USR）的支持，進駐因莫拉克

風災而遷村至長治百合永久屋基地的

六個原住民部落，包括屏東縣霧台鄉

的阿禮、吉露、佳暮、伊拉及三地門鄉

的達來和德文等部落。 

 

本計劃立基於環境改善、社區營造、產

業行銷、長期照護等四個主軸，結合本

院傳播設計、觀光餐旅、長期照護和護

理等四個原住民專班，以及包括生物

科技、土木工程、健康管理等科系的專

業，期使透過與部落的協力共創，促進

本基地在環境、文化、產業及照護方面

之發展，並營造本基地成為宜居宜住

的新家園。此外，本學院的師生也透過

相關活動與課程，進入部落與族人共

學共作，包括田野調查、家屋彩繪、裝

置藝術、魚菜共生、樂齡照護、環境監

測、創意美食...等等，以落實原住民族

學院文化本位及部落連結的課程目標。 

 

回首本校這幾年投入原住民教育的歷

程，我們認為原住民專班已是原住民

族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政府或

相關單位必須正視並積極協助，期使

原住民專班或原民學院可在現有大學

體制中穩定成長。如果原住民學生僅

能透過「外加名額」方式進入各大學就

讀，不僅管道名額有限，還可能因為科

系課程設計偏向主流社會，導致原民

學生無法從課程中獲得文化學習的機

會。此外，現有原住民專班在人力、設

備、經費和相關資源上也都不及一般

科系，也是原專班目前發展上的困境

之一。 

 

本校從原住民專班升格為原住民族學

院的做法，除了有效改善這些困境之

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原住民族教

育在大學的主體性。本校自 2016 年成

立原住民族學院之後，就成為本校九

大學院之一，不僅可以透過校務發展

平台與其他學院協調合作，還可參與

學校重要決策會議替原民學生發聲。

此外，四個原住民專班可在原民學院

統籌之下，規劃設計符合原民需求及

未來發展的課程，逐步建構民族教育

的特色和主體性。 

 

總而言之，本校從原住民專班發展至

原住民族學院，肩負了許多部落族人

的期許，未來如何在少子化的嚴苛挑

戰下永續經營，還需族人更多的鼓勵

與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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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習 長期照護 

  

  

國際交流 海外參訪 

  

  

原民學院 Makatao 藝廊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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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當前大學原住民專班的 

經營困境與未來契機 

—以中原大學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為例 

 

瓦歷斯．拉拜(吳鼎武)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副教授暨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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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學士原住民專

班（簡稱原專班），在國內原住民專班

中，是以設計專業做為教學主軸的原

專班。成立至今（102 學年度開辦成立)

即將邁入第六個寒暑。今年暑假過後，

107 學年度即將展開，將迎來第六屆的

設計學士原專班的 25 位新鮮人。目前，

中原大學原專班所開設之原住民傳統

原生文化主體內容的課程(如生態與文

化、語境與文化、原生設計、原生實作、

民族色彩學及部落耆老講座等）及現

代專業技能的課程（如基礎設計、數位

媒體設計、影片製作、時尚與設計、文

化創意設計與企劃等），兩者之間，似

已形成兩個重要的知識學習面向。 

 

對於在現今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的現況

與現場，似乎已是確立的兩個必須同

時並存（傳統原生文化課程與現代專

業技術課程），且相輔相成的知識體系。

而原專班的課程模組，則從最初的三

個模組（文化創意、原生建築、原生景

觀環境與部落自治），逐步延伸成四個

模組（原生文化創意、原生建築與景觀、

部落規劃與營造、原住民公民教）等。 

 
 

在目前，臺灣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的現

行體制中，對於該如何建置一個具完

善規畫的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課程及人

才培育等內容，且兼具原住民族各族

族群特色的高等教育課程規畫，仍處

於未知且仍在持續摸索實驗的渾沌狀

態下。這樣的狀態正存在於當前國內

20所公私立大專院校的 25個不同專業

的原住民專班之現行體制下。 

 

當前大學原住民專班的  
「教」與「學」之經營困境 
與議題省思 
雖然，在傳統的原住民知識系統下，各

項生活技藝、歲時祭儀、狩獵文化、食

物種植與採集等等知識體系，是屬於

無法獨立學習的傳統原生知識，而是

整合在一起學習的綜合性生活知識。 

 

因此，如何在國內目前開設有原住民

專班的 20 所大專院校，在兼顧現代專

業分科課程及原住民傳統原生知識典

範內容之課程外，如何找出其中之平

衡點，正考驗著各專班的主事者的決

策與智慧，也考驗著原住民公部門的

教育主管單位的通盤檢視與擘畫願景。

其中，在目前中原大學原專班經營與

課程規劃之教學現場，所面臨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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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面向上，幾個值得探討及省思

的議題，提供各界參考： 

 

原專班學生端的學習面向，所反映出

來的問題點： 

一、對於甫從一般高中職端進入大學

原專班就讀之原住民籍學生，原

本即欠缺國小及國中時期的原住

民基礎公民教育、部落生活技藝

與族語文化內容之知識狀態下，

卻由大學端來彌補原本不足之民

族及部落文化涵養的情況下，難

以傳授能夠符合原住民文化涵構

的專業技術課程。 

二、原住民籍學生無論來自都市或是

原鄉部落，原本就不具備原住民

公民教育的原生文化涵養及知識

體系，或僅僅只在高中職原專班

學習到有限之原生歌舞文化技藝，

仍存有相當大的學習缺口，不足

以銜接到大學專業技術的知能建

構。 

三、目前在每年招收到的原住民籍學

生族別分布的狀況，大致吻合北

台灣原住民族人口分布的現況 

(以都市阿美族學生比例居多)，多

元族群的學生組成，直接影響到

教學課程內容的規劃(目前以阿美

族傳統文化生活內容為課程規劃

主軸)，勢必無法兼顧到其他不同

族群文化內容之課程規劃。 

四、原專班學生除了在基礎英文、英

聽等課程的基本學科能力的學習

普遍不佳外，對自身族語表達能

力亦呈現相對不佳之狀況。此情

形大致與學生家長不重視族語傳

承密切關聯，認為族語學習與現

代生活格格不入。 

五、部分原專班學生對傳統原生文化

課程內容(如語境與文化、生態與

文化及部落研習)之學習較不適應。

此情形大致與原專班學生長期生

活在都市，較少接觸原鄉部落之

傳統原生生活慣習有關，或是對

自身族群文化的內容，較不具自

信心所致，認為與現代主流社會

價值脫節或不具職場競爭力等影

響。 

六、在原住民專班課程中，為因應現

有不同之現代專業知識領域及學

門之差異，如何開設具傳統原住

民主體價值與文化意識下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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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專業課程，以符合原住民文化

主體信念下的知識系統為依歸。 

 

原專班師資端的教學面，所反映

出來的問題點： 

一、目前各大專院校在開辦原住民專

班之基礎人力、設備、空間、課程

規劃、與專任師資(或原住民籍師

資)人數，嚴重不足且不均。無法

符合教育部評鑑之生、師比例。 

二、原專班師資組成結構，大致是以

校內各系專、兼任教師為主，在傳

統原生文化涵養的部分也有類似

原專班學生一樣在傳統原生文化

內容與族語表達能力相對不足的

缺口。開辦初期沒有專任的教師，

是以設計學院各學系(建築學、室

內設計、商業設計、景觀學)義務

兼職支援的方式構成主要的師資

群。而協同式教學特色，自然成為

原專班教學上的一大特點。 

三、課程常態性地與鄰近社區部落(大

溪河濱公園區撒烏瓦知部落、崁

津部落)，建立互助互利的教學夥

伴關係，在學校也建立墾荒的實

習基地(信實教學基地)，以原生實

作及共食共學的分享機制，以建

構師生在學校的日常生活型態，

再進一步建立穩定的祭典及活動，

學生負責年度常態性的部分(豆播

種祭、畢業季、豐年祭、收穫祭、

秋收迎新、冬藏)，教師負責非常

態性的部分(教育研討會、全體專

班師生聯展、師生海外研習)，大

部分的課程逐步圍繞著這個核心

進行整合，建構「師生共治的校園

部落生活」(取自盧建銘老師之構

想)，為中原大學設計學士原專班

的當代原生翻轉互動式教學特色。 

四、將目前原專班四個獨立且又相互

協同之教學模組課程內容，包裝

成具原生教學特色之跨領域學程

學分，分享給校內有興趣修讀之

非原住民籍學生。 

五、建立專業的原住民公民教育課程

及教學模組，希望能夠藉著學校

的中學師培課程，建立未來中學

公民訓育課程的教育人才(取自盧

建銘老師之構想)。 

六、將原有課程內有關於原住民歷史

文化、原住民法規及自治體系、語

境與文化、生態與文化等課程，加

以整合之外，並將各個活動及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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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辦理課程化，並賦予學分之

認定(取自盧建銘老師之構想)。 

上述有關「教」與「學」面向上之

12 項內容，正說明了目前中原大

學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在專班

經營歷程中，所面臨的現狀改善

及面對的問題。 

 
 

