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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介紹24位著名的美洲

原住民族教育界的重

要人物，這些人剛好均屬美國原

住民，出生年代從17世紀到20世

紀，半數取得碩士以上的學位。

他們大多從事原住民族教育工作

及原住民族運動，對民族發展影

響深遠。

從這些人物的民族身分來看，

共涵蓋19個族，本文亦提供相關的

主要民族簡介（計有7族），做為

背景知識索引，供讀者參考。

（註：排序依照民族名稱字母順序

[A→Z]及人物年代[從古至今]；民

族名稱後面標註 ▼者，即為本文介

紹的7個民族，可同步參照民族簡

介。）

美洲原住民族人物誌：教育篇

文︱編輯部 

アメリカ先住民族人物誌：教育編
Profiles of Notable Natives of the Americas: Education

Elizabeth Anne Parent（1941-）
Athabascan 阿塔巴斯卡族

史丹佛大學教育博士（1984），為阿塔巴斯卡族第一位

女博士，博士論文寫的是摩拉維亞宣教士與Bethel地區尤皮克

族（Yupik）的關係。後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美國研究中心

做博士後研究。曾擔任福特基金會研究員（1975）及丹佛斯

基金會（Danforth Foundation）研究員（1975-1980）。

Rachel Caroline Eaton（1869-1938）
Cherokee 查洛基族 ▼

第一位同時在教育界和歷史學界佔有一席之地的美國原住

民女性。18歲時畢業於查洛基女子神學院（Cherokee Female 

Seminary），1895年以優異成績自密蘇里州的杜瑞學院（Drury 

College）畢業，後來取得芝加哥大學碩士與博士學位。1920年

擔任奧克拉荷馬州羅傑斯郡（Rogers County）公立學校行政長

官。退休後投身學術研究，整理出版《John Ross與查洛基印第

安人》（John Ross and the Cherokee Indians）及《查洛基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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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okee 查洛基族 

族稱：自稱Ani-Yunwiya（ ），意

為「真正的人」。Cherokee為外
稱，可能源自恰克圖語（Choctaw）
的Chalakee，意為「山地人」。

分布：美國東南，奧克拉荷馬州、北卡羅萊

納州，有3個保留區。
人口：314,000人（2010年普查），為美國

官定原住民族最大族。

語言：查洛基語，易洛魁語系（Iroquoian）
南部易洛魁語族。有獨特的查洛基文

字，為音節文字。是奧克拉荷馬州

Cherokee Nation的官方語言。
教育：奧克拉荷馬大學和東北奧克拉荷馬大

學有開設查洛基語言課程。

政治：有民族議會（C o u n c i l  o f  t h e 
Cherokee Nation）。

社會：母系社會。由7個氏族（clan）組
成。

宗教：基督宗教、Native American Church
（原住民族教會）、Keetoowah 
Society、Four Mothers Society

藝術：Eastern Band of Cherokee於2007年
成立教育機構Oconaluftee Institute 
for Cultural Arts (OICA)，保存傳統藝
術。

其他：最早歸化美國的文明五族（F ive 
Civilized Tribes）之一。

民 族 誌

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Cherokee Indians）兩書，廣受好評。

1938年，獲奧克拉荷馬州紀念協會選為奧州的傑出州民。

Charlotte Anne Wilson Heth（1937-）
Cherokee 查洛基族 ▼

首創美國原住民族研究碩士學程（1976），並擔任該學

程負責人。以學音樂出身的背景，取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民族音樂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分析查洛基族舞樂。就讀博

士班期間，同時任教於中學與大學，並投身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s），於衣索比亞擔任志工兩年。她積極提升原

住民學生優質的受教機會。在教導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學生有

關美國原住民族音樂曲式上貢獻良多。

美洲原住民族人物誌：教育篇

第一位同時在教育界和歷史

學界佔有一席之地的美國原

住民女性Rachel Caroline 
Eaton（查洛基族）。

查洛基語的書寫系統─85個音節符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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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Napier
Cherokee 查洛基族 ▼

