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落故事

文獻的‧文摘的‧大眾的
 【雙月刊】

中華民國103年12月10日
第十八期

卑南族•南王部落

學，效也——「卑南學」的根源及其展開

陸森寶音樂的傳唱、出版與流變

南王村音樂傳奇──南王「民生康樂隊」

南王天主堂：心靈繫所、文化新鄉

卑南族南王部落傳統祭儀巡禮

人物特寫

卑南族的音樂靈魂——陸森寶

臺灣第一位原住民西醫——南志信

文獻譯介

達飛聲《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譯介與原住民故事



以電子期刊、雙月發行的形式，刊載原住民族各種文獻史料、口述

歷史、田野調查、老照片、影音、地圖、手稿、生活器物，以及相

關的研究初探、書評及譯述等，每年 12月並將彙整六期內容，集

結出版紙本。期刊之近程目標，以刊載既有研究成果為主，未來透

過持續的積累，期能勾勒一座原住民族文獻館的具體架構。

發  行：原住民族委員會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4/15/16F
http://www.apc.gov.tw/portal/
聯絡電話：8995-3137

發 行 人：林江義

學術顧問：孫大川、詹素娟、黃美娥、浦忠成

林素珍、賀大衛、海樹兒‧犮剌拉菲

執行團隊：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地址：臺北市南昌路2段81號7樓
聯絡地址：臺北市北平東路30-12號3樓
電  話：2393-6968
專案主編：黃驗 gleaner@ylib.com
執行編輯：陳韻如

美術編輯：蔡泊芬

數位編輯：陳韻如

訂閱電子報：http://ihc.apc.gov.tw/epaper01.php
投稿信箱：yrc@wordpedia.com

部落故事

文獻的‧文摘的‧大眾的
 【雙月刊】

中華民國103年12月10日
第十八期

卑南族•南王部落

學，效也——「卑南學」的根源及其展開

陸森寶音樂的傳唱、出版與流變

南王村音樂傳奇──南王「民生康樂隊」

南王天主堂：心靈繫所、文化新鄉

卑南族南王部落傳統祭儀巡禮

人物特寫

卑南族的音樂靈魂——陸森寶

臺灣第一位原住民西醫——南志信

文獻譯介

達飛聲《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譯介與原住民故事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八期

目次

【部落故事】卑南族．南王部落 文／本刊編輯部 ⋯⋯ 2

學，效也——「卑南學」的根源及其展開 文／孫大川 ⋯⋯ 3

陸森寶音樂的傳唱、出版與流變 文／徐睿楷 ⋯ 10

南王村音樂傳奇——南王「民生康樂隊」 文／黃國超 ⋯ 18

南王天主堂：心靈繫所、文化新鄉 文／林志興 ⋯ 24

卑南族南王部落傳統祭儀巡禮 文／陳韻如 ⋯ 28

【人物特寫】卑南族的音樂靈魂──陸森寶 文／孫大川 ⋯ 30

臺灣第一位原住民西醫──南志信 文／林志興 ⋯ 32

【文化觀察】 牡丹社事件隨軍記者岸田吟香的臺灣原住民紀錄

──以「臺灣信報」為中心 文／陳　萱 ⋯ 36

【文獻譯介】 達飛聲《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

譯介與原住民故事 文／陳政三 ⋯ 42

【新書視窗】 重訪伊能嘉矩

──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建構與影響 文／陳偉智 ⋯ 49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八期2

卑南族．南王部落
文／本刊編輯部

部落，是原住民族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承載著共同血緣的氏族所共同擁有的

歷史、語言與文化，並藉此發展出各自的部落特色。舊名普悠瑪（puyuma）的南王
部落（臺東市南王里），屬於「卑南八社」之一，人口僅一千多人，卻擁有十餘座金

曲獎座，以及陳建年、紀曉君、昊恩與家家、南王姊妹花等金曲歌手。

南王部落的族人在少年年祭、大獵祭、婦女除草完工祭、海祭等傳統祭儀裡，

一同吟唱祭祀古歌謠；在天主堂裡，合唱著卑南族語的聖歌。跨越日治時期到戰

後，被譽為卑南族音樂靈魂的陸森寶，將卑南古調譜在五線譜上，間接原本口傳心

領的歌謠得以源遠流長；他創作幾十首歌曲，並為天主堂創作聖歌；他間接促成了

原住民歌謠與唱片工業接軌，南王的民生康樂隊是原住民歌手灌錄唱片的先聲。

本期部落故事「卑南族．南王部落」，由孫大川教授邀請各方學者專家共同撰

寫，除了收錄〈卑南族南王部落傳統祭儀巡禮〉，並有孫大川的〈學，效也─「卑南

學」的根源及其展開〉、學者黃國超的〈南王村音樂傳奇──南王「民生康樂隊〉、

徐睿楷的〈陸森寶音樂的傳唱、出版與流變〉，林志興的〈南王天主堂：心靈繫所、

文化新鄉〉。從幾個面向，提供讀者了解這個蘊涵多元文化、在傳統與創新之間有

所堅持與取捨的金曲部落。

部落故事

原住民族樂舞

系列1992卑南
篇。（攝影／明

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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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效也——「卑南學」的根源及其展開

文／孫大川

以卑南族為榮

接
受巴代的號召，昨晚搭火車從臺北回來，半夜十一時許抵達臺東車站。就像

往常一樣，哥哥、姊姊們開車來迎，這是我們兄弟姊妹間恆久的友愛習慣。

車經南王部落，想到明天就要到史前館參加第一屆「卑南學」的研討會，一股強烈

的念頭，想繞一繞南王部落，追尋一些對部落、對卑南族的童年記憶。我最小的姨

婆agam嫁給南王老頭目kelralraw家族的atrer（鄭賢女的祖父），少年時代我因而常遊
走在幾個老家族之間，王國元、周喜熟、古仁廣、陸森寶等，都是我們上一代長輩

常往來的家族。當時整個南王屋舍井然有序，圍籬花木扶疏；高高的檳榔樹，配合

貫穿部落中心臺9線兩旁的茄冬樹，不愧是卑南王所在的地方。然而近半個世紀以
來的變化，土地消失了、房子現代化了、有的傾頹了，許多地方不再能辨識它原來

的風貌。哥哥姐姐們熱心為我提點，勾起不少人、事、物的回憶，像斑駁的黑白照

片。

做為一個卑南族人，有時候想一想我們也不過一萬多人，在52萬的臺灣原住
民族當中算不上是一個大族群；地處臺東一隅，八個主社，族力不曾有太大的伸展

擴張。但，奇特的是，不論從荷西文獻或明清乃至日治時期的紀錄，卑南族在臺灣

東部始終占著一定的地位，甚至從 17世紀以來相當程度地主導了東部地區的政經
發展。幾百年來，卑南族雖然飽受外來勢力的威脅，但總能消化適應，人才輩出。

遠的不說，日治時期培養的陳實（知本）、孫德昌（下賓朗）、陸森寶（南王）等人，

從事文教，影響深遠；而南志信（寶桑）、馬智禮（初鹿），在二二八事變中，皆

扮演了調和、穩定局面的角色；孫善弘（下賓朗）經營農場致富，以及後來從王幸

玲、萬沙浪姊弟（寶桑）、胡德夫（下賓朗）、阿妹（大巴六九）到南王陳建年、紀

曉君等一連串金曲獎得主的殊榮，在在顯示，卑南族雖然人少，但有強韌的生命力

和旺盛的創造力。更有趣的是，我們居然可以選上縣長（陳建年）、省議員（洪文

部落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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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立法委員（陳瑩），可

以當原民會主委（陳建年、

孫大川），也出了一位天主

教的輔理主教（曾建次）；文

學界有巴代、董恕明，人類

學界有林志興；當然還有其

他領域表現傑出的族人，認

真去清點，恐怕目不暇給。

這就是卑南族！身為後

代子孫，我們回顧並細數這

些事蹟，不是為了追逐那虛幻的光榮感，而是嘗試給自己一個機會，去重溫我們的

祖先如何以少數周旋於多數族群及外來強權之間？我認為雖然歷經嚴峻的挑戰，

但我們上一輩的卑南族人，沒有被徹底打敗；南王部落斑駁記憶的背後，仍潛藏著

厚實的民族能量，不依賴別人、不仰靠政府，憑著民族的自尊與自信，謙遜、務實

地贏回自己的主體。這是「卑南學」的精神基礎。

民族的精神翻轉

由於臺灣原住民不用文字，文化的傳承仰賴口耳相傳。17世紀以降，一波又
一波使用文字的民族接踵而來，原住民很快成為「他者」記錄的對象。既成為「對

象」，即表示原住民被納入「他者」文化、歷史、政經、知識等等之分類系統。文

獻中，明清時期的臺灣原住民，依其漢化程度分為「生番」、「化番」、「熟番」，這

正是原住民污名化的開始。日治時期，假藉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科學」知識，不但

確定原住民的九族分類，更進一步對原住民各族的語言、音樂、祭儀、社會、工藝

及部落分布、遷移等進行研究考察，臺灣原住民因而成了「他者」所界定的學術存

在。戰後，國府遷臺，其「山地平地化」之同化政策，徹底瓦解了部落的組織與生

活型態，原本的價值體系和主體性遭到嚴重破壞。我青少年時代，親身經歷、目睹

了這個民族大崩解的過程，曾用「黃昏」的意象，表達內心的感傷和憂慮。這是臺

灣原住民各族精神被屈辱的歷史，也是我們自我救贖的起點。

1980年代隨著臺灣本土化運動的興起，原住民也發動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

充滿活力的卑南族少年。（攝影／徐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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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正名」、「還我姓氏」、「還我母語」、「還我土地」到「原住民自治」，這裡所提出

的每一項訴求，都指向一個民族的精神翻轉：即拒絕「他者」所決定的「現實」、所

設定的知識框架。2000年之後，九族到十六族的識別認定、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
法」的通過，乃至「自治法」、「土地海域法」的推動，皆為此一精神翻轉的實踐。

太魯閣族耆老馬紹‧莫那（廖守臣）過世那一年（1999），原住民年輕的朋友和學
者，以「泰雅學」定位當時的紀念研討會；之後，陸續聽到「布農學」、「賽夏學」

等等的提法，而今天大家以「卑南學」之名聚集在一起，這是原住民從政治到學術

主體性的宣告，與民族精神翻轉的動脈一根而發，有著共同的源頭。

原住民的學術存在

在我看來，原住民的主體性運動，至少可以包含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法

政經濟的，這是對原住民現實存在情境的翻轉。從早期扶植性措施到1990年代修
憲以後的諸多法政改革，比如原民會的成立、原住民各種專屬法律的訂定等等，拓

展了原住民「法政經濟」的存在，雖仍有所不足（「自治法」、「土海法」、「原住民族

金庫條例」未通過），但已經有相當的績效，有待進一步充實。其次，是社會文化

的，這是對原住民部落以及文化傳統返本開新的回應。祭儀的復振和部落社造的推

動，原住民樂舞與流行文化的結合，地區性文創產業的蓬勃發展，部落會議、部落

學校等草根性組織的再造，這些都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拾回自己民族的適應力和創造

力。尤其重要的是，近二十幾年來，原住民文學的豐碩成果，我們用筆來歌唱，

改「他寫」成「我寫」﹔主體說話了，不再是別人說了算，我們擁有自己歷史文化的

解釋權。最後，是學術的，它觸及複雜的民族知識體系之建構，是臺灣原住民民族

精神翻轉工程中，最具知識向度的一環。從原住民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經

驗，卻也是最具挑戰性的工作。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沒有學術研究的支撐，民族

的發展走不寬也走不遠。

既然談到學術，幾個相關的條件必需被滿足。文獻的蒐集、整理、翻譯、研

究，是首要的基礎工作。就以我們卑南族為例，從荷西以來，和卑南族相關的文獻

在哪裡？文物呢？影音資料呢？這些東西，不只在國內，恐怕更多在國外。我們

不但要詳細清點，更要克服複雜的語言問題。看得見的文獻和文物資料其實只是我

們整體工作的一小部分，大量看不見的口述傳統，急待我們去搶救；而埋在地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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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和部落遷徙的空間分布，都需要一步一腳印地去挖掘、踏查。過去原住

民學術的研究，都是「他者」單方面的採集、詮釋，現在則需要原住民「主體」的

介入，創造主、客對話的環境。

另外，學術需要知識的生產。以往原住民被當作材料，提供「他者」從事知識

生產，其成果卻與原住民「疏離」，無法回饋成為民族文化創造的養分。1990年代
起，這種現象開始有了根本的改變，一方面是原住民年輕的學者愈來愈多，試圖以

本族人的身分，參與各式各樣的知識生產；另一方面是學術研究的科目、課題和範

疇也日漸擴大，不再拘限於人類學學門，文史哲、法政經濟、自然環境乃至教育和

藝術等等，無一不是原住民學術研究的對象。

文獻的積累和知識的生產，當然不能沒有基地、沒有平台。早期的《山海文化

雜誌》、《獵人文化》、《南島時報》以及若干支持原住民運動的報刊、出版社，都

成了原住民知識生產的重要場域。2000年之後，國立東華大學成立「原住民民族學
院」，幾所知名大學也紛紛設立臺灣文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等，進一步將原住

民的學術存在植根於「大學」，教學、研究與傳播融為一體。

從這些跡象看來，我們今天談「原住民學」、「泰雅學」、「布農學」、「賽夏學」

或「卑南學」，應該不是空穴來風、一廂情願的奢望，它是我們民族精神翻轉的新

里程碑。

「學」的公開性

我們不得不佩服巴代在忙碌的寫作之餘，還這麼熱心「卑南學」的推動，他一

定不願見到我們卑南族在學術轉捩的關鍵時刻落後了。整體而言，臺灣原住民要

從 to have轉向 to be，已經是一個無法逃避的命題；「他者」的善意或對「他者」的批
判、控訴，終究無法越俎代庖取代我們存在本身的靈根自植。從to be的角度說，責
任在「此」而不在「彼」，這是一個「根源性」問題，也是我們談「主體性」不能不

嚴肅面對的責任和擔當。所以，組織大家推動「卑南學」或「布農學」、「泰雅學」、

「原住民學」等等，當然是主體積極負起責任、承擔責任的表現。

然而近十幾年來，我同時也觀察到一種對「學」似是而非的觀念，它相當程

度地瀰漫在我們年輕知識分子的態度中。我將它稱作「選民主義」。持這種態度的

人，有點像舊約時代的猶太人，自以為自己才是上帝的選民，排斥周邊的族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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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些人開始建構所謂的「原住民知識體系」，強調其獨特性，甚至認為「外人」

