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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山區：

含雪山山脈、中央山脈、加里山

脈、阿里山山脈、玉山山脈區域。

花東地區：

花蓮、台東兩縣所在區域。

(繪圖／李真勝)

文化國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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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國土：訴說一段真實的歷史
文╱孫大川

前
年年初我曾有七佳（tjuvecekadan）之行，那是中排灣重要的舊社遺址，面積
雖然不大，但保留的頗為完整，政府已將其「評定」為世界遺產潛力點；

5月中旬，參加臺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家筆會的活動，和一群文友重新踏訪牡丹事
件沿線的遺跡。最後，登上石門村竹社溪畔山腰上排灣族paliljaliljau群的舊部落：
「cacevakan」，意指切割石板的地方。占地很大，可以看得出是一個有規模、秩序
嚴整的聚落。

根據耆老的口述，cacevakan石板遺址約有六百年歷史，牡丹鄉四林、高士、石
門等部落，都是從這裡分枝出去的。坐在遺址中央，遙想百多年前此地的威勢和風

華，不免悵然。我們因而談論起中央山脈這條龍骨上，千百年來臺灣原住民各族逐

鹿其間、建立部落、遷徙生養的情形。雖然林木石板不說話，但由一處處部落遺址

所串連起來的線索，卻清楚地訴說著一個真實的歷史，它是臺灣史的另一個側面。

在下山的路上，我和文友開始熱烈討論「文化國土復育」的構想。政府目前的

「國土復育計畫」，較側重環境生態面；看到了「空間」的問題，卻忽略了「人」

的存在。而長久以來，對於臺灣人的歷史、文化意識的形塑，也依舊圍繞在漢族文

化圈內打轉，只談及四百年，往往忽略早在四、五千年以前，臺灣已有完整部落結

構的原住民族。

美國知名生物地理學者、以《槍砲、病菌與鋼鐵》一書聞名的Jared Diamond教
授，曾在《Nature》雜誌（2000）上以「Taiwan is Gift to The World」為題寫道：「臺
灣是南島原住民文明起源地，臺灣原住民很可能是南太平洋原住民族的祖先，語言

文化是南太平洋研究的一把鑰匙。」

作為遼闊南島語族中的重要成員，臺灣原住民存在過、並且正在生活著的這塊

土地，有著值得被我們認識與記憶的歷史。原住民過去在法政、文化、學術上尋求

確立，雖然已經渡過無數次驚濤駭浪，但直到如今，仍無法真正安居。臺灣還有很

大的進步空間。我們應該正視困處環境敏感地區的原住民各族的文化、生活與歷史

記憶，這也是我們今天邀請劉益昌及諸位學者更具體地談「文化國土」的理念，並

透過案例思考如何使之落實於國土政策的關鍵環節上，最終的期盼之所在。（本文

作者為前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現任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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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文化國土」的理念與實務

文╱劉益昌

【編按】臺灣，是南島語族的重要發源地。然而隨著漢民族的移入，原住民的生活

空間日漸受到限縮，文化記憶也隨之流失。檢視今日與原住民文化保存相關的法

令，多半針對具體可見的物件加以登錄，與真正的──兼具有形與無形的「文化」

保存，仍然存在一段可以努力的距離。本文作者劉益昌教授長年從事考古遺址的發

掘與研究，特從原住民的舊社、遺址、傳統生活文化領域的角度，探討有關「文化

國土」的概念，以及具體可行的方案。

臺
灣是由兩大文化體系組成的國家，一個是複雜多元的原住民族南島系文化，

一個是一元化的漢文

化，漢文化自始至終都在一

個一元化的過程中被作為

認同的標的。因此，要討論

原住民的觀點，就必須要放

在整個國家的文化體制來討

論，否則講不清楚。漢文化

的中心思維以及態度，使得

中國周邊的民族把自己的

文化向漢文化的方向推擠過

去；臺灣長年以來強勢的漢

人和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亦是

如此。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開發大會於巴西的里約熱內盧舉行，簽署「生物多樣性
公約」，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the Unesco）通過一個保護文化多樣性內涵與
藝術表現形式多樣化的公約（簡稱「文化多樣性公約」），這公約的目的，在於強

調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除了前述二個公約之外，臺灣還可加上自然多樣性。這些公

約經聯合國各會員國集體簽署，說明這已不止是學術研究，而是普世的概念。臺灣

本來擁有的多樣性，經過幾百年的演變，以及政府的介入後，越來越有一元化趨

勢，這就影響了處於文化弱勢和人數少數的原住民，所以談原住民問題必須考慮整

個臺灣文化發展與保存，才能處理原住民的文化。

本期專題1

臺灣是南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圖片來源╱智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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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化保存」的哲學性思考

事實上，政府並沒有處理「文化保存」的問題，依據法令只有文資法處理「文

化資產的保存」，因此我們想要保存文化，必須透過文化資產保存來著手，才有

法源依據。此一議題可以從兩個大方面的思考：一是文化資產保存的檢討，將原住

民文化放在文化資產保存體系來檢視：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包含了「指

定」、「登錄」二個法定名詞，也就是說，文化資產必須經過指定，登錄和公告

才能算數，否則政府就可以不予理會，不管是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2005年修法時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條指出：經指定登錄者才是文化資產，而且指定登錄必須

經過公告才有法定效力，也就是說，若不公告，就不是文化資產，就不須費心保

護，因此給了地方政府可以不作為的契機。

筆者多次在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會議中指出，臺灣是一個只有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的法令，沒有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哲學或邏輯的國家。我們的邏輯是什麼？為什

麼要保護這棟房子？講不出所以然，只知道這房子的年代、流派等，這是見仁見智

的，你是要殘跡保存還是可以重建？是要立面保存還是內部可以利用？光是古建築

就這麼複雜，更不用講其他類型的文化資產。譬如古蹟認定，九二一地震後的霧峰

林家已經倒塌的部分，經過大規模重建，除了地板外，絕大部分是幾位建築師蓋

的，這也叫國定古蹟？誰有權力蓋國定古蹟？還是誰有權力確認新建的部分也屬於

古蹟，這就是邏輯，但我們沒有。

從2013年5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統計，經指定、登錄後公告的文化資產數
量，原住民的文化資產比例極為懸殊：古蹟773處（原住民2處）、歷史建築1093
（14）、聚落12（1）；考古遺址43（1），但遺址較難歸類，也許大部分史前遺
址屬於原住民祖先的遺留；文化景觀39（5）；國寶481（3組9件）；重要古物547
（4）；一般古物7087（50）。從以上清楚地顯示，文化資產的指定是以漢人社會
為主。假若文化資產的保存，是代表文化的保存，那麼，文化資產只能反映漢人社

會的歷史發展過程，無法反映全臺灣的人群活動的過程，有關早期人類活動史的史

前遺址或原住民的舊社指定登錄不多，尤其南島民族文化體系裡的儀式行為、手工

藝或其他文化要項，幾乎沒有被指定。

目前文化資產保存方法是採菁英概念，早年是中央集權，由中央的審議委員會

（以前是內政部，後來是文建會）指定古蹟換其他文化資產，後來下放到地方政府

（地方制度法規定文化資產是地方的事務）指定，不管是地方或中央，絕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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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學者是建築學者出身，因此，除了古物（文建會將全臺公藏機構，如故宮、中

央研就院、歷史博物館等機構之標本古物列為文化資產），其他的項目，九成以上

都是建築物，而且是漢人的建築物，這是一種偏頗：看得到的才叫文化資產，看不

見的就不算，漢人的無形資產已經很少了，原住民的更少。我曾經撰文指出：「文

化資產保存是國家法律規定的項目，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也是當代的普世價

值；文化資產保存法也是特別法，應當是臺灣社會中必須認真面對的方向，可是在

經濟與開發掛帥的社會體系之下，很少思考臺灣這塊土地的文化資產，也很少思考

多元文化未來的方向，假若文化資產是一個國家或人群自我認同跟主體意識強烈的

元素之一，那麼國家或者國人對於土地不認同，自然不會認同存在在這塊土地上的

文化資產。」

臺灣雖面臨國家跟族群認同的困境，但沒有面臨文化認同的困惑啊！我們都知

道，臺灣是一個叫做漢文化跟一個叫做南島民族文化共同構成的國家，但在這樣偏

頗的狀態之下，臺灣會有文化多樣化消滅的危機，所以我從文化資產概念來談到文

化保存，文化資產與文化保存，必須落實在土地，而不是族群。

文化保存應落實於「土地」而非族群

關於土地的認同，可舉日本人在遺址研究上的例子：他們把所有考古遺址，全

部當成祖先的遺留，因為曾經一起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所以日本人在一百多年前

的大正年間，就開始重視文化財的相關法令，並透過考古學研究，去把日本的歷史

延長，去處理國家的歷史、社會的自信心、跟國民的文化認同。他們從不諱言，自

己的文化有很多是外來的。日本很久沒有成立國家博物館，近年在福岡成立九州博

物館，主題就叫做：「亞洲的日本，日本的亞洲」，這國家很清楚了解他的文化是

自己和吸收外來文化所構成的，因此考古遺址的研究也從不放棄和外來文化相關的

部分，例如長崎的「出島遺跡」。

假若沒有深厚的文化作為自信的基礎，不可能面對自己居住跟存在的土地；人

和土地的關係是環境倫理的基本觀念。可以引述環境倫理學者的話：環境倫理的前

提在於對鄉土的認同感，當全球化摧毀這認同感後，但我們現在又要回來去面對土

地的問題時，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面對自己，重新學習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由此引

申，可說：只有瞭解自己的土地，和生長在這塊土地的文化，加上孕育文化的時間

所組成的歷史，才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性。有了文化主體性，才能體會人和環境以及

土地間的關係，才能體會相處的道理，才有環境倫理。從這概念來講我們才可能建



原住民族「文化國土」的理念與實務 7

構自己的鄉土歷史；從建構自己的鄉土歷史的過程中來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

文化的自信，表現在「文化資產」上，但文化資產的指定，幾乎忘記了原住

民。所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一直期望文化部幫忙，把原住

民也放在文化部的思考範疇。關鍵在於原民會的位階，原民會應該像經建會一樣，

提升為行政院幕僚機關，為主管原住民制定政策，原住民也是國土國民的一員，所

以各部會所有作為應考慮到原住民，如果教育部沒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進行族

語教育，原民會就可以盯著教育部，但現在不是，原民會自己編預算辦族語教育。

第二點，必須建立原住民「文化國土」的概念。原住民一直在努力尋找各族群

部落的「傳統領域」，我常問：要「傳統」到什麼時候？臺南市政府在安平港旁邊

立一個木頭柱子叫「札哈木之歌」，說那個地方是鄒族登陸之處。鄒族和臺南、安

平的關係是因為荷蘭人，當時荷蘭統治南臺灣，把鄒族找去臺南、安平參加地方集

會，鄒族有個傳說，說他們祖先登陸的地點是海邊。所以我嚴肅的告訴鄒族老朋友

說：你們要學會游泳，因為臺南市要你們在安平登陸，而就我的了解，鄒族祖先開

始上山時，海還在官田一帶，所以你們要從安平游泳到官田才能登陸。這是昧於歷

史事實，也沒有空間概念，得到的結果。

「文化國土」先從舊部落做起

無論國內國外，傳統領域不是一個最好的觀念，筆者建議用「原住民族基本

法」的精神來推動原住民的文化國土，將文化國土置於國土計畫法之中，劃下區

塊，以利於文化和生物多樣性保存的基本條件，這是臺灣今天要共同思考的課題，

不過我們先從已經面臨文化喪失危機的原住民做起，因為目前原民會正從傳統領域

劃設思考此一問題。

從傳統領域的角度來看，各族和各部落往往將看得到的山頭和海邊，都視為傳

統領域，違反當代國家和人群共同擁有土地的基本概念，卻把土地變成某一人群私

有領域的概念。一條河流的上游、下游，是共同支撐這塊土地存在的基礎，歐洲多

瑙河上游和下游分屬不同國家，沒有人會說水是從我這流去所以整條河都是我的，

不應該用這麼狹窄的角度來思考。

假若我們要建構原住民傳統領域，必須從幾個方向來思考：我們原住民朋友所

謂的過去歷史的具體反映，就是舊社，我們很清楚知道，所有活動空間會重疊，但

舊社不容易重疊，因為舊社就是一個部落一個族群住過的地方，社或聚落有其基本

範圍，所以舊社可以定義為：當代原住民仍然可追溯的舊部落所在。從考古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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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民族學、耆老口述等全方位來建立舊社的檔案，就像日治的番社概況那樣。

建立的檔案就是舊社概況，裡面還會談人和人之間，族群之間的關係，每個檔案就

像一個考古遺址一樣，一個一個來做，逐步全面建立已知的舊社檔案，這些舊社空

間就是第一步的文化國土，因為其中蘊含過去的文化與歷史，不容毀棄。

原住民文化國土這一概念，是2012年到屏東排灣族的七佳舊社時，孫大川主委
提出來的，他了解目前的國土管理系統，要把整個原住民的「傳統領域」劃出來

很難做到，所以要思考的是可以確實執行

的「文化國土」這個大概念，這是一個政

策，是架構在實質的國土開發政策之上，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而來的概念，「原

住民族基本法」要求，土地開發利用單位

必須尊重原住民在這塊土地上的先佔有、

先居住的權利，應該擬出哪些是土地利用

時必須注意的，包括水利署管理的水資源

保護區，林務局管理的林區，這些大多在

海拔比較高的山地地區，也就是大多數原

住民的傳統領域的範圍，假若先將舊社等

與文化有關的區域劃下來，作為文化國土的初步展現，會比較有意義。

建立舊社檔案、神聖空間定位

文化國土的具體的落實應該放在哪裡？第一步是前述的舊社。舊社空間領域比

較容易劃出，然後是傳說（聖山）的空間領域，這也比較容易劃出來。這一類就是

把文化國土的要素找出來，在空間上予以定位，舊社、傳說的定點在哪裡？例如泰

雅族起源地的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部落就應該是一個文化國土，因它承載了泰雅起源

