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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北海道大學在研究原住民族政策方面，長期與國內大學合作，且

北海道地區在發展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工作與產業與觀光結合後，帶動地方

發展。本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於 105年度全國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評鑑榮獲優等及獎勵金新臺幣 50 萬元，爰規劃至日本

北海道針對當地原住民文化進行觀摩研習。 

本次主要參訪愛努民族博物館、與愛努族人進行文化交流、拜會拜訪

日本北海道親善交流協會及北海道議會議員、至北海道大學參訪愛努•先

住民中心並辦理座談交流及會晤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辦事處等，實地

了解日本北海道當地原住民愛努族如何將原住民文化應用在觀光產業上

及體驗日本對產品製作及包裝之新創意，並觀察日本北海道如何以現有獨

特自然、文化等資源，並結合觀光休閒活動以帶動本鄉地方繁榮，開拓經

濟來源提升經濟效益之成效。 

希冀透過愛努語言、文化(物)館、文化產業、傳統祭儀及教育政策之

考察，藉由親身體驗並思索旅途中所見所聞，了解愛努族文化推動之連結

及原住民文化發展現況，作為本市在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及文化政策相關業

務之參考，並推廣本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傳統文化教材與行銷 2018 臺中

世界花卉博覽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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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名單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1 
臺中市政府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馬耀‧谷木 

2 本會文教福利組 組長 何金生 

3 本會文教福利組 組員 陳曉曄 

4 圳堵國小 主任 紀碧珠 

5 圳堵國小 組長 紀玲玲 

6 圳堵國小 組長 施敬洲 

7 豐洲國小 主任 李俊秀 

表 1-1 出國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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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於 105年度全國原

住民族部落大學評鑑榮獲優等及獎勵金新臺幣 50 萬元。本獎勵金之運用

經與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委辦單位及講師群討論，規劃至日本北海道進行觀

摩研習。 

日本北海道大學在研究原住民族政策方面，長期與國內大學合作，因

為民族性及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在原住民族傳統語言、文化之保存及教育

體系建構等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工作，皆相較於臺灣晚，惟因北海道地區在

發展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工作與產業與觀光結合後，帶動地方發展，本次，

希冀透過愛努語言、文化(物)館、文化產業、傳統祭儀及教育政策之考察，

藉由親身體驗並思索旅途中所見所聞，了解愛努族文化推動之連結及原住

民文化發展現況，作為本市在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及文化政策推動之參考。 

此外，透過國外觀摩活動，除獎勵本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表現優異之

教師、志工及校務行政人員等，提供其跨區域學習之管道外，亦將本市原

住民族部落大學課程之推動與教育之知識分享至日本北海道，進行國際文

化交流。本市將於 107 年舉辦「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特設置「原

住民族專區」之訊息傳達至當地，亦邀請長期與國內大學合作之北海道大

學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人員參加世界級的盛會，共賞花的生命力及多元

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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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一、 參訪行程表 

日期 行程說明 

11/10(五) 

第一天  

 桃園機場／千歲機場 

 參訪愛努民族博物館、欣賞樂舞表演並與當地愛努

族人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11/11(六) 

第二天   

 走訪洞爺湖及五稜郭公園了解當地景點如何結合天

然資源之規劃 

 參訪金森倉庫為明治時代的紅磚倉庫，在改建為商

店或休閒咖啡廳所帶動的文創商機 

11/12(日) 

第三天   

 走訪『北國輕井澤』-大沼國定公園 

 會晤函館臺灣親善交流協會及北海道議會議員及函

館觀光局長，了解函館市市政營造及觀光與當地愛

努族之關係 

11/13(一) 

第四天   

 至北海道大學學術交流，了解原住民相關的課程及

文化 

 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 

11/14(二 )

第五天 

 札幌．市內－千歲空港／桃園機場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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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過程紀錄 

(一) 第一天:106年 11月 10日(星期五) 

106年 11月 10日(星期五)下午抵達日本新千歲機場，大約下

午 3時抵達愛努民族博物館，以了解愛努族文化、欣賞傳統樂

舞表演及與愛努族人進行座談與交流。當天日本寒冷低溫飄著

細雨，一行人直接感受到日本北國的冬天。 

 

