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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族群簡介 

3-1-1 族群概述 

關於排灣族群起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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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現在的排灣族是從該地分布出去的，所以用該地名作

為種族的名稱。排灣族分佈在省南部（知本主山以南）中央山脈東西兩側，海拔

500 公尺至 1,300 公尺之山地，包括屏東縣鄉、泰武鄉、瑪家鄉、來義鄉、春日

鄉、獅子鄉、牡丹鄉、滿州鄉及台東縣的金峰鄉、達仁鄉、大武鄉及大麻鄉。排

灣族分佈在大武山系高山地區散居的部落中以屏東縣來義鄉古樓村(kuljaljau)的

人口最多,除日據時代部份人口(ladan 家族和 giling 家族與少數的家團)遷往台東縣

達仁鄉土坂村、台坂村、南田村、大麻里鄉新興村、金峰鄉賓茂村及本鄉南和村

(前高見村)外,其它屏東縣各鄉及台東縣排灣族各鄉之部落均有零星來自古樓村

(kuljaljau)移居的族人。 

往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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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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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排灣族的文化特質如－  

1.世襲的階級制度：排灣族人一出生就確定了他的階級，但他們可以藉由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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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長嗣繼承家產、兩性平權的社會：家中的老大是一切財產的繼承者、其他

的兄弟姊妹能分得的家產很少，老大擁有分配權。 

3.祖靈崇拜：從家屋內大型的祖靈像雕刻，反映了排灣族人對祖靈的崇拜。

通常，家裡中柱的雕像是最神聖的地方，放置了許多貴重的物品如陶壺。

也掛著刀、獸骨是英勇事蹟炫耀的表徵。 

4.華麗的裝飾藝術：爭奇鬥妍、百花齊放是目前排灣族服飾的最佳寫照，每

一位婦女在衣飾上凸顯自我的藝術表現與差異性。不屑於跟別人一樣的紋

飾是他們對自我族群的驕傲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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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祖先起源傳說：拜訪任何一個頭目家，對於家族的起源總是一再被強調，

目的是在彰顯家族或個人的地位，如大陽之子、陶壺的後代、百步蛇的後

代等等的傳說。貴族與平民的起源來自不同的神話傳說，更確定了階級的

世襲性。 

6.藝術創作活力的族群：排灣族人的生活週遭處處展現了他們的美感經驗與

藝術潛力。如從事雕刻的族人很多，來義鄉古樓村甚至有十幾位雕刻師，

但只有一位是專業雕刻師。可見藝術的表現是來自內心的需要與興趣，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這是與其他族群最大的不同點。 

7.融合並吸收其他文化的特質：排灣文化在不同的時期吸收了許多外來的文

化，經過涵化、融合變成自己的文化特質是排灣人歷久不衰的原因。早期，

吸收了漢人服飾上排扣的形式加以改良，並使用族群特有的配色方式與造

型，成為排灣文化的特色之一。現代則利用許多外來的琉璃珠，以傳統琉

璃珠項鍊串穿位置的觀念，結合了自己生產的傳統色珠，成為一種流行的

新的珠飾。  

3-1-2 地理分布 

排灣族人口僅次於阿美族以及泰雅族，是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三大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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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族群分布 

排灣族群分為拉瓦爾亞族(Raval)與布曹爾亞族(Butsul)，分述如下－ 

（一）拉瓦爾亞族 

主要分為拉瓦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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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布曹爾亞群 

1. 巴武馬群(Paumaumaq)(北部排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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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力里二村。 

2. 查敖保爾群(Chaboob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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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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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路、草埔、獅子、和平、南世、內文、內獅等村。 

3. 拍利達利達敖群(Parilario)(南部排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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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和巴卡羅群(Paqaroqaro)(或稱東部排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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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台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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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部落分布地區的標高而言，排灣族所有的部落均在 1500 公尺以下，而以

100-1000 公尺的淺山為主要分布區。自 1930 年霧社事件發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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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以屏東、台東兩縣的排灣族部落為主，包括有大規模新建社區，輔導深山交通

不便地區的聚落居民移住。 

二、生活空間與環境（童春發 20011） 

（一）第一活動區：以霧頭山和大母母山為主的群山 
霧頭山、大母母山這兩座山所組成的群山提供了魯凱族和排灣族中的拉瓦

爾支群，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安全的生長環境，其文化傳承和堅實的社

會無不與大母母山相關連，其中口社溪永流不息是大母母山的生命象徵。 

（二）第二活動圈：以大武山為中心的群山 
大武山稱 Kavulungan 意指眾山之母，分成北大武山和南大武山。主峰的

神秘使排灣族的生命故事、精美的文化、緊密的社會制度，敬虔的信仰無

不與 Ka-Vulungan 相關。由 Ka-Vulungan 衍出來的溪流有五條：隘寮溪、

萬安溪、來義溪、太麻里溪和金崙溪。含蓋了排灣族一些主要的村社。 

（三）第三活動圈：大力里山、衣丁和茱仁山的角色 
大力里山等群山連結了北接排灣和南排灣，排灣族從大武山漸漸南下發展

時，大力里山等群山必是互動的大舞臺，而來義溪和南和溪是源自衣丁

山、茱仁山和大里山，形成來義鄉為南北的會合點。另一個家族 Dadulatan
這個家族分別在南大武和東大武山區域的各大的村社，即南大武山的古樓

和東大武山區域的 Giling 為核心家族。 

（四）第四活動圈：大漢山、北湖呂山和馬力巴山 
第四個活動圈是關係排灣族的發展，尤其是東遷和南移的過程，而對於人

                                                 
1 童春發，2001.12，〈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南投，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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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不斷增長的排灣族，開發土地是遷移的主要原因之一，該群山含蓋了春

日鄉、獅子鄉、牡丹鄉、達仁鄉和大武鄉。大漢山群有力里部落、歸崇部

落、七佳部落；馬力巴山群較低，平地漢人稱此地為「十八番社」。高士

佛山和萬佛山中的部落有 Kacilai 社（石門）、牡丹社、汝乃社、Puqutan
（大梅社）、高士佛社（高社）、Rakes（四林）、馬利巴社（東源）、源馬

查侖社（旭海）、八瑤社、Varali 社（上牡丹）十個社。 

 
圖 3-1-1：排灣族部落分佈圖2 

（五）第五活動圈：大漢山、姑子崙山、杜雅原山、菩安山、茶留几山 
高士佛山和萬佛山的馬力巴山南下的排灣和由恆春和車城一帶的排灣族

相會而形成第五個大的文化活動區域。牡丹鄉的排灣人順四重溪來建立居

落，該地區的排灣族在服裝製作、房屋建構、語言變化、社會結構上與西

                                                 
2 同前，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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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排灣已有不同的變化。大漢山位於達仁鄉西方屬在新化村境內，是該鄉

