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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

滿成功，期望在本會議討論溝

通之各種教育事務皆能有助於

往後的政策與實際事務之順利

推展。

兩會「業務報告」

大會分別由主辦單位教育

部、行政院原民會教育文化處

報告97年度辦理原住民教育執

行概況。教育部的報告內容有

三：（1）介紹推動原住民族教

育之組織架構；（2）介紹原住

民之一般教育施政現況，分為

高等教育、技職教育、師資培

育、後期中等教育、國民教

育、幼兒教育、體育、資訊、

輔導、社會教育等十個項目；

（3）教育部未來規劃與展望，

以「專案委託進行撰擬原住民

教育白皮書」、檢討「發展原

住民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劃」

作結。

而原民會的業務報告，則

是從「推動原住民族

教育」、「加強原住

民族社會教育」、

「振興原住民族文

化」、「辦理原住民

族語言振興工作」、

「縮減原住民數位落

差」、「建構原住民

族文化傳播體系」等

六大項著手，簡述97

年度業務補助與發展

項目。

精采的議程內容

師大校長郭義雄之專題演

講「從台灣師範教育改革展望

原住民族教育」作結。校長回

顧師大原住民籍學生的求學經

驗，反省教改迄今的教育政策

無法確切改善原住民學生的教

育現況，是因為「不論主流教

育如何改革，都不改原住民族

教育是依附在漢人教育的結

果」，最後期許師大未來能因

應國家政策與原住民族社會之

需要，投入原住民族教育之研

究發展。

下午登場的是重頭戲「業

務協調」與「分組討論」。本

年度有來自各地方政府與學校

的新提案共20件、歷年提案追

蹤共22件，針對民族課程、學

教
育部與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為落實原住民族

教育法，並加強中央及地方政

府原住民族教育事務之溝通協

調、使相關事務更順利推展，

每年皆主辦「中央與地方原住

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今

年第八屆會議，由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

籌備處承辦。7月13∼14日，

分別在台灣師大教育大樓二樓

國際會議廳與台灣大學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舉辦，內容除了例

行的業務協調、提案追蹤外，

並安排兩場分組討論，主題分

別為「原住民族師資培育政策

之檢討與展望」、「原住民學

生之學習適應與輔導體系之建

立」。

會議精神用泰雅古調

唱給您聽 

開幕式，由甫獲金曲獎

「最佳原住民語歌手獎」的雲

力思與泰雅姐妹之吟唱、口簧

琴表演揭開序幕。表演以隆重

的古調吟唱開場，繼之以幾段

輕快的族語合唱與口簧琴伴

奏，分別述說泰雅族傳統教育

內容方式以及現今教育內涵之

轉變，非常切合本次會議精

神。

接下來則是由主辦單位教

育部主任秘書潘文忠、原民會

主任委員章仁香、台灣師大校

長郭義雄致詞，不約而同對開

幕式表演與原住民族文化發出

由衷的讚美，並預祝本會議圓

第八屆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
教育事務協調會議
第8回中央・地方原住民教育事務協調会
8th Coordinating Meeting on Aboriginal Education Affair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文︱汪明輝（台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籌備處主任）

圖︱吳宛憶

開幕式雲力思與泰雅姐妹（師大現場）。

業務報告與協調（師大現場）。

參訪台大行政院原住民族圖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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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纖維樹語：阿美族樹皮纖維創作——

　　　　　張梅娘Lahok特展
2009年8月15日∼9月6日

來自花蓮豐濱部落的阿美族纖維藝術創作者張梅娘

（Lahok）女士，以當代藝術創作為表現，呈現傳

統阿美族樹皮布的製作技法，賦予樹皮纖維全新的

巧思與創意。阿美族早期即以樹皮纖維打製傳統衣

服，樹皮布的製作使用植物內層樹皮，為一種不纖

布的編織方式。Lahok堅持「以在地文化為訴求，

以鄉土、生活化為表現」，憑恃著原始的本能去思

考、內化，創造一種可與自然共容的對話空間，並

用謙虛的態度請示老人。本特展以花藝設計、裝置

藝術、複合媒材、樹皮創作四類共25件作品作為展

示內容，佐以創意手法佈置展場，營造生活美學的

氛圍。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第二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馬淵東一的學問與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2009年8月26∼27日
馬淵東一（1909～1988），為民族學人類學名家，

門生多活躍於日本學界，論著影響台灣深遠。今年

適逢馬淵東一教授百歲誕辰，為感念其對台灣原住

民族研究之貢獻，故訂為第二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

論壇之主題。會議內容包含3場專題演講、14篇論

文發表、1場主題座談。論壇邀請到馬淵東一哲嗣

馬渕悟教授發表其父親從未發表的珍貴手稿、馬淵

東一弟子松園万亀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名譽教授) 

