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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學術研討會 

 

 

圓桌論壇主題： 

 

臺灣原住民主體經濟的實踐與未來發展 
 

主持人 

 

蔡政良 

台東大學公共文化事務學系暨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futuru.tsai@gmail.com 

0937930099 

 

引言人 

 

蔡政良：東臺灣原住民族新微型合作式經濟芻議及其發展的難題與挑戰 

吳明季：建構原住民部落主體經濟，如何建構？從奇美部落案例初探原住民主體

經濟的建構歷程 

金惠雯：參與、信任與合作：從「部落 e購」案例初探原住民主體經濟的建構 

高志遠：原住民傳統文化、創意與產業：從花蓮縣定目劇「西達新編傳說」談起 

 

圓桌論壇摘要 

台灣原住民族被迫捲入資本主義邏輯的市場經濟僅不過數十年的時間而已，在市

場自由競爭的經濟邏輯下，如同黃應貴指出的，台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已經發生

了根本性的改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從七十年代末期進一步發展成新自由

主義經濟以來，台灣原住民族的經濟發展似乎無力與主流社會齊頭發展，陷入困

境。面對這種困境，許多原住民族部落工作者都在思考台灣原住民族是否有可能

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的主體經濟，以回應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挑戰？

而這樣的主體經濟到底應該如何實踐，才能走出一條另類的原住民主體經濟路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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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圓桌論壇邀請幾位引言人，包含學界與部落工作者，分別從幾個角度一

同分享親身實踐與反思上述課題。首先回顧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社會經濟與

互惠交換的價值體系，可以如何運用現代科技、創意、行銷與經營手法的機制，

創造出一種「傳統價值；現代經營」的原住民部落新微型合作產業模式，以及這

樣的產業經濟模式可能面臨的地方政治結構問題。接著，不同的引言人將以親身

實踐的經歷，討論原住民主體經濟發展的現況、可能性與限制。包含了奇美部落

的部落營造過程中嘗試建立的主體經濟模式、透過網路科技，帶入「參與、信任

與合作」概念的主體經濟行銷模式、以及討論原住民文創產業實例所面臨的挑戰

與未來等議題。各引言人皆為原住民部落運動的實踐者，嘗試透過本圓桌論壇，

除了提供實踐的經驗之外，也指出了在實踐背後的反思歷程與挑戰。 

面對當今資本主義邏輯發展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壓制，要發展台灣原住民

的主體經濟，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亦需要更多的反思、實踐、討論與回應來謀求

進一步的可能性。本圓桌論壇即在希望透過分享與討論，繼續尋找通往台灣原住

民族另類主體經濟的活路。 

引言人簡介 

姓名 現職 學歷 

蔡政良 
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暨南島文化

研究碩士班助理教授 
清華大學人類學博士 

吳明季 
奇美原住民文物館館長、奇美部落文化發展

協會總幹事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文化研

究所碩士 

金惠雯 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

發展學系博士候選人 

高志遠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 

公共事務促進會 理事長 
政治大學民族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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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臺灣原住民族新微型合作式經濟芻議及其發展的難題與挑戰 

 

蔡政良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暨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摘要 

東臺灣由於其地理位置以及人口分布與流動的特色，使得長期以來相較於台灣西

部在經濟發展上呈現較為「弱勢」的現象。近年來，國家認為東臺灣有著極具觀

光效益的自然環境以多元豐富的原住民族文化，開始積極地建構東臺灣的觀光產

業，並發展了許多的觀光規模經濟計畫。然而，這些為數眾多的觀光規模經濟方

案，遭受包含環保團體與在地原住民社群的激烈反抗，反抗的論述多集中在環境

生態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概念上，顯然國家的東台灣發展方向與在地的想像存在

著相當大的落差。在面對環保議題上，有學者提出以「富有故事性、獨立性、在

地性和不可複製性」的新微型產業發展來取代，然而，該概念必須進一步深化討

論，才有機會面對此區域內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議題。東臺灣原住民族地區的產

業發展，除了「新微型」的概念外，還必須注入傳統原住民族社群的傳統價值，

以現代的經營手法與策略，營造部落型態的新微型合作產業，並據此開展多元的

原住民人才培育。 

部落型態的新微型合作產業除了一方面必須放在原住民族傳統價值的脈絡

與現代經營的策略下發展之外，另一方面也會面臨當代原住民部落政治結構的難

題，例如原漢混居的部落現況、不同法人團體（各種協會組織）之間以及政府資

源分配的競爭等問題，若要發展東臺灣原住民部落型態的新微型合作產業經濟，

首要的挑戰即是必須解決以上的各種政治結構難題才有機會，另類的原住民族主

體經濟才能有發展的空間。 

 

