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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蔣斌、滿田彌生

一、編譯計畫的發想

這本文集的編譯出版，有兩個主要的發想。第一個發想是作為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長期推動日文文獻中譯工作的一環，目的在

增進臺灣原住民及臺灣史研究的扎根與推廣；第二個發想則是來自對

於當代臺灣社會議題的關懷及參與。2009年 8月上旬颱風莫拉克在

花蓮登陸，對臺灣的中、南部造成嚴重的損害。除了將近七百人不幸

喪生，以及高雄甲仙的小林全村遭到土石流掩埋的悲劇之外，更有三

十多個原住民部落因為被檢定為座落位址不安全，1必須全部或部份遷

村。在第一時間的救難與後續的重建過程中，社會輿論對於災難的成

因以及整個臺灣社會應該採取的對策，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

當中，很快的形成了幾個較為集中的論述：（一）政府部門傾向於將

災難原因定位為天災，而將重建的政策重心放在不安全原住民聚落的

移住上；（二）若干 NGO團體提出「讓山林休息」的論述。由此衍生

出的對策，除了遏制商業性的開發工程之外，也對原住民固有的產業

與生活形態，投以懷疑的眼光；（三）原住民社群則基於面對國家與

企業的入侵，長期處於弱勢地位所累積的不信任感，除了質疑聚落位

址安全性檢定的權威性，質疑「讓山林休息」終究只會斷絕了原住民

與土地的連接，實際上根本無力阻止國家、財團與企業入山，因此頻

頻採取「固守家園」、「抗拒遷村」的態度之外，更由此衍生出對於

1 由於「自然部落」與「行政村」的認定與計算差異，同時若干聚落為「部份遷移安
置」，因此確實的遷村單位數目難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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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前葉、中葉政府推動「集團移住」或「勸誘性遷村」政策的

質疑，認為不論是「受到」環境威脅還是「造成」環境威脅，目前存

在危機的聚落位址大多是歷來政府的選擇，其實本來就不符合族群的

傳統生態智慧。更富有浪漫情懷的人士於是也提出了回歸或重建真正

（歷史可追溯的）舊部落的構想。

在這些熱切的討論中，我們作為長期關注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

的人類學者，也有責無旁貸的地方。面對遷村的執行，我們有責任關

注並督促政府支持族人透過勞動以及儀式的方式，保持與原居地土地

山林的連結；此外也要對遷村後的社群適應以及復振議題，進行追蹤

的研究。面對社會各方懷疑原住民的固有產業與生活也是破壞山林生

態的因素之一，我們應該能夠以（一）理論觀點、（二）跨國比較與

（三）實證資料為基礎，提出澄清。阻止社會大眾基於簡化或偏頗的

想像，輕率地覆頌著只求心安的口號，實質上形同將環境惡化歸咎於

過度開發的受害人，而軟弱面對真正的加害人。面對原住民，我們更

有義務貢獻專業，協助呈現及詮釋「傳統生態知識」的細節，同時充

實田野以及文獻資料，盡可能的完整描繪出長期以來，原住民在臺灣

島上與山林土地互動的真實狀況。

日本殖民政權是第一個依照現代國家的治理觀念，統治全臺灣

（包括蘭嶼）的國家機器。臺灣系統化民族誌資料的建立，也始於日

治時期。從 1895到 1945這五十年，也是居住在山區、東岸及離島的

原住民族與國家劇烈遭逢的時代。這個時期，日本的殖民當局以及

學術界對於臺灣原住民，推行了五大類的工作：（一）族群分類系統

的建立；（二）從「習慣法」普查的目標出發，透過地毯式的調查，

建立了各族群博物學式的民族誌基本資料庫；（三）山林資源的全面

調查以及國有林的設置；（四）依據十九世紀末以及二十世紀前半的

理論觀點，展開原住民的人類學研究；（五）「剿」、「撫」、「教化」、

「授產」、「集團移住」等規訓政策手段的漸次實行等（參考 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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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因此，日治時期的文獻，對於瞭解臺灣原住民這段逐步納入