的傳說，且有確切的地點，可說是維持原住民歷史、文化所需要的空間。

其他的如狩獵地，也是文化國土的一部分，但用概略性的原則去標示，可以和

其他如森離保育、水土保持等目標共存。前陣子原住民朋友說要舉行大獵祭，依

照傳統，要獵多少山羊、多少山豬等獵物。其實，文化是會改變的，也可以改變，

現在面對生物多樣性、面對維護生態平衡的世界趨勢，未必一定要狩獵，太魯閣國

家公園就提供遊客望遠鏡，讓大家觀察動物，這是「鏡頭狩獵」，不需要真正的狩

獵。按照我學考古的概念，以前為什麼要狩獵，因為要舉辦祭典，增加蛋白質的攝

舊社是一個部落生活與活動的區域。圖為邵族人攝

於部落，1900年5月17日。（攝影╱鳥居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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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漢人也一樣，以前只有逢年過節可以吃肉，但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幾乎天天吃

肉，所以狩獵這傳統可以改變。

文化國土的重點區域，散布在中央山脈軸的廣大範圍，一旦劃出來，連接起來

就會形成網狀的面，這是最大的文化國土；第二個區域是花東地區，把這裡劃為文

化國土是有其意義的，因為花東有相當比例的原住民，也有特殊的「花東地區發展

條例」，可以將「原住民族基本法」以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架在「花東地區發

展條例」上面，思考東部區域未來的走向。就位階而言，這兩個法都是特別法，優

於一般法，在其規範下，所有開發都必須考慮原住民的文化國土，如此，才不會再

出現美麗灣事件，美麗灣是在忽視原住民文化國土這個概念才導致的。

至於其他平原地區比較複雜，如平埔族群留下來的舊社聚落，以前中央研究院

平埔研究會的同仁曾經想做定位，但因族群漢化已深，記憶大多喪失，位置確認並

不那麼容易，需要一步步來。

因為傳統領域較難落實，所以要用文化國土來落實，用，「原住民族基本法」

來要求，譬如平原地區怎麼做？目前國家正在做平地造林，若能在原住民的文化國

土上，採用平地造林的方式，回復到自然狀態，則也是一兼二顧的事。

文化多樣性的實質展現

文化國土的概念提出之後，就曾想到，究竟要怎麼面對臺灣原住民這個詞彙？

中國用「少數民族」這字眼，少數就代表有相對多數，就是漢人；臺灣用「原住民

族」名稱，就是有後來的漢人；菲律賓為什麼不用原住民族？因為他們就是主人。

就是這一個概念，可以思考不應使用人群的這個概念來談而已，還要用土地的概念

來詮釋，才能維持文化的多樣性、生物的多樣性，所以把文化國土拉到跟普世價值

放在一起。 我是用維持文化的多樣性、生物的多樣性的觀念來思考文化國土的概
念，也就是落實文化國土，就和聯合國提倡的文化多樣性同步，同樣劃了那麼多國

家公園、自然保留區也是為了維護生物多樣性，所有作為還是為了整塊臺灣土地的

未來思考，不單是為了原住民而已。整體而言，文化國土的觀念就是臺灣依法律必

須保護的文化資產的所存在的土地，從原基法設定的塊狀區以舊社和原住民傳說所

在的土地為基礎，而打破傳統領域平板化的時間的概念。文化國土可以牽涉到舊社

有不同的時間加上史前考古遺址，尺度會很寬，未來也比較可行。（本文作者為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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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現身」、「多元共存」到「人地歸屬」：

談文化國土復育

文╱官大偉

「國
土復育」原本是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在2004年所提出的一項國土空
間策略方案及相對應之條例草案，它宣示國土思維的重大轉折，強調

從「人定勝天」的邏輯，改變為「還地於自然」的態度。此方案與條例草案對於早

期國土開發的檢討有許多正面之反省，然而其所看到的國土，僅是國土的「自然」

條件，而未意識到國土的「文化」面向，因此，其所設想的復育，也就偏重於恢復

地質條件與物理性質的技術性程序。雖然「國土復育策略方案及條例草案」的推動

因為種種的爭議而於2008年暫告中止，但對於我國之國土論述與作為，已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例如，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讓山林休養生息」的說法，與劃設特定區

域強制遷村的作法）。因此，面對其可能的盲點與偏見，實有持續與之對話、提出

具文化觀點之國土論述的必要。

任何存在著原住民的

國家之中，往往都存在著

一段從原住民手上巧取豪

奪土地、使其成為「國

土」的不光彩歷史，而一

個國家如何面對這不光彩

的歷史，就成了決定其道

德高度的依據。事實上，

國際間越來越多的案例顯

示，落實原住民族之土地

權，不只在政治上穩固國家的道德正當性、在經濟上則有結合原住民族之生態知識

與在地管理體系創造資源維護之效益；在文化上，亦可透過跨文化的對話，豐富一

個國家中多元而深層的人地關係哲學，而這一切的根源，則必須從對於「國土」的

本期專題2

國土復育，應該是一個「人和土地之關係的重建」行動。圖為台中雙崎

部落，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的家鄉。（圖片提供╱南方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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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開始。

文化國土復育的關鍵性策略

澳洲政治地理學者，同時也是現任國際地理學聯盟（International Geographic 
Union, IGU）原住民知識與權利委員會委員Richie Howitt （2010）指出，「藉由無
主地的宣稱否定原住民族和土地之關係」、「透過佔領和改造抹去原住民族在土地

上的紀錄」、「運用各種產權形式的創造推動資本對於土地資源的剝削」乃是過去

「國土」賴以為「國土」的殖民土地敘事三部曲，而今日要推動族群正義與永續發

展，則必須發展出新的國土論述，使歷史得以和解。Howitt提出了三個關鍵性的策
略如下：

1.歷史現身
首先是「歷史現身」，它意指原住民從土地的歷史中現身，正是重新反省舊有

國土論述的第一步。這樣的現身，包含了對於歷史的重溯，也包含對於歷史地景的

理解和重視，在國外，有許多進行的方向，包括原住民山川海洋與地名的官方化、

特定歷史地點與區域的保存並由原住民族進行治理等等。在臺灣，這樣的工作則仍

有待努力。過去，從不瞭解（或不願意承認）原住民族和土地之間長時間且密切之

關聯的殖民者眼中，看到的山林海洋是一片自然與待開發的富源，它也成為主流的

土地觀點。但是，從原住民族眼中看到的山林，卻是漁獵領域、往來路徑、部落位

址、採集地點所串連起來具有歷史記憶與文化意義的地景，雖然殖民者已經離去，

但是將原住民生活地區和自然劃上等號的思想遺緒卻仍有待破除，唯有使原住民族

的觀點，進入到國家的土地歷史敘事中，才能找回臺灣土地與歷史記憶的連結。

2.多元共存
接著是「多元共存」，也就是多元的文化地景應該共存於國土之中。不同的文

化對於環境有不同的調適與互動方式，也因此會形成不同的地景。舉例來說，原住

民於山地地區進行多物種、農林交雜、生計與經濟作物混合種植的農業生產，就會

與平地地區單一作物、大面積種植的經濟農業，形成不同的地表景觀，而以部落為

管理與分享基礎、以原有文化生態作為對參訪者進行知識分享之內容的觀光模式，

也會和財團進駐、大興土木的觀光開發大異其趣。維護多元的文化地景在國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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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意味著對於形成這些地景的社會運作與生產方式的尊重，也意味著不把多主

流社會中對於什麼是好的土地利用方式與規範之認知強加諸於原住民族身上，甚至

能夠從原住民族長期與土地互動所產生的生態知識和環境智慧中，學習到提升整體

社會面對環境問題之能力的方式，而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則必須建立適當的制度環

境，使原住民對於其生活空間的理解和詮釋，必須成為國土空間實踐的一部份。

3.人地歸屬
最後則是「人地歸屬」的省思。使原住民從土地的歷史中現身、維護多元的文

化地景在國土中共存之最高意義，是要從原住民族和土地的關係和經驗，啟發主流

社會去找回人地互相歸屬感。在完滿的人地關係中，土地具有多重的意義，它既是

經濟生產的要素、也是社會關係再生產的場所、文化實踐的所在、歷史記憶與情感

的承載，這些多重的意義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中往往被逐漸摧毀、剷平，慣於在

現代經濟與政治模式中生活的人們也逐漸對於土地作為商品的單一性質習以為常，

然而土地意義的空洞化正是國土永續的最大精神危機，原住民族和土地之間長久發

展出來的關係和經驗，也因此具有召喚人們重新體認人地之間的歸屬意義、啟發主

流社會重新去檢討整個國家的土地與發展政策的積極作用。

「國土復育」不應只是對於土地之地質條件和物理性質的恢復，而應該是土地

歷史與文化記憶的恢復，應該使「國土復育」成為一個「人和土地之關係的重建」

行動。從「歷史現身」、「多元共存」到「人地歸屬」，原住民不會只是消極的被

保護者或被保障者，而是積極地將自身文化和土地長期互動產生出來的豐富生態知

識和環境智慧提供給全體台灣人民的分享，族群正義與環境正義的價值也終會因此

落實在我們國土之上。（本文作者為泰雅族，美國夏威夷大學地理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參考文獻：

◆  Richie Howitt, 2010,“Sustainable indigenous futures in remote Indigenous areas: relationships, 
processes and failed state approaches.＂, GeoJournal 75: Online First [DOI: 10.1007/s10708-10010-
19377-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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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小琉球原住民﹕從烏鬼洞談文化國土

文╱劉益昌

近
來由於廣大興事件1，大家都知道小琉球上住著漢人。而且可以說是純粹漢

人。小琉球的漢人也曾移居到綠島，在當地跟達悟人結婚，這是有文獻紀錄

的。

小琉球的位置就在屏東縣東港鎮、高雄市林園區中芸港的對面，是高屏溪（又

稱下淡水溪）河口外面一個石灰岩所構成的小島。它的地質結構和鳳山丘陵的南段

非常類似，因為是石灰岩地形，所以就有石灰岩洞穴、風化紅土，島上有山谷，山

又有一定的高度可以蓄水，再加上這個島剛剛好夠大、不似礁岩小島無法容納人，

又離臺灣本島不遠──在鳳山

丘陵南段、屏東來義等潮州斷

層邊緣山麓都看得到，所以，

或多或少就流傳著小琉球人的

傳說。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排

灣族或屏東平原上的平埔族群

的某個氏族、聚落，可能跟小

琉球有關聯。

烏鬼番傳說

從小島的條件看來，我們可以推測，這個島嶼早期應該有人群居住。但從清代

初年以來，所有關於小琉球的紀錄卻非常的隱晦、模糊，而它的傳說都非常的特

別，尤其是「烏鬼番」的傳說。

烏鬼番的傳說在臺灣南部很流行，當地有烏鬼埔、烏鬼井、烏鬼橋這些地名。

烏鬼的特徵是皮膚很黑，但跟傳說的「矮黑人」並不同；烏鬼很有力氣、擅潛水，

臺灣南部的廟宇常見此裝飾。清代以來，大西南平原（按：指雲嘉以南，一直到屏

東平原，包含小琉球、澎湖）是早期荷蘭人統治最為直接的區域（澎湖除外，但荷

人在澎湖造過堡壘），所以這裡也是荷蘭文字紀錄最多的區域。自宋代以來，漢人

對澎湖的紀錄是沒有原住民；清代以後，除了澎湖，還有另外有兩個地方也沒有原

住民：一個是高雄平原，另一個就是小琉球。

本期專題3

《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小琉球位於右下角。（圖片來源╱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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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南附近有西拉雅族，山邊有大武壟社群，屏東平原有鳳山八社，獨獨高雄

平原只有隱隱約約的一些傳說。學者已經解開了高雄平原沒有原住民的問題──李

國銘先生寫過〈文獻上平埔族空白的高雄平原〉2，後來很多學者再去考證，都認

為其實是有平埔族的。高雄平原狹義指今高雄市二仁溪（舊名二層行溪）以南到

高雄市區的平原地帶；此區在清代文獻裡，確實一個「社」都沒有，但據後來的研

究及考古調查，我也堅信這裡是有人群居住的，因為我也在此地發現很多考古遺址

（例如柴山遺址），而且年代很晚，約三四百年前。表示荷蘭人統治時，此地還有

人住，荷蘭人稱他們叫「打狗野人」，只是他們不受統治，荷蘭人把他們趕了以

後，他們便四散離開。

文獻上的消失

小琉球是另一個在清代紀錄裡沒有平埔族群的「社」的地方，這就很有趣了。

在學者的研究裡，一直留存著清朝的文獻記憶，也就是小琉球上沒有原住民。直到

1994年，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平埔研究研討會，當時，曹永和先生發表
了一篇〈小琉球原住民哀史〉，後來出版時改名為〈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

落臺灣歷史之一頁〉3，由曹永和、包樂史共同具名撰寫。文中利用豐富的荷蘭時

代文獻資料，點出荷蘭人怎樣把一個一千多人的原住民聚落毀掉，把島上的原住民

清空，最後，把土地贌給漢人。

荷蘭人稱小琉球為Lamey或「金獅子島」。當時，荷船金獅子號停靠岸邊，船
員到島上取水喝，被島上的住民認為侵犯了領域，再加上語言又不通，導致船員被

殺死。這便引發了荷蘭人後來回頭毀掉全島住民的事件。按照曹永和先生的考證，

荷蘭文獻中詳細記載了他們殺伐的過程，紀錄死亡人數有1,119人，這還是可見屍
體和被俘虜的，有些不得見的恐怕未列，所以聚落和死亡人數絕對超過這個數字。

在這個島上，照荷蘭文獻所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生活空間，聚落整齊，兩排像

街道一樣，發展完整；而從人數上看來，一千多個人儼然已是大型聚落，相信也有

完整社會組織。但是，荷蘭人毀掉這樣的聚落，使得我們今日所見的小琉球，完全

沒有任何原住民的紀錄，不管是歷史紀錄、鄉誌、或者是在烏鬼洞前所立的碑文，

所寫的都是訛傳。事實上，他們根本不是「烏鬼」，我們可以把他們叫做Lamey島
上的Lamey人，留下的臺灣原住民聚落。荷蘭人像這樣毀掉臺灣的原住民社會另外
有好幾個例子，譬如阿猴、Favorlang（按：講Babuza語的人群，或稱巴布薩，昔稱
華武壠。可參考林昌華的考證以及筆者的研究）4，然後就是Lamey。
至於Lamey社的人有沒有留下後裔？我認為應該還有。因為他們當中有482個

人被分配去新港社，有24人依荷蘭習俗被送往荷蘭，還有191人被發配至巴達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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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做荷蘭人的傭人、僕役，所以生存的人占約一半，這群人的基因大概還存在於

