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思沙龍‧延伸閱讀館藏特展—聽!大地在哭泣--原住民族土地議題

101.12.03 ~ 101.12.17

● 本期相關多媒體資料清單
資料名稱 Title 我們為土地而戰
索書號 Call No. DVD 733.1/ 4340/pt.4
登錄號 Acc No 86008273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6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1970 年代以來,在政府強調經濟成長與開發東部的年代,開發山地成為國家經
濟發展的政策之一.亞洲水泥公司以花蓮秀林鄉可樂村、富世村等地段作為製
造水泥的廠址與礦區.長期以來,田春綢、鍾寶珠、田明正等人為了揭發國家機
器"合法"幫助亞泥公司,導致太魯閣族人無法回去耕作長達 25 年到 30 年之久
的問題,長期投入"還我土地"的運動,不斷向亞泥公司與國家政府爭取恢復土地
耕作權.透過本事件中最完整的個案資料,包括當年歷史文件、同意書、拋棄
書、租賃契約、地籍資料等,本片試圖釐淸 30 年來複雜的土地"讓渡"關係.抗爭
運動雖然歷經數十年之久,但是絶大多數的當地太魯閣族人從未放棄這片傳統
土地的權利與經營權.本片除了呈現 30 多年來,當地太魯閣族人爭取土地權利
以及土地流失的過程,也呈現長期以來"還我土地"運動領袖,田春綢、鍾寶珠、
田明正等人,爭取土地的挫折與勇敢過程.
資料名稱 Title 追蹤台灣原住民族的足跡
索書號 Call No. DVD 536.33/3643
登錄號 Acc No. 86008029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62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內容: 1.根(如果說這些政權來到台灣,首先重視的是在地人的生活的話,我們今
天的生活困境,就不會像現在那麼樣沒有尊嚴)--2.覺醒(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很
堅定的訴求說國家公園,林務局,台大實驗林,經濟部水利局全部退出我們布農
族的傳統領域)--3 今訓--4.守護部落(政府官員請你們正視我們的聲音,我們要
的不多,我們只是想要說,復育我們沙理仙溪)--5.為土地而戰(原住民保留地不
劃入國家公園範圍,請問為什麼不增加一個原住民自然主權,傳統生態領域為
什麼不增加這幾條呢?)--6.歸鄉--7 土地: 我們的母親(今天我們來的目的,就是
要要回我們的土地,現在最讓我欣喜的是以前我從未看到我已經是 73 歲的老
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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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山腳下的四庄番. 下, 重建
索書號 Call No. DVD 733.1/4340/pt.3
登錄號 Acc No. 86008272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6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眉溪四庄"的平埔族聚落,獨特的自然環境造就了豐富多樣的傳統農業,除了一
畦連著一畦五顔六色的花田,皎白筍.菸草.香菇.紅甘蔗.有機蔬菜也是"眉溪四
庄"主要的經濟作物.但是在九二一地震後,眉溪四庄的 Kahabu 人卻遭逢了前
所未有的浩劫,四年來,Kahabu 人面臨家屋重建.產業經濟復原,尤其面臨傳統
產業沒落,未來再也不能光靠鋤頭度日,四庄 Kahabu 人雖然一步一步走得艱
辛,但是他們仍努力為自己找尋出路...透過居住在牛眠里牛尾庄 Kahabu 族後
裔潘仁和先生的影像紀錄,本集呈現 921 過後,四庄的族人災後重建的過程,透
過重建的過程思索族人的未來.