或現代人是不可能理解原住民的。依循這樣的脈絡，泰雅學、布農學、卑南學等也

各有其獨特性，原住民各族之間，也很難彼此了解。體貼各族群間文化、歷史、生

存環境、發展進程等等之差異，因而強調要尊重個別族群文明及知識系統的獨特

性，當然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但，如果因此以為所謂「學」就是這樣一種關閉在

「自我」世界的「獨見」，那顯然是嚴重的錯誤。既然要稱為「學」，它就不再是單純

的「身分」問題；「學」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即是它的公開性、普遍性。我們從原

住民、從卑南族的種種經驗歸納出來的知識體系，就「學」的角度來說，其目的並

不是要拿來炫耀原住民或卑南族是如何獨特、如何了不起；相反地，當我們提到

「原住民學」或「卑南學」的時候，我們被要求在意識到族群的獨特性之同時，也應

將自己置放在一個公開論述的平台上，和理論的普遍性對話。透過「學」的平台，

我們可以去糾正別人的看法，別人也可以評論我們的主張。分享（share）和對話
（dialogue），是「學」的基本性格，這多少和政治角力有所不同。我期待我們的「卑
南學」能認清這些區別，能開闊胸襟面對別人的挑戰，歡迎漢人朋友、日本朋友、

西方朋友、阿美朋友、布農朋友等等一起來共襄盛舉，互相激盪；讓我們卑南族的

to be、我們的適應力和創造力，更加堅 、厚實，不辜負祖先光榮的歷史。

仿效與踐形

「學」，還有另一個向

度。漢語中「學」這個字，

按其古義原來就有「仿效」

的意思，是依循儀節、模

仿長輩樹立的典型，將其

實踐出來，它既是生活技

能上的，也是倫理規範上

的。「學」的這層涵義，非

常符合原住民傳統對「知

識」的看法。以卑南族為

例，我們有學校也有書
少年會所（trakubakuban）是卑南族少年養成教育訓練的場所。（攝
影／徐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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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一定得跟

行動和實踐相聯結。

老人家不會有一套教

材或教法，更不會有

課程設計，他們怎麼

做，我們就怎麼學，

眼睛（看）比嘴巴

（說）重要。打獵、蓋

房子、耕作、祭儀、

舞蹈、古調吟唱和種

種禁忌規範，無一不

與生活的實踐有關，

它不是光說不練，更不像法利賽人用僵化的形式主義，綁架摩西的戒律，只是為鞏

固其既得利益。卑南族男性十二、三歲進入「少年會所」（trakubakuban），十七、八
歲苦行期過後成年禮為bangsaran；一層一層年齡階級的教養，透過生命禮俗、歲時
祭儀終身實踐。女性十二、三歲開始參與misahor（除草團），也踐履類似男性的年
齡階層組織，雖因生育、顧家等因素，不若男性那般嚴謹，但敬老、仿效長者的態

度，同樣貫穿卑南族婦女一生的學習。這樣看來，卑南學的目標就不只是公開性的

學術興趣，它同時有一個「向內」的幅度，嘗試在現代社會的框架裡，重建部落的

倫理與整個生活世界，找回文化內在活潑的動力。我們的好朋友蘭嶼的作家夏曼‧

藍波安可以做為一個例子。夏曼‧藍波安在臺北十多年之後，1990年代末期毅然
決然返回他的島嶼，從潛水射魚到伐木製舟，從神話採集到唱詩吟詠，他讓自己完

全浸泡在達悟的文化傳統裡。海洋的召喚和訓誨，徹底改變了他的身體（踐形），

也改變了他看事情的方式和生活的態度。我們得捫心自問：今天我們參與卑南學的

研討會，是否真的下定了決心要「活出」卑南族的價值觀、宇宙觀和部落倫理？傳

統不能拿來陳列或兜售，也不能只是拿來研究討論，它必須能夠被活出來，有一個

具體的生命和身體作為它的載體。如果卑南學無法協助我們個人向內改變、活出

祖先的面容，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同樣，如果卑南學無法重建部落整個生活秩

序，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巴拉冠（Palakuan）是部落成年男子集會議事以及舉辦祭儀的場所。（攝影
／徐明正）



結語：聯結根源的展開性

讓我們整理一下我今天談話的思路，以清眉目。

一開始我們回顧了卑南族光榮的歷史，接著指出臺灣原住民民族精神的翻轉，

並認為學術存在是此一翻轉最關鍵的一步。繼而描繪了近二十幾年來，臺灣原住

民「學術存在」從文獻消化、知識生產到教學傳播等方面發展的大致輪廓，肯定推

動「卑南學」的意義和價值。接下來，我討論了「學」的兩個向度：一是它的公開

性、普遍性，並指出要避免「選民主義」的誘惑；二是它的內在性，強調仿效、踐

形的重要性，避免淪入空洞且形式化的「法利賽主義」。只有聯結傳統內在根源的

實踐，才能在文化展開的過程中，守住民族的主體性；也只有向未來開放，在邁向

普遍性的旅程中與「他者」相遇，才能不斷豐富自己的文化。這是民族永續存在的

奧祕，也是卑南族歷代祖先一次又一次見證過的事實。

「卑南學」才剛啟動，許多工作還等著大家分頭去進行：有文獻的，有口述的；

有理論的，有實踐的；有部落的，也有個人的⋯⋯。今天的宣示，是另一趟冒險

旅程的開始，容我引《舊約》〈聖詠〉第57篇8節至9節，和大家共勉：

我的心已準備妥當，

我的心已準備妥當，

我願意去歌彈詠唱。

我的靈魂，你要醒起來，

七弦和豎琴，要奏起來，

我還要把曙光喚起來。

（本文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本文為2013年11月9日第一屆卑南學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之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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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1部落故事2

陸森寶音樂的傳唱、出版與流變

文／徐睿楷

一、前言

臺
東南王村的卑南族歌謠創作者陸森寶（1910-1988、原名BaLiwakes、日本名
森寶一郎）是重要的原住民音樂家，很多他創作的歌曲流傳到現在，其中幾

首跨出卑南部落，流行到其他的族群，甚至到漢人音樂界。20世紀的臺灣原住民現
代創作歌謠，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前，主要是以部落傳唱的方式流傳下去，陸森
寶的歌也不例外。不過，自從1960年代開始，唱片等錄音出版品也變成一個流傳
管道，而從研究歌謠的角度來看，除了書面資料（如歌本等）以外，是唯一具體的

「證據」，也是唯一保留當時歌聲的事物。陸森寶的歌常被灌成錄音出版品，尤其是

其中幾首比較受歡迎的歌，甚至被改成不同的風格或語言，從這些錄音可以多了解

陸森寶音樂的傳唱與流變。

陸森寶在臺南師範學校念書時學會鋼琴，當時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宮鳩彥親王

來訪，即由陸森寶彈琴迎接。陸森寶畢業後回臺東教書，戰後開始創作歌謠，從

1949年的〈卑南山〉到1988年最後一個作品〈懷念年祭〉，創作了不少民謠與聖歌，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創作量最大（見下表）。

陸森寶主要的作品（以民謠為主）

歌名（華語） 歌名（卑南語） 創作日期 註

卑南山
Denan kaDi Tuwangalan 
(penansan) 1949

散步歌
kaita kaita kure-ayawa (kaita 
kaita koreayawa)

1951 or 1953 or 
1950年代末

頌祭祖先（親親相愛）
mi'ami’ami la i ma’iDang 
(miamiami dai ma idang) 1957-8

美麗的稻穗（豐年）
buLai naniyam kaLaLumyan 
(bulai naniyam kalalumayan) 1958

思故鄉
sare’D i keDekalan 
(temabang ku pialaod)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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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名（華語） 歌名（卑南語） 創作日期 註

俊美的普悠瑪青年
bangsar a baLaLusu’an i 
puyuma (bulai ta bangsaran i 
puyuma)

1958 曲：阿美歌
謠，陸森寶

當兵好 無 1958

四季之山歌 不詳 1960前? 日語+卑南
語

楊傳廣應援歌 不詳 約1960 日語+華語

再見大家
Kaiku la aLi-aLiya (kaiko la 
alialia) 1961

祝福歌（以後再見）
wuwaDukai niruma’enan 
(wadegai nirumaenan) 1961

上主垂憐 demawai kalamanao mi 1963
聖歌，詞：
出自聖經、
陸森寶譯寫

卑南王 penanwang 1964
曲：
Stephen F. 
Foster

芒果樹下的回憶 不詳 1960年代? 日語

慶賀紅葉小將凱旋榮歸 不詳 約1968

蘭嶼之戀（懷念蘭嶼）
Kasare’eDan i kababuTulan 
(sareedan ni kavutulan) 1969? 曲：阿美歌

謠改編

讚揚儲蓄互助社（南王
互助社歌）

buLai nanta gojiosia (nangta 
i goziosia) 1970 曲：日本民

謠改編

神職晉鐸
kasemangalan da 
motosingpusang 1972 聖歌

聖聖聖 na miyaLigu 1970年代? 聖歌

我們都是一家人 saruma’ennan ta 1979 曲：高子洋
（高飛龍）

海祭
a senai Da muLaLiyaban (a 
senai da molaliyaban) 1985

懷念年祭
mi kiyakarunan ku i 
siDumayan (mikiakarunan ku 
i sidomayan)

1988/3/20

二、早期音樂專輯中的陸森寶作品：南王民生康樂隊與早期的錄音

（一）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第一集、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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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三重的鈴鈴唱片發行一系列的
「台灣山地民謠」唱片，這個系列的唱片其中有

幾張是南王的人演唱，並收錄陸森寶的作品。

1961年南王民生康樂隊（總共12個隊員，負責演
唱的5位女隊員吳花枝、王州美、陳春花、陳仙
嬌與王美妹，和負責伴奏的7位男隊員陳清文、
莊永福、陳弘建、王炳源等）從金門勞軍回來之

後，即在臺北的錄音室灌錄了兩張唱片，鈴鈴唱

片發行，標題是《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 第一
集》與《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 第二集》。兩張

唱片同時發行，封底寫有兩張唱片的曲目，並註明「作曲詞：陸森寶、陳實」。第

一集的8首歌全部為原住民歌謠，其中3首是陸森寶寫的：〈祭祖先〉、〈念故鄉〉與
〈當兵好〉。第二集主要是收錄勞軍時唱的華語、閩南語和客家語歌（根據吳花枝和

王州美的說法，她們勞軍時沒有唱原住民歌謠），但也收錄陸森寶的〈散步〉。

（二）勞軍紀念錄音

另外有一張由南王民生康樂隊演唱的唱片，吳花枝說是跟上述兩張同時錄音。

這張唱片由兩家不同唱片公司發行，一家是鈴鈴唱片，另一家是歌樂唱片。歌樂

版的標題是《山地同胞金門馬祖前線勞軍團 勞軍紀念錄音》，而根據《鈴鈴唱片部
分目錄》所載，鈴鈴的《台灣山地民謠 第十六集 勞軍紀念錄音》上註明是「歌樂唱
片公司提供」，所以應該是歌樂先出版，過了幾年之後鈴鈴才出版。這張唱片以原

住民歌謠為主（除了一首華語歌〈湖畔情侶〉，《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 第二集》也
有收錄），而其中3
首是陸森寶的〈南

王之戀（俊美的普

悠瑪青年）〉、〈都

戀山謠〉和〈贈金

馬戰士的禮物〉，

都是第一次在此錄 歌樂唱片發行《山地同胞金門馬祖前線勞軍團勞軍紀念錄音》。（圖片提供／徐睿楷）

鈴鈴唱片發行的《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

集》。（圖片提供／徐睿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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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發行。

〈贈金馬戰士的禮物〉後來被胡德夫命名為〈美麗的稻穗〉，〈都戀山謠〉一般

稱為〈卑南山〉，這兩首是陸森寶較廣為人知的作品，在這張專輯可以聽到最原始

的版本。這張唱片還有一首聽眾較熟悉的歌曲是〈我是快樂的農家女〉，這首歌很

多歌手後來翻唱，最有名應該是紀曉君的版本〈南王系之歌〉，歌曲的來源有些爭

議，有些阿美族人認為是他們的歌謠，但這個由南王族人演唱的版本應該是最早被

錄成唱片。唱片上沒有註明演唱者是誰，不過根據吳花枝聽過後的回憶，她獨唱4
首，包括〈贈金馬戰士的禮物〉與〈我是快樂的農家女〉，陳春花演唱華語歌〈湖畔

情侶〉、王美妹演唱陸森寶的〈都戀山謠〉，而其他的歌曲則由南王民生康樂隊的隊

員合唱。

（三）台灣山地民謠第四集

除了前述三張唱片外，1960年代初期鈴鈴唱片出版一張《台灣山地民謠 第四
集 臺東山地民謠》，唱片上註明是バリコワクス（BaLiwakes）作詞，「陳森寶」作
曲，收錄2首可以確定是陸森寶的作品，〈四季之山歌〉與〈楊傳廣應援歌〉。 根據王
州美與林志興的說法，〈四季之山歌〉是以「春、夏、秋、冬」寫陸森寶生命中四位

重要的女人，第一位是他年輕時日本籍的女朋友（名字有一個「春」，全名待查），

所以這段是日語，第二位是他的太太陸夏蓮。王州美認為其他兩個人是虛構的，不

過陸森寶的女婿陳光榮說「秋」那段是講陸夏蓮的妹妹，「冬」才是虛構的。〈楊傳

廣應援歌〉是為了慶祝陸森寶的學生楊傳廣在奧運的成就而寫，由「森寶」演唱，

當筆者放這首歌給陸森寶的親戚朋友聽時，多半的人認為是陸森寶演唱的聲音，加

上唱片上的註明，可以推論這首有日本軍歌味道的日語創作曲，應是陸森寶親自演

唱，吳花枝還說〈楊傳廣應援歌〉這首裡面的女合音是她及陳仙嬌等人還沒組成南

王民生康樂隊之前演唱的，錄音時間是楊傳廣要去參加1960年奧運的時候。在這
兩首歌以外，還有幾首傳統歌謠和臺東地區流傳許久的創作歌謠，如被傳唱到臺灣

各地的〈月娘出來了（杵歌、賞月舞）〉（一般被認為是阿美族歌謠，不過陳光榮說

前面應該泰耶魯（泰雅）族的）和阿美歌謠〈馬蘭社捕魚歌〉以及南王歌手李石良演

唱的〈紅頭崎之夜〉。

其餘的歌是不是包含陸森寶的創作還待查，後來阿美族歌星盧靜子以不同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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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唱〈香味煙草〉和〈月娘太亮〉時，唱片上雖然註明是陸森寶作曲，不過這有可