賓州大學美國原住民領導

學程第一位女主任。1989年

自該學程結業，取得教育學

位。1944年任凱洛格基金會

（W. K. Kellogg  Foundation）

研究員，研究全球各地的原住

民領袖，並將訪談內容剪輯成

一部記錄片。

Frank Dukepoo（1943-）
Hopi 霍皮族 ▼

1982年創立全國美國原住民榮譽學會（National Native 

American Honor Society）。學會宗旨為獎勵原住民學生追求學

業成就，嚴格執行入會資格須至少一學期平均成績為4.0級分

的規定，因創辦人認為，若要求學業成績優異，則原住民學

生理應努力爭取。該學會並贊助「鷹之力」（Eagle Force）領

導課程，課程主旨為建立信心與自尊。

Veronica Velarde Tiller
Jicarilla Apache 阿帕契族吉卡里拉群

1976年取得新墨西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為吉卡里拉

阿帕契族第一位女博士。1983年出版《吉卡里拉阿帕契族

史：1846至1970年》（The Jicarilla Apache Tribe: A History 1846-

1970）。

N. Scott Momaday（1934-）
Kiowa／Cherokee 基奧瓦族／查洛基族 ▼

「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主。1969年於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開設美國原住民族文學學程，致力於保存原住民

族傳說與民間故事。

Hopi 霍皮族
族稱：自稱Hopituh Shinumu，意為「和平

的人們」。

 Hopi為縮稱。
分布：美國西南，亞利桑那州東北部的霍皮

族保留區（面積6,557.26平方公
里），被納瓦霍族保留區包圍。

人口：18,237人（2010年普查）。
語言：霍皮語，猶他─阿茲特克語系（Uto-

Aztecan）。
政治：有民族憲法（1936），據以建立民族

議會（Tribal Council）及民族法院
（Trial Court）。

社會：母系氏族制。

宗教：基督宗教。

藝術：以楊木（cottonwood）雕刻Katsina
（雨神克奇納）人偶最為著名。

經濟：傳統上，女性從事編織，男性製作鹿

皮靴、紡織衣物及毛毯。

民 族 誌

霍皮族的木雕玩偶Katsina（雨神克奇納）。

賓州大學美國原住民領導學程第一位女主任L. 
A. Napier（查洛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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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原住民族人物誌：教育篇