於原住民部落設立民族

大學（或學院）之可行性

與部落發展願景 

目前，教育部正在規劃與評估設

立國立台灣南島原住民族大學

（或學院）之可行性，試圖在原住

民族轉型正義之議題上，給予台

灣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自主自決

（覺）的正面回應。然而，當前政

府在面對台灣原住民族高等教育

所面臨之困境與現狀外，是否真

正清楚全台 19 所公私立大學中之

22 個不同專業領域之原住民專班

所面臨之各項教育問題與困境為

何？ 

 

這會是當前台灣原住民族高等教

育體制，是否能真正落實，並走出

屬於原住民族各級教育是否健全

發展的重要關鍵所在。只是，如果

當前的規劃主動性及主導性，仍

是由教育部主導的話，恐怕還是

會流於雷聲大雨點小的缺失，何

不讓更多關心原住民各級教育的

第一線教師及在地耆老及學生家

長們，能夠充分表達不同的想法

及意見，這會是最有效且積極的

作為。 

 

既然如此，該要如何去思考，什麼

才是台灣原住民族人，真正需要

的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的模式或體

制？而不是教育部單方面認為原

住民族人應該需要的教育體制。 

 

以下是筆者，走訪全台灣幾個人

口較為集中且大型的原住民部落，

如排灣族及魯凱族共同生活的禮 

納里部落及附近的幾個中型部落、

賽德克族的春陽部落及附近幾個

中型的泰雅族及布農族部落及花

東海岸線幾個阿美族部落如大港

口、太巴塱、馬太鞍、豐濱等部落，

皆可視為單一族群的民族學院去

設立部落分校。 

 

在目前，原住民族學生不論哪一

個年齡階層，皆面臨族語傳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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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雖然，原住民族委員會計畫

在全台各級學校，增加設立族語

教學之教師員額，試想若能在全

台各族群人口較集中之部落，設

立原住民完全中學及民族學院分

校，可以就近以部落為教學核心

場域，耆老即是族語教師、傳統工

藝教師、獵人教師、農藝教師…等，

便能輕鬆解決族語、傳統工藝、獵

人文化、農耕藝作等等，文化傳承

的危機問題，更能讓年輕的族人

學生，就近照顧部落家人，並解決

長期以來，部落年輕人力的不足

問題。 

 

許多需要各年齡階級的青年及青

少年部落人口，才能定居在原生

部落中，當民族傳統文化祭典舉

辦時，才能順利舉辦，傳承民族文

化，這才是真正嘉惠原住民族人

的良善教育體制，真正為原住民

族的教育永續發展，設立永久典

範發展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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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專班的人類學課程 

原住民文化行政課的一場側記:野銀村打工換宿生活分享 / 葉佳欣口述，羅永清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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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行政課的側記 

—學生的暑假在野銀村的打工換宿生活分享 
 

口述、圖 / 葉佳欣 

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專班學程大四學生 

側記 / 羅永清 

                          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專班學程助理教授 

 

 

這周開始要讀東華大學楊政賢教授所

著達悟族無形文化遺產的計畫報告書

(文化資產局委託)，我們將透過蘭嶼的

水芋田及夜曆等無形資產來深入討論

無形文化遺產申請的過程及其中可能

遇到的困難，為了讓課程更接地氣，剛

好有修課同學暑假在蘭嶼打工換宿，

整個暑假我都在追蹤她的臉書訊息，

我覺得她像人類學家一樣很細心的在

生活，更棒的是她不像一般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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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目的，反而看見好多，因此我一直

央求她做個分享，今天終於有機會聽

她系統的敘述，好是享受，徵求她的同

意，我做了一個側記，姑且放在這裡分

享給大家: 
 

剛開始佳欣介紹了野銀村 Ivalino 村名

之義其實是馬鞍藤的意思，相傳有一

個從蘭嶼到巴丹島嶼與寡婦結婚的故

事，原來透過馬鞍藤的牽連，野銀的祖

先本來是菲律賓巴丹島人，他與同伴

六人渡海來到蘭嶼，並在當地與紅頭

部落的寡婦結婚。婚後，寡婦拋棄原本

所生的兩個小孩，隨夫返回巴丹島，生

下兩子。不久，島上竟然發生飢荒，迫

於無奈，只好再度舉家遷回蘭嶼，原本

想投靠岳父家，卻被岳父趕了出來。夫

妻倆帶著小孩漂泊無依、無家可歸，只

好來到當時還無人居住的東南海岸，

在荒野中建立了今日的野銀部落。 

 

佳欣述說這個故事的時候，其實想表

現一個驚訝就是原來從這裡可以看出

蘭嶼與巴丹之間的密切關係，卻很少

人知，驚訝於以往自己的無知，更驚訝

於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因此以馬鞍

藤的故事來開啟這一段分享的序曲。 

 

「2018年七月的第一天是我初登

上蘭嶼這座小島，當我抵達蘭嶼時映

入眼簾的全是山，再也不是從台東望

過去的感覺，會來到蘭嶼純粹是因為

打工換宿的機會，不然我想來到蘭嶼

可能會是更久的事情了。 

民宿大哥早已在港口等待著我，就這

樣在車內自我介紹聊聊天欣賞沿路上

的風景、滿滿的水芋田、一整群的山

羊和豬，就這樣開了將近 20分鐘的

車程才到「野銀部落 IVALINO」真的

是我想像中的遙遠，但也開啟我暑假

兩個月的道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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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欣認為野銀村由於位於蘭嶼的東邊

因為開發少一點而較單純，但蔣中正

的太太宋美齡給他們國民住宅影響很

大，還好野銀人願意保存地下屋，也保

留了許多蘭嶼的生活方式與禁忌，佳

欣特別從蘭嶼達悟人日常生活吃飯穿

著與芋頭糕說起，也播放了一首歌有

點像排灣族的哭調。聽到佳欣提了這

一點比較研究蘭嶼與排灣族哭調的興

趣很開心，因為我也曾想過這個題目

(但我無能力作)，佳欣可從身為排灣族

的角度來作比較，其實找到了一個很

好的題目。    

 

她好奇的在田野生活中體會這裡的異

文化，開始很多的敏感度，她說來蘭嶼

兩個月期間是沒有遇到什麼祭典，但

發現蘭嶼人有很多的規矩，比如說在

部落裡面是禁止穿比基尼的，因為野

銀部落較保守，其他部落不知道但我

們也都避免穿著比基尼在路上走，就

算是保守泳衣也不能會凸顯第二性徵；

蘭嶼人很注重輩份與尊稱，不能對著

老人家或是蘭嶼人說 kokay 因為 kokay

是不好聽的稱呼，什麼是 kokay？就是

在早期的原住民頭髮都是鍋蓋頭，所

以因此被汙名化為鍋蓋頭，那對他們

是一種歧視，所以稱呼祖父為 Akay、

祖母為 Akes，叔叔、伯父為 Maran，阿

姨、伯母為 Kaminan，平輩為 kaka，打

招呼的話只要在這些尊稱後面加一個

kong 表示你好，例如：Akay kong 阿公

好的意思。 

在蘭嶼接觸的第一個工作是採山蘇、

辣椒、餵豬及拔草還有砍材等，為何只

做這些事情呢，等等會提到；我來的第

一天晚上就聽到部落有救護車的聲音，

第二天民宿老闆的兒子跑進來說部落

有人死掉，但他們不直接說死而是用

比的，但大哥有跟我們提到部落這三

天是要停工的，也不能蓋房子等於是

部落一起守喪，尊重部落辦喪事的喪

家，個個民宿老闆也會提宿民宿客人

部落的禁忌要遵守，這是我看到他們

對於自身文化的尊重，這是我第一次

遇到部落有喪事。 

 

喪事過了一個禮拜了於是施爸帶我們

去水芋田除草，但其實草不難拔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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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多的福壽螺和水蟑螂特別噁心，

但很有成就感從一個長滿草的地方被

我們清理的很乾淨，你會發現剛剛的

什麼水蟑螂都不噁心了。水芋田其實

是女生的工作，正因施爸喪偶所以就

由他接手他老婆的工作。 

 

