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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會訊息

編輯室報告

本期的專題是「人類學系之外的人類學家 」，我們邀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陳建源博士與國防

醫學院通識中心顏芳姿博士，分享自己如何將人類學知識與方法應用在非人類學系授課的經驗與

成果。

2014下半年到2015上半年可說是臺灣人類學界感傷的一年。中央研究院陳奇祿院士高

壽離世。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林淑蓉教授，以及臺灣人類學界的好朋友美國人類學家

武雅士（Arthur P. Wolf）教授，均因病去世。臺灣考古學前輩何傳坤教授與新秀陳伯楨博

士則意外離世。他們的離去令我們非常惋惜與不捨。

本刊為了追念上述幾位人類學家，特別邀請他們的家人、朋友、同事或學生，撰寫紀

念文。編輯室希望這幾篇文章一方面帶領我們懷念與回顧這幾位人類學或考古學家精彩

豐富的一生，另一方面也促使我們思考，在致力於教學研究與出版的同時，是否應該多

多關照自己與身邊同行的身體與心理狀況。

本期「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專欄，宋世祥博士特別專訪了2016世界設計之都執行長吳

漢中先生，談談他如何在設計與商業領域運用人類學的方法與概念。林筱筑小姐則分享

她參與家鄉社區博物館佈展的過程與心得。

最後，邀請會員們踴躍參加今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暨東亞人類學會聯合會，以

及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東亞人類學會 簡介
東亞人類學會（East Asi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是於2007年成立的以學術交流為

主、非政治與非盈利的區域組織，歡迎東亞地區中致力於東亞人類學研究的學者與學生

成為會員。學會的創始委員來自東亞五個區域，包括：黃樹民（臺灣）、Kim Kwang-Ok 

（韓國）、Nakamaki Hirochika （日本）、陳志明（香港）與王銘銘（中國）。

首屆學術發表會議於2008年在中國北京舉辦「東亞人類學互惠理解座談會」，之後在

五個區域輪流舉辦年會，台灣曾於2009年舉辦過第二屆年會「東亞人類學與全球化：區

域觀點」，今年二度輪流主辦，與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Taiwan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舉行聯合年會。

關於東亞人類學會的詳細介紹與歷屆年會，請參考 https://eaaaconf.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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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學會訊息

一. 學會第27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已於今年6月中旬召開。本次會議主要的討論事項，

是針對多年來未加以修改的學會章程的增修內容進行審議。經前次理監事會議決

議，委請林文玲理事召集其他四位理事，共同組成章程修改研議小組，就學會的宗

旨、組織與運作方式等集思廣益，並參考其他重要學會的最新章程，提出配合今後

發展趨勢的修正內容，以做為本次理監事會議的討論依據。會中通過新的章程修

正案，將提交10月3日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後即送請內政部核備。原則上自今年年

底開始，學會將依據新的章程規範，加強並增進組織運作成效，以順利推展學會

工作。同時，這次理監事會議還通過新會員的入會申請案，分別是︰蔡友月、梁

瑜、楊慧娟、平山光將、撒韵‧武荖、于嘉明、胡哲豪、黃崇浩等八位新會員。 

二. 今年10月3日至4日，學會與東亞人類學學會（EAAA）合辦聯合年會，主題是〈多

重地景的人類學〉（Multiple landscapes of Anthropology）。如同在徵求論文啟事中

所言，這個主題是希望藉由不同意義下的「地景」概念，來探討人類學研究者的

自我定位觀，在當代複雜且意義多元的情境中，如何產生必要的反思與評估，以

開展並落實人文關懷的正面意涵。這次會議地點仍在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兩

天會期共50個討論場次，其中學會與東亞人類學學會各推出25個場次，議程相當

豐富緊湊。這次東亞人類學學會將有上百名會員與會，規劃討論的主題面向很多

元，為國內人類學、民族學界同行提供很難得的交流機會。而學會會員也提出許多

新的思考議題，以及分別紀念林淑蓉、丁志音與何傳坤三位教授的專業論文組。 

三. 在圓桌活動方面，針對去年深獲好評的「百工裡的人類學家」，今年將繼續推出更

有社會實踐意義的新論壇，值得期待。而4日中午，東亞人類學學會也將推出不同區

域的研究倫理規範的圓桌討論會，這對於國內外關注此一議題的同好們來說，確實

是一個難得的切磋交流機會。這次聯合年會，除兩個學會外，亦在主辦的中研院民

族學研究所與協辦的科技部、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等單位的幫助下，順利推動各

種籌備工作，為日後學會的國際合作提供更紮實的參考範例。此外，10月3日中午召

開的會員大會，同時還要選出下一屆（第28屆）新的學會理監事。秘書處已規劃詳

實的選務工作流程，希望新當選的理監事能繼續帶動學會的多樣性運作，為國內外

學術界產生更大的實質影響力，並提昇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以及社會關懷的各

種能見度。

2013年以中文系新手身份出道的我，每

當以一個文化人類學家的身份在各種

學術場合介紹自己，總是有許多人類學及

中文領域的朋友表示「我聽過你！」，久

而久之，也十分習慣以「中文系裡的人類

學家」來介紹自己，接著總會被追問開設

何種課程，當回答到「大學國文」時，總

是容易吸引大家的注意，且會自動忽略我

接下來所要說的「文化人類學及田野調查

等科目」。非常有趣的是，學界朋友們對

於「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的直接聯想，

往往連結到文學人類學、或是禮記裡的儀

式、詩經中的風俗等想像，然而作為觀光

人類學者及流行文化研究者的我，只能暗

道「我辜負了眾人期待」。

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在首度披掛上

陣時的心理狀態大概只有「無照駕車」可

堪形容，儘管這種不必擔心被取締的「無

照駕車」心理狀態現在想來十分有趣。

回想駕駛上路的當時，焦躁卻未曾因此稍

減，過度僵硬的身體使人容易投注過度的

專注力在眼前的視域，而對路上出現的任

何風景視而不見。被迫上路之後，一開始

還得付出極大心力、搖搖晃晃地學習油門

操控，等到因為交通規則與道路的不熟悉

所造成的緊張感逐漸消失後，卻也慢慢可

以享受這心理狀態，進而開始欣賞沿路景

色。

站在兩者之中，重新思考書寫問題

以往「中文書寫」在台灣社會常被認

為是最不需要練習的，理由可能有許多。

主要理由不外乎是我們透過國文教育從小

練習到大，身經百戰的台灣考生們豈會連

篇像樣的作文都不會寫，然而實際困境卻

比我們所想的還要嚴重，例如今年的國中

會考作文題目〈捨不得〉裡，眾多十五、

六歲同學以爺爺奶奶過世的不捨出發，書

寫至親過世的不捨，這些同學的共同症狀

也被閱卷教授指為過度消費爺爺奶奶。1此

外，針對上述「共同症狀」的反省，也被

作家朱宥勳歸咎於中文教育裡的「缺乏創

意」，「生活經驗貧乏」的學生為了高分

去書寫主題正確的作文。2

連國中畢業生都已如此僵化，更何況

是接受「中文教育」更久的大學新鮮人。

實際的書寫困境在於：同學們付出了太多

時間在沒有意義的書寫，進而否定書寫原

本作為溝通以及承載知識的功能，而這樣

的輕視，又導致了書寫本身的弱化。讓我

先以兩個親身體驗的例子來說明實際面對

的書寫困境：首先，在一個聚會閒聊場合

中，一位老師半開玩笑地提到「你們中文

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

｜陳建源｜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人類學系之外的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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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以教學生寫一下email嗎？我深夜收到

的一封mail問我，明天下午三點約在某地

見面，卻沒有說他是誰，也沒問我同不同

意。」我則是以「做人失敗是大學中文系

該負責的嗎？」笑笑回應，然而有過大學

教書經驗的同仁都知道這絕非個案。另一

個例子，是在批改課堂作文時，得容忍連

串模組作文與祝福慰勉法的糾纏，祝福慰

勉法的展現在限時完成的課堂寫作就是連

串驚嘆號，或是「人生豈不美好？！」等

牛頭不對馬嘴、神來一筆的「問號加驚嘆

號」的駭人收尾。為了對症下藥，我也曾

在課堂上半開玩笑地說：「以後看到最後

一句是以驚嘆號結尾的先扣五分，雙重驚

嘆號則加倍扣分。」前述失禮的來函、制

式內容及連串驚嘆號使用的狀況反映出一

直以來的寫作教育問題，這不僅是不良寫

作習慣的累積，也因為學生長期試圖滿足

閱卷者的期待，而造成敷衍性質的模板作

文不斷產生。思考表達的單調及缺乏寫作

邏輯的書寫在生活中一再出現，也造成書

寫脫離日常生活並成為單純的考試工具。

其中，我認為主要的書寫問題在於

如何讓學生捨棄堆砌文字的壞習慣，而能

「反璞歸真地」具體陳述出所要表達的內

容。這說來簡單，但在實際執行上卻困

難重重。因為中興大學的學生多為理工、

生農背景，人文社會科院的學生佔相對少

數，在如此的學生組成下，要如何引發學

生共同興趣，讓學生不會想當然爾地寫

作，在起初時常困擾著我。菜鳥教師如

我，只好不斷透過教育部閱讀書寫計畫以

及教學工作坊的參與心得來進行試驗。幾

經挫折之後心念一轉，回想起自己接受的

人類學訓練及民族誌撰寫的步驟，告訴自

己不如先放下眼前的教學目標及文本，重

新回到民族誌書寫之前的重要的準備工

作，也就是回到觀察力的培養及紀錄並就

觀察所得來分析及進行書寫。同時，要求

同學透過日常生活觀察以找尋在地文化的

蛛絲馬跡，並傳授紀錄方法，這對中文系

裡的人類學家來說輕而易舉，不但解決了

起初無照駕車的焦躁狀態，同時也把自己

從學生惱人的「八股書寫」中解放出來。

之後，我就展開一連串讓同學以觀

察為基礎的書寫練習。以其中一項課堂作

業為例，「台中風景明信片」的設計鼓勵

同學不只當個來去匆匆的台中過客，而是

透過在台中大街小巷穿梭的過程，不斷地

找尋「值得看的風景」，並將內心有所感

悟的人文或自然風景以影像及文字記錄下

來。重新在熟悉中找尋陌生，在陌生中重

新發現經驗裡熟悉的風景，讓學生在透過

觀察、紀錄以及書寫「文化」的過程，將

人類學系之外的人類學家

手邊俯拾即是的台中在地風景及文化記錄

下來。不標榜社會科學方法的田野調查以

及不強調民族誌書寫的都市觀察紀錄，成

為同學在大學國文課堂裡印象最深刻的一

個作業。不期待同學在完成一個作業後，

就能立即回應台中出身的作家劉克襄所提

出的「為何城市失去了光榮感？」的嚴肅

問題，3但此一作業讓許多台中在地同學，

透過探訪曾經熟悉的街景，找到都市快速

變遷下的過往生活記憶，人類學方法中的

「觀察、紀錄與書寫」重要性可見一斑。

另外一個作業「一週餐桌紀錄」則

採取類似簡易的自我民族誌形式，請同學

記下完整一週的飲食內容，並在便當、泡

麵、雞排等各式宵夜及手搖飲料中，運用

「反思」去觀察並分析自己的飲食與社會

生活。以自我民族誌的形式引導同學去察

覺作者自身在文本裡的角色，也就是以更

細微的觀察去掌握敘述中的「我」，並將

種種觀察方法導入，透過同學對個人飲食

內容的解讀，引導個人去體會飲食背後更

大的家庭、產業結構及社會生活的存在，

體會個人飲食生活從未非常「個人」。除

了「偏食」與「快速」的日常飲食體會

外，有同學省思了「獨食」背後透漏出的

不與他人聯繫的孤獨狀態，也有同學提出

了「雞排加手搖杯」在大學社交圈裡的重

要份量，結合日常飲食觀察紀錄與飲食書

寫的文本的閱讀，同學逐漸能體認到飲食

生活中內蘊的文化層面，描繪出各式飲食

所繫的文化認同、社會生活或親情等層

面，並就「味覺」做出細膩描寫，而非陷

入當下美食節目常以缺乏想像力的單調語

彙描述食物味道的窘境。也因此作文不再

是單純提筆作文章，而成為將日常生活所

感知的細部文化轉化為具體文字並詳實記

錄下來。

以上在「無照駕駛」狀態所設計

出的作業，對中文系或人類學師生而言

都不陌生，也都能在各處發現似曾相識

的版本。在中文學界業已有許多努力把

課本當文本（民族誌）閱讀，再轉化當

成寫作素材。將文化現象的轉譯當作是

書寫的一種形式、甚至是書寫的目的本

身，並將此一「觀察」方法介紹給修課

同學，就成為我在大學國文課程中最重

要的目標。懷抱此一目的，包括散文、

小說外的各種電影、短片、及廣告都成

為理解文化的重要文本，用來協助課堂

討論並用以深化同學的觀察分析能力。 

 

站在學門之間，推展學科白話文運動

這些在中文系裡的小小努力，也與

高雅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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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群志同道合好友共同展開的「學術

