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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選擇研究主題 

一、研究動機 

在 2009 年上映的電影阿凡達(Avatar)因絢麗特效和精采情節，在全球票房突

破 26 億美元1，超越電影鐵達尼號(Titanic)在 1998 年締造的 18 億美元，榮登全球

影史電影票房的第一名。而阿凡達在台灣創下的新台幣 8 億票房
2
，也改寫台灣

影史的票房紀錄。除此之外，阿凡達這部科幻片在 2009 年第 82 屆奧斯卡頒獎典

禮中，更為劇組贏得了最 佳 藝 術 指 導 獎 、 最 佳 攝 影 獎 ， 和 最 佳 視 覺 效 果

獎 等 大 獎 。 種 種 現 象 使 得 阿 凡 達 這 部 片 ， 可 堪 稱 是 在  2009 年 影 史 中

最 風 光 的 電 影 。  

而 我 們 這 組 組 員 都 相 繼 在 2009年 年 末 和 2010年 年 初 看 過 阿 凡 達

這 部 片，片 中 許 多 精 采 情 節 仍 深 深 烙 印 造 在 我 們 的 腦 中。同 樣 身 為 人

類 系 大 一 的 我 們 在 修 息 世 界 民 族 誌 課 程 時，因 接 觸 到 林 瑋 嬪 老 師 撰 寫

的 《 銀 幕 上 的 人 類 學 家 》
3
， 使 我 們 對 「 將 電 影 情 節 連 結 到 所 學 的 人

類 學 上 」的 觀 點 產 生 好 奇 心 。 正 如 瑋 嬪 老 師 在 文 中 所 述 ：「 他與酋長第

一次接觸的對話即精確地表達人類學的概念。當酋長問他：「你來做什麼？」時，

傑克回答：「我來向你們學習」。換言之，傑克與納美人相處的出發點……是如

同人類學者一樣，從謙虛地學習他們的文化開始」一 般，當 我 們 重 新 以 人 類

學 式 觀 點 去 看 阿 凡 達 這 部 片 時，發 現 到 片 中 有 非 常 多 的 情 節 都 與 人 類

學 觀 點 吻 合，而 礙 於 版 面 有 限，林 瑋 嬪 老 師 雖 點 出 阿 凡 達 與 人 類 學 的

連 結，但 卻 無 法 將「 人 類 學 式 」觀 點 切 入 的 很 詳 細，所 以 我 們 決 定 將

這 部 幾 近「 家 喻 戶 曉 」的 片 子，重 新 輔 以 更 多 人 類 學 的 背 景 資 料，來

加 以 分 析 出 阿 凡 達 所 詮 釋 出 的 人 類 學 面 向。而 我 們 選 擇 以 我 們 最 近 學

到 的 民 族 誌 相 關 研 究 方 法，來 分 析 這 部 片 子，一 方 面 學 以 致 用，二 方

面 也 能 使 我 們 在 蒐 集 資 料 的 過 程 中 ， 訓 練 我 們 資 訊 整 合 的 能 力 。

                                                 
1  資料參考「 阿 凡 達 全 球 票 房 突 破 26 億 美 元  藍 光 影 碟 4 月 開 賣 」 精 實 新 聞    

 2010 -03 -17 報 導  
2
  資料參考  「阿凡達魅力不凡 登台灣影史票房冠軍」http://blog.udn.com/michalle77/3773872 

3
  刊 登 於  中 國 時 報  20010/02/05 註 釋 應 提 供 完 整 書 目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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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知識的探索 

(一) 個人知識 

1. 阿凡達電影 

三人皆在阿凡達上映期間，到電影院觀賞此片，所以對此片劇情都有基本的

了解。 

2. 課堂知識 

我們三人為人類系大一的學生，這學期皆修了系上教授林瑋嬪所開的世界民

族誌課程，在第一堂課，老師放了阿凡達的片段給我們看，也提及了她所撰寫的

影評《 銀 幕 上 的 人 類 學 家 》【 刊 登 於  中 國 時 報  20010/02/05】， 試 著 從

片中的情節來告訴我們人類學的觀點、田野時查、民族誌、人類學家該有的態度

等等，這也使得我們想用此主題來做報告。另外，林瑋嬪教授也為我們挑選適當

的民族誌作為教材，在課堂上，也曾把民族誌的內容和阿凡達的劇情做比較，如：

Terence Turner 所寫的〈The Kayapo Resistance〉，此文中敘述了巴西的原住民 Kayapo

人對於政府計畫在他們雨林居住地建造水壩等公共建設所做的反抗，以及人類學

家在抗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片中納美人對人類侵略所做的反抗以及主角傑克

所採取的行動，似乎有異曲同工之妙。而我們也讀了一些不同的民族誌，對於我

們的報告，也有一定程度上的幫助。 

(二)百科全書 

1.Wikipedia 維基百科全書 

對於去年年底才上映的阿凡達，我們考慮到網路上和我們主題相關的文章可

能會很少，所以打算利用 Wikipedia 來查詢可以利用的阿凡達資料，試著從中找

出可以進一步的關鍵字或資訊。 

進入 Wikipedia 中文首頁，搜尋「阿凡達 民族誌」、「阿凡達 人類學」，果不

其然皆無對應的資料，於是退一步輸入「阿凡達」來搜尋，有 53 筆有關的項目，

但似乎只有「阿凡達」和「阿凡達的虛構宇宙」這兩個條目可以利用，「阿凡達」

的資料算是十分詳盡，其中的情節、演員和角色、發展、主題與靈感等等，都給

我們更清楚的基本認識，和一些和人類學有關的面向，而「阿凡達的虛構宇宙」

中敘述了納美人的生存環境、文化思想和婚姻關係，也讓我們更瞭解納美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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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背景及社會。 