國家體制的過程，以及在這過程之初被觀察紀錄的生活樣貌、人地關

係、族群領域、時空認知、生老病死等各個方面，都是極為珍貴的一

手素材。

基於這個考量，我們挑選了十八篇日籍學者書寫，雖然時代、體

例、篇幅、脈絡各異，但都有助於瞭解臺灣原住民在過去百年間如何

與土地山川相處，如何生老病死其間的文章，希望能夠更清楚的呈現

出原住民族群在時間與空間中的變與不變、能動與「被動」。同時希

望這些文獻能夠讓中文的讀者，在當代有關原住民處境熱烈而充滿針

鋒相對的討論中，不論是政府、NGO、原住民甚至學術界之間的互相

凝視，或者是日治時代與國府時代的參照對比，都能夠減少彼此間過

度的污名化或者浪漫化，而是在更充分的資訊基礎上，繼續對話。

二、本書收錄的論文與日本人類學的發展

另一方面，在學術的立場上，正如同當代「反思人類學」(reflexive 

anthropology)帶來的普遍認知：透過研究他者，其實更能夠呈現出研

究者自身的面貌。歷史上，臺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臺灣原住民

的研究，和日本人類學的發展，也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論文集

所收錄的論文共有十八篇。最早的是伊能嘉矩 1898年發表的，最晚

的是三冨正隆 1996年的論文，中間約有一百年的時間範圍。此時間

可以說等於是日本人類學發展的歷史過程。

日本的人類學，可以用 1884年由坪井正五郎等東京大學的學生

成立「じんるいがくのとも」（人類學之友）為其起源。當時的日本還

沒有專門培養人類學者的系所，也沒有任何學者開授人類學的課目。

坪井於 1886年就讀研究所時成為日本首位主修人類學的學生（坂野 

2005:16）。同年「じんるいがくのとも」改名為「東京人類學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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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日本人類學會」），也開始出版《東京人類學會報告》（隔年

改名為《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今 Anthropological Science）。依據坪井

所著〈通俗講話「人類學大意」〉中「人類學的目的」來看，其研究

範圍被定為包括「人類的現況、人類的異同、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

人類與周圍事務之間的關係⋯⋯（中略）⋯⋯人類體格上與精神上的

發達、人類的起源⋯⋯（中略）⋯⋯人類的分布、諸人種互相關聯」

等非常廣泛的領域（坪井 1893）。當時的人類學亦可以稱為一門「博

物學」。

1895年日本開始統治臺灣時，就是日本剛成立人類學這個學科沒

多久的時期。因此，在臺灣殖民時期人類學的發展可以視為等同於日

本人類學初期的歷史過程。在目前這本論文集中，從伊能或森丑之助

的論文，我們可以看到早期日本人類學（或民族學）的研究風格。當

時的研究較屬於「踏查」型的研究，裡面有許多「冒險」的成分，相

對地沒有很多理論方面的論述。對他們而言，看到的、聽到的都是很

新鮮、完全屬於「異世界」的。而且他們應該在心裡都有一個念頭，

就是這些「特別」的景象遲早會消失，因此需要儘快單純地將所看到

的東西紀錄下來。明治時期的日本根本還沒有人類學的相關書籍，早

期的研究者當然也就無所謂理論基礎，無法由特定觀點進行分析。也

因紀錄比分析來得優先。他們把搜集到的田野資料幾乎以「新鮮原

料」的形態書寫在報告中，大量地發表於各種期刊上。如此，早期的

期刊文章都相當簡短，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或許會被認為沒有那麼的

「學術」性。但由於他們田野資料幾乎沒有受到過度的理論分析或者

指引的關係，反而成為到現在仍然有用，歷久彌新的資料。

上述的坪井在 1889-1982年間到英國留學，並且購買大量的書籍

帶回日本（坂野 2005:25），早期的人類學者都靠這些歐美人類學的

原文文獻來學習。不過，坪井本身對於「人種學」（當時「ethnology」

的日譯）概念與人類學理論的建立、2以及國內考古遺址的發掘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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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較有興趣，國外的田野研究大部份派徒弟（鳥居與伊能等）來研

