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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噶瑪蘭   Aida‧Kavalan
2002年噶瑪蘭族復名成功為台灣官方第11族原住民族。然

而從17世紀起的掠奪與離散路上，主體認同的建構道路上

走得崎嶇而艱辛。本期專題探討噶瑪蘭族文化復振歷程、傳

統祭儀、遷徙歷史、傳統服飾復織、無形文化資產、當代文

化商品轉化等，透過多元面向表現噶瑪蘭族的族群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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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與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共同主辦之特展於 2014
年底舉辦「我們‧噶瑪蘭 Aida‧Kavalan」特展，展中將博物館收藏的噶瑪

蘭生活文物與族人提供的文字、影像、工藝結合的合作模式，並透過博物館和部落

的共同合作，提供族人復振文化的資源與決心。為了呈顯噶瑪蘭族人過去很長時間

備受殖民者欺壓的歷史背景，展覽策畫單位刻意於介紹文字中著重描述族人復振文

化的成果，輔以影像與族人至今仍持續探索與研發製作的工藝品展示，讓展區的展

品跳脫文物的死板，與當代族人的生活與生命處於相同頻率的脈動。

在噶瑪蘭族顛沛的遷移歷史中，不但數度歷經外來者對族人土地的巧取豪奪喪

失傳統生活空間，甚至在官方不公平的政策下連尊嚴也被奪走。對此，清廷通判柯

培元在感慨之下，曾對噶瑪蘭族受壓迫的現實做了一首「熟番歌」，詩中呈顯的便

是弱勢族群於亂世中的卑微與悲苦，如今看來更能知道族人聚焦「我們」以復振文

化背後所承載的深意。

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強者畏之弱者欺，無乃人心太不古！

熟番歸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爭。唐人爭去餓且死，翻悔不如從前生。

竊聞城中有父母，走向城中崩厥首；啁啾鳥語無人通，言不分明畫以手。

訴未終，官若聾，竊視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畢垂頭聽官諭。

嗟爾番，汝何言？爾與唐人吾子孫，讓耕讓畔胡弗遵？

吁嗟乎！生番殺人漢人誘，熟番翻被唐人醜！為民父母者慮其後。

本期的專題規劃延續該展的視野，試圖打破過去由博物館主導的觀點呈現與以

往殖民者的思考邏輯，採用噶瑪蘭族人的視角做為主體的凝視角度，配合相關研究

學者專家的論述，翻轉「平埔族」已被漢化的刻板印象外，也讓讀者可以在「他者」

研究與「我群」敘述中看見屬於自我論述的噶瑪蘭族的主體位置與意識以及被他者

研究的族群詮釋。除此，我們試圖透過文獻文物的探討、傳統祭儀、族人顛沛的遷

徙歷史、文化復振歷程、傳統服飾復織、無形文化資產、當代文化商品轉化、老照

片等多重面向中，去呈現噶瑪蘭族的多元且豐富的內涵。

「我們‧噶瑪蘭 Aida‧Kavalan」專題
本刊編輯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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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掠奪、離散、認同、復名到主體建構

瑪蘭族的祖先來自南方 Sanasai島嶼，為了尋找適居地，祖先們飄洋過海順著
黑潮北行，發現肥美的蘭陽平原，便決定在此安身立命。

幾千年來，噶瑪蘭族在蘭陽平原上逐漸建立堅固的生活領域，以農耕、漁獵為

主與海洋、河流、山林等資源為生，在富饒安定的空間繁衍後代，發展自我特色的

組織規範、服飾、祭祀、工藝、美學、語言等民族價值。十七世紀中葉在蘭陽平原

上已經有超過六十個部落，人口將近一萬人的強大民族。

十七世紀，西班牙與荷蘭兩國以現代化武力侵犯掠奪蘭陽平原，強迫部落族人

繳稅與服勞役等。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葉，漢族侵墾與清朝殖民的兩股強大

勢力有系統有組織的掠奪與侵占土地，部分噶瑪蘭族被迫從固有傳統領域往境外的

頭城、三星、花東等地遷逃。

燒殺與離散

1812年，清朝殖民政權實施「番大租」的「加留餘埔」制度（保留地政策），
美其名是為了限制漢族侵墾並提供土地保護噶瑪蘭族的生活，但制度缺乏積極性與

約束性，強勢漢族依舊以巧奪、欺騙等手段，占據使用噶瑪蘭族土地，在清代國家

殖民體制下，噶瑪蘭族固有社會組織與生活形態產生巨大變化，因此離開原居地到

新空間尋求生存機會，是噶瑪蘭族跳脫貧窮化不得不選擇。

1840∼ 1860年代左右，以加禮宛社為主體的族人陸續南遷到花蓮新城南方無
人煙居住之地重新建立約二千人的加禮宛大社，在此安身立命數十載。然而不幸的

事情發生了，1865年，漢人暴力侵墾集團大舉燒劫屠殺噶瑪蘭族，其中十四社全部
被燒毀變成廢墟，死傷無數。 1878年，為了反抗清朝殖民政權的壓迫，噶瑪蘭族
與撒奇萊雅族戰士合力攻打清朝軍隊，而爆發了有名的「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

役」，1878年 9月 6日（西曆 10月 1日），清朝派大軍發動反攻，當軍隊行進時
被加禮宛社主戰派領袖Dafu Wanu得知戰情後，即刻率領戰士冒險強渡米侖溪欲通

噶

侵占家園

潘朝成 Bauki Ang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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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鄰近的撒奇萊雅族戰士，不幸途中被清軍截擊陣亡。這場戰役不幸造成四、五千

名族人的死亡，民族力量急遽萎縮。總兵吳光亮更採行「勒遷以分其勢」的報復手段，

兩族被迫南下遷逃到花東縱谷與東部海岸。噶瑪蘭族在異地重建部落，據信豐濱鄉

的新社、立德；長濱鄉的大峰峰、樟原、三間屋等部落多是噶瑪蘭族比較集中居住

的地方。

1878年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戰後兩族遷逃路線圖。（潘
繼道／手繪　盧天福／後製作  圖片提供 /潘朝成）

1878年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戰場圖。
（潘繼道／手繪　盧天福／後製作  圖片提供
/潘朝成）

雖然蘭陽平原的空間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劇變，但是大多數的噶瑪蘭族仍堅定的

保衛數千年來所建立的家園。

1895年，台灣轉手變成另一個政權殖民管控，十年之後的 1905年，日本殖民
政權不顧噶瑪蘭族的生計，竟火上加油的以妨礙經濟發展的藉口，廢除「番大租」

制度，這是造成失去土地權與收租權的噶瑪蘭族人更加貧窮化的主因之一。

若從 1796年以吳沙為首腦的漢族侵墾集團進入蘭陽平原算起，219年來噶瑪蘭
族的命運是從富饒、安居轉變到貧困、坎坷的社會底層。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身處

異鄉的噶瑪蘭族後裔從未放棄自我民族立場，以堅持尊崇祖先信仰與文化，一代一

代傳承。遺憾的是，堅持留在宜蘭原鄉打拼的噶瑪蘭族則籠罩在殖民國家的同化政

策下，逐漸走向文化式微與隱誨命運，包括筆者的家族。

家族隱誨

1920年，為了脫離貧困與歧視的生活空間，筆者的祖父潘木枝隻身從宜蘭加禮
宛社來到後山的臨海貨物轉運站－舊港（今南濱）當接駁船船夫，五年後祖母階路

得帶著年僅四歲的獨生子潘清泉（筆者的父親）跟隨著潘木枝的腳步從蘇澳港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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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船到後山花蓮，他們在舊港短暫住了一段時間之後，攜帶著簡單的行囊趕著牛車

搬到北方數公里遠的北濱居住，一年多後又搬到更北方的「鳥踏石仔」漁村。

「琉球部落」是「鳥踏石仔」漁村的前身，因為這裡已住有琉球移民漁民而得名。

剛來時潘木枝搭蓋茅草為家，後來換了幾個地點，最後選擇漁村最南邊「造船株式

會所」旁蓋了一棟可以遮風避雨的堅固木造房子。同一時期和潘家一起來花蓮的噶

瑪蘭族人也不少，但有的人因為無法適應後山生活又搬回去宜蘭，也有的再往南遷

移到豐濱、長濱、成功等地。

潘木枝搬到花蓮的那個年代，自己族人在一起時仍然可以用噶瑪蘭族語交談。

後山的漢人有時會譏笑說，你們是「番」仔，聽不下去的祖父輩們會加以反擊甚至

動手打譏笑的人。由於大社會充滿歧視的氛圍，潘木枝和階路得為了要避免子孫被

漢人欺負，希望將來子孫們能安心在社會上立足，於是他們不教導後代族語及傳統

生活習慣，多年以後竟演變在子孫面前否認自己是噶瑪蘭族，只是潘木枝和階路得

有時不小心地會露出了噶瑪蘭族的習性（如飲食、族語單字等）。

記得小時候，有一天母親邱瑞香一面幫筆者穿衣服一面語氣平靜的說：「你是

平埔仔哦！」不懂母親在說什麼？因為從來沒聽過「平埔仔」這幾個字，以及代表

的意思。不過筆者長大懂事後大腦海裡有時會閃爍浮現「你是平埔仔哦！」

進入新社與認同

1993年 8月 18日，喜歡攝影的筆者背著相機到新社部落（花蓮縣豐濱鄉）參
加豐年祭，進行下一個「紀實攝影」專題，驚訝的在豐年祭現場看到宜蘭奇立板社

同宗的伯父和他的兒子及三間屋（臺東縣長濱鄉）的伯父等人。在拍攝當時就感覺

不解，為什麼平常都說福佬話的七、八十歲親戚會在炎熱的夏天來參加噶瑪蘭族的

豐年祭呢？豐年祭結束後的幾天，筆者直接問父親：咱們是不是Kavalan（噶瑪蘭）？
起先阿爸低頭苦笑不語，但禁不住筆者的追問，他才勉強慢吞吞地說：大概是吧！

這一句話讓筆者震憾不已，這一句話等於打破筆者自以為是的漢族身分。從那一刻

起下決心要去尋找噶瑪蘭族在歷史上不幸的遭遇以及長輩們特意隱瞞過去的辛酸，

同時決定到新社部落去學習家族中失落多年的噶瑪蘭族文化。

筆者進入新社部落學習時，就振奮的看見噶瑪蘭族語言是部落裡平常生活的用

語，受過嚴謹訓練的女祭師（metiyu）尊崇戒律並有秩序的帶領各種祭典儀式的進
行。過了幾年筆者也習慣在做事之前拿起酒向天、向地、向祖先 supaw（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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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新社部落仍然按時或依需要舉行祭典，如 padohogan（超度亡靈）、pakalabi
（除瘟祭）、durbuwan palilin（歲末祭祖）、kavalan palilin（歲末祭祖）、qate 
ngas（入倉祭）、temuqaz（新屋祭）、supaw to lazing（海祭，立德、大峰峰、
樟原等部落稱 laliki）等等。

1996年的除夕日，筆者家族恢復了 kavalan palilin，家人從大到小依序的向祖
靈祭拜，家族在重新學習噶瑪蘭族敬拜祖先的方式中找到了認同的引線，並且決定

