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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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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成為日本人類學者的調查研究對象，
早期以鳥居龍藏、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等為代
表，先後完成原住民族的分類和識別。

之後馬淵東一及小川尚義等人開啟了原住民語
言研究，馬淵東一還進一步研究了原住民族的
社會組織和親屬關係。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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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幾位大陸學者主導，包括李濟、石璋如、
芮逸夫等人在中研院史語所展開，所關注的議
題包括原住民的物質文化、社會組織、親屬制
度、語言、體質等。

人類學、民族學及語言學領域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一個資料庫分析
周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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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1980-2010 ）
國內有關原住民族相關博碩士論文研究

原住民族研究主題的變化

在各領域學門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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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住民」或「山胞」為論文名稱關鍵詞進行
查詢，時間自69 學年度至99 學年度止，共1198筆
 70 年代的原住民研究計有9 筆
 80 年代的原住民族研究計有227 筆
教育學類（68）、經社及心理學類（55）及醫

藥衛生學類（27）
「教學與學習」、「教育歷程與經驗」及「家

庭與社區」，佔此時期原住民教育研究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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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年代的原住民研究計有962 筆，

教育學類（235）、經社及心理學類（202）及
商業及管理學類（112）

依研究系所來看，原住民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
社會學領域（人文學、教育學、經社等），研
究數量佔60％，自然科學與工程領域僅佔2％



經社及心理學類 182 筆（23.2％）、人文學類
181 筆（23.1％）、教育學類 128 筆（16.3％）
及藝術學類 89 筆（11.4％），這四個學門即佔
所有研究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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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門領域的變化



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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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成為日本人類學者的調查研究對象，
早期以鳥居龍藏、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等為代
表，先後完成原住民族的分類和識別。

之後馬淵東一及小川尚義等人開啟了原住民語
言研究，馬淵東一還進一步研究了原住民族的
社會組織和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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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年代：保留地、遷移適應、族群關係及醫
療衛生

 1980 年代：教育學類、經社及心理學類及醫藥
衛生學類

 1990 年代：教育學、經社及商管學門

研究主題的變化



Who are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are communities that live within, or are 
attached to, geographically distinct traditional habitats or ancestral 
territories, and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being part of a distinct 
cultural group, descended from groups present in the area before 
modern states were created and current borders defined. They 
generally maintain cultural and social identities, and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eparate from the mainstream or 
dominant society or culture.

http://www.who.int/topics/health_services_indigeno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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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4/Sub2/ 1986/7/Add.4 (1986)
原住民族社群（communities）、部族（peoples）
與民族（nations）係指在被侵略和殖民地化以前於
其領域上發展的社會，而目前在該領域中不同於支
配的社會或其一部分的其他階層者。他們在現時點
上未居於統治階層，但有其固有文化模式、社會制
度及法律體系，並依此做為民族存在的基礎，且決
意保全、發展其祖先的領域及種族認同，並將其傳
承給將來的世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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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歷史面向：強調與前侵略和前殖民社會的歷史
延續

文化顯著性：得以和社會上其他具支配權利關
係的社群形成差異

政治經濟的角度：被支配社群

集體性與主體性的建立：，顯現在其特殊的世
界觀與社群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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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Rights

 Major theme of the Declaration
 Culture gives meaning to human existence
 Cultural diversity is as necessary for humankind 

as biodiversity is for nature
 Cultural survival and actualizing cultural self-

determina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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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六世紀 1697年代 1716年 1730年 1741年
夷 土番 熟番 化番

東方夷 生番 平埔番 生番

番 野番 生番 (野番)    

1874年 1895年 1903年 1935年 1945年 1994年
（熟番） 熟蕃 平埔族？

（平埔番） （官方視為消失）

（化番）

良番 化蕃 邵族（化番） 平地原住民

兇番 生蕃 高砂族 平地山胞 平地原住民

王字兇番 生蕃 山胞 （原住民）

山地山胞 山地原住民

臺灣原住民族族稱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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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島上的原住民族：

殖民時期法律思維與論述的野蠻人想像



背景

 原住民族在「科學與文明」以及「進步與發展」兩種
願景交織下，面臨了許多的權利衝突與法律歧視。

 相關研究倫理規範是由居於社會主導地位的族群及其
研究者所決定，在缺乏多元文化意識的狀況下，常常
不自覺地造成原住民族有形的（譬如族群尊嚴與歧視
問題）或無形的（譬如利益分享問題）的傷害。即使
研究工作本身原先立意良善，卻也常常受到原住民族
質疑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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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ASUPAI TRIBE of the Havasupai Reservation, 
a federally-recognized Indian tribe,
Plaintiff/Appellant,

v.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and THERESE 
ANN MARKOW,
Defendants/Appellees.



