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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類學視界是一個研究團隊中各成員
研究成果的共同發表，文化永續是我們共
同關心和努力的目標。教育學者 Django 

Paris 和 H. Samy Alim（2014）站在追求
教育正義（educational justice）的立場，
提出文化永續教育（culturally sustaining 

pedagogy），以此超越之前的資產教育方
法（asset pedagogy）和文化相關教育方
法（culturally relevant pedagogy），企圖
對於多元族群的發展有所助益。所謂「文
化永續」，不只是從主流文化的價值觀點
企圖拉近多元族群人們的成就落差（the 

achievement gap），而是重視多元族群文
化中的語言、文學、文化實踐所具有豐富
和創新的價值，甚至是看見其問題並且挑

戰它使其得以持續，進而使得多元文化得
以真正發展。Django Paris 和 Samy Alim

兩位研究者以文化永續的概念，強調文化
的動態（而非靜止）與複數性（而非單
一），以及必須將年輕世代對於文化的認
同和實踐納入思考。所謂文化的動態指的
是任何一個文化實踐都必然包含傳統與演
變的方式，文化是動態的、變遷的、並且
同時承繼來自於過去的遺產以及對應當代
社群生活的面向，文化必須存在於年輕世
代的生活中且為他們所使用，才是真正的
永續。

本期共有五篇專題研究文章，與一篇參與
國際學術會議紀實文章。第一篇文章〈我

原住民文化永續了沒，到底？

們這一班：三個原住民研究生的教育成長
歷程〉由吳天泰、陳雅玲合著，透過三位
原住民研究生的生命故事，包含族群文化
背景與自我認同的歷程、尋找將西方知識
與傳統文化知識連結的路徑及雙文化學習
與調適、以及對未來的想像，文章以過去、
現在及未來的敘述軸線，架構出三位原住
民族學生在高等教育體制下學習的自我成
長，以及所面臨挑戰的故事，以呈現原
住民族教育的現況，期盼對於從事原住民
族教育的工作者有所啟發。第二篇是方鈞
瑋的〈老物件的「超越」：記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In a Different 

Light 特展〉從北美洲西北海岸原住民物
件的離散與返還連結到特展的策畫，策展

陳怡方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專題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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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當代原住民藝術家與知識擁有者的角
度，強調物件在當代持續發揮作用，呈現
出動態的文化發展軌跡。整體而言，這個
展示呈現西北海岸原住民藝術家及其作
品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展示空間也成為
MOA 及與其合作的原住民族共同想像、
甚至是共同實踐博物館下一階段的任務與
使命之實驗場域。

包惠玲的〈Pakingecen（遮護）：當代土
坂部落巫師的儀式實踐與部落認同〉闡
述 pulingau（巫師）在排灣族社會中作為
橋樑、媒介、同時是祖先所遺傳訓示和規
範的守護者，更是部落歷史、系譜知識的
保存者，也是族人的醫護者、靈療師。並
進一步探討當代土坂部落中，palisi（傳
統宗教儀式）如何持續發揮其影響力，近
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惠玲以首

席女巫身分，召集巫師群共同循著傳統
pakingecn（遮護）儀式守護部落。儀式的
實踐揭櫫了部落的能動性、主體性及認同
性，面對當代議題時，看見儀式的傳續力、
作用力及必要性。陳怡方的〈山下的學校，
山上的生活〉從一所太魯閣族的國小執行
校園美感計畫的過程談起，教師藉由計畫
結合學校的特色課程、並與部落工作室協
作、在校園中傳遞文化美感。教育的核心
價值是太魯閣族人的山林智慧；然而在教
育現場帶孩子走回山林的同時，認同、選
擇和嚮往在山林中生活的人們卻也焦慮可
能會無法在山林中繼續生活下去。山林智
慧以及太魯閣族人的生活方式，得以成為
不同文化智慧的滋養來源，啟發所有尋求
永續生活的人們。Nac Hijiyu 的〈從自己
的家鄉田野學習田野：以蒐集種子語料採
集為例〉述說個人出生成長於太魯閣族的

高山部落，也重回部落以展開尋根之路。
媽媽是語言與文化集於一身的人，語言成
為上天開啓 Nac 重建文化知識之門的一把
鑰匙，文中呈現媽媽在蒐集種子過程的語
料，期盼以此過程更認識自己、並能找到
適合自己的方式逹到傳承文化的目標。

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紀實文章〈AAA 與我〉
由吳天泰撰寫，描述在 1988 年與 2019 年
間四度參與 AAA 會議的經驗，從第一次
所感受到的感動與激勵、感覺人類學一點
也不冷門，到作為一位成熟學者、提攜人
類學後進的共同發表，並且看見人類學能
貢獻於跨領域課程開發與原住民族教育政
策的可能性。彷如昨日般歷歷在目的躍動
心情，讓人真實的看見人類學家是個與社
會脈動緊密相連、並得以常保青春的終身
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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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泰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陳雅玲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計畫

專任研究助理

我們這一班：

2019 教育人類學專題的課，選修的三位原住民研
究生在課堂議題引導下，很認真地以生命的故事
與我對話。課後我請助理徵得同意後進行專訪，
訪談的故事內容皆經過三位參與者親自檢核、回
饋與修正程序。以匿名案例的故事呈現原住民族
教育的現況，希望對從事原住民族教育工作者有
些啟發。畢竟年輕的生命，需要啟發與激勵，能
樂觀積極地開創自己的未來。

以下是整理三位原住民學生的成長歷程，一位泰
雅族及兩位太魯閣族學生。內容包含族群文化背
景與自我認同的歷程、尋找將西方知識與傳統文
化知識連結的路徑及雙文化學習與調適、以及對
未來的想像，本文以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敘述軸
線，架構出三個原住民族學生在高等教育體制下
學習的自我成長，以及所面臨挑戰的故事。

三個原住民研究生的教育成長歷程

本研究計畫感謝科技部經費補助 108-2420-H-25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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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文化背景與自我認同的歷程

在族群文化背景與自我認同的歷程，初步了解原住民學生，從家
庭部落的非正式教育場域到大學正式教育場域的歷程以及產生的
啟發與影響。三個故事分別是來自不同家庭文化背景與認同的案
例，有：屬於漢化深的家庭，家中已不強調母語的學習；有認為
自己部落的父母們過去接受的文化教育是零碎化的，因此缺少原
住民族尊嚴與文化自信導致無法教育小孩的困境，這兩位主角在
念大學以前對自己的族群文化的認同度幾乎是零，甚至是討厭、
抗拒與隱藏；另外一位則有因從小在部落生活，在傳統文化方面
則受到母親的薰陶影響極深，關於自我認同是到考上大學離開部
落在外地求學，才開始察覺部落偏鄉教育資源的不足與原漢在社
會資源上的不均及差異。

尋找將西方知識與傳統文化知識連結的路徑
及雙文化學習與調適

在課堂上的教與學過程中，藉由相關研究資料的教材運用以及開
放式的互動討論，三個原住民學生試圖在西方知識與自身傳統文
化知識連結中進行思考與表達，並在主流教育的結構中試圖尋找
出一條自我實踐的路徑，在原住民族教育的過程中，除了深化自
身族群文化的認同度也需要面臨雙文化學習與調適的多重挑戰。

對於未來的想像

三位原住民學生對於未來的想像，分別有 : 企圖能夠扎根於傳統
的部落文化，自期能發揮部落與外部連結的「中介者」的角色，
藉由串連相關資源並進一步創造與發展文化教育與生態環境；透
過部落知識青年集結形成社群支持的系統，嘗試將理論知識與生
活處境問題連結與實踐，希望改善部落所面臨家庭教育功能不足
的學童課後照顧問題；以及在雙文化的學習與調適中企圖融入主
流社會的個人生涯規劃，又同時思索如何發揮自身文化傳承的使
命。

他們的故事，如下：

人類學視界 No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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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太魯閣族的 A，三歲以前住在太魯閣

山上的部落，這個位於雲霧上的部落，舊

稱沙卡噹部落，直至今日，古道仍是上山

唯一的路，同禮古道山徑蜿蜒曲折，族人

僅能靠雙腳徒步上山，回家的路更顯艱辛

與遙遠。

人跡罕至的山上目前僅餘十幾戶的族人仍

在山上生活，多數的族人早年因生計、教

育等因素已經遷移平地，A 於 1980 年移居

到平地的部落生活，排行家中老么幼年時

父親因故早逝，她的母親在山上需獨力扶

養六個小孩及照顧瞎眼的婆婆，生活相當

艱辛，移居平地後，在山上舊部落所經營

的農莊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家境雖然

清貧但是「媽媽鼓勵我讀書」，後來順利

的考上國立大學完成學業。從小生活在部

落，並不覺得有文化認同上的問題，直到

離家讀大學時才發現自己讀書的基礎相較

於同儕漢人有明顯的差異，比起同學她則

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讀懂，這個學習的經

歷讓她體認到自己讀書的基礎與偏鄉的教

育資源是不足的。

A 提及自己的母親堅毅且樂於分享，在山

上所經營的自然農莊是上山的旅人與研究

者可以歇腳或留宿的基地，農莊經常接待

許多各個領域的研究學者進駐，甚至家族

也是被許多學者所研究的對象，因此認為

自己能有「從他人的眼光看見自己」的機

會。她母親在山上也無私提供一個「公共

客廳」的空間，供部落族人使用。在文化

傳承啟蒙上，她受到母親的影響極深，「我

母親就是我太魯閣族的語言與文化最好的

老師 !」「如果沒有母親我也沒辦法讀到博

士班」。在 A 的心目中母親是一位太魯閣

  A的故事 族傳統婦女，「她是一個很有文化素養的

人，不管是語言、文化的知識、還有對自

然生態及對土地的愛，… 她是一位很特別

的女性」「我想為母親做一些事 ! 因為母

親沒有讀書，沒有多的機會及資源去展現

她自己」「我想要做一些以前母親想做但

她沒有資源，我是一個管道 !」。

「我們太魯閣族是很樂於分享的民族 !」

「要跟別人當好朋友，應該是要把我們的

好東西跟別人分享 !」「我們不只是想要分

享自然的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文化也

很優美 !」， A 正計畫在自己的部落建置

一個「文化學習屋」，目前山上除了族人

的聚會所，需要一個空間場域，希望將文

化聚集在一個空間，讓想認識山上太魯閣

族文化的旅客，透過這個空間的場域可以

認識不同層面的文化內涵，例如 : 狩獵、

編織、傳說故事、遷徙的歷史，以及部落

人類學視界 No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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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人可以傳授山上的生活技能等傳承，

也是讓部落族人與旅客可以有正向的連結

與分享太魯閣族生活文化知識的場域。

A目前是族語老師同時也身為母親的角色，

對於自己族語的消逝感到憂慮。在「教育

人類學」的課堂上，她擔憂「將來沒有人

可以用族語跟他對話，因為年輕一輩已經

很少會用流利的族語」。她在家以全母語

跟小孩溝通，但小孩也多以漢語回應，「自

己的族語在每分每秒流失中」，身為一位

原住民中生代對於自己傳統語言消逝，內

心有深沉的憂慮。在課堂上同學提出所謂

「主流社會」、「非主流社會」，但「到

底什麼是主流？」A 則指出教育體制也是

被定義的，「以我們的文化來講，其實我

們也不甘落在非主流，因為我們自己都認

為我們是台灣的主人」「我們自己會覺得

說，這個定義是你自己要不要去接受」「當

然我們自己要去澄清，去釐清」。

A 以自己教授族語的經驗認為「主流的教

育模式可以跟非主流教育的模式並行」「我

在教授族語時，發現我們族人並不能接受

語言學家那套語音結構，十年前一開始我

接受族語培訓課程時，也是無法接受語言

學家可以運用語音結構分析南島語族，覺

得自己的族語被看光光 ! 被發現我們的語

言 !」「他們並不會講我們語言，可是他

們可以用他們的公式方法來研究我們的語

言，而且好像很有道理」，A 當時甚至感

覺到很不開心，因為她認為「我們的語言

就是我們的語言」「怎麼會是一個非我們

族人的人，不是我們語言的人去研究我們

的語言」，但是隨著原住民族語言的復振

的逐漸興盛，她也發現「主流教育中的語

言學家所研究出的語音結構公式，可以變

成推動族語教學的工具」。在西方知識體

系與自身的文化知識之間的調適過程中，

她體察到需對自己族群的語言要有足夠的

了解，並且去理解語言學家的角度是如何

將語音結構整理分析的，運用這套方法讓

他發現面對不同族群的人來學習族語，自

己可以在族語的教學上融會貫通。

課堂上的討論，大家雖然認為整體主流教

育下原住民族教育仍是零碎的，但在族語

教育的領域中，A 認為這套語言教學的體

系可以「打破界限」當作「工具」，透過

這套工具可以更快的認識自己的語言，因

此她認為主流與非主流之間應該可以找出

平衡點並且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發展。A

舉例教學族語的經驗，「其實部落當初許

多長者是抱持質疑的態度」，她認為自己

有必要「將語言學家這套語言結構的密碼」

告知部落的長者，讓長者也能認識語言學

家是如何將原住民族語的語音建構出來。

人類學視界 No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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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討論中，W 教師補充希望原住民在