世界上的部分地區。不過，賴以生存的島嶼跟聚落卻完全失去應該有的歷史記憶。

我常說當部落碰到國家，會產生很多不同的型態，這個型態算是最慘的一種型態，

就是家毀、人亡、土地喪失，然後完全不再存在於歷史的紀錄跟人們的記憶之中。

文化國土vs.文化景觀
清末日治以來，統治者和臺灣原住民發生了幾次重大的戰役，我們都已經立碑

做研究，但是卻很少把這些事件地點「指定」或「登錄」下來。秀姑巒溪口南北

兩岸的「大港口事件」（或稱「奇美事件」）所存在的地點都還在，其他重大的原

住民歷史事件，像是太魯閣事件、威里事件，同樣的應該給予關注。前述這些事件

從清末、日治以來紀錄相當完整，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清楚說出位置；像小琉球，

基本上可稱為Lamey事件，我們知道有烏鬼洞，有傳說、也有天然地形，也知道有
番仔厝考古遺址，但少有人知道這些物件、事件的關係。我們應該要紀念這一個慘

烈的歷史事件，而紀念一個歷史事件應該是要有時間和空間的，也就是說人、事、

時、地、物俱全的狀態。因此應該把歷史事件的地點劃下來，作為一個國家的紀念

地認真的處理──這裡講的紀念，是跟文化、歷史的保存有密切的關連，所以，稱

為「文化國土」。假若不透過「文化國土」的劃定把它保存下來，那麼對於這個事

件，不就像清朝以來，逐漸把那麼重大的歷史給淡忘了一樣嗎？

不過目前我國並無「文化國土」相關的法律。美國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管轄的範

圍，也包含了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即使是一個紀念碑（Monument）也可管轄。我
國現行的「國家公園法」沒有管到這麼細，但我認為，應該可以透過法制化的「文

化資產保存法」，把這一類的地點匡列下來，作為文化資產保存的類別裡，最廣泛

的範圍的一種，也就是「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因為是比較寬鬆的範圍，以小琉球為例，我們幾乎可說這個叫做

「Lamey事件的發生地」，然後把它劃下來，因這是屬於原住民的歷史文化重大事
件，是原住民的文化國土。在原住民文化國土還沒有相應的法律規定項目之前，我

們一樣可以使用「文化資產保存法」來界定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依文化景觀相關

法令予以指定或登錄，把它保存起來，所以不是沒有法令，只是要如何落實。

具體可行的作法

從實質的做法來講，我覺得可以做的就是包括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或各縣市

政府的原民局處，督促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完成文化資產的內涵調查，進一步完成

「指定」或「登錄」，或者「指定與登錄」，因為整個空間的登錄叫做「文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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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其中已消失的聚落和烏鬼洞所在則要指定為「遺址」，所以要指定與登錄。

此外，文化國土也應是國土計畫的一環，與都市計畫、區域計畫中的保護區、公

園，或低密度利用土地相結合。目前臺中市都市計劃裡，就有這樣的想法。臺中市

遺址審議委員會透過遺址調查的結果，跟都市計畫的土地利用單位協商，從而得到

一個比較好的結果，保護了遺址，也得到大塊綠地。

也因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該作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共管機關。或

至少，「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主管機關──文化部，應該體認到臺灣是兩大文化體

系構成的國家，我們目前的制度和所指定文化資產的狀態是極度偏頗的，不計算

古物單件，其他的指定項目，九成以上是漢人建築物。我們不但沒有漢人的、或很

少漢人的無形文化資產，也很少原住民的無形和有形的文化資產，具有五萬年時間

深度的考古遺址更少。比例太過懸殊，這是一個不對稱的文化資產指定和登錄。若

過去是枉，我們現在要使它回到正，要「矯枉過正」，也就是現在應該將「古建築

類」的古蹟放下來，認真去思考其他類的文化資產應如何納入，這是一個很清楚的

概念，得以回到文化資產指定與登錄正軌。

建構全貌觀的臺灣史

所以小琉球Lamey事件的發生地，是應該被視為臺灣整個歷史發生的過程當
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然後將這個從清初以來、直到現在琉球鄉公所所立的碑

都還模模糊糊的歷史，重新釐清建構出來。大歷史家曹永和先生所做的研究那麼

的清楚，考古所做的調查那麼的清楚，一切俱在，我們何愁不能夠把歷史事件恢

復呢？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建立起像曹永和教授講的，真正「結構性的臺灣歷

史」，也能夠像張光直教授講的「全貌觀的臺灣歷史」。這個是我做為一個考古工

作者非常掛念與在意的事。

那麼，目前能夠做些什麼呢？只要好好去做研究與空間調查，也可以透過考古

發掘的結果，相當程度的復原這群人的生活。考古家有能力可以把他們的日用品

找出來、把他們跟中國人在更早的階段做貿易時的青瓷考證出來；早過於荷蘭人的

階段，小琉球原住民就已經跟中國人有貿易了，曹永和教授寫的那是一種沉默貿易

（Silent Trade），彼此不懂語言，但能以物易物的狀態。把這些東西都做出來，那
才叫做歷史的真相啊！

談文化國土，是帶有一點哀傷的意味，但做為一個考古工作者，我願意有機會

去做一個考古學的研究，我可以把Lamey人的生活透過考古的復原，在小琉球島上
展示、再現，然後讓荷蘭人在旁邊立一個碑誌說明過去所發生的事，請荷蘭駐臺代

表甚至總理，對這塊土地給予真誠的道歉。讀這段歷史的確應該如曹永和教授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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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那個題目，叫做〈小琉球原住民哀史〉，悲哀的歷史。我們應該在這篇文章的

背後，對於曹先生和他的荷蘭學生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能夠寫出這樣的東西予
以致敬，從文獻裡面爬梳出這樣的一個故事來，然後澄清歷史的過程跟內涵。

Lamey人是所謂「缺少了歷史紀錄的民族」，這是歷史學家Eric R. Wolf的名
言，也是我常常講的「存在他者記憶的人群」。曹永和先生也曾說：「臺灣漢人的

歷史並不就是全部的臺灣史。因為漢人以及其他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來臺灣

以前，臺灣島上的主人是南島語民族。過去棲息於平地的南島語民族的許多族群

體，即所謂平埔族，幾乎已被同化或消失，現在尚有所謂高山族的原住民棲息於山

地與東部。我們不應以漢人為中心來研究臺灣史。臺灣史是漢人移入臺灣以後，與

平埔族發生接觸來往，互相影響的歷史。我們應拋棄種族優越的偏見，來研究平埔

族的歷史。因為平埔族的歷史是臺灣歷史研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構成部分，重建平

埔族的歷史，才能架構出完整的結構性臺灣史。」5這個當然是以文字記錄的歷史

來看，而張光直先生所謂全貌觀的歷史，就包含著「考古遺址」所建構的人類活動

史，我認為，這才是所謂全貌觀的臺灣歷史。考古遺址是埋藏在地下的文化資產。

原住民的「舊社」，就是考古遺址的一種，可以用相同的辦法來處理。而文化國土

的概念，終歸是全臺灣必須共同思考的課題，原住民文化國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就像我一直提到的：臺灣是兩大文化體系所構成的國家，我們對原住民的文化資

產已經過度的忽略，因此從今天起必須重新思考，並急起直追來做這件事。

（本文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註釋：

1 2013年5月9日，在巴林坦海峽（Balintang Channel）的臺灣及菲律賓兩國主張之專屬經濟
海域重疊區域上，菲律賓海巡署東北呂宋島海巡區（CGD NELZN）暨漁業及水產資源局
（BFAR）公務船（編號 MCS-3001）與臺灣屏東縣琉球鄉籍的漁船「廣大興28號」發生衝
突，造成廣大興28號船上漁民洪石成死亡之事件。

2 李國銘，2004，〈文獻上平埔族空白的高雄平原〉，《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
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3 曹永和、包樂史，2000，〈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臺灣早
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社。

4 參見：林昌華，2009，〈追尋華武壟，以荷蘭文獻重構華武壟（Favorlang）民族誌〉，《臺
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63：2-11。林昌華考證：Favorlang是外人對Babuza族不好的稱呼。所
以在他們被荷蘭人收服後，一再告訴荷蘭人他不是Favorlang。根據這個族群所留下的語典，
他們的語言就是巴布薩（Babuza）語，跟彰化平原上的人所講的語言一樣，所以我們幾乎可
以說，Favorlang人就是巴布薩族（Babuza）。也有很多人寫成「貓霧捒」，因為臺語發音非

常相近，但為避免跟臺中南屯的貓霧拺社混淆，我比較贊同用「巴布薩」稱呼。詳細研究

請見筆者《濁水沖積扇區域史前文化與人群關係之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5 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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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瑞岩部落留下歷史記憶
——泰雅起源聖地與瑞岩部落的遷移

文╱黃美英

    我們所背負的
    不是一頁歷史
    而是族的生命
            期待
裂縫中的生命延續

               －Terowr於瑞岩

臺灣歷史文化的源頭

國內外學者將臺灣原住民族歸類於南島民族（Austronesian ）。南島民族分布
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中數千個島嶼，其地理分布最廣，佔全世界2/3，人口也有兩億
之多，是全世界幾個大民族之一。學術研究方面，語言、考古等學者對於南島民族

的起源地或祖居地（homeland）與擴散（dispersal）方式有幾種不同的學說，尚無
一致的結論和看法；其中比較盛行的一種說法是「臺灣是南島民族的起源地」。根

據學者的研究，臺灣南島民族在本島上定居約有六千年的歷史了，換言之，臺灣是

南島語族的老家，顯示臺灣原住民族在「南島民族」文化史中的地位。

若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臺灣的原住民族，自古以來由於沒有自己的文字，因

此是以口耳相傳方式，一代代的承繼祖先傳述的語言及歷史文化。其中，各族群也

有其「始祖」起源、祖先發祥地或祖居地的傳說，以及舊社與遷移過程的口述史；

這些不僅代表各部落族裔對其祖先來源與族群傳承的認同，也是提供學界在追溯族

群文史的重要參考依據，更重要的意義是，原住民各族的發祥地與口述史，是臺灣

島嶼歷史文化的源頭。

泰雅族的發祥地與分散地

現今政府認定的臺灣原住民族14族，約有52萬人，佔總人口數的2％。泰雅族

2002年瑞岩部落。（攝影╱黃美英）

本期專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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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中北部山區，包括埔里至花蓮縣以北地區，目前人口約有81,848人（2011年
4月數據）1，為臺灣原住民族第二大族，僅次於阿美族。

相傳泰雅族的squliq（賽考列克）語系發源地是Pinsbkan（賓斯博干），s'uli
（澤敖列）語系發源地是Papaqbaka（大霸尖山）。本文主要是綜述Pinsbkan和瑞岩
部落的口述歷史，以此案例說明臺灣原住民的發源地遺址、舊社及部落遷移史，對

於族群的延續與認同，乃至整體臺灣歷史文化溯源之特殊意義。

瑞岩裂石傳說

根據日人《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記載，本族的起源傳說如下：2

太古時代，在叫sbkan的地方有一大石頭，有一天石頭裂成兩半，從中生出一男
一女，此即人類的始祖。這兩人結為夫妻，逐漸繁衍子孫。留住此地者，即今

之’tayal族，下到平地者，或成為其他的種族。sbkan又叫pin sbkan，位於papak 
waqa山的山腰。

所謂的papak waqa究竟是指何山呢？大科崁番謂屹立於Slbija北方的大霸尖山；
qsya’番說是在hakul後方的山；而mli’pa和hakul番說是舊hakul社之地。3

由於年代悠遠，當今族裔聽聞的口傳內容略有差異。根據2002年發祥社區發展
協會林明炎理事長及幹部陳黃明（兩位皆出生於瑞岩部落）的敘述，除了提到祖先

發源地Pinsbkan的始祖傳說，也提到古時族人的分散地Sebayan（斯巴陽）：

關於泰雅族的發源地Pinsbkan（裂開之意）的聖石，有一段傳奇的故事。據傳：在
太古混沌時有一座Pinsbkan的聖石，有一天巨石裂開。從裡面走出兩男一女來，其
中一男認為來到這個世界真無趣，沒意義，而又走回巨石中，而另一對男女則認

為來到這個世界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而留在地球上生活，這兩位就是賽考列克

族的祖先。

後來族人人口逐漸增多，頭目就在Sebayan（分開之意）台地的石頭上，宣布開始
泰雅賽考列克族的大遷移。從臺中、苗栗、新竹、桃園、宜蘭、臺北等建立新部

落，雖然歷經數百年之遷移，這些遷移分離出去的部落的許多長老及老人，都知

道他們來自Pinsbkan這個地方。
2004年中研院史語所考古學者劉益昌等人的調查計畫，指出Sebayan遺址的特殊重
要性：Sebayan遺址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瑞岩部落，在地理區上，歸屬於中部
山區的中央板岩山地的脊樑山脈上。由力行產業道路下到瑞岩部落，遺址即位於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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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部落西南方的高位河階，北港溪與發祥溪會流處的東南方，瑞岩巨石矗立於遺址

之上。本遺址海拔在1,040-1,050公尺。遺址的文化歸屬與年代，由於目前缺乏相關
的考古研究，而無法確知。本遺址並未採集到任何的陶器，石器曾拾獲打製石斧、

多量打製斧鋤形器，及砂岩打剝石片等。遺址的特殊意義在於，有許多打剝石器

密集被堆放在石堤上，可能與石器製作地點有關。另外，瑞岩部落發源地的巨石

Pinsebekan也在本遺址的範圍之內，馬淵東一曾在該地拾獲一些石斧。2004年的計
畫依照發現的先後，將Sebayan與Pinsebekan遺址合併命名為Sebayan遺址。遺址在其
重要性分類中，歸類於「重要性遺址」。4

文獻中的福骨番（白狗番）

今日的瑞岩部落，母語稱為Masi toban
（邁西多邦）。往上追溯，此社族人是清

代文獻記載的「福骨番」，於1722年（康熙
61年）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卷
六《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七〉附載有

下列一段：「水沙連過湖半日至加老望埔，

一日至描里眉，一日至望加臘，一日至福

骨⋯⋯」

日治時期《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記

載：本番自稱hakul，「hakul」為深山之意，大概是因為本番居住地在深山中，而
得此名。本番為沿白姑大山之南，即沿北港溪上游居住的部族，由三社祖成，戶口

有90戶，人口有449人。東接mli'pa番，西鄰bb'ala，北至白姑大山，南以北東眼山
與troku、tewca'兩番（sijiq）的領域毗鄰。日人稱之為「白狗番」。5

