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6 期
2019 年 5 月號
編輯人員：李育逢、王沛菁、黃康蘋

本期內容

發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本期原資小報分享一篇好文章〈都市原住民的崎嶇路〉，除節錄的部分之外還有採訪者最真
實勵志的故事，對來自都市原住民的同學，或對族群主流化這個議提有興趣同學，一定要點
進去了解這些都市原住民的親身故事，相信這篇文章會帶來不一樣的啟發與感動。轉眼間就
是畢業典禮和期末考，預祝學長姐畢業快樂，也祝福我們大家考試歐趴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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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楠花部落小學改制 全國第一所原住民實驗中小學誕生
花部落國民

會，經立委高金素梅等人協

體設施，深化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中小學」，

調，獲允諾補助新建工程經

傳遞原住民文化精神內涵。

成為全國第

費 3000 萬元，用於完善校

一所原住民

舍硬體設備。

12 年一貫實驗教育，從 2017 年 8

族實驗教育
中小學。

高金素梅獲贈搗米杵臼與小

月起實施「Bunun ：多族，民族

米，象徵巴楠花部落精神。

實驗教育」，提供學生「自主興趣
專題研究」跨域能力，規劃建置

為此，高雄
市教育局長

吳榕峯說，後續將由副市長

高雄雄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 吳榕峯、國中科長楊智雄及
將創全國先例，改制為「巴楠 巴楠花部落小學校長張新榮

葉匡時召集相關局處首長，

北上拜會行政院原住民委員

原住民團體集結立院燒狼煙

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目標推動

研商改制師資及行政人力資

12 年一貫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課

報導來源： https://ppt.cc/fv1O4x

源，同時持續與中央整備軟硬

捍衛原民土地「寸土不讓」
開耕

有超過百萬公頃的活動空

起族群戰爭，只是提出一個卑

保留

間，日據時代因為政策關係

微的請求，難道捍衛原住民的

地目

土地被搶奪到只剩下 25 萬公 土地錯了嗎？

無法

頃。國民政府來臺接收日產

紀，

後，直到民國 96 年才有第一 潞‧以用則說，原住民族的傷害

還要

次的原住民保留地的重新增

已經是幾十年的歷史，但原住

求政

劃編。

民族的土地是祖先留下來的土

府合

陳瑩痛批，在原住民還沒有

地，所以在總統蔡英文道歉

法

拿回土地的同時，卻已經有

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還給

化，

其他人虎視眈眈，不僅違法

原住民土地，不能再繼續造成

同為原住民的時代力量立委高

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五

予取予求政府原住民土地解

占用原住民保留地、沒有依

衝突。她呼籲，蔡英文應該站

月 7 日北上集結立法院大門

編。

照合約使用原住民保留地，

起來為原住民真正做事，不要

前，偕同多個聲援團體共同

原權會也提出三大行動目

還要求政府不能對他們提

口惠不實，保障原住民族的權

召開「捍衛原住民土地」記

標，要求「反對原保地解

告，要求將原住民土地分給

利是她應該要做的事。

者會，提出行動之三大目

編，原住民土地寸土不

他們，因此族人才會憤怒地

標，並現場由巫師燒狼煙稟

讓」、「過去原權會增劃編

不得不走

告祖靈，要求「還我土地，

土地迄今未進行劃編，要求

上街頭。

反對土地解編，反侵佔，寸

政府依法歸還原住民，原住

陳瑩說，

土不讓」。

民土地回歸歷史正義」、

今天原權

原權會表示，16 年來原住

「落實原基法，立即停止傳

會抗議是

民的土地大規模流失，部落

統領域內所有不當的開

依法有

景觀溫泉飯店到處林立，破

發」。

據、合情

壞水土保持造成土石流等災

身為原住民的民進黨立委陳

合理，絕

害，外來非原住民人口到處

瑩指出，原住民祖先過去擁

不是要挑

報導來源： https://ppt.cc/fZal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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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向天湖失事軍機 原住民拆門板當擔架救人
陸軍航空隊駕駛編

