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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論壇會議 

 

聯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論壇(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簡稱UNPFII)

起始於2002年，是在全球化之下，辛苦爭取國際認同與權利的具體奮鬥結果，目前是 大的全球原

住民族論壇，平均每年有兩千至三千位來自世界各地、與原住民議題相關之各不同領域的代表參與

討論，並就原住民議題向ECOSOC提供專家意見和建議，透過ECOSOC提供給聯合國各相關計劃、

基金和機構以供決策參考之用。 

 

論壇涵蓋的任務領域/議題包括： 1.經濟暨社會發展；2.教育；3.環境；4.文化；5.健康；6.人權。

此論壇致力於提升對於聯合國體系內的原住民議題相關活動的體認並促進其整合與協調，同時編纂

並散發有關原住民議題的資料，並就聯合國原住民族權益宣言（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UNDRIP）的執行、實踐進行協調。 

 

論壇現行運作模式是以議題年（Agenda year）輔以後續年（Follow-up year），以確保每年討論

重點和作出的建議、共識的持續性和執行情形。論壇曾就2003年-「原住民青年與孩童」、2004年-

「原住民婦女」、2005年-「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2006年-「減少

貧困」、2007年-「領土、土地和自然資源」、2008、2009年-「氣候變遷」、2010、2011年-「兼顧文

化與認同的發展」等議題作為會議主題進行討論。2012年則以「發現理論：其對於原住民族的長期

影響與糾正過去佔領殖民之權利」(The Doctrine of Discovery: its enduring impact 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right to redress for past conquests)為主題，2013年-「回顧年」針對前一年的主題做回

顧與檢討。2014年為「執政者如何回應原住民族人權宣言檢核第三條到第六條及第四十六條內容」

(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 consistent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rticles 3 to 6 and 46)。 

這次與會者包括原住民族社團負責人和學者、青年代表與部落耆老，也有原民會所培訓出來之國

際人才。 

與會人員預期在此次會議中扮演原住民族群與國際溝通橋樑之媒介，並同時鼓勵、影響更多優

秀的原住民族青年投入國際性事務活動及原住民族人權保護，透過參與活動能分享自身活動經驗給

更多有志原住民族青年，並以實際方式運用所學之專業，用積極負責的態度，將理念融入實務性工

作，真正將知識化為行動，投身原住民族人權提倡相關工作，達到提升臺灣原住民族人權在國際平

等之運作能量，並有效地推動與落實民主平等概念至臺灣各民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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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與會人員與組織 

 

（一）協會介紹 

「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發展協會」成立於2007年，起源於自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成立後，在第一個十年裡，原住民族透過中央政府組織重拾認同及歸屬的尋根之旅，以政治、

文化、語言與教育為主。同時自2007年開始第一次實施的原住民語言測驗，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已正

式併入教育體制內並輔以相關行政制度運作，來落實原住民族傳統語言教育。而在第二個十年的階

段，本協會深切體認到原住民族之發展應兼顧深度與廣度，以產業經濟為本協會發展主軸，以讓原

住民族群擁有富裕生活為目標，因此以本協會作為媒介平台來提昇原住民之民生及經濟能力，藉由

推廣原住民族產業讓他們深入了解傳統原住民族文化。因此本協會發起團隊秉持傳承精神與回饋原

住民族同胞之原則。成立以「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發展協會」為名之原住民族產業經濟

的社團組織平台，提供協助以富裕整體原住民族之生活。 

 

臺灣原住民族產經發展協會，以產業經濟為主軸，讓原鄉原住民能在地留才與就業、都會區的

原住民更進一步能提昇原住民經濟水平、增加微型創業的機會及推動原住民經營的中小企業變成國

內的企業典範。同時本協會更以平台的角色聯結政府與原住民之間的橋樑，提供相關技能訓練及產

經資訊相關的服務，協助原住民在微型與中小型企業發展的協助，同時提供政府智庫相關原住民族

產業政策建議之功能，具體反映原住民與原住民經營的企業需求作為政府政策的參考，協助原住民

就業與創業、原住民經營相關產業活動。 

 

本協會亦長期致力於各地原住民族群的相互交流，並對原住民青年的國際參與多所關注，協辦過多

場國際原住民訓練會，參與國際原住民，亞洲原住民會議等，已經累積許多國際事務之經驗。2015

年本會更以學經歷背景、語言能力、原住民事務相關經歷及國際經驗等為依據，選出五位優秀原住

民組團赴美國紐約參加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 

 

（二）與會目的與重點 

有本協會理事長代表參與會議及聯合辦理周邊會議，鞏固、拓展和聯合國相關單位的合作，加

強和亞洲工作小組（Asia Caucus）的既有連結，投入2015年聯合國世界原住民族大會全球原住民族

協調工作小組（Global Indigenous Peoples’ Coordinating Group for World Conference on Indigenous 

Peoples 2015, GCG）的工作，GCG將會在論壇期間召開第二次會議，並安排與相關國家代表、聯合

國單位及官員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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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員介紹 
一、屏東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中心主任 林春鳳副教授 

二、阿里山原住民青少年合唱團創辦人 梁芬美女士 

三、屏東縣馬卡巴嗨文化協會青年代表 林詠琇 女士 

四、退休校長  陳明珠 女士 

五、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生 陳永智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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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今年議程列表與實質討論議題 

 

1. 選舉主席團成員(Election of officers) 

2. 通過議程和工作安排(Adoption of the agenda and organization of work) 

3. 後續的常論壇的建議: 

a. 高級別全體會議也被稱為原住民世界會議的成果 ( Outcome of the high-level plenary 

meeting also as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Indigenous Peoples) 

b.  2015年後發展議程 (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c. 原住民青年, 自我傷寈及自殺 ( Youth, self-harm suicide) 

4. 關於亞太地區的半天討論(Half-day discussion on the Pacific region) 

人權：(Human rights) 

5. 專家小組半天討論的主題: 任擇議定書與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的對話 (Dialogue on 

an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egenous Peoples) 

6. 與聯合國各機構和基金舉行全面對話(Comprehensive dialogue with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and funds): 2015年後發展議程, 特別注重在糧食、飢餓和疾病  

7. 重點在經濟, 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人權: 

(a)《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執行情形(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b) 與原住民族權利特別報告員和原住民權利專家制主席的對話(Dialogue with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Chair of the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 of Indigenous Peoples) 

8. 今後的工作：包括經濟和社會理事會的問題和新出現的問題 (Future work of the 

Permanent Forum, including issue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and emerging issues.) 