第二年返鄉尋根。

1997年 8月 潘家返鄉尋根。（潘朝成／攝影）

1997年 8月 9日，家族
分別開車沿著蘇花公路回去

祖先之地，從冬山河發源地

經過珍珠里簡、里腦、流流

等社。搭乘竹筏前舅公偕文

龍拿著米酒往河邊走去，一

邊灑酒一邊說：「我們子子

孫孫回來故鄉，向您們（祖

靈）祭拜，請保佑我們⋯⋯」

隨後家族分別搭乘兩艘大型

馬達塑膠竹筏往冬山河河口前行，大家試著感受祖先們的生活場域。噶瑪蘭族和冬

山河一直保持著親密關係，冬山河是族人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戀愛、

娛樂、祭祀等的重要生活領域，這條河應該是「溪南」（蘭陽溪以南）的噶瑪蘭族「祖

先之河」吧！

返鄉尋根的人馬終於走進清水海邊又進入到加禮宛社，一群人走到阿公、阿媽

以前住過老厝時，父親指著老厝時提高嗓門說，我在這間房子裡出生的，眾人的眼

神不約而同的隨著阿爸的聲音轉到他身上。阿爸繼續轉個身面向前方空曠的土地，

然後伸長右手臂左右來回晃：以前你們的阿媽說「站在家門口眼睛看得到的土地都

是我們的！」這裡的我們大概有兩個意義，一是指我們家族；二是指我們噶瑪蘭族。

復名運動──噶瑪蘭族再出發

1980年代，噶瑪蘭族新社部落長老偕萬來先生透過經常往返蘭陽平原故鄉的機
會，嘗試組織偕性宗親會，而開啟偕姓噶瑪蘭族的認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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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1970年左右，屬於麒麟文化的新社石棺在日本商人奪去未成下，就一直棄
置在豐濱鄉公所。1987年，台灣省立博物館以借用的名義載走石棺，並在台北 228
紀念公園舉行「豐濱之夜」，邀請新社、立德兩部落族人參與歌舞和祭儀展演，當

天的演出造成各界嘩然與震驚，因為長期被誤認為「漢化至深而消暱」的噶瑪蘭族，

竟然有一大群人能夠流利的使用族語。更重要的是，當晚偕萬來先生與族人大聲疾

呼要求政府承認噶瑪蘭族為台灣原住民族，而正式開啟了復名運動。

1991年，後山噶瑪蘭族返鄉尋根的行動不但促進了宜花兩地族人的了解，並且
在穿梭各部落的過程互動中打開否認自我與隱晦已久的心靈，刺激了宜蘭原鄉族人

的認同腳步。同時新社部落組織並號召噶瑪蘭族文化復興與政治訴求活動，成為宜、

花、東噶瑪蘭族聚落的象徵。1990年代是噶瑪蘭族推動復名政治訴求極為積極的年
代，透過各種公開場合呈現族內的 kisaiz祭儀歌舞、語言故事、服飾，以及香蕉絲
編織工藝等，再再表現了噶瑪蘭族特有的文化，以具體行動證明噶瑪蘭族存在的事

實。

皇天不負苦心人，2002年春天，當時擔任行政院原民會委員的筆者，聽聞總統
府高層有意認定噶瑪蘭族。很快地，同年 6月 13日行政院原民會主動在新社部落召
開「噶瑪蘭族復名意見徵詢座談會」，企劃處長林江義在會議中宣稱：「只要事前

的作業提早完成，行政院原住民會必定全力配合，儘速將噶瑪蘭族的意願早日提報

行政院」。2002年 6月噶瑪蘭族組成「噶瑪蘭族復名推動小組」，隨即推舉各地負
責人、分配任務後，展開民族身分意願調查的工作。雖然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噶瑪蘭

族人集中在台北、花蓮與台東地區，但因社會變遷與經濟結構改變，對於遷離部落、

宜蘭原鄉、散居族人，以及無原住民身分的噶瑪蘭族人等等，推動小組也盡力追蹤

詢問後一一登錄。此期間令人意外的事發生了，8月 9日陳水扁總統蒞臨新社部落，
並當場宣布「希望不久的將來噶瑪蘭族正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興奮之餘加快了

推動小組認定調查的工作，歷經 2個月的調查與登錄，八月底共計算出 1,705人自
我認同為噶瑪蘭族，「自我認同噶瑪蘭族意願調查表」的出爐，無疑是一份民族自

決最有力的證據。

2002年 12月 25日台灣政府終於認定噶瑪蘭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第十一族，這雖
是遲來的正義，但不表示噶瑪蘭族發展與生存問題獲得根本性解決，而是另一個開

始，且難度不亞於 15年的復名運動。2003年 8月，花蓮在地部落成立「花蓮縣噶
瑪蘭族發展協會」，此協會有別於社區型協會的功能，期望定位在民族發展的雛型，

試圖找出民族出路。



8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九期

不可諱言的，噶瑪蘭族復名運動的成功，已衝撞官方保守的民族政策，同時影

響要求國家承認的民族──平埔族群，更進一步的考驗台灣憲法提倡多元文化與是

否尊重原住民族基本人權的一個重要指標。

香蕉絲──汗水、情感、精神、價值

1852年，陳淑均在《噶瑪蘭廳志》中記載噶瑪蘭族在蘭陽平原的編織生活：
番女織杼，以大木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便可轉纏經於上。刓木為軸，

繫於腰，穿梭闔而織之。以樹皮合葛絲及染過五采狗毛織氈，名日達戈紋。以

色絲合鳥獸毛織帛，採各色草染采，斑斕相間。又有巾布等物，頗皆堅緻。

葛絲指的就是香蕉絲，由此可證，噶瑪蘭族的香蕉絲編織工藝與生活美學是具

有悠久的歷史文化。

所謂傳統工藝著眼點在於使用天然素材、傳承祖先的技藝、顯示族群的美學觀、

展現文化圖紋等基本元素，並將其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器物上，從食衣住行、到貼

身的頭飾衣物等。取自原生材料的香蕉絲纖維，表達了噶瑪蘭族的精神與文化價值，

以及自然、樸拙、表情多變且豐富的特殊質感。

編織原本是台灣原住民族重要的農業生計勞動。噶瑪蘭族人就地取材，在香蕉

絲織物上，製成各類的生活用品。早期人工收割、打稻穀或曬稻米時鋪在土沙地上

的織布，裝稻榖的大幅織袋或是遮雨、遮陽用衣、採集野菜用的背袋、平時外出的

置物背包、乃至貼身衣物等。都是噶瑪蘭族婦女自採植物，剝絲抽繭處理來的原生

工藝師共同勞動。（潘朝成／攝影）

材料，其中香蕉絲織物

則是最大宗。在自給自

足的時代裡，它陪伴了

部落許多家庭的漫長歲

月。

1990年代初期，新
社部落裡只有 Abi（朱
阿比）、Ibay（潘烏吉）
兩位老藝師嘗試從織作

中尋找式微的技藝；秉

著一份自小對織布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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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兩位老人家堅持用雙手補綴起傳統與未來間

的斷裂。接著住在 Abi家前的表妹 Ayok（潘阿
玉）也加入編織行列；Ibay的妹妹Abas（潘天利）
和喜歡蒔花弄草的朱阿菊也加入其中。

噶瑪蘭族推動復名與文化振興運動中，老一

輩工藝師重拾地機織布記憶，開始編織傳統布匹。

而三位工藝師阿嬤Abi、Ibay與Ayok承接使命，
展開忙碌的全島表演。1996年，Abi、Ibay與
Ayok等工藝師，開始擔任教導新社部落婦女編織
傳統香蕉絲。1999年，三位阿嬤以香蕉絲作品，
榮獲台中縣第五屆『編織工藝獎－生活產品設計』

貳獎。「我們穿著噶瑪蘭族的傳統衣服，流輪表

2011年 2月 20日 Abas（潘天利）工
藝師以傳統地織機編織香蕉布。（潘朝成

／攝影）

演－刮香蕉絲、接線、織布。很好玩啦！」Ibay很懷念地述說著。2000年，Abi
的香蕉織布獲頒台中縣文化局『手工藝貢獻獎』。2001年，噶瑪蘭族應邀參花蓮國
際石雕藝術季表演傳統歌舞，Abi將香蕉織品帶至現場展覽，引起媒體的關注。「織
布很辛苦，年輕人受不了這種苦。但是祖先要我做，這樣噶瑪蘭族才會興起來！」

Abi自覺重拾織機，是因祖先賦予的使命。
香蕉株從種植取纖到編織等複雜工作，是密集的農業勞動，香蕉絲所表現的不

只是編織布料與編織作品而已，它充滿了噶瑪蘭族的汗水、情感、精神與價值。新

社部落從傳統香蕉絲編織技法的紮根工作開始，到推動香蕉絲文化產業的發展，今

天已經累積了一些成效與經驗。除了保留傳統地機編織與處理原生材料的技藝外，

進一步發揮天然素材的特質，不管是在纖維運用，或是賦予的色彩上，融合專業設

計，製作現代時尚工藝品，企圖開啟香蕉絲織品的創新局面。

不管如何，從掠奪、離散到逐漸在破碎的土地上認同與復名的這條崎嶇道路，

對於噶瑪蘭族來說是痛苦的漫漫長日！今天在後山堅持民族基地，是希望從香蕉絲

為導引並依恃在獨特的編織工藝美學下，找到噶瑪蘭族的精神價值並期望逐步開創

主體建構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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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paspaw tu baqi bai）── 
噶瑪蘭族創新的儀式傳統

幾年噶瑪蘭族人開始以集體的方式在公開的場合，舉行祭祖（paspaw tu baqi 
bai）的創新儀式，如花蓮新社部落以巫師群（mtiu）和頭目領導祭拜祖先後，

掀開豐年祭（qataban）的序幕；花蓮的立德部落也由頭目帶領男性幹部祭祖；抑或
旅北同鄉會的豐年祭聯歡大會，亦請巫師與旅北頭目、會長首先共同paspaw（祭祀）
祖靈；另外，每年 12月底，在新社部落舉辦的噶瑪蘭族復名紀念活動，從 2012年
的十周年慶起始，也出現了祭祖（paspaw tu baqi bai）的儀式。又當部落族人到外
地參加文化演出，或是參與噶瑪蘭族特展開幕等活動，也都會特別請mtiu巫師先
paspaw敬告祖先。2014年底族人北上到台灣博物館將石棺迎回部落，也是由mtiu
巫師主持，引導鄉長、族群委員、代表以及頭目與部落族人，共同舉行 paspaw（祭
祀）祖靈。

近

2012年 8月 4日新社部落豐年祭祭祖。（劉璧榛／攝影）

劉璧榛

paspaw其實不是噶瑪蘭
人的新發明，但是集體祭祖

（paspaw tu baqi bai）卻是
這幾年才被逐漸「創造」出

來。我們可以從 spaw（動詞）
與 pa-spaw（動詞）語意的
概念，來理解噶瑪蘭人「做儀

式」的意涵，以及儀式與人的

分類、分群、人與人之間的權

利義務劃分，還有儀式彼此之

間的系統關連性等。spaw在

日常用語中，為「放下⋯⋯東西」的意思，如 Spaw tina ku tu sili ta takanan 意指
我媽媽把辣椒「放」在桌上。另外，paspaw則特指以酒或某些祭品在特定的時間點
內，放在特定的地點以敬獻給祖先或神靈的動作。我們可以將之更具體的理解為在

特定的時間、地點，拿某些特定的東西給神靈「吃」或「使用」，或給神靈「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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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8月 26日板橋樹林浮洲橋旅北同鄉會豐年祭祭祖。
（劉璧榛／攝影）