能是因為這張原收錄這兩首歌的唱片上註明是「陳森寶」（陸森寶）作曲，不一定表

示這兩首歌就是他的作品。根據南王歌手吳花枝與南靜玉表示，〈香味煙草〉、〈紅

頭崎之夜〉與〈月娘太亮〉他們小時候就聽過，〈兄哥等待我也〉是傳統歌謠。陳光

榮進一步說明，〈紅頭崎之夜〉與〈月娘太亮〉是民謠，〈紅頭崎之夜〉一直是日語

混著卑南語唱，而〈月娘太亮〉原本卑南族和阿美族唱的都是虛詞，日語詞則是陸

森寶填寫的。陳光榮說，〈香味煙草〉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歌，不過〈兄哥等待我

也〉的前段是排灣族的歌，他讀小學的時候流行，而後面的曲是日本曲。

演唱者的部分，除了石寶（李石良）和森寶（陸森寶）外，根據吳花枝與南靜玉

的說法，演唱〈香味煙草〉的「波子」是陳春花，〈兄哥等待我也〉是陳春花、南靜

玉等四人演唱，〈四季之山歌〉可能是老一輩的人唱的。不過陳春花本人聽了〈兄哥

等待我也〉之後認為不是她演唱，她說唱〈香味煙草〉的「波子」是陳玉美，而〈四

季之山歌〉也是陳玉美等演唱。陳光榮卻認為在〈四季之山歌〉聽到的是陳仙嬌的聲

音（當然因為這首由三個人合唱，可能不只一個說法是對的）。另外，吳花枝、鈴鈴

唱片製作人翁源賜以及馬蘭歌手曾美愛和Miko（美子）都認為演唱〈馬蘭社捕魚歌〉
的「節子」聽起來是後來成為原住民歌后的盧靜子，所以這張應該是目前所知盧靜

子最早的錄音。有一些人認為〈月娘出來了〉是南王的人唱的，後來在孫俊彥教授

幫忙之下找到演唱人Miko（美子），來自馬蘭的她說，17、18歲（約1959-1960年）曾
經跟南王民生康樂隊一起巡迴。她說〈月娘出來了〉是陸森寶教她唱的，這首歌的

日語歌詞可能是陸森寶編寫

的。

（四）卡匣專輯

前述幾張唱片都是1960
年代初期出版的，從《台灣

山地同胞跳舞歌集 第一集》
開始，鈴鈴唱片發行超過

一百張原住民歌謠唱片，目

前找到的最後一張黑膠唱片 台灣山地卑南族歌唱集24《多加一點點》（徐睿楷收藏）、25《星星月
亮》（貓貍文化工作室收藏）。（圖片提供／徐睿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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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79年出版的《山地歌阿美族唱集》，但此後鈴鈴還出版過幾張「台灣山地歌唱
集」專輯，應該是在前述的唱片同時或之後出版，所以是1979或1980年代初期發行
的，目前找到的是匣式卡帶，是否也有發行黑膠唱片還無法考證。

這些以卡匣形式出版的專輯當中，其中《台灣山地卑南族歌唱集─多加一點

點》和《台灣山地卑南族歌唱集─星星月亮》收錄較多陸森寶的作品。前者主要由

南王族人高田、吳花枝和曾修花（歌手紀曉君和家家的外婆）演唱，後者是吳花枝

的個人專輯，跟當時許多鈴鈴唱片出版的專輯一樣，註明是由南王的陳清文作曲，

下檳榔的孫大山作詞，不過事實上他們主要是負責伴奏。這兩個專輯收錄的陸森

寶作品包括〈散步〉、〈多加一點點（讚揚儲蓄互助社）〉、〈蘭嶼之戀〉與〈豐收歌聲

（卑南王）〉和〈慶豐收（美麗的稻穗）〉、〈當兵好〉、〈都蘭山謠（卑南山）〉、〈祭祖

先〉與〈出嫁留言（再見大家）〉。

三、重要作品介紹

為了顯示陸森寶的作品在錄音商品的流變，我選了4首他寫的歌，簡單地介紹
每首歌的流變。

（一）卑南山 Denan kaDi Tuwangalan (penansan)

詞曲：BaLiwakes陸森寶（1949）

〈卑南山〉是陸森寶早期的創作，於1949完成。1960年代初期發行的《山地同
胞金門馬祖前線勞軍團 勞軍紀念錄音》唱片收錄這首歌，唱片上的題目為〈都戀
山謠〉，由王美妹與南王民生康樂隊演唱。南王民生康樂隊主唱吳花枝約1980出版
的《台灣山地卑南族歌唱集─星星月亮》也收錄有這首歌，歌名為〈都蘭山謠〉。比

較近期演唱〈卑南山〉的包括宋南綠、原舞者、南王婦女許素珠、南靜玉和吳林玉

蘭、以及年輕歌手陳永龍。除了原舞者之外，這些人都是陸森寶故鄉南王的族人，

但根據陳俊斌的〈Senay與流行歌─以蘭嶼之戀的跨部落傳唱為例〉，阿美族音樂家
黃貴潮在他1950年記錄的「歌謠集」記下的〈離別紀念歌〉就是〈卑南山〉，這表示
這首歌早已流傳到阿美族的部落，是否有阿美族的歌手把他灌成唱片還待查。

（二）散步歌 kaita kaita kure-ayawa (kaita kaita koreayawa)

詞曲：BaLiwakes陸森寶（1950年代）

陸森寶的〈散步歌〉是他唯一男女對唱歌曲，也是比較輕快活潑的曲子。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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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山〉一樣，把這首歌灌成唱片或CD大部分是南王的人，最早的版本收錄在
《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 第二集》，由南王民生康樂隊的吳花枝演唱。1970年，來
自東河的陳英妹演唱的阿美語版〈月下情侶〉收錄在《台灣山地歌謠集10》合輯唱
片。近期來自南王的歌手紀曉君與吳昊恩在紀曉君的專輯《野火、春風》中也有演

唱這首歌，可以算是現代版的詮釋。

（三）頌祭祖先/咪啞咪姑娘 mi’ami’ami la i ma’iDang (miamiami dai ma idang)

詞曲：BaLiwakes陸森寶（1957-8）

據孫大川《BaLiwakes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所記載，〈頌祭祖先〉是陸森寶
1958年寫的歌曲（原舞者的《卑南之歌─懷念年祭》CD手冊說是1957年）。它首次
被灌成唱片是在南王民生康樂隊1961年錄的《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 第一集》，由
吳花枝主唱，歌名是〈祭祖先〉。除了卑南族人很喜愛以外，它很早也被阿美族人

接受，1968年收錄於〈花蓮阿美文化村〉的小型唱片，以虛詞演唱，歌名為〈農家
樂〉。1982年左右，泰安卑南族歌手鄭曉玉灌錄自己填詞的華語版〈我倆的相會〉，
由古箏伴奏。1983年主流唱片公司喜瑪拉雅發行卑南歌手甸貞的唱片，甸貞的版本
有一段唱華語（跟鄭曉玉的版本不一樣），另外一段唱原本的卑南語詞，題名為〈蜜

阿咪姑娘〉。此後很多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歌手演唱這首歌的華語版，包括有排灣和

魯凱族血統的部落歌星包曉娟、布農族歌手謝英雄以及排灣族歌手柯花珍，包曉娟

的版本還加了幾句她自己的母語。還有人唱原文版，包括唱聲樂的視障合唱團喜樂

四重唱。紀曉君雖然尚未將這首歌收錄在CD專輯，但她2005年曾在歲末總統府音
樂會上以歌名〈Sling Sling Sling〉演唱過。
（四）美麗的稻穗 （豐年）buLai naniyam kaLaLumyan (bulai naniyam kalalumayan)

詞曲：BaLiwakes陸森寶（1958）

〈美麗的稻穗〉是 1958年創作的歌謠，跟另外一首作品〈思故鄉〉一樣是為了
八二三炮戰前線的卑南族青年所寫。在陸森寶1984年自己整理的手抄本記載的歌
名是〈豐年〉。這首歌最早的錄音版本是南王民生康樂隊於1961年錄的《山地同胞
金門馬祖前線勞軍團 勞軍紀念錄音》，當時唱片上的歌名為〈贈金馬戰士的禮物〉，
由吳花枝主唱，吳花枝後來在她個人專輯《台灣山地卑南族歌唱集─星星月亮》重

新灌錄一次，歌名為〈慶豐收〉。1970年代在臺北唱西洋民歌的原住民青年胡德夫
被朋友李雙澤挑戰唱一首他母語的歌曲，胡德夫就想到這首他爸爸以前會哼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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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胡德夫經常演唱，也賦予它現在較為人知的名稱〈美麗的稻穗〉。胡德夫1974
年6月舉辦的個人民謠演唱會（這個演唱會因為是楊弦的〈鄉愁四韻〉首次發表的演
唱會，被認為是民歌運動的重要里程碑），用〈美麗的稻穗〉為演唱會的主題歌曲，

另外在1979年6月的「燭光晚會」民歌演唱會，胡德夫跟卑南族歌手陳明仁合唱了
〈美麗的稻穗〉。胡德夫教楊弦唱，楊弦即把它灌錄在唱片裡，收錄於楊弦 1977年
發行的第二張專輯《西出陽關》。胡德夫後來說，當時靠著小時候的記憶演唱，把

〈美麗的稻穗〉的歌詞記錯，後來回到東部才學會正確的歌詞，也得知是陸森寶寫

的。另外一個早期比較有趣的版本是1978年許常惠的團隊到南王採集卑南族歌謠
時的錄音，於1979年發行唱片，歌名為〈慶祝豐年歌〉（後來CD版寫成〈慶祝豐收
歌〉），演唱者包括陸森寶的二姐陸秀蘭和妹妹鄭愛枝。大部分漢人是因為胡德夫

才知道〈美麗的稻穗〉，甚至可以說這首歌是他唱紅，後來有不少人翻唱過，包括

紀曉君與陸森寶的外孫陳建年，也有人把它唱成華語（鄭曉玉、北原山貓、林玉

英）與阿美語（陳素美）。

四、結語

陸森寶創作的歌謠有的已經流傳了半個世紀以上，主要由他故鄉南王的族人在

傳唱，但其中幾首早被傳唱到別的部落和別的族群，像〈頌祭祖先（蜜阿咪姑娘）〉

與〈美麗的稻穗〉都被很多歌手翻唱。〈頌祭祖先（蜜阿咪姑娘）〉早就傳唱到阿美

族等其他的族群，而胡德夫把〈美麗的稻穗〉推上校園民歌的舞台，變成連華裔臺

灣人也很熟悉的歌曲。陸森寶作品除了卑南語以外，也被唱成華語、阿美語、甚至

客家語，而這十幾年來因為原舞者跟幾位出身南王的實力派歌手，如紀曉君、陳建

年、陳永龍等，都在努力推動陸森寶的音樂，讓更多樂迷聽到，讓他的歌曲走出南

王、走上更大的舞台，再過半個世紀如果還有很多人在傳唱陸森寶的歌曲，也不會

是令人驚訝的事。（本文節錄自〈BaLiwakes陸森寶音樂的傳唱、出版與流變〉，《卑南族音樂家

陸森寶先生百歲冥誕紀念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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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1部落故事3

南王村音樂傳奇——南王「民生康樂隊」

文／黃國超

一、前言

陸
森寶老師（BaLiwakes，森寶一郎），
1910 年生於臺東南王部落，1988 年

辭世，享年 79 歲。熱愛音樂創作的他，是
原住民族跨語世代重要創作者，也是原住民

族當代通俗音樂的開拓者。他一生所創作的歌曲，內容包羅萬象，歌譜中滿是部落

庶民生活的點滴。不僅在卑南族各部落間廣泛傳唱，成為當代卑南族人生活的集體

記憶，深深牽繫著族人的心靈與認同，更成為後輩子孫們（如胡德夫、陳建年、紀

曉君、陳永龍等）音樂創作的靈感源頭。而他無私分享的個性，享受大家演唱他創

作歌曲的快樂，也使得他的作品意外地成為戰後臺灣首張山地唱片的主旋律。究竟

陸老師的作品是如何與山地唱片工業搭起橋梁的呢？一切的故事必須從「南王民生

康樂隊」說起。

二、臺灣戰後山地唱片先鋒

約莫1957 年左右，臺東市南王部落當時擔任村長的南信彥（族名 ulumakan，
1912-1962），有感於娛樂資源匱乏，而南信彥家中剛剛裝設了一支擴音喇叭，所以
晚上的時候，他就召集部落已婚或未婚的男女到家中來唱歌一同娛樂大家。慢慢的

他從裡面挑出一些最會歌唱的人才，組成了「南王民生康樂隊」到各地巡迴勞軍及

表演。根據當時擔任「民生康樂隊」舞蹈指導的王州美表示，那時候她剛剛從臺北

師範學校畢業回到卑南國小教書，而南王擅長樂器演奏的青年陳清文、陳弘建等人

才也陸續退伍回到了部落。在歌唱表演及樂隊人才同時齊聚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

形成了「民生康樂隊」。根據筆者訪談，「民生康樂隊」女隊員固定有5人：王州美、
吳花枝、陳仙嬌、陳春花、王美妹；而男隊員有：陳清文（小喇叭）、張榮宗（打

鼓）、陳弘建（小喇叭）。有時樂隊人手不夠時，會另外找臺東農工的學生莊永福、

南王民生康樂隊員與台東縣黨部人員合影，前

排中著傳統服飾者即南信彥。（圖片提供／吳

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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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聰明等人支援。1950、60年代，臺灣社會最常見的文康娛樂莫過於各類文化工作
隊的勞軍活動，「民生康樂隊」也不例外。

在國民黨臺東縣黨部的邀請下，「民生康樂隊」平常演出地點以臺東縣內軍營

（陸、空軍基地）以及泰源監獄等為主。這些邀請多由縣黨部直接跟老村長南信彥

接洽，之後團員們就在南信彥家開始練習，練唱新歌跟樂隊搭配等等。據王州美回

憶，「民生康樂隊」成立後，在臺東農校擔任體育和音樂老師的陸森寶便自願義務

擔任音樂指導，陸老師曾表示，「我有很多歌，你們可以拿去表演，如果有需要，

可以找我，我可以幫你們創作」。雖然陸老師很熱情，但當年國軍對於原住民的族

語歌曲卻不是很捧場。吳花枝就表示，每次當她們唱完上海或香港的流行歌曲時，

台下的外省阿兵哥們莫不老淚縱橫，大聲鼓掌叫好，要求再來一曲，反應比台語歌

及山地歌曲熱烈。

三、迎接艾森豪與金馬前線勞軍

1960 年 6月 18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來臺訪
問，總統蔣中正親自到松山機場接機，艾森豪

座車所經路線沿途 50 萬民眾高揮中美國旗迎
接，場面盛大。在這象徵美／臺安全合作的

歷史一隅，作為臺東歡迎代表團的「民生康樂

隊」躬逢其盛。據《中央日報》1960 年6 月15 日的報導：「臺東縣民眾對於艾森豪總
統前來自由中國訪問，有十二萬分興奮，今已決定派此間著名的南王村山地歌舞

團，前往表演山地歌舞，以示至誠歡迎。山地歌舞團一行 18 人，由縣府主秘陳禮
建率領，定16日出發，該團這次演出之節目中，南王村之花王州美、林清美均將
參加表演。」

據吳花枝阿姨回憶，在國民黨黨工的帶領下，她們在前一天搭火車到達花蓮，

然後搭乘空軍的飛機飛到臺北。而王州美則表示，當天艾森豪來臺時，「民生康樂

隊」隊員們被安排在今日市立美術館通往圓山飯店的中山橋上表演歌舞表示歡迎。

當時臺北市民看到他們還直稱「番仔」、「假黎」。不久之後，1961 年南王「民生康
樂隊」再次受邀赴金馬前線勞軍演出。她們前一天晚上集中住宿在臺北國軍英雄

館，並進行行前預演。隔天晚上8點從基隆搭船，下午2點抵達馬祖，演出完畢後

民生康樂隊成員勞軍演出情形。（圖片提

供／吳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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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返臺。吳花枝回憶，當時

