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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知識的承傳與實踐
原住民族各族及其知識領域涵蓋範圍甚廣，與其相關之各項研究主題無法以一次單期專題所涵蓋。然而，

對於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之主體性建構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卻是刻不容緩，因為文化主體知識牽涉民族之永

續發展外，更重要的是傳統族群智慧的當代實踐與挑戰。本期各篇作者分別從各族群的傳統知識探索與

研究、年輕族人重新學習的途徑與心路歷程、以及部落大學於建構原住民族教育實踐等不同面向進行「原

住民族知識的傳承與實踐」論述討論與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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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續發展觀點的原住民族知識
陳張培倫 Tunkan Tansikian

當
原住民族地位、差異文化及其集體發展權利逐漸受到大社會關注的同時，有

關原住民族知識的討論，也開始出現在許多論壇或文本之中。此類討論涉及

許多議題，其中至少有三個議題，或許值得族人以及研究者先思考一下，方得以使

相關論述相稱於我們社會對原住民族多元文化的尊重與承諾。這些議題包括：原住

民族知識是誰的知識？原住民族知識的定義為何？當前原住民族知識建構工作之

重點何在？

一、誰的知識？

「原住民族知識」並非一自明的概念，尤其它似乎常常在不同脈絡中與其它的

語詞併同使用，譬如「傳統生態知識」、「在地知識」、「農民知識」、「民族生

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藥學」、「民俗科學」⋯⋯等。雖然這些概念確

實與原住民族知識有一定程度關聯，但似乎又有其特定意涵，如果不加區分地混同

使用之，論者所操持的原住民族知識一詞，恐怕未必能夠展現其對稱於原住民族地

位／權利而所應保有的內涵。

當我們提及某項由原住民族持有的知識時，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這是誰的知

識？以民族植物學為例，對於某植物於原住民族部落的使用方式之調查與整理，其

成果可能只是停留在增進大社會對原民社會植物知識的瞭解，或者將之轉化為大社

會尋找新食物或開發新藥物的來源，但此成果對於原持有該知識的族群而言可能沒

有多少意義。換言之，在此類情境中所產出的知識，雖然本為原住民族所持有，但

很可能只是被當成研究對象，最後被納入大社會知識體系的一部分。

當然，如果大社會對原住民族知識的研究，能夠促進人類的自我認知、拓展知

識領域、改善社會生活，這將會是原住民族對於全體人類的貢獻。但遺憾的是，就

歷史經驗來看，某些此類研究之成果，常常是殖民主義工具的一環，或者藉以瞭解

並控制原住民族，或者將其傳統智慧、知識當成掠奪的對象。於是乎，在此一側面

上，原住民族知識整理的越完整，就代表原住民族越是處於被宰制、剝削的地位。

最終，原本由原住民族持有的知識，透過殖民運作，最終反而異化對立於其母體，

表象上是原住民族知識，但實質上卻是殖民主義集團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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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對於原住民族社會而言，如何擺脫其族群知識的異化狀態，重獲知識建

構主權或自主性，在不排斥其所持有知識亦為人類社會所分享互惠的前提下，著力

於使自身知識為己所用，這或許會是在追求集體地位與發展權利的潮流中，論述原

住民族知識時所應立基的出發點，否則就可能只是殖民知識的再製，而與其民族發

展前景無甚關聯。

二、什麼是原住民族知識？

為己所用，並貢獻於促進族群本身的發展前景，在此一論述出發點的基礎之上，

我先前在許多場合中提出了一種存續發展觀點的原住民族知識概念，並將此概念內

涵界定如下：

 （1）一個世居某土地領域的原住民族或族群從古至今為求其族群存續發展所形
成的知識體系。（2）它具有在生存處境中鞏固族群認同以及處理權力／資源爭奪或
分配的功能。（3）它包含著族群長久以來所形成的世界觀哲學基礎，以及與此一基
礎互為表裡而用來面對生存世界（包括社會與自然）時所形成的實用性知識。同時，

（4）此一知識體系保有以其為核心的自主能動性，在歷史進程以及內外衝擊影響下
不斷地進行調整，有所繼承亦有所汰舊換新，以因應生存挑戰。

進一步闡釋，此一定義可區別為四項原則，茲略述如下：

（一）族群存續原則

原住民族知識的每一個環節，無論其產出年代為何，必然與族群整體的存續發

展直接或間接相關。此一原則之當代意義為，對於原住民族知識之復振，不能停留

在將其視為一種不再往前發展的歷史產物。無論傳承先人智慧或吸收外部社會經驗，

其所形成的知識內涵，都要對族群集體之存續發展產生意義。

（二）主體平等原則

原住民族知識在任何時空中，都有藉由鞏固族群認同彰顯主體地位，並於其它

族群共處過程中指引族群間合乎公平正義之權力、權利與資源分配的功能。此一原

則之當代意義為，原住民族知識之整理，應該有助於為當代岌岌可危的族群處境尋

求出路，無論在認同或權力、權利、資源分配上，促進原住民族與社會中其他族群

的互為主體平等地位。這也意謂著，與此原則不一致的知識整理研究工作，儘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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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涉及原住民族，或以原住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如同本文前述分析，嚴格來說，那

不是原住民族知識。

（三）整體主義原則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雖然含括各種領域，但各個領域間並非呈現割裂狀態。總的

來說，在具體可見的各種知識領域（譬如部落／民族歷程、語言、部落／民族運作、

文化展現、傳承／教育、營生、技術／工藝、醫治、傳統領域／自然資源、法權、

媒介、族群互動等）之外，原住民族知識體系通常存在某種世界觀之哲學基礎，這

兩者互為表裡、相互影響，並以後者串起整個知識體系，使得整個知識體系仿佛一

個有機整體。此一原則的當代意義為，對原住民族傳統知識之整理，若僅由現代學

科訓練的思維觀之，容易見樹不見林，無法真實掌握其命題意涵。在原住民族吸收

外部知識充實本身知識體系內容的過程中，也應適當維持或合理轉化此一世界觀，

否則容易喪失其認同視域，危及其差異認同之鞏固，而走向單純同化之途。

（四）自主能動原則

即原住民族知識本身，無論其體系架構或內容，都是具能動性質的，不管從共

時性或貫時性的角度，都會在族群自身需求以及外部影響下，進行適應調整。此一

原則的當代意義為，對於原住民族知識之整理研究應保持開放性，尤其對於生存於

當今社會的原住民族而言，勢必在傳統與現代間、自我與他者間，重新反思原住民

族知識之內涵。

總的來說，在此概念內涵設定中，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原住民族知識之所以對

族群本身產生意義，在於既尊重其知識傳統中明顯有別於現代西方知識的側面──

尤其是那一套有關形上本質與宗教根源的解釋以及由此所架構的對於社會與自然的

理解，又同時承認並支持其自主地展開知識體系演化進程，讓原住民族有機會接續

斷裂的知識傳統，並在與現代知識對話的過程中創化其民族發展所需的知識體系，

終至使其族群獲致憲政體制應用之集體平等地位與發展前景。

三、當前原住民族知識建構工作之重點何在？

在存續發展觀點的原住民族知識概念引導下，當前的相關調查、整理以及研究

工作，我認為有兩項主軸應受關注，一為傳統知識的整理，另一則為當代處境下傳

統知識與大社會知識的對話以及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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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知識的整理，其用意在於接續殖民同化政策下遭斷裂了的傳統。具體的工

作，當然包括了對於族群歷史、語言、政治、文化展現、教育、營生、技藝、醫治、

傳統領域、法權、媒介以及族群互動經驗等面向上的回顧與整理。此類文化尋根或

甚至復振工作，具有重新認識我群或即確認族群集體認同的功能，這是原住民族面

對當代處境並思考未來發展時，所必須先行返身迴視的工作。具體作為上，傳統知

識的整理，主要透過文獻爬梳以及田野訪查來進行。不過其中尤須注意的是，文獻

只是供參考而非盡信之用，畢竟多數文本為外部社會成員所撰寫，或者是在未能通

透原住民族文化脈絡的情形下所寫就，或者甚至帶有殖民統治的觀點或詮釋。故此，

一定的解殖方法論訓練，是著手解讀文獻前應備齊的工夫。

其次，對原住民族知識的研究，並不能自限於單純的復古、返古，否則就喪失

存續發展意義。事實上，有關傳統知識與大社會知識之對話、轉化問題，知識體系

的演變彷彿一辯證過程，特定族群在某個時空環節中所擁有的某項文化實踐及其知

識，有可能與外部社會某項文化及其知識相遇，並在有意義的結合下創化出一種融

合兩種知識內涵的新知識，而為族群所延續應用。以具實用性的狩獵相關知識為例，

在十九世紀末期，槍枝顯然並非台灣原住民族的「傳統」武器。但百年來槍枝之使

用已是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還與傳統信仰祭儀結合衍生出許

多祭槍儀式。但從某個角度來看，原住民族雖是被動接受外部世界傳入的槍枝，但

其使用方式是配合其主體性思維與選擇，建構了適應自己社群生存的槍枝文化及相

關知識。

而在當前，不少原住民族知識課題即涉及此類議題，譬如在有關部落傳統慣習

知識的整理、研究工作中，這些慣習該如何與著重個人自由平等權利的當代法律體

系進行整合，使之既承傳固有文化，又能適應現代社會，這會是原住民族文化能否

自我轉化、保持活力的關鍵。

總之，對於原住民族知識的關注，應該儘量從該族群存續發展的角度觀之，某

種程度地超克當代社會既有學科分類的侷限，這才有可能相稱於我們社會對原住民

族當前集體地位與權利的承諾，逐步消解歷史上的殖民遺害。

◎本文部分文字取材並改寫自如下拙作，讀者若有興趣，敬請自行參閱。

陳張培倫 (2009)，〈關於原住民族知識研究的一些反思〉，《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25-53。
陳張培倫 (2010)，〈原住民族教育改革與原住民族知識〉，《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8：1-27。

◎本文作者為原住民族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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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的傳統社會裡，家、部落與大社會的緊密關係是男女小孩子成長的母體

的社會與文化園地。部落社會有一套攸關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價值思維和課題。

這個價值思維的核心是使男女小孩成為真正的排灣族人。為這個目的，家庭與部落

社會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似如家庭負責學前教育（幼兒到少年期的養成），部

落社會是負責成人歷練如學校與社會教育。其實，在傳統的部落社會，身為父母親、

祖父母輩的人都一起參與每位小孩的成長，只是參與時間的多寡和共聚空間的氛圍。

所有好女人與好男人必須放在整體部落的社會環境與生命共同體的價值規範來詮釋

其中的特色 3。

一、檢驗好男人好女人

好青年（namaqacuvung a kinamaqacuvucuvungan）的檢驗是依據部落的習
慣法則，是涉及普遍的價值，社會規範、生活公約及祖訓。好男人好女人是被賦予

一種維繫部落穩定、永續發展的使命。基於此，部落的長輩們承載民族導師或寧說

是教師的任務，負責此時此地、無時無刻的教導、鼓勵、訓勉、譴責、欣賞與表揚。

每一位年輕人是代表自己的祖父母、父母親以及家族長輩，展現內在生命的涵

養、生活歷練及表現。部落是自我實踐的社會學校，所以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

發生任何狀況，年輕人的處事態度、想法與行為表現等都成為社會認定的指標。尤

其部落發生任何緊急狀況，如發生人命關天的事件時候，誰家的男孩表現最引人注

目，大人們在公共談話中就會讚許。在部落內發生急難狀況時，女青年的參與、處

事的態度、能力的表現都是指標性的準則。婦女們的集會中會相傳誰家的女孩教養

好、歷練十足、能力強人又賢慧等稱許隨之而起。年輕人在結婚之前，什麼時候都

受社會的注目，因為他們的個體或集體的表現都攸關部落社會的生活品質。

好女人
1

與好男人
2

在排灣族的概念
童春發

在

1  好女人在排灣族是 namaqacuvung a kinasanvavayanan，或 kavavayanab 意指真正的女人。

2  好男人在排灣語是 namaqacuvung a kina'uqaljayan，或 ka'uqaljaiyan意指真正的男人。

3  文中的族語拼音是採用北排灣族 Vuculj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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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春發

在部落的社會裡，年輕男女都是長者的隨時幫助。他們是長者的拐杖，在任何

時候與長者同行，年輕人一定得背負他／她身上所背負的東西。這意味著年輕人是

承載繼承文化的價值、是部落的守望者。在任何時候的跳舞場合，他們必須是穿著

傳統服飾、他們成為母親或祖母巧手工藝的代表作。他們在舞場上的歌唱與儀態的

表現，都成為公共注目焦點和美麗的歌。

要成為被部落社會稱許的男女青少年，成長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會被關注，隨

時都有人會提醒、糾正甚至於訓誡。

二、相關課程的精神目標

（一）基礎課程

為了要經得起考驗，有些類似通識的基礎課程，從家庭開始要打好基礎。如果

在這方面的表現不及部落社會的觀感，就會連帶父母被質疑家庭教養不好。與此

相關的指標是身心靈的健康（caljeqil），是男女青少年從小要學習根本，同時要
孕育各種生活機能，如學得有關文化、歷史、自然環境與相關資源的知識、知能

（caquan）。從小就要養成實在、誠實、經得起考驗、值得信賴（maseqetj）。
做事要腳踏實地（napenaqulidan），表示很懂事（puvarungan）。在人和事務的
處理態度上要讓部落的長者們發見你／妳認真、用心、用功（kisamulja）、勤奮
（gamel）、有耐心（kiqadilj）；樂於學習（kitulu）又勤勞（segetjem）、熱心
服務（kisekaulj）；對有需要的人細心（kisasusu）、眷顧（kivalisaked）。基礎
課程的目標就是讓青少年成為靠得住、擔負得起責任、有擔當（makirangez）的青
少年。取以下幾個例子做說明：

1.家裡煮飯不得冒黑煙
家裡的嚴密課程中，煮飯時煙囪不能冒黑煙、煮飯時不能燒成焦味出來。一個

家庭煮飯時會冒黑煙，表示這一家的男孩子懶惰，沒有利用時間砍木柴存放來做隨

時的準備。所以，傳統部落裡，每一個家庭外面必須是堆滿了木柴，而且是將乾的

和未乾的木柴分開堆積。燒飯是女孩子的功課，尤其用柴火燒米飯與小米飯時，沒

有注意時間、火勢與攪拌過程的控制，很容易就燒焦。鄰居聞到焦味，很自然會說

隔壁家的小姐功夫還未到家，或說母親沒有用心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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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裡內外不得有垃圾
部落族人都是很早出門工作，所以在黎明前男女小孩都要起來清掃內外環境。

如果部落族人經過未打掃的家庭，會讓人感覺這個家的小孩懶惰。

3.山谷中不能大聲罵人
在山上活動時，不能大聲罵人，因為山谷會回送罵人的話給你。

4.集體外出的住宿問題
青年服務隊集體外出時，晚上睡覺的安排是至親關係的睡在中間的位置，而後

依序分別男女睡覺。

（二）核心課程：學以致用

部落青少年的生命成長是隨年齡及時間延續和空間與生活體現的加值作用，讓

社會感受到新的凝聚力量倍增。此後的課程是以學以致用為目的，所以他們要學習

的領域、實踐的場域、服務的對象更大、要面對的長輩更多元、社會更複雜、責任

更重、部落的期待更明確。在這階段的評語比較善用衍生詞句，來形容青少年的所

作所為。

在人格上要表現令人肯定、無可指責的人、令人放心（namapatjezua）；儀態
要端莊（namaqacuvung）、要有成熟的想法（namivuluvulungan）；要展現很有
愛心、很會照顧別人（rukiljivakan）、很有憐憫的心（rusaleljeseljan）、始終讓
賢或讓別人優先（rupasangavan）、以助人（rupusaladj）為樂。在工作表現勤勞
（rusengsengan）、勤勉（Setukez）、樂與人合作，共同擔待任務。與人的關係
表現顧前顧後（rusepalikuzan），有禮貌懂得敬老尊賢（rupaqaljaiyan）。在學習
上表現專心一意（segetjem）、進取向上（sesazua）。
在部落社會裡，男人的巧工及女人的手藝為另方面的認定指標。藝能表現

優異者稱為有巧妙的手（pulima）、有巧妙的眼睛（pumaca）、有巧妙的耳朵
（pucalinga）、有巧妙的想法（pususu）、有天賦的才氣（puqimang）、心田深
處有美麗的世界（puvarung tua napenadjalim）。從以上的形容詞語群的運用，凸
顯了排灣族對文化創意的重視、審美觀念的養成、集體價值與社會整體之表象與男