的交換動作，換句話說，噶瑪蘭人

spaw（放）的動作意義為「餵養」
與「給禮物」的概念。

同時，噶瑪蘭人 pa-spaw通常
強調的是相互性，人們把要給神靈

的東西首先拿在手上，然後「放」

或丟到地上，在放的同時得對神靈

講話，也就是藉由此動作，其實創

造了或打開一個面對另外一個世界

的當下時空場域。如果放食物，則

必須先「餵給」神靈吃，接著剩餘部分一定要 paspaw者當場吃完或喝完。在這細
微地舉手投足之間，即可觀察到噶瑪蘭人特別強調建立一來一往互相的連帶關係。

這關係表示活人對神靈有「餵養」的義務，同時神靈也會被期望帶給敬獻的人豐收

及好運，於是人與超自然兩者便成為一個想像的命運共同體。

另外，我們可以發現噶瑪蘭的儀式名稱也多以 pa-開頭，用以強調是一個動作
的執行，意即必須透過實踐的過程才會有「效力」。如每年農曆過年前，就是噶瑪

蘭人的 pasqua（過年），各家必須舉行 pa-lilin（餵養家內的祖靈）。這是一年的
結束與迎接新的一年開始的「通過儀式」，渡過這個年對一個人的生命很重要，他

代表著一個人可以改變過去這一年，從這個生命階段中「現況」的狀態，進入到另

一個更「好」的未來狀態。易言之，將過去不好的部分，象徵性地藉由儀式行為把「過

去結束掉」，而期待新的循環開始及祖先的庇佑，來年才不會有厄運。同時在這個

儀式實踐或展演的過程中，個人將超越個體，而創造出一個以 lepaw（家）為中心，
並與祖靈相互對應的主體群體。

噶瑪蘭人認為，人過世後仍會繼續吃東西，而 salepawan（一家人）有義務與
責任要舉行 palilin儀式，以酒與食物 paspaw這個「第二個人」：tazusa（靈魂）。
否則這些靈魂會因為肚子餓而回到人世間來討食或遊蕩，以使人 tagau（生病）或不
平安的方式展現出來。所以傳統上由女主人為中心的血緣團體為主（包含婚入的姻

親本人，但不含其他姻親。），每年主持祭祖靈 palilin儀式非常重要，不管是採用
ToRbuwan傳統殺雞方式或是噶瑪蘭式以漢人的年糕來祭拜，攸關的是每個家內成
員來年的健康與運氣。也就是透過這個儀式的舉行，加強並延續了家──這個活人

與祖先連結在一起休戚與共的團體，同時祖先給予來年的健康與運氣。然而，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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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僅是這個群體內的成員才能共同分享，因此 ToRbuwan式的 palilin特別忌諱外
人參與。再者，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為什麼家人一起祭拜祖先是那麼的重要？也

就是其象徵意義是什麼？從噶瑪蘭人 paspaw的儀式實踐中，就可以清楚發現，如
果跟噶瑪蘭人一起祭拜祖先，亦即「共同分享」之意。而哪些是可以分享的範圍，

跟誰分享，相對應的則是其群體組織的原則。

比家的祭祖捲入的人群範疇更廣的還有 kisaiz成巫儀式與 pakrabi巫師年度祭
儀。1960年代以前，經由年長且經驗豐富的mtiu巫師 subli占卜，確認為創始女
神Mutumazu「選中」的女孩，必須通過連續一星期的歌舞儀式，並且期間要到屋
頂上 paspaw敬獻酒跟 nuzun麻糬給噶瑪蘭人的起源祖先Mutumazu與 Siagnau、
以及更遠早的 qnibaqibaqian（男性祖先）與 qnibaibaian（女性祖先）、還有已過
世的巫師們。老人常說當巫師們從屋頂下來，身上的鈴鐺狀似雨聲，神靈會為部落

來年降下豐沛的雨水。

在 kisaiz儀式最後 paqan tu patay的橋段，則會由巫師們各自輪流 paspaw其
各家的母方祖先，彷彿是在透過一家一家的 paspaw形成更大的聯合群體──部落。
巫師群在祭歌中不斷的呼喊女神與男神的名字、重複強調噶瑪蘭人不能停止祖先傳

下來的儀式，視Mutumazu為起源的共同母親。同時她還是神話中教導族人稻作生
產、傳統文化與解決困難、治病的指引者。kisaiz儀式中的主角，亦即將成為mtiu
的女孩，在巫師群的帶領下，及來自其各部落的遠近親朋好友的觀看下，跟女神建

立了「想像血緣」的母女連帶關係。新巫於是公開地成為女神在人間的代理人，扮

演部落族人與之溝通的中介角色。因此，一個人如果想要獲取神靈與祖先的庇祐，

亦即欲有要求超自然回饋的權利，就必須透過巫師 paspaw，因此既使在當代的祭祖
儀式中，巫師仍是不可或缺的要角。同時，區域內跨部落的親戚網絡與政治關係的

聯絡與回饋，也跟 kisaiz祭始祖與遠祖息息相關。
pakrabi則是小型的 kisaiz，通常不像 kisaiz盛大的成巫儀式要進行五天，並

且還要爬到屋頂上去歌舞。如果沒有新成巫，pakrabi只舉行一天，目的逐漸轉成是
mtiu巫師為了求身體健康與平安，因此幾乎每年都會 paspaw Mutumazu噶瑪蘭人
的創始女神。但是，日本殖民時期開始禁止聚眾，kisaiz成巫儀式與 pakrabi巫師
年度祭儀逐漸隱密化，接著戰爭糧食缺乏，成巫者銳減。到戰後六十年代起，許多

新社部落的族人改宗信基督宗教，從泛靈信仰轉一神信仰，kisaiz於是逐漸消失中
斷。雖然受教徒族人的反對、阻撓或邊緣化，pakrabi儀式在花蓮新社部落卻從沒間
斷過，直到資深的巫師朱阿比於 2008年過世，其他巫師因怕唱錯儀式歌謠與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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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終止了祭始祖與遠祖的 pakrabi儀式。
巫師們不再祭祖之後，這幾年在傳統文化

復振的共識下，由頭目主導邀請巫師們如前述

在各種族人重大活動的公開場合祭祖，形成頭

目與巫師的特殊組合。頭目 paspaw的對象以
過世的族人（dawiq）為主，涵括去世的頭目、
長老們、會長等，請這些祖靈一起參與即將進

行的活動，並且祈求活動進行順利平安。而

mtiu巫師則會再祭拜始祖、遠祖與過世的巫師
們。總之，噶瑪蘭人的 paspaw其實不僅是抽
象思想的表達或反映，而是一種行動，為個人

或群體社會實踐的過程，祭祖由誰 paspaw、
又 paspaw誰，這之間相對地也創造了新的整
合群體。 2014年9月25日台博庫房迎石棺祭祖。（劉

璧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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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25日，當時的行政院長宣布噶瑪蘭族成為國家認定的第 11支
原住民族。這個消息，讓族人及長期投入復名工程的偕萬來先生等運

動者喜極而泣；噶瑪蘭族得來不易的成功，也強力鼓舞了其他正在爭取原住民身分

與民族認定的平埔族人。

12年過去了，根據 2014年底的統計數據，目前的噶瑪蘭族有 1,378人（男
687人、女 691人），位列 16族中的第 12名，僅超過撒奇萊雅族、邵族、拉阿魯
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如果仔細察看這一千餘人的空間分布，按人數多寡排列，大

致是花蓮縣（643人）、新北市（278人）與臺東縣（105人），其餘則零散分布
於各縣市。號稱噶瑪蘭原鄉的宜蘭縣，登記有案的族人只有 8名。換句話說，今花
東兩縣及旅北工作的噶瑪蘭族人是幸獲復名的主體，宜蘭原鄉的族人仍與原住民身

分失之交臂。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當代現況，可說是近一百多年來噶瑪蘭族流遷

移動的結果，值得縷析說明，供關心原住民族的朋友了解一二。

蘭陽平原豐富的史前遺址與考古資料，大多能與今日所知的噶瑪蘭村落連結，

說明噶瑪蘭族已經在當地定居千年以上。17世紀中葉的西班牙人、荷蘭人，也曾與
族人有各種接觸，留下珍貴的文獻紀錄。依荷蘭人當時的調查，蘭陽平原的原住民

村落大致有40餘個，以蘭陽溪為界，分散於低濕平地或海岸沙丘上，人數約有萬人，
過著漁獵、採集、游耕的生活。

19世紀初，在東北角山區極為活躍的頭人吳沙，帶引漳泉粵三籍漢民，跨境占
地，從此引發武力集團墾殖的熱潮。短短十餘年，蘭陽平原成為吸引北臺漢民尋地

入墾的新樂園；大量的外來人口，群聚成莊，化莽原為水田，帝國官廳也就地合法，

進而收入版圖，設廳治理。因長期位於界外而得享自主的噶瑪蘭族人，也迅即從界

外生番，經由化番階段，在國家管控下，成為納稅、服役的熟番了。

19世紀中期，在漢人街莊的環繞擠壓下，噶瑪蘭族人的生計型態改變，土地大
幅易手，傳統社會文化也產生巨變，族人生活困難，步入倍受歧視的處境。因此，

無論是主動或被迫，離開原居地，尋求新空間的生存機會，成為族人解脫困境的策

略。當時，溪北部分村落的族人，朝北往頭城、北關一帶狹小的海岸平原移居；溪

南的部分族人，則往蘇澳、南方澳等處搬動。同時，族人更與漢民一起展開移墾的

噶瑪蘭族的遷徙與新空間之形成
詹素娟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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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素娟

行動，一條路線指向今宜蘭縣的三星鄉，另一條路線則以

舟船南下花蓮，試圖拼搏出新天地。所以，19世紀後期
的噶瑪蘭族人，不但走出蘭陽平原的舊居地，其活動空間

更擴散廣布，呈現跨地域的行動力。

根據日治時期的調查，以「熟蕃」身分留居原鄉的噶

瑪蘭族人，人數雖逐期下降，但仍維持一定的數量（見表

1）。族人主要分布在新居地如頭城、三星與蘇澳，但舊
村落也還有族人存在。今日如前往宜蘭踏查，只要結合考

古遺址與舊社資訊，往往能在舊村落發現族人形跡。可惜

的是，原鄉族人對族語、傳統祭儀大多不復記憶，且幾無

一人在戰後臺灣獲有原住民身分。

至於遷往花蓮的族人，則在太魯閣族與撒奇萊雅族領

域之間的空白地帶，建立了數個聚落。由於武力強大、農

技高明，很快就發展成一股不容小覷的群體勢力，史上稱 東台灣的加禮宛族。（圖片提供

／詹素娟）
為「加禮宛」（Kaleawan）。
目前所知，最早記錄加禮宛村落的文獻，是羅大春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同治光緒年間，羅大春奉沈葆楨命令前往宜蘭，開築蘇澳、花蓮之間的「北路」。

築路過程中，曾有花蓮的加禮宛頭人陳八寶，帶領族人拜訪羅大春，請求清廷對他

們在花蓮的已墾田園發給執照。羅大春完成任務，衡量東部的勢力集團時，就描述

鯉浪港（今美崙溪）以北，已有加禮宛、竹仔林、武暖、七結仔、談仔秉、瑤歌等

聚落，統名加禮宛社六社，人數接近千人。

表 1　宜蘭的「熟蕃」人口資料

時間

1905

1915

1925

1930

1932

1933

1934

1935

1935

戶

－

－

－

－

421

403

412

400

－

男

1,366

1,035

844

810

850

835

901

901

790

女

1,360

1,205

949

866

886

876

882

878

839

合計

2,726

2,240

1,793

1,676

1,736

1,711

1,783

1,779

1,629

資料出處

第一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結果表

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結果表

第二回國勢調查結果表

第三回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

臺灣現住人口統計

臺灣現住人口統計

臺灣現住人口統計

臺灣現住人口統計

第四次國勢調查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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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開鑿後，新開地的爭奪、清軍與加禮宛的人際衝突，導致加禮宛人與撒奇