白話文運動」有關。隨著與中文及人類學

兩學門友人的交流日深，且因自身所處的

特殊處境，常會聽到不同的學門陳述各自

的危機，這兩個學科所面對的共同困境，

一是學科教育目標的確認，二是畢業生所

面臨的就業市場萎縮問題。身處學界中的

我們，當然可以選擇將腳步停留在呼籲國

家正視人文價值，但身為人文社會科學學

者，或許也能選擇積極面對人群並進行開

拓市場的工作。

身處兩學門中間的我，剛好拉開了

些許距離客觀地來看問題。在中文學界，

最近引發熱議的「台灣中文教育的未來

走向」問題，除了對中文教育目標的質

疑，某種程度上應該可以視為對於「中華

文化在台灣」的再商榷，既然提到了「文

化」，身為中文系裡的人類學家，當然就

找到了著力點。與許多在中文學界的同儕

意見一致，我也贊成唯有掙脫道德傳授或

公民教育，重新以批判及開放的態度理解

華語文學，文學與文化才不會變成當代人

的「身外之物」。在人類學界，除了學科

常被稱作「人類文化學」或是印地安納瓊

斯的學科這樣的微小問題外，人類學還需

要面對比其他人文社會學科更形嚴重的就

業市場萎縮問題。與此相對，人類學的參

與觀察、田野調查甚至是「說故事」方法

卻成為目前流行的業界方法。文學、商

業、設計及旅遊業界開始注意到以田野調

查為基礎的說故事及創新，並期待用在新

產品的推出上，然而其間人類學者的參與

卻是屈指可數。實際經驗也說明了這個演

變方向，在幾場我參與組織及協助主持的

人類學／社會科學的白話文（學術科普

化）講座中，大約會有一定比例的聽眾對

於田野調查方法及運用展現出高度興趣，

在Q&A時也會持續追問將方法運用在其他

相關領域的可能性。4 前述觀察顯示了並

非人類學或其方法不受歡迎，而是現今人

類學的關注議題能否足夠「入世」以協助

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各樣議題。5 唯有同時

關注學科內的理論發展趨勢以及學科外的

社會議題，並努力做出回應，對於接下來

的學科「入世」議題才不會只能被動地回

應。

以上就是我無照駕車的小小心得。 

人類學系之外的人類學家

注:
1.邱瓊平，〈作文「捨不得」一堆爺奶過世 教授質

疑虛構〉，《聯合晚報》。（http://udn.com/news/
story/6916/947665）

2 . 朱宥勳，〈為什麼作文裡都是阿公阿嬤？〉，

《udn鳴人堂》（http://opinion.udn.com/opinion/
story/7344/952411）

3.劉克襄，〈從台南觀看台中〉，《自由評論網：

自由共和國》，（http: / / ta lk. l tn .com.tw/art icle/
paper/875245）。

4.我曾協助過「百工裡的人類學家」相關的演講活動擔

任主持及與談人的工作，目前也同時擔任A舍（A-sia 
Studio）的共同召集人，負責亞洲研究的「科普化」推

廣工作，所以觀察樣本都來自這兩個團體所舉辦的活

動。

5.有關學科的「入世」問題，鄰國日本的「強迫入世」

走向及所造成的學門存續危機，值得我們思考。日本

文部省在今年六月提出國立大學將逐漸走向「廢除及

調整教育系及人文社會科學系所，並協助轉向社會所

需要的領域」的方針，雖引起日本教育界的強烈抗

議，但是日本的大學改革方向，尤其是針對高齡化、

少子化威脅的台灣而言，絕對是種重要的提醒。

  日本經濟新聞，〈教員養成系など学部廃止を要請 文
科相、国立大に〉，（http://www.nikkei.com/article/
DGXLASDG08HCT_Y5A600C1CR8000/）。

高雅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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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敏感度的醫學教育實踐

｜顏芳姿｜國防醫學院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你
不是醫生？不是，我學人類學，來醫

學院臥底！

2007年從澳洲念書回來，別人常問

我：為什麼在醫學院教書、教什麼？當時

適逢醫界大老推動醫學教育改革，這個浪

潮將我帶進醫學院，在通識教育中心教醫

學人文。醫學人文是什麼？簡單地講，就

是陪伴醫學生擴大關懷，從不同的角度找

尋真相，從而對生命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包

容。

人類學可以研究人類社會無限多的

領域，醫療人類學這個學門自始即強調病

人不只是生理的存在，更是一個社會性、

文化性的深層存在。圍繞在病人身上，有

很多生活、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影

響他們的健康，想要讓他們恢復健康，必

須尊重他們對身體、自我、性別、社會關

係和健康相關的文化觀念。因此，有時候

政治經濟的變革、性別關係的轉型、文化

觀念的溝通比醫療介入更有效。哎！把這

種人類學家放在醫學院，無疑是與放諸四

海皆準的醫學唱反調。那為什麼還堅守崗

位呢？因為醫療人類學家可以培養很不一

樣的醫生啊！全球化的時代，能服務多元

文化族群的人才，往往在經濟不景氣，企

業裁員滾滾的情況下活存，還能勝出。日

本全球教育與訓練顧問公司執行董事布留

川勝說，他擔心，日本上班族可能在５年

之後面臨嚴重職業危機。「確實該好好想

想，自己如何全球化。」醫學院裡面的人

類學家恰恰是培養醫學生全球化的能力，

讓這些醫生勝出。

在國外，人類學家早已攻佔醫學院、

公衛學院和護理學院相關的必選課程。其

中，醫療人類學教的是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指的是與不同文化和社會背

景的人能有效的溝通互動、解決問題，目

前在醫療照顧上受到高度的重視。醫生

具備這種能力，能夠服務文化或價值觀不

同、社會階層、甚至是不同國籍的移民，

具有文化敏感度(cultural sensitivity)，不僅

能適當地與多元文化族群互動、溝通，還

能提供文化適切的醫療照顧。2009年起，

我每年都開「新移民與多元文化健康」課

程，其中一個行動學習是與新移民「共

學」。這個課與板橋社大新移民識字班合

作，第一次先跟新移民認識，參與社區大

學的中文課程，志工老師與新移民討論的

內容是家鄉小偏方，學生在旁邊做參與觀

察；第二次是醫學生與新移民透過戲劇

演出，交叉提問。這種教育方法受到Paul 

Freire的影響，盼望「對話」、「交叉提

問」鬆動現行的新移民健康政策和醫療行

為。為什麼要進行交叉提問？

人類學系之外的人類學家

1、新移民面對的對象是醫學院學

生，他們將進入醫療專業和提供醫療服

務，但目前不具權威地位，有利於姐妹提

出自己的看法。學生年紀比新移民小，學

習傾聽新移民觀點。在還未形成明顯權力

關係的情況下，雙方平等的互動。

2、學生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

民，好奇新移民就醫遭遇到問題，能引起

他們主動向新移民學習。

3、過去制定新移民相關政策，從來

不問新移民的意見；新移民對於歧視性的

政策或者移民人權往往需要透過抗爭的方

式向政府爭取。這次共學提供另一個形

式，讓從未參與決策的新移民與未來的醫

護工作者一起從共學的行動中反省就醫問

題。新移民向學生發問的過程，覺察自己

的處境、矛盾衝突等問題以及提出自己的

看法。兩者共學，在辨證中邁向問題的解

決，並共同推動醫療環境、醫療照顧品質

的改善。

這些行動學習讓學生深入了解文化的

影響力，如新移民女性看婦科時對醫護人

員特定性別的期待，反思台灣婦產科為何

形成以男性為主的天下？新移民和台灣人

做體檢各發生在什麼不同的狀況？新移民

醫療自主權如何改善？

至於如何改變，由醫學生透過劇場

的方式與新移民(醫療服務的對象)互相提

問，共同探究、釋疑、深入了解新移民的

生活世界和看法。劇場的活動包括醫學生

演出新移民就醫七分鐘的小戲，創造醫學

生與新移民互相進入提問的媒介，接著由

演完戲的同學圍坐在新移民身邊，聽聽觀

眾的看法。一方面，戲劇裡面根據質性研

究發展出劇本，每一幕都有真實的人、真

實的實例，演出新移民碰到的就醫問題。

另一方面，透過兩者沒有距離的互動，互

相提問，未來的醫護工作者能深刻地體認

到新移民的問題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課程一開課，學生就知道有這項

演出。這個集體的創作成為學習的動力，

讓他們有步驟地接觸新移民在陌生環境語

言的不適不便、認同的多樣性、新移民遭

遇到的歧視、監控和污名，了解新移民做

了哪些反污名的行動、如何爭取他們的權

利，並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繼續改善有

關新移民健康的相關人權和醫療問題，產

生真實的反省和行動。在蒐集個案、發展

劇本和編劇排戲的過程中，一次一次親身

了解新移民就醫問題的爆發點在哪裡，並

形成戲劇張力，做一個演出，呼喚新移民

切身或者身邊朋友的經驗，由新移民給與

醫學生迴響，互相繼續討論。

其次，文化敏感度有助於發展以病

顏芳姿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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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中心的醫療，引導醫生能尊重病人的

價值、偏好、表達的需求，除了病人感到

舒服之外，情感的支持，並消除恐懼、焦

慮。這不僅對醫病溝通有幫助，更重要的

是醫學生學習面對疾病、也面對病人，醫

生和病人可以進一步共同協商治療計畫，

有醫生可以做的部份、也有病人可以做

的。更重要的是，醫學生學習醫生如何進

入病人的世界，從病人的眼中了解疾病。

國外的醫療人類學家時常觀察醫學教

育、臨床醫病互動和醫學倫理，在機構內

可以協調、整合照護，從觀點的提供、醫

病溝通和倫理的考量等，檢討醫療有問題

的個案。醫療機構對病人來說，雖然是人

生的過渡，但也能給與持續而不是一時的

幫助。醫療人類學的課程結合這些跨領域

的合作實例，可以幫助醫學生學習以病人

為中心的醫療照顧，可以改善醫療體系，

提高醫療品質。

踏入醫學院，我很感謝長庚醫學系。

當時，為了開97年下學期「醫療人類學」

的課，我規劃「醫院中的田野」。柯毓賢

醫師問我，在醫院哪個地方可以遇見文

化？我當時找了中醫部，讓學生在這裡做

「病人訪談」(patient interview)，傾聽病

人的心聲能提供醫學生了解經驗、行為、

感受、意見、價值、意義和文化知識。學

生在這裡探討為什麼台灣的癌症病人看西

醫、也看中醫？目的有二：一從醫療選擇

理解台灣漢人如何進出西醫和中醫的醫療

照顧體系；二是(西醫)醫生從「跨文化醫

療照顧」(cross-cultural healthcare)的角度，

能擴大理解並支持病人在西醫治療期間有

使用中醫調理的需求。進行醫院中的田

野，學生學習如何引發病人談論對疾病的

解釋，經歷過治療之後的身體經驗和治療

選擇。初次訪問癌症病人令學生充滿不確

定性、恐懼、不安，我在他們正式接觸

前，進行訪談練習、倫理問題討論和從旁

輔導。不過，這次親身接觸病人的經驗讓

學生貼近病患、接近服務對象，有學生提

到「比任何教科書都更令人成長、令人感

同身受」。學生原本所準備的訪談問題，

人類學系之外的人類學家

遇到受訪者，訪談內容就有了變化，他們

因此長出臨場應變能力，保持對受訪者的

興趣，繼續主導訪談，讓學生深刻地了解

到病人觀點與他們所預設的想法有很大的

出入。更有學生說：訪談顛覆了以往的認

知，察覺到一直以來刻意忽略的東西，從

病人的訪談產生對生命的感悟。

這個規劃後來發展為我在國防醫學

院教「病人醫師與社會」這個課程，前半

部討論醫療人類學議題，接著是敘事醫學

單元。這門課我會問學生：當你選擇當醫

生，一輩子的工作都跟病人密不可分，問

題是怎樣照顧病人？醫生沒有經歷病痛，

不可能了解病人的感受，將心比心很難一

步到位，正是因為很難，我用整學期陪伴

他們學習。敘事醫學單元詳細討論病人訪

談倫理守則和程序，進行訪談練習，課堂

討論不同類型的醫師，讓他們扮演，親自

照照鏡子看看執業醫師的臉色和口氣，病

人會有什麼反應。每次我會邀請一位素昧

平生的癌症人到課堂上分享抗癌經驗，由

我做病人訪談的示範教學，學生進行觀察

和提問。接著設計路線讓學生以病人的角

度全方位觀察醫院動線、門診和病房，之

後，親自訪問病人，寫一篇自己的病人故

事，將人生第一個病人牢記在心，提醒自

己理解病人的感受，從病人和家屬的立場

考慮治療計畫。遇到執業生涯的難題，能

運用這次敘事醫學的經驗，整理自己面對

病人生死的衝擊、困境和情緒，重新再出

發。經過敘事醫學這個單元的學習，他們

學到在工作中融洽的與人對談，從中獲得

對方的看法，問出醫者想要獲得的東西。

避免因為忙，或者怕醫療糾紛，醫護人員

用標準程序SOP處理，忘了站在病人的立

場考量。

醫學院的人類學課程強調理解、尊

重、包容各種「差異」，從出生到死亡，

很多文化與西醫主導的身體和健康觀念都

不同。醫療人類學家試圖打破理性、客

觀、冷靜的醫學知識，希望學生能重新定

義醫學，做個另類的醫生。如果能增加醫

學生對人的好奇、觀察、理解不同階層、

社會背景的生活世界，以及尊重和適當的

回應，相信學生更能縮短文化、階層與性

別等差異的距離，成為跨文化醫療的橋

樑。我們相信彼此融入、相互了解，能夠

產生本質的改變，這個改變先由醫學教育

開始，接著會在醫護工作者和健康政策等

等地方遍地開花。                              

       