 

圖 1-1 愛努民族博物館駐館解說員(左一，著傳統服飾)說明博物館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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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愛努民族博物館駐館解說員(右一，著傳統服飾)說明博物館陳列文物 

 

 

圖 1-3 至愛努民族博物館觀看傳統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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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團員一行人專心觀看日本愛努族傳統舞蹈表演 

 

 

圖 1-5 團員一行人與愛努族人進行文化交流，並享用愛努族傳統點心(地瓜餅)及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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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團員一行人與愛努族人進行族語文化交流 

 

 

圖 1-7 由馬耀•谷木主任委員致贈本市十大伴手禮及宣傳世界花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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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團員一行人與愛努族人開心合影留下文化交流紀錄 

 

(二) 第二天:106年 11月 11日(星期六) 

星期六公部門休假，於是走訪洞爺湖及五稜郭公園，實地了解

當地景點如何結合天然資源之規劃。並參訪金森倉庫為明治時

代的紅磚倉庫，改建為商店或休閒咖啡廳，透過文創商品帶動

當特有商機，頗有置身於童話世界的感覺，在準備迎接耶誕節

的到來，亦頗有過節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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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走訪洞爺湖了解當地景點如何結合天然資源之規劃 

 

 

圖 2-2參訪金森倉庫，如何改建為商店或休閒咖啡廳，帶動當地文創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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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走訪五稜郭公園了解當地景點如何結合天然資源之規劃 

 

(三) 第三天: 106年 11月 12日(星期日) 

本日主要行程主要是會晤函館臺灣親善交流協會及北海道議

會議員及函館觀光局長，了解函館市市政營造及觀光與當地愛

努族之關係，並宣導在臺中將舉辦的世界花博活動，在協會準

備場地佈置等前置作業前，走訪『北國輕井澤』美名的大沼國

定公園，富有歐洲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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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走訪『北國輕井澤』-大沼國定公園 

 

 

圖 3-2走訪『北國輕井澤』-大沼國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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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走訪『北國輕井澤』-大沼國定公園 

 

 

圖 3-4由函館親善台灣原住民族友會(右一:荒木秘書長)帶領至大沼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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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團員一行人於大沼國際會議中心準備與進行親善台灣原住民族友會交流 

 

 

圖 3-6由馬耀•谷木主任委員說明參訪目的及部落大學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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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由馬耀•谷木主任委員致贈本市十大伴手禮及宣傳世界花博活動 

 

 

圖 3-8本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講師(左一:何美蘭)與函館親善台灣原住民族友會(右一: 

荒木秘書長)交換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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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團員一行人與函館臺灣親善交流協會及北海道議會議員(第一排右二)及函館觀

光局長(第一排左二)開心合影留下文化交流紀錄 

 

(四) 第四天: 106年 11月 13日(星期一) 

本日早起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了解原住民相關

的課程及在北海道當地是用什麼的思維或願景來推行當地的

原住民文化;下午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慰

問駐外人員之辛勞，並請代為宣傳在臺中將舉辦的世界花博活

動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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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團員一行人早起至日本北海道大學 

 

 

圖 4-2會晤駐日臺灣原住民布農族全牧師(左 2)及本次協助行程接洽之日本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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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團員一行人於北海道大學先住民研究中心進行學術交流 

 

 

圖 4-4由馬耀•谷木主任委員致贈本市傳統泰雅族織布畫框予研究中心主任-常本•照

樹教授(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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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由馬耀•谷木主任委員致贈本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傳統文化教材予研究中心-佐

佐木教授(左一) 

 

 

圖 4-6團員一行人於研究中心門口廣場與研究中心人員以樂舞方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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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團員一行人與研究中心人員及全牧師開心合影留下文化交流紀錄 

 

 

圖 4-8馬耀•谷木主任委員與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周處長(右一)交

換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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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團員一行人於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聆聽處長說明辦事處工作 

 

 