萊雅人聯合反清，並在抗爭失敗後，同遭清軍的嚴懲與流放，此即著名的加禮宛事

件。事件告一段落後，加禮宛人在東部的流離更為分散了。當時，除今花蓮縣新城

鄉仍是主要據點外，有更多族人沿東海岸南下，像珠串般連續散落在海階地上，有

的是獨立村，有的寄居在阿美族村落；進入縱谷的族人，則只建立了二或三個據點。

日治初期首位深入東部的臺灣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曾對各族群的分布作過詳盡調

查，表 2就是加禮宛人在東臺灣分布的人數與村落；其中，以今花蓮縣豐濱鄉的新
社村人口最為集中，傳統社會文化的保存也最完整。

長期以「加禮宛」為「自稱」、「他稱」的東部族人，近年因復名運動，已與

宜蘭原鄉合流，改用噶瑪蘭族一稱。不過，東臺灣今日的噶瑪蘭族人，不完全是清

代遷徙者的後裔，也有不少是日治以後來往於宜蘭、新城、海岸新社的新遷或通婚

者的子孫。

資料來源：依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查報文》（頁 249-253）調查資料製作。
*又分大、小軍威兩部落，宜蘭管內芭荖鬱社、歪仔歪社人與漢人一起來此地定居。但，常出外到新墾地叭哩沙幹
活，而將本宅鎖住，只置留守人。

**原書有兩筆數字不同之資料，今擇其中較完整者列於此。
***加露蘭原只有戶數而無人數，今以一戶 4人為基準，估算可能人數為 12人。
****未包含更南方大道鼻庄、城仔埔庄、里那魯格社、石連埔社中，加禮宛人與馬卡道人合計之人口。

表 2　1900年東臺灣加禮宛族新居地與人口

戶

3

30

9

18

1

7

3

6

8

7

15

107

奇萊地方

加禮宛本庄

瑤高庄

竹林庄

七結庄

武暖庄

南市

十六股庄

三仙河庄

新港街庄

軍威庄 *

花蓮港街

合計

總計

海岸地方

加露蘭

新社 **

貓公

姑律庄

那里奄庄

石梯庄

石梯坪庄

葵扇埔庄

大尖石庄

大峰峰庄

姑仔律庄

合計

戶

29

14

8

9

17

12

19

18

1

─

4

131

253戶、985人 ****

戶

15

15

男

57

29

12

20

10

24

32

39

3

─

5

231

男

─

72

14

41

─

24

─

─

13

13

─

─

男

25

25

女

50

29

12

15

16

28

26

41

2

─

7

226

女

─

64

16

39

─

22

─

─

13

16

─

─

女

23

23

合計

107

58

24

35

26

52

58

80

5

─

12

457

合計

***(12)

136

30

80

4

46

12

32

26

29

73

480

合計

48

48

秀姑巒地方

媽佛庄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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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原鄉的噶瑪
蘭族逐漸融入漢人社會，新鄉的

噶瑪蘭族雖仍維持著母語與認

同，但因星散飄零，數十年來一

直隱身在阿美族的世界中，直到

20世紀末終於獲得復甦契機，
展開恢復族群身分的運動。

經過多次遷移、與外人密切

往來或通婚，噶瑪蘭族的傳統社

會文化已大幅流失。雖然如此， 施行傳統治病儀式的花蓮噶瑪蘭族婦女。（詹素娟／攝影）

噶瑪蘭族的老人家仍說著珍貴的母語，過年時會以 Palilin儀式祭拜祖先，遇到生病
或家人機運不順，則請女巫（Metiyu）施行 Pakalavi儀式治病或驅逐不淨。這種歷
滄桑而彌堅的生命力，正是噶瑪蘭族能夠捲土重來的動力。

噶瑪蘭族的復名運動，在 21世紀初大功告成；但原鄉族人，則與大部分平埔族
群一樣，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遑論民族認定。歷史緣由，導致族人分途，來

日究竟如何，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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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無形文化資產的現身與保存
王昱心

年來臺灣因文化資產法的重視，再加上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年通過的原住民
族權利宣言，申明所有民族都對構成全人類共同遺產的各種文明和文化的多樣

性和豐富多彩做出貢獻，其中第 11條提到：「原住民族有權奉行和振興其文化傳統
與習俗。這包括有權保持、保護和發展其文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表現形式，如古

跡和歷史遺址、手工藝品、圖案設計、典禮儀式、技術、視覺和表演藝術、文學作

品等等。」尤其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口述傳統文化資產保存刻不容緩。台灣於

近十年內開始舉辦相關講座與縣級普查計畫已相繼完成，以作為未來文化資產保存

行動可參考的具體資料。

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文化保存價值，並經政府機構或國

際組織指定或登陸，而無形文化資產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的定義，「無形文化遺產（資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指一
個社群或個人包含其知識、技能工具、文物及地方等常規和總體呈現，它展現了不

同文化社群間彼此的平等、持續和相互尊重，強調的是文化的多元和人類創造力。」

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始於 1982年制定，在 2005年全文修正並公佈對於文化資產
的全面性與系統性保存，在制度上提供了健全架構，也宣示我國文化資產保存邁入

一個新紀元，從有形到無形文化資產的全面性關照。當時的文建會同時頒定無形資

產登錄要點，確認「無形文化資產」的法律地位，無形文化資產包括傳統藝術、民

俗及有關文物、保存者及保存技術，舉凡各種口頭表達的形式、表演藝術、風俗習

慣、神話、禮儀、儀式和節慶、手工藝和其他藝術、建築技術、以及自然的相關知

識與實相等，皆包括在無形文化遺產（資產）的範疇，即使當今城市中的生活型態，

也是其中一部份（見表一）。

也因此，為維護文化資產，透過無形文化資產的登錄，可以促進文化傳承、發

揚、藝術流傳等等功能，這讓傳統文化獲得新生命。2009年由噶瑪蘭族發展協會與
國立東華大學、慈濟大學合作的噶瑪蘭族無形文化普查案針對：(1)噶瑪蘭族概說、
噶瑪蘭族分布與人口；(2)節慶祭典、部落祭典文化；(3)編織工藝與香蕉絲工藝；(4)
香蕉文化發展演變與功能；(5)人文傳統、生態知識五個面向進行訪查後建議，噶瑪
蘭族無形文化資產登錄類項有香蕉絲工藝、 古調、童謠、民族歌謠等屬於傳統藝術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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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疇，海祭與豐年祭、除瘟祭、年終歲末祖靈祭、入倉記、新屋祭等的是屬於民

族及有關文物範疇（見表二）。

1983年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噶瑪蘭族長老偕萬來從部落出發進行的文化復振運
動，到當代噶瑪蘭族持續進行的語言、祭儀、樂舞古調、傳統家屋建構與香蕉絲工

藝保存等，長期積累的文化能量已成為噶瑪蘭族穩固前進的力量。

傳統藝術類

民俗及有關文物

傳統工藝美術

傳統表演藝術

所稱傳統工藝美術，包括編織、刺繡、製陶、窯

藝、琢玉、木作、髹漆、泥作、瓦作、剪粘、雕塑、

彩繪、裱褙、造紙、摹搨、作筆製墨及金工等技藝。

所謂傳統表演藝術，包括傳統之戲曲、音樂、歌

謠、舞蹈、說唱、雜技等藝能。

包括出生、成年、婚嫁、喪葬、飲食、住屋、衣飾、

漁獵、農事、宗族、習慣等生活方式。

包括教派、諸神、神話、傳說、神靈、偶像、祭

典等儀式活動。

包括新正、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

冬至等節氣慶典活動。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

風俗

信仰

節慶及相關文物

表 1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

傳統工藝美術

傳統表演藝術

風俗

信仰

編藝  

雕藝

民俗音樂

民俗舞蹈

生命禮俗

生活習俗

民住民祭典

民間信仰

香蕉絲工藝

古調、童謠、民俗歌謠

Sasbo（海祭）

Gataban（豐年祭）

噶瑪蘭族祭典 Pagalavu（除瘟祭）

Palinlin（年中歲末祖靈祭）

Samogan（入倉祭）

Samagan（新屋寄）

Kizaiz（治病儀式）

文化資產保存法

民俗及有關文物範疇

傳統藝術的範疇

噶瑪蘭族普查

表 2　文化資產保存法與噶瑪蘭族普查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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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噶瑪蘭族的紀錄與研究，一般印象最早停留於清代蔣毓英記載的《台灣府

志》中，這本書成於康熙廿四年的台灣志書，記載了身處後山北段自成體系的蘭陽

平原，共有卅六社之說，這一濫觴並在日後各版志書中，包括《諸羅縣誌》、《噶

瑪蘭廳誌》、《台海使搓錄》等，形成連貫而有脈絡的譯音社名沿革，甚至持續影

響至今。事實上早在《台灣府志》成書的卅五年前（西元 1650年），荷蘭人戶口
表即記載了當時蘭陽平原噶瑪蘭族人村落超過 40個以上。然而在 1796年漢人吳沙
率漢族移民千餘人進入宜蘭平原，以致族人紛紛往南遷徙，後來的加禮宛事件影響，

噶瑪蘭族人的命運多舛，卻也開啟了新時代。現今花東地區以花蓮的新社、立德、

佳里宛以及台東長濱鄉的大峰峰、樟原等部落，是噶瑪蘭族人較集中、文化保存最

完整的部落。

在建構台灣原住民文化資產普查史料搜尋中，有文獻曾記載噶瑪蘭人在原鄉宜

蘭的生活景況，例如陳淑均修《噶瑪蘭廳志》，對噶瑪蘭人的傳統工藝中編織用具

和織物有這樣的記述：

番女織杼，以大木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便可轉纏經於上。刓木為軸，

繫於腰，穿梭闔而織之。以樹皮合葛絲及染過五采狗毛織氈，名日達戈紋。以

色絲合鳥獸毛織帛，採各色草染采，斑斕相間。又有巾布等物，頗皆堅緻。

百年前，馬偕博士在台灣傳教時亦留下不少珍貴的影像資料與文物典藏於加拿

大博物館中，其中針對噶瑪蘭族的蒐藏更加深傳統工藝的族群美感意象傳承。噶瑪

蘭族的文物不但將傳統美感經驗保留，而且與近代的復名運動相關。隨著主流社會

各項生活物資和紡織衣飾傳入，其中編織項目尤其是費時勞動的香蕉絲織工藝漸漸

式微，到 1980年代末香蕉絲織作更面臨斷層危機。在 1990年代初期，噶瑪蘭族開
始推動復名與文化復振運動，老一輩工藝師重新拾起地織機，開始編織香蕉絲傳統

布匹。而自從 1996年起，由目前已逝的祭師朱阿比、現存還持續舉行儀式的祭師潘
烏吉與潘阿玉等三人承接使命，擔任新社部落傳統香蕉絲織作指導師傅，重新教導

部落婦女編織。就這樣，近二十年來新社族人逐漸地恢復了香蕉絲編織工藝，繼續

開創新的文化傳統，讓香蕉絲的織作成為新的符號象徵。新社部落積極書寫自己的

部落史、遷移史、傳統祭典與文化發展等，企望彌補噶瑪蘭族在台灣歷史洪流中被

遺忘或未被呈現的空白，以建構族群的尊嚴與榮譽感，凝聚民族歸屬感。

如今，噶瑪蘭族的無形文化資產在新社部落保存得相當完整，除了傳統的祭儀

由潘烏吉帶領祭師團不定期舉行之外，海祭是在幾個噶瑪蘭族部落持續不斷每年舉

辦，再者就是香蕉絲工藝。香蕉在噶瑪蘭的文化中的使用非常多元，遍及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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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飾文化、住居文化、育樂文化。新社部落的噶瑪蘭族人依然保持許多傳統慣習，

