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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專訪：
宋惠如副教授談薪傳學者於研究之助益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在培育青年學者，希望透過業

務加強青年學者的研究動能、拓展學術網絡。宋惠如副教授任職於國立金門大學華語

文學系，於105年至106年間參與此業務，成果豐碩，特邀請宋副教授分享執行的心

得與收穫。

　　宋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經典文獻詮釋、經學思想研究等，目前聚焦在經學中的

「春秋學」，研究的範圍包含春秋學的傳統議題及現代議題。而在現代議題中，春秋

學亦涉及國際視野。宋副教授關注到春秋學有不同的國際視野，因此希望從日本漢學

的角度出發，觀察春秋學的傳播與詮釋。

　　薪傳學者林慶彰教授是臺灣學界日本漢學研究的開拓者，其研究整理出日本經學

中重要的研究書目，如《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日本儒學研究書目》等，是臺

灣學界中，日本漢學研究者奉為圭臬的參考書籍。

　　在一次研討會後，宋副教授請教林教授春秋學在日本漢學中的研究現況，林教授

提供相關書目給宋副教授，並認為此議題尚未有人進行深入研究，因此鼓勵宋副教授

可以以此作為切入點，開展研究議題。之後恰逢林教授退休，有較多餘裕，而宋副教

授也剛好得知其他青年學者有申請過此業務，因此希望利用此業務，與林教授面對面

探討研究議題，並向林教授學習研究國際漢學議題的經驗。宋副教授認為，前輩學者

不僅是在研究論著上具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視野及見解，對青年學者來說

更是取之不盡的寶藏。

　　而之前於研討會請益的經驗，也讓宋副教授深感對前輩學者的回饋是不成比例

的。所以此業務不僅提供了一個正式的名目，讓宋副教授可以師出有名的請教研究問

題，同時也讓前輩學者退休後，可以有相關的支持，並以此方式持續提攜後進。尤其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執行之後，宋副教授認為諮詢的互動模式，性質介於研討會的正式與私下會談的輕鬆

之間，對薪傳學者及青年學者來說，很適合用來討論研究議題。

　　薪傳學者在執行過程中，提供宋副教授許多協助。宋副教授為收集研究資料，本

來預定到日本無窮會文庫拜訪，但由於文庫恰好整修中，因此無法成行。後來經過林

教授的指點，改為到東京國會圖書館尋找資料，雖然搜尋後確實了解到此議題的前人

研究為數不多，但也更了解自己的研究立論基礎及方向。而在研究議題上，由於日本

漢學有其研究傳統，透過林教授的說明與叮囑，就可以在薪傳學者提點的脈絡下，很

快地掌握議題的切入點。

　　對宋副教授而言，此業務對其研究能量具有極大助益。薪傳學者能夠幫助青年學

者以較短的路徑及時間，掌握研究議題的治學傳統，切入後再進一步掌握研究方法，

從而更有餘裕進行研究的創新，或從不同角度去發揮不同的研究視野。而與薪傳學者

的近距離會談中，除了研究外，最大的收穫是可以更深切的了解到前輩學者在治學時

的熱忱。

　　透過薪傳學者分享以往研究過程中的困難及歷程，以及研究時觀察出的議題趨

勢，不僅為青年學者開闢不同的思考路徑，同時也提供另一種學習管道，讓青年學者

彷彿能置身於前輩學者曾經歷過的研究處境，並藉此審視自己的研究歷程。宋副教授

認為前輩學者的氣度，就猶如海納百川，藉由請益的方式，更能清楚感受到前輩學者

用生命歷程投入的研究，而這樣的治學熱忱，也確實的感染了後進的研究者，讓青年

學者在學術研究的路上，能於前輩學者的支持下持續前行。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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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在培育青年學者，希望透過業

務加強青年學者的研究動能、拓展學術網絡。宋惠如副教授任職於國立金門大學華語

文學系，於105年至106年間參與此業務，成果豐碩，特邀請宋副教授分享執行的心

得與收穫。

　　宋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經典文獻詮釋、經學思想研究等，目前聚焦在經學中的

「春秋學」，研究的範圍包含春秋學的傳統議題及現代議題。而在現代議題中，春秋

學亦涉及國際視野。宋副教授關注到春秋學有不同的國際視野，因此希望從日本漢學

的角度出發，觀察春秋學的傳播與詮釋。

　　薪傳學者林慶彰教授是臺灣學界日本漢學研究的開拓者，其研究整理出日本經學

中重要的研究書目，如《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日本儒學研究書目》等，是臺

灣學界中，日本漢學研究者奉為圭臬的參考書籍。

　　在一次研討會後，宋副教授請教林教授春秋學在日本漢學中的研究現況，林教授

提供相關書目給宋副教授，並認為此議題尚未有人進行深入研究，因此鼓勵宋副教授

可以以此作為切入點，開展研究議題。之後恰逢林教授退休，有較多餘裕，而宋副教

授也剛好得知其他青年學者有申請過此業務，因此希望利用此業務，與林教授面對面

探討研究議題，並向林教授學習研究國際漢學議題的經驗。宋副教授認為，前輩學者

不僅是在研究論著上具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視野及見解，對青年學者來說

更是取之不盡的寶藏。

　　而之前於研討會請益的經驗，也讓宋副教授深感對前輩學者的回饋是不成比例

的。所以此業務不僅提供了一個正式的名目，讓宋副教授可以師出有名的請教研究問

題，同時也讓前輩學者退休後，可以有相關的支持，並以此方式持續提攜後進。尤其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執行之後，宋副教授認為諮詢的互動模式，性質介於研討會的正式與私下會談的輕鬆

之間，對薪傳學者及青年學者來說，很適合用來討論研究議題。

　　薪傳學者在執行過程中，提供宋副教授許多協助。宋副教授為收集研究資料，本

來預定到日本無窮會文庫拜訪，但由於文庫恰好整修中，因此無法成行。後來經過林

教授的指點，改為到東京國會圖書館尋找資料，雖然搜尋後確實了解到此議題的前人

研究為數不多，但也更了解自己的研究立論基礎及方向。而在研究議題上，由於日本

漢學有其研究傳統，透過林教授的說明與叮囑，就可以在薪傳學者提點的脈絡下，很

快地掌握議題的切入點。

　　對宋副教授而言，此業務對其研究能量具有極大助益。薪傳學者能夠幫助青年學

者以較短的路徑及時間，掌握研究議題的治學傳統，切入後再進一步掌握研究方法，

從而更有餘裕進行研究的創新，或從不同角度去發揮不同的研究視野。而與薪傳學者

的近距離會談中，除了研究外，最大的收穫是可以更深切的了解到前輩學者在治學時

的熱忱。

　　透過薪傳學者分享以往研究過程中的困難及歷程，以及研究時觀察出的議題趨

勢，不僅為青年學者開闢不同的思考路徑，同時也提供另一種學習管道，讓青年學者

彷彿能置身於前輩學者曾經歷過的研究處境，並藉此審視自己的研究歷程。宋副教授

認為前輩學者的氣度，就猶如海納百川，藉由請益的方式，更能清楚感受到前輩學者

用生命歷程投入的研究，而這樣的治學熱忱，也確實的感染了後進的研究者，讓青年

學者在學術研究的路上，能於前輩學者的支持下持續前行。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8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77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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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班專訪：王增勇教授及陳正芬教授
談知識傳播與社群建立重要性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經典研讀班業務旨在藉由長期且固定的閱讀經典及交流，釐清研究理論脈絡，深

化研究能量。此次特別邀請2017年執行「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召集人中國文化大

學社會福利學系陳正芬教授，以及後續促成社群成果出版專書的研讀班成員國立政治

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王增勇教授，分享研讀班執行心得及後續研究成果集結的經驗。

經典研讀班組成與執行過程

　　此研讀班組成的契機來自於2012年12月舉辦的「女性主義學者的生命歷程與研

究路徑：與建制民族誌大師相遇」研討會，當時邀請提出建制民族誌研究方法的

Dorothy Smith教授，以及後續推廣此研究方法的Marie Campbell教授及Marjorie 

DeVault教授三位大師與會。透過這次會議，讓建制民族誌為臺灣學界所知，並引起

許多與會者的學習動機。

　　王教授在國外受到此研究方法的訓練，從返臺擔任教職開始，一直都在推廣建制

民族誌。他認為國外的研究理論進到臺灣，是需要循序漸進的理解、應用，並經過逐

漸消化、內化的過程，而這段過程不可能憑藉個人之力完成。

　　在最開始的推廣方式，主要是以舉辦研討會為主，讓有興趣的人可以有討論交流

的機會，但因為研討會畢竟是單次的活動，所以較無法深入理解並探討研究方法的內

涵。藉由2012年研討會的刺激，再加上注意到中心經典研讀班業務的執行方式，能

滿足討論的需求，因此促使有志深入了解此研究方法的成員們，向中心提出申請，組

成研讀社群。

　　第一年執行是採取成員輪流報告，每次研讀一個章節。成員在研讀過程是很開心

的，擔任教職後，很難再像研究生時期一樣純粹的閱讀與求知，但是透過團體的主動

學習及交流，可以使學者重新將眼光聚焦於知識本身。此外，運用建制民族誌來進行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研究的學科，很多是Applied Science的領域，例如社工、護理或教育等，對於社會

學研究者來說，入門門檻較高。但是藉由研讀班聚集不同領域的學者，對社會學研究

者而言，可以在研讀班中補充很多背景知識，跨越入門門檻，而對已經以應用為主的

學者來說，也可以藉由社會學的理論詮釋，找到理論與應用中間的連結。透過不同領

域知識及應用的交流，對於社群成員掌握研究知識有很大的助益。

　　陳教授以自身為例，原本陳教授主要受到量化研究的訓練。後來在資料分析上遇

到困難，所以接觸了王教授的質性研究課程及建制民族誌，因此而有加入研讀班的契

機。透過研讀班，除了加深本身社會學的基礎外，也藉由此研究方法及與其他領域成

員交流，看到社會結構對個人與社群的制約，以及了解不同角色之間無法意識到環境

對於本體所產生的作用性，這對陳教授的智慧政策分析研究帶來很大助益。

　　而於第二年執行時，則改變原本執行模式。除了固定經典書籍章節閱讀外，也讓

成員進行研究分享。因為第一年的執行，已經讓成員奠定對建制民族誌的基本認知，

所以在第二年時，研讀班的運作希望不僅是被動的閱讀，而能主動應用建制民族誌，

並增加本土研究案例分享。因此，成員也開始嘗試應用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撰寫

文章並投稿，但由於此研究方法尚未受到國內學界普遍接受，在投稿過程中難免會感

到挫折。不過參與成員在投稿遭遇問題時，能透過研讀班的交流，學習如何說明研究

方法的應用，以及從他人經驗中，了解其他學者是如何因應這樣的狀況，並掌握國內

期刊的投稿現狀，進而順利完成文章的發表。

　　經過第一年為成員奠定對建制民族誌知識的共識，以及第二年增加應用研究及本

土案例分享，讓研讀班成員具有共同的學習基礎，且成員有很多成功的發表，又都是

以臺灣本土案例來介紹建制民族誌，是很值得推廣的內容。因此，研讀班結束後，王

教授希望能將成果集結成冊並出版，持續推廣建制民族誌，遂向教育部申請出書計

畫，於2018年下半年開始編輯，經過2019年定稿、審查等流程，最後在2020年出版

《為何建制民族誌如此強大？：解碼日常生活的權力遊戲》一書。在定稿過程中，為

了更貼近一般社會大眾，參與寫作的文章作者，也調整文章內容，增加故事性。書中

收錄的內容，除了研讀班成員所作的文章外，也有成員與指導研究生合寫，或甚至是

當時與會的研究生所撰寫的文章，王教授在決定收錄的文章時，並非以學術階層來

看，而是以是否能掌握建制民族誌進行研究作為挑選依據，希望可以讓更多有興趣的

學者及研究生，能透過此書感受到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的魅力。

　　研讀班業務結束後，後續社群還有舉辦工作坊，於2019年邀請陳教授於一次英

國會議中認識的兩位加拿大學者來臺。從2012年時，對建制民族誌尚在摸索階段，

到2019年，因研讀班中累積許多臺灣案例，不僅與國外學者進行更深入的交流，並

有實際應用經驗可以進行對話。王教授與陳教授認為經典研讀班業務確實對推廣建制

民族誌起到很大的作用，提供有志於新研究方法的學者一個共享交流的平臺。之後社

群也預計陸續邀請使用此研究方法的不同領域的國外學者來臺進行交流，希望再深化

並推廣建制民族誌作為一種研究典範。

社群建立心得與重要性

　　對於經典研讀班業務，陳教授與王教授都抱持著肯定的態度。

　　目前學界學術社群組成方式，一是依原有學術網絡的人際關係，一是師生或同門

關係，但兩種組成比較偏向以人際關係為主。而經典研讀班則是以學術議題及學習意

向為主軸所建立的社群，是另一種知識傳播的路徑。經典研讀班的建立，除了閱讀經

典外，更重要的是社群成員的跨領域交流，以及參與者所構築的社群情感。

　　以最基礎的閱讀經典來說，讀書一直是研究路上必備的基本功，而組成社群一起

閱讀，不只是個人學習的提升，也包含討論的樂趣、聆聽不同的觀點，並且提供一個

學習架構，按部就班地前進。尤其成員中的新進學者，因為剛經歷過最嚴謹的研究階

段，對新文獻的掌握度，可能更明確，也更勇於創新，正是學習新知最重要的階段。

藉由研讀班固定聚會，專注於眼前文本，這樣的情感對現在的學界來說是重要的，也

正因為社群成員具有高度學習熱情，所以研讀班才能連續執行兩年，並且後續能有出

書的動力。

　　而透過知識為主軸的聚會，也能夠讓原本不在此學術脈絡下的學者，可以認識其

他領域的人，促成不同領域的互動。在研究上，雖然學門領域的議題不同，但不同領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域所看到的研究橫斷面或切點都是值得交流討論的。以陳教授來說，本身是國內訓練

出的博士生，因為受到建制民族誌的吸引，因此努力克服語言障礙及研究慣性，學習

並內化新的研究方法，且加上與其他領域學者的知識交流，進而將建制民族誌應用於

研究中，正是最好的範例。

　　此外，學術社群的建立亦是一大重點。對於參與研讀班的學者來說，能在學習尚

未被接受的新研究典範，或是遇到瓶頸時，得到社群力量的支持，不僅能成為學術研

究中前進的動力，也能藉由這股動力，在研究發表上有所突破，而青年學者也可以在

升等路上互相陪伴。且一群人的相聚，本身就能產生許多可能性，也許在剛閱讀完經

典時，未必能馬上有相應成果，但精讀細解的功夫以及眾人的切磋，經過時間的磨

練，終能為學界帶來更多的研究動能，是創造學術氛圍重要的原動力。研讀班業務恰

是提供學者認識、理解，並互相支持的重要場域。

　　王教授觀察到，臺灣高教的環境逐漸走入各自孤單追求成效的狀況，學界對於學

術的集體性跟肌理連結，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畢竟花時間建立關係，與其他學者、學

生討論研究的方式，並無助於個人學術成就的累積。但是研讀班所建立起的集體意

識，以及社群的陪伴支持，就長遠來看，讓團體中的每個人，不用獨自因面臨研究壓

力而影響身心健康，藉由研讀班聚會，獲得同儕支持，以及保持學習新知的動能，尤

其對新進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學術支持方式，也是維持學術體制健全的重要免疫

系統。如果臺灣的學界要有新的動力，應該要積極創造這樣的環境與機會，讓學者可

以共學並互相刺激彼此的研究。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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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people

　　經典研讀班業務旨在藉由長期且固定的閱讀經典及交流，釐清研究理論脈絡，深

化研究能量。此次特別邀請2017年執行「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召集人中國文化大

學社會福利學系陳正芬教授，以及後續促成社群成果出版專書的研讀班成員國立政治

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王增勇教授，分享研讀班執行心得及後續研究成果集結的經驗。

經典研讀班組成與執行過程

　　此研讀班組成的契機來自於2012年12月舉辦的「女性主義學者的生命歷程與研

究路徑：與建制民族誌大師相遇」研討會，當時邀請提出建制民族誌研究方法的

Dorothy Smith教授，以及後續推廣此研究方法的Marie Campbell教授及Marjorie 

DeVault教授三位大師與會。透過這次會議，讓建制民族誌為臺灣學界所知，並引起

許多與會者的學習動機。

　　王教授在國外受到此研究方法的訓練，從返臺擔任教職開始，一直都在推廣建制

民族誌。他認為國外的研究理論進到臺灣，是需要循序漸進的理解、應用，並經過逐

漸消化、內化的過程，而這段過程不可能憑藉個人之力完成。

　　在最開始的推廣方式，主要是以舉辦研討會為主，讓有興趣的人可以有討論交流

的機會，但因為研討會畢竟是單次的活動，所以較無法深入理解並探討研究方法的內

涵。藉由2012年研討會的刺激，再加上注意到中心經典研讀班業務的執行方式，能

滿足討論的需求，因此促使有志深入了解此研究方法的成員們，向中心提出申請，組

成研讀社群。

　　第一年執行是採取成員輪流報告，每次研讀一個章節。成員在研讀過程是很開心

的，擔任教職後，很難再像研究生時期一樣純粹的閱讀與求知，但是透過團體的主動

學習及交流，可以使學者重新將眼光聚焦於知識本身。此外，運用建制民族誌來進行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研究的學科，很多是Applied Science的領域，例如社工、護理或教育等，對於社會

學研究者來說，入門門檻較高。但是藉由研讀班聚集不同領域的學者，對社會學研究

者而言，可以在研讀班中補充很多背景知識，跨越入門門檻，而對已經以應用為主的

學者來說，也可以藉由社會學的理論詮釋，找到理論與應用中間的連結。透過不同領

域知識及應用的交流，對於社群成員掌握研究知識有很大的助益。

　　陳教授以自身為例，原本陳教授主要受到量化研究的訓練。後來在資料分析上遇

到困難，所以接觸了王教授的質性研究課程及建制民族誌，因此而有加入研讀班的契

機。透過研讀班，除了加深本身社會學的基礎外，也藉由此研究方法及與其他領域成

員交流，看到社會結構對個人與社群的制約，以及了解不同角色之間無法意識到環境

對於本體所產生的作用性，這對陳教授的智慧政策分析研究帶來很大助益。

　　而於第二年執行時，則改變原本執行模式。除了固定經典書籍章節閱讀外，也讓

成員進行研究分享。因為第一年的執行，已經讓成員奠定對建制民族誌的基本認知，

所以在第二年時，研讀班的運作希望不僅是被動的閱讀，而能主動應用建制民族誌，

並增加本土研究案例分享。因此，成員也開始嘗試應用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撰寫

文章並投稿，但由於此研究方法尚未受到國內學界普遍接受，在投稿過程中難免會感

到挫折。不過參與成員在投稿遭遇問題時，能透過研讀班的交流，學習如何說明研究

方法的應用，以及從他人經驗中，了解其他學者是如何因應這樣的狀況，並掌握國內

期刊的投稿現狀，進而順利完成文章的發表。

　　經過第一年為成員奠定對建制民族誌知識的共識，以及第二年增加應用研究及本

土案例分享，讓研讀班成員具有共同的學習基礎，且成員有很多成功的發表，又都是

以臺灣本土案例來介紹建制民族誌，是很值得推廣的內容。因此，研讀班結束後，王

教授希望能將成果集結成冊並出版，持續推廣建制民族誌，遂向教育部申請出書計

畫，於2018年下半年開始編輯，經過2019年定稿、審查等流程，最後在2020年出版

《為何建制民族誌如此強大？：解碼日常生活的權力遊戲》一書。在定稿過程中，為

了更貼近一般社會大眾，參與寫作的文章作者，也調整文章內容，增加故事性。書中

收錄的內容，除了研讀班成員所作的文章外，也有成員與指導研究生合寫，或甚至是

當時與會的研究生所撰寫的文章，王教授在決定收錄的文章時，並非以學術階層來

看，而是以是否能掌握建制民族誌進行研究作為挑選依據，希望可以讓更多有興趣的

學者及研究生，能透過此書感受到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的魅力。

　　研讀班業務結束後，後續社群還有舉辦工作坊，於2019年邀請陳教授於一次英

國會議中認識的兩位加拿大學者來臺。從2012年時，對建制民族誌尚在摸索階段，

到2019年，因研讀班中累積許多臺灣案例，不僅與國外學者進行更深入的交流，並

有實際應用經驗可以進行對話。王教授與陳教授認為經典研讀班業務確實對推廣建制

民族誌起到很大的作用，提供有志於新研究方法的學者一個共享交流的平臺。之後社

群也預計陸續邀請使用此研究方法的不同領域的國外學者來臺進行交流，希望再深化

並推廣建制民族誌作為一種研究典範。

社群建立心得與重要性

　　對於經典研讀班業務，陳教授與王教授都抱持著肯定的態度。

　　目前學界學術社群組成方式，一是依原有學術網絡的人際關係，一是師生或同門

關係，但兩種組成比較偏向以人際關係為主。而經典研讀班則是以學術議題及學習意

向為主軸所建立的社群，是另一種知識傳播的路徑。經典研讀班的建立，除了閱讀經

典外，更重要的是社群成員的跨領域交流，以及參與者所構築的社群情感。

　　以最基礎的閱讀經典來說，讀書一直是研究路上必備的基本功，而組成社群一起

閱讀，不只是個人學習的提升，也包含討論的樂趣、聆聽不同的觀點，並且提供一個

學習架構，按部就班地前進。尤其成員中的新進學者，因為剛經歷過最嚴謹的研究階

段，對新文獻的掌握度，可能更明確，也更勇於創新，正是學習新知最重要的階段。

藉由研讀班固定聚會，專注於眼前文本，這樣的情感對現在的學界來說是重要的，也

正因為社群成員具有高度學習熱情，所以研讀班才能連續執行兩年，並且後續能有出

書的動力。

　　而透過知識為主軸的聚會，也能夠讓原本不在此學術脈絡下的學者，可以認識其

他領域的人，促成不同領域的互動。在研究上，雖然學門領域的議題不同，但不同領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域所看到的研究橫斷面或切點都是值得交流討論的。以陳教授來說，本身是國內訓練

出的博士生，因為受到建制民族誌的吸引，因此努力克服語言障礙及研究慣性，學習

並內化新的研究方法，且加上與其他領域學者的知識交流，進而將建制民族誌應用於

研究中，正是最好的範例。

　　此外，學術社群的建立亦是一大重點。對於參與研讀班的學者來說，能在學習尚

未被接受的新研究典範，或是遇到瓶頸時，得到社群力量的支持，不僅能成為學術研

究中前進的動力，也能藉由這股動力，在研究發表上有所突破，而青年學者也可以在

升等路上互相陪伴。且一群人的相聚，本身就能產生許多可能性，也許在剛閱讀完經

典時，未必能馬上有相應成果，但精讀細解的功夫以及眾人的切磋，經過時間的磨

練，終能為學界帶來更多的研究動能，是創造學術氛圍重要的原動力。研讀班業務恰

是提供學者認識、理解，並互相支持的重要場域。

　　王教授觀察到，臺灣高教的環境逐漸走入各自孤單追求成效的狀況，學界對於學

術的集體性跟肌理連結，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畢竟花時間建立關係，與其他學者、學

