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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轉型正義遇到原住民：
馬躍·比吼
成大人文沙龍
整理撰稿 / 朱英韶

若與朋友聊起政治，你可能會聽見他嘀咕著：「我只想好好生活，政治很敏感，可
以不要聊嗎？」但實際上，生活與政治真能切割嗎？有人能自外於政治嗎？真有政
治只歸政治這回事嗎？也許馬躍．比吼（Mayaw Biho）會微笑著回答你的朋友：
「沒有人是局外人。」

52

當轉型正義遇到原住民
講者：馬躍·比吼。

○○○○○○●

共同的生活，無人局外。由此出
發，共同探討與我們切身相關的
在地與國際社會議題。這場演講
之前，由副校長兼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主任林從一致詞，副校長談
到中心的另一個研究核心：「臺
灣學」，期盼能產生更多元的視
角，將臺灣、臺灣人的豐富內涵
展現出來。他認為在二十世紀，
世界變成一個「多元家鄉」的狀
態，人人都可能漂流到各種地
方，有複數家鄉，故鄉常常既是
故鄉，也是他鄉。在這樣的觀點
中，原住民的身分與臺灣社會的
關係又描繪出更複雜的輪廓，例
如轉型正義遇到原住民的時候就
會有所窒礙，但要繼續深入探討
才能真正展現內涵，並帶來更多
收穫。
演講的主持人為國立臺灣文學館
的研究員趙慶華，趙研究員向觀
眾簡介馬躍・比吼的經歷，她風
趣地說：「簡單以一個職業概括
Mayaw，其實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斜槓青年』」。從青年時期到
現在中年，他便擔任紀錄片導
你聽過這句話嗎？這是由「原轉

比吼，近距離交流接觸，並討

演，關注原住民為議題，包括文

小教室」所成立的一個網頁與理

論、省思他帶來的講題：「當

化生活、身份認同問題。他數次

念，成員有歌手巴奈、那布、

轉型正義遇到原住民」。

以無黨籍參與選舉，投入體制內
改革，也曾擔任臺南市政府民族

原民台前台長馬躍‧比吼、各
族的族人、關心土地的各族群

這場演講是今年度第一場的成大

事務委員會的主委，並為臺南市

的朋友，他們2017年於凱道紮

人文沙龍。人文沙龍是由人文社

民族相關的族群事物帶來新意。

營抗爭至今已滿二週年，透過

會科學中心與文學院共同推動，

他也曾進入原住民電視台，而現

許多行動向各方朋友說明原住

首場的共同主辦單位還有多元

今則致力於原轉小教室的運作，

民土地、轉型正義問題，並努

文化研究中心。期待沿著「No

持續擴大轉型正義與原住民的議

力促進議題的討論。而在3月19

O utsiders」的基本精神──每

題，促進更多認識與討論，一直

日這天，臺南的朋友們有幸可

一位講師都是涉入議題至深的行

以來都熱衷參與公共事務，並積

以與其中一位倡導者：馬躍‧

動者；而所有主題，都關乎我們

極為原住民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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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正式開始後，Mayaw風趣的人格特色便吸引了聽
眾的注意力，在字句之間偶爾以幽默的批判口吻針貶
時事，演講場地便傳來哄堂大笑的聲音。而在這場演
講裡，Mayaw選擇以你問我答的方式，不斷地向觀眾
拋出議題，並遞出麥克風，在討論與問答下，完成這
場演講。
Mayaw率先拋出了關於「稱呼」的問題，從「臺
灣」、「原住民」這些詞彙，甚至更遙遠的
「Formosa」，來探知自稱與被稱的關係，從自主性
與被動性來開始思考，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能指」
（符號），其涵蓋的「所指」（意義）是否約定俗
成，永久性固定的？一個大方向的問題拋入大家的腦
海後，Mayaw又提起關於人與土地關係的問題：四千
年前最熱鬧的都市在哪裡？觀眾們七嘴八舌地說出屏
東、臺東、善化等地之後，不等解答，Mayaw又彷彿
跳躍式地詢問：為什麼每年要划龍舟？而原住民為什
演講現場馬躍·比吼與聽眾精彩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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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又去幫別人划龍舟？