1949年7月間，陳紹韾等十人前往瑞岩部落進行民族學調查，在報告書中記
述福骨番（Xakut）再分為Masitobaon、Tepilun、Makanaji三社。泰雅族傳說中，有
Pinsbukan和Papaqbaka兩個發源地，但以Pinsbukan發祥地的族人的分布範圍最廣，人
口最多。6

民族學的調查

1949年陳紹馨等人在瑞岩部落訪問一位最年長的耆老Yaui Sayun（男，推定為

1940年代的瑞岩部落（圖片提供╱高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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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歲），根據他的口述，部落拓荒者Buta和Yabox都是來自Sebayan，該族的人口眾
多之後，向四周移居，後來更遷移到北方更遠的地方。

報告書記載7：留在原地區的族人則在北港溪先後建立Kulitui和右岸的Telirao
兩社，此約在200年前。1913-1914年間，因日警理蕃之故，被強制移住於Konao。
之後，約在1929-1930年間，因日本的理蕃政策獎勵水田耕作，復將他們移住至
Vataruk。

1934年，為方便集中管理，亦將住在Konao的Telirao人移住到對岸的Vahingon。
這時恰值Konao之地瘧疾猖獗，一年中死亡達六、七十名的時候。1936年日警再將
他們移居於Vataruk之上面的Babo Kaziman，這對日警的集中管理更見便利了。在此
之前，兩社是各用各自獨立的名稱，至此卻簡略稱以Masitobaon，但在民間依然有
彼我分別。

光復後，Vataruk的Mojan-Masitobaon大舉遷居於Babo Kaziman之上，造成部落的
新局勢。又Mojan-Masitobaon和Telirao現均被稱為Masitobaon社，但第一鄰至第三鄰
多屬Mojan-Masitobaon，第四、五鄰多屬Telirao系統。

兩社的遷移口述史

根據族裔的林德川牧師在2000年間的訪問，他的記錄如下：
泰雅族人分散後，留在起源地的族人主要居住在兩個部落，一個稱為Muyaw

（家之意），又稱為Telirao（右邊的人），日治時期稱之為Tepilun社；另一部落為
Tezihin（左邊的人），日治時期稱之為Mastbon社8。

（一）Telirao（右邊的人）：Tepilun社的遷移
日治之前，Telirao先移住今日之帖比崙溪上方的大台地，稱為Muyaw（家）。

從老人家的口述9：Telirao人在Muyaw stbon生活很好，子孫眾多，但為何要再遷移
呢？那是因為日本人用砲彈攻擊Muyaw，使得族人不得不遷離，移住到Tngan，是
個隱密有水的台地，Tngan的意思是「躲藏、瞭望」。居住一段較長的時期之後，
有一些族人移居到Tngan下方的Qo-nawkrya:之處，安居許久、人口增加。

在Tngan和Qo-nawkrya安居後，又面臨第二次的遷移，此次的遷移主要並非天
然災害，而是日本政府的宣導，由於日人主動找族人、教導農耕等，並將他們遷到

Bhngan台地。至於第三次遷移，根據今日的老者回憶，是因為在他們小時候，親眼
目睹一場可怕的「瘟疫」，死了很多人，在悲傷無助之下，日本人用心勸導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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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離這地方，於是這裡的族人就全部遷到Bu-qziman的上方之地。這是Telirao的第三
次遷移。

Telirao遷居到Bu-qziman的上方之地時，不知經過多少年月，臺灣就光復了。
光復後他們繼續住在此地，但部落竟發生不可思議的自殺事件，自殺的女子名為

Yungay Temu，此事件令人相當疑惑不安，族人因此出現兩種遷居的想法，有一部
份人遷居到Bu-qziman的尾部，大部份人遷至Bu-qziman下方的Labin台地（今瑞岩公
墓前）。後來Telirao（右邊的人）與Tezihin（左邊的人）逐漸遷居合併於Bu-qziman
台地上，就是地震前仍未遷移的瑞岩部落所在地。

（二）Tezihin（左邊的人）：Mastbon社的遷移
這群人原本分布在Gon mastbun（瑞岩溪）旁邊一處名為Galituy的地方。經過一

段年月，不知為何就自然遷移到Galituy下方的平台，名為Muyaw stbon。根據耆老的
口述<：也是因為日本人用砲彈攻擊Muyaw stbon，大家不得不離開，這群人便遷到
Telirao（右邊的人）居住的Gonaw下方的平台。
在Gonaw下方的平台居住不長的時間，便遷到Gonaw正對面、名為Tebusun的台

地，這是第三次的遷移。經過不知多少年，就遷移到Tuluk，這是因為日人的宣導
下，日人進此區教導農耕及生活事務，族人便逐漸接受日人的政策，也聽從遷居。

臺灣光復後，第四次的遷居，是到Bugziman台地上。而Telirao（右邊的人）也來
了，合併生活，就是瑞岩部落。

災區最大的遷村案

瑞岩部落位於今日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因本村所在地是泰雅族發源地，故稱

「發祥」。本村位於仁愛鄉東北部，霧社東北方，在北港溪上游一帶山腹；現轄有

瑞岩、紅香、慈峰、梅村等四個部落，全村共13鄰158戶1,458人，其中1-7鄰屬於
瑞岩部落，共136戶，為本村四個部落中人口數最多者。
瑞岩部落座落於北港溪溪谷東側，為一小山頂上，四周群山環抱；海拔約位於

1,100-1,200公尺左右，屬於溫帶氣候。主要聯外道路為投91線（力行道路），道路
由霧社上去約4公里處，經發祥村及力行村，再經翠華村至臺中縣和平鄉梨山，全長
約65公里，有支線經華崗直達梨山；另一條支線經由慈峰到翠峰，全長12公里。<

九二一地震對瑞岩部落造成全倒8間、半倒15間，學校教室全毀，受損的住屋
多分布於部落邊緣部分。根據原民會、農委會與防災專家學者的勘查結果，瑞岩部



為瑞岩部落留下歷史記憶 23

落因建築腹地縮小，有遷村之必要。2000年1月12日與大地工程師會勘，說明其中
除部分毀損因地層滑動，其餘有一主因則為超建，房舍建築於不穩定之回填土上，

以及擋土牆設計不良造成土石掏空所致。由於邊緣有崩塌危險，整個部落已無發展

之腹地空間。

瑞岩部落一百多戶的集體遷村和住宅興建，還包括一所小學的遷建，成為

九二一震災區最大的遷村案。然而，在實際推行上必然遭遇重重困難，包括居民遷

居意願不一及無力借貸等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各項工程的招標與進度等頻出狀況，

且因力行產業道路常發生坍方，因交通不便，營造廠商不願冒風險投標，歷經仁愛

鄉公所多次發包均流標。後來由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的協助下，力求突

破困難，以切合遷住戶及廠商之可行性。

直到2005年11月6日，瑞岩部落重建住宅新建工程遷住戶同意由坤泰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承攬，終於使延宕六年之久的遷村案起死回生。在震災之後，歷經重重波

折，長達12年之久，瑞岩部落終於完成遷村工程，部落居民107戶，於2011年12 月
25日正式遷入全新完工的新家。

重返祖居地Gonaw

九二一地震前，瑞岩部落是由Tepilun社和Mastbon社兩社的族人，在近二百年
來，經過三至四次的遷移，最後才在日本政府以易於統治管理為由，而將兩社族人

遷居同一處。

回首百年前，因日人陸續進入此區，族人為了保護泰雅發源地和分散聖地，因

此遷住到白狗山下的Gonaw平台。九二一地震之後，瑞岩部落的居民選擇再度遷回

瑞岩部落遷村基地。（攝影╱黃美英） 遷建後的瑞岩新部落，攝於2012年。（圖片提供╱發
祥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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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祖先居住過的Gonaw地區。
仰望部落上方，那正是泰雅族發源的聖山，那巨岩裂縫的始祖創生的代代流

傳，象徵著族群生命的延續與對祖靈的認同，那數千年的族群繁衍與擴散的歷史，

已烙印在廣大的群山與土地上，那二百年的部落數度遷徙與生存記憶，正是今日部

落文化傳承與再生的原動力量。

已逝的發祥社區發展協會幹部Terowr（陳黃明），生前曾努力投入文化重建工
作，並寫下了泰雅族人深刻的期許=：

泰雅族發源地傳說的Pinsbkan聖石及Sebayan台地上的聖石，就在我們瑞岩部落。非
常多慕名而來的遊客及遷移數百年的泰雅子孫回到祖先地，除了那兩塊大石頭，

卻看不到自己文化的內涵根源，部落目前老人逐漸凋零，原有的傳統文化，如傳

統技藝、編織、籐編、口簧琴、文物等無人傳承。而文物由於缺乏管理，漸漸流

失，實在令人惋惜。振興部落生活文化，是迫不及待的神聖工作。

（本文作者現任暨南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曾任九二一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執行方案92年度第四區社

造中心專案總執行）

註釋：

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FAD81C01A21CEFD8。

2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1996，《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
一卷〕 泰雅族》，頁18。

3 同上書，頁17。

4  尹意智，2009年9月9日撰，《臺灣大百科全書》，「Sebayan遺址」，下載日期：2013年8月10日，網址：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5456。另見：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計畫：南投縣》。

5  同註2，頁17。

6  陳紹馨等，1950，〈山地文化特輯〉，《瑞岩民族學初步調查報告》文獻專刊2：1。臺北：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

7 同上書，頁4。

8 林德川牧師與部落族人的標音是Mastbon，學者的研究標音是Masitobon。

9 陳福春、高進勝、林水連等部落耆老的訪談。

: 其他有人記載為Gonaw（狗鬧）或Konaw（可納）。

; 2003年林德川牧師訪問當時的高余阿月（92歲）、陳春福（86歲）等人。

< 參考：仁愛鄉公所及發祥社區發展協會資料（2003）。

=  參見：〈重現泰雅發源地瑞岩部落傳統文化〉，92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921震災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方
案計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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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布農族歷史文化看東埔一鄰抗爭事件

文╱海樹兒•犮剌拉菲（Haisul Palalavi）

1987年是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史上，街頭運動最多、議題最令人震撼與悲

痛的一年。當年發生的原住民族運動，有3、4月間的東埔布農族挖
墳事件；原權會同彩虹婦女事工中心發動抗議「販賣人口」華西街大遊行（原住民

的雛妓問題）1； 5月11日，鄒族青年湯英伸案；6月19日，抗議國安法第五條的示
威抗議；7月18日，瑪家文化園區之成立示威抗議。其中，東埔布農族挖墳事件及
華西街大遊行，是原住民受辱最深的當代民族社會問題，至今回想起來，仍難平復

悲痛心情。

Tu n p u（東埔），布
農族語意謂「斧頭」，是

布農族在陳有蘭溪上具深

遠歷史意義的Asang（部
落），也是離布農族洪水

神話傳說中、族人逃避之

處Usavah（玉山）最近的
部落。這裡是出產臺灣高

山嚮導最多的地方，國內

有名的登山專家吳玉龍

（Tahai Takistahaian），
即是出身於這個部落的族

人。東埔部落屬於Bubukun（郡社群），民風純樸，尤其在東埔觀光化以前，除了
登玉山、走八通關越嶺道路會經過該地而較能為登山客所知外，極少人會注意到這

個原住民部落。直到1985年玉山國家公園設立後，本地觀光客大量增加，進駐的旅
社飯店也愈多，其建築物越蓋業高。然而這些觀光生意，絕大都是由平地人所經

營。

本期專題5

布農族郡社女子與孩童。（攝影╱鳥居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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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埔挖墳事件

陳麟先生曾在1987年5月《人間》雜誌對東浦一鄰事件有過深入的報導2，本

文摘錄整理事件之梗概如下：

東埔村的布農族，自日治時期以來，就使

用一塊編號為東埔段604號的山坡作為祭葬之
地，此地名為「信義鄉二號公墓」。1986年的
3月、6月，東埔鄉公所與南投縣政府分別在其
旁立起廢止與遷葬的公告，以「本墓地編定為

東埔風景區，觀光旅社區；基於風景區觀瞻及

地方繁榮實須廢止」為由聲明。

1987年3月1日週日上午，東埔村布農族人
大多數上教堂做禮拜，此時，有受雇之工人在

未通知墓主家屬的情況下，直接挖掘該墓地。

直到下午三點，家屬聞訊趕來時，才發現現場

已是滿目瘡痍、不忍卒睹。

爭論之餘，挖墓工人拿出一張和鄉公所訂

的契約，兩三天過去，挖墳照樣進行，亦沒有

任何官員出面回應解釋。3月4日，部分族人前
往協調停止挖掘。3月5日，受害家屬聯合陳情
縣政府與鄉公所，表示遷葬前並未設立協調

會與已聲明，故知者甚少；挖墳過程草率、暴露於地，對於死者與生者極不尊重；此外，

該墓地乃長期以來族人所使用，也已是布農族祖墳安息之所，布農族無「撿骨、遷葬」之

習，如何能夠置文化差異於不顧而妄加作為。最後，新設立的三處遷葬地，位置偏遠，

有許多的不便，以上種種皆未與族人溝通討論。布農族向政府表示希望能夠繼續使用原有

地。3月9日時，鄉公所召開協調會，希望能夠發給家屬補償的費用，但是否能不遷葬仍待
上級指示⋯⋯

此事件的延宕，也引發了玉山神學院及基督長老教會等的動員協助，3月24日
上午，20位受害家屬、布農區會17間教會的牧長、玉山神學院和臺南神學院山音社
的原住民代表，共計60餘人走上了街頭，向政府與全國發出抗議之聲。

為東埔挖墳事件呈遞抗議書。（攝影╱蔡明德．圖

片來源╱《人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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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的家屋喪葬習俗