2.Google Knol 

我們首先輸入我們題目的中的關鍵字「Avatar Ethnography」試著做搜尋，出

現了兩筆資料，其中一筆似乎是以法文所寫的馬克薩斯群島民族誌，另一部則是

關於印度信仰的文章，此兩篇文章對我們的報告似乎沒有助益。接著我們試圖搜

索「Avatar anthropology」，出現了 6 筆資料，但還是接和我們主題不相關。於是

我們退一步輸入「movie Avatar」搜尋，出現了 159 篇相關文章，因為資料數有點

多，我們不打算每篇都閱覽，所以先以標題來篩選文章，如果可能加以利用才進

一步觀看文章，而非英文的文章，因為語言能力限制的關係，我們也選擇略過，

過濾後剩下 5 篇文章，但大部分都是影片回顧和介紹，所以我們只有略讀，而其

中一篇文章"Using the Film "Avatar" in Education"的內容，雖然和民族誌不太相關，

但卻提供了許多不同的面向來看阿凡達，所以我們打算用來參考。 

3.其他網路百科 

我們也用了 Britannica Online、Encarta Encyclopedia 等線上百科，以「Avatar」

鍵入搜尋，皆出現了 avatar 另一個意思印度教中化身的介紹，其中 Britannica Online

雖有出現電影 Avatar 的條目，但從允許瀏覽的短文中，看不出可供我們利用的資

訊。 

(三) BBS 

1.BBS 的影評 

考慮到 BBS 資料流通快速，而且使用人數頗多，所以我們也納入搜尋資料

的範圍內。首先，登入每天有十幾萬人使用的台大批踢踢實業坊，因為討論版非

常多，所以我們鎖定討論電影的 Movie 板，其位置在：Class(分組討論區)→7.視

聽劇場→13.Movies(批踢踢國際影城)→16.Movie(電影版)，或是在 Class(分組討論

區)的頁面，按小寫 s 輸入 movie 就可以直接進入看板，我們決定直接使用精華區

裡的文章，在頁面按小寫 z 即可進入精華區，做完以下步驟後即進入收入阿凡達

相關的精華區：8.電影查詢→4.依片名查詢→1.劇情片→1.英美語系電影→2.三字

部→14.ㄚㄛㄜ→2. 阿凡達 Avatar (2009)，這裡收入了許多板友的心得文、相關

的新聞情報和問題討論等主題，甚至有人分享阿凡達的劇本(不確定其真正來

源)，這些文章讓我們看到不同於一般網頁搜尋而來的資訊。 

(四)網頁搜尋 

註解 [PNH1]: 標題樣式應

為：標題 3，修改標題樣式

後，會自動移至下頁，不會出

現孤兒寡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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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凡達官方網站 

在搜尋引擎輸入「阿凡達官方網站」，進入阿凡達的中文官方網站，有劇情、

演員介紹，還有一些幕後花絮，可供參考，但其資料並不如維基百科齊全。 

2.Youtube 上的幕後花絮 

我們打算利用 Youtube 的影音資料，來建立對阿凡達電影製作，以及透過導

演、演員、製作人員等的親身講述，來對阿凡達幕後製作有更深的認識。在 Youtube

輸入「阿凡達幕後花絮」、「阿凡達幕後」、「阿凡達花絮」、「阿凡達」、「avatar Behind 

the Scenes」等關鍵字，搜尋可利用的影片片段。 

3.Google 搜尋引擎 

在 Google 首頁輸入「阿凡達 民族誌」，約有 460,000 項符合查詢結果，其中

許多都是因為出現「民族」而被列出，於是縮小範圍改成輸入「阿凡達“民族

誌＂」，剩下 3070 筆資料，篩掉一些重複的和較不相關的文章，找到了幾篇對我

們很有幫助的分析和心得文。接著我們打算加入「人類學」和「田野」當關鍵字，

在許多排列組合後，使用「阿凡達 "人類學"  "田野" -"民族誌"-"人類學系"」的

字串搜尋，雖說資料數較少，但依然還有 10300 筆，因為資料還是過多，所以我

們決定只瀏覽前面幾頁的網頁，從這些資料中，發現了一些我們之前沒有想到但

和人類學有關的面向，例如影視人類學、法律人類學等，拓寬了我們的視野。 

  再來，我們將能想到有關係的英文字輸入搜尋「Avatar movie Anthropologist 

Ethnography "Field Work" Anthropology」這常常的字串，出現了 605 筆，接著怕關

鍵字被切割過度，於是輸入「movie Avatar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約有 99700

筆，出現了許多和我們主題相關，但上一次搜尋沒有出現的文章，接著再放大到

「movie Avatar Anthropology」，奇怪的是竟只有 69000 筆，少輸了 Ethnography 資

料數卻變少了，想藉由此次搜索找到更多不同人類學視野的文章。 

(五)教科書 

1.文化人類學---Conrad Phillip Kottak 

人類系大一上學期必修的人類學，林開世教授所選用的教科書──Cultural 

Anthropoloogy(文化人類學)，美國人類學教授 Conrad Phillip Kottak(科塔克)所著，

徐雨村譯，美商麥格羅‧希爾與巨流圖書合作出版，我們使用的是最新的第二版

(2009 年 10 月)。此書介紹了文化人類學的概念、研究方法、理論和應用，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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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族群、政治經濟、宗教、性別等等不同的面向來探討文化的多樣性，另外