○○○○○○●

談論地理根源、民族文化，

接下來Mayaw又詢問在場觀眾，

轉型正義，而他也認為，在不同

Mayaw追問族群的淵源，臺灣人

臺灣需要原住民嗎？他在投影片

時間對正義的觀念，會漸入佳

是南島語系民族嗎？而從語言學

列出了幾點聯合國對「原住民

境。過去曾被認為正確的事，可

的角度，南島語系真的是從臺灣

族」的定義，又直搗核心、回到

能在在下一個統治者的定義下會

發散出去的嗎？源頭又是哪裡？

最初的議題，開始探討原住民到

轉變，而對這些爭議作出改變，

話鋒一轉，Mayaw又將議題拉回

底是什麼。在第一個定義裡「被

就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好。畢竟轉

臺灣島的原住民上：為什麼這些

侵略和殖民前，於其領域上發展

型正義最重要的就是，讓那些不

在這裡住得這麼久的人會選擇在

的社會」，Mayaw認為這是原本

好的事情不再重蹈覆轍，若只用

高山上？透過他的引導，觀眾們

居住在那裡的人們，後來發生

罪刑法定原則與法律不溯既往去

也丟出各種合理的推論：食物問

了「不好的事情」後，他們才

看待過去歷史發生過的悲劇，不

題、因為地形易守難攻、也許是

變成了「原住民」，雖然一直

產生出新的法律價值，那麼真正

土地的爭奪、可能從前的地形與

處於這種狀態，可是也始終沒有

的正義就永遠不會到來。

現在不盡相同……等。從這些

放棄自己的認同。這些也許與國

答案中，Mayaw歸結出重點：環

家的要素有關，但部落呢？土地

Mayaw語重心長地談論完轉型正

境。而他也舉了一些相關例子，

的概念呢？

義的含意後，又笑嘻嘻地將在場
觀眾分成兩邊，進行一場辯論。

譬如說八八風災重創阿里山，是
因為阿里山的樹木被砍光無從保

談到這些問題，Mayaw又回溯到

設定的背景是Ａ與Ｂ兩個部落各

護山林；林務局造林種新樹，卻

歷史上「佔領」臺灣們的統治者

有一位年輕人，同時愛上Ｃ部落

種在布農族老人家的家屋，格外

與政權的更迭。從荷蘭人、西班

的年輕人，但Ａ失手打死Ｂ。而

諷刺。這些例子顯示著後來的臺

牙人、鄭成功、清朝、日本人、

進行方式便是雙方人馬展開討

灣人對環境的不尊重，還有對原

中華民國開始線性探討，顯然在

論，看能否產生共識，讓這件事

住民的不尊重。

場觀眾對這段歷史較為熟稔，以

獲得比較理想的解決方案。觀眾

貿易、商業利益、反清復明基

們對於這場辯論的參與十分熱

Mayaw興趣盎然地詢問在場觀

地、反共基地、為了生活等答案

忱，也都試圖理性地去了解背

眾：平常會跟樹說話的請舉手。

回應。從這些問答中，也可以看

後原因，嘗試和解，但Mayaw

愛爬山的人舉手。那會手腳

到原住民在這塊土地上被壓迫、

也惡趣味地詢問觀眾，若實際

「爬」山的人請舉手。從這些簡

驅趕，土地透過法治政府不合理

面對家族有人去世時，果真能

單的問題，Mayaw談起原住民的

的法條被徵收走的軌跡。而透過

如此理性嗎？

某些習俗，例如在山上的民族有

這些歷史上的檢討，Mayaw認為

放屁和打噴嚏的禁忌，發生這些

也是為了預測未來、走出更好的

觀眾們不停舉手，發表各自的想

事，可能就會取消當天的打獵行

路線。

法。有一命抵一命、兇手提供終
生勞力、讓兇手自生自滅等看

程。畢竟在危險的環境裡，若沒
有認真手腳並用去「爬」山，或

而為朝向更好的未來，轉型正義

法，也有人說先積欠著，若下次

因噴嚏而造成失足、分心，就可

是重要的解套。Mayaw詢問在場

Ｂ部落發生類似的事情就可以抵

能踩空失去性命。這是原住民祖

觀眾對轉型正義的看法，從最常

消。各種意見五花八門，但顯然

先因環境而形成的特殊習俗，

見的銅像問題，Mayaw認為一件

這些方法都還不夠兩全其美，

也顯示他們對於大自然的敬畏

事情的說法會有很大的差異，而

現場一度陷入沈默，而Mayaw也

之心。

這種變遷中的正義觀，其實就是

分享了他在Pinuyumayan（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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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聽聞的經驗。Savakan部落（建和部落）的