 

作者簡歷 

學歷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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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紀錄片導演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學習發展課副理〈1999.06~2003.08〉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兼任講師〈2004.09~2007.01〉 

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兼任常務監事〈2008~〉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2010.08~2011.01〉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策展人〈2011~〉 

 

現職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暨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1996a) 電腦多媒體課程改善「行為失衡」青少年學業適應問題的可行性探討。 

台灣教育 546﹕46-54。（計惠卿為第二作者） 

 

 (1996b) 綿延不斷的卑南山﹕從教學科技的觀點看台東縣賓朗村卑南族的男子

傳統文化教育。 視聽教育雙月刊 38（1）﹕31-38。 

 

(2004) 阿美族簡介。 阿美族族群研究。線上資源，

http://www.dmtip.gov.tw/FileUpload/interaction/e_images/阿美族族群研

究.pdf。台東﹕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6a)  “Amis Hip Hop”: The Body Exhibitions of Contemporary Amis Youth in 

Taiwan. TsingHua Anthropological & Area Studies Paper Series 2. 

 

 (2006b) 戲謔與名聲﹕都蘭阿美族年齡組織的延續與變遷。刊於 國立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暑期田野實習報告 2002~2003，頁 277~306。新竹﹕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2007) Makapahay a calay（美麗之網）：當代都蘭阿美人的歌舞展現。民俗曲藝 

156: 31-83。(TSSCI) 

 

 (2008) 阿美族的都市生活與社會文化的持續與變遷﹕文獻資料的初步整理與

展望。刊於 寬容的人類學精神：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林美容，郭佩宜，

黃智慧 編輯，頁 273-306。（黃宣衛為第二作者）。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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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所。（有審查制度） 

 

 (2009) 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台北：玉山社。 

 

 (2011)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一個阿美族高砂義勇隊員的戰場經歷與後代子孫重

返戰場的故事。台北：玉山社。 

 

 (出版中)‘Amis hip hop’: the bodily expressions of contemporary young Amis in 

Taiwan. In Ironie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East Asia. Robert Parkin and 

James Wilkerson eds,.Berghah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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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原住民部落主體經濟，如何建構？ 

從奇美部落案例初探原住民主體經濟的建構歷程 

 

吳明季 

花蓮縣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 

 

台灣原住民部落被迫捲入市場社會的建構過程，只有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而且幾

乎都是難以抗拒大社會生產模式的巨大變遷、消費模式的改變、伴隨著殖民者船

堅砲利與現代化教育，被迫捲入資本主義市場當中並遭逢劇烈變化，又因在快速

壓縮扭曲的過程中，部落族人難以擁有新興生產模式的工具或技術，因此大多流

於市場社會的底層。對原住民社會而言，市場現代性的建構並非易事，幾乎所有

的部落都是在無意識、完全沒有準備、也無法準備去面對與調適的狀態下，就經

歷快速而壓縮的市場化和商品化，結果幾乎全部出現「市場失靈」的問題，也就

是被市場經濟打得落花流水、無法反擊。 

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日，文化創意產業高舉的年代，網路新科技的日漸

普及，許多原住民部落透過社區營造的方式，試圖為部落產業找出一條新出路。

在這個原住民部落試圖翻轉自身命運的文化產業建構過程中，會發生麼事情？這

些事情要如何去理解？傳統部落文化在這個建構過程中又扮演什麼角色？透過

奇美部落七年部落營造的歷程，試圖建構以奇美部落為主體性的經濟體過程，當

中發生了許多與資本主義邏輯矛盾衝突的現象，以及試圖在整個資本主義大環境

當中試圖殺出一條血路，這個過程奇美部落做了什麼努力？要如何理解過程中許

多令人困惑的現象？是本論文試圖要分析與探究的。 

 

 

作者：吳明季 

簡歷：現任 / 奇美原住民文物館館長、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 

      經歷 / 紀錄片導演、NGO社會運動工作者 

      學歷 /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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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信任與合作 

—從「部落 e購」案例初探原住民主體經濟的建構— 

 