但隔沒兩三天部落又發生喪事了。 

「這是我來到野銀部落兩個禮拜，

第二次遇到部落老人家的逝世。 

不管第一次還是第二次都特別寂靜。

晚上有一天會有人敲銅鑼驅逐惡靈，

往東清部落的路上會看見第四公墓，

那就是他們所說亡生者走的路，如果

不小心走下去，回到家外面必須洗手

洗腳才能進家門。 

我不知道是不是蘭嶼人特別忌諱死亡。 

他們對於直接講死或是死亡是要小小

聲說或是不要講，就算只有我和你兩

個人聽著。 

部落有一個禮拜必須放上木頭和繩子，

引導亡生者走該走的路，也代表著喪

家不能到各個家中或雜貨店買東西，

要請朋友代買東西或是拜訪。 

但施爸說過：『現在都簡化了縮短三天

就會收起木頭和繩子，這是讓他在這

一點上慢慢改變的生活。』 

在這一個禮拜裡，部落的老人家是不

能到水芋田工作的據說腳會拔不起來。

只能砍柴，挖地瓜，但就是不能下水芋

田。在這一切，我是親身體會到施爸和

部落族人對於他們傳統禁忌習俗的敬

畏，是如此的遵守。 

施姐姐曾說過：『施爸是夾雜在傳統生

活及現代生活最辛苦最衝擊的一代。

生長在地下屋，但不得不為了他的小

孩子而接受現在的世界現在的生活。』 

難怪跟在施爸的身邊，你不用跟他多

說什麼，因為他自動會跟你說起祖先

智慧，以前生活的智慧。」 
 

其實聽到這裡，我知道佳欣是忍著淚

水的，因為我知道佳欣在出發去蘭嶼

之前，她親愛的爺爺(vuvu)也剛過世，

於是她也帶著 vuvu 的相片，有一次我

還看見她的臉書一張照片是她一個人

在海邊看著爺爺的照片思念著爺爺，

但她在課堂中沒有分享這件事，我卻

難過得心疼她，因為她怎麼可以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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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顏歡笑，真是太成熟又有智慧像個

老人。 
 

部落喪事告一段落了，今天施爸問：

「要不要去水芋田？」這次是另一塊

水芋田，我問：「施爸為何會有那麼多

塊？」因為那是我爸爸留下來給我們

兄弟的，我為何堅持到田裡除草、移植？ 

施爸說：「他小時候是跟著爸爸一起到

水田工作的，看見爸爸做水田很辛苦，

所以他到現在堅持的原因是因為他爸

爸的辛苦，所以不想放棄掉水田，而繼

續延續這塊他爸爸辛苦栽種的田。 

如果他的兒子或是孫子不想做，那是

他們以後的事情了，施爸說只要他能

做，他會一直繼續下去。」 
 

今天我們的工作依然除草，外加除萬

惡的福壽螺，幫施爸把芋頭弄乾淨可

以回去食芋頭，當我們準備回家時會

先到冷泉洗手洗腳，冷泉對於達悟族

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在以前

老人家只要從山上回來就會在冷泉先

洗澡再回家。 

 

「我剛到蘭嶼的時候，大哥說冷

泉是老人家洗澡的地方，但是鄉公所

卻鋪設了一條通往浴池的路造成許多

觀光客誤闖真是差勁，現今仍有住在

地下屋的老人家依然在冷泉洗澡。」 

 

電影【只有大海知道】，剛好在蘭嶼有

舉辦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營有放映，

看完覺得很感人能深刻體會祖孫情，

也在小小的島遇到主角好像遇到明星，

感覺很棒。 

在蘭嶼也有遇到划船比賽，在紅頭部

落八代灣舉行兩人划船比賽和重頭戲

越野障礙賽(十人大船比賽)，其實各部

落也會舉辦划船比賽，也錄影了十人

大船被推下水的過程，其實佳欣有在



35 
 

非禁忌的狀況下登上船，感覺很穩但

是水面與船面幾乎是水平狀態還滿嚇

人的。 

在蘭嶼主要在一個大型活動結束時，

部落都會有婦女主動做芋頭糕分享慰

勞大家，這是我來蘭嶼第一次吃到最

當地的芋頭糕是非常綿密搭配豬油的

味道很棒，其實很難得吃到，要在慶典

或大事的時候才有得吃。 

在蘭嶼的這兩個月也到了野銀天主堂，

剛來蘭嶼時，阿嬤交代我要去上教會，

去認識教友。 

第一次因為行李未到沒有任何長褲和

鞋子上教會。第二次就全副武裝到教

會裡，才發現這裡有人穿拖鞋穿短褲，

甚至沒有神父只有義務使徒。因為在

台東上教會都一定要穿長褲還有鞋子，

所以來到蘭嶼也是依照這樣的穿法，

但一路上Maran(叔叔)都會以為我要回

台灣，幾乎每次上教會每次必問。 
 

走到小小的教會裡，會發現男生坐一

邊女生坐一邊，這裡環境很舒服因為

面向海也面向地下屋，kaminan(阿姨)

都會跟我說他們身長在地下屋的故事。 

這也算另類體會蘭嶼宗教信仰生活吧，

自己本身沒有很虔誠，之前也不大愛

教會，尤其天主儀式冗長，我想這段應

該是在懺悔。 

 

有一次上教會領聖體的時發生一件很

好笑的事情，當我正要領聖體時轉身

看見一個睡眼惺忪的男生走進來領聖

體領完聖體就走出教會大門了；我很

喜歡到這個天主堂，因為是全是達悟

族語，雖然聽不懂但天主教的儀式都

大同小異，而且是一個很棒的體驗，音

調很平都是「O」的音，所以很容易想

睡覺，人很少，只有一個小時就完成瀰

薩禮拜。 

「蘭嶼的船塢 kamalig 在雜草亂

林中，很像地下屋形式在一般路面上

是看不到的因為被雜草蓋住了，這也

是在野銀灘頭上沒看到船的原因，我

們修繕了船屋用柏油氈子覆蓋，整理

船屋時發現船屋其實很長，放木頭將

船滾出來，原來船屋很久沒有整理了，

我問：『施爸女生可以碰拼板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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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是不行的。原本要清洗 Tatala，

但是太熱又太累，重點水是要提著水

桶到大小 Vanwa(灘頭)裝海水上來清

洗，所以呢這項工作又延後了。」 

「延續了上次未做完的工作就是

到部落 Vanwa(灘頭) 提水回來清洗

tatala，我們提了一桶水洗了一個下

午，一直提水一直沖水，我發現我們很

少在民宿工作，反而都是跟著施爸去

做了很多事情，也很慶幸施爸願意讓

我們跟著他學習各種事務也教我們很

多蘭嶼的習俗和禁忌，畢竟我們是女

生在蘭嶼女生又特別多的禁忌，我們

也被施爸說很像男人能夠吃苦耐勞，

民宿沒水了我們也就扛著水管上山去

水源地修水管，路不太好走有些路段

只有一腳掌寬，旁邊就是懸崖，到了水

源地水質真的很清澈，下山時真的小

抱怨幹嘛自作孽，其實內心都知道做

了一件你從未做過的事情是多麼興

奮。」 

「我們也學做了芋頭糕 nimay，因

為我們有跟施爸提過我們是否能夠學

怎麼做芋頭糕，只是礙於芋頭糕是由

女生負責做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機會能

夠學習，但有一天施爸一大早就去採

了芋頭，因為施爸說：『我們要回台灣

了他願意教我們做芋頭糕。』當下是真

的很感動，因為施爸喪偶，女兒又在台

灣所以就變成施爸來教我們怎麼做芋

頭糕，於是施爸開始蒸芋頭，蒸到一定

軟度時就會開始攪拌，攪拌過程要注

意有沒有顆粒，女生頭髮一定要綁起

來，完成後會用噴燈噴豬油，以前是用

香茅草烤出豬油，但因為製作上和採

集原料有點緊湊所以就用噴燈來噴豬

油，吃的時候要搭配鬼頭刀等，傳統的

攪拌器叫做 kakau施爸說：『現代年輕

一輩的人已經不太會用了』排灣族也

有這樣的東西叫做 Civan。還滿幸運可



37 
 

以吃上。但做好了就被問說有什麼特

別的事情嗎？為何要做芋頭糕?但是

施爸就為了教我們做芋頭糕而做，只

為了讓我們能夠學習是一個很棒很值

得回憶的紀念。」 

 

跟施爸相處的這兩個月以來，每一個

小細節裡都會有一個禁忌或是他們的

文化，我想到有一件事就是我的 line 大

頭貼是一個沒手沒腳也沒有頭的照片，

被施爸要求更換照片，原因是沒有頭

沒有腳會車禍出事，所以就換了。 

另外，要注意女生不能包檳榔給男生

吃，只有夫妻可以，在以前檳榔是放在

自家涼亭供給來的人吃，不然會誤會

互相喜歡。 
 

不能跟老人共用碗筷的禮儀，如果飯

菜是有需要沾醬的，一定要幫老人另

外放沾醬，而且要固定碗筷不能隨意

更換，施爸提到萬一今天這個老人家

生病死亡這些東西是要丟掉的，我覺

得這一點很好，也顯示瞭解達悟族人

的公共衛生觀念。 
 

最後一個故事是我親耳聽到也覺得很

神 奇 的 一 件 事 情 ， 老 闆 的 弟 弟

Madenen 每天晚上都會下海抓魚，也

是唯一傳承父親志業的孩子，但讓人

驚訝的是當 Madenen 要去抓魚時不能

問，為什麼呢？原來要抓魚時，尤其在

晚上都不能問，不能講到他正要做的

事情，因為惡靈會在那裡等待而干擾

或危害他，連有一次我在雜貨店中聊

天時，有一戶人家在晚上殺豬，大家也

會用隱喻語言而不會直說。 
 

神奇的故事來了，Syaman madenen 是

爸爸的名字，他的兒子剛滿兩歲叫做 Si 

madenen 在達悟族裡父母會跟隨長子

而改名，爸爸以前叫做 Nago 兒子出生

後就變成了 Syamam madenen 代表著

我是 madenen 的父親。 
 

有一次坐在客廳 Si madenen 的媽媽就

問施爸為何 Si madenen 晚上睡到一半

會哭，施爸就回：「有啊，我有跟他

(Syamam madenen)說下水的時候不能

潛到洞裡，因為洞裡面會有很多惡靈，

因為小孩的靈魂是會跟著爸爸，所以 Si 

madenen 晚上當然會哭阿。」這一點非

常的新奇，讓我增加了一個親從子名

的理解．原來父親帶著有小孩的靈魂，

或共享靈魂，所以父親到了不好的地

方，就會影響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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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去蘭嶼千萬不要碰貓頭鷹及棋

