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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及其文化：採蜜 vs 養蜂 

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係以「民族及其文化」為核心的學科，但是偏重卻有

不同，有的偏向民族，有的偏向文化。偏向文化的研究，往往抉取一個文化特質

（親屬、儀式、…..）從眾多民族裡各取相關部分，再做比較研究。彷彿到個個蜂巢

裡去採蜂蜜，再用採來的蜂蜜去提煉學問，建構學科。 
 

各自獨立運作的眾民族（ethnos, les ethnies, ethnics, tribes），從面對強國擴張

發展到納入國家內的大社會整合的過程裡，無可避免面臨全民族的社會與文化的

調適，自然浮現出「民族發展」的議題。順著前舉採蜜的比喻，現在面對的民族

發展的思考便是「如何養蜂」的問題。 
 
二、學術界 vs 行政體系 

台灣政府的民族事務機構，除了舊體制的蒙藏委員會及新體制的原住民族委

員會之外，另外也設置客家委員會。客家委員會極力推動客家學術，目前已有兩

所大學設置客家學院，一所成立籌備處，另外有幾個客家研究中心，客家學展現

出一派朝氣蓬勃新氣象。同時間在中國為了海外華人的統戰，也掀起一股客家研

究的浪潮，形成競爭的情勢。台灣客家學界目前努力思考而普遍討論的一個課題

是「客家學是否應該脫離政治？應該用什麼樣的途徑來脫離？」在不久前（2 月

25 日，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的一個討論會，我表示這樣的看法： 
 

如果說受到客家委員會支持而發展的客家學是「太政治化」，那麼受到教育部或國家

科學發展委員會的支持而發展的客家學也脫離不了「太政治化」的嫌疑。任何一門學

問的發展都得挹注相當的經費，提供財力的單位自然有他自己的政策，一定會影響一

門學科發展的方向。只要研究的過程與結果，是循著學科本身的理論與方法在運作，

而不是強制導出財力單位事前所企圖的答案，這樣的「政治化」是正常而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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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沒有預設個人或財力單位的主觀企圖，所以也不會「太政治化」。 
 
從台灣原住民族的研究史來看，這門學科也始終是在二十世紀初葉依靠最高行政

機構台灣總督府的支撐，才得以滋長茂盛，奠定學科規模。 
 

可是，民族在涉及國家或大社會的民族事務，從來是行政體系在處理，學術

界的專業知識視情況而異，多多少少受到諮詢，但是學者究竟不是行政官員，視

角與關懷也大異其趣。因此常常出現學術與行政脫鉤的現象，學術界有脫離現

實、躲避政治的傾向，行政體系方面在失去學術的奧援，也常難免於消極應付、

消耗預算的弊病。 
 
戰後一直到八 O 年代解嚴，台灣政治的主流是國家整合，講究的是如何讓

山地平地化，提高「山地同胞」的生活水準，同時世界上流行的是現代化理論，

因此對於原住民族及其文化採行同化政策，是勢之所趨、內外皆同，因此也沒有

明顯的反對意見。同化政策的意義是：原住民的「民族」終將同化於平地人，原

住民的「文化」則必然消失。民族學界或文化人類學界所能做的事，便是在原住

民傳統社會文化尚未消失之前加緊努力、取樣研究，也就是趁蜂巢尚存，努力採

蜜。 
 

三、原住民運動帶動原住民主體性的自覺 

 

八 O 年代解嚴（1987）前後的台灣社會，各種聲音都出寵，原住民雖然居

於弱勢，但也不缺席地勇敢出聲，從此開啟原住民運動。原住民運動（1983-1996）

總共有 14 年活躍期。開始的 1983 年是台大原住民學生刊物『高山青』創刊，點

燃運動的聖火，隔年 1984 原權會成立，運動正式展開。式微定在 1996 年，因為

1994 年的第三次修憲，「原住民」一詞已經入憲，1996 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也

已經成立，原權會頓時喪失有力的訴求點，更重要的是前後任會長也正是在

1995-96 年均被判刑而坐牢，原權會持續到 1996 年第五屆以後便形同解散。 
 
原運的訴求與活動，在當時台灣運動的蓬勃高峰期，觸角極廣，但歸納起來

有三個主要的主題：正名、設置部會級原住民機構、還我土地。三個主題的性質，

依序排開是從名到實，最後的結果，依序排開也是從多到少。 
 
三個主題裡需要特別再加說明的是正名。正名包含兩層意義：一個是正泛原

住民族全體的名，不可以是「山地同胞」，不願意是「少數民族」或「先住民」，

強烈企望是「原住民」；另一個是正個人的名字，希望揚棄漢式的姓名，回復到

使用民族傳統的名字。第一個正名在原運中轟轟烈烈，旗幟飄揚，其實第二個正

名才是率先提出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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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正名是以「原住民」為名。這個正名，意義不僅在改正名稱，把「山