主流裡一樣也能有優越感，原住民應以自

己的文化優勢，去跟外界溝通。A 則認為

以她自己的立場出發「並非是激進的改革

而是調適，原住民傳統知識與西方知識碰

撞，以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互相尋求理解與

協商的機會」。她也自許能成為部落傳統

與外界主流文化的「中介者」而且認為「雙

文化學習是正向的過程」，A 提出學術界

的角度是比較宏觀的及多元觀點的看法，

他認為自己是進了原民院之後才有這些有

關於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相關議題的訓練，

以前在教育學院的學科並無談及這些知

識，現在所讀的書都是跟自己的文化知識

議題是相關的。

「學術界的角度是比較宏觀以及多元觀點

的看法」，A 期許「自己是可以把部落經

驗帶到課堂，也可把課堂學到的知識帶回

自己部落，未來也可以為自己的部落設計

課程」「因為我也有自己的部落，我要怎

樣幫助我自己的部落」。

在課堂上討論關於田野研究的經驗， A 也

提出自己面臨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身為

原住民，過去是被研究的對象，二是現在

許多身為原住民的知識份子「我們自己可

以成為自己的研究者」，她以自己所研究

的場域是自己的文化生活圈，常被「自己

的人」指稱為「找麻煩的人」，或是直接

以「你就是我們文化中的自己人，啊 ! 你

就知道啊 !」這類的對話出現，W 教師指出

這樣的處境是人類學者常面臨到的課題，

建議或許問題可以換各種角度重新再問，A

認為研究自己的文化有著先天的優勢，例

如可長期觀察並且不會受限制於交通地理

上的問題，但是「自己人」的身分卻也是

讓研究遇到許多限制，W 教師建議這個過

程能成為 A 未來可發展的研究方向。

A 認為「教育人類學」課堂上師生開放式

的討論，大家可以依照個人的背景、興趣

發言，在課程安排比較偏重關注於教育方

面，教材也淺顯易懂，修課的同學都是原

住民並且有教育相關的背景與經驗，因此

課堂上的討論容易有一些初步的交集，但

是未能有更深入性的探討。對於文化傳承

的看法，她認為主流的西方知識體系是比

較有系統及脈絡化，而自己族群的文化知

識是比較斷層且不完整的，因此不需要排

斥主流的教育，A 更強調人類共通的相似

性。

她對於自己「如何能幫助到部落 ?」目前

一方面需要面對部落內部理念共識的整合

問題，因為多數族人仍是以現實的生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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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為主要的考量，而文化是長遠永續的，

而身為一位可以帶入資源者或是中介者，

要如何安內與整合共識並導入觀念，正是

她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另一方面她也憂

慮外部人進入部落是否會有「消費部落文

化」的疑慮，文化消費化的議題也是她正

在思考的問題。A 憂慮自己是否有足夠能

力成為一個真的能幫助部落朝正向發展的

中介者，以及身為部落知識份子如何將理

論落實與理念如何在部落實踐的自我質疑

過程。

有關原住民知識份子「自己可以成為自己

的研究者」，然而「自己研究對象主要是

自己的母親」，A「也會擔心在情感上無法

中立」「是否能拿捏得宜」這些研究倫理

的相關問題。對於未來的想像，A 雖然從

事族語教學工作，但內心更想望從事的工

作是接續母親在山上部落文化的產業，另

外也思考文化傳承是否能「打破空間的限

制」，因為她住在平地部落，目前與山上

人事物的接觸密集度也受制於地理空間的

距離，雖然有人建議她有關文化傳承不一

定需要在山上，但是她認為自己是「在山

上受到啟發的」，而且「文化學習屋」在

山上建構「與山上的整體環境自然場域才

有聯結」。

目前通往山上部落只有徒步的古道，回家

之路遙遙更顯艱辛，部落的年輕人及小孩

因此不願意回山上，文化的傳承受到現實

地理空間的限制，A 希望自己「在有生之

年可以有一條回家的路」，關於文化傳承

與地理空間的限制如何結合與實踐，她自

認為目前正處於瓶頸尚有待進一步克服問

題。在正式教育的知識體系中與自身族群

的文化傳承間，如何將學校所學的知識與

文化傳承的使命結合及實踐，仍需面臨許

多抉擇與調適，A 正努力逐步踏實的朝向

「一條通往回家之路」的道路上前進。

B 是花蓮太魯閣族，目前就讀原住民學院

民族語言與傳播碩士班，由於關注自己部

落文化及教育的處境與發展，兩年前與一

群部落青年共同成立協會並擔任理事，主

要業務是推動部落小旅行與辦理課程，今

年 9 月協會也開始在部落承辦學童課後輔

導，她在打工及課業之餘也會前往擔任課

後輔導班的志工。

在求學過程中 B 歷經許多次的跑道轉換，

這個歷程一點一滴累積出她的自我與文

化的認同。高中畢業後離開花蓮到台北某

大學就讀，在大學以前對「自己族群的

  B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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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是零 !」「僅止於，喔 ! 我是太魯閣

族 !」「文化知識也等於是零 !」「只是到

臺北那個環境，只想要與眾不同，就自稱

giming( 族名音 ciming)」「當時什麼都不

懂甚至都還拼錯字」，她在台北讀了兩年

書後因故決定休學，因為個人信仰的關係

選擇轉學到臺南神學院社工系就讀，然而

她卻面臨到語言與文化上的差異問題，「臺

南的人文很特別，都是台語立場，台語至

上」「我是零台語知識的人，從小到大沒

有接觸過台語的環境」「上課、講道，包

含別人帶禱告都完全聽不懂」「前幾個月

很失望，很失落覺得被排擠」，在陌生的

語言環境中也曾經努力的「勉強自己學起

來」「還去買台語白話文的字典」，她反

省自己「連太魯閣語的拼音都不會，還要

去學白話文的台語」「我好像被強迫被殖

民的人」「但是這對他們來說只是恢復他

們原來的生活形態，兩邊都沒有錯」( 指

台語環境 )。

當時台南神學院也有原住民社團，成員來

自各個領域的人士，她受到社團中各種議

題激烈式討論與思想的衝擊所影響，她記

憶最深刻的是當時因為每週要分享自己族

群的歌謠，她驚覺到對自己部落及文化的

認識幾乎完全空白，後來從文獻資料中找

到「泰雅爾族」歌謠「然後用ㄅㄆㄇㄈ拼

音學唱」。有次在課堂上「請以自己的部

落所面臨的問題」進行作業報告，她當時

甚至用隔壁村子三棧部落的資料寫報告

「因為我對自己的部落沒有很了解 !」「自

己部落的資料很少也很有限」。

這段在台南讀書的社團參與經驗，同時讓

她接觸到各種年齡層與不同族群及外國同

學，「看到不同的文化跟世界」「尤其是

有關人權與權利等議題的琢磨」除了讓她

感受到族群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讓她在自

我認同與人權思想上開始受到啟蒙，開始

初步建構了她的族群認同，B開始追問「我

自己是什麼 ?」「當別人問我時，我也沒

辦法給他完整的答案」。在自我與族群認

同之路上，B 歷經幾番轉折後最後返回部

落並改族名，選擇就讀東華大學，目前就

讀於原住民學院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由於 B 關注部落學童放學後的所面臨的處

境，在「教育人類學」課程中談及自己

部落裡有兩個屬性類似的協會同時在部落

裡承攬辦理課後輔導教育，以自己在兩個

協會中的參與經驗分享，她觀察到部落裡

中小學學童的教育問題所牽涉到的層面複

雜，主要面臨有經濟問題及家庭教育問題，

例如階層化、分裂及家庭功能失調、隔代

教養與貧窮。部落學童在家庭功能失調下，

學童「大部分只是想要逃離家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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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後呈現一種有如無家可歸的處境，只

能勉強委身在協會辦理的晚間課後輔導

班，然而協會辦理教學的品質良莠參差不

齊，學童更陷入兩難的困境，有待解決。

面對部落的現狀與處境 B 認為「目前自己

部落的現狀，由於這些太魯閣族學童的父

母，過去有關傳統文化上的教育是破碎化

的」，因此更凸顯出部落「文化教育」的

重要及急迫性，她認為「部落的父母需要

找回族群的優越感，才能教育小孩」。

在課堂上，B 也以自身的經驗提及有關於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教育缺乏的問題，

她剛認識兩位漢人的朋友，問「你們有學

過ㄅㄆㄇ嗎 ?」「你們吃螞蟻嗎 ?」她努力

解釋「原住民菜餚中沒有一道是螞蟻的菜

色」，對方說他從電視節目得知的，經過 B

的解釋後對方建議「你們要去平反」，B認

為「為什麼是要我們去平反」，另外還有

一位漢人朋友問他「你要上山打獵嗎 ?」，

B 回「你知道我是女性嗎 ?」「你不知道太

魯閣族女性是不能去打獵的」。上述，她

舉出兩個例子可以說明目前在臺灣非原住

民學生在原住民文化的知識，仍是十分匱

乏的現象及缺乏正確的文化理解。

　有關於原住民族教育，B 認為「對內」

以原住民而言，核心點是「學習的心態」，

以族語為例「我們的族語已經不是第一母

語了，是必須在課堂上學習自己的語言，

這已經是無法挽回的」「現在我們連自己

的文化也無法從生活中完全學習，因為我

們的生活已經不再是以前的傳統文化，無

論是家庭建構或是授獵技能，已經很難從

日常生活中學習到」「可能是要透過教育、

教材甚至是體驗才能了解到」，甚至因為

競爭力的關係有許多原住民家長選擇將小

孩送到都會學校就讀，B 認為最關鍵的核

心需要「建構小孩的族群認同」。「對外」

非原住民的教育應該增加更多有關原住民

族的文化與知識，強調回到人類本質意義

上的互相尊重與平等，不帶有歧視的心態，

B 認為目前教育體制內的教師仍需要加強

有關原住民族及新住民文化知識方面的教

學。族群文化知識的教育仍需要回到根本

教育的本質，強調互相尊重、平等無差別

對待的根本意義。她經歷過去體制教育對

原住民族文化知識不重視，認為原住民學

生普遍缺乏對族群的自我認同，她舉例在

臺北讀書時「有人說我的口音不像原住民，

我就很高興」「我不是原住民的感覺，這

樣我跟大家一樣，就不會尷尬、感到害怕

或很緊張!」，學校教育應該要避免「排他」

與「階級化」。

B認為自己在高等教育所學的理論知識，在

現實的實踐上仍需面臨許多考驗與挑戰，

但是「理論與概念能幫助自己在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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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成為建構方法的方式之一」，「專業不

是平白無故誕生出來的」，雖然有人會問

「你學那些有甚麼用 ?」但 B 認為「它都

會成為養份」，她認為現在所經歷與學習

到的「雖然好像還沒辦法好好運用到它」，

但將來一定會有機會發揮知識的作用。

D 是來自於新竹泰雅族的原住民，他認為

「自己的家族是屬於漢化較深」而且從小

就立志要成為中學教師，在國小及國中時

期曾經非常討厭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在高

中求學時，開始也是努力的隱藏自己是原

住民身分而且「在認同上相當排斥」，

在學校因為擔任班級幹部經常面臨同學以

「班長，你是加分進來喔 !」，以及被刻板

化印象看待的處境，他也曾因此到學校的

  D的故事

輔導室哭訴過，後來才逐漸釋懷開始學習

去面對這個無可避免的處境。

高中二年級時受到輔導老師的影響，當時

的輔導老師也是原民社團的指導老師，將

校內少數的原住民學生聚集組成社團，主

要是希望讓原住民學生在學校不會感到孤

單可以互相依靠，共同營造一個有「家」

的感覺，這番話讓他深受感動而加入原民

社團，因此開始埋下一顆自我身份認同的

種子。在高中畢業前夕因緣聚會參加由原

住民委員會主辦的原住民學生領袖體驗營

隊，當時舉辦地點在花蓮，主辦單位安排

一系列的活動，因此讓他有機會可以透過

許多不同人的觀點重新去了解「自己的原

住民身份」。過去曾經企圖努力隱藏原住

民身分，在營隊中發現對原住民文化高度

興趣的漢人學生是主動報名參加，感到驚

訝不已，漸漸感受到身為一個原住民的存

在感。經過一連串的轉折與際遇，開始讓

D 對原住民的身份認同逐漸萌芽。

大學就讀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大一

升大二時因為覺得系所課程並不適合自

己，而選擇轉系到英美語文學系就讀，最

後因為無法適應而再度轉回原住民學院就

讀。在大學求學過程中歷經幾度轉換的波

折與考驗，他現在回想起在大學二年級時

因修習一門通識〈夏威夷文化〉課程，幸

運地遇到關鍵的啟蒙 T 教師，這門課程

讓他具備太平洋南島語族的認知，更開啟

他對於臺灣原住民族認識的新切入點與視

野，他笑稱或許也因為這個因緣成了他轉

回原民院繼續就讀的召喚。

由於家庭環境關係，從小父母並沒有要求

他要講母語，生活上父母反而更經常使用

國語，因此族語的能力僅能聽而不會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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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過去他也從未認為有學習族語的必