女青少年的身量、心思意念及智慧的成長是必然的，是生命成長的元素。所以，在

這個階段的評價是關於她／他的所作所為是否讓人喜悅（napenakaleva）為重點，
換句話說青少年要成為他人的祝福，成為部落的榮譽，成為父母親和家族的美麗花

環（lalang nua matjaljaljak katua seval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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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選修的課程

在 Vuculj（Butsul）排灣族的社會中，男女青少年各有必選修的課程。這方面
的指標是關注男女各別的整體表現，是涉及心情成熟、性格穩健、意念正直、能力

充沛、表裡如一、態度泰然、敏銳度高、有責任感、善用語彙、忍辱負重、勤奮向

上等。這時，男女長輩各自負責從事兩性不同任務的教育、訓練和實踐。其實，這

是部落的男女長輩集體參與青少年男女成長的過程。

好女人（kavavayanan）的評定依據是內在美與正典的外在的表現。部落的家
庭與社會格外重視純潔（maseqetj）、純真（mapausev）、慈悲（rukiljivakan）
與憐憫（rusaleljeseljan）的心，在性格上柔和（nasulapelj）。正典的外在表現是
指態度令人愛慕（Natjemengelai）；有責任感（napenaparangez）值得信賴；為
人勤奮（segetjem），有令人喜愛、令人珍惜之表像（napenadjalim）；她的能力強，
靠得住、擔得起重任（makirangez）又敏銳（pucalinga）、耳聰目明（pumaca）、
她有會說話的手，既是有巧妙的手藝（pulima）；她有令人贊許、美麗可愛儀態
（napesanguaq）；教養上家教很好（namatulu tua matjaljaljak）。
1.不得與男人獨處
在自己尚未決定結婚對象之前，部落的男孩子可以自由的遊走拜訪女孩之家庭。

帶給女方禮物，或帶著吉他、鼻笛大家一起唱歌。人氣較好的女孩，家中常常會有

一群青年人相會，公平競爭展現自己的才華。然而，絕對不能與任何男朋友獨處，

什麼時候都要有自己的家人或自己的同性朋友在身邊，以免部落社會論斷自己的純

真。

2.惡言不出口
懂得善用敬尊的語彙與人相對話，是一項崇高的德性，所以在語言的運用上都

要格外小心並且要勤學。如果表現在創作歌詞又會唱歌者，讚許或佳話會不斷。父

母親會因此，得到大家的贊美。

3.巧手妙藝
她有「會說話的手」是一句稱讚女孩子很會做手工藝品的話，女孩子從小就要

在祖母或母親的身邊學習刺繡與編織。

好男人（kauqaljayan）的評定依據是一樣強調內在善意與正典的外在表現，也
透過心情成熟、性格穩健、意念正直、能力充沛、表裡如一、態度泰然、敏銳度高、

有責任感、善用語彙、忍辱負重、勤奮向上等來評定他的社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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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人（kauqaljayan）心中正直（namaseqetj）、神氣敏捷（Pucalinga）、
耳聰目明（pumaca）；好獵人（Djuljam）；自然知識豐富（puvarung）；充分
的能量（puqiman）；做事勤奮（Gamel）、專心（Segetjem）、適應力強又穩定
（Setukez）；儀表人才、帥氣（Sauqaljai）、談吐正點（Qeljemud）、令人羨慕
（Nasemaljinga）；為人很有正義感（namapaparangez）；巧奪天工的手藝（pulima）
又有進取心（nasesazua）不斷的學習等。以下幾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好男人
的訓練是攸關部落的穩定與安全為要：

1.玩石頭男孩
男孩子要從小學習與大自然有健康的認知。從大自然中學習有關土地、生態與

動植物的特色與分部。颱風之後，男孩要到溪谷中發覺石材，並學習運用做符號宣

示你先發現的石材。

2.獵物的分享
從小就要訓練自己的耳朵能辨別聲音的來源與意義。如果是獵人有抓到山豬而

發出呼喊時，小獵人們要朝向聲音的來源奔跑，因為第一位到的小獵人，長者會賞

賜前腳掌。藉以學習分享的精神。此外就是耳聰目明、訊號的認知機敏、敏捷快速

的訓練。

3.蜜蜂窩的發現
在黎明前，父親或祖父會帶小男孩到部落附近的低窪處蹲，等到晨光斜射大地

的那瞬間，暗明很清潔，那時候很容易發現蜜蜂的出處。發現以後就做記號使別人

知道已經有人發現在先。

青少年這的階段稱之為「束腰的一代」，吃飯用蹲著，要吃的少、不能喝很多水，

手盛滿了芋頭或地瓜皮就得起來。部落有緊急事情要跑得最快到目的地、與長輩同

行要擔待他所背負的東西、要預備好自己做人家隨時的幫助。經過這一貫的家庭和

部落教育之後，部落社會才有好女人（kavavayanan）、好男人（kauqaljayan）的
美稱來肯定每一個年青人的生命。其實，所謂好女人與好男人不是只針對男女青少

年，而是部落的男女兩性之長輩帶領他們成為真正的排灣族男女青年，藉以建構一

個永續發展的生命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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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布農族知識體系的傳承與學習，有其獨到之處。諸如：老師的多元化、知識的

生活化、及知識的利他性、知識的族群造就等，深值今日布農族加以思索與反省。

茲將布農族知識體系的傳承與學習，論述如下：

一、布農族知識體系的社會背景

布農族獲取知識，主要是因應現實生活所需，茲簡略介紹昔時布農族決定布農

族知識體系的社會背景。

1.深居高山森林
依據布農族過去生活領域的標示，布農族大部分皆居住二、三千公尺的高山森林。

2.布農族是狩獵民族：狩獵是布農族重要的謀生方式，獵人有極高的社會地位。
3.布農族重視集體的生活與權利
布農族重視公共利益與分享，因此不論獵物、土地與資源，須合理分配。

4.布農族四面受敵
布農族在中央山脈索居，四周圍都是敵人，因此布農族常生活在高度警戒中。

5.布農族常常大遷徙
布農族常因疾病、自然災害、獵物，或外人入侵而大遷徙，今日布農族所居之

處，是最後一次日本強制遷徙的定址。

二、誰是知識的傳承者或教導者

在布農族的社會，傳統知識的傳承者或教育者，是富有多元性的。諸如：

1.父母與長輩
父母當然是子女學習的對象，皆是採取子從父，女隨母的學習方式。過去布農

族是擴大家庭制度，祖父母、伯父、叔叔、姑媽、阿姨等長輩，皆是重要的傳統知

識的教導者。

布農族知識體系的傳承與學習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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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落頭目 Lansanan
頭目是布農族部落極為重要的領袖，部落許多大大小小的事務與決策，須靠頭

目有效與妥善的安排與決定。諸如與公共事務相關的土地與資源的分配、職場的監

督、道路的開闢、歲時祭儀、民眾糾紛調解、傳統文化存廢、部落討論、及保護部

落生命安全等，都是部落頭目，需靠其膽識與智慧面對的事務，把頭目列為通識課

程的老師應不為過。

3.部落宗教領袖
部落宗教領袖包含祭祀長 Tangqapulusan，專司帶領民眾主持每月的月祭

Lusanbuan。巫師Matatasi專司施行法術，並依所施法的人，其結果的嚴重性分
Matimba使斃命與Matasi使憂煩。亦可施行Matihaul占卜的工作。另外還有巫醫
Patalsoqes，施用法術做布農族傳統醫療、驅魔、收驚，並幫助孕婦正胎。這些宗
教領袖常教導民眾努力向善，行惡會遭天譴 Saduan diqanin。
4.部落的使能者Mamangan
使能者意指帶有使人受益，有特殊能力的人。諸如：獵人 pataztiti，能分享獵

物給全部落的人。具有說服力的人 Isngulusan，幫助部落辨明善惡與真理。具有愛
心的人 Isdaidazan，能幫助貧苦與弱勢的人。具有手藝的人Maseho，可為部落製
作農具、槍枝或生活用品。這些部落的使能者，常成為部落學習的對象，具有部落

提升的影響力。

5.大自然是老師
布農族昔時生活於中央山脈二、三千公尺的高山林野，高山森林與大自然是布

農族的衣食父母，更是布農族的老師。舉世聞名的布農天籟，或稱「天龍八部」，

教導的音樂大師就是大自然。布農族從大自然的瀑布流水聲風吹草動、蟬鳴、鳥叫，

及蜜蜂的嗡嗡音韻，習得最自然的合音。父母從野生動物鳥兒細心餵食雛鳥，激發

對子女的責任與照顧，從高聳不動的玉山，學習建立布農族堅定不移的信心。從周

而復始的春夏秋冬，看見人生的希望，亦從大自然的和諧，看見人的社會應可和平

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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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農族的知識價值與信念

布農族對於有知識的人，稱作 Isqansepan（知者）、Isteklasan（智者）
Mamangan（能者），布農族認為，知識有幾個值得重視的價值與信念：
1.知識須對人分享並貢獻
布農族認為有知識的人，需對人分享並貢獻，與一般常人不同的是：(1)他們比

常人先知道大家所不知道的事；(2)有知識的人他們比一般常人知道更多的事；(3)
有知識的人，他們所知道的比一般常人知道得更好更正確。因此有知識的人的優質，

應分享並提出貢獻。

2.知識是使命與責任
布農族認為每一份知識的產生，就會伴隨著使命與任務。布農族的獵人習得狩

獵的知識與技術，並在山林裡獲取獵物時，使命與責任就開始呼喚，「部落族人已

正等待你的獵物」。

3.知識是公共福祉與財產
布農族特別強調，知識必須能 Isinsihal Bunun造福人群。可見知識亦有危害人

群的誤用。在布農族社會組織中，沒有世襲的頭目與領袖，部落領導者的產生，完

全視其是否有具體對公共福祉的貢獻決定。

4.群體造就優先於個人成就
布農族的所認為的知識，並非要成就一個特別傑出與眾不同的人，而是個人的

知識能造就群體，意即個人的成就，必須與群體相關聯，布農族視個人的成就，是

群體造就的成員之一。

5.知識須具體與生活有關聯
布農族所學習的知識，都必定與實際具體的生活有關聯，這非常合乎「學以致

用」的費用原理，值得一提的是，布農族在實際的生活中，常會發現新奇的知識，

亦更印證了「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教育原理。

6.能提供知識者皆是老師
布農族的知識的獲得來源是多元的，沒有正規或有認證的老師，包含家中父母

長輩、部落頭目、宗教領袖、部落使能者，包括大自然，都是老師 、知識提供者。
7.知識要幫助人達到自律與自立Masanakanak
布農族認為，知識要使人能達到自律與自立，簡而言之就是一切自己自律負起

責任。不論生活工作或與人的互動應謹言慎行，中規中矩．不要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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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布農族的知識的內容

布農族知識與教育傳承，約有下列幾項內容：

1.布農族的歷史
從小布農族人就不斷重複聽到父母、祖父母，或部落長輩耆老述說不同版本的

布農族歷史，聽到現在為止，似乎尚未聽到比較完整版的布農歷史。

2.布農族的音樂
布農族的音樂在國際社會有極高的評價，布農族非常重視唱歌時，每個人都能

參與，才能營造多元的合聲。布農族音樂約可分：(1)祭祀歌；(2)生命禮儀歌；(3)
咒詛歌；(4)勞動歌；(5)飲酒歌；(6)愛情歌；(7)哀歌；(8)敘事歌；(9)勸世歌；(10)
童謠；(11)傳統樂器：口簧琴與弓琴。
3.布農族的歲時祭儀
布農族勇士射太陽的傳奇故事，造成其中之一的太陽失明而成月亮，此一誤會

事件，布農族認錯，並立下每個月會向月亮舉行一次月祭，這些祭祀包含開墾祭、

播種祭、除草祭、打耳祭、拔草祭、拔除祭、豐收祭、儲倉祭、年終祭等。

4.打獵的知識與技巧
布農族是狩獵民族，特別是男子，必須要習得狩獵的知識和技巧，否則家族與

部落會視之為 ukasalaz「沒有用的男人」。布農族的男人必須要有獵人精神，即分
享、沉著與團隊合作。布農族的打獵方式有夜獵、陷阱獵、燒獵、圍捕獵和狗獵。

5.神話與傳統
神話與傳統，是布農族智慧財產，非常珍奇的寶藏。從布農族的神話故事與傳

統，讓我們可以整理出布農族的發展來源，與進化的歷史過程，更利於布農族研究

語言、藝術、文學、宗教信仰、道德法律、風俗習慣，使傳統布農族精神與價值得

以彰顯，亦使布農族的神秘面紗珍開明朗。

6.生存文化
生存文化包括生產文化與生活文化。生產文化包括農耕，農耕以燒山開墾田地

為主，輪休農作為特徵，農作物以小米、玉米、番薯、芋頭等為主。狩獵是男人的

天職，獵物需分享親友部落。採集，諸如竹筍、木耳、山栗、野果、野菜、鳥蛋、

染色植物及草藥。另有器具製作，衣物製作與飲食釀酒等製作。生活文化包含日常

飲食烹調、蓄存法、釀酒法、身體裝飾、音樂歌舞。生命禮儀包括生育、命名、年

齡級制、婚禮、喪葬、祭儀、傳統信仰、禁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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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守護家園
昔時布農族居住中央山脈，四周圍都是布農族所稱 Vaivi（異類、異族）亦是敵

人，北邊有泰雅爾族與賽德克族，東邊有阿美族，西邊有鄒族與平埔族群，南邊有

排灣族與魯凱族。布農族若疏忽或稍有不慎，首級便掉落地上。因此布農族藉由獵

人行獵，不斷擴張警戒區，以阻嚇敵人靠近部落。部落族人被教導，如何警戒，如

何在敵人來襲時，做適當因應，以保生命安全。

8.危機處理
昔時布農族的部落常有危機突然的發生狀況，諸如：敵人來襲、長期旱災、嚴

重缺乏食物與水、傳染疫情發生、族人械鬥、發生天然災害，或部落發生偷盜與殺

人事件，這些都必須靠部落累積學習的知識與智慧解決，以化解危機。

結語
 
時至今日，布農族因社會與時代的變遷，布農族已融入廣大的主流社會，更大

量地學習主流社會的知識，且被迫進入主流社會的知識體系。布農族多元化老師，

及多元化學習，已被邊緣化，知識的獲得亦與布農族生活沒有關聯。布農族人個個

努力追求現代人認可的知識，追求個人與家庭的功名成就，與榮華富貴，漸漸失去

了布農族知識的價值，即造就整體布農族群社會。倘若如此，是否這正是須認真思

考布農族知識體系的傳承與學習重建與重新出擊。

◎參考資料：

．林道生。1998。〈花蓮原住民音樂布農族篇〉。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達西烏拉彎．畢馬。2003。〈布農族神話與傳說〉。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霍斯陸曼．伐伐。1997。〈中央山脈的守護者〉。稻鄉出版社
．余錦虎。2002。〈神話、祭儀、布農人〉。晨星出版社
．李武雄。1996。〈布農〉。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管理處
．徐如林、楊南郡。2010。〈大分、塔馬荷布農抗日雙城記〉。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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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1本文作者為海洋文學家。

2 kaxiyaman，達悟人把一年分成十二的月，此月是一年的最後一個月，也是轉換漁，撈漁事的季節，底棲魚的漁

獵的最後一個月，接下的季節稱 rayon（飛漁汛期），因而在這個月的男性不僅加快農地的燒墾整地，同時努力

地抓底棲魚類庫存。

3 samurang如是農曆的初一。

4家族裡的最年長的家。

海洋的儀式
夏曼‧藍波安 Syaman Rapongan1

話（myths）」或者是「傳說（legends）」是我們星球所有民族遷徙，
移動過程中，祖先們最先經營的口述話劇（drama），筆者認為，話劇裡

的內容陳述，經歷千百個世代的轉述，內容劇情的更迭遞變是沒有合乎情理與否的

辯證。「神話（myths）」或者是「傳說（legends）」其實就是我們人類文明有
了不合乎人性的「文字轉譯」，採集之後，說是因歷史久遠之故，不可考而神秘化

了千百年來各民族祖先遷徙的無奇不有的事實事跡，在各大陸的中心、邊緣、海岸

線，以及許多數不清的島嶼島民。畢竟，從文明的語源學可以探索得到，「文明」

是以城市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城市的法典，以時間刻度的生存規則是不足以詮釋野

性環境裡的各個部族之生活持續的活性內容，如各民族生活在環境氣候，生態差異

頗大的區域，各自料理自身的科學（一般人類學者說是，文化）內容（非城市住民

之思維邏輯推論），淺顯論之；各個民族之「傳說」是各自獨立的表述，是豐腴化、

多變性的藝術化我們生存的星球（planet），沒有合理與不合裡的哲理。筆者如是
低度的書寫，我所聞，所見，所經歷，所實踐而體悟到的部落民族之視野。

筆者的耳朵從聽得懂達悟的語言起，就非常喜歡聽從我幾位祖父輩，父親輩

的傳說故事，至少是從 1960年起，他們說的故事是我記憶裡的活話劇，眼前的海
洋波浪，色澤的多變，風雲變幻每每翻嚼那時期的如涓涓溪流般的乾淨記憶。我

的部落 Imaurud（紅頭）在 1973年以前，還沒有被四方型的現代化國民住宅取
代的聚落時，部落人的視野權是完整的，沒有樓層的視野障礙，在飛魚招魚季之

前的 kaxiyaman2（約是陽曆的二月上下），這個月的初夜 samurang（每個月的
第一晚的名字 3），部落裡的每個獵魚家族，在漁團族長 4的家屋，稱 palaga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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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nlagan so vahay，漁團團聚屋，少年男性學習海洋知識，聽家族傳說故事的源頭，是祝禱，祈福獵魚男性平