也提及了當代社會的變遷。 

此書內容豐富，我們打算只汲取本書中和我們主題相關的知識，於是翻開目

錄檢索，發現〈第三章 文化人類學的方法與理論〉中，有提及民族誌的研究方

法以及研究技術等，對於我們的報告十分有幫助，讓我們更清楚地知道民族誌這

個人類學特有的研究方法是如何實行、如何做田野調查。 

另外，在〈第二部 探索探索文化多樣性〉中將文化分成不同的面向來探討，

也可以讓我們和片中納美人的文化做相比對，例如：從〈第五章 語言與溝通〉

可以和片中的納美語和納美人他們特有和萬物溝通的方式相連結；〈第八章 政治

體系〉可以讓我們分類內每人是何種政治類型，由本書的分類來看它們應屬於部

族和酋邦之間的過渡類型；〈第十章 宗教〉中提及了泛靈信仰、巫術與宗教、儀

式等等主題，也可以和片中相呼應；另外還有婚姻、族群與種族等等不同的面向，

可以和納美人的文化對應比較。而〈第三部 變遷中的世界〉提到了殖民主義，

似乎也可以讓我們對比片中人類對納美人的侵略。 

三、關注面向？ 

在阿凡達這部片中，主角傑克是一位從地球來到潘朵拉星球的美國人，他在

來到潘朵拉星球前，對納美人當地文化一無所知。他藉由與當地人的互動，尤其

藉由他向納美人Neytiri的學習歷程，傑克漸漸習得納美人生活的經驗，並成為納

美人親屬關係中的一份子。除此之外，傑克每天也會在電腦面前紀錄他當天所行

所見，好作為美方科學研究的資料。 

而在片中，納美人與地球人的衝突來自於，地球人對於潘朵拉星球上資源的

過分攫取。為了奪取潘朵拉星球上最珍貴的資源－難得素(unobtanium)，RDA 公

司計畫在潘朵拉星球上，將維繫整個星球神經網路連接的家園樹，也就是蘊藏難

得素最多的地區，重新地剷平。但，與家園樹同生共死的納美人，並不會將原有

的生存地白白地交出來，而傑克與納美人共同生活的目的，實質上便是藉由他與

納美人的關係，來達成 RDA 公司成功採集到家園樹下的難得素的陰謀，以藉此

成功地達成 RDA 公司占領潘朵拉星球的目的。 

在人類學的研究中，民族誌研究在於研究者到達研究田野，以訪談、觀察等

方法蒐集當地人的土著觀點，並以當地人的角度，分析並詮釋當地人社會生活中

的各種文化活動的內涵。其中，當人類學家去到研究對象的當地時（通常是外於

研究者所處的文化母體本身），必須藉由當地住民的文化各個層面，包括親屬關

刪除: 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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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政治體系、宗教等，去適應並理解當地人如何認知並與所處的環境共處，也

就是當地社會的脈絡（context）。而傑克在潘朵拉星球上的出現，就像一個人類

學家到達田野一樣，他藉由深入和當地人的互動，學習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另外，

在人類學上，民族誌研究目的是將第一手人類學家蒐集到的當地資料，原形的呈

現，使讀者可以看到在人類學家研究的田野中，當地人是如何思索他們所面臨的

世界。片中，傑克的立場，非常相似於一個外於潘朵拉星球的人類學家前來學習

並探討納美人（The Navi）的文化。而支持傑克在潘朵拉星球生活的 RDA 公司，

背後，也暗藏了殖民主義想要對殖民地剝削的意圖。 

藉由以上所作的資料收集，我們後來發現若以一開始訂定的主題〈從 Avatar 

探討民族誌研究方法〉為基礎去做檢索，也就是用「阿凡達」、「人類學」、「民族

誌」等幾個最主要的關鍵字去做搜尋，所找到的資料似乎過於廣泛，因為電影中

涉及到民族誌的面向頗多，如：宗教、婚姻、儀式、殖民等等，若要以涵蓋全部

面向的方式去執行的話，難度似乎太高，且搜尋到的資料可能會過於表面而不夠

深入，所以我們開始考慮是否要把主題的範圍再縮小一點，能讓我們更專注於一

個面向，並深入探討。 

但是要專注於哪個面向呢？我們首先回歸到電影的主要劇情：人類試圖在潘

朵拉星球上建立殖民地來奪取當地的資源，也因此和納美人發生衝突……，由此

看來「殖民」應可作為最主要探討的面向，而我們在課堂上所討論到的〈The 

Kayapo Resistance〉，也和有殖民相關，且在課堂上的許多文本、討論等等，也都

時常圍繞在殖民主題上，因此我們決定以殖民的面向切入分析阿凡達的劇情，而

報告主題也改為〈從 avatar 看民族誌研究中的殖民面向〉。 

故，本文把研究範圍限縮在殖民的面向上，包括將片中被假設為潘朵拉星球

上的人類學家的傑克在片中的情節，RDA 公司在潘朵拉星球上的陰謀，以及納

美人如何應對 RDA 公司的侵入，一一與民族誌的概念做比對，透過這一比對中，

關注民族誌觀點中，殖民面向是如何在現實研究場域中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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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概念圖 