圖 4-10由馬耀•谷木主任委員致贈本市傳統泰雅族織布畫框予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札幌分處周處長(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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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團員一行人與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人員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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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一、交流紀錄: 

(一)106年 11月 12日拜訪日本北海道親善交流協會及北海道議會議員及

函館觀光局長，進行原住民族文化交流，以持續推動中日在文化交流上之

友好關係。 

1.議員先生：從心裡感謝貴團到此交流，歡迎遠道貴賓，感激有此緣份相

識，本人身為原住民親善會會長。目前使命為推動愛努文化復興，愛努為

日本唯一原住民。了解台灣原住民過去所付出的努力，2020年東京奧運不

只希望靠國內力量，也聯合周邊國家原住民展現各國的文化與驕傲，第三

次很高興、很榮幸見到各位。 

2.觀光局長：熱烈歡迎大家來到函館，2011年 311大震，全日本函館遊客

大減，根據統計各國遊客下降，唯台灣依然很多，乃基於長久的雙方互信

及誠意所致。感謝大家，今年 12月函館有一海上浮起 20公尺聖誕樹祭典

及溫泉沐猴，請多宣傳並再次來到。 

3.馬耀•谷木主任委員：有幸來到友善部落，這兩天看到幾乎相似的文化，

20年前本人參加世界聯合國原住民會議，看到愛努文化的被重視，台灣政

府也如此協助原住民，另一方面感謝教會，早期很多宣教士到台灣，學到

開放的教育，其中就有我的好友，而台灣目前也有布農族朋友在此做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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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原住民也樂於向世界分享。本國很特別，含各族群及漢族，我們彼此

學習，文化無國界，在台灣日常生活中，也常用日本話，如「皮包」，今

天我們帶著謙卑態度來學習。2018台中與世界花博歡迎大家來到，最後感

謝日本發動以「台灣」之名參加 2020奧運。 

(二) 106年 11月 13日拜訪北海道大學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 

1.常本教授：上星期四在台中，今再次見面，真有緣，歡迎大家今天與會

的有我還有佐佐木先生。 

2. 馬耀•谷木主任委員:先以族語與祖靈對話。 

今天帶著友善元素到此，並以此帶回台中，感謝北大兩位教授級及促成此

行的日本友人及布農族的全牧師。愛努文化令人驚豔，阿美族人圍火談文

化，下次有機會由衷歡迎到台灣並熱烈招待。 

3.常本教授:以愛奴語問候大家。 

陽岱鋼在札幌球隊表現亮眼，去年至花蓮遇見多位如”陽岱剛”的青

年很高興，但陽已轉至東京巨人隊，深感惋惜，再次歡迎大家。 

今天談話主題為:愛努文化位置、政策，由我為大家介紹，再請佐佐木先

生介紹愛努分類歷史及文化。 

各位手上拿的是 4年前所做資料.目前正在更新中，北大於 1876年成

立，原為札幌農業學校，後改回北海道大學，為日本七所主要大學之一。

北大有三個第一: 第一個第一是:學院數高達 12個，院數最多;第二個第

一是:最少頒與學生學位;第三個第一是:校園面積最大。本中心由校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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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心有 8位教師，其中一位會愛努族語，有 13位兼任教師，行政人