9. 常設論壇第十五屆會議議程草案 

10. 通過常設論壇第十四屆會議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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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今年小型週邊會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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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會議與活動記錄�

中文名稱 2015UNPFII 開幕式 

日期時間 2015/04/20 11am 

地點 聯合國大會議室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開幕式由主席宣佈開始本年度的會議開始, 由印弟安原住民表演傳

統舞蹈拉開了本年度的會議的序幕!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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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與駐紐約台北辦事處張大使共進午餐 

日期時間 2015/04/20 2pm 

地點 駐紐約台北辦事處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LIMA 青年工作小組成員 

團員心得

與感想 

參加完論譠的開幕儀式之後，立即由紐約在台辦公室的官員親切的

接待。在享用完由大使所精心準備的豐盛午餐之後，與 LIMA 青年

工作小組一起在會議室舉行小型的會議。會中張大使歡迎我們的此

次參加論譠, 也讚許我們能為外交的工作上盡了很大的努力，同時也

與此行兩位計劃主持人-林春鳳教授與洪簡廷卉女士充份的交換了意

見。大使也起預祝每位在未來的會期有豐盛的收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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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2015UNPFII 歡迎酒會 

日期時間 2015/04/21 19:00 

地點 聯合國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在今晚的歡迎酒會中，身上穿的服飾中顏色 鮮活且 能引起大家

注意的是來自台灣的代表們。同樣是原住民，大家今晚特別能感受

到彼此的關係是如此的緊密的，尤其大夥也都是為了自已的族群、

國家來到聯合國，讓聯合國的成員也看到這一群世界 大一支語群-

南島語族，正努力地展現他們的熱情！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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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2015UNPFII 議題-青年自殺問題、教育、醫療健康相關、婦女權益 

日期時間 2015/04/21 10:00 am 

地點 聯合國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這是本次論壇重視的問題。 

面對青年自殺的問題，專家們也提出自殺率與社會之間的關

係，對於自治權的被剝奪認為是很大的問題！也建議專家部份做出

回應，如何積極透過政府，因著不同的歷史因素所形成的人權相問

題，請負責兒童與青年的機構一起共同努力!   

對於殖民者主義對於原住民原有褔祉被摧毀，使得失去文化特

色、喪失了傳統知識，特別是年輕人，缺乏自已的教育體系，以及

婦女暴力的歧視等等。代表認為青年人應該要體認這方面領土權

利、褔祉、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價值。另外也要加強傳統知識。 
挪威的代表提出了薩米青年趕不上現代社會，導致他們的自

殺。如何從文化的角度來防止？如何給多更多的關注、教育、平等

的對待、建立一個預防中心，健全的醫療制度與重視心理健康的重

要！ 
特別令人注意到的是有兩組高中學生的代表提出問題。 
紐約洲加拿大高中的代表發言中提到他們有關上大學的困難、

文化沒被了解、全能培養的訴求。他們當中有很被虐待、沒有平等

的被對待、應該去殖民化的相關問題。另外墨西哥高中代表對於在

2014.9.24-26 洲政府干預學生進行日常活動，導致 43 人失踪這事件

提出嚴重遣責。針對墨西哥政府對教育暴力、迫害學生、使學生缺

乏自由、不尊重原住民的青年等問題。 
墨西哥婦女代表發言: 因為性的暴力，在精神上受到嚴重虐待，

導致許多青年人自殺。於是提出應加強了解青年人、如何採取措施

加強網絡的緊密結合，如何杜絕歧視暴力行為及性別平等基礎的重

視。 
環境網絡的代表發言: 不要再破壞母親地球，重視青年人自殺問

題，地球氣候變化的問題。建議對於領土發展、森林砍伐、原住民

的權益以及原住民的下一代有權利享受地球所提供的環境，我們是

向她借來的，而非擁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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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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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美國紐約台灣辦事處 seminar 
日期時間 2015/04/22 14:00  

地點 紐約辦事處會議室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原民會副主委陳張培倫此次發表了有關高等教育及原住民自治

的相關問題。 

今年林春鳳教授以這些年來的台灣原住民為標題，討論如何運

用原住民智慧協助主流社會。先從台灣原住民政策開始，從荷蘭時

期 ， 歷 經 日 治 時 代 一 直 到 國 民 政 府 來 台 至 今 。 同 胞 化 時 期

（1945--1985）、正名時期（1985--2000）、名實相爭時期（2000 年之

後）、原住民族基本法 (2005~)、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2007)。

接著闡述現今的原住民教育。特別是原住民在音樂、舞蹈、刺繡、

文化創產、原住民的傳統智慧方面的優勢。如何製造出空間與機會

讓原住民的傳統智慧來幫助主流社會。在空間方面，原住民的智慧

如果沒有原住民的參與, 就無法滋潤原住民的母體文化，她的角色是

無可替代的, 不然這種智慧是沒有生命的。文化的存在正是原住民主

體創造力的激發, 原住民正在努力的寫自已的歷史。在機會方面，原

住民工藝、編織、音樂早已在國際享有盛名〪尤其服飾和許多生活

藝品的現代轉化，其潛在的能量根本無法估計！原住民的有機市

場，強化了在地食物系統的文化，生態及食物主權價值，才有可能

建立有益於文化傳承、環境永續的部落主體經濟！在善用原住民人

才方面，擁有多元文化的台灣，被喻為南島民族的發源地。從世界

觀審視台灣來發展，將來台灣不論是成為南島文化中心，或是在推

動部落觀光產業，都急需培養國際化人才。而原住民成為了首選！

讓原住民有機會在外擴展視野，回到自己的部落，能將所學運用在

部落的經營與族人的帶領上，成為改變部落的希望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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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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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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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美國紐約台灣辦事處歡迎餐敍 

日期時間 2015/04/22 18:00  

地點 紐約辦事處一樓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為了這次的 seminar 紐約台北辦事處也特別舉行了歡迎餐敍。由成

員林春鳳教教、梁芬美老師、陳明珠校長、陳永智老師等先上台表

演四首原住民歌謠，獲得全場嘉賓熱情的掌聲。 

駐美國紐約台北辦公室張大使上台致詞，歡迎外國嘉賓及本次

由台灣來的成員的參與。副主委陳張培倫先生特別應邀上台致詞，

特別是轉達主委對駐美國紐約台灣辦事處張大使，以及所有工作人

員鼎力配合這次的活動。 後再由 Lima 青年工作小組的成員上台表

演相當賣力的原住民舞蹈及歌謠。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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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各國原住民服飾及藝品交流 

日期時間 2015/04/23 12:00  

地點 Church Center 二樓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所有南島原住民的傳統飾及飾品全部在這天都齊聚一堂。除了