金惠雯 

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面對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競爭，許多原住民產業採取了另類發展的路徑，運用社

區支持型農業與各種合作機制，希望能與消費者在信任基礎上建立永續發展的基

礎。然而，如何找到部落產業的主體性，建立屬於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一直是

關注原住民產業發展者的重點。 

本文從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所發展出的「部落e購」經驗出發，

討論另類行銷模式在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下的困境，並討論參與式保障系統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於台灣原住民產業運用的前景與問題，同時為

了落實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真正雙贏關係，運用合作經濟模式重構信任機制的可能

性。希望在生產、消費與分配的面向中，重新檢視原住民主體經濟的建構。 

 

作者簡歷 

學歷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候選人 

 

經歷 

台灣立報原住民版編輯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執行長 

 

現職 

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著作簡目 

 

陳玠廷、金惠雯（2011），從消費到參與：以環境友善耕作參與式保障系統為例，

文化研究學會 2011 年會。台北：文化研究學會。 

金惠雯（2008），公平貿易下的社會企業─社區共同產銷網絡形成的可能性再探，

2008 生物產業推廣與傳播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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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金惠雯、德布藍恩（2006），賦權、參與和發展─從原住民地區的創造偏鄉數位

機會中心輔導計畫談起，2006 年社區與人文對話國際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屏東：美和技術學院。 

金惠雯、黃肇新（2003），社區經濟危機的在地抵抗策略！？─以 ACT 協力商場

為例，《休閒、文化與綠色資源論壇》論文集，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主辦。 

金惠雯（2001），編織．部落．夢：原住民婦女手工藝品生產的政治經濟分析，《實

踐與開創：新生代觀點災後重建實務研討會》論文集，p.205-227，全國災

後重建聯盟、台灣社區重建協會主辦。 

金惠雯（1999），如何進行部落組織工作，蔡培慧、蔡旻玠、金惠雯、尤瑪．達

陸等著，《原住民族部落工作資源手冊》，台灣原住民同舟協會編。 

 

通訊處 

南投縣埔里鎮樹人三街 2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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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傳統文化、創意與產業 

—從花蓮縣定目劇「西達新編傳說」談起 

 

高志遠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 理事長 

 

摘要 

定目劇，原文repertoire，原意乃指不斷重複演出的劇目或曲目，而能定點長期演

出的節目，兼具有高度的藝術及商業價值，為文創產業中具高度產值的項目。原

住民之產業發展，一直以來在本國經濟發展上不具任何影響力，亦未明顯改善原

住民本身的經濟現況。隨著官方逐漸體認到「代工」高成本與低利潤的現實，經

濟發展政策漸次轉而以高利潤的文創產業為主，期望國家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

仍保有優勢。在此背景之下，原住民文化與商業的聯結，開始有了想像空間，原

住民文創產業是整體經濟策略中不可忽視的一環，也似乎成為原住民本身經濟實

力翻轉的契機。 

 

花蓮縣原住民人口佔全國原住民人口的四分之一，官方認定之族群共六族，

擁有多元豐富的原住民族文化，再加上花蓮天然的觀光資源，提供原住民族發展

文創產業的良好條件。故此，縣府在這二年積極投入資源推動定目劇，期望與國

際文創產業潮流接軌，並創造原住民的就業機會，以改善原住民本身的經濟條件。

隨著眾人的努力，縣府一手打造的定目劇「西達新編傳說」在辦過數場試演後，

原本即將正式售票營運的同時，卻因各方的建議與批評聲浪不斷，造成整個計劃

暫停、修整並延後營運。其中，存在着什麼問題，將是本文試圖探討的。 

 

 

作者簡歷 

學歷 

政治大學民族學碩士 

經歷 

花蓮文化創意園區創意總監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 理事長 

 

現職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 理事長 

 

著作簡目 

高志遠、胡政桂（1999），《七腳川阿美族傳統歲時祭儀》花蓮:吉安鄉公所。 

高志遠、胡政桂（1998），《阿美族傳統領域調查》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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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義章、高志遠（2004），《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太魯閣事件研究》台北：行政

院原住民族員會。 

高志遠（2004），《阿美族傳統社會文化的持續與變遷－以花蓮荳蘭部落(Natawlan)

為例》台北：政大民族系碩士論文。 

鴻義章、高志遠、嚴新富、胡政桂，（2004）<台灣原住民傳統醫療之探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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