世代逐山而居的東埔布農族，所居住的地方稱為「家屋」，喪葬有室內葬、有

室外葬。挖掘墓穴的過程，應由同氏族之人進行，墓穴為方形洞穴，四周及底部圍

以方形大石板，男者面東，女者面西；最後在上方蓋以石板，置放殉葬品後填土。

屍體埋葬後，一般而言並不祭祀，也不去翻動墳墓。布農族將死者安置於家屋中，

也有保護在世家人的意義。而唯有當埋葬死者滿了時，才會改遷建新屋，因此，

「夢見建屋」於布農族人而言為噩夢，表示死者太多之意。3

從東埔一鄰挖墳事件觀之，當時政府單位及工程執行單位，並未先行了解、尊

重東埔布農族過去使用此區墓地的由來，而就當此地被規劃為風景區時，雖有「遷

葬」的必需，卻未見與族人進行妥善之溝通。在東埔事件發生26年後的今日，部分
的原住民鄉鎮仍然在未經充分研議下，斥資鉅額款項，建造極不符合當地原住民族

墓葬習俗及墓葬觀念的納骨塔，此舉措與決策，對於原住民族所生活的土地及其文

化的深刻連結，並未有妥當之尊重。

童春發牧師（當時為玉山神學院副院長）在東埔事件發生後，提出這樣沉痛的

呼籲：「土地是上帝所賜，是祖先的遺產，是我們定根的依據。失去土地，就等於

拔去了生命的根。」4時移世易，我們應該更加明白，原住民族與漢人應當受到平

等的尊重，享有平等的權利，東埔布農族與所有的原住民族其生存與生活的空間、

歷史的記憶、祖先的足跡，也應該被賦予其文化承載與存續的使命。

（本文作者為布農族，現為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註釋：

1 並於隔年（1998）發動救援雛妓再出擊之遊行。

2 陳麟（撰文）、賴春標（攝影），〈記東埔挖墳抗議事件〉，《人間》，1987年5月，頁103-115。

3 關華山，〈布農族傳統家屋的構成與意義〉，《住宅學報》，2002年8月，11：2，頁145。

4 同註2，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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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國土的角度看美麗灣

文╱本刊編輯部

【編按】近年來，各界對於「國土計畫法」及「國土復育條例草案」有諸多的討論

與爭議，至今尚未拍板定案。其實質內涵是著眼在自然環境以及全體社會的保護，

但對於弱勢群體（如原住民）之生存與人文活動空間，卻未能顧及。美麗灣事件的

發生與懸而未決，反映出這一塊空闕亟待被討論、補充的處境。

在
幾經波折後，臺東縣政府於2013年3月恢復了「美麗灣度假村」的開發工
程，度假村所在地的卑南鄉富山村居民，則以環評無效、復工違法為訴求，

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7月，高雄高等行法院裁定：美麗灣應予停工，以免繼續對
杉原海岸的自然與文化生態造成無可挽回的破壞。

Bulrabulrak：「兩兄弟傳說」

「美麗灣度假村」預

訂地「杉原海岸」位於臺

東縣卑南鄉富山村，是東

海岸最長、面積廣大的沙

灘，世居於此地的都蘭阿

美族稱為fudafudak，卑南
族則稱為bulrabulrak，兼有
卑南族與阿美族血統的學

者林志興指出，此一名稱

由來，或許與「兩兄弟傳說」有些關聯：有一對兄弟在杉原海岸搭建青少年會所，

禁止任何人靠近此地，否則格殺。這對兄弟的父親碰巧從知本前來探望，他帶著要

贈給兒子的銅帽、沿著海岸行走，就在靠近會所之處，兩兄弟遠遠發現了，呼喊著

請他不要走近。但這位父親並不知情，老遠走來的路上，對兒子高興地喊：「兒子

呀，我來探望你們！」最後，這位父親因觸犯禁忌，仍為兒所殺。bulrabulrak，可

本期專題6

臺東杉原海岸。（圖片來源╱地球公民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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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描述銅帽「閃閃發亮」的樣子。

日治時期，曾有杉原產業株式會社在此開設農場，因此沿稱杉原海岸。附近除

了都蘭鼻（阿美族神聖地區）、阿塱壹古道的風箏石（卑南族傳說實體）外，還擁

有多樣化的魚類生態、是綠蠵龜的產卵棲息地；考古學者也曾經多次提出呼籲，這

裡有多處的考古遺址，政府單位應妥為重視並善盡保護之責。

美麗灣事件可以追溯到2003年，民間開發集團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第46條，向臺東縣政府提出開發計畫；BOT內容包含興建「杉原海水浴場」、
「美麗灣度假村」，希望將杉原海岸轉化為觀光場域。2004年底，臺東縣政府批准
開發杉原海岸近6公頃之土地（佔杉原海岸90%面積），並簽下長達50年的租約，
形同剝奪了阿美族、卑南族人世代生活的杉原海岸，以及與這片海域產生的文化記

憶。

南王部落神聖傳說發源地

杉原海岸是阿美族刺桐、伽路蘭、富岡部落的居住場域，是卑南族南王部落的

神聖傳說發源地，也有漢人村落如富山、郡界、新蘭等在此發展，可以說孕育了

豐富的南島文化。依照現有原住民土地的劃分法，杉原海岸屬阿美族與卑南族之

「傳統領域土地」。「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稱：「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
然資源權利。⋯⋯原住民

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

土地、海域，其回復、取

得、處分、計畫、管理及

利用等事項，另以法律定

之。」第21條則稱：「政
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

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

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

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

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

分享相關利益。政府或法
杉原海岸南側礁石區，遠方背景為海岸山脈與都蘭鼻。（圖片來源╱刺

桐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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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

並取得其同意。」

但法令有時而窮。「原住民族基本法」所指「傳統領域」應如何界定，並未有

進一步具體可通用依循的說明。再者，對於原住民族土地及資源權利之相關事項，

僅有「另以法律定之」數語，並無具體條文。對於原住民權利的認定，其實標準模

糊、個案解釋，使得「傳統領域」、「保留地」可能淪為空懸的概念。

此外，2012年9月，環保署對於「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部分條文
草案進行修正，其中第5條有關原住民族地區的開發，內容變更為：「開發基地位
於原住民保留地者，應檢附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當地原住民族之徵詢意見或同意文

件。」對於獲得當地原住民之同意一事，僅採取寬鬆的認定標準，此舉亦為往後的

開發資格之取得，留下了模糊的詮釋空間。

「文化國土」杉原海岸

在「原住民族基本法」中，論及擁有原住民歷史淵源、文化特色之地區，須經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可視為「原住民族地區」受到保護。如

此做法雖有甚佳的立意，但程序上卻顯得消極。學者林志興指出，以美麗灣一案為

鑒，倘能夠重新以「國土利用」或「國土復育」的角度來考慮，那麼，政府所應負

起的使命，至少包含：

（一）對原住民傳統生活環境（生計）的保護；

（二）對遺址的保存；

（三）對阿美族、卑南族神話傳說與記憶空間的保存。

從大領域來看，美麗灣開發案所在地的杉原海岸，不僅是原住民，也是臺東居

民重要的休憩場所，「休憩」也是土地所承載的功能之一，並不只是作為經濟發展

而存在。因此，開發，並不會是臺東別無選擇的一條道路，還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考

慮。而國土的利用方式、當地居民的實際感受，更應當是政策或決策施行時，一併

考量的重點，這個重點，正是美麗灣所必須面對的課題。（本文有關阿美族、卑南族之

地名神話傳說及國土復育觀點，承蒙學者林志興(Agilasay Pakawyan)加以補充與指正，特此致謝。

林志興，現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籌備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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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白奴

文╱陳政三

【編按】1842年（道光22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甫告終止，清廷簽訂《南京條
約》割讓香港並開放廣州、上海等五大通商口岸予英國進行貿易，從此，往來歐洲與

中國的商船絡繹不絕。1851年（咸豐元年），一艘預備前往上海的英國商船，在途中
遭遇暴風雨，被迫擱淺於恆春半島，沒有料到船員被帶入深山當成「白奴」買賣，只

有少數幾人能夠逃出深山，此事引發了英美向內山進行搜查，福爾摩沙神秘的樣貌初

次向外揭開⋯⋯

1851年5月4日，咸豐元年，英籍商船拉篷特號（Larpent）遭恆春半島

居民囚禁的三位殘存英國船員——貝利斯（Alexander Berries）、
布列克（William Blake）、希爾（James Hill）——成功地逃出，冒著岸邊射來
的槍彈，搭上一艘小船出海，逃上剛巧在琅嶠灣（車城灣）的英國砲船羚羊號

（Antelope）。他們被接上砲船，但有損西方誠信的是，小船上的船夫尚未收到逃
生者事先答應支付的酬勞，就被水兵驅離。獲救人員被護送到上海，由領事阿禮國

（Rutherford Alcock, 1865-1871年升任駐清公使）記錄其宣誓證詞。

恆春半島的白奴

1851年5月號《中國文庫報》（Chinese Repository）披露船難白人遭屠殺、奴

役的情形：1

拉篷特號是李多馬（Thomas Ripley）的船隻，1850年5月18日由吉爾森船長
（Captain Gilson）指揮，離開英國利物浦航往上海。116天後的9月12日下午5時左
右，開抵福爾摩沙南端東方60英里的小島紅頭嶼（Botel Tobago，蘭嶼）海面，轉成
順東北風、航向福爾摩沙。船隻搶風行駛至晚上9點20分，船首直直撞上臺灣本島
陸地，因為很接近岸邊，所以船員可由飛伸三角帆斜桅爬上岸。船觸礁時時速4-5
海浬（knots, 1海浬≒1,853.2公尺），四副卜蘭德（Mr. Bland）正在值班；他後來告
訴搭小船逃生的人，說他曾到船尾艙房向船長報告前面即是陸地。而從睡在前面水

手艙吊床裡的生還者口中得知，他們因船身撞擊被驚醒，衝到甲板發現已是一片

歷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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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亂。值夜者跑到轉帆索處倒拉已

經破碎的橫桿桅桁，將船脫離礁

石。可是隨即發現船已撞損，急

速進水，船員急忙取來抽水機。

這時船已離岸邊1.5哩，而湧進
艙內的海水又快又猛，於是放

棄抽水，放下小船。最先下水的

小艇船舷處馬上破洞，隨後放

下登陸艇及右舷小救生船，並在

艇上放置糧食、幾把短劍、一些

火藥，但卻忘了帶子彈。他們約

在〔13日〕凌晨2點半登上登陸艇，船長、大副及6名船員搭救生船，二副、三副、
四副及20水手乘〔較大的〕登陸艇。2海浪平靜，他們一邊划開，一邊目視大船沉

沒，根據船長的懷錶，當時為凌晨3點半；黎明時分，兩船駛靠〔恆春半島東南〕
岸邊，全員登陸。

不久出現4位在地人走下海灘，他們不是漢人，而是附近排灣部落的原住民，
企圖搶奪船員財物，船員〔倉促離開只攜帶火槍、火藥，卻忘了子彈，只好〕以刀

劍抵抗，擊退意圖劫掠的土著。吉爾森船長深恐土著再度來襲，命令兩船駛離，大

家一起沿海岸緩慢向南划行，

直到下午3點，登陸艇上人員
呼喊〔救生船上的〕船長，

說船進水過多，須8人全力掏
水，〔因划槳人手不夠，〕無

法前進。船長回曰必須盡力而

為，假如他們願意，可以想辦

法駛往西邊約80-90英里的西班
牙殖民地〔菲律賓〕或半島西

邊的風（楓）港（Hongkong）
才能脫險。登陸艇人員回說目

臨岸防禦外國船隻的原住民。1902年W. Blakeney所繪，剛強灣靠
立霧溪口。（圖片提供╱陳政三）

1856年 Francis Hawks所繪，培里提督旗艦密西西比號遭遇颱
風情景。（圖片提供╱陳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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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船況不佳，無法冒險一試。船長答應待在他們旁邊，直到修復為止。

入夜，〔修復的〕登陸艇駛離，次晨根據二副估計，已經〔繞著恆春半島南

端〕航行約94英里，不過未見救生船跟來。〔14日上午〕登陸艇在琅嶠灣圓錐點
（Sugar-loaf Point，可能指屏東車城鄉射寮村龜山或恆春鎮西北頭溝及四溝里大平
頂）附近登陸，把船拉上岸修理並生火煮食。不多時，林間突然射出火繩槍彈，當

場數人中彈死傷，9人泅水逃生，土著划竹排緊追在後。二副顧咧飛（Mr. Griffiths）
泳技欠佳，又爬回岸邊，遭到攻擊、聝首。貝利斯（Alexander Berries）與一名叫哈
理森（George Harrison）的同伴，不吃不喝藏匿在一塊海邊巨石後面兩天。木匠布列
克（William Blake）及學徒希爾（James Hill）結伴逃往另一方向。前二者因受不了飢
餓，冒險上岸，不久立刻被一群約50名拿著火槍的土著團團圍住，幸好未開槍。2
位婦女拿布條給赤身裸體的他們包住私處，1名老人帶他們回家〔軟禁〕。3天後，
哈理森偷乘竹排，逃到岸邊不遠處一艘漢人舢板船求救，反被船上的人殺死。

貝利斯留在保護者家中4個月，被住在5英里外一位叫溪仔（Kenah）的漢人以
6銀元買走，同住到被送上羚羊號為止。他從溪仔口中得知，布列克與希爾起初逃
到某漢人村庄討水喝、被留置，一段時間後又被送往離海岸8英里處的山腳（San 
Sianah，按又稱山下，地點可能有兩處：位於車城鄉保力村四重溪南，保力山西麓；或恆春
鎮街東方的山腳里）內地。溪仔帶貝利斯到山腳時，途中曾見過那2位受難同伴。溪
仔願意無條件釋放貝利斯；但布列克及希爾的主人卻不肯放人，於是他們與貝利

斯一齊逃到山腳，受到當地客家村總理或庄長之類的某地方頭人（mandarin）殷勤
接待。但布列克及希爾的女主人跟蹤而至，索回他們，頭人付女主人開價的14銀元
了事。不久，英國砲船羚羊號來到琅嶠灣海面巡航岸邊；3人利誘頭人，於是頭人
派兒子及4名手下用小船把他們送上羚羊號。但搭救者被誤作海盜，不但未拿到報
酬，反被水兵粗魯地驅離。

拘禁期間，貝利斯4、5次試圖逃上英國船，有次差點接近飛翔荷蘭人號
（Flying Dutchman），但因風勢太大而告失敗。阿姆斯壯（Armstrong，按布列
克）及希爾聽說搭救生船的船長曾到過他們最初被拘留的村庄討水喝，但後來即下

落不明；3人都不確定其他僚友是否全被殺害，他們是登陸艇3位僅有的倖存者。他
們已學會足夠瞭解土著交談內容的方言，不過從不曾聽說有其他人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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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船員獲救的消息經廣州《中國文庫報》於1851年5月號披露後，立刻轟動全
球航海界，也揭露了神秘的福爾摩沙內山真面目，更為先前船難事件航員、旅客之

家屬帶來一線希望。消息傳出不久，英國立刻派遣火蜥蜴號（Salamander）軍艦於

同年5月底或6月間載著脫險的布列克與希爾，前往搜尋尚失蹤的27名船員，並獎賞
曾照顧、協助3位英國船員脫險的地方人士；為此，上海外僑募集865美元支援此項
行動。