她們抵達馬祖時，受到沙灘上

大群的士兵拿著國旗歡迎，全

體的官兵起立向她們敬禮，這

時有一位士兵看到南信彥突然

衝過去抱住他，叫聲舅舅後大

聲哭了出來，他是南信彥的姪

子南順德。隔天隊員們搭機到

金門，演出時還因為砲彈聲而

被迫中斷，陣陣砲響「大家心

裡都很緊張」。

「民生康樂隊」隊員當天

從金門返回基隆港下船後，便被唱片公司接到北投的溫泉旅社，作錄音前的選曲跟

練唱工作。原因是擔任領隊的南信彥（已當選縣議員），行前便有意為這次的活動

灌製一張唱片以資紀念，遂透過臺東市第一家唱片行「唱片大王」老闆王炳源幫忙

牽線，由於王炳源是「鈴鈴唱片」臺東市的代理商，因而接軌上了三重「鈴鈴唱片

公司」的老闆洪傳興。當時「鈴鈴唱片」在三重市自強路上設有單軌錄音室，可以

自製唱片。這張勞軍紀念唱片，為戰後臺灣山地流行唱片意外地揭開了序曲。

四、戰後山地唱片首部曲：《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

本唱片內容是集一部份山地歌，自開臺以來，算來算數百年歷史，在六十年前

逐漸改進為山地民謠，至今有陸森寶、陳實，兩位先生在採曲作詞。又南信

彥、賴萬成等先生領導，訓練組成，四九年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臺時，代表臺灣

山地同胞歌舞會中提出公演，及五十年七月，代表臺東縣山地同胞慰問金馬將

士，為了此次勞軍紀念起見，所留存唱片」。

──封底簡介

康樂隊隊員們在北投休息了一夜之後，隔日晚上 8點，一行人來到三重錄音
室，一直錄到凌晨4點多才結束。參與這張專輯的演出者，女隊員有：吳花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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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臺灣原住民（排灣／卑南／泰雅／阿美）金門勞軍合
影。（圖片提供／吳花枝）



花）、王州美（寶珍）、陳仙嬌（睦鹿）、陳春花（山珊）、王美妹（小維）；男隊員則

有：陳清文（卑南族，打鼓）、陳弘建（小喇叭）、張榮宗、林聰明、莊元富，還有

一位吹黑管的客家人劉先生。之後這張專集由「鈴鈴唱片」以《台灣山地同胞跳舞

歌集》為名發行。嚴格來說，臺灣戰後的「第一張」山地唱片，應該說是「一套」

唱片，因為南王「民生康樂隊」當晚一口氣一共灌錄了編號FL-284、FL-285、FL-
519 三張唱片，共27 首歌曲，但分開於不同時間發行。其中較讓人不解的是編號
FL-519 的〈勞軍紀念錄音〉，根據吳花枝的收藏係以「歌樂唱片」（RA-11）的名義出
版，但亦出現在「鈴鈴」的出版目錄裡面，重複出版的詳細原因還有待釐清。

《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第1、2、16集曲目表

第一集 FL-284

A面 B面

1.祭祖先-吳花枝
2.慶豐收-吳花枝
3.三重山歌-男女合唱
4.美麗的台東-男女合唱

1.念故鄉-吳花枝
2.改善民俗曲-王州美
3.青春小調-吳花枝
4.當兵好-女合唱

第二集 FL-285

A面 B面

1.散步-花花小姐
2.過年歌舞-男女合唱
3.南王村的姑娘（國語）-花花小姐
4.山地姑娘（閩南語）-寶珍小姐
5.湖畔情侶（國語）-小維

1.思君（客家語）-睦鹿小姐
2.黃櫻桃（閩南語）-寶珍、睦鹿、山珊
3.採檳榔（國語）-花花小姐
4.羅馬娜（國語，正確為羅曼娜）-寶珍

第十六集 FL-519（勞軍紀念錄音）

A面 B面

1南王之戀
2湖畔情侶
3迎接新娘
4都戀山謠
5看！造林在生長

1贈金馬戰士的禮物
2慕情之曲
3我是快樂的農家女
4少年節歡樂歌
5歡送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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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仔細分析這戰後第一「套」山地唱片的內容，主要可以歸納為四類：

1、陸森寶創作歌曲；2、卑南族民謠；3、國台語流行歌曲；4、山地生活改進
運動歌曲（含造林）。

從第一類歌曲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由於陸森寶平常就喜歡與族人分享他的歌，

也慷慨歡迎大家利用、唱他的歌，而意外地造就了他的作品成為戰後臺灣第一張山

地流行唱片的主軸。我們從FL-284、285、519 的曲目：〈祭祖先〉、〈念故鄉〉、〈當
兵好〉、〈散步〉、〈贈金馬戰士的禮物〉等作品，可以確認的是，戰後第一位創作歌

謠被唱片工業製作發行的原住民作曲家就是陸森寶，而他後來被胡德夫唱紅廣為人

知的作品〈美麗的稻穗〉，最早在山地唱片問世時的名稱是〈贈金馬戰士的禮物〉。

而「第一群」灌錄唱片的歌星，則是陸森寶的女弟子吳花枝等「民生康樂隊」隊員。

專輯內的其他歌曲則反映出了當時流行文化元素的雜揉，那些國台語流行歌曲，

是隊員們收聽廣播、國台語唱片或購買「歌選本」練習而學會的。專輯中隊員們的

「藝名」：睦鹿，就是來自於1950年代美軍帶入的瑪麗蓮夢露電影，這種收錄歌謠呈
現不同語言風格的特質，對應的是時代變遷與多元文化互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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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王民生康樂隊員於

金馬勞軍前線合影。

（圖片提供／吳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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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鈴鈴唱片與後民生康樂隊

「民生康樂隊」在1960年代以後，因南信彥的辭世及女隊員陸續出嫁而漸漸停
擺。與唱片工業的關係，變成了以個人的社會連帶為主。據筆者訪談，洪傳興在

《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後，搭著陳清文與王炳源在臺東的人脈，就此開啟了戰

後臺灣山地唱片一系列的生產。「鈴鈴唱片」從1961-1979 年左右，共計出版有編號
FL及RR 開頭的「台灣山地民謠」系列約近百張專輯（前者約69張，後者約30張），
以單面5首歌來說 (整張約10-12首 )，「鈴鈴」一家公司，至少保存了1960-70年代山
地社會近千首的各式歌曲。

整體而言，FL 系列歌謠採集集中於臺東、花蓮原住民部落為主，數量占約三
分之二，當中又以臺東地區的錄音採集數量最多。臺東縣的原住民族音樂多產，筆

者推測與具地緣關係的合作夥伴陳清文、汪寬志或王炳源的人脈有關。根據筆者

訪談，「鈴鈴唱片」卑南族歌謠錄音（南王、知本為主），陳清文是主要負責人。其

次，阿美族的歌謠部分，陸森寶的學生黃貴潮（宜灣、成功）也扮演過中介角色。

這些當年出版的山地唱片，以歌曲名稱及性質來看大致可以歸納為11類：1、傳統
生活的描述；2、慶典儀式（又可細分為：婚禮、宗教禮拜、豐年祭）；3、男女情愛；
4、兵歌；5、山地生活改進運動政令宣導歌；6、國語山地歌；7、陸森寶、陳實創
作歌謠；8、社會變遷歌曲；9、日語山地流行歌；10、改編山地流行歌。11、觀光
表演舞曲。然而，遺憾的是卑南族的歌謠扣掉上述3張專輯後，僅有3張專輯，以
數量而言比例並不高。加上語言門檻、音樂品味差異及傳播管道有限，卑南族語的

歌曲在跨地域／跨族群的流行上多有障礙。但回顧原住民族音樂史，陸森寶及「民

生康樂隊」確實為臺灣戰後的山地唱片產業，意外地創造了一段美好的燦爛時光。

（本文作者現為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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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1部落故事4

南王天主堂：心靈繫所、文化新鄉

文／林志興

西
方基督教傳到南王，在日治時代即有蹤跡，筆

者的家族長輩約在 1920-30年代受日本基督徒的
影響而入教，並到日本研習神學，再返回卑南部落傳

教。不過，當時的日本政府對西方宗教採取戒慎與壓

抑的態度。由此例來看，南王（卑南）人可能是原住民

（不含平埔族）中最早接觸西方基督宗教的部落，但就

信眾來看，卑南族皈依基督的人口並不多。信仰人口

比率偏低的現象之因可能有二：其一、卑南族擁有較根

深柢固的傳統信仰，以南王部落為例，女巫團就有組

織化與體系化的現象。其二、與漢人文化接觸較久，

受漢式民間信仰（雜揉祖先崇拜、佛教與道教的信仰）影響較深，在信仰上有更多

的選擇，讓堅定信仰一神而具有「專斷性」、「排他性」、欠缺包容性的西方宗教不

易在地生根。

根據《南王聖德範天主堂慶祝開教五十五週年暨主保瞻禮感恩彌撒1956-2012》
手冊記載，基督信仰傳入南王部落的概況大致如下：

最早進入南王社區的教會是耶和華教會，

而後是基督長老教會，最後進入的才是

天主教會。天主教大約於1956年（民國45
年）進入南王的，開教神父是吳博滿神父

（白冷會，瑞士藉）。當時望教者有 9戶，
集會地點是在周喜熟先生的家，大家利用

周喜熟先生家裡的空地，建蓋了茅草屋式

的集會所。

由上述引文，天主教會較晚傳入南王。耶和華教會、基督長老教會均透過華人

南王天主堂開教神父吳博滿神

父（左）與費宏道神父在在三和

附近的卑南族發祥地合影。（圖

片提供／白冷會）

1956年12月30日，重安天主堂落成，神父與教友
合影。前排坐者右起第四人為曹經五神父，第五

人為吳博滿神父。（圖片提供／白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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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入，天主教則是由西方傳教士直接傳入。現

在筆者在南王部落的日常生活中，已不見耶和

華教會的聚會場所，也少見其教徒或信眾的活

動，但天主教與基督長老教會，均有教堂或教

會建築與信眾。

天主教在南王發展至今（2014）58年，教友
亦多身居聚落中社會文化重要地位者，但信眾

人數一直有限，未能成為聚落中多數或優勢的

人口。筆者依天主堂架上的主日奉獻袋來看，

南王部落常上教會的有63人，另有賓朗38人、
利嘉10人、泰安9人，顯示非南王聚落的信眾也
到南王禮拜。就天主教的系統來看，知本、南王是兩個重要的中心，南王堂區的信

眾包含南王、賓朗、利嘉及泰安等聚落。

天主教對南王的影響，除了個人信仰本身（諸如人生觀、宇宙觀、社會觀、文

化觀等）外，對南王部落（甚至整個卑南族）更產生三種深遠的影響：其一，部落

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其二、音樂文化的保存與發揚；其三，催生了南王儲畜互助

社，在經濟生活方面提供了許多的幫助。

因受到梵蒂岡本土化政策的影響，天主教的傳教士顯現了對在地文化更大的興趣

與包容。此一政策，促進了傳教士本身參與原住民文化的保存工作。他們在傳教過程

中所作的生活記錄、筆記或訪談調查資料，均成為現在了解傳統文化的重要依據。費

道宏神父（Fr. Patrick Veil）是其中典範之例。米將在〈濟貧救苦傳文化 知本紀念費道宏〉
（2011.05.20）一文中提到：

費道宏神父是德國沃根萊茵人，

1957年來到臺東知本部落傳教⋯⋯
在知本天主堂服務期間，費神父對

部落最大的貢獻，是與山道明神

父（Dominik Schröder），記錄了卑
南族石生系統的口傳歷史與祭儀文

化。⋯⋯

費道宏神父（左）、山道明神父（右）對保

存卑南文化貢獻卓著。兩人於 1986年與
陳光榮長老合影。（圖片提供／陳光榮）

費道宏神父（右）與曾建次神父合影。（圖片提供

／白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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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神父分別在知本以及南王天主堂擔任司鐸，在他服務的三十幾年當中，致力

於傳揚天主的福音，而且將卑南族的文化，精心的保存下來，當年他所錄製的

錄音帶，經過曾建次主教，從德國帶回來重新整理之後，成為後來知本部落重

建祭典樣貌的依據。他的人格以及他生前的作為，成為部落永遠的典範。

前引南王天主堂的手冊中記載，費道宏、山道明兩位神父均到過南王，費神父

在1982-1986年擔任南王堂區第七任神父。山道明神父則在1986年奉教宗之託，自
瑞士專程來到南王堂，說服費神父退休回國。

天主教傳教士除了親身投入卑南族文化的研究與保存，也發掘了本族人才。最

明顯的例子是，費道宏與出身知本部落的曾建次主教的關係，在曾建次的信仰與傳

統文化研究方面，費道宏扮演了引領者。由於時代變遷，知本部落的文化祭儀中斷

多年，曾建次為此遠赴德國，將費道宏、山道明神父收集的珍貴資料帶回臺灣，重

新整理，成為1990年代以後，知本部落重建傳統與祭儀的依據。
在南王部落的天主教信眾中，有一位關鍵人物：陳光榮長老，1956年天主教傳

入南王之初，來自奧地利的修女鮑克蘭女士（Inez de Beauclair），請年方20的陳光榮
擔任她的助手，進行田野調查，陳光榮曾陪同她到蘭嶼進行調查。由於這段因緣，

當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興起之後，陳光榮長老成為南王部落極為重要的活字典。他

雖是天主教徒，但精通卑南族傳統祭儀與經文，有些族人在他幫助下成為部落的祭

師，更有些祭師受他影響皈依了天主教。

天主教卑南化，卑南人皈依天主，兩者交流互動最典範的人物就是音樂家陸

森寶先生（BaLiwakes）。根據陸森寶之子陸賢文的追憶，1960年天主教中樞梵蒂岡
舉行第二次大公會議，決定了鼓勵教會本土化的政策，在此影響下，南王天主堂希

望能聖樂本土化，教徒們想了很久，想到尚非信徒、在臺東農工擔任音樂老師的陸

森寶是適當人選。在親友的盛情相託之下，陸森寶接受此一頗有挑戰性的工作。次

年，他創作第一首聖歌〈耶穌基督〉，神父和信眾聽了十分感動、滿意，之後他陸

續以卑南族語及音樂元素創作了 25首聖歌，這讓信徒們融合在信仰與文化的雙重
感動中，使南王教堂成為最有文化特色的禮拜與彌撒。陸老師因為不斷接觸天主教

的教義與信仰，逐漸認識耶穌基督，在1971年皈依入教。
天主教對南王的經濟生活上，也有不小的貢獻。前引南王天主堂的手冊中記

載：「我們教會不但關心牧靈工作，也關心南王族人的生活改善，因此1969年，成



立了南王儲蓄互助社。賀石神父（Hans Husser）很重視儲蓄互助社，他大力推動大
家加入社員，後來果然南王村的人，甚至賓朗、泰安、利嘉、新園等地的人，也都

加入儲蓄互助社了。大家不分教派，都來加入互助社。」南王互助社組織至今還在

運作，幫助族人建立儲蓄習慣，更提供族人在生活急難之助。

基督宗教傳入部落的年代，從1627年干治士（Georgic Candidius）到新港社傳教
算起，已近四百年；從我的長輩算起，也近90年了；天主教傳入則是二戰結束後10
年的事。但相較於其他原住民族的部落而言，南王卑南族人面對西方宗教的態度比