顏芳姿 提供

顏芳姿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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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奇祿院士—學者藝術家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 院士

陳
奇祿院士是國內資望最高的學者，

他在學術、教育與文化上都有卓著

的貢獻，大家都熟知他對臺灣原住民文化

的研究、臺灣漢族歷史文化的研究都成一

家之言；他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執教五十

年，又曾擔任文學院院長多年，故桃李滿

天下，培育英才無數；陳先生後來又出任

行政院文建會首任主委、釐定文化建設大

計，並擔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對國家文

化建設之籌劃，厥功至偉，受到學術界、

教育界以及文化界同仁一致崇敬。

但是若從長期學術、文化發展的角度

加以深入審視觀察，陳先生的貢獻除去上

述各種較具體的項目外，實際上更在許多

無形學術傳統的塑造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記得我在一九九六年臺灣大學舉辦考古人

類學系（後改稱為人類學系）創辦人李濟

 紀念五位人類學家

先生百周年紀念會上曾以＜臺大考古人類

學系與我國人類學的發展＞為題作一演

講（參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第

五十一期，1997），在該文中，我曾提出

考古人類學系在近半世紀的歷程中創建了

好幾個重要的學術傳統。現在想起來，這

幾個重要的學術傳統的創建，實際上都與

陳奇祿先生密切相關，他不僅參與其中，

而且都力行推廣，因此我們可以就這一學

術傳統的架構，更詳盡深入地說明陳先生

對臺灣學術文化的貢獻。

首先要提出的是實地田野工作的傳

統。早期中國人文學者的研究都著重在書

齋裡對文獻經典的探討，不慣於親身下鄉

做實地蒐集資料。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創建

的前輩學者們，包括李濟、董作賓、凌純

聲、芮逸夫諸先生是第一代開創從事田野

工作的學者，當他們來到臺大執教而尚未

展開研究工作之時，陳奇祿先生首先鼓吹

他們，並聯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共同進行

南投縣仁愛鄉瑞岩泰雅族部落的民族學田

野調查。試想名滿天下的殷代曆法專家董

作賓先生上山為泰雅族的時間觀念與曆法

做調查；舉世聞名的安陽殷墟發掘人李濟

博士親身為泰雅族人做體質測量，這是多

麼難得的學術佳話，這一個臺灣光復後第

一次民族學人類學田野調查主要即是陳先

生促成的，而其研究成果即於次年（1950

年）出版了《瑞岩民族學調查初步報

告》，這也是臺灣光復後的第一本田野實

地調查報告。

其後三、四十年間，陳先生在臺灣

進行許許多多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包

括他單身在田野進行研究，以及帶頜同事

與學生做調查或教學實習，其中最有名

的就是調查屏束縣霧臺鄉的魯凱族，並寫

下多篇典範性的民族誌調查報告與論文。

霧臺位於屏束縣相當高的山地，在一九五

○年代的交通狀況，是極難到達的村落，

經常要爬山路十幾小時才能到達，當時陳

先生年紀尚輕，但也對走那一趙山路覺得

很吃力。每次他下山回學校，都跟我們抱

怨山路之難，說是實在不想再去了，但是

第二天卻又一個人上去了，可見他對做田

野工作的執著。也就是因為具備像陳先生

這樣執著的精神，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的師生們也就建立了強調田野工作的學術

傳統，半世紀以來數百名該系的校友與學

生，無不熱愛並力行實地田野工作，並

以之成為一個人類學工作者的「成年儀

式」，陳先生對這傳統的建立最具有推動

之功。

陳奇祿先生的另一項學術貢獻是提

倡「臺灣研究」。陳先生可說是臺灣研究
李子寧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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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提倡者之一，遠在他到臺灣大學執

教之前，也就是在一九四八年初，他即

受臺灣文化界大老李萬居先生之託，在李

先生所辦的《公論報》主編《臺灣風土》

副刊，這是首次以臺灣民間風俗習慣、風

土人情、史蹟勝景為主題的報紙副刊，陳

先生不但主持編務，而且自己寫文章，並

且親自繪製各種插圖，使副刊版面豐富而

精美，一時引起風潮，吸引許多學者交相

投稿。「臺灣風土」前後維持七年，共出

刊一九五期，成為後來有關臺灣研究刊物

的典範，其後陳先生也協助季刊《臺灣文

化》及《臺灣研究》（Studia Taiwanica）

等期刊的編務，並且自一九六五年至七八

年的十數年間分別主持了臺灣大學主辦的

「臺灣研究研討會」，以及由林本源基金

會支持「臺灣文化研究研討會」中小型系

列學術研討會議，鼓勵刺激臺灣研究風

氣，對今日臺灣研究的成為學術研究的顯

學，起了很重要的催生作用。陳先生之臺

灣研究，不論對南島民族或漢族的研究，

都以純學術觀點為出發，視野寬廣，力避

狹窄之論點，所以論著經常一方面廣涉東

南亞、環太平洋之比較，另一方面也著重

中原文化淵源之探討，因此極受國內外學

術界之推崇。

再次應該說到陳奇祿先生在「文化」

上面的貢獻。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是以「文

化」為基本概念而出發，臺大人類學系

的傳統將文化的概念拓展到非常寬闊，

不但研究少數民族的文化，也研究漢族的

文化；研究有形的文化，也研究無形的文

化現象；不但研究一般人的生活文化，也

非常注重精緻文化的培育、創新與推廣。

陳先生在這一方面的建樹貢獻至鉅，陳先

生把文化的學術概念親身傳授給眾多的學

生，把這個學術傳統延續而光大，同時也

 紀念五位人類學家

把文化概念的實用性、教育性推廣到社

會，他是首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主

任委員，他成功地把學院式的文化概念轉

換成實踐性的「文化建設」，而傳授給藝

術界、行政界，釐定了文建會最基礎的施

行架構，開拓了國內文化建設的大道，其

意義實在極為重要而難得。

陳奇祿院士不僅是一位卓越的學者，

他更是一位極具特色的藝術家。陳先生碑

體書法藝術的造詣在國內是人盡皆知的

事。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都以能得到他的

墨寶為榮，但是較少為一般人知道的是陳

先生的繪畫藝術，然而陳先生在這方面的

表現卻是最受學術界與藝術界所珍賞的。

陳先生自己說過：「我喜歡藝術，而我的

田野工作地區的排灣諸族（包括魯凱、排

灣和卑南三族）又恰是臺灣土著中最具藝

術才能的族群，他們的木雕和織繡深深吸

引我的注意，使我暫時放下了其他文化面

的探討，而專心於藝術的研究」(見陳先

生大著《臺灣土著文化研究》，頁503，

1992)。陳先生不只研究排灣群諸族的藝

術，而且是親手把他們的各種藝術品描畫

出來。陳先生有兩本重要的臺灣土著藝術

著作：《臺灣排灣群諸族木雕標本圖錄》

以及 "Material Culture of Formosan Aborigines 

"（臺灣高山族的物質文化），這兩本書中

所有的插圖都是陳先生親手繪製而成，而

上文說到他主編《臺灣風土》副刊及其他

刊物的插圖，實際上大部分也是陳先生自

己繪製的。陳先生的這些民族學標本插圖

的特色，不僅在於他的美與真，而更重要

的是在於他能表達出製造及應用這些標本

的民族之內在文化意義，這種人類學者稱

之為「土著觀點」(native's point of view）的

觀察與繪製標本方法，是綜合學者與藝術

家而為一的表達方式，所以受到學術界最

高的重視與珍賞。凡欣賞過他的作品的人

必能體會一位學者藝術家畢生心血凝聚，

所呈現成果的深層意義。                            

排灣群的木梳／李子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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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武雅士（Arthur P. Wolf）教授

｜陳叔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  助理研究員

武
雅士（Arthur P. Wolf, 1932-2015）教

授，史丹佛大學人類科學系教授，臺

灣人類學界重要友人，2015年5月2日於史

丹佛大學的家中逝世，享年83歲。

武雅士教授出生於美國北加州Sonoma

郡，是傳統農家子弟。於就讀Santa Rosa高

中與Santa Rosa初等學院時展現學習天份，

獲獎學金負笈東岸就讀Cornell大學英美文

學系、Cornell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1958

年當他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時，第一次訪

問臺灣。當時是美蘇冷戰時期，中國對外

採取封閉政策，使得這階段對中國宗族、

宗教深感興趣的美國學者紛紛轉向臺灣。

武雅士依照指導教授的指示，來到臺灣樹

林地區進行民族誌調查，研究中國孩童如

何被教養，成為最早以臺灣為田野進行人

類學研究的美國學者之一。

在60年臺灣研究的生涯中，武雅士教

授最為臺灣學者熟知的是他最早進行的臺

灣宗教研究。1974年武雅士出版〈神、鬼

與祖先〉（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一

文1，提出漢人依據社會模型創造出宗教的

概念，將民間宗教中的超自然體系、與現

實生活中的社會體系相連結。他認為漢人

崇拜的神、鬼、祖先反應了三種現實社會

關係，神是正襟危坐的官員，鬼是危險的

或可憐的陌生人，祖先則是自己人。然而

自己的祖先對他人而言是鬼，他人的祖先

對自己而言亦是鬼。武雅士非常早提出漢

人宗教體系的類比想法啟發了許多臺灣的

宗教研究者，在華人社會普遍被認為是漢

人宗教研究的重要學者。

然而武雅士教授真正享譽國際，是

他以臺灣童養媳為材料，開啟對於亂倫禁

忌成因的研究。早在樹林田野初始，為了

查明村中各家庭的組成狀態，武雅士發

現大多數樹林的婦女在年幼時就已進入夫

家，甚至是還是嬰孩時就已經被未來的婆

婆收養。進一步翻閱日治時期樹林地區的

戶口調查簿，武雅士確認這群被登記為

「媳婦仔」的童養媳在當地的比例非常

高。但這對武雅士而言，不僅僅是婚姻

慣習的資料呈現，更重要的是可用來驗

證芬蘭人類學者Edward Westermarck提出

的性嫌惡理論（sexual aversion）。1921年

Westermarck於著作《人類婚姻史》（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中提出，兩個

早年共同長大的兒童在成年後，會產生性

嫌惡，而這種性嫌惡是人類進化中為避

免近親性交發展而來2。但Westermarck只

提出這個假說，沒有進行實証研究。對武

雅士而言，童養媳與夫婿沒有血緣關係，

卻從小親密相處，是驗證Westermarck假

說最好的實證材料。在結合田野訪查以及

戶口調查簿紀錄後，武雅士發現童養媳婚

配偶生育率較低、離婚率較高、妾婚率較

高。對此他提出童養媳與夫婿自幼年期長

期共同生活，成年後會發生性嫌惡心理，

証明Westermarck的假說。1966年武雅士發

表〈幼年期共處、性吸引、與亂倫禁忌：

中國案例〉（Childhood association, sexual 

attraction, and the incest taboo: A Chinese 

case）論文，比他在臺灣較被重視的宗教

研究論文更早發表3。1980年在經歷更充實

的資料收集與驗證之後，武雅士出版《中

國的婚姻與收養：1845-1945》（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專著，完

整歸納漢人婚姻與家庭慣習已發表文獻，

並藉由分析數千筆樹林戶口調查簿資料加

以檢驗，清楚証明童養媳婚配偶確實有生

育率較低、離婚率較高、妾婚率較高的趨

勢4。

1995年武雅士教授出版《性吸引與幼

年期共處：中國對於Edward Westermarck

的例證》（Sexual Attraction and Childhood 

Association: A Chinese Brief for Edward 

Westermarck）專著，蒐集的個案數已達

上萬筆。當個案數越多，即可進行更多假

設檢驗，譬如幼年期共處開始時間、與生

育率間的關聯性等。武雅士發現童養媳是

否於三歲之前被收養，對婚後生育率具有

決定性關鍵。童養媳收養年齡若是低於三

歲，則生育率降低非常明顯；但收養年齡

若大於三歲，則生育率沒有明顯降低。武

雅士說：「Westermarck的批評者認為亂

倫禁忌會阻止人們做他們想做的事。然而

事實正好相反，亂倫禁忌是一種心理上

不可避免的情緒表達，不管社會是否認

可」。自此國際間認定武雅士於臺灣樹林

的童養媳研究，與Melford Spiro對以色列的

Kibbutz集體農場研究齊名，同樣是以性嫌

惡心理驗證亂倫禁忌的傑出研究成果，收

錄於多本人類學教科書中5。

除了人類學界之外，武雅士教授的

亂倫禁忌研究，亦受到生物學、心理學、

社會學、人口學界高度重視。生物學者

Edward O. Wilson在著作《知識大融通》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中6，以及Paul R. Ehrlich在著作《人類

的演化：基因、文化、與人類的未來》

（Human Natures: Genes, Culture, and the 

Human Prospect）中7，都以重要篇幅介紹

武雅士教授的亂倫禁忌研究。基於對於生

物學、心理學理論的貢獻，武雅士在史丹

佛大學的教職是由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以人類生物學講座教授頭銜支

持。過去30年武雅士在史丹佛大學除了教

授人類學課程外，最受歡迎的課程是與生

 紀念五位人類學家

Arthur樹。武雅士教授告別式。2015/6。Wolf農場。／陳叔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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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心理學、生理學、生態學、古人類