持續保有永續性的觀念在使用自然資源在傳統藝術分類中，香蕉布編織作為植物資

源利用的一種形態，屬於纖維工藝類項，其登錄名稱為「噶瑪蘭族香蕉絲編織工藝」，

此工藝文化的文史資料採集，除了透過文字、影像與影音等記錄來保存，更必須實

踐才能實際的保存。近年來，新社部落從傳統香蕉絲編織技法的扎根工作，到推動

香蕉絲文化產業的發展計畫，多年下來已經開始累積了一些成效與經驗；不僅只是

保留傳統編織技藝與原料，也開啟了香蕉絲織品的創新，並連結閒置空間再利用（如

噶瑪蘭族工藝之家、新社香蕉絲工坊等等），而讓香蕉絲編織作為噶瑪蘭族民族工

藝的經典代表，強化噶瑪蘭族的族群認同。

◎本文節錄修改自《花蓮縣噶瑪蘭族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2009，花蓮：花蓮縣文化局。

 （王昱心／圖片提供）圖片翻拍自《馬偕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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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智慧到文創商品──
噶瑪蘭香蕉絲工藝創新之路

是花蓮縣玉里鎮吉哈蓋部落的阿美族人，從小在部落裡長大的我，一直想找尋

自己原住民文化使命，然而自己的部落因為早已漢化在文化的追尋上並不容

易，直到升上了大學我終於可以到外地去看看及學習。熱愛傳統與編織的我，在求

學過程中嘗試將原住民元素放在作品中，卻被老師說：「會沒有人敢使用」，雖感

錯愕但並沒有打消我對這方面的探索。在大四那年看見在花蓮有個原住民文創比賽，

利用這次機會將所做的產品帶回花蓮參加，並獲得了第一屆「原住民文創產品設計

競賽」銀獎。獲得這個獎除了對我自身所追尋得理想是一個肯定以外，也因為在評

選過程中被評審老師們看見而獲得引介，在大學畢業後來到花蓮奇美部落及花蓮新

社部落工作。本文便概略敘述筆者這幾年在香蕉絲工藝的技藝傳承，並運用於當代

文創商品開發上的學習與實驗。

來到了新社部落，不陌生的是織布技術，陌生的卻是材質上的不同。在此之前

我從未聽說過用香蕉絲織布的技術，剛來到新社香蕉絲工坊那時是 10月份，只能先
工坊的編織老師傅們學習分線、接線等技術，到了 4月份梅雨季節過後，才能夠配
合香蕉植株的生長周期開始準備線材，進行刮香蕉絲及晾曬工作。刮香蕉絲不是件

簡單的事，一棵香蕉樹幹往往只有六片樹皮可供使用，一天要刮 10∼ 15棵香蕉株，
一整個夏天下來勞動量驚人，是相當需要耐心及技巧的集體勞力工作，然而這樣只

能憑靠人力與巧勁的工藝是機器所無法取代的。

我

連佩君 Umay Siki

刮香蕉絲、晾曬、分線等工作流程。（連佩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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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段時間了解香蕉絲性質後，我
才開始在織品上做設計，先試著從簡單布面

做顏色及紋路上的變化，漸漸的想出小產品

到大產品。起初的想法是將剩餘布料放置在

異媒材上，如：鑰匙圈、小零錢包、化妝包

等；之後再設計出大的產品，將香蕉絲與皮

革做搭配，如手提包等。經過了一段時間的

打樣與討論後，訂出了幾樣產品：米穀袋鑰

匙包、環保筷套、單邊與雙邊名片夾、手機

套、零錢包、郵差包等。米穀袋鑰匙包的製

作起因是是某民宿想設計出各不同族群房間

的鑰匙，跟我們討論出是否有噶瑪蘭族特色

的鑰匙包，就這樣討論出最後定案。環保筷

套是由東華大學王昱心老師跟我提議是否能

做出筷套，討論覺得可行之後，透過在網路

上進行相關搜尋資料，逐步構想出攜帶方便

及好用的筷套。製作單邊名片夾之前都是習

慣做雙邊名片夾，在看到藺草編的名片夾後

有所啟發，便試著用我們香蕉絲去做看看，

成果頗受好評。

香 蕉 絲 文 創 商 品 於「 我 們 ‧ 噶 瑪 蘭

Aida‧Kavalan」特展中的展出實況。（照片提
供／臺大人類學博物館）

工藝師們進行染布。（潘朝成／攝影）

初始的產品都比較偏向女性化，

於是便著手嘗試製作中性或男性的

產品，設計大型一點的包款（如郵

差包），過程中我畫出各種設計圖

與老師討論，而後在袋蓋上做不同

香蕉絲變化。這些都是必須依據產

品的需求，從整經、織作時，考量

色線、紋路、尺寸等，每個步驟都

需要縝密的規劃加上重複的實驗與

試作，然而香蕉絲布塊得來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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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工藝師以桌上型織機編織。（潘朝成／攝影）

從材料取得到織作均是相

當耗時與人力的傳統工序，

因此在研發過程必然會花

費很多時間。然而每一項

產品在推出之前的設計、

打板、打樣，都是要將產

品做得更好。一開始設計

的產品都比較偏向於年輕

人的喜好，漸漸也開始拓

展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分類出高價位到低價位的產品。與此同時，香蕉絲工坊與噶

瑪蘭協會也持續努力在國內外尋找各種平台讓工坊的作品亮相，透過作品為噶瑪蘭

的傳統文化發聲。

對噶瑪蘭族人而言，整株香蕉都有它的用途，從種植、砍伐、刮絲、晾曬、分線、

捻線、繞線、整經、染色到編織等過程，儘管繁複卻涵蓋了相當的傳統智慧與技術。

對現代人而言，每個步驟的學習與熟稔都不是那麼容易，必須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

練習，而香蕉絲工藝的製作過程相較其他又更為繁雜，因此雖然這是獨一無二的珍

貴技術，但在承傳上仍面臨著斷層的危機。然而使用天然素材、傳統技藝做出新的

文創商品，將以前的工藝建立在日常生活中，表達了噶瑪蘭族的精神與文化價值，

值得為此尋求開創更多的文化產業的機會。不管是噶瑪蘭族還是阿美族，都是在為

自己族群堅守那份使命，在學習的過程亦是在加強自身的自信與價值，希望新社部

落的年輕人能願意返鄉為自己部落傳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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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平埔記憶──
博物館文物中的噶瑪蘭身影

年來有些論述對於「平埔族」是不是臺灣原住民，出現一些令人不解的質

疑。事實上，「平埔族」是在臺灣長期歷史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名詞，它並不

是指一個族，而是指許多早期居住在臺灣西部、北部或東北部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族

群。這些族群與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一樣，都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也展現豐富多元的文化面貌。然而，從十七世紀起，這些地區的原住民
陸續被外來政權納入統治範圍。清代時期，將這些需要納稅或服役的平原地區原住

民統稱為「熟番」或「平埔族」，以此相對於生活在山區沒有被納入統治版圖的「生

番」或「高山族」。這些平埔族群在漢人移民大量移入的影響下，生活空間不斷縮減，

社會型態和文化面貌也大幅變化。

由於「平埔」這個名詞之下包含非常多樣變動的人群屬性、內涵、文化特色

與認同，早期統治者對於其文化關連或差異，並沒有清楚的分辨概念。直到十九

世紀末期，最早到臺灣進行原住民調查的日本學者伊能嘉矩（Ino Kanori），才
提出比較學術性的分類體系。他將當時受到漢文化影響而語言、文化多已流失的

「平埔族」，根據其祖源傳說或語言、文化差異區分為 Kavarawan（噶瑪蘭）、
Ketagalan（凱達格蘭）、Taokas（道卡斯）、Pupuran（巴布拉）、Poavosa（巴
布薩）、Pazzehe（巴則海）、Arikun（阿里坤）、Lloa（羅阿）、Siraiya（西拉雅）
和 Ttao（馬卡道）等十族（伊能 1898）1。其中，「噶瑪蘭族」是早期居住在臺灣

東北部宜蘭平原的原住民，也是目前政府認定為臺灣原住民族之一。

「噶瑪蘭」一詞，十七世紀就開始以「Cabalan」或「Kavalan」等不同拼音出
現於西班牙或荷蘭文獻，或是以「蛤仔難」、「甲子蘭」、「蛤仔難」或「哈仔瀾」

近

一、「平埔」與噶瑪蘭

胡家瑜

文獻評介

1 伊能的平埔分類架構看起來雖然頗有系統，但是他並未能夠說明這些平埔族群有什麼文化性質差異，也沒有為他

所區分的十族留下可供比較分析的具體圖像。=統智慧』第三年度系列年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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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譯出現在漢人紀錄。十八世紀末吳沙率領漢人移民進入宜蘭開墾之前，宜蘭平

原分布著許多噶瑪蘭聚落，清代方志通稱為「蛤仔難三十六社」。十九世紀初，宜

蘭被清政府納入版圖，漢人開始大量進入移居開墾，因此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起噶

瑪蘭人大批遷離原居地，往南向花蓮和台東一帶遷居。留在宜蘭地區的噶瑪蘭人，

因為國家體制和外來強勢文化的影響，社會生活快速變遷。相較之下，遷居花東地

區的噶瑪蘭人，由於地理偏遠和聯外交通較為困難，不少語言和文化傳統因而得以

保存延續至今。2002年，「噶瑪蘭族」爭取復名成功，正式被政府認可為臺灣原住
民的第十一族；這也是平埔各族當中第一個被官方認定的族群。

二、噶瑪蘭收藏的歷史脈絡

噶瑪蘭社會大規模變遷和族群離散過程中，少數具體的物質文化標本、影像和

聲音資料，因為外界的收藏採集活動而保留下來。這一波收藏採集風潮，與十九世

紀西方民族學科的興起和發展有密切關係。當時民族學研究者認為藉由分析研究收

藏採集來的物質文化標本，是理解不同社會文化特性的最佳管道。因此，採集各地

的文物標本，被視為是研究文化的必要過程。然而，這些跨文化的收藏採集活動，

無可避免地受到民族學知識建構和殖民勢力擴張的影響，經常伴隨著複雜的統治支

配和權力競賽關係。

十九世紀後半期，最早開始在臺灣採集民族

學標本的先驅者，是臺灣開港後前來的西方領事

官員、商人或傳教士。雖然他們採集的臺灣原住

民或噶瑪蘭文物數量並不算多，物件種類也相當

零散片段，但是卻在臺灣社會經歷更全面性的殖

民現代化大變化之前，難得地留存下一些珍貴的

文物標本，可以作為說明過去物質系統、技術或

形式風格的具體管道，以及反映社會生活變遷的

物質證據。當時採集噶瑪蘭文物的重要人物如馬

偕（Lesile G. Mackay）牧師。馬偕 1871年底
從加拿大來到臺灣，是最早深入北部至東部各原

住民部落的西方傳教士。其中宜蘭平原的噶瑪蘭

36社，以及花蓮平原的加禮宛5社（大社、竹林、
宜蘭噶瑪蘭新娘盛裝，根據加拿大皇家安大

略博物館馬偕藏品復原。（胡家瑜／研究製

作　陳瑞鳳／繪圖　郭欣諭／影像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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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暖、瑤高、七結社），都是他積極宣教的部落。他在四處宣教旅行的同時，也有