安出海的儀式家屋。

6 manayit so ipanakong，家族男性在族長家屋縫補，或編織防水帆布，芭蕉材料製作，防止雨水，海水浸溼火把

照明的乾燥蘆葦。

7這兩個月大多是在陽曆的 11、12月等的前或後，年曆的工作重心是種植耕莖農事，燒墾山地，被燒的蘆葦就是

取來當照明飛漁用的火把

vahay5各自舉行「迎接海洋」的儀式，是整個家族舉行歲末的團聚，家族裡的女

性因水芋田水圳的爭奪口角，此時就把它淡化為清涼的淡水，一年十二個裡的四

個月的飛魚漁撈漁事，嚴謹堅守萬事平安，嚴禁族人因農事事宜而吵架滋事，於

是 mapa samurang so kaxiyaman（迎接歲末初夜）就是「迎接海洋」的儀式，
祛除歲末晦氣的節日，這一天獵魚家族男性的工作稱之 manayit so ipanakong6，

說到此，筆者還必須敘述 kaxiyaman月之前的兩個月，asyam是數字的九，awu
是數字的八，月的稱法是 kawuwan，apitu是數字的七，稱法是 kapituwan7，

kapituwan的初日，我們稱之 meipazos，就是我們祭拜祖靈的日子，也為我民族
的鬼月，不吉利的月份，這個月之後稱 Amyan（就是等待飛魚來臨的季節，泛稱
冬季），之前的月分的數字是六 anem，月份稱 kaneman。
達悟民把一年分成三個季節，十二個月，且三年閏年一次，如此之曆法分類是

非常高明的民族科學知識（Native Science），此民族科學知識的依據則是西南
季風（southwest monsoon）與東北季風 （northeast monsoon），西太平洋的
季風氣候。有趣的是，達悟民族透過「黑翅飛漁傳說」（black wing's legends）
建立了達悟民族科學透過季風的轉換的海洋的野性文明（wild civilization of 
ocean），因此這三個季節的轉換，就以浮游移動的飛魚群為重心，同時三個季節
就是達悟人三個最重要的節慶。三個季節分別是：

一、Rayoun

是二月到六月的季節，重要的節慶稱mivanuwa，直譯的說詞是，建造乾淨的
灘頭，是海神與海洋，是祖靈與活人在乾淨的，獵捕飛魚拼板船船隊在進出的灘頭

匯聚，因此在前一天，族人進行淨灘的活動，稱「迎接海洋」（飛魚神）；民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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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識的解釋是，「飛魚招漁祭」，只要可以走路的男性皆要從部落家屋穿著盛裝，

載金飾，佩銀帽的走向灘頭。儀式的開始，由 maka awud（年度的主祭船漁團之
舵手）族老站立，以敬畏海神之祝禱詞拉開獵捕飛魚的帷幕。招魚儀式是男性在海

邊的部落議會，會議討論的核心是獵捕飛魚漁事的禁忌，這禁忌，諸如，嚴禁吵架

滋事、說詛咒話語、獵捕珊瑚礁魚⋯⋯。

二、Teiteika

是六月到十月的季節，重要的節慶稱 piyavehan，「吉利之月、豐腴之月」，
海上漁撈飛魚結束的季節。這個時候是飛魚乾就是我們全島族人以飛魚，芋頭，地

瓜，水果等等的作為親屬，朋友之間相互饋贈的禮物，延續親友之間的友誼，彼此

品嘗各自的勞動成果。

三、Amyan

是十月到隔年二月的季節，稱之「等待飛魚來臨的季節」，重要的節慶稱

meipazos「祭拜祖靈日」，顧名思義就是懷念，感恩祖先經營島嶼的辛勞。從我
們島嶼的環境氣候來說，祭拜祖靈日在秋冬舉行是省思的意義，在沒有衣服禦寒的

歲月，食物豐腴的季節當知冬季食物匱乏之虞，期待飛魚再豐收是民族信仰的激勵

生存之計，畢竟冬季也是部落裡族老死亡的季節。「祭拜祖靈日」，凡有船隻的男

人必須去海邊拿著祭拜祖靈的食物，如一個切片豬肉，兩半的芋頭，山藥，里芋，

穿著如飛魚招魚祭時的傳統服飾，靜待族老發言，內容是相互鼓勵，恪守祖先的禁

忌文明（生態法則）。所以，我們傳統信仰裡，沒有船隻的男人稱「不是人」，這

個意義是說，拒絕招魚（海洋），拒絕慎終追遠（陸地），當然我們的這個節慶在

海邊的議事，主要談的是水芋，水圳，地瓜，小米的種植。



19原住民族文獻

鄒族植物知識體系芻議
浦忠勇

一、前言

民族植物，涉及植物利用、功能、記憶與文化象徵等內容，因而植物知識可作

為民族知識體系的縮影，而「荒野經驗」經常是體驗植物知識的原點。研究者出生

於鄒族部落 seofkonana之地，父母親在此搭建茅草屋、竹屋以及自建的簡易木屋，
許多生活用品必需在住家附近的山林間取得，生活中的飲食、工具、零食、休閒活

動的資源，都仰賴老家週遭山林獲取。父母親從事傳統耕作，早期主要種植小米、

旱稻、樹豆、南瓜、香蕉、意苡、扁豆等等維生雜糧，之後政府推動定耕農作，父

母親又挖掘梯田種了一段時間的水稻，這時經濟作物逐漸進入部落，進而取代傳統

自給自足的作物，陸續種棕櫚、苦茶樹、油桐樹、杉木、麻竹、石竹、高山蔬菜等等，

這段期間父親也會在霞山山麓間採集愛玉子、天門冬販賣；另外，家父也是一位獵人，

在農閒之際就在山林間放陷阱，不然就帶著獵槍四處巡繞，捕獵各類野生動物，有

時也會跟著父親在野溪捕撈、垂釣或毒魚。如此取之山林、依賴山林的部落生活型

態，是研究者年少歲月的荒野經驗，整個生活浸潤在山水之間，依不同季節和方法

親近山水，如此年復一年地循環著，因而很早在腦海中就認為，山林是可居、可用、

可食、可玩的豐饒世界。荒野經驗所習得的植物知識和記憶，成了後來認識草木鳥

獸的基礎。荒野經驗，模塑族人具差異的植物知識體系，遠離荒野，此知識體系也

就面臨消失或重構的命運。

二、植物知識作為民族科學

Cajete（2000）關於「民族科學」（native science）的討論，認為「民族科學
產生於人類的實際生活以及對自然世界的互動和參與」。要理解民族科學必須透過

對自然世界的實際參與（participate）方能獲得，亦即實踐生活中所需的技術、儀式、
藝術、故事、參與、覺知、思考、行動與經驗等等，另外也認為民族科學也涉及神

聖經驗，而且這些經驗通常是難以用文字去表述的現象。換言之，民族科學是關於

植物、動物以及各類自然現象的知識，這知識又具抽象的形而上學與哲學的特質。

因而，民族科學其實可以視為一種民族的宇宙觀（cosmology），或視為一種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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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態哲學（eco-philosophy），這樣的知識體系強調「整體而不零碎」、「宇宙
與我合而為一」等連續體的概念。《生命的尋路人》作者戴維斯認為，對許多傳統

社會來說，土地是有生命的，人類對土地有緊密的依屬與連結。人們大多能相信腳

下的一景一物都是神聖的，山林裡的樹是神靈的居所，人和自然萬物是互惠的，此

一概念也確立了人、部落和土地的關係。質言之，這是不同的知識典範。

傳統鄒人在農耕、狩獵、捕撈、飲食、醫藥、工藝及建築等等生活上，處處以

週遭的植物作為解決生活所需，然而植物絕不僅僅只是作為鄒人食衣住行以及醫療

的物質資源，植物還是人神之間的連結象徵和隱喻。諸如神話傳說中鄒認為天神哈

漠降臨玉山，然後搖落楓樹創造了鄒人；受族人敬重的神 nivnu在河裡洗頭，使得
流水漂著許多美麗的金草石斛蘭；另外，戰神在天界的寓所到處都是長著金草的地

方，因而部落會所的屋頂必須栽植金草作為標誌，參與部落祭典的勇士也要以金草

作為頭飾，為要使戰神認得鄒的部落及子民；鄒族男子會所廣場會栽植一棵雀榕樹

作為部落神樹，有這一棵神樹才能舉行戰祭儀式；老茄冬樹林在族人的觀念裡是眾

神停駐的地方，族人不得任意驚擾；在特富野部落東方有一地名稱 kakaemutu，鄒
語原意即「栓皮櫟樹林」，因樹木粗大高聳，使得樹林裡顯得陰暗詭異，鄒人也認

為那是一群惡鬼的居所；秋冬季節山芙蓉開花的季節，鄒人相信此時會有山神停駐

在樹上，同樣不能驚動或丟擲石頭，鄒人還會用山芙蓉的樹皮製作避邪簽條，而在

染製避邪簽條的時候，族人會採集野牧丹、梅樹根一起燉煮染色；巫師利用小舌菊

做驅邪儀式，用台灣紅藜的果實作為施法媒介；⋯⋯。諸如此類的植物知識，相當

程度上已經說明，植物是具體的自然資源，也是具有象徵文化意義的媒介與符號。

植物知識也涉及鄒人關於空間與地方的認知方式。空間，是一個遠比地方更為

抽象的概念，卻是「生活事實」，一旦人們將意義施諸於部分空間，並以某種方式

依附於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這些賦予意義的方式裡，命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

透過命名，空間獲得意義，既有著客觀座標、位置，是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場所

locale），也有著主觀、想像和情感上的依附，更是人所實踐及生活的空間，記憶滋
生、依附之所，族裔主體性發展的植基之地。

 Cocohu－菇婆芋多的地方、C'oc'osu－樟樹多的地方、E-emcu－藤蔓多的
地、Faheiyana－杉林之地、Feofeongsu－臺灣金狗毛蕨多的地方、Fnafnau－赤楊
木多的地方、Hesiyana－臺灣原生蘋菓樹多的地方、Kakaemutu－鬼櫟多的地方、
Kuicitpoi－邪惡的箭竹之地、Lalaksu－杜鵑多的地方、Lalauya－楓香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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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otu－火管竹多的地方、Pipiho－咬人貓多的地方、Psoseongana－生火用之松樹
多的地方、Smismiyana－烏心石多的地方、Susuai－芒果樹多的地方、Susuveu－
茄苳樹多的地方、Totongeiho－蜘蛛抱蛋多的地方、Voveiveiyo－白茅草多的地方、
Yoyove－楠木多的地方。（摘自 2013年浦忠勇植物調查資料）

 （圖片提供／浦忠勇）

 （圖片提供／浦忠勇）

與空間的命名過程中我們可以理解

誰是土地的命名者，又誰是空間的

支配者，同樣重要的，這些命名成

了鄒人的集體記憶。這樣的地名特

性，具有鄒族語言構詞的特質，地

名還可以用來扣連植物群落以及環

境特性，植物知識深入語言、空間、

植被等不同生活領域與概念的現

象。

1 這種權力在城市中特別明顯。如對塗鴉的限定，社區分劃等，都可以看到政府或資本家的權力運作。以阿里山而

言，早期的土牛界碑，以及入山證等的規定，都指出空間的權力性質。詳畢恆達，《空間即權力》（心靈工坊：

2001）中的論述。

這些地名所連結的

生活知識，包括植物分

布、狩獵習俗以及空間認

知，熟悉植物分布與特

性，即可充分掌握空間的

利用，這是植物認知的空

間圖式，在這一圖式中，

植物扮演了資源利用和

文化意義的重要符號。

空間即是權力 1，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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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節芒的隱喻

鄒族重要的民族植物──五節芒，也細緻闡明植物知識如何將人與世界相連結。

以下係筆者於 2013年調查的部份資料：
．五節芒初生之嫩芽稱 cuhu，可食用，也是野生動物的食物。
．青嫩的五節芒被蟲進入產卵而呈肥厚狀，稱 yapu'eoza，特別肥厚的稱 fa'a，
是鄒人田野零食。

．長約五十公分左右之五節芒稱 feufeu，可以作為驅邪儀式道具，也作為小米
播種祭的器物，另因其水份多，可作為野地解渴之用，鄒人認知中 feufeu是
野生動物的食物。

．鄒語 feufeu-no-yata'uyungana，指初生茅草中最粗壯的那一支，原意是指「高
氏族之初生茅草」。

．長成之五節芒稱 haengu，鄒人可作覆蓋屋頂之建材。
．可作為屋牆之芒莖稱 hipo。
☉五節芒開的花稱 ngocngi，可以作成掃把。
☉當五節芒老死，枯乾芒草莖則稱 esmu，可以當火把。
☉獵人擅於在大片五節芒草原的獵區中進行焚獵。鄒族用五節芒製作先占標誌

及指示標誌，鄒語稱 tomohva。
☉鄒族小米播種祭要使用初生的五節芒，在耕地做祈雨儀式；小米收獲祭要在

聖粟田用五節芒製作小米女神之屋；使用五節芒製作象徵家族生命的儀式器

物 vomu；用五節芒製作祝神儀式 su'tu的祭神器物，鄒語稱為 snoecava；鄒
族長老使用兩支五節芒草做驅邪儀式 epsupsu。

☉鄒族統計人口儀式也用五節芒莖實。各家族依人口數量製作象徵生命的芒莖，

再把這些五節芒莖交給負責統計部落人口的長老，長老依芒草莖統計部落人

口數量，並用山芙蓉 fkuo簽條繫綁在一起，為之做祈福儀式。
☉生長在高海拔的五節芒鄒語稱 mtiveu，這種茅草外表有粗毛，鄒人認知中，
這種五節芒只能作為工寮或獵寮的材料，不會用來搭蓋正式的房屋、小米祭

屋與男子會所。

以五節芒的利用來說明，芒草生長的時序，鄒族就有不同的名稱與利用方式，

既為日常生活所用，也涉入鄒人的神聖世界。由此可見五節芒確實已經深入鄒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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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肌理之中，從飲食、建築、有形

的物質性的利用，跨界到宗教儀式

等超自然的領域。當然，不只是五

節芒有這樣的文化意義，整個植物

知識就是在構築著鄒族世界的認知

圖式。

四、結語

對鄒族社會來說，植物知識與  （圖片提供／浦忠勇）

文化幾乎成了支撐整個部落秩序的支柱，它跟實際生活、生產方式和社會依附密切

相關，人、植物、社會以及宗教信仰之間，犬牙相制，複雜交錯。這是鄒族的民族

科學，同樣的，在這張複雜的文化網裡頭，人與整個世界是相連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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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軀體 :阿美族的疾病觀
陳俊男Mayaw Kilang

一、科學定義

科學，依中文字理來看，即為「分科的學問」。中國《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

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1978年），科學被解釋為：反映自然、社會、思
維等的客觀規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對於科學的理解，一說認為符合事實的或者被

實驗驗證為正確的學說才叫科學，錯誤的學說則不符合科學。另一種說法則認為，

所有的學問都是科學，在可驗證的學問、科學領域，科學觀點有正確的、有錯誤的，

在人類認識發展的過程中會不斷考察、確定已經存在的以及新產生的科學觀點、學

說中何者正確？何者錯誤？隨著人類認識的拓寬加深，建立在我們現在認識局限性

基礎之上的公認為正確的一些科學學說，可能在未來將被驗證為不正確。另外，科

學亦可解釋為系統化的確定知識，或者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地方曾經視為確定的知識。