資料名稱 Title 巡山日誌 = The park ranger's journey
索書號 Call No. DVD 987.81/9334/pt.13
登錄號 Acc No. 86012686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3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雪霸國家公園裡的雪山,名列臺灣第二高峰,海拔 3886 公尺,孕藏著多樣化的動
植物,而雪山圈谷更是臺灣少見的冰河遺跡之一,在雪山腳下的七家灣溪住著
從冰河時期遺留下來的櫻花鉤吻鮭,在這座充滿著許多生命力的原始森林裡,
有一群默默守護著這片土地的工作者,在每一次的山難事件中,總是冒著生命
危險於第一時間到達現場,搶救危急的生命.近年來,隨著國家公園的開放,大量
的登山客湧入這片山林,帶來了大量的環境破壞,造成生態污染,巡山員於是負
起了清潔維護的工作.這樣艱苦的工作環境,許多年輕人都無法忍受,紛紛離開,
而兩位年過半百的原住民,卻願意放棄原本悠閒的生活,加入這份扞衛山林的
行列.希望藉由影像紀錄的方式來呈現他們對這片土地的貢獻及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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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名稱 Title 我家門前有大河
索書號 Call No. DVD 987.81/2846(1)/pt.266
登錄號 Acc No. 86015588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57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英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English)
十二年前,從台東來的美華一家七人來到三峽鶯歌橋下的三鶯部落,用木板、鐵
釘、雙手,建立了自己的家園。美華的弟弟阿祥在這天堂出生,阿祥尚未滿月,
這間房子就被台北縣政府以違建名義給拆了,之後,美華一家八人搬到三峽鎮
上住,因為不習慣及房租的因素,兩年後又再搬回三鶯部落。2009 年 2 月 4 日
美華的兒子有祥在部落出生,2009 年 2 月 29 日他們的房子又被相同單位以相
同名義給拆了,辛苦建造的房子被拆了以後「你們要怎麼辦?」這是都市人對三
鶯部落最常見的關心話語,對美華一家人來說答案很簡單,被拆?再蓋就好了
啊!為什麼周錫瑋一直要拆,為什麼美華一家人一直不走,河岸真的有危險嗎?
這樣拆是對的嗎?有一天,當美華的孫子出生時,他們辛苦建造的房子還會再被
拆嗎?
資料名稱 Title 國境邊陲 : 1997 島嶼上的人類
索書號 Call No. DVD 536.338/6437
登錄號 Acc No. 86013129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102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無情地改變了達悟族固有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與社會關
係,同時,在統治權力極端錯誤的民族政策下,理所當然的將核輻射廢棄物棄置
在這國家意識與統治權力的國境邊陲--蘭嶼.小島上的民族以自己為人類主體
的世界觀,從歷代先人的生活實踐中書寫歷史,歷史也指引著民族的實踐與奮
鬥.[劇情簡介]蘭嶼地處國家版圖的邊陲,同時也是國家意識與統治權力的邊
陲.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在台灣現代化的進程當中,無情地改變了達悟族固有
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也改變了固有的社會關係.這個無法抗拒的巨變,具體表
現在代表氏族生產組織所共有、共勞、共享的「大船」沒落趨勢之中.同時:
在統治權力極端錯誤的民族政策下,理所當然的將和輻射廢棄物棄置在國境邊
陲--蘭嶼.然而;有史以來,這個小島上的民族,是以自己為人類主體的世界觀,從
歷代先人的生活實踐中書寫歷史,歷史也指引著民族的實踐與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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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事件 : 核能發電是否安全? = Fukushima : is
nuclear power safe?

索書號 Call No. DVD 449.83/3252
登錄號 Acc No. 86016181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6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英語發音(Language：English)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2011 年 3 月 11 日,超強地震及海嘯襲擊日本東北地區後,福島的第一核電廠發
生爐心熔毀事故,全世界開始質疑核能發電的安全性.世人對核電的不信任會
得到平反嗎?英國舒梨郡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 Jim Al-Khalili 深信核電的理論
性價值.他在本節目中帶領觀眾到核電安全最重要的地方:福島、車諾比、芬蘭
的新建反應爐,探討核能在政治及經濟的壓力下,是否還能正常運作,符合理論
上的操作.

資料名稱 Title

高科技高風險的核能謬論

= The nuclear fallacy :