意識地採集文物做為標本和見證。因此，他在 1870至 1880年代左右，收藏了許多
現今難得一見的噶瑪蘭服飾文化標本，例如宜蘭平原的新娘盛裝禮服、多彩華麗的

瑪瑙珠和玻璃珠首飾、精巧的香蕉絲織布，以及宗教祭儀物品等約 40多件。現在這
些藏品都保存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
這一批收藏可能是目前留存下來最早、最精采的噶瑪蘭文物之一。

由於第一波的收藏者，大多是階段性來臺工作或旅行探險的歐美人士，他們採

集的文物標本和資料大多輾轉帶回母國成為西方民族學博物館的藏品。直到 1895年
日本取得臺灣之後，才開始系統性地運用國家力量，展開原住民調查研究和臺灣知

識建構行動，而收藏採集研究也成為機構性的長期工作。日本時代的原住民研究和

採集動力相當多元，除了國家力量的支持和推動之外，還有不少私人興趣者進行採

集收藏；不過當時許多平埔族群聚落已經離散瓦解，因此噶瑪蘭相關收藏已經不易

取得。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的「土俗人種學講座」（也就是現今臺大人類學
系的前身），無疑是日本時代收藏保存原住民藏品資料的重要機構之一，其藏品當

中涵蓋不少珍貴的噶瑪蘭藏品資料，總計包括文物 40件、田野照片 29張、16釐米
紀錄片 1件、蟲膠錄音唱片 8張、古文書 70件。這些噶瑪蘭藏品的主要來源，除

了最早的原住民研究先驅伊能嘉矩之外，還包括土俗人種學講座師生如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和馬淵東一、語言學講座教授淺井惠倫等人，民間收藏家如尾崎秀真、鈴

木泉、元根平太郎、增田善造、伊藤景文、宮川次郎、服部正夷，以及噶瑪蘭族人

林大謹獅、偕夏氏阿悲等人。

目前保存在臺大人類學博物館的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座」時期噶瑪蘭藏品

類型項目非常多元，可以呈現不同層面的過去生活面貌：(1)文物藏品 40多件中，

伊能嘉矩 1897年在宜蘭辛仔罕社採集的噶瑪蘭木雕屋板。（臺大人類學系藏品＃ 360／伊能嘉矩採集，1929
年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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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不少日常生活用具如人像雕花屋板、陶

器、木盤、木杵、木臼或織布工具等，反而

服飾文物相對較少。(2)田野影像 29張，
主要呈現日本時代宜蘭流流社、大竹圍、

壯圍，以及花蓮加里宛等地的生活景觀和樣

貌。(3)黑膠錄音唱片 8張，尤其難得的是
這些宜蘭壯圍社頭林氏伊排的口述錄音唱

片，內容講述傳說故事如「吹笛小孩的故

事」、「殺父的故事」、「Ngazi的故事」、

宜蘭壯圍庄社頭村噶瑪蘭老婦人吳林氏伊排。（臺

大人類學系收藏＃ 3302／淺井惠倫 1936年攝
於臺北帝大）

1863年（同治二年）抵美福社手
摹古文書。（臺大人類學系藏品

＃ T034）

宜蘭羅東流流社家屋前的噶瑪蘭族人。（臺大人類學系藏＃A232
／ 1932年拍攝）

「Mutravai的故事」、「Saturai」和「Kizaiz」等，
其中敘事的語言可能是現今也經消失的多邏美遠語或

「Tobuwan」語。(4)動態影像記錄片 1部，宜蘭流
流社 16厘米生活記錄片約 5分鐘，是日本時代少數
留存的民族誌記錄片。(5)噶瑪蘭古文書藏品 70件，
相關區域和聚落涵蓋了宜蘭地區的抵美福社、武煙

社、奇武荖社、里腦社、武罕社、新自裡簡社、流流

社等。這些古文書，大部份是民間契字，包括房地買

賣、招墾樸耕、典貸借洗、鬮分合約、租稅帳簿、書

函等各種不同類型；僅有少數為訴訟狀、或官府諭示、

佈告、證照等；時間最早從 1818
年（嘉慶 23年），最晚到 1903
年（明治 36年）；反映出噶瑪蘭
族人面臨清政府強勢統治後，大量

漢人進入開墾移居而無可避免的接

觸、競爭、土地流失和社會變遷。

其他國內、外博物館，如臺灣

博物館、順益博物館、大阪民族學

博物館等，也保存有一些早期噶瑪

蘭藏品，不過種類和數量更為零

散。大體而言，噶瑪蘭藏品的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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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日本時代結束後已經逐漸停止，一方面因為社會生活的現代化變遷，手工文物

的製作和使用大為減少而衰微；另一方面 則是因為過去文物早已從部落中陸續流失。

三、離散、連結與記憶再現

現今保存在博物館的早期噶瑪蘭藏品資料，雖然脫離了原本的社會生活脈絡，

成為零散的學術研究資料；但另一方面也是現今少數能夠再現過去文化意象和噶瑪

蘭人活動身影的具體材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些穿越時空界線的藏品，可以

不再只是過去的物證，也不僅是學者分析研究的材料，同時也可以做為噶瑪蘭族人

建立自我意識和族群認同時再現的文化象徵符號。藏品的價值在時空情境變化中，

也能夠轉化為重新連結當代部落，召喚過去記憶的關鍵媒介。

為了嘗試建立博物館噶瑪蘭藏品與當代部落關係的連結管道，筆者於 2009年
在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國家型科技計畫──臺灣大學數位典藏創新應用前

鋒計畫（EPEE）：1930年代臺灣平埔族群影音資料整合應用與推廣放映計畫」項
下，以臺灣北部與東部地區的平埔族群──凱達格蘭與噶瑪蘭為主題範疇，邀請知

名的噶瑪蘭導演木枝‧籠爻（潘朝成）合作，拍攝出版《收藏的平埔記憶──再現

噶瑪蘭與凱達格蘭身影》（2011）。影片中使用了許多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保存
的「土俗人種學講座」時期採集之噶瑪蘭和凱達格蘭相關文物、照片、錄音片和影片，

並且整合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chool）「淺井（惠倫）
文庫」保存的 1930年代相關影音資料。影片的主軸除了呈現各博物館保存的藏品資
料之外，同時也深刻地探討當代平埔族人追尋文化認同的歷程。為了擴大影響層面，

計畫同時建置了《流動的歷史軌跡與收藏的平埔記憶──噶瑪蘭與凱達格蘭》網站

（http://www.pinpu.digital.ntu.edu.tw/），讓大家可以更主動地接觸和搜尋影片相
關背景資料。影片完成後，分別先在宜蘭的奇立板部落、加禮宛部落、流流社，花

蓮的新社和立德部落，以及花蓮市文化創意園區和國立台灣博物館等地舉辦了七場

放映會，讓部落族人可以優先看見相關資料訊息。

另一種嘗試管道則是推動部落合作策展計畫。2014年 10月 24日至 12月 8日，
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邀請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合作，推出「我們‧噶瑪蘭」

（Aida Kavalan / Aita Kebalan）特展，做為「再現臺灣原住民的傳統智慧」系列
2014年的年度特展 2。此次展覽由部落籌備策劃和定題、並且到臺大庫房挑選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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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部落提供的展品相互搭配展出。展示內容包括：噶瑪蘭族歷史、到海洋文化、祖

靈信仰、服飾織布、木雕工藝，以及香蕉絲織布復振成果等。開幕當天特地邀請部

落巫師到博物館展廳進行祈福儀式，現場也請族人前來示範香蕉絲抽絲過程與互動

教學。展覽期間，並在博物館舉辦「學習祖先木雕技法的精神」、「從傳統智慧到

文創商品」、「博物館與部落共構下的新關係」三場部落知識講座，邀請安排族人

講師前來演講。這樣的展覽，不但獲得部落族人的迴響，也讓博物館的參觀者很感

動，認為可以更直接地聽見部落的聲音和更內觀的看見部落文化知識。

如果過去的博物館的設立，是以物的收藏保存為主要目的，而物的收藏過程卻

無可避免造成了社會文化脈絡的割離斷裂。那麼，新時代博物館藏品的運用，則需

要反向操作，以人和社群為主來填補和連結過去斷裂的鴻溝，並且尊重不同社群的

觀點和自我表達論述。總之，透過影片或展覽，都是再現過去藏品和召喚當代記憶

的一些方式。博物館的物質文化遺產和當代部落記憶的結合，還需要找尋更多未來

的可能性。如此才能讓在歷史洪流中飄零離散的珍貴藏品資料，重新建立與過去脈

絡的多元連結，也讓博物館真正發揮文化動態傳承的功能。

◎ 本文節錄修改自：胡家瑜，2011，“噶瑪蘭與凱達格蘭的收藏與記憶”，《收藏的平埔記憶──再現
噶瑪蘭與凱達格蘭身影》，臺大出版中心。2010，“平埔意象與物質文化收藏：歷史軌跡中文化交互作
用的投射”，「東アジアの民族イメージ：前近代における認識と相互作用」，日本大阪民族學博物館。

2010/03/20-21。2000，“古文書與平埔研究”，《漢學研究通訊》，頁 353-361。

2 這次噶瑪蘭特展，是繼2012年與蘭嶼部落基金會合作進行「達悟（Tao）雅美（Yami）人器物與生活藝術」特展，
2013年與排灣牡丹鄉社區合作推出「看見‧牡丹」特展之後，臺大人類學博物館舉辦的『再現臺灣原住民的傳
統智慧』第三年度系列年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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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織噶瑪蘭族傳統新娘裙的心路歷程
偕淑月 Ngolan

從小在花蓮縣豐濱鄉的新社部落長大，每當有慶

典活動時，心裡想著，爸爸從小就教導說：「我

們是噶瑪蘭人，不是阿美族。」可是為什麼媽媽總是

穿著阿美族的服飾 (圖 1)？長大後才知，噶瑪蘭族親
在 18世紀末因為吳沙的武力進犯而從宜蘭迫遷到花蓮
後，大多與閩南人、阿美族人混居，隱藏自己的族群身

分，所以大多穿著阿美族的傳統服飾參加慶典活動。

民國 76年 11月 23日省立博物館要借展新社出土
的岩棺，並要我們豐濱鄉的 5個部落在台北新公園「豐
濱之夜」活動中展演，當時唯獨我們新社的噶瑪蘭族沒

我

文物掌故

有自己的傳統服飾可穿著。我的先生

楊功明因而自告奮勇前往台大人類學

系尋找協助，並經同意拍回在宜蘭採

集的噶瑪蘭族白底滾黑邊的漢式上衣

服飾標本。於是我們就從該標本及族

裡耆老記憶做為參考，以一套白底滾

黑邊的噶瑪蘭族「漢式」服飾 (圖 2)，
作為當時展演 kisaiz的服飾，也成為

噶瑪蘭族傳統服飾復活源起。當時的

活動中，族人們打破禁忌，表演了沉

寂四十年的 kisaiz （除瘟舞）(圖 3)，
讓各界發現噶瑪蘭族人仍然存在並未

消失！

第二套是民國 81年 10月 15日
花蓮及台東的族親到宜蘭參加宜蘭縣

政府舉辦的「後山噶瑪蘭人返鄉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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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不免哀愁，我們噶瑪蘭族

