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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Abstract) 

 
最早對台灣原住民做分類工作，並且提出第一個較為完整分類的

是日治時期日人伊能嘉矩和粟野傳之丞，他們分台灣原住民為泰雅、

布農、鄒(或曹)、排灣、澤利先(ツアリセン或 Tsalisien)、卑南、和阿

美等七族。嗣後不久，鳥居龍藏於 1910 年發表一本法文報告，分原

住民為 Atayal(泰雅)、Bunnun(布農)、Niitaka(今之鄒)、Sao(邵)、
Tsalisien(澤利先)、Paiwan(排灣)、Puyuma(卑南)、Ami(阿美)、和

Yami(雅美)等九族。1912 年，森丑之助(森丙牛)，將排灣、澤利先、

和卑南三族併稱為排灣族(即後來所謂的排灣群諸族)，加上泰雅、布

農、曹、阿美、雅美五族，簡化為六族。1913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

局理蕃課刊行「蕃社戶口」，在森丑之助的六族之外，加入賽夏族共

為七族。此後，該系統便成為日治時期官方所用的分類。衛惠林認為，

這些分類雖係根據實地調查的結果，但族群之間的關係卻全被忽視，

故僅能稱之為列舉式分類。 
到了 1935 年，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與宮本延人，在所合著

的《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書中，將卑南族重新給以獨立部族

的地位，稱之為 Panapanayan 族，另將澤利先改稱為魯凱(Rukai)族，

與排灣族分開，主要的根據可能是語言上的差異。他們又提議把從來

以阿美族一名著稱的東海岸平地族群叫作 Pangtsah 族(宋文薰譯、鹿

野忠雄著 1955:126)。因此，台灣原住民至此又有 Atayal(泰雅)、
Saisiat(賽夏)、Bunun(布農)、Tsou(鄒)、Rukai(魯凱)、Paiwan(排灣)、
Panapanayan(卑南)、Pangtsah(阿美)、和 Yami(雅美)等九族之分了。 

1950 年，台灣大學考古人類系成立，採用的是移川等的分類。

不過，Amis(阿美)的名稱較 Pangtsah 通行，所以後來就採 Amis 一詞。

因此，共有 Atayal(泰雅)、Saisiat(賽夏)、Bunun(布農)、Tsou(鄒)、
Rukai(魯凱)、Paiwan(排灣)、Puyuma(卑南)、Amis(阿美)、Yami(雅美)
或達悟(tao)等九族的分類，再加上近年來官方認定的邵(Thao)、噶瑪

蘭(Kavalan)、及太魯閣(Truku)等三族，合計有 12 個族群。 
芮逸夫在〈台灣土著各族劃一命名擬議〉一文中提到，排灣，原

名 Paiwan，其義不詳。而據鈴木質的說法是出自該族神話。排灣族



人認為其祖先發祥於大武山的某處，相當於他們的天國，稱為「排

灣」，由於現在的排灣族是從該地分布出去的，所以以該地名作為種

族的名稱。此外，有不少族人表示 Paiwan 也含有「人」的意思。 
    蔣斌在〈排灣族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上)〉一文中提到，我們

現在在民族學研究上，以及官方文書上所認定的排灣族，其相關的知

識最早在文獻中出現，應該算是荷蘭殖民者在 1650 年代所作，關於

西部平原、南部山地及東部平原各原住民聚落及戶口的統計資料中，

雖未使用「排灣族」的聚落，卻有相當詳細的記載。至今三百四十年

過去了，在這段時間裡，查(澤)利先族、排灣族、或「傀儡番」的名

稱與事蹟，開始再中文與日文文獻中佔有一席之地。包括征戰的記

錄、交易互市的情形，以及風俗習慣的描述，這些記載都增進了我們

對「排灣族」的瞭解。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 年在中華民國台閩地區原住民

人口統計中的計算，排灣族人口為 69,625 人，次於阿美(147,895)及
泰雅(89,693)二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第三大族。分布地區主要在台灣

中央山脈南脈，北起自武洛溪上游大母母山一帶，向南直到恆春半

島，東南則包括山麓與狹長的海岸地區。以行政區域而言，包括屏東

縣的三地、瑪家、泰武、來義、春日、牡丹、獅子、滿州等八鄉，以

及台東縣的卑南、金峰、太麻里、達仁、大武等五鄉；除此之外，有

少數居住在花蓮縣卓溪鄉與高雄縣的三民、桃源兩鄉境內。 
    排灣族的社會結構係以社會階層制度為主，階層制度是建立在土

地制度與長嗣繼承上，又土地所有權的獲得也是靠長嗣繼承，因此，

可以說排灣族的社會階層制度是長嗣繼承制度造成的。世襲的階級制

度分為貴族、士、及平民。族人一出生即確定其個人的階級。以筏灣

的社會為例，共有三種階層，即貴族(mamatsangilan)，成員多為地主

的近親，又依與地主親屬關係的親疏遠近再分為地主、核心貴族、二

級貴族、和邊緣貴族。士(pualu)的社會地位低於貴族而高於平民，其

長嗣為士，餘嗣就變為平民。平民(kaktitan)是地主的三從以及三從以

外的兄弟，其成分比較複雜，有些是地主的遠親，有些可能與地主無

關。 
    每個階級所能享受的權利，是社會階層的最大特點之一。地主必

得擁有農田及住宅。他可享有的權利有收稅，如土地稅、獵稅、山林

稅、和水源稅等；文身的花紋為整個人形；家名、人名與平民的不同；

住宅、房子比較大，門楣上有蛇、鹿、人頭等雕刻花紋；室內正堂迎



門的壁上有人像雕刻，宅前有司令台等；婚前有與其他未婚女子同居

的權利；可穿豹皮衣；可以免服兵役，這一層可及於地主的所有子女。

士的社會地位與邊緣貴族相似，僅在文身的花紋與人名方面與平民不

同。平民則是靠自己的勞力賺取生活上的物資和精神所需，可以藉由

個人的努力，在爭戰、狩獵、雕刻等表現上提昇自己的地位，或藉著

婚姻提昇子女的位階。排灣族有一種婚姻昇降法則，即有三種階級形

式的婚姻，同階級相婚(mitservong)、昇級婚(slungua)、以及降級婚

(slungoja)。昇級婚與降級婚、原則上是在財富與名位雙重條件下進行

的，不只適用在三個主要階級之間，也適用於貴族的內分階級之間。

族人並無嚴格的階級內婚法則，反而多以異階級婚姻為變更個人及其

後嗣身份地位的合法手段。 
排灣族的貴族在過去有其不可侵犯的神聖性，他享有家名及人名

的特定尊號，且專有家屋標幟，如雕刻石柱及簷桁、橫樑和檻楣等；

另外，還想有特殊服飾，如豹裘、琉璃珠等，並行文身。使用的器物

有專用紋飾，如人頭、百步蛇等。今天排灣社會仍殘留些許階級組織

的意識，族人仍很清楚彼此間的所屬關係，雖然頭目稅收的情形已經

沒有了，但對於貴族，尤其是地主之家仍很尊重。如遇有喜慶宴會，

上位還是要留給頭目，而敬酒亦先由頭目敬起，此習俗即使年輕人在

現在也仍遵循著。 
    傳統上，排灣族的生計與台灣其他原住民族群一樣，係以山田燒

墾為主，兼事狩獵、畜養、與山溪捕魚。生產的目的除自用外，一部

分作為繳給貴族的租稅。雖然曾有使用貝幣及以鐵器作為貨幣的記

載，並且有用小米、肉類、檳榔、芋頭等作為交易媒介的習俗，但就

整體而言，仍然算是一種無市場制度的「生計經濟」 (subsistent 
economy)。 
    在排灣族的社會裡，主要的宗教執行者有以祭祀為主的祭司和以

治病、占卜為主的巫師兩種。祭司按照其主持祭祀的單位大小分為家

庭祭司與部落祭司兩種。家庭祭司是主持以家庭為單位的各種祭祀活

動。部落祭司是主持以部落為單位的祭祀活動。由於祭祀的性質不

同，又有男女之分。選舉部落祭司須經神卜儀式，由巫師主持。部落

祭司共有二人，男女均可擔任，基於事實的需要，祭司最好男女各一。

部落祭司雖然是神挑選出來，但並不影響其家庭祭司，他不但可在自

己家裡擔任祭祀活動，同樣也可受他人之僱到別人家裡執行祭祀活

動。女巫的能力來源，是藉符咒的力量通求神靈而得其助力，這與一



般原始民族中的薩滿是一類人物。巫的本事，師徒相傳，所傳的項目，

有咒語、法器、與儀式的程序。 
實際的宗教活動表現在各種祭祀上，排灣族的祭祀種類，有綜合

性最著名的五年祭( maleveqe)；有關於天候的祭祀，包括祈雨、祈晴、

鎮風、除雷；有關於土地及部落的祭祀，包括土地、聚落、水源；有

關於農作的祭祀，如豐收祭是一連串的祭祀，包括粟播種儀式、粟入

倉儀式、粟收穫祭；另有關於獵首、狩獵、文身、疫厲、家畜、居所、

財物、器具以及捕魚等祭。五年祭並非每個地區都有，它的含義很多，

在來義和瑪家鄉，是把五年當中所收獲的，不管是獵物(如山豬、豹

等)或戰利品或農作物收成的數量，都包括在內，以這種成果來祭拜，

感謝祖先神祇。五年祭是排灣族規模最盛大，象徵意涵最為豐富的祭

典，係五年一次舉行整體性祖靈祭典之意，俗稱五年祭。早在荷蘭人

殖民統治前即已存在此祭典。祭典中刺球的活動旨在對神靈哭訴懇求

福氣，包括幸運的賜予、生命的眷顧、與惡運的袪除。換句話說，即

祈求以刺球形式表達關於耕作、狩獵、健康、人口興旺、抵禦外侮、

或征服敵人等欲求。 
    排灣族在部落社群藝術上的表現具有獨特的風格。其精緻的織繡

藝術，本質上是貴族階級制度下的工藝產物。在原住族群的藝術中，

富有創造力且深具生命力，舉凡木雕、石雕、竹雕、骨雕、衣飾、琉

璃珠、文身、及編織等，兼具有藝術美學的特質。排灣族的藝術都是

為了彰顯階層制度中的貴族，鞏固其地位，成就其尊榮，換句話說，

只有貴族能享有家屋木石雕刻、刺青文身、穿著美服、特殊頭飾、擁

有古陶壺、琉璃珠等特權。因此，紋飾本身所代表的意義遠勝於單純

的視覺美感。如百步蛇及人像形紋即具有神聖的意涵，紋飾中較少有

生活化的題材。排灣族由於擁有豐富的資產與技術，在編織、木雕、

刺繡、及綴珠等工藝發展上，頗具規模，值得鼓勵與推動，使更能將

台灣原住民的文化產業提昇至一定的境界。 

 

 

 

 



第一章 族群分類與族群稱名(Ethnic Categories and Ethnonyms) 

第一節 類分位置(categorical position) 
最早對台灣原住民做分類工作，並且提出第一個較為完整分類的

是日治時期日人伊能嘉矩和粟野傳之丞，他們分台灣原住民為泰雅、

布農、鄒(或曹)、排灣、澤利先(ツアリセン或 Tsalisien)、卑南、和阿

美等七族(1899:51)。嗣後不久，鳥居龍藏於 1910 年發表一本法文報

告，分原住民為 Atayal(泰雅)、Bunnun(布農)、Niitaka(今之鄒)、
Sao(邵)、Tsalisien(澤利先)、Paiwan(排灣)、Puyuma(卑南)、Ami(阿美)、
和 Yami(雅美)等九族(衛惠林 1973:3)。1912 年，被稱為「日本番通」

的森丑之助(森丙牛)，將排灣、澤利先、和卑南三族併稱為排灣族(即
後來所謂的排灣群諸族)，加上泰雅、布農、曹、阿美、雅美五族，

簡化為六族(宋文薰譯、鹿野忠雄著 1955:124-125)。1913 年，台灣總

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刊行「蕃社戶口」，在森丑之助的六族之外，加入

賽夏族共為七族。此後，該系統便成為日治時期官方所用的分類。衛

惠林認為，這些分類雖係根據實地調查的結果，但族群之間的關係卻

全被忽視，故僅能稱之為列舉式分類(1973:4)。 
到了 1935 年，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與宮本延人，在所合著

的《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書中，將卑南族重新給以獨立部族

的地位，稱之為 Panapanayan 族，另將澤利先改稱為魯凱(Rukai)族，

與排灣族分開，主要的根據可能是語言上的差異(宋文薰編、森丑之

助著 1977:7)。他們又提議把從來以阿美族一名著稱的東海岸平地族

群叫作 Pangtsah 族(宋文薰譯、鹿野忠雄著 1955:126)。因此，台灣原

住民至此又有 Atayal(泰雅)、Saisiat(賽夏)、Bunun(布農)、Tsou(鄒)、
Rukai(魯凱)、Paiwan(排灣)、Panapanayan(卑南)、Pangtsah(阿美)、和

Yami(雅美)等九族之分了(芮逸夫 1952:167)。 
1939 年，鹿野忠雄根據種族、語言、文化等廣泛基礎，認為魯

凱族應為排灣族的亞族。從體質上來看，這二族極為相近，但在語言

和習俗上，卻有不少差異。例如，魯凱族不舉行排灣族最典型的五年

祭；非長嗣(不分性別)繼承制，而為長男繼承制；葬法也不是排灣族

盛行的蹲踞屈肢葬，而是側身葬或直肢葬。因此，鹿野認為以魯凱亞

族稱之最為妥當(宋文薰譯、鹿野忠雄著 1955:146)。此外，對卑南族

的看法，鹿野認為該族從古以來，在體質、語言、和習俗上即與排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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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不同，因此，應自成一族，至於名稱，因「卑南」(Puyuma)名稱已

