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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原住民族專門人才

年計畫綱要（83-87 年）》中，即提出了加分優待原住民就讀大專校院研究所深造；保障原住
對於培育原住民優秀人才方面，從擴大原住民升學管道，提供學雜費減免及獎助學金，優先
核定成立原住民相關系所，擴大大學社會服務推廣功能等途徑著手，另亦推動具體措施，如
1. 研訂更多原住民就讀大學及研究所優惠措施，協助原住民完成高等教育；2. 選擇資源條件
較佳之大學增設原住民相關系所，以培養原住民教育學術及實務人才；3. 提供固定獎學金名
額，協助原住民出國深造，並逐年增加名額，以培育原住民高級學術及研究人才等。2 對於原
住民族學術人才培育工作持續推動，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年統計已有 136 名博士；另依

捌、原住民族專門人才

民公費出國留學名額至少 2 名等項目。1 於 1997 年提出《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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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鼓勵原住民學生深造，培養原住民學術人才，教育部於《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五

教育部統計 107 學年度於國內修讀博士學位者有 147 名，修讀碩士學位者也有 1,846 名，可見
於國內研究所深造的原住民學生越來越多。3 因此，於《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
（105-109 年）》中，即提出更多培育原住民族學術人才的相關方案，不僅在高等教育階段提供
更多保障優惠，鼓勵大專校院加強對原住民學生的輔導，並進行相關原住民族研究工作，皆
對於原住民學生激勵起向上深造的動力，尤其對於原住民學生公費留學考試提供名額已增至
10 名，另補助原住民學生自費出國 學生活費用，亦提供補助 45-50 名。4
以 2018 年為例，119 名公費考試錄取人員中，具原住民身分者共計 13 名（男 2 名、女
11 名），占全部公費留考名額的 10.9%，主要以赴美為主。依研究類別觀察，選修之學門以
「教育學門」5 名最多，「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人文學門」及「建築及營建工程學門」各
2 名次之，其他學門如法律及醫藥衛生學門皆有原住民公費留學生。5
相較於原住民族學術人才在培育上仍須持續鼓勵原住民學生自我期許並深造，原住民在
體育方面人才輩出則是國人所有目共睹，因此同樣於《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中，亦
提出了多項培育體育運動人才的相關規劃，如 1. 協調師大、師院體育系增加原住民體育績優
學生保送入學名額，輔導體育學院開設教育學程，並提供保障名額，以培養原住民本土化體
育教師；2. 協助優秀運動選手參與全省性及全國性體育運動競賽；3. 輔助原住民族學校開設
體育班並酌予補助經費利用寒暑假辦理培訓營，有計畫發掘並培育訓練原住民優秀運動人才；
4. 辦理寒暑假原住民青少年奧林匹克運動營，及早發掘體育優秀人才，並給予專業訓練；5. 協
調各中學體育班、體專、體育學院、以及各體育科系保留部分名額，供原住民運動績優生就

1 教育部，《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五年計畫綱要（83-87 年）》（臺北：教育部，1992），頁 20。
2 教育部，《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臺北：教育部，1997），頁 91-93。
3 教育部，《107 學年度原住民學生概況統計》
（臺北：教育部，2019），頁 1。取自 http://stats.moe.gov.
tw/files/ebook/native/107/107native.pdf（檢索日期：2019.04.28）。
4 教育部，《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五年中程計畫（105-109 年）》（臺北：教育部，2015），頁 65。
5 教育部，《107 學年原住民族教育概況分析》
（臺北：教育部，2019），頁 18。取自 http://stats.moe.gov.
tw/files/analysis/107native.pdf（檢索日期：201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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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提供其升學保障以發展其運動長才；6. 於原住民族人口眾多地區成立體育實驗中學，保
送運動績優原住民選手發展體育才能。6
自 1999 年開始依造《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培育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要點》，針對具原住
民身分者之專業人才提供不等獎勵，項目如下：
（一）深造教育：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專校院碩、博士班就讀者及獲得碩、博士學位者，分
別給予獎勵，其獎勵各以一次為限，惟公費生不得請領本獎勵金。
（二）學術專門著作：各學門領域經出版之著作，並經審查評定具有價值者，擇一最優作品予
以獎勵。
（三）發明：取得發明專利權者予以獎勵，擇一獎勵。
（四）專業考試：參加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者予以獎勵（不含檢覈筆試）。
（五）體育傑出人才：參加下列賽會獲得前六名者，擇一最優成績之賽會競賽項目提出獎勵申
請：1.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之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2. 亞洲奧林匹克理事
會主辦之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3. 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主辦之世界運動會正式競賽
項目；4. 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大學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5. 國際單項運動總會
主辦之世界正式錦標（盃）賽；6. 亞洲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亞洲正式錦標（盃）賽；7.
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屬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
會正式競賽項目。
本項獎勵方案往年均委由國立臺東大學進行收件、審核、核發及頒獎等事宜，惟有鑑於
原住民各類專門人才眾多，本章先針對原住民博士及原住民體育傑出人才進行介紹，以瞭解
原住民博士目前狀況，並亦可得知原住民在體育領域傑出人員的概況。