 

圖 1 概念圖 

五、關鍵字 

決定了明確的主題之後，我們似乎需要一些更精確的辭彙，來做為我們正式

查找資料時的關鍵字。 

(一) 教科書中的詞彙表 

於是我們再回頭翻了 Conrad Phillip Kottak 的《文化人類學》，我們直接使用

了此書附錄中的詞彙表及主題索引，來找出和民族誌相關且我們可利用的字詞。

以下列出： 

ethnography 民族誌 

ethnology 民族學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人類學 

ethnographer 民族誌研究者 

colonial applied anthropology 殖民時代的應用人類學 

field work 田野工作 

field study 田野調查 

另外，我們也從詞彙表中挑出和殖民有關的相關詞彙。以下列出我們找到的

字：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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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cultural colonialism 文化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the white men＇s burden 白種人的負擔 

mission civilisatrice 文明教化任務 

intervention philosophy 干預哲學 

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國主義 

ethnic expulsion 族群驅逐政策 

(forced) assimilation (強迫)同化 

ethnocide 族群文化滅絕 

genocide 種族屠殺 

cultural learning 文化學習 

ethnocentrism 我族中心主義 

racism 種族歧視 

noble savage myth 高貴原始人神話                                                    

(二)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主題詞功能 

在課堂上，講到搜尋技巧時，老師介紹了Academic Search Complete此資料庫，

裡面備有主題詞的功能，於是我們打算使用此功能來找出教科書中未列到的詞

彙。 

首先進入到ASC的中文頁面，從上方的連結進入主題詞搜尋，選擇搜尋「主

題」並按相關性排列，輸入「colonialism」得到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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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第二個連結，出現了許多字詞連結，我們再從中慢慢過濾我們需要的字

詞，以下列出我們選定的詞彙： 

ethnography 民族誌 

ethnology 民族學 

field work 田野工作 

colonial* 殖民的 

colonies 殖民地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反殖民抗爭  

至於和民族誌相關的字詞，我們就不以ASC作搜尋，因為民族誌是一個主要

的大面向，上面找出的那些字詞應已足夠我們搜尋，而殖民方面，因為我們集中

在殖民方面，所以關鍵字才需更加詳細且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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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訊策略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阿凡達＞這部影片探討民族誌的殖民面向是如何被

應用在田野中。但由於＜阿凡達＞這個研究主題是屬於很新的題材，因此除了搜

尋網路資源:Google Scholar，尋找是否有阿凡達和民族誌的殖民面相聯結的相關

文章之外。我們在資料庫的搜尋策略上主要是以搜索背景知識：殖民面相的民族

誌為主，並且透過不同的資料庫，包括文獻和期刊資料庫、博碩士論文資料庫，

以及圖書館的館藏目錄，進行我們的研究搜尋。 

一、Google Scholar 

在google scholar的搜尋策略方面，我們首先會先打入「阿凡達」進行中文資

料的相關蒐尋。之後，我們會藉由輸入「殖民」(colonial*)、「民族誌」(ethnography)

與「抗爭」，做一研究方向上的背景建立和論證來源。 

二、資料庫 

在英文文獻、期刊方面，我們首先使用ASC（Academic Search Complete）查

找。再者，我們使用引用文獻資料庫WOS(Web of Science)查找相關的資訊。其次，

我們再圖書館的電子資料庫中，打入關鍵字「人類學」查找適合的資料庫，檢索

到3筆結果，而我們選擇涵蓋人類學和多元文化內容的Greenwood Digital Collection

資料庫作檢索的對象。 

在期刊方面，除了一般的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資料庫外，我們使用「人

文科學」做關鍵字的查找，發現3筆符合的資料，而我們選擇專門收錄人文社會

學科過期期刊的JSTOR資料庫作為查找的工具。 

而在中文文獻、期刊部分，我們選擇老師上課有介紹的CEPS中文電子期刊

服務，以及有指標性的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作為查找的對象。 

而在查找的搜尋方法中，我們主要是以搜尋「殖民」相關的民族誌資料為主，

故透過上述的關鍵字，我們使用:colonial*、colonialism、imperialism、ethnography

等關鍵字做為查找的方向。 

三、博碩士論文 

註解 [PNH2]: 標題樣式應

為：標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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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碩士論文方面，我們選擇囊括約230多萬篇美加博碩士論文的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以及老師所介紹的台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資

訊網做為查找的對象。其中，我們特別在ProQuest的查找過程，限定搜尋範圍為

Culture Anthropology，以查找更精確的資料。而查找的方向以已做過的殖民地相

關研究為主軸，以期和阿凡達片中的資料做一呼應。 

四、圖書 

在圖書資源方面，我們使用必查的台灣大學館藏目錄的tulips，和具有指標性

的國家圖書館做資訊的檢索。而搜尋的主軸，也是以殖民主義為主軸，透過圖書

書目中，查找相關的殖民討論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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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各類型資訊的蒐集 