要性，直到他進到原民院念研究所時才開

始對原住民的族語傳承產生使命感，除了

是受到啟蒙 T 教師潛移默化的影響之外，

也有受同儕的影響，他的好友是宜蘭泰雅

族，也是畢業於東華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因為對於偏鄉教育有使命感而選擇任教於

偏鄉，由於兩人經常有機會針對教育議題

互動交流，D 的好友分享許多教育現場的

經驗，讓他更有感於原住民族語傳承的重

要。

D 小時候的願望立志要當一位中學教師，

就讀研究所期間同時修習師資培育中心的

教育學程，接受公民專業的教師訓練，今

年已申請到花蓮市某國中進行實習。目前

一方面在原住民學院民族語言語傳播學系

協助執行族語傳承研究計畫，另一方面修

習師培中心教育學程，接受公民專業的教

師與實習的訓練，他希望將來能成為一位

中學公民教師。

由於 D 的教育背景的緣故，因此他相當關

注原住民族教育的議題，在「教育人類學」

的課堂上，針對原住民教育相關的議題上

提出許多看法並認為「原住民教育比偏鄉

教育更弱勢」，他主動的討論有關公費生

的存續問題及與看法，「教師額缺的供需

問題，許多流浪教師其中不乏有許多具教

育熱誠的優秀人才，然而，原住民公費生

的文化素養及教學熱誠未必具備，可能受

制於綁約制度，因此造成人在偏鄉學校卻

過著數日渡年的現況，應該暫停公費生的

培訓」，「原住民公費生未必能解決原住

民教育弱勢的問題，只因原住民身分的教

師日益減少及原基法規定，這些在主流教

育下接受培訓的公費生，是否能在偏鄉勝

任 ?」，對於到偏鄉服務的教師是否具備正

確的原住民文化教育觀念提出他的疑慮，

而「原民院的老師有些也是非原住民，但

做的事比原住民身分的學生還多」他認為

「認同」，「心」是最重要的。有關對原

住民刻板化印象，D 也提及「一般人會對

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就是樂天開朗、唱歌跳

舞、有補助金、不會讀書等刻板化印象」﹔

但是他認為「原民院的學生也是有自信的，

即使如此又 So What!」。

D 遊走於兩個學院之間的學習經歷，讓他

體察到師資培育體系有關於原住民族教育

方面的缺乏，更深刻的體認到原住民族教

育被邊緣化的處境。然而，他說自己雖然

大學及研究所都是在原住民學院就讀，但

是仍覺得原民院的課程及教學方面仍然多

人類學視界 No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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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漢人主流思維的教育方式為主，也認

為原住民學院的課程及教學應該與部落、

社區有更多的連結，讓學生能有更多的機

會接受到耆老傳授文化知識，並且應該有

更多的課程直接帶進到部落的場域實際操

作與親身參與，除了貼近原住民學生特質

與深化文化知識的學習，讓非原住民的學

生也能實際的體驗到不同族群的文化，藉

由在教學上更貼近原住民的文化與傳統知

識，讓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及應用上能有更

多的可能性。

D 未來將成為主流教育結構的一份子，而

他認為族語傳承仍是屬於非主流教育，因

此他面對成為專業公民教師與族語傳承使

命之間的抉擇，以及兩者又如何結合的問

題，內心感到相當矛盾。「我要怎麼樣將

小結

原住民族教育的教與學互動中除了深化族
群文化的認同，同時也啟發原住民學生進
一步思考及探討族群文化教育與傳承所面
臨的處境。在雙文化調適上仍面臨許多抉
擇與挑戰，以及「我要怎麼樣將所學的用
到原住民身上 ?」「如何能幫助到部落 ?」
「自己是可以把部落經驗帶到課堂，也可

把課堂學到的知識帶回自己部落，未來也
可以為自己的部落設計課程」「因為我也
有自己的部落，我要怎樣幫助我自己的部
落」，同時也會憂慮自己是否有足夠能力
真的能幫助部落朝正向發展的中介者，因
此，如何將理論知識與部落的處境問題連
結與實踐，仍面臨許多的考驗、挑戰及自
我質疑的過程。作為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
原住民，一方面要將西方知識與傳統文化
知識連結，一方面對於自身的文化傳承也
具有使命感，試圖在主流教育的結構中尋
找出一條自我實踐的路徑。這是一條不凡
的學習歷程，希望更多的人能陪伴他們的
成長，共同營造多元文化的高等教育校園。

所學的用到原住民身上 ?」面對在主流化的

專業職涯與傳統文化傳承的抉擇，以及如

何在公民教學的專業上融入原住民文化教

育，進一步發揮自身的使命，他在雙文化

調適的道路上面臨許多的挑戰與課題。

人類學視界 No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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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鈞瑋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老物件的「超越」：

因為旅行，所以開始有故事。

2019 年 11 月，在東華大學吳天泰老師的號召之
下，我們籌組了一個名為「Transformation toward 

Justice: Culturally Sustainability and Indigenous 

Education in Taiwan」的場次，一行人千里迢迢前
往加拿大溫哥華參加 2019 年美國人類學年會。
在年會中進行論文發表與討論當然是我們此行最
主要之目的，同時，對一位長年在博物館工作的
我而言，此行另一個令人期待的行程就是參加主
辦單位安排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of Anthropology，MOA）參訪。

記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In a Different Light 特展　

人類學視界 No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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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人類學博物館（MOA）位處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Point 

Grey 校區中一隅，從外觀上來看，博物館隱身於一片茂密的樹
叢之中，乍看之下，整體建築並不明顯，較能擄獲訪客視覺焦點
的反而是一件矗立在博物館入口的高聳木雕。這件木雕由北美洲
西北海岸 Musqueam 族藝術家 Susan Point 製作，名為「Welcome 

Good People」。木雕人像在創作上結合了 Musqueam 的文化，
例如人像抱著能夠帶來正面或負面力量的食魚貂；另一方面，木
雕基座上雕刻的敞開手掌圖案，賦予這個木雕新的意涵：歡迎
從全世界各地來訪的觀眾（圖 1）。最重要的是，由於 MOA 所
在位置為 Musqueam 族的傳統領域，這件木雕的矗立，也說明
MOA 或 UBC 退居二線，將進行歡迎的主體還給這塊土地的主人
Musqueam 族人。這個歡迎人像已經點出原住民族土地、主權與文
化之間的緊密連結，也說明了這個博物館在處理與原住民族之間
關係時採取的立場。

MOA 的館舍面積雖然不大，卻是世界知名的博物館之一。創建於
1949 年，當時隸屬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藝術學院，這說明 MOA

一開始就是在大學校園內扮演著教學博物館的角色。MOA 收藏著

人類學視界 No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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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點出作為一座公眾博物館，MOA 扮演的使命：

MOA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ly diverse ways of knowing the world through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ve programs and partnerships with 

Indigenous, local and global communities.

是的，MOA 試圖透過活動以及建立與原住民社群、在地與
全球社群的夥伴關係，致力提升人們對於認識世界之文化多
元方式的意識與理解。這樣的使命也架構起 MOA 各項博物
館營運的主軸。例如 MOA 一直與藏品源出社群維繫著良好
的合作關係，規劃多種原住民近用與參與計畫，包括提供原
住民免費參觀博物館、藏品近用計畫、原住民文化資產數位
化計畫（Indigitization）、原住民青年計畫與原住民實習計畫
等。1 在 MOA 館內一處稱為 Multiversity Galleries，以密集

圖 2

許多北美洲西北海岸原住民以及世界各地的傑作，自成立以來，MOA

一直透過收集和策劃傳統和當代原住民藝術展示的方式將原住民藝術帶
入主流的最前沿，這種方式尊重藝術家和作品的來源和文化。（圖 2）
在 MOA 的網站中，關於博物館的簡介中，開宗明義用下列這一段話清

1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瀏覽 MOA 官網的說明：https://moa.ubc.ca/indigenous-

access-and-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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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方式開放陳列 MOA 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
搭配數位典藏查詢系統，觀眾可以看到數量龐大
的博物館藏品。這樣的規劃設計也成為博物館界
所謂「開放式典藏」的典範之一，（圖 3）目前
已有許多與此主題相關的討論，我在這裡就不多
做贅述。2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在展廳中陳列這
數量龐大的藏品，分類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種文化
與權力的展現。MOA 對此也有深刻體認，因此，
館方與來自不同地區的藏品源出社群一同討論，
決定展示的方式與分類的邏輯。在這個展廳內，
不同地區的藏品呈現不同的分類方式，這些都是
與藏品源出社群討論之後的決定。例如在北美洲
西北海岸原住民區域，依據一年中各種祭儀舉行
的時序架構起物件的陳列。也因此，展廳內絕不
會只有一個展示藏品的分類方式，這也充分體
現了 MOA 抱持的觀點，亦即不會只有一種了解
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所有文化都有自己獨特的方
式，MOA 的任務是盡量呈現各種不同的現象，

2　 例 如 E. Mayer 與 Anthony A. Shelton 在 2010 年 主 編 的《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以 及 Jennifer Kramer 在 2015 年 所 發 表 的〈Möbius Museology: 

Curating and Critiquing the Multiversity Galleries at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一文等。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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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種認識世界的方法。這樣的主張也
貫穿在 MOA 推出的 In a Different Light 特
展中。

離散與返還 3 

殖民主義帶起的不只是人的離散，還包括
物件。關於 In a Different Light 特展的策劃
必須從北美洲西北海岸原住民物件的離散
與返還開始談起。

2016 年 11 月 10 日， 在 UBC 的 官 網 刊
登這一則新聞，標題為：UBC’s Museum 

of Anthropology receives $10.5 million in 

Indigenous art and infrastructure funding。根
據報導，一位匿名捐贈者將數量超過 200

件、市價估計 700 萬元的原住民傳統與當
代藝術作品捐贈給 MOA，這是數十年來

最大宗的文物返還案例。MOA 同時獲得
Doggone 基金會與加拿大政府約 350 萬元
的經費，進行館舍空間的改善。Doggone

基金會執行董事 Paul Marchand 說：「人類
學博物館將提供一個公開展示的空間，用
來展示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西北海岸的原
住民傑作。」MOA 規劃利用 Doggone 基
金會的捐款與加拿大政府提供的經費，在
館內整建一處專門展示西北海岸原住民藝
術的展廳，這個新展廳的第一檔展覽將是
以匿名捐贈者捐贈的物件做為展示素材。

MOA 館長 Anthony Shelton 對這批捐贈的
物件有這樣的理解：「這些藝術品經歷了

3　本段內容主要摘錄、改寫與翻譯自 UBC 官網發佈的新聞資料，連結為 https://news.ubc.ca/2016/11/10/ubcs-museum-

of-anthropology-receives-10-5-million-in-indigenous-art-and-infrastructure-funding/

一段非比尋常的旅程」、「這些藝術品起
初是在西北海岸製作，現在他們回家了，
回到英屬哥倫比亞，在這裡他們能夠一同
分享給全世界」。Shelton 的這一席話已經
點出，MOA 將這些返還的物件（無論是在
傳統社會中製作出來的，還是當代原住民
藝術家的作品）都視為藝術品，是製作者
的創造力與創作當下的社會文化脈絡交會
之下的產物。這些原住民藝術品有其生命
史，在殖民的過程中被帶離原來的部落，
成為私人的收藏。近年來，原住民社群聲
稱對這些離散物件的權利，藉以帶回的不
只是實體的物件，更是物件在當代傳頌的
歷史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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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物件的「超越」

「In a different Light: Reflection on Northwest 

Coast Art」這個展示位於新改建完成的 Elspeth 

McConnell Gallery of Northwest Coast Masterworks

展廳，並於 2017 年 6 月 22 日開幕，預計展示到
2020 年的夏天 。長達三年的展示期間讓這個展示
已不只是一個「特展」，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
常設展的性質。或許已經不是近期開幕的特展，
這個特展並不在館方為我們規劃的導覽行程中，
而是我在活動結束自行參觀期間無意中的發現。
然而，當我一走到展廳入口，就被這一段文字所
擊中（圖 4）：

These artworks from the past,

Resonate today:

Inspiring,

Challenging, asking to be witnessed.

圖 4

這樣的擊中（或稱為心情上的共鳴）其實也與我長期在工作上關於博物館藏品與
當代人群之間關係的思索與實踐經驗有關。這個展廳是一個長方形的空間，第一
印象感覺展示設計相當簡潔，沒有大型的木作或色彩繽紛的大圖輸出，而是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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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展板、展櫃、物件、多媒體影片等構成，呈現非常簡約的設計風格。
（圖 5）一進入展廳，策展人就開宗明義的指出，這是一個超越藝術的
展示：

The objects featured here are extraordinary artistic achievements. They 

圖 5

are transcend the idea of ‘art’ or ‘artifact’. Through the eyes of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artists and knowledge holders, these 

works are seen in a different light as teachers, belongings, even 

legal documents.