盤腳因為是惡靈的化身，因為棋盤腳

和貓頭鷹只會出現在晚上也時常在墓

地出現，有一次我在做鑰匙圈想放貓

頭鷹的達悟族語，立刻被施爸拒絕。 
 

     

 

 

 

 

 

 

 

 

 

 

 

 

 

 

 

 

 

 

 

 

 

 

「野銀（Ivalino）從一踏進這個部落，

就是我開始學習達悟族深度傳統文化的

出發點，我學習到了生離死別每一個階

段的文化、稱謂、飲食、尊重等，在每個

生活細節裡都有他們的禁忌及規範，一

剛開始我很小心翼翼怕不小心就觸犯了

他們的禁忌，但自從跟在施爸身邊後，

什麼事都可以得心應手也不用怕觸犯到

他們。這是我在蘭嶼生活的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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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類 學 人 

文化遺產與人類學研究：與四位大師的對話與思考 / 朱煜傑 

吳燕和訪談 ﹤下 ﹥/ 吳燕和、吳明仁、閻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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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與 

人類學研究： 

與四位大師的對話 

與思考 

朱煜傑 

澳洲國立大學中華研究中心講師 

 

2018 年 1 月 8 日-9 日澳洲國立大學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和中央研

究院民族研究所一起合辦了「東亞宗

教與文化遺産」(Relig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Asia)國際研討會。在會議空

檔時間，筆者有幸訪問了本文四位資

深學者和前輩，對於文化遺產現況進

行學理上的辨析與實務經驗的分享。

訪談之後，在此中譯
12，以饗讀者。 

 

近年，文化遺産之研究不再止於保護、

發展，更多學者採取思辨的途徑置身

於批判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探究文化遺産之於文明、國家、人類、

社區等多角度與情境下的關系。文化

遺産作為人類學的分支學科，亦有學

者以博物館與考古的學科視野進行文

化遺產的研究。 

                                                      
12 感謝我的博士生林瑜婷，協助中譯。 

然本次與會的四位學者，皆以人類學

之不同視野、角度進行遺産研究，豐富

展現遺産之於人類學之魅力。 

本文的四位學者以自身之興趣進入遺

産研究：Mike Rowlands (UCL)以其深厚

的人類學、考古學背景從而探知人類、

曆史、文化、社會等發展交流之主旨進

行探討，探究外在因素對遺産的影響，

後繼以寬闊的生命視角探究文明之延

續。 

 

人類學家 Stephan Feuchtwang（LSE）則

以宗教之視角切入，以研閱人類之宇

宙觀、傳統儀式而探尋集體文化意義

之表達。Stephan 自言其與 Mike 對於

“文明”一概念上多有相互碰撞，也

進一步使之感思、並認知於“自我”

與不同文明。 

 

雖然，Nelson Graburn (UC Berekley)的學

術研究專長亦為宗教遺産，然其以旅

遊的角度出發，以商業化的手工藝品

為焦點進行對比研究，其領域在於旅

遊文化遺産、藝術與人類學。 

 

四位學者中，唯有 Tim Oake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以地理學者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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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文化遺產對於居民日常生活的影

響與衝擊，以地理區域背景、文化之差

異探求文化遺産創作與概念，及其背

後的權力關系與社會意義。主要關注

於遺産利用與社會變遷（即人類之思

與變），而非遺産之傳承。 

 

文中，通過總結訪談，從各位學者先進

們的職涯經驗詳述其學術興趣、研究

歷程與思辨成果的軌跡；學者們亦從

自身多年的研究心得給予後輩學子們

傳道、授業解惑之經驗分享。 

 

建議在從事遺産研究時, 學子們應不

侷限于其本身文化之探究，更應訓練

以開闊的思路與前瞻的視野看待世界，

重識自己、跨越過去的文化疆界並反

思當代全球化影響下產生的文化混雜

性如何與文化遺產所保留下來過往的

人文價值進行持續的對話與創新；而

無謂乎自身之背景與視野及文化間的

衝突。 

 
 
 
 
 
 
 
 

1. 講者 Stephan Feuchtwang 

(LSE) 

一、 個人研究關註 

我研究的主題一開始主要是關於

儀式以及宗教，立基 Lévi-Strauss, 

Victor Turner 及其他學者的理論基

礎，從事儀式實踐、儀式象徵符號

意義系統的研究，之後，探討宗教

如何在歐洲社會文化歷史脈絡下

形成與發展的過程，而發現宗教的

發展在任何地區都與政治治理有

極大的關係。 

 

此外，宗教的隱喻性具有詩歌表現

的形式使我的興趣亦擴展到詩歌

與神話，研究人們的宇宙觀以及人

們如何透過傳統儀式實踐創造新

的集體文化意識的表達。 

 

二、 學科發展 

我和 Mike Rowlands 教授共同運用

「文明」這個概念而在研究上有

更多的合作與思辯的激盪。我認

為文明的概念可以包容我想說的

東西，所有的文明皆涵蓋宇宙觀

和本體論的性質，基本的命題在

思考與探究事物消逝的本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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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們在無形的世界(invisible 

world)裡認識自己。 

所謂無形型態有兩種，一個性質

是關於死後的世界，另一個性質

是牽涉了他者，這個他者的存在

超越我們認知體系的範圍。這也

是宗教儀式研究持續在處理的議

題，探究何謂宗教與儀式的本質

並形塑成不同文明的宇宙觀。所

有的文明都將自己置於世界的中

心，但我們的研究途徑是在去中

心論，替代的是文明與文明之間

可以如何比較，並互相學習。 

至於文化遺產，我將其視為一種

形塑民族或者國族認同意識的行

為，國族認同的建構是探究自身

民俗、文化以及本質屬性(essences)

的一個動態過程，文化遺產也是

其中一種建構的模式，在不同空

間尺度中如地方與國家、國家與

國家之間如何確立族群意識與國

家意識。 

文化遺產的設立目的在於保存文

明，也用以辨別自己與他者文化

之間的差異，文明在歷史發展中

經過人類有意識保存突顯其文化

價值與特徵，遺產歷經時代的推

移、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文化價

值觀的衝突等因素顯現其具有保

存和毀壞的性質，有時候遺產既

是在毀壞事物，也是在保存事物，

雖不必然同時發生，但在我研究

經歷中確實清楚觀察到這一點。 

 

所以我認為遺產研究有趣的地方

在於，文化遺產一方面提供生命

保存、延續，以及發揚的功能，另

一方面我也看到遺產具有破壞性、

暴力的一面，因此，我對文化遺產

一方面保持質疑的態度，另一方

面也肯認文化遺產對於保存人類

物質文化或非物質文化的貢獻及

努力。 

三、 給予學子們的建議 

人類學是關於「他者」的研究，在

學習時也應將自己視作為一個

「他者」以作為跳脫自我思維限

制的一種方式，這是非常重要的。

即如漢娜鄂蘭所言：「人的行為是

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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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講者 Mike Rowlands 

(UCL) 

一、 個人研究 

我來自人類學和考古學的學科背

景，透過物質文化探討人類歷史、

文化、社會關係發展、交流及互動

的過程一直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主

題。 

 

我進入文化遺產研究很關鍵的原

因是由於文化遺產總是受到來自

各種外在因素，如環境與人類所帶

來的破壞和威脅，如何妥善保護蘊

含人文道德精神的文化遺產是一

個很核心的出發點，與人類學關心

人類社會發展有一樣的思考命題。

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很多人認為

文化遺產保存的議題需要被關注

與研究，因為之前它並不被視為一

門學科，遺產的研究主要由聯合國

機構或相關單位負責，所以該從人

類學的角度或是其他人文學領域

的視野來探究文化遺產是我一直

非常困擾的問題。 

 

後來，我發現文化遺產與宗教的本

質非常相似，文化遺產具有神聖性，

人類將文化遺產作為保存不同生

命樣態的一種形式以及文化生死

觀的展現。而我們不單單只是去研

究它，而應去尋找一個能繼續讓生

命綻放運行的方法，這是我的研究

取徑。 

 

二、 學科發展 

關於為何使用文明這個詞彙來看

待文化遺產，這個「文明」概念闡

釋不同社會系統如何在相近的文

化圈中一邊共享彼此文化之間的

同質性，並隨著時間、空間脈絡的

區隔下發展出各自文化的獨特性

以辨別我群與他群之間差異，文

明是一個比文化更寬廣的概念，

我們企圖運用文明的概念來跳脫

文化全貌觀或社會全貌觀對於世

界不同文明存在的抗拒。 

 