1875年3-4月間，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搭船赴臺東佈道傳教，返程在
靠近南灣的港口停泊，碰到一位會說幾句英語單字的賴姓漢人（a Chinaman⋯whose 
name is Lai），後者恰是收留布列克及希爾的家庭之子。賴姓男子說，布列克及希
爾是在脫險約一年後再度造訪，艦長給收留家庭120元作謝禮，並囑咐他們有機會
要多救助漂民，另有好處。時隔24-25年（賴記為約20年前），有關布列克及希爾
搭乘火蜥蜴號再訪時間，當有誤差。3

英國巴夏禮赴臺察訪失蹤人員

時任英駐廈門領事的巴夏禮爵士（S i r  H a r r y 
Parkes，後出任駐日、駐清公使）也在1851年夏為察訪
拉篷特號失蹤船員消息，前往臺灣到拉篷特號失事的恆

春半島東岸及獲救的琅嶠灣訪查，並拜訪家住枋寮鄉內

寮庄的半島大頭人Le Wanchang。美方資料把這位大頭
人寫為Lin Van-chang或Ban-chiang，《中國文庫報》寫為
Ban-chiang，魯濱內（William Robinet）稱他Bunching，
郇和（Robert Swinhoe）則記為Bancheang。他即是閩籍
的林萬掌，道光年間率家族從水底寮（枋寮鄉天時、地

利、人和村）移居內寮，以「林萬記」墾號擁有枋寮沿山一帶的大小租權，在內

寮設公館收租，並經營糖廍、碾花生油等生意。根據盧德嘉編輯的《鳳山縣採訪

冊》（1894），咸豐3年（1853）陽曆8、9月間林萬掌曾收容有親戚關係、「林恭
事件」主犯林恭、林芳兄弟，官兵拿他無可奈何；後來萬掌衡量情勢、加上友人勸

說，才將林恭等人擒獻官府。據魯濱內云，「萬掌娶酋長的女兒」，郇和也謂，

「萬掌娶番婦」。林家號稱「三代為義首」，擁有龐大的私人武力，與官方亦敵亦

巴夏禮爵士（Sir Harry Parkes）。
（圖片提供╱陳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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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後者對之敬畏三分。依據巴夏禮、歐祥、郇和等人的描述，林萬掌的勢力似乎

遍及整個恆春半島。4

巴夏禮訪察的結果，認為不管是臺灣地方官吏或大部分的漢人，都不能相信其

能盡心盡力協助被留置的失事漂民，當他詢問大頭人林萬掌，為何知情下未幫助三

人儘早獲釋？林答曰：「我要等他們學會部落語言，能區別那一部落友善，那一部

落是殺害漂民的兇手再說。而且，發生謀殺案附近的居民也深恐如果釋放三人，會

招來軍艦對島南居民無區別的報復大屠殺。」

廣州美商奈吉登（Gideon Nye）因上述英船員脫險歸來，而重新燃起營救可能
仍被拘留在臺島某處的兄弟奈多馬（Thomas Nye）的新希望，不斷用口頭及書面要
求美國駐清全權代表伯駕（Peter Parker）設法向清國當局反映，並商派美國兵艦前
往臺灣搜尋，假如美政府不便負擔經費，他願負擔僱請隨行通譯的費用。1851年6
月中旬，美國軍艦馬里翁號（Marrion）巡航海面，一度在臺灣西北擱淺，只見附

近居民扶老攜幼，牽引牛車，推出小船，準備趁該船破碎後大撈一筆。水兵無計可

施，只好將過重的砲彈丟下海，才使兵船脫險。這件事加深了美國駐清單位對臺灣

人的不佳觀感，加上美駐香港領事浦士（F.T. Bush）探知拉篷特號生還船員曾聽過
歐美漂民遭羈留臺島的傳說，其中有位已留滯島上多年的洋人之名字，甚且與失蹤

的幾位美國人姓名近似。於是伯駕乃於6月27日、7月7日兩度函請美國駐東印度及
中國海艦隊司令倭克（W.S. Walker）派遣兵船前赴臺灣勘察，除了探尋可能的美國
漂民外，函中強調，「對於臺灣沿岸航路、各處港口略圖、港口附近煤礦、島上物

產與貿易，居民人口、性格等資料亦應密切蒐集，備供他日之用。」

倭克起初同意伯駕的建議，但因英國火蜥蜴號已經前往，卻毫無所獲，而且英

方認為「目前毫無另行赴臺調查的必要」；加上美國東印度及中國海艦隊只有四艘

兵艦，實在撥不出多餘的船舶前往臺灣，於是暫擱原議。伯駕仍不死心，一方面再

請哇克優予考慮，另方面下令美駐廈門領事卑列利（Charles W. Bradley）物色熟悉
臺島的可靠商人，前往臺灣各口及內山訪查，如能取得被拘美國漂民的信件，可付

300至500銀元優渥報酬。

美國派遣密探歐祥來臺

卑列利認為僱請漢裔商人恐走漏消息，於是遴選叫Ou Siang（歐祥？）的華裔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期36

人士擔當這件訪查重任，有稱歐祥是美國教會華裔傳教士，也有人認為他是教徒

或商人。據卑列利7月25日函覆伯駕內載，「歐祥原籍嘉應州，老實謹慎，辦事牢
靠，精通官話、客語、閩南語。」同日，他發出給歐祥的指示，概以「應儘速前往

東港地方，先與林萬掌及曾救助拉篷特號船員之人聯繫、合作，探尋目前是否有洋

人被羈。首在南部內山一帶展開搜索，再沿西部海岸北行，巡視各主要港口，並儘

可能深入內地訪察。沿岸調查如遇美國兵船，應即面報任務經過，並執行船長可能

發出的命令。萬一發現任何洋人遭羈，必須尋求機會與其會晤，將所攜通告函件面

交，取得他們的親筆回信。此行一切務須保密，免遭官方懷疑、破壞。」卑列利提

到的「通告函」，係分別用英、法、荷蘭、西班牙文書寫的「告歐美漂民書」，交

歐祥帶往臺灣備用。

歐祥偽裝成一位從事藥物買賣的商人，1851年8月8日從廈門出發，8月11日抵
達東港，當晚颱風來襲，所搭船隻遭風沉沒，他帶的財物損失殆盡，仍想辦法繼續

行程。他發現港口官兵奉令嚴密盤查上岸的洋人，或可能替洋鬼子工作的漢人，一

有發現嫌犯立即逮捕。某位負責的軍官居然對歐祥說，他知道歐祥的來歷與目的，

但出於不明的原因，卻未逮捕歐祥。歐祥離開東港，先到東南方的枋寮鄉內寮拜訪

林萬掌，「他是地方要人，也是促使拉篷特號船員獲釋的主要功臣。不過他認為目

前應該沒有洋人遭到囚禁，因為大家都已知道懸賞的高額獎金，如有，早就交出來

領賞了。他誇言對整個半島瞭如指掌，不可能不知道白奴的存在。還說臺灣府（臺

南）官員曾為了他曾協助拉篷特船員，命令他到府城問話，被他悍然拒絕；其他人

可沒這膽子，乖乖前去應訊，最後賄賂守衛才能逃回。」

林萬掌表示幾年前曾用物品與原住民交換「一隻錶，一具小望遠鏡，一具六分

儀」，但因不知功用，所以把這些洋玩意送給某位對之愛不釋手的官員了。沒想到

七年後，1858年6月當英艦剛強號（Inflexible）訪問臺灣時，林萬掌卻對布魯克船

長（Captain E.W. Brooker）及通譯郇和（Robert Swinhoe）否認曾擁有這些東西；消
息傳到歐祥耳裡，氣得冒火，揚言願與萬掌對質。當然，此事無關緊要，最後也不

了了之。萬掌還說東南海岸，另曾有艘洋船也在拉篷特號觸礁地點失事，但警告歐

祥，那裡的土著十分凶殘，最好小心為妙。

揮別林萬掌，歐祥南下琅嶠灣（車城灣）龜山附近，發現當地「生番」雖僅

6、70人，卻有出草的習尚，他甚至在登陸地點發現一具失事戎克帆船船員的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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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之後，轉往北北東方的內

山訪察，繼而上行至府城北方60
華里的蚊港（嘉義東石鄉塭港

村）、再北方30里的笨港（雲林
北港、嘉義新港一帶），都聽說

1849年間，曾有兩起歐洲商船在
澎湖海面失事的傳聞。於是他搭

船到澎湖，探知1849年4月，以
及9月13日，確有洋船遭風觸礁
事故，後者是艘滿載茶葉之船，

推測可能即是薩拉‧特洛曼號

（Sarah Trottman）。他由馬公轉至臺灣府，無所獲，9月4日返抵廈門，向美領事
報告訪臺經過。雖然此行成果不大，但卑列利與伯駕對歐祥的表現都讚不絕口，伯

駕9月26日向國務院的報告，特別讚許歐祥，「像他執行任務所表現出的熱心、機
智和堅持，在漢人中實在百不得一」。5

阿波特上校的結論

1854年7月11日至23日，美國砲船馬其頓號（Macedonian）阿波特上校

（Captain Joel Abbot）奉培理遠征艦隊（the Perry expedition）之令偕同補給號船
（Supply）訪問福爾摩沙雞籠地區，搜尋是否有外國船難漂民的行蹤；原也想訪查
西岸地區，無奈颱風來襲，只好儘速開往馬尼拉。《美國遠征日本》（American 

Expedition to Japan）（1856）一書，有如下記載：6

阿波特上校透過華裔廚子翻譯，多次親自訪查，但無法獲得任何消息；雖然遍

詢雞籠各地官員，也察探各階層百姓，得到的答案都是對歐美船舶遇難，以及島上

是否有西洋水手遭滯留事毫無所悉。因此，阿波特上校在致艦隊司令官培理的報告

斷言「他不相信島上有任何失蹤的國人遭拘留」。

這只是美國官方的暫時結論，之後，英美官方、民間仍有類似搜尋「白奴」行

動，但都無法找到確切證據。譬如1858年6月底，英艦剛強號（Inflexible）就曾在

大屯山探查是否有白奴。

排灣族佳平社頭目住屋。（圖片提供╱陳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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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山尋人之旅

根據多方謠傳，有多名白人漂民被囚禁在硫磺礦區當奴工，1858年6月22日上
午8點，布魯克船長、駐廈門領事館員郇和、植物學家威爾佛（Charles Wilford）、
廈門來的通譯古博（Cooper）、2名水兵等7人，加上苦力數名，展開3天2夜大屯山
區「尋人之旅」。7

一行取西北方向，來到離雞籠5哩許的大武崙庄第一
座涼亭，略事休息；再行2.5哩，近中午時刻抵第二座涼
亭，船長宣佈休息1小時15分鐘，郇和則與威爾佛相偕採
集博物標本。附近平地的稻浪隨風起伏，山上草木青翠，

郇和卻直納悶，「怪怪，鳥類挺少的，只看見黑雀（Black 
Drongo）、紅鸕鶿（Red Bittern）、小白眉鴉鵑（small 
Hoo-Hoo）。遇到一位山上下來的人，他拿出一張我從沒
看過的麝香貓（civet）皮草，說是筆貓（Peih-ba）。」
下午2點50分抵達臨海的馬鋉（萬里），發現與雞籠

相距不遠，如搭船前來更方便，走了一天冤枉路的眾人

好生懊惱。選擇山腰林地蔭涼處休息到傍晚，6時10分動
身，順沙灘前進一段，再折西南山區。夜幕低垂，不時聽

到竹雞（Bamboo Partridge）、貓頭鷹（owl）鳴叫聲從附
近山上傳來，大蝙蝠也成群出動，藉著明亮的月色，近晚

間9點摸黑抵達金包里（金山），「來到慈護宮（Choo-haw-keong）廟前，想商洽
庄長允許我們在廟裡過夜。不久總理前來接見，還帶著雞蛋、稀飯（congee）送給
我們，他說從未聽說洋船遭難，或外國人被拘留於硫磺區的事，他今天是首次見到

白人，願意張貼我們的尋人懸賞布告」，郇和等人待總理離去，享受完他的美意，

就在廟中大殿打上地舖，惜整晚蚊子、蒼蠅擾人清夢。

6月23日，清晨5點起床，先讓苦力吃過東西，隨即上路。大概沿著魚路古道朝
大屯山硫磺區前進，沿途風景秀麗，路況很好，加上又是適合走路的陰天，很快來

到散佈數座岩豁之中、不斷噴出蒸氣的硫磺坑，因為福州來的大官曾派兵上山驅趕

私採硫磺的民眾，所以找不到人詢問。郇和未交代此處地名，只在某處發現一座空

英國外交官郇和（R o b e r t 
Swinhoe）曾在1861-1866年
間派駐臺灣，他同時也是一位

博物學家，發現臺灣許多珍貴

的鳥類。（圖片提供╱陳政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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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人的茅屋，這個地方應是馬槽到大油坑一帶。硫磺熱氣薰人，許多甲蟲、蝴蝶

都被磺氣薰死在四周。嚮導帶他們從另一條路下到八芝蘭（士林），「先爬上一座

很高的山（海拔889公尺的七股山？）經過一片草原（擎天崗？），草原邊緣遠望
山下淡水河叉成兩道支流，一到艋舺（Mangka，萬華），一通雞籠⋯逐步踏著高
陡、粗糙的石級下山，荒野漸漸變成有人開墾的跡象，最後一段，四處散佈著蓄養

牛隻的牧場，以及栽種樅樹（冷杉，fir-trees）的林場，」途中郇和與威爾佛兩度脫
隊採集標本，採到了一種川烏（Dipper, Cinclus），「是我從未見過的品種，很可能
是產在喜馬拉雅山的同一種，」發話人是郇和，威爾佛代表皇家秋植物園（Royal 
Botanical Garden at Kew）到遠東近3年（1857-1859）期間，居然未留下隻字片語，
只將在臺灣採到的10種新種植物寄送該植物園，最後與秋園不歡而散。郇和後來也
將採到的植物寄到秋園，經鑑定，有13種「似乎是新種」。