一、網路搜尋 

(一) Google Scholar 

進入 Google 學術搜尋的頁面，我們打算先以中文做搜尋。首先，我們嘗試輸入

「阿凡達」搜尋(設定為任何時間及至少包含摘要)，看看這方面的中文資料多不

多，結果只有 16 筆，且都和我們主題不相關，所以接下來的搜尋，我們決定不

將阿凡達列入關鍵字中。一開始輸入「殖民 AND 民族誌」，選擇「至少包含摘

要」，出現 315 筆，於是我們決定再使搜尋結果更為精確，於是再添加了田野調

查和抗爭兩個關鍵字，以「殖民 AND 民族誌 AND 田野調查 AND 抗爭」組合，

並選擇「至少包含摘要」與「搜尋所有網站」，出現了 73 項查詢結果(見下圖)，

從中挑出 2 篇可利用的研究論文：〈戰後台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復振運動:以噶

瑪蘭族、巴宰族、西拉雅族為中心〉、〈The 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aiwan 

Aboriginal's Imag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接著我們改以英文做搜尋，使用「colonial* AND ethnography AND Avatar」出

現1,920筆，於是我們再增添resistance為關鍵字，以「colonial* AND ethnography AND 

Avatar AND resistance」，選擇「至少包含摘要」與「搜尋所有網站」，減為了1,310

筆，於是進入「學術搜尋偏好」中，只選擇英文為我們要查詢的語言，結果只減

少了100項資料，減為1,210筆(見下圖)，我們只象徵性的找了1-5頁，並挑出3篇相

關的文章或書籍：〈An Historian among the Anthropologists: The In Kanori Revival 

and the 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 Ethnography in Taiwan 〉、〈Bad Copies:úS e Colonial 

Aesthetic and the Manjaco-Portuguese Encounter.〉、《Was Hinduism invented?: Britons, 

Indians, and colonial construction of religion》 

 

註解 [PNH3]: 只有一項，不需

編號，應將 Google Scholor 移

為上層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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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英文文獻期刊資料庫 

(一) 英文文獻期刊資料庫 

1. ASC 

直接進入ASC中文的進階檢索頁面，依序輸入ethnography、colonial*、Avatar

並用AND連結3個字，檢索模式選擇包含全部的字詞、同時查找同義字、從內文

中查找，縮小搜尋結果的部分，勾選Peer-Reviewed、全文 Full Text、有參考資料 

with Reference，出版品類型及文件類型選擇全部，語言選擇英文，接著按下檢索。

出現46筆資料，排列順序選擇相關性，如下圖。 

 
從這46筆相關文章中，挑出4篇，分別為〈MANJACO RULERS AFTER A 

REVOLUTION〉(在ASC中被引用1次)、〈The vernacularization of democrac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North India.〉、〈INŌ KANORI'S "HISTORY" OF 

TAIWAN: COLONIAL ETHNOLOGY, THE CIVILIZING MISSION AND 

STRUGGLES FOR SURVIVAL IN EAST ASIA.〉、〈'Our Colonisers Were Better Than 

Yours': Identity Debates in Greater London.〉 

接著，我們將關鍵字中的colonial*改成imperialism，其於設定皆不變(檢索模

式選擇包含全部的字詞、同時查找同義字、從內文中查找，縮小搜尋結果的部分，

勾選Peer-Reviewed、全文 Full Text、有參考資料 with Reference，出版品類型及文

件類型選擇全部，語言選擇英文)(見下圖)，搜尋後出現19筆文章，但出現的資料

和上次重複性非常高，而且也沒有可供我們利用的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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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覺得或許Avatar這個字，可能會縮限我們的結果，所以決定試試

看將Avatar排除，也就是以ethnography AND colonial* NOT Avatar去做搜尋，其於

設定依然不變(檢索模式選擇包含全部的字詞、同時查找同義字、從內文中查找，

縮小搜尋結果的部分，勾選Peer-Reviewed、全文 Full Text、有參考資料 with 

Reference，出版品類型及文件類型選擇全部，語言選擇英文)，結果資料數卻增

加為2,588筆(見下圖)。 

 
所以我們決定使用左側的「縮小結果依據」功能，在Subject：Thesaurus Term

欄列中，按下COLONIES，將結果縮小成51筆。(見下圖)其中有很多我們可以利

用的文章：〈The Ethnographic Novel and Ethnography in Colonial Algeria.〉、〈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在ASC中被引用13次)、〈“Tribes of the Eagle, the Panther, and 

Wolf＂: Nineteenth-Century Ethnographic Ver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yond.〉、

〈｀Martial Races＇ and ｀Imperial Subjects＇: Violence and Governance in Colonial 

India, 1857–1914.〉、〈MIMESIS AND PACIFICATION: THE COLONIAL LEGACY IN 

PAPUA NEW GUINEA.〉、〈COLONIALISM AND KNOWLEDGE IN AL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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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SCIENCE, RACE AND EVOLU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在ASC中被引用2次)、〈Whose closure? Appearances, temporality, 

and mineral extraction in Papua New Guinea.〉共8篇文章。 

 
而我們又從以上12篇文章中，各自的引用參考，又找出了篇不錯的相關文

章，除了其符合度外，我們也考慮了其被引用次數：如〈RESOURCE WARS: The 

Anthropology of Mining.〉在ASC中被引用3次、〈PROVISIONAL NOTES ON THE 

POSTCOLONY〉在ASC中被引用26次。 

2. WOS 

在wos的選項中，我們首先輸入「ethnography and colonial*」，選擇Topic的選

項，另外也輸入我們在ASC當中到的主題詞「clonoies」，並且也選擇Topic的選項

做為查找的方式，之後，我們檢索到了5篇文章。其皆是可以用的文章，包括< Deep 

plays A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of gambling contests in two post-colonies >、< "Au coin 

des rues Diderot et Moise": Religious politics and the ethnography of Sufism in colonial 