生討論研究的方式，並無助於個人學術成就的累積。但是研讀班所建立起的集體意

識，以及社群的陪伴支持，就長遠來看，讓團體中的每個人，不用獨自因面臨研究壓

力而影響身心健康，藉由研讀班聚會，獲得同儕支持，以及保持學習新知的動能，尤

其對新進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學術支持方式，也是維持學術體制健全的重要免疫

系統。如果臺灣的學界要有新的動力，應該要積極創造這樣的環境與機會，讓學者可

以共學並互相刺激彼此的研究。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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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經典研讀班業務旨在藉由長期且固定的閱讀經典及交流，釐清研究理論脈絡，深

化研究能量。此次特別邀請2017年執行「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召集人中國文化大

學社會福利學系陳正芬教授，以及後續促成社群成果出版專書的研讀班成員國立政治

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王增勇教授，分享研讀班執行心得及後續研究成果集結的經驗。

經典研讀班組成與執行過程

　　此研讀班組成的契機來自於2012年12月舉辦的「女性主義學者的生命歷程與研

究路徑：與建制民族誌大師相遇」研討會，當時邀請提出建制民族誌研究方法的

Dorothy Smith教授，以及後續推廣此研究方法的Marie Campbell教授及Marjorie 

DeVault教授三位大師與會。透過這次會議，讓建制民族誌為臺灣學界所知，並引起

許多與會者的學習動機。

　　王教授在國外受到此研究方法的訓練，從返臺擔任教職開始，一直都在推廣建制

民族誌。他認為國外的研究理論進到臺灣，是需要循序漸進的理解、應用，並經過逐

漸消化、內化的過程，而這段過程不可能憑藉個人之力完成。

　　在最開始的推廣方式，主要是以舉辦研討會為主，讓有興趣的人可以有討論交流

的機會，但因為研討會畢竟是單次的活動，所以較無法深入理解並探討研究方法的內

涵。藉由2012年研討會的刺激，再加上注意到中心經典研讀班業務的執行方式，能

滿足討論的需求，因此促使有志深入了解此研究方法的成員們，向中心提出申請，組

成研讀社群。

　　第一年執行是採取成員輪流報告，每次研讀一個章節。成員在研讀過程是很開心

的，擔任教職後，很難再像研究生時期一樣純粹的閱讀與求知，但是透過團體的主動

學習及交流，可以使學者重新將眼光聚焦於知識本身。此外，運用建制民族誌來進行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研究的學科，很多是Applied Science的領域，例如社工、護理或教育等，對於社會

學研究者來說，入門門檻較高。但是藉由研讀班聚集不同領域的學者，對社會學研究

者而言，可以在研讀班中補充很多背景知識，跨越入門門檻，而對已經以應用為主的

學者來說，也可以藉由社會學的理論詮釋，找到理論與應用中間的連結。透過不同領

域知識及應用的交流，對於社群成員掌握研究知識有很大的助益。

　　陳教授以自身為例，原本陳教授主要受到量化研究的訓練。後來在資料分析上遇

到困難，所以接觸了王教授的質性研究課程及建制民族誌，因此而有加入研讀班的契

機。透過研讀班，除了加深本身社會學的基礎外，也藉由此研究方法及與其他領域成

員交流，看到社會結構對個人與社群的制約，以及了解不同角色之間無法意識到環境

對於本體所產生的作用性，這對陳教授的智慧政策分析研究帶來很大助益。

　　而於第二年執行時，則改變原本執行模式。除了固定經典書籍章節閱讀外，也讓

成員進行研究分享。因為第一年的執行，已經讓成員奠定對建制民族誌的基本認知，

所以在第二年時，研讀班的運作希望不僅是被動的閱讀，而能主動應用建制民族誌，

並增加本土研究案例分享。因此，成員也開始嘗試應用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撰寫

文章並投稿，但由於此研究方法尚未受到國內學界普遍接受，在投稿過程中難免會感

到挫折。不過參與成員在投稿遭遇問題時，能透過研讀班的交流，學習如何說明研究

方法的應用，以及從他人經驗中，了解其他學者是如何因應這樣的狀況，並掌握國內

期刊的投稿現狀，進而順利完成文章的發表。

　　經過第一年為成員奠定對建制民族誌知識的共識，以及第二年增加應用研究及本

土案例分享，讓研讀班成員具有共同的學習基礎，且成員有很多成功的發表，又都是

以臺灣本土案例來介紹建制民族誌，是很值得推廣的內容。因此，研讀班結束後，王

教授希望能將成果集結成冊並出版，持續推廣建制民族誌，遂向教育部申請出書計

畫，於2018年下半年開始編輯，經過2019年定稿、審查等流程，最後在2020年出版

《為何建制民族誌如此強大？：解碼日常生活的權力遊戲》一書。在定稿過程中，為

了更貼近一般社會大眾，參與寫作的文章作者，也調整文章內容，增加故事性。書中

收錄的內容，除了研讀班成員所作的文章外，也有成員與指導研究生合寫，或甚至是

當時與會的研究生所撰寫的文章，王教授在決定收錄的文章時，並非以學術階層來

看，而是以是否能掌握建制民族誌進行研究作為挑選依據，希望可以讓更多有興趣的

學者及研究生，能透過此書感受到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的魅力。

　　研讀班業務結束後，後續社群還有舉辦工作坊，於2019年邀請陳教授於一次英

國會議中認識的兩位加拿大學者來臺。從2012年時，對建制民族誌尚在摸索階段，

到2019年，因研讀班中累積許多臺灣案例，不僅與國外學者進行更深入的交流，並

有實際應用經驗可以進行對話。王教授與陳教授認為經典研讀班業務確實對推廣建制

民族誌起到很大的作用，提供有志於新研究方法的學者一個共享交流的平臺。之後社

群也預計陸續邀請使用此研究方法的不同領域的國外學者來臺進行交流，希望再深化

並推廣建制民族誌作為一種研究典範。

社群建立心得與重要性

　　對於經典研讀班業務，陳教授與王教授都抱持著肯定的態度。

　　目前學界學術社群組成方式，一是依原有學術網絡的人際關係，一是師生或同門

關係，但兩種組成比較偏向以人際關係為主。而經典研讀班則是以學術議題及學習意

向為主軸所建立的社群，是另一種知識傳播的路徑。經典研讀班的建立，除了閱讀經

典外，更重要的是社群成員的跨領域交流，以及參與者所構築的社群情感。

　　以最基礎的閱讀經典來說，讀書一直是研究路上必備的基本功，而組成社群一起

閱讀，不只是個人學習的提升，也包含討論的樂趣、聆聽不同的觀點，並且提供一個

學習架構，按部就班地前進。尤其成員中的新進學者，因為剛經歷過最嚴謹的研究階

段，對新文獻的掌握度，可能更明確，也更勇於創新，正是學習新知最重要的階段。

藉由研讀班固定聚會，專注於眼前文本，這樣的情感對現在的學界來說是重要的，也

正因為社群成員具有高度學習熱情，所以研讀班才能連續執行兩年，並且後續能有出

書的動力。

　　而透過知識為主軸的聚會，也能夠讓原本不在此學術脈絡下的學者，可以認識其

他領域的人，促成不同領域的互動。在研究上，雖然學門領域的議題不同，但不同領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域所看到的研究橫斷面或切點都是值得交流討論的。以陳教授來說，本身是國內訓練

出的博士生，因為受到建制民族誌的吸引，因此努力克服語言障礙及研究慣性，學習

並內化新的研究方法，且加上與其他領域學者的知識交流，進而將建制民族誌應用於

研究中，正是最好的範例。

　　此外，學術社群的建立亦是一大重點。對於參與研讀班的學者來說，能在學習尚

未被接受的新研究典範，或是遇到瓶頸時，得到社群力量的支持，不僅能成為學術研

究中前進的動力，也能藉由這股動力，在研究發表上有所突破，而青年學者也可以在

升等路上互相陪伴。且一群人的相聚，本身就能產生許多可能性，也許在剛閱讀完經

典時，未必能馬上有相應成果，但精讀細解的功夫以及眾人的切磋，經過時間的磨

練，終能為學界帶來更多的研究動能，是創造學術氛圍重要的原動力。研讀班業務恰

是提供學者認識、理解，並互相支持的重要場域。

　　王教授觀察到，臺灣高教的環境逐漸走入各自孤單追求成效的狀況，學界對於學

術的集體性跟肌理連結，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畢竟花時間建立關係，與其他學者、學

生討論研究的方式，並無助於個人學術成就的累積。但是研讀班所建立起的集體意

識，以及社群的陪伴支持，就長遠來看，讓團體中的每個人，不用獨自因面臨研究壓

力而影響身心健康，藉由研讀班聚會，獲得同儕支持，以及保持學習新知的動能，尤

其對新進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學術支持方式，也是維持學術體制健全的重要免疫

系統。如果臺灣的學界要有新的動力，應該要積極創造這樣的環境與機會，讓學者可

以共學並互相刺激彼此的研究。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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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研讀班業務旨在藉由長期且固定的閱讀經典及交流，釐清研究理論脈絡，深

化研究能量。此次特別邀請2017年執行「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召集人中國文化大

學社會福利學系陳正芬教授，以及後續促成社群成果出版專書的研讀班成員國立政治

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王增勇教授，分享研讀班執行心得及後續研究成果集結的經驗。

經典研讀班組成與執行過程

　　此研讀班組成的契機來自於2012年12月舉辦的「女性主義學者的生命歷程與研

究路徑：與建制民族誌大師相遇」研討會，當時邀請提出建制民族誌研究方法的

Dorothy Smith教授，以及後續推廣此研究方法的Marie Campbell教授及Marjorie 

DeVault教授三位大師與會。透過這次會議，讓建制民族誌為臺灣學界所知，並引起

許多與會者的學習動機。

　　王教授在國外受到此研究方法的訓練，從返臺擔任教職開始，一直都在推廣建制

民族誌。他認為國外的研究理論進到臺灣，是需要循序漸進的理解、應用，並經過逐

漸消化、內化的過程，而這段過程不可能憑藉個人之力完成。

　　在最開始的推廣方式，主要是以舉辦研討會為主，讓有興趣的人可以有討論交流

的機會，但因為研討會畢竟是單次的活動，所以較無法深入理解並探討研究方法的內

涵。藉由2012年研討會的刺激，再加上注意到中心經典研讀班業務的執行方式，能

滿足討論的需求，因此促使有志深入了解此研究方法的成員們，向中心提出申請，組

成研讀社群。

　　第一年執行是採取成員輪流報告，每次研讀一個章節。成員在研讀過程是很開心

的，擔任教職後，很難再像研究生時期一樣純粹的閱讀與求知，但是透過團體的主動

學習及交流，可以使學者重新將眼光聚焦於知識本身。此外，運用建制民族誌來進行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研究的學科，很多是Applied Science的領域，例如社工、護理或教育等，對於社會

學研究者來說，入門門檻較高。但是藉由研讀班聚集不同領域的學者，對社會學研究

者而言，可以在研讀班中補充很多背景知識，跨越入門門檻，而對已經以應用為主的

學者來說，也可以藉由社會學的理論詮釋，找到理論與應用中間的連結。透過不同領

域知識及應用的交流，對於社群成員掌握研究知識有很大的助益。

　　陳教授以自身為例，原本陳教授主要受到量化研究的訓練。後來在資料分析上遇

到困難，所以接觸了王教授的質性研究課程及建制民族誌，因此而有加入研讀班的契

機。透過研讀班，除了加深本身社會學的基礎外，也藉由此研究方法及與其他領域成

員交流，看到社會結構對個人與社群的制約，以及了解不同角色之間無法意識到環境

對於本體所產生的作用性，這對陳教授的智慧政策分析研究帶來很大助益。

　　而於第二年執行時，則改變原本執行模式。除了固定經典書籍章節閱讀外，也讓

成員進行研究分享。因為第一年的執行，已經讓成員奠定對建制民族誌的基本認知，

所以在第二年時，研讀班的運作希望不僅是被動的閱讀，而能主動應用建制民族誌，

並增加本土研究案例分享。因此，成員也開始嘗試應用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撰寫

文章並投稿，但由於此研究方法尚未受到國內學界普遍接受，在投稿過程中難免會感

到挫折。不過參與成員在投稿遭遇問題時，能透過研讀班的交流，學習如何說明研究

方法的應用，以及從他人經驗中，了解其他學者是如何因應這樣的狀況，並掌握國內

期刊的投稿現狀，進而順利完成文章的發表。

　　經過第一年為成員奠定對建制民族誌知識的共識，以及第二年增加應用研究及本

土案例分享，讓研讀班成員具有共同的學習基礎，且成員有很多成功的發表，又都是

以臺灣本土案例來介紹建制民族誌，是很值得推廣的內容。因此，研讀班結束後，王

教授希望能將成果集結成冊並出版，持續推廣建制民族誌，遂向教育部申請出書計

畫，於2018年下半年開始編輯，經過2019年定稿、審查等流程，最後在2020年出版

《為何建制民族誌如此強大？：解碼日常生活的權力遊戲》一書。在定稿過程中，為

了更貼近一般社會大眾，參與寫作的文章作者，也調整文章內容，增加故事性。書中

收錄的內容，除了研讀班成員所作的文章外，也有成員與指導研究生合寫，或甚至是

當時與會的研究生所撰寫的文章，王教授在決定收錄的文章時，並非以學術階層來

看，而是以是否能掌握建制民族誌進行研究作為挑選依據，希望可以讓更多有興趣的

學者及研究生，能透過此書感受到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的魅力。

　　研讀班業務結束後，後續社群還有舉辦工作坊，於2019年邀請陳教授於一次英

國會議中認識的兩位加拿大學者來臺。從2012年時，對建制民族誌尚在摸索階段，

到2019年，因研讀班中累積許多臺灣案例，不僅與國外學者進行更深入的交流，並

有實際應用經驗可以進行對話。王教授與陳教授認為經典研讀班業務確實對推廣建制

民族誌起到很大的作用，提供有志於新研究方法的學者一個共享交流的平臺。之後社

群也預計陸續邀請使用此研究方法的不同領域的國外學者來臺進行交流，希望再深化

並推廣建制民族誌作為一種研究典範。

社群建立心得與重要性

　　對於經典研讀班業務，陳教授與王教授都抱持著肯定的態度。

　　目前學界學術社群組成方式，一是依原有學術網絡的人際關係，一是師生或同門

關係，但兩種組成比較偏向以人際關係為主。而經典研讀班則是以學術議題及學習意

向為主軸所建立的社群，是另一種知識傳播的路徑。經典研讀班的建立，除了閱讀經

典外，更重要的是社群成員的跨領域交流，以及參與者所構築的社群情感。

　　以最基礎的閱讀經典來說，讀書一直是研究路上必備的基本功，而組成社群一起

閱讀，不只是個人學習的提升，也包含討論的樂趣、聆聽不同的觀點，並且提供一個

學習架構，按部就班地前進。尤其成員中的新進學者，因為剛經歷過最嚴謹的研究階

段，對新文獻的掌握度，可能更明確，也更勇於創新，正是學習新知最重要的階段。

藉由研讀班固定聚會，專注於眼前文本，這樣的情感對現在的學界來說是重要的，也

正因為社群成員具有高度學習熱情，所以研讀班才能連續執行兩年，並且後續能有出

書的動力。

　　而透過知識為主軸的聚會，也能夠讓原本不在此學術脈絡下的學者，可以認識其

他領域的人，促成不同領域的互動。在研究上，雖然學門領域的議題不同，但不同領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域所看到的研究橫斷面或切點都是值得交流討論的。以陳教授來說，本身是國內訓練

出的博士生，因為受到建制民族誌的吸引，因此努力克服語言障礙及研究慣性，學習

並內化新的研究方法，且加上與其他領域學者的知識交流，進而將建制民族誌應用於

研究中，正是最好的範例。

　　此外，學術社群的建立亦是一大重點。對於參與研讀班的學者來說，能在學習尚

未被接受的新研究典範，或是遇到瓶頸時，得到社群力量的支持，不僅能成為學術研

究中前進的動力，也能藉由這股動力，在研究發表上有所突破，而青年學者也可以在

升等路上互相陪伴。且一群人的相聚，本身就能產生許多可能性，也許在剛閱讀完經

典時，未必能馬上有相應成果，但精讀細解的功夫以及眾人的切磋，經過時間的磨

練，終能為學界帶來更多的研究動能，是創造學術氛圍重要的原動力。研讀班業務恰

是提供學者認識、理解，並互相支持的重要場域。

　　王教授觀察到，臺灣高教的環境逐漸走入各自孤單追求成效的狀況，學界對於學

術的集體性跟肌理連結，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畢竟花時間建立關係，與其他學者、學

生討論研究的方式，並無助於個人學術成就的累積。但是研讀班所建立起的集體意

識，以及社群的陪伴支持，就長遠來看，讓團體中的每個人，不用獨自因面臨研究壓

力而影響身心健康，藉由研讀班聚會，獲得同儕支持，以及保持學習新知的動能，尤

其對新進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學術支持方式，也是維持學術體制健全的重要免疫

系統。如果臺灣的學界要有新的動力，應該要積極創造這樣的環境與機會，讓學者可

以共學並互相刺激彼此的研究。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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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8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33

◎申請資格

‧召集人：擬向本中心申請補助之申請案召集人，須具備服務於國內各公、

　私立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助理教授、助研究員或以

　上之資格。

‧成員與講員：須具備服務於國內外各公、私立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人文及

　社會科學領域之教學、研究人員（含退休人員、專案/約聘教師、具博士資

　格之兼任教師或講師、博士後研究員及博士候選人），或具備該學術研究

　領域之資深經歷者。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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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的族群韌性與在地知識：
跨時、跨域的理念與實踐」論壇
撰文／李仲軒、郭詠華（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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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主講人Fikret Berkes教授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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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11

活動報導

activity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主講人Reetta Toivanen教授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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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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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主講人Gerard Persoon教授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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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主講人Richard Howitt教授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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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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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主講人Stephen Acabado教授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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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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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學界人士踴躍參與本次論壇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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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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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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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辦，並有各大學、院所、研究中心或辦公

室，共計十三個單位參與合辦及協辦。期望透

過瞭解國際研究趨勢，深耕在地學術議題；同

時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彙整出符合人文社會科

學發展需求之議題與主題，期望能作為跨領域

學術合作的橋樑，並加強人社領域相關議題學

術社群的養成。大會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王泓仁院長扼要的致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tibusungʉ'e vayayana汪明輝副主任委員以鄒

族族語吟唱，餘韻不盡的原住民頌詞與祝福

中，揭開序幕。

　　本論壇於2019年12月13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國內外

專家學者分別由全球、區域及在地等三種不同層次觀點，分享在地知識體系論述；並

藉由「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及「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

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及防災」兩場研究案例探討，彙整全球視野下的在地知識

體系與其調適的方式，探討如何整合在地知識與現代科學知識，以面臨氣候變遷之挑

戰。專題演講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任委員、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

長、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嬿芬主任分別主持。 

一、專題演講

（一）Prof. Fikret Berkes 

　　　　第一場是由Fikret Berkes教授，專題演講「氣候變遷因應：以原住民族／

在地知識體系建構韌性」。Fikret Berkes教授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特聘名譽教

授。他於197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海洋科學博士；以一位應用生態

學者之背景，長年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界面之研究工作，並致力於調查研究各種社會

與其資源利用間的關係。他的研究專精於理論與實踐面向之人類–環境系統互聯性

（社會–生態系統）、社區本位的管理、韌性與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等領

域。他與加拿大及國際上許多原住民族共同工作；其研究團隊早於1999-2001年已執

行有關氣候變遷、原住民族韌性與在地知識研究，係國際上此相關主題最早的研究計

畫之一。其著名之著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一書在2014年獲美國生態學

會頒發之Sustainability Science Award（永續科學獎）。 

　　Berkes教授指出「韌性」為一個系統（比如一個社區或地區）承受擾動（例如

洪水或颱風）時，還能維持系統內部必要的結構、功能、反饋機制、再重組等之能

力。「韌性」的概念對於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衝擊程度具有重要性，主要原因包括：

（1）引導出整合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單元，以更整全的評估災害衝擊與回復

能力；（2）強調一個系統（如：社區）承受災害擾動、應付或調適的能力；（3）更

具有前瞻性的災害評估，幫助我們探索各種策略選項，藉此因應不確定因素以及改

變。隨著外來衝擊的影響程度，「韌性」包括了吸納應對變局的能力、調適能力、與

轉型因應更多衝擊的能力等三階段量能。

　　以原住民族／在地知識體系（ILK）建構韌性非常重要，在環境快速變遷的前提

下，若要因應無法預期且潛在未知風險的快速變遷，必須強化社會從災害中學習的能

力。原住民知識系統擴增了知識的範疇及解決問題之經驗，是知識共同創造

（co-production）之來源；提供了在地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經驗，同時也可經由合

作夥伴關係，提供從地方、區域至國家層級部門的共同學習（mutual learning）及

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知識基礎。

　　Berkes教授以挪威原住民薩米族（Saami）麋鹿牧養者對雪地與鹿群遷移的敏銳

觀察力所產生的氣候變遷詳實知識，以及瑞典生物圈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經營管理為

例，指出透過在地知識與在地化的資訊、經驗為強化韌性的重要關鍵。然而要適當運

用ILK，必須尊重其文化脈絡，尊重不同知識形式間各自的完整性。此時必須認識

到，知識類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因此，需要「橋接」（bridge）知識體系，讓

ILK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知識體系間搭起可以建立溝通的橋樑，但不可能強行融

合不同的知識體系。因此，協調性的組織，比如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就扮演重要的角

色，負責協調不同類型的知識、建立能力與網絡、協助聯繫與溝通、支援地方性機

構、促進社會學習等任務。

　　這樣的社會學習讓人們有機會透過在地集體的行動與自發性組織，同時在政府科

學與管理作為的支援下，感知、評估、因應和適應災害。這種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即所謂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調適性管

理若放在較大格局的責任、權力、決策分享、社會學習與政策脈絡下，則可發展成調

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最後，Berkes教授之結論強調（1）韌性建構、

原住民／在地知識體系學習、及調適管理，將有助於氣候變遷或其他災害衝擊時之社

會因應能力；（2）調適治理需要多元聲音、參與合作、知識共同建構、及社會學

習。

（二）Prof. Reeta Toivanen

 　　緊接著，第二位主講者Reetta Toivanen教授由區域觀點，探討「北極區的原住

民族撒米族之觀點與韌性」。Toivanen教授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永續科學研究院的