較「頑固」。這或許可以說明，南王部落地理與社會空間均被包含入臺東都會地區

之中，何以傳統祭儀仍能堅持未輟之因。而在眾基督信仰教派之中，天主教可說是

最尊重卑南族傳統文化的一派，也是最融入卑南族生活文化中者，在傳教態度上，

天主教比較像是「同甘共苦」的伙伴，而不太像是天上降臨的救贖者。（本文作者為國

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兼任南科館籌備主任）

賀石神父為南王天主堂第五任神父（1969-1974），1974年6月，賀神父車禍返國就醫時與教友合影。後排盛
裝者為陸森寶，前排蹲者為陳光榮長老，蹲在旁邊的小男孩則是金曲歌王陳建年。（攝影／艾格里神父‧圖片

提供／白冷會）

南王天主堂：心靈繫所、文化新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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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1部落故事5

卑南族南王部落傳統祭儀巡禮

文／陳韻如　攝影／徐明正

少
年年祭（mangamangayaw）卑南的歲時祭儀以12月的少年年祭（舊稱猴祭）為
首，主要參與者是12-18少年會所的成員。藉由刺猴的活動，訓練少年們的

膽識與殺敵的氣慨。祭儀中進行「杖臀訓戒」（打屁股），低年級的少年必須接受高

年級少年的棍打，通過考驗才可以升級，以此培養尊卑有序的觀念以及吃苦忍苦的

耐力。

大獵祭（mangayaw）緊接在猴祭之後的大獵祭又稱年祭，是卑南族最重要的

祭儀之一，部落裡的成年男子都要出發到獵場狩獵。剛進入成年會所的青年要負擔

較重勞役，並學習狩獵技巧、野外求生、辨識植物等。經過數天野營訓練後，男子

滿載獵物歸來，青壯年男子護行長者跑步前進，一起通過「凱旋門」，接受部落婦

女的歡迎，歡聚歌舞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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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除草完工祭（muhamut）在 3月初舉辦的婦女除草完工慶是專屬於
女性的祭儀活動。傳統卑南社會中，女性負責田間農事與家務，婦女除草團

（misa’ur）是婦女集體勞動耕作的團體，也肩負卑南族女性成年培育的訓練工
作，少女在12、13歲即可加入婦女除草團，學習農作技巧以及生活中應對進退
的禮儀，準備迎接隨之而來的婚姻生活與持家責任。儀式的結構重現2月間婦女
除草團的勞動日程，不同的是當天婦女們都要頭戴花環，盛裝出席，部落男子在

祭儀前要準備荖藤、花環，活動當天要負責家務、準備餐食等，並要斟酒、敬

菸，表達對女性辛苦的慰勞之意。當天並有一連串歌舞及分齡賽跑趣味競賽。

海祭（mulaliyaban）海祭通常在7月舉行。主要是感謝將小米帶入卑南族的
祖先以及賜與小米種子的蘭嶼異族祖先。祭儀只有成年會所的男子才能參加，女

性必須在部落中準備餐食。祭典在海邊舉行，祭司朝向蘭嶼的方向唸祭文，長老

將檳榔朝向蘭嶼的方向排列，作為獻祭，而參加祭儀的男子，則人手拈一粒小米

飯及小米酒，朝蘭嶼方向灑三次，用以祭拜，感謝祖恩。會後進行傳統摔角比

賽，作為海祭的餘興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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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族的音樂靈魂——陸森寶

文／孫大川

陸
森寶生於 1910年（明治 43年）11月 2日，卑南族名
為「BaLiwakes」（巴力瓦格斯），「baLi」是「風」的

意思，BaLiwakes，即旋風，形容陸森寶跑步起來猶如旋
風。1941年（昭和16年）他改名為森寶一郎，1946年改漢
名為陸森寶。根據日本人所留下來的戶籍資料，陸森寶

的母親原名ビイン（biyin），漢名羅美英，屬於 tarulibak氏
族；父親原名ダパス（aredapas），漢名羅萬守，屬 raera系
統的「pakauyan」。陸森寶於1927年入臺南師範學校就讀，
1933年畢業，並取得臺灣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的資格，
1933年任新港公學校（今三民國小）訓導；1938年任寧埔公學校（今寧埔國小）訓
導。1941年，回任新港公學校訓導，同時擔任新港庄新港青年學校指導員，指導棒
球、相撲、體操、音樂、文藝等。1943年，任小湊國民學校訓導。終戰後，先留任
成功鎮忠孝國小（原小湊國民學校），後接受鄭開宗（Dingsai）之邀，擔任臺東農校
（今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之體育和音樂老師，至1961年左右退休。

他的小兒子陸賢文在和姊夫陳光榮合譯父親的親筆自傳之後，於〈編者附記〉

中寫道：

我父親是在 15歲那一年，以優異的
成績考上臺南師範學校的，當時全校

只有他一個是原住民學生。他在學校

裡，首次接觸到鋼琴，並對鋼琴產生

濃厚的興趣，後來他得到全校鋼琴比

賽冠軍。有一次，日本天皇的弟弟到

臺南訪問，我父親被學校推選出來，

代表所有中等學校，以鋼琴演奏的方

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先

生。（圖片提供／陸賢文）

音樂教室裡的陸森寶。（圖片提供／陸賢文）

人物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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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迎接貴賓。（中略）後來，校長在介紹我父親的時候，還講了一段令人印

象深刻的讚美，校長說：「他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漢人，他是真正生長在台灣

的人，他的能力比一般人強，他的名字叫巴力瓦格斯。」

父親除了音樂才華之外，在運動方面也有很傑出的表現。他打破當時台灣中等

學校四百公尺的紀錄，並且得到鐵餅、標槍等五項第一名的成績。（中略）我們

都知道，父親還在臺東家鄉放牛的時候，他是連一雙鞋子都買不起的小孩。他

的父親也對他說：「你這又矮又瘦的身材，是絕對無法持續走路到臺東公學校

念書的。」可是誰知道，後來這瘦弱的小孩竟然成為運動場上所向無敵的黑馬。

在南師就學期間，他展現出在體育

及音樂方面的過人的天賦與才華，更可

貴的是，他能調和自己閃電如風的體能

（動）和細膩感性的音樂靈魂（靜），實

在不是一個浮躁、驕傲的年輕心靈能做

到的。他在南師的同學盛福秀說他「個

性溫厚篤實又有愛心，深受全班同學的

尊敬」，事實上，陸森寶終其一生，不

論對妻子、兒女、學生或朋友，始終懷

抱極度的謙虛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他所有周遭的人對此都有強烈的印象和經驗。他

的自制、平衡和沉穩，並沒有讓他成為一個自以為是或是過度嚴肅的人。孩子們說

他愛講故事、會說笑話、並擅長化解衝突。看來幽默感似乎也是他人格特質中不可

分割的一面。

他的子女中，次子陸誠惠承襲了父親體育方面的天賦，三子陸光朝專精各種弦

樂的調音，更擅長製作小提琴，小兒子陸賢文是很好的吉他手，在孫子輩中，音樂

血脈豐沛，金曲歌手陳建年即是突出的代表例子。

作為領導家系的成員之一，又是少數接受師範教育的部落知識分子，他能說寫

流利的日文，又能純熟的使用片假名或平假名來拼寫族語。雖然他留下的日記、

書信不多，卻意外地在晚年親筆寫下了他童年的記憶。尤其難得的是，陸森寶一生

音樂創作不輟，許多田野報導人甚至描述說他幾乎已到了作曲成癡的狀態。43首創

幼時瘦弱的陸森寶後來變成田徑場上的風雲人物，

更成為體育老師。（圖片提供／陸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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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歌曲和其他即興的編創，貫串了他看似平靜又壯闊波瀾的人生。他謹守卑南族用

歌寫史的傳統，記錄了將近一個世紀卑南族人的生活、心情、遭遇、信仰與變遷。

他用歌鼓舞了自己的族人，安慰驚慌失措的老人和那流離無根的少年靈魂。他的每

一首歌流傳在卑南族每一個部落，成為四、五十歲以上卑南人的共同記憶。他那

首感人肺腑的〈美麗的稻穗〉，在胡德夫渾厚嗓音的吟詠下，不但成了民歌時代的

一個傳奇，也成了維繫原運世代原住民青年情感的力量。而他最後一首創作曲〈懷

念年祭〉，經過「原舞者」的舞台詮釋，彷彿變成了一種召喚，指引不同地方、不

同角落的原住民，循聲找回自己回家的路⋯⋯。（本文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本文摘自

《BaLiwakes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一書）

人物特寫

臺灣第一位原住民西醫──南志信

文／林志興

南
志信的卑南族名叫 Sising，日本人依著
他的卑南族名字之音，為他配上了漢字

之名—「志信」。由早期文獻，臺灣總督府醫

學校專門學校一覽所列之畢業名錄中，只列

了「志信」之名，並沒有冠上姓氏，後來才冠

上了「南」之姓。從此之後，他就有了符合日

本人和中國人，成為「人」應「有名有姓」的

原則，叫做「南志信」。他是臺灣原住民第一

位西醫，日治時期原住民社會當中官位最高的

人，民國後擔任過制憲國大代表，以及第一任

的臺灣省政府委員。雖然身在時代之先，曾身

居要職，但他的生平一向鮮為人知。

1947年3月26日，南志信（左）與白崇禧
（中）及卑南族初鹿社頭目馬智禮（右）在

台北賓館留影。（圖片提供／南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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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志信生於1886年4月18日，他出生於清朝卑南廳南鄉中的卑南社（也就是現
今臺東市的卑南里），叫做Katadrepan（卡達熱班）的家族中，父親是來自LwangaDan
（阮阿丹）家族，一共有六位兄弟姐妹，他是長男，但排行第三。他出生的年代距

傳說中的「卑南王」末期不遠。在他出生前幾年，清朝政府正努力展開「開山撫番」

的工作，以免得「外國勢力」的侵入，清軍一波波地進駐到「後山」。1888年（光緒
14年），在他兩歲的時候臺東由清朝政府定義的「卑南廳」改成「臺東直隸州」，由
胡鐵花（中國五四運動名人「胡適」的父親）領軍翻山而來「貫徹」清朝政府的統治

權。3歲時，臺東平原發生了卑南族利嘉社（Likavung）的反殖民抗暴事件。
1896年（明治29年）他10歲

時，日軍由恆春方面渡海到臺

東市海邊登陸，他成了日本國

民，並有機會接受現代式的學

校教育，目前僅確切知道他是

在1909年，23歲時畢業於「臺灣
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成為全

臺灣原住民有史以來第一位受

西式訓練的正牌醫生。

據說他是臺東第一屆日本

公學校的畢業生，如果這個傳

說無誤，他從公學校（今之小學）畢業時已經是19歲的青年了，再以此回溯，他很
可能是遲至13歲時，才入學受現代教育的啟蒙。而根據「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專門學
校一覽」資料顯示，南志信是第八屆（1909年）的畢業生，以五年學程時間計，他
很可能是在1905年（19歲）公學校畢業後，即遠赴臺北唸醫校。在那個年代從臺東
上臺北，必須搭船北上，十分遙遠；他畢業回鄉服務時已經23歲。

南志信應該在醫校畢業那年就結婚了，他娶了同村叫「吳蓮花」的漢人女子為

妻。結婚後，為了工作上的方便，離開了部落，偕同妻子搬到臺東醫院附近居住。

婚後夫妻感情恩愛和睦，他的妻子一連為他生下了12位子女（5子7女）。
1909年自醫校畢業起至1946年的37年間，是南志信專心行醫的歲月，前20年

任公醫（職等是判任之醫官補），服務於臺東醫院。藤崎濟之助在1930年出版的《臺

南志信的醫業執照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17820110085。 
（圖片提供／林娜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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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之蕃族》一書中，以「精勵

恪勤」之詞來形容他的工作表

現。1920年（昭和 4年）5月升
任醫官（高等官七等），應該

是日治時期官階最高的原住

民。不過，他卻在此時受同事

的影響，辭了公醫之職，自行

開業，醫院就開在臺東醫院之

北，名為「南醫院」。雖然自

公職退休，但在臺東醫院院長

的懇請下，請其繼續擔任兼職

性的醫院囑託。

那個年代醫生是不分科的，什麼病都需要看，不過，據說他對瘧疾和恙蟲病，

特別有心得，但是真正受臺東地方父老（不分族別）崇敬處，是他的醫德。他自行

開業的目的，看起來不是賺大錢，在窮困的年代，他免費為窮困的人家診治，並提

供藥品。傳說他平時為人平和親切，但是診療時卻十分嚴肅。他常會先問看起來沒

有食欲的病人吃了沒，如果病人說吃不下，會遭到他厲聲叱責說：「不吃，怎麼會

好，你先吃，我才給你看病。」然後請他的妻子準備飯菜給病人吃，才為他診治。

他為人風趣，喜歡釣魚，每次到海邊漁場釣魚，一定先高喊：「我今天要釣兩

條魚。」然後下竿，釣到一條魚就高呼釣到一條；第二次釣到魚後，也高呼釣到第

二條，即收竿回家。據說他一收竿，四周釣友紛紛會跟著下向他曾下竿的地方，結

果魚線都糾纏在一起。

1946年，臺灣光復後的一年，也是他 60歲那一年，是他的人生另一個轉捩
點，雖已步入晚年，他卻由治病的醫生，轉為治社會的政治家。他長期累積的聲

望，使他獲臺灣省臨時參議會的推選，成為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的臺灣代表，

開啟了他的政治生涯。1947年2月28日，臺灣發生二二八事變，二個月後的4月30
日，國民政府發布他擔任臺灣省首任省府委員，在危疑的年代中負責往原住民部落

進行安撫亂後民心的任務。

自1947年至1958年，11年間，南志信先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後改任兼職的省

南志信在瘧疾與恙蟲病的研究貢獻備受日本政府看重，圖為明

仁皇太子（右1）與南志信（右2）等人合照。（圖片提供／南天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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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顧問，他以一貫的認真精神，為臺灣原住民爭取最大的權益空間，其中有四件

事，最能做為他從政生涯的代表寫照：其一，他有鑒於「高山族」一詞帶有濃厚的

歧視味道，曾建議政府「盼能明令規定改為臺灣族」；其二，他為臺東縣爭取到建設

卑南溪大堤防洪的工程建設，為臺東居民解除了每年洪水期來自卑南溪的水患，據

說爭取過程中，曾晉見蔣中正總統當面力呈建堤之重要性；其三，籌設「臺灣省山

地建設協會」之人民團體，並出任首屆理事長，任內向省政府爭取撥用位在今羅斯

福路一段之省府委員辦公處做為「山地會館」之用，為北上的原住民同胞提供一處

落腳之所；其四，有鑒於原住民社會醫療落後，傳染病橫行，特向省政府建議積極

的衛生政策，據傳他與同任省府委員的醫校學弟杜聰明先生，共同努力促成高雄醫

學院開辦兩期「臺灣省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班」，培養了與他早年志向相同的醫界

後進，為更多原住民病患服務。

1958年8月13日晚上10時20分，南志信病逝於省立臺北醫院，享年73歲，8月
15日在臺北火葬後，即專車移靈返回臺東自宅舉行告別式，據說後來再將骨灰安
葬於寶桑第一公墓。南志信 73年的在世歲月，由部落半自主時代，經清末，歷日
治時期，到民國以後，跨歷三個時代，三種政權，生在臺灣各方面變動最烈的年