的服飾及編織技藝都沒了嗎？

在傳統上噶瑪蘭族是母系

社會，除了特有的香蕉絲織布

外，棉麻編織也是噶瑪蘭族婦

女重要的傳統技藝。但由於年

代久遠，又無妥善的傳承，導

致許多噶瑪蘭族傳統編織技法

已失傳，相關的織布標本更是

無從尋找。阿比阿嬤她們開始

4

5

根」活動時穿著的米色的服飾 (圖 4)，
只用簡單的緞帶裝飾。第三套則是民

國 91年 8月 9日阿扁總統參加新社豐
年節活動時穿著 (圖 5)，這時的服飾雖
然也是黑白色系，在誤導下卻出現了許

多的亮片，試想以前的人那來的亮片？

從此之後，我們噶瑪蘭族的傳統服飾好

像就這樣的被定調為黑白的，看到其

他族群漂亮的傳統服飾及編織品，心

復織香蕉絲時，記憶中長輩們的整經台上立有五根柱子，而她們只會四根柱子的平

織整經法。

在噶瑪蘭族多年復名過程中，發現不論是在考古出土陶甕中豐富的圖紋或線條

多變的木雕圖案⋯⋯等等，在在顯示噶瑪蘭族在藝術上的成就。民國90年6月2日，
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舉辦的「馬偕博士收藏台灣原住民文物展─沉寂百年的海

外遺珍」特展中，看到失傳已久的噶瑪蘭新娘裙標本，我便心情振奮的立志：「我

要學習織布，把這件裙子復織起來。」

民國 90年 10月透過新社家政班「香蕉絲採取及編織研習」的課，我開始向阿比、
烏吉、阿菊阿嬤學習地機編織，遺憾的是因為膝蓋、腰不好，到現在還是沒將當時的

香蕉絲編織完成，在這兒只能向在天上的阿比阿嬤及還在部落的烏吉、阿菊阿嬤說聲

對不起！雖然沒完成，但我對編織仍有相當的興趣，謝謝大妹夫陳嘉信及弟弟天明，

兩人分別為我打造了鐵製及木製的織帶機，讓我不用為無法使用地織機而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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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一邊上縫紉課，一邊用掃瞄方式將順益博物館出版的新娘裙頁面掃瞄放大，
就在現有服飾樣式下選用新娘裙的珠飾部份縫製完成了我家小妹淑惠所穿的一套衣

服。她所背的情人袋，袋子部份是參考宜蘭文獻第六期內的木雕圖紋，用十字繡的

方式呈現。當時只做了兩個，爸爸生前常背出門的那一個，已被他帶到天堂。當年

在花蓮沒找到同形狀的瑪瑙珠，就用塑膠珠替代。92年 2月 22日復名成功慶祝活
動，姊妹 4人終於各有一套服飾可穿。94年再為弟弟的女兒縫製了一套圓裙，這時
橢圓形的塑膠珠樣式已退流行，工廠不再生產，因此只能用圓形珠替代。在 101年
12月 25日復名 10週年活動時，我把這件裙子加上有新娘裙圖紋的織帶，請烏吉阿
嬤穿上 (圖 6)，參加走秀活動。

6

我透過拜師加自學學會了平織織紋組織圖的繪製及陰式挑織的技法，民國 96年
5月，當年任噶瑪蘭協會理事長的潘朝成老師要我將協會送到苗栗尤瑪老師那兒培
訓學習編織的江鳳蓮小姐，用從日本帶回的毛線以挑夾的方式復織出來的一塊傳統

新娘裙織紋的織布塊，加工縫上珠飾做成一件裙子，以便在工藝之家展示 (圖 7)。
終於有機會與新娘裙圖紋直接接觸，然而那一年卻因為工作時間上的交錯，而無法

直接向鳳蓮學習，雖然將她的織布塊各個織紋的正反面圖紋拍下來，但卻不知如何

織作。

不甘心就此斷了復織新娘裙的夢，只好自己摸索，先利用電腦或投影機放大照

片，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用 Excel斷斷續續的將鳳蓮所織的圖紋組織圖繪製起來。繪
完組織圖就向香蕉絲工坊借織帶機，然而在無人可詢問之下，自己摸索了 2個星期，
還是搞不懂如何挑夾。其間曾多次想放棄，但想到我的父親偕萬來先生，帶著體弱

病痛的身子都可以為噶瑪蘭族的復名運動堅持的努力二十多年，便又有了堅持做下

去的勇氣。雖然還不會挑夾，但這次我竟然用我會的陰式挑織法試織，看著挑夾的

組織圖將新娘裙的織紋織出來了，興奮之餘，重新燃起復織噶瑪蘭傳統新娘裙的夢

想，最後花了一星期的時間終於研究出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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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10月，潘朝成理事長將台大人類學系胡家瑜老師自加拿大皇家博物館拍
回的新娘裙圖紋給我。依據胡老師的相片，我再次利用電腦，將我之前的圖紋重新

整理。在整理中，發現鳳蓮織的那套有二個圖紋是馬偕這套所沒有的，而長長如槳

的圖紋（此圖紋在台灣原住民族中是噶瑪蘭族獨有的織紋）(圖 8、9)，鳳蓮織的是
單菱形，而馬偕收藏的這套則為連續的 2個菱形圖紋，據說鳳蓮織的這套服飾標本
收藏在台灣博物館，真希望有機會親眼目睹。

101年 2月接到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總幹事我的大妹淑琴的電話通知，說
要藉花蓮縣原住民部落大學的課程，要我教新娘裙圖紋的編織，因為學生當中有我

當年高齡 74歲的媽媽和許來富表姐，在上第一堂課時，甚至緊張到找不到袋子裡上
課要用的資料。部落婦女不愧都是編織高手，她們很快地就進入狀況，學會了並看

懂我的繪圖。

 101年 9月花蓮縣原住民部落大學第二學期的課程，為配合 12月 25日的復名
10週年活動，潘朝成理事長要我們穿有新娘裙織紋的裙子走秀。我們用短短三個月
的時間準備做一套服飾，就原有的黑白服飾用新娘裙織紋的織塊及珠飾圖紋加以改

良。因受限於工坊現有織帶機能織的範圍極限，以胡家瑜老師給我們的馬偕博士收

藏的新娘裙為藍圖，用陰式挑織的方式，織了紅、藍兩色各十公分的織帶 (圖 10)。
之所以沒用傳統的挑夾方式織布，是因為我們年底根本無法趕織出來。趕工缺乏指

導，將織帶縫上裙子時，才發現上面那層藍色織帶若能減少到 6至 7公分，將更為
完美。

8 9 10

要作裙子之前，為了找類似傳統新娘裙上的瑪瑙珠多次北上，但又碰到 96年在
花蓮買不到類似形狀的困擾。102年部落大學的課程，因為瑪瑙珠成本貴，再加上
找不到類似形狀的瑪瑙珠，我們只取了新娘頭飾底下玻璃珠珠飾圖紋部份做了頭飾

(圖 11)。為了學會串珠，一樣是先繳學費找老師上課，學成後自己再加以改良，用
最淺顯易懂的方式教部落姐妹們串珠，也參考頭飾圖紋，串了兩串項鍊 (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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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下半年，我們完成了情人袋的縫製 (圖
13)，至此我們終於完成了完整的一套服飾 (圖 14)。
完成了這些，我們很希望族親能認同我們，希望能跳脫

噶瑪蘭族黑白兩色傳統服飾的刻板印象，改變我們現有

的傳統服飾為這套有傳統圖紋的服飾。畢竟，我們是有

很漂亮的編織圖紋。

兩年多來，很感謝部落大學的姐妹們，有太多要感

謝的人，也留下諸多感動，因為大家相互支持、協助，

我們才能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得以傳承噶瑪蘭文化的

使命。從她們身上讓我學到了，學習不論年齡大小，即

使如高齡 76歲的許來富表姐、嚴玉英老媽，只要肯學，

有愛、有行動就能為族群帶來愛和希望，也體會到同心就有力量。然而，雖然學會了

新娘裙的各種織紋，但我們還是不明白圖紋代表的意義，希望各界專家學者能協助我

們，讓我們能清楚明瞭祖先編織圖紋所代表的意涵。也請繼續陪伴支持我們這條噶瑪

蘭族文化傳承之路。

◎本文作者偕淑月，噶瑪蘭名 ngolan，為噶瑪蘭族文化復振行動的重要推手之一偕萬來（1932-2008）
的大女兒，偕萬來其身平事蹟參見本刊第 16期，32-36頁。
◎本文所有照片提供者均為作者本人。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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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族復名運動

噶瑪蘭族歷經 15年的復名運動，於 2002年 12月 25日獲得台灣政府認定為台
灣原住民族第十一族。噶瑪蘭族復名運動的阻礙，主要來自於政府保守的態度、學

者對族群身分真確性的懷疑，以及社會大眾對噶瑪蘭族的無知。除了鼓勵、歡迎專

家學者的研究與各式媒體的報導，噶瑪蘭族更是主動出擊，以兩種途徑進行復名運

動：一是靠族人接受公私機關團體的邀約，表演、展示或講演噶瑪蘭族文化，藉以

讓社會大眾知曉，並博取同情與認同；一則是遞呈陳情書、請願書等，直接向政府

表達正名的訴求，或藉媒體對官方做公開呼籲或聲明。

圖說：1996年 3月 14日，旅北噶瑪蘭族後裔到台北市政府與內政部，要求認定噶瑪蘭族為台灣原住民族。
地點：台北市政府

攝影：潘朝成 (Bauki Angaw)

老照片講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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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aiz 與 Pakalabi
Kisaiz是噶瑪蘭族專為少女治病且有集體宗教活動的儀式，經 Kisaiz儀式治癒

的少女，便具有Metiyu（祭師）的資格，自然成為Metiyu團的一員，之後便可開
始學習占卜、醫療、消災解厄等祭儀行為。

Pakalabi是Metiyu專屬的祭祀與醫療行為，並選擇夏末初秋天上沒有月亮的
日子舉行。Metiyu們面向北方迎請噶瑪蘭族眾神靈以及祖靈降臨，為身體欠安的
Metiyu治病，同時也為部落祈求平安順利。舉行 Pakalabi的當天，Metiyu必須遵
守食物戒律，直到祭典結束後月亮高掛夜空時的第二天便可解除齋戒。倘若天氣不

佳，下雨或雲層遮掩了月亮，則Metiyu必須繼續遵守食物戒律，一直等到月亮出
現為止。

老照片講古 2

左圖：1994年 9月舉行 Pakalabi除瘟祭。由於
噶瑪蘭族來自北方，因此祭儀缺口必須面向

北方迎請神靈與祖靈。

地點：豐濱鄉新社部落

攝影：潘朝成（Bauki Angaw）

上圖：1994年 9月多位Metiyu一起舉行Pakalabi除瘟祭，
儀式結束Metiyu與部落族人分享麻糬並一同歡愉歌舞。

地點：豐濱鄉新社部落

攝影：潘朝成（Bauki Ang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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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1996年 6月，朱阿比（右一）、潘烏吉（中）、朱阿菊（左
一）回到宜蘭原鄉展演香蕉絲編織文化。

地點：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流流社

攝影：潘朝成（Bauki Angaw）

上圖：1997年 6月 ,潘阿玉與朱阿比工藝
師從香蕉假莖抽取香蕉絲。

地點：豐濱鄉新社部落 
攝影：潘朝成（Bauki Angaw）

老照片講古 3

香蕉絲編織

1968年，花東海岸公路通車後，現代物質進入東海岸，香蕉絲編織逐漸沒落。
1990年代初，朱阿比工藝師憑著記憶開始編織香蕉絲，並邀請潘烏吉、潘阿玉加入。
噶瑪蘭族復名過程中潘阿末、朱阿菊、潘天利、陳仁愛、嚴玉英、陳文麗、潘金英、

