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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原住民人口數

截自106年中旬，本縣原住民人口數（92,483）
占全國原住民族總人口數(556,022)的16%，是
全國原住民人口分佈最多的縣市。

全縣十三鄉鎮市均為原住民地區，現住原住民
人口占本縣總人口比為28%(92,483/329,976)，
約四分之一多。



本縣原住民族群分布

本縣境內的原住民族群及其所佔人口比例為：

1. 阿美族 57.0%

2. 太魯閣族 23.9%（2004年正名成為第12族）

3. 布農族 8.7%

4. 賽德克族 0.9% （2008年正名成為第14族）

5. 噶瑪蘭族 0.7% （2002年正名成為第11族）

6. 撒奇萊雅族 0.6% （2007 年正名成為第13族）

本縣境外移入的原住民族群中，以泰雅族的人口較
多，約有二千七百人，其次是排灣族。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3316833944/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3316833944/



MARAE & KAKITA’AN



人類起源

神降生為人(阿美族)

神造、石生、木生人(太魯閣族、賽德克族、鄒族)

葫蘆生人、蟲生人、糞生人(布農族)

石生人、竹生人(雅美族,卑南族)

蛇生人、石生人,太陽卵生人…(排灣族,魯凱族)



CHIEF SEATTLE 西雅圖宣言

這塊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對我族人而言都是神聖的。

其中每一根閃亮的松針、每一道海灘、每一遭森林裡的

薄霧、每一片草地與每一隻嗡嗡作響的昆蟲，所有的這

些生物，一枝草一點露，在我族人記憶與經驗裡都是最

聖潔珍貴之物。我們可以感受樹液在樹幹裡的流動，就

像我們感覺血液在血管內的運行。我們是這個大地的一

部分，而大地也是我們的一部分。香花是我們的姊妹，

熊 、 鹿 與 巨 鷹 則 是 我 們 的 兄 弟 。 （ Joseph

Campbell1996：44~45）（浦忠成簡報）



亞榮隆.撒可努 《山與父親》

祖父也這樣說過：「如果每天都上山打獵，公的

動物和母的動物不是就沒有時間談情做愛生小孩

了嗎?撤可努你看，從過去到現在有原住民的地方，

都是綠油油的…山地人不用種樹，樹自己會長在我

們旁邊…我們的樹很有生命和力量，會長得很高、

很大。」祖父、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深深地感到

原住民和大自然生命一體相息的關係。



《大武山的吶喊》

我不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
─ 胡德夫除夕告白書

這條淚之溪___太麻里溪的兩岸是我幼時放牛的江
山，是東排灣的采地之一。排灣族人、家人、牛，
是我那時的所有；這些加上族語、歌舞、傳說、
祭典，是我的老師。從大武山一直沿著太麻里溪
兩岸的這塊土地是我的學校。



群體的力量

家族

群體定位

親屬關係

部落社區

幫助人的能力

相互依賴

對等互惠

人際關係

社會關係

親情和互助

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質(一)



自我認同 政治關係

文化認同

部族身份

權利運動

主權

政治活動

部族從屬關係

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質(二)



族群的聲音 環境

語言

傳說故事

土地

自然管理

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質(三)

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實驗學校

 部落大學

 尊重

 樂觀

 慷慨

族群的價值



我們是… 對下ㄧ個世代

傳統

適應變化

幽默

克服創傷

返回傳統領域

育兒習俗

兒童觀

母親的角色

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質(四)



靈的重要性

靈性

夢境

部族間的慶祝活動

傳統醫療

儀式

與萬物平等的地位

原住民部落文化的特質(五)