員有 4位，其中一位為愛努族人，設有營運委員會，負責預算與經費計畫。 

日本北海道大學為日本唯一與臺灣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有交流的學

校。2008年日本政府承認愛努族為日本原住民，至今 10年日本人口有 1

億 2仟萬，愛努人口為 1萬 5，600多人，比數由地方政府呈報，僅由調

查人員認定並無正式調查，仍屬籠統，學者估計數為 50000~60000，佔北

海道人口數極少，占日本總人口數更少僅 0.03%，與台灣原住民比例不可

比。與美國原住民比 1.7%、加拿大 2%相較，日本愛奴人口數相對很少。

台灣原住民散居各地，但愛努族集中北海道。日本政經中心為東京，故愛

努族一直未被重視，基於 2003聯合國原住民文化宣言，日本於 2008年始

承認愛奴族長相與日本人相似，不易看出，台中有原住民集中的鄉鎮，日

本無此情況。有許多愛努人自認是愛努人，有心傳承自己的文化。 

生活情況方面:收入低升學率低，僅一般日人 1/4。 

現況:主要住北海道，無全國性組織，最大組織為北海道愛努協會，會員

有 2000多人，一戶一人(父親)即可參加，如此推算約有 10000人。 

    愛努族於 2007通過聯合國認定，2008年日本政府官定為原住民，並

成立顧問委員會，我與佐佐木先生均為其中一員，由官房長官(相當於我

國行政院院長)授權委員會。台灣有原委會，日本沒有，主責於官房長官

下的綜合政策室，愛努歷史背景、現況及政策請參考資料 P3。 

在訂定政策時所依據原則: (1)愛努日本原住民(2)參加聯合國有關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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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策(3)參加日本愛努人的認定與政策、原則: 

I. 認同愛努族人並以此自豪。 

II. 本身傳承愛努文獲認同日本文化，可由自己決定。 

III. 以愛努族人為榮並生活於日本土地上。 

IV. 愛努人分居日本各地故政策非限於北海道。 

我(常本先生)的專業為憲法，但日本憲法中並無限定少數民族該如何，如

定規定有違憲法，唯在日本憲法第 13條中提到: 

I.  需互相尊重。 

II. 如有人選擇愛奴文化，國家需負責 

III. 國家需致力恢復愛奴文化 

愛努文化相關具體政策:2020年建立愛努民族博物館，現有文物館於 2018

年 3月休館，擴建為民族博物館，將規劃與屏東原住民文化園區相似，除

規劃相關設施外，並為職業訓練、文化交流場所。針對一般日本人對愛努

族人所做的調查結果，有 18%的日本人對愛努人有歧視，而針對愛努人自

身的調查，則有 7%的愛努人覺得被歧視。原因在於:對於愛努文化的不了

解，未來將努力於讓日本人了解愛努文化，方向一、於機場展現愛奴文化；

方向二、學校加強教育。 

4.佐佐木教授: 

各位覺得愛努文化與台灣原住民相似之文化？ 

答:口簧琴(古校長) 



 29 

佐佐木教授: 

愛奴人口很少，北海道與琉球同受日本合併，早期日本國土北為愛努文

化，中為日本文化，南為琉球文化，今以日本文化為優勢，南北文化不受

重視。 

琉球人回到琉球成為主流，但愛努人回到北海道仍受歧視。 清乾隆時，

外國人呈上”職員圖” ，畫中有荷蘭.西班牙.庫野人，庫野人來自庫頁

島及愛努人祖先，看起來很好笑，此畫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愛努族人圖，

希望台灣妥善保存，並能到日本展覽，東京博物館有原住民文化交流。 

愛努文化受 ”繩文人” 及 “鄂霍次克文化人”影響交流而形成愛努文

化。住沿海地區，靠漁獵維生，江戶時期多為漁業勞工，民治時期政府對

此北海道採土地限制，限制鮭魚與鹿的狩獵，「熊」的祭典是愛奴族最大

祭典。 

”愛努”是人的意思，人是住在地上.熊與鹿對愛努人而言神，神穿熊皮

非常兇猛，幾年後想回天上，但動物樣子使他回不去，故請愛奴人為牠脫

皮，脫皮後熊肉及膽留下給族人後再回去。日本人受日本佛教影響，視此

為野蠻的事，日本人無法接受並批判，很多日本人了解愛努文化，但仍無

法接受「送熊靈」的儀式，此乃宗教觀念的差異。在 1950年左右仍有愛

奴人住傳統屋舍，此種房子很適合北海道氣候，愛努人的傳統衣服用樹皮

纖維製成，住衣方面都受日本人歧視。有些人不了解愛努文化，他們的歧

視來自刻板印象。愛努語沒有文字，靠口傳，台灣原住民亦沒有文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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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傳方式記錄歷史，日本人覺得愛努人沒有文字，所以歧視，但日本本

身也無文字。今後須致力愛努文化成果展示或愛努人自己展示文化，讓日

本人了解。 

5.提問時間: 

主委:感謝常本教授及佐佐木教授說明 

提問: 