故事再被提起。

好奇，還跑到現場去看「飛

號 8012 觀測機的觀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長風木

機」，當時懞懞懂懂，對眼前的

測中隊副隊長劉傳

基今天告訴中央社記者，當

「破銅爛鐵」有些詫異與失望，

集、上尉陳高才於民 年事發時，他才唸國小，當

後來隨著事件落幕，世人逐漸淡

國 67 年 5 月 5 日，

忘，飛機殘骸處附近還曾是他遊

天下午山區霧很大，部落居

在苗栗南庄向天湖撞 民清楚聽見家後方傳來巨大

戲玩耍的秘密天堂。

山失事，陳高才送醫 聲響，大家循聲搜尋，發現

40 年過去，飛機殘骸依舊沉睡

急救，劉傳集則當場 是軍機墜毀。

於山林。風木基說，失事地點位

死亡，遺體翌日運送 風木基指出，當時部落幾乎

於原住民保留地，目前為止，未

至臺北市立殯儀館存 總動員，大人們都放下手邊

聽聞國軍是否有意將殘骸移除，

放。

工作幫忙搶救，為了救人，

畢竟那是國家公物，而近幾年，

失事後的機身大致完 甚至直接拆下一戶人家的門

部落會議也曾討論，希望妥善保

整，至今仍存留於山林間，

板當擔架，把受傷軍官抬下

留，成為在地歷史遺址，「無論

於 67 年在苗栗南庄失事，南庄 由於過去網路上鮮少相關記

山，「那可是『大門』耶，

留與不留，對於賽夏族人而言，

鄉東河村長風木基當時還是個

你想想看那情況有多緊

都會予以尊重」。

陸軍航空隊編號 8012 觀測機

載資料，直到近年科技發

孩子，但對於部落居民 40 年前 達，不少山友再度發現飛機

急。」

在第一時間投入救災，甚至

殘骸，才讓這架被稱為「沉

不過，畢竟還是孩子，風木

「拆門板當擔架」印象深刻。

睡山中的海狸」及事件背後

基說，他和其他同伴只覺得

報導來源:https://ppt.cc/fwlBRx

都市原住民的崎嶇路
原住民」是指不居住在 30 567,044 人的一半。
個傳統山地原住民鄉及 25
個平地原住民鄉（鎮、
市）的原住民。都市化發
展至今，臺灣的都市原住
民有了一代、二代甚至三

(節錄)在都會求學的過程中，

代。一代是出生原鄉但移動到

每個人周遭常常有個原住民同 都市，而二代和三代則是出生
學，他們也許皮膚較黑、五官 於都市裡。根據官方統計，
立體，跑得飛快、唱歌很行； 1956 年還有 9 成 8 的原住民
也很有可能「以上皆非」。他 住在原鄉，2019 年最新資料
們是「都市原住民」，成長在 則顯示已有高達 4 成 7、約
都市，不住原鄉，社會對他們 26 萬位原住民入籍都市；而

他們前往都市，是期待
在他鄉獲得就學、就業
機會，改善家人和自己
的生活。然而都市原住
民沒有都會漢人的各種

資源與支持系統，在教育、居
住、就業、健康等各種層面，
出現發展落差；卡在原鄉跟都

理解他們在各種歧視夾擊下，
生活與認同的崎嶇路。

會間的進退兩難，也讓他們出 報導來源:https://ppt.cc/fwmv6x
現身分認同的危機。
《報導者》採訪了一

的刻板印象，如同隱形斗篷加 據原民會估計，若再加上實際 代、二代都市原住民，
在他們身上。

依原住民委員會定義，「都市

生活在都市但未設籍於此的原 記錄了他們在都會中遭
住民，數目已達全體原住民

遇的居住、教育跟文化

的適應故事，讓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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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觀光正夯 北車辦嘉年華原住民親自解說
「2019 臺灣部落觀光嘉

樂舞展演，還有原民美食

化。觀光局長周永暉表

潭南部落的獵人之家旅程，

年華」一連 3 天，在臺

DIY、原民手工藝品，系

示，這是部落觀光嘉年華

可以聆聽部農獵人的傳奇故

北車站中央展演區盛大

列經典旅程像是一日獵人

首度在臺北車站舉辦，這

事，跟著獵人學習傳統製作

展出，今年還有平埔西

遊程、學習阿美族生存

裡每天有 50 至 60 萬人次

陷阱狩獵智識、射箭技巧

拉雅族、蘭嶼達悟族和

術、到部落學廚藝等都深

走訪，希望每個人都可以

等；還有花蓮靜浦山海味，

紐西蘭 Hauraki 豪拉基

受歡迎。

走進部落當「部落客」。

走進部落學習阿美族生存

次感受國內外的經典原

觀光局 13 個風管處當

觀光局指出，推出 5 年

廚藝學校，適合吃貨走食，

民遊程，好吃、好玩又

中，包括花東縱谷、東海

來，多種經典遊程都深受

每組遊程價值 3200 元、最

好看。

岸、日月潭、阿里山、茂

國內外旅客喜愛，本次也

高 1 萬 7000 元，歡迎民眾來

林、西拉雅及参山風管

提供一人抽中，2 人同行抽

試手氣。

處，都有不同的部落文

獎活動。遊程包括日月潭

區毛利人首度參展，一

旅展不只可欣賞原住民

術，與神山部落的愛善部落

報導來源： https://ppt.cc/fu2n7x

山永遠是山，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但如果失去了山林？
協會執行長 阿里山的森林砍伐殆盡後，繼續 豹……」，這不可思議如同童
李根政指