究。在早期的《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上，我們可以看到伊能與鳥居寄

遺址出土物請坪井鑑定、或向他報告調查進度等親密的互動（eg.伊

能 1897，鳥居 1897）。對於這些只看過文獻中「原始社會」的學者而

言，臺灣就成為理想的田野調查場所。臺灣經常被視為日本政府殖民

政策的「實驗室」，不過也可以說是一處日本人類學者能夠將之前讀

過的西方人類學理論一一考證的場所。

在最初人類學者來臺灣的時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蕃族分 

類」。針對於分類的議題，本論文集收錄有伊能 (1898)的〈臺灣各蕃

族之分布〉與馬淵東一（1954年）〈高砂族的分類：學史的回顧〉兩

篇。其中伊能是最早嘗試進行族群分類的三位學者（另外兩位為森丑

之助與鳥居龍藏）之一，他將「體質上的特徵」作為第一個分類標

準，表示當時日本人類學相當著重「科學」的思維立場。後來，經過

日治中期總督府的兩套《調查報告書》系列與後期臺北帝國大學的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的

積累，除了體質上的差異之外，日本學者對語言的分析、社會組織、

口傳與部落遷移的歷史等其他因素的研究越來越多，也能夠更細膩地

進行從族群、亞群到部落之間的「系統」分析。馬淵的這篇文章也可

以說是上述《系統所屬》研究的延續。但有趣的是，即使分析的材料 

越來越多、山區調查也變得更為方便安全，馬淵卻表示，「後期之分類 

反而有回歸到伊能、粟野（傳之丞）兩位直觀分類的傾向」（頁 19）。

另外，日本人類學發展的轉換，從本書第三節「空間與時間的概

念」中也看得相當明顯。伊能 (1908)的〈臺灣土蕃之土地命名〉與三

冨 (1996)的〈臺灣蘭嶼雅美族的民俗方位與地名〉，這兩篇的時間相

2 在明治時期的日本，雖然 ethnology（「人種學」）的輸入比 anthropology（還沒有
「人類學」的翻譯）早很多，但「人種」只有「同種類的人」意思，相當模糊的概念
（與那霸 2003:87-89）。坪井將此「人種」的概念解釋為「離諸人民的血統多近或多
遠，即表示『系譜』」（坪井 1895）。

00高砂族的分類_文前.indd   5 2012/12/7   下午 07:06:40



vi／原住民的山林及歲月：日籍學者臺灣原住民族群、生活與環境研究論文集

差約九十年。雖然兩者都探討原住民地方知識與地名的議題，其研究

方法與分析深度差距很大。當然也要考慮伊能不是非常積極從事田野

調查的人類學家，他較善長的是以史料分析為主的歷史學，但我們明

顯看得出人類學方法論、理論的發展、與從紀錄到分析的轉變。

在臺灣的人類學研究上，臺北帝國大學的「土俗人種學教室」（正

式名稱為「土俗人種學講座」）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臺北帝大於昭

和三年 (1928)設立，土俗人種學教室只有移川子之藏教授與助理宮本

延人兩位成員，是一個經費拮据，極小的研究室。不過，當時東京帝

國大學的人類學教室以體質人類學為主，所以臺北帝大的土俗人種學

教室其實是日本第一個，且唯一的一個文化、社會人類學方面的教室

（山路 2004:207）。雖然馬淵東一是此教室唯一的學生，但此教室與

當時其他單位的優秀學者，如語言學的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解剖學

的金關丈夫、考古學的國分直一等，交流都很密切。此種環境無疑影

響到馬淵身為人類學者的成長。笠原政治甚至說：「最重要的就是，

在臺灣的大學中此小小的研究室培養出了馬淵這位人類學者。」（笠

原 2010:8）馬淵後來成為積極發表英文論文的少數日本人類學者，並

且由於他以臺灣原住民資料為基礎完成的文章，其理論結構的高水準

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同，引起其他國家的研究者對於臺灣研究的關注

（中生 2002:1）。總之，從臺北帝大設立之後，日本人類學的臺灣研究

進入下一個階段，成為以受過學術訓練的專家為中心的領域。本論文

集收錄六篇這段時期的文章：宮本 (1939)的〈臺灣史前時代概說〉、

鹿野忠雄 (1941)的〈臺灣原住民族受漢族影響之地區性差異〉、移

川 (1936)的〈未開化社會中的時間觀念〉、小川 (1939)的〈高砂族的

時間語詞〉、馬淵 (1941)的〈山地高砂族的地理知識與社會、政治組

織〉、以及鈴木讓 (1936)的〈高砂族的靈魂觀〉。

在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時也失去

了所有的殖民地。這代表了日本的帝國主義的失敗，戰敗也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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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了許多的史料文獻，因此戰後有一段時期日本對於原殖民地的研