(1)愛努傳統土地，政府如何處理？ 

(2)祭熊儀式是否仍進行？ 

答: 

(1)愛努人在日本無聚居之地，僅自己的田及屋子。織樹皮為衣服，政府

允許許可在國有地優先採集樹皮，北大校內有此樹，但太大纖維粗不適合

織衣。 

(2)已無送神儀式，想做的人多，但意見也多，因基於保護動物觀念，一

方面族人祭熊靈儀式經驗能力不足。 

(3)部落大學講師-黃班益萍提問: 

愛努人的工作福利與日本人有何不同？ 

答:在北海道愛努人上高中有獎學金，升大學可貸款，3年前開始在其他地

方也可以。但是無法確定誰是愛努人，因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料已刪除(因

記載會被歧視)當初為避免歧視，此時卻成為障礙，目前是以能拿到的前

幾代祖先的名字，以此確認為愛努人，用此法證明已取得獎學金。目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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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何做。目前有提供農作打魚的補助金，協助就業生活補助等。 

(4)古校長提問:目前北大有多少研究生？請用愛奴語數 1~10。 

答:研究生有 1人，1~10數數由佐佐木教授回答。 

(5)何金生組長提問: 愛努族人已不狩獵，但歌舞中有許多模仿動物動作。 

二、心得: 

愛努民族博物館係以一個小莊落形式而呈現，處處可見他們從大自然

中獲取食物；衣物和房屋的建築也都由植物而來；生活中祭式的場所擺

設，對各式靈魂祭式及祖先祭式；傳統樂器〈與口簧琴類似〉及舞蹈等，

都展現出愛努族對大自然的尊敬，與臺灣原住民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愛努民族博物館與當地愛努族人交流時吃到傳統地瓜及熱茶，地瓜

因當地特殊的天氣及烹烤是非常特別好吃。愛奴族的年輕族人用特殊吟唱

方式(感覺像我們唱情歌)，亦有像是模仿鳥或動物的叫聲等，表現他們的

語言，可惜無法說明其吟唱內容。 

參訪日本院數最多、面積最大的北海道大學 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

經過研究中心主任常本•照樹教授介紹，了解愛努族是日本北海道唯一的

少數民族，18世紀末，德川幕府直接派官吏管理千島，開闢了十幾個漁場，

同時實行同化政策，要求愛努人改變風俗習慣，剃去鬍鬚、潔髮、穿和服、

按日本方式改名換姓，受到嚴重打壓，到現在愛努族人日常生活與日本人

幾乎一樣。直到 2007年《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通過，2008年才受

到日本政府承認愛努族為日本原住民，但因為日本人長期對愛努人嚴重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6%9C%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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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直至現今，在福利政策方面，愛努族人在求學時期僅有學業貸款微

薄的優惠利率，然而令愛努族人擔心的事，畢業後進入職場，如果具有愛

努族的身份，將受到嚴重的歧視，甚至遭到企業解僱或拒絕僱用。 

    此次，參訪的過程中，從公部門到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的師資

群，整體對原住民族文化的使命感、認同感及身為原住民族人自信的表

現，是日本愛努族人所欠缺。除了感謝我們台灣有這麼優渥的環境，對原

住民族的尊重及重視，與原住民族人自覺，讓臺灣的原住民族文化得以在

國際舞台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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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建議臺中市大雅區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依神話館改造計畫，隨臺中清

泉崗機場提升為國際機場及周邊休閒遊憩資源，透過館舍經營、文創

開發、資源整合、創業輔導、文化教育訓練等，導入在地族人參與，

未來渴望能成為本市文化外交的瑰寶，保存在地文化及活絡地方發

展。 

二、建議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能開設與原住民相關之國際文化課程，

透過國際原住民族文化之交流，以了解目前世界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之

趨勢及政策脈動，將有助於反思臺灣目前的文化推動之現況。爰 107

年度將結合本市辦理之 2018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活動，規劃南島

文化課程，行銷本市在地原住民族文化，以豐富族人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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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愛努民族博物館介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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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愛努民族的現狀及其相關政策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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