代，但他走在時代的前端，一一經歷族人所未歷的經驗。見過他，聽過他的事蹟的

人，都說他聲如洪鐘，精神飽滿，對人親切，但看病嚴格。對外面的世界，以及新

文化的接觸，他都採取開放的態度，但，在政府鼓勵同化（皇民化、平地化），及

危疑易遭政治清算的年代裡，他並未喪失自己的族群認同，反而以積極的作為，努

力為臺灣原住民爭取政治、經濟、健康及生活等各方面的權益。他是好醫生，也是

優秀的政治家，他學最新的知識，擔任最高的官職，但他也未因此而高高在上。他

很少喝酒，但是不嫌棄與族人一同蹲地飲食，甚至以傳統的方式，用手抓菜，愛食

平地人與日本人視為野蠻的食物。在不確定的年代中，他穩穩地做著能做、該做的

事，成就了應當讓後人景仰的事業。（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兼任南

科館籌備主任。本文原載於「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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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 社事件隨軍記者岸田吟香的臺灣

原住民紀錄——以「臺灣信報」為中心

文／陳萱

一、前言

在
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東京日日新聞》的編輯岸田吟香接受報社派遣，跟
隨西鄉從道所率領的征臺軍隊前來臺灣，進行採訪報導，是日本史上第一位

隨軍記者。岸田在臺灣期間，將明治時期日本最初的海外戰爭的實況以詳細、精確

並且迅速的方式傳達給日本國內的讀者了解。這段時間，岸田所寫的實況紀錄連

載，使得《東京日日新聞》的發行量快速成長1.5倍，其專欄的內容也為其他報社爭
相轉載、引用。1因此，專欄中所提到有關臺灣社會、種族、風俗習慣等內容，不

僅為當時的日本人廣泛閱讀，成為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也是日本人建構臺灣原住

民印象的重要資訊來源。岸田根據在臺灣的實地體驗寫的兩個連載專欄皆於《東京

日日新聞》上連載。第一個專欄「臺灣信報」，主要記錄日本軍隊在牡丹社當地討

伐原住民的實況；第二個專欄「臺灣手藁」則是以臺灣的地理、風土、物產為中心

所寫，是非常珍貴的紀錄。不只如此，對原住民的分布狀態、生活習慣也有諸多介

紹。其中的「臺灣信報」從岸田出發前的4月13日即開始於報上刊載，專欄連載時
期長達6個月，持續到岸田歸國後的10月7日，總計刊登了33篇的報導文章。對於
初次接觸的臺灣，岸田始終以一種看待新奇事物的眼光仔細觀察並進行詳細記錄，

本文將針對「臺灣信報」中有關原住民的紀錄與敘述進行分析，說明岸田所描繪的

臺灣原住民的特質，以及對日後日本人的臺灣原住民印象所造成的影響。

二、岸田吟香所描繪的原住民形象

1874年4月16日，《東京日日新聞》編輯長岸田吟香跟隨日本在牡丹社事件時
成立的蕃地事務局的都督西鄉從道所率軍隊，從品川乘坐汽船「約克夏號」出發前

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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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臺灣，5月22日抵達日本軍隊在臺灣南部的駐屯地——車城。在事件結束一年
後，岸田在報上文章寫道：「吟香也在會計部，招集土人，指示他們搬運軍糧、軍

需品，建造柵欄等工作」2，如同岸田所回想的，他也正式加入軍隊，參與軍營的

建設。然而，岸田停留在臺灣的時間並不長，因為罹患瘧疾而於6月20日從車城出
發，6月22日參觀雞籠港之後即返回日本長崎。在京都、大阪遊覽後，於7月24日
回到東京，25日即回到《東京日日新聞》編輯長的工作崗位上。

關於「臺灣信報」專欄的報導宗旨，岸田在4月13日的第一號連載中敘述：「本
日記者岸田吟香乘坐汽船約克夏號，從品川出發前往臺灣。本來臺灣之地生番之境

為風紀教化未能實行之處。而此次有數位顯貴事務官出發前往，必將有奇聞異事發

生。因此敝社特別申請，而有今日之

舉。近日內到達該地，當然風俗民情

之事就不必提，凡見聞所及之處皆盡

力搜尋探索，逐號刊登於信報之上」

3。由此內容可以得知，岸田將渡臺

目的定位於奇聞異事的探索；而奇聞

異事除了指政府派遣數位顯貴前往

處理的事務之外，考察臺灣原住民居

住地區的風俗民情也是重要的任務之

一。

岸田首度提及臺灣原住民的敘述是在連載第七號（5月15日）的內容以及附錄
的「臺灣全圖」之中。在此文章中，岸田說明臺灣西部「自古眾多支那人渡海來

到其地」，而西部的原住民則是「土人也與支那人往來或是婚嫁，個性相當穩重溫

和，這稱為熟蕃」；相對地，「東海岸皆為土蕃的窠巢」4，即是未受漢人教化的原

住民。而在附錄的「臺灣全圖」上，沿著縱貫南北的高山，畫有一條分界線。線的

西側寫著「支那領」、「支那國領分地」及「支那人土人夾雜田地眾多」，而東側則寫

有「土蕃」以及「琉球人被殺之處牡丹人種」、「此處皆野蠻，為深山大澤，全不為

所知。日本應從此處下手」等文字。而在連載第七號的內容中也同樣地強調臺灣一

分為二的狀態，介紹臺灣西部為「自古眾多支那人渡海來此，以農商為業（省略）

土人與支那人往來或結婚，甚為安穩和平，此稱為熟蕃」5，說明定居於西部的原

1874年5月15日《東京日日新聞》附錄的「臺灣全圖」。
（圖片提供／陳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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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與漢人之間的交流並受到漢人感化的情形。相對

地，東部的原住民居住地則是「高山的東邊為土蕃，

西南稱為寮枋之處有支那領地與土蕃的分界線」，以

及「南灣為先前美國人遇難之處，從此地開始東海岸

皆為土蕃的巢窟」、「有生蕃的穴居野蠻之地，自古尚

無人行至其地。因此未詳其人種與物產。雖是如此，

應大致與蝦夷人同」6。在此，岸田將東部敘述成不

為外界所知的野蠻之地，而原住民則是不受漢人管

轄、未被教化的種族。

然而，隨著日本軍隊討伐原住民的進行，岸田對於原住民的描述也日益不同，

逐漸由野蠻人種轉換為能夠加以教化的土人。而在此種對原住民描述觀點的轉換過

程中，筆者認為最有趣的觀點之一即是對於東部的「土蕃」，岸田不斷地以日本的

「蝦夷人」做為比喻之處。岸田以「蝦夷人」為比喻可視為是讓日本國內的讀者更易

理解千里之外、不為人所知的臺灣原住民的重要敘述手法之一。例如在上述連載

第七號的內容中，他在描述東部原住民時寫道：「未詳其人種與物產。雖是如此，

應大致與蝦夷人同」，岸田先是提出東部的詳細狀況並不為人所知，隨後卻又提出

「生蕃」與「蝦夷人」應是相同的矛盾論述。而此「蝦夷人」的比喻也可見於第17號
的連載中，岸田敘述：「位於牡丹社北邊的山中，換言之本島東部之地是生蕃人（ロ

タタカラズ羅他他卡拉斯）或是其他種族，雖然生性愚魯，卻不狂暴。據聞如我國

北方的蝦夷人」7。而6月30日刊載的臺灣南部地圖中，以較大的文體寫著各部落
的地名，同時以比地名更大的文體寫下：「東部生蕃人個性愚魯，如同我國北方的

人，然而卻會少許的耕織技術」8等字句。

岸田所認知理解的日本「蝦夷人」的印象為何，在「臺灣信報」中並未詳細具

體說明。然而藉由這些文章可以推論出，日本「蝦夷人」居住於偏遠地區，過著尚

未開化的生活，資質愚昧而遲鈍，然而性格並不兇暴。更重要的是，岸田認為日本

的「蝦夷人」在文化上、風俗習慣上已為日本所同化。因此，較「蝦夷人」更為靈

巧並善於耕織的臺灣「生蕃」，若是經過日本人的教育感化，也將如同「蝦夷人」般

成為日本統治管理的對象。岸田針對此想法在「臺灣信報」第七號中更進一步地詳

細說明，他強調：「此次我國政府出兵，計畫先奪取支那領土邊界南方之地，將此

「臺灣信報」專欄插畫。圖為牡丹

社事件少女。(圖片提供／陳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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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造為殖民地，再從此地向北方支那領土邊界的南方之地前進並派駐軍隊。日後

逐漸開拓此地，砍伐大木、焚燒荊棘，教導土蕃，藉以擴張我皇國版圖」9。極力

主張由日本政府派兵占領原住民的居住地區，進而教育感化原住民。

雖然同為生蕃，岸田將東部原住民比喻為溫和的「蝦夷人」，至於日本討伐對

象的牡丹人則描繪為野蠻兇暴的人種。在上述「臺灣信報」第七號的「臺灣全圖」

上面寫有：「此邊有十八個部落，各有其酋長。其中半數被命名為牡丹人種，性格

凶猛惡劣，不似人類。性好闘爭，並屠宰敗者之肉食之。去年琉球人被殺之地即為

此處」:的文字，可以得知，岸田將牡丹社原住民描繪成兇暴惡劣的種族，而「食

人族」的描述也透露出岸田對牡丹社原住民所懷抱的強烈偏激的成見。

將牡丹人定義為野蠻種族的看法在「臺灣信報」第 14號中也再度出現，岸田
藉由當地漢人的話語描述牡丹人為：「根據車城土人的說法：牡丹人身材本高手足

細，為健康之人種。其跣足奔跑快速如犬。徒步過溪或縱身跳下斷崖，攀爬險路皆

為日常之事，故實難追趕」;的人種。此外，7月24日專欄中則刊載了滯留於當地
的「小林某」（小林某人）的報告，文中提到牡丹人的投降狀況為：「雖然他們蕃人

幾乎等同於禽獸，然而也無法生活在有時炎熱如同燃燒，有時暴風多雨的巖石窟穴

中，終究出外來到軍門」<。當地漢人和有實際與牡丹人交戰經驗的日本人稱呼牡

丹人為「犬」或「禽獸」，岸田也借用這些詞語塑造出更鮮明深刻的野蠻人形象。

如此一來，原住民的野蠻形象透過「臺灣信報」的長期連載，在讀者心中逐漸

定型。這點，在岸田歸國之後所刊載的第25號（7月25日）的內容中更加明確。
我日前從蕃地歸來，諸友人陸續來訪。眾人皆云臺灣之事如何？在東京則是

風評甚差。（省略）我士兵等多為牡丹生蕃所欺瞞殺害，蕃人或伏藏於草木之

中發射毒箭，被射中之人無一生還。或是為瘴癘之氣所侵，士兵死亡過半（省

略）或是牡丹人軀幹巨大，經常吃人。兇猛之劇莫此為甚。甚至西鄉都督也已

死於蕃人之手等種種流言現今於東京市內紛紛流傳。到底最初是哪位愚蠢人士

捏造出如此妖言來迷惑世人的啊。=

日軍在臺灣成功討伐原住民不為日本國內人民所知，戰場的實況與日本國民的

認知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關於日本軍隊死傷無數的謠言，起因並非讀者相信原

住民之戰鬥能力優於日本軍，而是「發射毒箭」、「吃人」一類詞句所傳達的臺灣原

住民形象在「臺灣信報」中不斷重複出現，造成野蠻的原住民印象非常強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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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超越對日本軍隊的信心以及完成征討後的「蕃地」和平情景。由此可知，「臺

灣信報」的連載在日本國內的讀者心中留下的，並非只是單純的日本軍隊在牡丹社

成功征討的景象，而是根深柢固的野蠻原住民之印象。

三、結語

日本歷史上首位隨軍記者岸田吟香根據他的親身體驗，寫下他對臺灣漢人社會

的文化、風俗習慣等的細膩深入的觀察，同時透過在臺期間與原住民不同階段的接

觸、交流而描繪出對原住民的各種不同層面的認識與理解。渡臺之前，岸田對於日

本政府對事件的相關對策的關注程度遠遠高於對臺灣的興趣，對原住民的認知也停

留在流言中的野蠻兇暴的印象。然而透過在臺活動的過程，岸田開始以臺灣是一個

適合開拓、移民之地的觀點來觀察臺灣的社會、自然環境；對於原住民的看法也因

討伐的成功，而從兇暴的食人族逐漸改變為能夠施以教化的「土蕃」，以及最後視

之為安穩和平的種族。岸田對臺灣社會、原住民如此之觀點的轉變可說是「臺灣信

報」的重大特徵之一。

然而，經過「臺灣信報」長達6個月的連載，原住民的野蠻形象已根深柢固地
深植於日本人的腦海之中，因此雖然在戰爭結束之後，岸田試圖將原住民愛好和平

的另一種面貌傳達給日本的讀者，卻也因戰事結束，民眾對臺灣的關注降低而減弱

其影響力。幸而岸田吟香在「臺灣信報」的連載期間又開始了以臺灣為題材的另一

個連載專欄「臺灣手藁」，在此專欄中對於臺灣風土、原住民的生活習慣皆有詳盡

的考察與敘述，也為日本國內讀者提供了深入認識、理解臺灣原住民非暴力、愛好

和平的各種面貌的基礎知識。

（本文作者為致理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信報」第13號。
（圖片提供／陳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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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本文係以拙作《明治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像の形成—新聞メディアによる1874年「台湾事件」の表象—》（臺
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為底本進行摘譯彙整，完整內容敬請參閱拙作。

2《東京日日新聞7》【復刻版】，（日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4年），1875年5月31日。本論文中所引用之日
文文獻的中文譯文皆由本文作者翻譯，以下皆同。

3《東京日日新聞4》【復刻版】，1874年4月13日。根據4月25日「江湖叢談」的專欄內容，岸田實際從品川出
發的日期是4月16日。推測應是在岸田出發後刊登的原稿提前刊載之故。