永續科學（原住民族永續性）專任教授，同時也在赫爾辛基大學擔任社會與文化人類

學的講師、芬蘭科學院策略研究委員會資助的All-Youth 全體青年研究聯盟的研究主

持人，以及位於德國的歐洲少數族群事務中心的非駐所資深研究員。Toivanen教授

的專長領域包括田野調查、民族誌、法律人類學、人權、民族與國家少數族群、歐洲

反歧視運動、北極圈研究、人權教學、多語主義與語言政策、批判性女性主義理論

等。她近期的著作包括「邁向開放多族語政策與實踐：歐洲少數民族語言之檢視」

（2016）、收錄於「北極凱旋：北方的創新與堅持」（2019）有關撒米族之話語權

與崛起等篇章。

　　在演講中，她以極圈巴倫支海地區（Barents Region）撒米族文化、信仰、治

理體系為基礎，研究其如何適應極區的生態系和氣候區，以及原住民族撒米族的文化

權如何與永續性發展相連結。展示人類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聯，並說明國家社

會在此的經濟活動如何破壞生物多樣性，對當地原住民族之生存已造成極大威脅。

Toivanen教授依據北極圈巴倫支海地區原住民族永續性的研究，指出對於只是期盼

能在此地區永久生活的居民而言，其主要挑戰來自於幾個面向：（1）被視為邊陲而

非中心；（2）大自然不是新移民或開發者的文化；（3）大地的主人（原住民族）長

期以來被當作政策施予的「對象」而非參與決策的「作用者」。

　　以當前擬議中的北極跨國鐵路（Arctic Railroad）為例，薩米族已有民族議會

等政治組織，但如何參與主導發展方向？如何從開發者之經濟利益改為居民生活優

先？薩米族人的文化權與自然資源如何持續、如何亦能受惠於北極圈的富裕？這些議

題關係著北極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永續發展，呼籲由薩米族主導北極圈的發展。

（三）Prof. Gerard Persoon

　　第三位講者Gerard Persoon教授則從東南亞區域觀點，探討「東南亞島嶼的原

住民族知識與實踐：氣候變遷下之自然資源管理」。Persoon教授是荷蘭萊頓大學的

文化人類學與發展社會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Devel-

opment Sociology）的環境與發展學名譽教授。他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印尼進行多

年研究，參與數個組織的發展與保育計畫。在荷蘭萊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

（CML）及國際亞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文化

人類學研究所任教多年並曾任科學研究所長。除了在印尼的研究工作，他也和位於非

洲喀麥隆馬魯阿市的姜城大學（Dschang University）以及菲律賓東北部的國立伊

莎貝拉大學（Isabela State University）有長期合作關係，建立田野研究站。研究

主題聚焦於與原住民族、雨林、野生動物管理與自然保育、及島嶼社會等相關的議題

上。

　　在演講中，Persoon教授以印尼與菲律賓一些與世隔絕的海島原住民為例，討論

氣候變遷下這些生活在熱帶低地雨林的原住民族，關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做法和

相關知識。引用案例包括Mentawaian族（西蘇門答臘）、Orang Rimba 族（占碑–

蘇門答臘）、Ngaju Dayak族（中加里曼丹）、菲律賓Agta族（北呂宋）等族群之

田野調查實例。

　　在原始林間傳統上利用環境的方式，有相當大的差異，一部分是因為即使同一類

型的環境在不同的地域間也各有其特色，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各族群自己的文化特

徵。近年來，這些族群都面臨到遭侵占的境遇，有的因為伐木或採礦業的入侵，有的

則是遭到尋求更多可耕地或從事建設的移民所侵佔。雖然東南亞這些與世隔絕的區域

無疑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溫度、天候、降雨、生態條件等方面產生變化，而這

些區域本來就常發生地震或海嘯之類的自然災害，但這些變化卻很難與因為人類活動

而起的複合性環境衝擊作區分。

　　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族發展出了許多因應環境變化的作法，包括能因應颱風的各種

建築形式、家屋旁多樣性糧食作物園地、祈福儀式與知識傳承、及部落合作等。原住

民族韌性，也表現於傳統知識與實踐，例如：自然現象的觀察（天氣、動植物特性

等）、善用自然資源與食物多樣性、避災的技能（遷移、緊急狀態的食物與簡易居

所）、自然信仰與世界觀。然而，當前年輕一代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揚棄、現代教育與

傳統知識之斷裂、大規模自然資源的耗竭、對自己的未來和自然環境以及祖輩生活方

式間的關聯所採取的不同立場，更是值得注意。

（四）Prof. Richard Howitt

　　作為最後一位專題演講者，Richard Howitt教授嘗試由在地觀點，探討「人、

地方、國家：培育跨越時間與空間、去殖民化之韌性」。他認為，殖民或是後殖民的

框架，都不足以概括人類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之轉變性的衝擊，必須要重新思考一個

更全面的去殖民計畫，發展經由協商且相互尊重的「彼此相屬、共同一國」的模式，

重塑原住民族領域的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間的關係。

　　Richard Howitt教授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人文地理學名

譽教授，研究跨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等尺度的互動關係，超過三十餘年；尤其專注

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祉與在地多元社群之關係。於2017年，他榮獲澳大利亞地理

學者學院（Institute of Australian Geographers）頒發之澳大利亞–國際獎（Aus-

tralia-International Award）榮譽；並於2018年開設的「人文地理進程講座」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主張殖民社會應進行歷史與地理論述轉

型，以對抗那些曾否認並抹滅原住民族存在與權利的論述。他的作品挑戰地理學、影

響評估、災害研究、氣候科學等領域的原則，以及突顯原住民族多元的傳統。這些作

品所奠定的基礎促進對合作的反思，探討人類世的不公義、不可持續性、存在性風險

等議題。

　　在演講中，他指出，一般研究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兩極，要不是認為他們面對氣候

風險時極度脆弱，就是覺得他們先天擅於抵抗氣候風險；但是這兩種看法在某種程度

上有其正確性，但也都不完全正確。要瞭解原住民族的脆弱性、韌性、調適必須由真

切寫實的生活經驗下手。原住民族多元的知識、本體論、經驗，以及他們獨特的殖民

歷史與地理，包括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擊和影響，都需要審慎納入考量，而非輕

率做出假設。Howitt教授的田野研究，透過澳洲、北美、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論

述，描繪一個扶持原住民族自我決定與跨世代療癒的方法，重新檢視在氣候變遷加劇

與強權地緣政治再興的脈絡下，原住民族的韌性、脆弱性、調適力等與地緣政治相互

作用的相關議題。他在結論時，提出如何去殖民化、以強化原住民族韌性之方法準

則。

二、案例探討

　　接續上午場次國外學者對於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下午的二場案例研究

則是由包括來自大學及原住民部落的臺灣學者，分享在地社會的多元知識體系與族群

韌性。這些案例呈現出全球視野下在地社會的知識體系與調適方式，透過在地知識與

現代科學知識之整合，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涵蓋糧食安全與災害韌性兩個主題

場次。

(一)「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多元知識體系」

　　本場次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存在著多元的糧食生產方式，而這些豐富的知識內涵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首先由來自美國UCLA人類學系的Stephen 

Acabado教授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保護運動的Marlon Martin 先生，分享伊富高高

原的農業系統與因應氣候變遷之重要性。

　　Acabado教授之研究聚焦於東南亞農業系統，並領導菲律賓北部伊富高考古計畫

（IAP）。他的研究環繞於調查研究農業系統、原住民族對殖民主義的反應、生存方

式變遷、地景考古、文物保護等方面之相互關係；並主張「參與式」的學術研究，認

為該地區後代的社群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都應參與研究過程。

　　在演講中，Acabado教授使用3D技術研究菲律賓Ifugao族村落的土地地勢、使

用狀況、稻米產量等，呈現當地多樣化的土地生態系統，以及商業市場和氣候變遷對

於稻米種類和族群文化的影響。這套農業系統由梯田（稻田）、火耕田、農業森林所

組成，自從西元1600年前後，與西班牙人接觸後即開始發展，但大規模的地景重塑

則與西元1300年前後的事件同時發生。雖然該地區目前以種稻的梯田為主，另外兩

種組成元素對維持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亦不可或缺。其研究藉近年來在地農人如何因應

乾季變長與環境暖化，探討伊富高高原的農業管理趨勢。特別強調uma（火耕）、

linawang（短期稻作）、muyong（農業森林）等作法皆能協助農人對抗氣候變遷與

天災；進而提供菲律賓的山地高原區域高韌性的地景與生存策略架構。

　　接著，林益仁教授與泰雅族田埔部落的芭翁・都宓（Pagong Tomi）分享小米方

舟計畫的經驗與心得。過去四年間，他們找回和推廣泰雅族種植小米的傳統。參與計

畫的原住民婦女傳遞並發展原住民知識，部落老人家和兒童也可以參與其中。種植小

米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原住民的自然知識不僅在於土地，還包括了海洋。來自蘭嶼的董恩慈博士

（Syaman Lamuran）提到，達悟族慎重看待海洋的知識與文化，製作船隻、獵捕飛

魚等活動都有著深刻意義，飛魚祭儀的細節與保護漁場的做法，蘊含著達悟族人對於

海洋文化的尊重，以及永續利用環境資源的價值與規範。

　　羅永清教授與土坂Talem創辦人藍保・卡路風（Lanpaw Kalijuvung）說明他們

在尋找合適的小米種子和耕作的過程中，發現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衝擊原住民種植小

米的時程與文化。由於焚風與鳥類築巢孵蛋的季節發生改變，小米變得難以吸收肥

料；若為了避開鳥害而延後播種，卻會牴觸傳統歲時祭儀的日期。

　　最後，林津如教授指出，災害復原包括種植傳統作物、恢復傳統人際關係、以及

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達卡努瓦部落的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Apu'u Kaaviana）以

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卡那卡那富族婦女在莫拉克風災後，藉由種植小米與傳統文化儀

式，度過災害的傷痛，並且找到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的方法。

（二）「氣候變遷與在地韌性－莫拉克災後十年：在地知識、環境調適與防災」

　　第二場次是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至今的重建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復

原和調適災害的文化力量、知識內涵、與經濟活動。根據台邦・撒沙勒（Sasala 

Taiban）教授的研究，魯凱族部落在風災後遷徙到平地的永久屋，面臨農耕作物改

變、耕地面積不足等問題。不過，族人努力回到原本山上的土地耕作，成功串連山上

山下的生活。種植傳統農作物，也讓他們找回和過去的連結、強化部落共耕的文化，

讓部落變得更團結，也更有韌性因應災害。

　　李馨慈（Tjuku Ruljigaljig）教授以排灣族來義部落為研究對象，她調查之後

發現，該部落在日治與中華民國時期的遷徙過程中，仍然保有土地、當地生態的知

識，但是莫拉克風災後，傳統知識卻快速流失，族人也變得較為仰賴政府的照顧，失

去自己調適的能力。對此，她希望能整合原住民知識和科學知識，透過社區培力、校

園教育、藝術文化活動等方式，協助原住民部落降低災害風險。

　　黃舒楣教授對於紅藜種植的研究，則是點出災後重建的複雜面向。過去，原住民

復育紅藜經常被當作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成功案例，實際上卻有許多需要省思的地

方。例如，以前紅藜種在高雲霧的原鄉土地上，現在卻是在乾燥的平地耕作，種植的

數量、用途也變得不同。過度推廣種植紅藜，大量生產反而導致滯銷等問題。

　　最後，林慧年教授比較茂林風景區內魯凱族多納部落在風災前後的觀光產業，觀

光客以前只會到部落外的溫泉遊憩，風災摧毀溫泉區後，遊客開始進入部落內消費。

隨著部落內產業逐漸增加，以及更多資金投入現代組織，多納部落中現代和傳統的力

量發生衝突。在災後觀光復振的過程中，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了部落社會資本的更

新與重組。

三、綜合論壇

　　論壇的最後場次進行綜合討論，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周素卿副主任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發展中心蔡慧敏主任主持。這個場次除了邀請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荷蘭、澳洲等地區之氣候變遷與原住民族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以

及國內外研究學者及社群共同參與，也邀請相關政策單位，例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發展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與原住民族環境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代表與會，營造

多元對話及政策建議。藉由特別邀請在地部落人士分享多元知識體系及族群韌性，以

及原住民族議會代表參與綜合討論，期望能回歸原住民族研究主體，將學術研究與在

地實踐連結。

　　周素卿副主任首先感謝四位主講人，對相關議題提供新觀點，以及下午研究案例

場次所有報告人。第一場次，展現研究者與社群合作，Practice-based在地韌性研究

的成果。第二場次，則呈現對於災後重建的整合性、跨學科研究。在綜合討論中，將

由政策決定者報告，由國外學者回應，並開放現場提問。本論壇藉由這樣的規劃，呈

現科學與政策制定間的機制、挑戰，並提出新科學的文化，以連結不同群體、學科，

甚至橋接過去與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委，首先帶領大家回顧之前幾個場次的討論，尤其是

林益仁所長所論及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觀念，以及Richard Howitt教授倡

議的去殖民的韌性，都很值得大家思考。這意味著，韌性的建立，必須堅持原住民族

的文化、知識、領域，以支持維生系統，不應該淪為商品化而殖民化的俘虜。

　　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副主任委員接著針對土地使用限制、政策發言。過去區域

計畫法分區管理的模式，不能充分滿足原住民族為保存傳統文化，所需要的彈性、自

主的土地使用，也不符合原基法第21條所彰顯的基本原則。國土計畫法的新制，讓部

落可以在確保國土安全前提下，向原民會提出申請，經與內政部共同評估後，為特定

區域劃定，制定「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理規則」。部落可以積極循

此途徑，實現彈性、自主的土地使用。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涉及兩個面向：自然

資源之利用，以及土地使用。前者包括狩獵自主管理、林產物、生物多樣性、遺傳資

源、品系保種等各種議題。後者則包含踏查、盤點傳統領域，透過山林尋護，活化傳

統領域。目前的國家法規限制，已經逐步放寬。例如「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

產物規則」的制定，使林產物的採集可以合法化。國家更可以經由與部落簽訂行政契

約，授權資源、土地之彈性利用。

　　Yapit Tali亞弼.達利，是泰雅爾族民族議會青年代表。她一方面肯定林務局的

努力，但傳統山林資源的利用被視為小偷的污名，委實過於沈重；相關資源利用問題

不只林務，還涉及漁業、河川、國家公園的管理。原住民族本於敬天敬地的心以及傳

統知識，更能有效維護傳統領域內自然資源。

　　最後，幾位國外講者也分別提出反饋意見。Fikret Berkes教授表示，這次論壇

的內容非常豐富、多元，不過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去殖民以及重建（關係、連

結）。總體來說，就是一趟傳統知識復振並展現於民族韌性之旅。

　　Reetta Toivanen教授亦表示，政府代表關於永續性、韌性的陳說，常常讓人感

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氣味。現在正在馬德里進行的氣候大會中，密集討論

的碳交易市場，似乎正是一個著力點。韌性的概念，不能夠理解為被動的等待，原住

民族要能夠積極參與影響評估機制，以確保具破壞性的開發計畫不會實現。

　　Gerard Persoon教授首先感謝主辦單位所安排的譯者，並表示去殖民是很多地

方都關切的議題，臺灣在原住民族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貢獻予國際學界，尤其是

原住民族內部多元化、區隔的複雜現象，很值得重視。

　　Gregory A. Cajete教授接著發言說明，以生命為本，是原住民族的基本價值；

相互對話與合作，是原住民族的對自然、生命的體悟。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是值得內

化，可以使人們從過往殖民歷史的創傷中走出來，並可以實現再社群化、社群共享，

重建、修復生態。這種能動能，正是原住民族在全球氣候變遷危機中，能夠扮演重要

角色的關鍵。

　　因為時間關係，Richard Howitt教授扼要地指出，這場論壇的研究報告，所顯

示在原住民族社群內連結與療癒的經驗，非常值得聆聽，也需要被聆聽，因為這正是

療癒的關鍵。

　　Stephen Acabado教授表示，很多時候政府政策未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從而流於未經深思熟慮的短視。以原住民族的知識論及知識生產為基礎的原住民族歷

史生態學，來檢視當代政策制訂的永續性，是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方向。

　　最後，周素卿副主任致閉幕詞，感謝所有來賓的參與，並說明這次論壇的實現，

源於全體籌備委員無私的奉獻與分享各種研究及會議籌辦的經驗，並期許本次論壇，

能夠成為所有與會者彼此交流、聯繫的平臺，真正實踐Cajete教授所期許的，再社群

化的社群共享。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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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族群與原住民族研究成果發表會
撰文／李仲軒、郭詠華（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全球各地的災害風險

持續上升。由於原住民族與土地密切連結，他們

的生活環境受到的衝擊也最為嚴重。有鑑於此，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108年12月14日

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族群與原住民族研究

成果發表會」，呈現自107年起累積至今相關的

研究計畫及其成果。大會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吳

正己校長致歡迎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汪明輝副主

任委員以鄒族吟唱致祝禱詞開場。本次發表會以

「原住民族文化與知識體系」為主題，聚焦於氣

候變遷下原住民族土地、調適策略、產業空間、

文化、經濟、自治、轉型、健康、作物、教育等

永續發展議題。會議中不僅由各計畫團隊發表他

們的研究發現，也邀請了國際學者來臺演講與分享該國案例，促進臺灣學界與國際研

究社群的交流與合作。

專題演講：「永續社區：原住民族知識與永續發展之路」

　　發表會一開始是由來自美國提瓦（Tewa）族印第安部落的原住民族教育家

Gregory Cajete教授，以永續發展和原住民知識為題進行演講。Cajete教授是新墨

西哥大學教育學院的語言和社會文化研究系教授，也是美國原住民研究主席和民族科

學教授，並長期在新墨西哥州聖塔菲的美國原住民藝術中心工作，擔任研究與文化交

流中心院長；身為生態學者，他致力於原住民族學生之科學教育，並設計文化回應的

課程，藉以符合美國原住民學生的特殊需求和學習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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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講中，Gajete 教授指出西方的「前進式」發展典範，透過肆無忌憚的資本

主義散布到全球各地，卻鮮少考慮到社會、文化和生態後果，結果導致了「永續」危

機。西方發展典範偏重以物質經濟指標作為衡量發展程度的標準，這種單一面向扭曲

了實際上多面向、多元脈絡的過程。對於原住民族而言，「發展」這個詞甚至可說是

殖民主義的延伸。適用西方發展意識形態的結果，最負面的效應往往是由原住民族社

群經歷和承受，包括長期經濟劣勢、環境惡化、社會文化爭議。對此負面意象，許多

原住民族開始積極尋求「發展」的替代選項與新典範，以期更符合永續的想法、更貼

近他們的文化和靈性精神。永續、文化回應、立基於社群的模式，才能不再延續過去

長期存在的社會與文化問題，真正幫助原住民族社群之創建。要達成這項目標的基

礎，建立在一個涵蓋範圍更寬廣的社群，最重要的是，要從社區本身的文化知識基

礎，作為發展之依據；尋找在地資源和解決方案、提倡地方主導而非聯邦控制的社區

發展。這種源自於原住民族本身的文化知識及過程導向的學習，可以塑造出符合原住

民族文化特質與當代的環境之教育，促成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復振、文化傳承與再創

造、社區再凝聚、教育優質化、以及部落民族永續發展的基礎。

Gregory A. Cajete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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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場次：「全球氣候變遷對南台灣原住民族部落環境之衝擊影響分析與調適策略」

　　緊接著專題演講之後，發表會分成二個場地同時進行，由各組發表他們的研究成

果。吳佩芝教授與白惠蘭博士生說明，該研究團隊在臺灣南部原住民部落進行實地採

集與問卷訪查，結合政府資料，綜合分析部落的蚊子種類、病媒蚊分布、土地承災脆

弱度、健康生計脆弱度，探討氣候變遷對原住民族脆弱度及健康帶來的影響。研究結

果顯示，地質、坡地擾動程度及有效累積雨量，對於崩塌潛勢的影響最大；原鄉比永

久屋的蚊子種類更多，而當生物多樣性較高，會傳染疾病的蚊子就不易佔據當地的物

種與生態環境。此外，整體上受訪的原住民住家環境與條件不利於因應氣候變遷的衝

擊，未來應該強化推動形成部落的調適策略。該團隊進一步把各項資料統整、建置了

「原住民族部落氣候變遷脆弱度評估展示系統」，提供政府決策參考之用，使其能奠

基於數據資料，為原住民部落評估、擬定最佳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B1場次：「自主、自決與自治：去殖民化脈絡下我國原住民族自治主體之再建構研

究」

　　我國在104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特別增訂第2 條之1，將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核定之部落，賦予其公法人地位。吳秦雯教授認為，「部落公法人」制度對於部落

自主、原住民族集體權與原住民族自治有重要意義。然而，「從固有權到自治（In-

herent right to self-government）」的政策乃是透過協商的方式，來建立各種自治

政府，並以此落實原住民族的自治權。總體來看，這些條約將原住民族的固有權利

（Inherent Rights）具體轉化為條約權（Treaty Rights）。

　　蔡志偉教授指出，於此政府積極回復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之際，為免部

落被侷限於國家法律框架中，解消了原住民族所具有之特殊權利性質，透過制度設計

與權力、權利賦予，健全原住民族在當代應有的權利主體性，建構以原住民族法律傳

統為核心的自治實體。黃之棟教授表示，善治（good governance）中所包含的透明

和課責概念，可能構成傳統組織與當代制度的「接觸地帶」。然而，善治的標準究竟

從何而來是一個重點。如果善治的標準為政府或外部所定，難免又會被認為是某種



25

活動報導

activity

「再殖民」的機制。徐揮彥教授指出，健全在民族自決權脈絡下原住民族諮商同意

權，亦是值得思考的路徑。

國外研究案例

　　在中午短暫休息過後，下午的演講回到主會場。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博士候選人

Nora Fabritius分享她觀察和收集挪威北部極圈鄉鎮的日常生活對話，研究當地土地

使用與文化權的變動情形，以及當地原住民所面臨的難題。在Fabritius介紹的二個

例子中，第一則對話反映出當地人思考生活變化的不同角度，分別將改變歸因於自然

或社會力量：如果漁獲減少是人為導致的結果，政府和肇事者就應該負起責任、積極

採取行動來改善，相對而言，如果語言消失是自然而然的趨勢，也許就沒有可以究責

的對象和人為改變的空間。第二則對話則是討論使用電動雪車來管理馴鹿，是否還屬

於傳統生活方式呢？由於現代生活型態與傳統文化慣習同時存在與發展，實踐文化權

變得更加困難了。對此，我們必須思考如何調整原住民權利法規與理論內涵，使其能

在人口、文化、環境持續改變的情況下，在實際生活層次、在地社會脈絡中加以落

實。

博士候選人Nora Fabritius國外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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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場次：「多重感官取徑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建構研究」

　　接下來再度分為二個場地同時進行，於當天下午各自安排三場整合型研究計畫的

發表。本場次的整合型計畫採取民族誌研究取徑，藉由影像、部落營造、聲音等媒

介，探詢原住民族以感官、知覺、身體為基底的知識體系之可能。林文玲研究員的研

究對象為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當中，中研院民族所研究人員於1950至1960

年代拍攝的田野照片。這些影像不僅記錄下當時原住民部落的人物、文化、地方與環

境，也透露出研究者的視角、研究興趣與理論取徑。林靖修教授的計畫則是與原住民

部落合作，收錄他們在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動中的聲音，與族人一起聆聽、挑選、詮釋