彼此欣賞它們的美之外，更添加了許多的豐富性！在這可以看到許

多手工非常精細的藝品，實在不得不佩服老天爺給原住的智慧，從

身邊隨手可得的天然物，就能編織出令人嘆為觀止的作品！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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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永懷 Ingrid Washinawatok El-Issa 紀念晚會 
日期時間 2015/04/24 18:30  

地點 Church Center 二樓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Ingrid 曾經是第一位正式參與聯合國人權相關會議的美國原住民女

性，後來擔任聯合國世界原住民族十年的非政府組織委員會主席，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代表，也是聯合國原住民人口工作小組的成員。

在每一年常設論壇舉辦的期間，女飛鷹女性基金會都會舉辦懷念

Ingrid Washinawatok el-Issa 的晚會，Ingrid 是北威士康辛州 Menominee
族的族人，以 Menominee 族的族語，她的名字 O’Peqtaw-Metamoh
就是「飛鷹女（Flying Eagle Woman）」的意思。她為了原住民族權

利奉獻畢生心力，甚至犧牲生命，在世時，曾經成立一個旨在復振

原住民族語言的基金。在 1999 年，她和夏威夷權利運動者 Lahe’ena’e 
Gay 以及環境運動者 Terence Freitas 受到哥倫比亞 U’wa 族的邀請，

到哥倫比亞的偏遠高地地區協助 U’wa 族建立學校系統，卻在同年 2

月 25 日 ， 在 前 往 U’wa 族 區 域 的 路 上 ， 被 哥 倫 比 亞 解 放 軍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 FARC）綁架，三位人權奮

鬥者的遺體在一週後於委內瑞拉邊境被發現，Ingrid 結束了短短 41

年的生命。 

在 Ingrid 遇害後，她的巴勒斯坦籍丈夫 Ali El-Issa 成立了以她

為名的基金會女飛鷹和平正義主權基金會（Ingrid Washinawatok 
El-Issa Flying Eagle Woman Fund for Peace, Justice and Sovereignty），

要承續 Ingrid 的未竟之業，除了透過出版書籍、影像和從事其他教

育活動，以繼續 Ingrid 的族語復振工作外，也提供小額贊助和獎學

金的方式，協助其他促進原住民族福祉工作的推行。 台灣的原住民

族團體和女飛鷹基金會有過許多的合作，曾經也有台灣的原住民族

人到該基金會實習，在參與論壇時，該基金會也多次協助台灣原住

民族人的註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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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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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太平洋工作小組由林春鳳教授發表聲明稿 
日期時間 2015/04/27 10:00  

地點 聯合國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這是太平洋工作小組所擬的聲明稿。 
內容是有關為了實現在永續發展的目標框架中社會公正，必需要

改變的經濟操作系統，特別是在減少貧窮及環境保護的持續發展。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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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稿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Interven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quitable Wealth Distribution 
 

Check against delivery 

14th SESSION   

New York 20 April-1 May 2015 

 

ITEM 7: Human Rights 

Deliver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dam Chair, 

 

Our host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se lands, honorable indigenous brothers and sisters, Permanent Forum 

members, and other delegates to the Permanent Forum, 

RECOMMENDATIONS 

The Pacific Caucus recommends: 

1. That, in line with: 

a. the Outcome Document from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Indigenous Issues (particularly 

Operative Paragraphs 11, 23, 25, 26, 31 and 34); and 

b. the post 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articularly Goals 1, 8, 10, 16 and 17):- 

the Permanent Forum requests that an appropriate mechanism of the United Nations urgently 

convenes an indigenous peoples’ summit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innovative mechanisms for 

realizing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wealth in society, with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s actively from social justice experts, relevant UN Agencies and other key civil society 

stakeholders.  

MADAM CHAIR, 

2. On Thursday, at both the Plenary Sess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dialogue with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and fund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and at Side Even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t was made clear by successive speakers that significant and critical changes to 

economic operating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must be made if we are to realize true social justice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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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DG framework – particularly as relates to the goals of poverty red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This would seem to be supported by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hose Global Risk Report 20151 

strongly cautions that Stakeholders have been slow to addres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climate change 

or “to address their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humanitarian consequences.” (p21).   

4. The report goes on to say that “As societies become…more polarized into the haves and have-nots, 

they will become harder to govern effectively. This in turn increases…the potential for a 

self-reinforcing downward spiral into social chaos. States will need to mitigate this risk through 

policies to make growth more inclusive” (p16 – our emphasis), and this must include prioritizing the 

cre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echanisms for a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society. Rising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weak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are among the key drivers 

of social fragility.” 

5. Put another way, currency (or what’s often mistakenly referred to as “money”) is the primary energy 

of today.  “Currency” is the vehicle by which power moves around society – power goes where 

money flows. 

6. So our proposal is basically a call for MAJOR and RADICAL reform of the failed capitalist economic 

operating systems that routinely, cyclically and insidiously transfer the wealth of what we’ve come to 

know as “the 99%” of people of the World/ the “have nots” (which is disproportionately indigenous 

peoples) to the “1%” of the “haves”/ the Plutocrats, or the obscenely rich – and their corporate 

entities. 

7. This proposal infers a need for reform across a number of areas2 including: 

a. The setting and enforcement of fair taxation rates for citizens, but especially for corporate entities;  

                                                 
1  This report highlights a number of global risks ranked according to highest likelihood and highest impact.  See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risks-2015/.  
2  E.g. see extensive publications and talks by Naomi Klein (e.g.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with Ownen Jon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hJA7HCPHDA), Noam Chomsky (e.g. “How to ruin an econo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mhj-j0z-fk), Chris Hedges (e.g. “The pathology of the ric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6unS2JF8TA), Henry Giroux (e.g. “Zombie politi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_FP-7_UUNI),  Elizabeth Warren (e.g. “Fighting back against Wall Street Gian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W97SOruxQ), Edgar Cahn (e.g. “Building the Core Economy”,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deABsB3TBU)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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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nsuring so-called “free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re fully 

compliant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negotiating parties’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to Indigenous Peoples and affected citizens; 

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currency creation ‘out of nothing’ by those institutions 

(which is arguably a legalized form of ‘counterfeiting’); and 

d. The systematic and cyclical collapse of “fiat” currencies – or in other words, currencies that: 

i. have no inherent value because they aren’t backed up by any real commodity (like gold or 

silver); and  

ii. don’t hold their value over time (that’s what “inflation” is: it’s not the prices of things 

increasing so much as the value of currency DECREASING):- 

…therefore, fiat currencies (arguably the most insidious fraudulent scam of our time), are 

always prone to eventual collapse, and this simultaneously triggers a series of processes which 

sees the 99% lose their hard-earned value (in their savings in banks, in their investments, in 

their homes, and so on) to the 1% of wealthy Plutocrats in society.  