最高的山嶺亦是大武溪上游與其支流姑子崙溪和茶茶呀賴溪之發源地。姑

子崙山位於達仁山西方，是新化村境內一個重要的生活棲息地，與大漢山

隔有姑子崙溪，成為與其溪兩側主要的水源地。杜雅原山位於達仁鄉北

方，是大竹溪上遊支流古他那斯溪的源流，提供達仁腳拓荒者一個良好的

生活空間和增長的腹地。善安山位於安朔村境內，是安朔溪上游之支流阿

朗衛溪之源流。茶留几山位於達仁鄉西南方屬安朔村境內，是安朔溪上游

之支流古哇古溪的源頭。 

3-2 文化特徵 

3-2-1 社會結構 

排灣族的社會組織是以地主貴族及佃農平民所形成的階級制封建組織為其

特徵，因此其反映於物質文物者，則為封建的土地制度，住屋形式的階級分化、

租賦服役制度與裝飾工藝的精緻化。而排灣族封建制度的形式，頗似舊日中國封

建的社會，然其領主權及部落組織並非一致；領主權是由世襲之宗家所承繼，但

非地域性組織，在一自治單位的社區內，常有若干不同等級的頭人及其領導佃民

所毗鄰而居，並且形成一具自治、自衛及祭儀功能之組織3。（關華山 1982） 

一、社會階層 

排灣族的社會結構係以社會階層制度為主，而階層制度是建立在土地制度

與長嗣繼承上，同時對於土地所有權的獲得也是靠長嗣來繼承；因此，可以說排

灣族的社會階層制度的基礎是由長嗣繼承制度形成的。所以，族人一出生即確定

其個人的階級層次，而階級制度幾乎是以世襲的方式傳承，且分為貴族、士、及

平民等三種階級，而頭目則是在貴族階級的頂端，讓每個階級所能享受的權利，

是社會階層的最大特點之一。以筏灣的社會為例，共有三種階層－ 

（一）貴族(mamatsangilan)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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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排灣族的特權階級。 

2.特點： 

（1）地主必得擁有農田及住宅。 

（2）享有的權利有收稅，如土地稅、獵稅、山林稅、和水源稅等。 

（3）特殊服飾，如豹裘、琉璃珠等，而文身的花紋為整個人形。 

（4）家名、人名與平民的不同，享有特定尊號。 

（5）專有家屋標幟，如雕刻石柱及簷桁、橫樑和檻楣等，住屋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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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關華山等，1982.03，《台灣山地文化建築－排灣族》，〈台灣山地文化園區規劃報告書第二冊〉，

台灣省政府、屏東縣政府，南投，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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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宅前有司令台等。 

（6）婚前有與其他未婚女子同居的權利。 

（7）器物有專用紋飾，如人頭、百步蛇等。 

（8）可以免服兵役，這一層可及於地主的所有子女。 

（二）士(pualu) 

1.成員：介於貴族平民之間，其意義與特徵在各社群極不一致，這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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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特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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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享有免稅及若干紋身及名號之特權。 

（三）平民(kaktitan) 

1.階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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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邊緣貴族的餘嗣（即地主或團主

的第五世）及士族階級 的餘嗣亦成為平民。。 

2.特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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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灣族的社會階層制度建立在土地制度與長嗣繼承上。排灣族的這個三個

階級在傳說上各自有其不同的世系來源，如貴族階級多自稱為太陽之子系，世族

為不同系統的來源等。各階層間皆為長嗣承家，繼承原來的階層地位；餘嗣則分

出，其社會地位較低一級。排灣族的階級制度是嚴格的，以世襲取得其階級地位；

但各階級間並不是完全封閉的，階級外婚是變更身分地位的方式，且成為排灣族

社會易動的主要因素。 

階級觀念不僅表現在財產與婚姻，連姓名的取用都依階級的不同而有一定

的範圍；所以，一個排灣族人只要知道他的名字就可以判斷他的階級。當然，有

些名字也可以由頭目賜予，經過頭目允許後才能使用比自己階級高的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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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親族制度 

排灣族的親族組織被認為是台灣原住民諸族中最複雜也是最具特殊性的典

型。這是基於族人獨特的繼嗣法則－長嗣繼承而來。不論長嗣的性別只重出生別

（第一個孩子），形成了非父系、亦非母系；非父系亦非雙系的親系法則，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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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制度不是以人而是以家宅、家氏為親系的象徵；不以男女系統的取捨而以直系

傍系親疏遠近為親系建立原則。 

排灣族的親屬制度是血親制 Cognatic 的一種，承認所有血親，且雙方並重。

由於重出生序而不重視性別，因此有長嗣繼承，財產及名位均屬長嗣。所以，排

灣族的親族組織，其親系法則乃以「長系繼嗣」及「兩性平權」為主要的構造範

疇；前者說明了直系中心之特權制度，其建立於長系繼嗣，傍系分出的家氏系統

上，但並非純度父系或母系，而以家宅、家氏為中心，以長嗣承權而分出傍系宗

族；後者為雙系觀念之親屬關係（關華山 19824）。在血親的範圍中，直系優於傍

系；就社會階級言，司嗣優於其餘嗣。司嗣繼承不但形成了排灣族親族的特色，

也造成了排灣族的團主制度與階級制度。 

排灣族一所家宅單位，普通由一長系承繼有限大家族，傍系則分出，因此通

常只有一對夫婦及其所出之子女居住，人口約在 5 至 10 人之間。每一所家宅單

位有一家氏專名，為其家屬之集體姓名，一家宅當其落成時，即經儀禮命以家氏，

除非絕嗣，否則改建或遷徙，家氏仍然不變，惟相同之家氏並不保證其親屬關係

（或為傍系，或者毫不相關）。家氏象徵歷代家族系統之社會地位，或稱之曰家

格（Pinalawakay），因此其祖先雕像常成為住屋中居間的主要焦點。（關華山 19825） 

三、部落領導 

（一）部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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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個部落單位