正當他們忙著採擷植物時，布魯克船長則忙於找人，「我每到一地即拜訪耆老

垂詢，發出無數的布告，遍尋磺區每座茅屋、每處磺坑，深怕有所閃失。住在磺

區的一對老夫婦稱他們之前從未看過外國人，也沒聽說有人遭原住民奴役，何況

磺區附近也無原住民在活動。」報告中，船長稱此次臺灣行，總共發出了300多份
的懸賞布告。白克禮認為白人漂民流落北臺磺區的謠傳，經過這次搜索後，已不攻

自破，「根據我們與福爾摩沙漢裔島民接觸的經驗，他們會善待任何落難的歐洲漂

民。」

晚間9點30分來到八芝蘭隘門外，僱了兩艘大船，趁夜直放上游雞籠河，本日
經過30多哩的跋涉，加上少了蚊子的叮螫，眾人就在輕晃如搖籃的船上呼呼大睡。

6月24日清晨5時許，船抵水返腳（汐止），顧名思義，潮水到此為止，上游河
水水位低淺，於是改換小船，苦力則在岸上步行跟進。船夫或用短槳，或撐竹篙，

有時下水推拉小舟，不久來到七堵，上岸活動筋骨。郇和回到小船，觀察近150
年前的七堵段雞籠河邊風情，「幾隻鴴鳥（Plover，千鳥類；可能是環頸鴴Ringed 
Plover）在河邊石塊中間行走，鴿子偶爾飛到堤岸覓食，黑雀調皮地跳躍，一對紅
鸕鶿發出焦躁的喀喀聲飛過我的頭上，排遣不少旅途的沉悶，不多久我就沉入甜蜜

的睡夢中。醒來已到一處深潭，22艘小船停泊潭中，再往上游即窄如山澗，此處就
是航運的終點、暖暖溪與雞籠河交會處港仔內（暖暖港墘仔）。下船步行，越過獅

球嶺，下午3點30分回到剛強號。此趟尋人之旅行程總計超過80英里，費時5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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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30分鐘。」
10年後——1868年，布魯克船長還是中校（Commander），不過已轉到雪薇

雅艦（H.M.S Sylvia），當年也同樣率艦環島一圈，測量沿岸水道；臺灣第二高峰

雪山（海拔3,884公尺）的英文山名Mt. Sylvia即是以該船命名，時間說法有「1865
年我（John Dodd——德約翰，或譯稱「陶德」）發現油井不久命名（I discovered 
the petroleum wells in 1865⋯, soon after name the Sylvian range and the Dodd or Western 
range）」（John Dodd, “Formosa”）；或稱「1867年雪薇雅艦航行東岸，『發現』
雪山而取名」（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當以德約翰為準，不過究在何年，

他未明言。至於「鳥人」郇和，1861年7月至1866年3月派駐臺灣；1866年調職廈門
領事，1867年又調寧波；1868年12月11日至翌年1月底奉命抵南臺處理惱人的英艦
砲擊安平「樟腦戰爭」事件，1869年6月再度短暫來臺，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臺灣
之旅了。（本文作者現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專門委員）

註釋：

1  Chang, Hsiu-jung（張秀蓉）, edited, 2008, A Chronolog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rmosa, Taipei: Ts'ao Yung-
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Taipei: SMC, pp. 170-173; James W. 
Davidson, 1903,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Yokohama: Kelly & Walsh, pp. 112-113.

2 這段描述，全船似乎共有31人；但原文稱全船30人。

3  Hugh Ritchie, “Notes of a journey in East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6 (1875): pp. 210-
211。Robert Swinhoe, “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 i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 (1866), p. 127。稱收容的是客家村。

4  George W. Carrington, 1978, 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 Center, pp. 135, 137, 
144-146; Robert Swinhoe, 2001,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in Natives of Formosa, British Reports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1650-1950, Taipei: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p. 66；盧德嘉，1995，《鳳山縣采訪
冊》，頁 411、416，臺北：宗青，「臺銀臺灣文叢」第73種；陳政三，2008，《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
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臺北：臺灣書房，頁32-33。

5  歐祥訪臺過程，參閱George Carrington, 1978, 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 
Center, pp. 137-138；黃嘉謨，1966，《美國與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50-51。

6  原書有1856年Francis L. Hawks編輯的2種版本，一為2冊的紐約版、一為3冊的華府版，書名皆為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除了
「尋人」，主要是探勘基隆煤礦，該行留下許多英文地名典故。可參閱原書訪臺部分；或陳政三，2005，
〈老地圖‧小故事‧說臺灣〉，《歷史月刊》211期（8月號）。

7  Robert Swinhoe, 1859,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in Journal of The North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Ⅱ（May） ; 陳政三，2008，《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臺灣紀行》，臺北：
臺灣書房，頁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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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的戲裡戲外
——《福爾摩沙圍城悲劇》校註跋

文╱翁佳音

本
篇劇作主要轉譯自日治時代山岸祐一的翻譯：

〈悲劇  台灣の攻圍〉。譯文前後刊載於《臺
灣時報》（月刊）1933年（昭和8年）年1月號，頁
149-167；2月號，頁138-157；3月號，頁178-201；4月
號，頁154-179，以及5月號，頁127-143。日文譯者山
岸氏的生平，目前資料不是很詳細，由《臺灣總督府

職員錄》1，得知他曾任教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灣

大學管理學院前身），自1935年起擔任臺灣總督府官
房調查課以及外務部的特約人員（囑托）、日本荷蘭

大使館顧問等職，為當時荷蘭印度殖民地政治、經濟

方面的專家。

劇作原為荷蘭文，是以韻體文書寫，但日譯及中

譯由於某些因素，並未採取這種文體，而側重於意

譯，旨在讓讀者易於閱讀與瞭解劇情大要。中譯本出版前，亦參考荷蘭原文，稍做

調整與潤色。當然，編譯與校註者仍有學力不足之處，譯文難免有因理解差錯與誤

譯的情形，敬祈方家不吝叱正，俾便日後訂正。

根據原文作者Johannes Nomsz.的導言，以及譯文導讀所述，此篇劇作展演之歷
史事件與主要角色，大抵都有所本，然亦有虛構成分，用以增加劇情的張力。編譯

者除了於導讀中指出作者所根據的文獻，以及對出場人物的背景作一扼要介紹外，

劇作正文中，亦再就一般讀者不熟悉之史事或人物進行簡易註解，使讀者更能輕鬆

閱讀。中譯本之後，也附上原荷蘭文，供有興趣或想進一步研究的讀者自行翻閱核

對。

新書視窗

Johannes Nomsz.著，王文萱中
譯，陳瑢真導讀，翁佳音校注：

《福爾摩沙圍城悲劇》，2013。
（圖片提供╱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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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趁校註之餘，個人以歷史研究者的立場，約略說明劇中所採用的漢譯人

名原由，順續講些1661年戲裡戲外的重要史事，用以提醒讀者在閱讀劇本時，可以
思索的幾個有關歷史記憶再生產的問題。

外文漢譯，虛實以見其趣

在導讀與註解中，已交代劇作家Nomsz.筆下的人物與劇情是有所本，也有所捏
造。日治時期日譯文一刊出後，便有人為文討論、釐清事實與虛構，讀者可一併參

考。2

既然劇情虛實參雜，例如臺灣末代長官揆一，劇作者所參考的文獻亦作

Cojet，他偏偏寫成Cajet，因此本書在中譯時，也採用文學活潑方式處理，戲譯為
「睽一」。同樣，Petel是鼎鼎大名的大隊長Thomas Pedel，中方史料作「拔鬼仔
（poat-kúi-á）」，本書正經八百重新音譯成「裴德」，不用傳統文獻譯名，則有實
中見虛的意味。

明清時代翻譯外國番仔名字，通常有一定音韻邏輯，如長官揆一，閩南語音

Kúi-it；巴城總督Joan Maetsuijcker，文獻作「油煩嗎綏極」，也是閩南音Iû-hôan Ma-
sui-kek。清代文獻說1664年（康熙2年）荷蘭國遣出海王（Balthasar Bort）率領船艦
來福建沿海共同撲滅明鄭叛亂集團，同時也派老磨軍士丹鎮、巴連衛林等去中國朝

貢。3「出海王」，是閩南語，與「海賊王」同義；老磨軍士丹鎮（Nó- bō Kun- sū- 

tan- tìn），就是商務員Constantin Nobel；巴連衛林（Pa-liân ōe-lîm），即是大隊長T. 
Pedel另一個當通譯的兒子Willem Pedel。4照這樣的邏輯，傳統「拔鬼仔」譯名，老

實說，音義真的很難理解，也許是近音漢字「拔兜仔」（peh-tau-á，或 poat-tau-á）
之誤植。因此，本書中譯就不採用這個有疑義之名。

其次是劇中鄭成功所派遣的勸降使者，本書音譯成「森治」，同樣有虛中想

實的理由。Nomsz.把此人命名為Xamti，眼尖的讀者應很快可連想到法國伏爾泰
（François-Marie Arouet）《中國孤兒》劇本中那位名叫Zamti、現代中文多音譯為
「贊提」的官員。沒錯，Nomsz.曾將伏爾泰的劇本翻成荷語，人名稍改成Xamti。
顯然，Nomsz.在本劇中挪用了這個人名。但更有趣之處，在於不管是Zamti或
Xamti，都與滿清順治皇帝的「順治」語音接近。順治，在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的《韃靼戰紀》中以官話標音為Xunchi，但在東印度商業公司的荷蘭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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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用漳泉或福州語音標記為Sungte、Somti，5非常相似Xamti。這並不奇怪，
18世紀時，以元代雜劇《趙氏孤兒》為範本的西歐文學譯作──如William Hatchett
之《中國孤兒》，孤兒主角的名字Camhy，就幾乎與耶穌會士情報中的Camhi（康
熙）6皇帝相同。17-18世紀西歐文人的中國形象，就這麼虛虛實實。

Xamti╱森治之名的採用，雖然有如上述真真假假的內幕，但在真實世界中，
確實是有明鄭大官陪同韓步魯克（Hambroek）牧師前往。那麼，這位明鄭大官他
是何許人？中文史書未載其名，荷文文獻又拼音不一，至少有Sanqae、Zauyae以
及Sauyae三種拼法。核對原檔後，可知Sauyae比較接近，此名在以前通常被音譯
為「祚爺」。但從文脈判斷，「總爺」可能較正確，是鎮總兵的俗稱。當時參與

圍城的明鄭鎮將，理論上都可擁有此稱呼。有一文獻註解說總爺大官（mandorijn 
Sauja）在 5月23日被任命為赤崁承天府府尹（landtdrost）7，那此人大概可推測是

曾任鎮總的楊朝棟。若然，楊朝棟不止接收赤崁樓，還負責勸諭臺灣城守軍棄城投

降；翌年年初，揆一長官也將臺灣城鑰鎖交到他手上，算是第一代佔領軍的接收大

員。不久，他就因故被鄭成功斬殺。

韓步魯克牧師考述

韓步魯克牧師受鄭成功之命入臺灣城勸降的時間、死期與斬首之地，如導讀所

指出，由於劇本著重於單一地點、時間和主題事件，當然就無法按照時序與事實來

著墨。不過，戲裡精彩，戲外值得今人記憶與再展演的往事其實更多，或許應該在

跋後稍微考述一下。

在《臺灣城日誌》1661年5月24日條記事中，除了記載此時鄭、荷雙方仍於
海陸有零星戰事外，也提及當日黃昏5點多時，韓步魯克牧師與赤崁省城（Fort 
Provintia）法庭議會秘書歐瑟偉（P. Ossewayer），以及前面推測的承天府新長官楊
朝棟三人騎馬，在李仲與胡興兩名通事的步行陪同下，前往城中勸降。他們從赤

崁樓出發往南走到鹽埕瀨口稍南，涉水再折往北走，經畜牧羊隻兼有崗哨的羊廄

（Bockenburgh），也許是四鯤鯓一帶，然後到Utrecht碉堡，就是現在安平古堡旁的
公墓停下來，等城裡的人出來迎接。但城內荷蘭守軍只答應讓韓步魯克牧師一人入

城，楊朝棟與其他人則到臺灣街內等候消息。劇中，作者虛構楊朝棟進城合作演

出，虛構，不外是戲劇張力主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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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城日誌》記載韓步魯克牧師於隔天（即5月25日）4點多平安出城回鄭
營。其他文獻有提到當天晚上，他還在赤崁替被鄭軍釘十字架的蕭壠荷蘭通事蔡文

達（Jan Druyvendael）等人徹夜禱告；這些人被控煽動新港附近土番反抗中國軍。8

其後行蹤成謎，並無直接文字述及。作者為了「捨生取義」劇情的需要，自行安排

於25日荷鄭激戰中，在臺灣城東側廣場、大約是安平古堡東邊的古堡街上，韓步魯
克牧師因有辱使命，被鄭成功下令斬首──當然，這也不是事實。

韓步魯克牧師何時、以及何故，在哪裡被砍頭，留待下一段說明。但25日確實
是一場激戰，天未亮，牧師尚在在城內時，鄭軍罔顧談判慣例，突然發動重砲轟

炸，荷方回擊，砲火猛烈半天。當天戰役，荷蘭資料宣稱自己死傷十數人，鄭方

傷亡近千；9中文文獻《先王實錄》曲筆寫成：「藩以臺灣孤城無援，攻打未免殺

傷，圍困俟其自降」。原來，「攻打未免殺傷」這句話，不一定在表彰鄭成功的好

生之德，反而是透露鄭方死傷有些慘、有些重。《實錄》繼言「隨將各鎮分派汛地

屯墾，派提督馬信督轄兵札臺灣街守困之」；荷方資料更有趣，說風水師告訴鄭成

功，臺灣城形狀像龜城，易守難攻；因此他令馬信停止砲攻，轉而派軍隊到各地屯

墾，解決缺糧缺餉的迫切問題。:此後到8月，戰場主要光景，變成鄭軍忙著佔領
與接收人家土地。

回到韓步魯克牧師的下落問題。有人說他於7月5日在嘉義諸羅山被斬；;也有

說是在10月21日或23日於臺南新港（新市）引頸就戮。<這些日期，都不正確。7
月5日，是19世紀末東印度基督教宣教史研究者的主張，但核對其所引文獻，卻無
確切證據。=10月21日或23日，是引用《臺灣城日誌》10月24日條的紀錄，內容為
荷蘭人當天從三天前，即21日由臺灣街逃入城內的兩名烏鬼仔（swarte jongens）口
中，得知不少同胞在新港被斬首舊聞，其中包括韓步魯克牧師。顯然，牧師被鍘時

日，絕對在10月21日之前。
《臺灣城日誌》8月13日條還有相關消息。城中的人於前天深夜逮到臺灣街搭

小船與竹排要偷渡者，其中有韓步魯克牧師的烏鬼奴僕。根據奴僕的口供，此時牧

師猶人好好地在諸羅山。>由此研判，牧師應在8月中旬以後出事。韓步魯克牧師
被斬時間，從情、理上推測，應在8月中、下旬。何故？鄭軍因缺糧而四處接收人
家土地與產物時，中方文獻《先王實錄》記有「七月⋯⋯援勦後鎮、後衝鎮官兵