8. The current failed economic operating system, Madam Chair, is one of, if not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compelling causes of ever-increasing oppression and poverty in the World.  And neither those who 

by various means control this operating system, nor we the affected people and Peoples of the World, 

can any longer plead “plausible deniability” because we know those “powers that be” totally contrive 

this process with impunity – worse still, they benefit more and more with each cycle of ‘financial 

collapse’.  If w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ike-minded ‘critical friends’ in wider society, are to 

address oppression and poverty, then we must start the hard conversation about its systemic causes – 

we must address this “unmentionable” elephant in the room, and we must do it now. 

Thank you Madam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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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論譠議程- 
日期時間 2015/04/28 10:00 

地點 聯合國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丹麥代表替北歐國家發言: 促進原住民土地保護，實現聯合國原

住宣言的權利。需要良好的結構來支持，常設論壇是開對話的第一

個也是 好的平台，更是一個很好的機制。北歐國家希望能夠改善

北部國家原住民的生活制度。格陵蘭地區的人權問題，我們對系統

進行了全面的調查。我們需要平住民與政府之間進行對話，來實現

更有包容式的工作方法，區域政府間組織之間的作用影响很大，需

要建立一個相互信任的氣氛。使得各個行動坊可進行有建設性的對

話。並且建立磋商的機制，更要澄清土地權及土地使用的情況。孟

加拉人民地使用的情形是這裡的爭端是由土地的使用權所引起。希

望孟加拉政府能推進土地協議的部份，成立一個解決土地爭端的委

員會，以確保這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發展署代表發言: 針對 2009 年以來瓜地馬拉政府的進展，在原

住民司法公正、教育、參政所做的貢獻。尤是在水權及婦女文化權

利方面。教育方面特重雙語教育，將文化教育納入國家的系統當中。

提供婦女更多的教育機會，強化婦女及青年的職能，提高政治意識，

以及加強原住民土地權利的了解。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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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論譠議程- 
日期時間 2015/04/29 10:00 

地點 聯合國 

與會人員 林春鳳、梁芬美、陳明珠、陳永智 

團員心得

與感想 

勞工組織代表發言: 勞工組織公約是為了要保護原住民的權

利，例如充份實現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對傳統能夠有相當的尊重。

原住民傳統的生活方式目前還是受到相當大的挑戰。原住民在就業

的時候會受到歧視，通常是處於一個很不利的情形，在生活方面沒

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和保護，所以為了要彌補這個缺失，就要在公共

政策上擬定出一個符合原住民的工作法。 
  婦女代表 Kara-kys Arakchaa 的專題報導: 婦女特別是原住民的

婦女是很活耀的，像有許有教員大多是婦女，也有人是擔任高層的

工作，例如是醫生。我主張性別平等，特別是原住民的性別平等。

同時，我指出，在更高領域方面，婦女的比例較低，這是件好事還

是壞事？這問題我很難回答！婦女可說是家庭心臟的保護者，我也

不能說這是婦女的唯一作用，我看見婦女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所

以我認為所有的事都應該要考慮到男女平等這件事。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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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與會人員心得報告�

林春鳳教授 

 

第十四聯合國原住民族論壇 

第一天(4 月 19 日)這一天下午七點十分的長榮航空將我忙錄的身體帶離學校及農場，還有一堆忙不

完的事，整路睡到無法醒，我再一次踏上往紐約的聯合國路，我們將參加世界原住民族的宴會，在

19 日當天半夜抵逹紐約，轉了幾趟地鉄，我們來到皇后區，住進袁先生的民宿也是美國期間的暫

時的家中，我們又睡一下覺。 

 
第二天(4 月 20 日)這一天台北註紐約辦事處的章大使請大家吃飯，也為大家洗一洗塵，大家深感溫

馨，因為有人在異鄉用自己的語言可以連絡。吃完了飯我們有一個溝通良好的座談會，章大使實在

很客氣，但我們參會的成員該有足夠的準備，所以談了許多議題， 後很愉快地道別，大家除了積

極參加大會外，也為週二自家辦理之研討會而準備。 

 
第三天(4 月 21 日)這一天先參加大會的討論，聽取許多原住民族參與者之意見，這一天的晚上是大

會的歡迎茶會，我們在會場穿著阿美族、卑南族和鄒族的服裝，這樣的組合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

我們也成功地交了許多新朋友也和老朋友打招呼， 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內部力量的形成。 

 
第四天(4 月 22 日)上午是正常的大會，我們一早就到聯合國大廈的餐廳參加太平洋工作小組的會

議，這一天下午則有有台北註紐約辦事處的研討會，從中午起就有章大使精心準備的午餐，下午兩

點開始座談會，原住民族委員會陳張培倫副主委也在會中發表我國原住民族教育之現況，我則參加

與談的角色，談如何應用原住民族智慧來促進主流社會的發展，也同時強化原住民族永續土地利用

與文化發展的根基。 

 
第五天(4 月 23 日)一大早便參加太平洋工作小組會議，整個早上沒有發言，但聽取其他的原住民的

意見也是很有意思，因為我們經常無法加入他們的討論，因為台灣的原住民族實在是幸運的，我們

的經濟與法律改革讓原住民族有空間發揮與成長，長期的運作需要相當的能量因為用說的很容易，

要改變是靠長期的努力。 

 
第六天（4 月 24 日）太平洋工作小組的成員繼續回國，大家有一些討論也有一些默契，大家討論

到每一個議案都要發言，也輪流擔任寫聲明稿的角色，有一個議題因為負青寫的紐西蘭人週一可能

不在會場，她請求有人代為發表，當時我表示願意加入傳統知識這個議題的討論，但沒有想在大會

發言，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其他各國通常為佔發言機會也極少將機會讓出來，但在工作

小組之後的會場，紐西蘭的伙伴過來找我並提及讓我在大會發言的建議，我想也好，讓台灣的顏色

可以在這個大會裡留下，也就欣然答應了，答應後工作就開始了，他們將聲明稿寄給我，我一看頭

都大了，他們的句子與用字跟我的習慣大大不同，但己經答應了就要認真地做，所以決定給他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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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我可以投入感情的內容，也將時間控制在四分鐘內，也將在週末裡好好的練習囉！ 

