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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一、會議資訊 

會議時間：2018 年 9 月 5 日（星期三）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 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互動式講堂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補助單位：教育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二、會議主旨 

為了解台日之間原住民族最新的學術動態，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每年特

定邀請日本研究原住民族相關學者來台進行學術文化交流。台日雙方從事台灣

原住民族研究的學者，將透過演講及論文發表展現研究實力，互相切磋交流，

透過本論壇，正式搭起原住民族研究的對話平台，提升台灣原住民族學術研究

的交流與發展。 

三、會議主題說明 

  本屆論壇依舊秉承台日論壇的精神，由各發表人自由選題報告。藉由邀請

日台雙方原住民族研究的專家學者，發表近期自身的研究近況，彼此交流意

見，並對於往後台日論壇進行走向或研究議題進行討論。 

  今年依照各發表人主題類型分成四個場次進行。場次一由日方松岡格教授

及宮岡真央子進行發表，主題為「國家進入民族」，分別討論日本時代與民國

時代，國家政策如何在原住民族社會運作及其影響。場次二則為每年論壇必備

主題：「原住民族教育」，以今年受到關注的教材及教育人員兩大議題為題進

行探討，從當前困境的分析，試圖對族語教育發展及教育人員規劃提出建言。

場次三為「原住民族政策」，政策透過不同手段的推行，落實程度及對社會的

影響皆有差異，本場次將由原民會鍾興華副主委說明當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的落實情形，簡史朗老師與鄧相揚老師則關注日本時代的理蕃政策，其中

簡史朗老師比較清代及日本時代，不同時代下的理蕃政策，鄧相揚老師則聚焦

於日本時代和蕃至討蕃過程中，原住民社會的變化。場次四所關注的是目前原

住民族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民族文化的傳承」，從撒奇萊雅族的個案、原

住民族的無形文化資產至文化產業發展，以不同角度了解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

現況，作為日後各族參考或政策制定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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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議程 

9月 5日（三） 

8：00-8：30 報  到 

8：30-8：40 開幕式（笠原政治教授、孫大川教授、林修澈教授 主持） 

8：40-10：15 

主持人 10 

發表人 30 

與談人 15 

討論 10 

95mins 

場次一 國家進入民族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與談人 

森口恒一 

松岡格 
台灣原住民族的人名：可視化與

其影響關係的複雜性 

山本芳美 

宮岡真央子 

有關台灣原住民族經歷過的「生

活改善」／「生活改進運動」的

初步探討 

10：15-10：25 休  息 

10：25-12：00 

主持人 10 

發表人 30 

與談人 15 

討論 10 

95mins 

場次二 原住民族教育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與談人 

童春發 

李台元 
九階族語課本的檢視-族語永續

發展的視野 

伊萬．納威 

李俊葳 
中小學教育人員的甄選、聘任、

遴選：原住民優先論的思考 

12：00-13：00 午  餐 

13：00-15：10 

主持人 10 

發表人 30 

與談人 15 

討論 15 

130mins 

場次三 原住民族政策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與談人 

蔡中涵 

鍾興華 
台灣對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

言的落實情形 

Scott Simon 簡史朗 
清帝國與日本帝國理番（蕃）政

策的比較 

鄧相揚 
從「和蕃」到「討蕃」—明治時

期的霧社（1895 年-1912 年） 

15：10-15：30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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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40 

主持人 10 

發表人 30 

與談人 15 

討論 15 

130mins 

場次四 原住民族文化的傳承 

主持人 發表人 發表題目 與談人 

浦忠成 

陳俊男 
撒奇萊雅族的文化傳承與發展-

以羅法思祭師團為例 

林志興 田本はる菜 

關於原住民文化產業地域性開

展的研究：關注族群間的商業網

絡 

鄭安睎 布農族丹社群傳統領域之建構 

17：40-18：00 閉幕式（黃季平主任、野林厚志教授主持） 

18：00-20：00 晚  餐 

20：00 休  息 

*主辦單位保留變動議程之權利。  

*會議為雙語（日語、漢語）進行，唯非同步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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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笠原政治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 名譽教授 

2 孫大川 ﹝台灣﹞監察院 副院長 

3 林修澈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 名譽教授 

4 森口恒一 ﹝日本﹞國立静岡大學 名譽教授 

5 童春發 ﹝台灣﹞國立東華大學 榮譽教授 

6 蔡中涵 ﹝台灣﹞環球科技大學 榮譽教授 

7 浦忠成 ﹝台灣﹞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院長 

8 黃季平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副教授 

9 野林厚志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教授 

◎發表人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松岡格 ﹝日本﹞獨協大學國際教養學部 准教授 

2 宮岡真央子 ﹝日本﹞福岡大學人文學部 教授 

3 李台元 
﹝台灣﹞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4 李俊葳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候選人 

5 鍾興華 ﹝台灣﹞原住民族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6 簡史朗 
﹝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7 鄧相揚 ﹝台灣﹞臺灣打里摺文化協會秘書長 

8 陳俊男 
﹝台灣﹞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 

    副研究員 

9 田本はる菜 
﹝日本﹞北海道大学 アイヌ・先住民研究センター 

    博士研究員 

10 鄭安睎 
﹝台灣﹞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助理教授 

◎與談人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山本芳美 ﹝日本﹞都留文科大學文化部比較文化學科 教授 

2 伊萬．納威 ﹝台灣﹞原住民族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3 Scott Simon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社會學暨人類學系 教授 

4 林志興 ﹝台灣﹞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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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須知 

1.報名時間：即日起~8 月 31 日（星期五）。 

2.報名方式： 

  (1)線上報名：https://goo.gl/forms/OncAqP1Cz5Ak3fOt1 

  (2)傳真報名：請填寫報名表傳真至 02-2938-7027 

3.因場地位置有限，請盡速報名，審核通過者將於 9 月 1 日另行 EMAIL 通知。 

4.若無事先報名，恕不發送會議手冊。 

六、會議交通接駁資訊 

1.校園巡迴專車【風雩樓－研創中心－風雩樓】 

 請投 1 元車資，自風雩樓後車處發車至研創中心班次： 

07:35、07:55、08:00、08:15、08:20、08:35、08:40、08:55 

09:00、09:20、09:40、10:00、10:20、10:40、11:40 

12:00、12:20、12:40、13:00、13:20、13:40 

14:00、14:20、14:40、15:00、15:20、15:40 

16:00、16:20、16:40、17:00、17:20、17:40 

18:00、18:20、18:40、19:00 

2.自行開車者，請勿停在大樓地下室停車場，請停在環山二道停車格。依校方規

定，採使用者付費原則收費，但會議參與者得享單次停車收費 100 元，入校時請

事先說明參加第 11 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 

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本案聯絡人：林小姐 

電話：02-2939-3091 轉 69250 

傳真：02-2938-7027 

Email：twjp.alcd@gmail.com 

地址：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2 樓 207 室 

https://goo.gl/forms/OncAqP1Cz5Ak3f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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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屆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報名表 

時間：2018年 9月 5日（三）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9/5午餐 □ 不用餐          用餐： □ 葷食  □ 素食 

9/5晚宴 □ 不用餐          用餐： □ 葷食  □ 素食 

備註 

 

 

 

 

 

註：報名表請於 2018 年 8 月 31 日中午 12 點前傳真 02-2938-7027。  

     *服務單位與職稱請填寫完整，將載入會議手冊。 

 

                                                                                    

國立政治大學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本案聯絡人：林小姐 

電話：02-2939-3091 轉 69250 

傳真：02-2938-7027 

Email：twjp.alcd@gmail.com 

地址：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2 樓 207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