demystifying a high-risk technology
索書號 Call No. DVD 449 4076 pt.3
登錄號 Acc No. 86016428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26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英語發音(Language：Englsih)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核分裂是 20 世紀最重大的發現之一.對人類來說,核反應所釋放的能量一開始
可以帶來極大的科學與實用潛能,不過相對的,風險也愈來越顯而易見.美國,俄
羅斯,中國建立的強大核武足以多次毀滅世界.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也發展原
子彈.車諾比核災事件清楚地告訴我們,即使是民用核能都可能導致難以掌控
的風險."核風暴特別報導"將深入探討核分裂的各個層面,不論是核武擴張和車
諾比核災,還是放射性廢料這一顆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本集節目內容:"核電廠
十分安全,製造能源的成本低,而且核廢料的處理也不成問題..."這類核工業的
聲明幾十年來幾乎未曾引發爭論.然而,現在核能發電議題在許多國家已開始
備受重視.核電廠在平日供電以及恐怖主義的威脅之下,究竟有多安全?如果發
生意外,該採取什麼措施?核廢料都到哪兒去了呢?答案都令人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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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名稱 Title 綠能環保進行式. 一, 環保警訊
索書號 Call No. DVD 445.99/2212/pt.1/ pt.7
登錄號 Acc No. 86015136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48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主題 :

核廢料眝存場過關,台灣環保大災難?

資料名稱 Title 同床異夢 : 關於核電的十個短篇
索書號 Call No. DVD 987.81/7064
登錄號 Acc No. 86003074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55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從 1980 年政府決定興建核四, 到 2001 年二月新政府宣佈停工核四再復工,
在台灣社會或政治史上, 核四案引起的喧鬧與對抗程度, 大概絕無僅有.核四
的複雜, 決策的困難與反覆, 除了技術上有一定的專業難度, 尋常人難以一窺
科技的堂奧, 它確實牽涉更高難度的社會價值根本衝突: 科技的, 經濟的, 環
保生態的, 人文的, 以及到底像這樣牽扯數千億鉅額成本, 一塊土地興衰, 人
民生活安全,與後代子孫福祉的重大公共政策, 到底應該有怎樣的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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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名稱 Title 核廢浪潮
索書號 Call No. DVD 733/2222/pt.22
登錄號 Acc No. 86010597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5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今年 4 月 28 日,立法院通過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從 6
月開始,台電將依法開始遴選候選場址,並在候選場址所在縣市舉辦公民投票,
如果通過,蘭嶼的核廢料最快可在 10 年之後遷出.就在此時,卻有地方民代私下
表示,如果核廢料搬走,可能有許多蘭嶼村民付不出電費與健保費,因此蘭嶼核
廢料貯存場的去留可以重新考慮.在選址條例公佈的同時,我們回到蘭嶼,回顧
當年蘭嶼人反核的意志與現在的矛盾.

資料名稱 Title 我們的島 : 反核風雲十年系列
索書號 Call No. DVD 733.3 2222g(1) pt.1-pt.7
登錄號 Acc No. 86077254-8;83004415-6
時間 Time 7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每張約 6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台語發音(Language：Taiwa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十多年來,反核運動是台灣延續性最長、涉及層面最廣的社會運動議題.核電蓋
與不蓋,在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與社會團體之間,不停的反履爭辯,值得您來深
思...不論你擁核,還是反核;不論你住在蘭嶼,還是住在金山,我們都必須面對核
廢料處理的議題.我們都曾經享受核能帶來的電力,但我們也必須解決核廢料
所帶來的痛苦.

- 6成功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請勿任意轉載截取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Library

成大思沙龍‧延伸閱讀館藏特展—聽!大地在哭泣--原住民族土地議題

101.12.03 ~ 101.12.17

資料名稱 Title 有止息無止息\哭泣的高麗菜
索書號 Call No. VTR 987.81/2846/pt.20
登錄號 Acc No. 89012292
時間 Time 1 捲卡式帶(Time：6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有止息無止息:土石流衝毀了一半的部落.一半童年的回憶;在沒有出口的時候,
它終於停了.(有止息)就在我將雨鞋收好告訴長輩說終於可以休息的時候,他告
訴我,雨鞋還要繼續走,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無止息)這是一個以部落為主軸
的故事,故事裡有不同的人在他們不同的角色裡,很平凡卻有不平凡的精神內
涵,也感受到長期以來在原住民部落的災難與社會有著奇特的距離,他們習慣
於與世無爭自立互助,因此對於政府的支援也有著奇特的陌生.希望在寫實自
然的影像補捉裡看見在災難困境中,部落的生活和精神.有淚.有辛苦.也有希
望!其中對政府的批判著墨不多,但皆是自然之中的柔性訴求,盼政府能正視台
灣土地已不堪負荷的事實,及人民生命財產的危機,並持續關注災區的重建發
展!
哭泣的高麗菜:"四季"部落位於宜蘭縣大同鄉,是屬於泰雅族的部落.五十年代
中期 m 因著北橫公路宜蘭至梨山線的開通,促使小規模農墾經濟開始進入四季
部落,之後在七十年代,農委會輔導山地耕種蔬菜,因高冷蔬菜價格誘發下村民
為改善生活問題,全力投入高冷蔬菜發展.因此,今日農墾的高冷蔬菜區已成為
居民主要的經濟作物也是唯一的經濟來源,村民對它有著深厚的感情.然而縣
政府認為 WTO 將對農業造成極大的衝擊及種植高冷蔬菜過度使用肥料形成
環境衛生的問題,因而有扶植蔬菜轉作為花卉的構想,提出了"四季村產業文化
化"的計畫,要把原來種植高冷蔬菜佔地有 300 多公頃的四季平台改種為村民
不熟悉的花卉,這樣的產業轉型,給當地的泰雅族人是期待?或者又是另一次的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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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3 ~ 101.12.17