Algeria, 1871-1906 >、< Poesie as anthropology: Schleiermacher, colonial history, and the 

ethics of ethnography > 

、< Quai Branly museum: representing France after empire>、<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 Jours': Empire, exhibition, and the surrealist disorder of things >，故我們都將其

納入參考的資料中。再者，我們將「ethnography and colonial*」的關鍵字改為

「ethnography and imperialism」，檢索選項為「Topic」，而「colonies」的檢索選項

則仍是「Topic」，但卻沒有出現任何一項符合的資料。所以，我們將「colonies」

的檢索限定刪除，之後我們找到了12筆的資料。我們以Times Cited做排列，之後

選取前面的5篇，分別是< ALL THE WORLD IS STAGED - INTELLECTUALS AND 

THE PROJECTS OF ETHNOGRAPHY >、<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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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governmentality >、< The global, the local, and the 

hybrid: A native ethnography of glocalization >、< Small cultures> 、< Denaturalizing 

dispossession: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the age of resurgent imperialism >，做為我們的參

考資料。 

3. Greenwood Digital Collection 

從 Greenwood 首頁，直進入 ADVANCED SEARCH 頁面，以 colonization in 

keyword AND ethnography in keyword AND Avatar in keyword，沒有出現任何資料(見

下圖)。

 

於是，我們將Avatar刪掉，且將colonization放大為colonial*，以colonial* in 

keyword AND ethnography in keyword搜尋，出現了38筆資料，所以我們在Limit的地

方勾選了American History、Business and Economics、Current Events and Issues、

Education、Geography and World Cultures、Military History and Studies 、Multicultural 

and Gender Studies、Politics and Government、Sociology 、World history這些分類，

結果剩下27筆。(見下圖)我們從中挑出4本相關的書籍，分別為：《Colonial Histories, 

Postcolonial Memories: The Legend of the Kahina, a North African Heroine 》、

《Fragmented Worlds, Coherent Lives-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Botswanai》、《Africa 

and the West: The Legacies of Empire》、《The Anthropology of Cannibalism》 

 

以imperialism in keyword AND ethnography in keyword做搜尋，出現13筆資料，

但和上次的結果是大同小異，於是我們決定將colonial*再放大成colon*，而上面找

到的4本書中，有3本是屬於cultural anthropology主題的，另外，因為ethnography已

經搜過，所以我們將它排除，於是我們改成colon* in keyword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keyword NOT ethnography in keyword，並將範圍限縮在American 

History、Business and Economics、Current Events and Issues、Education、Geography and 

World Cultures、Military History and Studies 、Multicultural and Gender Studies、Politics 

and Government、Sociology 、World history分類，結果出現了70筆相關書目(見下

圖)，其中介紹歐亞非文化風俗的系列叢書就佔超過一半的數量，這讓我們更易

於 篩 選 ， 只 剩 下 2 本 較 符 合 我 們 的 需 求 ：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Native Peoples of Pampa, Patagonia, and Tierra del Fuego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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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teenth Century》、《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Native Peoples of Pampa, 

Patagonia, and Tierra del Fuego: Living on the Edge》 

 
4.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SSCI 收錄期刊排行榜 (網路五人版) 

 從圖書館登入JCR後，選擇JCR Social Science 2008年版本與依照Subject 

Category作分類的選項。之後我們選擇Anthropology的類別， 並且依照Impact Factor

作排列。以下我們節錄檢索結果的前三名: 

之後，我們又再回到JCR首頁，選擇JCR Social Science 2007年版本，並按照

與剛剛相同的方式，檢索到2007年的排名，如下: 

 我們發現到第三名的排名在2007和2008年有所替換，故除了排名一二名的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和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外，我們也選擇參考Current 

Anthropology，而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因為其所針對的議題與我

們這次的研究不相符，故不採納。另外，當我們點入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

Related Journals選項時，發現到前五名中有四種都是我們已檢索過的期刊，而其

中的第四名Homo-Journal of Comparative Human Biology，也因其探討的生物層面並

非我們這次研究的主題，故暫不採納。檢索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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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stor 

進入 JSTOR 的首頁後，直接點入 Advanced Search，一開始先使用 colonization 

(full-text) AND ethnography (full-text) AND Avatar (full-text)搜尋，並把與沿線直為

English，出現了 30 筆(見下圖)，選擇按照 Relevance 排序，但似乎只有 1 篇較切

合我們的主題〈Crucifixion Stories, the 1869 Caste War of Chiapas, and Negative 

Consciousness: A Disruptive Subaltern Study.〉(見下圖) 

 

 

接著我們將 Avatar 設定為 NOT，也就是以 colonization (full-text) AND 

ethnography (full-text) NOT Avatar(full-text)，一樣限定為英語，做搜尋，結果卻有

4494 筆，於是我們在 Disciplines and Title List 中，只勾選 Anthropology，結果依然

還有 1541 筆，所以我們決定再添加 resistance 作為關鍵字，去限縮數量，換句話

說就是：colonization (full-text) AND ethnography (full-text) AND resistance (full-text) 

NOT Avatar(full-text)，同樣限定為 English 以及 Anthropology，出現的結果依然還

有 626 筆(見下圖)，以 Relevance 做排序，看了 1、2 頁，挑出了 6 篇：〈Western Toba 

Messianism and Resistance to Colonization, 1915-1918〉、〈Asháninka Messianism: The 

Production of a "Black Hole" in Western Amazonian Ethnography〉、〈Africa, Empire, and 