Charles Cuny
Lakota Sioux 蘇族拉柯塔群

1996年任紅雲印第安學校（Red Cloud Indian School）董事

長，為蘇族出身的第一人，也是非耶穌會教士身分的第一

人。曾就讀紅雲印第安學校與聖玫瑰學校（Holy Rosary 

School）。後擔任紅雲印第安學校的校長及董事前後4年。紅

雲印第安學校為耶穌會所創辦的學校。紅雲（Mahpíya Lúta，

意為紅色的雲）為蘇族拉柯塔群歷史上著名領袖（1822-

1909）。

Andrew Acoya（1943-）
Laguna Pueblo 拉古納普韋布洛族

第一位攻讀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美國西南部原住

民，專門研究低收入戶住屋與低度發展地區規劃。1969年擔

任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棚戶（squatter-housing）研究計畫主

持人。亦曾是研究美國自力造屋（self-help housing）方案的研

究計畫成員。

Samson Occom（1723-1792）
Mahican 莫希甘族 ▼

宣教士。曾為1754

年設立的印第安慈善學

校（ I n d i a n  C h a r i t y 

School，即為達特茅斯學

院前身）前往英國演說

募款。該校後來關閉，

促 成 達 特 茅 斯 學 院

（Dartmouth College）於

1761年設立。

Kiowa 基奧瓦族
族稱：自稱Ka,igwu，意為「人」。
分布：美國東南，奧克拉荷馬州基奧瓦族保

留區。

人口：12,000人（2010年普查）。
語言：基奧瓦語，基奧瓦─塔諾語系

（Kiowa-Tanoan）。
政治：至少具備1╱4基奧瓦族血緣始被認定

為族人。

社會：父系氏族制。戰士的社會地位相當

高，為部落權力核心，女性則透過其

男性親緣或手工藝技術而獲得社會地

位。

宗教：傳統宗教、基督宗教。

民 族 誌

1898年的基奧瓦族男性畫像。

莫希甘族宣教士

Samson 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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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 Deer（1935-）
Menominee 美諾米尼族 ▼

美諾米尼族第一位威斯

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畢業生

（1957）、第一位取得哥倫

比亞大學社工碩士學位的原

住民（1961）。她同時也是

美國原住民族運動者，相當

關心本族事務，曾成功扭轉

美諾米尼族保留區遭廢止的

命運。

Samuel Billison（1925-）
Navajo 納瓦霍族

第一位取得亞利桑那大學教育博士學位的美國原住民。

曾在奧克拉荷馬州和德州擔任高中校長，並在納瓦霍族保留

區擔任鄰里青年團的輔導，亦被選為納瓦霍民族議會成員。

二戰期間，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曾參與硫磺島登陸戰。

Henry Gatewood（1929-）
Navajo 納瓦霍族

納瓦霍族第一位擔任公立學校行政長官的族人

（1969），管轄Chinle公共學校行政區，為美國相連48州最大

的學校行政區。擁有北亞利桑那大學（NAU）理學士及文學

碩士學位。活躍於許多社區組織，嘗試開辦青少年活動。將

電視機引進納瓦霍族保留區西半部，是其社區服務成就之

一。韓戰期間，服役於美國陸軍，獲頒多枚勳章。

Velma Kee
Navajo 納瓦霍族

1991年亞利桑那州拼字比賽冠軍，為納瓦霍族第一人，

時為該州Fort Defiance一所中學的學生。代表亞利桑那州參加

全國拼字比賽，打入第六輪。小學5年級開始對拼字比賽感興

趣，藉由每天研讀字典1小時來訓練自我。

Mahican 莫希甘族

族稱：又寫做Mohican。自稱Muh-he-ka-
n e e w，意為「來自流動水邊的
人」，與其祖居地「哈德遜河」有

關。

分布：美國中北，威斯康辛州的Shawano 
County，Stockbridge-Munsee部落
（ 聯 邦 認 定 ） ， 與 雷 納 皮 族

（Lenape）共居。
人口：約3,000人。
語言：莫希甘語，阿爾吉克語系（Algic）

阿爾貢金語族（Algonquian）。全族
已轉用英語。

社會：親族組織由 2 0至 3 0個長屋
（longhouse）組成。氏族長老具有
政治權力。

宗教：摩拉維亞弟兄會（M o r a v i a n 
Church）。

其他：著名電影《T h e  L a s t  o f  t h e 
Mohicans》（最後的莫希甘人，台
灣譯為《大地英豪》，1992年上
映）即以本族為背景，係由庫柏

（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同名
歷史小說（1826）改編而成。

民 族 誌

以莫希甘族為背景的著名電影《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最後的莫希甘人，台灣譯為《大地英
豪》，1992年上映）海報。

Ada Deer為美諾米尼族第一位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校區畢業生（1957），同時也是第一
位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社工碩士學位的原住民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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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e Billy
Navajo 納瓦霍族

納瓦霍族第一位農學博士（1970）。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理學碩士與博士。對土壤科學的興趣

自幼萌芽，源自童年時曾與叔父同住，在農場生活。博士論

文探討如何增進土地的經濟潛能，亦研究水質與植物生長的

關係。曾與納瓦霍族灌溉計畫合作，將不宜耕作的土地轉變

為商業性農業生產用地。1970年獲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摩門教）頒發「拉曼人領導獎」（Lamanite Leadership 