各種聲音的意義，讓在地原住民也能參與研究的過程。透過上述幾種不同方式，這項

計畫試著超越傳統文字媒介與特定研究學理脈絡的侷限，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涵蓋

多元感官認知情緒的知識體系。

B2場次：「高山原住民部落產業空間再發展策略之研究」

　　胡太山教授探討知識導向高山原住民部落產業空間、土地使用再發展策略與綠色

運輸規劃。鄒克萬教授以知識角度切入，探討目前部落土地利用、交通模式、產業空

間發展課題與轉換方案，解析哪些因素會影響部落知識獲取、傳播、創造及利用。由

〈高山原住民部落產業空間再發展策略之研究〉總計畫主持人胡太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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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詮釋傳統文化並達到族群間的認同，再由其他非部落之部門補充其他專業及知

識。結合傳統知識、創新與通路，促進部落人才參與、學習及分享，以滿足部落發展

屬於在地特色產業，並瞭解、尊重部落的傳統文化、歷史，運用部落可以理解並可接

受的方式提供促進及落實部落產業創新及推展。石豐宇教授的研究結果顯示，民眾普

遍認為偏鄉旅運比城市中更具不確定性，因此需要兼具安全與轉乘便利，才能提高民

眾使用的意願。

A3場次：「由他者到主體的轉型路徑：反思原住民族研究與原住民族主義的追尋」

　　此整合型計畫包含六項子計畫，奠基於「原住民族主義」的觀點與研究取徑，分

別探討原住民族之文學書寫、博物館、教育與學習、傳播媒體、文物返還、與地理空

間。浦忠成教授發現十七世紀以來關於原住民族的中、外文敘述，經常把原住民族描

寫為落後的、天然的，很少針對族人的正向表現與特質進行研究，甚至帶著對於原住

民族的偏見和刻板印象。對此，他希望能翻轉過去看待原住民的偏頗觀點，建立學術

性的、中性的原住民族知識。陳張培倫教授指出，隨著多元文化教育思潮與原住民族

主義的興起，臺灣的原住民族教育從認為原住民落後於主流社會、必須透過同化來改

進，逐漸轉變為尊重多元文化的政策方向。原住民族運動不僅改變教育政策的內容，

也進一步影響「針對原住民族教育的研究」。原住民族主義所追求的不僅止於多元文

化教育，還要進一步拓展、延伸到原住民族的教育主權與自決權。

　　陳叔倬研究員指出，原住民族文物經常在政府機關與博物館手中，曾經有原住民

想索回家族文物，政府卻以該文物已經變成「公物」為理由而拒絕返還。此外，早期

的族人要求與博物館回應是針對「文物」之返還，後期博物館卻把這項爭議操作為返

還「文化」給部落，但是不返還文物本身。比起博物館有可能返還非原住民族之文

物，館方卻較不願意返還原住民族文物給部落，關鍵其實在於博物館仍然把原住民族

與原住民族文物視為「他者」。相應於此，楊政賢教授著眼於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的

籌備與創設，在文化政治層面的複雜內涵，尤其是「國家法制」與「原住民族文化」

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國原館的功能與歸屬不僅涉及文化政治的二元對話與多重論述，

更重要的是，國原館如何在國家治理的架構下保有原住民族主體性？如何讓原住民族

從「他者」轉型為真正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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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宜澤教授從人文地理學以及環境人類學之綜合觀點出發，思考原住民族主義在

地景實踐上的策略與行動。例如，日本統治時期政府不准花蓮吉安鄉的阿美族部落在

海邊舉辦傳統的船祭，於是族人轉往山上舉辦。儘管舉辦儀式的地點不同，族人還是

想辦法訓練捕魚的技巧。各種導致儀式地景改變的因素，諸如都市化、自然環境改

變、政治活動等，以及族人的文化實踐與變通方式，呈現出以「原住民為思考中心、

他者為地景建構」的主體論述翻轉過程。最後，黃毓超教授關注原住民族傳播媒體，

包括原住民族電視臺的創立與節目內容。長期以來，原住民族在政策決定與媒體表現

都相當邊緣化，直到近期才有所發展。然而，原住民族媒體的製播內容多有重複、經

常重播，節目類型也是以新聞為主。黃教授建議，未來應建立真正以原住民族為主體

的媒體，納入在地參與和問責機制，引進更多年輕人與原住民族來共同創造、製作原

住民族傳播媒體的內容。

B3場次：「原味、原藝、原動力：文化資產化的部落實踐與在地經濟」

　　B3場次的研究團隊在報告中呈現，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發展的歷程中，當代

原住民族反而因各地區的族群文化復振行動，更強調族群、文化與主體性的再現，並

且透過文化資產的活化與再實踐，與主流社會認同與經濟市場進行協商、合作與抵

抗，找出新的生存策略與方向，例如生態旅遊、新興的民族工藝市場、原住民族農地

復耕與返鄉小農、博物館中原住民族藏品的文化財權回歸（Repatriation）、神話儀

式文化展演的機制，與原民飲食文化的推廣與食農教育的實踐。

　　為建構文化資產做為在地經濟的形式與類型和知識系統，應思考原住民農藝與可

食資產、神話祭儀、傳統工藝、部落廚房和生態旅遊的意義與價值，不僅強化文化資

產多元知識的建構，更進一步具有凝聚身份認同的功用。將「傳統」視為「歷史的實

踐」，並且在實踐過程中思考身體記憶與技藝的連結、在地經濟的抵抗策略，以及部

落的參與式行動對於文化資產化的重要性，反思在不同原鄉部落內，政治、經濟與外

部的政府社會組織之間的競合關係，以及「文化資產化」（Cultural heritagiza-

tion）建構歷程的辯證關係及其衍生的商品化、產業化等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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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本計畫闡述文化資產乃是歷史、工藝、知識、價值、內在邏輯與文化

實踐的具體呈現，也更進一步強調，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資產的活化，必須重建與土地

的連結，扎根於部落生活實踐與在地經濟機制，而日常生活的吃穿用牽涉到最基本的

飲食、工藝與生態的循環，透過在地經濟與主流市場的結合，過去傳統的知識／歷史

又再次於市場機制、時間歷練的考驗中獲得實踐，形成文化的肯認與經濟的流通，

「文化」即成為當代原住民族可利用的最大資產。

A4場次：「推動原鄉長期照顧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之行動研究─以屏東縣泰武鄉

為例」

　　該整合型計畫以屏東縣泰武鄉的社區照顧服務為主要研究對象和場域，透過行動

研究的方式，探討泰武鄉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的相關議題。趙善如教授立基於

「文化照顧」的內涵與反思，主張照顧服務必須從部落居民的觀點出發，包括被照顧

者的想法、家中照顧者的經驗、耆老與社區的觀點。由於被照顧的老人家認為文化照

顧是由自己家人來照顧，而且比較習慣當地的系統，因此長照系統必須融入傳統生活

與習慣，並且理解部落社區關係對於被照顧者的重要性。許俊才教授進一步指出，長

〈原味、原藝、原動力：文化資產化的部落實踐與在地經濟〉總計畫主持人葉秀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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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服務不只是政策，實際執行需要的是人力。然而，原鄉的長照人力卻面臨不少

困境與挑戰，包括部落族人不想做全職的照顧工作，以及長照商品化等問題。以前照

顧人員除了單純照顧的工作，也會跟老人家噓寒問暖。後來照顧服務變成以點數計

算，導致照顧人員做完項目之後，趕去下一家工作，而被照顧者覺得照顧人員不再跟

他們互動聊天。王仕圖教授透過實地訪談的方式，探詢泰武鄉社區長照服務組織的實

際狀況，進而思考長照組織如何連結相關資源，並且整合在地文化的照顧服務或人

力。目前泰武鄉的長照服務組織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主、服務項目大同而小異。由於原

鄉的文化特質與生活習性，臨托、喘息服務的成效不大。泰武鄉的例子反映出長照服

務必須留意下述狀況：照護者的專業背景；部落原住民不同於都市地區、漢人族群的

文化與生活習性；ACC服務模式在資源連結上的多元性；部分接受服務者礙於身分

條件、費用而無法獲得服務的狀況。

B4場次：「人、山川、海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本的地理、環境教育與科學探究

能力之建構」

　　汪明輝教授指出，在原住民傳統與環境互動的知識系統架構下，由原住民族對自

然環境運行之觀察與人類生活調適與農漁獵之智慧，進而向外連結西方科學知識之相

關內涵，諸如天文、氣象、地理、地科、物理、數學、生物等，提供民族科學及地理

與環境學習經驗，及建構科學探索能力。蔡慧敏教授在研究中重新反省主流教育當中

的科學教育在原鄉地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探究相對於西方科學的原住民科學（Na-

tive Science）為何；除了發展不同環境與族群的原住民族學生學習課程規劃、能力

指標與教材，並提供其他族群至原鄉進行地理與環境教育及科學探索之教學指引。

　　此整合型計畫致力於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本體，探討原住民族在自然環境中已

傳統上具備的「科學探究」及環境探究能力，以發掘傳統智慧及民族科學之優勢、發

展兼具文化主體與現代環境與之能力，建構由內在文化環境脈絡向外延伸的學習模

式。在學校課程之銜接，則示範文化回應（Cultural responsive）的教學模式，以

搭建學生與母文化間的橋梁，讓學生能夠在地知識脈絡與西方科學間穿梭。沈淑敏教

授的研究目標，是為普通高中都市原住民學生發展以原住民族為本之素養導向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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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引領學生將課程中習得的環境觀察與記錄能力，實踐於部落環境中。王聖鐸教

授則針對所謂的「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研究如何以沉浸式虛擬實境

（Immersive VR）呈現一地環境，更直覺地傳達空間資訊。

　　該研究團隊並以鄒族及達悟族部落和社群為例，就民族科學（Native Science; 

Indigenous Science）及當前原住民族教育推動現況，建構原住民族教育體系之構

想。就傳統知識之教育意義，鄒族的kuba-hosa-hupa是整合了跨越身心靈的生命教

育，涵蓋人世與死後的終身與世代教育，而kuba-hosa-hupa同時是鄒族知識生產、

知識實踐與知識儲存空間，包含著神祉鬼靈精神儀式知識，也包含著鄒族部落的社

會、文化、政治、經濟生活的制度、規範、方法、技術知識，也包含對宇宙天象、日

月運行、四時物候變化、領域土地的自然環境水陸動植物生態景觀知識、觀念、利用

方式，kuba-hosa-hupa是鄒族知識的圖書館，也是活生生的學校本身，學習中心在

kuba，向外延伸到hupa大地自然，向上會通神靈天際，在這裡生活及教育，教育即

生活。呼應最初的教育目的－成為真正的鄒族人。至於蘭嶼達悟族之教育，則是以海

洋為核心、海洋民族為主體，著重於理解環境中的傳統知識體系與實踐方式。在原住

民傳統與環境互動的知識系統架構下，由達悟族對自然環境運行之觀察、人類生活調

適、農漁獵之民族知識體系，進而連結西方科學知識之相關內涵（天文、氣象、地

理、地科、物理、數學、生物等），建構科學探索能力。引導學生在生活環境與地理

學習背景下，跨學科發展傳統與現代核心素養；在學習過程中，結合耆老傳統經驗、

語言歌謠敘事，進入山海，實際學習林木、生物、造船、潛水、捕魚、天文、氣象、

航行等知識系統，培養科學探索興趣及傳承優異的海洋生活技能，並連結太平洋南島

民族共同的造舟及遠航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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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此次發表會最後安排了綜合討論，讓研究團隊分享整合型研究計畫的執行經驗，

探討學術研究如何與部落對話、達成在地實踐，提出創新的研究課題，作為人文司未

來規劃徵求計畫之參考。首先，兩位主持人、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張珣所長、與國立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浦忠成院長，提示說明本場次的討論重點與目標，在於原住民

族研究應如何和其他學術領域、區域交流，並且找出未來值得研究的議題。具體上，

又應該建立何種平臺或管道來開展更多傳播、交流、與對話。

　　白惠蘭博士生代表「全球氣候變遷對南台灣原住民族部落環境之衝擊影響分析與

調適策略」研究團隊表示，利用再次進入部落的機會，可以將冰冷的數據，與傳統原

民知識、文化相結合，強化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吳秦雯教授代表「自主、自決與自

治」研究團隊認為，研究者應該尋找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共同遵循的規則。此一目

標無法從外來法律繼受找到答案，因為這需要由原住民族人與非原住民族群者一起尋

找，而且涉及與其他領域、地區之間的對話。由於這項工作需要從根本上重新理解法

學知識，所以極具挑戰性。在未來的研究議題方面，如何透過釐清權利的概念內涵、

強化對於原住民族群權利的保護，都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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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玲研究員代表「多重感官取徑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建構研究」研究團隊強調

知識多元化、建立數位資料庫的重要性，並且透過介面連結、加值以及公共化，實現

數位化與公共人類學。鄭皓騰教授代表「高山原住民部落產業空間再發展策略之研

究」研究團隊指出，空間區位與利用需要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加以指認。在對話時必須

重視世代的差異，以及原住民族群內部的對話。

　　陳張培倫教授代表「由他者到主體的轉型路徑」研究團隊表示，原住民族研究當

然可以有、也總會有新議題，只要能夠符合原住民族主義以及原住民族運動的理念，

尊重文化差異、文化永續、自主決定發展，進而推動各種權利與政策訴求。就此而

言，需要一個原住民族運動的理念平臺，來交換行動以及研究的心得。葉秀燕教授代

表「原味、原藝、原動力」研究團隊表示，對於「文化資產」概念、乃至於原住民族

知識的建構，研究團隊始終必須意識到、思考和詢問：究竟是「誰」的觀點？研究者

對此應該一直保持敏感。例如，是否能用過去學術期刊的審查標準來評斷原住民族知

識呢？當然，學術期刊或英文寫作的增加，有助於原住民族知識的能見度與提倡傳

播。但是要將原住民族民知識學術化，並非只是增加一本學術期刊，而是需要接納更

多不同的知識形式，才有多元化對話的可能性。

　　趙善如教授代表「推動原鄉長期照顧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之行動研究」研究團

隊表示，期待科技部嘗試推展原住民族的雙邊研究，包括南島、太平洋研究等。沈淑

敏教授代表『「人、山川、海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本的地理、環境教育與科學

探究能力之建構』研究團隊，在研究策略的層次上提出建議。所謂「原無疆界」，由

於不同領域研究者的文化隔閡、基礎研究條件，包括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倫理

觀各有不同，導致原住民族研究知識體系被現代學科的劃分所切割。科技部應該建立

原住民族研究學門，藉此確立原住民族研究的主體性，以共同建構新的知識體系，實

現多元族群科學教育，並且讓原民會可以更有效管理、乃至運用相關研究與知識。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選下方連結觀看！

　http://www.hss.ntu.edu.tw/discourse_info.aspx?no=0&d=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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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的物研究轉向
作者／謝一誼（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

　　　謝一誼，紐約大學東亞研究博士，現任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人員。研究專長為亞洲藝術，全球化，

　　　都市人類學，與新物質研究（new materialisms）。文章可見期刊Asian Anthropology、清華大學當代中

　　　國研究通訊、positions: asian critique、以及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Asian Studies。目前正

　　　在著手書稿，暫名為“Emotional Objects: Collecting, Connoisseurship, and Folk Art Markets in 

　　　Post-socialist Beijing.”

　　　｜編按｜謝一誼博士研究領域為亞洲民間藝術、全球化等議題，此次特邀請她撰寫文章，分享研究成果。

　　作為一個思索「人何以為人」的學科，人類學近年來在「物」與「物質」的研究

上，有許多新的開展。1980年代中期，有關「物的社會生活」與全球化意義便成為

人類學者研究的重點 （Appadurai 1986，Ingold 2006, Myers 2001, Musaraj 

2011）; 2000年以降「多物種研究的轉向」（Tsing 2000, Raffles 2012），則更進

一步探究了人何以在生命網絡（web of life）當中，發生行動，產生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空間性，與全球的政治經濟流動，產生摩擦。

　　我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地，是在這個「物的社會生活」以及新物質研究的對話之

間，所發展出來的（Hsieh 2016）。建立在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上，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當代中國的新興藝術收藏市場，怎麼作為為一個歷史變化的技術整合體（as-

semblage）。這個整合體牽涉到人們的感官實踐（物的美學歷史與美學判斷），以

及政府機構將地方文化做為一個事業的城市發展政策；透過人們與物的實踐關係，我

們得以深入爬梳藝術實踐中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而從這些藝術時間裡，更揭示出人們

對城市環境的認識，怎麼是一個動態的互動變化過程。這個後社會主義市場化下的民

族誌研究，將市場視為是充滿了行動者與市場技術，以及多物種交會之下，產生出來

的全球同時又在地的空間。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希望介紹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啟發，亦即當代人類學在感知技

術上的重要研究。特別是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Rosalind Morris 編

這些範疇，在更基礎層面上的思索。

　　此一新的爭辯，不僅重塑了有關人與物，互為主體亦互為物體的關係 （Latour 

1996）; 此一取向更強烈地認為人類學研究必須離開「人類中心」的歐陸形上學傳統 

（de Castro 2009），突破歐洲在啟蒙以來所既有的「自然與文化」分野，而進一步

地去理解到不同歷史與地域情境中，人何以為人，其定義與種種範疇，是怎麼產生出

來的。這包括了何為「靈魂」，何為「心智」，何為「身體」，自我與其他物種的階

序關係，主體與客體的分野，等等基本的物種概念；這不僅牽涉到文化認識論（或其

衍伸出來的文化相對論），這個命題應該更具體的，被放置於實踐面向上，也就是透

過具體的物質與象徵體系，從本體論的層面上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隨著這個新物質轉向的發展，數位人類學與設計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anthropology） 也在2010年間，開始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數位人

類學關心的議題，是當代生活所充斥的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也就是

數位科技與社會生活的交織 （Pink, Ardèvol, Lanzeni eds. 2016）。正如數位人

類學與設計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的，「假如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希望能夠利用數位

媒體和科技，以新的方式來吸引觀眾，首先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審視這些媒體是在日常

生活中，對於人們來說，提供了什麼樣的意義」（Smith 2013: 117）。人類學家

Christina Wasson 和Crysta Ｍetcalfe針對廚房裡，日常生活的科技使用，此一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Wasson & Metcalfe 2013）。 

　　一但我們認識到人與物的關係，會隨著時序與地區而變遷，認識到物與人的關係

是一種在地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有關人與世界的基本概念，更是各地

人與非人物種，互動生產出來，並非僵硬固著的文化範式，如此的新思路則將有助我

們認識到生命網絡當中，各種重要的行動者（actors）與行動物（actants），如何

編織出來一個生命的網絡（web of life）。也幫助我們從地方的觀點出發，來考慮生

態存有論，拒絕以歐洲中心視角來套入對於各地環境與世界的研究；反之，是深入各

地不同的哲學與歷史脈絡，來探究有關人，靈魂，身體，環境，自然與物質，此間基

本的概念與交互關係。

景之間，是藝術表現捕捉道城市現代化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

實。Naitō Masatoshi視閃光燈為其藝術攝影表現性的核心，即便說在現代藝術攝

影的發展中，閃光燈被基本的攝影技術視為是次要於自然光線，甚至被視為「基本攝

影倫理的殺手」，意即閃光燈的使用改變了攝影當下希望捕捉的空間與時間，閃光燈

介入了那個基本的時空倫理，因而「殺死」了這個攝影瞬間的自然時空。但Marilyn 

Ivy 教授分析指出，Naitō Masatoshi強調的，這種閃光燈介入時空表現的力量，戲

劇化地凸顯了他影像裡的暗黑區塊，也就是說閃光燈的使用在他的攝影美學裡所凸顯

的並非光亮面，而是黑暗面。在他大量以暗黑著名的影像當中，環繞著人物的黑暗背

景，暗示了大量不可見的，四處充斥著的鬼魅與靈異。而即使是神靈意象，都必須仰

賴像是面具，或是被掩蓋的雕像，這些模糊掉了的面容，或是模糊的物件，來呈現。

並且，在他的攝影中，神靈的意象往往是崩壞中的，凋零的：神靈意象的凝聚性，往

往是被稀釋掉了。正如Thomas Lamarre在其於本書的論文中（Cine-Photography 

as Racial Technology）所提到的，幾位經典的攝影理論學者（Béla Balázs, 

Walter Benjamin, Jean Epstein, Siegfried Kracauer等 ）都認為攝影經驗，其力量

在於攝影瓦解了存在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讓許多日常生活裡不應該

出現的身體，像是醜惡的身體，被攝影機給貼近：而在觀看者一方，正是這些對醜惡

身體的凝視，讓攝影影像得已製造出一種震撼感，超乎我們日常的觀看角度。

人類學的物轉向

　　人類學在物研究（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上的聚焦，或是有些學者所稱

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此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某一個程度上來

看，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個文類，一種認識論的方法，如何可以製造出非

日常凝視視角的取徑，類似於攝影得以製造出非日常視覺的認識論。這種關注於民族

誌方法與民族誌認識論的新取逕，也反映出人類學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

ture）」爭論之後（即James Clifford與George Marcus於1986年所編輯出版的同名

專書，其中對於人類學的殖民性，深植於經典民族誌方法論與認識論上，亦即人類學

知識生產的基本架構裡，對此進行了重要的反思），對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問題有

更多省思。從1980年代末期對於認識論的討論，朝向了存有論上，有關文化與自然

早期攝影技術在亞洲的發展，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時序化（temporalizied）的歷程；

亦即攝影影像的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是用來處理過去，死亡，歷史記憶。同時，這些

對於歷史記憶的技術化處置，乃是為了介入我們對於未來的論述與想望。John Pem-

berton教授在此一論文集裡的文章，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這個攝影技

術作為歷史技藝的一個重要研究代表。從一張荷蘭殖民官員於爪哇當地儀式的照片開

始，Pemberton教授分析了在這個影像裡，這個有眾多殖民官員盛裝出席的儀式裡，

一方面荷蘭殖民官員正在儀式的行動當下，招喚鬼魂神祇；由於荷蘭殖民檔案局自

1900年開始，積極地收集了爪哇當地各項儀式與偶劇演出的攝影紀錄。這張在檔案

中的照片，卻意外揭示了二十世紀，攝影和殖民統治怎麼嫁接進去了爪哇在地的文化

範式。作為一種新奇的技術，攝影與傳統的祭儀同時在一個社會場合裡出現。這個現

代性與傳統鬼魂信仰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兩者透過攝影技術的同時存

在，是Pemberton教授此文的重要論述。相對於韋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除魅化過