究顯得相當低調（岡部 2009:23）。不過，到了 1950年代，將殖民地

的歷史及各種議題與史料重新思考的研究取向再次開始興盛。在此

一脈絡下，日本民族學會（當今日本文化人類學會）的期刊《民族

學研究》，於 1954年的第 18卷製作了「臺灣研究特集」。本論文集

收錄的馬淵〈高砂族的分類：學史的回顧〉、宮本〈高砂族的物質文

化〉、瀨川孝吉〈高砂族的生計產業〉、以及〈以高砂族統治為主題

的座談會〉等四篇文章都來自這期特集。尤其在這個「座談會」中，

我們看到戰前任職於臺灣各個領域的專家們，對於「高砂族」與理

蕃政策透露出他們複雜的情緒。更有趣的是，在 1974年國分直一創

辦的雜誌《えとのす》(Ethnos in Asia)也是其創刊號就有「高砂族的

歷史與文化」特集，本論文集中國分的〈臺灣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族文

化〉就是來自該期雜誌。尤其此雜誌早期更是以臺灣研究方面的文章

為主，證明戰後已過數十年，臺灣仍然是日本人類學界非常重視的研

究區域。

如上述，臺灣是日本人類學最初發展之地，原先屬於完全西方的

學科而被輸入的人類學，透過臺灣研究逐漸地成為一門日本在地的學

問。再加上，近年日本歷史學方面的帝國史研究興起，其觀點不再是

前述的「對臺灣而言，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曾帶來何種功過」的問題，

而是轉變為「對日本人而言，殖民具有何種意義」的問題。臺灣殖民

統治的歷史，也透過不同角度，例如與韓國等其他日本殖民地之間的

比較，受到學界新的探討。

三、本論文集編譯計畫的起源與過程

満田彌生 2009-2010年間在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開「日治

時期臺灣人類學」與「日本人類學史」課程時，感到尋找適當的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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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材相當困難。日本人類學書籍的中譯本向來沒有歐美書中譯來得

多，雖然這幾年有一些英文的期刊出現，但一般而言，二十世紀的日

本人類學者較少以英文撰寫論文。換言之，如果學生完全無法閱讀日

文，教材的選擇非常地有限。此時，滿田想到民族所圖書館的「特藏

資料」。

1982年，已故的人類學者劉斌雄教授擔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所長。劉斌雄教授本身日文造詣精湛，然而深深感到戰後新一代受

中文教育的研究同仁，在從事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研究時，對於浩瀚

的日文文獻，尚未能充分利用，同時也為了推廣整個臺灣社會對於這

批日文文獻的認識與運用，於是編列經費，聘請譯者，展開針對臺灣

總督府舊慣調查會、臺北帝國大學相關各教室以及東京人類學會的重

要出版品的中譯工作。這個工作在繼任的莊英章、徐正光兩位所長持

續推動下，到 1996年已經完成了六百多筆日文文獻的中譯初稿。文

獻的範圍也從上述三大單位的出版品，擴展到包含各類出版社專書、

文集以及散見於各種期刊的單篇論文。但是由於這樣的翻譯工作，譯

者需要對於早期日文的風格、民族誌書寫方式與專業概念、臺灣今古

地名、原住民文化特質、原語發音及語法等，都具備相當的素養，才

能保證中譯稿的「信」、「達」、「雅」品質。因此為了慎重起見，民

族所決定將這些初譯的中文手稿，暫時以「特藏資料」的形式，存放

在圖書館中，提供專業研究者有限度的參閱。同時，逐年協調研究同

仁擔任主編，對於初譯稿進行嚴謹的覆校與原語拼音標準化、今古地

名對照等編輯工作，而後方才正式出版。截止 2012年為止，總共出

版了專書十六冊。

我們基於上面所說的學術的以及社會關懷的兩層發想，決定進

行這本論文集的編譯工作時，首先需要決定的自然是論文的目錄。第

一步是由民族所既有的中譯初稿中挑選出十四篇，委請滿田在暨南大

學人類學研究所授課時的張家銘與吳建翰兩位碩士生，負責譯文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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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譯初稿的覆譯校訂工作。其次我們認為除了民族所既有的譯稿之