內的住民組織，具有雙重的領導系統，一是以地主頭人及其傍系陪臣所形成之領

主權，由於此種因土地及佃民關係所形成的組織，並不限於一部落疆土之範圍，

因此每一部落中常有由數系頭人宗家所領導的情況，反使此種領主權成為部落中

之次級單位（亞部落單位），另一屬地域組織的領導權則由社頭（Paraizan）新代

表的政治領袖，加上軍事祭儀領袖及部落中之長老所形成，從其部落會議的地

位，可見其領導制度的中心（關華山 19826）－ 

1 .部落頭人會議：大頭人（Kaŋusamay）召集，頭人家系代表參加。 

2 .部落平民會議：社頭（Paraiŋan）召集，長老及各戶家長參加。 

3 .軍事會議：番帥（rara?atsaŋ）召集，武士壯丁參加（在公廄前廣場）。 

4 .祭儀會議：社頭先與司祭（Parakare）會商後召集各家長出席。 

                                                 
4 同前，p.27。 
5 同前，p.27。 
6 同前，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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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落公審：社頭召集兩早之頭目（或族長）。 

（二）團主制度 

排灣族的政治單位為「部落」，而作為社會單位則「團」具有完整性；團

與部落單位不一定一致。可能一個部落內有幾個團，或一個部落就是一個團；也

可能團的系統是超部落的，由幾個部落所組成。團的基礎主要是地域性的，團主

則應該是擁有宅地及居民的地主。原來排灣族的財產除了極少數的自然財產及公

用財產以外，極大部分的財產都是私有的，包括山林、河流、土地、森林等。由

於宅地為地主所有，平民須徵得地主的許可，才能在其土地上建立家屋。當地主

的農田及宅地被人利用後，地主就變成了團主。居住在其土地上的團民，就屬該

團主所管，團民需向團主繳納貢式賦，團主且享有特殊的名字、紋身、家屋彫飾、

服飾等種種特權。團主的地位是世襲的，由長嗣繼承，餘嗣地位較低而形成不同

的社會階層。團主的地位是由先佔而來的，其地位又由長嗣繼承，團主的統治權

實則建立在一個原則之上，即優先權。在家庭中長嗣的地位可由其為出生序上的

先佔者加以解釋，而團主為領土的先佔者，整個團主制度也許是個象徵體系，肯

定長嗣或團主之權威，強調二者間之關係，亦即日後的頭目。這種對先佔者權力

加以承認與尊重的觀念，是排灣族獨特的族群意識，也是支配其社會制度的條件

之一。 

（三）頭目制度 

頭目是地主階級，擁有土地、河流與獵場，但又是一個部落的統治者，也

是精神支柱的象徵。屬下的子民為其耕作，並將收穫所得納稅予頭目，頭目則主

持部落重大事務如爭戰、祭儀、或與外村的外交工作。排灣族有嚴格的階級制度，

其中貴族又因與頭目的關係親疏分為二～三個等級；所以，貴族階級講究門當戶

對，以同階級間的聯姻為理想的婚姻形式，因此頭目階級常與鄰近村落的頭目結

為親家，藉著婚姻關係可以擴展自我的領地。在祭典期間，頭目將子民納貢的農

作釀酒、煮食與族人共享，平時，對於貧困的族人也要適時施予援手。 

（四）土地財產權及租賦權（關華山 19827） 

排灣族之土地財產權，除水源，集會所，道路等為部落公產外，餘皆為私有

財產制，但卻集中在少數的地主宗家，然後藉著此種土地的領主權，頭人宗家有

向佃民徵收各種租賦（Vids）的特權，此即為封建制度的基礎。惟各族群對於傍

系頭人及世族階級（或一佃民宗家一如中部族群）的部份土地權及租賦權有不同

的特權，或頭人宗家之聘禮或嫁妝中，是可以包含部份的土地權及租賦權。 

3-2-2 祭儀文化 

實際的宗教活動表現在各種祭祀上，其祭祀種類可分為－ 

1. 天候的祭祀：包括祈雨、祈晴、鎮風、除雷。 

                                                 
7 同前，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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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及部落的祭祀，包括土地、聚落、水源。 

3. 農作的祭祀，如豐收祭包括粟播種儀式、粟入倉儀式、粟收穫祭。 

4. 獵首、狩獵、文身、疫厲、家畜、居所、財物、器具以及捕魚等祭。 

5. 五年祭( maleveqe)。 

一、五年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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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年祭主要的儀式是迎靈(quce﹁lj),祈福(pakivadaq),刺球(qemapuDung)'觀樂

歌舞(zemiyan),送惡靈 pusau)與第六年(次年)的送祖靈由 umu)等。整個部落的人都

要奉行傳統的習俗參加活動,每一個家庭須盡心盡力地招待訪客,虔誠地祭祀神

靈。否則,將會招到神靈的詛咒帶來惡運。    據說「五年祭」早先是三年一祭稱三

年祭,先祖(世人)與創世神塔卡勞斯與其它所有的神(善惡都包含在內)每三年相會

一次的約定。每次祭祀前十天由巫師占卜邀約祖神(靈)何日何時世人在神壇以燒

小米梗起煙為號,引祖神降世與人相會。 

其由來有兩種說法：第一，相傳五年祭原是三年一次，每三年所有的善惡

神相會，由巫師占卜神靈降世與世人會面，後來有一對頭目兄弟為了祭竿長短爭

執，互刺對方，雙雙死亡，從此中斷五次(十五年)，十五年後，祖靈托夢長老威

脅如不按時舉行會有大禍，於是再度恢復祭典，但是改為五年祭。第二種說法：

相傳長年居住北大武山東排灣祖靈，每隔五年要出巡一次，依序造訪各

部落，祖靈造訪是依部落開墾先後順序及對祖靈的崇拜和虔誠程度而

定，祖靈造訪一輪恰隔五年，因此各部落在不同的年份舉行五年祭。 

在排灣族中，古樓村民對傳統習俗最為堅持,保守地遵照傳統。而其傳統祭

祀中以五年祭(maljeveq)最為隆重。五年祭主要意義是祭祀祖靈和創世神。亦是敬

天神祭祖靈祈求平安感謝神靈的重要祭祀儀式。嚴肅而隆重'有慎終追遠的意義,

並以頭目(mamazangljan vumm),巫師 puLingau),祭司(parakaljai)為主要人物。 

二、六年祭 

排灣族六年祭(PUSAU)的祭祀活動是延續去年五年祭的祭祀活動,五年祭是

開始,六年祭繼續的一系列活動是結尾。五年祭開始在神壇(lusivawan)迎祖神(靈)