被習用，所以認為比移川等的「Pana-papayan」更為妥當(同上，頁

31)。1950 年，台灣大學考古人類系成立，採用的是移川等的分類(芮
逸夫 1952:167)。不過，Amis(阿美)的名稱較 Pangtsah 通行，所以後

來就採 Amis 一詞。因此，共有 Atayal(泰雅)、Saisiat(賽夏)、Bunun(布
農)、Tsou(鄒)、Rukai(魯凱)、Paiwan(排灣)、Puyuma(卑南)、Amis(阿
美)、Yami(雅美)或達悟(tao)等九族的分類，再加上近年來官方認定的

邵(Thao)、噶瑪蘭(Kavalan)、及太魯閣(Truku)等三族，合計有 12 個

族群。 
 

第二節 族稱釋義(meaning of ethnic name) 
關於「Paiwan」一詞，過去皆有不同的譯法及說法，有稱派宛(林

惠祥、徐子為、潘公昭)、巴溫(王興瑞)、派溫(鄭伯彬)、培旺(宋家

泰)、帕伊旺(陳正祥)、拔灣(台灣省民政廳)、以及排灣(佐山融吉、

芮逸夫、衛惠林、台灣大學、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等。西文拼音 Paiwan
是採前台北帝國大學言語學講座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二氏所定者(芮

逸夫 1953:37-38)。芮逸夫在〈台灣土著各族劃一命名擬議〉一文中

提到，排灣，原名 Paiwan，其義不詳(1952:168)。而據鈴木質的說法

是出自該族神話。排灣族人認為其祖先發祥於大武山的某處，相當於

他們的天國，稱為「排灣」，由於現在的排灣族是從該地分布出去的，

所以以該地名作為種族的名稱。此外，有不少族人表示 Paiwan 也含

有「人」的意思。 
 
第三節 我族觀點(native’s viewpoint) 
    處於同其他族群、或部族間的生存鬥爭歷史情境中五年祭典

(Maleveqe)實是排灣族裔進行他、我區辨及自我意象重構，並凝聚部

族命運共同體隻歷史文化機制。此一意蘊，即見於族人賦予祭典活動

以再現部落初創時代合舟共濟的傳統精神，並活現悠久的傳統社會文

化習俗的旨趣。藉此調解部眾彼此間既有的種種紛爭，維繫或重新整

合部落社團。整體來說，排灣族即通過五年祭典活動與表徵符號，象

徵性的呈現部落歷史性、空間性與社會性的存在向度，同時藉助祝聖

儀式，賦予其神聖性。由此族裔持續的維繫或重整部落社會認同意識

與自我意象，進而確立部落社會接續性的宗支關係(德米亞•魯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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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2-123)。 
 
第四節 族屬今論(today’s debates) 
    本章第一節中，我們已知排灣族與魯凱、卑南二族的系統關係相

當錯綜複雜，不論語言或物質文化上，均可見有排灣化的魯凱族或排

灣化的卑南族。 
除此之外，在來義鄉一帶，到現在仍有跡可循的「箕模人」

(chimo)，根據主要日本文獻的記載，應該是從平地遷入山區的一個族

群，在來義一帶(可能是先到的)和來自 Paumaumaq 的北部排灣族混

合，並在政治經濟地位上形成優勢(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

人 1939)。李亦園在〈來義鄉排灣族中箕模人的探究〉一文中認為箕

模人並不是排灣族中的一個特殊「系統」或支派，而是與他們完全相

異的一個族群。他提出五個理由來證明。(1)箕模人的原分布地點甚為

遼闊，北自糞地溪南至楓港溪的山麓地帶，都有他們居住的足跡；其

後因排灣族侵入這一地區，有一部分族人即向平地遷移，而對居於附

近平地的平埔族予以很深的影響。大部分族人則與排灣族接觸混合，

以至於互相同化，今日在來義、望嘉的箕模人則為其後裔。(2)箕模人

有特殊的起源傳說，與排灣族完全不同。今天在排灣族中流傳最廣的

「太陽卵生」型與「蛇生」型起源傳說，是兩個不同文化成分的混合；

前者代表箕模人的起源傳說，後者則為排灣族的原始行起源傳說。(3)
在今日箕模人已成為排灣族階級社會的一部分，我們未能認明階級社

會為排灣人或箕模人之故有制度，抑為兩族所共通者，但在目前貴族

階級社會中，此二族人所顯示的若干相異點看，他們似乎出於兩個不

同的源流。(4)宗教信仰是最難於改變的，所以今日兩社的排灣人和箕

模人，不但在巫師、祭司及崇奉的神名上各異，祭祀儀式也各有所屬；

箕模人善於農耕，儀式多為農事祭，而排灣人最特殊的祭典即五年

祭。(5)箕模人原有的生活習慣與排灣族人大有不同，單就傳說中所描

述的，箕模人是一種喜歡吃蛇的和吃人肉的民族，此與排灣人的一般

習俗是有很大的距離。由以上的分析，李亦園認為，箕模人是一個古

老的民族，他們可能先排灣族居於林邊溪上流一帶，而其文化即成為

今日排灣族文化因素之一。(1956a:71)， 
雖然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箕模人和由西部平原越山東移的

西拉雅族之間確切的關係，但這樣的聯想，也不能算是無稽之談。無

論如何，由這幾個「異族」被同化為「排灣族」的例子來看，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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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把「排灣族」是為一個多元群體「排灣化」的過程下的產物。我們

可以假設，(1)階層化的土地所有權制度，(2)習慣化但不嚴格的跨部

落/跨族群階級內婚，以及(3)高度發展而和社會制度相結合的物質文

化優勢，使得「排灣文化」具有相當強化的包容、吸納原屬異質鄰近

族群的能力。如果不是學術界與行政體系用書寫的文獻僵化了「排灣

族」的範圍，這個排灣化的過程還會繼續擴大下去(蔣斌 1992:31)。
蔣斌所提出之「排灣文化」中存在的類似「文化擴張主義」說法，或

值得吾人進一步地深究分析。最近，族人在發起正名運動並組成協

會，其中，一位在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攻讀學位的台東縣金峰鄉

張金生最具典型。 
 
第二章 族群分布與族群歷史(Ethnic Distribution and Ethnic 

History) 
 
第一節 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 年在中華民國台閩地區原住民

人口統計中的計算，排灣族人口為 69,625 人次於阿美(147,895)及泰雅

(89,693)二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第三大族(不著撰人 2004)。在台灣中

央山脈南脈，北起自武洛溪上游大母母山一帶，向南直到恆春半島，

東南則包括山麓與狹長的海岸地區。以行政區域而言，包括屏東縣的

三地、瑪家、泰武、來義、春日、牡丹、獅子、滿州等八鄉，以及台

東縣的卑南、金峰、太麻里、達仁、大武等五鄉；除此之外，有少數

居住在花蓮縣卓溪鄉與高雄縣的三民、桃源兩鄉境內(衛惠林、王人

英 1966:8)。 
排灣族群分為拉瓦爾亞族(Raval)與布曹爾亞族(Butsul)，拉瓦爾

亞族又分拉瓦爾群(Raval)，分布於武洛溪上游地帶，即口社溪南大山

西麓，海拔約八百公尺處，主要村落有屏東縣三地鄉的賽嘉、口社、

安坡、沙溪、達來、德文、大社、三地、馬兒等村。布曹爾亞群又分

巴武馬群(Paumaumaq)(或稱北部排灣)、查敖保爾群(Chaboobol)及拍

利達利達敖群(Parilario)(或稱南部排灣)、和巴卡羅群(Paqaroqaro)(或
稱東部排灣)。巴武馬群分布區域北自口社溪以南，南至林邊溪之間，

主要村落有屏東縣瑪家鄉的筏灣、瑪家、北葉、涼山、佳義等村；泰

武鄉的泰武、萬安、佳平、平和、武潭、佳興等村；來義鄉的義林、

來義、古樓、南和、望嘉、文樂、丹林等村；以及春日鄉的七佳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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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二村。查敖保爾群，北自率芒溪以南，南至林邊溪之間，主要村落

有屏東縣春日鄉的春日、士文、歸崇、古華等村；獅子鄉的竹坑、楓

林、丹路、草埔、獅子、和平、南世、內文、內獅等村。拍利達利達

敖群分布於台灣南端恆春一帶，以牡丹鄉牡丹村女仍社為主。主要村

落為屏東縣牡丹鄉的牡丹、東源、四林、高士、石門等村；以及滿州

鄉的滿州和里德二村。巴卡羅群分布於台東縣太麻里鄉與達仁鄉、大

武鄉境內，中央山脈東斜面，屬大武溪、大竹高溪、虷子崙溪、及太

麻里溪流域。主要村落有台東縣達仁鄉的土阪、台阪、新化、安朔、

南田、森永等村；金峰鄉的賓茂、新興、介達、比魯、歷坵、嘉蘭等

村；太麻里鄉的大王、金崙、多良等村；大武鄉的大竹、大鳥、大武、

尚武等村；以及卑南鄉的大南村(李莎莉 1993:17-19)。 
 
第二節 文獻史記(documental records) 

蔣斌在〈排灣族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上)〉一文中提到，我們

現在在民族學研究上，以及官方文書上所認定的排灣族，其相關的知

識最早在文獻中出現，應該算是荷蘭殖民者在 1650 年代所作，關於

西部平原、南部山地及東部平原各原住民聚落及戶口的統計資料中，

雖未使用「排灣族」的聚落，卻有相當詳細的記載。至今三百四十年

過去了，在這段時間裡，查(澤)利先族、排灣族、或「傀儡番」的名

稱與事蹟，開始再中文與日文文獻中佔有一席之地。包括征戰的記

錄、交易互市的情形，以及風俗習慣的描述，這些記載都增進了我們

對「排灣族」的瞭解(1992:27)。 
第一本以一個排灣族聚落為研究對象的專業民族誌，係於 1971

年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即石磊先生的《筏灣:一個排灣

族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告》一書。在序中石磊說明選擇筏灣為主要調

查對象的原因，係因衛惠林先生的想法，他認為筏灣是台灣原住民中

少有的幾個仍居住在山區而未遷移過的村落之一，且該村為排灣族的

古部落之一，排灣族的很多部落都是從筏灣分出的，因此調查筏灣是

解決排灣社會問題的關鍵工作。報告的重點在歷史的重建，從親屬制

度與社會階層的研究著手，而不是現代社會生活的描述(1971:i-iii)。
蔣斌在《屏東縣志卷七同冑志》(1986)中對日治迄今學界所作的族群

分類系統予以整理，並在〈風行南台灣的排灣文化〉(1995)一文中指

出，「因“排灣文化”之具有吸引力與感染力的特質，使其在二十世紀

初或之前，就已形成為南台灣山區即山麓間的“流行文化”」(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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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功明 2004:115)。 
    官方分類曾將此區域內現今之排灣、魯凱、卑南(舊稱「巴那巴

那樣」或「漂馬」)三族合為一廣義的「排灣族」，或將其各自獨立為

三族，亦或是以其所自稱之「查利先」(Tsarisian，亦被稱為「傀儡番」)
維族名，概稱現分類中西魯凱群即與仳鄰之排灣族北部的拉瓦爾群

(Raval)；這些分類法其實各有其不同的依據，重點是，蔣斌強調因區

域內不同群體在互動、遷徙與融合的歷史過程中，不斷地吸收了“外

來的因素”，而造成了今日所見南台灣蓬勃發展的“排灣文化”現

象。蔣斌提到排灣文化與外來因素互動成功的例子，由下列幾點觀察

可得到驗證： 
1.現相鄰之排灣族拉瓦爾亞族與西魯凱族的文化雖非常接近，尤其在

物質特徵上幾已無法區辨，不過可在五年祭祭典之有/無舉行及長男

/長嗣繼承法則等傳統規範上，相異於其他更廣部之排灣族的布曹爾

亞族。 
2.現排灣族德文社及上排灣社的居民。聽說其祖先為最早自霧台移入

而「排灣化的魯凱人」。 
3.現今來義社頭目系統的「箕模人」，傳說其先人可能為源自西拉雅

族馬卡道之一支，由西部平原移住，有的爾後再穿過中央山脈向東

移。 
4.亦有現留居在恆春者，說他們過去是由台東知本移來，然後被「排

灣化的卑南族」。 
5.現留住在牡丹鄉及滿州鄉的許多「恆春阿美人」，說其原是自花蓮

港部落移來。 
 

可確定的是，南台灣區域內各部落或群體之方言、歷史、地理與

社會面貌，彼此間有著多變與多元的互動關係，藉各方向而至，環繞

或越過山脈的影響力來達成；而顯形的工藝或物質文化正具體反映出

這些互動結果(2004：116)。 
 
第三節 口傳族史(oral history) 
    排灣族有一個明顯的階層化社會體系，由貴族與平民構成。傳統

上這兩個階層的起源自古就不同。傳說中，一女神盪鞦韆過甚，掉入

地穴中，降到世界，後來與馬家社男子(Pulaluyaluyan)交友。一日該

男子口渴，女神去提水，路上撿到百步蛇和龜殼花蛋各一枚就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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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久，百步蛇蛋生出頭目家祖先，龜殼花蛋生出平民祖先。相傳