 

策展人試圖從當代原住民藝術家與知識擁有者的角度來看，指
出這些作品已經超越其藝術上的成就，在當代展現為導師、所
有權、甚至是法律文件等面貌。為了呈現當代原住民看待這些
物件的不同觀點，在展場空間規劃上，將幾個展櫃放在一起，
形成一區，每一區講述一個主題，引領觀眾從不同的角度認識
西北海岸原住民的作品。展廳中共展示了 110 件藏品，藏品的
種類繁多，包括毯子、編籃、雕刻面具與服飾等。藏品搭配展
櫃的區劃，以主題式的方法進行安置，這些主題包括 : locating, 

feasting, seeing, resonating, belonging, transforming, witnessing, 

transcending, declaring, accumulating, revealing, connecting, 

sustaining, listening, converging, indigenizing, expanding, 

reinforcing, embodying, refining, and thanking。值得注意的是，
每一個主題都是一個動詞，並且用「現在進行式」呈現，策展
人藉此有意說明這些主題在當代還是持續發揮作用，呈現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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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態的文化發展軌跡。也因此，這個展示中的藝術創作品展演出其生命力與變動性。（圖 6）

進行展演的不僅是物件做為主角，還需要其他配角的陪襯。做為展示主概念的多元認識方
式，不只呈現在展示文案的撰寫，也貫穿在展示空間營造、展櫃設計、物件擺放等等博物館
技術。展板的文字說明，棄絕了一般民族誌博物館慣常使用的書寫方式，亦即以物件的型態、
製作方式與藝術風格等做為撰寫。為了鼓勵觀眾透過文字建立與藏品的對話，展板上同時引
述藝術家、策展人和原住民對物件的一段話語，藉此引發觀眾參與進行對話。例如，有一

件屬於 Musqueam Coast Salish 頭目 Johnny 

Xwəyxwayələq 使用的編織毯子，藉由述說
一段這位頭目與毯子有關的故事，策展人
邀請觀眾一同「見證」這件毯子具有之靈
性、儀式性和階級之重要性。除了靜態的
文字，展場也利用多個多媒體播放 30 位原
住民對展示物件的記憶、故事、理解與看
法等，試圖將展場營造成一個對話空間，
也清楚呈現「物件的意義發生在當代」的
事實。

展示物件本身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傳達
創造者在製作當下試圖傳遞的意念與想
法。例如展場中一件 1886 年製作的木雕天
使，這件木雕天使原來是放在教堂內的洗
禮池，透過這個物件呈現原住民藝術家面
對殖民、同化與衝突時的回應，也說明了
文化韌性與創造性，這個物件也成為國家
與族群文化相遇的證據。（圖7）總體來說，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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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的物件提供了非常多層次的意義，傳統的物件用當代
的聲音來轉譯。

在展示空間中，透過空間與物件的安排，傳遞多元角度與觀
看原住民藝術的不同方式。為了要達成這項目標，這個展示
並沒有設定的展示動線或敘事路徑，反而鼓勵觀眾在空間中
自行探索。也因為沒有設定的展示動線，主題之間並非呈現
出一種線性發展的時序關係，也不會讓主題之間變成文化發
展過程的時間廊道。我認為，這樣的取徑其實也與策展人對
物件的理解有關，雖然這些物件都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產
物，都可以被定錨在某一個時間點，但策展人卻選擇不這麼
做，反而聚焦在這些物件在當代持續發生的影響力。

在展示方式上，與一般展示較為不同的，這個展示中有許多
物件被刻意架高，像是懸掛在半空中，策展人利用這樣的方
式鼓勵觀眾從不同角度來細細認識物件。此外，展櫃基本上
都不靠牆邊置放，四面通透的展櫃也鼓勵觀眾可以從不同角
度認識物件。（圖 8）

整體而言，這個展示呈現西北海岸原住民藝術家及其作品的豐富性與多樣
性。個別而言，每一個物件都在述說一個不同的文化故事與歷史故事，這
些故事都連結到當代西北海岸原住民族面臨的處境，尤其與土地及資源有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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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議題。藉由非時間廊道、非線性發展的方式來介紹西北海岸原
住民的藝術，這個展示呈現為非靜態的展示，以及不斷發展的社會
文化面貌。

在這個新的展示空間中推出的第一檔「In a different Light: Reflection 

on Northwest Coast Art」特展，對我而言，已經成為 MOA 及與其
合作的原住民族共同想像、甚至是共同實踐博物館下一階段的任務
與使命之實驗場域。我認為，這個展示已經帶出：共作、原住民發
聲、致力於當代生活文化等議題，博物館成為一個具有包容性、多
元文化與歡迎性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讓議題的發展成為可能。

繼續․旅行

撰寫這篇文章的同時，距離我辦公室不到 20 公尺的工作室迎來了
一位訪客，她是來自花蓮縣萬榮鄉的太魯閣族年輕織者，為了學習
更多祖先留下來的太魯閣族女子裙片的織作知識，她申請到史前館
進行藏品借閱與分析。由於歷史的偶然，幾乎大多數古老的裙片都
離開了部落，輾轉被收藏在國內外的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因此，

想要與這一批祖先留下的文化資產重新產生連結，織者必須在時間
與空間裡旅行，透過拍照、描繪、分析、記錄與揣摩，織者試著讓
自己與祖先的「織路」重新接連。工作之餘，我與她簡短交換了一
下關於博物館這些古老藏品在當代的意義。做為一位教育工作者與
織者，她說：「雖然是老衣服，但意義發生在當代」。當下，我突
然想到 James Clifford 在 Returns 一書中具有核心位置的「銜接」概
念，原住民族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下，將殘存的文化與傳統以
創造性的方式重新編織。正是因為這些老物件超越了藝術、民族誌
物件、工藝品、以及族群、時間、空間的限制，讓老物件的當代意
義難以被限定，反而打開一種新的空間，讓老物件得以用新的方式
在當代持續傳遞族群的文化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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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玲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

Pakingecen（遮護）：
當代土坂部落巫師的儀式實踐與部落認同　

早期排灣族社會，在没有嚴謹教義法條、
道德約束、醫療制度尚未健全等等因素之
下，各個部落幾乎都以 palisi（傳統宗教儀
式）及 pulingau（巫師）為生活中心，又因
居住環境深山峻嶺，外出耕作或是上山狩
獵時，隨時都會可能遭遇不可預測的天災
人禍，加以困頓貧乏生活，疾病肆虐，死
亡率偏高等原因，以致將所有不幸的因素，
不論實質的；或是有形、無形的，常常歸
於超自然的現象，因而衍生出諸多禁忌，
致族人凡事以避免違反各項禁忌為主。因

此，為求安居樂業，遠離災難，不論是人
觀、神觀或是宇宙觀，自然發展出各種祭
典儀式與神靈溝通，並藉由 pulingau 進行
溝通對話，以求得超自然的保護，pulingau

是橋樑、媒介、也是祖先所遺傳訓示和規
範的守護者，更是部落歷史、系譜知識的
保存者，也扮演了族人的醫護者、靈療師。

各項祭典儀式的執行者為 pulingau（巫
師），而在社會中主要的角色，除了固定
的歲時祭儀活動係屬部落性、集體性及主

動性之外，生命儀禮部份如嬰兒命名禮、
傳統喪禮、治病、占卜、家屋命名…等等，
屬於個人獨立執行性質的儀式且被動式的
進行。本文以實踐者及研究者的雙重身分
角色，「以巫寫巫」的書寫方式，探討著
當代土坂部落中，palisi（傳統宗教儀式）
仍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尤其近日的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疫情發展瞬息萬變，造成全民
恐慌的狀況，此時筆者以首席女巫身分，
召集巫師群並動員部落族人，共同循著傳
統 pakingecn（遮護）儀式，共同守護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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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儀式的實踐裡，揭櫫了部落的能動性、
主體性及認同性，尤其面對當代議題時，
其儀式的傳續力、作用力及必要性值得探
討。

一、tjwabal（土坂部落）信仰特色

palisi（傳統宗教儀式），是當代 tjwabal

部落排灣族人日常生活裡面重要的一環，
tjwabal 部落至今仍有多位巫師執行各種儀
式，諸如迎靈的祭語、祈福的儀式、族人
的賜福、吟唱的祭歌，至今仍在部落裡傳
唱著、活躍著、憾動著、延續著。然而最
具代表性的排灣族神聖祭典 maljeveq （五
年祭）祀祭活動，迄今更是如期辦理從未
間斷。

日人統治 tjwabal 部落時，經常性的利用強
大的政治力量，不斷的壓抑各族群的信仰，

企圖取代、瓦解傳統神靈信仰觀。tjwabal

部落也無一倖免，為了收服及削減，曾試
圖利用卑南族強大勢力並極盡強制奪取頭
目的祖傳信物，當時頭目與部落族人，面
對槍砲彈藥的威脅時，又相較於自身的傳
統弓箭應對之下，不得不屈服於「卑南王」
體系裡，但頭目於不同時段分別交出頭目
的信物－－ tjawdring（銅鈴）及 bakulu（琉
璃珠）時，jawdring 奇怪的自動放大分貝不
停的搖響著，再者盒子中的 bakulu（琉璃
珠），神奇的變成一條蛇，得不到安寧及
無解的答案，讓卑南族人心聲畏懼，因而
至此徹底放棄收服之企圖心並且與 tjwabal

部落修正關係，對於傳統祭儀文化也採取
尊重不干涉的態度。後來在一名叫 cudjul

（人名）駐在所的工友，為了討好日本官
員以換得更好更高的職務，主動、積極的
收取並且燒毀部落巫師群的 kanupitje （巫
術箱），結果隔天無緣無故的猝死於家中，

日本人因而深深體認 tjwabal 部落之勢力不
容小覷，從此以後，對傳統祭儀文化，完
全保有主體性之外，更給予肯定及支持，
並建立友好關係。

約 1951 年起，西方宗傳開始傳入 tjwabal

部落，以天主教最早，截至目前為止教友
人數也最多；至 1970 年基督教循理教會設
立，後來相繼分別設置真耶穌教會、基督
長老、浸信及中央教會等，各個宗教信徒，
長久以來人數幾乎維持不變，最多約有 20

多戶左右，並没有明顯增加，多半仍以信
仰 palisi（傳統宗教儀式）居多，這也是
tjuwabal 部落在排灣族群當中保有傳統文化
較為完整的主要原因之一。

tjwabal 部落同樣的歷經殖民政府統治，也
經歷多次的遷徙紀錄、遇不同政權的管理
及西方宗教傳入影響，但在排灣族群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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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當中，傳統文化的保存，並與其他宗教
的相容與互相尊重下，成了 tjwabal 部落信
仰的特色。

二、歲時祭儀與生命儀禮

多樣且繁文縟節的 palisi（傳統宗教儀式）
儀式中，主要分為歲時祭儀及生命儀禮二
種樣貌呈現，需由 pulingau（巫師）執行，
前者屬於部落性，pulingau 採主動且集體
行動（表 2-1）。後者則屬於 pulingau 個人
獨立執行性質（表 2-2），依族人需求並且
受邀後，被動式的去執行，儀式的執行不
受任何家族及地域上的限制，也就是不僅
僅圃限於我群關係才能執行，演變到當代，
它己經擴及到他群的範疇裡。

談及歲時祭儀，除了所有祭祀團體，男女
性分工的執行之外，更需要動員全部落族

祭儀名稱 祭儀細項 舉行日期 祭儀內容

maljavale
( 前置作業 )

mulingma（商討祭田處所） 元月上旬 mamazangiljan 率家臣商量祭田所在處。

mavacuk（開墾祭） 元月中旬 整理選定之祭田（搭建 pakisadjan、
tavitavi）。

pakisadjan、pidaqaljan（初墾） 元月中旬 開墾儀式。

picakale（部落族人闢田） 元月下旬 族人義務至祭田開墾。

tjemugu
( 播種祭 )

tjemugu（播種祭） 元月下旬 播種小米祭儀。

masutjugu（驅蟲儀式） 元月下旬 驅除蟲害（tipuqu 蟋蟀、dray 猴子、sasiq
螞蟻、kulavau 田鼠、qayaqayan 小鳥）。

sema qangumu（取水、祈雨祭） 2 月上旬 至 tjeljusaljiyan（水源處）取水，祈求風調
雨順，作物生長茂盛。

masik（除草祭） 4 月上旬 除草儀式。

pavevu（小米生長祭） 4 月中旬 小米促長儀式。

表 2-1-a　部落集體行動的 palisi 儀式，未完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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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儀名稱 祭儀細項 舉行日期 祭儀內容

kivaqu
( 採收小米 )

kivaqu
（收小米）

6 月上旬
（視氣候而定） 族人採收小米。

pakivaqu
（神靈採收祭）

6 月上旬
（視氣候而定）

祭田處小米採收（5 根綁成 1 把，
製成 5 束，用來 pakisadjan 及
venekevek 用，餘採收小米用在
pakazelju ta cemas 神靈慶豐收獻祭
用）

tjempes
（小米運回部

落）
6 月下旬

所有山上採收的小米運回部落，為
使新的年度族人豐收，於儀式完成
後，mamazangiljan 及 pulingau 至 7
月 15 日族人慶豐收前，不能參加
任何喪事。

pakazelju ta 
ceams

（神靈獻祭）

kituqulje
（請示、傾聽） 7 月 7 日

mamazangiljan率家臣至 qeziqezipen
（祕書）家傾聽及了解族人今年農
作物收成的情形，並宣告小米各項
神靈獻祭儀式開始。

kisatja
（收賦稅祭儀） 7 月 8 日

mamazangiljan 率家臣各家戶收賦
稅並祈福，期能新的一年家族興
盛，豐衣足食。

venekevek
（儲存種子祭） 7 月 9 日

kisatja（收賦稅祭儀）儀式中，
cengevak（頭家）所納的小米
tjeparimasutjan（取 5 根綁成 1 小
把的小米），捲成五小圈縮成種子
收藏儲存，以示物產豐富、源源不
絶。