一、原住民族的博士
於 2004 年《生命告白—臺灣原住民博士求學之路》7 一書中，即紀錄 21 位原住民取得博
士學位的過程，且就該書調查於 2004 年時取得博士學位的原住民還不足 30 人。受訪的 21 位
原住民博士們中，雖各都有求學過程中的辛酸歷程，但也都有著傑出的表現。其中排灣族第
一位博士鄭秋雄，是當時（1985 年）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建校 105 年當中第 5 位獲全票通過的
農業博士畢業生。一樣留學日本東京大學的蔡中涵博士，攻讀社會學，返國後參選立法委
員，立委五連任致力於原住民族權利的爭取，戮力於環球科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繼續為失
學的原住民族中年世代作育英才。該書主編為時任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
孔文吉博士，其於求學歷程亦非平順，即使赴美留學取得碩士學位，以及在英國取得博士學
位歸國，卻兩度面臨失業，甚至被迫回部落老家採青椒維生，最後才被延攬進入臺北市政府
服務，之後再當選立法委員迄今。此後，中央研究院針對原住民博士人才進用問題，於 2006
年推動《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博士後研究人員》等計畫，優先進用原住民學者，擇優拔
擢為研究人員陣容。並將在民族學、社會學、臺灣史與語言學等研究所，公開徵求具原住民
身分之博士後學者，延攬進用助理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開出對原民人才進研究單位友善之

6 教育部，《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頁 94-98。
7 中央通訊社編，《生命告白—臺灣原住民博士求學之路》（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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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後續有鄭香妹、周惠民、黃約伯、海樹兒．犮剌拉菲、伊萬．納威等等博士到中研院擔
任研究人員或博士後研究人員。8
原住民博士在學成之後，對原住民族學術領域的投入，以及在各大專校院、文教設施的
服務，亦也表現出令人嘉許的專業。布農族的陳張培倫博士於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工作學
系任教；已退休的泰雅族國中校長曹天瑞博士，則在民族教育持續耕耘並力行終身學習；在
面對原鄉自然災難是其前進攻讀博士的最大動力；泰雅族廖朝明博士原任外事警察，之後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轉攻政治學，現任宜蘭縣大同鄉圖書館及文物館館長；國立東華大學民族
士，其係參與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籌設的重要推手；排灣族瑪達拉．達努巴克博
士，則是以性別研究為研究的專業領域。
亦有前往中國修讀學位的原住民博士，如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阿美
族巴奈母路博士，是第一位到福建師範學院攻讀音樂學的博士；現任苗栗縣議員賽夏族潘秋
榮博士寫出他辭職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攻讀民族學，學成後從公務員再轉跑道從政的抱負。

捌、原住民族專門人才

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的排灣族高德義博士，亦是放棄外交官工作轉攻政治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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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第一線領航原住民專班的排灣族李馨慈博士，是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博士，