程，人類學家對亞洲殖民影像的分析探討中，提出了反駁。Pemberton教授也從這些

檔案的照片中，觀察到人們在工廠機臺之間，放上祭祀用的動物，或是面對著機器舉

行安撫神祇的儀式；這些留存在早期攝影中的爪哇影像，揭示了一個有關亞洲現代性

更深層的歷史實踐與文化邏輯，亦即這些鬼魂與神祇並沒有被現代性給驅除，而是更

為隱晦地存在於這些被攝影影像給擷取的社會儀式當中，即便說鬼魂本身並沒有具體

的顯現。

　　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的光譜之間，Marilyn 

Ivy教授在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一文中，精湛地追索了

日本攝影家Naitō Masatoshi過度曝光的黑白攝影，牽涉到日本戰後對於「暗黑」

作為一種藝術感官性的視覺啟蒙意義脈絡。明顯地使用了人工光線，違反一般攝影原

則的過度曝光，Naitō Masatoshi的攝影意象往往充滿了不同層次的暗黑光線，與

因為強烈曝光而面目模糊的戲劇化人物，形成張力極強的黑白對比。在這些影像當中

呈現出來的日本都會景象，譬如東京，是一個充斥著創傷身體的景象，Marilyn Ivy 

指出這些創傷身體包括了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創傷。正是在於Naitō 

Masatoshi藝術攝影當中特別強調出來的，那些可見的創傷身軀，與不可見的黑暗背

輯出版的論文集「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這本論文集自攝影機作為一個科技技術出發，從歷史與民族誌研

究的取向，探討了攝影作為一個技術，怎麼連結了亞洲各地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

實踐。收集了當代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研究者的幾篇論文，包含了像是Marilyn Ivy 教

授自當代日本都會攝影藝術的暗黑美學當中，追索「閃光燈」這個技術本身，是怎麼

自二次世界大戰，核子轟炸技術裡所發展出來的。這本論文集，從攝影本身的物質史

與社會史出發，複雜化，歷史化已然被視為日常生活裡極其普通的一個科技技術。這

個論文集的科技歷史取向，更反映出的是複數的「亞洲史」，與多重的「攝影」脈

絡。

　　從知識論上來說，這本論文集從亞洲出發，對於過去以歐陸為中心的光學理論

（the optic theory）有一個開創性的回應。特別是探討了東亞視覺技術，與殖民技

術，甚至是戰爭科技間，彼此交織的複雜歷史；此一人類學的感官技術研究取向，也

展現了當代人類學和歷史學在藝術研究上，重視技術的社會關係層面，以回應「現代

性就是除魅化（disenchantment）」，此一韋伯（Max Weber）的現代性經典命

題。2009年此書出版之後，諸多新的感知技術民族誌研究，與現象學研究，也更推

進了有關感知基礎建設（sensorial infrastructure）的深入探討，這些研究含括了都

市噪音的範疇與硬體設施（Jennifer C. Hsieh 2019），美感教育（Lily Chumley 

2013），都市裡明亮與陰暗的現象學意義（Anna Greenspan 2014），不同層次酒

醉感的社會意涵（Harkness 2014）等研究主題。也讓我們窺見當代人類學，是怎麼

探索藝術感官，與科技技術相關的新研究。

　　正如 Morris 教授在此書的導論中所說，攝影技術在亞洲的歷史，必須面對三個

議題：一是殖民主義，亦即攝影機作為歐洲殖民侵略的工具；二是攝影機代表的神秘

力量；三則是攝影作為一種技術資本，怎麼取代了或改變了原先存在的再現經濟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其作為一個新奇的技術，攝影機和攝影影像的

早期分展，正是這個「外來」的特質，給攝影影像和攝影機帶來了極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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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a

　　作為一個思索「人何以為人」的學科，人類學近年來在「物」與「物質」的研究

上，有許多新的開展。1980年代中期，有關「物的社會生活」與全球化意義便成為

人類學者研究的重點 （Appadurai 1986，Ingold 2006, Myers 2001, Musaraj 

2011）; 2000年以降「多物種研究的轉向」（Tsing 2000, Raffles 2012），則更進

一步探究了人何以在生命網絡（web of life）當中，發生行動，產生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空間性，與全球的政治經濟流動，產生摩擦。

　　我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地，是在這個「物的社會生活」以及新物質研究的對話之

間，所發展出來的（Hsieh 2016）。建立在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上，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當代中國的新興藝術收藏市場，怎麼作為為一個歷史變化的技術整合體（as-

semblage）。這個整合體牽涉到人們的感官實踐（物的美學歷史與美學判斷），以

及政府機構將地方文化做為一個事業的城市發展政策；透過人們與物的實踐關係，我

們得以深入爬梳藝術實踐中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而從這些藝術時間裡，更揭示出人們

對城市環境的認識，怎麼是一個動態的互動變化過程。這個後社會主義市場化下的民

族誌研究，將市場視為是充滿了行動者與市場技術，以及多物種交會之下，產生出來

的全球同時又在地的空間。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希望介紹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啟發，亦即當代人類學在感知技

術上的重要研究。特別是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Rosalind Morris 編

這些範疇，在更基礎層面上的思索。

　　此一新的爭辯，不僅重塑了有關人與物，互為主體亦互為物體的關係 （Latour 

1996）; 此一取向更強烈地認為人類學研究必須離開「人類中心」的歐陸形上學傳統 

（de Castro 2009），突破歐洲在啟蒙以來所既有的「自然與文化」分野，而進一步

地去理解到不同歷史與地域情境中，人何以為人，其定義與種種範疇，是怎麼產生出

來的。這包括了何為「靈魂」，何為「心智」，何為「身體」，自我與其他物種的階

序關係，主體與客體的分野，等等基本的物種概念；這不僅牽涉到文化認識論（或其

衍伸出來的文化相對論），這個命題應該更具體的，被放置於實踐面向上，也就是透

過具體的物質與象徵體系，從本體論的層面上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隨著這個新物質轉向的發展，數位人類學與設計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anthropology） 也在2010年間，開始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數位人

類學關心的議題，是當代生活所充斥的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也就是

數位科技與社會生活的交織 （Pink, Ardèvol, Lanzeni eds. 2016）。正如數位人

類學與設計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的，「假如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希望能夠利用數位

媒體和科技，以新的方式來吸引觀眾，首先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審視這些媒體是在日常

生活中，對於人們來說，提供了什麼樣的意義」（Smith 2013: 117）。人類學家

Christina Wasson 和Crysta Ｍetcalfe針對廚房裡，日常生活的科技使用，此一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Wasson & Metcalfe 2013）。 

　　一但我們認識到人與物的關係，會隨著時序與地區而變遷，認識到物與人的關係

是一種在地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有關人與世界的基本概念，更是各地

人與非人物種，互動生產出來，並非僵硬固著的文化範式，如此的新思路則將有助我

們認識到生命網絡當中，各種重要的行動者（actors）與行動物（actants），如何

編織出來一個生命的網絡（web of life）。也幫助我們從地方的觀點出發，來考慮生

態存有論，拒絕以歐洲中心視角來套入對於各地環境與世界的研究；反之，是深入各

地不同的哲學與歷史脈絡，來探究有關人，靈魂，身體，環境，自然與物質，此間基

本的概念與交互關係。

景之間，是藝術表現捕捉道城市現代化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

實。Naitō Masatoshi視閃光燈為其藝術攝影表現性的核心，即便說在現代藝術攝

影的發展中，閃光燈被基本的攝影技術視為是次要於自然光線，甚至被視為「基本攝

影倫理的殺手」，意即閃光燈的使用改變了攝影當下希望捕捉的空間與時間，閃光燈

介入了那個基本的時空倫理，因而「殺死」了這個攝影瞬間的自然時空。但Marilyn 

Ivy 教授分析指出，Naitō Masatoshi強調的，這種閃光燈介入時空表現的力量，戲

劇化地凸顯了他影像裡的暗黑區塊，也就是說閃光燈的使用在他的攝影美學裡所凸顯

的並非光亮面，而是黑暗面。在他大量以暗黑著名的影像當中，環繞著人物的黑暗背

景，暗示了大量不可見的，四處充斥著的鬼魅與靈異。而即使是神靈意象，都必須仰

賴像是面具，或是被掩蓋的雕像，這些模糊掉了的面容，或是模糊的物件，來呈現。

並且，在他的攝影中，神靈的意象往往是崩壞中的，凋零的：神靈意象的凝聚性，往

往是被稀釋掉了。正如Thomas Lamarre在其於本書的論文中（Cine-Photography 

as Racial Technology）所提到的，幾位經典的攝影理論學者（Béla Balázs, 

Walter Benjamin, Jean Epstein, Siegfried Kracauer等 ）都認為攝影經驗，其力量

在於攝影瓦解了存在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讓許多日常生活裡不應該

出現的身體，像是醜惡的身體，被攝影機給貼近：而在觀看者一方，正是這些對醜惡

身體的凝視，讓攝影影像得已製造出一種震撼感，超乎我們日常的觀看角度。

人類學的物轉向

　　人類學在物研究（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上的聚焦，或是有些學者所稱

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此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某一個程度上來

看，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個文類，一種認識論的方法，如何可以製造出非

日常凝視視角的取徑，類似於攝影得以製造出非日常視覺的認識論。這種關注於民族

誌方法與民族誌認識論的新取逕，也反映出人類學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

ture）」爭論之後（即James Clifford與George Marcus於1986年所編輯出版的同名

專書，其中對於人類學的殖民性，深植於經典民族誌方法論與認識論上，亦即人類學

知識生產的基本架構裡，對此進行了重要的反思），對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問題有

更多省思。從1980年代末期對於認識論的討論，朝向了存有論上，有關文化與自然

早期攝影技術在亞洲的發展，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時序化（temporalizied）的歷程；

亦即攝影影像的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是用來處理過去，死亡，歷史記憶。同時，這些

對於歷史記憶的技術化處置，乃是為了介入我們對於未來的論述與想望。John Pem-

berton教授在此一論文集裡的文章，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這個攝影技

術作為歷史技藝的一個重要研究代表。從一張荷蘭殖民官員於爪哇當地儀式的照片開

始，Pemberton教授分析了在這個影像裡，這個有眾多殖民官員盛裝出席的儀式裡，

一方面荷蘭殖民官員正在儀式的行動當下，招喚鬼魂神祇；由於荷蘭殖民檔案局自

1900年開始，積極地收集了爪哇當地各項儀式與偶劇演出的攝影紀錄。這張在檔案

中的照片，卻意外揭示了二十世紀，攝影和殖民統治怎麼嫁接進去了爪哇在地的文化

範式。作為一種新奇的技術，攝影與傳統的祭儀同時在一個社會場合裡出現。這個現

代性與傳統鬼魂信仰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兩者透過攝影技術的同時存

在，是Pemberton教授此文的重要論述。相對於韋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除魅化過

程，人類學家對亞洲殖民影像的分析探討中，提出了反駁。Pemberton教授也從這些

檔案的照片中，觀察到人們在工廠機臺之間，放上祭祀用的動物，或是面對著機器舉

行安撫神祇的儀式；這些留存在早期攝影中的爪哇影像，揭示了一個有關亞洲現代性

更深層的歷史實踐與文化邏輯，亦即這些鬼魂與神祇並沒有被現代性給驅除，而是更

為隱晦地存在於這些被攝影影像給擷取的社會儀式當中，即便說鬼魂本身並沒有具體

的顯現。

　　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的光譜之間，Marilyn 

Ivy教授在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一文中，精湛地追索了

日本攝影家Naitō Masatoshi過度曝光的黑白攝影，牽涉到日本戰後對於「暗黑」

作為一種藝術感官性的視覺啟蒙意義脈絡。明顯地使用了人工光線，違反一般攝影原

則的過度曝光，Naitō Masatoshi的攝影意象往往充滿了不同層次的暗黑光線，與

因為強烈曝光而面目模糊的戲劇化人物，形成張力極強的黑白對比。在這些影像當中

呈現出來的日本都會景象，譬如東京，是一個充斥著創傷身體的景象，Marilyn Ivy 

指出這些創傷身體包括了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創傷。正是在於Naitō 

Masatoshi藝術攝影當中特別強調出來的，那些可見的創傷身軀，與不可見的黑暗背

輯出版的論文集「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這本論文集自攝影機作為一個科技技術出發，從歷史與民族誌研

究的取向，探討了攝影作為一個技術，怎麼連結了亞洲各地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

實踐。收集了當代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研究者的幾篇論文，包含了像是Marilyn Ivy 教

授自當代日本都會攝影藝術的暗黑美學當中，追索「閃光燈」這個技術本身，是怎麼

自二次世界大戰，核子轟炸技術裡所發展出來的。這本論文集，從攝影本身的物質史

與社會史出發，複雜化，歷史化已然被視為日常生活裡極其普通的一個科技技術。這

個論文集的科技歷史取向，更反映出的是複數的「亞洲史」，與多重的「攝影」脈

絡。

　　從知識論上來說，這本論文集從亞洲出發，對於過去以歐陸為中心的光學理論

（the optic theory）有一個開創性的回應。特別是探討了東亞視覺技術，與殖民技

術，甚至是戰爭科技間，彼此交織的複雜歷史；此一人類學的感官技術研究取向，也

展現了當代人類學和歷史學在藝術研究上，重視技術的社會關係層面，以回應「現代

性就是除魅化（disenchantment）」，此一韋伯（Max Weber）的現代性經典命

題。2009年此書出版之後，諸多新的感知技術民族誌研究，與現象學研究，也更推

進了有關感知基礎建設（sensorial infrastructure）的深入探討，這些研究含括了都

市噪音的範疇與硬體設施（Jennifer C. Hsieh 2019），美感教育（Lily Chumley 

2013），都市裡明亮與陰暗的現象學意義（Anna Greenspan 2014），不同層次酒

醉感的社會意涵（Harkness 2014）等研究主題。也讓我們窺見當代人類學，是怎麼

探索藝術感官，與科技技術相關的新研究。

　　正如 Morris 教授在此書的導論中所說，攝影技術在亞洲的歷史，必須面對三個

議題：一是殖民主義，亦即攝影機作為歐洲殖民侵略的工具；二是攝影機代表的神秘

力量；三則是攝影作為一種技術資本，怎麼取代了或改變了原先存在的再現經濟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其作為一個新奇的技術，攝影機和攝影影像的

早期分展，正是這個「外來」的特質，給攝影影像和攝影機帶來了極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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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新知

academia

　　作為一個思索「人何以為人」的學科，人類學近年來在「物」與「物質」的研究

上，有許多新的開展。1980年代中期，有關「物的社會生活」與全球化意義便成為

人類學者研究的重點 （Appadurai 1986，Ingold 2006, Myers 2001, Musaraj 

2011）; 2000年以降「多物種研究的轉向」（Tsing 2000, Raffles 2012），則更進

一步探究了人何以在生命網絡（web of life）當中，發生行動，產生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空間性，與全球的政治經濟流動，產生摩擦。

　　我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地，是在這個「物的社會生活」以及新物質研究的對話之

間，所發展出來的（Hsieh 2016）。建立在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上，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當代中國的新興藝術收藏市場，怎麼作為為一個歷史變化的技術整合體（as-

semblage）。這個整合體牽涉到人們的感官實踐（物的美學歷史與美學判斷），以

及政府機構將地方文化做為一個事業的城市發展政策；透過人們與物的實踐關係，我

們得以深入爬梳藝術實踐中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而從這些藝術時間裡，更揭示出人們

對城市環境的認識，怎麼是一個動態的互動變化過程。這個後社會主義市場化下的民

族誌研究，將市場視為是充滿了行動者與市場技術，以及多物種交會之下，產生出來

的全球同時又在地的空間。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希望介紹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啟發，亦即當代人類學在感知技

術上的重要研究。特別是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Rosalind Morris 編

這些範疇，在更基礎層面上的思索。

　　此一新的爭辯，不僅重塑了有關人與物，互為主體亦互為物體的關係 （Latour 

1996）; 此一取向更強烈地認為人類學研究必須離開「人類中心」的歐陸形上學傳統 

（de Castro 2009），突破歐洲在啟蒙以來所既有的「自然與文化」分野，而進一步

地去理解到不同歷史與地域情境中，人何以為人，其定義與種種範疇，是怎麼產生出

來的。這包括了何為「靈魂」，何為「心智」，何為「身體」，自我與其他物種的階

序關係，主體與客體的分野，等等基本的物種概念；這不僅牽涉到文化認識論（或其

衍伸出來的文化相對論），這個命題應該更具體的，被放置於實踐面向上，也就是透

過具體的物質與象徵體系，從本體論的層面上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隨著這個新物質轉向的發展，數位人類學與設計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anthropology） 也在2010年間，開始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數位人

類學關心的議題，是當代生活所充斥的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也就是

數位科技與社會生活的交織 （Pink, Ardèvol, Lanzeni eds. 2016）。正如數位人

類學與設計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的，「假如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希望能夠利用數位

媒體和科技，以新的方式來吸引觀眾，首先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審視這些媒體是在日常

生活中，對於人們來說，提供了什麼樣的意義」（Smith 2013: 117）。人類學家

Christina Wasson 和Crysta Ｍetcalfe針對廚房裡，日常生活的科技使用，此一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Wasson & Metcalfe 2013）。 

　　一但我們認識到人與物的關係，會隨著時序與地區而變遷，認識到物與人的關係

是一種在地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有關人與世界的基本概念，更是各地

人與非人物種，互動生產出來，並非僵硬固著的文化範式，如此的新思路則將有助我

們認識到生命網絡當中，各種重要的行動者（actors）與行動物（actants），如何

編織出來一個生命的網絡（web of life）。也幫助我們從地方的觀點出發，來考慮生

態存有論，拒絕以歐洲中心視角來套入對於各地環境與世界的研究；反之，是深入各

地不同的哲學與歷史脈絡，來探究有關人，靈魂，身體，環境，自然與物質，此間基

本的概念與交互關係。

景之間，是藝術表現捕捉道城市現代化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

實。Naitō Masatoshi視閃光燈為其藝術攝影表現性的核心，即便說在現代藝術攝

影的發展中，閃光燈被基本的攝影技術視為是次要於自然光線，甚至被視為「基本攝

影倫理的殺手」，意即閃光燈的使用改變了攝影當下希望捕捉的空間與時間，閃光燈

介入了那個基本的時空倫理，因而「殺死」了這個攝影瞬間的自然時空。但Marilyn 

Ivy 教授分析指出，Naitō Masatoshi強調的，這種閃光燈介入時空表現的力量，戲

劇化地凸顯了他影像裡的暗黑區塊，也就是說閃光燈的使用在他的攝影美學裡所凸顯

的並非光亮面，而是黑暗面。在他大量以暗黑著名的影像當中，環繞著人物的黑暗背

景，暗示了大量不可見的，四處充斥著的鬼魅與靈異。而即使是神靈意象，都必須仰

賴像是面具，或是被掩蓋的雕像，這些模糊掉了的面容，或是模糊的物件，來呈現。

並且，在他的攝影中，神靈的意象往往是崩壞中的，凋零的：神靈意象的凝聚性，往

往是被稀釋掉了。正如Thomas Lamarre在其於本書的論文中（Cine-Photography 

as Racial Technology）所提到的，幾位經典的攝影理論學者（Béla Balázs, 

Walter Benjamin, Jean Epstein, Siegfried Kracauer等 ）都認為攝影經驗，其力量

在於攝影瓦解了存在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讓許多日常生活裡不應該

出現的身體，像是醜惡的身體，被攝影機給貼近：而在觀看者一方，正是這些對醜惡

身體的凝視，讓攝影影像得已製造出一種震撼感，超乎我們日常的觀看角度。

人類學的物轉向

　　人類學在物研究（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上的聚焦，或是有些學者所稱

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此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某一個程度上來

看，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個文類，一種認識論的方法，如何可以製造出非

日常凝視視角的取徑，類似於攝影得以製造出非日常視覺的認識論。這種關注於民族

誌方法與民族誌認識論的新取逕，也反映出人類學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

ture）」爭論之後（即James Clifford與George Marcus於1986年所編輯出版的同名

專書，其中對於人類學的殖民性，深植於經典民族誌方法論與認識論上，亦即人類學

知識生產的基本架構裡，對此進行了重要的反思），對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問題有

更多省思。從1980年代末期對於認識論的討論，朝向了存有論上，有關文化與自然

早期攝影技術在亞洲的發展，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時序化（temporalizied）的歷程；

亦即攝影影像的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是用來處理過去，死亡，歷史記憶。同時，這些

對於歷史記憶的技術化處置，乃是為了介入我們對於未來的論述與想望。John Pem-

berton教授在此一論文集裡的文章，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這個攝影技

術作為歷史技藝的一個重要研究代表。從一張荷蘭殖民官員於爪哇當地儀式的照片開

始，Pemberton教授分析了在這個影像裡，這個有眾多殖民官員盛裝出席的儀式裡，

一方面荷蘭殖民官員正在儀式的行動當下，招喚鬼魂神祇；由於荷蘭殖民檔案局自

1900年開始，積極地收集了爪哇當地各項儀式與偶劇演出的攝影紀錄。這張在檔案

中的照片，卻意外揭示了二十世紀，攝影和殖民統治怎麼嫁接進去了爪哇在地的文化

範式。作為一種新奇的技術，攝影與傳統的祭儀同時在一個社會場合裡出現。這個現

代性與傳統鬼魂信仰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兩者透過攝影技術的同時存

在，是Pemberton教授此文的重要論述。相對於韋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除魅化過

程，人類學家對亞洲殖民影像的分析探討中，提出了反駁。Pemberton教授也從這些

檔案的照片中，觀察到人們在工廠機臺之間，放上祭祀用的動物，或是面對著機器舉

行安撫神祇的儀式；這些留存在早期攝影中的爪哇影像，揭示了一個有關亞洲現代性

更深層的歷史實踐與文化邏輯，亦即這些鬼魂與神祇並沒有被現代性給驅除，而是更

為隱晦地存在於這些被攝影影像給擷取的社會儀式當中，即便說鬼魂本身並沒有具體

的顯現。

　　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的光譜之間，Marilyn 

Ivy教授在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一文中，精湛地追索了

日本攝影家Naitō Masatoshi過度曝光的黑白攝影，牽涉到日本戰後對於「暗黑」

作為一種藝術感官性的視覺啟蒙意義脈絡。明顯地使用了人工光線，違反一般攝影原

則的過度曝光，Naitō Masatoshi的攝影意象往往充滿了不同層次的暗黑光線，與

因為強烈曝光而面目模糊的戲劇化人物，形成張力極強的黑白對比。在這些影像當中

呈現出來的日本都會景象，譬如東京，是一個充斥著創傷身體的景象，Marilyn Ivy 

指出這些創傷身體包括了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創傷。正是在於Naitō 

Masatoshi藝術攝影當中特別強調出來的，那些可見的創傷身軀，與不可見的黑暗背

輯出版的論文集「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這本論文集自攝影機作為一個科技技術出發，從歷史與民族誌研

究的取向，探討了攝影作為一個技術，怎麼連結了亞洲各地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

實踐。收集了當代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研究者的幾篇論文，包含了像是Marilyn Ivy 教

授自當代日本都會攝影藝術的暗黑美學當中，追索「閃光燈」這個技術本身，是怎麼

自二次世界大戰，核子轟炸技術裡所發展出來的。這本論文集，從攝影本身的物質史

與社會史出發，複雜化，歷史化已然被視為日常生活裡極其普通的一個科技技術。這

個論文集的科技歷史取向，更反映出的是複數的「亞洲史」，與多重的「攝影」脈

絡。

　　從知識論上來說，這本論文集從亞洲出發，對於過去以歐陸為中心的光學理論

（the optic theory）有一個開創性的回應。特別是探討了東亞視覺技術，與殖民技

術，甚至是戰爭科技間，彼此交織的複雜歷史；此一人類學的感官技術研究取向，也

展現了當代人類學和歷史學在藝術研究上，重視技術的社會關係層面，以回應「現代

性就是除魅化（disenchantment）」，此一韋伯（Max Weber）的現代性經典命

題。2009年此書出版之後，諸多新的感知技術民族誌研究，與現象學研究，也更推

進了有關感知基礎建設（sensorial infrastructure）的深入探討，這些研究含括了都

市噪音的範疇與硬體設施（Jennifer C. Hsieh 2019），美感教育（Lily Chumley 

2013），都市裡明亮與陰暗的現象學意義（Anna Greenspan 2014），不同層次酒

醉感的社會意涵（Harkness 2014）等研究主題。也讓我們窺見當代人類學，是怎麼

探索藝術感官，與科技技術相關的新研究。

　　正如 Morris 教授在此書的導論中所說，攝影技術在亞洲的歷史，必須面對三個

議題：一是殖民主義，亦即攝影機作為歐洲殖民侵略的工具；二是攝影機代表的神秘

力量；三則是攝影作為一種技術資本，怎麼取代了或改變了原先存在的再現經濟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其作為一個新奇的技術，攝影機和攝影影像的

早期分展，正是這個「外來」的特質，給攝影影像和攝影機帶來了極大的魅力。

參考書目

Appadurai, Arjun, ed.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

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umley, Lily. 2016. Creativity Class: Art School and Culture Work in Postso-

cialist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ames and Marcus, George ed.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 Castro, Eduardo Viveiros. 2009. Cannibal Metaphysics: For A Post-Struc-

tur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eter Skafish. Minneapolis: 

Univocal Publishing  

Greenspan, Anna. 2014. Shanghai Future: Modernity Remade. Oxford Universi-

ty Press 

Harkness, Nicholas. 2013. Softer soju in South Korea.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 (1/2) 12-30

Hsieh, I-Yi. 2016‘Nuts: Beijing Folk Art Connoisseurship in the Age of Mar-

ketization,’Asian Anthropology, 15:1, pp. 52-67

Hsieh, Jennifer C. 2019. Piano transductions: music, sound and noise in urban 

Taiwan. Sound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5: 1, pp. 4-21 

Latour, Bruno. 1996. “On Interobjectivity.” Mind, Culture, and Activity 3 (4): 

228–245

Ingold, Tim. 2006. “Rethinking the Animate, Re-Animating Thought.” Ethnos 

71 (1): 9–20.