依照上述之定義，科學是分科的學問，是系統化的確定知識，或者在不同時代

和不同地方曾經視為確定的知識，那麼南島民族是否有科學，其答案是肯定的。舉

凡對禁忌的解釋，對自然環境的解釋，對萬物的分類等，並且持續數千年之久而能

存活於大自然環境，均可以說明南島民族的科學性。以下我們試著從阿美族的身體

分類與疾病認識來了解阿美族傳統知識的科學性。

二、阿美族的身體分類

阿美族詞彙 tamdaw1，其含意甚為廣泛，包含生物面的意義以及社會面的意義，

對照中文意義為「人類」，複數的用法為 tamtamdaw，其意為「眾人、人們」。另
一種詞彙 tao，意為「他人」，指涉對話雙方以外之非特定對象。阿美族因沒有發展
出人體的解剖技術，因此對於生物人的認識以外在可觀察的部位作為命名依據。依

照阿美族的觀念，tamdaw可以分為 tangal/fongoh2頭部與 tireng軀幹兩大部分。

1 這裡的拼符號依據 94年 12月 15日教育部台語字第 0940163297號函、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教字第

09400355912 號函頒布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

2 阿美語因南、北有詞彙上的差異，但是指稱的部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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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部分係參考黃宣衛的說法以及筆者生活之經驗，詳見黃宣衛，〈導論〉收錄於《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

阿美族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年），頁 15。

4 參見古野清人原著、葉婉奇翻譯，《台灣原住民的祭儀生活》（台北：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頁

27-31。

頭部組成可分為 fukes頭髮、pising臉、laway額頭、mata眼、kalaw眉毛、
tangila耳、ngoso'鼻、ngoyos/ngapa嘴、wadis齒、sma舌、filfil唇、a

﹤

ilocan/
li'el頸。軀幹可分為kamay手、

﹤

afala肩、ciku手肘、kapal手掌、tarodo'（手、腳）
指頭、kanuus指甲、taklang/falohang胸、cucu乳房、kakiri'an腋下、fadowac
肋骨處、teatok肚子、puna'肚臍、koror背、tatlecan/kletan腰、wa'ay/oo'/koko'腳、
para'/hmot/kuring/pakah臀部、cpi'大腿、nonol/'do小腿、panga陰莖、fotol睪丸、
puki陰部（女性）、kumes陰毛（男女通用）、tosor膝蓋、saripa'腳掌。阿美族
對於四肢的觀察較其他部位詳細，故其分類名稱較多。

至於生物人是如何活動的，阿美族有一套詮釋系統。阿美族認為人有 'orip生命

人的出生是祖先的 adingo所降臨，人們也相信將來死後，adingo也會降臨至
小孩子身上，有時未成年的 adingo會稱為 sahaklong（跟隨之意），因此祖父母希
望自己的孫子能夠承襲自己的名字，也是將來自己的 adingo能夠降臨在小孩子身
上。人為什麼會有理性與非理性的情緒產生，主要是由左右肩附著的 kawas鬼神所
引起，這些 kawas也負有監督人行為的功能 4。

是 adingo 靈／影子寄附
在 tireng內，而 tireng是
由其所操縱，每一個人都

只有一個 adingo，人的慾
望來源主要是由 faloco'心
所引起的 3，舉凡 dafong
財富、'tol情色、ngangan
聲譽、foti'睡眠、kaen食
物等慾望（sasafaloco'an）
的產生往往造成 faloco'的
加速跳動。  阿美族頭目帶領人員進行舞蹈。（照片提供／陳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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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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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

南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年），頁 58。

6 詳見黃貴潮原著、黃宣衛整理，〈宜灣阿美族的傳統 adada觀念〉《臺灣風物》39（2）1989年，頁 125-140。

人可以分成 wawa未成年、miselalay成年、mato'asay老年三個階段，未成
年的又可以再分為 lotongay嬰兒、wawa需照料之小孩、adiwawa可自立更生的小
孩。而 adiwawa必須要經過masaselal成年訓練，始可以稱為 kapah青年，男的
為masakapah，女的無須經過masaselal成年訓練，由家庭認定即可，成年後稱為
limecedan處女／少女 5。因此，不管實際生物年齡有多大，只要未完成masaselal
成年訓練，都被認為是未成年的小孩。

一個人成年後可以擁有結婚、生子、財產繼承以及服勞役等人的完整權利與義

務。成年階段的數量因部落地域而有差異，有的五年進一次階級，有的六年，甚

至有的八年，進級時間愈短，階級數量愈多。阿美族老年人，不分男女，均稱為

mato'asay，這個階段指的是結了婚，並有孩子若干人，男性已脫離年齡階級，女性
則為家中之長，掌管一切家庭事務。

三、阿美族的疾病種類

阿美族將一切的不順遂統稱為

adada，對照於中文意思，與疾病相
當。但是，阿美族的疾病有其一套

分類系統 6。adada是由 kawas所引
起的，可以分為 kawasan adada神
為的疾病、mangta'ay adada 人為
的疾病、mangilosay特殊的疾病、 現代阿美族豐年祭祭品。（照片提供／陳俊男）

adada no 'orip生活的疾病。kawasan adada神為的疾病指的是由 kawas所引起的
疾病，通常必須由 cikawasay巫醫醫治。mangta'ay adada人為的疾病並非因不注
重衛生所引起，而是個人不節制，違反了大自然的規律所造成的，否則為何僅自己

生病，而他人不會生病，這種疾病可以分為身體內部的疾病以及外傷等，醫治的方

法通常以植物等作為藥草來醫治。mangilosay特殊的疾病指的是身體殘缺者，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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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殘障者，其不管是先天或後天造成，均屬於此類疾病，這種疾病無法醫治，僅在

感覺疼痛時請 cikawasay或以藥草來減輕疼痛。adada no'orip生活的疾病指的是生
活上所遭遇的不幸，例如兒女早夭、配偶早死、不孕等均可屬之，此種疾病僅能請

cikawasay來醫治，讓情況能夠好轉。試將這些症狀其彙整如下；

kawasan 
adada
神為的疾病

疾病類型 疾病名稱 症狀 醫治方法

malifongay

masifangay

patawiday

malacaannay

mahicraay

mapalafoay

mapa'fo

papakawasen

malati'ay

matikroay

maldekay

masalisinay

mapaaway

malanitiihay

matimaay

masangaay

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並要受
cikawasay的養成訓練，終身成
為 cikawasay

舉行misair或misasifang安靈儀
式

舉行misafa’siway或misasiyor-
ay招魂儀式

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以misair來治療

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並要受
cikawasay的養成訓練，終身成為
cikawasay

請施法之主人施以miiyop口吹術
即可化解

因症狀而施以不同之治療

請老獵師施以miiyop口吹術即可
化解

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輕者由本部落的 cikawasay巫醫
醫治，重者請他族之巫師治療

輕者舉行 misafa'siway 招魂儀
式，重者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全部落發生的傳染病或是農作物發生病蟲害

病人、孕婦、嬰兒因住家附近建蓋房屋，導

致生病或加重病情

將嬰兒帶至田裡或山上工作導致嬰兒的靈魂

游離迷失，造成發燒生病

至外面工作、遊走而看見奇異現象，而發燒、

頭痛的疾病

家中一人出外受 kawas附身而讓家中成員或
氏族成員造成病痛

家中成員違反部落規範，造成親屬的病痛

通常是男子違反年齡階級應遵守公共戒律所

造成的病痛

通常發生於少年或青年身上，常夢見祖先交

代要成為 cikawasay，若未答應，會造成平
日身體孜弱、食慾不振

因無意觸摸他人（女家長）於田野、作物上

所施行的草木精靈咒術，導致的急性腹痛

因咒罵別人或受人咒罵導致的病痛

因無意觸摸老獵師（男性）的獵具，讓動物

精靈咒術傳遞至身上，導致的急性腹痛

因旁觀、觸摸別氏族或宗教舉行之神聖儀式

所導致的病痛

小孩子因食用 cikawasay舉行儀式之祭品所
導致的病痛

經常做惡夢而導致的身體不適

異族施以之黑巫術所導致的病痛

因白天午時於野外休息，致使山中、野外鬼

靈的侵擾，所發生的寒冷或昏睡失言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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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類型 疾病名稱 症狀 醫治方法

wawatiden

mafotosay

cifcawcawan

mafotolay

ma'itikiray

mafanangay

piyas

kataan

makotkotay

mafasalay

mafasalay

manglo’

mangta'ay
adada
人為的疾病

mangidngid-
ay

makodicay

mapoda'ay

mafickotay

更改階級名即可痊癒

休息靜養即可，若仍無法痊癒，

可以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輕者以自然休養治療，重者須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須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疼痛時請 cikawasay巫醫行驅邪
儀式

用 sama'苦萵苣或 kakorot苦瓜
醫治

以 tatokem龍葵醫治

可以吃大蒜

可以生吃 fonga地瓜以及 kakoto-
ng海草來醫治

重者須請 cikawasay醫治

多休息即可，重者可以用 halana
藥草來沐浴或按摩

可以請該氏族耆老以 miiyopay
口吹法醫治，無法治癒，始請

cikawasay巫醫醫治

年齡階級青年組組友死亡而導致同組成員發

生病痛

腹脹至影響日常行動，但不會感覺疼痛，引

起原因為偷竊、破壞他人作物或有浪費食物

之舉動而引起

在火爐旁、倉庫等地隨地小便而引起的膀胱

發炎或小便困難

不明原因造成睪丸異常種大或畸形，患者不

感疼痛

婦女吃男子年齡階級舉行的 ifolod迎靈祭的
祭品，導致疾病

小腿部分發生慢性古化膿症狀，並有腫瘡，

不易醫治

下痢

便秘

赤痢

寄生蟲疾病

視覺模糊

疲勞

是 Cilangasan氏族特有疾病，若是把屋頂
的茅草隨意作牙籤剃牙，亦會得到此疾病，

其症狀類似嘴爛

是 Fakong氏族特有疾病

是 Pacidal氏族以及 Ci'oporan氏族特有之
疾病，症狀類似白內障

是 Ciktopay氏族特有之疾病 

sasasiyoren
（ngangang-
anen）

更改名字即可痊癒嬰兒哭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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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類型 疾病名稱 症狀 醫治方法

masto'

marpat

kasaparan

malasang

mafayo'

mawarak

polot

mafadokas

matodoh

macocok

malangal

ma'okot

makalatay

mapohaway

mado'ngay

maapaay

mapi'iway

mangiwitay

ma'atipilay

masataray

mangilosay
特殊的疾病

adada no'orip
生活的疾病

makalat 
no cidal

madoka'

kdang

可以吃 'angdis植物暫時充飢

重者須請 cikawasay醫治

休息，不必治療

用 lapot地瓜葉煮湯喝下，即可解醉

治法不明

治法不明

傳統上無法醫治

用絲瓜葉醫治

用童尿醫治

重症者用 tamako煙草、afadek木
碳灰、lalidek百日紅來醫治

可以用煙草之治療

多休息，無特別治療法

用藥草來醫治

無法醫治痊癒，僅感覺疼痛時請

cikawasay來醫治

請 cikawasay來醫治

多休息，無特別治療法

重症者用 tamako煙草、afadek木
碳灰、lalidek百日紅來醫治

由日人、漢人所帶來，傳統上無法

醫治

因飢餓過久而疲累

產婦病弱

麻木無感覺

酒醉

吃檳榔而頭昏、心悸

亂吃海中有毒魚類、貝類而中毒

梅毒

燙傷

火傷

刺傷

吃檳榔時被 a'pol石灰燒傷

凍傷

被動物咬傷

眼瞎

耳聾

啞巴

跛子

扁頭

麻痺症

因先一代的祖先觸犯禁忌而遭受神的懲罰

中暑

打傷、刀傷等外傷之總稱

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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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類型 疾病名稱 症狀 醫治方法

mafalcay

ma'asitary

請 cikawasay來醫治年輕而遭受配偶早逝的厄運

婚後而無法受孕

四、傳統知識與現代醫學

人類接觸大自然的各種力量，無不充滿好奇，並且想要揭開其運作的道理，阿

美族人亦復如此，對於「人」長期的細心觀察，提出屬於自己一套的詮釋系統。阿

美族人沒有發展出解剖學，無法如西方醫學對於人的臟器提出現代之分類。但是，

立基於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一切均需與大自然作和諧的運行，對於人的看法是採

取生物人與社會人合而為一的觀點。只要是外在能夠觀察到的部位，阿美族均有一

套分類與命名的體系。其將人外部分為頭部與軀幹兩大類，對於毛髮視為身體組成

的一分子。在軀幹部分，對於手以及腳的分類與命名較其他部分來的細緻，連指甲、

指頭、大臂、小臂等均有不同的名稱。人能夠活動，不是細胞組成的身體以及血液

系統等組織所產生的，那是因為 adingo靈的存在，影子正是 adingo靈存在的證明，
而人是循環不已，祖先的 adingo靈是會寄託在孫子身上，因此承繼祖父母的名字是
為體現這種循環體系。人的 adada疾病，不是生物病菌所引發的，而是代表大自然
力量的 kawas。健康的人是無病痛與殘缺的身體、完整而無死傷的聚落與家族、順
利而安心的生兒育女與享受生活。缺一即為不健康的人，就必須要醫治，解決之道

在於心理、生理、社會等三部分，共同尋求和諧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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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eril balay na Tayal我的樣子：
泰雅女子之生命記憶

悠蘭‧多又 Yulan Toyuw

太平洋的立霧溪口處，溪水與海水交接觸，這裡不時有著狂驍的風，尤其是太

平洋莫名的吸力，常稍不注意就被吸納那有著世界第一深的海溝裡。雖此，仍

抵擋不了來撿拾那閃耀著新台幣外貌與綺麗形象玫瑰石的人們；若再早個一世紀，

入海口與立霧溪沿岸充斥滿地黃澄澄的沙金，更是吸引許多人甘冒著被險峻自然環

境與太魯閣族人馘首的危險，只為來此為自己淘洗出幸福未來。

在入海口附近，散居幾戶人家，座落在空曠的天地間，這裡看起來格外荒涼！

踱步慢行朝向人家，路旁有引自立霧溪的小支流，潺潺流著，溪流聲催促著赤

腳感受水的溫度，坐在水圳邊上，望著遠山襯映著太魯閣峽谷，幻想著千軍萬馬的

太魯閣族人自中央山脈向我衝來，眼睛卻時不時感受到銀白色光體的反射，吸引人

注意，順著光影源頭，原來是田裡的作物，隨著風擺盪加上太陽光所致，折衝間看

到人影在田裡倚著身，採半蹲方式正在勞動，見到此景，有點疑惑，這植物好像熟

悉卻又說不上，難道是傳說已久的苧麻或是蓪草？一股腦唸過的文獻，看過的老照

片，像電影般快速地在腦中流轉著，這麼一大片田地，吸引著我，趨步一探究竟。

尚未等我張口，田裡的老人家就解釋起「這是 nuka，國語是苧麻，你知道嗎？
你是觀光客？你應該去太魯閣國家公園看風景，你來這裡做什麼？」「nuka真的是
nuka？」帶著興奮式口吻及不標準的泰雅語脫口而出「baly nuka? baly baly?」再
三向老人家確認。一直以為 nuka早已在泰雅族的社會中消失殆盡，現在這片muga
這麼真實的存在著，隨意目測至少半分田地，足夠讓一個泰雅族女性好好發揮。

談話的老人家是來自南澳村的 yaki yabung，年輕時嫁入花蓮的太魯閣，世居
於此，平時以太魯閣語、泰雅語及不標準的國語與人溝通。一直在追尋泰雅族傳統

生活樣貌的我，用不嫻熟、半調子的泰雅語與 yaki yabung開始跨越一世代的文化
連結。

與 yaki yabung認識越深，越理解原來住家旁種植的 nuka（苧麻），是情非得
已下的產物。早在在十八、十九世紀，海上貿易交換許多有價值及稀少性的物品，

像是瓷器的白色鈕釦、羊毛或是紅色的卡絲米龍線，能拿到這些材料的泰雅族女性

無不善盡巧思運用妝點著服飾，讓織品有了更多變化的設計。可嘆地泰雅族傳統的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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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律法，在不同國旗介入下，硬生生地一點一滴被移入新的思想與文化，