平民和貴族互婚而生的孩子只有一個鼻孔和半個嘴巴(參酋卡爾 
1997)。從這個故事中，可見貴族與平民各有不同的祖先，且為了杜

絕互婚，產生很多駭人聽聞的傳說，使其成為禁忌。追究其根源，係

為了維護貴族血統的純正，鞏固貴族在族群中的地位與權威(許郁芳 
2000:64)。另外，還有關於貴族與平民的起源如太陽之子、陶壺的後

代、或百步蛇的後代等不同的神話傳說，均在確定階級的世襲性。 
排灣族人認為在口傳(sasusuan)中來源不同的人其所遵行的禮儀

規範(kakudan)也不同，按理應個別舉行祭儀(parisian)。即使是同一頭

目系統分支出去的頭目家系，也要依照排行，階序有別的來進行所有

的禮儀，其在祭儀中的用辭、經文的長短皆不能超越權限或彼此混淆

不清，由專任頭目家系的女巫來負責執行。以古樓村為例，其兩大頭

目系統，於神話中，關於祭儀帶到人間的始祖 Lemej；還是其子

Tjakarhaus。事實上，Lemej 的後代 QAMULIL 家系除了專司祭儀之

事外，對祭儀來源的口傳也非常清楚；而其他家系就相當疏淺了。於

是其他家系反駁說，不要將頭目來源和祭儀來源混為一談(許功明 
1994:101)。 

古樓人所認同的實際當權者或享有聲望者，其頭目系統家系的口

傳顯示：各家系之祖先來源口傳偏重於其所在地部落(父系或母系)系
統。例如，百餘年前 GIRHING 之直系繼承人 Pulaluian 棄村去內文社，

今其後代 Lebau 居住於和平村，從 Lebau 所述家系系統之來源口傳(尤
佳平太陽卵生初之祖先的後代)明顯可看出，其內容是完全道地的內

文社系統，與古樓系統說說法幾無絲毫牽繫。Lebau 甚至並不承認

Pulaluian 一事；此或許因 Lebau 祖先到達內文社已久，數度與不同部

落的人結婚之故，以至於現在連 Lebau 自己也不清楚該家系與古樓的

系譜傳承關係。口傳系統之受限於時間、地緣關係，由此可見一般。 
排灣族雖是男女平等、長嗣繼承之雙系血親型的繼嗣團體，原則

上，男女雙方血親並重；不過，就口傳系譜來看，一旦時日稍久，卻

可能出現雙方血親中地位較弱者之口傳系譜喪失之情形，導致偏重地

位較高一方之口傳的情況發生(許功明 1994：103)。 
 
第四節 人口遷動(migration of population) 

就部落分布地區的標高而言，排灣族所有的部落均在 1500 公尺

以內，而以 100-1000 公尺的淺山為主要分布區。自 1930 年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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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後，日政府對深山區的聚落施行計畫遷徙，將深山區的聚落遷至

淺山區，受此計畫影響最烈的即布農、泰雅與排灣三族。1945 年以

後，在地方政府的輔導下，大量有計畫的遷移見諸於屏東、台東兩縣

的排灣族部落。在 32 件的移動中有 19 件是新建社區，都由大武山向

東西部山腳地帶集體移住。包括有三地、瑪家、泰武、來義、春日、

獅子、牡丹、達仁、金峰、大武、及太麻里等十一個鄉。其中金峰鄉

的比魯、介達、賓茂三村已整個移入太麻里鄉(衛惠林、王人英 1966: 
39)。 

根據口傳及各頭目家系譜的分析，排灣族早期居住在大武山的西

北部一帶，然後漸次南下，在中央山脈東方分出幾支，另一部分則繼

續南進，到達台灣的最南端。以平和村的遷徙為例，屬巴武馬群的平

和村，舊部落原稱卑馬社(piuma)，地屬今瑪家鄉的北大武深山中，距

平地三十餘公里之遙，是排灣族的發祥地區之一。更早以前，平和與

來義人員同屬一個部落，稱 danomag，三百多年前來義的人先搬走，

其餘九十多戶四百五十多人由於耕地狹隘，飲水不足，於是也移居到

位於一公里外更高處的舊平和(移川子之藏等 1935：83)。年長的族人

多半知道平何與來義的淵源關係。歷史上，平和與筏灣、泰武關係有

好，而與萬安、好茶、馬兒、瑪家、高燕(今已不存在)等則是敵對的。

戰後 1945 至 1946 年間，由於對外道路未開，到山下需要一天的腳程，

生病求醫極不方便；另外，即使日治時期已經設立學校，也沒有平地

老師願意到上教課。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環境以及解決孩子的教育問

題，有 10 多戶早已搬離到瑪家鄉佳義村。1947 年時原本有 30 多戶

搬到了平和現址附近，但由於地屬林務局，所以只臨時搭蓋了草屋，

後因當時有孕婦難產而死，按風俗是最嚴重的凶事，村人咸信此地不

適合長住，便重回舊部落，而其中有 7 戶則搬到泰武鄉武潭村。到了

1954 年陸續有 40 多戶搬到武潭，7 戶至瑪家鄉涼山村，這時候舊部

落只剩下 53 戶，280 多人。眼看著一戶一戶人家搬往山下，平和部

落就要因此解體，再加上政府也鼓勵原住民移住淺山區，部落青年認

為當時林務局潮州事業區第二林班地(土名南勢湖)的工作地點不錯，

在徵得部落大頭目的允許之後，召集所有戶長蓋同意章，於 1959 年

開始與政府進行土地交換，1968 年 3 越 22 日終於完成遷村，及縣今

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的所在地。制 1996 年平和人口已經增加到 106
戶，650 多人(參唐佩玲 1996:12-15)。 
    人口遷動的原因很多，主要仍以環境的不適宜、各方面設施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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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而造成，有些是族人自願搬離，也些則受政府有計畫的輔導下遷

移至新社區。 
 
第三章  社會結構與人群組織(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Grouping)  
 
第一節 村落家屋(the village) 
      和其他台灣原住民一樣，排灣族採定居、聚居的方式，部落基

地的選擇以水源為主要條件，所以部落多建在河谷兩側的斜坡上(石
磊 1971:21)。完整的地域自治組織為多元複合部落，聚落形態有時是

一個獨立的集中村落，有時由幾個毗鄰村落聯合而成。多數的情形是

一個人口較多的集中部落為中心，加上幾個鄰近的附庸小村，構成一

個部落組織。凡家屋建築在某一地主的宅地上，居住在該家屋內的家

庭成員就屬於這家地主所管轄，因而形成一個以地域為基礎的社會群

體。部落是一個共同防守，共同復仇的政治單位，一切政務的推動是

由部落會議選出的部落將相負責。部落會議是部落的決策機構，由每

個住宅區所選出的長老組成，部落會議也由部落將相主持。部落將相

以及部落會議的長老都是終身職，實際的政務由部落將相推動。關係

著整個部落禍福吉凶的祭祀則由部落祭司負責。部落祭司由巫師用神

卜的方式選出，任期也是終身的(石磊 1971:188)。 
    傳統的北部排灣家屋是以板岩、頁岩與木材建造的不對稱山牆式

建築。家屋建築於反映社會階層體系方面主要有空間及建築構件的大

小、建築材料的稀有性、特殊符號的使用等三部分。頭目階級的家屋

在空間上大於平民，所使用的建材如石板與木料，亦遠大於平民。一

方面藉由異於一般的寬大家屋昭示其權力與地位，一方面也因為擁有

寬大的前庭作為村民聚集處，而突顯其為該社會及儀式中心的所在。 
 
第二節 社會單元(social units) 
    排灣族的親族組織，在原住民各族中最複雜且最具特殊性。因其

親系法則既非父系亦非母系，實建立在長系繼嗣與傍旁系分出的家氏

系統制度上，可稱為「並系制」。其有兩種構造範疇，一為直系中心

之特權制度，既非純父系也不屬母系，而以家宅、家氏為中心，以長

系承家，別嗣分出之宗族法則構成之系統關係，稱為「並系家系群」。

一所家宅單位，普通由一直系承繼有限大家族，或只有一對夫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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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之子女的小家族居住。每一家族人口約再五至十人之間。每一所

家宅單位，有一家氏專名，為其居住家屬之集體姓氏。一家宅當其建

築落成時，即經由儀禮命以家氏。家氏命妥後，除非家系絕嗣廢家外，

繼續傳承；即使家屋改建或在同部落內遷移，該家氏仍繼續不改變；

只有在該家族完全絕嗣或遷往外社，此家氏乃告廢絕。家氏象徵著歷

經世代之家族系統之社會地位，或稱之為家格。家格為最初代表建家

始祖之社會地位。家宅創建者與出生於該家宅之親屬分子，皆有權在

其本人名字後，連以家氏以表明其親族系統與社會地位。另一為雙系

觀念之親屬關係。 
    該族的繼嗣法則，建立在長系承家，庶系分出的階級宗法原則

上。布曹爾亞族的長系制度，係依男女嗣出現機會之直系承繼制，即

無論其長嗣為男或女，皆有權承繼其父或母家宅及家氏與家財管理

權。次嗣以下，婚後分出另建新家，作為其長系之傍系；出嫁出贅者，

其本人仍為宗族之分子，其子女則屬於其配偶之家系，對母族只保持

某一世系範圍之姻親關係。而拉瓦爾亞族的長系制度則與其鄰族魯凱

族相同，係注重男嗣之優先權，有子則女嗣雖長，承繼權仍歸長子。

無子始由長女繼嗣；庶子婚出與婚後分居之法則與布曹爾亞族相同。 
    該族的階級制度係建立在兩種關係制度上，一為土地領主權與租

賦權，另一為宗法階級法則。土地領主權與租賦權承繼法皆由長嗣直

系承繼。多數社群行三階級制，即貴族、士、及平民階級。此三階級

在傳說上各有其不同的世系來源，貴族多自稱為太陽之子孫，為征服

者與土地領主階級；士經常為一部落最初創建者；平民則為追隨前二

者之勞役階級，其來源複雜，或者自始即為貴族或士所統率之屬民；

或者自貴族或士分出之傍係遠族，已失去特權階級地位者；或者為外

來之歸順者。貴族與平民階級關係非常清楚，兩者之尊卑，統治與被

治，有產與無產對立階級顯著。 
    排灣族階級制度除了家系階級外，並行有一種身份階級法則。蓋

直系與傍系家系階級，係建立在長嗣與庶嗣之出身地位之基礎上。長

嗣承權則建立在嫡庶長幼之鑑別法則上，即個人出生之長幼次序與生

母之出身與婚姻地位，為決定長子承繼權之主要條件。個人之婚姻方

式亦為變動其身份地位的附加條件。該族不只沒有階級內婚法則，反

而以異階級婚姻為變更個人及其後嗣身份地位的合法手段。 
    排灣族間宗族之意義，係指以一宗家為中心之家系群，亦即以宗

氏為徽號之家氏群。其家系群有大小四個單位，即近親家系群、小宗

 10
 



或同高祖群、大宗族或不可追溯之世系群、以及雙系血親群。該族多

數之相互義務與集體責任所適用範圍，雖然仍就以家族為展開中心，

但注重雙系血親法則。其親屬稱謂與親屬待遇常平行適用於雙系血親

範圍，即父母雙方家系內之男女親屬，給予同等待遇(參台灣省文獻

委員會編 1972:9-16)。 
 
第三節 政治運作(political system) 

排灣族的社會結構係以社會階層制度為主，階層制度是建立在土

地制度與長嗣繼承上，又土地所有權的獲得也是靠長嗣繼承，因此，

可以說排灣族的社會階層制度是長嗣繼承制度造成的。世襲的階級制

度分為貴族、士、及平民。族人一出生即確定其個人的階級。以筏灣

的社會為例，共有三種階層，即貴族(mamatsangilan)，成員多為地主

的近親，又依與地主親屬關係的親疏遠近再分為地主、核心貴族、二

級貴族、和邊緣貴族。士(pualu)的社會地位低於貴族而高於平民，其

長嗣為士，餘嗣就變為平民。平民(kaktitan)是地主的三從以及三從以

外的兄弟，其成分比較複雜，有些是地主的遠親，有些可能與地主無

關。 
    排灣族的貴族在過去有其不可侵犯的神聖性，他享有家名及人名

的特定尊號，且專有家屋標幟，如雕刻石柱及簷桁、橫樑和檻楣等；

另外，還享有特殊服飾，如豹裘、琉璃珠等，並行文身。使用的器物

有專用紋飾，如人頭、百步蛇等。今天排灣社會仍留有些許階級組織

的意識，族人仍很清楚彼此間的所屬關係，雖然頭目稅收的情形已經

沒有了，但對於貴族，尤其是地主之家仍很尊重。遇有喜慶宴會，上

位還是要留給頭目，而敬酒亦先由頭目敬起，此一習俗即使年輕人也

仍遵循著。 
 
第四節 人際往來(personal relationships) 
    每個階級所能享受的權利，是社會階層的最大特點之一。地主必

得擁有農田及住宅。他可享有的權利有收稅，如土地稅、獵稅、山林

稅、和水源稅等；文身的花紋為整個人形；家名、人名與平民的不同；

住宅、房子比較大，門楣上有蛇、鹿、人頭等雕刻花紋；室內正堂迎

門的壁上有人像雕刻，宅前有司令台等；婚前有與其他未婚女子同居

的權利；可穿豹皮衣；可以免服兵役，這一層可及於地主的所有子女。

士的社會地位與邊緣貴族相似，僅在文身的花紋與人名方面與平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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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平民則是靠自己的勞力賺取生活上的物資和精神所需，可以藉由

個人的努力，在爭戰、狩獵、雕刻等表現上提昇自己的地位，或藉著

婚姻提昇子女的位階。 
排灣族有一種婚姻昇降法則，即有三種階級形式的婚姻，同階級

相婚(mitservong)、昇級婚(slungua)、以及降級婚(slungoja)。昇級婚與

降級婚，原則上是在財富與名位雙重條件下進行的，不只適用在三個

主要階級之間，也適用於貴族的內分階級之間。族人並無嚴格的階級

內婚法則，反而多以異階級婚姻為變更個人及其後嗣身份地位的合法

手段。昇級婚與降級婚之入嫁與入贅者，不只在婦從夫或夫從婦之居

處法則下，可提高其本人身份地位，且影響其所生之子女的身份地

位，換句話說，子女由其出身之家格與其父母之血統，決定其個人之

身份地位。 
一般而言，包括農地及宅地在內的所有土地均為地主所有，平民

和一般貴族無論是耕地或造屋，事先必得徵求地主的許可。凡家屋建

築在某一地主的宅地上，居住在該家屋內的家庭成員就屬於這家地主

所管轄，因而形成一個以地域為基礎的社會群體。例如，筏灣的地主

均有宅地，除了一家以外，宅地的數目均在兩塊以上，每家地主合所

有宅地內的居民為一團體。因而這個團體雖然具有地域性，但並不限

於一個宅地單位，筏灣居民沒有固定的名字稱呼它，日人稱之為黨，

林衡立稱之為團(1955:53)。團的主人就是團主，也就是有宅地、居民

的地主。團民的義務至少須耕種一塊團主的土地。團民需要農地而團

主無法供應時，必須經過團主的介紹向其他地主請求土地。就居民而

言，每個家庭僅有一個團主，但可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地主。團民

與團主的關係，除了耕地必須納地租外，還有一些地主與佃農間所沒

有的權利義務，例如團民必得每年向團主服勞役若干日；團主有隨時

處理團民財產的權利，替團民解決糾紛，以安定團內的社會秩序等等

(石磊 1971:186-187)。每一個團必有一個管家，負責團務，這個職務

是由有能力的人充任，而不考慮其社會階級，平民或貴族都可以擔

任；但團主的弟弟們是很少擔任這項職務的。這項職務是有給職，免

其地租以及其他的徭役，均為男性擔任。團是一個經濟和治安的群

體，它的經濟功能，在部落組織內不起太大的作用，但法律功效卻很

重要，因為它負有維持團內社會安定的責任。在單團的部落內，團的

功能就可能和部落的功能合而為一了(同上，頁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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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計基礎與經濟活動(Subsistence and Economy) 
 