事實概述

美國亞利桑那州 Havasuapi 部落的印地安原住民，在亞
利桑那（Arizona State）州立大學對部落族人的研究當
中，部落族人的抽血樣本，在未經族人知情同意的情
形下，被研究團隊拿來研究超出其同意範圍之事。

Havasupai 部落在 2004 年對研究團隊提出訴訟，因研
究者不尊重該部落，把部落族人的血液資料庫拿來研
究包括精神分裂症、近親繁衍、以及古代人類的遷徙
等等內容，導致研究傷害了原住民的文化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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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 31 條

原住民族有保存、管理、保護及發展其文化遺產、
傳統知識、傳統文化表現，及其科學、技術與文
化表現，包括人類與基因資源、種子、醫藥、動
植物群特性知識、口述傳統、文學、設計、體育
及傳統遊戲與視覺及表演藝術之權利；亦有權保
存、管理、保護及發展對文化遺產、傳統知識與
傳統文化表現之知識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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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3 條

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
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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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

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
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
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
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第一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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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理由

為尊重原住民傳統智慧及知識財產權，爰有本條
之規定，以降低外界對原住民文化和社會之傷害，
及讓原住民族公平分享利益。

人格權

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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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
利益及其應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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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研究法

以研究原住
民族為目的

人體研究法第4條：人體研究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
體或個人之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
例外：衛生署101/3/23日衛署醫字第1010064538號函：不包括社會行
為科學研究（即研究人與外界社會環境接觸時，因人際關係間的彼
此影響產生之交互作用），及人文科學研究（即以觀察、分析批判
社會現象及文化藝術之研究）

人體研究法第 15 條
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除依第 12 條至第 14 條規定外，
並應諮詢、取得各該原住民族之同意；其研究結果之發表，
亦同。
前項諮詢、同意與商業利益及其應用之約定等事項，由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

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
辦法第 3 條
1、以原住民族或原住民部落為研究內容
2、研究檢體之採集、研究資料之搜集及分析涉及原住民族或
部落
3、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

以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族部落為研究內容

研究檢體之採集、研究資料之蒐集、分析涉及
原住民族或部落

研究結果之解釋涉及原住民族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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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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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原民會首長或具原住民身分之副首

長

• 委員：原民會聘任之原住民族各族委員兼任
中央諮詢會

• 召集人：各鄉（鎮、市、區）公所首長或由

委員互推一人兼任鄉（應具原住民身分）

• 召集人：各部落會議主席兼任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

市、區）諮詢會

• 召集人：部落會議主席

• 出席人員：部落全體原住民家戶代表
部落會議



分案型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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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會議：研究計畫如以特定部落為目標群體

鄉（鎮、市、區）諮詢會：研究計畫以單一鄉
（鎮、市、區）之原住民族為目標群體

中央諮詢會：研究計畫以不特定或特定之原住
民族為目標群體



約定事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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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所衍生商業利益之回饋機制。

目標群體於研究過程之參與機制。

研究成果所得技術之移轉機制。

其他與研究過程、成果及其他有關之事項



其他應提出申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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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對於研究材料或資訊之使用，逾越中
央諮詢會會議、鄉（鎮、市、區）諮詢會會議
或部落會議同意之範圍者（11）

研究主持人發表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之研究
結果（13）



結語

面對社群

→個人主義權利觀

傳統研究倫理規範所標舉的原則及其應用，側
重個人權利而未能考慮到個人所屬之社群、氏
族、家庭等社會聯結所可能受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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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mont Report：易受傷害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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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關注某些研究對向是否由於其個人特殊
身分而未能實踐自由意志、承受不必要的風
險或遭受不公平對待，因而應該獲得更加謹
慎完善的保障。

→「易受傷害群體」似乎只是一群擁有類似易受
傷害性質個人的集合，而非視為一具有聯結
關係的社會實體或共同體。



說明

在現有的學術活動中，許多研究雖然在執行上是
以個人為接觸對象，向其個人蒐集檢體、資料或
資訊，但其研究之主題或研究結果之分析、解釋，
明顯指向個人所屬社群。

→研究工作所可能帶來的風險，也不只作用於個
人身上，而可能更會由個人所屬社群整體在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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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基因研究

34

 外部風險（external risks）
 種族主義印象的加深，可能影響族群成員求職機會

或保險利益，社會互動機會也可能被窄化。

 內部風險（intra-community risks）
 對基因資訊之詮釋可能影響社群或共同體的既有社

會秩序。即如影響族群成員對於社群共享認同的認
知、影響族群內部不同家族或團體間的權力均衡，
影響族群內部文化與道德權威地位。



社群參與及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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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社群參與，辨識研究計畫對個別參與者、參與社
群，以及其他擁有相同社會認同者，所可能造成之風
險，並將風險最小化

 透過社群參與，讓研究者與對象群體交換彼此對所關
心事項或利益的想法，藉此得以建立長期、真誠的合
作夥伴關係

 藉由社群參與，個別參與者得以較完整地瞭解若其參
與研究可能會對同一社群內的其他成員帶來什麼影響，
並據以更為謹慎地決定是否參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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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對話 社群諮詢

社群同意 社群夥伴關係

社群參與



研究關係的重構

個案 Subject/Case Study 
→ 研究參與者 Research Participant

→研究合作夥伴Research Partner/Co-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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