● 本期相關展示書籍清單
條碼
1874740

書名

出版項

索書號

從土地倫理到地球憲章 / 李奧波(Aldo 臺北市 : 生態關懷者協會,
197.5 2232
Leopold)等作
陳慈美編譯
民

1244210 土地倫理與 921 大震 / 陳玉峰

臺北市 : 前衛, 2000[民 89] 367 7215

1236861

讓地球活下去 / 金恆鑣

臺北市 : 天培出版 : 九歌
總經銷, 民 89

367 8098

688618

蘭嶼放射性廢料儲存廠附近陸域之生
態 / 葉錦勳等編

[出版者不詳], 民 80

367.2 4482

臺北市 : 新自然主義,
2005[民 94]

436.12 8850

森林大滅絕 : 全球已減少四分之三的
原始林! / 戴立克.簡申(Derrick Jensen),
1463326
喬治.德芮芬(George Draffan)著 ; 黃道
琳譯

不生病的地球 : 你的生活決定地球的
臺中市 : 晨星發行 : 知己
2125712 健康 / 阿部治, 野田研一監修 ; 浦本
445.9 7103
圖書總經銷, 2008
典子繪圖 ; 吳佩俞譯
1869687

守望 : 環保人間道 永續地球村 / 居 臺北市 : 經典雜誌出版 ;
芮筠等撰文
臺北縣 : 聯合經銷, 2009

1483137 臺灣放射性廢棄物史話 / 翁寶山編著

445.9907 7748

臺北縣 : 原能會物管局,
民 95

449.68 8032

984144

核電夢魘 /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編著

臺中市 : 晨星發行 : 知己
總經銷, 民 83

449.7 4314

1275358

臺灣核能史話 / 翁寶山著

臺北市 : 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 民 90

449.7 8032b

1260329

核電真相 / 牛頓雜誌編輯部編

臺北市 : 牛頓, 民 89

449.707 2500

1473018

石油紛爭地圖 / 托比.謝利(Toby
Shelley)著
宋岩譯

臺北市 : 晨星發行 : 知己
總經銷, 2006

457.1 0422

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 : 9 個國家 x4 萬公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家庭
2114617 里, 一位人權律師的溯源紀實 / 狄恩.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1
賽康(Dean Cycon)著 ; 林詠心譯

463.845 3000

536.33 0711

1226742

再生的土地 / 郭瓊雲等主編

臺北市 : 常民文化發行 ;
[臺北縣] : 吳氏總經銷,
1998[民 87]

1142589

台灣原住民籲天錄 / 洪田浚著

臺北市 : 臺原出版 : 吳氏
總經銷, 民 83

536.33 3463

臺北市 : 國家展望文教基
金會出版 : 翰蘆總經銷,
2004

536.33 4553

尋找失落的箭矢 : 部落主義的視野和
1868909
行動 / 台邦.撒沙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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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826