祭儀名稱 祭儀細項 舉行日期 祭儀內容

pakazelju ta 
ceams

（神靈獻祭）

tjepuvu saman
（入倉祭儀） 7 月 10 日

將 kisatja（收賦稅祭儀）儀式中，
cengevak 頭家所納的 1 大把小米，
進行入倉儲糧祭儀，以示豐衣足
食。

pakisatja
（新米獻祭） 7 月 11 日

pakivaqu（神靈採收祭）儀式中採
收時 5 根綁成 1 小把並製成 5 束的
小米，用 kudis（杜虹）樹枝折成
人形，並將小米vavacangan（扛）、
dinungu（頭頂）向神靈獻祭新米。

lemiljuwas
（新米熟食獻

祭）
7 月 11 日 新米拌野菜煮食獻祭，意謂著與

神共享新米。

pakavesuwan
（狩獵祭） 7 月 12 日 palisilisi uqaljai 上山獻祭及狩獵。

pakazelju ta 
cemas

（神靈慶豐收）
7 月 12 日 向諸位神靈獻祭慶豐收。

kisanaljake
（靈力加持） 7 月 13 日

小米儀式最後一項儀式。所有小
米儀式的好與壞，頭目、家族成
員及居處所皆需概括承受，因而
須靈力加持及阻擋惡靈侵襲。

表 2-1-b　部落集體行動的 palisi 儀式，未完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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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儀名稱 祭儀細項 舉行日期 祭儀內容

pakazelju ta 
kaliyavan

（慶豐收）

venadis
（分享） 7 月 15 日 頭目分食新米製作的 qavai

（小米糕）。

dremaiyan
（族人慶豐收） 7 月 15 日 族人歡唱跳舞慶豐收。

qemalju
（捕魚祭）

qemalju
（捕魚祭）

12 月 31
日

除舊佈新，豐衣足食（目前
鮮少辦理）。

maljeveq
（五年祭）

djemulja
（搶刺福球）

每五年舉
行 10 月

17 日至 26
日計 10 天

恭迎排灣創始神靈，族人勇
士搶刺福球以求好運。

表 2-1-c　部落集體行動的 palisi 儀式。

祭儀概要 祭儀名稱 祭儀目的

治病儀式
（唸、唱經）

seman luqem 視病情而定，僅需將魂魄增強靈力，以防惡化。

sicevucevu 魂魄遭惡靈入侵，主要行 pasasuwa（清除及排除
障礙）儀式。

seman 
qinadiyan/

sipalavulavu

病危，執行 sililjuman silitavu（重新來過）及
tuljinavan ni  kanavai（重生之意）儀式。

祈求開運
（唸經）

puqumaqan 新屋建立，家屋命名，家神安置。

patjameqe 考運、官運加持。

sauzayan 財物等物件加持，如新車購買，所得獎項加持。

pavadis 獵物或因祭儀使用豬肉獻祭的豬肝，除祈求獵物
源源不絶，山神保祐外，也期能祭儀順遂以靈驗。

papuvaljau 婚禮祈福，祈求二家新人之歷代祖先同歡。

成長儀式
（唸、唱經）

seman qinadiyan 嬰兒命名祭儀

paceqeljay 青少年賦予靈力及膽識儀式

sema sivitai 賦予靈力儀式。表 2-2-a　個人性質的 palisi 儀式，未完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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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同完成，足以彰顯部落的集體性、認同感及凝聚力。如小米祭、五
年祭，長達數十天的祭儀，亦需部落的認同才能代代相傳，永傳不止。
除表 2-1 集體性的儀式之外，早期部落如遇到不可預測的天災及瘟疫、
霍亂等傳染病時，祭祀群與部落族人即會執行預防性的 pakingecen（遮

祭儀概要 祭儀名稱 祭儀目的

喪葬祭儀
（唸、唱經）

parimasutje 入棺、入土等埋葬儀式。

kisasipu 至往者生前最常去的山上哀悼，若無則去墓地。

seman 
djinekuyan 安魂。

kilasutje 整個儀式結束，通常會執行 paseqaqivu（召魂），
以安靈及慰靈之意。

問卜 / 占卜
（唸、唱經）

remuqu、
pakivada

唸唱交互執行，解開個人心中困惑，或是解夢，
通常儀式執行最多不得過 5 個問題。

表 2-2-b　個人性質的 palisi 儀式。

護）儀式，主要守護部落，阻擋惡靈並且防止任何不必要
的災難發生。

三、pakingecen（遮護）儀式實踐

前面提及 Pakingecen 的儀式，是預防性也是集體性的儀
式，具有達到部落族人心靈療癒的功效，執行的時間，除
了每五年舉行的 maljeveq（五年祭）儀式，在主祭的前一
天進行之外，如遇重大災難時，需所有的祭祀群體及部落
族人必須齊心完成。十幾年前國人發生的 sars傳染病疫情，
tjwabal 部落即發起了家戶幕資及動員人力進行，當時筆者
也參與其中，而今正延燒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筆者
身感憂心，也在神靈的指引下，發起並循著傳統行儀式，
帶領著部落族人完成 pakingecen 儀式，其過程如下：

(1) 水源地取水
avana  ngan  patja  tjaljuntjajnu  pata tukutuku wuri 

tjemumaiya pakakeljan 

我將告知、請益、召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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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qaqumu  izua  tjaljusaljiyan  du  sinuadan  du  milimilingan

部落的水源神
wuri  sumusuwan  wuri tjemalana  tutja  viya  tutja  palisiyan 

我將承繼並且執行祭典儀式
avana  ngan  sumu  gezi

sumu kaljuwalan  sumuad

清理水源週邊的雜草及污穢
disuna  djadja  ngan  tutja  si

ljaljeqelan  ljamecavan 

取用的水，用來凍結及冷卻
tudja  kakau  tudaj  tavelak

tu tjaumas  tu  tjaletja

希望水源神同意並隨行
saka  ika  nama  vaqevan

nama likeli

不彷惶、不遲疑

(2) 召請各式神靈
Si  qaqivu  tu  qumaqan  tu  tjaisaqas  sinan  kakiljavangan 

sinan  papucevuljan  tuwa  qiman  tuwa  zinekatjan

誠摯召請我們心靈之所託、靈力之來源

tu  tjinesulavan  kinai  qumaqan

賜予我們豐衣足食，獵物源源不絕的家屋 / 神 …。 

qinaljan  a  cinekececan  a  tjaisanngas  kaki  qecengan 

kaki gayaman  ai  navai ai  vili

部落（插）創始神靈，不論是左方、右方保護我們的各方神靈
avananga kapaka keljakeljangu kapata dekadekawuwanqa wuri 

matjaljunanga  

請您接收並且因而相互喚醒
wuri  pacevunangan  wuri  tjemauvaridanga  sumu  kini ngadiyan

sumu  kinisagarananga  tutja  viya  tu  tja  palisiyan

我們準備迎接、承繼、深根、永續
nuayangaitjem  kina  sepatadudtul  tu  kana maruwa tu 

ika  nama  paceqecen

排除障礙及阻撓祭儀文化的惡靈，附著儀式間不好的、不宜的
i  saka  ika  nama  vaqevan  nama  likeli  tja  sipa  kaukaw  

請不要猶豫、徬徨，將之摒除，並接收
sipa taverake tja susuwin tja tjarangan tutja sikudakuda saka  

及承繼既有的、最初的、且恆久不變的祭儀文化
我們承繼古禮，依照指示，對土地各方神靈亦是如此
a  disu  na  di  vuvu  tauwan  tisu  na  di  vuvu  pawles 

wuljana sekiciyuran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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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包頭目春琴女士及包妹仔女士，請您隨同
kitatjaran  ta  semumusemus  timuna  tja  kiljivake  tja mapaura 

我們這些承繼者，請您們更加護佑我們，您們必定更加心繫
及擔憂
atja  sarasaralj  atja  ravarava  atja  kakitarangan a kakiyavanngan 

歷代巫師前輩們，我們心靈所寄託的
katjunangan  zematjak  kapakaukavu  kapadadeveraku 

tutja  viya  tutja  palisiyan  tutja  pinatakiljan

土神神靈獻祭的祭儀文化，請您接收並傳達各高層的神靈
wuri  tja  zazatjakan  wuri  ljaljumaiya  wuri veneljengaiya

使之儀式順暢，没有錯誤，獻祭準備儀式當中
pata  tapurupuru  wulja  nu  kinikaukavan  kinidaverakan 

願是加倍的賦予

 (3) 竹竿除穢
Pasalud pasecacikel tu sazaya tu kakutan tu mayamaya

我將進行除穢儀式
tu wuri tjasi qalan tjass luku a sinan kakiqayaman kakiqeceman

物件是用來阻擋及遮護
wulja tje na pina kidjulan pina ki seljaman

請同意並且隨同

sanama su ciluq nama su padalaqa 

不潔的或是不敬的都去除
lja kini zaqan kini djavaqan nu qadau nuan qemadi 

並且賦予力量

(4) 遮護儀式
Wuri  pakiqecen  paki saljasu  tu  tjalan  tu kaletan  tu  kaudeljan 

我要針對道路、橋樑、車站、聚會，執行阻擋儀式
tuca  tja sinse  ljavakan  djautudul  a vaquan  a laljal  a  saqedjuan

阻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saka  ualja  ika  naki  san  makulun  ki  cadjulan  a 

sema  ginaljan  sema  cinekecan 

不進入部落，不進入這塊土地
nu  mikacai  nu  mapa  lumaljan  tutja  sisusu

tu  dalan  tu  kauledan

儀式的進行，能全面阻擋並遮護部落
Lja  nama  qalan  nama  lukuz  sa  nama 

san  kaki  yavangan  papu  cevuljan 

發揮最大的效應及作用
pasalu  pasecacikei  tut  ja  sina  kaki  qaljaman

對物件執行除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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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ucevuljan  saka  ika  nama  vaqevan  nama  likel

請不要猶豫、徬徨，
Kisu  luqen  kisu  galan  nama  pa  daidai  nama  ljaljeqelan

將之摒除，並賦予靈力
pase  puita  pasekedai  semakacu  seman  riyu 

再一次除穢，使其效用倍增
lja  nama  paki  seljan  nama  tjalan 

並與各式神靈同在
wulja  na  seki  kelai  na  ljacek 

祭儀文化深值人心
ljama  ljeqel  ljema  mecau  tutja  viya  tutja p alisiyan 

進行冷卻、凍結儀式
ana  kisan  makulun  aika  nama  maceqecen 

因此不潔與不淨，或不知明的都消失
sa  ika  nakipa  djinekau  kipa vusuk  atja  qecek  atja  ljunkui 

決不出現，也遭受不到敵人的威脅
sema  luqen  sema  nuvelen  lja  cuqisan  quledan 

kemasi  vavau  kemasi  palaluqen

也不會四處亂竄
lja  namalje  taidai  nama  dapuluq akini  zangan  

透過神靈賦予靈力

paki  zan  paki  djavan  ljadje  na kini  zagan  kini  djava  nu 

qadau  nuna  qemadi 

並且同行，
sa  pitja  mamili  pidja  masa sevali  

祭儀文化永垂不朽

(5) 神靈獻祭
demanga  ljemakeve  tutja  panakiqecen 

因著遮護儀式，我將獻祭給各式神靈
tu  kauletan  tu  kaudeljan  tucu  a  tjau  

tudul  a  laljal  a  saqedjuwan 

針對新型疫情，不論是橋樑、道路或是車站
ljanu  kini  kaukauvan  kini  davelakan 

都能收到我們的請求
lja  nu  kina  tjalju  qulidan  kina  saluan

並且接收我們誠摯的請求
atja  sinumu  san  sini  valitan 

所做的儀式
tisun  pu  vineqacan  /  pu  palisilisi 

獻給創始神靈
tisuna  qinaljan  /  cinek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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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部落神靈
tisuna  qaljuqaljupen  /  sulausulau

獻給獵神
tisuna  palaluvu  /  savalai 

獻給河神
tisuna  kadjnangan  /  tajsangan 

獻給土地神靈
tisuna  qadau  /  naqemati

獻給太陽及造物神靈
tisuna  tjala  mamazangiljan 

獻給歷代頭目
tisuna  sepa  ljaqeti  /  sepa  tjapetjap 

獻給四週不知明神靈
tisuna  sepa  liquliqu  /  a  cemalivaliva

獻給所有不知明神靈

四、認同歸屬與凝聚

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生並且持續擴散時，身

為部落首席女巫的筆者來說，產生身體不適現象，異常夢境開始發生，經
常似有影子略過腦海，神靈欲言又止的場景，讓人有感於好像在交待事情
一樣，交錯的朖神是那般的認真與迫切，於是筆者開始認真的傾聽著並試
著與神靈對話，這是筆者經常性的在任何重大儀式執行前的異常現象，於
是靜下心境，漫漫的連結與建構儀式的過程，包含請益的神靈、空間方位
的遮護、儀式的主要禱詞，與新型疫情話語結構。

執行遮護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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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疫情，筆著和部落耆老訪談，相互交
流也分享耆老記憶中的儀式實踐，再和筆
者所整理的過程相互對應與連結，在確定
儀式流程之後，展開了募款活動，過去的
方式是每家戶 100 元或 50 元不等來籌措所
有包含儀用豬頭及巫師酬金等祭祀費用，
但西方宗教的傳入，族人信仰多元且改宗

的情形下，恐會影響時程的確定與進度，
因此，試想以部落的精英份子及包頭目家
臣為募款對象，幸而馬上得到熱烈回響，
短短 1 小時內籌措完成，後來召集巫師群，
動員部落族人男女分工的進行。

當天早上，在部落村長協助廣播今天的儀
式及目的後，族人紛紛到包頭目家，並

在召告祖靈之後，大家徒步前往部落的入
口處。部落僅有一處連外的道路，這也是
pakiqecen 的祭祀場地，巫師群各司其職的
進行遮護儀式，其他人靜心的、虔敬的一
起祈求各式神靈，期能阻擋所有不好的運
事及新型病毒進入部落，讓部落永遠保持
著一塊淨土，並且能安定族人心靈。

左：祭祀群體分工性執行。
右：祭祀用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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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至今仍持續在全球
肆虐，造成人心惶惶，tjwabal 部落不論從
募款、男女分工性的動員到祭祀群的集體
力量，因認同而凝聚力重現，讓部落族人
達到最佳的心靈療癒，而儀式的順遂，更
讓傳統信仰被部落族人重新的體認。

五、發現與分析

pakingecn（遮護）儀式，執行力量來源可
以從二方面探討：一是巫師本身從神靈賦
予的力量及給予的傳承，並在儀式執行時
的經文與祭祀物品的相互產生作用，二是
部落族人的共識與凝聚，也在儀式中男女
分工性的完成。前者意味者巫師的執行儀
式的現場能力與表現，而在社會群體的發
展脈絡中，巫師仍然具有主動詮釋的位置
與力量。就儀式的內容而言，隨著西方宗
教信仰的進入，巫師儀式以神靈旨意及歷
史記憶採用傳統信仰元素，擴大了儀式包

