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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今年6月9日即將歡度17歲生日的「順

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是國內第一座以

原住民為主題的私人民族學博物館，1994

年開幕至今，除積極從事台灣原住民族

文物蒐藏保存外，還藉由多樣化的教育活

動，促進原住民族文化的推廣。

走近座落於台北市士林區的「順益

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目光很難不被特殊

的建築外觀所吸引─建築物門面正中，一

支頂天立地、浮雕原住民圖騰的白花崗岩

柱，支撐著兩片接近70度的傾斜屋頂。

設計過「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高而潘

建築師，為符合館方成立這座堅持以原住

民藝術文化為推展方位的博物館，既要雕

造出本土氣質，又能表現吸納國際能量的

氣度，在時代意義上亦且能收能放的博物

館，他試圖從原住民的傳統風格裡尋找靈

感和創作養分，終於提煉出「架木為巢」

的建築設計概念，以簡單、俐落、質樸的

線條，巧妙的跨越藝術的感性和功能的理

性。

這支直徑1.1公尺、高13.2公尺巍峨獨

立的白花崗岩柱，雕刻者郭清志在製作紀

錄中寫道：「花崗岩粗獷樸拙、堅硬踏實

的材質感覺，能妥切地象徵原住民傳統文

化精神。」

但總重18公噸的石材，得矗立在僅有

11公噸承載力的樓板上，對設計師和雕刻

者都形成巨大壓力，最後，他們決定把石

柱中間挖空，但挖空後僅剩十公分左右的

厚度，對浮雕的平面構成、柱體造型、表

現手法等都有嚴苛的限制，建築團隊先後

繪製8份浮雕稿、製作3件五分之一的柱體

浮雕模型，經過數次的嘗試與修正，雕刻

團隊歷時8個月的施工，終於完成這支遠東

地區最巨大的浮雕石柱。

一支石柱的完成就歷經千辛萬苦，

但相較於「私人博物館」的成立，還算輕

鬆。

私人博物館  跨步向前行

該館全名為「財團法人林迺翁文教基

金會附設私立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這

麼長的全名背後有段不為人知的艱辛歷程。

1985年，該館董事長林清富本著關懷

台灣本土文化之情，以順益企業創始人林迺

翁先生之名成立「財團法人林迺翁文教基金

會」，著手推動各項社會公益活動，隔年，

基金會設立專案，由時任總幹事、現任館長

的游浩乙專責籌備博物館事宜。

林清富表示，一開始沒想到要蓋博物

22 23

博物館巡禮YUAN Magazine



館，只想找幢大樓成立「文物館」，展示他

個人多年來收藏的300多幅台灣美術名家畫

作，以及數百件的原住民文物收藏，但是在

許多學者和友人的建議下，發願建造一座博

物館。

目前台灣有許多私人博物館、美術

館，絕大多數仍「妾身未明」，那是因為

「博物館法草案」如今仍被擱置在立法院，

1993年該館內部展示工程完成，館員已進

駐，卻因法源不足遲遲無法開館，最後在政

府部門建議下，從財團法人基金會底下另設

財團法人位階的博物館。

籌設建館期間參加過多次法院公聽會

的游浩乙表示：「這個法律位階一點都不簡

單，除館長資格限制、建館條件嚴苛外，會

簽單位之多讓人始料未及。」法源不足加上

繁文縟節，如今，除了「順益台灣原住民博

物館」和「奇美博物館」正式登錄外，其他

多半難以正式申設。

度過重重難關，台灣史無前例的私人

民族學博物館，1994年終於推開大門，跨

出第一步。

跨世紀影像  重現原民生活

台灣原住民族，數百年來被冠以不

同稱謂；明清時期稱為「番」，並依漢化

程度區分為「熟番」、「生番」、「平埔

番」、「南勢番」，日治時期稱為「高砂

族」或「高山族」，國府時期依其所居住

環境的地理位置，區分為「山地山胞」及

「平地山胞」，統稱「山地同胞」。

直到1980年代，原住民社運人士策

劃「台灣原住民正名運動」，1984年成立

「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歷經10年的

抗爭與協商，1994年李登輝總統任內修改