海外求學的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分子科學與工程系副教授華國媛博士，擁有排灣族與泰雅族
的身分，目前是臺灣分子生物學領域傑出的女科學家；在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任教的排
灣族樂鍇．祿璞崚岸博士到美國取得地震科學博士。現任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工作的泰雅
族黃約伯博士，一路從小學老師到人類學博士；泰雅族的劉秋玲博士則是到英國攻讀較少人
涉獵的特殊教育博士。 9
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8 年統計已有 136 位博士（名錄詳如下表 8-1）。從族別來看，
以阿美族、排灣族和泰雅族的博士比較多。人口少的民族以卑南族、撒奇萊雅的博士人數比
例相對博士比較多。科系方面以理工、醫學公衛生技生化、教育、民族學為多，比較特別的
是解嚴後追尋原住民族主體性過程中，攻讀民族學、政治學和地理學的博士變多，亦可看出
原住民學生對傳統文化、傳統領域、政治權利等研究議題的熱情。
目前這 136 位原住民博士，都以各自的方式回饋故里，幫助新一代的原住民青年，他們
的博士都是在家人、部落、族人支持，甚至是公費留學的協助，支撐他們度過難關與學成。
其中不乏在公部門服務的原住民博士透過立法與施政，提供原住民更貼心、更實際的專業服
務；在學術界的原住民博士則在專業研究之餘，都致力保存原住民語言文化或投身原民教育
或原民基礎教研，希望藉由原住民博士們的努力，扭轉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錯誤認知；也
藉由他們在各領域的努力，打造原住民族的未來新世代的博士，造福社會。

8 王雅萍，〈原住民的博士名錄〉，《原教界》，75（臺北，2017.06），頁 12-17。
9 同前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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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2018 年臺灣原住民族博士名錄
民族

阿美族
Amis

泰雅族
Ata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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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民族人口數

210,041

90,412

單位：人

博士
人數

博士名錄

37

陳進利、蔡中涵、鴻義章、黃新作、鄭香妹、黃榮
山、巴奈．母路、黃東秋、林倩綺、石忠山、林春
鳳、林宏糧、林素珍、周惠民、高靜懿、迪魯．法
那奧、林國峰、王珮郁、張文政、莊明恆、豐東
洋、孫正華、邱宗文、陳士章、李昱叡、李忠岳、
林宛瑩、鴻宗穎、高元義、張曼玲、高夏子、吳一
德、張惟翔、陳亞倫、劉少君、陳誼誠、吳國譽

27

劉三富、楊國誠、孔文吉、王進發、許銘恩（原名：
許炳進）、陳仁姮、賴明豐、廖朝明、林惠美、盧
紹潔、吳玲梅、李義三、官大偉、林昭光、黃孔
良、賴尚志、洪譽瑄、曹天瑞、葉郁婷、許惠娟、
沙部．魯比、羅恩加、高進明、陳豪、黃約伯、劉
秋玲、YawayTesi 李慧慧

排灣族
Paiwan

100,990

29

鄭秋雄、高德義、童春發、潘裕豐、郭李宗文、鄭
總輝、潘宗龍、林源峰、華國媛、許俊才、林逸
文、李馨慈、黃培育、潘婕玉、左祉祥、卓明德、
張金生、周明傑、郭東雄、瑪達拉．達努巴克、余
佳韻、鍾興華 Calivat．Gadu、尤天鳴、葉神保、楊
凭 勳、 戴 錦 秀、 樂 鍇． 祿 璞 岭 岸（ 原 名： 林 挺
立）、童信智、華莫達桑