起,我們創世神及其他祖神即來到人世間共處至次年(六年祭)結束送祖神(靈)離開

回到靈界(makalizeng)(等於在人世間作客一年)。所以從五年祭結束後各家戶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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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都要祭祀,將食物或酒放進竹筒裡。到六年祭準備送祖神(靈)時,才將該竹筒取下

送到祭神屋集中連同祖(靈)神送出境。六年祭是隨著五年祭的祭儀,兩者分不開。

那麼早先此祭儀還是三年祭時,次年原本也是四年祭。三年祭改為五年祭後四年

祭也跟著改為六年祭。      從五年祭結束後至六年祭止,巫師及祭司平時要祭祀的事

少了很多,如人的死亡,因亡魂在人世間,家裡有懸掛竹筒祭食、酒用,至六年祭結束

後重新祭拜度亡魂。其他如結婚免交拜新生子女出生拜祭、彌月祭拜及罔年祭拜

都暫停,以防惡靈加害,至六年祭結束後再辦理祭拜事宜。 

三、豐年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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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物質文化 

一、飲食 

（一）食物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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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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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主要的經濟活動為－ 

1.種植：排灣族以小米、芋頭為主要的糧食作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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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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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狩獵與畜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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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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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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傳統美食 

 

（三）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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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排灣族的產業以山地原始旱田農業為主，狩獵、採集、山

溪捕魚為副，惟南排灣及東排灣，受漢文文化影響，有以水田稻作為主，海濱捕

魚為副；以粟、旱稻及芋藷為主糧，以豆類南光與野菜為副食，刺激物有煙

（tabako）、酒（vana）、檳榔（Savilci）等，食物禁忌則有蛇、猴、犬、鼠、貓、

熊等（關華山 19828）。 

二、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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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目與貴族也享有裝飾上的特權，例如酷似百步蛇紋的雄鷹羽毛、高貴的

琉璃珠、特殊的圖案(人頭紋、百步蛇紋)。目前，服飾上頭目專屬的圖紋已經開

放，倒是頭飾上的專利還被許多部落所遵守，不敢踰越。裝飾權的開放意味著頭

目在族人心目中的實質意義已經降低，加上行政體系的介入，新興宗教的傳入，

有些部落的頭目已經有名無實，只有在傳統祭儀或慶典時才會凸顯他的地位。 

其中，古老的琉璃珠結合了排灣族人長久以來的崇敬與想像之情，衍為一

套傳說神話，在貴族中代代相傳。這些賦予的意義與解說，是在排灣族這樣的社

會背景下所產生的合理思維；也是在排灣族這樣的生活傳統下所投映的意識色

彩。因此琉璃珠在排灣族所反應的社會文化訊息及族群意識是研究排灣族不容忽

視的一環。排灣族的琉璃珠都有一定的名稱與意義。由於社群的不同，有時同一

種琉璃珠有不同的名稱（同物異名），有時名稱相同但意義不同（同名異義）。

更由於時間的久遠，有不少琉璃珠的意義已為人所淡忘或失傳。 

                                                 
8 同前，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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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2-1：排灣族男女服飾9 

所以，排灣貴族的特權表現在日常生活裝飾文化上則是非常地顯着，包括

－（關華山 198210） 

1. 紋身（butsik）：屬於一種階級權利，只有地主貴族有此特權，尤其是人像紋，

人首紋及蛇文，僅限於頭人直系能用；男性通常刺於胸前、背後、手臂及小腿，

女性則蚝於手腕及手背。 

2. 飾物：琉璃珠、貝串、鷹羽、豹牙，甚至是白蘭花等皆是專屬貴族之飾物。 

3. 服飾繡紋：繡邊衣服、飾帶、繡巾等標示其貴族特權。 

三、工藝 

百步蛇的圖騰紋飾在排灣族的工藝製品當中相當常見，其特徵如尖頭、翹

吻、寬腮、背部三角形花紋是紋飾取材的重點。蛇身的型態或彎曲或盤捲及蛇隻

組合的數量也可以加以變化，發展出多樣的紋飾。再則，將百步蛇背上的花紋加

以抽離、簡化，即形成三角形、菱形、方形、網狀紋等百步蛇紋飾的變形，早期

此種幾何紋只有貴族家系才有資格使用；此外，百步蛇紋飾經常與人頭紋、人像

紋、鹿紋、壺紋等搭配，出現比率最高的是人頭或人像與蛇紋的組合。 

（一）雕刻 

                                                 
9 屏東縣大武山原住民文化服務勞動合作社，2005.01，〈九十四年度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 

園區管理局勞務規劃書－遊客載運及導覽解說〉，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屏

東，p.26。 
10 關華山等，1982.03，《台灣山地文化建築－排灣族》，〈台灣山地文化園區規劃報告書第二冊〉，

台灣省政府、屏東縣政府，南投，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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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是人類情感的舒發，也是族群意念的傳達。排灣族與魯凱族石板屋簷