互相文化

• 實踐共享（互助育兒）和生活（為家庭準備食物）。

• 實踐關懷他人（協助購物、取得木頭、取得水源、
跟隨長輩提供公共服務、提供運輸、為其他人提供
勞務和托兒）。

• 參與生命週期事件（分娩、命名、第一次笑、青春
期儀式，生病康復、婚禮以及喪禮儀式）；照顧家
庭子女。

• 參與“傳統生活方式”（使用族語、著裝傳統服裝、
傳唱歌謠）。

• 參與工藝製作（編織、雕刻、繪圖和製作首飾與陶
器）。



團體歸屬感

• 在團體的身分狀態（原住民族，部落，氏族，階
層）。

• 具有部落身分或以非正式和正式的機制被登記為原
住民族身分(血統證明)。

• 與家族聯繫的狀態或具有完整的家族史。

• 與家族共同居住在一起，歸屬於一個正在運作的團
體（如部落或其他），或是在一個部落組織裡工作。

• 參加部落青年組織。

• 參加部落儀式，被認為是部落儀式中的一份子。

• 屬於原住民族組織的領袖或成員。



精神信仰體系和實踐
• 懂得傳統的原住民族歌謠和舞蹈。

• 跟隨耆老學習並實踐傳統信仰（語言、歌曲、傳統事
務）。

• 禱告和唱詩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並參加宗教或其他
傳統信仰。

• 具有傳統醫療的知識與能力。

• 經常說部落的故事、使用傳統樂器、跳舞及吟唱傳統
歌謠。

• 會說自己的母語(族語)。

• 參與部落的各種儀式。



阿美族原本就有運作很好的
自主傳承體制

• 年齡階層組織

• 青年會所

• 母系傳承

• 神話、傳說故事
（思維、價值、禁
忌、規範）傳承獨
特的世界觀與價值
觀

照片來源：花蓮縣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O `ADIPER NO NIYARO’ KO KAPAH (SERAL)

青年是部落的圍牆

照片來源：花蓮縣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



PACELOL

阿美族在生活中經常實作「尊敬長輩」與「愛護
晚輩」的美德，例如在Komolis和Mikilac to sisi時，
低階層會將最大隻的魚跟大塊的肉分給最年長的，
依階往下越來越少，但是長輩會將所獲得的魚肉
再分給以下的青年，愛護、提攜年輕一代，這種
阿美族倫理觀的實踐稱為Pacelol。



PA'EDAP

對於平時無人照料的獨居老人，由於無力耕種農地
或是農地太寬，部落年齡階層的Mama no kapah

（青年階層的領導層），會安排階層青年協助代耕，
這種代為耕種的倫理，稱為pa‘edap。部落年齡階
層組織有責任跟義務照顧部落所有的長者，避免這
些沒有人照顧的長者，因無法耕種而斷炊，也是一
種傳統的照護系統。



MIKADAFO的價值

傳統阿美族社會肯定男性進入女方家成婚，會這麼問
即將Mikadafo的青年說：mikadafo kako sa kiso, 

pakapisaparod kako sa kiso haw?（你說要進到女方
家，你有把握建立美滿的家庭嗎？）

有時faki勉勵說：kao cidal ko tangal, o kakarayan ko

falohang, o riyar ko tiyad iso a mikadafo。（你進入到
女方家，必須以太陽為頭，以天空為胸膛，以海洋為
肚子），意即要頂天立地、寬宏大量，有如英雄腹內
能撐船，讓你原來的家光耀門楣』。