Morris, Rosalind ed. 2009. 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Introduction. 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Pp. 1-28.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Myers, Fred R., ed. 2001. The Empire of Things: Regimes of Value and Materi-

al Culture.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Ivy, Marilyn. 2009. 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 Photogra-

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Pp. 

229-258.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emberton, John. 2009.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 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Pp. 29-56.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ink, Sarah; Ardèvol, Elisenda and Lanzeni, Débora eds. 2016. Digital Mate-

rialities: Design and Anthropology.  Bloomsbury Academic. 

Raffles, Hugh. 2012. “Twenty-Five Years Is A Long Time.” Cultural Anthro-

pology 27 (3): 526–534.

Smith, Rachel Charlotte. 2013. Designing Heritage for a Digital Culture. 

Bloomsbury Academic

Wasson, Christina and Crysta Metcalf. 2013. Teaching Design Anthropology 

through University-Industry Partnerships. In Design Anthropolog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edited by Wendy Gunn, Ton Otto and Rachel Charlotte 

Smith. London: Berg, 216-231.



37

學術新知

academia

　　作為一個思索「人何以為人」的學科，人類學近年來在「物」與「物質」的研究

上，有許多新的開展。1980年代中期，有關「物的社會生活」與全球化意義便成為

人類學者研究的重點 （Appadurai 1986，Ingold 2006, Myers 2001, Musaraj 

2011）; 2000年以降「多物種研究的轉向」（Tsing 2000, Raffles 2012），則更進

一步探究了人何以在生命網絡（web of life）當中，發生行動，產生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空間性，與全球的政治經濟流動，產生摩擦。

　　我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地，是在這個「物的社會生活」以及新物質研究的對話之

間，所發展出來的（Hsieh 2016）。建立在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上，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當代中國的新興藝術收藏市場，怎麼作為為一個歷史變化的技術整合體（as-

semblage）。這個整合體牽涉到人們的感官實踐（物的美學歷史與美學判斷），以

及政府機構將地方文化做為一個事業的城市發展政策；透過人們與物的實踐關係，我

們得以深入爬梳藝術實踐中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而從這些藝術時間裡，更揭示出人們

對城市環境的認識，怎麼是一個動態的互動變化過程。這個後社會主義市場化下的民

族誌研究，將市場視為是充滿了行動者與市場技術，以及多物種交會之下，產生出來

的全球同時又在地的空間。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希望介紹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啟發，亦即當代人類學在感知技

術上的重要研究。特別是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Rosalind Morris 編

這些範疇，在更基礎層面上的思索。

　　此一新的爭辯，不僅重塑了有關人與物，互為主體亦互為物體的關係 （Latour 

1996）; 此一取向更強烈地認為人類學研究必須離開「人類中心」的歐陸形上學傳統 

（de Castro 2009），突破歐洲在啟蒙以來所既有的「自然與文化」分野，而進一步

地去理解到不同歷史與地域情境中，人何以為人，其定義與種種範疇，是怎麼產生出

來的。這包括了何為「靈魂」，何為「心智」，何為「身體」，自我與其他物種的階

序關係，主體與客體的分野，等等基本的物種概念；這不僅牽涉到文化認識論（或其

衍伸出來的文化相對論），這個命題應該更具體的，被放置於實踐面向上，也就是透

過具體的物質與象徵體系，從本體論的層面上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隨著這個新物質轉向的發展，數位人類學與設計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anthropology） 也在2010年間，開始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數位人

類學關心的議題，是當代生活所充斥的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也就是

數位科技與社會生活的交織 （Pink, Ardèvol, Lanzeni eds. 2016）。正如數位人

類學與設計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的，「假如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希望能夠利用數位

媒體和科技，以新的方式來吸引觀眾，首先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審視這些媒體是在日常

生活中，對於人們來說，提供了什麼樣的意義」（Smith 2013: 117）。人類學家

Christina Wasson 和Crysta Ｍetcalfe針對廚房裡，日常生活的科技使用，此一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Wasson & Metcalfe 2013）。 

　　一但我們認識到人與物的關係，會隨著時序與地區而變遷，認識到物與人的關係

是一種在地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有關人與世界的基本概念，更是各地

人與非人物種，互動生產出來，並非僵硬固著的文化範式，如此的新思路則將有助我

們認識到生命網絡當中，各種重要的行動者（actors）與行動物（actants），如何

編織出來一個生命的網絡（web of life）。也幫助我們從地方的觀點出發，來考慮生

態存有論，拒絕以歐洲中心視角來套入對於各地環境與世界的研究；反之，是深入各

地不同的哲學與歷史脈絡，來探究有關人，靈魂，身體，環境，自然與物質，此間基

本的概念與交互關係。

景之間，是藝術表現捕捉道城市現代化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

實。Naitō Masatoshi視閃光燈為其藝術攝影表現性的核心，即便說在現代藝術攝

影的發展中，閃光燈被基本的攝影技術視為是次要於自然光線，甚至被視為「基本攝

影倫理的殺手」，意即閃光燈的使用改變了攝影當下希望捕捉的空間與時間，閃光燈

介入了那個基本的時空倫理，因而「殺死」了這個攝影瞬間的自然時空。但Marilyn 

Ivy 教授分析指出，Naitō Masatoshi強調的，這種閃光燈介入時空表現的力量，戲

劇化地凸顯了他影像裡的暗黑區塊，也就是說閃光燈的使用在他的攝影美學裡所凸顯

的並非光亮面，而是黑暗面。在他大量以暗黑著名的影像當中，環繞著人物的黑暗背

景，暗示了大量不可見的，四處充斥著的鬼魅與靈異。而即使是神靈意象，都必須仰

賴像是面具，或是被掩蓋的雕像，這些模糊掉了的面容，或是模糊的物件，來呈現。

並且，在他的攝影中，神靈的意象往往是崩壞中的，凋零的：神靈意象的凝聚性，往

往是被稀釋掉了。正如Thomas Lamarre在其於本書的論文中（Cine-Photography 

as Racial Technology）所提到的，幾位經典的攝影理論學者（Béla Balázs, 

Walter Benjamin, Jean Epstein, Siegfried Kracauer等 ）都認為攝影經驗，其力量

在於攝影瓦解了存在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讓許多日常生活裡不應該

出現的身體，像是醜惡的身體，被攝影機給貼近：而在觀看者一方，正是這些對醜惡

身體的凝視，讓攝影影像得已製造出一種震撼感，超乎我們日常的觀看角度。

人類學的物轉向

　　人類學在物研究（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上的聚焦，或是有些學者所稱

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此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某一個程度上來

看，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個文類，一種認識論的方法，如何可以製造出非

日常凝視視角的取徑，類似於攝影得以製造出非日常視覺的認識論。這種關注於民族

誌方法與民族誌認識論的新取逕，也反映出人類學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

ture）」爭論之後（即James Clifford與George Marcus於1986年所編輯出版的同名

專書，其中對於人類學的殖民性，深植於經典民族誌方法論與認識論上，亦即人類學

知識生產的基本架構裡，對此進行了重要的反思），對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問題有

更多省思。從1980年代末期對於認識論的討論，朝向了存有論上，有關文化與自然

早期攝影技術在亞洲的發展，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時序化（temporalizied）的歷程；

亦即攝影影像的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是用來處理過去，死亡，歷史記憶。同時，這些

對於歷史記憶的技術化處置，乃是為了介入我們對於未來的論述與想望。John Pem-

berton教授在此一論文集裡的文章，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這個攝影技

術作為歷史技藝的一個重要研究代表。從一張荷蘭殖民官員於爪哇當地儀式的照片開

始，Pemberton教授分析了在這個影像裡，這個有眾多殖民官員盛裝出席的儀式裡，

一方面荷蘭殖民官員正在儀式的行動當下，招喚鬼魂神祇；由於荷蘭殖民檔案局自

1900年開始，積極地收集了爪哇當地各項儀式與偶劇演出的攝影紀錄。這張在檔案

中的照片，卻意外揭示了二十世紀，攝影和殖民統治怎麼嫁接進去了爪哇在地的文化

範式。作為一種新奇的技術，攝影與傳統的祭儀同時在一個社會場合裡出現。這個現

代性與傳統鬼魂信仰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兩者透過攝影技術的同時存

在，是Pemberton教授此文的重要論述。相對於韋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除魅化過

程，人類學家對亞洲殖民影像的分析探討中，提出了反駁。Pemberton教授也從這些

檔案的照片中，觀察到人們在工廠機臺之間，放上祭祀用的動物，或是面對著機器舉

行安撫神祇的儀式；這些留存在早期攝影中的爪哇影像，揭示了一個有關亞洲現代性

更深層的歷史實踐與文化邏輯，亦即這些鬼魂與神祇並沒有被現代性給驅除，而是更

為隱晦地存在於這些被攝影影像給擷取的社會儀式當中，即便說鬼魂本身並沒有具體

的顯現。

　　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的光譜之間，Marilyn 

Ivy教授在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一文中，精湛地追索了

日本攝影家Naitō Masatoshi過度曝光的黑白攝影，牽涉到日本戰後對於「暗黑」

作為一種藝術感官性的視覺啟蒙意義脈絡。明顯地使用了人工光線，違反一般攝影原

則的過度曝光，Naitō Masatoshi的攝影意象往往充滿了不同層次的暗黑光線，與

因為強烈曝光而面目模糊的戲劇化人物，形成張力極強的黑白對比。在這些影像當中

呈現出來的日本都會景象，譬如東京，是一個充斥著創傷身體的景象，Marilyn Ivy 

指出這些創傷身體包括了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創傷。正是在於Naitō 

Masatoshi藝術攝影當中特別強調出來的，那些可見的創傷身軀，與不可見的黑暗背

輯出版的論文集「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這本論文集自攝影機作為一個科技技術出發，從歷史與民族誌研

究的取向，探討了攝影作為一個技術，怎麼連結了亞洲各地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

實踐。收集了當代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研究者的幾篇論文，包含了像是Marilyn Ivy 教

授自當代日本都會攝影藝術的暗黑美學當中，追索「閃光燈」這個技術本身，是怎麼

自二次世界大戰，核子轟炸技術裡所發展出來的。這本論文集，從攝影本身的物質史

與社會史出發，複雜化，歷史化已然被視為日常生活裡極其普通的一個科技技術。這

個論文集的科技歷史取向，更反映出的是複數的「亞洲史」，與多重的「攝影」脈

絡。

　　從知識論上來說，這本論文集從亞洲出發，對於過去以歐陸為中心的光學理論

（the optic theory）有一個開創性的回應。特別是探討了東亞視覺技術，與殖民技

術，甚至是戰爭科技間，彼此交織的複雜歷史；此一人類學的感官技術研究取向，也

展現了當代人類學和歷史學在藝術研究上，重視技術的社會關係層面，以回應「現代

性就是除魅化（disenchantment）」，此一韋伯（Max Weber）的現代性經典命

題。2009年此書出版之後，諸多新的感知技術民族誌研究，與現象學研究，也更推

進了有關感知基礎建設（sensorial infrastructure）的深入探討，這些研究含括了都

市噪音的範疇與硬體設施（Jennifer C. Hsieh 2019），美感教育（Lily Chumley 

2013），都市裡明亮與陰暗的現象學意義（Anna Greenspan 2014），不同層次酒

醉感的社會意涵（Harkness 2014）等研究主題。也讓我們窺見當代人類學，是怎麼

探索藝術感官，與科技技術相關的新研究。

　　正如 Morris 教授在此書的導論中所說，攝影技術在亞洲的歷史，必須面對三個

議題：一是殖民主義，亦即攝影機作為歐洲殖民侵略的工具；二是攝影機代表的神秘

力量；三則是攝影作為一種技術資本，怎麼取代了或改變了原先存在的再現經濟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其作為一個新奇的技術，攝影機和攝影影像的

早期分展，正是這個「外來」的特質，給攝影影像和攝影機帶來了極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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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思索「人何以為人」的學科，人類學近年來在「物」與「物質」的研究

上，有許多新的開展。1980年代中期，有關「物的社會生活」與全球化意義便成為

人類學者研究的重點 （Appadurai 1986，Ingold 2006, Myers 2001, Musaraj 

2011）; 2000年以降「多物種研究的轉向」（Tsing 2000, Raffles 2012），則更進

一步探究了人何以在生命網絡（web of life）當中，發生行動，產生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空間性，與全球的政治經濟流動，產生摩擦。

　　我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地，是在這個「物的社會生活」以及新物質研究的對話之

間，所發展出來的（Hsieh 2016）。建立在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上，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當代中國的新興藝術收藏市場，怎麼作為為一個歷史變化的技術整合體（as-

semblage）。這個整合體牽涉到人們的感官實踐（物的美學歷史與美學判斷），以

及政府機構將地方文化做為一個事業的城市發展政策；透過人們與物的實踐關係，我

們得以深入爬梳藝術實踐中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而從這些藝術時間裡，更揭示出人們

對城市環境的認識，怎麼是一個動態的互動變化過程。這個後社會主義市場化下的民

族誌研究，將市場視為是充滿了行動者與市場技術，以及多物種交會之下，產生出來

的全球同時又在地的空間。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希望介紹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啟發，亦即當代人類學在感知技

術上的重要研究。特別是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Rosalind Morris 編

這些範疇，在更基礎層面上的思索。

　　此一新的爭辯，不僅重塑了有關人與物，互為主體亦互為物體的關係 （Latour 

1996）; 此一取向更強烈地認為人類學研究必須離開「人類中心」的歐陸形上學傳統 

（de Castro 2009），突破歐洲在啟蒙以來所既有的「自然與文化」分野，而進一步

地去理解到不同歷史與地域情境中，人何以為人，其定義與種種範疇，是怎麼產生出

來的。這包括了何為「靈魂」，何為「心智」，何為「身體」，自我與其他物種的階

序關係，主體與客體的分野，等等基本的物種概念；這不僅牽涉到文化認識論（或其

衍伸出來的文化相對論），這個命題應該更具體的，被放置於實踐面向上，也就是透

過具體的物質與象徵體系，從本體論的層面上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隨著這個新物質轉向的發展，數位人類學與設計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anthropology） 也在2010年間，開始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數位人

類學關心的議題，是當代生活所充斥的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也就是

數位科技與社會生活的交織 （Pink, Ardèvol, Lanzeni eds. 2016）。正如數位人

類學與設計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的，「假如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希望能夠利用數位

媒體和科技，以新的方式來吸引觀眾，首先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審視這些媒體是在日常

生活中，對於人們來說，提供了什麼樣的意義」（Smith 2013: 117）。人類學家

Christina Wasson 和Crysta Ｍetcalfe針對廚房裡，日常生活的科技使用，此一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Wasson & Metcalfe 2013）。 

　　一但我們認識到人與物的關係，會隨著時序與地區而變遷，認識到物與人的關係

是一種在地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有關人與世界的基本概念，更是各地

人與非人物種，互動生產出來，並非僵硬固著的文化範式，如此的新思路則將有助我

們認識到生命網絡當中，各種重要的行動者（actors）與行動物（actants），如何

編織出來一個生命的網絡（web of life）。也幫助我們從地方的觀點出發，來考慮生

態存有論，拒絕以歐洲中心視角來套入對於各地環境與世界的研究；反之，是深入各

地不同的哲學與歷史脈絡，來探究有關人，靈魂，身體，環境，自然與物質，此間基

本的概念與交互關係。

景之間，是藝術表現捕捉道城市現代化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

實。Naitō Masatoshi視閃光燈為其藝術攝影表現性的核心，即便說在現代藝術攝

影的發展中，閃光燈被基本的攝影技術視為是次要於自然光線，甚至被視為「基本攝

影倫理的殺手」，意即閃光燈的使用改變了攝影當下希望捕捉的空間與時間，閃光燈

介入了那個基本的時空倫理，因而「殺死」了這個攝影瞬間的自然時空。但Marilyn 

Ivy 教授分析指出，Naitō Masatoshi強調的，這種閃光燈介入時空表現的力量，戲

劇化地凸顯了他影像裡的暗黑區塊，也就是說閃光燈的使用在他的攝影美學裡所凸顯

的並非光亮面，而是黑暗面。在他大量以暗黑著名的影像當中，環繞著人物的黑暗背

景，暗示了大量不可見的，四處充斥著的鬼魅與靈異。而即使是神靈意象，都必須仰

賴像是面具，或是被掩蓋的雕像，這些模糊掉了的面容，或是模糊的物件，來呈現。

並且，在他的攝影中，神靈的意象往往是崩壞中的，凋零的：神靈意象的凝聚性，往

往是被稀釋掉了。正如Thomas Lamarre在其於本書的論文中（Cine-Photography 

as Racial Technology）所提到的，幾位經典的攝影理論學者（Béla Balázs, 

Walter Benjamin, Jean Epstein, Siegfried Kracauer等 ）都認為攝影經驗，其力量

在於攝影瓦解了存在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讓許多日常生活裡不應該

出現的身體，像是醜惡的身體，被攝影機給貼近：而在觀看者一方，正是這些對醜惡

身體的凝視，讓攝影影像得已製造出一種震撼感，超乎我們日常的觀看角度。

人類學的物轉向

　　人類學在物研究（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上的聚焦，或是有些學者所稱

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此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某一個程度上來

看，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個文類，一種認識論的方法，如何可以製造出非

日常凝視視角的取徑，類似於攝影得以製造出非日常視覺的認識論。這種關注於民族

誌方法與民族誌認識論的新取逕，也反映出人類學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

ture）」爭論之後（即James Clifford與George Marcus於1986年所編輯出版的同名

專書，其中對於人類學的殖民性，深植於經典民族誌方法論與認識論上，亦即人類學

知識生產的基本架構裡，對此進行了重要的反思），對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問題有

更多省思。從1980年代末期對於認識論的討論，朝向了存有論上，有關文化與自然

早期攝影技術在亞洲的發展，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時序化（temporalizied）的歷程；

亦即攝影影像的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是用來處理過去，死亡，歷史記憶。同時，這些

對於歷史記憶的技術化處置，乃是為了介入我們對於未來的論述與想望。John Pem-

berton教授在此一論文集裡的文章，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這個攝影技

術作為歷史技藝的一個重要研究代表。從一張荷蘭殖民官員於爪哇當地儀式的照片開

始，Pemberton教授分析了在這個影像裡，這個有眾多殖民官員盛裝出席的儀式裡，

一方面荷蘭殖民官員正在儀式的行動當下，招喚鬼魂神祇；由於荷蘭殖民檔案局自

1900年開始，積極地收集了爪哇當地各項儀式與偶劇演出的攝影紀錄。這張在檔案

中的照片，卻意外揭示了二十世紀，攝影和殖民統治怎麼嫁接進去了爪哇在地的文化

範式。作為一種新奇的技術，攝影與傳統的祭儀同時在一個社會場合裡出現。這個現

代性與傳統鬼魂信仰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兩者透過攝影技術的同時存

在，是Pemberton教授此文的重要論述。相對於韋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除魅化過

程，人類學家對亞洲殖民影像的分析探討中，提出了反駁。Pemberton教授也從這些

檔案的照片中，觀察到人們在工廠機臺之間，放上祭祀用的動物，或是面對著機器舉

行安撫神祇的儀式；這些留存在早期攝影中的爪哇影像，揭示了一個有關亞洲現代性

更深層的歷史實踐與文化邏輯，亦即這些鬼魂與神祇並沒有被現代性給驅除，而是更

為隱晦地存在於這些被攝影影像給擷取的社會儀式當中，即便說鬼魂本身並沒有具體

的顯現。

　　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的光譜之間，Marilyn 

Ivy教授在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一文中，精湛地追索了

日本攝影家Naitō Masatoshi過度曝光的黑白攝影，牽涉到日本戰後對於「暗黑」

作為一種藝術感官性的視覺啟蒙意義脈絡。明顯地使用了人工光線，違反一般攝影原

則的過度曝光，Naitō Masatoshi的攝影意象往往充滿了不同層次的暗黑光線，與

因為強烈曝光而面目模糊的戲劇化人物，形成張力極強的黑白對比。在這些影像當中

呈現出來的日本都會景象，譬如東京，是一個充斥著創傷身體的景象，Marilyn Ivy 

指出這些創傷身體包括了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創傷。正是在於Naitō 

Masatoshi藝術攝影當中特別強調出來的，那些可見的創傷身軀，與不可見的黑暗背

輯出版的論文集「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這本論文集自攝影機作為一個科技技術出發，從歷史與民族誌研