國家這部莫名其妙的機器，以強權干涉民族社會的發展，泰雅族文化似乎就像沙漏

般慢慢地流失。許多老人家都有著這樣深刻的生活體會 ：

曾經，披肩是祖先遮蔽保暖的布料。自從平地人，紅頭髮的人來了。我們的服

裝漸漸有了改變。有羊毛、有棉線，衣服變漂亮了，色彩變鮮豔了。但是，國旗紅

紅一點的人來了。命令我們不能織布了。技術漸漸失傳，他們也走了。換國旗有白

色光芒的人來了，這個世界也改變了。因為生活講求現代化，生活講求改善。因為

人不想辛苦織布，傳統已遠去。祖先的盛裝，何時才能回到祖居地。（引自〈重現

泰雅〉，老人口述，頁 189）

yaki yabung從小對於織女有著無限憧憬，常利用族內長輩在織布時觀察，這
項流傳在泰雅族女性間的秘密知識，這項手藝透過 yaki祖母、yaya母親與 yata伯
母的親族關係，在家族間隱密地保留著。嫁入太魯閣族的 yaki yabung，為改善家
計加上緊鄰國家公園，觀光發展的機會讓她隱藏多年的身手有了曝光的機會，為減

少材料購買的開支，利用家屋旁的畸零地，種植最原始的材料 nuka，在這鄉野間意
外留存著泰雅族傳統文化素材及技術。

長期與 yaki yabung接觸，她像母親般的教導我，以習得並體驗泰雅族女性間
的秘密知識，惡補欠缺傳統文化豢養的我。雖然小時候經常在部落高架的多功能床

鋪上見到長輩在織布，反覆織作的動作，很快地失去觀看的耐性。對於老人家為何

要一直織布一直織布這件事，單純以為是打發時間，或者是作為族親間嫁娶時的伴

手禮。直到遇見 yaki yabung許多疑惑才開始有解答。
現在在政治上雖然將泛泰雅族（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分成三個不同

的民族，然而在文化習俗上有著相似的表達。泛泰雅族系統都有著這樣的認定，「織

女的巧手是詮釋是否具有女性才能與美德之條件，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泰雅族女

子，是女性重要的生命課題。」回想曾閱讀的日據時期文獻裡的記載，成為 Kneril 
balay na Tayal（真正的泰雅族女子）的想法無形中也影響著我，透過學習織布實踐、
完成生命中的圓。

在過去的泰雅族社會，族人出生時用織布包裹著強褓之身，過世時也用織布包

裹身體，引領著從生到死的完整過程。如同尤瑪的研究中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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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到死，每隔一段時間，女性所擁有的織品就有所有不同，初長成時，會有

隸屬少女的織紋織在裙子上，結婚時的新娘嫁衣，也會將家人期待織嫁衣中，穿著

帶著家人祝福的嫁衣到新環境裡生活著。（尤瑪 · 達陸，2014）

女性所擁有的織品伴隨成長過程，也跟泰雅人的生命儀式有密切連結。女性用

身體孕育族群新生命，用親手織作的織品，包裹著族人的身體以入、出世界；早年

若出生的嬰兒若是女孩，在臍帶掉落時，會放置在織布機內部，做為女性養成方式

的象徵。在原初簡單的生活條件上，織品可以發展各式用途，如睡覺時用qabang（棉
被）蓋著身體；背重物時用 bala（方巾）的二角，扛至頭頂，作為負重之用或將嬰
兒放入其內；為女兒織作嫁衣。而揹著娃娃的 yaya，空出的雙手也可以勞作、可以
撚線、可以織布、可以煮飯。這樣的 yaya形象讓人深深著迷，也期許自己！
學習織布這個念頭一直到在我即將成為人妻、人母前，才有機會落實。當代傳

承織布的方式，有了許多平易近人的方式，如桌上型簡易織機，可以利用平織織出

織帶，運用在頭袋、帽子邊緣裝飾、眼鏡袋或者是餐巾墊外緣，成為學校推廣認識

傳統文化最佳利器。另外，由神父引進國外的高機，可減輕女性腰部受力，依著織

造規模有四片棕及八片棕的形式可供選擇。高機成為自己開始接觸織布的初步，它

的好處是一旦理解組織圖原則，想要織出什麼樣的紋飾，不再是難以親近，國外市

面上也有許多書籍可供參考，唯獨算數能力要好，織布前才可省去錯誤理經後的拆

解動作。

真正接觸織布後，才知道這個魔咒，當人的性子越急，理下錯誤的「結」更多，

必須要一個一個順著步驟，解開結分寸間的織布才有前進的可能，拆、解間絕對是

個磨人性子的差事。甚至初期接觸織布，曾因不理解用錯色彩的困難，挑戰以黑色

作為經線的底線，想讓紋飾在背景黑下可以跳出鮮豔的花樣。萬萬沒想到在理經過

程中，稍不專注黑色迷炫眼前視野，直到理經接近完成時，才發現錯誤。為了不想

浪費材料，無法忍痛用一刀剪下，只好退回原本理經的路徑，這錯誤讓人花費一整

個晚上，一口氣處理完畢，直到準備上織布機前，身體、手指早已累癱。

織布的每個步驟除了磨耐性，不專注時，就像 yaki yabung所說的很容易 t'gali
（迷路）。原來那些經過數十載織作的老人家，永遠保持笑笑地心情，這心智原來

是「磨練」出來的！利用高機練習，幾個月後讓自己也成為織女的行列，以為自己

好像很會織布，但總覺得心中不踏實，幾經思考原來「高機的學習是技術，而非文

化。」尤其在與 yaki yabung閒談中所獲取的知識，更讓自己相形見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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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布這件事情是如何自然地存在 yaki們的生活裡，老人家又是如何理解這項祖
先流傳的活，織布技術作為文化載體，又是什麼樣的想法讓老人家願意一直遵守著

規矩，即是在不同國家強行侵入，解構原來文化系統，讓人原本以為已經丟掉的泰

雅族女性織布文化，有時仍可從片斷的蛛絲馬跡，嗅到有個無形的力量在撐住這規

矩，老人家說這無形力量就是gaga（誡律），織布過程中每道工序都有gaga的力量，
就像 yaki yabung仍保持種植 nuka，甚至在成為可織作的線材前，也有許多 gaga
要遵守。

nuka是泰雅族人最常使用的植物，成為可以織布用線材，必須在不同步驟、工
序及規矩，耗時繁複才能完成，所以，當有其他線材可以使用時，開絲米龍很快就

凌駕於 nuka之上。邊緣、畸零的山地就是 nuka棲身處，山林間常見的 pihau樹開
花時節作為種植之始，鋤頭下挖至土壤濕潤處就可以種下，它是很有生命力的植物，

不需要太好的土地、水氣滋潤及肥料，無聲無息間三個月就可以長到跟人一般高，

讓認真的女性一年甚至可以有四穫的機會。

談到收割時，yaki yabung特別解釋採收時只能彎腰，在離地面五公分處割下，
不可以蹲在地上，未來植物會長不高，影響收成。割下的 nuka得要經過九道工序才
能成為織布的線材。繁雜的九道 nuka製作工序，更讓人體會為何每位老人家都十分
珍惜每根線材，這也是泰雅族織布文化中最精華的知識所在。

（圖片提供／悠蘭‧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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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kmkgi（剝麻）開始，打落 nuka 上的葉片，藉助山林最常出現的竹子，擷
取中段竹子，尾端剝開成 Y型，以竹刀剝除麻皮。yaki yabung坐在田間，將採下
的 nuga夾在腳上的大拇指，用竹刀來回的剝取纖維，雖然不是超重的勞務，重複單
調的動作，像是永遠剝不完似地，看著 yaki yabung勞動的雙手雙足，這厚繭是歲
月的刻痕，緊蹙的雙眉、古銅色的容顏，勞作的辛苦不言而喻！看著看著，我也得

加快手邊剝麻動作。

接著mnuka（刮麻）去掉雜質，從田地移步至家裡旁邊的水圳，開始重複搓洗，
順著水流去除粗糙的纖維，老人家用手感、經驗來決定下一步驟。利用曬衣場上的

竹竿，將濕答答的 nuka進行第一次的曝曬。再來則是mcisa（捻線），捻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將一條條的 nuka，以紡輪連結成為線材，捻的動作得規律、迅速地在老
人家左右手間協調地搖擺著，在夕陽餘暉下，落在庭院裡的倒影，恍惚間讓人以為

是手舞足蹈的歡樂畫面。

從 'mlaws（上框架）工序開始，處理線材的順序變得很重要。yaki yabung特
別強調順序就像是在搭建 hangu（竹橋），以避免線材的混亂；老人家特別強調這
是祖先流傳下來的說法，「hongu就跟我們死後靈魂要通過 hongu utux（彩虹橋）
是一樣的道理，要好好按照順序來繞線，才不會找不到回家的路。」在竹製的工型

器具上，來回搭橋，最後形成 X狀的環狀線圈。
再來進行 tmuhuk wayay（煮麻）的步驟，雖然 yaki yabung的房子僅用簡單

木頭、浪板建造，做為製作 nuka工序所需的空間卻已足夠，後院是老人家常用來

燒柴火及烹煮食物的地方，也是

tmuhuk wayay（煮麻）處，用
三塊石頭鼎立著就是簡單的灶，

擺上大鍋子，利用海邊常見的山

黃麻燒剩的木灰，加入鍋內拌

煮，功能是再次去除雜質，不斷

地翻攪線材是訣竅，以防底部燒

焦，又是單純又重複的差事。

接著是 mawgi wayay（曬
線），再次利用曬衣場將線纏繞

於二根竹竿上，依著陽光曝曬的

強度，工時至少曝曬一個月以 （圖片提供／悠蘭‧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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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段期間即使是下雨也不用收入屋內，日曬雨淋是漂白纖維工序之一。當線材

穿過竹竿，拉出麻線間距，yaki yabung依序所搭建的 hangu，清楚可識，順序成
功與否，在此見真章。

好玩的是這時麻線的外型與一般食用的麵條幾可亂真，在母語的命名上也以

wayay（麵條）來表達。尤其在織布時，當達到和諧的身體律動時，常常會讓人
廢寢忘食，只為了一口氣織完，有人便戲謔這群不停織布的婦女們，其實也是在吃

wayay。在與 yaki yabung分享這笑話時，老人家淺淺一笑如果這是真的，那就不
必被日常生活的壓力逼著團團轉。

未上色前，麻線的原色是米色，以山裡常見的植物 g'magi（薯榔）作為染劑，
g'magi根部有豐富的汁液，切成小塊狀置於節慶時擣麻薯的臼裡較省力，也可以快
速搗出暗紅色汁液，再將米色麻線摻雜其中，邊擣邊染完成mu wayay（擣染）動作，
反覆接續進行mawgi wayay。
之後能織出什麼的圖紋，'mlsay（理經）是關鍵所在。在整經架上，依序繞線，

早期沒有組織圖概念下，要織成什麼樣的圖紋，都存在婦女的腦袋中，圖紋織作也

成為女性間競逐的方式，除了靠自己，也可以透過 baji gaga（買技術）的方式習得
屬於該人或家族的圖紋。我也曾經看過有時老人家怕忘記，便將自己會的織紋全部

織在同一片布上，是一片特別的織布筆記，據說厲害的織女用看，就知道技法，相

互較勁的意味格外濃厚。配色也是讓織品出色的重要條件，生活在自然中的族人則

透過觀察自然界的變化產生色彩靈感。

在這個階段，看似隨意繞線的理經動作，沒有親自操作過是無法體會其中的奧

秘，以為簡單卻很不容易理好，在理經的細節裡潛藏著老人家的智慧，需要不斷不

斷地練習再練習。完成理經後，將理經架倒向地面，再加入幾根重要的棕桄棒，並

在底部穿入 ubung（地織），這時終於可以開始 tminun（織布）了！
ubung是一個中間挖空的梯形木箱，平時所有織布工具都可以放置其中，既可

作為收納之用，也是唱歌時敲擊節奏時用的樂器；開始織布時，婦女席地而坐，綁

上腰帶環繞置後腰，人呈現 L形狀，腳頂住 ubung，腰與腳之間相互協調張力，配
合身體的律動，在上、鬆、下、緊的經線間，加入棕桄棒作為緯線，細活中挑出織

布紋飾形體。

在織布工序、過程，每階段都得慢工，才看得到絕活所在。

「重覆、順序、耐性」是不斷出現的規矩，老人家常說：「學習織布這些磨練，

也是當作日常生活試煉前的練習。其實就是 tayal所說的 gaga，是一種生活規矩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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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像不可以撿拾掉落在路上的苧麻線或是家族男性上山打獵時，女性在家不可

織布。」簡單地描述就是當代生活裡的公民與道德，強調日常生活裡人與人相處之

道，這樣的生活課題好像大家都會、都知道，實際上，當代泰雅族社會卻處處呈現

破洞狀態，或許族人們缺少恪守 gaga的實踐力。
一直以來學習傳統文化的事物特別吸引著自己，雖然在血液、認同與戶籍登記

裡是泰雅族人，真實的狀況卻不是那麼盡如人意。長期在缺乏泰雅族文化沃土成長

的自己，接受漢化及西化的教育、兩代間的異族通婚、生活在城市、七零八落的母

語能力，身處扞格的時／空中，失根的我猶如「偽泰雅人」。

Kneril balay na Tayal應該是什麼樣子？對於泰雅族傳統知識、文化，不會的
能力太多了。生活在多元文化社會發展下的自己，反倒在生活上、空間上、知識上、

生存上呈現擺盪狀態。只有透過刻意靠近傳統文化，作為領略自我母體文化時，方

取得一息舒暢！

與 yaki yabung及許多老人家相處時學習許多傳統織布的知識，直到去年才有
機會真實體驗傳統 ubung的操作，在賽德克族的 seta bakan（張鳳英）教導下，總
算有了開始。學習織布這一路泰雅族的我，曾向太魯閣族的 habi（劉英妹）學習高
機中的四及八片棕，向賽德克族的 seta bakan學習傳統地機，其實不論是泰雅族、
太魯閣族及賽德克族，學習織布的技術與知識對於當代的泛泰雅族女性都是重要的

生命課題。處理 nuka的過程也不是當代泰雅人所在意的工藝技術，卻是包含最深層
文化知識所在，在學會技術之餘，文化深度也該費時領略一番。

在煩悶的城市生活，需要自我平靜時，tminun是自我很好的療癒，使用 unung
讓身體、呼吸慢慢協調、相互感知，以改善急躁的性格。雖然直到現在，織布時自

己仍常常面臨織了又拆，拆了又織的動作，或者布面邊線仍是彎彎曲曲地、不就是

少挑一針、就是布面鬆緊不一，我選擇 tminun作為自己在生活中學習、練習吸納傳
統文化。回到老人家的話語「生命的過程猶如織布，經線是早已固定的生命長度，

緯線的取捨則是個人的選擇。」我生命中的緯線，從與學習傳統織布知識、文化間，

尋覓一條回家的路，以療癒生存在當代泰雅社會中擺盪的自己。

參考書目：

．方鈞瑋主編，林志興策劃，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編輯，《重現泰雅：泛泰雅傳統服飾重製圖錄》（臺

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8.09.01）
．尤瑪‧達陸，〈信念明天消失的存在〉，《職人臺灣展覽》（臺中：自由落體，陳俊良策展，2014）。
．悠蘭‧多又，《傳承、變奏與斷裂：當代太魯閣族女性的認同變遷與織布實踐》（花蓮：國立東華大

學原住民民族學院，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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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在原民會和教育部的指導下，各地方政府陸續成立了以終身教育

為任務的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同年 3月，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以
下稱花蓮部落大學）在花蓮縣壽豐鄉文化中心舉行揭牌儀式，正式投入推動以終身教

育為範疇的民族教育體系。部落大學的設立有別於正規教育體制，也不是在一個固定

的空間運作，而是回歸到各族群部落的領域來落實部落教育的自主化，花蓮部落大學

即透過與部落組織結盟和賦權的關係，在部落設置「部落教室」，提供一個具原住民

族部落觀點的教育平台，以原住民族知識建構與傳承為核心，帶動部落組織進行內部

的溝通協調，推展屬於族群部落的知識課程，傳承創新原住民族文化。

過去，花蓮部落大學在課程規劃上會透過問卷與公開徵求的的方式，獲得來自

原住民和部落的學習需求及意見，然而，這種單方面且不就一個族群部落的知識體

系架構進行討論所收集到的課程需求，多數是個人開課的意願或是有工藝專長的族

人提出的開課需求，例如歌謠、舞蹈、烹飪或是手工藝等技藝型的課程。只是在缺

少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概念下，技藝型課程的授課內容容易侷限在技能層面的培訓，

例如單純以工藝和烹飪手藝或是歌謠及舞步能力上的教導，跟課程主題相關之原住

民知識範疇，如跟這些傳統技藝有關的部落歷史、歌謠、傳說故事、宗教圖騰，甚

至是自然生態等知識，則很少有機會被融入到課程裡被一同講述，學員也就沒有機

會學習到這些部落的知識。

經過十年的經營，花蓮部落大學為突破發展原住民族知識課程的侷限性，在

2012年 6月我們邀請了長期關心部落教育發展的專家學者及部落代表，針對花蓮部
落大學過去的營運及課程發展提出反省，同時提出了未來十年（2012∼ 2021年）
的發展目標及經營策略，其中，在未來十年內首要的任務即是要落實「建構部落傳