第一節 環境資源(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排灣族主要分布地區在台灣中央山脈南脈，北起自武洛溪上游大

母母山一帶，向南直到恆春半島，東南則包括山麓與狹長的海岸地

區。以行政區域而言，包括屏東縣的三地、瑪家、泰武、來義、春日、

牡丹、獅子、滿州等八鄉，以及台東縣的卑南、金峰、太麻里、達仁、

大武等五鄉；除此之外，有少數居住在花蓮縣卓溪鄉與高雄縣的三

民、桃源兩鄉境內(李莎莉 1993: 16)。 
以筏灣居民心目中的資源來看，土地是一項重要的資源，因為居

民以農業為首要的謀生手段。雖然社會上沒有明顯的土地等級的觀

念，但團主在分土地時會考慮到土地好壞的問題。分別土地等級的標

準有向陽的程度、距離部落的遠近、面積的大小、以及高度與斜度。

向陽的程度是決定土地等級的首要條件，背陽的山坡即使距離部落再

近，面積在大，也不會有人去耕種的。因為沒有陽光的地方，農作物

的生長情形不好，無法收穫。而距離部落較遠的區域，很少人願意去

從事耕作的。面積的大小是決定土地的次要條件，面積大的土地耕做

起來較為容易，小的比較麻煩。土地分散不集中，增加了來往跋涉之

苦。坡度的大小僅影響耕作的技術，對農作物的種類不受影響。坡度

小的土地較為平坦易耕作，坡度大的則需要作成梯田。高度雖然不影

響耕作的技術，但因氣溫的關係而影響作物的種類或耕作的時期。除

了土地之外，山林及河流也是重要的資源。凡不適合耕作的地區都變

成了山林，山林裡面有許多可以供給生活資源的物品，如樹木可以供

建築家屋，禽獸則是狩獵的對象，其他的野生植物，有許多是中醫的

藥材，也是採集的對象，這是與漢人頻繁接觸後才知道植物的價值。 
河水除了供給飲用外，水中的魚蝦也是捕捉的對象。河谷裡的板岩又

是建築屋頂與撲地面的好材料(參石磊 1971:123-124)。 
 

第二節 飲食文化(food and culture) 
    排灣族以小米、芋頭為主要的食物。此外，還有花生、樹豆、甘

藷等。芋頭以火烤乾後加以貯存，可供一年的使用。在貴族婚禮中被

視為不可缺少的聘禮，也是令族人垂涎三尺的傳統食物即排灣族年

糕，稱為「chinavu」(祈那福)，它代表了女子的貞潔及子孫的繁茂。

婚禮中男方除了必須準備一只大鐵鍋、鐵耙、薪柴、陶壺、豬的內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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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腿之外，還要製作兩條約 40 公分長、十條 20 公分左右的年糕。祈

那福在排灣族的語意裡，指的是用葉子包的食物。善於利用大自然的

排灣族人不僅用月桃葉編製蓆子，還運用其特殊的清香氣息來包裹年

糕，或者選用香蕉葉，先將它放在火上烤軟讓香味持酒，再用來捲包

年糕。 
當族人家中有喜事時，男方的家人要在婚禮結束後殺豬，並製作

一公尺左右的祈那福分送親朋好友。使用的原料是用木樁搗碎加水揉

成糰狀的小米與豬肉，並將之盤捲放入大鍋內水煮，族人稱之為「像

百步蛇的祈那福」。 
除了祈那福以外，還有四種在慶典時經常食用的「料理」。

「binalai」(賓納來)是將小米搗碎成粉狀，並加水揉成糰狀，以肉或

溪裡的小魚蝦為餡，包肉的搓成圓形，像極了漢族的湯圓，包魚蝦的

製成橢圓形，類似大陸北方的水餃，族裡的老人由喜食後者，尤其是

冷卻後食用。「dinugu」(笛奴固)原意是「搗碎的食物」，形式與祈納

福一樣，通常使用的原料是香蕉、地瓜、與芋頭三種，將之搗碎再放

入豬肉，以香蕉葉包捲，這三種形式均是族人喜愛的方式，其中地瓜

與芋頭更是稻米傳進部落以前排灣族人的主食。「yinabilan」(伊那賓

朗)被稱之為「排灣族香腸」。在族人結婚或喜慶的場合裡，往往會殺

豬以玆慶賀。豬的小腸製作成香腸，除了灌入剁碎的豬肉以外，還加

上了芋頭粉，油炸之後食用味道鮮美。「chuluker」(初鹿克)是將糯米

搗碎成粉末狀，加水調和，揉成糰狀，作成長條圓形，蒸熟之後切成

圓筒狀食用。餡料有花生、芝蔴、蔥花碎肉三種口味，前二者可以當

甜點，後者可以當主食。 
在排灣族還有一種不是給人吃的食物，其象徵性的意義大於實質

上的意義。在祭拜祖靈的排灣族五年祭當中，各家各戶分別準備了祭

拜祖靈的供品，將迷你型的祈那福穿綁成一長串，與賓納來、花環、

生山豬肉、布料放在一起，奉獻給歸來的祖靈。由女巫沿戶挨家召請

祖靈前來享用，並在祭典結束後將之放置在山林野外。居住在南台灣

的排灣族群，充分發揮了利用大自然的天分，舉凡生活週遭的花石草

木，皆示飲食上可資利用的工具與材料。雖然沒有現代飲食的精緻與

豐富，卻保存了食物本身的原味（王煒昶 1994：114-118）。 
 

第三節 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 
傳統上，排灣族的生計與台灣其他原住民族群一樣，係以山田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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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為主，兼事狩獵、畜養、與山溪捕魚。生產的目的除自用外，一部

分作為繳給貴族的租稅。雖然曾有使用貝幣及以鐵器作為貨幣的記

載，並且有用小米、肉類、檳榔、芋頭等作為交易媒介的習俗，但就

整體而言，仍然算是一種無市場制度的「生計經濟」 (subsistent 
economy)。而因貴族制度所產生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制度，卻成為

該族文化的一大特徵。農業所需的勞力，主要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

位，換工並無固定之對象或團體，遇到開墾、整地、收穫時，可以輪

流工作或請幫手工作而酬以酒飯的方式得到所需的勞力，所請之人不

限於親屬。 
狩獵為男性的工作，與畜養同為肉類實務的主要來源。狩獵可以

團體方式行之，也可以個人方式行之，但在觀念上獵場屬於某幾家貴

族所有，因此獵獲之物必須向獵場所有人繳納獵租(vadis)。豬犬及牛

為主要飼養的牲畜。犬為狩獵之用，牛的主要作用在搬運，只有豬是

供作食用的。豬隻通常在特殊祭儀以及婚禮或家屋落成時宰殺，也需

要向貴族繳納獵租。捕魚也是男子的重要副業，在山溪中以利器或堰 
魚法捕魚，並向擁有溪流的貴族繳交一定數量之漁獲，也是一種獵租。 

狩獵與捕魚至今仍是排灣族所喜愛的活動之一，但在經濟上的重

要性已不如往昔，僅保存娛樂或團體活動的性質。畜養方面，除交通

較方便的地區有出售豬隻的情形外，大部分飼養的肉豬仍以在某些特

殊場合自己消費或作為祭儀禮物分贈親友為主。 
 
第四節 交換關係(exchanging relations) 
    在階層制度下，貴族擁有了強烈的經濟特權，尤其頭目是族內一

切財產的主人，他不需要靠自己的勞力去賺錢，如部落的土地，包含

耕地、山林、獵場、河流和聚落基地，不論有沒有人使用，原則上只

有頭目或其所出之貴族階級才能擁有，一般平民無權利且無力獲得，

因此，平民不論是耕地或建屋，都需是先徵得大頭目的許可。由於所

有的土地皆為暫時被借予使用，因此平民需向頭目繳交農產收成及漁

獲所得(許郁芳 2000:65-66)。在理念上，貴族是地主，平民是貴族的

佃戶。平民因為耕作貴族所有的田地，在貴族所轄地域內畜養和狩

獵，必須向貴族繳納穀租、畜租、和獵租。又平民因為居住在貴族的

轄地內，並在其所有的土地上建屋，所以應向貴族繳納婚稅，就是在

結婚時向貴族進呈物品(陳奇祿 1984:61)。排灣族的財產，除了極少

數之自然財產，例如水源、公用集會所、道路、警衛所休憩所等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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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之公產外，大部分皆為私有。包括山林、河流、土地、森林等皆為

貴族所有。家屋、家具、糧食、家畜、武器、工具等，分別由男女性

個人所有(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1972:18)。 
    在筏灣部落中，禮品的贈與是一種義務，如果不做就會受到指 
責。禮品贈與的制度比較複雜，有團主與團民之間的贈與以及親屬朋

友間的贈與。團主與團民間的贈與方式是可逆性的，即不但團主要送

禮品給團民，團民也要送禮品給團主。例如團民家生小孩時，團主得

送小米一把或兩把(視彼此關係的遠近)；團民結婚時，團主必得送小

米或酒；團主的長嗣結婚時，團主將殺豬、釀酒款待所有的團民，團

民也得贈送酒、小米或珠子(三種禮品擇一送即可)；團主生小孩時，

團民得送小米或酒慶賀，團主也得以食物款待之；過收穫祭及五年祭

時，團主必須釀酒款待平民。親屬間相互贈與的方式，可逆性更大，

例如，家中有獵獲或魚獲品時，分贈的範圍以二從兄弟以內的親屬份

子為對象，分贈單位以家庭為準，鄰居也是被送的對象；結婚時送禮

品，多以小米或酒為主，現在因環境的改變大多送禮金；參加葬事的

人多自備糧食，如小米或芋頭乾；親屬團體內生小孩時，也以小米或

酒道賀。 
    童元昭在《家、物與階序—以一個排灣社會為例》論文中提到，

彼此之間不斷的分享，這是血親、姻親、擬親乃至於「更大範圍的親

戚」之間，持續與發展關係必須要有過程。有形的物資共享，在佳平

村最常見的是食物。除了住在外地的「親戚」來訪時會以食物互贈外，

一般去外村看到老人家，年輕人也會禮貌地為老人家獻上食物或飲

料，或是拿出前來要讓老人家買喜歡的東西吃。至於，本村的親戚，

食物互贈、共享的機會就更頻繁(2001：29-30)。 
    在傳統的排灣族社會裡，交易的媒介完全是物質，以物易物，並

無貨幣制度。最普遍的交易媒介，且最受人歡迎的是小米，交易單位

以大把為準，即小米在收穫時，把穗摘下，合於一手把握時為小把，

積三小把為一大把。一般會以香菇、月桃蓆、肉類、衣服、布匹、簸

箕、筐、豆、以及小豬等換取小米，數量與比例皆不相同。肉類也可

以變成交易的媒介，單位以豆計算，盛滿一豆的肉類可交換一件上

衣、或兩件短裙，以兩豆肉換一塊布、或一豆半的肉換一件長裙。檳

榔一串可交換一條月桃蓆。三個半的芋頭乾可換取一把小米由於環境

的影響，各部落間的出產稍有差異，因此造成部落間的交易。不僅限

於本族，與魯凱族、漢人也稍有往來。交易物品多以食物為主，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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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檳榔、香菇、木耳、獵獲品，也有以月桃蓆、編織背袋、筐、及

簸箕等物品交換小米(參石磊 1971:136-140)。 
 
第五章 信仰體系與祭典儀式(Religions and Rituals) 

 
第一節 「傳統」宗教(“traditional” religion) 

排灣族人對超自然的觀念有兩個特點，一是無論神、鬼皆屬於同

一範疇，統稱為 tsmas，但有善惡之分；一是把超自然世界視為與人

類世界同時同空間的實質存在。神雖然會保護人，但他有一套社會認

可的規律，每個人都必須無條件的遵循規律行事，這就是禁忌。違犯

禁忌的人，就是不聽神的指示，必遭各種懲罰如受傷、生病等。超自

然對人又有無端迫害的一面，這是惡神、厲鬼。固然人若破壞神的規

律，就遭神的責罰，但若人並沒有做錯，也會無緣無故的遭受厲鬼或

神的侵略，因此，族人將一切不幸的因素，不論實質的或無形的，都

歸之於超自然的力量。他們除了積極地舉行各種向鬼神奉獻的祭儀

外，也積極地遵行鬼神的規律，嚴守各項禁忌。無論積極或消極地服

從超自然，都等於服從社會控制，皆須經由巫師始能達成。因此，這

種超自然的社會控制，巫師與巫術具有相當推動的功能。 
豐年祭的名稱應為「祖先祭」，戰後才有豐年祭的名稱。日治時

期，在屏東縣八個鄉每年都舉行隆重的祖先祭，戰後，受到西洋宗教

的影響，慢慢的才沒有祖先祭。祖先祭主要的目的是要祭拜祖先，而

不是唱歌跳舞的活動。現在的豐年祭已不是由頭目來主持，而是由鄉

公所決定。每年八月中舉行豐年祭，各地有不同的做法，尚未信仰天

主教、基督教者，均照固有傳統的習俗穿著傳統服飾舉行。已有信仰

的教徒，則依照各教會的方式舉行，以鮮花、水果代替祭品去拜祭祖

墳，並舉辦各項遊藝活動，以文康活動代替傳統祭神、祭祖活動。今

天，隨著時代的演變，祭司與巫師的身份雖仍被部分認可，但已無實

質的作用了。 
     
第二節 「外來」宗教(“foreign” religion) 
    根據唐佩玲在《平和排灣族的家庭與教會》論文中提到，1950
年，一個美國的醫療團來到了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一方面傳教，另