人們時常會用有限狹隘的歷史觀

去普遍地看待這個世界，以及理

解世界，但文明的概念不會侷限

我們的思維，這也就是我們用這

個詞的價值，文明強調不同文化

的多樣性，並且著重不同文明之

間交流時如何分享的精神。在二

戰以後，聯合國對文化遺產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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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奠基於去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

事物，致力於建立一個頌揚與尊

重文化多元性的道德價值觀。 

 

文明作為分析世界不同文化之間

相互傳播、互動的研究取徑，能更

清楚看出不同國家與國家之間在

歷史文化發展脈絡下的親密性。

例如東亞國家日本、台灣、中國認

為彼此是相互獨立的存在，但以

長時間的歷史來看三者之間皆共

享了相似的文化觀。所以這種認

同是沒有邊界的，不像國家有邊

界的概念，我們強調的是文明之

間概念與價值的共享性。我們都

有保護自己的本能，當我們被威

脅的時候，就有保護自己的需要。 

 

文化遺產保存重要的意義在於保

存人類智慧的結晶以及文明發展

的軌跡，並促進人類多元文化之

間的交流與共享。 

 

 而在當代，我們正處在一個後人

類或者去人類的時代，特別是

Bruno Latour 提出人類與物之間混

雜主體的理論，對於人將不再是

主體的批判與對完整人性的質疑，

對於未來文化遺產研究尤為關鍵。 

 

三、 給予學子們的建議 

你必須不停的思考，這是你的責

任以及義務，不只是為了自己更

是為了共同生活在社會當中的每

一位他者。 
 

3. 講者 Nelson Graburn 

(UC Berekley) 

 

一、 個人研究 

我開始研究宗教遺產旅遊起因於

我在加拿大進行Eskimo(Inuit)民族

的田野工作時發現，當地原住民

會做一些小型民俗雕刻藝品並向

外販賣，這是一種商業化的手工

藝，雖然從來沒有任何旅客前往

他們的部落，但這些手工藝品在

加拿大的機場及當地任何地方都

能買得到，而這些手工藝品再現

的形象即再現了外來旅客對於

Eskimo 原住民傳統刻板的想像，

在 1950 年代，當外來觀光客開始

接觸到少數民族時，觀光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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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art）成為一種新的、發明

的遺產。這觸使我對觀光藝品產

生興趣並開始做一系列相關主題

的比較研究。 

 

我是開始進行這個主題研究的先

驅之一，並且於 1976 出版關於民

族旅遊的書籍，同年 ，亦開始從

事人類學、旅遊文化遺產及藝術

等領域的教學工作。在當代社會

這仍是一個普遍從在的現象，族

群的形象、想像、認同或多元認同

的定義、族群與國家主義如何透

過旅遊、旅遊紀念物、無形文化遺

產的形式不斷地進行建構與解構，

是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 

 

二、 學科發展 

當今許多國家訂定許多規範與法

律對於日常文化以宗教實踐產生

了重大的影響，成為宗教遺產旅

遊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我們知

道現代西方旅遊的起源和旅遊觀

念始於羅馬帝國時期，耶穌死後

牧師們到沙漠中過著自給自足的

修行生活，隨後其他基督教信徒

也跟隨至沙漠尋求聖潔(pure)的

生活環境與型態，隨著規模越來

越大逐漸形成宗教旅遊聖地，吸

引了大批的商人前來販賣食物、

開設客棧、妓院等商業活動。 
 

但事實上，基督教非常反對這些

商業行為，批評這些行為為基督

教帶來邪惡的後果應該要禁止，

規勸信徒不要再前往勝地朝聖，

而應待在城裡敬拜上帝。在當代

快速變遷的社會，宗教信仰是人

類關係相互聯繫，發明或依靠的

力量，尤其東亞國家從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不僅社會內部及國際地

位上皆面臨了巨大的翻轉與變革，

在日本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新興的

宗教或是傳統宗教復興，顯現人

們在經濟繁榮、物質生活環境條

件愈加富裕時更轉而尋求宗教的

心靈安定。 
 

此外，現今人口的高移動性造成

個人、家庭人口不斷的移動，而身

體的移動性造成與原本生活脈絡

的斷裂與分離，宗教提供了某種

程度的歸屬感以及與緊密的連續

性。而人口的移動觸進宗教文化

遺產保存的興起，當移動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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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加的頻繁且密切，人們發現可

以從觀光獲取龐大的獲利，引發

有些國家開始意識到要保存自己

的文化遺產，開始進行調查、分類、

蒐藏的工作。 
 

當然文化遺產的保存形式不一定必

須都要以觀光為主要導向來獲利，導

致當地人民傳統生活型態或自然環

境的改變，文化遺產與當地居民也可

以維持其原初的生活模式繼續共存

發展。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當觀光發

展越具規模時必然會吸引許多外來

勢力的介入如政府、集團及相關的投

資者加入文化資產的管理與經營。 
 

三、 給予學子們的建議 

以下有兩點建議，首先，他們應

該出去學習，但不需要前往太遙

遠的地方，可以以當地居民或者

附近社區為研究的對象，第二點

不要仰賴教授或課本告訴你的知

識，因為這樣做你會錯過正在發

生的事情，因為你一直在尋找你

所期望的現象或東西，所以時時

保持開放的心態你會發現過去你

從未發現的新事物。 
 

4. 講者： Tim Oake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一、 個人研究 

我投入文化遺產相關研究領域的

原因與個人對於理念如何透過物

質文化實踐的過程清楚地顯現出

來有極大的關聯，特別是當一個

抽象，或是像遺產這般模糊的概

念如何藉由物質實踐產生不同的

社會意義與影響。舉文化遺產而

言，在實踐的過程中人民不單可

以透過文化遺產獲取經濟利益，

也能在製作文化遺產的過程中產

生以及凝聚人民對於自身社會文

化的認同感。 

 

因此，我關注的並不僅限於文化

遺產本身更關注探討在不同文化

脈絡背景下文化遺產製作與概念

所涉及的權力關係與社會意義。

舉我在中國貴州進行田野工作時

所觀察的現象，文化遺產產業促

進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賦予村

民政治資本、造成企業家新階層

的出現，並在這個過程中改善自

己的生活等，文化遺產所帶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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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的影響是我在研究中國鄉

村與城市關注的範疇之一，探究

新階層如何形成，以及在這些地

方階層中人們如何運用遺產的模

糊性創造資源，並在建構文化遺

產的過程中對於中國鄉村與城市

原本的社會關係以及生活上帶來

了哪些重大的改變，我關心的是

社會文化變遷的動態過程，而非

如何搶救、保存那些面臨消逝命

運的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事務上。 

 

二、 學科發展 

文化遺產是一處社會關係競爭的

場域，涉及個人、群體、國家、市

場經濟之間相互交織的權力關係，

值得學者們對當中不同尺度之間

權力、利益關係的運作、分配進行

分析與探究。而我個人研究的旨

趣則嘗試去理解每個人在這場競

爭場域中的角色，重視每個人的

能動性（agency）和爭取的過程。 

 

不僅僅只呈現一種主流的遺產論

述，而試圖呈現不同的社會群體

及或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如

何利用文化遺產述說自己的歷史，

當論述衝突產生時，隨時保持思

辨與批判的立場來檢視遺產製作

的競爭過程。 

 

十年前我在貴州省進行安順屯堡

文化遺產研究，曾針對如何發展

屯堡文化遺產旅遊舉行研討會，

當時舉辦這場研討會的目的是希

望透過邀請產業界、地方官員以

及村民共同針對如何增進當地村

落的經濟發展以及如何讓全體村

民皆能從中獲益進行討論與交流。

然而，當時我完全沒有意識到中

國 鄉 村 社 會 中 家 長 式 領 導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的型態，地

方的領導們對於村民的出席感到

意外，而村民們在這場會議中也

覺得自己不適合發表任何言論，

當時與我合作的當地學者察覺了

這樣的情況，並積極地挺身替村

民的權益以及需求發聲。 

 

因此，在遺產製作的過程中學者

該扮演何種角色亦是個重要的議

題，我認為共同參與是很重要的

一個精神，在許多合作案例中，很

多人會來向我諮詢意見該如何營

運或發展文化旅遊產業，當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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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實踐或進行我所給的建議時，

我必須透過行動支持他們，舉例

而言，當屯堡村民希望透過成立

公司來對文化遺產旅遊開發進行

管理與掌控時，我買了股份成為

投資者之一，成為共同推動的一

份子。 

 

三、 給予學子們的建議 

文化遺產不僅只限於保存或搶救

文化遺址，而必須意識到文化遺

產是一種社會變遷的形式，遺產

不單純只是過去或是歷史的物質

證據，而是我們如何運用文化遺

產在當代意義的建構中與過去產

生連結。 

 