學、遺傳學教授合開的人類生物學核心課

程，每次開課修習人數皆超過兩百人。

基於利用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

獲得重要成就，武雅士教授希望推介國內

外學者能共同使用這批材料。日治時期臺

灣政府進行了完整的戶口調查，留存至

今的戶口調查簿成為全球少有的歷史人口

資料，最基礎能藉此研究現代化之前臺灣

或是東亞社會的婚姻、家庭等常民社會

史，更進一步可以進行人類行為的量化分

析。1985年開始，武雅士與莊英章教授在

中央研究院合作成立「歷史人口研究計

畫」，持續推動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內容

數位化工作。在建立的數位化日治時期戶

口資料基礎之下，1996年與荷蘭學者Theo 

Engelen教授合作推動「臺灣與荷蘭的人口

與社會」（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計畫，出版Life at the 

Extremes系列叢書4本論文集專著，發表單

篇論文數十篇，讓國內歷史人口研究與國

際接軌。「歷史人口研究計畫」仍然在中

央研究院內積極的運作中，提供數位化的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庫供國內外學者

研究使用8。

即使2012年獲知罹患前列腺癌，武雅

士教授仍絲毫不鬆懈於研究著述。2014年

完成最後專著：《亂倫迴避與亂倫禁忌：

人類天性的兩個問題》（Incest Avoidance 

and the Incest Taboo: Two Aspects of Human 

Nature）9。他區分亂倫迴避與亂倫禁忌，

認為人都會避免與血親性交是屬於生物自

然性的亂倫迴避、而阻止其他人與親屬性

交則是文化普同性的亂倫禁忌，兩者要互

補才能平衡解釋人類的反亂倫行為。在實

證分析摩洛哥的表兄弟婚、以色列的集體

農場、臺灣的童養媳婚之後，武雅士將他

的亂倫研究完整總結。政治科學總統研究

教授Larry Arnhart評論此書：「武雅士教授

以演化觀點提出亂倫迴避與亂倫禁忌的成

因，是社會科學界過去50年最偉大的成就

之一。」倫敦政經學院教授Charles Stafford

評論：「在這本高度可讀的書中，武雅士

教授藉由討論亂倫迴避與亂倫禁忌，探索

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問題。特別的是，他

巧妙連結人類的生物與社會天性，展現給

我們驚人的視界。所有人類學學生都應該

讀此書。」

武雅士教授除了在研究方面非常傑

出之外，在提攜後進方面亦不遺餘力，

養成許多臺灣通學者，如芮馬丁（Emily 

M. Ahern）、郝瑞（Stevan Harrell）、桑

高仁（Steven Sangren）、邵式柏（John 

Shepherd）等。培養臺灣學子則有宋龍生

與陳叔倬獲得史丹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

位，並於1967-1968、1986-1987客座臺灣大

學人類學系講授課程。

武雅士教授在兩任婚姻中沒有子嗣，

與現任妻子葛希芝教授（Hill Gates）結縭

30年，長期共同投入許多臺灣與中國的研

究及教育工作。首任妻子Margery Wolf隨武

雅士於樹林進行田野工作時受到啟發，亦

發表臺灣民族誌成為人類學家。沿襲著農

家性格，武雅士伉儷持續維持農事活動，

於20年前開始規劃在Sonoma山區的Wolf農

場中，親手伐木建造獨棟房舍，為老年生

活、以及生後成立基金會做準備。武雅士

伉儷盼望未來的基金會能夠提供有志從事

臺灣及亞洲研究的學者來Wolf農場訪問、

利用武雅士珍貴的藏書進行研究。2014年

末武雅士教授的身體出現嚴重警訊，建造

房舍的工作由葛希芝獨立承擔，趕在武雅

士教授過世前完工。2015年6月15日武雅士

教授告別式在Wolf農場舉行，葛希芝帶領

武雅士的親朋學生們一同送他最後一程，

將武雅士的骨灰灑在房舍前的大樹四周，

讓他能持續看顧這片農場、以及未來造訪

的臺灣研究學者們。                           

注:
1.Arthur P. Wolf. 1974.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 by Arthur P. Wolf, 
pp.131-18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張珣

譯，1997，〈神、鬼與祖先〉。《思與言》，第35卷

第3期，頁233-292。
2.Edward A. Westermarck. 1921.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5th ed. London: Macmillan.
3.Arthur P. Wolf. 1966. "Childhood association, sexual 

attraction, and the incest taboo: A Chinese cas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8, pp. 883-98.

4.Arthur P. Wolf, and Chieh-shan Huang. 1980.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此書本文作者正在翻譯中。

5.例如：Scupin & DeCorse. 2008. Anthrop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6th ed., pp. 279-30. Pearson Publishing.

6.Edward O. Wilson. 1998.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Vintage. 梁錦鋆譯 ，2001，《知識大融

通》。臺北市；天下文化。

7.Paul R. Ehrlich. 2002. Human Natures: Genes, Culture, and 
the Human Prospect. Penguin Books. 李向慈、洪佼宜

譯，2003，《人類的演化：基因、文化、與人類的未

來》。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

8.申請使用資料庫請連結中央研究院歷史人口研究計畫

網頁：http://www.demography.sinica.edu.tw/
9.Arthur P. Wolf. 1980. Incest Avoidance and the Incest Taboo: 

Two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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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雅士與葛希芝伉儷。日常晚餐。2013/11。Stanford校園家中。／陳叔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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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揮灑 創意人生─憶傳坤

｜陳潔明｜台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兼任副教授

傳
坤他是韓國僑生，讀大學時才到台

灣。自小聰明用功，中學時每天清

晨就起床背英文單字，高中全校第一名畢

業，並以僑生身分考進了台大醫學系。但

他不喜歡醫科，選擇了重新聯考，考進了

台大考古系，開啟了一生在考古的志業。

他修習李亦園老師的宗教人類學，李老師

告訴傳坤，他是第一位上他課能拿90分以

上成績的學生。

台大畢業後，去了美國攻讀學位。

最初進的是耶魯大學，後來隨著老師轉到

華盛頓州立大學。他在美國一共待了十九

年，有過很多挫折和辛苦，但都堅強努力

地撐過去。寒暑假去拉斯維加斯打工，一

天打兩份工，就為了籌措學費和生活費。

這些打工經驗也讓他學到很地道的美語。

他還曾在咖啡店烤過咖啡豆，開過卡車，

所以他的手臂很粗壯。他說在最困難的時

候，也沒放棄過學術研究，利用時間看

書，撰寫論文，絕不氣餒，絕不被擊倒。

1993年傳坤結束在美國的一切，進入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工作。當時

科博館剛成立，從沒想到會到博物館工作

的傳坤，進去以後卻發現這項工作有趣極

了，需要結合研究與社會教育。

由於傳坤對美術和設計有興趣，在博

物館經常要策劃展覽，這些工作，讓他有

更多的發揮空間。日前在他留下的書裡，

發現他大學時的手抄筆記，課名全部被設

計成一個個印章式的圖案，手繪在封面

上。筆記本裡有他用原子筆手寫的課程內

容，寫得整整齊齊，還畫上了民族服飾、

女士髮型、陶壼等手繪圖稿，可以看出

他的美術天分，以及細心的個性。他還曾

經不只一次笑說，很後悔沒有從事女性服

裝設計工作，可見他對設計工作的興趣濃

厚。

我們去參觀國內外的博物館時，他一

定會蒐集他們的簡介、宣傳品、拍照，並

且研究展覽的空間設計、展場規劃。除了

看展覽的內容之外，他一定會評論展覽的

設計如何。策展工作就是因為有很多的美

術設計面向，比純理論研究有趣多了，讓

他非常喜愛。

為了使科博館的參觀人數增加，他

策畫了非常多大型的特展。細數起來有：

1995年與上海博物館合辦「青銅器特

展」；1997年與上海博物館合辦「良渚文

傳坤在四月底因意外過世，讓我突然失去人生伴侶，他走得太瀟灑，留下了太多的遺憾

與思念，為了紀念傳坤，謹以此短文寫下他一生的精彩，相信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化特展」；1999年與敦煌研究院合辦「沙

漠明珠－敦煌石窟展」；2000年與西安兵

馬俑博物館合辦「秦兵馬俑特展」；2001

年「發現南島特展」；2002年與美國德州

大學理工博物館合辦「藍天紅土的子民－

北美洲西南原住民特展」；2003年「失落

的史前惠來人重現科博館特展」以及「裝

扮旱溪媽祖的家特展」；2004年「蝶舞、

楓紅、話苗年特展」、「貴州苗家吊腳木

樓展」和「古早台中人的故事特展」；

2006年「秦代新出土文物大展」；2008

「古早台中的故事特展Ⅱ」、「穿在身上

的史詩—苗族服飾展」；2009「鹿城戀曲

特展」。

其中，1999年「沙漠明珠－敦煌石窟

展」最值得紀念；我們正是因為辦這個特

展而認識；當時我在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擔任主任秘書。科博館為了挑選展品和談

合作案而組了團去敦煌，我也參加了。一

路上，傳坤十分幽默而且健談，和初見時

的嚴肅印象完全不同，每次坐車吃飯總有

時間要打發，就天南地北什麼都有得聊。

當時雖然兩單位間的合作並未談成，卻促

成了我們的交往；應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吧！

兩次的秦兵馬俑的特展更是特別不

過；第一次是2000年的特展，先在台北

展，然後移師台中，兩地合計參觀人數破

百萬。第二次特展在2006年，最是他的得

意之作。因為這次展覽的文物是兵馬俑2

號坑的新出土文物，有28件是國家一級文

物，傳坤想盡辦法借了到臺灣。其中包含

彩色的綠面跪射俑、彩繪跑射俑、青銅仙

鶴等珍貴的文物，非常難得，而且首站在

台中展出。辦展時，他都會花心思找「賣

點」，不僅是展出文物的亮點，還包含導

覽時的賣點，像把一塊秦代有花紋的地磚

與當代某精品名牌包的經典圖案聯結，加

深觀眾的印象和解說的趣味性。

辦這些特展，傳坤強調要用人類學

的手法規劃展示，而不用一般美術館的陳

列，不是讓文物孤伶伶的放在玻璃櫃中，

要有相關的歷史文化背景的氛圍。也要加

入考古的脈絡，像「微笑彩俑-漢景帝的地

下王國」特展，就把這個博物館屬於遺址

博物館特色表現在展場。

傳坤還為科博館買到了兩件絕佳的收

藏品；一件是從法國買進的木乃伊，他說

每個博物館都想辦法要有一具真木乃伊，

科博館終於也有了。另一件就是貴州苗家

的吊腳木樓，傳坤說這個吊腳樓很完整、

很漂亮，是個極好的收藏。十數年間，陸

陸續續為科博館的永久展示廳「人類的故

事」、「中國農業廳」、「大洋洲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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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考古及體質人類學」單元作了更新規