45《東京日日新聞4》【復刻版】，1874年5月15日。

6《東京日日新聞4》【復刻版】，1874年5月15日。另，岸田在渡臺之前，稱呼臺灣東部的原住民為「土蕃」及
「生蕃」，然而渡臺之後則一律改用「生蕃」。

7《東京日日新聞4》【復刻版】，1874年6月26日。

8《東京日日新聞4》【復刻版】，1874年6月30日。

9:同註4。

;《東京日日新聞4》【復刻版】，1874年6月12日。

<《東京日日新聞5》【復刻版】，1874年7月24日。

=《東京日日新聞5》【復刻版】，1874年7月25日。

牡丹社事件少女—阿台

1874年 6月，日軍征討牡丹社期
間，擄獲一名乃爾社的少女。岸田吟

香形容這位少女「身形矮小，有如猿

猴，年齡有 12、13歲，有眼疾、跛
足」，並說她「生性愚蠢，和小豬無

異」，而後少女被送到蕃地事務局，

寄養在陸軍御用商社大倉喜八郎之

處。當天的新聞錦繪以日軍為少女換

上日式浴衣當作主題，畫面中少女戴

紅耳環，手上戴著手環，由士兵為她

換上浴衣，臉上看不出悲喜情緒。不

久後少女被帶回東京，由上田夫妻扶養，為之命名為「阿台」オタイ，即臺灣小姐

之意。經過數月的教養，少女阿台已能書寫日文且稍通言語。

同年 11月，阿台在看護人員的陪同下，搭乘東海丸，輾轉經長崎再回到瑯橋
灣，帶著豐厚的禮物回到故鄉。然而其雙親早已不知所蹤，阿台最後抑鬱而終。

（文／本刊編輯部，圖片提供/林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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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譯介

達飛 聲《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

譯介與原住民敘事

文／陳政三

【編按】本書是1895年美國戰地記者James Davidson奉命來臺擔任領事後的第一手
觀察紀錄，書中有專章報導臺灣原住民族，各章也多提到原住民的各種遭遇。附錄

並有10個原住民族的語言比較表。本譯著根據中外史料，考證Davidson、John Dodd
的正式漢名；考證牡丹社事件中「卓杞篤」的身分，以中文、外文文獻相互參照、

匡正。另發掘不少有趣的史實，如臺灣最早裝設的電燈、私人電話等。透過嚴謹的

考訂，讓本書更具可讀性。

本
書原作者James W. Davidson（1872-1933）19歲畢業於私立西北軍事專科學院，
做了1年的報社記者，投入探險家活動，1893-94年間加入皮里北極探險隊，

留下凍傷左腳、終生略跛的後遺症。

1895年3月23日受聘為美國報社戰地記者，來到北臺，展開8年餘多采多姿的
生涯。1896年12月，被美國任命為駐淡水領事代辦；隔年3月就任；1898年升任駐
臺領事；1903年底，調派滿州，隔年元月年向美國國務院報備、獲准使用「達飛
聲」正式漢名。

達飛聲留下許多採訪報導，

加上擔任美國駐臺灣領事撰寫領

事報告蒐集的資料，1903年在倫
敦、紐約、橫濱、上海、香港與

新加坡同步推出，總計 776頁，
包含了168張照片及2張精繪地圖
的鉅著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本書副標題History, People, 
達飛聲原著、陳政三譯註《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

2014。（圖片來源／南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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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標誌出有別於其他書籍的面向；照字面翻
譯，可為《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歷史、人民、資源、與商業展望——茶葉、

樟腦、蔗糖、黃金、煤礦、硫磺、經濟植物，以及其他產品》。本譯註書以《福爾

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為名，依其副標題與內容，分為歷史篇、產業篇、住民與日

治初期篇。

整理早期西方文獻史料

原著第1章至第7章，參考荷蘭、西班牙史料與早期研究者著作，以及日本、
中國文獻撰成。〈第4章　國姓爺的臺灣王國〉、〈第5章 清領臺灣（1683-1800）〉及
〈第7章 清領臺灣（1800-1862）〉有偏向依據西方文獻為主的不正確處，筆者依據中
文史料，補充更正，其他各章也依據較新資料，加以註釋。

〈第1章　福爾摩沙最早的訪客〉根據德國學者李斯（Ludwig Riess）的說法，認
為早在紀元前幾世紀，即有人類從東北方的琉球來到臺灣島定居，這些被稱做「琅

嶠人」（Lonkius）的種族支配全島，直到第6世紀後半，逐漸被馬來人勢力所取代。
12世紀末、南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幾百位毗舍耶人出現在福建省沿海掠
奪，原著用福爾摩沙島土著（Formosans）稱之。究竟毗舍耶人來自何方？有認為住
在臺灣東西兩岸、可能是排灣族的祖先、小琉球嶼或菲律賓北部的Bisaya 島等，說
法不一。

〈第2章　荷治時代福爾摩沙(1514-1655)〉與〈第3章 荷治時代的福爾摩沙(1644-
1661)〉敘述荷蘭、西班牙入臺後對以平埔族為主的原住民的統治政策，荷蘭透過各
種手段，逐漸馴服土著；西班牙則無法有效掌控土著，最後不得不黯然離臺。1642
年荷蘭人驅離西班牙人後，加緊對原住民的控制，1644年在全臺分四區舉辦「地方
會議」，後逐漸制度化。荷蘭人治理臺灣之所以成功，傳教士居功厥偉，1627年荷
蘭臺灣首位傳教士干治士（G. Candidius）、1629年抵臺的尤羅伯（Robertus Junius）、
1647年葛拉維（Daniel Gravius）是其中代表。
第5、第7章，除敘述清領時期一再重複的民變、分類械鬥，也兼述平埔族面

對官府、通事及漢族移民的壓迫，逐漸喪失土地、獵場與生存空間。1732年 1月
（雍正9年12月），以大甲西社為首的10餘中部平埔社，不堪迫害，起而反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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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顯例。19世紀之後的平埔族漸採和官方合作的生存之道，譬如，1807年（嘉慶12
年）大海盜朱濆企圖引誘平埔族於蘇澳附近建立根據地，在官方、平埔族與義勇協

力下，被逐離東岸。平埔即便已融入漢人生活圈，卻常遭漢人頻繁的分類械鬥波

及。直到18世紀末，清廷從未聲明擁有山區主權，也無法控制深山原住民族群；頂
多是漢人欺壓山區原住民，後者下山出草，引起小衝突之後，官府不得不派兵稍事

鎮壓。

〈第6章　倍勇斯基造訪東臺灣（1771）〉摘錄1771年（乾隆36年）倍勇斯基伯
爵造訪臺東、花蓮一帶，和原住民的衝突、合作情節，根據其敘述，至少屠殺了

近2,000名原住民。他繪聲繪影的傳記，旨在向歐洲各國推銷殖民計畫。本譯註本
根據1892年Pasfi eld Oliver整理、翻譯的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加以比對、考據，認為，匈牙利探險家倍勇斯基到東臺灣 19
天，而非其本人稱的17天，更非一般解讀的18天。

海難漂民與原住民

〈第8章 外國接觸與屠殺英國屬民（1801-1847）〉是鴉片戰爭期間，邊陲地帶的
臺灣當局，居然打敗英國船舶、捕獲、斬殺俘虜的故事，牽涉到地方官員虛報戰

功、清國對英國夷人恨之入骨，以及最後清廷不得不的卸責行為。

19世紀後半葉前段，發生多起原住民與外國船艦及海難漂流上岸船員的衝突
事件，列強因此多次派人、船來臺尋找難民。〈第9章 海難與暴行（1848-1867）〉舉
了幾件船難例子，點出臺灣做為當時航道必經之地，原住民、漢人、官僚、列強

間的折衝。尤以「羅妹號事件」，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的
介入影響最大，他和排灣下十八社大頭人卓杞篤（Tokitok）會面3次，1869年簽訂
原住民與國外政府有紀錄的第一件正式書面和約。臺灣當局處置不當，以「查臺地

生番，穴處猱居，不隸版圖，為王化所不及」，否認對內山的管轄權，遂成為「日

本臺灣出兵事件」的遠因之一。本章收錄李仙得1867年11月的探險報告，對事件經
過、清國官方與卓杞篤的立場，以及恆春半島民情有深入描寫。

 1871年琉球山原號海難船員遭屠殺，清廷處理不當，引發1874年「日本臺灣
出兵事件」，也即「牡丹社事件」，本書用了 4章（10-13章）詳述事件經過，絕大
部分引用曾來臺採訪該事件的豪士（E. H. House）著作《征臺紀事》（The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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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dition to Formosa）。除了武力衝突、政治折衝，內容對排灣琅嶠下十八社頭

人、屏東東南沿海平埔族、社群關係、衣著、飲食、武器、住屋有深入的描寫。事

件落幕，清廷採用沈葆楨「開山撫番」政策，開鑿通往東部的北路、中路、南路，

大舉引進移民，造成原住民生活空間遭到壓縮，影響相當深遠。就在官方大舉開發

內山的同時，1875年2月發生「獅頭社事件」，依據〈1875年打狗海關年報〉，連指
揮官王開俊在內共約有250名官兵陳屍森林，只約50名倖存者逃回。5月下旬，淮
軍宿將唐定奎督戰，攻下內、外獅頭社。此役折損不少人馬，援臺萬餘淮軍，在

7、8月撤回大陸時，已有1,485名官兵命喪南臺。
〈第14章 臺灣開港貿易（1850-1868）〉及〈第15章 19世紀70至80年代中期洋務

百態(1870-1884)〉敘述1850年代至清法戰爭前臺灣開港、洋行進駐的相關事件。洋
人勢力進入臺灣，與官方及漢人之間互動增多，衝突在所難免，船難事件也相對

增加。1850年代起，漢人試圖拓殖蘇澳以南的平原，頻遭原住民抵抗。14章涉及原
住民較重大事件為1868年5月蘇格蘭人何恩（James Horn）與漢堡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聯合多國洋人、漢人及當地平埔族開墾大南澳。15章提到 1877年爆發的
「大港口事件」、1878年「加禮宛事件」，清廷還出動砲船協助鎮壓大港口（花蓮豐
濱鄉港口村）阿美族烏漏、阿棉、納納等社。原著引述相當多各年代的英國駐臺灣

與駐淡水領事貿易報告，資料相當詳盡。

〈第16章 法軍侵臺之役（1884-1885）〉大部分引自德約翰（John Dodd）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 -5乙書。

介紹在淡水勇挫法軍的湘軍將領孫開華，以及法艦封鎖北臺，軍民與洋商的生活情

形。平埔族為主的原住民並未缺席清法戰爭，雖非主角，不過他們如猛虎出閘的氣

勢，讓登陸淡水的法兵為之膽寒。

〈第17章 進步的臺灣：大清帝國之一省（1886-1894）〉為臺灣建省、劉銘傳出
任首任「福建臺灣巡撫」之後的新政與建設，因缺財源，遂有引起百姓、洋商嘩

然、反對的徵稅制度，以及失敗的「理番」政策，最後劉黯然去職，邵友濂、唐景

崧相繼接任。達飛聲特重鐵路建設，陳述他搭乘火車從大稻埕到基隆的趣事。本章

大篇幅敘述漢人、官方與原住民的衝突，都是肇因山區開發，與24章可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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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觀察乙未之戰，雖精彩但描述欠客觀

18章至 22章是原作者的親身觀察，也是本
書最精采的部分之一。〈第 18章  日本占領澎
湖 •臺灣緊急備戰（1894-1895）〉對臺灣當局
備戰、人心惶惶、軍隊武器操練有深入描寫。

他面見唐景崧，拍下唐坐在巡撫衙門走廊的照

片，取得一張上書「德衛生」的採訪證照。〈第

19章 臺灣民主國的誕生（1895）〉就《馬關條
約》會談、臺灣仕紳反對割臺、各方尋求列強援

助、籌辦臺灣民主國、官僚富商相繼逃難、軍隊

備戰有深入描寫，尤其保留了已佚失的「臺灣

民主國自主宣言」及「全臺人民公告」，殊為珍

貴。

〈第 20章　日本進占北臺（1895）〉陳述日清交接臺灣、親赴基隆觀戰、民主
國兵自相殘殺、唐總統與官員紛紛逃亡、臺北城陷入混亂劫掠、北部外僑處境險

狀，以及他與2位外僑冒險前往要求日軍儘快入城維護治安等。作者在〈第21章 日
本占領臺灣中部（1895）〉敘述跟隨日軍遠征桃竹苗與彰化的經過，日軍在桃竹地
區遭遇客家人堅強的抵抗，並一舉攻下中部防衛重鎮彰化，戰況慘烈。達飛聲行

文常以「我們」、「我軍」稱呼日軍，以「叛軍」（insurgents）、「叛徒」（rebels）稱抗
日民主國軍隊或義軍，逐漸顯露親日立場，對許多慘烈的焚殺視而不見，實在有

失戰地記者須保持客觀的本份。〈第22章 日本占領南臺（1895）〉顯示，即便威名
顯赫的黑旗將軍劉永福，也無法在兵缺餉盡的情況，對抗三面圍攻的強敵。亞洲

第一個短命的民主國夭折了，不過各地被稱為「叛徒」、「土匪」的抗日分子紛紛起

事。征服才是日本統治難題的開始。

21章提到日軍與原住民幾次初見面情形。苗栗山區原住民執意加入日軍征討
行列，後來發現好像「玩假的」，抱怨說，「原以為日本兵是來臺灣殺漢人的，現

在周圍到處都是無武裝漢人，日本人顯然放過成千上萬該死的漢人，這可令其百

思不解！」遂退出行列。1895年9月，殖產部部長橋口文造會同臺北縣知事田中綱

美國駐臺領事達飛聲在臺期間留下許多

採訪報導與珍貴圖片，集結成鉅著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圖片來源／南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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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海軍少將在大嵙崁，與22名原住民會晤，又說服角板山社2男、1女，奇那之社2
男，上臺北開眼界。

有原住民加入抗日行列。22章記載，當日軍逼近臺南府時，一群原住民加入劉
營，被安排駐紮府城，後來死了2人，其餘認為噩運當頭，立刻離去。也有原住民
舉旗迎日，杜君英庄（屏東內埔鄉中林村）平埔族潘吉硬串聯客家人、「傀儡番」，

高舉「用日本明治君做主」旗號。日本占領初期曾兩度來臺的德國學者A. Wirth說，
「日本人先在較友善的日月潭邵族、恆春牡丹社拉攏他們，再擴及中央山脈從北到

南的山區部落舉行盛大酒宴，使得原住民對倭族產生好感，有的甚至稱其為同宗兄

弟；有位國會議員娶了酋長公主，更暫時拉攏雙方關係。」這或許是初期原住民較

支持日方的原因。

宏觀的產業發展史與原住民敘事

第23章至29章闡述臺灣產業發展史，也是一部臺灣早期經濟史，是最令人擊
節讚賞之處，介紹包含茶葉、樟腦、糖業、黃金、煤炭、石油、天然氣、硫磺、食

鹽，以及經濟植物等早期重要產業，詳述民生所繫、島嶼所賴的重要產業，是絕大

部分臺灣通史書籍所無，也將臺灣史推升到更全面、更宏觀的視野。內容大量引述

記載19世紀後半詳實的英國駐臺灣與駐淡水領事貿易報告，非常有參考價值。其
中〈第23章 臺灣茶業〉、〈第24章 臺灣樟腦業〉詳述山區原住民如何逐步喪失生存
空間，抵禦如潮水般湧來的漢人、日本拓墾集團，以及清廷與日本國家機器的壓

迫。值得再三細讀。

1860年代後半，德約翰引進茶苗、機械化生產及借貸制度，打開了臺茶外銷
市場；1870年代初期，多家洋行投入茶產業，加上茶販、媽振館及箱子館，使得
茶葉成了最重要的產業，1882-1891年間，茶業占淡水港每年出口貨物總平均值的
93.8％；1868-1895年，海關資料顯示，茶葉占全臺出口總值的54％，遠高過第二
位、占36％的糖，以及第三位、4％的樟腦。到1880年代初期，茶農把所有適合種
茶的山坡地，都改種茶樹，並朝深山推進，漢人墾首取得墾照，募集武裝墾丁驅逐