並且不要被何謂“真實的”文化

遺產概念所桎梏，這是一種不切

實際的空想，相反的，文化遺產是

關於人們如何從中獲得所有權、

詮釋權的一個過程，作為一名學

者不應該扮演專家的角色界定何

謂文化遺產，而應該協助社群掌

握與擁有對於自身文化與歷史傳

承與保存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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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燕和訪談《下》 
 
口述 / 吳燕和 

編輯 / 吳明仁、閻玲達 

 

問：可以說說您在夏威夷大學人類系

指導教授 Alice Dewey 是怎樣的人嗎？ 

燕和： Alice Dewey 是美國最有名的哲

學家 John Dewey 的孫女，她的父親是

義大利人，被 John Dewey 收養了。 

 

你想這種家世的人，家裡又有錢，我來

夏威夷時是 1966 年，她在 Manoa Valley

買了一個房子，是兩層樓、共六個房

間，後來窮學生或是畢業以後沒有工

作的人，都去她那裡住。2017 年 Alice 

Dewey 過世的時候，夏威夷大學人類學

系裡轉傳了許多電子郵件，都是感謝

Alice 的。每個人都跟她借過錢，包括

我在內。當時我跟維蘭要離開夏威夷

前往澳洲攻讀博士的時候，維蘭想先

回台灣再去澳洲，但我們沒有錢，Alice

知道了以後馬上寫了一千塊的支票給

我，跟我說讓她先回家。因為國立澳洲

大學(ANU)給我直接去Canberra的飛機

票，給維蘭的也是直接去澳洲，但是去

不了台灣，我當時還差八百塊美金，她

就借給我了，我去了澳洲兩年後才還

給她。 

 

當時也有一個跟我差不多時候來夏威

夷的韓國籍博士生，他後來在韓國成

為副教授，是學社會學的，跟我很要

好。他和我談起 Alice，說他要回國的

時候，Alice 也是自動借了他幾千塊，

因為當時他已結婚也有兒子了。也就

是說，不但是同學們沒飯吃的去她家

住，也包含教授們。一般來講，大家都

不闊嘛！學者或是臨時來這裡訪問什

麼的，都去住 Alice 家。 

 

還有呢，每個學生她都鼓勵，你的文章

怎麼寫，她都可以給你找出優點來。我

選她的專題討論課，我至少選了她兩

門課吧，一天到晚都被誇講到頭都暈

了，但她是有理由的。我記得寫一篇讀

書報告，是 Evans-Pritchard 非洲研究的

書，她說你發現我讀了那麼多年都沒

有讀出來的，你可以發現，當然是 A+。

所以，系裡面有這樣的老師，對學生的

鼓勵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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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麼王維蘭的指導教授是誰呢？ 

燕和： 她來到了以後，系裡面就指派

Dr. Robert Jay
13做她的指導教授，也是

哈佛大學出身的，年紀比 Alice Dewey

大，當時他才剛來教了一、兩年的課，

所以新的學生來，我猜特別是亞洲學

生就給他指導。我是八月來夏威夷，她

則是年底來的，從春季班開始唸。她也

擔任研究助理，是我給她找的。當時系

裡全亞洲、全美國最有名的東南亞考

古學家 Wilhelm Solheim
14，許多年來他

在東南亞、泰國挖掘。他的學生都是做

東南亞研究，柬埔寨也好、越南也好，

還有雲南的，後來一個個都挺有名的。

當時 Solheim 大概跟 Ricahrd Pearson15說

我現在缺實驗室的助手，Pearson 說你

去找吳燕和，他太太還沒有來。他問我

說：｢你太太也要來？｣我說：｢維蘭已

申請了 East-West Center 的獎學金，但

還要考試，要等明年｣。Solheim 說：｢

                                                      
13 Robert Jay 在 1959 年於哈佛取得博士學位，與

Alice Dewey、Clifford Geertz、Hildred Geertz 等
人，同為 1950 年代 Mojdokuto 計劃在 Java 研究的

同事。可參考：

http://www.cseashawaii.org/2017/06/in-memoriam-
alice-g-dewey-1928-2017/。 
14 Wilhelm Solheim 於 1959 從 University of Arizona
拿到博士學位，主要從事菲律賓中部的考古發掘，

並於 1961 年授聘於夏大人類學系，發掘地區遍及

東南亞。 
15 Pearson 當時為人類系 Graduate Chair。 
16 Leonard Mason 在二戰時，在 Coordinated 

不必等了，我現在就給你一個研究助

理，就從寒假開始。｣ 

 

問：可以談談當時系上還有哪些教

授？ 

燕和：我來的時候是極盛時代，最好的

年輕教授，還有一個老教授。例如做太

平洋研究的 Leonard Mason16，他是五零

年拿到博士學位，做 Micronesia 的，整

個太平洋五零年代最有名的人類學

家， Mason 差不多到了八零年代才過

世的。我來的時候，他也很有名的，博

士研究做 Micronesia 的都得靠他。 

 

還有 William Lebra
17，也就是 Bill Lebra，

很大的一個人物。當時他已經來了四、

五年了，他是研究心理人類學的，主要

是精神衛生 (mental health)的議題，他

是 社 會 科 學 院 研 究 中 心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的主任，那個

中心有很多的經費，社會科學院下的

系所，都可以跟他申請研究經費。他不

Investigation of Micronesian Anthropology (CIMA)計
劃中工作，主要是研究 Bikini Atoll 遷移(relocation)
的議題。長期擔任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

也是夏大 Pacific Islands Studies Program (1986 年

後，改為 Center for Pacific Islands Studies)的主要創

辦人之一。可參考

http://www.soc.hawaii.edu/asao/pacific/honoraryf/
mason.htm 
 
17 William Lebra 主要研究 Okinawa 的宗教，自 1970
年開始於人類學系開授 Okinawa 文化研究。 

http://www.cseashawaii.org/2017/06/in-memoriam-alice-g-dewey-1928-2017/
http://www.cseashawaii.org/2017/06/in-memoriam-alice-g-dewey-1928-2017/
http://www.soc.hawaii.edu/asao/pacific/honoraryf/mason.htm
http://www.soc.hawaii.edu/asao/pacific/honoraryf/mas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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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怎麼樣的發現了我，我去上他的

課，也許是覺得我的英文很好，結果一

談起來發現我是中研院民族所訓練出

來的，當我在系上當了第二年助教之

後，William Lebra 就請我到社科院研究

中心工作，是 Asian Mental Health Project

的助理，而且給了我一個辦公室，足足

比 Alice Dewey 的辦公室大了三倍。因

為那個辦公室很大，平常有訪問學者

來的時候用一半、我用另一半，在台灣

比我們所長凌純聲的辦公室還大。 

 

Takie Lebra
18是 Lebra 的太太，後來跟她

很熟是因為我在 East-West Center 主辦

Mental Health Project 時，找中國、日本、

東亞的精神衛生方面的人來 Honolulu

開會，並且辦講習班、訓練博士班學

生，Takie Lebra 也參加了。她在我們人

類學界寫的一些書，算蠻有名氣的。那

時 Takie Lebra 在寫論文的時候，她教

一門課叫 Anthropology of Japan，我去旁

聽，教得很不錯。她是博士生又是日本

人，而且用了當時 Chie Nakane 這些學

者，還有早期的美國人類學家研究日

                                                      
18 Takie Lebra 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取得社會

學博士學位，於 1971 年開始任職於夏大人類學系，

為最早開設 Anthropology of Japan 的課程，課程極

受到學生的歡迎。 

本寫的書，她都讀過之後拿來用，覺得

很新奇、很好，從中我學了很多。 

 

問：編輯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的 James 

Watson 也曾在系上待過？ 

燕和：James Watson19他是從UC Berkeley

拿到博士學位的，教了兩年後沒有給

他終身職，他就去了倫敦，後來變成了

這麼大的傢伙！他去倫敦，跟 Alice 

Dewey 也有關係，因為 Alice 也在倫敦

待過，她就叫 James Watson 去倫敦試

試，至少倫敦的地位之高啊!但是薪水

很低，我 ANU 畢業之後，倫敦也 offer

我，但比一個博士生的薪水還少。所以

James Watson 去倫敦，過了幾年以後回

來美國到了 Pittsburgh，後來就變成大

傢伙了。 

 

問：系上當時的精神衛生與心理人類

學很有名，為什麼？ 

燕和：那個時候精神衛生和心理人類

學很強原因，我現在回想一定是 Bill 

Lebra 他建立起來的心理人類學，然後

他招集了亞洲各國有名的精神病學

19 James Watson 因為夏威夷大學 1970 年中期的經

費上的問題，無法讓 Watson 得到終身職，因此他

轉往了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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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心理學家來。另外，系主任 Thomas 

Maretzki20是 John Whiting21的學生，他是

耶魯出身的，他是當時 Six Cultures 

Study of Socialization 計劃中的一員，後

來 Six Cultures 計劃裡面出來的學者都

很有名。 

 