憲法，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

陳水扁總統任內，提出「新夥伴關

係」，將每年的8月1日訂為「原住民正名

紀念日」，並自2001年起在原有的阿美、

排灣、卑南、布農、雅美、魯凱、賽夏、

泰雅、鄒族等9族之外，認定邵族、噶瑪蘭

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

如今獲得民族正名的台灣原住民族共有14

族。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具典藏、研究、教育、展示

四大功能，截至2011年4

月，館藏文物計1,866件，包括：泰雅、

賽夏、阿美、布農、鄒、魯凱、排灣、卑

南、達悟、撒奇萊雅、噶瑪蘭、平埔、巴

則海（中部平埔族群）等台灣原住民族，

還有來自所羅門群島、尼泊爾、非洲等國

原住民文物。類別有：信仰儀式、服飾、

工藝、居處生活、生產工具、武器防禦、

屋舍建築、交通運輸、娛樂玩具、飲食、

嗜好品、樂器、照片等。

該館成立當時，林清富就捐贈30多年

來所收藏的800多件原住民族文物。回想

收藏當時，他說：「以前這些原住民文物

無人聞問，有人拿來問我要不要買？當時

抱著支持台灣文化的心情就買下來了。」

因為收藏，他愛上原住民創作的那

份質樸親和力和獨特生命力：「從清朝、

日治到現在，族群之間的矛盾情結始終存

在，我是漢人，不是原住民，但這是我想

為原住民朋友們做的事，把他們祖先所流

傳下來的文化資產，完整的留給他們的

後代子孫。」

館藏照片中，最珍貴的當屬

日籍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所

▲ 「信仰與祭儀」區有各族群祭儀用品，包括賽夏族的矮靈祭、
布農族打耳祭等。

地下1樓「信仰與祭儀」展示區裡
的「排灣族巫醫箱」，多為女巫

所用，祈禱時由箱中取出所需祭

品，唸誦咒文，供獻神靈。
▲

1樓「人與自然環境」展示區以達悟族漁舟代表「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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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的248張照片。19世紀末，「鳥居龍

藏」前後造訪台灣4次，深入叢山峻嶺，

探勘並忠實地紀錄台灣原住民族的生活與

文物，留下800多張玻璃底片，歷經戰火

與世事變遷，這批底片靜默90年後，1991

年在宋文薰教授協助下，日本東京大學

「綜合研究資料館」首次將這批照片公諸

於世，1994年該館舉辦「跨越世紀的影像

──鳥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提供

百多年前台灣原住民族的生活影像。

學術研究  保存完整歷史

精研早期台灣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

和，在《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中寫道：

台灣雖是個海島，但因地理位置優越，從史

前時代以來，即為東亞地域族群移動的重要

通道，16世紀地理大發現後，更涉入世界性

的競爭中，島嶼的主權因此與周邊國家之間

有幾度的分合。

曹永和認為，台灣漢人的歷史並不是全

部的台灣史，應該拋棄種族優越的偏見，才

能架構出完整的結構性台灣史。林清富也意

味深長地表示：「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始終

被忽略，所以館方不僅委託國內學術單位，

還邀請國際上素負盛名的研究機構一起研

究，把珍貴的原住民資料保存下來。」

為提倡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研究風氣，該

館籌建期間即陸續提撥經費贊助相關研究，

包括：1991年與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簽署

「民族學標本資料匯整計畫」、1993年提供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大學與清華大學等3校