Anthropology: A Philological Exploration of Anthropology's Heart of Darkness.〉、〈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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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s in Southern Mexico: A History of Power and Environment.〉、〈The Work of 

Memory in Madagascar.〉、〈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and Spanish Missionary 

Accounts of the Tepehuan and Pueblo Revo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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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文文獻期刊資料庫 

1.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進入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後，點進階查詢，再點查詢文章。使用「(民族

誌) and (殖民)」(皆用「不限欄位」即「AND」做設定)，搜尋到四本篇文章，只

有一篇《殖民、醫療與救贖－從日治時期井上伊之助的泰雅民族誌談起》可以使

用。再試試看「(田野) and (殖民)」(皆用「不限欄位」即「AND」做設定)，搜尋

到17本篇文章，其中有兩篇適用。《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生态与

生计－以中国东北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例》、《田代安定與《台東殖民地

預察報文》－殖民主義、知識建構與東部臺灣的再現政治 》。 

2. 國家圖書館期刊文獻資訊網中文期刊 

進入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點進階查詢。一開始我們以殖民和民族誌

做全部欄位查詢，但發現資料太多，而且很多不是我們想要的。後來仔細想想，

期刊論文的標題通常不會寫殖民兩個字，而是寫研究的族群名稱。所以我們修改

了搜尋策略，以＂摘要=殖民 AND 全部=民族誌＂搜尋，查到16筆資料，我們選

擇其中三筆: 《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民族誌與歷史研

究的對話：以「卑南族」形成與發展的探討為例》、《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

霧鹿布農人為例的研究》，這三筆的作者是以民族誌的方法進行研究，談到族群

面臨外來的殖民，將如何調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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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碩士論文 

(一)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 

我們進入ProQuest的網頁中，在database處選取「Dissertations & Theses」，之後

進入AdvanceSearch的頁面進行查找。首先，我們展開More Search Options的選項，

打入colonial*的關鍵字，將其設定為Document text的選項。之後我們在Subject 

name/mode欄位打入「Culture Anthropology」，並且選擇English的語言，而關聯性都

設定And，但卻找到0筆資料。之後我們決定放大搜尋範圍，所以將Subject name 的

限定移除，之後其他搜尋設定都相同，發現到找出來有22389筆的資料，資料數

過於龐大，所以我們再次將「colonial*」的分類改為Document title，之後搜尋筆

數 限 縮 到 3183 。 但 資 料 數 還 是 過 多 ， 所 以 我 們 點 入 檢 索 中 資 料 中 的 < A 

palynological study of landscape change during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in the U.S. 

southwest>文章，在頁面旁邊的Find more documents like this 的欄位，勾選

Department:Anthropology以及Keyword(s):Colonialism的欄位，進行下一步的檢索。

結果呈現出5筆資料，皆是可以使用的資料:< A palynological study of landscape 

change during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in the U.S. southwest>、< Cultural encounters 

and transformation of early historical polities on Lubang Island, the Philippines, ca. A.D. 

1200--1800>、< Long-term indigenous history on a colonial frontier: Archaeology at a 

15th-17th century Maya village, Progresso Lagoon, Belize>、< The Akpinis and the echoes 

of German and British colonial overrule: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Kpando, 

Ghana> 、 < Seventeenth century metallurgy on the Spanish colonial frontier: 

Transformations of technology, value and identity>，而我們將搜尋結果匯入到Endnote

中。另外，我們又將Dcument title的「colonial*」改為「colonial* and colonialism」，

並且做下一步的搜尋。我們因而查找到393筆的相關資料，看起來都還蠻符合我

們的研究主題，而我們選擇引用其中的一篇文章<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hifting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Examining the relations of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 in Trinidad>，並且我們再次將旁邊的Fiind more 

documents like this 的欄位，勾選Culture Anthropology的選項，並且在Keyword(s)的

欄位勾選colonialism和Postcolonialism與Neocolonialism做查找。我們總共檢索到66

筆資料，其中，我們選取< A clash of worldviews: The impact of modern Western notion 

of progress on indigenous Naga culture>、< Musical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 historical and ethnomusi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Indigenous Knowledge, colonialism 

and epistemological violen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Oromo people under Abyssinian 

colonial rule> 以及< Na wai ka mana? 'Oiwi agenc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Hawaiian Kingdom>共4篇做為我們研究的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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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資訊網 