下橫掛雕刻品，是用來顯示部落領袖的地位、尊貴與權威。並於屋內立柱雕刻大

型的祖靈像，以示對祖靈的崇拜11。 

排灣族的木彫刻極為發達，其主要的題材包括人頭、人像、蛇文、鹿文為

主；人像的部份大部份與祖先先祭拜有關；人頭彫像可能與獵頭與保有首級有

關，因此其家屋前壁或獨立之頭骨棚常有所見，而平和會所（公廄）裡亦有放置

頭骨的凹壁；另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蛇文，大部份是百步蛇的紋樣，排灣族稱蛇為

qacuvi 或 Sura，稱百步蛇為 vorovoroy 或 sura püü。是為「長老」或「蛇精」的意

思，他們認為百步蛇是貴族的祖先，對百步蛇有很多禁忌，頗似圖騰民族的崇拜

行為；不過由於此種崇拜，乃基於貴族為百步蛇的後裔，因此基本上還是屬於祖

先崇拜。（關華山 198212） 

（二）陶藝 

原住民部落的原始製陶方法，以木材覆蓋堆放燃燒，將陶製品放在材薪中

央，因為是野外作業所以沒有留下任何燒陶的遺址。相傳亙古的排灣，百步蛇在

陶壼裏孵了一個蛋，陶壼放置祖靈柱旁，東方的第一道陽光，每天由石板屋上的

天窗，直射祖靈柱及陶壼，受太陽光的照射，陶壼漸漸長大，猶如媽媽懷胎十月，

終於分製，誕生了一名男嬰。奇怪的是，必須由村落裏的兩位勇士家，睡覺卻要

到另一名勇士家，吃飯時在一名勇士家，睡覺卻要另一名勇士家，族人視他為寶。

長大後，被族人尊稱為 Ma Ma Za Ngi Lan（部落領袖之意）。因此，百步蛇、陶

壼、太陽都是部落領袖之象徵，平民不得擁有陶壼分為四個等級，依次為陰陽壼、

母壼、人形壼、公壼四種。公壼有著百步蛇紋，母壼則有乳釘狀的凸狀，而陰陽

壼，兼具有公壼與母壼的飾紋，是陶壼中最尊貴的，更是部落領袖子女聯姻時重

要的聘禮，外人不得隨意觸摸13。 

四、住居 

排灣族的住家形式及聚落組織便清楚地反映了階級封建組織及長系繼嗣的

文化特徵與獨特性格，而排灣族的家宅是一種以板岩石片為主要建材的石造家

屋；每一家屋的構造形制大體相同，惟以屋身之深淺廣狹，附屬裝飾之有無多少

來表現其家系的階級地位。如貴族標記－包括寬敞的前庭及其中的標石，起座台

屋前橫楣的彫刻，室內中柱與床柱上有祖先彫像，高大的穀倉，祖先的胸罐等。

                                                 
11 屏東縣大武山原住民文化服務勞動合作社，2005.01，〈九十四年度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

園區管理局勞務規劃書－遊客載運及導覽解說〉，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屏

東，p.12。 
12 關華山等，1982.03，《台灣山地文化建築－排灣族》，〈台灣山地文化園區規劃報告書第二冊〉，

台灣省政府、屏東縣政府，南投，p.27。 
13 屏東縣大武山原住民文化服務勞動合作社，2005.01，〈九十四年度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 

園區管理局勞務規劃書－遊客載運及導覽解說〉，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屏

東，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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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所家宅單位有一個專名的家氏，為出生與居處於其中的家屬的集體姓氏，也

象徵著通過世代的家族系統的社會地位。家宅與家氏皆由直系長嗣承繼，長嗣無

論是男性或女性，其承繼權是一樣的；承家者男則娶妻，女則贅婿。一個家只代

表一個直系，其餘嗣則分出，自立為傍系。 

3-2-4 風俗慣習 

大部份的排灣部族都認為他們的祖先來自南大武山（Kavorogan）（拉瓦爾亞

族自稱其祖先來自拉瓦爾 Raval），其文化嚮導神為 Sarubuk；此外他們認為「太

陽」（Katao）是人類生命的來源，月神（Ketsias）是生育之神，而由撒拉巴奴

（Salapanu）與馬都庫特克（Matokotoko）直接掌理生育，而「祖靈」（Tsumas）

則為嬰兒之保護者。（關華山 198214） 

一、神鬼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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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祭司與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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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婚姻慣習 

                                                 
14 關華山等，1982.03，《台灣山地文化建築－排灣族》，〈台灣山地文化園區規劃報告書第二冊〉，

台灣省政府、屏東縣政府，南投，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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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低的族人也希望能與比自己階級高的人結婚，藉以提升自己的階級，

因而在婚生子女中會有階級昇降的有趣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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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婚姻行為包括娶妻或出贅，贅夫或出嫁，其相關儀禮包括送柴薪禮及豎秋韆架

（putiuma）及祖靈祝祭。 

四、喪葬禮儀 

排灣族亦有善靈（nawawak tsumas）及惡靈（nakuja tsumas）的分法；病亡於

室內者，稱為善靈，可歸於大武山靈鄉成為祖靈；猝斃於野外，婦女難產者謂之

橫死，稱為惡靈，徘徊於其臨死的地方，成為幽靈；一歲內嬰兒死亡者謂之天亡，

其靈返太陽再次投生。另外，排灣族人對百步蛇的崇敬，在心理上的因素其實是

崇拜“祖靈”。排灣族對靈魂的看法有二，其一認為靈魂只有一個，其二認為身體

左右各有一個，左惡右善。如果在外遭遇不幸而死於非命謂之凶死；一個人在家

中在親屬陪伴下平靜自然地死亡是謂善終。善終的靈魂會前往大武山，每隔五年

會降臨部落看望子孫。凶死者的靈魂不得前往大武山，而在部落附近漂浮或是在

山腳下徘徊，變成各種形象危害生靈。排灣族人尊敬百步蛇另外一個因素是地域

上「先來後到」的關係。排灣族人的發源地本來就是百步蛇的出沒地，排灣族人

認為百步蛇是大武山（Kavulungan）的原住民，所以他們尊敬百步蛇包含後來者

對原住民的敬意。 

排灣族早期行室內葬，葬於居間的中央，建屋的開始就預先作好；入殮時

採行蹲踞肢葬，所以其人像彫刻亦多蹲踞紋樣，在裝殮時即已將其身體上下肢曲

折縛於胸前成蹲坐狀，以番布裹之僅露出頭部，停屍於中柱下以待親友弔祭；日

據後採室外下葬，其他儀禮大抵相同，其屍體蹲坐其中面向東方，蓋石板覆土後

再蓋上石板。若為惡靈者，則即日埋葬，並於停屍處取一石置於村外僻靜之石小

屋中，以豬下顎，後腿骨等懸之象徵幽靈。（關華山 198215） 

五、百步蛇的意義 

在排灣族的傳統圖騰中百步蛇是最具代表性的。相傳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

祖先，同時也是排灣族貴族的專屬紋飾，百步蛇圖紋大量出現在排灣族的木石雕

刻、日常用品及服飾上。在排灣族，百步蛇有幾個名稱：1. tasalad（伙伴）2. 

kamavanan（真正的、正是）3. kavulungan（祖先）4.kamabanan（長老）5.vulung

（蛇王）。在排灣族人眼中，百步蛇的性格很類似排灣族人的頭目形象 — 獨立、

安定、和平、彼此不會互相攻擊、不會主動攻擊別人但會反擊、不會到處遊走。

                                                 
15 同前，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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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百步蛇的生活區是「禁區」，族人不准干擾；祭典中若百步蛇出現，表示