心理人類學是五十年代發展起來的，

六十年代已經是極盛了，所以，來的都

是訪問學者，像 Margaret Mead 每年至

少來二、三次來演講，當時還有變成我

的好朋友的 Lewis Langness，UCLA 有

名的教授，還有 Robert Levy，都是美國

有名的心理人類學者，來這裡就是一

個月，來玩的，順便講課。 

 

問：當時研究心理人類學的研究生多

嗎？  

燕和：心理人類學不多，我是其中一

位。並沒有專門的心理人類學，但博士

研究生有一些跟著做社會化研究以及

心理人類學。因為我是 Bill Lebra 的助

手，我替他收集資料，但 1969 年我就

離開去澳洲了。 

 
 

                                                      
20 Thomas Maretzki 為 Whiting 的 Six Cultures 比較

研究計劃的田野工作者之一，Thomas 和他的太太

Hatsumi Maretzki 為 Okinawa 研究專家。兩人合著

有 Taira: An Okinawan Village (1966). 
21 John Whiting 為 Six Cultures 計劃主持人，從事兒

問：1968 年，夏大系裡有一個叫做 The 

Pacific Island Chair 職位，可以說一說

嗎？ 

燕和：當時系上請了全世界最有名的

大傢伙，研究太平洋的專家來客座一

年、二年、三年，所以能請到 Raymond 

Firth，當時是全世界最有的英國人類學

家。然後，Douglas Oliver 是全世界、美

國最有名的 Pacific Island Study 學者，

哈佛大學退休以後來當 Pacific Island 

Chair。他對這影響很大，他除了哈咈大

學之外，常常到澳洲當訪問學者，後來

Sydney University 的女教授嫁給他，變

成夏威夷跟雪梨兩邊跑。Oliver 他來了

以後，就申請研究計劃，錢很多，他底

下就帶很多博士班學生，每個人都有

錢的，都可以去太平洋群島做田野調

查。 

 

還有 Marshall Sahlins 是最有名做波里

尼西亞研究的；Roger Green 是紐西蘭

的考古學家，當時也是全世界有名；

Ward Goodenough 從五零年代開始做

Micronesia 的親屬研究，也是最有名的。

這些人，我通通聽過他們的 proseminar 

童教養的文化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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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說來一個禮拜、二個禮拜，來講兩 

堂課、三堂課。 

 

結語 

訪談(上)(下)由閻玲達於2017年底於台

北進行，吳明仁於 2018 年初在夏威夷

補問問題。非常感謝 Midiri Hino 與陳

健源的共同參與，特別感謝吳燕和老

師多年來對於我們這些到夏大人類學

系研究生的指導，吳燕和的風趣、幽

默、能量、活力總是那麼有感染力，因

此訪談以口語化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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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超級多樣性

社會與臺灣移民群

體多樣性之初探 

林顯明 1 

比利時魯汶大學跨文化、遷徙與少數

族群研究中心社會文化人類學博士生 
 

一、比利時如何成為一個超級多

樣性的移民社會 
 

要了解比利時是如何變成一個移民國

家，就必須回顧其歷史脈絡。一次世界

大戰之前，移民僅佔了比利時總人口

數的 3.5％，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間期，比利時為

了要發展煤礦工業，因此開始從義大

利、波蘭與捷克引進了第一波的勞工

移民，但此時所引進的人數並不多，且

大多居住在產煤礦的城市如 Limburg

和 Wallonia 地區。隨著二次世界大戰

的結束，比利時需要大量的勞工來進

行國家的重建工作，對此，當時的比利

時政府首次與義大利和波蘭政府簽署

協議，有系統地引進兩國的勞工移民，

當時所引進的勞工數量約為 10 萬人。 

                                                      
1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本文針對比利時社會和臺灣移民群體多樣性

截至 1947 年時，移民佔比利時總人口

數的比例即上升至 4.3％。然了在二次

世界大戰之後到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

機之前，整個歐洲和比利時迎來了戰

後經濟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因此比

利時從 1950 年代開始，為了滿足戰後

快速之經濟發展所需，開始從義大利、

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吸引移民，

順此開啟了新一波移民比利時的浪潮。 

 

另外，比利時從 1960 年代開始擴大移

民人口引進家，比利時政府也在 1964

年正式地與土耳其與摩洛哥兩國政府

簽定協定，系統性地從土耳其和摩洛

哥地區引進低階技術的藍領勞工移民。

對此，到了 1970 年後，比利時移民的

人數已經達到近 70 萬人、移民佔總人

口數的比例也進一步地上升至 7.2％。 

然而，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造

成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改變，使得比

利時政府在 1974 年暫停了系統性從海

外引進勞工移民的政策，而此時主要

的移民類型是家庭團聚移民 (family 

reunion)和政治庇護者(political asylum)

和來自其他歐洲國家之一般性移民為

主。 

之探討是基於研究者在比利時攻讀人類學博

士學位和田野調查之基礎所進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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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雖然比利時之移民人口到了

1980 年代末期已將近 100 萬人，但移

民佔總人口數的比例還是維持在 10％

以下(Martiniello,2013)2。 
 
3隨著 1989 年柏林圍牆的倒塌、以及

1990 年代後的歐盟擴張，來自中東歐

的移民成為了比利時 1990 年代以後至

今主要的移民人口來源。到了 2012 年

時，比利時之移民人口中有 75％是來

自其他歐盟國家、另外，第二多的移民

人口來源則是來自非洲國家，在過去

的 40 年當中，每年約有 8,000-10,000

的摩羅哥人移民至比利時、而其他的

主要非洲移民國家還包括剛果、柯麥

隆與幾內亞共和國。順此，截至 2013

年為止有約 120 萬的外國移民居住在

比利時，而移民佔總人口數的比例亦

來到了 11％，且其中有超過 90 萬的外

國 移 民 已 經 取 得 了 比 利 時 國 籍

(Geldof,2016:28-32)4。  
     

然而，若僅是從整體的移民人口總數

和比例來看，並未能清楚地顯示出，大

                                                      
2 Martiniello, Marco. 

2013 Belgium, migration, 1946 to present. In The 
Encyclopedia of Global Human Migration. Peter 

Bellwood, eds. Pp. 1-5.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量的移民人口如何促使比利時成為一

個超級多樣性的社會，但若從城市的

角度則可以清楚的看到，大量的移民

人口如何具體地改變了城市的人口組

成與多樣性的程度。其中，布魯塞爾是

比利時第一個進入到少數為多數之城

市 (majority-minority city) ； 所 謂 的

majority-minority city 其意旨為來自各

個不同國家之少數移民族群之總人數

已超過一半、也超過了原本居住在當

地之人數。截至 2015 年時，布魯塞爾

的人口中有 70％具有移民身分背景、

而安特衛普將會是下一個邁入超級多

樣性之少數為多數的城市，其移民人

口佔整個城市之人口比例在 2015 年已

經來到了 46％。 

圖一、比利時移民人口居住地區分布 

3
 資料來源:  Gemeentekaart. 2015 

Migratieachtergrond per gemeente - 2015, 

http://www.gemeentekaart.be/#114c431d-81be-46bb-

83e0-3f6495976c1d, accessed September 25, 2018. 
4
 Geldof, Dirk. 

2016 Super Diversity in the Heart of Europe. Belgium: 

ACCO. 

http://www.gemeentekaart.be/#114c431d-81be-46bb-83e0-3f6495976c1d
http://www.gemeentekaart.be/#114c431d-81be-46bb-83e0-3f6495976c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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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圖(一)可知，比利時移民人口

居住之地理位置並不僅侷限在主要城

市，亦有許多移民居住在城市以外的

中小型城鎮當中，而移民居住地點的

廣泛性與多元性，亦進一步地改變了

比利時之城市與鄉村的人口組成。 

對此，比利時不僅城市正在往超級多

樣性社會之方向發展，比利時鄉村地

區也因為移民人口的移入正在快速的

改變鄉村地區的人口結構，而整體比

利時也都正在經歷著人口結構的快速

變化以及社會環境快速多樣化的情形

(der Bracht, de Putte, Verhaeghe＆Van 

Kerckem,2014; Vertovec,2007)5。 
 

二、在比利時的臺灣移民社群 
 

在擁有眾多移民人口的比利時，臺灣

移民在比利時的社會當中，可謂是一

個在人數上與規模上都極小的移民群

體 1998 年時比利時的臺灣移民人數有

489 人、但到了 2006 年時人數下降至

371 人，而根據臺北駐比利時和歐盟代

                                                      
5 der Bracht, de Putte, Verhaeghe＆Van 
Kerckem. 
2014 Ethnic Diversity in Belgium: Old and New 
Migration, Old and New Developments. DiGeSt. 
Journal of Diversity and Gender Studies 1(1): 
73-81. 
  Steven Vertovec. 
2007 Super-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0(6): 1024-1054. 
6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EU and 