往宜蘭及大雪山等山區開發，毀 話般的美好畫面讓導演忍不

出，若要問 滅當地的原始檜木林。
現今山林破
碎的元凶是
誰，必需從
臺灣百年來
(節錄)1990 年，在花東的銅

的山林開拓政策和制度，以及

門、紅葉部落，大家見識到了臺 現今的土地利用做全盤的探
灣山區土石流的威力；六年之

討。同樣地，黃淑梅導演在

後，賀伯颱風重創南投、嘉義、 2015 年所出版的《給親愛的孩
雲林等中部山區；到了 2008

子：臺灣百年山林開拓史紀錄

此外，1961 年，農委會的前身

上山下海進行開發，在政府政策 在草叢看著雲豹媽媽帶著雲
鼓勵下，近五十年來，農業、畜 豹寶寶出來曬早晨的陽光，
牧業及觀光業急速地往山區開發 你還會忍心破壞他們的家，
和拓墾，守護臺灣命脈的森林漸 把他們賴以生存的森林砍掉
次消失，伴隨而來的是逐年擴大 嗎？
的災難。
報導來源： https://ppt.cc/frSuyx
所幸，仍有人抱著「愚公移

在高屏山區，甚至造成小林村的 常深刻的剖析。

山」般的精神，堅持守護著臺

滅村。當時，政府、輿論和重量

灣的山林。屏東霧臺鄉神山部

級慈善團體——慈濟，眾口齊
聲地把「原住民遷村，讓山林休
養生息」當做防止日後災難再次
降臨的解藥，隱隱指向「原住民
是山林破壞者」。然而果真是如
此嗎？

的森林是巨大的財富。從 1912
年到 1945 年，日本人在阿里山
砍伐之檜木大約佔阿里山森林
的 55%。國民黨政府來臺之
後，接手更徹底的掠奪，不僅
大肆打撈日本人留下的殘材，

在〈誰是山林破壞者？論國土復 挖採檜木樹根，連水源區及母

育政策〉這篇文章中，地球公民 樹林的森林都不放過。他們將

親愛的孩子，你們想想看，

山地農牧局成立，開始號召全臺 如果你們每天的遊戲就是躲

年，八八風災更是猛爆性地發生 片》，也針對這個議題做了非

在殖民者眼中，臺灣鬱鬱蒼蒼

住悸動，進而喟嘆：

落的魯凱族父子 Lekeai 與
Sula，二十多年前就開始在自
己的原住民保留地上種樹，進
行天然林復育的工作。在紀錄
片中接受訪談時，Sula 翻譯
爸爸的話說道，「以前祖父那
個時候，他們沒什麼娛樂，都
是去偷看那個剛剛出生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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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文化資產‧大師傳承」鼻笛傳習音樂工作坊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活動地點： 屏東縣 三地門鄉 安坡村
活動日期： 2019 年 05 月 07 日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
相關資訊：活動資訊連結 https://ppt.cc/fc6W0x

◆

原青回家系列論壇：社區 X 藝術 X 小農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社教文化基金會主辦
活動地點： 臺北市 紹興北街 3 號
活動日期： 2019 年 05 月 03 日至 2019 年 7 月 13 日
相關資訊:

◆

活動資訊連結 https://ppt.cc/fe8fOx

qezetj 屏風般的頭飾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
活動地點：屏東縣 屏東市 豐榮街 50 巷 7 號
活動日期： 2019 年 04 月 24 日至 2019 年 06 月 15 日
相關資訊：活動資訊連結 https://ppt.cc/fq2dZx

◆

泰美麗特展
主辦單位： 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
活動地點：彰化縣 彰化市 中山路三段 266-1 號
活動日期： 2019 年 04 月 15 日至 2019 年 07 月 31 日
相關資訊：活動資訊連結 https://ppt.cc/fkIXjx

原 資 中 心 開 放 時 間 ： 每 週 三 9 : 00- 1 3 : 00 。 第 二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1 0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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