「秩序有誤」有糾正之意，靈媒必須出面調解請求息怒。 

因此，百步蛇的形象化為紋飾除了裝飾之外，它的重要性在於鞏固排灣族

社會的階級制度。由於貴族被認為是百步蛇的後裔，藉以強調統治階級的權威、

榮耀與力量。所以貴族的衣飾、家屋、日常用品及雕刻藝術上享有平民不能擁有

的百步蛇紋；舉凡貴族家屋出入口的木雕柱、穀倉前的木柱、屋內主柱、屋簷下

的桁板及室內的壁板，器具如木箱、木枕、木臼、連杯、針板、佩刀、盾牌及占

卜箱等，都是百步蛇圖樣經常出現的地方。因此，只要從器物衣飾上的紋飾就能

清楚地判別身分的不同。百步蛇紋除鞏固貴族神聖的地位外，更具有強化排灣族

階級社會結構的功能。 

六、琉璃珠的傳說 

琉璃珠其實就是玻璃珠。但是兩者製作的時間早晚有別；琉璃珠製作的時

間較早，玻璃珠則指十七世紀以後製作的珠子。琉璃珠製作技術較古老，是不透

明、彩色的珠子，又稱為「古琉璃珠」，而玻璃珠製作技術創新，透明而具光澤。

雖然大部分的排灣族人相信琉璃珠是祖先流傳下來的，但實際上排灣族並沒有製

造琉璃珠的技術，而且缺乏製程的歷史紀錄。所以，排灣族古琉璃珠可能由交易

與傳播而來。關於琉璃珠的傳說－ 

1「綠珠」（是一種純綠色的琉璃珠。傳說河中有一巨石，到夜裡即變成一個男子，帶著綠

珠，探視住戶，天亮後才返回河中。他想要與頭目的女兒結婚。頭目喜歡男

子帶來的綠珠，便同意把女兒嫁給他。因此，頭目得到珠子，女兒及女婿則

變成百步蛇離開家游向河中。 

2「黃珠」（是一種純黃色的琉璃珠。百步蛇帶著黃珠，想要與頭目的女兒成婚。頭目的女

兒因為的黃珠有護身的作用，而嫁給了百步蛇。這隻蛇到白天就變成人形。 

七、出生與年齡組織 

日神是生育之神，太陽則為生命之源，懷孕期間夫妻均應嚴守禁忌；長嗣出

生稱 usam，第五天必定舉行命名祝典，依新生嬰兒之階級地位選定一特定名譜

為名，且男女不同，不得混用。而排灣族並無男性年齡組織，早期雖有青年會所

（tsakal）的記載，但數目極微，且今日大抵不復存在，惟男子 16、17 歲時，父

親攜之「初獵」，與卑南（階級組織）頗為類似，但僅為家庭儀禮，非為村落集

體行為。（關華山 198216） 

3-3 住居文化 

3-3-1 聚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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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同前，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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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為主要條件，所以部落多建在河谷兩側的斜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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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其頭人家系之地位常視

其領地之大小、佃民之多寡、社外采地的大小以及隸屬主團體的大小而定，因此

頭目家屋的形式（尤其是北部型）特別強調代表權勢與實力的頭人標誌，祖先雕

像，穀倉及寬闊的前庭（關華山 198217）。 

3-3-2 建築類型 

由於排灣族為多元複合部落其聚落型態為一少數幾家集中的村落，進而由若

干毗鄰的小村落集合成較完整的聚落，並建立完整的地域自治組織。就使用功能

來說，排灣族建築類型包括－家屋、會所、首棚、靈屋以及)附屬設施（穀倉、

司令台等）等類型；而以家屋形式可分為－北部地方住家、內文社一帶住家、牡

丹社一帶住家、紹家村一帶住家、太麻里一帶住家以及比魯一帶住家等六個類

型，但其基本型仍以北部型及西部型（內文社一帶）為其母型；其中，附屬建築

有毗鄰本家者，亦有獨立於外者，而靈屋、會所僅在少數地點有個案可尋，概因

其非本系所原有，而是受諸鄰族（卑南、阿美等）的影響。（關華山 198218） 

排灣族（七佳村）人所居住的原始房屋－「石板屋」，它是建築上的一大藝

術，所有石材均以族人上山取材搭蓋而成，連屋頂都是一片又一片搭起，假如石

片取拾過程中有一片有瑕疵或修的不整齊，石板屋可能就搭不起來，所以過程可

說是困難重重，要費盡許多資源和勞力才能完工。所以，在建材方面則有石材、

木材、竹材、茅草等，甚至有受漢人影響（如牡丹社一帶住家）利用土埆築牆者，

其平面格局亦有雷同大陸系建築者，但是六種建築類型對於材料的選擇較偏向地

域性的取材。結構形式上，有承重系統（特別是四周的墻，通常是石積式墻或土

埆墻），及樑柱系統（木材為主）或混用於一屋之中。另外，屋頂形式多為前後

式兩披水，惟其前、後落水斜率差異甚大，而紹家式則為僅有的四披水，然左、

右兩坡極陂，更有因之而成為龜甲型者；屋頂材料以石材及茅草（竹條壓頂）兩

種為主。（關華山 198219） 

一、建築類型 

（一）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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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同前，p.26。 
18 同前，p.28。 
19 同前，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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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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家屋其形式之特徵主要可以分為六個類型－ 

表 3-3-1 排灣族住家形式之主要特徵 

類型 平面 基地 壁 屋頂 附記 

北部地方

住家 
矩形單室前寢後

藏 
淺穴式、石板地寢

藏較高，居間低 
石積式石板面

墻 
硬山式屋頂、石

板舖面 
排灣族建築基

本型Ι 

內文社一

帶住家 
縱深式平面分前

後室 
平地式石板舖面

（雙門） 
石積式加木板

墻 
龜甲式屋頂、茅

茸頂 
排灣族建 
築基本型Π 

牡丹社一

帶住家 
橫廣式前後室或

中間居室左右寢

間獨立 

平地式夯實地（2
或 3 門） 

土埆墻 硬山式屋頂、茅

茸頂 
受漢人影響 

紹家村一

帶住家 
單室，前及兩側寢

台，後為儲藏空間 
淺穴式（包括家屋

及前庭）（雙門）

石積式加木板

墻 
四披水（兩側較

直）、茅茸頂 
平面同內文社

之後室 

太麻里一

帶住家 
縱深單室前寢及

居間後為儲藏 
平地式、石板地 外板、內竹墻  硬山式屋頂、茅

茸頂 
受阿美、卑南 
影響 

比魯一帶 矩形單室前寢後

藏 
淺穴式、石板地 石積式墻 

 