原住民研究生獎學金，以培育優秀本土原住

民人類學者。

1995年與中央研究院簽訂出版《蕃

族報告書》和《蕃族慣習調查報告》中譯

本贊助計畫。這些資料是日人於大正年間

（1911~1926）對台灣原住民進行有計畫的

大規模調查研究成果，前者側重物質文化和

生活習慣，後者側重社會組織和親屬關係，

這兩套書忠實紀錄台灣原住民族的律法觀

念，留存20世紀初台灣原住民族的珍貴語彙

紀錄。

該館也贊助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日本東京大學、英國牛津大學、荷蘭萊登大

學等研究經費，彙整各國的早期台灣資料及

相關研究成果，供中外人士參考使用。

2000年與荷蘭萊登大學進行荷蘭東印

度公司（簡稱VOC）檔案中與台灣原住民

相關史料的整理，由該校「非西洋研究學院

（CNWS）」包樂史教授主持，目前這些檔

案收藏在荷蘭海牙國家檔案局，原以古荷蘭

文記載的史料，經多年整理，1999年終於得

以英文版問世，游浩乙表示：「英文版問世

後，本館便積極促成將之譯為中文本，希望

對17世紀原住民史的研究帶來新史料。」

這套名為「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

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 1623-1668」的

中譯本，2006年由林偉盛翻譯出版第1冊，

2008年由康培德翻譯出版第2、3冊，第4

冊英文版2010年11月已出版，中文版預計

2013年出版。

已出版的第4冊英文版中，涵蓋荷蘭在

台灣的最後幾年（1655至1668年），該冊

對台灣北部著墨頗多，其中，荷蘭在1661

年倉皇棄守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部隊於

1664年8月重新占領了荷蘭在Quelang（雞

「生活與器具」展示製酒工具與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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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或基隆）的「努爾德堡壘」（Fort Noord 