Mayaw回應，這個稱呼如今看起來，或許比較

老人曾說，若發生這種情況，兇手必須很用心

像是主體性的自稱。接著他播放了以一位他所

地費時一週以上準備，來宴請兩個部落，做認

尊敬的Pangcah（阿美族）長者所拍攝成的紀錄

錯及道歉，而且必須終身照顧被害者的父母，

片，這部影片紀錄了一位Pangcah人的日常生

若表現得好，可能就能迎來諒解，但若做得不

活，並期待這樣的生活能夠傳給後世子孫。其

好，就可能終生流放、無人理會。

中一個片段，敘述長者曾經接受前總統李登輝
頒獎，平時說母語的他，特地準備以日語和元

Mayaw認為，這其實就是一種修復式的正義，

首交談，想分享他的部落經驗與Pangcah的美好

他又舉了普悠瑪列車出軌為例，司機參加了家

傳統，但最後卻只有一聲恭喜，與「謝謝、謝

族有數人喪生的董家喪禮，當時家屬並未責備

謝」，匆促的對話讓他心裡十分難受。Mayaw

這位司機，而是鼓勵他好好活下去，因為他是

覺得，這彷彿描繪著原住民的主體觀念與處

最清楚真相的人。這便是一種修復過程，不僅

境，這些觀念影響他甚深。

撫慰了雙方的心，也說明了並非結束生命就是
最好的方法，因為留下的問題仍然要解決。

Mayaw再次帶回轉型正義的問題，談及外來政

Mayaw也繼續提出中正紀念堂的問題讓在場觀

權改變了原住民傳統的部落組織；還有過去原

眾思考，以去年10/25早上吳敦義帶領國民祭拜

住民在各個政權下，替統治者打仗，幫忙守護

蔣介石的儀式來對比下午促轉會的譴責新聞，

國家，卻未曾有一天守護部落的悲傷。最後，

另外也展示中央祭拜鄭成功的活動新聞，來讓

Mayaw又拋出一個問題：〈美麗島〉一曲中的

觀眾思索，促轉會處理轉型正義的時間範圍與

「我們」是誰？答案就在「以啟山林」。短短

對象該如何框限？

的文字裡藏著漢人的入侵史，造成原住民從此
在土地上顛沛流離。他也問觀眾，何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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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到原住民議題，對原住民來說，這些轉型

堂正正的中國人」？何謂「堂堂正正的臺灣

正義的對象又該以誰為優先？時間最早的？或

人」？而什麼時候原住民可以被概括在這個想

者又該從更急迫的議題，如蘭嶼的核廢料，狩

像之中？什麼時候在議會上以原住民語宣誓可

獵與土地的轉型正義。而蔡英文政府對原住民

以不用受到質疑？拋出的問題一個比一個更沈

的道歉文又該如何看待？真正的轉型正義做到

更重，然而Mayaw在談論了許多問題後，仍抱

了嗎？Mayaw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例，

持樂觀態度，帶著爽朗的笑容說：「只要繼續

西班牙與美國曾經慶祝這一天，但如今美國已

努力，多年後必定有很大的改變」。有一天，

經有城市漸漸將哥倫布日換成不同的節日，阿

原住民也可以像他們傳說裡常說的那樣：颱風

根廷更是移除掉哥倫布的銅像，這些都是「轉

來的時候，小雨可以回到老家，回到大海；

型正義」。

有一天，原住民也能回自己的家。

在臺灣，經過原住民透過歷經長年的正名運

最後，有兩位觀眾發問，一位提出原轉會的問

動與努力，終於在1994年8月1日獲得政府的

題，Mayaw認為還有許多地方有待改進，或許

回應，正式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

要多多從練習與人「開會」開始，好好了解原

2005年，政府更進一步將此日訂為「原住民族

住民真正所需。而另一位聽眾則詢問轉型正義

日」。回到最初的大問題，「原住民」是自稱

對原住民的意義，Mayaw感嘆地表示，雖然目

還是被稱呢？聽眾陷入沈思，顯得很沒把握，

前轉型正義的相關工作，已經對許多事情進行

○○○○○○●

演講現場馬躍·比吼與聽眾精彩互動。

了歷史調查，但這些調查都未見真相報告，也沒

Mayaw，在Pangcah語裡的意思是守護在月亮

有讓事情解決。他認為必須將原住民的歷史說清

旁邊的星星，人如其名，他的努力與行動，像

楚，臺灣的歷史才能夠清楚，未來才能更寬廣，

黑夜裡的光亮，持續守護著他深愛的族人與土

透過改變自己去影響周邊國家與世界，也要努力

地。相信這場演講帶給聽眾的，不只是知識面

讓轉型正義達成大家心中共識的美好，才是最重

的刺激而已，也透過行動者的思想和實踐，認

要的。

識了不同的可能。期待更多新思維與社會行動
由此而生，然後終有一天回到我們共同生活的

Mayaw演講完畢，觀眾仍然意猶未盡，熱情上前

土地。

拍照、繼續詢問討論。這是一場刺激量龐大的演
講，可以看出觀眾們的求知渴望，也透過問答不
斷地思考、回應、再思考。而Mayaw接下來也不
會停下腳步，將會繼續巡迴演講，透過各種主題
的討論，讓大家更了解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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