龜甲式屋頂、茅

茸頂      
北部型平面內

文社屋頂 

資料來源：關華山 198220 

 

圖 3-3-1：排灣族北部地方住家21 

                                                 
20 同前，p.32。 
21 同前，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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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排灣族內文社住家
22 

（二）頭目家 

石板屋的雛形早在古時候韃噶拉嗚絲時已形成，建築結構及設計都非常簡

單，以石片一層層地堆成牆壁，以木材成橫樑，屋頂以樹皮及蘆葦蓋成，地上舖

石板。到了巴達燕時，已經進步到全部使用石板，並開始雕刻中心柱，如石板屋

的牆上有百步蛇的圖騰，那就表示這是頭目的家。因為傳說排灣族排灣村的祖先

是百步蛇，所以頭目家的牆上都有百步蛇的圖騰。這中間的演變過程，稱為石板

文化。排灣族人以石板屋為一種藝術，是一種力量和智慧的偉大表現，而排灣族

人一生中以擁有一棟石板屋為最大榮耀和光彩。 

（三）會所 

排灣族無男性年齡組織，亦無嚴格分級之專名制，僅有長幼之分期觀念；排

灣族部落以前有青年會所稱“tsakal＂（公廄），但現多數部落中早已不復有其存

在；千千岩的調查個案中，平和會所為當時惟一僅存者是舊日青年集會。排灣族

的貴族頭目們通常於前庭開部落頭人會議，或集合村中蕃丁（平民），而祭儀則

另有靈屋或頭骨棚前廣場，或頭目家屋旁另建祭祀場而只有較早之軍事會議是就

公廄前集合的；因此，排灣族會所之功能並不如其他族被強化，但也並不是一個

鬆散的部落組織，而是常分散於頭人家中的前庭或其他舉行類似活動場所，其會

所並無特具社會功能或宗教功能。平和會所室內寬約 4.1 公尺，進深約 3.5 公尺，

入口（寬約 90 公分）由側面墻厚約 90 公分至 1 公尺，由石板疊砌而成，後壁依

垂直開挖的山坡築砌（約 40 公分），並留有深約 25 公分之頭骨棚架，靠上坡面

有高約 22 公分之石板床（進深 1.6 公尺，寬 4.1 公尺），地板中央有深 27 公分，

寬 1.2×70 公分之深穴式爐坑。事實上排灣族會所的功能與頭骨棚相類似，只是

會所為室內，頭骨棚則為室外之廣場。（關華山 198223） 

                                                 
22 同前，p.33。 
23 同前，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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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排灣族平和會所24 

（四）頭骨棚 

在千千岩的調查個案中，只有望嘉首棚及內文首棚，由於日劇時已明令禁獵

首，因此僅存數例且調查後不久即行撤廢。望嘉首棚是當時僅存者最大的一座，

是由一緩坡地開挖長約 11.3 公尺，最大進深約 9 公尺之半丹形平台裡側緊靠垂

直開挖面 30 公分，疊砌成長約 9.8 公尺，高約 1.5 公尺之石垣式頭骨棚，而半丹

形平台高約 50 公分，可能有一些儀式在此地舉行，惟時日久遠，尚不得知。內

文首硼更為正式（雖不及望嘉之大），此例為頭目家所私有，位於頭目標石之側

且距頭骨棚約 7 公尺有一祭祀靈屋相對，內置頭目家祭祀具及古甕（具有宗教、

神聖意義之物），是為一單室，材料及構造大約與家屋相同，正面寬 5.5 公尺，

深度 4.78 公尺。高約 1.7~2.1 公尺，長約 1.55 公尺，深約 30~40 公分的石垣式頭

骨棚亦置於高約 45 公分的砌石平台上，右側是約 4 公尺平方舖石板地、中央立

頭目標石的司令台，左面為一榕樹，地面亦舖石板。（關華山 198225） 

（五）靈屋 

「靈屋」則如太麻里存頭目 Baburuyan Avayan 住家側旁另建之祀祖及祭儀之

屋，其形制亦大抵類同家屋，然與卑南族之靈屋有很大的差距，除了在建築上有

差異外，其室內之佈置亦有相當分野，除了竹棚架相似外（但位置亦不相同），

其餘（如穀倉、雕柱、靈屋的大小……等）均大異其趣；倒是此處所謂「靈屋」

                                                 
24 同前，p.33。 
25 同前，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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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內文首棚前的祭祀所極為相似，在體制上 5.50 公尺×4.78 公尺和 4.6 公尺×5.2

公尺相接近，均為祭祀之屋（祭祀的對象不清楚），且為祭器及穀倉等儲藏之所

（且均具有相當之神聖意義），尤其都是為頭目住屋側旁之附屬屋，且與頭目標

石等相接近，因此可能是拆除頭骨棚後逐漸獨立之祭祀、聖器貯藏等之附屬家

屋；其他在排灣諸群族亦未聞有如「靈屋」之記載者。（關華山 198226） 

（六）附屬設施 

1.穀倉：排灣族的穀倉，是貴族頭人表示財富與權力的象徵，除了在室內明頭的

位置用木板設置高大的穀倉外，亦有於室外另行獨立設置者，其大抵形制與台

灣土著各族的穀倉沒有大的分別，只是有些較有權貴的頭人穀倉較平為高大。

一般而言，平面各邊約 2 公尺上下，高床式（離地約 1 公尺），四個角柱，屋

頂四披水茅茸頂，角柱與高床平板間有防鼠板，通常設置於前庭側邊。穀倉獨

立設於住屋外者並不普遍，僅少數特例，大部份均位於家屋中最裡側，且最大

之天花高度後緣。（關華山 198227） 

 

圖 3-3-4：佳平社頭目穀倉28 

2.前庭及司令台：排灣頭目家屋最明顯的便是寬廣的前庭和司令台，均由石板舖

成，司另台上有頭目標石和大榕樹，司令台通常高約 1 公尺，由石板砌成，寬

約 4~6 公尺，前庭四周有用石板疊砌之石垣，是作來為防禦用的，亦可界定前

庭等之邊緣。（關華山 198229） 

3.鞦韆：排灣族人的傳統社裡，僅有部落領袖（頭目）的女兒結婚才能享受盪鞦

韆的資格，代表貴族的身份地位、權威；通常在婚禮的前二個禮拜，男方的親

                                                 
26 同前，p.39。 
27 同前，p.39。 
28 同前，p48。 
29 同前，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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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好友會主動幫忙，去深山找尋適合搭鞦韆的木材，人力搬運帶回後經女方家