地同胞」更名為「原住民」，更重要的是「原住民」詞義之下所具有的權利意義，

據以作為原運之正當性的基礎，所以是原運的原點。其後又發現個人權與集體權

仍應加以區分，所以小心翼翼去分辨「原住民」跟「原住民族」。原權會，1984
年成立時的全名是「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用「原住民」，但在 1987 年改名

為「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改用「原住民族」。同樣的情況，「原民會」在 1996
年成立時的全名是「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也是用「原住民」，2002 年改名為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仍然改用「原住民族」。 
 

第二個正名是想用個人的民族傳統名字作為在戶籍機關登記的正式名稱。當

時的用詞是「還我姓氏」或「還我姓名」，這是深浸在平地人姓名觀念裡的無力

反對，或許沒有認清原住民傳統普遍使用的是非關姓氏的親子聯名制。當時各地

都有人在申報戶口時為嬰兒命名事情同戶政機關發生爭吵，事件雖小而頻繁，高

度的見報率，在社會上引起相當廣泛的討論，為原運的推動出過相當的力量。省

政府（1984 年）為因應原住民省議員「輔導山胞更正姓氏及建立族譜」的質詢，

用去數千萬元的經費大規模去做系譜。強烈爭取到 1995 年「姓名條例」也通過

修正案，原住民可以用民族名字登記，到 2001 年更修正到民族名字可以用羅馬

字拼音並列。可是到 2002 年 9 月，使用民族名字的人數只有 595 人，更有更改

為傳統名字後又申請回復原漢式姓名者達 32 人。這是追求民族本色爭取原住民

族主體性的失敗。作為原運最早的行動，竟然如此告終。原民會百事俱興，唯獨

對此事似乎毫無知覺，也令人詫異不止。 
 
如果我們把原運定位在民間團體以遊行方式進行由下而上的改革，則把第一

個主題的正名的成就歸給原運，原運當之無愧。至於第二個主題的設置部會級原

住民機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促成者，卻是國會殿堂立法院的幾位原住民立

法委員。對於原運成員來說，這是遙不可及的訴求。但是遊行拉台出來的氣勢，

對於原住民的各級民意代表（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省議員、縣議員）與各級行政官員，

其實都發揮相當大的鼓舞情緒的力量，有相當多的成就，其實是三方互相哄抬配

合所致。如果原運可以做這樣大的擴大界定，把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設立，認

定為「在原運的強力訴求之下，因緣際會、合眾連橫，原住民努力去爭取而得來」，

這是契合目前原住民界的一般認知。關於第三個主題的還我土地問題，牽涉過廣

過深，一時沒有具體的成效，不過卻成為日後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努力推動的項

目。 
 

四、政府對於原住民主體性的發揚 

 

整體來看，原運追求「原住民主體性」的觀念普遍獲得支持，不單在原住民，

就是在平地人，也得到熱烈的回應。平地人方面，消級的回應是有感於過去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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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對原住民的壓迫而愧疚，積極的回應是支持「原住民主體性」正可以印證和強

化「台灣主體性」。追求「台灣主體性」，從 1970 年代的黨外運動開始，一直是

台灣持續不斷的奮鬥，三十年來越炒越熱，形成一種時尚，也是一種思潮。 
 
這種時尚或思潮，對於教授的個人而言，反映在教學與著作，對於學生的個

人而言，反映在研究所的投考與學位論文題目的選擇，對於學校而言，反映在爭

取各種表現「台灣主體性」的學系與研究所（主要是碩士班）。當然，各級政府也

有反應，縣市政府編纂民族語言課本或鄉土教材，省政府（所屬省文獻委員會）編

纂台灣原住民史叢書（1994-2002），教育部成立原住民教育政策委員會（含前身 1988

迄今），配合學制教各種台灣語言的需求，編纂大規模的原住民語言課本

（2001-2005），獎勵原住民語言與文化的著作（1994-2004），發行原住民教育雜誌

（1996-2004）。至於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發揚「原住民主體性」正是業務重心、