Award）。

Archie Phinney（1903-1949）
Nez Percé 內茲佩爾塞族

堪薩斯大學第一位原住民畢業生（1926），在該校取得

文學士學位後，隨即赴喬治華盛頓大學和紐約大學攻讀人類

學。其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人類學時期，專門研究原住

民族保留區的生活。因具人類學背景，他曾花許多時間聽其

母講授本族文化，積極記錄與詮釋本族故事。由於他嫻熟族

語及本族故事的幽微之處，因此對故事的詮釋深切道地。

1934年與其母親共同出版《內茲佩爾塞族故事集》（Nez 

Percé Texts），不只準確闡述本族故事，更讓族人瞭解本族故

事如何受外人誤解。身為原住民族運動的一員，與人共同成

立美國印第安人國民大會（NCAI）。1946年獲印第安人大會

（Indian Council Fire）頒發印第安成就獎章；同年，獲蘇聯科

學院頒發榮譽學位。1949年辭世，得年46歲。

Will Antell（1935-）
Ojibwa 奧吉布瓦族

全國印第安教育協會（NIEA，創於1969年）第一任會

長。明尼蘇達大學教育行政博士。1969年出任明尼蘇達州印

第安教育督導。1973至1974年以布希基金會研究員身分於哈

佛大學任教，同時被拔擢為美國聯邦教育局助理局長，掌管

特殊教育與義務教育。

美洲原住民族人物誌：教育篇

Menominee 美諾米尼族

族稱：又寫做Menomini，意為「人」。
分布：美國中北，威斯康辛州東北部，美

諾米尼族保留區（M e n o m i n e e 
Indian Reservation），與美諾米尼
郡（Menominee County）行政區
重疊。

人口：約800人。
語言：阿爾吉克語系（Algic）阿爾貢金語

族（Algonquian）。
教育：美諾米尼民族學院（Col lege o f 

Menominee Nation）於1993年創
立。  是全美3 4間民族社區學院
（tribal community colleges）之
一。

社會：由數個外婚氏族組成，這些氏族屬

於2個大氏族。然在廣袤地區進行皮
草貿易時，氏族產生流動，社會組

織即行改變。

宗教：傳統宗教、基督宗教。

民 族 誌

美諾米尼族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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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A. Gill（1925-）
Omaha 奧馬哈族

第一位取得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SU）原住民族教育碩

士學位的原住民（1963），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是美國第一間

設有原住民族教育學位的高等教育機構。曾於美國海軍服役

25年，二戰期間（1943-1945）派駐歐洲，後調派地中海與太

平洋，韓戰期間又被派往前線（1951-1955）；服役期間曾獲

頒多枚勳章。海軍退役後，執教於公立學校及鳳凰城印第安

學校。1966至1970年擔任亞利桑那大學原住民族教育中心主

任，主編唯一專門關注美國原住民族教育的專業期刊《美國

原住民族教育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Indian Education）》。

1960年受派擔任白宮兒童青少年會議的亞利桑那州代表。取

得碩士學位後，成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助理教授。1983年退

休後，持續在該大學服務至1991年。

John Joseph Mathews（1894-1979）
Osage 奧塞奇族

第一位獲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錄取的美國原

住民，但他婉拒，自掏腰包去讀英國牛津大學，1923年取得

文學士學位。返美前，遊歷歐洲及非洲。後成為傑出作家，

著名作品包括《Wahkontah》、《向月亮說》（Talking to the 

Moon）和《奧塞奇族》（The Osages）。

Joe Dan Osceola
Seminole 賽米諾爾族 ▼

賽米諾爾族第一位公立中學畢業生，也是該族第一位大

學畢業生。其父母重視子女教育，儘管遭族人反對，仍讓孩

子就讀公立學校。中學畢業後進入喬治城學院修業，畢業後

返鄉，加入賽米諾爾族民族議會，後受推舉成為主席，是該

民族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民族議會主席。

Karen Gayton Swisher
Standing Rock Sioux 蘇族立岩群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SU）原住民族教育中心第一位女