外，還應該增添若干主題相關但尚無中譯稿的論文。經過滿田的搜

尋提出討論後，決定納入四篇：包括宮本延人的〈臺灣先史時代概

說〉、伊能嘉矩的〈台湾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小川尚義的〈時

に関する高砂族の語〉，以及〈高砂族の統治をめぐる座談会〉，委

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畢業的石村明子女士進行全新的中譯。這些事項

決定後，蔣斌在 2010年底向民族所出版委員會提出「《日籍學者臺灣

原住民生業與環境論文集》（當時暫定的書名）翻譯整理計劃」，獲得

通過後於 2011年開始進行作業。

由於民族學研究所的出版委員會在同意本書的出版計畫時，特

別要求妥善處理著作權的協議問題。而與一般單本專書或單篇論文的

翻譯不同，本論文集的編譯工作，在翻譯著作權的授權取得上，也更

為繁複困難。本論文集收錄的文章來源極為多元，十八篇文章中，八

篇文章因為作者業已過世超過五十年，其著作權已經消失。其餘十篇

文章的著作權分屬於六家不同出版社。經聯繫後，所有出版社均表示

樂意讓我們將文章中譯出版，無一拒絕。但有趣的是，各家出版社的

內部作業方針業都不太一樣。有些出版社就口頭同意即可，有些還需

要經過內部開會討論。此外，每家出版社也都要求我們盡量嘗試取得

作者或其遺族的同意。十篇文章的十二位作者中（其中一篇的「座談

會」就有九位「作者」），能夠聯絡上的只有還健在的三冨正隆老師

與馬淵東一的公子馬淵悟老師（也是著名的人類學者）而已。這兩位

老師都很爽快地同意讓我們翻譯文章。其他的作者或者遺族就無法找

到。雖然出版社表示作者或遺族個人同意並非必須，但在編輯的立場

而言，還是不無遺憾。

來自民族所既有的初譯文稿清單的十四篇文章，初譯者包括黃

文新、余萬居、黃耀榮、林瑞壁與陳金田五位。但由於初譯稿的品質

頗為參差不齊，甚至出現翻譯未完成而形同節縮版的情形。所以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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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銘與吳建翰兩位持有初譯稿作為參考，但他們的工作經常不是覆

校，而是全文重新翻譯，相當辛苦。而且，兩位同學都正值碩士論文

的田野調查階段。我們很感謝他們在這段時間的投入，使得翻譯的工

作能夠順利完成。另外一位譯者石村明子，畢業後已經回國，居住在

北海道。她負責的文章包括考古學與語言學領域，並不完全是她的專

長，但她仍然非常細心地逐字逐句盡力完成貼切的翻譯。三位譯者都

幾乎在原先設定的期限內完成了翻譯的工作。之後蔣斌、滿田負責的

中文編輯、重複校譯、原語拼音、地名考據、圖檔使用授權工作上，

得到陳玉苹女士以及喬宗忞女士的大力協助，以及黃正璋對於布農族

相關資訊提供的諮詢。對於所有團隊的成員，我們表達最高的感謝。

再者，在編譯過程當中，感謝語言學家土田滋教授、考古學家邱鴻霖

教授、日治時期研究者事蹟之提供的山路勝彦教授等諸位所給予的珍

貴意見。最後，對於民族所黃樹民所長、葉光輝副所長對本計畫的支

持，編輯室黃淑芬女士從行政程序到完稿的文字潤飾，所提供的專業

協助及寶貴意見，黃啓瑞先生對封面設計的堅持與用心，在此一併致

上最真切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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