Holland）。在新建立的滿清政權協助下，荷

蘭與鄭家軍打了幾場戰役，但是當荷蘭與滿

清的同盟關係惡化後，便在1668年撤回台灣

北部的駐軍，在此短暫時期，有許多台灣北

部和東北部原住民與荷蘭人交往密切的多篇

日誌，讓人相當期待。

館方今年1月還與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

院簽訂為期兩年的學術研究合作計畫，由

館方提供研究計劃獎助金，亞非學院負責

執行，該校史料中心獲「英國長老教會」授

權，典藏其早年海外宣教師及教會的書信手

稿與照片，並保存了許多豐富且珍貴的台灣

史料，館方期盼透過該校所創立的「台灣研

究中心」專業學者團隊，整理相關資料並彙

集成冊，完整呈現台灣過去的歷史。

與部落結合  尊重文化詮釋權

在在教育推廣上，為尊重原住民族

對自身文化的詮釋權，該館每年舉辦一次

「與部落結合」特展。游浩乙表示：「部

落，原本是原住民所創造、用以延續傳

統，最初也是最後的堡壘，一旦部落的大

門被外界打開的同時，也就注定了它必然

要在歷史中步步消退的命運，他們被迫

轉換生活空間、被迫改變原本的作息和習

慣，在這不斷被動的轉換中被迫妥協或放

棄。」他認為讓原住民族保有自身文化的

詮釋權是相當重要的。

為讓原民文化向下紮根，館方也針

對兒童舉辦多場暑假活動營，如「分享文

化的脈動─暑假活動營」、「巴太塱學

童木雕展」、「跨世紀文化扎根運動─部

落有教室」、「泰雅族染織工藝─親子

DIY」、「我的文化DIY─暑假兒童營」等

多項原民生活體驗活動。

鎮館之寶  排灣族青銅刀

該館地下兩層、樓高四層，展場面積

約六百坪，參觀動線從地下一樓「信仰與

祭儀」展示區開始。

本區藉著禮器文物，對於台灣原住民

族的泛靈信仰、獵首習俗、祖靈崇拜及各

族的祭儀用品都有詳盡介紹，展品中最特

殊的當屬經中央研究院考證的「排灣族人

形銅柄鐵刀」，造型及金屬成份為「銅鉛

錫」屬年代久遠的文物類型，堪稱鎮館之

寶，另一個祭祀用的「占卜陶壺」也極為

罕見。

走進特展室，即日起至6月30日所舉

辦的「南台灣影像紀錄─約翰湯姆生攝

影」，是英國攝影師湯姆生19世紀訪台時

所拍攝的南台灣平埔族照片。

根據湯姆生1873年3月10日在英國皇

「衣飾與文化」區

裡的「平背帶織布

機」。

2樓「生活與器具」展示區，小米
是原住民的主要作物之一。

▲

▲

▲ 「生活與器具」區裡的鄒族男子集會所
住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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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理學會所發表的〈湯姆生南台灣旅行

紀錄〉一文所載，1871年4月1日，他在來

台傳教的蘇格蘭友人馬雅各醫生陪伴下，

乘坐輪船離開中國廈門，次日抵達台灣南

部的「打狗港」（今高雄港）。

在馬雅各醫生協助下，一路運送笨

重的攝影器材，4月4日搭船前往當時的首

都「台灣府」（今台南市），4月11日離

開後前去拜訪平埔族，從「台灣府」經甘

仔林（今內門鄉溝坪村）、越過六龜里溪

抵達匏仔寮（今寶隆），最後抵達甲仙埔

（今甲仙），之後前往荖濃（今荖濃）、

六龜里（今六龜），回到「台灣府」後經

由陸路到打狗，湯姆生原本希望能深入更

南部的生番棲居地，但當時部落間正處於

交戰狀態，行程被迫取消。根據湯姆生的

觀察：

平埔族在膚色、臉型還有外表上都與馬來

人相似，不過平埔族似乎身高較高，人種

也較優秀。有些平埔族與山地部落的方言

詞彙，跟新加坡、麻六甲的馬來語非常相

近，顯然不是通商的結果。各部落間的方

言有些許差異，很可能是因為部落散居在

不同山區所致。

這趟南台灣之行只有52幀玻璃底片完

整保留下來，現今保存於倫敦「惠康信託

圖書館」。林威城主任表示：「當時的材

質因年代久遠影像都不完整，這次展出的

並非原始照片，而是由麥可．蓋瑞以現代

數位技術進行翻拍，也就是從湯姆生原始

的濕膠棉玻璃板以16位元高傳真檔案複製

而成。」

1樓「人與自然環境」展示區，展場

後側以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巴瓦瓦隆

所雕石板代表「山」、達悟族漁舟代表

「海」，藉山與海的險峻與遼闊展陳台灣

原住民族對任何環境都能適應。遊客若想

瞭解台灣原住民族目前分布區域、聚落範

圍，透過展場中央台灣地圖模型的觸控按

鈕便可一目了然。

2樓展示主題為「生活與器具」，入

口處陳列10個排灣族的古陶壺，陶壺是排

灣族的物質文化三寶之一，代表祖先在人

間居住的地方。展場另有他族的陶器，早

期除泰雅、賽夏之外，其他原住民族包括

平埔族都會做陶，但在外來替代用品被普

遍使用後，目前只剩雅美和達悟兩族仍採

土做陶。

展場還有樂器、編容器、雕刻與紋

飾、狩獵與漁撈、飲酒文化等各種器物，

住屋模型則包括：達悟族宗柱、鄒族男子

集會所、阿美族火塘、排灣族石板屋等。

說到飲酒文化，原住民最為人所詬病

的當屬「酗酒」問題，但據耆老表示，傳

統原住民的飲酒是配合生命禮儀與農獵生

產有關的祭典，也就是說，飲酒是為了特

定目的、特地場合以及特定方式進行，飲

酒者也有身份、地位、年齡甚至性別上的

限制，少有酗酒問題。

然而隨著遷村政策與傳統文化社會瓦

▲ 據「生活與器具」區說明，目前只剩雅美和達悟兩族仍採土做陶。 ▲ 3樓「衣飾與文化」展示多族典型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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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資本主義的酒品充斥，早年由於紅標