Seminole 賽米諾爾族

族稱：源自於西班牙語的cimarrón，意為
「跑開」或「野蠻人」。

分布：美國東南，奧克拉荷馬州、佛羅里

達州、喬治亞州，Seminole Nation 
of Oklahama與Seminole Tribe of 
Florida。

人口：約18,600人。
語言：使用兩種語言，密卡蘇奇語

（ M i k a s u k i ） 及 克 里 克 語
（C r e e k），均屬穆斯科吉語系
（Muskogean）。

社會：傳統社會由italwa（社）組成。
宗教：傳統宗教，重要祭典為Green Corn 

Ceremony（綠玉米節）。亦信仰基
督宗教。

其他：最早歸化美國的文明五族（F ive 
Civilized Tribes）之一。

民 族 誌

賽米諾爾族領袖畫像（18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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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自1959年該中心成立30年來第六任）、《美國原住民

族教育期刊》（JAIE）第一位女主編。《美國原住民族教育

期刊》於1961年創刊，是當時唯一專門關注美國原住民族教

育的國際期刊。

William G. Demmert Jr.（1934-）
Tlingit／Dakota Sioux 特林基特族／蘇族達科他群

哈佛大學教育博士。生於阿拉斯加Klawock。全國印第安

教育協會（NIEA）的創辦人暨首批董事之一。1970年出席在

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第一屆美國原住民學者會議。於哈佛大

學就讀期間，成為美國國會參議院顧問，也因此於1973年參

與《印第安教育法》的制定。

Caleb Cheeshateaumuck（卒於1666年）
Wampanoag 萬帕諾亞格族 ▼

166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為該大學第一位原住民畢業

生。他的拉丁語著作〈Honoratissimi Benefactores〉（尊貴的恩

人）於1663年出版，為目前已知北美原住民族最早出版品。

儘管其前途光明，但在完成學業後不久即辭世。

Henry Roe Cloud（1884-1950）
Winnebago 沃倫貝格族

於1915年創辦美國第一間招收原住民學生的大學預科學

校，也是政府研究所（布魯金斯研究院前身）唯一一位原住民

成員。1931年成為哈斯克爾學院

（Haskell Institute）第一位原住民校

長。與人合著《馬理安報告》

（Meriam Report），詳述1887年通過

的《道斯法》（土地總分配法）如何

導致原住民族貧困。1935年第三度獲

印第安人大會（Indian Council Fire）頒

發印第安成就獎章。1936年受印第安

事務局（BIA）任命，督導原住民族

教育。

美洲原住民族人物誌：教育篇

Wampanoag 萬帕諾亞格族

族稱：Wampanoag 意為「東邊的人」或
「曙光的人」。

分布：美國東北，麻塞諸塞州，Mashpee 
Wampanoag Tribe與Wampanoag 
Tribe of Gay Head。

人口：約2,000人。
語言：萬帕諾亞格語，阿爾吉克語系

（ A l g i c ） 阿 爾 貢 金 語 族
（A l g o n q u i a n）。有族語聖經
（1663），然現今面臨族語危機，
1993年開始積極進行族語復振。

政治：有民族議會（Tribal Council）及民族
法院（Trial Court）。

社會：母系氏族制。

宗教：傳統宗教Wampanoag Spirituality、
基督宗教。

經濟：傳統為半定居（semi-sedentary）社
會，在現今的新英格蘭南部地區進行

季節性移動，主要以採集及漁獵為

生。

民 族 誌

第一本萬帕諾亞格語《聖經》。

Henry Roe Cloud於1915年創辦美國第一間招
收原住民學生的大學預科學校，也是政府研究

所（布魯金斯研究院前身）唯一一位原住民成

員（沃倫貝格族）。

︱本文圖片來源：維基百科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