激變大肚土番叛」，這是著名的臺中大肚番王（Formosaense Keizer van Middag）起



1661年的戲裡戲外——《福爾摩沙圍城悲劇》校註跋 45

事，重創鄭軍兩、三千人的歷史大事件。?參照荷方《臺灣城日誌》資料，臺灣番

人殲滅中國大兵的時間，約略在8月15日前後，@正值農曆7月。番王的捷報，中方
文獻多謂：「其鋒甚熾，欲出援荷蘭」，彷彿歸咎原住民勾結荷蘭人或被煽動而作

亂。鄭成功除迅速派大軍鎮壓外，立斬韓步魯克牧師等俘虜以儆效尤，自可預期。

A總之，牧師斷頭，應該在8月15日稍後幾天之內，圍城內的荷蘭人則在10月下旬
才輾轉得知噩耗。頭落魂飛之地，日誌中兩位烏鬼仔口供所說的新港，也許可信。

新港，不只是荷蘭時期宗教與行政的重要地點，明鄭佔領後，改為天興州治。在行

政要區公開處決敵人，所達到的威嚇效果，不言可喻。

戲裡戲外的原住民形象

韓步魯克牧師有無可能因煽動原住民反抗而遭報復？或如上述被釘十字架的通

事蔡文達至死否認指控一樣，是屬政治冤案？繼續討論這方面真相，意義恐怕不如

回頭正視這齣戲中的原住民角色。

原住民，即福爾摩沙人（Formozaan），在Nomsz.劇本中，當然也不是重點，
只在第二、三幕中跑跑龍套，當守衛；這名原住民守衛還是為了錢，遊走荷鄭兩陣

營。戲裡原住民的浮光掠影：粗魯、傲慢。這也難怪，當年鄭成功突襲、圍城時，

傳回歐洲的訊息是：經基督教文明化的原住民，居然不與荷蘭人基督徒弟兄對抗異

教徒、暴君的國姓爺！

韓步魯克牧師入城勸降時，提到他們逃亡到諸羅山，沿途經蕭壠、目加溜灣、

蔴豆與哆囉嘓等番社，目睹原住民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忠誠顯著衰退。屏東一帶的

原住民，甚至開始嘲笑荷蘭人，幾乎都採取袖手旁觀的立場。這些消息，多已記載

於一般讀者不難取得的《被貽誤的臺灣》、《巴達維亞城日誌》中。

但這樣的影像，難免讓觀眾或讀者納悶：不少研究都正面評價荷蘭東印度公司

轄下的基督新教，認為他們在臺灣的宣教大抵是成功的，臺灣也因而由部落漸次步

向文明社會。怎會如此一夕之間風雲色變？17世紀，基督新教在臺灣成效如何，就
讓研究者繼續爭辯，這裡順手說說與韓布魯克牧師有關的戲外原住民故事。

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的末期，若再細看荷蘭文獻、檔案，各族原住民依然與公

司關係不穩，北部新竹、桃園一帶泰雅族間之紛爭，一直被寫說臺灣史的專家學者

所忽略。B南部，則以屏東縣春日鄉排灣族力里社人（Durckeduckers）頑抗遷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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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顯著。1661年1月初，公司派兩百餘士兵及社番前往征討，沒幾天便制伏該社。
C南部戰事，似乎不因此而停息。到了4月時，蔴豆人又到屏東獵了三顆力里社人

頭回來，於4月27日唱歌跳舞舉行傳統的「異教慶功儀式」。在蔴豆駐堂的韓步魯

克牧師當然出面斥責，蔴豆番人一定也不滿，怒形於色。蔴豆原住民的「異教慶功

儀式」，其實是西拉雅族開春祭典，4月底在海邊舉行，稱為Toepaupoe lakkang。D

這個祭典，清代《諸羅縣志》說該族「過年無定日，⋯⋯或八月初、三月初」，可

見西拉雅人繼續堅持傳統習俗，至少18世紀初還如此。
三天後，鄭成功大軍來襲，召喚剛因捍衛自己生存方式而被制止的西拉雅人，

盡釋前嫌共同抵禦外侮，未免是一場鬧劇。原住民的多重角色，依然有一片天地可

重塑。

重新出版的時代意義

《福爾摩沙圍城悲劇》發生在1661年，這一年，或許沒如John Wills Jr.《1688: 
A Global History》書中那樣的全球政治事件串連，但對臺灣記憶的再建，卻頗具關
鍵地位。戲裡戲外發生之事，在往後官版「歷史」中，卻逐漸被刻意遺忘，或被

另外的「正確」圖像所取代。18、19世紀，西歐身處啟蒙、理性與基督教德行的時
代，荷蘭劇作家Nomsz.應時推出意識正確的再展演劇本，一位在落後、野蠻殖民世
界「慷慨自我犧牲」的高貴模範生，因而再生產、再圖像化。日本時代有本劇的日

譯文，並不突兀，至少與皇國、奉公犧牲無衝突。如今，中譯本在國內出版，有何

意義？

若僅止於引徵文獻，細數Nomsz.的劇本，或者挑剔如今依然掛藏於荷蘭鹿特丹
教會的《韓牧師訣別圖》之圖文有哪些枝節與事實不符等等，意義也許不大。別忘

了，在劇中有著異教徒、暴君形象的國姓爺，後世有關他正面的文史與影劇之作，

更多更夥。驅逐荷人、光復臺灣；民族英雄、海洋之子，等等，影像虛實重層，更

甚於前者。糾纏虛實細節而丟掉宏旨，人生故事恐將索然失味。

1661年臺灣戲裡戲外，死了個牧師，死了近千位東印度公司人員與眷屬，死了
近萬名南明王朝士兵。朝代更換的戰爭期間，人們還可看到端午水仙尊王，與七月

普渡照常舉行。這些都是當時大事，有文字紀錄可尋。E當年韓步魯克牧師與女兒

在城內的感人對話，以及面臨外來勢力恣意占管時，地上百姓的真實感受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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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可徵資料皆寡少。然而，前者雖敗戰撤退，猶可透過劇作者的自由想像、創

建，歷史圖像鮮明流傳到如今。後者卻成為創傷、失聲的一群，記憶的生成，多沿

襲與背誦勝者之紀錄。美麗之島故事所以不連續，或充滿失敗、被支配的音調，主

要原因在此。

因此，這本老劇新譯，目的不是教人再記憶異國英雄，而是讓國內歷史產業，

或文化創產業界的文史、劇作家，再記起危機：當前主政者因政治信仰而急性、

單方面地響應中國夢之際，國民之歷史記憶似又陷入再重組、分歧對立與不安的局

面。既成的歷史偶像劇中，人民終屬配角，是否因此而導致觀眾在現實上呈現無力

感或無關心狀態？歷史虛實的區別當然重要，但發揮社會想像力的土地歷史小說與

劇本，透過不斷地再生產與再展演，反而更能喚起國民認同的最大公約數。本書出

版的時代意義，或許應該在此。（本文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註釋：

1 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網站：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2 幸田成友，1934，《和蘭雑話》，東京：第一書房，頁87-104。
3  不著撰人，1963，《清聖祖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165，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頁12。

4  J. A, van der Chijs ed.,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 '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w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Anno 1664, (‘s Hage: M. Nijhoff, 1893), p. 586.

5  J.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delivered by their excellencies Peter de Goyer and Jacob de Keyzer.(London, 
1669),  p.133；荷文本 Het gezand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t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Amsterdam, 1665）, Nauwkeurige 
Beschrijving van het gezandtschap, p. 183;《韃靼戰記》，亦可見於荷文本 Algemeene Beschryving 
van‘t Ryk Sina, p. 255.

6  Pierre J. de Orléans, Nicolaas Witsen, History of the two Tartar conquerors of China,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854), p. 44 ff.

7  見：《臺灣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第四冊（按：此書即
江樹生教授譯註之《熱蘭遮城日誌》），p. 676，註171。不過，正文推測是楊朝棟，也僅
只停留在推測階段。畢竟，荷文本的編註者把 mandorijn Jooja（大官楊爺）誤抄成mandorijn 
Sauja了，原檔文字，參見：VOC1238, fol. 875r.

8  《巴達維亞城日誌》有記此事，然僅置於第三幕悲劇（treur-spel, tragedie）中，期間為5月3
日至7月5日前發生之事，未明確標出日期。見：J. A, van der Chijs ed.,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w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Anno 1661, (‘s 
Hage: M. Nijhoff, 1889), pp. 484, 496, 508-509；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1975，《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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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ヴィア城日誌 3》，東京：平凡社，頁 307-308。不過，土地測量員梅（Phil. Meij）的日
誌則清楚此事件記在5月25日條之中。見江樹生譯註，2003，《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
看鄭成功》，臺北：漢聲雜誌社，頁45-46。

9 見《臺灣城日誌》1661年5月25日，及9月3日條。
: 《臺灣城日誌》1661年5月25日，及9月3日條；《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3》，p. 297。
;  C.A.L. van Troostenburg de Bruyn, De hervormde kerk in Nederlandsch Oost-Indie, （Arnhem: H.A. 

Tjeenk Wiilink, 1884）, p. 452。
<  P. Molhuysen etc. eds., Nieuw Nederlandsch Biografisch Woordenboek, Deel 5 (Leiden, 1921)，pp. 

220-222. 據W.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Leiden, 1931), p. 128，則言10月23日斬首。

=  在諸羅山被斬之說，是根據柯來福（J. Kruyf）牧師1662年10月13日於印度錫蘭Nagapattnam
所寫的書信，見：Phil. Baldaeus, Naauwkeurige beschryvinge van Malabar en Choromandel, der 
zelver aangrenzende ryken, en het machtige eyland Ceylon. Nevens een omstandige en grondigh 
doorzochte ontdekking en wederlegginge van de afgoderye der Oost-Indische heydenen (Amsterdam, 
1672), p. 119; 英譯文，見：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m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1903), p. 328，但該信只言諸羅山犧牲，沒說日期。F. Valentijn, Oud en 
nieuw Oost-Indien, 8 vols. (Dordrecht/Amsterdam, 1724-1726). deel 4, Beschrijvinge van Tayouan of 
Formosa, p. 91，亦未提及日期。

>  見《臺灣城日誌》1661年8月12日，13日；又，16日條有某士兵口供，提及荷蘭人通事蔡文
達等於7月中被釘十字架，如註所見，日期應為記憶錯誤所致。

?  參見：翁佳音，2001，《異論臺灣史》，臺北：稻鄉出版社；以及〈再說大肚番仔王〉
（Quata Ongh），待刊稿。

@ 即9月3日之前十五天，大略推算後，大抵是8月15日星期一左右，換算成農曆，是7月21日
前後，時間剛好符合中文文獻所載的「七月」。

A  事實上，《被貽誤的臺灣》已記載番社暴動，是荷蘭人俘虜所煽動，因而殺之，見：G. C. 
Molewijk ed.,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Zutphen: Walburg pers, 1991), pp. 172-173。

B  翁佳音，〈十七世紀臺灣北部的大泰雅族：龜崙社（Coullonders dorpen）新考〉，待刊稿。
C《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3》，p.196；VOC1236, fol. 172-173。
D  O. Dapper, 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Amsterdam, 1670), p.30；英譯本：The Second & Third Embasie to the 
Empire of Taysing or China, (London, 1671), p. 30.

E  鄭荷戰爭傷亡人數，參見：G. C. Molewijk ed.,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p. 145;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328, 445；José E. Bora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Documents) 
Vol. II: 1642-168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2), p. 598. 端午、普渡之事，參見：《臺灣
城日誌》1661年6月19日、8月7日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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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浦神社豐年祭

文‧圖╱黃家榮

田浦位於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為阿美族群居人口數最多的部落。過去，族人

稱此地為娜荳蘭（Natawran），因為早期這裡長滿桋梧樹（tawur）；1937年（昭和
12年）才改稱為日語音近的「田浦」。
早年，娜荳蘭、薄薄、里漏三部落會在此共同舉辦祭儀，由年齡階層（sral）

的青年聯合出草，並將獵得之人頭懸掛於會所前的雀榕樹上，成為豐年祭、成年

禮舉行的地點。日

治時期為加速南勢

阿美族的「日本

化」，在這裡興建

了一座「荳蘭神

社」，用以宣揚神

道教；皇民化時

期，部落族人也在

此舉辦神社婚禮、

相撲比賽，是重要

的集會場所。

戰後的田浦神

社成為荳蘭部落的

運動公園，部落的一些大型活動依舊在此舉辦。2001年10月，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
在神社舊址處興建文物館及多功能活動中心，即今日的阿美族文物館，館外且保存

著「先祖祭紀念碑」。

這張老照片攝於民國50年代左右，紀錄了南昌村阿美族族人於田浦神社前舉行
豐年祭的盛況。照片的左上角，隱約可見到一座日本神社的鳥居局部，此鳥居即為

田浦神社之入口。

老照片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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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忠烈祠阿美族舞蹈大會

 文‧圖╱黃家榮

花蓮忠烈祠

位於花蓮市林森

路底的美崙山一

帶，日治時期，

這裡是花蓮港

神社。根據1943
年（昭和18年）
臺灣總督府文教

局社會課編印的

《臺灣に於ける

神社及宗教》記

載，花蓮港神社

於1916年（大正5年）9月22日鎮座，1921年（大正10年）3月2日列格為縣社，祭神
為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以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例祭日

是每年的10月28日。
戰後，花蓮港神社被改建為花蓮忠烈祠，祀有鄭成功、劉永福、邱逢甲等及對

國家民族有貢獻者之英雄烈士，現僅保留神社銅製神馬及擋土牆等部分建築。

日治時期，花蓮港神社曾是花蓮港民眾舉行婚喪喜慶、歌舞儀式的重要場域；

戰後雖改制為忠烈祠，但是在花蓮阿美文化村成立之前，因其地點便利、空間寬

廣，許多阿美族的歌舞表演場地多半會選擇在此地或美軍招待所舉行。

《花蓮縣誌》記載，1964年10月12日，花蓮縣政府在忠烈祠舉行阿美族歌舞大
會，連演四場，當時前來欣賞的觀眾超過一千餘人，盛況空前，其中還包括回國華

僑，連非洲上伏塔（Upper Volta）新聞局長薛勤巴都專程抵花參觀阿美族的歌舞大
會。

老照片講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