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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第一部份主要是就台灣原住民的客觀環境與刊物的關係來論述。第二
章是原住民自辦刊物的歷史背景分析，說明刊物的產生不僅是趁原運興起之便，
也是國內外環境轉變對原住民的衝擊所造成，而刊物內容亦與這些議題習習相
關。第三章是原住民知識菁英的族群思考，先概述日治時期原住民知識菁英的族
群思考，接著是原運刊物與八○年代原住民知識份子的關係，最後一部份則是比
較以上兩間代原住民知識份子思想的差異。
第二部份則是在原運轉型期的創刊的原住民自辦刊物《原報》
《獵人文化》
為分析文本，各要處理兩個重點：一是從刊物內容著手，分析其議題、刊物性質，
以及是否有再三強調的重點議題；一是以創刊人台邦．撒沙勒與瓦歷斯．諾幹的
思想為目標，探討他們選擇以刊物來發聲的動機、回歸部落的原因與理念、關於
原運的看法，以及原住民知識青年對部落發展的責任。
《原報》
《獵人文化》處在原運回歸部落的初期，兼具抗爭與回歸雙重特色。
一方面接續自《高山青》以降的抗爭傳統，把原運精神帶進部落，試圖使原運議
題在地化；另一方面，刊物建構出回歸部落初期的理論與可行方法，並帶領族人
從事部落重建的文化工程。

關鍵字：原住民、刊物、原報、獵人文化、回歸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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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part of this thesis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Aborigine and their self-published periodicals. Chapter 2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se self-published aboriginal periodicals.
The emergence of these periodicals was both related to the aboriginal movement and
the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social changes attacking Taiwan aboriginal people.
Therefore, these social issues were also the main topics discussed in the periodicals.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ethnic thoughts of aboriginal intellectuals. This chapter
begin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ethnic thoughts of aboriginal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followed by the aboriginal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periodicals
during the 1980’s, and concluded with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intellectuals from two
eras.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thesis studies on the self-published aboriginal periodicals
which appeared during the transforming period of the aboriginal movement , and
takes Aboriginal Post and Hunting Culture as the main texts to do the following
analysis. First of all, to analyze topics within the periodicals and figure out the issues
occurring repeatedly. Secondly, to focus on two periodical-founders Taibun Sasala and
Walis Nogang, find out why they took periodicals as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why they advocated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the tribes, what
their attitude toward aboriginal movement was, and discus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boriginal intellectu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ibes.
Appearing at the period when the aboriginal movement began to propose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the tribes, Aboriginal Post and Hunting Culture were characterized by
both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and returning. For one thing, these periodicals carried out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resistance left by Mountain People News, and injected the
ideas of aboriginal movement into the tribes, making the arguments closer to local
issues. Furthermore, they constructed a preliminary theory and some practicable
approaches to returning to the tribes, serving as leaders to help people in the tribes
work on the cultural project of triba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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