劃。

傳坤在台中挖掘惠來遺址，發現一具

史前小男孩骨骸，在館裡先後辦了「失落

的史前惠來人重現科博館特展」以及「古

早台中人的故事特展」。特別請國寶級的

雕塑藝術家林健成，為這具由市民命名為

「小來」的小男孩復原長相，這也是傳坤

的構想，讓這個展覽有亮點。就像埃及艷

后有人為她復原長相一樣，史前的小來究

竟長得什麼樣子，如果能復原出相貌，大

家便會非常感興趣。

傳坤為了向小朋友介紹考古工作以

及史前文化，還特別以這個小來編寫了一

本兒童讀物「小來的家鄉」，獲得了第一

屆國家出版獎佳作獎。為了讓小朋友了

解考古工作的內容，他在科博館策劃舉辦

過「考古小尖兵」活動，後來在台北的台

灣博物館也辦過，以遊戲的方式讓小朋友

親近考古學，受到家長和小朋友的高度歡

迎。不難看出傳坤對博物館的社會教育的

用心，因此在民國九十年曾獲得教育部頒

發的推展社教有功個人獎。

傳坤策展的興趣不只限於考古發現

或古代文物，他曾經構思一些不同領域的

展覽。早些年聽他說：想策劃一個「重機

展」，展出重型機車的文物和歷史。除了

車子本身之外，還連結重機械的文化，加

入有趣的展覽元素，不過後來並沒做成。

後來他找到另外一個有趣的想法，開始構

想牛仔褲展，買了好些書在看。這些屬於

大眾生活中的主題，認為能夠比較融入民

眾生活。

最近這些年，他一直在著手策劃的

兩個展覽，一個是「塗鴉展」，塗鴉是美

國街頭的文化，地鐵、房屋外牆常常可以

看見文字的或圖案的塗鴉，這是伴隨美國

60年代反社會及反戰思潮，青少年間流

行的活動，包括塗鴉、嘻皮、饒舌、街舞

等街頭活動，主要表現「叛逆」的精神。

傳坤覺得塗鴉作為一種次文化現象，值得

做成一次展覽，我看他已經收集了不少

書，也著手規劃了策展大綱，但是還來不

及實現。另外一個構思中的展覽就是「山

海經」。山海經是中國一部古老的書，記

載了豐富的山水、風土、動物以及神話，

像從小常聽的夸父追日、女媧補天、后羿

射九日、黃帝大戰蚩尤等神話都出自山海

經。傳坤認為這些豐富的內容可以做成有

趣的展覽，甚至做成電腦遊戲都非常有意

思。這些都是他腦海裡一直在構思的展

覽，雖然他沒有來得及完成，但是我把他

的構想寫下來，或許有一天有人會把它們

實現！

傳坤也在各大學裡兼課，他教過政

治大學民族學系、中興大學歷史系、東海

大學歷史系、慈濟大學人類學發展研究

所、暨南國際大學、私立中原大學文化資

產研究所和建築系、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

研究所、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清華

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開過的課有考古學導

論、台灣考古學、中國考古學、生物人類

學、現代人與洞穴藝術之起源、民族考古

學、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博物館人類學、

博物館與考古學、博物館與文化產業、博

物館文化資產與文化創意產業、博物館與

物質文化、生態博物館等。他覺得他的考

古和博物館實務經驗可以給學生不同的視

野，因此始終保持教學的兼職。此外，除

去為科博館編的展覽圖錄和學術研究案的

報告以外，他完成了三本著作，分別是

《台灣史前文化三論》(1996)、《台灣的

史前文化》(2004)、《中國遠古開顱術》

(2007)。

如果說傳坤的生活以工作為全部重

心，並不為過。平時沒什麼休閒嗜好，最

多就是吃吃小館、看看電影，最常做的還

是逛書店買書。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不斷

追求突破的人，像他在大學兼課教書，總

喜歡開新課，開別人沒有教過的課。他喜

歡看書、買書，每本書都會蓋上藏書章。

他的閱讀範圍很廣，除了考古學、民族

學、古文明的書以外，還有很多藝術、民

俗、文物、建築、古建築、設計類的書。

朋友看到他的藏書，總會問一句，你到底

是學哪行的？他非常推崇董陽孜的書法，

有一個南藝大送的黑色書包上面有董陽孜

的字，他非常喜歡背。他也喜歡建築藝

術，家裡收藏了設多建築師的書，碧湖公

園一度曾放了個竹編屋，他一眼看出設計

靈感取自義大利建築師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設計的棲包屋文化中心(Tjibaou Culture 

Center)。

生活上，傳坤非常節儉，喜歡保持

美式考古學家的風格，穿著牛仔褲和簡

單的T恤或襯衫，不管上班或到政府機關

開會，都是這種打扮，成為他的特色。他

說他第一天去科博館報到時，穿著牛仔

褲、牛仔上衣，留著及肩長頭髮，漢寶德

館長看到他，著實嚇了一跳。有次在電梯

裡遇見漢館長，漢館長看著他的牛仔褲，

他馬上說這牛仔褲是有燙出中線的，表示

雖然穿牛仔褲，但也很講究的。他從美國

回來時，還帶了兩雙德州的牛仔靴，又硬

又尖又重，只是從來沒有機會穿。他一年

到頭就是二、三條牛仔褲替換著穿，破了

再買。不過他卻收集了非常多的T恤，大

概可以連續穿上三個月而不重複。他說考

 紀念五位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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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學家的工作常上田野，這種穿著比較合

適。可是有時為了科博館要接待貴賓就必

須穿西裝制服。他說每次穿上科博館制

服，館內的許多女同事就會偷笑，因為頓

時失去了本色，讓他一臉無奈。平日大家

都稱他為何老大，這時老大的威風也不在

了！

事實上，他並沒喜歡當老大的那種

江湖個性，大部分時間他不多話，也不愛

出風頭，初識的人會認為他很嚴肅或者很

兇，多接觸後就會覺得他有溫暖隨和的

一面，愛說點冷笑話，擺個逗趣的照相姿

勢，而且願意幫助別人。在專業和公務

上，他會堅持嚴謹和認真的態度。科博館

同事在傳坤的紀念專頁上說他是最有肩膀

的主管，讓我想起他打年終考績的事。由

於全館必須有一定百分比的人考績為丙，

一般主管避之唯恐不及，他有幾年率先打

出了丙，他認為公務人員拿納稅人的薪

水，要忠勤於事，不要怕得罪人，這大概

就是同事們感受到他有肩膀和承擔力的地

方吧！

人生無常，時至無期。他這樣突然離

世，讓我最心疼的就是他辛苦了一輩子，

還沒有輕鬆和享受一下，就結束了人生旅

程。雖然如此，以他熱愛工作的個性，相

信他已經在那些辛勤歲月中，享受了工作

帶給他的成就與快樂！                        

 紀念五位人類學家

寧折不彎的鋼鐵玫瑰—紀念林淑蓉教授

｜翁惠娟｜清華大學人類學  博士

2014年11月14日上午，在電話中被告

知林淑蓉老師逝世的消息，心情很恍

惚，也有著一種這件事情終於發生了的大

悲無言的情緒。當時的前幾天，我正反覆

思量著，九月返清大領畢業證書時有邀約

林淑蓉老師聚餐，當時老師身體正不好，

只回覆寒假時再見面，十一月中，我想著

冬天了，寒假快到了，要怎麼約林老師出

來見面，寫信？打電話？要約哪些同學？

是不是也邀請其它幾位老師作陪？聚會形

式是不是搞點創新不要只是吃飯？林老師

真的會出現嗎？會不會又將謝師宴推延？

十一月十四日接完電話後，我執行我被交

付的工作，將林老師的過世訊息再以電話

轉知她其它指導學生，在這應該是沉重哀

傷的過程中，我卻不無釋然地想著，唉，

我不用再煩心怎麼辦寒假的導生聚會，再

也不用惶惶然地上網查詢乳癌是什麼？骨

轉移的致死率有多高？骨轉移後的存活期

可以有多長？在口語準確地向他人傳遞老

師逝世訊息的同時，我卻想著，死亡是什

麼？我不知道一個人死掉了那到底是什麼

意思？我可不可以當它是我的寒假約會被

無限期地延期下去 ？

林淑蓉教授（1958-2014）大學時就

讀於臺灣大學考古與人類學系，之後於美

國紐約州立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

1992年起，任教於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

所，2008年升任教授，2010年擔任國科

會人類學門召集人，同年擔任清大人類所

所長直至過世。晚年，在身患癌症進出醫

院進行化療期間，林淑蓉教授展現驚人的

能力、毅力與魄力，她仍然堅守教學與學

術工作崗位，不僅處理繁重所務、開授課

程、指導學生論文，也持續進行台灣與中

國兩地田野調查工作，並發表、出版多篇

研究論文。

婦女研究、性別與身體、醫療人類

學、觀光人類學是林淑蓉教授幾個長期處

理的學術議題，看似廣泛多面向的研究，

其實貫穿一個一脈相承的中心旨趣，都

是關注以文化為手段具制約性的社會體制

下，人如何也以文化為場域，展現個人主

體性。長期觀察臺灣婦女的醫療行為，於

1993年完成的 Illness, Body and Personhood 

: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Women's Lives in 

Taiwan 博士論文中，林淑蓉教授以文化建

構論的觀點探討台灣社會的性別論述，以

及女性身體經驗的形成。知道是建構後，

得以解構，爾後，破而後能立，於清大任

教期間，林教授投身性別知識建構的大學

課程規劃工程之中，積極參與清大性別與

社會研究工作室的整合性研究計劃，並擔

任清大人文社會學院「性別研究學程」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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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致力為台灣性別知識教育體系注入

多元文化論述，讓人從單一強勢性的文化

論述制約中得以脫逃，從而親近性別解放

的可能。

在台灣醫療人類學界，林淑蓉教授扮

演研究先驅者與應用實作者的雙重角色。

早期，林教授在台灣漢人的日常生活空間

裡觀察婦女的身體經驗與疾病論述，討論

婦女如何透過生病與現實的生活困境作對

話；之後轉換田野場地，進入建置化的精

神醫療機構從事田野研究，探討現代生物

醫療體系裡的團體諮商治療方法、藥物治

療如何影響精神病患者的主體經驗與對自

我的理解等課題。作為一名人類學者，

林淑蓉教授帶入文化與社會事實的視野，

檢視、批判現代西方精神醫療團隊因其強

調客觀、可驗證的實踐理念，忽略精神病

患者所處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因而造成去

情境化、去個人化的治療缺失。除了個人

學術研究，林淑蓉教授也積極與精神科醫

師、社工學者等合作，進行跨界整合性研

究工作，力圖更全方位地在各領域帶入人

類學觀點，在實作層面，將社會與文化視

野應用於疾病治療、關注家庭在醫療體系

與病患之間的照顧者角色、提供衛教與處

置參考，另也檢討台灣的醫療保險與醫療

給付等制度如何影響精神醫療機構裡的醫

療行為。

除了在台灣進行漢人社會研究，以及

現代精神醫療體系研究，林淑蓉教授也長

期於中國進行少數民族—侗族—田野調查

工作，發表多篇論文，研究課題廣泛涉及

民族醫療、社會關係、時間與空間、身體

與人觀、夢、神話與儀式展演、物與交換

等多種層面，全貌性地描述侗族社會的整

體社會事實。除了勾勒侗族基本的社會文

化特質，林淑蓉教授也帶入具時間向度的

動態視野，她以其在中國貴州長達近二十

年的田野調查工作，深度觀察當地在國家

政策、全球化、資本主義影響下的社會經

濟與文化變遷歷程。晚近，林教授探討地

方社群vs.中國中央／地方政府、文化傳統

vs.農村現代化之間的角力拉扯，她的研究

 紀念五位人類學家

指出，在壓制性的國家現代性計劃與全球

性資本主義市場下，中國貴州侗族人民仍

然在觀光化歷程中，殺出重圍，展現族群

與個人的能動性和主體性。

對於社會體制內個人主體性的關注，

不僅是林淑蓉教授的研究旨趣，也是她做

人做事的態度，這種處世態度超越身份與

階級的界線。我於清大人類所就讀碩士

班、博士班期間，作為林淑蓉教授的指導

學生，深深感懷林老師的用心、包容與關

愛。林淑蓉老師不是個會去「管」學生的

老師，她不會以權力位階者的角色身份去

要求學生接受或配合，但她會注意到每個

學生的個別狀態與處境，主動詢問並施以

援手，或是提供工作機會施以經濟援助，

或是針對個別學生的需求，為其量身打造

一對一的教學課程。在林淑蓉老師離開人

世之後，在我腦海中，林老師的身容影姿

較之生前更加鮮活了起來，對她的感謝與

緬懷之情也愈來愈深，哀傷持續堆疊、淡

化而後再堆疊。時至今日，我仍然不時在

想一個人死掉了，肉身灰飛煙滅了，到底

是什麼意思，我想我可能大概或許懂得

了。

清大人類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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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熱心及溫柔，卻也發現原來你也有