括處理的事件，及因應當代的變遷及新型
元素的發生，就巫師本身儀式實踐而言，
隨著不同信仰脈絡的交鋒，瞬息萬變的新
型病毒，變化多端的事務發生，三種層次
與場域上的交互界定，除了巫師本身的經
驗傳承，再者是巫師群體間的聲望累積，
也才能不同的力量互動並讓族人深信傳統

參與人員。

祭儀文化的價值，並且認同傳統文化執行
的必要性。

在部落變遷，與不同勢力接觸的過程中，
當代巫師與頭目其所處的位置不同，又與
不同的外來力量對話，這二個面向的變動
成就了部落多重的樣貌。排灣族儀式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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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轉變，當部落的公共儀式逐漸的與日常
生活型態脫節，整體社會逐漸趨向個人為
主體性時，私領域的儀式相對地也變得蓬
勃。今天 tjwabal 部落的信仰活動，儀式空
間，除了歲時祭儀按節舉行，大部份的儀
式與人事務有關，求助的事情也隨著社會
發展出現新的需求，使得巫師的工作範圍
因而擴大。

較特別的是，pakingecn（遮護）儀式，需
用在特定的公共儀式，換言說，並不常執
行且看得到的儀式，以 tjwabal 部落為例，
上一次執行是十幾年前的 sars 疫情，而
2020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也稱「武漢
肺炎」，tjwabal 部落再度齊心追尋的歷史
記憶，善用祖先的智慧，共同遵守禁忌、
共同出錢出力、共享祭儀成敗所帶來的福
禍，並且用最真實、最在地化的凝聚族人
共識及建構「我群」意識，讓祭儀文化再

2015  當代東排灣族 patjaljinuk 頭目家一位

     pulingau 傳人的儀式實踐。 

 

2010  台灣原住民巫師與儀式展演。台北南

     港：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所。
2019  當代巫文化的多元面貌。台北南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所。

1994 古樓村的祭儀與文化。台北：稻香出

     版社。

2004 祖靈屋與頭目家階層地位：以東排灣

     族土坂村 patjaljinuk 家為例。頁 111-

         167。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參考文獻
包惠玲

胡台麗 ‧ 劉璧榛

許功明 ‧ 柯惠譯。

譚昌國

度體現，並且重新體認。 

palisi（傳統宗教儀式）及 pulingau（巫師）
肩負著承載過去、理解現在及與神靈溝通
極重要的角色，為排灣族祭儀體系的核心
人物，抽象的神靈觀念透過她們得以成為
具體 ( 譚昌國 2007：61)。pakingecen（遮
護）儀式繁複、井然有序並具有效力，向
神靈請益、告知、遮護、冷卻、凍結、獻
祭，同時運用神靈賦予 puqenetjan（智慧）、
picule（力量）、venalun（用心思量、組織
建構）及 luqem（靈力），以對抗惡靈邪
氣不致進入部茖，儀式的結構嚴謹性及完
整性，不容忽視更值得深入探討。然而本
文呈現仍然持續、活躍且保存相當完整的
東排灣族 tjwabal 部落對傳統儀式的實踐角
色，期能勾勒出傳統祭典儀在當代的實踐
樣貌、未來巫文化復振依循及建構排灣族
palisi 祭儀文化的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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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的學校，山上的生活
1

校園文化美感

一所位於立霧溪出海口、望高山面大海的太魯閣
族國小（以下簡稱 B 國小），在 2017、2018 和
2019 三年間，連續申請並獲選為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的「原住民重點學校新校園運動專
案實施計畫」執行學校。教育部期待透過計畫經
費的補助讓原住民重點學校能夠結合原住民族文
化進行校園設施整修，過程中整合資源及活化教
學，內容分為五大面向 ― 人文創意導入學習空間
改造、傳承部落文化歷史記憶、原住民工藝文化
展現、使用生態材料友善環境、各部落族語教學
推廣，並以「原力創新」為名，鼓勵各學校投入。

1　感謝科技部經費補助（108-2420-H-259-004-）。感謝 Mona

主任、Limuy 主任提供學校課程相關資料。昔日建於校內的茅草屋頂傳統家屋（筆者攝於 2017 年 10 月，原地改建前）

陳怡方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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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小則是希望藉由計畫銜接既有的課程內容以及增加校園美感，結合
文化傳承、課程、美感、創新。

2017 年 9 月，B 國小向教育部提出申請，10 月間在國小召開共識會議，
校長和主導計畫執行的總務主任邀請在大學任教的太魯閣族和美感教育

的研究者作為顧問，與社區協作工班的藤編工作室共同討論
即將在校園內展開的施作。筆者由於自 2016 年起持續參與
執行全國性的「美感教育課程推廣計畫」，因而受邀參與 B

國小的共識會議。在這第一年的計畫中，B 國小想要在校園
內建造一間竹製的傳統家屋，以及一間小型穀倉。共識會議
上，有人憑藉過去的生活經驗回想竹屋的形制與建築構件的
功能，以及因居住環境不同所致同為太魯閣族家屋但在各區
域的細微差異，有人以日治時期的文獻為本討論傳統家屋的
整體形制、內部空間以及建材。

過程中一個很關鍵的討論是：究竟是否應該使用現代建築工
法與材質（C 型鋼、防水帆布等）外面包覆傳統建材，以確
保家屋能夠承受校園位在出海口強勁的東北季風，以照顧學
生的安全和校園建築的持久性（方案二），還是應該完全使
用傳統建築工法與天然建材，如竹、木、稻草等（方案一）。
聽著大家不同的意見，筆者提出一個想法，在校園內的竹屋
其實具有雙重的角色，一方面是文化傳統的展現，另一方面
更是教育的一環。固然文化會隨著時代改變、人們會決定採
用當代適合且易取得而可能和過去不同的建材，甚至有新的

學校與社區工班協力建造於校園內的傳統竹屋與小型穀倉（林靖修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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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和工法出現，這都是合理的狀況，然而，從教育的角度而言，
如果我們從根本上捨棄傳統工法而採取現代工法，以 C 型鋼作
為主結構再在外面包覆竹子，這是否隱含著我們在告訴孩子傳統
工法只是裝飾性的、甚至是「無用」的。我們不一定要教給孩子
「以前的方法」，但一定要教給孩子「真實的」態度和作法，而
不是（間接）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傳統。此時，與會的社區長輩、
有建造竹屋經驗的 payi Y 說，其實完全以傳統工法建造的竹屋也
不一定就會比較不安全或不持久耐用，基本上一間竹屋建成後可
以使用 20 至 30 年沒有問題，加上人們居住在屋內會生火也有助
於維持屋況，過去山上生活較為潮濕也只要 10 年換一次屋頂第
一層的竹子就可以保持竹屋的良好狀態。經過大家反覆而熱切的
討論，最後決定採取方案一的作法。竹屋建造過程中結合課程以
讓小學生充分參與並負責文字與影像記錄，完工時並在竹屋旁舉

1  |  2  
3

1 竹屋的外部構造與傳統工法（林靖修攝影）
2 竹屋的內部構造與傳統工法（林靖修攝影）
3 竹屋內部屋頂的構造與傳統工法（林靖修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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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3

1   改造前的「織的生活美學空間」（筆者攝於 2018 年 12 月）
2   改造後的「織的生活美學空間」― 藤編（筆者攝於 2019 年 4 月）
3   改造後的「織的生活美學空間」― 織作與織品（筆者攝於 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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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屋落成儀式。

2018 年 5 月間，由於前一年的竹屋和穀倉獲得
肯定，B 國小再次提出申請，希望能接續執行計
畫，12 月間學校再次召開共識會議。第二年的計
畫，B 國小想要從竹屋和穀倉延伸，打造一個「織
的生活美學空間」，以及以科技結合藝術的概
念、以兩種不同處理方式（煙燻竹和水煮竹）形
成的兩色竹片為材料，編成真正可以掃描的 QR 

code，連結的就是學校的特色課程內容（詳如下
文）。竹編 QR code 的廊道即串連起從校門進入
穿堂一眼看見遠方的竹屋，向竹屋走去的過程即
可藉由掃描連結學校已長期建置的網頁資料，宛
如在一個歷史的廊道中、深入瞭解族群與部落遷
徙史及物質文化內涵，再繼續走到織的生活美學
空間。織的空間，則期待它成為一個充滿文化美
感，包含材質、色彩、空間氛圍、耆老說故事等，
讓學生喜歡頻頻進來並且有感的特殊教室。和第

1  |  2
3

1　師生共同學習製作竹編 QR code（筆者攝
於 2019 年 1 月）。

2　以煙燻竹和水煮竹雙色竹片編製完成且掃
描成功的 QR code（林靖修攝影）。

3　藤編 QR code 廊道（筆者攝於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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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同樣採取與社區織與藤工作室協作的
方式進行，並向社區耆老徵集品質良好的
織品和藤編器以在織的空間展出。

2019 年，B 國小在前兩年的基礎上，得到
更多經費的補助，因此得以將前一年規畫
但無法完成的項目更細緻的做出來，包含
「織的生活美學空間」進階版，以及穿堂。
12 月間，B 國小邀請業界專門進行博物館
展示規畫的團隊到校諮詢，把想要呈現的
文化美感與專業團隊溝通，團隊協助設計
與作為材質選擇的諮詢顧問，再交由社區
工班施作。這項進行中的改造預計於 2020

年底完成。

特色本位課程

上述三年計畫所在的 B 國小，其實有著悠
久的歷史，它是建校於 1922 年的教育所，

即將在兩年後迎接建校 100 週年，教師群
也正在思考屆時可以讓校友在校園內看見
什麼樣的景象。目前全校有 100 名學生，
包含國小 87 人、以及幼兒園的學童。執行
新校園運動計畫並非偶然、而是延續前輩
教師自 1998 年起的長期累積。從教育優先
區政策時著重的技藝研習，到鄉公所補助
經費辦理文化活動，以至於自 2015 年起開
始規畫以特色課程的方式進行具有民族教
育內涵的校本課程，2017 年開始執行。課
程由兩個部分組成，其一為學期間的主題
課程，包含「織獵溯祭食」五大主題，另
一為暑假期間的夏日樂學（詳如下文），
藉由耆老的引導讓學生親身感受山林生
活。

特色課程的架構與內涵為：(1)低年級，「織 ‧

太魯閣：Payi 的巧手」，(2) 中年級，「獵 ‧

太魯閣：神鬼獵人」，(3) 高年級，「溯 ‧

太魯閣：走讀古道，閱讀老人走的路」，(4)

高年級，「創意遊學：大同大禮部落兩天
一夜尋幽之旅」。前三項即為上述主題課
程，最後一項則為上述夏日樂學。

社區協同教學

在前述特色課程中，B 國小周邊社區裡的
耆老、工藝工作室一直是重要的協力夥
伴。其中的藤編工作室是校內竹屋的建造
工班，也是特色課程的協力業師。工作室
創辦人的出生地在名為「Bgelowh」的舊部
落，比起夏日樂學的地點大同部落還要再
往內走三小時才能抵達。現任負責人是創
辦人的女兒，從小和父親走在斜度 80 度的
路徑上山前往舊部落工作，國小時也要用
藤編的 towkan（背簍）背著高麗菜用很快
的步伐下山，讓年近 40 歲的她膝蓋退化已
經接受兩次手術。腿上和手上也因為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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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藤和剖藤片的過程留下許多傷痕。

目前可用於編製的材料雖有打包帶、進口藤、原生藤三
種，但她認為還是只有原生藤編出來的物件，呈現出最美
的光澤、承重力最佳、也最持久耐用。同樣大小的背簍，
進口藤製成的 20 公斤已是負重的極限，然而原生藤製成
的卻可以背 100 公斤。「Truku 的背簍很厲害」是讓她願
意忍受辛苦和孤單也要將藤編傳承下去的原因。原生藤使
用的是野生的黃藤，黃藤必須生長在有大樹的地方、在雜
草之中尋找和採集它，高山上長不出黃藤、低海拔的黃藤
不夠粗，海拔 800 公尺以上的藤蛀蟲最少。編製之前，必
須先花費一天以上的時間採集黃藤，採集後立即剖藤，燻
乾後靜置四個月，製作前削藤並日曬三小時以內，才開始
編製。

夏日樂學

特色課程中的創意遊學，是在每年暑假，B 國小教師群帶
著學生深入海拔 1100 公尺的大同大禮部落，沿途認識傳

統植物、觀察獵物獵徑、知道不同動物所使用的陷阱、體驗陷阱製作及山居
生活、吃柴燒米喝柴燒水、製作傳統食物，真實體驗原住民山林智慧。2 這
是一段單程 10 公里的路程，從得卡倫步道出發、途經大禮（Huhus）、最
後抵達大同（Skadang），以一般人的腳程需要花費 6 至 7 個小時上山抵達
大同，隔天下山循原路或者經大禮前往三間屋抵達砂卡礑步道也需要花費同

2　引自 B 國小課程資料，未出版。

山上生活最重要的爐灶，飲水、食物、潔淨和溫暖的來源（筆者攝於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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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長的時間。

但這段下山的路，對於仍在山上生活、需
要經常往返山下山上的居民來說，竟只需
要一個多小時，即便是今年已經 70 歲 payi 

Y，也只要兩個小時就可到達山下（需要靠
glucosamine 的幫忙）。payi Y 總是說「山
上的生活比較好」，現在她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山上種植和生活，但是因為教會的工
作讓她還是需要下山，增加了往返的辛勞。
即便山上幾乎所有需要用的東西都要徒步
背上山，payi Y 仍然享受能在自己的土地
上種植作物、吃著天然無須用藥就有美好
滋味的各種食材，下山和出國參訪的她甚
至因此生病而想念山上的食物，一直到回
到山上才恢復健康和活力。之前山上還有
幾戶人家一起生活，現在如果沒有遊客預
約民宿經常就只剩下 payi Y，payi Y 不覺
得孤單但卻很希望能夠帶著小孩子們在山