闡述馬淵東一教授對社會人類學發展的影響、其著

作《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的譯註人楊南郡

(台灣南島文化工作室負責人)發表譯註時，從書中

的字裡行間所觀察、遇見的馬淵東一教授。馬淵東

一對台灣有著深厚的情感，執意逝世後要立塚台

灣，大會也安排於會後率與會者前往台東縣池上鄉

馬淵東一墓園祭拜致意，為此次論壇劃下深具意義

的句點。

原舞者

《大海嘯》太巴塱神話故事

2009年6月5、6、7日
國家戲劇院 
一個發光的女孩，一段堅決的癡戀，

一份親情的不捨，一場愛情所引起的毀滅，

交織成遙遠美麗的阿美族神話故事……

台灣原住民族群中都有「大洪水」或「大海嘯」的

神話故事，擅長原住民樂舞演出的原舞者，以太巴

塱的神話故事版本來呈現劇場版的Langod《大海

嘯》。故事中「大海嘯」起源，乃因老始祖的古地

名Panapanayang是靠海邊的家族居住地，太巴塱的

始祖K e s e n g和M a d a p i d a p有個小女兒名叫

D i a m a c a n，是個會發光的女孩。海洋之子

Kariwasan為了強行娶走發光之女，就掀起了大海

嘯淹沒大地……。原舞者針對實驗劇場的黑盒子特

性，加以濃縮還原，呈現出獨具人海聲勢的《大海

嘯》。

飛人集社劇團

《逐鹿》Ita Thao的奇幻之旅
2009年9月25∼27日
實驗劇場

凌晨4點47分…

夢中的那雙眼睛，這次，是在水裡…

跨越時空，與三百年前的邵族人一同奔向水邊

《逐鹿》描述現代人被扭曲的心靈狀態，藉著300

年前如桃花源般的邵族神話，找到遺失已久的自

己。編導石佩玉運用偶、光影、物件、吟唱、演員

表演等多項元素，拼貼交織成如繪本般的生活詩

篇，帶領觀眾進入遙遠神秘的奇幻空間。

相關會議
8―10月会議リスト 
List of Meetings Held between April and June

文︱編輯部

2009年8∼10月會議列表

生輔導、族語教材、原住民師

資與甄選、教育專責機關等面

向做討論、溝通與協調，進而

獲得共識。會議現場的討論非

常熱烈，地方政府承辦人員與

教育現場人士、專家學者們爭

相提供經驗與意見，迫切希望

更好、更確實的作法能儘快落

實在政策改革與實際業務推動

上。

而「分組討論」更是反應

出現階段大家最關心的兩個議

題，即「原住民族師資培育」

與「原住民學生學習輔導」。

前者邀請政大台文所孫大川教

授擔任主持人、台灣師大教育

系譚光鼎教授為引言人，後者

邀請慈濟大學原住民健康所鴻

義章教授擔任主持人、屏東教

育大學原住民中心林春鳳主任

為引言人。兩位引言人皆整理

了豐富的調查數據與觀察現

象，來討論現今相關教育現

況，並提出教育現況的盲點，

與現場來賓做熱烈討論。

第二天的會議場地移至台

灣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由

置於台大校內的原民會原住民

族圖書資訊中心做業務簡報

後，讓與會來賓參觀圖資中

心，來賓大開眼界。之後播放

紀錄片《我們的孩子》，內容

在探討台灣城鄉差距的教育問

題，藉此思索台灣新教育的可

能性；此片獲得熱烈的迴響，

不少來賓希望能將此片內容介

紹給學校與部落族人。

暢所欲言的迴響

分組報告，推派台北縣北

新國小波宏明老師與慈濟大學

原住民健康所高靜懿教授，分

別報告前一天分組討論的想法

與意見；綜合座談，更是讓與

會來賓暢所欲言，希望政府能

正視實際存在的教育問題並儘

快改進，別讓同樣的問題在下

一次的會議中再次被提出來討

論。

催生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

綜合二天會議的發言，不

難發現與會來賓都把焦點集中

在原住民教育改革的相關議

題，一來憂心中央與地方政府

的原住民教育業務或有重疊、

或有權責不清之處，一來期許

能儘快實施原住民師資培育學

程，實踐原住民文化課程、師

資培訓、分發回鄉、任用一貫

制度之目標，以達適才適所之

效。因此，今年教育部將編寫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

書》，而本校亦將規劃原住民

師資培育學程，為培育更多原

住民師資做努力。

茶敘（台大現場）。 分組討論成果報告——報告人波宏明（台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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