許多無奈及疲憊。你雖然總是嘻嘻哈哈，

但是你比任何人都認真，都用心處理跟所

有的關係，你很溫柔、不希望傷害任何人

的感覺，但是卻總是讓自己受傷。你記憶

力好，記得所有人的喜惡，卻不記得自己

身體及心理的極限。你的認真、溫柔及善

良，甚至到了令人生氣的地步。很多時候

聽完你所遇的各種怪人怪事，我們都會

氣你、甚至罵你，告訴你要照顧自己、不

要老做好人、不要壓抑自己的感覺、要發

洩出來，生氣的時候不要因為擔心傷害別

人感覺而玩笑帶過，要好好生氣。但說這

些也許顯示我們真不是你的好朋友，我們

欠你一個道歉，不應該老是因這些生你的

氣，因為這不就是伯楨嗎？若不是這樣，

又怎麼會是伯楨，這個令人生氣又喜歡的

伯楨。

你的生命是如此的清晰濃郁，兩倍、

三倍於我們熟稔的真實；黝黑的皮膚和滿

腮的鬍渣，讓你的笑容比別人更寬闊，也

讓你的玩笑超級無俚頭。你在臉書上的照

片，一張張都如此逼真，清楚到可以聽到

笑聲。這一切讓你的逝去顯得格外的不可

思議，讓人無法想像、更難以接受。你低

頭滑著平板電腦，盯著銀幕頑皮傻笑的樣

子， 一直是我們系務會議時還存在的智慧

生命跡象；你穿著短褲勾著拖鞋的走過走

廊樣子，常讓人想到南加州海灘那群拒絕

年齡的衝浪客。很少人能像你這樣鮮明的

活著。你這一生活得出色，精彩。你年輕

的行動力已經是一個傳奇！

你留給我們的生命記憶，也將會穿越

時空，繼續充滿我們心中。當老師重要的

不是你教了什麼，而是你做了什麼。十年

後，學生不會記得你上課的內容，但他們

會記得你為他們做過的事。伯楨，你做了

那麼多，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後，他們還是

都會記得你！

現在讓我們在這裡為你祝福：祝你在

天家無憂無慮，天天與小黑、小胖快樂的

奔跑。未來，我們將會在那個沒有煩憂的

國度，與你再度重逢。                        

也
許你和我們部份的人來自不同的世

代！往往在系上看到你和學生在各種

網路與PTT上打成一片，讓人覺得不可思

議；再加上你不停對我們炫耀你的公仔，

電玩與動漫，不禁讓人認為你是一個長不

大的Peter Pan。你對學生的慷慨與理解，教

學上的認真與執著，讓人對你另眼相看。

在系上考古學教授人手不足的時候，你任

勞任怨，把自己當成是藍領的消防隊員，

到處救災解圍，總是開很多門課，而且好

像什麼都教，在人類系開統計課，與地理

系老師合開GIS。系裡的演講更是不分文

化考古，通通都到。從來讓人搞不清楚你

為什麼有這麼多時間，也納悶你為何如此

體力過人。每年大學部的新生宿營，就靠

你代表其他同仁們，在那裡照料打點，安

撫人心。目睹到了你個性中溫和卻又堅定

的一面，開玩笑揶揄之際，也對你敬佩不

已。

1998年的夏天，你剛好從美國回台灣

放暑假，到考古館看老同事，就被大家拜

託修電腦，於是那個午後你就一邊修電腦

邊和大家聊天，說著在美國求學的趣事，

邊說邊笑，自己說的笑話笑得比聽眾還大

聲。然後出現一股怪味，接著白煙從電腦

主機緩緩升起，辦公室頓時煙霧繚繞，所

有的人都嚇到，你更是被嚇得比所有人都

誠懇，一直喊著：完蛋了！完蛋了！竟然

把電腦修壞了。那時你緊張的神情其實比

你那下午說的所有笑話都好笑。

你對同事的慷慨與關懷令人懷念。

2006年，那時系裡有「師生海外田野研究

補助」，不過必須多人才能成行。那時，

大部分文化的老師與同學對於「到大陸做

田野」都是興趣缺缺。到中國大陸開創文

化田野的團隊到處號召，卻引不起任何人

的興趣。你看到無人問津的團隊，就悠悠

的說：「我跟著去好了！」、「中國鄉村

也不錯阿，去看看也好。」，你使得這趟

中國之行成真！而且，在你加入後，學生

也自然就來了。因為你的慷慨，對同事的

關懷，使得我們的學術研究有了一個新的

開始。

你一如大家所言，會特別照顧學弟

妹與學生，常常會在寒暑假出現在研究生

室，關心大家進度，也會到田野探望，聽

說有人要出國念書，更是會自告奮勇地幫

忙看計畫書、給一堆建議、還拜託美國同

學幫忙修英文，讓人真正認識到大家口中

的那個超級熱心的陳伯楨。雖然你其實不

在台灣，但是總有辦法收集到各式各樣關

於台灣的八卦，所以常常被笑是會走動的

八卦機，雖然如此被消遣，也不以為意。

長久的相處讓我們看到你令人熟悉的

永遠的伯楨

｜林瑋嬪˙林開世˙江芝華｜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紀念五位人類學家

朱芳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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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請問你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人類學？有

做過比較深入的學習嗎？

我其實沒有認真唸過人類學的書，我對

人類學的接觸是始於我交通大學唸土木

系時期遇到的一位老師，他就是人類學

家：陳其南。跟他學習，他教了很多關

於社區的研究，我也去讀他的著作，像

是關於漢人親屬等的課題。所以我雖然

沒有專業系統的訓練，但如果有這樣一

個人帶我進去、開啟這個門，那就是陳

其南老師。他打開這個們的方式並不

是他叫我去讀什麼書，而是就直接跟著

他一起學習、一起工作、跟他一起跑台

灣的田野。我記得我大四那一年碰上了

九二一地震，我們就一起晚上坐著夜車

下到南投的災區，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體

驗。這是一個滿特別的人生際遇，也因

為這樣才去台大城鄉所。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專訪世界設計之都執行長吳漢中

｜宋世祥｜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  博士後研究員、匹茲堡大學文化人類學  博士

台北市將於2016年舉辦「世界設計之都」，要讓台灣的設計與全世界接軌。而這次活動的執行

長吳漢中（以下簡稱漢中）其實和人類學有很深的淵源，在他於2010年所出版的《美學CEO》

一書中，以及在很多公開的演講中，也都鼓勵當代設計師或是企業經營要向人類學取經。這次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很榮幸能訪問到漢中，一起聽聽他怎麼分享如何應用人類學於設計與商

業領域。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吳漢中於台灣文學館演講介紹世界設計之都理念

Q  你曾經和人類學家陳其南老師工作過，

可否分享一些工作經驗？

從1998年到出國前，都是跟著陳老師

在做事，前後有六七年的時間。我個人

覺得老師是非常嚴厲的，意思是他在專

業上很嚴厲，但因為是共事，所以他行

為上的要求也很嚴厲。你會發現他是一

位希望你在學識上有突破的人，在行為

舉止上也希望你比同輩的人更為細膩。

那時候在國藝會、在行政院擔任他的助

理，最後我就說「我這輩子不會再和這

個人共事！」這是我那時很大的感想，

他實在是有夠機車的老闆。

但當你的生命過了那一段之後，這位有

夠機車的老闆卻變成你在專業上自我

期許，在知識的融會貫通上很重要的

樞紐。工作上他真的是一位很嚴謹的老

闆，個性也很直。但你回頭來看，會覺

得說，其實是還蠻高興說有一個人在專

業上，可以在 hard skill 與 soft skill 上這

麼地要求你。

Q  您在台大城鄉所時做的研究是什麼呢？

我去台大城鄉所的時候，已經是台灣社

會運動比較落寞消極的階段了，而且進

入到另一個轉型，那時候有點其實找不

到一個很棒社會實踐的場域。那時陳其

南老師剛好去做文化創意產業，所以我

那時候除了學業之外，研究所也在國藝

會上班。所以論文就往哪個方面去做。

我的老師是夏鑄九老師，我們一起做過

了很多參與式的設計。後來去了美國

才知道，原來我們做的社區建築的參與

式設計，換一個脈絡來看，就是IDEO在

談的market research，這都是希望people 

involved，接著people inside，然後在產品

裡面反映客戶的需求。我後來領會到這

兩個背後哲學是通的。

Q  您後來到美國杜克大學唸MBA，請問這

一階段對於人類學又有什麼新的認識？

那時候去Duke做了一個很大的轉變，要

從一個很草根的、很參與的、穿拖鞋就

可以去上課的文化，變成是一個要很社

會化、要穿business casual，這中間有一

種很大的衝突。但我覺得就是在這種專

業上、文化上有很大的衝突的時候，更

容易看清楚一個人的專業的價值跟位置

是什麼？

所以那時真正覺得人類學對於廣義的文

創產業或是設計有很大幫助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我在台灣做文創產業的時

候，反而是我到美國，我在上market 

research、marketing strategies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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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原來市場、行銷、或是consumer 

behaviors很多的理論都是借用自心理

學、人類學而來。

後來我看到國際的公司或是IDEO所做的

專案，發現心理學家或是人類學家，他

們在所謂的管理專業裡面扮演了很重要

而且是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台灣我們卻

沒有辦法發現這個角色的價值。但沒想

到在新的管理專業裡面，人類學的位置

是被翻轉的，它從最後面變成最重要

的，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衝擊。

Q  你後來以美國留學時所搜集的資料寫了

《美學CEO》一書，書中你強調了「設

計」在現在與未來的重要性，那「文

化」在這當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這本書的緣起是和我的指導教授的合

作。那時她和我說：「漢中，我要重新

設計我行銷策略的課程。」她覺得設計

與創新這一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想

要把設計的思考，帶入到行銷策略的課

程裡面。因為這樣的因緣際會，所以就

說「我們來做個徹底的研究吧！」我們

那時把哈佛商學院的個案、《哈佛商業

評論》與最高位階的管理期刊中所有與

設計與創新當中的個案都抓出來，從像

是海一樣的資料中去整理出「設計如何

和管理結合？」、「設計在管理的角色

是什麼？」。

我們整理出設計在組織的角色是要做

「文化的改變」，但是在行銷中設計是

處理消費者行為或是新產品開發的前

提。所以，我們就把細部通通理清楚，

從組織、策略、行銷，甚至是財務，設

計的位置會是什麼？都做一個很系統的

整理，就變成了《美學CEO》這本書。

Q  你曾經為了亞洲開發銀行到中國做世界

文化遺產基金會的工作，可否分享一些

當中的經驗呢？

這其實是一個實習的經驗。那時候亞

洲開發銀行一個職缺說他們需要有兩

種專業，一種專業是有要了解建築與

公共政策，做過政府的事情，也要有

business background。所以我就對這個工

作很好奇，這個工作的職稱是遺產經理

（Heritage manager），這個工作是一個

跟遺產有關的專案，看起來是滿有趣

的。他們想要嘗試透過一個新的方式來

解決遺產保存的問題。那時的基地是在

中國的山西平遙，是一個世界文化遺產

的古城，裡面有很多明清時代留下來的

壁畫，與唐朝留下來的建築結構。可是

他們面臨一個問題，也就是他們沒有錢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去修繕。所以我們就再找一個課題，跟

當地的古蹟專家，去找到需要被保存的

目標，像是壁畫與遺產。然後透過亞洲

開發設計一個機制貸款，先給他們一筆

錢，讓他們先去做古蹟的修繕，然後再

提一個營運計劃，比方說門票的機制，

或是比較永續的開發方式，讓這個貸款

可以被還清。那時，我跟幾個國際的非

營利組織，當地官員、還有幾位世界銀

行的朋友一起來做這件事情，目標是想

要用一種新的財務手段，來解決古蹟保

存的問題。

那時最屌的是說，我去是睡在炕上，工

作環境真的深入山西，我覺得那是一個

很棒的經驗。但這個計畫沒有具體的成

果。因為後來這個計畫碰上了亞洲全面

的金融危機，他們要決定要不要丟到理

事會去投票，理事會如果反對的話，這

事情就不會通過。所以整個金融危機

讓整個氛圍如此。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課

題，像是世界銀行或是亞洲開發銀行的

優先項目是扶貧，但當你的項目不是扶

貧時，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是不可能被

實現的，這是最大的遺憾。

Q  您從美國回來之後，也擔任商管顧問的

工作。能否舉出一些例子關於你如何運

用人類學式的方法在商管的顧問工作之

上呢？

我跟薰衣草森林王村煌執行長是很好的

朋友，我去客座當創新長。我們很瘋狂

地把一個公司的組織部門切割出一塊做

創新實驗室，在公司裡面找到我們覺得

是「創新傳教士」的人，就開始了這件

事情。

在創新實驗室裡，我們就開始透過把

Design Thinking、人類學方法帶入到組

織管理方法之中，讓每一個年度可以由

員工可以向上提案。這個組織是由CEO

的意志由上而下貫穿下去的組織變革，

但這個組織的改變並不是要貫徹執行長

的意志，而是要讓創新能從底層向上發

展。所以，我們在這過程中，教他們如

何由下而上提出創新的想法，可以變成

真正的實踐（practice）。

最有趣的是某個深夜和書本的對話。有

一次深夜的時候，我在想「創新實驗

室」要怎麼執行？看到書架上一排的

書，有很多管理的、創新的，也有人類

學家的書，像是群學的《歡迎光臨人類

學》，我突然發覺「不對，做這件事

情，我不應該翻管理學的書。」因為管

理學的書我大部分都知道了，我應該

從頭回去翻文化人類學的書，去看人

吳漢中於台灣文學館演講介紹世界設計之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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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最基本的概念。那時就翻到「物

質文化」，這跟產品發展有關。後來又

翻到文化人類學的書，裡面講到社群

的「語言」、「認同」、「信仰」、

「組織」、「家庭」等。這就跟創新有

關，因為創新是要教一群人「共同的語

言」，要讓他們能夠建構出對於美學、

設計與創新的「信仰」。這建構的過程

裡面，不只是管理的方法，你還要透過

「儀式化」的過程，讓他們有機會「歃

血為盟」來形成一個團隊的認同，這個

創新就會成功。

Q  在設計與管理中強調「創新」的重要

性，人類學和創新之間有什麼可能的關

聯性？

在講創新不外乎有幾個層面，第一個層

面是商品與服務，第二個層次是過程，

講組織文化與管理流程的創新，第三個

層次是cultural change與mindset的改變。

所以，如果人類學可以作為一個產品與

服務，或是產品與經驗設計（experience 

design）的創新方法，這時候就會變得

很有價值。你可以想像，在所有的管理

者，所有的行銷者（marketer），他們

是沒有在現場的，他們就是關在自己

的報告室裡跟廣告公司想出一個模型而

已。

所以，人類學家如何貢獻在產品與體面

的創新？他們有了解customer insight最

好的方法，他們是真正接觸到客戶，真

正深入到體驗。講到後來會發現，「物

質文化研究」去發現產品背後的時代意

義，就可以是現在最好的新產品開發的

吳漢中於台南古根文化旅店演講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專業。這個還不夠，服務流程與創新流

程的改變最難的就是就是跟「山頭」們

的溝通互動，我要如何解決這個部門間

的山頭？所以我覺得，可以帶著一位人

類學家進入到企業裡面去做田野，去了

解他們商業過程（business process）的

問題，以及一起思考如何透過組織的改

變得到創新，這反而不是商管，而是人

類學給我的啟發。

Q  在世界設計之都(WDC)上，人類學家可

以做什麼？

WDC是一個以「設計」為名，但你要做

的事情是「開放設計」。如何開放？

就像是design thinking的哲學，讓使用者

被納入設計的過程裡，WDC也是同樣的

道理，要讓市民共同創造（cocreate）、

共同設計（codesign）這個城市。這個

參與不只是由下而上的參與，很重要

的是要如何做到開放「設計」這個專

業，讓不同的領域的人可以進得來。台

灣在這專業上需要思考如何讓人類學

家、社會工作者、年輕的社會企業家

進來，要為他們開放設計。那反過來，

人類學家也應該要開放人類學（open 

anthropology），要來思考如何和設計結

合，來創造真正的改變。

過去談社會設計，從人類學與社會學來

看，社會學界對這比較少有機會參與

與發聲的機會，那在WDC未來系列活動

可不可以有社會學家與設計師的對談，

當然前任局長就是社會學家，他就扮演

了這個角色。那未來可不可持續有社

會學家跟設計的對話產生，有人類學

家跟設計對話的產生，讓有些事情可

以被發生，就是改變很重要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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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博物館  博物館˙社區
以「走過風華－中興紙廠暨大二結手抄紙展」為例