 
第七天(4 月 25 日)這一天我們去波士頓，哈佛大學是以前曾去過的地方，今天再回遊，環境的教育

真是有其力量，我也被鼓勵了，有時旅程不要太匆忙，己經來波士頓第四次了但對它的市容及生活

圈並沒有清楚，生命的歷程要慢慢品味，一大早搭八點的巴士往波士頓，走進哈佛的校園，慢慢地

體會當地的氣質，我們在這裡深深地被感動。 

 
第八天(4 月 26 日)圖書館和老城市的街道，尤其是街頭的樹木都開了花，我在這樣的春天醉了，在

波士頓有一餐美味的午餐，還有氣質散步路線，在圖書館與教堂的下午對話，也足於讓我回味無窮。 

 
第九天(4 月 27 日)星期一回到紐約，但這一天看似平靜，實際上不簡單，整個上午為了等待被點名，

過度認真地聽主席的每一句話，差點讓我的膀胱爆炸，為了這次在大會的發言，我穿上 多配件的

阿美族舞衣，戴上很多亮片和吸管的花帽。回想多年來參加聯合國論壇，總沒有機會在現場發言，

但這一次機會像是上帝安排的舞台，我沒有任何用力，但它卻自動來到我面前，我實在不好意思，

但我也明瞭這個遊戲場所的機制，於是緊緊掌握這個機會，認真的發揮阿美族的美麗歌聲，之後再

慢條思理的唸其中的內容，主席還讚賞我對時間的當握，而我得意的是阿美族的服飾和歌曲的開場

以及 後用族語謝謝大家的聆聽，這是一次成功的展現。 

 
第十天(4 月 28 日這一天先參加太平洋工作小組會議，大家討論太平洋組織如何有效地運作，及如

何分工，我實在無法做任何承諾，因為長期的運作下，我們是零散的，並沒有任何力量來支持國際

經織之運作，這個我必需建議我們的政府如何利用部份資源來營運這些連結，經我詢問後發現這些

人不斷參加國際會議是善用自己與公家的資源，我也想如何培養一些企業合作機制。大家也決定多

參與大會的發言讓太平洋的參與更為活絡。 

 
  上午大會是討論原住民族性別議題，三月的婦女地位會議被提出來談，國際原住民族婦女的地

位如何呢？很多婦女發言談原住族婦女的表現與接受新的挑戰。 

 
第十一天(4 月 29 日)倒數第二天我們仍然走到會場去聽聽其他的國家的發言內容。早上的會議從九

點開始，這是充足的睡眼時間，我們慢慢處理我們的工作和在公園裡運動過後再走過去，在大會裡

又遇到許多新的朋友及老朋友，有一些是孩子的朋友，也就是青年工作小組的成員。 

 
第十二天(4 月 30 日)準備回國了，決定給自己放一天假。也思考未來的工作，大會也在計畫這件事，

但這樣的結果有多少比例是被考慮的，我要回去務實的工作，讓我們的國家有機會走向健康與公

平。但無論要如何運作這些事情總要有相當的健康，因為健康是我唯一相信的事實，希望每天都有

具體的進步，給自己加油也給社會更多的力量。博物館原本是是這一天的重點，因為印弟安的文化

在這裡展現，利用這個機會去看一看他的內容。但卻被中央公園的春天搶走了注意力，只好下次再

訪了，對了，這一天我們也到自由女神的身邊繞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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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每一次的參與都有不同的感受與心得， 重要的是台灣的國際處境，我們真是沒有被重視，但我們

仍然自己走進來，比較其他國家的原住民族情況，我們有相當的水準，尤其在教育的情況，我們接

受相當的教育之後在自我管理與合作機制有相當的成效，這個部份是國家進步的現象，在這個國際

會場實在看著其他的原住民族仍然與主流的對抗有一些不捨，國家的進步真的是大家的幸福，如何

再進一步的展現更安定的生活與協助大家的成長是要不斷努力的區域。所以這個心得分成幾個部份

來呈現： 
一、 長期運作國際會議的參與：不論我們是不是聯合國的成員，但人權的保障在聯合國裡是不能被忽視的，

長期的參與可以讓世界各國的人知道台灣的存在，這可以協助國家形象的提升，也可以幫助其他國的

成長，持續邀請國際的專家到國內是一種健康與和平的做法。所以分組運作與長期的結合其他各國的

代表的情感有其重要性。 

二、 國際人才的培育與機會之提供：在聯合國現場是實際的外交的場域，每個人到這裡都可以獨立成為台

灣的品牌的機會，所以我們在國內培訓原住民族的國際人才，要有通路讓這些人才去探索，這次帶去

的伙伴都是從人才培訓中找出來的精英， 重要的是有部落的經驗，這樣進可攻退可守的原住民族外

交人才要長期的培養，另外，留學在外的原住民族學子也要善用，因為這些人可以有較熟悉的環境優

先權，以及語言之便利。 

三、 國際合作的機制：在會場看到多年來一直參加聯合國事務的伙伴，就很佩服他們的體力，詢問之下才

知道這些人原來是自願與自發的行動結果，經費的部份也是自己特別準備的，這實在是讓我佩服不己，

我們也要與他們保持長期的合作關係，所以電子信箱與臉書都己連結 了。 

四、 自我與國家形象之成長：對於國際事務不是背法規或過去歷史就可以與人交換經驗，而是要將國際經

驗帶回國內，再將國內的情況與其他國家的友人分享，一來一往為求 大的成果，參加國際事務的個

人也要注意服裝與談吐，這樣才不會失去我們的競爭力。 

總而言之，多年的參與後仍然有許多空間可以再學習與進步，我們要不斷地努力讓我們的生活

更為進步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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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芬美老師 

Side Event: 
Indigenous Women Struggling for Their Right/ FIMI／THE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WOMEN'S FORUM 

原住� 民婦� 女爭取� 人權的奮� 鬥／世界原住� 民族婦� 女議會 

世界原住� 民族議會成� 立於� 一九九五年於北京的第四屆世界原住 

� 民婦� 女� 大會。在會議中原住� 民婦� 女相互交流經驗，要求� 一些原 

住� 民婦� 女所需，發現世界原住� 民有需要有全球聯盟組織的實質需求。 

國際原住� 民婦� 女議會致� 力於建構全球原住� 民婦� 女的聯絡網結合原住� 民婦� 女的領導� 人和

婦� 女人權運動者，從世界不同的地區去結合去 解決共同的問題，達成共同的目標！更鼓勵原住

民婦女參與決策，尤其是在關於婦女人權議題的決策。世界原住民族婦女議會撇開任何形式的歧

視，使原住民婦女在經濟，法律制度，教育。任何的策略決定中有決定權自主權。讓原著民婦女能

完全享有基本的人權，追求夢想，平等的發揮才能。我們原住民的聲音會被聽到的！ 

 