統知識體系，發展民族教育教材，培養原住民的民族價值觀」的目標。為達成此一

目標，我們開始在整體課程架構以及課程規劃的程序上進行改革，除了參考紐西蘭

毛利大學以毛利文化脈絡為基礎的課程設計方式，也根據陳張培倫 1分析部落大學

落實原住民族知識轉化為課程架構與課程內容時的卡關項目與因應策略，來檢視花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架構下
終身教育課程的改革

鍾文觀 Sifo Lakaw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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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架構下
終身教育課程的改革

蓮部落大學推動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架構轉化為部落大學課程內容的作法。

在課程架構的革新方面，綜觀花蓮縣原住民族群的發展，我們規劃了五大領域

的部落大學課程架構，領域包括「語言教育」、「歷史文化（歷史、文化、祭儀、

部落運作及制度、工藝）」、「自然生態（傳統領域、自然資源）」、「產業發展」

以及「社群實用（法律、部落營造、電腦資訊等現代知識領域）」等，依據此課程

架構，邀請部落組織來共同規劃設計原住民族的知識課程，同時我們透過與單一族

群部落的傳統知識教材研發與部落開設課程的討論，建構一個族群部落的知識體系，

傳統祭儀領唱課程，課程內容除了傳授歌謠與舞蹈，還包含祭儀文化、

程序、禁忌、倫理等，圖為在部落豐年祭期間展示祭儀知識的看板。

（圖片提供／鍾文觀）

例如丹社群布農族和秀姑巒

阿美族等，並拓展到其他特

定的族群部落，逐步建構各

族群部落完整的原住民族知

識體系。

在課程內容的改革方面，

在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架構

下，除了教授原課程主題外，

在課程設計上也融入與主題

相關的知識範疇，以傳統植

物編織的課程為例，無論是

運用苧麻、香蕉絲、月桃葉

或是藤編技藝等傳統編織課

程，教授的內容除了工藝技

巧以外，同時也會結合與這

些編織有關的族群部落文化、歷史以及跟編織材料有關的植物生態知識，不僅讓學

員能有機會接觸族群部落在文化上與植物間的關係，也能了解植物的生態與環境的

關係，即使主授講師對其他知識範疇不熟悉，會設計以合開課程的方式來設計課程，

講師也可以透過合開課程的機會累積自己的相關知識，同時我們也鼓勵授課講師參

與對原住民族知識的研究，透過課程重建原住民族知識，例如噶瑪蘭族傳統服飾編

1 陳張培倫，2012。〈原住民族知識與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課程發展〉，《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政策與實務》，頁

236-256。



40 原住民族文獻 第二十期

織班的偕淑月老師，引進馬偕博士所收藏之噶

瑪蘭族失傳的新娘裙文物，成功再現噶瑪蘭的

服飾文化與編織圖紋，為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

建構立下典範。

花蓮部落大學參考毛利大學以毛利脈絡為

基礎的課程設計，運用現代知識來發展原住民

族知識的應用性，如飲食文化與現代烹飪、傳

統領域與數位地圖繪製、部落文化與休閒導覽

等；亦或是融入原住民族知識的現代知識課程，

如影像紀錄與部落議題、多媒體與族語歌謠、

海報製作與保健知識等。雖然這些課程提供了

不同程度的現代知識訓練，但仍以原住民族文

苧麻編織課程包含苧麻生態的認識，圖為其中

一名學員負責管理的苧麻園。（圖片提供／鍾

文觀）

Mipacok與 Pakilac分食倫理課程上課情形，圖為部落耆老
（左一）正在為學員示範分食規範與倫理。（圖片提供／鍾文觀）

化脈絡為基礎，提供原住民族知識的接觸與學習。這類課程的轉化不僅展現了傳統與

現代知識的互為應用，也創造了原住民個人生存及族群集體發展的優勢。

課程設計除了融入不同範疇的知識，我們也關注到原住民傳統倫理與道德涵養的

教育如何融入在部落大學的課程中。以Mipacok傳統殺豬方法技術與 Pakilac傳統分
食價值倫理課程為例，為重溯部落傳統文化的倫理關係，我們邀請部落耆老以團體授

課的方式，營造集體感來教授阿美族傳統分食價值與倫理，課程透過實際操作，並模

擬不同類型的儀式或集會的分食方式，以重現阿美族的倫理價值體系，讓學員從中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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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驗部落或家族的分食過程，領會分食的細節是如何使個體凝聚起來，建立個體間

的關係與聯繫，產生集體的感覺。

學員參與原住民族知識課程的意願又如何？一項由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於

2013至 2014年間，針對所屬部落教室 355位學員進行學習意願調查的結果顯示，
在面對當今原住民族知識的流失，有 69%的學員非常認同在部落應多開設原住民族
知識等相關課程，也有超過五成以上的學員認為在部落學習原住民族知識，可以提

升自己的文化能力，促進本身對族群文化的認同與價值的形成。根據 Kymlicka2對

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論述，由於文化是個人有意義選擇的先決條件，必須保護文化

免於衰頹，個人自由才有實質的內涵，也就是說，若個人能有良好的機會進行文化

的近用時，將可能增加個人對文化採取有意義的選擇意願，換句話說，在部落推動

發展文化沉浸式的課程，不僅可以讓個人有機會接觸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也將有助

於帶動族群文化的生存與持續發展。

「賦權於部落」一直是花蓮部落大學的重要信念，我們雖然從外面進入部落，

然而我們與部落的傳承教育持續維持著密切的互動，透過在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架構

下的「對話」凝聚部落組織的共識，協助推動部落內部的自覺，進而讓部落自我決

定部落課程的內容。孫大川 3指出，台灣原住民的傳統教育體制，基本上是以整個

部落為場域，以生活技能為引導，以前輩父兄為師長的終身學習教育。他們透過各

式各樣的歲時祭儀、生命禮俗、禁忌系統甚至是樂舞的傳唱來達到不同層次的教育

目標。雖然多數部落的傳承機制趨近瓦解、不完整更甚至崩壞，所幸擁有傳統知識

的部落耆老及文化工作者，仍能依循部落文化的脈絡，協助傳授原住民族知識，不

過原住民族知識的建構與復振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在正式的民族學校尚未落

實之前，持續推動原住民族知識課程的改革，不但是活化原住民族終身教育特色課

程的作法，也能提供現行學校教育中民族教育課程上的不足，更為接下來民族教育

的發展做好準備。

2.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3.孫大川，2000。《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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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阿美族人土地使用之習慣
林素珍

美族於日治時期明治三十六年（1903）四月起，便被劃定於普通行政區，加
上由於長期與漢人混居，其所擁有的領域，並不像現在高山上的原住民族群，

有非常明確的範疇，經常是阿美族人的土地與漢移民者錯落其間的情形。阿美族在

殖民統治之下，接受國家的統治和管理，逐漸失去原有生活空間。此外，日本對阿

美族在土地的管理上與山地其他原住民方式不同，加上土地利用和耕作的方式在長

期混居生活之下，漸受到漢人影響，大多以定耕的農業為主，其管理的方式與漢人

相同，阿美族人在日治時期就必須繳納稅賦，也擁有少許土地的所有權。藉由文獻、

檔案我們可以了解今日阿美族人仍保有過去土地使用的觀念和習慣，即使有許多土

地，因為國家法律的因素，目前無法取得法律所認定的所有權，或甚至於無法自由

使用過去族人曾生活的土地，但對阿美族人而言，那些土地仍與族人的記憶緊密相

連，對族人而言，它們依舊是部落的傳統的生活領域。

一、文獻中的阿美族聚落

從文獻中可知，阿美族的生活領域最早的文字紀錄至少將近四百年。在這些文

獻中有，一、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文獻紀錄；二、日治時期政府調查報告書；三、

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的調查；四、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第一類，從十七世紀至十九

世紀文獻紀錄有 J.B.Borao，西班牙文獻（1630）、荷蘭文獻（1630∼ 1650s）、
高拱乾，《台灣府志》（1694）、周鍾瑄，《諸羅縣志》（1717）、藍鼎元，《東
征集》（1722）、陳倫炯，《臺灣後山圖》（1730）、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
志（第二冊）》（1764）、陳淑鈞，《續噶瑪蘭廳志》（1831）、羅大春，《臺灣
海防並開山日記》（1875）、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折》（1875）、夏獻倫，《臺
灣與圖》（1879）、胡傳，《臺東州采訪冊》（1894）等。上述這些文獻可以提供
我們對南勢阿美族早期的聚落、特產、地名及其位置有所瞭解。

第二類，日治時期政府調查報告書，這些資料主要是日本統治時期，對臺灣原

住民傳統領域土地有關之習慣規範之論述。此調查報告書有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

慣調查會出版之《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阿美族南勢蕃／阿美族馬蘭社／卑南族

卑南社）》、《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文中詳述阿美

阿

文獻引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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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在傳統領域土地有關之傳統習慣規範、

起源傳說，對於各種土地利用和行使之規範

介紹相當深入。另外，還有臺灣總督府民政

部殖產課，《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

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明治三十三年出版。

書中詳載日本統治時期阿美族的聚落、名稱、

人口數、位置，和幾個重要聚落的水田數，

該報告書標示出了阿美族人過去生活領域。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臺東殖

民地豫察報文》，明治 33年。（圖片提供／林
素珍）

第三類，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的調查，有

關阿美族傳統領域之論述的有森丑之助 1914
〈阿眉種族の現狀〉人類學雜誌 19(4)：
161-163，和《生蕃行腳》一書。書中論述
到阿美族人（七腳川社）與其他族群互動，

以及族群之間生活領域的變遷。另外還有記

載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鹿子木小五郎，
為總督府在東臺灣進行調查的《臺灣省臺東

廳管內視察復命書》，日本明治四十五年石印稿本。該調查報告主要敘述南勢阿美

族人土地耕作利用的情形。另有移川子之藏等三人《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

（1935）針對阿美族起源傳說和遷移進行分析和論述。
第四類，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廖守臣的研究最具代表，詳述了阿美族人遷

移的原因和過程，提供我們了解阿美族人活動的範圍。

二、有關土地使用之傳統習慣

從文獻記載、口傳資料可將過往的生活領域建立出來，從傳統地目名稱和意涵，

便能了解其原有生活圈土地利用之形式。在生活中阿美族人的領域根據生產型態而

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例如有農業用地、牧場、狩獵、漁獵等。

阿美族人耕地的選擇，優先選擇黑土肥沃平坦的土地，日本統治時期隨著水稻耕

種傳入，反而以有水多、地質普通的地方為中等或上等地。休耕地稱為 palalinah，
以地力決定耕作後第幾年休耕和休耕期限，一般以兩至三年為常態。休耕地不設任

何標幟，因而有於耕地畦畔或四隅植樹之風，族人以此辨識，不會與普通荒野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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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調查，阿美族人已經進

入農耕生活，對土地相當珍惜愛護，

所以無廢棄耕地之例 1。

阿美族人並不特別設置的牧場，

只是將未開墾的原野、河流之堤塘

等有牧草之處，視為天然牧場而各

自牧牛。此外也無一定之獵場，而

是選擇有眾多野獸棲息的原野、森

林當狩獵場所，以期儘量不與其他

各社的狩獵場所與時間相衝突。河

川漁獵一年四季皆舉行，但是因轄
長光部落生活和農耕之用的廢棄水塘。（攝影／林素珍）

區內的阿美族大部分居於濱海，所以並不重視這種河川漁獵 2。

凡侵害他人的財產、身體、生命、名譽時，集會所為維持其秩序與風紀，而對

加害人施以制裁。制裁的輕重按例由頭目、長老、族人達成協議後決定。習慣上忌

諱碰觸他人的住家、家具、雞、穀類，若有此情形被害人的親屬可獲得加害人的家

畜與土地 3。

三、個人土地權之發生與消滅

阿美族土地權之發生與誰先占有無主地而定。無主地表示先占之方法有：（一）

在欲選耕地的四隅及中央的樹木上結芒草或 sangliw草；（二）在四隅的 sangliw
枝頭上結芒草；或（三）在需先占之耕地中央豎立一棵樹木或竹 4。若無 sangliw草
時，則採芒草綁掛在四隅及中央樹枝上，而地上無樹枝時，則另樹立竹子或樹木，

於其上結掛芒草，此稱為mipurong。無論採用以上何種方式作為先占的標示，皆具
同等效力。purong者因此取得完整的所有權。因mipurong之不完整而發生同一地

1.《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p25。

2.《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p148、152-153。

3.《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p128。

4.《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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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長光部落鄰近以傳統習慣利用植物標示有主地（有土

地所有人）。（攝影／林素珍）

有兩位 purong者，以致引起先占權之
爭論時，若無第三者可證明其先占之前

後，通常將該地折半，兩人各取其中一

份。

阿美族部落在傳統土地規範下，不

見土地掠奪的實例 5。土地所有權雖然

因為買賣、贈與（參閱買賣、贈與之款

項）、拋棄及土地之滅失等而告消滅。

由於無時效性的觀念，阿美族主張：一

旦所有權發生、取得後，即不隨時間消滅，因為阿美族人認為那不合道理 6。

四、南勢阿美族領域的確立方式

南勢阿美族人在各個祭日中，於milsatalo'an、milisin、talapangcah的祭日中
尚存有稱mararec to fokeloh或mi'al'al之石戰習慣，薄薄社、荳蘭社舉行的情形：
在milisin祭日後的第五夜，兩社的為成年人去交戰地的附近露營，翌晨兩青年團面
對面地展開石戰 7。

台東縣長光部落後面金剛山為部落傳統的狩獵區。（攝

影／林素珍）

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p193。

6.《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p193。

7.《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p50。

8. 2005年七腳川部落蔡清發頭目口述。

有關上述石戰的描述，田野調

查中，七腳川社耆老論述七腳川社

與荳蘭社有土地糾紛，為解決領域

問題，曾經相約以石戰確立界線。

該次石戰中，因荳蘭社青年不敵七

腳川社青年的石頭猛烈攻擊，後來

退至今日黃昏市場一帶，兩社至此

以該界線為界 8。



46 原住民族文獻 第二十期

根據歷史，台東阿美族之土地所有起源始於卑南族將先占之地供其開墾；而各

社個人所有權之發生，則是由始祖社先占開圃以來，子孫連綿耕作而自然發生的地

主權。依照族人的觀念，土地所有權似由地皮及地上的空間所構成。因此，如有侵

入己方所有地的鄰地樹木及其他物品時，不論自己是否因而蒙受損害，地主可以擅

自排除之；侵入己方所有地之上空時亦然。至於土地所有權是否及於地底深處部分，

尚未考慮到。阿美族認為只要未損害到地表利益，便可使用他人之地下部分。對於

浮洲，認為其係由河海所造成，不屬於任何人所有。與所有地鄰接所生之浮洲，歸

屬該鄰接地主所有，而鄰地主有兩人以上時，則各自延長所有地的邊界線（畦畔），

以線內之部分為各自所有；因河流而導致河畔之所有地荒蕪或流失時，並不會認定

族人在該地所有權消滅，因為阿美族認為由於天變再堆積土壤於舊位置時，原地主

為其當然所有人 9。

小結

阿美族因從清領、日治殖民統治與漢人生活雜處，加上日治時期統治，提出原

住民開墾耕作土地需先向官方提出開墾使能進行耕作，造成後來土地由官方控制管

理進而形成各地未耕作草萊之地變相皆為官方所有之情形，此乃日治時期侵奪阿美

族土地之統治詭計，若從過去日人調查之資料看來，今日在阿美族群分布區域中政

府持有之土地，過去幾乎為阿美族人之土地。

今日阿美族人，其發展特色部落型態雖然因為不斷分化，不斷向外拓展，從一

個部落，逐漸發展成兩個部落，或建立二個以上的部落，其原始部落型態雖然改變，

但是阿美族人生活傳統領域藉由歷史的探究，從其發展軌跡仍然可以發現有很明確

的範疇。另一各發展特色則是與漢人雜居，除了較為偏僻的聚落外，多數阿美族人

的聚落皆有漢人與之雜處生活，自然也影響部落生活型態，阿美族人漢化其最直接

改變族人自身的生活形態，因而改變不少其土地使用的舊有習慣，過去的草萊原野

依存的關係也就漸漸淡化了。

9.《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p192。



47原住民族文獻

釋〈東番記〉中的近代初期番漢關係
翁佳音 1

1 作者任職中研院台史所。又，本文兼為紀念近日突然辭世的父執輩、曾為推廣教育課堂「學生」的葉廷川先生，

他的祖先，就是〈東番記〉中所載「充龍、烈嶼諸澳」的「充龍（社）」人。

一、〈東番記〉的歷史文法

直到現在，還是不少人模糊地認為：臺灣原住民與外來族群，尤其是漢語系的

閩粵移民關係，是在十七世紀二○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出臺灣島南部後，才開始

有可信性的歷史。此外，有些人過份強調荷蘭人的「船堅炮利」，以為臺灣史上的

槍砲聲，也是荷蘭時代響起。

另一方面，一篇眾人熟悉的陳第〈東番記〉，早於荷蘭文獻約二十年，是「萬

曆壬寅冬（1602∼ 03年）」大明中國水師渡海來臺討伐「倭」海賊後的從軍筆紀。
這篇約一千四百字的文獻，除反應「荷蘭時代」前，臺灣還有「歷史」之外，當時

人誇張說「東番之入記載也，方自今始」，迄今也常被解釋成是陳第的親身經歷和

實地採訪記錄，而且主要記載臺灣西南部沿岸的西拉雅族。

以上的幾個觀點，不能說全錯或全對，但總是缺乏時代的連貫與通盤考慮。也

就是說，如果〈東番記〉是記實，文中所列地名，如本文所論證，明顯是長達千餘

里的各地；陳第文中所述原住民「種類甚蕃」、「無酋長，子女眾多者雄之」，

顯然也不是僅講臺南西拉雅。因此，要更周全地詮釋該文，得置之於十六、七世

紀的時代文脈，用歷史文法還原。甚至借用一下文學理論的「橫看側讀（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也無妨。
底下，本文嘗試從陳第的紀錄來探討荷蘭時代以前的番漢關係，至於他所記錄