表處 2017 年的資料，目前在比利時的

臺灣移民人數約有 400 人。僅佔比利

時移民人口總數的 0.034％、更僅佔比

利時國家總人口數的 0.0035％(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EU and 

Belgium,2017)6。 
 

由於比利時臺灣移民人數與規模非常

小，因此 Pang(1998)以隱性的移民群體

(invisible migrant group)來形容在比利時

之臺灣移民。Pang 指出在比利時的主

流社會當中，臺灣移民的可見度與聲

音非常地微弱，且無論是在媒體、移民

政策、工作市場等皆有被低度代表

(under-representation)的情形。面對比利

時主流社會在各方面對於臺灣移民群

體的忽視，Pang 認為整體華裔與臺灣

移民在比利時社會當中所處在的是一

種 結 構 性 之 隱 性 地 位 (structural 

invisible)7。 

 

Belgium. 
2017 The Introduction of Taiwa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in Belgium.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be/post/509.htm
l, accessed September 25, 2018. 
7 Pang, Ching Lin. 
1998 Invisible visibili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posi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Belgium.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4), 433-452.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be/post/509.html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be/post/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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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比利時臺灣移民除了人數少之

外，另一個重要的特徵則是，大多數的

比利時臺灣移民都是個人移民/先驅者

移民(individual/pioneer migrant)。其意

旨為，大部分臺灣移民都是獨自或與

伴侶移民至比利時，且在到達比利時

之時並未在移居地社會中擁有人際關

係網絡(Wessendorf, 2017)8。 
 

三、比利時臺灣移民社群多樣性

之展現 
 

Werbner(1999)認為傳統的國際遷徙和

跨國主義的觀點多是奠基在西方和專

業者的角度來看待國際遷徙與跨國移

動的經驗與行為，而忽略了國際遷徙

和移民經驗的階級觀點。 
 

該文表示，難民、申請庇護者、國際學

生等之國際遷徙經驗必定會和跨國白

領階級的移動經驗有很大的不同；因

此，Werbner 提醒吾人在分析移民群體

之跨國和移居生活經驗時，必須要將

移民路徑(migration pathway)的觀點納

入到分析架構當中。因為，移民的不同

遷徙路徑不僅反映了不同群體之移民

                                                      
8 Wessendorf, Susanne. 
2017 Pathways of settlement among pioneer 
migrants in super-diverse Lond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4(2), 270-286. 

的不同移動背景和經驗，且不同的移

民路徑也會進一步地影響到移民移居

到接待國社會後的社會行為和生活經

驗 9。 
 

然而人口數少並不影響比利時臺灣移

民群體內部之多樣性展現；對此，本文

以研究者在比利時所進行之田野調查

和訪談為基礎，並根據田野調查所獲

得有關臺灣移民社群之相關資訊，包

括移民時間、職業工作、簽證類型和移

民路徑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後，研究

者初步地將比利時臺灣移民群體分成

以下五種類型: 
 

(一)、家庭主婦     

Gu(2017)的研究指出，許多臺灣移民至

歐美國家的女性，由於在移居國社會

中難以找到適合自己的長期和穩定之

工作、且在多數的臺灣移民家庭中，女

性依舊扮演著主要的親職和家內勞動

等職責。因此使得許多移民至歐美國

家的臺灣移民女性必須放棄其原本所

具備的專業工作能力，並進一步地轉

變成專職的家庭主婦，而這樣的過程

 
9 Werbne,Pnina. 
1999 Global pathways. Working class 
cosmopolitans and the creation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worlds. Social Anthropology 7(1):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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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稱之為臺裔移民女性的家庭主婦化

(housewifelization)10。而在研究者的田

野調查當中亦發現了一群臺灣移民女

性，確實是移民到比利時後放棄了過

去的專業和工作被景，成為專職的家

庭主婦並擔負起母職角色。 
 

(二)、中餐館經營者     

在研究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亦有另一

群移民群體為中餐館經營者，其大多

是在 1970 至 1980 年代先是以學生身

分赴歐洲國家念書，並在取得學位之

後選擇留下並移民至比利時居住。 
 

LIU HUANG(2014)的研究表示此類型

移民群體之移民時間會集中在 1970 至

1980 年代的原因在於 1975 年以前，中

國大陸並未開放其移民政策，因此當

時的中國大陸人民並無法有國際遷徙

的機會與可能性。因此，1975 年以前

居住在比利時華裔移民的身分大多是

臺灣移民、香港移民或少部分二戰前

就已遷移至歐洲的中國勞工和學生、

                                                      
10 Gu, Chien-Juh. 
2017 The Resilient Self: Gender, Immigration, 
and Taiwanese American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1 LIU HUANG, Li-Chuan. 
2014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Belgium: Strategies for 
Localisation. I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Asia. 
Jijiao Zhang＆Howard Duncan, eds. Pp. 207-

另外，由於當時中國大陸移民尚未大

量移居至比利時，因此，在競爭相對較

小且創業門檻與成本較低等因素下，

1970-1980 年代移民至比利時的臺灣

移民大多選擇以開創中餐館作為其謀

生和主要的經濟活動 11。 
 

(三)、專業移民: 

再次，研究者在田野調查中也發現，具

有專業身分的移民亦是構成比利時臺

灣移民的一種類型。而研究者之歸類

標準是依據比利時政府針對高技術

(high skilled labor)的定義來進行劃分，

包括是否具備碩博士學歷、是否從事

專業技術工作以及每月薪資是否超過

3000 歐元等(Flanders, 2018)12。 
 

依據此一標準，本文受訪者中包含了

一開始即是以高技術移工作簽證進行

移民之高科技廠商電子工程師、或者

是移民至比利時後繼續從事具有專業

技術性質工作的大學教師、歌劇院音

樂家、銀行經理人和精品從業人員等。 

227. New York: Springer. 
12 Flanders. 
2018 Belgium has most effective highly skilled 
migration policy.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flandersinvestmentandtrade.com/in
vest/en/news/belgium-has-most-effective-highly-
skilled-migration-policy, accessed September 17, 
2018. 

https://www.flandersinvestmentandtrade.com/invest/en/news/belgium-has-most-effective-highly-skilled-migration-policy
https://www.flandersinvestmentandtrade.com/invest/en/news/belgium-has-most-effective-highly-skilled-migration-policy
https://www.flandersinvestmentandtrade.com/invest/en/news/belgium-has-most-effective-highly-skilled-migratio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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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工渡假移民 

2013 年開始，比利時政府向臺灣開放

其打工渡假簽證並開放每年 200 個打

工渡假簽證名額。據統計，2016 年共

有 148 位臺灣人透過打工渡假簽證赴

比利時工作一年；另一方面，整體赴海

外打工渡假之臺灣人平均年齡為 26.3

歲、70％為女性，且 85％以上都擁有

大學學歷。在研究者的田野調查中發

現，有越來越多的臺灣年輕打工渡假

移民是一開始透過申請打工渡假簽證

赴比利時工作，並在工作 1 年期滿後，

在比利時結交了男朋友和伴侶，因此

再透過申請「同居居留證」(荷蘭文: 

gezinshereniging)，因而獲得在比利時

居留的權利(天下雜誌，2016)13。 
 
 
 
 
 
 
 
 
 
 
 
 

(五)、Sexual migration 

最後，在研究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

亦發現了第五類的移民群體為性傾向

移民(sexual migration)，此一新型態的

移民類型是基於性別研究相關文獻

(sexuality studies literature)發展而來，

其所指的是由於性傾向或性別議題而

選擇進行國際遷徙和移民至比利時者

(Peumans, Win, 2014)14。 

 

 

 

 

 

 

 

 

 

 

 

 

 

 

 

                                                      
13 田孟心 
2016 〈打工度假賺多少？ 數據告訴你〉。「天下

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
596，2016 年 7 月 28 日上線。 

14 Peumans, Win. 
2014 'No Asians, Please': Same-sex Sexualit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Belgium. In London Hand Picked 
Stimulus Respond; pp. 128 - 139. London: Pavement 
Books.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596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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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比利時臺灣移民群體類型分類      資料來源: 本研究 

 

 

 

 

 

 

                         

                                                           資料來源: 研究者拍攝 

圖二、比利時臺灣移民於 2018 年 6 月 26 日在布魯塞爾參與「為臺灣而走」 

遊行活動照片 

 

對此，研究者認為，運用超級多樣性的

觀點，不僅可協助研究者避免方法論

國族主義所可能造成的不足、亦可提

供研究者和讀者進一步地發現，即便

是如比利時臺灣移民一般在人數上很

小的移民群體，其內部依然展現著很

                                                      
36 Wimmer,Andreas＆Glick Schiller, Nina. 
2001 Global pathways.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state 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高的多樣性和不同之處，這樣的觀點

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和移民研究者有

著很大的研究啟示 (Wimmer＆Glick-

Schiller,2001)36。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 2(4): 301-334. 

分類 移民路徑 移民時間 

家庭主婦 
移民比利時後放棄原本之工作經驗成為

專職家庭主婦 
無特定 

中餐館經營者

移民 

70~80 年代留學歐洲後移民比利時開設

中餐館 
1970~1980 年代 

專業移民 擁有碩博士學歷或從事專業技術工作 1990 年代後 

打工渡假移民 
透過打工渡假簽證赴比時，並運用同居

簽證留下 
2013 年以後 

性傾向移民 因性傾向與親密關係因素移民比利時 無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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