同化教育

1937-1945年，日本帝國推動
語言和教育的改革，實施皇
民化運動，藉由義務教育培
養皇民素質，提高殖民的人
民對日本天皇的忠誠。（Tai

1999 ：517）

日據時期的國語家庭政策不
是強制性的，是一種獲得特
權向上流動的取徑。（Chou

1991：78）



1904年日本人
在達邦成立了第一間蕃童教育所



同化教育
1956-1987年，國民政
府為強化中國認同，實
施獨尊國語（華語）的
教育政策，在學校只能
說國語，若使用母語則
受到處罰。

學校的單一語言政策間
接影響到家庭語言的使
用，成功地讓華語普遍
化。



莫那能（排灣族詩人）《燃燒》

我努力尋找，體內血液的源頭。

有人說我來自馬來西亞群島，中國西南的邊境……

父母卻傳說道：

我們是太陽的孩子，百步蛇的蛋，大地孕育的種族……

終於得不到確切的答案。

但追溯卻使我肯定，了解美麗島真正的主人，

以及一頁一頁殘破的歷史。

最早是閩南人渡海移民，

佔據了肥沃的平原，砍伐樹林墾良田，

逼使祖先退居山麓。

西班牙、荷蘭人，

猛銳的槍炮也跟著登陸。



《燃燒》

你說，你是我的兒女，

應該感到幸福。

然而從來，

長江黃河的乳汁未曾撫育我；

長城的胳臂未曾庇護我，

喜馬拉雅山的高傲也未曾除去我的自卑。

那豐富的文字未曾撫慰、紓解我幾百年來創傷……



你的「學校」創造了我不認識的孩子

是什麼樣的學習環境，讓一個原本族語流利的阿美族孩

子，在進入小學之後刻意隱藏自己的族語能力？

Mama：『我的孫子，他沒有不會的阿美族語，直到了

學校之後，我用阿美族語跟孫子說話，他回我：阿公什

麼什麼 你講什麼這樣，完全不會講阿美族語了，連一句

一字都不會講，只會講漢語，他到底把他過去流利的阿

美族放哪去了？現在只會回答我「阿公！你什麼什麼什

麼」，事情已經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了。』



利格拉樂·阿烏《紅嘴巴的VUVU 》

VuVu A-gan 第一次做了外祖母，但是她的喜悅卻
被哭啼啼的女兒給打斷，原來外省籍的女婿日夜等
待，期盼是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壯丁，好為他傳宗接
代；結果 Mulidan生的是一個體質衰弱的小女兒，
VuVuA-gan 第一次感到和這個來自不同族群背景
的人之間，產生約有一條大河那麼寬的觀念差異，
「為什麼一定要男孩呢?」部落中一向以生長女為
榮的觀念，受到了強烈的撞擊，這個問號就像要她
在一千顆檳榔中找出哪一顆比較好吃一般困難。
（浦忠成簡報）



夏曼‧藍波安《航海家的臉》

「書」到底有什麼好唸的，不會造船，不會捕魚，
不會觀察洋流潮水，不會記憶夜間月亮名稱及象徵
意義，不會開墾種植水芋等等，有什麼用處啊？孩
子。…父親說，他的書就是每一波的浪頭。……身為
原住民，自己研究探索自己的母體文化，一種奇怪
的疏離感常常湧上心海，眼前所見的一切彷彿一切
不再「正常」、「自然」。（浦忠成簡報）



西方中心主義下的原住民族

• Vaughan認為殖民地非洲的「生命權力（bio-

power）」歷史和歐洲描述完全不同。根本的不
同是，非洲人總被設想為殖民地人民的集體成員，
而非「部落」或文化群體的集體成員。例如，精
神錯亂在非洲的發病率，「族群」是次要的分類
別，殖民地人民的歸因超越、壓倒一切差異，指
向皮膚的顏色（Vaughan, 1991）。

• 以歐洲傳統文化看非洲等同是疾病、死亡和無法
控制的性。



• 有一個環境對人來說是安全的，在那裡沒有
人對他們的身份、他們是誰和他們的需求造
成威脅、挑戰或否認。它是關於共享尊敬，
共享意義，共享知識和經驗，相互有尊嚴地
一起學習與真實傾聽。

• 文化安全涵蓋整個家庭及部落背景的居民，
這系統是由社會慣俗、態度、信仰以及最好
的的做事方式所構成。（Hui Waimanawa, 

1988）

文化安全的定義（一）



文化安全的定義（二）

健康照護（教育、司法等）的專業人員，必須
在一個文化相對的民族價值體系內被教育； 換
句話說，這些工作者必須學習理解部落的文化、
歷史、態度和生活經驗，並且重視差異。 （Hui

Waimanawa, 1988）



文化安全的實踐

• 文化意識：是認識差異的一個開端，認識自己的
文化，並欣賞不同文化的差異。

• 文化敏感性：重視差異的存在，並實踐文化差異
主流化。

• 文化安全：是健康、教育、司法等人員教育的一
個結果，讓接受服務的人感到安全的服務。



實現文化安全的步驟

文化意識

Cultural awareness 

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e

文化安全

Cultural 

safety

（Diana De, Jim Richardson, 2008) 



提供原住民服務的視角應該是?