上生活，學習山上的一切。payi Y 的女兒
在山下的鄉公所擔任族語推廣教師，孫子
女也都已經上高中。payi Y 精神奕奕的在
山上工作和生活，卻也希望女兒和女婿能
接下她在山上的一切，生活、農作、家屋。

文化永續

B 國小新校園運動的構想，是要在校園裡
創造出和帶給孩子們什麼樣的文化美感？
這樣的太魯閣族的文化美感，是一種延續、
還是回復、或者重新建造、抑或是創造？
首先，從 B 國小的經驗，筆者看見一個制
式的政策與計畫，由於人的特質而有不同
的操作和結果，主導計畫執行的總務主任、
同時也是學校的美術老師、更是一位受過
學院訓練的人類學研究者，或許是人類學
的視野讓他帶著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文
化並在正式教育中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選擇帶入不一樣的教育內容，他期盼藉由
執行計畫不只呈現傳統、還要讓學生有感。
在整個過程中，筆者看見的文化美感，是
(1) 簡約卻雋永的美，像是取得不易和費時
完工的黃藤編製、以及同樣費時的織作，
(2) 努力的將文化傳統與當代連結，嘗試創
新的可能，例如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思考，
(3) 不只讓文化「凝結」在「美好的過去」，
而是充滿韌性的邁步向前。

在整套教育的內容中，帶給孩子的是屬於
族人的特質：與山林的關係、與自然的關
係，太魯閣族人的山林智慧。然而筆者卻
也觀察到，在教育現場帶孩子走回山林的
同時，認同、選擇和嚮往在山林中生活的
人們卻焦慮可能會無法在山林中繼續生活
下去。若是如此，那麼文化永續的方向會
是在哪裡？教育，至此是否成為關於生活
價值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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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者 Mark Brightman 和 Jerome Lewis

（2017）指出，人類學者們始終關注與探
究價值與實踐、本體論與認識論的互動和
改變，同樣關注日常生活的細節以及外來
的、以及有權力者和底層人群。藉由記錄
人與非人關係的多樣性，可以提出獨特的
觀點，來看待目前人類的可能性以及提供
不同的方式來重新思考人類的發展的軌
跡，以能將宜居的環境（liveable earth）留
給未來的世代。在關於永續（sustainability）
的人類學研究上，則是從多重的角度探究
文化過程，重視多樣性（diversity），因
為多樣性將有助於讓我們準備好面對無法
預測的未來，因此必須支持和鼓勵各種形
式的多樣性，如政治、經濟、生物、本體
論上的多樣性（2017: 2-3）。當代對於文
化遺產的強調，同樣重視多樣性，文化遺
產的保存不僅是技術性或管理物件，而是
作為文化的實踐（cultural practice）、是

文化政治的一種形式。遺產觀念經歷過去
60 餘年的發展、以及 30 多年來的研究熱
潮後，學者提出典範移轉的遺產觀點，強
調真正批判性的遺產研究以指出遺產如何
受到各種力量的影響（Logan, Kockel and 

Nic Craith 2016: 1-2,18），最終必須朝向
發展以人權為基礎的文化實踐的遺產保存
（Logan 2012）。

以此，本文或許能呈現兩個意義下的文化
永續：首先，B 國小在校園做出屬於自己
族群的文化美感，校園內的教師和社區內
的族人協力以在困境中找到文化永續的方
法。再者，山林智慧透過正式與非正式課
程成為提供不同文化智慧的滋養來源，太
魯閣族的生活方式成為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是屬於太魯閣族人的、同時
也啟發所有尋求永續生活（liveable earth, 

sustainability）的人們。

2017 Introduction: The Anthropology of 
Sustainability: Beyon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Sustainability: Beyon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Mark Brightman & Jerome Lewis, 
eds. Pp. 1-3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Cultural diversity, cultural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Towards heritage management 
　　as human rights-based cultural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8(3): 1-14.

2016 The New Heritage Studies: Origins and 
Evolu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A 
Companion to Heritage Studies. William 
Logan, Máiréad Nic Craith & Ullrich Kockel, 
eds. Pp. 1-25.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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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視界 No . 2 7



48

種子日曬圖。

Nac Hijiyu 簡月美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

從自己的家鄉田野學習田野 :
以蒐集種子語料採集為例

1977 年我在砂卡礑步道出生，自小到大都
在海拔 1100 多公尺的原始部落生長，至今
無聯外道路亦無電力公司供電，是台灣無
路無通訊的高山部落，2020 年仍有 20 餘
戶人家居於此。

2018年 2月我在步道的山谷跌落險喪性命，
死裡逃生後開始思考生命即如何脆弱，何
不珍惜餘命做有意義的事呢 ? 在哪裡跌倒
就在那裡爬起來，於是決定留這塊被人遺
忘的部落展開我的尋根田野之路。

根據歷史記載祖先來到砂卡礑部落已有 240

年有餘，我出生時太魯閣國家公園還未設
立於此，林務局砍伐珍貴的木材後撤出我
們的山林，於 1986 年 11 月 28 日成立太魯
閣管理 (現為太魯閣國家公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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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卡礑部落與赫赫斯部落歷經三次的輔導
移住平地計劃，第三梯次輔導移住的地方
緊靠山下的平地，所謂的輔導是政府站在
勸導而非強制性的遷移，居住在山下得以
方便就醫與就學，但族人在平地既無工作
機會亦無一技之長，無法適應山下生活，
寧可忍受每回徒步六個小時的辛苦，返回
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上過著自給自主的生
活。

大學時我很排斥自己的文化，自我介紹是
原住民時總有莫名的自卑，加上家庭經濟
狀況差，只能藉由好成績來證明自己，如
果成績不好會認為是原住民身份的錯，成
績好是自己的努力，以最低調的方式迴避
談論原住民的話題。那是過去在外讀大學
內心不為人知的灰暗年代。及至回到部落，

每回找媽媽必須走六個小時路程，在走路
的過程中不斷思考「為什麼我要回來 ? 除
了媽媽還有什麼可以吸引我回原鄉 ?」的問
題。2017 年從事原住民族語推廣人員的工
作，在日夜說、教、學母語的工作循環裡，
自覺文化與語言的素養不足，而媽媽正是
語言與文化集於一身的人，更激發我回山
上找她問事與求解答案的動力與機會。意
外的發現「語言」是上天開啓我重建文化
之門的一把鑰匙，哲學家維根斯坦說道：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語言的盡頭，就是思
想的盡頭。過去原住民多靠口語傳遞文化、
習俗與祭典，無文無字導致文化快速流失，
直到借用注音符號到改成羅馬拼音的使
用，原住民的智慧資產才得以紀錄與保存，
使後代世族持續探究與學習。

2018 年 7 月起，我開始利用數位影像記錄
保存耆老的智慧，包含 Yaya Huwat 個人的
以及山上族人的訪談，已蒐集了種植、草
藥採集、狩獵故事、人文歷史故事等語料
訪談數位資料。在建置數位語料的過程中，
發現原住民委員會所建置的語料數位資源
有限，無法滿足不同領域的族人學習語言
與文化的需求。為了滿足自己與族人朋友
的需要，我開始進行田野中的研究紀錄工
作。採取的語料採集方式，是去部落拜訪
耆老，並善用數位產品的錄音錄影，把最
原始的人事物與語言採集下來，第一手資
料儘量不要做數位壓縮 ( 胡正恆，2011)，
採集的第一手資料 (語音、影像 )收錄後，
逐步以太魯閣語羅馬拼音文字翻譯成華
文，以雙語字幕呈現訪談捕捉紀錄媽媽在
蒐集種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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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種子語料採集》

受訪者：Yaya Huwat 陳愛玉
拍攝者：Nac Hijiyu 簡月美
剪輯者：Nac Hijiyu 簡月美
訪談日期：2020 年 2 月 5 日下午 2:00

訪談地點：砂卡礑部落
訪談時間 :6 分 47 秒
對話編碼：
N 是 Nac 採集者、Y 是 Yaya 受訪者

N：damat manu ga ni? 這是什麼菜 ?

Y：karas napa wa, 芥菜 . 芥菜 .

N：han, 芥菜 ga? 芥菜 ?

N：manu kiya ka kari Truku 芥菜 ? 芥菜的太
   魯閣語是 ?

Y：karas napa?

N：karas?

Y：maa msa karas? 為什麼要叫 karas

N：ida bi kari Nihung ki ga pajiq qmasan. 好
   像是日本人說的醃菜
Y：pajiq qmasan. 拿來醃的菜 .

N：醃菜 ?

Y：kiya,kiya. 對 , 對
N：mdnu ka nii? 這是乾的 ?

N：ga su hdagun gghang? 你要先曬嗎 ?

Y：hdagun su ngalun su ghak duri o. 你要先
   曬之後拿來當種子 .

N：ga inu ka ghak na? 他的種子在哪裡 ?

影片 YouTube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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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ini,mqalux nini. 這裡，黑的這些
Y：bilaq nii. 小小的這些 .

Y：smalu ta nanak ghak ka malu. 我們自己
   做的種子比較好
N：nangan su inu ghak ni? 你從哪裡拿的
   種子
Y：ida mu hnmaan ni ngalun mu duri. 是我
   種的菜再拿來當種子
N：truma hiya ga? 種在底下的農地嗎 ?

Y：rudan du ga mu phpah ni ngalun mu ghak.

   熟了之後我讓他長花採來做種子 .

N：qpahan mu ngalun mu phpah nii. 這是我
   種的且讓牠長出花
N：qpahan mu ngalun mu ghak. 長花後我拿
   下來
Y：asi phpah kika duwa ngalun? 一定要長花
   後才可以嗎 ?

Y：asi ka rniing  cicih ngalun ta ghak. 要留一

   些菜來讓祂長花
Y：Paah  rdrudan ka mha phpah da. 成熟的
   才會長花
Y：ini ta asi ngali kana. 不要全部拿來吃掉
Y：rniyan ta ngulun ta phpah kika malu. 要留
   一顆拿來做菜種
Y：phpah ni niqan ghak na da. 長花後就可做
   種子
N：所以你要分著種嗎 ?

Y：qtaan ta nanak o. 自己也要會看
Y：tayal knmalu tai. 你看，這些種子真好
Y：mha khnu nii,mha gaing ki da nii. 這個量
   很多，量非常多
Y：saw kika qmpah ta. 作農的就是要這樣 .

Y：ngulun ta ka ghak na. 把菜的種子留下來 .

Y：marig ta kjiyax o aji malu uri. 一直用買
   也不好
Y：ngalun ta ka ghak nii. 自己可以做菜種

N：aji pnaah damat bbuyu ni hi? 這是不是野
   生的菜嗎 ?

N：nangal namu  pnaah brenux nii hi? 你們
   一開始是從山下帶來 ?

Y：ida niqan paah sbiyaw ka pajiq qmasan.

   醃菜本來就有野生的
N：mdka 山芹菜 gaga? 這個種子是山芹菜
   的嗎 ?

Y：ini kdka. 是不一樣的
N：芥菜和山芹菜是不一樣的 .

N：hmaun knuwan kiya nii? 這些種子何時
   適合種植
N：piya idas? 幾月
Y：maxal idas. 十月
Y：hngkawas snduray ga. 去年的十月
N：maxal idas. 十月 ?

Y：maxal idax snduray ga. 去年的十月種
Y：kika phpah o. 現在才會長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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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ngkawas maxal idas sayang o kika huma 

   su? 今年的十月你才會種 ?

Y：aji o. 不是喔
Y：tduwa hmaan paah sayang da. 現在也可
   以種了
Y：mhuma su sayang du mha mhru sayang 

   da. 現在種馬上就可以長
Y：tduwa uqun rima idas kida nii. 五月就可
   以吃了
N：rima idas du tduwa uqun da. 五月便可吃
N：ghak ta nanak malu. 我們自己做的種子   
   比較好
Y：mapa ta paah truma niqan naqih duma 

   na. 從山下背來的有一些是不好的
Y：kisa bgrah ka ghak ta nanak. 我們的才是
   真的新的
Y：duma na Deywan psaan dha bsiyaq. 平地
   人的有一些是舊的

N：ini brigi seejiq du ida mha bsiyaq ka ghak 

   da. 沒有人買的話本來就會舊
N：yaa wana isu da mhuma ga. 這裡應該就
   剩下你一人在種植
N：pajiq daya ga? 在山上種菜的人啊 ?

Y：kiya o. 是的
N：dsimat dhiya dga.Simat 那些人呢 ?

Y：ini huma kiya. 沒有種了
Y：gaga uqun samat msa 他說會有野生動物
   來吃
N：ga uqun samat. 被野生動物吃
Y：ini kdrumut. 不勸勞種植
Y：hmut mrmux ka samat. 牠們本來就會闖
   進來吃
Y：qlangan mu ka naku nii. 我的是用柵欄圍
   起來的
N：hnmaan su kana ka nii? 這些都是你種的 ?

Y：iq. 是

N：aji hmaun su sayang kana ka nii hug? 你
   今天全部都要播種嗎 ?

Y：aji o. 不會
N：hngkawas sayang. 今年的時候
N：duwa ta pnaah mngari idas duri o. 我們還
   可以在十月開始
Y：tmukuy duri. 再播種
Y：sayang du tkuyun ka sayang nii han. 現在
   是先撒種
N：tkuyun~ 喔 ~ 種 ? 撒種
Y：tkuyun 要去撒種
N：kmukuy o. 撒種啊
Y：tmukuy ka kari nii.Tmukuy 這個話就是
   撒種的意思
N：manu ka tmukuy? 什麼是 tmukuy?