職責所在。舉其大案：（1）完成原住民身分法的立法（2）完成 3 案的民族認定

（邵族 2001，噶瑪蘭族 2002，太魯閣族 2004），使台灣原住民族由 9 族增到 12 族，（3）

舉辦原住民「族語認證」考試（2001-2004，目前舉辦 4 次），（4）推動原住民重大歷

史事件研究（目前完成 10 件），（5）推動原住民傳統領域研究（這是回應還我土

地運動），（6）探索原住民醫療體系（7）建構原住民社會福利，制訂「原住民族

工作權保障法」（2001，施行細則 2002）（8）制訂「原住民族教育法」（1998，施行細

則 1999）（9）催生民族學院（2000 設在花蓮東華大學）（9）評估原住民各族成立自治

區的方式。 
 

五、政治大學的傳統：透過本民族的眼睛來看世界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的傳統是做北亞民族史研究，我們學習民族語言去接近少

數難得殘存的民族文獻，又埋首在敵對國充滿負面言詞與評價的堆積如山的漢文

書籍。為求真相，得先規定自己是北亞民族的辯護律師，努力訓練自己透過北亞

民族的眼睛來看世界，然後正反兩方斟酌，才能還原歷史。常年養成的治學態度

就是「透過本民族的眼睛來看世界」，於是深刻體會到民族本身的重要性遠超過

身外之物的民族文化。這種精神移到明治維新的文明開化的案例上，十分契合，

也更容易理解。這種訓練對於往後做原住民研究，幫助之大不可言喻。 
 
政治大學的原住民族語教文研究中心（ALCD）與民族學系是平行的兩個單

位，我們一個工作團隊同屬兩個單位，民族學系是本職，語教文中心是兼職。但

是兼職的語教文中心比專職的學系更能發揮團隊的研究工作。工作團隊從 1994
年起參加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大型原住民族史撰寫開始，即逐漸把大量精力投注在

原住民研究上。又從 1998 年起即跟兩部會（教育部與原民會）的重大案件緊密結合，

為 1 個原住民身分法做好立法的學術基礎研究，為民族認定做過 5 個研究案，為

民族認定法草案擬稿，為原住民的族語能力認證建立制度，為原住民各族編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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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課本，為 2 個重大歷史事件做研究，為原住民著作獎舉辦 11 屆（從成立迄今，

有時用政大民族學系名義，但幾乎是相同的工作人員）。與地方政府之間正在開拓，同苗

栗縣合辦一場賽夏學國際會議（2004），也同時出版一本賽夏族史的文獻。 
 

民族學系在發展原住民研究之初，我們便把招生制度設計到讓原住民學生挾

其對本民族語言與文化有深度掌握與認識的優勢，比較容易考上，當然課程的設

計與教學內容也相應調整，民族政策、民族理論、民族教育、民族史、語言學等

課程補入大量原住民族材料。原住民學生感受到所學正是其所要，既迎得上風

潮，足以誇耀同儕，又能切合原運圖強、民族求生所需的學問，因此頗獲好評，

再用小眾傳播途徑迅速流傳出去。在東華大學以「民族學院」號召「民族」學生

共擠一個「學院」之前，當時台灣的研究所也尚未大量廣設，本系的研究生（院

生）曾一度以 18 人擁有全國原住民研究生（院生）的三分之一，遙遙領先其他系

所，穩居第一位。系裡平地人研究生（院生）申報論文也以原住民議題居多數，

蔚為主流。本次受邀參加日台原住民研究學術會議，我們 5 篇論文便有 4 篇出自

原住民學生之手。 
 

六、本次會議論文呈現的風格 

 
除去石丸雅邦學科訓練有異不論，細看 5 篇論文，赫然發現都是原運之後新

趨勢下的產物，同時也是本中心數年來努力經營的議題。王雅萍提出「台灣原住

民族史研究的回顧」，這是本中心團隊最早努力的議題，同時民族學系在風潮之

下也調整課程，1995 規劃「台灣民族史」課程，王雅萍從 1998 年起擔任課程，

講課多年積有心得。其實政大民族學系學風係以民族史為基底，戰後以來一直以

中國少數民族史為研究重心，1990 年代展開原住民研究，即在碩士班開設「原

住民史」課程，這是王雅萍踏入原住民史領域的起點。余明德「布農族 Dahu Ali
發動大分事件說的解謎」也是屬於民族史的論文，不過成形的年代極近，是原民

會 2001 年起「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系列研究案的一案，「布農族大分事件」是