A. 原住民族婦女對抗暴力。 

婦女對抗各種暴力是原住民婦女議會的前提工作。第一個重點是從原住民婦女的的角度去思考反應

暴力的意向，去描述實在的情況， 指出好的運作和進一步的指標。做更好 預防進而消滅暴力的行

為！從2010我們一直建構原住民族婦女對抗暴力 機制，原住民族婦女提出建議政府的機制去掌

控，認清原著民族婦女所面對的暴力問題的形式和嚴重的程度。希望和世界的人權組織結合！對於

原住民暴力缺乏正確的資訊，所以我們需要作調查收集各地方的資料。 

到目前，原住民族婦女議會和地方結合 成功的例子在墨西哥，瓜地馬拉，巴拿馬，宏都拉斯和尼

加拉瓜都有。 

 

B. 參與及推動支持政治活動。 

世界原住民婦女議會全力支持原住民婦女參與政治活動，加強原住民婦女的力量和辦事的能力。 

1，主張在國際和地區政治活動中加入原住民婦女議題。 

2，掌握國際關於原住民婦女人權的協定。 

3，加強及結合原住民族婦女的聯絡網和社會運動的共同體。 

4，增加原住民族婦女領導人在關鍵議題和活動的的能見度。 

這些策略是在實施，協調聯合國制度下的機構和原住民族婦女的夥伴關係以促進全球的共識。讓大

家認知原住民婦女不是少數更不是弱勢團體。 

 

C，建立全球原住民婦女領導人員學校有自主的能力和領導能力是由參與，能力的加強和組織能力

的加強訓練的過程的總和。原住民婦女運動重視能力的訓練，使原住民族婦女有更好的方法去參與

施行人權，更可在不同的議題和事件中做決定。 

原住民婦女領導人員學校已連續好多年且於2013加強國際人權及策略。在2013, 27個 來自太平洋，

拉丁美洲，北極，亞洲，非洲和北美洲的婦女運動和原住民的領袖參與領導人員學校的課程。過了

十個月在哥倫比亞和聯合國的緊密的課程，個別學習如何參與聯合國的會談後，在知識和領導能力

上都有顯著的進步。 

 

Onondaga 族國的主權/ 一個在聯合國的聲音: By Wendy Gonyea 

 原住民族在聯合國 可以 發表言論 也可以被聯合國重視 的起源於先前 60 年代和 70 年代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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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爭活動和集合團結的意識. 原住民族抗議反對對原住民不正義和不公平的待遇，很多都是針對

美國各種不同的相關政策和不同的相關機關。 

 聯接共有的傳統和歷史, 這個行動逐漸增強加速.然後運作到 Haudenosaunee 族的大議會。從西

半球的領袖們在瑞士舉行了 NGO 有關原住民被歧視的議題的會議. 當時 Haudenosaunee 族是由

Leon Shenandoah 酋長所帶領.  他們自己帶著 Onondaga 族國所發的護照. 這是史無前例的里程碑. 

到了瑞士, 他們堅持請瑞士承認他們的國加, 且用他們族國的護照進入瑞士. 在瑞士的會議中, 原

住民的代表 在原著民的生存,傳統文化的價值,和環境的議題傳達了非常強烈有力的資訊。 

 它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和很多原住民族專注致力於推動聯合國把原住民族的議題納入聯合國的

會議討論.  原住民的聲音才得以被聽到被重視.1993 年被聯合國指定為原住民族日, 也將以前的”

原住民人口”改為”原住民族”. 接下來在 1995-2004 被稱為”世界原住民族的十年”，  雖然原住民

的議題已搬上台面, 但聯合國的實際行動都不確定且不另人滿意. 終於在 23 年後有了很大的勝利, 

成立了原住民議題的常設論談. 專門討論原住民議題. 這議會的主要目的是引起大家對原住民族議

題的注意. 

 聯合國原住民族常設論壇剛開始 主要的一項工作是世界原住民族人權草案. 在 2007 年九月

13 日, 正式通過世界原住民族人權宣言.(DRIP) 那是歷史性的議刻.長期在國際上爭取原住民權益

的努力終於獲得極大得迴響. 這宣言是 新 全面的 周全的原住民人權正式的國際法.  它包括

了自治權,土地和資源權,談判權,被承認全,個人及大眾的保護權.....等等。 

 

原住民在歷史上的歧視/ Wendy Gonyea 

**我們沒有少任何其他種族之所以為人的元素! 

我們尋求的只是公平待遇, 不論這四百年來和你們對原住民共同存在的不平等! 

這種尊重的概念, 或謙卑的態度是整個美國國家的頭條新聞. 去尋找學校槍殺案,爆物恐嚇,暴動

等社會暴力行為 原因的答案和解決之道. 一種新世代已到警界點的致命的暴力在原本平合安祥的

美國夢注入了悲慘的夢靨! 

美國很慢地去承認去認知在建立新過家的過程中對待原住民族的"錯誤", 被迫害的變迫害者, 自

由的尋求者便成擁有奴隸的人, 飢餓的人變成貪的無厭的人!  在幾乎消滅美國原住民後,無數的美

國政府的策略試著把美國印的安人放在"正確的廂子(定位)".  於是 遷移原住民, 劃定原住民自治

區, 放原住民族孩子在遠離家鄉的集中管理學校. 為了要推展證明統治者消滅原住民族的文化是對

得統治.還好, 沒有任何策略成功! 原住民族,印地安的文化逃過迫害存活下來一直到現在!  傳統的

部落持續地依著祖先的路用祖先智慧傳承著. 

是那些古老的緊密結合讓我們原住民連接在一起. 不論是哪一個原住民族,對這個土地有相似的

祭祀信仰, 相似的文化, 更有相似的特質!  我們知道我們是誰, 但是非原住民的社會不知道我們

是誰! 