回家 : 從部落觀點出發 / 陽美花著

花蓮縣 : 東華大學原住民
民族學院出版
臺北市 :
翰蘆圖書總經銷 , 2011

1894924

原住民可持續居住環境的展望 / 關華
山著

臺北縣 : 稻鄉, 民 99

536.33 7742b

1406540

重返舊部落 / 趙啟明著

臺北縣 : 稻鄉, 民 91

536.3307 3651

1809921

蘭嶼報告 1987-2007 / 關曉榮作

臺北市 : 人間出版
[臺
北縣] : 聯經總經銷, 2007

536.338 7769

536.33 7684

原住民祖母給世界的忠告 : 女性長者
臺北市 : 麥田出版 : 家庭
1866776 提供給人類的遠見 / 卡蘿.雪佛(Carol
539.5 1025
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08
Schaefer)著
李美燕譯
土地的守護神 : 原住民與地球的健康
李永展,林泠
1413506 / Alan Thein Durning 著
譯

臺北市 : 綠科資訊,
1999[民 88]

1883746

原起不滅只是新生 : 八八水災週年紀 臺北市 : 經典出版
臺
念 / 涂心怡等著
北縣 : 聯合經銷, 2010

1441607

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 / 顏愛
靜, 楊國柱著

2114896

原住民族土地權之探討 : 以花蓮太魯 花蓮縣 : 東華大學原住民
閣族為例 / 邱寶琳著
民族學院, 2011-2012

臺北縣 : 稻鄉, 民 93

臺灣國家公園的土地空間與原住民的
自主意識 = The spatial formation of land
1453399 and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s national park / 黃躍雯
(Yueh-When Huang)著
1455739

臺北市 : 時英, 民 91

你願意聽我的聲音嗎 : 胡忠信、高金素 臺北市 : 智庫出版 : 農學
梅對談錄 / 胡忠信著
社總經銷, 2005[民 94]

541.3 1730

548.314 3839
554.29232 0125
554.2933 7731

554.556 4461

588.29 4752

第二屆華裔核廢料專家研討會論文專
輯 = The 2nd Chinese experts radwaste 臺北市 : 放射性待處理物 PROC 449.8 4040
693177
symposium '91 / 放射性待處理物料管理
料管理處, 民 80
80
處編

907292

第三屆華裔核廢料專家研討會論文專
臺北縣 : 行政院原子能委
輯 = The 3rd Chinese experts radwaste
PROC 449.8 4040
員會放射性待處理物料管
symposium '93 (CERS'93) / 行政院原子
82
理處, 民 82
能委員會放射性待處理物料管理處編

973891

尊嚴與屈辱 : 國境邊陲-蘭嶼 : 造舟 /
關曉榮著

臺北市 : 時報, 民 80

973890 尊嚴與屈辱 : 國境邊陲-蘭嶼 : 主屋重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民 81

733.9/139.4 7769
733.9/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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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飛魚招魚祭.老輩夫婦的傳統日作息
/ 關曉榮著
986772

7769b

曠野的聲音 : 一個美國婦人在澳洲沙 臺北市 : 智庫文化出版 ;
漠的心靈之旅 / 瑪洛.摩根 (Marlo
[臺北縣] : 錦德總經銷,
874.57 0047
Morgan) 作 ; 李永平譯
1994[民 83]
臺中市 : 晨星出版 ; 臺北
市 : 知己總經銷, 2004[民
93]

874.6 1168

西雅圖酋長談話 : 最美麗的國族輓歌
臺北市 : 臉譜出版 : 城邦
1470322 / 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演說 ; 唐諾
發行, 2001
翻譯.說明

874.6 1768

1254937

沙漠隱士 / 愛德華.艾比 (Edward
Abbey) ; 唐勤譯

臺北市 : 天下遠見出版 ;
[臺北縣] : 黎銘總經銷,
2000[民 89]

874.6 4421b

1270595

尊嚴與屈辱 : 國境邊陲-蘭嶼 1987 /
關曉榮著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994[民 83]

957 7769

1427664

西雅圖酋長的智慧 / 西雅圖酋長等
著 ; 李毓昭譯 ; 徐世昇繪

原住民與國家公園/保護區共同管理之 花蓮縣 : 內政部營建署太
1412074 發展歷史、現況與個案之探討 / 紀駿傑 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民
研究主持
91
1367507 臺灣の原住民と國家公園 / 陳元陽著

992.8 2772

福岡市 : 九州大學出版會,
629.4224 7517
1999[平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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