一方面從事醫療，宣傳車一直唱著「來信耶穌，來信耶穌」。那時候

村民還並不知道其含意，這是西方基督宗教第一次進入舊部落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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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當醫療團離開後，村莊的一條百步蛇就一直叫，村民覺得納悶，

因為傳說中百步蛇是村民的生命之神，保衛全村莊，是大家敬拜的對

象。有一天一場大雷雨剛好打到百步蛇棲息的大樹，過不久樹便死

了。1952 年，一位筏灣村的基督信徒嫁到平和，並影響家人，產生

了平和第一個長老教會家庭，並向其他村民傳教，定期作禮拜。當時

村民認為這個上帝應該比百步蛇偉大，因為祂住的地方從來沒有被雷

打過，而他們的百步蛇在醫療團離開之後一直叫，大概是知道村莊的

人要離開牠，好像深恐從此會孤寂一生，漸漸地村裡大部分的人都信

了教，之後不僅沒在聽見蛇的叫聲，同時也未再看到牠了。大約到了

1956 年，全村人都信了基督教，而原來百步蛇住的地方被人砍掉了，

也不管牠了(1996：53-54)。 
現在族人口裡所稱的「迷信」，就是指排灣族傳統宗教的中心部

分，排灣話稱作 balisi。Balisi 強調神雖然會保護人的生命安全，但是

同時有一套社會認可的規律，每個人必須無條件的遵守，就是一般稱

的 balisi 禁忌。違犯禁忌的人，就是不聽神的指示，必遭各種災害如

受傷、生病等。當原來是為禁忌的幽暗山林，開始有村民進入砍伐並

作為耕地，卻不因此招致災禍，反而因為從未利用過的肥沃土壤，帶

來了豐收，使人們更願意放棄原有的信仰。最早接觸基督宗教時，一

般青年甚感新奇，相互帶動參與聚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

說因固有文化內涵之便，新宗教更容易攫獲平和年輕人的心，然而老

人家比較保守，多持反對態度(同上，頁 54)。 
面臨外來宗教的衝擊，巫師與祭司一方面懼怕受到神的懲罰，同

時也不願意放棄既有的地位及利益，因此詛咒一場大病會降臨在基督

徒的身上，結果一兩年過去，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反而信徒們一個

個充滿歡樂的樣子。後來幾經掙扎，祭司與巫師們也都一個一個丟掉

法器，進入教會。相對於基督長教會，天主教進入平和的時間比較晚。

再 1954 年時，一位神父首度帶了傳教士到山上傳教，當時山地部落

被列為貧民區，聯合國透過教會發散救濟品，還沒有接受基督教的村

民，為了能在兩邊教會領到救濟品以改善家庭環境，後來都進了天主

教。今日，平和一直是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村莊，孩子一出生都必須

受洗，成為教徒(同上，頁 55-56)。 
    外來宗教的力量衝擊了傳統的信仰甚深，老一輩的族人相繼過

世，教會的青年取代了老人家的地位，成為村莊的保守力量，熱衷於

教會工作。教會除了作為村民的信仰中心，還扮演著村莊與大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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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角色，舉辦母語演講及歌唱比賽，以傳承文化，並將外界知識傳

入社區中，使社區不致於與外界脫軌，教會的努力深獲村民的認同。

不過，在族人的信念裡，傳統的五年祭儀，仍是最能代表排灣族的傳

統文化，年輕人還是會參與並繼續傳承。 
 
第三節  宗教領袖(religious leaders) 

在排灣族的社會裡，主要的宗教執行者有以祭祀為主的祭司和以

治病、占卜為主的巫師兩種。祭司按照其主持祭祀的單位大小分為家

庭祭司與部落祭司兩種。家庭祭司是主持以家庭為單位的各種祭祀活

動。部落祭司是主持以部落為單位的祭祀活動。由於祭祀的性質不

同，又有男女之分。選舉部落祭司須經神卜儀式，由巫師主持。部落

祭司共有二人，男女均可擔任，基於事實的需要，祭司最好男女各一。

部落祭司雖然是神挑選出來，但並不影響其家庭祭司，他不但可在自

己家裡擔任祭祀活動，同樣也可受他人之僱到別人家裡執行祭祀活

動。女巫的能力來源，是藉符咒的力量通求神靈而得其助力，她和前

現代民族中的薩滿類似。巫的本事，師徒相傳，所傳的項目，有咒語、

法器、與儀式的程序。 
 
第四節  年節祭儀(annual rituals) 

實際的宗教活動表現在各種祭祀上，排灣族的祭祀種類，有綜合

性最著名的五年祭( maleveqe)；有關於天候的祭祀，包括祈雨、祈晴、

鎮風、除雷；有關於土地及部落的祭祀，包括土地、聚落、水源；有

關於農作的祭祀，如豐收祭是一連串的祭祀，包括粟播種儀式、粟入

倉儀式、粟收穫祭；另有關於獵首、狩獵、文身、疫厲、家畜、居所、

財物、器具以及捕魚等祭。由此看來，排灣族裔的日常生活，實迷濛

地籠罩在濃厚的神聖性氛圍中(參德米雅•魯路灣 2001:106)。 
五年祭並非每個地區都有，它的含義很多，在來義和瑪家鄉，是

把五年當中所收獲的，不管是獵物(如山豬、豹等)或戰利品或農作物

收成的數量，都包括在內，以這種成果來祭拜，感謝祖先神祇。五年

祭是排灣族規模最盛大，象徵意涵最為豐富的祭典，係五年一次舉行

整體性祖靈祭典之意，俗稱五年祭。早在荷蘭人殖民統治前即已存在

此祭典。五年祭 maleveqe，由 leveqe 地名而來，別名 jemulad，二者

皆為動詞式，係以竹槍刺球祈福之意。因此，竹槍，一般來說，係排

灣子民領受祖靈自天上恩賜福氣的工具。竹槍的形式，各部落雖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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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基本上有其共同之原則，及主要以家格及身份地位，決定竹槍

裝飾及長短(2001:116)。祭典中刺球的活動旨在對神靈哭訴懇求福

氣，包括幸運的賜予、生命的眷顧、與惡運的袪除。換句話說，即祈

求以刺球形式表達關於耕作、狩獵、健康、人口興旺、抵禦外侮、或

征服敵人等欲求。 
神人關係，也體現再生命祭儀裡，例如有關生育祭儀，係賦予生

命氣息的祭祀，茲因族人相信嬰兒生命係祖靈所賜 (小島由道 
1921:261-269)。就部落的生存發展而言，象徵開基祖靈之部落開基祖

家遗址和初創部落遺址，族人亦深信凡此乃是部落繁衍、家族興旺及

族人性命之所繫。除了定期祭祀，平時出入部落，必定虔誠祭拜之(古
也清人 1975:3)。德米雅•魯路灣提到，族人深信居北大武山天上的

祖靈們，凝視著人間子民的一舉一動。自然災變，對族人而言，即因

子民違背祖訓遺制，或觸犯禁忌，祖靈觸怒使然。凡此，在在說明，

排灣族對人生吉凶禍福、幸與不幸的理解，深深地繫於祖靈信仰。當

然，也藉與此有邏輯關係的聖靈觀念，加上與之相互為論證的移動開

拓口傳論述，合理化部落貴族制度與社會階級的存在。概言之，神靈

與子民之互動模式，實深植於神靈之威權絕對性信仰特質。亦即神靈

實質握有至高無上權柄，予奪子民之生死禍福。是故族人堅信，惟有

戒慎恐懼地謹遵遺制，並藉種種祭祀，對神靈動之以情，哀求、取閱

和供饌分享。如此殷勤虔敬地祈求，或可獲得垂憐而與以恩寵庇佑

之。這般處子之情，也表現在刻意精緻的祭品，還有如泣如訴的禱詞、

祭歌裡(2001:108)。 
 

第六章  族群界域與部落關係(Ethnic Boundary and Tribal 
Relationships) 

 
第一節 族群範圍(tribal territory) 

我們以為若要確切的將族群劃分清楚，應以比較詳盡的民族誌為

其根據。雖然現代學者已將排灣、魯凱、與卑南三族獨立分開，但是

不能否認排灣族與魯凱族在社會組織及物質文化上有類似之處。筆者

推測可能因為他們地緣相近，加上種種社會文化因素，如貴族通婚等

的現象，而造成某些地區有頻繁的文化接觸，遂逐漸地涵化。不過，

在祭儀或衣飾上多少仍保存各族的傳統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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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族際互動(inter-ethnic interaction) 
由於分布範圍廣，以地域上區分，大致可分為北、中、南、東四

個區域。位居最北端以屏東縣三地鄉為主的拉瓦爾群，三面有魯凱族

圍繞，雖操排灣語，但與魯凱族通婚者眾，風俗習慣受魯凱族的影響

至深；中、南排灣包含屏東縣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

子鄉、牡丹鄉及滿州鄉，屬巴武馬群、查敖保爾群、及拍利達利達敖

群，此區域亦居住有平埔、阿美等族群，成分較為複雜，族群間的生

活習俗與服飾也有相似之處；東部排灣即指分布在台東縣達仁鄉、金

峰鄉、太麻里鄉、大武鄉及卑南鄉等區，屬巴卡羅群，推測此群自巴

武馬群之居地向東或東南越過中央山脈逐漸移來者。然至此地卻遭遇

若干異族，如卑南與阿美等族群及東海岸新環境的影響，在土俗上已

分化，致與西部排灣群有了程度上的分別，所接觸之異族中較此群先

居住之阿美族，似乎居於劣勢向北退縮(參衛惠林、王人英 1966；宋

文薰譯、鹿野忠雄著 1955；衛惠林 1972)。 
在族群或部落間的生存鬥爭歷史情境中，五年祭祭典實是排灣族

裔進行他、我區辨及自我意象的重構，並凝聚部族命運共同體之歷史

文化機制。族人藉由五年祭，賦予祭典活動以再現部落初創時代合舟

共濟的傳統精神，並活現悠久的傳統社會文化習俗。同時調解族人彼

此間既有的種種紛爭，維繫或重新整合部落社團。換句話說，部落生

活世界裡，內涵歷史性、空間性與社會性之表徵符號與文化設置，諸

如神話傳說、五年祭典、與地名等，其體現排灣族以部落，甚至以宗

主頭目祖家為中心之尋求安身立命與自我實現的歷史意識。 
    
第三節 部落認同(tribal identity) 

我們拿森丑之助在二十世紀初所拍攝的台灣原住民生活圖片(宋
文薰譯、森丑之助著 1977)，來對照現今所看到的原住民生活，很明

顯的，整個生活環境已全然改觀，但在服飾上，多少仍保有過去的形

制。從這一點，可以瞭解到排灣族傳統的社會階級制度並非完全消失

殆盡，族群的集團意識也仍深植人心。雖然在藝術表現上，因受材料

與技術改變的影響，已不如過去的古樸，但在紋飾上，仍透露出清晰

的社會意義。二十幾年前，有熱衷原住民文化的學者與排灣族青年，

感於傳統琉璃珠的散盡不易復得，而著手研究，成功的仿製出用玻璃

熔化，將彩紋按原有傳統方式排列的技術，使得琉璃珠得以振衰起

敝。此外，夾織紋樣也有學者與紡織界人士成功地以現代紡織機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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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同的花紋。但是，不可否認的，機器製造出來的效果畢竟不如人

供來的傳神。近年來，在屏東市已有排灣族人研究出將傳統的夾織、

刺繡及綴珠等花紋，印製在棉布上大量銷售，由族人們自己裁製衣

服。表現方式雖已機械化，但在紋樣及色彩上仍保持傳統的特色，這

衝分顯現出一種文化在創造的現象，也是對傳統文化認同的表徵(參李

莎莉 1993:165)。 
16 歲至 18 歲的青少年是排灣部落的生力軍，往年均由家族帶領

上山狩獵，象徵邁向成年。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及來義高中為延續

傳統，聯手發起「原住民成年禮」活動，於 2004 年 1 月 29 日帶領青

少年登上聖山北大武山，在大武祠附近尋找「與祖靈最近的地方」。

來義郷是排灣族中最大的聚落，其中的古樓村仍保留部落多項傳統祭

儀，當天所進行的原住民成年禮儀活動，即沿用古樓村保留的傳統儀

式。來義高中校長高正雄指出，成年禮是排灣族重要的生命禮俗之

一，儀式中除口授儀式中不外傳的禁忌外，也將先人如何在北大武山

狩獵、生存的生活知識傳授給學員，因此學員在三天前即進駐學校集

訓。校方在 28 日安排古樓村祭司卓白倚、邱自成及長老蔣幸一等人，

為學員說明成年禮祭儀深義，並示範弓箭、刀、獵槍等獵具的使用方

法，及小米、豬骨、桑葉等祭品代表的意義、讓學員了解成年禮的文

化意涵。在過去探訪祖靈、接近祖靈，都是部落禁忌，校方多次與長

老溝通，強調返回祖靈地活動是以教育為主，才獲同意。活動結束後，

由校方出面邀集學員家族一起見證，並按傳統習俗殺豬慶祝，大武祠

附近與祖靈最接近的地方，未來將成為成年禮的固定據點。此種成年

禮的舉行，可以說是傳統文化的洗禮，也是部落認同的最佳活動(郭靜

慧 2004)。 
東排灣族人撒可努覺得，現在的原住民已經失去自身的傳統精

神，成立「獵人學校」可以讓原住民的下一代，有機會體驗排灣族獵

人生活的健康態度，2004 年 3 月已經開始動工，在台東太麻里香蘭部

落的山丘上正式搭建「獵人學校」，學生不限年齡與族群，只要想回

到大自然懷抱的人，都可以參加。撒可努是從小在台東太麻里長大的

排灣族人，他說，傳統中「獵人」並非破壞自然的人，而是和土地溝

通的人，獵人真正的精神是對大自然的理解，獵人學校的課程內容不

重要，融入獵人生活才是重點。他自己花了十年時間貢獻給部落，回

到過去排灣族「青年會所」的團體生活，藉由團體生活與經驗分享，

讓原住民中輟生回到部落，體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學習分享。從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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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學校畢業的原住民將擁有嚴謹的處是態度，「共享」的觀念、服從

