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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file of Native Americans: Ethnohistory
文．圖︱編輯部

原住民族的歷史一般認為在一萬年

美國以上，對於其來源有許多說法，考

古學、文化人類學、地理學均提出不同的證
據，最普遍的推測是從亞洲大陸越過白令海
峽（Bering Strait）陸橋到達美洲，再輾轉延
伸到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也有認
為原住民族是美洲本土起源的。北美洲、中
美洲和南美洲的語言與民族文化相當複雜，
異質性也很高。
美斯夸基族的民族遷徙圖。

歷史和文化的異質性
由於時空的因素，美國原住民族的歷史
往往涉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原住民族歷史。

部、西北部、東部、南部逐漸遷移到此區
的。因而，民族語言差距相當大。

根據Atla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北美
印第安人地圖集），北美地區的原住民族可

戰爭史比重高

劃分為八大文化區：（1）東北（2）東南

一般將美國原住民族的歷史，分為以下

（3）西南（4）大盆地（5）高原（6）西北

兩大時期：哥倫布之前（P r e-C o l u m b i a n

沿海（7）加州（8）大平原。由於歷史的因

I n d i a n s: b e f o r e A D 1492）；哥倫布之後

素，造成這些文化區的民族生活方式相近，

（Post-Columbian Indians: after AD 1492）。

但事實上有歧異的來源，例如，大平原文化

19世紀以前，原住民族（印第安人）一直被

區，在13世紀曾發生大旱災，原住民族離開

認為是野蠻人，尤其是歷史教科書，否認原

大平原而四散，早期的居民大多為農業或半

住民族具有知識，而採用白人文明教育的同

游牧社會，後來遷入的民族，多係因各地發

化手段。

生災荒，以及白人殖民者的壓力，而從東北

美國的印第安戰爭，長達400年之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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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原因是由於白人西進運動對於印第安人

gov/60341390R#page/n21/mode/2up

的土地與生活構成威脅，包括零星的且局部

History of the Indian Tribes of North America

的爭執事件，乃至大規模的流血戰役。哥倫

（北美印第安民族史）

布之後，法國人自1605年起、英國人自1620

⊙作者：MCKENNEY Thomas L. & HALL James

年起，以及其他歐洲人相繼來到北美大陸之

⊙出版資料：1836-1844, First edition of vol. 1

後，不斷發生戰爭與慘案。因此，戰爭史在

published by E.C. Biddle, Philadelphia, 1836.;

美國原住民民族史當中的比重相當高。大小

vol. 2-3 published by D. Rice and J.G. Clark,

戰爭的完整列表，可參考Indian Wars & Battles
網站：http://www.warpaths2peacepipes.com/theindian-wars/indian-wars-battles.htm。

1842-44.
⊙簡介：關於北美原住民族的人物傳記作
品，全套共3冊，透過該族的人物傳記來陳
述該族的歷史。作品包含大量的平版印刷

民族史的研究概況

畫作，書中的肖像畫大多是由查爾斯•博

有關美國原住民族歷史的研究與論述，

•金恩（Charles Bird King）所繪。前2冊可

以美國的文獻最多。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對

於線上閱讀，計有98名各族的重要人物傳

於原住民族（印第安人）的歷史，從過去的

記（均為歷史上著名的酋長或戰士）及其

負面觀點逐漸轉向正面觀點，亦即對於原住
民族的歷史產生了改寫的趨勢，原因與原住

軼事。
⊙線上電子書：

民族運動、原住民族本族人的奮鬥、時代觀

h t t p : / / w w w. a r c h i v e . o r g / s t r e a m /

念的演進、人權議題的重視等均有關聯。

historyofindiant01mckerich#page/n7/mode/2up

美國原住民族民族史目前研究文獻以英
語居多，漢語的文獻相當匱乏。以下概要介
紹各種重要參考文獻：

h t t p : / / w w w. a r c h i v e . o r g / s t r e a m /
historyofindiant02mckerich#page/n7/mode/2up
North American Indian Wars（北美印第安人
戰爭）

（一）早期文獻

⊙作者：DILLON Richard H.

History of the Indian tribes of the United

⊙出版資料：1983, Arms & Armour Press.

States: their present condition and prospects,

⊙簡介：翔實記載印第安人各項戰爭的歷史，

and a sketch of their ancient status（美國印第

有精美圖解、地圖、照片，以及大事年表。

安民族史：現況、前景、古代地位概述）
⊙作者：SCHOOLCRAFT Henry Rowe

（二）百科事典

⊙出版資料：1857,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Encyclopedia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北

⊙簡介：本書為早期原住民族歷史的重要文

美印第安人百科）

獻，全書共計31篇，各篇又分若干章，篇

⊙編者：HOXIE Frederick E.

幅龐大，對於各個時代的重要民族及其主

⊙出版資料：1996,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要事件，均有詳盡論述。
⊙線上電子書：
http://archive.org/stream/60341390R.nlm.nih.