究的取向，探討了攝影作為一個技術，怎麼連結了亞洲各地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

實踐。收集了當代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研究者的幾篇論文，包含了像是Marilyn Ivy 教

授自當代日本都會攝影藝術的暗黑美學當中，追索「閃光燈」這個技術本身，是怎麼

自二次世界大戰，核子轟炸技術裡所發展出來的。這本論文集，從攝影本身的物質史

與社會史出發，複雜化，歷史化已然被視為日常生活裡極其普通的一個科技技術。這

個論文集的科技歷史取向，更反映出的是複數的「亞洲史」，與多重的「攝影」脈

絡。

　　從知識論上來說，這本論文集從亞洲出發，對於過去以歐陸為中心的光學理論

（the optic theory）有一個開創性的回應。特別是探討了東亞視覺技術，與殖民技

術，甚至是戰爭科技間，彼此交織的複雜歷史；此一人類學的感官技術研究取向，也

展現了當代人類學和歷史學在藝術研究上，重視技術的社會關係層面，以回應「現代

性就是除魅化（disenchantment）」，此一韋伯（Max Weber）的現代性經典命

題。2009年此書出版之後，諸多新的感知技術民族誌研究，與現象學研究，也更推

進了有關感知基礎建設（sensorial infrastructure）的深入探討，這些研究含括了都

市噪音的範疇與硬體設施（Jennifer C. Hsieh 2019），美感教育（Lily Chumley 

2013），都市裡明亮與陰暗的現象學意義（Anna Greenspan 2014），不同層次酒

醉感的社會意涵（Harkness 2014）等研究主題。也讓我們窺見當代人類學，是怎麼

探索藝術感官，與科技技術相關的新研究。

　　正如 Morris 教授在此書的導論中所說，攝影技術在亞洲的歷史，必須面對三個

議題：一是殖民主義，亦即攝影機作為歐洲殖民侵略的工具；二是攝影機代表的神秘

力量；三則是攝影作為一種技術資本，怎麼取代了或改變了原先存在的再現經濟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其作為一個新奇的技術，攝影機和攝影影像的

早期分展，正是這個「外來」的特質，給攝影影像和攝影機帶來了極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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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思索「人何以為人」的學科，人類學近年來在「物」與「物質」的研究

上，有許多新的開展。1980年代中期，有關「物的社會生活」與全球化意義便成為

人類學者研究的重點 （Appadurai 1986，Ingold 2006, Myers 2001, Musaraj 

2011）; 2000年以降「多物種研究的轉向」（Tsing 2000, Raffles 2012），則更進

一步探究了人何以在生命網絡（web of life）當中，發生行動，產生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空間性，與全球的政治經濟流動，產生摩擦。

　　我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地，是在這個「物的社會生活」以及新物質研究的對話之

間，所發展出來的（Hsieh 2016）。建立在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上，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當代中國的新興藝術收藏市場，怎麼作為為一個歷史變化的技術整合體（as-

semblage）。這個整合體牽涉到人們的感官實踐（物的美學歷史與美學判斷），以

及政府機構將地方文化做為一個事業的城市發展政策；透過人們與物的實踐關係，我

們得以深入爬梳藝術實踐中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而從這些藝術時間裡，更揭示出人們

對城市環境的認識，怎麼是一個動態的互動變化過程。這個後社會主義市場化下的民

族誌研究，將市場視為是充滿了行動者與市場技術，以及多物種交會之下，產生出來

的全球同時又在地的空間。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希望介紹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啟發，亦即當代人類學在感知技

術上的重要研究。特別是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Rosalind Morris 編

這些範疇，在更基礎層面上的思索。

　　此一新的爭辯，不僅重塑了有關人與物，互為主體亦互為物體的關係 （Latour 

1996）; 此一取向更強烈地認為人類學研究必須離開「人類中心」的歐陸形上學傳統 

（de Castro 2009），突破歐洲在啟蒙以來所既有的「自然與文化」分野，而進一步

地去理解到不同歷史與地域情境中，人何以為人，其定義與種種範疇，是怎麼產生出

來的。這包括了何為「靈魂」，何為「心智」，何為「身體」，自我與其他物種的階

序關係，主體與客體的分野，等等基本的物種概念；這不僅牽涉到文化認識論（或其

衍伸出來的文化相對論），這個命題應該更具體的，被放置於實踐面向上，也就是透

過具體的物質與象徵體系，從本體論的層面上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隨著這個新物質轉向的發展，數位人類學與設計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anthropology） 也在2010年間，開始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數位人

類學關心的議題，是當代生活所充斥的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也就是

數位科技與社會生活的交織 （Pink, Ardèvol, Lanzeni eds. 2016）。正如數位人

類學與設計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的，「假如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希望能夠利用數位

媒體和科技，以新的方式來吸引觀眾，首先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審視這些媒體是在日常

生活中，對於人們來說，提供了什麼樣的意義」（Smith 2013: 117）。人類學家

Christina Wasson 和Crysta Ｍetcalfe針對廚房裡，日常生活的科技使用，此一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Wasson & Metcalfe 2013）。 

　　一但我們認識到人與物的關係，會隨著時序與地區而變遷，認識到物與人的關係

是一種在地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有關人與世界的基本概念，更是各地

人與非人物種，互動生產出來，並非僵硬固著的文化範式，如此的新思路則將有助我

們認識到生命網絡當中，各種重要的行動者（actors）與行動物（actants），如何

編織出來一個生命的網絡（web of life）。也幫助我們從地方的觀點出發，來考慮生

態存有論，拒絕以歐洲中心視角來套入對於各地環境與世界的研究；反之，是深入各

地不同的哲學與歷史脈絡，來探究有關人，靈魂，身體，環境，自然與物質，此間基

本的概念與交互關係。

景之間，是藝術表現捕捉道城市現代化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

實。Naitō Masatoshi視閃光燈為其藝術攝影表現性的核心，即便說在現代藝術攝

影的發展中，閃光燈被基本的攝影技術視為是次要於自然光線，甚至被視為「基本攝

影倫理的殺手」，意即閃光燈的使用改變了攝影當下希望捕捉的空間與時間，閃光燈

介入了那個基本的時空倫理，因而「殺死」了這個攝影瞬間的自然時空。但Marilyn 

Ivy 教授分析指出，Naitō Masatoshi強調的，這種閃光燈介入時空表現的力量，戲

劇化地凸顯了他影像裡的暗黑區塊，也就是說閃光燈的使用在他的攝影美學裡所凸顯

的並非光亮面，而是黑暗面。在他大量以暗黑著名的影像當中，環繞著人物的黑暗背

景，暗示了大量不可見的，四處充斥著的鬼魅與靈異。而即使是神靈意象，都必須仰

賴像是面具，或是被掩蓋的雕像，這些模糊掉了的面容，或是模糊的物件，來呈現。

並且，在他的攝影中，神靈的意象往往是崩壞中的，凋零的：神靈意象的凝聚性，往

往是被稀釋掉了。正如Thomas Lamarre在其於本書的論文中（Cine-Photography 

as Racial Technology）所提到的，幾位經典的攝影理論學者（Béla Balázs, 

Walter Benjamin, Jean Epstein, Siegfried Kracauer等 ）都認為攝影經驗，其力量

在於攝影瓦解了存在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讓許多日常生活裡不應該

出現的身體，像是醜惡的身體，被攝影機給貼近：而在觀看者一方，正是這些對醜惡

身體的凝視，讓攝影影像得已製造出一種震撼感，超乎我們日常的觀看角度。

人類學的物轉向

　　人類學在物研究（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上的聚焦，或是有些學者所稱

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此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某一個程度上來

看，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個文類，一種認識論的方法，如何可以製造出非

日常凝視視角的取徑，類似於攝影得以製造出非日常視覺的認識論。這種關注於民族

誌方法與民族誌認識論的新取逕，也反映出人類學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

ture）」爭論之後（即James Clifford與George Marcus於1986年所編輯出版的同名

專書，其中對於人類學的殖民性，深植於經典民族誌方法論與認識論上，亦即人類學

知識生產的基本架構裡，對此進行了重要的反思），對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問題有

更多省思。從1980年代末期對於認識論的討論，朝向了存有論上，有關文化與自然

早期攝影技術在亞洲的發展，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時序化（temporalizied）的歷程；

亦即攝影影像的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是用來處理過去，死亡，歷史記憶。同時，這些

對於歷史記憶的技術化處置，乃是為了介入我們對於未來的論述與想望。John Pem-

berton教授在此一論文集裡的文章，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這個攝影技

術作為歷史技藝的一個重要研究代表。從一張荷蘭殖民官員於爪哇當地儀式的照片開

始，Pemberton教授分析了在這個影像裡，這個有眾多殖民官員盛裝出席的儀式裡，

一方面荷蘭殖民官員正在儀式的行動當下，招喚鬼魂神祇；由於荷蘭殖民檔案局自

1900年開始，積極地收集了爪哇當地各項儀式與偶劇演出的攝影紀錄。這張在檔案

中的照片，卻意外揭示了二十世紀，攝影和殖民統治怎麼嫁接進去了爪哇在地的文化

範式。作為一種新奇的技術，攝影與傳統的祭儀同時在一個社會場合裡出現。這個現

代性與傳統鬼魂信仰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兩者透過攝影技術的同時存

在，是Pemberton教授此文的重要論述。相對於韋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除魅化過

程，人類學家對亞洲殖民影像的分析探討中，提出了反駁。Pemberton教授也從這些

檔案的照片中，觀察到人們在工廠機臺之間，放上祭祀用的動物，或是面對著機器舉

行安撫神祇的儀式；這些留存在早期攝影中的爪哇影像，揭示了一個有關亞洲現代性

更深層的歷史實踐與文化邏輯，亦即這些鬼魂與神祇並沒有被現代性給驅除，而是更

為隱晦地存在於這些被攝影影像給擷取的社會儀式當中，即便說鬼魂本身並沒有具體

的顯現。

　　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的光譜之間，Marilyn 

Ivy教授在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一文中，精湛地追索了

日本攝影家Naitō Masatoshi過度曝光的黑白攝影，牽涉到日本戰後對於「暗黑」

作為一種藝術感官性的視覺啟蒙意義脈絡。明顯地使用了人工光線，違反一般攝影原

則的過度曝光，Naitō Masatoshi的攝影意象往往充滿了不同層次的暗黑光線，與

因為強烈曝光而面目模糊的戲劇化人物，形成張力極強的黑白對比。在這些影像當中

呈現出來的日本都會景象，譬如東京，是一個充斥著創傷身體的景象，Marilyn Ivy 

指出這些創傷身體包括了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創傷。正是在於Naitō 

Masatoshi藝術攝影當中特別強調出來的，那些可見的創傷身軀，與不可見的黑暗背

輯出版的論文集「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這本論文集自攝影機作為一個科技技術出發，從歷史與民族誌研

究的取向，探討了攝影作為一個技術，怎麼連結了亞洲各地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

實踐。收集了當代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研究者的幾篇論文，包含了像是Marilyn Ivy 教

授自當代日本都會攝影藝術的暗黑美學當中，追索「閃光燈」這個技術本身，是怎麼

自二次世界大戰，核子轟炸技術裡所發展出來的。這本論文集，從攝影本身的物質史

與社會史出發，複雜化，歷史化已然被視為日常生活裡極其普通的一個科技技術。這

個論文集的科技歷史取向，更反映出的是複數的「亞洲史」，與多重的「攝影」脈

絡。

　　從知識論上來說，這本論文集從亞洲出發，對於過去以歐陸為中心的光學理論

（the optic theory）有一個開創性的回應。特別是探討了東亞視覺技術，與殖民技

術，甚至是戰爭科技間，彼此交織的複雜歷史；此一人類學的感官技術研究取向，也

展現了當代人類學和歷史學在藝術研究上，重視技術的社會關係層面，以回應「現代

性就是除魅化（disenchantment）」，此一韋伯（Max Weber）的現代性經典命

題。2009年此書出版之後，諸多新的感知技術民族誌研究，與現象學研究，也更推

進了有關感知基礎建設（sensorial infrastructure）的深入探討，這些研究含括了都

市噪音的範疇與硬體設施（Jennifer C. Hsieh 2019），美感教育（Lily Chumley 

2013），都市裡明亮與陰暗的現象學意義（Anna Greenspan 2014），不同層次酒

醉感的社會意涵（Harkness 2014）等研究主題。也讓我們窺見當代人類學，是怎麼

探索藝術感官，與科技技術相關的新研究。

　　正如 Morris 教授在此書的導論中所說，攝影技術在亞洲的歷史，必須面對三個

議題：一是殖民主義，亦即攝影機作為歐洲殖民侵略的工具；二是攝影機代表的神秘

力量；三則是攝影作為一種技術資本，怎麼取代了或改變了原先存在的再現經濟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其作為一個新奇的技術，攝影機和攝影影像的

早期分展，正是這個「外來」的特質，給攝影影像和攝影機帶來了極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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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思索「人何以為人」的學科，人類學近年來在「物」與「物質」的研究

上，有許多新的開展。1980年代中期，有關「物的社會生活」與全球化意義便成為

人類學者研究的重點 （Appadurai 1986，Ingold 2006, Myers 2001, Musaraj 

2011）; 2000年以降「多物種研究的轉向」（Tsing 2000, Raffles 2012），則更進

一步探究了人何以在生命網絡（web of life）當中，發生行動，產生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空間性，與全球的政治經濟流動，產生摩擦。

　　我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地，是在這個「物的社會生活」以及新物質研究的對話之

間，所發展出來的（Hsieh 2016）。建立在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上，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當代中國的新興藝術收藏市場，怎麼作為為一個歷史變化的技術整合體（as-

semblage）。這個整合體牽涉到人們的感官實踐（物的美學歷史與美學判斷），以

及政府機構將地方文化做為一個事業的城市發展政策；透過人們與物的實踐關係，我

們得以深入爬梳藝術實踐中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而從這些藝術時間裡，更揭示出人們

對城市環境的認識，怎麼是一個動態的互動變化過程。這個後社會主義市場化下的民

族誌研究，將市場視為是充滿了行動者與市場技術，以及多物種交會之下，產生出來

的全球同時又在地的空間。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希望介紹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啟發，亦即當代人類學在感知技

術上的重要研究。特別是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Rosalind Morris 編

這些範疇，在更基礎層面上的思索。

　　此一新的爭辯，不僅重塑了有關人與物，互為主體亦互為物體的關係 （Latour 

1996）; 此一取向更強烈地認為人類學研究必須離開「人類中心」的歐陸形上學傳統 

（de Castro 2009），突破歐洲在啟蒙以來所既有的「自然與文化」分野，而進一步

地去理解到不同歷史與地域情境中，人何以為人，其定義與種種範疇，是怎麼產生出

來的。這包括了何為「靈魂」，何為「心智」，何為「身體」，自我與其他物種的階

序關係，主體與客體的分野，等等基本的物種概念；這不僅牽涉到文化認識論（或其

衍伸出來的文化相對論），這個命題應該更具體的，被放置於實踐面向上，也就是透

過具體的物質與象徵體系，從本體論的層面上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隨著這個新物質轉向的發展，數位人類學與設計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anthropology） 也在2010年間，開始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數位人

類學關心的議題，是當代生活所充斥的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也就是

數位科技與社會生活的交織 （Pink, Ardèvol, Lanzeni eds. 2016）。正如數位人

類學與設計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的，「假如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希望能夠利用數位

媒體和科技，以新的方式來吸引觀眾，首先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審視這些媒體是在日常

生活中，對於人們來說，提供了什麼樣的意義」（Smith 2013: 117）。人類學家

Christina Wasson 和Crysta Ｍetcalfe針對廚房裡，日常生活的科技使用，此一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Wasson & Metcalfe 2013）。 

　　一但我們認識到人與物的關係，會隨著時序與地區而變遷，認識到物與人的關係

是一種在地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有關人與世界的基本概念，更是各地

人與非人物種，互動生產出來，並非僵硬固著的文化範式，如此的新思路則將有助我

們認識到生命網絡當中，各種重要的行動者（actors）與行動物（actants），如何

編織出來一個生命的網絡（web of life）。也幫助我們從地方的觀點出發，來考慮生

態存有論，拒絕以歐洲中心視角來套入對於各地環境與世界的研究；反之，是深入各

地不同的哲學與歷史脈絡，來探究有關人，靈魂，身體，環境，自然與物質，此間基

本的概念與交互關係。

景之間，是藝術表現捕捉道城市現代化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

實。Naitō Masatoshi視閃光燈為其藝術攝影表現性的核心，即便說在現代藝術攝

影的發展中，閃光燈被基本的攝影技術視為是次要於自然光線，甚至被視為「基本攝

影倫理的殺手」，意即閃光燈的使用改變了攝影當下希望捕捉的空間與時間，閃光燈

介入了那個基本的時空倫理，因而「殺死」了這個攝影瞬間的自然時空。但Marilyn 

Ivy 教授分析指出，Naitō Masatoshi強調的，這種閃光燈介入時空表現的力量，戲

劇化地凸顯了他影像裡的暗黑區塊，也就是說閃光燈的使用在他的攝影美學裡所凸顯

的並非光亮面，而是黑暗面。在他大量以暗黑著名的影像當中，環繞著人物的黑暗背

景，暗示了大量不可見的，四處充斥著的鬼魅與靈異。而即使是神靈意象，都必須仰

賴像是面具，或是被掩蓋的雕像，這些模糊掉了的面容，或是模糊的物件，來呈現。

並且，在他的攝影中，神靈的意象往往是崩壞中的，凋零的：神靈意象的凝聚性，往

往是被稀釋掉了。正如Thomas Lamarre在其於本書的論文中（Cine-Photography 

as Racial Technology）所提到的，幾位經典的攝影理論學者（Béla Balázs, 

Walter Benjamin, Jean Epstein, Siegfried Kracauer等 ）都認為攝影經驗，其力量

在於攝影瓦解了存在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讓許多日常生活裡不應該

出現的身體，像是醜惡的身體，被攝影機給貼近：而在觀看者一方，正是這些對醜惡

身體的凝視，讓攝影影像得已製造出一種震撼感，超乎我們日常的觀看角度。

人類學的物轉向

　　人類學在物研究（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上的聚焦，或是有些學者所稱

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此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某一個程度上來

看，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個文類，一種認識論的方法，如何可以製造出非

日常凝視視角的取徑，類似於攝影得以製造出非日常視覺的認識論。這種關注於民族

誌方法與民族誌認識論的新取逕，也反映出人類學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

ture）」爭論之後（即James Clifford與George Marcus於1986年所編輯出版的同名

專書，其中對於人類學的殖民性，深植於經典民族誌方法論與認識論上，亦即人類學

知識生產的基本架構裡，對此進行了重要的反思），對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問題有

更多省思。從1980年代末期對於認識論的討論，朝向了存有論上，有關文化與自然

早期攝影技術在亞洲的發展，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時序化（temporalizied）的歷程；

亦即攝影影像的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是用來處理過去，死亡，歷史記憶。同時，這些

對於歷史記憶的技術化處置，乃是為了介入我們對於未來的論述與想望。John Pem-

berton教授在此一論文集裡的文章，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這個攝影技

術作為歷史技藝的一個重要研究代表。從一張荷蘭殖民官員於爪哇當地儀式的照片開

始，Pemberton教授分析了在這個影像裡，這個有眾多殖民官員盛裝出席的儀式裡，

一方面荷蘭殖民官員正在儀式的行動當下，招喚鬼魂神祇；由於荷蘭殖民檔案局自

1900年開始，積極地收集了爪哇當地各項儀式與偶劇演出的攝影紀錄。這張在檔案

中的照片，卻意外揭示了二十世紀，攝影和殖民統治怎麼嫁接進去了爪哇在地的文化

範式。作為一種新奇的技術，攝影與傳統的祭儀同時在一個社會場合裡出現。這個現

代性與傳統鬼魂信仰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兩者透過攝影技術的同時存

在，是Pemberton教授此文的重要論述。相對於韋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除魅化過

程，人類學家對亞洲殖民影像的分析探討中，提出了反駁。Pemberton教授也從這些

檔案的照片中，觀察到人們在工廠機臺之間，放上祭祀用的動物，或是面對著機器舉

行安撫神祇的儀式；這些留存在早期攝影中的爪哇影像，揭示了一個有關亞洲現代性

更深層的歷史實踐與文化邏輯，亦即這些鬼魂與神祇並沒有被現代性給驅除，而是更

為隱晦地存在於這些被攝影影像給擷取的社會儀式當中，即便說鬼魂本身並沒有具體

的顯現。

　　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的光譜之間，Marilyn 

Ivy教授在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一文中，精湛地追索了

日本攝影家Naitō Masatoshi過度曝光的黑白攝影，牽涉到日本戰後對於「暗黑」

作為一種藝術感官性的視覺啟蒙意義脈絡。明顯地使用了人工光線，違反一般攝影原

則的過度曝光，Naitō Masatoshi的攝影意象往往充滿了不同層次的暗黑光線，與

因為強烈曝光而面目模糊的戲劇化人物，形成張力極強的黑白對比。在這些影像當中

呈現出來的日本都會景象，譬如東京，是一個充斥著創傷身體的景象，Marilyn Ivy 

指出這些創傷身體包括了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創傷。正是在於Naitō 

Masatoshi藝術攝影當中特別強調出來的，那些可見的創傷身軀，與不可見的黑暗背

輯出版的論文集「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這本論文集自攝影機作為一個科技技術出發，從歷史與民族誌研

究的取向，探討了攝影作為一個技術，怎麼連結了亞洲各地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

實踐。收集了當代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研究者的幾篇論文，包含了像是Marilyn Ivy 教

授自當代日本都會攝影藝術的暗黑美學當中，追索「閃光燈」這個技術本身，是怎麼

自二次世界大戰，核子轟炸技術裡所發展出來的。這本論文集，從攝影本身的物質史

與社會史出發，複雜化，歷史化已然被視為日常生活裡極其普通的一個科技技術。這

個論文集的科技歷史取向，更反映出的是複數的「亞洲史」，與多重的「攝影」脈

絡。

　　從知識論上來說，這本論文集從亞洲出發，對於過去以歐陸為中心的光學理論

（the optic theory）有一個開創性的回應。特別是探討了東亞視覺技術，與殖民技

術，甚至是戰爭科技間，彼此交織的複雜歷史；此一人類學的感官技術研究取向，也

展現了當代人類學和歷史學在藝術研究上，重視技術的社會關係層面，以回應「現代

性就是除魅化（disenchantment）」，此一韋伯（Max Weber）的現代性經典命

題。2009年此書出版之後，諸多新的感知技術民族誌研究，與現象學研究，也更推

進了有關感知基礎建設（sensorial infrastructure）的深入探討，這些研究含括了都

市噪音的範疇與硬體設施（Jennifer C. Hsieh 2019），美感教育（Lily Chumley 

2013），都市裡明亮與陰暗的現象學意義（Anna Greenspan 2014），不同層次酒

醉感的社會意涵（Harkness 2014）等研究主題。也讓我們窺見當代人類學，是怎麼

探索藝術感官，與科技技術相關的新研究。

　　正如 Morris 教授在此書的導論中所說，攝影技術在亞洲的歷史，必須面對三個

議題：一是殖民主義，亦即攝影機作為歐洲殖民侵略的工具；二是攝影機代表的神秘

力量；三則是攝影作為一種技術資本，怎麼取代了或改變了原先存在的再現經濟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其作為一個新奇的技術，攝影機和攝影影像的