非原住民對原住民族有很多的偏見. 大部份是不實在的和汙衊的. 從孩子的兒歌開始一直腐蝕

歪曲著大眾的觀念. 很多教育扭曲事實, 偷竊原住民土地的被稱為"本來就該有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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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珠校長 

從部落到美國，做「美夢」 
    我是國小退休校長，在教育界服務 32 年，不曾離開花蓮的原住民部落一天，在真實的原住

民世界裡學會如何當一位老師 15 年、當主任 4 年、當校長 13 年。這過程就像蓋房子一樣，沒有穩

固的一樓基礎是無法蓋大樓。百年才能樹人，所以身為老師的價值與理解，也許要在十年二十年後

才會發生。 

 

    我有幸在每個服務的學校經歷中，都有著老師、孩子、家長的提攜與協助，遇見的都是願意一

起為學校教育努力的伙伴，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一直是緊密的。我用了近 20 年的假日到部落作田野

工作，32 年的部落學校從事教育，我的工作不是在山區就是在海邊，所以就更十足是個放肆的山

地人，『瘋癲』的自由滋味讓我時時有燦爛的心情，每一時刻都過得美好。 

 

    我很幸運的一個接一個的夢想實現，都有部落婦女、好朋友、學校老師、家長和孩子們的共同

圓夢。我創建部落教室、走遍花東的部落豐年祭、投入反火力發電廠在花蓮設廠的社會行動、參與

國際藝術創作營、輔導部落特色產業、帶領孩子參加全國舞蹈比賽、阿美族網路社群建置計畫的執

行、行動繪本館的落腳、假日學校的設立、傳統舞蹈的親自演出、二手物流中心及部落關懷、夢想

鼓隊的遊走打鼓……。無一不是因為在部落築夢後即刻行動，而得到有趣的生活遊戲。於是生命成

了一種慶祝，持續不斷的歡宴。 

  

    我夢想的靈感大都來自部落。部落裡有許多人生悲喜劇，然不管多麼悲情，   

同胞們都能幽默看待，活得似乎相當開心。我相信部落同胞，所以相信人性，所 

以樂觀的不停有夢，不斷做夢。夢想幾乎包括我全部的生活與歲月。 

     

    這一回築夢，竟然做到美國去，無畏帶著濃厚的部落情感，心中滿滿的感激這緣份。還有更長

遠的感佩這 10 天的會議我感動於外交部同仁、原民會、林春鳳主任、洪簡廷卉主席……為台灣

原住民困境所做的努力，為更多的眾人服務。 重要的是我相信這股力量一定會改變世界！ 

初次參加的瞭解 
    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UNPFII）是應全球原住民要求在聯合國設立的高層級常設機

構。今 104 年論壇自 4 月 20 日至 5 月 1 日舉行，為期 2 週。台灣方面由阿美族學者、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林 春 鳳 以 及 卑 南 族 的 全 球 原 住 民 青 年 工 作

小組主席洪簡廷卉等組團出席，我有幸參與林春鳳主任的團隊，於 4 月 20 日凌晨抵達

美國紐約出席兩週的會議。 

 

    林春鳳主任過去幾年非常積極參與聯合國原住民 NGO 團體相關會議，透過各種平

台與國際人士交流發聲，讓其他國家瞭解台灣原住民的經社發展情況。聯合國第 14 屆

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 4 月 20 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登場，除了台灣學界及民間社團組團

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陳張培倫也出席美國紐約參與外交部駐紐約辦事處的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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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 104 年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 （UNPFII）會議持續關注原住民在經濟及社會發

展、文化、環境、教育、健康及人權方面議題，主題為 2015 後發展的全球原住民饑餓

和疾病議程。 

 

    另外台灣為配合聯合國常設論壇，外交部駐紐約辦事處的台北經文處也與聯合國系

統學術理事會（ACUNS）合作，也在同時間舉辦論壇，並於 4 月 22 日廣邀聯合國代表團及

相關 NGO 組織官員學者召開研討會、列席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的各國原住民參與活動，討

論 2015 年後發展：良治、人權、發展。研討會由駐紐約經文處處長章文樑主持，原住

民族委員會副主委陳張培倫亦來美出席研討會，擔任「高等教育及原住民自治」專題主

講人。林春鳳主任亦有發表。 

 

會議中的「土著」 

 
    自 2002 年起，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始舉行聯合國原住民族議題常設論壇，直至今年，這已是個

舉行超過十年的論壇。台灣政府雖然非聯合國成員，但仍舊有許多官方與非官方組織的台灣原住民

團體連結美國在地非政府組織與台裔美國人，以觀察員的身分列席參與此全球原住民盛事。 

 

    然有趣的是，我參與此次活動時問起他國原住民後，發現多年來中國政府也是年年參與此論

壇，但卻未曾看過中國「原住民」參與此論壇。中國政府每年必出席活動，屬於一種監督者的角色，

觀察有無參與活動的與會國家原住民提及「台灣」與「中國少數民族」等敏感詞彙。  

 

    本人在參與 4 月 20 日至 5 月 1 日會議時，在現場服務的直譯中，始終沒有聽見「原住民」

此詞彙，現場直譯人稱「原住民」為「土著」，我還一時反應不過來。後來才得知「土著」其實意

思類似早年台灣閩客人稱原住民為「番仔」。而中國政府在處理族群議題上，統稱「非主流族裔」

為「少數民族」。由於漢族以外的 55 個民族相對漢族人口較少，習慣上被稱為「少數民族」。 

 

    在此「大一統」的概念下，「中國」變成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稱呼，凡是統治過漢族的滿清或是

蒙古，又或是漢族統治過的地區都屬於中國，長年居住在新疆地區信奉不同宗教的維吾爾族是中

國，古土番國（Tibet）也是中國。所以，在中國從未出現「原住民」，唯有「少數民族」。 

 

    後來我查得資料，世界原住民經過二十多年努力，聯合國於 2007 年決議文通過宣告「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

國政府是贊成此決議的國家。但美國、加拿大、紐西蘭和澳洲反而投下反對票，前蘇聯國家如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

與非洲國家集團也分別投下棄權或是選擇缺席。投下反對票的國家正是因為正視原住民族群的存在而做了這選擇，但

也可以說他們的反對，仍是既得利益階級無法賦予原住民應有的權利。反倒是中國政府的贊成讓人驚異，原來中國仗

著「中華民族」並不存在「原住民」的人權問題，所以對於中國政府必不存在任何政權上的威脅，而因此投下贊成的

一票。詭異的是中國雖投下贊成的一票，卻又同時打壓台灣原住民的出席！ 

     

    我台灣非聯合國會員國，又面臨中國的杯葛，參加此 104 年 原 住 民 議 題 常 設 論 壇 （ UNPFII） 會 議 的 開 幕

時 ， 我 和 另 一 夥 伴 還 勞 煩 外 交 部 駐 紐 約 辦 事 處 台 北 經 文 處 的 同 仁 們 帶 領 我 們 進 入 議 事 。 當 我 穿 戴 整 齊

阿 美 族 傳 統 服 飾 要 出 席 時 ， 看 到 夥 伴 們 也 盛 裝 出 現 在 會 議 廳 的 那 一 刻 時 ， 自 己 感 動 得 鼻 酸 掉 淚 ， 接 著