｜林筱筑｜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碩士

社 區 博 物 館

站在兩者之中，重新思考書寫問題

在討論「社區博物館」時，許多研

究者容易站在博物館學的角度進行研究，

所以容易落入傳統博物館學的框架中。然

而，在觀看社區博物館，尤其是由社區自

發成立的博物館，必須拿掉舊有的博物館

思維，不能以傳統博物館的尺標去衡量。

社區博物館中的博物館，並不是主體，社

區博物館的主體是「社區」，博物館其

實只是社區用來進行社區營造的工具，所

以在其分析研究上，絕不能站在博物館觀

點，而是要完全反過來，站在社區觀點分

析才具有意義，社區是主角，博物館只是

社區營造推動的工具或場域之一，博物館

研究者到了社區博物館，不需要換腦袋，

但絕對需要換角度來觀看與研究。博物館

專業對於社區博物館的介入，在於怎麼利

用博物館專業，促使社區達到目的，如何

利用博物館技術，讓社區在工作執行上更

為細緻，而不是把傳統博物館學的觀念強

加在社區博物館身上。

社區需要的不是一座「真正的」博

物館，而是利用博物館特性與專業，達到

社區記憶、傳承、聯絡情感、社區工作推

動、社區公民論壇等目的。

「走過風華－中興紙廠暨大二結手抄

紙展」策略
　

博物館為社區營造的工具，這論述在

台灣已算是老生常談，但到底如何落實？

有何對策？本文將介紹「走過風華常設

展」，討論博物館技術與博物館學概念如

何成為社區的實踐工具。

102年底開展的「走過風華」常設

展，位於宜蘭縣五結鄉的「大二結紙文化

館」，其前身為「大二結玩紙工坊」，建

館最初的目的在於延續紙與社區的記憶。

社區內的中興紙廠建於日治時期，國民

政府來台後，轉為國營事業，曾經為東南

亞最大的造紙工廠，紙廠帶動了二結聚落

的形成，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成員於紙廠內

任職，紙廠附設的子弟學校、店家、宿舍

群、公共設施，緊密聯繫著社區居民的生

活與情感，但在國際市場競爭與環保議題

因素下，紙廠逐漸沒落，與社區的連結也

逐漸消逝，因此大二結社區於民國91年開

始，在社區營造的精神下，找回與「紙」

的關係，找回與紙的記憶。由於中興紙廠

的工業造紙技術社區無法掌握，因此轉

換方式，社區開始發展植物手抄紙工作

坊，其實社區真正想找回的不是與「紙」

之間的情感，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紙」只是其媒介。為了發展社區的手抄

紙工作，成立了「大二結玩紙工坊」，而

在去年民國102年度，社區重新思考玩紙

工坊的定位，回到建館之初的宗旨，玩

紙工坊是為了延續紙與社區的連結，而這

個「紙」指的為社區與中興紙廠的關係，

因此決定讓收集十多年的紙廠文物與資料

具象化與公開，也希望加強館舍在於社區

記憶與文史方面的工作，以文化館的方式

為往後的經營目標，而不只是以工作坊的

形式進行手抄紙的開發而已。此文化館在

一般營運上，全由志工所經營，館舍的租

金、水電等，皆由文化館志工自行承擔，

雖然館舍營運艱辛，但也由於沒有政府或

主管機關直接資金支持，所以文化館在於

館舍營運模式或地方知識書寫上，更有彈

性，沒有限制與框架。

102年度紙文化館申請了一筆文化部

地方文化館的補助經費，希望藉由展示製

作，達到找回紙廠記憶，找回紙廠與社區

的連結。與傳統博物館發展相反，一般博

物館是在有一定的典藏品與研究基礎下，

才發展出展示製作，而紙文化館雖然有部

分紙廠文物與老照片的收藏，但數量依舊

無法支撐起一個展示，而以往的研究內

容對於現今的展示設計與期待，也稍嫌不

足，因此文化館在展示的基礎上，進行了

文物與資料蒐集工作，與傳統博物館的發

展方向相反，不是在既有的藏品與研究上

發展，而是為了展示，而再去進行研究與

文物蒐集。而筆者身兼博物館專業與社區

居民雙重角色，進行展示規劃與帶領。

社區博物館的核心價值在於居民對

於博物館運作的自發性與主體性，在此基

礎下，希望能自行發展出社區所需要的展

示。101年度在同樣補助計畫下，進行了

二結穀倉的「米語特展」，當時筆者發

現在帶領社區居民從零到有的方式去發想

展示目標與內容，有其難度，因而於隔年

102年度決定展示內涵與方向，由核心小

組決定，而文化館志工大多從展示布置時

才進入策展團隊。與社區居民共同進行展

示策畫，目的不在於把大家都變成專業的

策展人，而是這些居民是否利用展示製作

的過程，更了解地方文化，是否加強了彼

此間的情感，是否提升了公民素養。

「走過風華」策展前，就文物與資

料不足部分，進行了文物蒐集行動與口述

史訪談。展品來源主要有四部分，第一部

分為社區原有典藏，第二部分由紙廠提

供，第三部分由紙廠眷屬與職員提供暫時

借展，第四部分為紙廠職員的捐贈。在紙

廠文物提供部分，我們透過擔任紙廠職員

（圖一）紙廠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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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區志工李宏毅先生，為我們與紙廠牽

線，讓我們能順利於紙廠內進行文物蒐

集，由於中興紙廠轉為民營後，民營化的

紙廠著重公司營運，而非紙廠文物與文化

的保存，因此在民營十多年後的現在，已

經沒有留下什麼物件，能變賣的舊機器早

已拆除轉售，書籍檔案文物大多也因為放

置不管，流散在紙廠各角落，不過還好由

於這位社區志工具有文化保存概念，在工

作之餘，獨自默默長年進行紙廠內文物蒐

集工作，蒐集來的文物堆放置某個紙廠閒

置空間內，為我們這次展示提供了許多寶

貴的展品；另外，社區志工也花了一天的

時間，於紙廠內進行「撿垃圾」的工作，

在已經荒廢的工廠內，找尋到了印有中興

紙廠標誌的滅火器、紙廠工作安全須知與

標語、散落在地上的製紙機器操作手冊

（圖二）紙廠冰店老闆與眷屬訪談

（圖三）紙廠交通車時刻表

等，這些對於紙廠來說，可能都是垃圾，

但對文化館而言，卻是寶物（見圖一）。

在紙廠園區內蒐集文物時，志工們看著許

多廢棄的廠舍，遙想紙廠過往的風光與自

身和紙廠的記憶，不勝唏噓。除了館舍原

有館藏與捐贈品外，紙廠與員工眷屬的文

物，皆為暫時借展，紙文化館與傳統博物

館概念不一樣，不致力於文物的蒐集與典

藏，而是希望館舍成為社區記憶與文化交

流的平台，「物」最後有沒有留下並不重

要，而是「人」有沒有連結起來。

「走過風華」與一般博物館展示策

畫的方式不同，社區博物館的規劃許多交

由策展公司所執行，由於策展公司與社區

的連結不深，容易製作出放諸四海皆可

的展示內容，而少了在地特色，更少了人

味。而這次展示，皆由社區居民所製作，

從展示規劃、資料紀錄、文物採集等，不

假他人，在這樣執行方式下，因為我們所

策的是「我們」社區的展示，因此就會站

在「我們」的觀點來詮釋，而不是從紙廠

觀點，因此在展示規劃中，除了介紹紙廠

的歷史與工廠區外，更有一區特別呈現了

紙廠與社區的關係，藉由職員與眷屬提供

的文物與故事，讓這個展示擁有了「人情

味」。在訪談部分，分為兩種模式，一種

是單獨對象的直接訪談（見圖二），較能

深入問題核心，而另一種焦點訪談能藉由

彼此的交談，產生更多故事，也能互相交

叉確定一些資訊，像是紙廠交通車時刻

表（見圖三），是在大家一同討論下完

成，另外訪談中，受訪人A在聽了受訪人

B的故事，自己也生出了類似故事，讓展

示內容更為豐富。在進行訪談中，筆者向

受訪人傳達了博物館借由「物」來說故事

的概念，希望他們除了故事的提供（見圖

四），也能對我們暫時借出相關文物，讓

展示更為立體。不過因為借展涉及到所有

權、安全等問題，因此文化館借展先以社

區組織中的成員為主（見圖五），儘量避

免可能在展示後續會發生的問題。目前鎮

館之寶為卓碧珠小姐所借展的蒸解爐模型

（見圖六），此模型接近百年歷史，當初

在民營化過程中，差點被當成破銅爛鐵給

（圖四）故事箱上放置各借展人的小故事 （圖五）紙廠員工眷屬兼大二結文教促進會理事林誠賢

先生的文物展出

社 區 博 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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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這些在傳統博物館思維中，對於文

物都具有潛在危險，違背博物館原則，不

過這是社區博物館，在文物沒有強烈危險

下，文物的再利用或展區內活動的執行，

其實讓文化館更充滿人味，社區博物館就

應該是活生生的，物件本來就是拿來被使

用，被使用的物件才真正具有意義。

紙文化館想藉由展示找回社區居民的

連結，「紙」或者對中興紙廠的記憶，只

是媒介，而真正要找回的也不是當時候的

居民連結，而是在此，創造出新的社區關

係，提升居民對於社區的關注。還有別忘

了，社區博物館的主體是社區，博物館只

是工具與場域！

出售，還好卓小姐自掏腰包，購買下如此

珍貴的文物。

社區博物館是有機的，是活的。不像

一般博物館展示，開展後，展示就凝結在

某個時空當中。在開展當天，其中一位志

工看了展示後，很高興的跟我說起了他先

生在紙廠工作的故事；也在當天，一位紙

廠退休的潘主任在看展後，決定捐贈他造

紙相關的書籍。不管在故事還是文物上，

因為這個展示的落成，又長出了更多內

容，社區博物館帶動的就是大家對社區文

化與記憶的在意與關心，在潛移默化中，

改變了大家思維。

而在社區博物館中，物是活的。通

常站在博物館專業角度，對於文物的保存

有著較強烈堅持，其實許多社區文物就

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物件，沒有那麼脆

弱，就時間上，離我們很近，社區博物館

無法做到一般博物館的典藏標準，其實也

不需要做到那麼徹底，以一般社區博物館

可以負荷的人力與經費進行保存就可。在

社區博物館中，容易發生與傳統博物館概

念相違背的行為，像是社區堅持使用紙廠

已經不再生產的煙捲紙製作成開幕剪綵的

彩球（見圖七），又像是在展場內模擬紙

廠冰店的賣冰行為（見圖八），又或者把

紙廠上下班的鐘拿來進行實際敲打（見圖 （圖九）開幕的敲鐘儀式

（圖六）近百歲的蒸解爐模型，由卓碧珠小姐借展

社 區 博 物 館

（圖七）使用菸捲紙製作開展彩球

（圖八）開幕當天，冰店老闆女兒模擬賣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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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畫

我們視社區博物館為有機體，已開幕

的展示不會是計畫的結束，而是開端。在

這次展示製作中，我們發現紙廠文物無一

套具體完善的保存機制，因而促成了103

年度「紙廠文物整飭計畫」；另外，也發

現紙廠舊有的生活圈與人脈網路，因紙廠

民營化與宿舍的拆除，而逐漸崩離，因此

希望未來能在地方文化館的使命上，為這

段社區歷史與脈絡留下紀錄。

紙文化館希望此展覽能持續發揮作

用，作為社區居民聯絡情感與記錄社區故

事的地方，我們希望文化館載體能像滾雪

球般，不管情感還是故事，都能越滾越

大，成為社區文化基地。                     

與族群文化交織的生命故事

2001年創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臺灣國

際民族誌影展，2015年進入第八屆，

已累積了不少屬於它自己的生命故事。在

「生命的風景」主題下，今年影展凸顯傳

記民族誌（ethnobiography）影片。開創這

個片類的阿根廷導演Jorge Prelorán已於2009

年辭世，我們將他列為本屆主題導演之

一，也是影展第一次以南美洲出身的導演

作為主題導演。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發行

Jorge Prelorán影片的美國「紀錄片教育資源

機構」（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

的執行長（Executive Director）也是人類

學者Alice Apley來臺介紹Jorge Prelorán攝製

的以阿根廷安地斯高原（Andean plateau of 

Argentina）的木刻家和畫家Hermogenes Cayo

為主角的經典影片「映像者」（"The Image 

Man" 1970），以及Jorge Prelorán和他的人

類學家妻子Mabel Prelorán合力攝製的以厄

瓜多原住民女子Zulay為主角的「面向21世

紀的朱蕾」（"Zulay, Facing the 21st Century" 