的原住民風俗印象，俟諸另文。

二、〈東番記〉表現明人對臺灣的集體認識

需先問的是：1603年年初陳第〈東番記〉的臺灣原住民民族誌，資訊是從哪裡
來？純粹是他親身調查，還是一種資訊的收集與整理？

文獻引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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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姚永森，〈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譜》〉《臺灣研究集刊》第四期，1986，頁 28-31；沈

有容輯，《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 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22、28, 43。

有「觀海之興」的福州連江人陳第隨沈有容將軍打臺灣海賊，目前的看法，是

根據陳第〈舟師客問〉，說是「萬曆壬寅臘月初旬」、「除夕班師」，以及根據近

人編輯的〈陳第年譜〉，推測是在萬曆三十年十二月九、十日到臺南（1603年 1月
20、21日），三十日除夕（2月 10日）收兵回中國。如此來看，陳第得以在臺南
停留二十日左右。

不過，根據沈有容〈仗劍錄〉自傳，他是從十二月十一日（1月 22日）才從泉
州崇武率二十四艘兵船出發，途中於澎湖溝遇颶風，「回復西嶼頭」，卻又說泉州

崇武沿海的「丁嶼門極險」，「因天晚得已冒險收入，候三日，始得十四船，餘皆

飄散⋯⋯下令過東番，次日遇賊艘於洋中」，行程寫得有點撲朔迷離。另外，屠隆〈平

東番記〉說沈軍出發，徘徊三天才抵臺灣；黃克纘的〈盪平海寇序〉講的更誇張，「旬

有餘日」才到臺灣 2。綜合這些資料，沈有容軍隊與陳第停留臺南恐怕未超過十五天。

兩個禮拜能調查到何種程度，老實說，還是個疑問。

尤其是〈東番記〉一開頭便說：

圖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西部海岸。資料來源：

Jos Gomans, and Rob van Diessen eds., 
Comprehensive Atlas of the 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Volume 7, East Asia.
(Amsterdam, 2010)（圖片提供／翁佳音）

 東番夷人⋯⋯起魍港、加老灣，歷
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

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
8 8 8 8

，

斷續凡千餘里
8 8 8 8 8 8

，種類甚蕃
8 8 8 8

。

「斷續凡千餘里，種類甚蕃」兩句，

已明白提示情報涉及之地點與族群，是

泛指全島，非單單指臺南西拉雅一族。

經地名學貫時與系統實證考訂後，大體

可知「魍港」是臺南北門區附近，「加

老灣」、「大員」是臺南臺江一帶；「堯

港、打狗嶼、小淡水」在高雄與屏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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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東番記〉地名考證，散見於本人已發表的文章與演講，近期會以〈臺灣‧海濱的地名—地名學視野下的

十六、七世紀臺灣史〉公刊，請稍待。該文主旨在論證十六、七中外文獻上出現的臺灣地名，若位於濱海地區，

十之八九為閩南漳泉潮語族所命名。姑舉一例，荷蘭文獻中著名的 Favorlang地方，該地原住民分兩個方言群，

分別自稱Tern與Tarkais。依荷語地名雙語記錄習慣，後兩者為原住民之名，若依此理論，前者為閩南語「虎尾」

的可能性最高，詳論見上舉拙文。

內；「雙溪口」是嘉義朴子鎮內的老地名；「加哩林」可推測為彰化二林，「沙巴

里」、「大幫坑」，分別為臺北的淡水河口與大坌坑。這些如今看似怪異之地名，

都是十六世紀後半以來，臺灣西海岸漢人船隻可到之處的閩南語有名港灣 3（參見圖

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西部海岸）。

也就是說，陳第所寫內容，除「親身經歷和實地採訪」外，相當程度是整理、

或反映出十六、七世紀之交「民」、「官」的地理知識。至少，沈有容在討伐海賊

時，就曾秘密調查，「私募漁人，直至東番，圖其地里，乃知彭湖以東，上自魍港、

下至加哩，往往有嶼可泊」。這就可解釋為何在短短兩週之內，陳第可以記載這麼

多的資訊。

三、〈東番記〉透露集體資訊

既然〈東番記〉有資訊整理的一面，內容就不是一時的景象。文中若干修辭與

文法，若另行再詮釋，也許又可討論出研究者不甚熟悉的歷史圖像。

例如，本文後半在講到明永樂初，鄭和太監進出西洋，因東番原住民不聽約，

家家戶戶給一銅鈴，把原住民當狗看待。之後，敘述便跳到明嘉靖末，亦即 1560、
70年代：

始皆聚居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迺避居山
8 8 8 8

。倭鳥銃長技
8 8 8 8 8

，東番獨恃鏢，故

弗格。居山後
8 8 8

，始通中國
8 8 8 8

，今則日盛。

文中「始通中國」與「倭鳥銃長技」等語，尤其前者，容易讓人理解成是十六

世紀七○年代之後臺灣原住民才與「中國」交通。然而，官方文獻訊息通常落後於

民間的行動，這一點，研究者諒無多大異議。清代初期文獻提到臺灣「不通中國，



50 原住民族文獻 第二十期

4 諸家，《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4。

5 胡宗憲，「烏嘴銃圖說」，《籌海圖編》卷十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報剿海賊林鳳疏〉，轉引自：湯開建，〈劉堯誨《督撫疏議》中保存的林鳳及其與西班牙關係與西班牙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彙編，澳門，2007。

亦未嘗屬於外番。泉、漳市舶私與往來，不聞官司也 4」，可輔證官方的海外知識與

行動常常慢半拍。至於原住民與中國的關係，是否可拉到鄭和時代，或更早，研究

者觀點不一，這不是本文討論對象。我們還是繼續討論可文獻反覆驗證的十六世紀

中葉歷史。 
〈東番記〉提到臺灣原住民只有手持鏢槍，因此不敵使用「鳥銃」的「倭」，

可證明槍炮聲，在荷蘭人未到來前，早已在島上響起。鳥銃，日本人稱為「鐵砲」，

一般認為鐵砲是葡萄牙人於 1540年代傳到日本。但之前，「鳥鎗之製，自西番（引
者按，即葡萄牙）流入中國，其來遠矣。然造者多未盡其妙，嘉靖二十七（1548）年，
都御史朱紈遣都指揮盧鏜破隻隻嶼，獲番酋善銃者，命義士馬憲⋯⋯而造作比西番尤

為精絕 5」，可見中國官民此時也使用鳥銃作戰。現在的問題是：〈東番記〉所說的

「倭」，真的是日本人，還是其他的人？

明嘉靖年間掀起東亞海域鯨波的倭寇之亂，倭寇構成主要分子是閩粵省分漳潮

泉府人民，學界少有反論。中文文獻有「潮賊林道乾勾倭⋯⋯竄據澎湖，尋投東番；

其黨林鳳梧（sic.）最黠⋯⋯駕大夥倭船百餘隻乘風突至澎湖」，記載雖曖昧，但確
鑿的證據，是 1574年福建巡撫有關林鳳的情報，提及澎湖鳥嶼澳漁民劉以道、郭
太原等六人自魍港逃回，供說：「以道等向在東番捕魚貿易，忽於六月初十日，有

廣東賊船六、七十號到魍港地方內，⋯⋯連與番人格鬥三日，彼此殺傷數多。番人

因無鳥銃火器，不能勝賊 6」。換句話說，〈東番記〉裡拿槍砲與臺南原住民對幹的

「倭」，不是日本人，而是以廣東潮州人為主的漢人！臺灣中南部有一定數量的廣

東潮汕語族定居，還有待研究者更為留意與挖掘。

約三十年後的 1602∼ 3年，沈有容也是差遣姓郭的漁民到臺灣偵察，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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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番記〉所載的番漢關係

以上，都可見閩粵漢人漸次在臺灣活動的事實，〈東番記〉又說：

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

「漳、泉之惠民」中的「惠」，應為誤或贅字，所以其他文獻引用時，另改成「漳、

泉之民，充龍、烈嶼諸澳」（見圖二：何喬遠《閩書》書影）。充龍，又作衝龍、衝濃，

原位於福建九龍江口北岸海濱，當時屬泉州同安縣積善里，現在漳州市龍海市角美

鎮內。臺南、高雄一帶，早有「充龍社」漢人移居，原有歷史脈絡可尋。他們來臺

經商，又懂得原住民語言，因而居住下來，傳衍後代。

也許詮釋到這裡，會更強化讀者的刻板印象，以為番漢關係，一開始只發生在

臺南。這有違地理條件。臺灣西部沿岸，多處能泊小舟、外來人群可登岸。陳第一

 圖二：何喬遠《閩書》書影。（圖片提供／翁佳音）

7 慎懋賞，《四夷廣記》下（臺北：中央圖書館，1985），頁 2-22。也因此，稍後張燮的《東西洋考》東番形勝，言：

「璜山（琉璜氣每作，火光沿山躲鑠）、沙巴里、大幫坑、大圓、堯港」，同樣都指出大圓（大員／臺灣）以北，

淡水磺山附近的「沙巴里」與「大幫坑」為漢人所知悉。

口氣講了好多個臺灣西部南北濱海地名，正是

再提示這個被輕忽的簡單事實。至少，十六世

紀末，文獻就說雞籠、淡水「俱出硫黃，杭人

販舊破衣服換之，俱硫土載至福建海澄縣」。

由此可證，北部採硫與貿易之業，早在西班

牙、荷蘭人，或郁永河之前，已行之有年 7。

然而，同時也必須注意的是，番漢關係並

非全都是海賊侵略土番的故事。東番記說：

自通中國，頗有悅好
8 8 8 8

，姦人又以濫惡之物
8 8 8 8 8 8 8 8

欺之
8 8

，彼亦漸悟
8 8 8 8

，恐淳樸日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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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松田毅一監譯，《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に本報告集》第 II期第 I卷（京都：同朋社，1990），頁 87-88；姚旅，

劉彦捷點校本《露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陳第描述番漢關係，起初還有「悅好」一面，存在主客情誼。一份 1611年日本
耶穌會士的報告指出：臺灣番敵視其他外國人，卻允許漢人住那裡，因後者有交「貢

物」；約同時期的中文紀錄，也提到「捕魚逐鹿者人入其境，必分贈甲長土宜」8。

外來者，包括荷蘭東印度公司，初到臺灣還是得透過類似「租借」關係求取居留權。

當然，接觸日久，外來者漸用「以濫惡之物欺之」等不正手腕，主客易位趨勢已難

阻扼。

無論如何，〈東番記〉以及〈題東番記後〉（陳學伊）文中，類似「始通中

國」，以及「東番之入記載也，方自今始」的古代修辭，不能直接今譯為十六、

 圖三：西班牙人所繪之臺南圖。（圖片提供／翁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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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紀之交原住民才與外來漢人頻繁接觸，接觸地點也不只限於臺南。荷蘭東印度

公司來臺之初，赤坎樓一帶已是「漢人漁民與賊仔（lugar de chinos pescadores y 
ladrones）」（見圖三：西班牙人之圖）居住的村落。若細讀荷蘭文獻，可知臺南
西拉雅族已混用不少漢語；進而，亦可見高雄蟯港（興達港一帶）附近出現了配槍矛、

刀，要捕捉盜賊的疑似打狗野蠻人（wilden）；以及彰化二林（Gierim）的居民，
搭乘四十艘舢舨到臺南攻擊燒製石灰的漢人，等等紀錄 9。這些大規模行動的野蠻人

與居民，是否真為原住民，恐怕還有討論空間。荷蘭文獻所載南北各處有漢人蹤跡，

其實可當成追加證明〈東番記〉所記番漢交涉已久、涉及地區廣大之用。

最後，卻也是相當重要的是，〈東番記〉文中有： 

榖有大小豆
8

、有胡麻
8 8

⋯⋯無麥⋯⋯有番薯
8 8

⋯⋯無他菜⋯⋯有甘蔗
8 8

⋯⋯無馬、驢、

牛
8

、羊
8

、鵝
8

、鴨
8

⋯⋯；

社社無不飽鹿者。取其餘肉，離而腊之；鹿舌、鹿鞭（鹿陽也）、鹿筋亦腊；鹿皮
8 8

、

角
8

，委積充棟
8 8 8 8

。

由這些涉及臺灣物產的記載，可確定蕃薯、甘蔗等等，早先荷蘭時代存在，且

非野生散置；牛羊鴨鵝等家畜，以及食用之麥，推想應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確

立殖民地後繼續傳入。不僅如此，鹿皮、鹿茸等輸出品，在十七世紀一開始已「委

積充棟」，亦即庫藏甚多，之前的番漢交易盛況自可想像。

言而總之，將〈東番記〉視為是「前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經濟總體敘述，進

而是族群關係的一個重大階段呈現，也許是比較接近文本的觀察。進一步，也才能

解釋為何荷蘭東印度公司一開始，便能迅速獲得臺灣本島的地理、地名資訊之原因；

以及在新時代的三角族群關係中，原舊的番漢關係仍存在，是新政府荷蘭公司必須

面對與解決的課題。

9 參見：《バタヴィア城日誌》、《臺灣城日誌》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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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之眼所記錄的原住民
本刊編輯部  整理

於花蓮市中美路上的花蓮天主教文物館，前身是落成於 1958年的美崙舊主教
座堂，2002年因興建了現代化教堂而荒廢了數年，於 2002年黃兆明主教就

職後起意整理，2010年翻修為現今的「花蓮天主教文物館」。文物館中保存許多老
照片、歷任神父、修女所使用過的物品，例如昔日舉行彌撒時穿戴的方領巾、手帶

等隨時代變遷已不再使用的裝束。事實上，文物館館藏中，除了保存花蓮教區早年

神職人員傳道的物品、服裝外，因為教區位於花東之故，除了教堂內保存了原住民

風格的裝飾品、雕刻外，神父於數十年間進入偏鄉傳道時所拍攝的攝影圖片與紀錄

手稿等也收納入館藏之中，成為研究花東地方變遷的珍貴素材。

花蓮教區第一任主教費聲遠來自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費主教早期在瀋陽傳教，

因當時教難之故輾轉去到香港，在香港等待的過程中打聽到舊時於東北曾共事過的

包萬才神父早在兩年前已帶著一批修女與修生到了台灣。基於對包神父的關切與一

股莫名對台灣殷切嚮往，在積極加上機緣的促成之下，費聲遠主教於 1951年以「觀
光」之名第一次抵達台灣。抵台後因聽聞數名修女舊識前往花蓮創立會院，正落腳

於田埔著手進行著醫療相關的工作，在當時花蓮對一般人而言仍是個「未知」、「文

風未到」、「與外界隔絕」、「有獵人頭風俗」的地方，然而費主教不畏「危險」

的警告仍執意前往，而彼時花蓮因為剛經歷了一場地震而仍處於斷垣頹壁的狀態。

走過花蓮城中的淒涼景像，費主教一行人去到了修女們落腳的田埔，當時田埔

是個住有三千名阿美族的大部落，修女們更為了迎接他們而邀請在地居民穿上鮮艷

位

文物掌故

花蓮天主教文物館外觀。（攝影／謝宛真）

的族服進行歌舞表演，如費

聲遠主教日後在回憶錄中所

言，「像是進入了另外一個世

界」。就在這個對他們而言充

滿「千奇百怪」的地方，費聲

遠主教興起了一股傳教士的使

命感，一趟為期 15天的旅程，
促成了「花蓮教區」的成立。

經過多方奔走，花蓮由他、包

神父與彭光遠神父著手建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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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而台東則委託給白冷會神父