我們進入進階查詢的網頁，輸入「殖民主義 and 民族誌」，選擇關鍵字的分

類，但搜尋沒有結果，而我們再次搜尋「殖民主義and田野」，也沒有結果。所以

我們將搜尋關鍵字改為「殖民主義」，檢索結果為80篇，我們選取幾篇較適合的，

包括<英國殖民統治政策對印度現代化發展的影響>、<後殖民台灣的日本教育化

研究>、<論中國大陸愛國主義教育-後殖民與民族主義的觀點>。之後， 

我們在查詢結果分類的欄位，點選「殖民主義的選項」，之後找到 27筆資料，

其中，我們選擇<跨越界線:板球文化的抵抗>、<帝國主義下之族群政治~以台灣

和愛爾蘭維例比較>2篇做為我們研究的參考資料。 

四、圖書 

(一) 台大圖書館 

進入國立台灣大學圖書館首頁後，經由連結進入館藏目錄TULIPS，並直接

使用進階搜尋。考慮到圖書的更新時間較長，所以阿凡達我們就不列入要搜尋的

關鍵字中，只從民族誌和殖民方面下手。使用「(民族誌) and (殖民)」(皆用「所

有欄位」即「與」做設定)跑出兩本看不懂的日文圖書；以「(民族學) and (殖民)」

(皆用「所有欄位」即「與」做設定)搜尋，則跑出一筆不太相關的論文；用「(文

化人類學) and (殖民)」(皆用「所有欄位」即「與」做設定)查，則沒有查獲，而

以「(帝國主義) and (民族誌)」(皆用「所有欄位」即「與」做設定)查詢，也無符

合資料。以上方法皆無用的情況下，我們回去看之前找到的那兩本日文書，發現

其標題處接有民族志和殖民政策，於是我們使用這兩個詞彙下去搜尋，出現結果

依然只有這兩本書，所以我們決定連結「殖民政策」(見下圖)，所幸出現的資料

數並不會太多，於是我們慢慢過濾能使用的書，雖然此方法無法涵蓋民族誌的範

疇，但我們試圖從出現的結果中，挑出可能具有民族誌觀點的資料。以下列出：

《拉丁美洲被切开的血管》、《日本在内蒙古殖民统治政策硏究》，以上這兩本書，

分別從經濟和歷史角度下去看殖民，但我們應該可從中找到我們能利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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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換英文試試看，一開始以「(colonial*) and (ethnography)」(皆用「所

有欄位」即「與」做設定)為關鍵字組合，考慮到英文文本可能較多，而且可能

出現一些較不實用的資料，所以將資料類型限定在期刊、網路資源、圖書、微縮

資料、報紙、珍善本及電子書(BETA)，而語言則限定為英文和中文，如此的結果

共有75筆，雖然數量不算多，但我們還是想再精確一點，於是將關鍵字中的

colonial*改為colonization，也就是「(colonization) and (ethnography)」(皆用「所有欄

位」即「與」做設定)而其他設定不變的方式去檢索，出現了9筆資料(見下圖)，

透過大略瀏覽內容敘述來做篩選，挑出5本比較符合我們需求的資料：《The empire 

of political thought : indigenous Australians and the language of colonial government 》、

Native American life-history narratives :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Navajo ethnography》、

《With good intentions : Euro-Canadian and Aboriginal relations in colonial Canada》、

《From the margins :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futures》、《Voyages and beaches : 

Pacific encounters, 1769-1840》(依序為下圖)，分別有澳洲、北美及大洋洲等地的

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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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上述幾本書的標題處，Colonies這個字出現了幾次，於是乎我們再拿此

字 來 做 搜尋 ， 一 樣 是 只 將 colonization 更 改 Colonies ， 也 就 是「 (Colonies) and 

(ethnography)」(皆用「所有欄位」即「與」做設定)其餘不變作搜索(見下圖)，結

果出現6筆圖書資料，扣除兩本我們在上次搜尋以決定使用的資料外，在剩下的

四本中，我們再挑出了兩本，分別為：《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Colonial subjects : essays on the practical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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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圖書館 

我們到國家圖書館的網頁，點選館藏查詢系統，選取全部館藏列的進階搜尋

做查找。在查詢欄位 key 入「Avatar（film）」，選擇題名的選項，首先查找是否有

相關的阿凡達資料。搜尋的結果顯示 0 筆相關的資料，而當我們選擇以「Avatar」

尋找時，則查到 21 筆，但多半是有關虛擬世界化身的相關書目，與電影＜阿凡

達＞沒有相關，所以我們再把資料範圍限縮到「Avatar and colonial*」，選擇提名

的選項，檢索結果為 0。如此，我們把檢索的範圍拉至殖民資料的查找。我們在

題名的欄位首先 key 入「colonail*」找到 588 項資料，發現資料數目太多，所以

我們又再進一步限縮，在題名的欄位 key 入「colonial* and colonialism」，找到 72

筆資料，之中，我們找到了幾則可用的書目，分別是講述教師們對於殖民勢力的

抵抗< Teachers against colonialism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 Busan>，以及

講述當地人民如何對抗殖民母國的<Recognizing Aboriginal title: the Mabo case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to English-settler> ， 也 有 提 到 關 於 殖 民 民 族 誌 的 書 籍 <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Nicholas Thomas >。之後，

我們再打入「colonial* and colonization」 選擇題名的分類，發現只有 1 筆資料，

為 < 殖 民 論 述 中 的 再 現 : 科 特 吉 讎 中 的 殖 民 及 反 抗 議 題 = Representation of 

colonial>，內容講述殖民與反抗的議題，而這也是阿凡達片中關於殖民的重要面

向，所以，我們重新使用「colonial* and representation」，找尋抵抗殖民相關的資

料，結果呈現出 8 筆，而結果其中 3 筆是可以參考的資料，分別是: < 日治前期

「殖民臺灣」的再現與擴張 : 以「臺灣勸業共進會」(1916)為中心 >、< 殖民論述

中的再現 : 科特吉讎中的殖民及反抗議題 :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 殖民與後

殖民交鋒 : 庫希讎中的再現政治與抵制論述 :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 >最後，當我們

打入「colonial* and ethnography」選擇題名做查找的分類，只有發現 1 筆相關書目，

為講述清廷殖民的民族誌<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ura Hostetler >，我們也將其併入參考的資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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