布農族
Bunun

58,566

7

胡瀚平、海樹兒．犮剌拉菲、高志暐、陳張培倫、
珐济．伊斯坦大 Vaci．Istanda、蘇美琅、田劉從國

卑南族
Puyuma

14,225

9

朱惠琴、溫俊明、曾沈連魁、陳增蔚、林建宏、林
志興、温榛榛（原名：温毓禎）、馬翊航、洪簡廷州

魯凱族
Rukai

13,340

3

台邦．撒沙勒、顏文成、巴清雄

鄒族
Tsou

6,641

4

浦忠成、汪明輝、浦忠勇、方芍又

賽夏族
Saisiyat

6,632

2

日宏煜、潘秋榮

雅美族 達悟族
Yami/Tao

4,616

1

董恩慈

邵族
Thao

789

0

噶瑪蘭族
Kavalan

1,472

0

太魯閣族
Truku

31,598

7

周趙遠鳳、周焦元輝、怡懋蘇米、周美花、梁衍
忠、許健輝、Ciwang Teyra 李美儀

民族

2018 年
民族人口數

博士
人數

撒奇萊雅族
Sakizaya

943

5

洪清一、伊央．撒耘、楊仁煌、陳俊男、林家駿

賽德克族
Sediq

10,074

5

吉娃思．巴萬、蔡志偉、伊萬．納威 Iwan Nawi、
劉得興、張庭瑋

拉阿魯哇族
Hla’alua

401

0

卡那卡那富族
Kanakanavu

339

0

未註明族別
Not registered

118,471

0

總計 Total

562,926

136

博士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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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原住民族專門人才

註：
1. 根據王雅萍，〈原住民的博士名錄〉，《原教界》，75（臺北，2017.06）為基礎，再於 2019 年 4 月前
陸續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提供名單修正。
2. 人口數是依照 2018 年 7 月的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的統計。

二、原住民族體育人才
（一）原住民體育人才的傑出表現
臺灣原住民在臺灣體壇占了一定的比例跟份量，時常參加國內運動賽事，並到國際場合
參與各式體育賽事，如 2017 年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中在男子 100 公尺短跑奪金的選手楊俊瀚
（阿美族），女子 58 公斤級以挺舉打破世界紀錄的選手郭婞淳（阿美族），都是臺灣原住民的
優秀體育人才。而參與的賽事從國民政府來臺初期的臺灣省運動會，1954 年後的亞洲運動
會，及之後的奧運會等各項國際賽事等，都可以看到原住民選手在賽事場上的英姿。
國民政府於 1946 年在臺北舉行了第一屆臺灣省運動會，原住民選手徐天德（阿美族），
參加男子 100 公尺短跑奪下了金牌，呂賢明（阿美族）奪下了男子 110 公尺高欄第 4 名、選
手杜忠義（排灣族）得到男子 5,000 公尺第 6 名的優秀成績 10。從 1946 年第一屆臺灣省運動會
到 2005 年全國運動會，60 年間的臺灣省運動會、區運、全運，原住民選手至少抱走了 1,113
個獎項，數量實在驚人。當中得獎者最多的為阿美族，一共得到 823 個獎項，知名的選手包
括曾經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跳遠比賽的田徑好手林德生等；獲得第二多獎項的選手族別則是
魯凱族，獲得 102 個獎項；第三名則是泰雅族，獲得 81 個獎項，個人獲獎次數最多的分別是
選手林月香（阿美族）以古金水（阿美族），兩人分別都獲獎 29 次。臺灣省田徑賽則是從
1949 年開始，自第一屆臺灣省田徑賽到 1973 年的第 25 屆臺灣省田徑賽，原住民選手一共獲

10 郭鴻明，《優秀臺灣原住民參與田徑運動賽會發展之研究（1946-2006 年）》（臺東：國立臺東大學體
育學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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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388 個獎項，當中 290 個獎項是由阿美族選手所獲得，魯凱族獲得 24 個，泰雅族獲得 23
個獎項，個人方面，獲獎次數最多者是阿美族選手田阿妹，一共獲得了 23 個獎項，居次者的
同為阿美族選手的林德生，一共獲得 13 個獎項。在 1963 年的臺灣省運動會動會中，田阿妹
（阿美族）、黃美玉（阿美族）、林秋滿（阿美族）、楊日妹（阿美族）等 4 位選手，將 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及 800 公尺的 6 面金銀獎牌全數奪下。11
1954 年，臺灣首次參加亞洲運動會，選手楊傳廣（阿美族）參加第二屆亞洲運動會奪下
了一面十項運動金牌，被稱作「亞洲鐵人」；同屆亞洲運動會奪牌的原住民運動員還有林德生
（阿美族），獲得跳遠銅牌。1956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臺灣派出了選手楊傳廣（阿美族）、
吳春財（阿美族）、林德生（阿美族）、蔡成福（泰雅族）等參賽；1960 年羅馬奧林匹克運動
會，楊傳廣在十項運動中以銀牌奪下臺灣第一面奧林匹克運動會獎牌，也替臺灣原住民運動
競賽史上寫下一筆傑出的紀錄；1968 年墨西哥城奧林匹克運動會，擁有平埔族道卡斯族血統
的紀政，參與田徑女子 80 公尺跨欄得到了銅牌，成為臺灣繼楊傳廣之後第二個得到奧林匹克
運動會獎牌的選手，也是臺灣第一個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獎牌的女運動選手，傑出的成績還
被國際媒體稱為「飛躍的羚羊」，以上這些締造臺灣體育界優秀紀錄的選手，都是具有原住
民血統的優秀體育人才 12。