被 簇 擁 拍 照 、 又 被 問 起 是 哪 裡 來 的 … … ， 這 給 我 極 大 的 鼓 舞 ， 當 說 出 「 我 從 台 灣 來 」 「 我 是 台 灣 原 住

民 」 時 ， 實 質 上 我 們 已 經 在 國 際 會 議 上 宣 揚 台 灣 的 原 住 民 文 化 ， 並 且 已 經 為 台 灣 原 住 民 同 胞 發 聲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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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工作小組會議  

 
   本屆論壇召開期間，104 年亞洲工作小組從 4 月 22 日起每天上午 8:30 在聯合國總部的餐廳進

行工作會議，討論聲明稿撰寫、發表、小型平行會議…….。亞洲工作小組是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

設論壇底下區域型的工作小組，成員除了少數非原住民學者，主要是當年從南亞、東南亞、東亞至

東北亞等國家出發，前往紐約參加論壇的原住民非政府組織代表。 

 

    本團團員幾乎每天早起搭地鐵換公車，準時出席參與此亞洲工作會議，在會議中，本團成員林

春鳳主任和葉芬美老師均積極發言，提供相關資訊及討論。我因初次參與，所以大都在旁靜靜的從

頭至尾參與會議，雖然幾乎沒有發言，卻是參與論壇能力奠定基礎的 好學習機會，並且可以適時

學習建立與其他國的原住民友好的關係。全英語的會議參與及討論，則是給自己絕佳的實質語言訓

練場域，亦實屬難得。 

     

 

收穫 

 

    透過此次 104 年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UNPFII）會議，我實際參與國 

際社交活動，並近身學習林春鳳主任介紹台灣原住民文化及政治社會狀況，分享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奮鬥過程的成果。也磨練自己學習葉芬美老師，時時散發光 

彩、開開心心投入每件事情的態度。 

 

    這十幾天的行程中，自己也展現 高的工作配合度，出席在許多來自不同國家及不同組織的原

住民與會者、及專家學者的會議場合中，面帶笑容主動示好打招呼，用簡單的英語向各國參與者介

紹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善盡職責提升台灣國際社會形象。 

     

    此後我會更積極參加台灣的相關國際事務的研習，厚植自己參加聯合國事務的能力，藉由聯合

國的平台，與全球精英直接接觸。讓自己熟悉部落文化的優勢，切合的將台灣原住民部落議題與國

際原住民議題接軌，使部落原住民的聲音能夠在國際舞台發聲。 

建議 

    在過去四百年的大國權力競逐中，台灣在世界洪流中漂流了四百年，殖民社會的台灣，原住民的認同與文化是台

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南島語系原住民歷史中重要的資產。是故，我們對台灣政府的期望，應該是用心處理族群

問題而非省籍問題，並且切勿走上對岸中國政府的第二民族政策思維，應該更加重視台灣與台灣原住民的歷史與光榮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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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厚植原住民文化底蘊，並精心的整理分析台灣原住民議題（核廢料處理、傳統產業、部落觀光化、生態破壞、

民族教育……），從中找到可串聯的國際原住民議題，於會議中技術性的接軌台灣原住民議題被討論的可能，推動實

質的參與效益，積極看待參與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的角色。 

  

     

省思 

    更堅定要強化自己語文能力的精進，因為在會議期間，與會團員必須向其他參與者表達自己的

立場及意見，並爭取支持認同，取得溝通談判的優勢，讓自己成為部落原住民議題與國際原住民間

之聯繫。並持續關注國際原住民議題，培養自己國際思維的敏銳度，深度理解問題，掌握主張與觀

點。 

 

    我其實不具備十足清晰的知識去辨別會議的主題核心，但我能隨時隨地保有彈性，可以流動、

可以轉寰。因為我知道不可能用一個理論去面對所有的事情，因為每件事都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與

不同的結果，所以要不停的調整自己，才能適應變化完美平衡。歌要繼續唱，舞要繼續跳，不管有

沒有人喝采，台灣原住民不要迷失真誠心意，因為臺灣的美好就在原住民身上。在來來去去的台灣

原住民身上，可以反覆看見外人沒有的傻勁、純真。 

     

    時間可以深耕一切，也可以收成一切！這 10 天的論壇，有許多議題，我們總無法在短時間釐

清；每個人，皆生有所屬，族群之中有許多關係，然對話則提供了溝通的可能，產生更多的尊重、

寬容、和諧。真摯的情感，就在深刻的同理中延伸……。幾千年的眾生平等的老調，我真的希望能

具體落實成政策。讓世界原住民即便是在一片荒蕪中，也能看見生活的美好。  

     

在紐約冷冷的天裡，緊閉著木門、木窗，和林春鳳主任、葉芬美老師在溫暖的房間裡，共同討

論「數學題」，共同閱讀「國語課文」，彼此分享看法與感受，然後懷抱著滿滿的收獲入夢。感恩這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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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智老師 

     

自從參加完原住民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之後，總算對國際事務有粗淺的認識。對於能夠參加此

次的論壇的我來說，真是驚喜萬分！我認為這是一份榮譽，是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尤其是到美國紐

約這個城市！可以當做是一次旅行，更可說是一個全新的一種學習。 

聯合國，這個不曾有過任何先前想法的名詞，居然在那進出了將近十天的時光。裡頭聚集了從

全世界各地來的人種，只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期待族群或者所代表的國的聲音能被全世界的人聽

到，透過聯合國組織的機制，進而能夠得到幫助。但我從未想過台灣的原住民可以有機會透過論譠

來表達意見，我實在是太小看台灣原住民的實力了。看到林春鳳教授代表太平洋工作小組在聯合國

發表聲明稿的那一剎那，內心使在有很大的感動，久久不能自已。要不是身在其中，我的腦袋瓜是

無法想像的！ 

由於不是聯合國的會員，換證是一大問題，事先準備好的國際學生證終於派得上用場了。此次

我對於各國原住民青年的自殺問題感到相當的震憾！居然這在各國已經是愈來愈嚴重的問題。回頭

看看台灣的原住民自殺問題，想必也會是跟得上時代潮流。想想我的小孩如果也年紀輕輕就結束了

生命，我一定會感到不捨！父母及社會是要付出多少的代價？才能換來一個寶貴的生命？ 

我認為原住民國際人才的培訓要更加落實！應該要更積極的設置一個專職的機構來做培訓。國為這

些未來的國際人才可以延伸出去的觸角能更遠，所產生的影響力會更大。另外，外語能力的培養也

是另一個重點，雖然我是個英語老師，但對於不同腔調的英語實在是難倒了我，有些專有名詞是要

先前做足功課的，才不會在用到的時候腦筋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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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與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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