領導者、會付出與貢獻等(陳怡伶 2004)。從撒可努成立「獵人學校」

的動機及目的，不難看到部落認同的突顯以及族群意識的堅定信念。 
 
第四節 都市社區(urban community) 
    現在有些回到部落居住的原住民朋友，大多有一段類似的人生歷

程，即年輕的時候離鄉背井到都市叢林中討生活，用高勞力換高薪，

為的是享受文明的生活。等到年紀漸長後回到故鄉，儘管收入微薄，

卻不以為意，因為他們不再被文明所奴役，一輛野狼 125、一把開山

刀，就可以在山上過一天、一個月、一年。他們因此有更多的時間去

貼近親人、族人及家鄉的泥土(詹家龍 2004)。 
孫大川在《北台都會區原住民生活據點導覽手冊》一書序中提

到，對像我這樣從輕少年時代就離鄉背井的原住民孩子來說，大台北

三十年的變化，其實也包含了複雜的民族辛酸歷史。剛到台北時。根

本見不到原住民朋友。1970 年代，建築工地上、新店溪、山光社區、

基隆八尺門一帶，逐漸形成零星的原住民聚落。在那個時代，原住民

在都會區的存在是隱性的，除了討生活，沒有任何議題或力量可以將

這些都是原住民凝聚起來，也從來沒有任何人關心他們的存在。都市

原住民的大量移入，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原郷生存空間的萎縮與部落社

會的快速空洞化。從某種角度說，七十年代都市原住民的城郷移動，

是冒著兩頭落空文化斷裂的危機進行的。到了八十年代，隨著台灣政

治、社會和文化本土化的深化，都市原住民知識青年開始介入、參與

台灣政治改造的抗爭浪潮。作為首都的台北，當然立刻成為民族意志

表達的主要戰場。大台北地區原本隱藏的原住民，不但變成社會學

家、政治運動者關注、動員的焦點，他們也逐漸形成自主意識，成為

九十年代原住民自覺運動的主幹。 
    到了 1980 年代末期，大台北地區的原住民生活空間，除了成為

政治抗爭議題、地處都是邊緣的早期聚落外，不少年輕的原住民朋

友，也試圖建立新的生活據點。有的開美容、小吃店，有的成立同鄉

會、協會、基金會，有的開 KTV、按摩院，甚至創辦雜誌社。近年

來，更有人成立工作坊，熱心推展原住民的民族工藝。而公部門方面，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會不但規劃了東湖社區和故宮附近的原住

民主題公園，也注意到原住民在都會文化活動方面的參與；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更準備在羅斯福路南門市場對面籌建台灣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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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凡此種種，皆顯示大台北地區原住民生活世界的拓展，有了一

些新的可能性。他可以為多采多姿的都會生活，投入更具本土性的想

像空間(山海文化雜誌社編 1999:5-7)。 
1996 年在新店市成立的「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工藝研究發展協

會」，由排灣族人曾金美擔任理事長，工作人員均為志工，會員有 30
人，工作內容為文化之旅、工藝教學、推廣藝品及展銷。該協會成立

的宗旨與目標為 1.維護及傳承台灣原住民特殊工藝技能，有效保存優

良文化；2.激發台灣原住民工藝的創作能力，協助其拓展各項藝品之

展售。該會係唯一推展原住民工藝研究的全國性社團，羅致國內原住

民各項工藝人才，舉凡雕刻、製陶、服飾、編織及刺繡等工藝的工匠

與創作者，均有多位代表參加，可謂國內最具實力的原住民工藝團

體。曾理事長係排灣族工藝大師級人物，尤其對於如何結合民間工藝

創作者使其產品有效展售頗具經驗，富有「文化產業」的視野與規劃

能力。她同時也成立「芮絲工藝坊」，以教學排灣族的傳統刺繡工藝

為主。在都市社區生活相當辛苦，她覺得台灣原住民藝術家真的應該

用心把他們的東西銷出去，一來幫助經濟生活的貼補，二來也是文化

方面的傳承(同上，1999:34-197)。 
 
第七章  藝術美學與樂舞文化 (Esthetics and Expressive 

Culture) 
 
第一節 「原始」藝術(“Primitive” art) 

一般而言，原始藝術多半被規範為在與殖民力量接觸前，各無文

字部族社群生活中的美感創作（參李莎莉 2004）。排灣族在部落社群

藝術上的表現具有獨特的風格。其精緻的織繡藝術，本質上是貴族階

級制度下的工藝產物。在原住族群的藝術中，富有創造力且深具生命

力，舉凡木雕、石雕、竹雕、骨雕、衣飾、琉璃珠、文身、及編織等，

兼具有藝術美學的特質。排灣族的藝術都是為了彰顯階層制度中的貴

族，鞏固其地位，成就其尊榮，換句話說，只有貴族能享有家屋木石

雕刻、刺青文身、穿著美服、特殊頭飾、擁有古陶壺、琉璃珠等特權。

因此，紋飾本身所代表的意義遠勝於單純的視覺美感。如百步蛇及人

像形紋即具有神聖的意涵，紋飾中較少有生活化的題材。 
琉璃珠與排灣族社會的關係是淵源流長的，族人非常重視這些古

琉璃珠，視為其傳家與婚聘中不可或缺之物。傳統的排灣族社會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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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才擁有琉璃珠。貴重的琉璃珠代表持有者特殊身份與地位的殊

榮。族人很關心並熟悉琉璃珠的事，他們曉得誰擁有哪顆特殊的琉璃

珠，而一見到某顆貴重的琉璃珠也知道它曾屬於哪一社頭目所有。族

人無法指出這些古琉璃珠出現的確切時代，皆認為是當初遷台祖先一

起攜帶過來的，或從祖先創建該村落之時即流傳下來。每顆琉璃珠都

流傳著古老的神話傳說，從這些傳說我們可以探知排灣族如何賦予琉

璃珠生命與神聖的意義。琉璃珠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包含它具有階

級、地位、財富、性別、美感的指標，強化了生命禮儀，增添了宗教

神靈的色彩，同時形成風俗信仰的特色(許美智 1992:109-115)。 
排灣族的階層制度在權勢與經濟上為貴族帶來了很多的特權，為

了鞏固特權、維持尊榮，正巧造就了排灣族豐碩的藝術成果。階層制

度與藝術表現在排灣族的社會上扮演著相輔相成的角色。換句話說，

階層制度的貴族體制因為諸多華麗、莊嚴、有紀念性、有宣揚效果的

紋飾與裝飾，更增加了本身地位的尊崇與神秘。今天，由於社會形態

的改變，排灣族階級制度的諸多面向已被自由經濟體制所取代，貴族

不再擁有優渥的環境，平民也不再被剝奪裝飾的權利。  
排灣族之藝術，富於變化，具有深淺之立體感，且因角度之銳利

造成頗具美感之作品。藝術品在排灣封建社會體制中，是一極重要之

象徵。擁有此等具有價值藝術品之家族為中心，形成貴族集團，其身

上之文身、家屋、用具、及衣飾等，均與眾不同。總之，排灣族之「原

始」藝術，具有獨特風格，其表現題材、表現手法及構圖結構，均極

特殊且優美。排灣族雖無繪畫，然有藉繪畫手法表現之爬刻畫。雕刻

及描寫美術，或刺繡、紡織及其他工藝美術，其他族均望其項背。木

雕所表現之題材，以人像、人頭、蛇紋、及鹿紋為主。而人頭、人像

與蛇紋，實與其社會階層中之貴族，為百步蛇後裔之傳說有關；換言

之，人與蛇乃貴族階級之象徵，為貴族階級之無形財產。 
傳統排灣族家屋雕刻裝飾的風格為局部面積的填充性裝飾、平面

且樣式化的圖紋、裝飾元素固定且造型簡單、人像呈正面性及姿態動

作一致、圖像設計呈對稱或排列規律等特色；而刻有警察圖像的中、

南排灣家屋雕飾則呈現整面壁板的裝飾、填充性的構圖安排、圖像雕

刻複雜、裝飾元素多樣化，警察人像姿態動作自然靈活且表現較立

體、寫實，尺寸小兒人數多，雕刻內容包括許多日常生活題材的描繪

等特色。簡芳菲在〈排灣族雕刻中警察圖像的產生與意義〉一文中提

到，探究警察圖像表現形式及創作觀念的根源，應與日治時期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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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住民所實施的教化政策有密切的關聯。原住民的教化政策中尤其

以「蕃人」觀光活動及教育所的圖畫教育對雕刻風格的改變及新圖像

的產生有較為直接的影響。頭目及勢力者在觀光活動或博覽會中看到

西方、日本及漢人的繪畫及雕刻、新的視覺經驗使排灣貴族們對雕刻

裝飾有了不同的想法及要求，因此在許多家屋壁板雕飾中開始出現了

反傳統的新題材，不一定全以頭目祖先像為主題，而有歷史故事的描

繪、花下飲酒的情景，及當時警察、雕刻師、巫師、鄰居的人像雕刻

等。雕刻師結合外來文化造成排灣雕刻新風格的流行，是在擁有極大

影響力的頭目支持及帶動下才能形成。中、南排灣第區遷徙的歷史背

景及地勢較低靠近平地的地理交通條件，和異族(平埔族、漢人、荷

蘭人及日本人)的較早接觸與交往頻繁，融合外來文化已漸發展出異

於北排灣傳統的多元性中、南排灣文化的特色(2001:40-41)。 
 
第二節 生活技藝(folk artiste and techniques) 
    排灣族人和其他原住族群一樣，充分利用自然界可能獲得的各種

材質，來製作生活所需的各類日常用具，其中尤以編織用器的樣貌最

為多樣，手法最為複雜，在考量使用功能的同時，也兼顧了視覺美感

的滿足。相較於陶土、木材、獸皮，與匏瓢等等製成的用器，以籐、

竹、草為基本材質編織成的各種用器，在形制變化上，顯然更為靈活

多變，大者可以大到如搬運貯藏用的籠、籃之類，小則小到如供作炊

具食器的壺、盤、盒，或裝飾身體的手鐲之類；從工藝美術的角度言，

編織用器是發揮工匠智慧與技術最具代表性的成果。編織用器，簡稱

編器，在排灣族為男性的工作(參陳奇祿 1958)。 
編器的形制與材質，取決於功能的需求。從較寬廣的角度觀，編

器的範疇，除作為容器外，亦有漁撈用途的魚籠、漁筌，以及供人穿

戴的雨笠、龜甲型雨具、編籃、編甲(或稱胸甲)、手鐲，宗教祭儀用

的占卜盒，以及祭典所用的鞠球等等。編織容器包括：搬運用編器的

各種背簍、背籃，提用編器的提籃，貯存用編器的各種統形、壺形、

盒形籐竹籠，盛置用編器的各種淺籃、竹豆等等。 
排灣族祭師所用的占卜盒，在籐皮編織的盒身之外，用心地排列

了四曾以藤條作成的連續折線紋，並分別圈以籐皮包裹，且染以黃、

紅、藍黑等色澤，散發著一種神秘、穩重的美感。占卜盒多用以置放

一些祭師占卜、治病、作法時所用的工具，如小鐵刀、豬骨、石子、

琉璃珠、樹葉等等，屬於一種宗教的法器，製作時較為繁複而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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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連續的折線山形紋，正是排灣族百步蛇身上紋飾的一種，不僅美

觀也具實質的宗教巫術意義(蕭瓊瑞 2003:134-141 )。 
台灣原住民金屬工藝，除了各個族群的長槍鋤頭外，主要以排灣

族的青銅柄匕首和雅美族(或稱達悟族)的金銀工藝製品最具代表性。

和古陶壺、琉璃珠一樣，排灣族是青銅柄匕首為祖先留下的寶物，而

不知其來源，也不知其作法。鹿野忠雄(1946)認為這些青銅匕首，應

與越南清化州原東山文化遺存有關，或許是排灣族群或至少是其中的

一部分，與中南半島古文化有過一定淵源關係的佐證。由於台灣本地

並不產銅，因此，這類東西應為外來的，只是其傳入的時間和方式仍

待研究。青銅柄匕首在排灣族，有大小兩種之分，但均屬珍貴且神聖

的器物(同上，頁 148-149) 
    排灣族人視古陶壺為祖先神靈的化身或居所，甚至有陽光照射古

壺而生出百步蛇卵，並孕育出排灣祖先的傳說。關於古陶壺的來源，

任先民認為應是來外族的輸入，按當地的需要而製作(任先民 1960)。
但長居屏東的學者高業榮，則持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在排灣、魯凱

兩族的舊社遺址中，有大量的陶片出土，應可推測在遥遠的古代，這

些族群應有本身的陶作傳統，而非全為貿易品(高業榮 1998)。以排灣

族嚴謹的社會階層制度，祭壺紋飾的複雜而位階分明，若說是來自族

外藝匠的受託製作，其可能性頗為渺小。這種和自身社會階層、組織，

甚至信仰、禁忌完全結合的文化產物，應是來自自身組織中的固定匠

師和一定的需求與程序。蕭瓊瑞推測，排灣族群本身原具一定的製陶

傳統，同時也可能是一種供大眾生活所需的日常器具，不過由於該族

族群遷移所導致的經濟發展型態改變，穀物農作的相對消褪，陶作器

具的需求大量減少，少數流傳的陶器逐漸成為稀少而珍貴，再加上社

會階層組織的強化，這些陶器逐漸加上神話及階層的色彩而神聖化。

而族中少數具備陶作能力的人，便依此需求製作一定數量與形制、紋

飾的陶壺，供應特殊階層的需求，俟匠師一旦完全消失，陶作技術失

傳，這些少數的陶器也就成為族人口中「祖先流傳」的聖物了。排灣

古陶壺，或稱古祭壺，在社群中具有神聖意義，不同的紋飾，形成特

定的名稱、性別和價值等級，基本的紋飾母題以百步蛇最為尊貴

(2003:124-126)。 
    在生活器具中，木材所佔的比例最大，除建築構件的大型木材，

如檐、樑、立柱、壁板、門、窗之外，木器雕飾是最具多樣化特色的

形式表現；而其表現的多樣與細緻化，自與金屬雕刀使用與進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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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關係。排灣族的木匙、酒杓、連杯、煙斗、木梳、和針線板等