（二）體育獎勵措施
1. 國光體育獎章
國光體育獎章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自 2000 年起，為了表揚及鼓勵優秀體育運動選手所設
置最高等級國家獎章 13。根據國光體育獎章近年資料，較知名的國光體育獎章獲獎原住民選手
包括：2016 年於世界中學生運動會中女子田徑跳遠獲得金牌的阿美族選手江慧琪；在 2017 年
亞洲田徑錦標賽獲得 200 公尺金牌，及同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獲得男子 100 公尺短跑金牌
的阿美族選手楊俊瀚。除了過去的田徑賽以外，近年來原住民運動選手所參與的比賽項目更
涉獵到了諸如龍舟、溜冰等項目，也顯示原住民選手開始多方位地發展各種運動項目。傑出
成績略述如下：
（1）許王淑卉（泰雅族）於 2015 年參加亞洲青少年暨青年柔道錦標賽，獲得青少年女子組
70 公斤級金牌。
（2）楊岱均（阿美族）、范柏絜（阿美族）、江勝群（魯凱族）、彭元杰（泰雅族）、林靖
凱（泰雅族）、林逸達（泰雅族）、及胡冠俞（布農族）、翁耀宗（卡那卡那富族）等
選手於 2015 年參加亞洲（U15）青少棒錦標賽獲得金牌的殊榮。
（3）2017 年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排灣族的溜冰選手宋青陽參加男子滑輪溜冰 3,000 公尺
接力賽，與團隊共同得到了金牌。14
2. 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
原住民族委員會在獎勵原住民專門人才的作業上，也統計了近 7 年參加國內外競賽得獎

11 山海文化雙月刊編輯室，〈原住民重要田徑運動選手名錄〉，孫大川主編，《山海文化雙月刊》，頁
8-15（臺北，1995-1996）。
12 同前註 10。
13《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民國 107 年修正）。
14 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2015-2017 年國光體育獎章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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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育相關人才資料，在獲獎者中不乏有表現傑出的國小選手。根據資料顯示，2011 年獲得
獎勵的原住民運動選手一共有 649 名；2012 年 279 名選手獲獎；2013 年 208 名選手獲獎；
2014 年 281 名選手獲獎；2015 年 245 名；2016 年 384 名；2017 年 282 名；2018 年 470 名。15
3. 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族體育運動人才培育作業要點
有鑑於體育運動經費僅占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千分之 3 至 4，故教育部體育署根據國
育運動相關活動上，並於 2016 年起將盈餘全數納入「運動發展基金」16。而教育部體育署為了
推廣體育運動及培育相關原住民人才，特別訂定了《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族體育
族傳統文化的相關支持：如補助具有地方特色的體育展演相關活動，如阿美族豐年祭、布農
族射耳祭、鄒族戰祭等；以及補助各級原住民鄉鎮舉行原住民傳統特色體育賽事；還有辦理
原住民族傳統體育特色相關營隊等。17

捌、原住民族專門人才

運動人才培育作業要點》，讓運動發展基金可以運用在原住民的體育運動上，也針對原住民

1945-2018

外經驗而推動《運動彩券發行條例》，將九成的運動彩券盈餘運用交給主管機關用於發展體

15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得獎名單。
16 教育部體育數運動發展基金簡介，取自 https://www.sa.gov.tw/wSite/np?ctNode=430&mp=11（檢索日
期：2018.05.10）。
17《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族體育運動人才培育作業要點》（民國 103 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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