Company.
⊙簡介：包含1,200個詞條，260名撰稿者。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Indian Wars: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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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美國印第安人戰爭百科（1492-1890））
⊙編者：KEENAN Jerry
⊙出版資料：1997, Santa Barbara, Calif. : ABC-CLIO.
⊙簡介：從哥倫布到達新大陸，一直到傷膝

細的描述。
⊙線上電子書：http://book.xuexi365.com/ebook/
detail_10522265.html
《印第安民族運動史》

戰役（Battle of Wounded Knee），重要事

⊙作者：馬全忠

件、條約、政治及軍事領導人，均有淺易

⊙出版資料：2008，台北：聯經。

的解釋。

⊙簡介：編譯及匯整美國原住民族的發明與

The Encyclopedia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貢獻、政策、重要戰爭、人物誌、大事記

（北美印第安人大百科）

（1549-2004）。

⊙編者：BIRCHFIELD D. L.
⊙出版資料：1997, New York: Marshall Cavendish.

（五）期刊

⊙簡介：共分10卷，為研究北美原住民族歷

Ethnohistory（民族史季刊）

史與文化的重要參考文獻。

⊙編者：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
⊙簡介：1954年創刊迄今，美國民族史學會

（三）論文集

主編，杜克大學出版社發行。主要發表學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American Indians:

者為人類學者和歷史學者，研究重點集中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Curtis Sturtevant（人

在北美原住民族的歷史，也逐漸拓及全球

類學、歷史學與美國原住民族：William Curtis

各民族的歷史。

Sturtevant榮譽論文集）

⊙網站：http://ethnohistory.dukejournals.org/

⊙編者：MERRILL William L. & GODDARD Ives
⊙出版資料：2002,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簡介：紀念美國人類學者Sturtevant（1926-

（六）地圖集
Atla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北美印
第安人地圖集）

2007，前史密森尼學會國立自然史博物館館

⊙編者：WALDMAN Carl

長，研究專長為美洲原住民族歷史），包含

⊙出版資料：2009,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31篇論文和1篇Sturtevant的著作彙編。

⊙簡介：內含約100張歷史地圖，附有解說，
也有許多插圖。涵蓋面廣，包括加拿大、

（四）漢譯著作

美國，以及加勒比海、墨西哥、中美洲的

《印第安人興衰史》

早期文明等。

⊙作者：W. C. Macleod （著）；吳君（譯）
⊙出版資料：1981，台北：廣文書局。

（七）網站資源

⊙簡介：早期的漢譯作品。全書共5篇35章。

Index of Native American History Resources

對於征服者（白人）、貿易者、印第安人

on the Internet（美國原住民族歷史研究文獻

的互動與社會文化歷史，對於民族勢力由

線上檢索系統）h t t p://w w w.h a n k s v i l l e.o rg/

盛而衰的歷程，著墨甚多。例如關於1671-

NAresources/indices/NAhistory.html

1754年伊洛魁共和國的出現與滅亡，有詳

The 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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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arpaths2peacepipes.com/history-ofnative-americans/indian-timeline.htm（原住民
族歷史年表，時間為10,000 B.C.-1979。）
5. A timeline of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affecting
reporters' access to land, records and meetings
http://www.rcfp.org/reporters-guide-americanindian-law/timeline-american-indian-historyaffecting-reporters-access-land（原住民族歷
史年表，時間為1721-2005。主要記載重要
的土地權、記錄及會議。）
6. North American Indian Timeline
美國各州的原住民族分布圖。

Human Studies Film Archives（國家人類學典
藏與人文研究電影資料典藏）h t t p://w w w.
nmnh.si.edu/naa/

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imperialism/
notes/nativeamericanchron.html （北美原住
民族年表，時間為1492-1999。）
7. American Indians and Western Expansion
http://www.fsmitha.com/h3/h46-am3.htm （屬
於Macrohistory＆World Timeline──世界史

（八）大事年表
關於美國（或美洲）原住民族歷史年表
或大事年表的網路資源相當豐富，限於篇

年表的一部分，描述美洲原住民與西方勢
力擴張的發展，時間為1850-1881。）
8. Native American History Timeline

幅，以下列舉10個大事年表網址以供參考。

http://www.shmoop.com/native-american-

1. Native American History Timeline

history/timeline.html（美國原住民族歷史年

http://www.history-timelines.org.uk/events-

表，以時間圖表搭配詞條的方式呈現，點

timelines/27-native-american-history-timeline.

選該詞即可顯示該詞條的解說。時間為

htm（美國原住民族歷史年表，時間為

1783-1944。）

15,000 B.C.-1979。）
2. Chronology and Timeline for American

9. Indian Wars Time Table
http://www.u-s-history.com/pages/h1008.html

Indian History

（印第安戰爭年表，時間為1622-1890，對

http://facstaff.uww.edu/guliga/uwec/american_

於各項戰爭內容有摘要描述。）

indian_history_timeline.htm（美國原住民族
編年史及年表，時間為1763-1999。）
3. American Indians Timeline

10.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s
http://www.warpaths2peacepipes.com/historyof-native-americans/trail-of-tears-map.htm

http://timelines.ws/countries/AMERIND_B.HTML

（美國原住民族各族遷徙史概述，共計約

（美國原住民族年表，時間為21,000 B.

有60族的民族史解說及其大事記。）

C.-2012。）
4. Indian History 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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