生活用器，不但實用且具創意性和藝術性。在一般的生活器具之外，

尚有占卜箱、木杯、木壺、木罐、木盾，及佩刀刀鞘與刀柄等；這些

器具，有的與宗教有關，有的是為祈求平安的巫術信仰，匠師也是盡

其所能的在上面飾以各種趨吉避凶的紋飾，如人頭紋、人像形紋、百

步蛇紋等(參蕭瓊瑞 2003:82-87)。 
    排灣族的服飾與其社會組織及階級制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一般

認為，該族衣飾文化的織繡藝術，再本質上即為貴族階級制度下的工

藝產物。從前，由於貴族不必參與辛勞的生產事業，因此男子們有閒

從事雕刻創作，女子們則有充裕時間專心織繡，以表示其社會地位，

並滿足審美慾。所使用的移動式水平背帶織布機與其他東南亞民族的

織布機相似。由於只能織出寬幅一呎左右的布，所以製成的衣服屬於

方形或長方形，稱之為方衣系統。表現在衣服上的紋飾技巧，大致分

為夾織、刺繡、綴珠、和貼飾等四種。紋飾以蛇形、人頭形、人像形、

太陽形、三角形及菱形為主。排灣族的衣飾，不但在物質文化上具有

較特殊的地位，在部落社群藝術上也表現出獨特的風格。它具有強化

集團意識和表徵貴族權勢的功能，而且與雕刻、紋身在排灣族社會中

所具有的意義一致(李莎莉 1993)。 
 
第三節 音樂舞蹈(music and dance) 
    排灣族的音樂中有一特殊的樂器，即鼻笛。笛子非但少以鼻子吹

奏，世界上可以吹奏鼻敵的人或族群更是少有。而在台灣就有排灣及

魯凱兩族可以找到吹奏者。鼻笛是雙管，口笛有雙管及單管。鼻笛的

排灣話稱為 lalindan。笛長有 60 公分，亦有 48 至 50 公分長的鼻笛。

其指孔數一管三個指孔，一管無孔者較為常見。吹口現今有兩種形

式，一為傳統式的圓孔吹口，一為改良式的有塞吹口。鼻笛除了可以

表達情意之外，也因村落之不同而有其他的目的或意義。傳統上，鼻

笛是屬於貴族的樂器，是高尚的樂器，一般人是不可以吹奏，甚至不

可以碰觸，到了日治時期才沒有那麼嚴格限制，但是仍有所區別。鼻

笛上有雕蛇紋者乃貴族的笛子，一般人不可以吹奏使用之，只能使用

素面無任何雕刻的笛子。 
鼻笛如一般樂器可以抒發自己的情感、情緒或者追求女友表達情

意。但排灣族之鼻笛在一特殊時刻使用之別具意義，其中以屏東縣平

和村最為明顯。當部落頭目死亡時，整個村莊都不許有任何歡樂或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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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的聲音，僅有鼻笛聲可於此時響起，主要是為了安慰喪家的家屬，

尤其更是為了表達吹奏者之哀泣。 
雙管口笛以三地門鄉的大社村、德文村、及賽嘉村較為常見，但

也可以單管吹奏。製作笛子必須要找好竹子，所謂的好竹子非但是深

山的竹子，還必須是經常被風吹著的竹子。笛子要吹奏得好，得視吹

奏者的心情、態度。吹奏者必須要很莊重、謹慎，吹出來的笛聲才能

感動人心，才會有古樸深情的感覺(參年秀玲 1996：41-49)。 
原住民族目前共同顯性的文化特徵中，似乎以歌舞為最。排灣族

的歌曲氣長、多轉音是其特色。在來義鄉古樓村的歌舞內容可分為二

大類，其一為一般性，日常生活中的歌謠，此類又大致分為兒童朗誦、

兒歌、哄嬰孩入睡歌、情歌、民歌；其二為祭儀性歌舞，例如五年祭

歌舞、生命禮儀中成為人子的部分。兒歌中的歌詞，有的從小便灌輸

孩子們排灣族傳統的貴族階級社會制度，教育他們頭目與平民社會階

級的不同。有些童謠，不但較小朋友練習數字，且給予小朋友珍惜資

源的觀念。也由此看到了古樓人從小教育孩子們要與人分享的精神，

昔日抓魚不易，要分享給大家，不要因怎麼分而予人嘔氣。 
排灣族人，祖父姆輩稱呼孫兒輩為 Vuvu，但孫兒輩稱呼祖父母

輩也是 Vuvu，而在五年祭中生者對死去祖先的靈魂也呼喚著 Vuvu，
祈求祖靈對後帶子孫的照顧，賜予平安幸福，是一非常溫馨而奧秘的

人生價值觀(參碧斯蔚•梓佑 1996：51-56)。哄睡、逗搖孩子的方式、

歌謠有多種，曲調或柔緩或輕快，編詞自由發揮，依孩子特性、家庭

背景，唱出成長、戀愛、工作、結婚等過程。如 dremadrui 推搖籃曲

調、meses 背動催眠曲調、tjemapetjap 輕拍催眠曲調、palegeleg 逗搖

幼兒曲調；其中 palegeleg 有為頭目之子、平民之子、勇士之子逗搖

的不同曲調。排灣語 zaizaing nua kakedrian 意為孩童念出、唱出的聲

音，這些聲音或可朗誦，或可吟唱、或配合動作等，有的純為語音頂

真式，有的詞意極富童趣，有的內容具教育性。Kili kili 是訓練兒童

跳舞的歌，編詞領唱常以獵捕的鳥獸來數算或表達孩童的活潑好動。 
童謠的內容和它周遭的實際生活是節合在一起。有時父母必須安

撫小孩後才能去工作，而小孩在遊戲當中也會發展出他們嬉戲性的童 
謠。就音樂的本質來看，童謠是一個很簡單的曲式及節奏。傳統的歌

謠也有部落式的互相學習，可是童謠較為獨特。排灣族在歌唱的內涵

上，跟生活是結為一體的。廖秋吉說，對我來說，音樂就是歌唱，舞

蹈在排灣族並不重要。老人家在唱歌時都是坐著的，如果是站著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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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只有在正式的場合裡，大家圍起來唱歌才會

站著唱，比如結婚、祭典等。站起來有很多的意思，有時是表示憤怒，

有時是表示尊重，就看肢體動作。音樂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在理

念當中，唱歌都會帶著一種對生命的尊重。小孩出生滿月時老人會唱

歌、讚美生命的來臨，祝福生命的可貴。成年時也會感謝上蒼給他風

盛的生命力而唱。因此，排灣族的歌謠在表達情意時對生命都很尊重

(廖秋吉 1997:47)。 
往昔，青年男女在田間換工或造訪女友家具會時會對唱戀歌、互

訴衷情；這種對唱歌謠用詞含蓄婉轉，借喻表達心中的情愫，亦可配

上舞蹈。平時在頭目家前廣場聚合，或婚禮集會，或現代的男子當兵、

新居落成等場合，村人牽手圍圈歌舞、領答對唱；詞意多表達「珍惜

歡聚時光」、「希望永遠歡聚不分散」或男女情意。五年祭從迎祖先

(vuvu)歸來後到次年送祖靈祭(pusau)的一年中，除了關於男子獵事歌

舞外，最主要的曲調是 iaqu。除了屬於男子特有的獵事歌舞，婦女加

入舞圈時，跳另一種 iaqu 的曲調，詞意內容可任意編詞。這首曲調

在非五年祭期間不加 iaqu 虛詞。正式祭典首日，在 RHUSIVAUAN
祭屋召群靈祖神，眾人肅立面朝祖先來源方向，當女祭師燃燒小米梗

奉煙後，男祭師領唱五句神聖的神祖之歌，召請祖靈歸來，降臨刺球

慶典與後代子孫共歡聚(古峪 1996：58-60)。 
    近年來，族人致力於對音樂中童謠、歌謠、或者古調的記錄不遺

餘力，舉辦吟唱比賽以及研習營，不但鼓勵大家了解自己族人傳統的

音樂，更希望能傳承這個不易保留的傳統文化。鼻笛的吹奏更是不

易，年輕一代願意學習確實值得鼓勵。而祭儀性歌舞仍然是族人在儀

式祭典中最能充分表現的肢體動作。 
 
第四節 觀光場域(touristic arena) 

觀光可以是一簡單的離家返家行為，但也可能變動複雜，反映真

實的社會與族群關係。多位學者(如 Van den Berghe & Keyes 1984; 謝
世忠 1994a)均曾表示，以觀賞非我族裔社群文化為主要目的的異族觀

光(ethnic tourism)，實質上即常見有再顯族群認同的功能與意義。而

觀光藝術的求變求精，一方面如前言 Errington 所論及者，不少已然水

準攀高，另一方面，或許正因如此，愈來愈多族人引之為傲，顯形認

同基石順勢渠成。山地為台灣旅遊的重點地區之一，其中主要係為賞

楓、巨木、瀑布、與溫泉。由於這些目標多數位處原住民生活區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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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越來越多地方居民設計自我，讓社區具「原住民特色」，以吸引

觀光客駐足消費。當然，媒體方面更常見有相關報導時，加入或炫麗

或古樸的原住民素材(李莎莉 2004:54)。 
社會科學對於原住民觀光的研究，經常被提起的就是「異族觀光」

的論述，人類學家 Valene Smith 認為，當代「異族觀光」的特性是「將

原住民、奇異民族的奇特風俗行銷給大眾」(紀駿傑 1998:24)，謝世

忠(1994) 則說明「所謂異族觀光，顧名思義就是指到一個與己文化、

種族、語言或風俗習慣相異的社區或展示定點參觀他們…而異族觀光

除了看物看地方，更把看人當作最重要的目的」。謝世忠(1994a)在《山

胞觀光》一書中針對當前台灣原住民觀光現象所作的幾種分類模式，

是目前國內研究架構最完整，也最常被採借引用的模型。他將原住民

觀光分為為：1.都市情境的花蓮模式：簡單說就是「在都市中看山胞

或山地人」，實例如花蓮的阿美文化村、紅葉山地文化村、東方夏威

夷及太魯閣現象等。2.生活區觀光的蘭嶼模式：觀光客到了該地，不

必通過表演性族群文化(如歌舞)的推銷，就可直接接觸到達悟族人(雅
美族)自然的生活領域進行觀光活動。3.社區動員的德化社與烏來模

式：觀光成為社區生計重心，全體居民整體動員投入經營觀光事業。

4.集中展現的台灣山地文化園區及九族文化村模式：大規模集中原住

民各族群的顯形文化(如住屋、歌舞、服裝等)的觀光地點。 
藝術無時無刻不在面對經濟、社會、文化、及美學等要素的影響。

在涵化作用下，出現了第四世界觀光藝術，而它也多半能為族人所接

受。有不少觀光藝術一方面自身顯現出了充沛的「個人性格」，同時

在不願被侷於緬懷過去的原始唯理環境下，作品亦對當下世界進行了

嚴肅批判。在此一環境下，商業化了的藝術，不僅成了製作者獨特的

文化遺產後，更可能質轉為「突現式族群認同」(emergent ethnic identity)
的象徵(Anderson 1989[1979]:176; see also 謝世忠 1994a; McGracken 
1987; 郝瑞 2000: 174-195) 。 

而排灣族的觀光場域可能包含了都市情境的模式以及社區動員

的模式。不過，集中展現的台灣山地文化園區剛好位在屏東縣瑪家

鄉，屬於排灣族的分布區域。因此，遊客雖然在台灣山地文化園區可

以看到原住民九族的住屋及生活實景，不過，大多數人對當地排灣族

人的印象應更加深刻，因為所見的當地居民及居住環境均為排灣族人

的社會。為了發展觀光，帶動地方產業，原住民的紡織、刺繡、琉璃

珠飾物、及木雕編織工藝等，均紛紛展現出來，而形成傳統文化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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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活絡場面。 
屏東排灣族的三地門。它們常被正面的論及，族群整體形象在觀

光、生態教育、及文化復振道途上不斷提昇，而其中大量或點綴於內

的物藝名品與圖像，以及樂舞效果，更活絡了地方自主意識。在此一

背景下，文化就成了原住民自我掌控的觀光產業。經過多年的觀察體

驗之後，原住民反向操作自我文化以吸納更多觀光收益的情形愈形普

遍。如台東金峰鄉新興社區排灣族頭目之家以木質和石板雕建，而成

目光焦點之例，也越來越多。原先並不是為觀光而打造家屋，然此一

彰顯自我文化認同的結果，就副產性地帶來旅遊人口 (李莎莉 
2004:57)。 

 
第 八 章  社 會 運 動 與 當 代 情 境 (Social Movement and 

Contemporary Situation) 
 
第一節 政治運動(political movement) 
    「台灣原住民權力促進會」係第一個以原住民為主要組成的非傳

統性社會團體，也是首先有組織、有計畫地推展民族運動的泛族群組

織。1984 年 12 月 29 日該會成立時，有會員 24 人，到了 1985 年夏

天，已增至 53 人。其中原住民 39 人(73.6%)，漢族 14 人(26.4%)。在

原住民族中，以排灣族 10 人所佔的比例最高(18.9%)(參謝世忠 
1987:76-77)。第一任會長胡德夫、總幹事丹耐夫•景若皆為排灣族

人，這顯示排灣族人在進行組織及運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張金生在〈探討排灣族社會部落權力結構的演變〉一文中提到，