早期分展，正是這個「外來」的特質，給攝影影像和攝影機帶來了極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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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a

　　作為一個思索「人何以為人」的學科，人類學近年來在「物」與「物質」的研究

上，有許多新的開展。1980年代中期，有關「物的社會生活」與全球化意義便成為

人類學者研究的重點 （Appadurai 1986，Ingold 2006, Myers 2001, Musaraj 

2011）; 2000年以降「多物種研究的轉向」（Tsing 2000, Raffles 2012），則更進

一步探究了人何以在生命網絡（web of life）當中，發生行動，產生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空間性，與全球的政治經濟流動，產生摩擦。

　　我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地，是在這個「物的社會生活」以及新物質研究的對話之

間，所發展出來的（Hsieh 2016）。建立在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上，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當代中國的新興藝術收藏市場，怎麼作為為一個歷史變化的技術整合體（as-

semblage）。這個整合體牽涉到人們的感官實踐（物的美學歷史與美學判斷），以

及政府機構將地方文化做為一個事業的城市發展政策；透過人們與物的實踐關係，我

們得以深入爬梳藝術實踐中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而從這些藝術時間裡，更揭示出人們

對城市環境的認識，怎麼是一個動態的互動變化過程。這個後社會主義市場化下的民

族誌研究，將市場視為是充滿了行動者與市場技術，以及多物種交會之下，產生出來

的全球同時又在地的空間。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希望介紹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啟發，亦即當代人類學在感知技

術上的重要研究。特別是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Rosalind Morris 編

這些範疇，在更基礎層面上的思索。

　　此一新的爭辯，不僅重塑了有關人與物，互為主體亦互為物體的關係 （Latour 

1996）; 此一取向更強烈地認為人類學研究必須離開「人類中心」的歐陸形上學傳統 

（de Castro 2009），突破歐洲在啟蒙以來所既有的「自然與文化」分野，而進一步

地去理解到不同歷史與地域情境中，人何以為人，其定義與種種範疇，是怎麼產生出

來的。這包括了何為「靈魂」，何為「心智」，何為「身體」，自我與其他物種的階

序關係，主體與客體的分野，等等基本的物種概念；這不僅牽涉到文化認識論（或其

衍伸出來的文化相對論），這個命題應該更具體的，被放置於實踐面向上，也就是透

過具體的物質與象徵體系，從本體論的層面上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隨著這個新物質轉向的發展，數位人類學與設計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anthropology） 也在2010年間，開始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數位人

類學關心的議題，是當代生活所充斥的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也就是

數位科技與社會生活的交織 （Pink, Ardèvol, Lanzeni eds. 2016）。正如數位人

類學與設計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的，「假如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希望能夠利用數位

媒體和科技，以新的方式來吸引觀眾，首先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審視這些媒體是在日常

生活中，對於人們來說，提供了什麼樣的意義」（Smith 2013: 117）。人類學家

Christina Wasson 和Crysta Ｍetcalfe針對廚房裡，日常生活的科技使用，此一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Wasson & Metcalfe 2013）。 

　　一但我們認識到人與物的關係，會隨著時序與地區而變遷，認識到物與人的關係

是一種在地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有關人與世界的基本概念，更是各地

人與非人物種，互動生產出來，並非僵硬固著的文化範式，如此的新思路則將有助我

們認識到生命網絡當中，各種重要的行動者（actors）與行動物（actants），如何

編織出來一個生命的網絡（web of life）。也幫助我們從地方的觀點出發，來考慮生

態存有論，拒絕以歐洲中心視角來套入對於各地環境與世界的研究；反之，是深入各

地不同的哲學與歷史脈絡，來探究有關人，靈魂，身體，環境，自然與物質，此間基

本的概念與交互關係。

景之間，是藝術表現捕捉道城市現代化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

實。Naitō Masatoshi視閃光燈為其藝術攝影表現性的核心，即便說在現代藝術攝

影的發展中，閃光燈被基本的攝影技術視為是次要於自然光線，甚至被視為「基本攝

影倫理的殺手」，意即閃光燈的使用改變了攝影當下希望捕捉的空間與時間，閃光燈

介入了那個基本的時空倫理，因而「殺死」了這個攝影瞬間的自然時空。但Marilyn 

Ivy 教授分析指出，Naitō Masatoshi強調的，這種閃光燈介入時空表現的力量，戲

劇化地凸顯了他影像裡的暗黑區塊，也就是說閃光燈的使用在他的攝影美學裡所凸顯

的並非光亮面，而是黑暗面。在他大量以暗黑著名的影像當中，環繞著人物的黑暗背

景，暗示了大量不可見的，四處充斥著的鬼魅與靈異。而即使是神靈意象，都必須仰

賴像是面具，或是被掩蓋的雕像，這些模糊掉了的面容，或是模糊的物件，來呈現。

並且，在他的攝影中，神靈的意象往往是崩壞中的，凋零的：神靈意象的凝聚性，往

往是被稀釋掉了。正如Thomas Lamarre在其於本書的論文中（Cine-Photography 

as Racial Technology）所提到的，幾位經典的攝影理論學者（Béla Balázs, 

Walter Benjamin, Jean Epstein, Siegfried Kracauer等 ）都認為攝影經驗，其力量

在於攝影瓦解了存在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讓許多日常生活裡不應該

出現的身體，像是醜惡的身體，被攝影機給貼近：而在觀看者一方，正是這些對醜惡

身體的凝視，讓攝影影像得已製造出一種震撼感，超乎我們日常的觀看角度。

人類學的物轉向

　　人類學在物研究（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上的聚焦，或是有些學者所稱

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此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某一個程度上來

看，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個文類，一種認識論的方法，如何可以製造出非

日常凝視視角的取徑，類似於攝影得以製造出非日常視覺的認識論。這種關注於民族

誌方法與民族誌認識論的新取逕，也反映出人類學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

ture）」爭論之後（即James Clifford與George Marcus於1986年所編輯出版的同名

專書，其中對於人類學的殖民性，深植於經典民族誌方法論與認識論上，亦即人類學

知識生產的基本架構裡，對此進行了重要的反思），對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問題有

更多省思。從1980年代末期對於認識論的討論，朝向了存有論上，有關文化與自然

早期攝影技術在亞洲的發展，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時序化（temporalizied）的歷程；

亦即攝影影像的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是用來處理過去，死亡，歷史記憶。同時，這些

對於歷史記憶的技術化處置，乃是為了介入我們對於未來的論述與想望。John Pem-

berton教授在此一論文集裡的文章，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這個攝影技

術作為歷史技藝的一個重要研究代表。從一張荷蘭殖民官員於爪哇當地儀式的照片開

始，Pemberton教授分析了在這個影像裡，這個有眾多殖民官員盛裝出席的儀式裡，

一方面荷蘭殖民官員正在儀式的行動當下，招喚鬼魂神祇；由於荷蘭殖民檔案局自

1900年開始，積極地收集了爪哇當地各項儀式與偶劇演出的攝影紀錄。這張在檔案

中的照片，卻意外揭示了二十世紀，攝影和殖民統治怎麼嫁接進去了爪哇在地的文化

範式。作為一種新奇的技術，攝影與傳統的祭儀同時在一個社會場合裡出現。這個現

代性與傳統鬼魂信仰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兩者透過攝影技術的同時存

在，是Pemberton教授此文的重要論述。相對於韋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除魅化過

程，人類學家對亞洲殖民影像的分析探討中，提出了反駁。Pemberton教授也從這些

檔案的照片中，觀察到人們在工廠機臺之間，放上祭祀用的動物，或是面對著機器舉

行安撫神祇的儀式；這些留存在早期攝影中的爪哇影像，揭示了一個有關亞洲現代性

更深層的歷史實踐與文化邏輯，亦即這些鬼魂與神祇並沒有被現代性給驅除，而是更

為隱晦地存在於這些被攝影影像給擷取的社會儀式當中，即便說鬼魂本身並沒有具體

的顯現。

　　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的光譜之間，Marilyn 

Ivy教授在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一文中，精湛地追索了

日本攝影家Naitō Masatoshi過度曝光的黑白攝影，牽涉到日本戰後對於「暗黑」

作為一種藝術感官性的視覺啟蒙意義脈絡。明顯地使用了人工光線，違反一般攝影原

則的過度曝光，Naitō Masatoshi的攝影意象往往充滿了不同層次的暗黑光線，與

因為強烈曝光而面目模糊的戲劇化人物，形成張力極強的黑白對比。在這些影像當中

呈現出來的日本都會景象，譬如東京，是一個充斥著創傷身體的景象，Marilyn Ivy 

指出這些創傷身體包括了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創傷。正是在於Naitō 

Masatoshi藝術攝影當中特別強調出來的，那些可見的創傷身軀，與不可見的黑暗背

輯出版的論文集「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這本論文集自攝影機作為一個科技技術出發，從歷史與民族誌研

究的取向，探討了攝影作為一個技術，怎麼連結了亞洲各地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

實踐。收集了當代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研究者的幾篇論文，包含了像是Marilyn Ivy 教

授自當代日本都會攝影藝術的暗黑美學當中，追索「閃光燈」這個技術本身，是怎麼

自二次世界大戰，核子轟炸技術裡所發展出來的。這本論文集，從攝影本身的物質史

與社會史出發，複雜化，歷史化已然被視為日常生活裡極其普通的一個科技技術。這

個論文集的科技歷史取向，更反映出的是複數的「亞洲史」，與多重的「攝影」脈

絡。

　　從知識論上來說，這本論文集從亞洲出發，對於過去以歐陸為中心的光學理論

（the optic theory）有一個開創性的回應。特別是探討了東亞視覺技術，與殖民技

術，甚至是戰爭科技間，彼此交織的複雜歷史；此一人類學的感官技術研究取向，也

展現了當代人類學和歷史學在藝術研究上，重視技術的社會關係層面，以回應「現代

性就是除魅化（disenchantment）」，此一韋伯（Max Weber）的現代性經典命

題。2009年此書出版之後，諸多新的感知技術民族誌研究，與現象學研究，也更推

進了有關感知基礎建設（sensorial infrastructure）的深入探討，這些研究含括了都

市噪音的範疇與硬體設施（Jennifer C. Hsieh 2019），美感教育（Lily Chumley 

2013），都市裡明亮與陰暗的現象學意義（Anna Greenspan 2014），不同層次酒

醉感的社會意涵（Harkness 2014）等研究主題。也讓我們窺見當代人類學，是怎麼

探索藝術感官，與科技技術相關的新研究。

　　正如 Morris 教授在此書的導論中所說，攝影技術在亞洲的歷史，必須面對三個

議題：一是殖民主義，亦即攝影機作為歐洲殖民侵略的工具；二是攝影機代表的神秘

力量；三則是攝影作為一種技術資本，怎麼取代了或改變了原先存在的再現經濟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其作為一個新奇的技術，攝影機和攝影影像的

早期分展，正是這個「外來」的特質，給攝影影像和攝影機帶來了極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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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4月至6月業務行事曆

　　4月

　　 延聘國內訪問學者：109年4月1日至109年4月30日

　　5月

　　 補助學術研習營：109年5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109年5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

　　全年度隨到隨審

　　 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

   

　　作為一個思索「人何以為人」的學科，人類學近年來在「物」與「物質」的研究

上，有許多新的開展。1980年代中期，有關「物的社會生活」與全球化意義便成為

人類學者研究的重點 （Appadurai 1986，Ingold 2006, Myers 2001, Musaraj 

2011）; 2000年以降「多物種研究的轉向」（Tsing 2000, Raffles 2012），則更進

一步探究了人何以在生命網絡（web of life）當中，發生行動，產生新的社會關係，

新的空間性，與全球的政治經濟流動，產生摩擦。

　　我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地，是在這個「物的社會生活」以及新物質研究的對話之

間，所發展出來的（Hsieh 2016）。建立在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上，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當代中國的新興藝術收藏市場，怎麼作為為一個歷史變化的技術整合體（as-

semblage）。這個整合體牽涉到人們的感官實踐（物的美學歷史與美學判斷），以

及政府機構將地方文化做為一個事業的城市發展政策；透過人們與物的實踐關係，我

們得以深入爬梳藝術實踐中的經濟與社會面向，而從這些藝術時間裡，更揭示出人們

對城市環境的認識，怎麼是一個動態的互動變化過程。這個後社會主義市場化下的民

族誌研究，將市場視為是充滿了行動者與市場技術，以及多物種交會之下，產生出來

的全球同時又在地的空間。

　　在這一篇短文中，我希望介紹對我的研究有極大啟發，亦即當代人類學在感知技

術上的重要研究。特別是200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Rosalind Morris 編

這些範疇，在更基礎層面上的思索。

　　此一新的爭辯，不僅重塑了有關人與物，互為主體亦互為物體的關係 （Latour 

1996）; 此一取向更強烈地認為人類學研究必須離開「人類中心」的歐陸形上學傳統 

（de Castro 2009），突破歐洲在啟蒙以來所既有的「自然與文化」分野，而進一步

地去理解到不同歷史與地域情境中，人何以為人，其定義與種種範疇，是怎麼產生出

來的。這包括了何為「靈魂」，何為「心智」，何為「身體」，自我與其他物種的階

序關係，主體與客體的分野，等等基本的物種概念；這不僅牽涉到文化認識論（或其

衍伸出來的文化相對論），這個命題應該更具體的，被放置於實踐面向上，也就是透

過具體的物質與象徵體系，從本體論的層面上來進行思考與研究。

　　隨著這個新物質轉向的發展，數位人類學與設計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anthropology） 也在2010年間，開始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研究。數位人

類學關心的議題，是當代生活所充斥的數位物質性（digital materiality），也就是

數位科技與社會生活的交織 （Pink, Ardèvol, Lanzeni eds. 2016）。正如數位人

類學與設計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的，「假如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希望能夠利用數位

媒體和科技，以新的方式來吸引觀眾，首先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審視這些媒體是在日常

生活中，對於人們來說，提供了什麼樣的意義」（Smith 2013: 117）。人類學家

Christina Wasson 和Crysta Ｍetcalfe針對廚房裡，日常生活的科技使用，此一研

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Wasson & Metcalfe 2013）。 

　　一但我們認識到人與物的關係，會隨著時序與地區而變遷，認識到物與人的關係

是一種在地的知識（situated knowledge），而有關人與世界的基本概念，更是各地

人與非人物種，互動生產出來，並非僵硬固著的文化範式，如此的新思路則將有助我

們認識到生命網絡當中，各種重要的行動者（actors）與行動物（actants），如何

編織出來一個生命的網絡（web of life）。也幫助我們從地方的觀點出發，來考慮生

態存有論，拒絕以歐洲中心視角來套入對於各地環境與世界的研究；反之，是深入各

地不同的哲學與歷史脈絡，來探究有關人，靈魂，身體，環境，自然與物質，此間基

本的概念與交互關係。

景之間，是藝術表現捕捉道城市現代化的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現

實。Naitō Masatoshi視閃光燈為其藝術攝影表現性的核心，即便說在現代藝術攝

影的發展中，閃光燈被基本的攝影技術視為是次要於自然光線，甚至被視為「基本攝

影倫理的殺手」，意即閃光燈的使用改變了攝影當下希望捕捉的空間與時間，閃光燈

介入了那個基本的時空倫理，因而「殺死」了這個攝影瞬間的自然時空。但Marilyn 

Ivy 教授分析指出，Naitō Masatoshi強調的，這種閃光燈介入時空表現的力量，戲

劇化地凸顯了他影像裡的暗黑區塊，也就是說閃光燈的使用在他的攝影美學裡所凸顯

的並非光亮面，而是黑暗面。在他大量以暗黑著名的影像當中，環繞著人物的黑暗背

景，暗示了大量不可見的，四處充斥著的鬼魅與靈異。而即使是神靈意象，都必須仰

賴像是面具，或是被掩蓋的雕像，這些模糊掉了的面容，或是模糊的物件，來呈現。

並且，在他的攝影中，神靈的意象往往是崩壞中的，凋零的：神靈意象的凝聚性，往

往是被稀釋掉了。正如Thomas Lamarre在其於本書的論文中（Cine-Photography 

as Racial Technology）所提到的，幾位經典的攝影理論學者（Béla Balázs, 

Walter Benjamin, Jean Epstein, Siegfried Kracauer等 ）都認為攝影經驗，其力量

在於攝影瓦解了存在於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社會距離，讓許多日常生活裡不應該

出現的身體，像是醜惡的身體，被攝影機給貼近：而在觀看者一方，正是這些對醜惡

身體的凝視，讓攝影影像得已製造出一種震撼感，超乎我們日常的觀看角度。

人類學的物轉向

　　人類學在物研究（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上的聚焦，或是有些學者所稱

的本體論轉向（the ontological turn），此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某一個程度上來

看，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個文類，一種認識論的方法，如何可以製造出非

日常凝視視角的取徑，類似於攝影得以製造出非日常視覺的認識論。這種關注於民族

誌方法與民族誌認識論的新取逕，也反映出人類學在「書寫文化（writing cul-

ture）」爭論之後（即James Clifford與George Marcus於1986年所編輯出版的同名

專書，其中對於人類學的殖民性，深植於經典民族誌方法論與認識論上，亦即人類學

知識生產的基本架構裡，對此進行了重要的反思），對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基礎問題有

更多省思。從1980年代末期對於認識論的討論，朝向了存有論上，有關文化與自然

早期攝影技術在亞洲的發展，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時序化（temporalizied）的歷程；

亦即攝影影像的社會實踐，很大程度是用來處理過去，死亡，歷史記憶。同時，這些

對於歷史記憶的技術化處置，乃是為了介入我們對於未來的論述與想望。John Pem-

berton教授在此一論文集裡的文章，The Ghost in the Machine，就是這個攝影技

術作為歷史技藝的一個重要研究代表。從一張荷蘭殖民官員於爪哇當地儀式的照片開

始，Pemberton教授分析了在這個影像裡，這個有眾多殖民官員盛裝出席的儀式裡，

一方面荷蘭殖民官員正在儀式的行動當下，招喚鬼魂神祇；由於荷蘭殖民檔案局自

1900年開始，積極地收集了爪哇當地各項儀式與偶劇演出的攝影紀錄。這張在檔案

中的照片，卻意外揭示了二十世紀，攝影和殖民統治怎麼嫁接進去了爪哇在地的文化

範式。作為一種新奇的技術，攝影與傳統的祭儀同時在一個社會場合裡出現。這個現

代性與傳統鬼魂信仰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兩者透過攝影技術的同時存

在，是Pemberton教授此文的重要論述。相對於韋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除魅化過

程，人類學家對亞洲殖民影像的分析探討中，提出了反駁。Pemberton教授也從這些

檔案的照片中，觀察到人們在工廠機臺之間，放上祭祀用的動物，或是面對著機器舉

行安撫神祇的儀式；這些留存在早期攝影中的爪哇影像，揭示了一個有關亞洲現代性

更深層的歷史實踐與文化邏輯，亦即這些鬼魂與神祇並沒有被現代性給驅除，而是更

為隱晦地存在於這些被攝影影像給擷取的社會儀式當中，即便說鬼魂本身並沒有具體

的顯現。

　　在可見性與不可見性（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的光譜之間，Marilyn 

Ivy教授在Dark Enlightenment: Naitō Masatoshi’s Flash一文中，精湛地追索了

日本攝影家Naitō Masatoshi過度曝光的黑白攝影，牽涉到日本戰後對於「暗黑」

作為一種藝術感官性的視覺啟蒙意義脈絡。明顯地使用了人工光線，違反一般攝影原

則的過度曝光，Naitō Masatoshi的攝影意象往往充滿了不同層次的暗黑光線，與

因為強烈曝光而面目模糊的戲劇化人物，形成張力極強的黑白對比。在這些影像當中

呈現出來的日本都會景象，譬如東京，是一個充斥著創傷身體的景象，Marilyn Ivy 

指出這些創傷身體包括了現代化與非現代化所帶來的各種創傷。正是在於Naitō 

Masatoshi藝術攝影當中特別強調出來的，那些可見的創傷身軀，與不可見的黑暗背

輯出版的論文集「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這本論文集自攝影機作為一個科技技術出發，從歷史與民族誌研

究的取向，探討了攝影作為一個技術，怎麼連結了亞洲各地在社會，政治，宗教上的

實踐。收集了當代東亞與東南亞重要研究者的幾篇論文，包含了像是Marilyn Ivy 教

授自當代日本都會攝影藝術的暗黑美學當中，追索「閃光燈」這個技術本身，是怎麼

自二次世界大戰，核子轟炸技術裡所發展出來的。這本論文集，從攝影本身的物質史

與社會史出發，複雜化，歷史化已然被視為日常生活裡極其普通的一個科技技術。這

個論文集的科技歷史取向，更反映出的是複數的「亞洲史」，與多重的「攝影」脈

絡。

　　從知識論上來說，這本論文集從亞洲出發，對於過去以歐陸為中心的光學理論

（the optic theory）有一個開創性的回應。特別是探討了東亞視覺技術，與殖民技

術，甚至是戰爭科技間，彼此交織的複雜歷史；此一人類學的感官技術研究取向，也

展現了當代人類學和歷史學在藝術研究上，重視技術的社會關係層面，以回應「現代

性就是除魅化（disenchantment）」，此一韋伯（Max Weber）的現代性經典命

題。2009年此書出版之後，諸多新的感知技術民族誌研究，與現象學研究，也更推

進了有關感知基礎建設（sensorial infrastructure）的深入探討，這些研究含括了都

市噪音的範疇與硬體設施（Jennifer C. Hsieh 2019），美感教育（Lily Chumley 

2013），都市裡明亮與陰暗的現象學意義（Anna Greenspan 2014），不同層次酒

醉感的社會意涵（Harkness 2014）等研究主題。也讓我們窺見當代人類學，是怎麼

探索藝術感官，與科技技術相關的新研究。

　　正如 Morris 教授在此書的導論中所說，攝影技術在亞洲的歷史，必須面對三個

議題：一是殖民主義，亦即攝影機作為歐洲殖民侵略的工具；二是攝影機代表的神秘

力量；三則是攝影作為一種技術資本，怎麼取代了或改變了原先存在的再現經濟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其作為一個新奇的技術，攝影機和攝影影像的

早期分展，正是這個「外來」的特質，給攝影影像和攝影機帶來了極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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