潘秀蘭等人在台灣各地展演香蕉絲編織，從此香蕉絲編織文化在新社部落逐漸活絡

與發展。

香蕉株從種植取纖到編織等複雜工作，是密集的農業勞動。香蕉絲不只是編織

布料與編織作品而已，它充滿了噶瑪蘭族的汗水、情感、精神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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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建構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治理架
構」整合型計畫簡介

國研究倫理治理架構的建制在過去十餘年間的發展包括主要以生物醫學體系所

確立的《人體研究法》，以及科技部針對行為與社會科學面向的人類研究倫理

審查制度之推廣，試圖規範研究工作的進行符合研究倫理的要求，並成為國內學術

社群的重要課題，在諸多面向上均考驗著研究人員是否能在知識拓展以及學術研究

的社會責任間取得適當平衡。然而，當研究計畫涉及原住民族時，與其相關之社群

參與、文化差異以及利益分享等議題，雖已有若干學者進行研究，且在法規上已有

若干簡要原則性規範文字，但在具體實踐或操作上明顯仍存在許多空白不明之處，

不但容易讓研究社群不知所從，對研究社群與原住民族之間的信任關係亦潛藏危機。

目前與原住民族相關之研究倫理議題因受《原住民族基本法》和《人體研究法》

等規定，有獨立進一步探討之必要。《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和《人體研究法》
第 15條規定，相關研究計畫必須事先諮詢並取得各相關原住民族集體同意。此外，
《人體研究法》第 5條第 1項所公告，將包括原住民等對象列為「得免倫理審查委
員會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中，意即這些群體應受特別保護，故應對此類研究

計畫進行正式審查。

「建構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治理架構」是以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為首組

成研究團隊，針對科技部 104年度「多元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部落與社會發展研究」
計畫徵求所提出的兩年期的整合型計畫。本計劃主要以國內研究倫理治理架構中有

關原住民族部分之具體實踐方式為探究目標，集合具原住民背景或熟悉原住民族議

題之跨領域研究人員組成研究群，分別就其所關心的原住民族研究倫理議題為主題

進行研究，目標為協力完成《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準則》手冊文件之試擬以及「原住

民族研究倫理諮詢制度」之試行，前者將作為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實體內涵，後者

將作為推動實踐該內涵的具體運作機制。

組成本整合型計畫的子計畫大致分為兩大類：子計畫二、三直接處理實踐方案

的建構問題之相關研究，尤其是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準則之內容以及專業諮詢制度；

子計畫一、四、五、六、七則為就當今原住民族研究主要相關學術領域所可能遭遇

的研究倫理議題所進行之探究。

我

時事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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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謝若蘭副教授主持、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蔡志偉副教授共同主持的子計畫二「原住民族研究倫理諮詢機制的治理與管理建置」，

透過檢視全國相關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的運作實際狀況，建構資料庫，並赴加拿大與

紐西蘭等地進行移地研究，試圖釐清具體治理與管理的運作方式及可能的挑戰，目標

在於設置研究倫理諮詢與把關看守的具體操作模式與制度。東華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陳張培倫副教授主持、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日宏煜助理教授共同主持的子計

畫三「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準則之建構」思考如何在既有對易受傷害群體的保護思維以

及原住民族集體權利意識高漲之背景脈絡下，制定更為明確且具實際指引效果的應用

準則，與子計畫協力完成《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準則（草案）》之撰寫。

東華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高德義副教授（亦為總計畫主持人）的子計畫一「原

住民族發展倫理及研究倫理」，追溯發展研究歷史，以及面對當今逐漸朝向工具性

的轉型，所引發的理論相關問題，探討原住民族發展研究倫理治理架構的理論或知

識基礎。東華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李宜澤助理教授的子計畫四「在地知識與技術研

究的反思：原住民科學與技術研究之倫理議題研究」，從科學與技術及後殖民取向

的人類學分析原住民研究在倫理審查議題。東華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黃毓超助理教

授主持、李佩容副教授共同主持、湯愛玉助理教授協同主持的子計畫五「原住民族

語言與傳播研究倫理規範之探討與建構」，聚焦原住民族語言與傳播研究倫理議題

探討及具體規範建構。東華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許俊才副教授主持、慈濟大學護理

學系怡懋‧蘇米副教授共同主持的子計畫六「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研究倫理準則與諮

詢機制之探討」，建構涉及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研究議題的研究倫理操作準則與諮詢

制度。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楊政賢助理教授主持的子計畫七「在地知識、

文化轉譯與研究倫理的反思——蘭嶼達悟族傳統歌謠知識體系的調查」，鎖定蘭嶼傳

統歌謠知識體系，透過對在地知識、文化轉譯與研究倫理等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理解，

為「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準則」之擬定提出具體參考案例。

與台灣同樣承認原住民族之存在及地位，並同樣賦與原住民族以民族自決的美、

加、澳、紐等國，在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建置過程中，也遇到了原住民族研究倫理諸

般議題。因此，研究團隊的移地研究將藉由他山之石，使此整合型計畫藉由參考國

外相關制度，於深究台灣原住民研究之獨特處境與課題，提出實務性的倫理機制的

治理與管理機制。

 
◎本文由研究團隊助理張瀠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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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蕃鄉風物誌》

作   者：小泉鐵原著
譯   者：黃稔惠
出版社：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出版日：2014/8/1
ISBN：9789860407907

《蕃鄉風物誌》為日本學者小泉鐵於西元 1932出版的著作。日本對台灣原住民
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895∼ 1900的東京人類學會時期，本時期
著名的學者有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等人；第二個階段是 1901∼ 1928年
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時期，佐山融吉、小島由道、岡松參太郎⋯等人為本時期的

主要人員；第三個階段則是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成立，對台灣原住民

所進行的持續相關記錄。然第二階段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於 1915年止，其後
直到帝國大學成立前，台灣原住民族的調查呈現空白期，本二書作者小泉鐵便是於

此時期的代表學者。

小泉鐵於 1925至 1928年間數度進出台灣，並多次進入東部阿美族與南投的泰
雅族賽德克群（今賽德克族）進行實地調查，作者身為「古代律法」的學者，因而

傾向以法律社會學立場來研究原住民族社會，並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了這兩本著作。

《蕃鄉風物誌》記錄作者於各地所進行的田野調查，目的是為了提供讀者正確了解

原住民，讓台灣原住民被更公平的看待。為求完整編輯，書中亦附上多幅由其親自

拍攝或其他人所攝的照片。

《台灣土俗誌》

作   者：小泉鐵
譯   者：黃廷嫥、何姵儀
出版社：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出版日：2014/08/01
ISBN：9789860407891

《台灣土俗誌》同為小泉鐵由其於1925至1928年間數度進出台灣的記錄所著，
於西元 1933年出版。《台灣土俗誌》一書分四大類別 1.各族概略性陳述，2.以話
題為標，提供事實真相，3.阿美族與泰雅族（賽德克群）的社會組織做系統性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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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番政策問題。作者以事實為根據，記錄詳實且文筆深入淺出，兩本書讀來均容
易了解。原著作所論述內容除以阿美族、泰雅族賽德克群為主要對象外，其口述中

或鄰近族群亦有涉及，為復原族語部分，其相關部落與專有名詞的術語，於本次翻

譯過程均請各族人或採黯記母與熟練人士協助羅馬拼音，由多位專家共同協助完成，

並於書末附上日治時期部落名稱對照表以茲參考，供有興趣或想進一步研究的讀者

自行翻閱核對。

《末代 Sapalengaw的話：馬太安大頭目 Unak Tafong 1958年錄
音重現》

口      述：Unak Tafong（何有柯）
主   編：黃宣衛
記音翻譯：Namoh Rata（吳明義）
出 版 社：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出 版 日：2014/07/01
I S B N：9789860417289

自 1958年開始，中研院民族所到花蓮縣光復鄉展開一連串民族學調查。本書是
根據當時馬太安 Unak Tafong（何有柯）先生口述，所錄下的八卷盤式帶，內容有
該部落的歷史、系譜、社會制度、神話傳說等，更是民族所乃至臺灣原住民文化的

重要資產。值得注意的是，光復鄉太巴塱與馬太安，自 17世紀起即是阿美族著名的
大部落，其政教合一的領袖制度，更是相當特殊。以馬太安為例，由於部落領域廣闊，

因而分成五個行政區域，每個區域各有其區域領袖，在區域領袖之上還有一位全部

落的最高領袖，集政治與宗教權力於一身，處理政治事務時，稱大頭目（afelo’ay），
處理宗教事務時則稱總司祭（sapalengaw）。Unak Tafong是馬太安最後一位經由
傳統方式繼承此職位者，1950年代隨著基督宗教進入，部落組織急遽變遷，先前的
政教合一領袖制度也無法再延續。由於這樣的特殊身份，加上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

Unak Tafong的錄音資料特別顯得珍貴。
人類故事得以一代傳一代，乃是古代長者的記憶與口傳之故。也因此，今日的

我們才能有與祖先的智慧結晶共舞的機會，諸多原住民族的歷史就是靠著這樣的人

物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口傳文學是人類學重要的研究項目之一，由劉斌雄先生當時

所錄製的這三十章的傳說故事，如今都是寶貴的部落資產，儘管本書譯者吳明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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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於本書引言〈Unak Tafong的口傳文學概述〉末謙稱這些資料尚不能稱之為完美，
或未來仍需以現在的語言尺度進行修訂才能符合需要，但本書的出現確實回應了原

住民口傳文學文字化於當代的意義。

《Living Dead in the Pacific:Contested Sovereignty and Racism 
in Genetic Research on Taiwan Aborigines》
作   者：Mark Munsterhjelm
出版社：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出版日：2014/01/31
ISBN：9780774826594

《太平洋中的活死人——台灣原住民基因研究中主權與種族主義的爭議》

台灣的殖民史可追朔至 16世紀，因此可說是主要由移民組成的國家，而現今台
灣兩百三十萬人口中，有超過五十萬是南島原住民族。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的基因

研究積極鎖定原住民，但後果卻是嚴重侵犯被研究者的權利，且重建處境堪憂以種

族主義為基礎的論證。

《太平洋中的活死人》檢視台灣原住民基因在本土和西方的研究，以及驅動這

些研究的論述。如本書所示，基因研究一方面被用來加強台灣獨特認同的論述，另

一方面卻也深化反原住民的偏見，而近年來基因研究更被納入生物科技領域，包括

在台灣及美國生物研究均產生備受爭議的基因專利申請與應用案例。本書探討基因

研究中種族主義與主權問題，詳細探討歷史上台灣及世界各地原住民族所受到的剝

削以及抵抗，以及所面臨的新時代衝突的挑戰。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系謝若蘭副教授指出：「台灣原住民族在殖民政

府和生物科技剝削下的困境，而此書的重要性是針對此應當被重視但常受到忽略的

生物科技與基因議題提出前所未有且研究扎實的見解。」曾經擔任過國際傳播協會

主席的現任加拿大孟特羅大學傳播系主任 François Cooren教授提出：「本書作者
呈現基因研究的結果是如何被廣泛地運用在國家未來、追朔祖先、和酗酒問題等論

述中。這本書讓我們看到我們生存的世界，是如何透過人類的語言和行為所顯現的

生動表現。」

◎新書介紹專欄由本刊編輯部整理，感謝張瀠之協助相關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