們成立傳教區，至此正式開啟了

天主教於花東地區的傳教工作。

在那交通不便的年代，這些

從國外而來的天主教神父，不畏

路途艱辛的深入各原住民部落，

為在地原住民帶來了許多生活物

資、建立醫療機構，因為他們企

而不捨的傳教與奉獻精神，讓花

東兩區許多原住民開始接納這些 神父的影像紀錄與手稿。（攝影／謝宛真）

各族語的經書。（攝影／謝宛真）

與他們截然不同的外國面孔，拿起聖經開始信奉天主教。值得一提的是傳教過程中，

女性的力量不容小覷，田埔教堂歸化的第一批天主教友有 31位都是阿美族的婦女，
1960年代更以原住民婦女為主創辦了聖瑪爾大女修會，成為第一個在地的女修會。
當時的天主教神父有人書寫，有人利用相機記錄了許多花東地區的原住民部落，

如費聲遠主教於 1958年曾寫了數篇文章紀錄了許多當時他所理解的部落根源、分
布、社會、家庭組織、風俗習慣、娛樂⋯⋯等等，後集結成「台灣的山地人」手冊，

而他的好友彭光遠神父則在攝影興趣的驅使下留下了相當多的照片。我們可以在館

中看見當時傳教紀錄的手札，透過畫面紀錄了部落的風貌、器物與面孔。館中亦陳

列了各族語的經書與歌本，如 1966年以阿美族語編撰的聖歌本，是當時神父們為
了傳教之便，融入在地努力學習原住民語言，利用羅馬拼音學習部落的母語所編寫，

間接保留了語言與文化。早期教會是羅馬教廷彌撒講的是拉丁語，1962年梵諦岡第
二次大公會議之後，同意可以用在地語言進行彌撒，同時簡化了很多禮儀，最後甚

至爭取到部落活動的時候可以穿著

傳統服飾，這些服飾的變化也陳列

在文物館中，此外館中許多天主教

文物如聖體龕中也可以看到融合了

原住民元素的呈現。經由這些神父

們的足跡所留下來的歷史文物，如

今提供了我們另一條認識東部發展

歷史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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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講古 1

從奇美拉船到瑞穗
吳明季

批珍貴的老相片要感謝陳銘義的提供，民國 60年代末至 70年代陳銘義在奇
美村擔任村幹事，在部落連外道路未通的年代，每個禮拜都要走三、四個小時

的山路進來奇美。這幾張相片應該是鄉公所請奇美部落的居民幫忙拉木船走水路運

送東西到瑞穗時所拍攝。

這

後方掌舵的船長，一手撐竹竿推開石頭，一手掌舵控制方向。船長要非常懂水

路，知道秀姑巒溪每一段河域哪裡有暗流、哪裡要怎麼走。相片中的船長是年

輕時候的mama楊秀松。（圖片提供／陳銘義）

逆著陡峭壯闊的秀姑巒溪，從奇美拉船到上游的瑞穗，是一段辛苦而危險的過

程。因為座落在山間的奇美交通不便，使得奇美各項「現代化」的發展相當緩慢，

部落一直到民國 53年時才有電力，民國 70年代時族人還普遍住在茅草屋，甚至到
了 81年才有電話。部落聯外的瑞港公路，一直到民國 75年才開通，在那之前，陸
運是一人寬的森林山徑，再來就是仰賴秀姑巒溪的水運了，於是竹筏是當地族人渡

河的必備工具，而木頭船則是部落唯一共同實用的運輸工具。拉船，為的是將部落

種的農作物運到瑞穗去賣，並從瑞穗帶回日用品，養活一家大小的溫飽。

在當時大船只有一艘叫做「勝利號」，是整個部落共有的，幾個家族說好，用

互助與換工的方式，一起拉船運農作物到瑞穗。一趟大船大約可以載二十包約莫一

噸重的穀物，通常需要七個人力來分攤工作。後方掌舵的是經驗老到的船長，指揮

號令著一切。前方撐船的副船長必須要很機靈，當船遇淺灘時要下來抬船頭。拉船

的部落族人怕將衣服弄溼，常常是只著內褲，有些年紀較大的老人家甚至會全身脫

光，但拉船是相當耗費體力的工作，就算脫光了衣服使盡力氣還是汗如雨下。在那



57原住民族文獻

吳明季

個物資貧困的年代，族人們奮力與生存搏鬥，對於裸露的身體，並不會存有異樣的

眼光。族人在乎的是，小心不要翻船，家族辛苦務農的血汗付諸東流。耆老 Tapolo
就說：「右手握推竿，左手操船舵，往下流時都要閃過大石頭，真的很難操作，翻

船就是什麼都沒有了，流的流，米、貨物全部都沒了，過去曾經有船翻的經驗。」

前方撐著竹竿的是副船長，他必須很有力氣，船如果擱淺，要下水抬船。舀水

的人通常找小孩子，因為孩子體重輕，不會增加拉船的負擔。村長蔣國雄剛剛

進入年齡階級第一級 dep'dep'時，曾經上船負責舀水，他說，很累耶！一直
舀！但是不得不舀，老人家會罵，整船的農作物不能溼，不能沈。（圖片提供

／陳銘義）

拉船拉到一半吃中餐，老人家說通常能在定點吃中餐大概都兩點了，很辛苦。

面對鏡頭者，即為當時的村幹事陳銘義，也是相片的提供者。另外五人為：三

個拉船者，一個船長、一個副船長。後方即為奇美部落的大船。（圖片提供／

陳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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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講古 2

鄒族女性傳統服飾的演變
安梓濱

住民族傳統服飾的演變，在 90年代樂舞的展演化與舞台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趨向一致性與標準化以符合舞台展演效果。

傳統鄒族女性的服裝並無一標準形式，大多以棉料、絲及綢緞裁製而成。而服

裝的形制包含有頭巾、長袖短上衣、胸兜、單片式長裙、腰帶及護腳布等。成年女

子平時以黑色頭巾纏頭、頭巾兩端多施以手繡花紋，有的則附加上毛線流蘇或絨球。

在過去服裝取材不一，縫製也由自己或家族內進行，所以在傳統服飾的呈現上

更顯個人化與多元化。一般所認為的鄒族傳統女性服裝大致以藍衣黑裙及配毛線彩

球頭飾為標準，但可以透過早期影像紀錄顯示，傳統服飾的多樣性。

原

圖說：1992年參與Mayasvi（戰祭）
的年長婦人裝扮，顯示出鄒族女性傳統

服飾的多樣性與個人特色。

地點：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達邦大社

圖片提供：汪寶瑞修女

圖說：現今參與Mayasvi（戰祭）的年輕婦
人服飾已趨向單一性與標準化現象。

地點：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村達邦大社

圖片提供：汪寶瑞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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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快遞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新分級
本刊編輯部　整理

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於民國 90年 11月 5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發布，
全國性族語考試共有兩種，受測對象分為原住民學生和一般大眾，而後於民國

102年 8月 30日修正，將族語能力認證分為初級、中級、高級及薪傳級等四個分級。
新的分級認證，將原本的「學生升學優待的族語證明考試」以及「原住民族語言能

力認證考試」結合起來，考試對象不分大人、學生，也不限原住民或非原住民。過

往的學生族語證明考試，考題難度相當於「初級」的程度，而族語能力認證考，難

度接近「高級」考試，至於「薪傳級」，加考「寫」族語的能力，以因應族語通譯

人才的培育，以及成立族語薪傳工作坊。通過薪傳級族語認識考試，未來將可以在

大專院校開設的族語文化課程擔任講師。

新行的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於 103年 12月 20日舉辦，並於 104年 2
月 16日放榜，本 3月 13日舉行授證表揚典禮，表揚本次認證測驗初級、中級及高
級各族語別之榜首及通過薪傳級測驗之 11位合格人員，共計 60人。本測驗為原住
民族委員會辦理的所有認證測驗項目中，參與人數最多的測驗。104年度測驗報考
人數計 20056人，實際到考人數共有 14696人，合格人數有 8776人，合格率接近
6成，但大部分集中在初級和中級，通過率分別為 60.16%與 66.59%。而薪傳級到
考人數共有 595位、合格人數卻只有 11位薪傳級，等於是通過率僅 2.4%。薪傳級
是最高等級語言認證，標準相對嚴謹，考生們除了具備語言能力，書寫與結構表達

能力，都必須面面具備。本次薪傳級 11位考取生中就有 5位是布農族，布農族牧師
撒伊‧伊斯卡卡夫特，認為自己考上薪傳級的一大主因是平常在教會講道時都是用

布農族語，部分人認為，多數人未能考取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傳統羅馬拼音和教育部

公布的書寫系統有落差。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張培倫表示，從這次族語認

證測驗看來，大家聽說族語的能力還不錯，但讀和寫的部分還有加強的空間，未來

原住民族委員會也會推出一些措施來改善大家讀和寫的能力。

然則也有部分族語教師前往原民會抗議辦理的 103年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測驗，
特別針對薪傳級的命題與考試方式提出異議，認為考試作業疏失、命題方式不當⋯⋯

等，對此原民會回應，將廣納意見並進行內部檢討，重新討論分級內容，與考試辦

法與命題題型等。考試是測試語言程度的一種途徑，然而族語的真正的精神則該落

實在平日生活上的運用與對話，如此也才能真正達到傳承族群文化的實質功效！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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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

中級

高級

薪傳級

測驗等級 學習教材 詞彙範圍

基本詞彙 300詞

基本詞彙 500詞

基本詞彙 1000詞

不限

1.九階教材 1至 3階    2.國中版句型篇

1.九階教材 1至 4階    2.高中版句型篇

無範圍

無範圍

初級

等級

中級

高級

薪傳級

聽力

種類

聽力

聽力

聽力

寫作

寫作

口說

口說

閱讀

閱讀

口說

口說

20

時間分鐘

20

40

40

60

60

5

5

50

50

30

30

60

配分

60

150

150

60

60

50

50

45

合格標準

45

105

105

15

15

35

35

100

總分

100

200

200

筆試

類型

筆試

筆試

筆試

口試

口試

口試

口試

是非題、選擇題、配合題

題型

是非題、選擇題

選擇題

選擇題

段落翻譯、寫作

寫作、評論

單詞朗讀、簡答題、看圖說話

單詞朗讀、簡答題、看圖說話

克漏字選擇題、題組選擇題

克漏字選擇題、題組選擇題

朗讀題、口語表達

朗讀題、即席演說 

表二 各級測驗題型、時間、配分與合格標準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 E樂園（http://klokah.tw/）」網站提供國中、高
中版句型篇、九階教材、字母篇、歌謠篇、生活會話篇、圖畫故事篇及千詞表等

多種教材供民眾學習、下載。

表一 103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範圍



61原住民族文獻

新書視窗 1

與部落共行：外籍神父與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知遇 （三冊一套）
採訪撰稿：劉孝煦、許純蓮、蔡念澄

出版日期：2014年 4月
出 版 社：原住民族委員會

I S B N：978-986-03-5975-6

從 1950年代算起，來自西方的神父、牧師與修女已經在台灣投入了超過半個世
紀的歲月，傳揚天主、上帝的真理，並在傳教工作進行的同時，對原住民族文化與

族語也投入了相當的心力積極研究、保存與發揚，現今我們使用的原住民族語言文

獻，有許多珍貴的史料便是來自這群近半世紀待在原鄉地區傳教的神職人員。因為

他們的付出的努力，讓依靠口傳來承傳部落文化的原住民族們，在面臨現代化的各

種價值觀、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各種劇烈改變與傳統文化遺落的過程中，留下來許

多相當珍貴的原鄉文獻。本書受訪的六位神職人員多半在壯年時期就來到台灣，多

已將台灣視為第二故鄉。

六位神父中：博利亞（Rev. Louis Pourrias）──編寫阿美族語／法語字典，
長年從事阿美族經文翻譯；魏主安（Rev. Vonwyl Gottfried）──協助編寫阿美族
語《禮儀手冊》、《祈禱手冊》、教導阿美族本地神父深入學習族語；巴義慈（Rev. 
Alberto Papa）──出版大量泰雅族語著作語教材、深入泰雅族織布圖案、泰雅族
語研究與教學；丁松青（Rev. Barry Martinson）──紀錄達悟族、泰雅族文化體
驗，以藝術保存泰雅族文化；葛德（Rev. Gassner Ernst）──深入布農族、阿美族、
達悟族學習族語字母、推動原鄉地區儲蓄互助社、堤防興築等工作；賈斯德（Rev. 
Stähli Karl）──長期收集原鄉民俗文化傳說發表於瑞士、編寫布農族語歌本、照
片記錄。神父們對原鄉族與保存的熱情，讓他們成為保存原住民族文化的中堅份子，

族語運用的流暢度甚至勝過了族人。本套書紀錄了他們對原鄉文化從陌生到熟稔，

再到捍衛，甚至在動亂時局中冒著被驅逐或監禁的危險也堅持要記錄部落文化，以

及與族人互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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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視窗 2

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

作 者：馬淵東一

譯 者：楊南郡

出版日期：2014年 4月
出 版 社：原住民族委員會

I S B N：978-986-03-5975-6

因為種種政治氛圍的影響，日治時期台灣史的研究，一直要晚到 1980年代以後
才逐漸成為顯題；而有關原 住民文化和歷史的部分，由於原住民不用文字，相關的
文獻大多屬人類學民族誌的的田野紀錄。而再加上學術圈傾向歐美的現實，讓這些 
堪稱冷門文獻的早期日文著作，因為需要相當深厚的翻譯功夫，而處於較乏人問津

的一塊，因而楊南郡先生的譯註志業在這樣的背景下顯得格外具備意義。楊南郡先

生對日文造詣深厚，且熟悉各地古道、詳識部落舊址，因而能承擔起譯註這種學術

論文的困難工作，至今為台灣累積相當豐厚的譯註成果。

馬淵東一為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移川子之藏的唯一學生，也是日治

時期研究原住民學者中，少數還能在戰後持續到台灣作研究調查的學者。年輕時的

馬淵多次以徒步的方式，踏入台灣高山與平原的廣大區域進行巡迴調查，他在戰後

多次來到台灣進行田野訪查，並陸續發表英、日論文多篇。馬淵透過各個重要部落

的口碑傳說的採集，分析各部落族群的系統所屬，以及移動與分布，可以說是以歷

史民族學的視點，所進行的溯源工作。馬淵以成熟的思考與學識，重新審視當年的

調查結果與自己早年的筆記，並參酌日後研究 17世紀荷蘭據台時代的古文書，所完
成的歷史民族學研究。本書可說是《台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中文譯註本）

的進階版。對於如何活用原住民族的耆老相關族群移動與分布的重要證言、以及他

們口述中 300多組系譜的傳承。亦即馬淵教授所謂歷史知識的傳承與建構、各族群
的親屬關係、與土地的原始所有權問題等，有更深入的解說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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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ous Peoples,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A New Paradigm Linking Conservation, Culture, and Rights

編 者：Stan Stevens
出版日期：2014年 9月 18日
出 版 社：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I S B N：978-0-8165-3091-5

世界各地許多國家公園或是保護區域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且常因該區遇被

設為國家公園或保護區之故，而迫使原本擁有傳統領域的原住民流離失所、文化失

根，進而失去主權與自治。與此同時，也因為土地的流失，許多傳統智慧、知識、

價值與作息失去了落實與實踐的場域。本書（暫中譯為《原住民族、國家公園與保

護區：連結保護、文化、與權利的新典範》）探討如何從排除原住民族參與管理權

利的保守架構，轉向新的典範去倡導具體透過原住民的傳統智慧共同參與管理國家

公園或保護區的維護。本書除了紀錄新典範的參與管理，並連結文化復振、土地運

用、以及基本權利的紀錄外，並以跨領域知識觀點來論述分析包含澳大歷亞、加拿

大、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泊爾、尼加拉瓜、秘魯、南非以及美國等地個案。

本書編者 Stan Stevens是麻州大學 Amherst的地理系教師，他透過各領域的
專家專者的討論，使本書深度透視國家公園與土地保護政策與操作的轉變，尤其是

透過不同原住民族政策下所鬆動的土地保護思潮與社會和解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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