國家體制的力量與排灣族傳統文化的關係基本上是衝突的，當日本政

府開始進駐原住民部落時，台灣原住民各有管理自己民族的邏輯觀

念，但日本人卻不屑一顧的想要消滅，這是先進國家自滿是文化水平

高的最慘酷的手段，環顧世界所謂的先進國家，哪一個不是弱肉強食

中建立的或用武力創造的?所以他們的民主，僅限在自己國家領域的

人民，對異族卻是專制不人道的。因此，日本政府與滿清政府的事端，

無緣無故的傷及原住民的生存權，讓原住民之民族生命的延續遭受空

前的浩劫與威脅，使與大自然為伍的快樂民族顯遭瀕臨亡族的厄運。

排灣族的社會在外來政權的干預後，就開始潛伏著不穩定的狀態。在

整個不同的社會背景裡，原住民傳統生活型態的改變算是快速的，從

日本政府治理台灣，每五十年為一期，可以看出原住民社會流動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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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最明顯的是部落權力核心的演變，在每一時期都有時代造就的產

物，例如日治時代的「日警」、民國時代的「村長」與神職人員、還

有正在發展中「宗親會」實力，他們都在努力的設法掌握部落資源，

來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排灣族傳統頭目(Mamazangiljang)地位發展的

結果，從有主權到失去政權，從有自屬的疆域到土地國有化，從有族

人的擁戴到大家一起變成國民，他們內在的感受無法形容，逐漸被蠶

食的權力，身為傳統頭目的家族，曾是族人面前叱吒風雲的人物，如

今只能聽別人使喚，傳統排灣族的靈魂人物落到此下場，情何以堪！

難怪傳統頭目家族不斷的呼籲忠告:「你們可以遺棄你們的傳統頭

目，但沒有理由放棄自己的文化」(2003:93-94)。 
原住民文化與外來族群文化產生嚴重調適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

過去原住民是一個傳統的半農半遊獵民族，幾百年來，族人生活在一

經濟自給自足的部落社會中，他們的社會是以親族為基礎結合而成的

親族社會。原住民知識份子發起原住民運動，根據謝世忠教授的看

法，主要目的之一是，想要從漢人方面爭取應得的權利與意識上的尊

重。在運動領袖的詮釋中，漢人應對原住民族群和文化，在今日所遭

受到的各項負面結果負大部分責任。 
 
第二節 藝文運動(liberal arts movement) 

除了社會運動外，原住民在九 O 年代中葉開啟了「第二波原住

民全民文化運動」(參謝世忠 1994b)。觀光在政府推動與社會需求的

力量驅使下，近年來在台灣一直是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要項。而原住

民顯形文化在觀光過程中應是最被突顯的範疇之一。筆者曾謂「暢流

型的原住民新時代價值觀」，使文化在被普遍認定的多樣風貌下，潛

現著一種原住民特定「藝術心性」或「原住民心性」。這份包容的心

性，使顯型文化範疇可交相暢流，使泛第四世界得以形成，使觀光、

傳統、與創作之間不相互歧視，也使原住民成為「單一整體」(李莎

莉 2004)。從藝術文化得以見證的「整體性原住民」，正在寫就今日

台灣文化史。排灣族由於擁有豐富的資產與技術，在編織、木雕、刺

繡、及綴珠等工藝發展上，頗具規模，值得鼓勵與推動，如此，更能

將台灣原住民的文化產業提昇至一定的境界。 
排灣族資深藝術家撒古流和峨格，一建「部落教室」，一創「部

落工廠」，前者重視傳統工藝的延續大任，後者則以自身的專業，接

受委託，再造各地方社區組織的文化外模。兩位所帶領的子弟兵，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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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闖出極高的聲譽，研究者、媒體、或文史工作室，前往請教觀摩者

路不絕道。他們以「傳統」為目標，鼓勵年輕人加入學習，達到了文

化復興全員參與的理想境界。2000 年 7 月份，「台東永續發展協會」

舉辦「向長老雙手致敬」活動，請出了 13 位手上刺青的排灣、魯凱

長者，示範其中的文化意義，展現手紋之舉具有傳統再現的精神，也

是我族藝術內容的對外各告示(李莎莉 2004:50) 
排灣族文化產業成功典範之一的三地門蜻蜓雅築出品琉璃珠，亦

成了國家元首贈與外賓的台灣代表性文物之一。對當代的三地門排灣

族人來說，製作多彩並富變化的琉璃珠，不止是創作，更是族群神話

再生的方式。因此，珠藝創作者除了傳承排灣文化外，也試圖將琉璃

珠手工藝再發展，比方說把各有故事的琉璃珠與中國結相結合，搭配

服飾或裝點個人品味(王嵩山 2001:123)。「蜻蜓雅築工作室」最重要

的使命就是讓有才華的原住民在自己的故鄉，以祖先留下的二十多種

色彩、上百種圖案，勾勒琉璃珠的藝術價值與未來。 

國家帶動族群，地方文化光耀台灣，排灣認同透過精緻化了的新

傳統，繼續堅定。屏東瑪家排灣村大頭目家族成員組織社區發展協

會，用力發揚傳統文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教導族人學習鼻笛。

鼻笛是樂器，也是排灣群各部落的主要物質文化要項之一。如今該項

藝術正積極復振中，它與琉璃珠同具代表性，亦是我族存在的顯形證

據(李莎莉 2004:52)。 
1984 年一群年輕原住民朋友成立了「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

開啟了當代原住民爭得主體發言位置的社會運動，迄今整整二十年，

議題雖有變，基本精神依舊延續。「精神延續」意指社會運動始終不

斷，追求主位原住民的努力，已然成了代代相傳的重要社會化內涵。

「議題有變」則係隨時間進程，社運屬性一直在適應發展，乃至有原 
權會位代表之族群政治運動熱潮過後的傳統與新傳統工藝美學再造

的藝術文化運動。謝世忠教授稱之為原住民的全民文化運動。再者，

復有一批原住民籍寫作者，或有學院學位，或憑自修出身，紛紛以接

近人類學的形式，進行「田野」調查，在研討會和新興原住民學術刊

物上，發表類學術論文，試圖取得自我歷史文化的詮釋權。此一有別

於前述族群政治和藝術文化運動的「躍進學術社會運動」，是第三類

當代原住民社會運動。而文字探索的另一條路—文學—若有成，即成

為第四種當代原住民社會運動，稱之為「文學建構運動」。原住民文

學建構運動最重要的主導人之一是孫大川，他 1993 年召集創辦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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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化》雙月刊雜誌社 11 年來在台灣原住民文學建構過程上扮演了

極重要的地位，也培養了不少原住民年輕創作者，如詩歌類的溫奇、

撒古流、撒可努、伐楚古等；散文類的撒戈呢•達如查龍、伊苞、撒

可努、烏尼•姜立子等均為排灣族人，而在五次的文學獎(第一屆山

海文學獎、第一屆與第二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2002 原住民報導

文學獎、以及 2003 台灣原住民族短篇小說獎)中，獲獎的 47 位原住

民朋友中有 4 位是排灣族人(參謝世忠 2004)。由於原住民青年朋友的

不斷投入，就如同謝教授所言，原住民不論在政治、藝術文化、學術

或文學議題上的精神延續，終將綿延萬年而不斷。 
 

第三節 面對國家(facing the nation-state) 

    排灣族人潘永雄先生 1998 年在台北縣板橋市開設一間「碧生難

忘商務咖啡」。開業動機係認為原住民最大問題在經濟，透過這樣的

示範，使原住民明白我們也可以走高附加價值路線。主要客群八成為

原住民。希望在店裡擺放原住民藝品，提供原住民藝術家免費寄賣作

品。擺設書架放書籍，使原住民也可以看一些文化的書，甚至建構全

台的售票網路。他認為原住民身為社會的一份子，不應自外於社會，

要積極參與社會，集結原住民眾人的力量，來創造原住民的經濟奇

蹟。原住民沒有資本，創業很困難，但是我們可以以時間、勞力換取

金錢的方式來投資，並且借助眾人的力量來創造事業(山海文化雜誌

社編 1999:150)。 

    變遷是人類文化社會存在的特徵，我們的原住民政策當然也必須

是開放的，並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調整。按當前台灣全盤之形勢與變

革方向來看，政府實在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和想像力，來突破僵局，規

劃出一個跨世紀的原住民政策與發展藍圖，此一政策和藍圖至少要包

含幾個層面：第一，進一步釐清中華民國憲法中的「民族條款」。第

二，合理規劃調整原住民行政區域，提升原住民行政層級，並加速培

育原住民行政人才。第三，落實地方自治，充分保障原住民的文化權、

土地權以及教育權。第四，尊重原住民文化與政治的主體性。第五，

加強民族法制的建立。第六，確立多元民族平等的觀念(山海文化雜

誌編 1995:98-99)。 
    以國家對核廢料的處置政策來看排灣族人面對國家政策的反應

為例。2001 年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曾建議核三廠在滿州鄉九棚村設

置低放射性核廢料貯存場，以爭取回饋金 30 億元，促進地方建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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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過，九棚村民卻反對設核廢料處置場於該村，他們認為沒必要

為了錢讓有害物質埋在滿州鄉，身體健康比錢還重要。當時任縣長的

蘇嘉全也表示，台電核廢料，包括蘭嶼原住民、離島居民都避之唯恐

不及，滿州鄉民的民主意識那麼高，他相信鄉親會有最理性選擇，尤

其滿州鄉所提出的土地範圍，恰好是生態保護區，完全不適合(駱焜

祺、潘柏麟、林順良 2001)。 

2003 年《自由時報》報導，境內核廢料最終處置推動有重大突

破，經濟部與台東縣政府，計畫於十二月簽立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合作

協議書，中央接受台東縣府提出的安全、縮小體積與具體回饋三條

件。場址位於台東縣的大武、達仁、太麻里、金峰四個原住民鄉鎮，

處置場容納規模是一百萬桶。台電說，台東境內核廢料最終處置場未

來完工後，蘭嶼現有九萬七千桶核廢料將就地檢整，希望能縮減到剩

三分之一，並利用大武港作為運輸椄駁碼頭，其他核電廠的低放射性

核料，也將透過海運載送到此掩埋(歐祥義 2003)。不過，據當時台

東縣長徐慶元表示，「絕無此事」，並指出縣議會前次定期會議已投票

表決，反對核廢料儲存於台東排灣族的部落。太麻里鄉長陳進福也表

示，是否將核廢料貯存於太麻里鄉境內，也要由全體鄉民作決定(陳

賢義 2003)。 

原住民在不同生活環境及工作領域中，為了生存，對於自我即對

國家政策的接受度均有不同的認知。若果政府能有長遠的規劃，以不

破壞生態環境為原則，提出具體的輔導政策與配套措施，有效的溝

通、執行與實踐，相信原住民的民生經濟、土地、及核廢料等問題均

能順利解決。 

 

第四節 認同再現(representing identity) 
與觀光常常不易區隔者，還有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s)。

一般來說，觀光過程有比較多的被動性，而文化展演則常建立在「主

動出擊」或在特定緣由條件下至公共場域自我演出的基礎上。2000 年

以降的原住民文化展演景況熱烈，其受到重視的程度絕不亞於程度觀

光形式之上。而深具主動性體質的文化展演，直接與大社會交往，以

藝術文化表達熱忱，筆者認為雙方的關係可以「進融」一詞來形容之。

大多數原住民部落或遷住城市的群體，均具有隨時得以進行文化展演

的潛力，藉此達到族群認同的再現，而且他們似乎每一刻均在準備(李
莎莉 20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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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排灣族多於春天時分捕捉毛蟹。2000 年 3 月，達仁鄉土坂村

安排了毛蟹祭，邀請大家來參與。活動中，族人亦安排訪客參觀頭目

家屋雕刻，以及欣賞歌舞表演。其目的一方面為「帶動部落化觀光」，

另一方面係為「體驗排灣族文化」。換句話說，傳統、當代組織性的

「祭」典設計、物質化藝術樂舞、及觀光，一起推展作用，充分建構

了排灣生活性與顯形文化的內涵。再者，太麻里新興社區與新興國小

全數以百步蛇、陶壺、石板畫、太陽圖像等等裝飾步道和牆壁，道盡

祖源的傳說故事。人們透過觀賞和詢問，認識了排灣。靜態展演即使

不似動態活潑，但它的在地常續存有屬性，當會發揮潛化的效能，達

到識出族群文化特色的目的。另外，學者專家的類似努力，如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胡台麗博士「愛戀排灣笛」的影片製作，不僅增添

了再現傳統展演的內容，也寫出藝術之外的文化傳承嚴肅課題。 
文化產業也是一種族群認同的表徵。文化產業是近年台灣熱門的

論述性詞彙，不僅政府行政推動不遺餘力，學界與民間配合或主動建

構定義者亦眾(參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編 2003；劉可強與王應

棠 1998；孫大川 2000；王嵩山 2003b: 137-146)。原住民文化長期以

來在人類學研究、觀光體驗、及一般印象中，均以「特色化」之姿，

呈現出她在台灣文化史歷程上的位置。今天，以文化為內容，再賦與

產業行銷價值的新經濟觀念商品熱潮當際，原住民超過一個世紀以上

的異文化特色，正有充分表現的機會。產業與文化之整合，代表不同

社會屬性的跨越，它往往是傳統加上創新，再進程至商品。而另一種

跨越的景況，則是本土原住民各項文化(如各族或不同部落)間的穿

透，以及台灣與國際原住民要素的交作。此項「泛第四世界」文化產

品常見於各處，它是特定的觀光所向，也可能是「新文化」發展的契

機(李莎莉 2004:61)。 
2000 年 7 月，屏東縣政府舉辦第四屆原住民木雕獎。該展主題為

原住民，但人人可報名參加。其中各作品的創意性十足，立體、平面、

器物均有，給與藝術產業發展極大的發展提示。行政院原民會為「協

助原住民創造商機」，例如 2001 年春末，即放置十多具排灣族蔡德東

所做原住民陶偶人物，吸引訪客目光，也增加異文化藝術的想像。裝

飾與推廣同時產生功能，當為公共部門可以採行的策略。 
部落族群藝術在排灣部落教室和部落工廠、長老刺青展示、工藝

雕刻成果展、三地門琉璃珠專家、及鼻笛樂器等各時間空間點上，盡

現特色。以族群部落自我認定的美學項目為標的，充分顯出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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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烈動機與具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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