米酒價格便宜、取得容易，漸漸取代小米

酒，加上飲酒規範失效，才開始產生飲酒

過量與酗酒問題。

3樓為「衣飾與文化」展示區，呈現

多族的典型服飾、刺繡技術和紡織過程，

以及珍貴裝飾物等。

展示櫥櫃裡一襲以「車渠」切成細

片，再磨成小珠子，以線穿串，綴飾於麻

布所製長衣上的「泰雅族貝珠衣」，不僅

象徵地位和財富，也是傳家之寶，貝珠多

者達12萬粒，重約6、7公斤，手工之精

細，讓人嘆為觀止。裝飾物中最珍貴的當

屬在排灣族中象徵女性貞潔與美麗的「琉

璃珠」。

文化遠景與使命

該館除原住民文物藏品外，還有林清

富所捐贈多年來陸續收藏的300多幅台灣

本土美術經典作品，這些作品囊括終戰後

至今，台灣前輩、中堅輩，乃至青年畫家

之作，創作年代跨越數10年，涵蓋各種特

色，但都是透過各種手法表現台灣美好、

豐富與親切的容顏。

林清富親近藝術的源頭要從父親林迺

翁談起，1940年代末，李梅樹主導三峽

祖師廟的重修工作，林迺翁慷慨解囊，是

重要贊助人之一，每逢他的農曆生日，李

梅樹總會親自帶著廟裡的誦經團到林家祝

壽祈福。有一年，林迺翁把12歲的他帶到

誦經團前，「人生頭一回，我認識一位畫

家、一位當代藝術大師，也點燃我日後藝

術收藏的火種。」

他收藏本土藝術家作品起步甚早，

因此有機會獲得多位前輩畫家親自接待，

例如，有台灣第一閨秀畫家之稱的陳進女

士，同意將深具代表性的作品「洞房」、

「北港朝天宮」割愛，對他而言是莫大的

鼓勵，其他諸如李梅樹、李石樵、楊三郎

等先進，他都一一登門拜訪，情誼維持數

十年不變。

基於「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理念，

他將多年的繪畫收藏捐贈給「順益台灣原

住民博物館」，就是希望這份台灣文化資

產可以讓世世代代分享。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 I C O M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針對博物館功能揭櫫三項行之有年的

3E─Educate（教育民眾）、Entertain

（提供娛樂）和Enrich（豐富人生）。

館長游浩乙以過去17年的心得，進一

步凝聚而為3D新主張─Develop（永續研

發）、Do（確實執行）和Delight（歡喜甘

願），作為新使命和願景：「如何讓原住

民朋友感覺博物館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一般大眾也能感受它的存在，使之成為原

住民族多元文化的發聲管道及論壇，是本

館在教育推廣上的期許。」

一如舉世所有原住民族和少數族群的

命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和藝術的流失

和潰散問題相當嚴重，誠如排灣族

藝術家撒古流‧巴瓦瓦隆所說：

長久以來，我觀察部落的一

切，看到外面的文化來得

太快，我們好像來不及回

頭看清楚屬於自己的文化

到底是什麼，就急著要學

會外來的一切，因此模糊

了部落原來的樣子，淡忘

了老祖宗和世界原本相處

的方式。

「順益台灣原住民

博物館」的設立，除保存

人類共同的文化資產與文

明教材外，更希望激發原

住民族對部落文化的反思，進而參與創造

部落的未來，讓原民文化繼續綿延傳承下

去。

館長游浩乙希望透過教育推廣，能激發

原住民參與創造部落的未來，讓原民文

化繼續綿延傳承。

該館採「架木為巢」設計

概念，門面正中一支石柱

撐著兩片接近70度的傾斜
屋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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