1989）。另一位主題導演是臺灣的湯湘

竹。影展介紹他攝製的兩部與臺灣原住民

相關的影片：以雅美／達悟族男子馬目諾

為主角的「海有多深」（1999），和以

1930年慘烈的「霧社事件」後存活的賽德

克族後裔為主要拍攝對象的「餘生─賽德

克‧巴萊」（2012）。

與劇情片掛勾成為本屆影展的一

個特色。兩位主題導演都有攝製劇情片

的經驗。湯湘竹導演同時是知名的劇情

片錄音師，「餘生─賽德克‧巴萊」是

他參與拍攝的劇情片「賽德克‧巴萊」

（在臺灣創下8.8億票房）的姊妹片。兩

位主題導演的紀錄片都流露劇情片的風

格。另外，韓國導演朴贊京（Park Chan-

Kyong）拍攝的敘述韓國國寶級巫師金艮

花（Kim Keum-hwa）一生的影片「萬神」

（"MANSHIN"），在韓國是以劇情片在商

業戲院上映的劇情紀錄（docudrama）。

除了有Kim Keum-hwa本人在影片中現身，

還有劇情片演員金賽綸（Kim Sae-ron）柳

賢靜、文素利等飾演不同生命階段的Kim 

Keum-hwa。朴贊京導演會來臺親自介紹這

部影片。

一如以往，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給

予臺灣原住民導演特別的聚焦。閉幕片之

一的「那一片無垠的湛藍海洋」是阿美族

的喇外˙達賴的作品，以他長年在漁船

工作的父親為探索重心，體會原住民在海

洋和在大社會中生存的處境。留著太魯閣

族和漢人混合血液的年輕導演蘇弘恩則以

「靈山」一片嶄露頭角。鏡頭隨著在山上

狩獵的外公移動，對臺灣原住民的歷史和

身份有許多反思。這次影展入選的臺灣影

｜胡台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所長、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主席

      學 術 動 態

（圖十）紙廠潘主任、冰店女兒卓碧珠小姐與員工眷屬

邱素霞小姐，三人老鄰居相見歡

（圖十一）紙文化館部分策展志

工，大家藉由文化館，產生了社區居

民的新連結

社 區 博 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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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和解的可能；ErissKhajira於東非自身

的成長地大垃圾場拍攝的「垃圾堆中的夢

想」（Dusty Bin Dreams）；NantenainaLova

在非洲東南印度洋中自己的家鄉馬達加

斯加島拍攝了「馬拉加西人的玩意兒」

（AdyGasy: The Malagasy Way），幽默地展

現馬拉加西人獨特的技藝。

亞洲方面今年入選的影片特別多，

成為影展的一大特色。中國有3部影片

入選：資深紀錄片導演季丹在西藏拍攝

的「貢布的幸福生活」（Gongpo"s Happy 

Life）已是中國紀錄片中的經典作品；近

年在國際紀錄片影展中屢獲大獎的顧桃導

演繼2013年的「敖魯古雅˙敖魯古雅」

(Aoluguya˙Aoluguya)，又有一部以內蒙

鄂倫春族狩獵生活急遽變遷為題材的新

作「烏魯布鐵」（Lost Mountain）入選；

人類學者吳喬在雲南花腰傣族社區拍攝

的「難產的社頭：一個花腰傣社區的信

仰與文化變遷」(Stillbirth of The Commune-

Head: The Social Change on Beliefs in a Floral-

belt Dai Community)，在堅實的田野基礎上

生動地展現文化變遷中的困境。東北亞、

東亞方面有Lauren Knapp在外蒙古拍攝的

「烏蘭巴托的搖滾現場」(Live From UB)，

透過搖滾樂創作尋找文化認同；韓國導演

Park Chan-kyong拍攝的巫師傳記片「萬神」

(MANSHIN)；Ian Thomas Ashg攝製的以一位

日本癌末婦女為主角的「-1287」。

東南亞方面有5部影片入選：人類學

者Robert Lemelson拍攝的描述峇里島一夫

多妻家庭的影片「苦澀的蜂蜜」（Bitter 

Honey）；Ascan Breuer以印尼選舉為題材的

「紊亂雅加達」（Jakarta Disorder）;Raphael 

Barth拍攝印度洋中Nicobars群島年輕人海

嘯後所面對的處境的影片「海嘯餘生」

（"Aftermath - The Second Flood"）；義大利

導演Leonardo Cinieri Lombroso攝製的關於東

南亞影片特色的「破曉之聲」（ "Southeast 

Asian Cinema When the Rooster Crows"）；緬

甸導演Soe Moe Aung描繪緬甸一位才藝雙

全者的影片「無所不能」（"A Man for All 

Seasons"）。

南亞方面有2部印度片入選：印度導

演DakxinkumarBajrange攝製的「山達拉娜的

變遷」（"Sundarana"），呈現留居村落年輕

人找新娘的艱辛；Elayne McCabe攝製了透

過喀什米爾藝術家的創作對政治和社會現

狀提供反思的影片「喀什米爾的藝術家」

（"Kasheer"）。中亞方面有1部影片入選：

Christophe Rolin和 Marc Recchia導演的影片

「吉爾吉斯夜未眠」（"Sleepless Djigit"）。

還有一部Ryan White拍攝的跨地域、具

比較視野的影片「香蕉世界」（"Mondo 

片還有一部以布農族孩童教育為題材的影

片「古諾楓之歌」（萬蓓琪、王盈舜）；

兩部與客家族群相關的傳記民族誌影片：

描繪著名小說家鍾肇政的「鍾肇政」（鍾

順隆），和著名攝影家鄧南光的「南光的

眼睛」（曹文傑）；一部紀錄閩南族群漁

村廟宇祭典活動的影片「魯笠」（陳武

男）。這6部臺灣導演拍攝的影片再加上

湯湘竹攝製的2部影片，展現了個人的生

命在臺灣不同族群文化中的面貌。

在臺東大學任教的蔡政良老師和導

演擔任最近三屆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

策展人。面對今年徵選時湧入的700多部

影片，他請工作人員動員了許多審片者，

而他本人則是看片最多的人。他再將審慎

評選出的35部影片分成七個單元（除了

兩位主題導演各佔一個單元，入選的「生

命的風景」主題類影片按地域區分為「臺

灣」、「亞洲」、「世界」三個單元；入

選的不限主題的「新視界」影片分為「變

與不變」、「抵抗與和解」兩個單元），

邀請專家撰寫導讀。我看完收在這本影展

特刊中的七個單元介紹文字後，非常感

動。不同的撰文者將每個單元的影片作了

精闢的歸類、解說和分析，讓看片者更容

易進入這些影片的裡層，獲得「民族誌影

片」對議題的思考觀點與分析視角。

本屆影展入選影片涵蓋了以亞洲、

非洲、美洲為題材的影片，地域分佈相當

廣。美洲方面有4部影片：除了前述由主

題導演Jorge Prelorán在南美洲阿根廷攝製的

「映像者」（"The Image Man"）和在厄瓜

多攝製的「面向21世紀的朱蕾」（"Zulay, 

Facing the 21st Century"），另有Adam 

Isenberg在中美洲尼加拉瓜拍攝的關於聾

啞人學習手語的故事「無語的生活」（A 

Life Without Words）；還有Linda Ainouche

在北美洲牙買加拍攝的「雷鬼頭的故事」

（Dreadlocks Story）。

非 洲 方 面 破 記 錄 地 有 6 部 影 片 入

選：John Slattery在西北非摩洛哥拍攝的

「卡薩布蘭加我的愛」（Casablanca Mon 

Amour）；Jessica Vale在西非賴比瑞亞首

都拍攝的女孩被強暴引起併發症的故事

「那脆弱的生命」（Small Small Thing: The 

Olivia Zinnah Story）；Iara Lee於非洲西北

部西撒哈拉拍攝的「那些在西薩哈拉等

待的日子」（Life is Waiting: Referendum 

and Resistance in Western Sahara），敘述行

動主義者以非暴力歌唱等方式對抗摩洛

哥當局的軍隊統治，並要求自由公投；

Angelos Rallis 和 Hans Ulrich在中非洲盧安

達攝製的「愛恨交織之地」（A Place for 

Everyone），探討大屠殺二十年後當地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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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原運‧性別‧族裔：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

作者：楊翠、徐國明、李淑君

出版日期：2015/08/01

出版社：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內容簡介：

本書講述一群臺灣原住民族女性如何以雙腳走進部落，將靈魂植入原鄉，進行社會實踐與

自我實踐。這是一帙女性生命史，同時也是一部豐富的原鄉生活敘事。當中，訪談、匯聚

的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世代跨幅不小，實踐路徑也很多元，從部落草根組織、族群

正名運動、部落自主性抗爭行動、部落營造到青年培力，本書試圖提出「後原運時期」來

統括這些社會運動，確實掌握原運/後原運的差異性與關聯性，開展出新的觀察視角與思

考面向。         摘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Banana"）。

西亞（中東）方面有兩部精彩的影

片：法國籍的以色列女導演Tamara Erde拍

攝的「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

觀察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教育體制中的歷史

教學。這部影片對臺灣今年爆發的中學課

本歷史課綱爭議應有所啟發。另一部以色

列導演David Ofek攝製的「在信仰與愛情之

間」（"In Between"），講述家庭中夫妻如何

在信仰歧異的狀況下尋求融合之道，是今

年影展兩部閉幕片之一。感謝「法國在臺

協會」（French Office in Taipei）和「駐臺

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ISECO）的贊

助，讓這兩部片的導演能夠來臺與觀眾交

流。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現象是本屆入

選影片的導演以美國籍佔最多數（約10

位），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因此第一次

爭取到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pei）的贊助，促成拍攝第一部作品

「卡薩布蘭加我的愛」（Casablanca Mon 

Amour）就獲得許多好評的美國導演John 

Slattery來臺。當然，我們要感謝文化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臺北市文化基

金會等單位的經費支持，讓這個苦心、用

心經營的影展得以持續下去；也使得與族

群文化交織的生命故事能不斷地流傳。  

影展時間：2015年10月2日（五）～10月6日（二）

放映地點：臺北真善美劇院（02）2331-2270

	 		（臺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16號7樓）

官方網站：www.tieff.sinica.edu.tw

售票資訊	：兩廳院售票網www.artstick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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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資訊

《日常生活中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

作者群：黃應貴主編

丁仁傑、呂玫鍰、齊偉先、林瑋嬪、楊弘任、陳怡君、鄭瑋寧

出版日期：2015/09/14

出版社：群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

人類社會中個人的自我認同，是透過人與人之間密切的互動而建立。但是現代社會的發展

加速了生活的步調，快速流動的日常生活無形中產生個人內在的矛盾，並造成片段化的人

際關係與心理的焦慮不安。

為了重建人際關係、找到自我的認同與救贖，陸續出現了各種既無教主與教義、更欠缺正

式儀式與組織之新形式的世俗性宗教。而此時宗教的主要關懷，轉向個人如何在社會中找

到定位的問題，並為其日常生活提供意義的框架。

本書將由實際的個案研究，說明個人如何透過當代的宗教實踐建立人際關係，同時找到自

身存在的意義。個人化的宗教實踐豐富多樣，包括與神直接溝通而超越中介的層面，或是

在既有宗教儀式中的某些活動，也可以是創新性的附屬活動，更可以是個人在傳統儀式、

教義、與實踐的創新。這些滿足個體自我存在的認定都存在當代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個

人的救贖之道。        摘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臺灣民族誌影像協會提供

人類學視界十八期.indd   46-47 15/9/23   上午11:34



48
      學 術 動 態

從族裔文化產業到尋找一條另類之

路：烏來老屋手工小作坊的經驗

講者：蔡侑霖 先生（交通大學人文社會

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時間：2015年10月14日（三）

 12:00pm~1:30pm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第一會議室

詳細資訊：http://goo.gl/3kB7SV

樸埔風情－躍動的先民身影特展

時間：2015年3月24日～2015年11月1日

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

 本館一樓101、102展室

詳細資訊：http://goo.gl/DUfsXS

活動資訊

《芭樂人類學》

作者群：

郭佩宜、林秀幸、羅素玫、彭仁郁、方怡潔、邱韻芳、

宋世祥、潘美玲、陳伯楨、陳玉苹、徐雨村、何撒娜、

趙恩潔、呂心純、劉正元、胡正恆、林子晴、林浩立、

趙綺芳、莊雅仲、容邵武、呂欣怡、鄭瑋寧、江芝華、

李宜澤、蔡晏霖

出版日期：2015/10

出版社：左岸文化出版社

內容簡介：

本書節選自「芭樂人類學」（guava anthropology）部落格，重新改寫編輯。「芭樂人類

學」創立於2009年11月，從人類學觀點探索日常生活、文化況味、社會張力、與世界百

態，開創了台灣學術共筆部落格的書寫風潮。本書出版希望能將人類學引介給更多大眾，

讓人類學更貼近台灣社會。           圖／文  郭佩宜提供

第四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

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5年11月20、21日（五、六）

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北棟3樓第一會議室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

一顆球和兩顆球：排球運動在南投

布農族長老教會間的傳播與轉型

講者：Jérôme Soldani (吳傑弘) 博士（法

國艾克斯馬賽大學人類學博士、中央研究

院台灣史所博士後研究）

時間：2015年10月13日（二）

 11:00-13:00

地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817室

詳細資訊：http://goo.gl/lvN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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