原住民，逐步開拓，然後再轉給茶農。

樟腦也是早期重要產業，〈第24章 臺灣樟腦業〉一開始，作者就說，「樟腦問
題就是原住民課題，因為樟腦產業的成敗端看原住民的臉色。」除了樟腦，連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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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獲益頗豐的山產之誘惑。「朱一貴事件」即和森林開發有關。從樟腦出口量可

以看出漢原衝突的程度，1875年北部出口量減少一半，南部完全沒有出口，係因
原住民反抗，經常出草所致。臺灣建省需大筆經費，山區開發成了必然，於是血

腥戰爭一再發生。1885年從北到南全面爆發漢原戰爭，導致該年全臺出口只有3擔
（約400磅）。劉銘傳的侄兒、副將劉朝帶即喪命在宜蘭山區， 各大家族都是靠著山
區開發致富，而受害的便是弱勢的原住民。這樣的戰爭，一直延續到1895年日本
入臺，但武力更強、更有效率的國家機器，卻意味著原住民更悲慘的未來。

〈第30章 臺灣的住民〉大篇幅敘述早期日本學者對原住民族的研究，主要參考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1899年的《臺灣蕃人事情》，將臺灣原住民分為8族：1. 泰
雅族群；2. 布農族群；3. 鄒族；4. 澤利先族群（魯凱族）；5. 排灣族群；6. 卑南（漂
馬）族群；7. 阿美族群；8. 平埔族群。詳述各族住屋、衣服、飾物、刺青、食物、
婚姻、疾病、喪葬、獵頭、宗教等方面的特點。另有達飛聲隨總督府探險隊到紅頭

嶼（蘭嶼）踏查的親身觀察。因為只是初期研究，不正確處難免，不過正視了構成

主要族群的原住民，兼略述島上的漢族與大和民族。內文用了 34幅早期珍貴的原
住民各族照片，相當值得參考。

〈第 31章　20世紀初的臺灣〉對日治初期政治、人口結構、社會、教育、傳
教、司法、衛生保健、財政、軍事、警政、交通、郵便與電信、貿易等，作最新的

補述，畫下出版前完美的句點。

附錄部分，〈九族原住民語言比較表〉就泰雅、布農、鄒族、澤利先（魯凱）、

排灣、卑南、阿美、巴宰、噶瑪蘭、蘭嶼人（達悟）等九族語言做對照，另有臺

灣陸鳥與哺乳類動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氣候概況，以及詳細的〈臺灣產業地
圖〉、〈福爾摩沙島全圖〉2幅。整體架構完整。譯註者以為，是一本迄今為止，涵
蓋面最完整的臺灣通史。

值得細讀與典藏

原著雖是 111年前的「舊作」，缺陷在所難免，但整體架構及內容，迄目前為
止，似乎尚無出其右者，這是為何值得將之重新翻譯、加以詮釋的最主要原因。筆

者前後花了10年時間翻譯、研究、加註，希望這本書，值得大家細讀與典藏。（本
文作者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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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視窗

重訪伊能嘉矩
──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建構與影響

文／陳偉智

余嘗有志於修人類學，數年以來致力於斯學之研

磨，久期於闡明亞細亞各種人類之系統關係，聊資

裨補學界於萬一。而今，斯學之溥博淵泉的臺灣，

屬我版圖，不僅學術上，將來治教之需要上，亦逢

不可不速為研究調查之機。吾人志於斯學，豈能不

奮起於此時哉？

──伊能嘉矩1895

臺灣研究的殖民起源

在
臺灣研究的領域中，不論是否從事歷史研究或是人類學研究，大概沒有不知

道伊能嘉矩（1867-1925）的人吧。來自日本東北岩手縣遠野町的人類學家伊
能嘉矩，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所生產的知識體系，就族群分類知識而言，至今仍是

我們不斷再生產的社會範疇。在後來的文化認同形塑過程中，這些來自於近代國家

與學術知識的反饋能量是強勢的，透過教育、透過行政過程，外塑了主導性的社會

身分範疇。透過討論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知識形成史，或許有助於我們重新檢視臺

灣近代族群論述知識在殖民時期的形成根源。

伊能嘉矩代表的是19世紀末日本帝國海外擴張過程中，追求近代知識與表現
在田野研究實證科學精神的結合，伊能在東京接觸到的人類學與近代歷史學，皆

以一種普世性的科學知識形式，成為建制化的學科知識。強調文獻批判的近代歷

史學，與強調比較民族誌與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在當時共享了以「人種」為中心的

文明／文化觀，並且深信線性演化的歷史時間概念。這些知識背景與方法，在1895
年伊能嘉矩來臺之後，在臺灣總督府的檔案室、自宅的書齋、在田野，一一得到實

踐的機會。

陳偉智著《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

族誌的展開》，2014。（圖片來源
／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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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軍來臺的人類學家

1895年6月日本統治臺灣之初，已有東京人類學會會員田代安定隨軍來臺。11
月，伊能嘉矩來臺之後，兩個人隨即在12月於臺北成立了「臺灣人類學會」。透過
「臺灣人類學會」，以日本國內東京為中心的人類學知識網絡，延伸到殖民地臺灣。

伊能嘉矩從1895年來臺前的宣言〈陳余之赤志，訴於先達之君子〉一文中懷抱
著從事臺灣人類學研究的志願而渡臺，在1897年5月「踏上了（全島調查的）旅程」
後，1898年提出了全島原住民的解釋體系。伊能在臺灣兼具總督府官僚的身分與
東京人類學會會員的身分，使伊能身處在當時兩個知識脈絡中：殖民地統治與人類

學。在完成了解釋原住民的知識體系後，伊能在〈回想餘筆〉所言的「舒展個人宿

志」的實踐，即是在這種身兼兩種身分，以及身處兩個知識網絡的情境中展開的。

在此同時，伊能也逐漸發展對於臺灣歷史的看法，1899年出版了第一本臺灣史通
論大綱《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1900年出版了臺灣民族誌《臺灣蕃人事情》。
伊能對於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社會的歷史民族誌大概在1900年左右已經成形，

此後透過既有的知識網絡，在東京與在臺灣分別有進一步的發表。1906年返回故鄉
遠野的伊能，除了投入遠野鄉土史以及地方民俗的研究外，也持續著「臺灣全史」

的撰寫計畫，並在自宅成立小型博物館「臺灣館」。1925年，伊能嘉矩因病去世，
「臺灣全史」未能出版，3年後在弟子板澤武雄與民俗學大家柳田國男的奔走下，以

3冊《臺灣文化志》之巨作出版。從臺灣人類學的研究構想，到伊能留下的臺灣原
住民與漢人社會的歷史民族誌，去世後的伊能，仍然繼續發揮不在場的影響力，或

隱或顯地，影響了同時代以及以後幾代的臺灣研究者。

伊能嘉矩的田野方法與理論

1896年到1898年，伊能在原住民研究體系的形成過程中，歷經了三個課題的
討論，分別是「生與熟」、「平埔蕃」以及「全島蕃人」這三個課題。從1896年的文
獻研究中，伊能重新解釋清代的「生與熟」課題，認為清代的「生與熟」的分類，

只是政治性的分類，不算是「學術」研究後的結果。伊能認為就人種分類知識的

「科學性」解釋來看，「生蕃」與「熟蕃」有可能為同一人種。接著，在臺北與宜蘭

的調查中，發展了「平埔蕃」的課題，解釋了居住於平地的「平埔蕃」，其實是清代

歸化後的「熟蕃」之一種。在人種上來看，北部的生蕃與平埔蕃都是馬來語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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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但是彼此並不是同一群，伊能並比擬博物學分類法中的「Branch」與「Group」
加以說明。在 1896年研究北部的原住民時，伊能依據「自稱」的原則，將北部的
生蕃命名為「Ataiyal」，宜蘭的平埔蕃命名為「Kuvarawan」，臺北的平埔蕃命名為
「Ketaganan」。分析北部的原住民時，伊能主要使用文獻與田野比較，以及不同田
野地間語言比較的方法。這樣的方法在1897年的全島調查時，有更進一步的發揮。

1897年伊能嘉矩進行了192日的全島原住民田野，伊能將他在1896年已成形的
分析方法，應用在田野資料上。依據語言比較將所有的原住民歸入馬來語系人種

內，再透過「體質特徵、土俗異同、思想進否、言語異同、歷史口碑」五種原則的

比較，將臺灣原住民以「共有某種特殊性質的集成一體，再依據其共有特徵的遠

近，劃定系統上血緣的遠近」，依「群／族／部」的分類，將臺灣原住民分成 4群8
族21部。伊能在完成理論的過程中，也參照了其他同僚的研究，例如田代安定與
鳥居龍藏東部臺灣的研究成果，並將他們的研究整合進入自己的理論體系中。

伊能在使用比較法以分析臺灣原住民的民族誌資料時，一方面比較田野資料與

文獻，進行「時間上」的比較，證明在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發展階段。另方面，則是

進行當代田野資料的「空間上」的比較。以「相似性」的原則，區別相同與不同的

族群，及其空間分布。因此，伊能建立臺灣原住民的人種分類時，也提出了「地理

分布─文明程度」的文化發展解釋理論。伊能在解釋原住民的文化發展狀況時，其

解釋圖式是：臺灣原住民雖然都源自馬來種族，但是文化發展呈現由高至低的發展

狀況，處於進化中最文明階段的是「平埔蕃」，甚至到了與漢人不相上下的地步，

處於最低發展階段的則是「Ataiyal」。而臺灣原住民的文明發展階段，則與他們各
自的地理分布位置以及發展過程有關。「平埔蕃」位居平地，與漢人接觸較早，因

此文化進化速度較快，發展程度最低的「Ataiyal」，則由於分布在臺灣北部的山中，
與外界交通不易，所以文化的發展程度也就較慢。其他伊能所區分出來的蕃族，也

是基於這個「地理分布─文明程度」的分析，越容易與外界交通者，文化發展的程

度也越高。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發展，雖然呈現從野蠻到文明的發展階段，但是並

不代表各蕃族本質上就是如此。伊能的理論認為，各族的文明發展的可能性是一

樣的，因此原住民不同發展程度的文化，事實上只是位處於同一發展線上的不同

階段而已。為了證明原住民文化發展的階段，伊能大量引用文獻方志的「蕃俗」記

錄，以作為未變遷之前原住民文化的「原貌」，同時與田野地所見的風俗現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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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作為各族原住民文化的發展或不發展，進化或不進化的證明。

伊能以演化主義文化理論解釋臺灣原住民的發展階段，同時也使用演化主義學

者偏好的方法：比較法，進行文化特質（語言、風俗、體質特徵等）的比較，區別

不同的群體。就演化主義人類學家而言，這些比較的文化特質，例如宗教、社會

組織、刺墨裝飾等，提供了辨識文化發展階段的主要區辨特徵。伊能對臺灣原住民

的「群／族／部」的樹狀分類，其實也是一個文化階段發展論的演化主義的文化理

論，透過並時性的空間比較，得到貫時性的歷史比較結果。伊能的比較法也應用在

對於漢人的歷史與社會的研究上。

日治時期蕃情研究的權威

伊能 1898年完成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解釋體
系，同時在臺灣的「蕃情研究會」（4月）與日本
的東京人類學會（5月）發表。透過這兩個知識
網絡：總督府的「蕃情」知識，以及東京人類學

會人類學的知識網絡，伊能的體系逐漸發揮影響

力。就東京人類學會來說，伊能的民族誌是完整

的殖民地研究報告。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時，
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提出的人類學展覽，其

中臺灣原住民的展示內容即是以伊能的體系為

主。1908年松村瞭（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助
手）出版了日本本土首次編纂的世界民族誌辭典

《人種名彙》，其中的臺灣原住民條目，也是依據

伊能嘉矩的解釋體系。伊能建構的臺灣原住民知

識體系，成為當時日本人類學理解臺灣的基礎。

對總督府的「蕃情」知識網絡來說，伊能雖然無法直接影響總督府理蕃行政決

策，但其所建構的原住民分類體系，卻成為總督府「蕃情」知識的架構。總督府在

1898年進行臺灣舊慣調查，以作為殖民統治上行政的參考。1899年京都大學教授岡
松參太郎《臺灣舊慣調查一般》一書的原住民論述，主要引用伊能的體系。另外，

總督府在編纂人口統計時，從1901年的《臺灣總督府第三統計書》（1899年度的統

1898年蕃情研究會開幕展覽展出「臺
灣島蕃族」寫真海報。（圖片提供／陳

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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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料）開始，在「地方廳管轄蕃社名稱」項下在原先的「○○蕃」欄位之外，另外

加上伊能所建構出來的「○○族」的記錄。不同地方的「蕃」，此後在總督府施政成

績的再現的統計書中，個別地被編入了伊能建構的新範疇「族」之內。除了文字紀

錄與行政人口統計，在博物館與展覽會的展示活動中，伊能的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的

歷史民族誌也影響了分類、解說與視覺再現形式。

戰後伊能嘉矩在臺灣與日本如何被閱讀與挪用

今日的學者或是一般閱聽人，大概很難接受伊能當時的種族競爭演化發展的人

種分類問題意識，伊能的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的比較民族誌，也陸續受到一些批評與

討論，但是伊能留下來的田野日記、筆記、民族誌，以及當時所記錄下來的現在已

經消失的臺灣社會，至今仍提供我們豐富的重建臺灣歷史想像的資源。

戰後在日本，隨著遠野地方認同的建立與日本文化民族主義的影響，伊能嘉矩

成為地方鄉土史的名人，地方人士在博物館展示伊能的生平與成就，在地方象徵

的高地公園設立彰顯碑加以紀念，使之變成市民的公共歷史記憶。戰後在臺灣，透

過翻譯的形式，伊能繼續在臺灣發揮影響力，先是在地方文史，隨後進入學術界

的臺灣研究，伊能嘉矩存在於學院與文獻界社群中。1980年代臺灣解嚴，逐漸邁向
民主化的道路，社會上臺灣歷史知識的需求，使得

臺灣史獲得了市民權，同時臺灣研究也成為新興中

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象徵資源。1990年代伊能嘉
矩重新回到臺灣，其田野日記等新的材料出版，獲

得廣大的讀者群。伊能嘉矩的收藏資料與手稿，在

此時獲得大學研究機構的整理與數位化，重建其完

整性。研究者也開始透過伊能嘉矩討論新的歷史議

題。同時，伊能嘉矩在1990年代末，除了學界內的
討論之外，也成為臺灣公共歷史的素材。百年前伊

能曾經熱心透過公共歷史的書寫推廣臺灣研究，百

年後，伊能則是自己成為公共歷史的素材。（本文作

者為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伊能嘉矩“Die wilden Staamme 
von Formosa,ihre Einteilung und 
ihr Kulturzustand”一文附圖「台灣
島蕃族分布假定圖」。（圖片提供／

陳偉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