Y：tmukyu, 要撒啊 . 用撒的那種叫做
   tmukuy

N：種下去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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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huma kiya.( 種 ) 叫做 mhuma.

N：o,mhuma. 喔。( 種的叫 )mhuma

Y：ghak nii o snalu kida. 這些種子是我們自
   製的
Y：ini ta laxi kida. 我們就不要浪費
Y：rbagan du ini ku huma kida. 夏天我就不
   種了
N：rbahan ga. 夏天 ?

Y：uqun kuwi. 會被蟲子吃
N：sayang o awu hmaan ki hang? 現在是適
   合種植的時機嗎 ?

Y：hmaan rbagan du asi mduuy sapuh kida.

   夏天種必須要用藥
Y：ini skuxul duku. 我不喜歡用藥
Y：ini ku sruwa pha duku. 我不要放藥
Y：qtaai,mha lala tmkuyun mu. 你看，我有
   很多可以撒的
N：hang,mlala tmkuy. 是，分多次來撒

Y：dnguun mu cih sayang hang. 我會先去曬
   一曬
N：tkuyun mu pxal duri. 下一次再撒這次沒
   撒完的
Y：suqi lala da. 太多了
Y：sgun mu  kiya duri. 晚點我會分配
Y：niqan deyku uri o. 我也有蘿蔔
Y：ini kina. 那還不能拿
Y：ini phpah nina. 還沒有長花
Y：ga prajing phpah kida. 正在開始長花了
Y：ana manu pajiq tduwa ta ngalun kana. 我
   們有很多菜可以拿來做種子
Y：tmana ga. 高麗菜
Y：duwa mhuma kingal ni phpah nalung 

   ta. 一個高麗菜長花可以留著
N：phpah ka tmana uri? 高麗菜也會長花 ?

Y：phpah o.( 會 ) 長花喔
Y：rniyun ta hiya. 放在那邊讓他長

Y：rniyun ta kingal. 一顆留著
Y：ana 花椰菜 duwa uri. 連花椰菜也可以
N：pajiq munu sa sug? 你說種在哪裡 ?

Y：pajiq qnmasan. 可以醃的菜
N：pajiq qnmasan. 可以醃的菜
Y：iq,duwa qmasun ga. 是 , 可以醃的
Y：芥菜 msa ka kari klmukan. 華文是說
   芥菜
N：saw ga ni? 像那個嗎 ?

Y：aji nini. 不是這個
N：aji kiya?! 那不是 ?!

Y：ini kdka. 不一樣
N：gaga ni. 在那邊
Y：kingal truma ga ni. 有一個在那底下
N：nini? 這個 ? 

Y：aji o. 不是喔
N：dha ga ni,ga niqan dha ga ni. 二顆那個啊
Y：uxay ka nii? 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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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語料訪談的後製工作，所花費的時間
比訪談的時間多上好幾倍，採集者要反覆
聽取語音內容，說者與聽者的詞彙應逹到
100% 一致、訪談字幕正確與否、採集者的
音量大小、採集者的成果是否為第一手資
料，都是要注意的細節。採集者根據受訪
者「蒐集種子」的主題，獲得到不錯的採
集經驗 :

1. 切勿有先入為主的立場 : 誤把芥菜識
為芹菜。雙方認知不同時，易產生雞同鴨
講，此物非彼物的狀況，及至實物出現時
才化解訪談中的尶尬場面。

2. 族語詞彙能力不足 : 本次是全族語訪
談，訪談者的口述的詞彙較為艱深難譯，
採集者翻譯時需要以紙本與線上族語詞典
輔助，方能理解採集者的語意，對採集者
來說難度很高極具有挑戰性。

3. 動作也是採集語言的材料 : 訪談者在
吹篩種子外殼專注熟練的動作，不僅言傳
還是用心去意會，採集者停止訪談保持沉
默，藉助影像方式把她的動作化成語言，
肢體動作即是語言表逹的材料之一，採集
者的感官接收刺激，同時用數位影像把無
聲的語言記錄與拍攝，可以滿足視聽覺上

的學習與需要。

4. 發現選擇種子的訣要 : 如訪談者經驗
所述，一般市面所販售的種子品質不一定
都優質，自己也可以培植種子，且一次培
植的份量不宜太多，以免浪費。

從以上所發生的趣事中，進而又得到了個
人內在省思的收獲 :

1. 訪談經驗能瞭解自己的個性 : 比較容
易有先入為主的態度會影響訪談的精確度
與採訪時間，採集者應放下成見或身段，
以謙卑、開放的視角進入田野。

2. 了解自己的文化能量 : 文化包含的層
面包羅萬象，而種植行為採集到的不只是
語言、還包含技巧、氣候、時間、季節、

N：o~ 芥菜 ga ni? 喔，芥菜那個嗎 ?

N：o~pajiq qmasan,klaun mu da. 喔，我
   知道了
N：ida ku ga lmlung sa 芥菜 . 我也是再想是
   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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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等…的文化概念，每個概念都是
文化的精髓所在，具有持續採集的價值。
這些事物對訪談者來說是稀鬆平常不足為
奇的事，對採集者是既新鮮又稀有，越是
習得越是產生更多的好奇，了解自我的文
化能量尚不足，空虛乾渴的文化素養期待
被滿足。

採集的主題是蒐集種子，看著訪談者吹篩
種子殼細心照料一顆顆又黑又小的種子，
種子雖然是死的，受到農夫細心的採收 脫
殼 日矖 撒種的過程種子又重獲新生命。
以為死了的，因為奇妙的過程重生，種子
是菜、菜是種子，這種生生不息的循環令
我感動。就好像我生命的轉變一樣，以為
從林道摔落山谷的那一刻我會死，萬萬沒
有想到在神的眷顧下幸運地活下來了，走
過生與死的邊緣，再生的生命與死過的生

命不一樣，神不僅賜與新生命，也給我一
把開啓文化之門的鑰匙，找到新的工作、
考取博士班、有機會在往後的生命裡完成
我傳承太魯閣人文化與語言的使命。

透過種子採集的田野經驗發現訪談者的偉
大與大自然永垂不朽的力量。田野間的物
件、人、環境、聲音、語言、樹、草..等，
都是值得研究的寶物，把所蒐集到的研究
題材用心的記錄、整理與分析，透過採集
者的還原，慢慢地會發現身邊的每一件事
物都有研究的價值及其與人密不可分的關
係。採集者透過種子蒐集的田野訪談經驗，
深深的被「種子」影響，那些種子雖然撒
在農夫的土地，卻好像也種在我的心田，
傳遞著持續田野調查的動力與意念。

初次體驗田野採集仍屬粗糙且尚未逹到專

2011　達悟語語意知識與計算研究初探－原

　　　住民語料之數位加值方式，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創作與數位典藏學術研討會。

參考文獻
胡正恆

業水準，但希望透過每一次田野的經驗精
進研究事物的能力，且更認識自己，之後
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逹到傳承文化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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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天泰　｜　國立東華大學

AAA與我

1988 在 Phoenix 第一次於 AAA( 美國人類學會 ) 發表
論文，接著 2006在San Jose,2017在Washington特區，
2019 在加拿大溫哥華，AAA 的參與似乎與我的學術
生涯，有著某種程度的牽連。還記得在美國求學時為
了參與人類學學術研討的盛況，與同學一起開車去會
場，由於當時經費有限，只能住在離會場很遠的旅
館。在冬天舉辦的年會，會場上總是熱鬧非凡且氣氛
熱絡，當時在會場的大廳裡看到熙來攘往的人類學家
進出，碰到有名學者忍不住會多看兩眼，第一次感覺
人類學一點也不冷門。有一年主題演講是珍古德，會

小組參觀 UBC 人類學博物館。

感謝科技部經費補助 108-2914-1-259-02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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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擠滿了人，我站在小角落裡看著偶像彷
彿她身上發著光。這份感動深深的影響自
己，並轉化成內在驅動力，因此一直把握
能參與的機會，讓漫長又寂寞的求學過程，
多了一些激勵。

1990 返國後進入教育界任教，同時身兼教
職及行政工作長達十五個年頭，歲月飛梭，
直到 2006 年在教授休假期間，終於又想起
了過去參與 AAA 的那段知性與感性皆具的
美好時光。於是一個人又回到會場，重溫
當年對人類學知識領域研討盛會充滿熱情
與抱負的時光。時隔多年再度造訪 AAA 會
場，雖然也有一些畢業學生與同事與會，
自己也可以住在會場的旅館，會場上仍舊
熙攘熱鬧學術交流氛圍熱絡，但是人事已
非，過去的老師與同學已不在了，很懷念
當年大夥一起坐在地上吃三明治的熱情與

初衷。於是，2017 決定自己組團參加，率
領當時科技部整合計畫的同事，在耶誕季
節裡一起發表及參訪，終於有了共同討論
學問的滋味。在會場意外地巧逢當年的老
師 Dr. Richard Moore 來領獎，AAA 頒給他
公共政策獎，表揚他在跨領域上的貢獻，
尤其是協助 Amish 人與公司及政府之間的
溝通，改善水的品質與環境。兩人喜相逢，
也再度燃起我對人類學能貢獻於跨領域課
程開發與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的想像。臺灣
的學會應該也可以籌備策畫類似的獎項，
藉此多多鼓勵對社會有貢獻的應用人類學
者。

2019AAA 與 CASCA( 加拿大人類學會 )

在溫哥華合辦，我又成功地組團參加，這
次除了研究團隊成員，也增加了兩位博士
生。對博士生而言是一個挑戰，很高興他

們都樂意參與並且也充分的準備。此次為
了配合 2019 國際原住民語言年與大會主題
談公平正義，特別安排由太魯閣族簡月美
（Nac）與母親 Yaya 唱太魯閣語神秘谷歌
曲，排灣族的包惠玲於結束時演唱古調祭
歌。配合太魯閣族湯愛玉老師族語教育成
果的發表，我、陳怡方與方鈞瑋，分別針
對教育民族誌、太魯閣文化知識，博物館
與原住民教育的呈現初步研究成果。簡與
包分享原住民族文化研究的歷程與實際行
動的成果。原住民族發表者都穿戴具有族
群文化特色的服飾，配合族語與英語的互
用與流動，大會的主題由公平正義轉換氛
圍：掙扎、合作與正義，在發表過程中被
充分的彰顯出來。

今年會議活動有五天，共有 1061 個論文
發表，我參加了幾場的發表會，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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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e Island 學院人類學師生的 changing 

the cl imate of  anthrop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我對其副標題十分有感，「應
用人類學課程的合作反思、教與學」，似
乎就是我正在教育人類學課堂中所做的努
力，竟然有人同時在探討。在這個領域裡

有這麼多同好在世界各個角落思考同樣的
問題，真是「德不孤，必有鄰」。族群
關係與文化學系的同事李宜澤也發表了
Shifting Ritual Landscape in the Entangled 

Anthropocene，這些年我看到了他自博論後
的成長。The Days After 這一場次 , S. Simon

談 Indigenous Resurgence in a National Park. 

Nac 與 Yaya 剛好是他的報導人，她們母女
此次同行也坐在台下聽相關報導，發表後
Simon 特地來到 Yaya 的面前鞠躬，感謝她
們在田野時給予的幫助，這個經驗對於正
在朝博士學位努力的 Nac 應有不少啟發。

發表現場，201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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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的日本民博研究
員野林厚志也來到我們發表的會場上，他
非常認真的聆聽惠玲的發表，也對我誇獎
惠玲此次的表現。培養原住民人類學家應
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希望未來他們能繼續
在重要國際會議上自己講自己的文化與故
事。

大 會 的 主 題 演 講 與 聯 合 國（United 

Nations）訂今年為原住民語言國際年有關，
tipping toward survival and extinction，要如
何面對族語消失的挑戰，人類學家責無旁
貸。研究團隊同行的湯愛玉老師正是族語
教育學者專家，簡月美 (Nac) 也是太魯閣
族語老師，包惠玲也強調立巫時排灣語熟
練的重要，陳怡方老師說要好好學太魯閣
族族語。研究團隊這次組隊遠赴加拿大參
加學術交流盛會獲益良多，在人類學相關

的領域上，回國後仍有很多事情，等著我
們繼續努力。這次兩位指導的博士生一起
與會，雖需提供一些英語發表練習與行程
安排的協助，卻是學生學習的絕佳機會，
讓他們能有自信在國際場合中，以流利的
英文介紹原住民族文化與自己努力的研究
成果，進而能開拓未來更多參與學術交流
的管道。

小組成員也全部報名參加 11/22 大會所安排
至 UBC 博物館的全天自費行程，得以親自
造訪久仰的 UBC，這是我當年在原住民民
族學院規劃書上寫的參考名校之一，如今
有宿願以償的感嘆。該校博物館的收藏相
當豐富且遠近聞名，可惜國立東華大學原
住民民族學院自 2001 成立後，一直未能擁
有類似規模的館藏，稍感遺憾。同行的方
鈞瑋來自臺東史前博物館，他推薦我們也

去 UBC 科學館參觀，見識到該校在教學資
源上如此之豐富。11/23 上午參加南亞的走
路觀光，由兩位印度裔工作人員沿著會場
外圍場地，敘說曾在現址發生的移民悲劇
與立下紀念碑的過程。當天下著雨天氣很
冷，我們看到了繁華市景背後的歷史，看
來要成為多元文化相融政策成功的典範，
在日益複雜的族群關係中，還有很多的挑
戰等著新世代的人類學者去努力。 

期待未來能在會場上看到更多來自臺灣的
學者，畢竟能將我們的研究成果，向世界
發表及交流，這是身為一位人類學學者的
樂趣也是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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