去年委託的研究案。陳俊男「奇萊族的民族認定」，這是以本族人關心本族事的

精神，從碩士班持續到博士班的研究議題，當然他的選題，受到原民會成立前噶

瑪蘭族民族認定運動的影響，在原民會成立後更受到 3 族正式得到認定的刺激。

他的碩士論文在奇萊族民族認定運動上也成為必讀文獻。陳誼誠「台灣原住民族

語的能力認證與振興」，是本中心舉辦第一屆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後申報的論文題

目下的產物。本中心有兩位助理在考試舉辦完畢之後，體認到籌備過程是無例可

循的艱鉅和參與設計的深刻感受，尤其感染到團隊努力去培養的信念『用族語認

證去推動民族運動為民族維續生機』，深感自己參與歷史的偉大一刻，都以這場

考試為題申報論文題目，第一位李台元偏向語言去分析，第二位陳誼誠偏向民族

去分析。這種題目的論文迄今已經舉辦四屆認證考試也仍然只有這兩本學位論

文，就像是台灣下午四點的麵包店出爐的麵包，又鮮又熱。黃鈴華「二月政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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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的成立」，是她討論原運的碩士論文裡最有震撼力的一章，寫出原民會成

立的一段不為人知的政治折衝的過程，也可以用來印證，原運如果只是走街頭再

發表聲明，力量其實是有限的。由於整本論文深入探討原運，在撰寫過程已經多

人私下打聽想一睹為快，誇張形容，可以說彷彿江湖各派人馬爭相搶奪一本月旦

武林人物的秘笈，也是有趣。參與其事最力的兩位原住民立法委員蔡中涵與瓦歷

斯貝林，原是政壇不倒長青樹，分別是蟬聯 5 屆和 4 屆的立法委員，去年 12 月

改選雙雙失利，出人意表。正在此時（3 月 1 日），行政院公布瓦歷斯貝林為原民

會第四任主任委員。讀本篇論文而憶往思今，不勝感慨。 
 

台灣最近幾年大學及系所增加極多，在學博碩士生最新統計有 14 萬，每年

產生 1 萬篇學位論文。同原住民相關的系所，新系所往往是建立台灣主體性思維

下的產物，舊系所一樣也極力做調整。這樣的系所，除去民族學及人類學以外，

遍及語言、文學、歷史、地理、教育、社會、政治、法律、媒體、衛生醫療、建

築、生態環保。 
 
以原運的刺激反思，續以原民會的主導，這是原住民族自己強調出來的主體

性。這條路線對於原住民族研究的內部已經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至於原住民研究

的外部環境，也相當看好。 
 
今年年初（1 月 8-9 日）台灣人文學門 18 系所召開一個整合的學術研討會，希

望整合出一個「台灣國學/台灣學/台灣研究」的學術團體，當然「台灣主體性」

是核心價值。所謂人文學門是以語言、文學、歷史、文化等四個領域為基礎的學

門。因為是以多元精神強調台灣特性，弱勢的客家與原住民族特別得到禮遇和重

視，新設的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得到注意，但是「研究民族及其文化」的民

族學及人類學的老牌系所，卻因為單位名稱沒有「語言、文學、歷史、文化」字

樣而招到忽略。大會立刻道歉並立即補救。舉此一例來看台灣整體學界，可以說

對於原住民研究或對於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在認識上是極其生疏的，但是大家

認為原住民族因為被重視而連帶特別去尊重其主體性，這是迅速增強的趨勢。 
 

七、從採蜜轉向養蜂：從 etic 轉向 emic  

 
以前我們對原住民族及其文化，採取外部觀察，仔細研究觀察，彷彿是觀察 

蜜蜂、探索蜂巢，然後攫取我們所要的蜂蜜回研究室去加工提煉，做出蜂蜜蛋糕 
或蜂蜜香皂，也就是寫成精緻的論文，提出精闢的理論。若用語言學的概念來說 
明，可以說對一種語言最精細的研究，就是 phonetic，它記音的精細，足以使該

語言的使用者舌頭打結，羞愧到難以啟口。可是這種精細的辨微，對該語言的使

用卻無辨義作用。相反的，phonemic 的記音，雖然解析度相對不高，卻是該語

言傳承最好的方式。因此對於「民族及其文化」的認識，所重不在形而在神，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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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不貴 etic 而貴 emic。換言之，我們的認知應該提升到從採蜜轉向養蜂。

我們研究民族及其文化，只要民族得到發展，從民族孕育而生的文化，一定更豐

腴甘甜，而取用不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