• 反省過往關於原住民的相關資訊都偏向負面的角
度。

• 從原住民族的正面形象來重建關係(人與人、社
會、自然、祖靈)。

• 不同部落/族群之間的地理與文化差異納入考量，
並善用不同的文化特色，建立服務的策略。



總統道歉文-與原住民族和解

總統誠懇地請大家保持希望，過去的錯誤絕對不
會重複，這個國家，有朝一日，真正走向和解。

今天只是一個開始，會不會和解的責任，不在原
住民族以及平埔族群身上，而在政府身上。我知
道，光是口頭的道歉是不夠的，為原住民族所做
的一切，將是這個國家是否真正能夠和解的關鍵。

總統正式宣布，總統府將設置「原住民族歷史正
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我會以國家元首的身分，
親自擔任召集人，與各族代表共同追求歷史正義，
也會對等地協商這個國家往後的政策方向。



原轉會的任務

釐清歷史真相

促進社會溝通

提出政策建議



1人

2人

召集人 1人

顧 問 4人

副研究員1人

專任人力2人

召集人 1人

副研究員1人

專任人力3人

召集人 1人

副研究員1人

專任人力1人

召集人 1人

副研究員1人

專任人力1人

召集人 1人

顧 問 4人

副研究員 (待聘)

專任人力 2人

共同專任人力1人

土地 文化 語言 歷史 和解

委員會議
召集人1人、副召集人2人

委員29人（總統、機關代表2人、族群代表19人、學者專家7人）

執行秘書
副執行秘書

主題小組

組織架構

幕僚單位



土地小組

召集人

蔡志偉

Awi Mona

文化小組

召集人

林志興

Agilasay

Pakawyan

語言小組

召集人

童春發

Masegeseg Z. 

Gadu

歷史小組

召集人

林素珍

Wusai Lafin

和解小組

召集人

謝若蘭

Bavaragh

Dagalomai



土地小組
工作子題

文化小組
工作子題

語言小組
工作子題

歷史小組
工作子題

和解小組
工作子題

一、釐清過往國家

政權肇致原住民族

土地流失與權利剝

奪過程的不同歷史

階段與真相。

二、釐清原住民族

各族之土地內容、

流失經過、遭奪取

手段、社會背景及

法律慣俗。

三、從司法案件歸

納傳統領域與現行

法制衝突，並提出

原住民族土地法制、

其他機關之法制及

政策建議。

一、原住民族遭受

國家教育強制同化

的歷史真相。

二、各族命名文化

的不當限制及流失。

三、檢視與台灣原

住民族相關文化資

產治理政策。

四、彙整已試辦自

然資源共管之各族

經驗。

五、都會區狩獵與

採集調查工作。

一、釐清日治時期

與戰後不當限制族

語使用的歷史真相，

並彙整原住民族語

言流失的歷史及影

響。

二、釐清原住民族

語言文字化的演進

歷程，並盤點各族

語言復振及發展成

果。

三、原住民族語言

發展推動工作的檢

驗及建議。

一、檢視各階段國

民教育課綱歷史觀

點及分析國高中課

本。

二、鄭氏時期與荷

蘭時期的聚落比較。

三、盤點各時期原

住民族歷史圖像。

四、重新論述原住

民族空間記憶及歷

史碑文。

五、編寫台灣原住

民族歷史通論專書

及清領及日治時期

土地流失歷史專書。

六、提出紀念、推

廣原住民族多元觀

點歷史記憶的活動

規劃與建議。

一、蒐集台灣原住民族各

族關於和解習慣與規範。

二、提出透過宣傳、對話

促進和解的活動規劃建議。

三、蒐集或翻譯加拿大、

紐西蘭、智利等國與原住

民族和解的重要文書。

四、彙整台灣原住民族與

政府或不同族群間和解的

案例。

五、加拿大、紐西蘭、智

利等三國與原住民族的和

解經驗分享交流建議。

六、釐清台灣原住民族和

解文化與國家賠償法制之

規定。

七、提出以原住民族自治

做為和解基礎的政策規劃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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