人鑑定後才開始搭鞦韆。鞦韆搭好後上面還必須掛幾件新娘小時後穿的衣服以

象徵純潔與準備傳宗接代；除此之外，還必須掛些代表頭目的刀和頭顱，和祈

求年年豐收的小米、檳榔……等。等一切佈置完成，女方家人或親戚誰能搶先

爬上近十公尺高的鞦韆上者，有資格在上面大聲高呼祖先的名字，最後由女方

家中的長輩試盪一切安全後，就準備迎接婚禮。婚禮當天，鞦韆盪的越高就表

示越幸福。 

二、空間形式之經驗（關華山 198230） 

排灣族住家以北部地方住家為典型代表，內文住家為六類型中空間分化程度

較深的一型，空間配置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至於其它四型與外文化（漢人、卑

南族、魯凱族、阿美族）有所接觸。但仍具有相當之體系關連。茲以北部及內文

住家為例，描述二者的空間感覺品質；並將二者做一對照比較，分析二者在平面

表現上的異同。 

(一) 北部地方住家 

1.為橫入式，入口開於屋左側或屋右側，以佳平頭目家屋為例，入口呈甬道

式，迎面立一兩尺多寬的祖柱雕刻，屋頂開一天窗，光束自屋頂洩下，轉

入屋內。 

2.左方為兩臥室圍成的一坐臥起居間單元，牆沿有一長條座板，此處為家人

閒談和做手工藝的主要處所。 

3.右方為一列數層板架，堆置各種陶製容器，其上屋頂掛滿整排豬下顎骨及

羊頭骨，為顯赫地位的表徵，具有裝飾與炫耀的作用。架旁祖柱略微傾斜

而立，面闊大於兩人肩寬，上施人身刻像，並懸羊角一對以為裝飾，為排

灣族人崇敬祖先的表現。並為家庭守護神 Kakijavangai 的停留所。由人像雕

柱及傳家寶物正式的擺設，得知排灣族人賦予家屋使用傳諸久遠的意義。 

4.靠近底端牆面是廚房所在，灶上設三層台置物棚架，灶旁設二階踏步，通

往豬舍及廁所。以上三處地方為居家生活最為接觸，使用的地方。 

5.在主柱列之後設置穀倉兩所，係由木板及石板合圍而成的封閉體（約 1 成

人高度），倉前為置物架阻擋，欲到達穀倉主要靠灶邊一人多寬的通道進

出，故形成一個室內較為封閉的空間，除了本家人外，一般人少有機會幾

及此處。 

6.後壁上有四個凹槽式牆櫥，做為祭台及傳家寶（如：古壺）放置所，祭台

與（主列柱居中之）親柱一樣，為另一家庭守護神 Kumakan 的停留所，此

二保護神係家屋落成祭時由巫師延請入內，排灣族舉行各類家庭祭儀必先

對二者守護神靈祭告，方從以展開儀式活動，故此二地點的神聖性在家屋

落成延靈入內之始即被確定，並因家氏綿延保護著一家成員。穀倉周圍的

                                                 
30 同前，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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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空地，常做儲物，堆物用。一些祭祀用具則掛於穀倉後面。 

(二) 內文住家 

 

圖 3-3-5：內文社頭目住家31 

 

1. 住家平面為雙門縱入式，前、後複室隔間。 

2. 進入屋內，前室沿左右墻側設長條形木床，入口的牆面亦設一床，前室擋

光較好，應為勞作及接待客人的主要場所。 

3. 前後室的木質隔牆施刻男女祖先像及人頭像，入口兩旁的板壁上各掛一副

鹿角，計有兩對。隔墻的前上方屋頂垂掛若干小米束，故隔板等的設置實

具紀念、裝飾、炫耀的意味。 

4. 進入後室亦有 2 個入口，門板向內開，其上亦施刻紋樣。後室的床舖配置

                                                 
31 同前，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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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室約略相同，唯右墻近中央處設灶；灶旁為置物間。 

5. 沿屋後壁建一穀倉，倉體為一摟空式木柵圍成，小米束並未完全密封，而

部份可見。穀倉前眥設一木床。 

 

 

 

圖 3-3-6：內文社平民住家32 

 

 

                                                 
32 同前，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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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式語彙（關華山 198233） 

（一）北部地方住家（含比魯地方住家） 

1.具有特殊意義的前庭：排灣是階級社會，貴族所擁有的許多權力是世襲的；

包括財產、家氏、家屋和社會地位等。在貴族家屋前庭設有司令台，司令

台上豎立頭目標石、榕樹等象徵階級地位的設施；前庭舖石板，是集會和

舉行祭儀的場所。此外，前庭的頭骨架和高大的穀倉也傳達了象徵性的社

會意義。因此，前庭在整個家屋的配置上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具有集會、

宗教、誇示富強等多種用途。 

2.兼有儀式用途的簷下石階：家屋屋簷下的石階，平日堆放工具、雜物；在

豐收祭的各種家庭祭祀結束時，都是將祭品插在屋簷下以饗宴神靈。不知

該族是否與阿美族一樣認為神從天上降到人間，屋頂為其必經的道路。總

之，屋簷下是他們進行祭儀的處所之一。 

圖 3-3-7：佳平社住家34 

 

3.標示社會地位的家屋：家屋在外觀上，除了規模大小的不同之外，軒桁下

的雕刻是貴族的特權。家屋內部的配置以及入口運動路徑的安排，也傳達

了強烈的象徵意義。家屋的入口都是由左或右側邊進入；入口的走道二旁，

                                                 
33 同前，p.44。 
34 同前，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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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滿了武器和獸顎骨，迎面則是一兩尺多寬的祖柱雕刻。由走道盡頭轉折

到居間，一側是寢牀，另一側則是精緻雕刻的穀倉、傳家古壺、獸骨和家

庭守護 Kalkijavayan 所在的親柱。刻意的裝飾是為了炫耀屋主的社會地位。

此外，由於該族階級制度的因素，家屋（家氏）的承繼有非常嚴格的法則，

因此我們可以由家屋的祖柱了傳家古甕的擺設，獲得一個家氏承繼，傳諸

久遠的意義。 

4.有性別、老少之分的寢牀：該地是雙系並重的繼嗣法則，男女的社會地位

平等，因此在家屋中並沒有刻意強調父（母）系的裝飾或是區分性別。但

是或為防禦，安全的需要，靠入口的寢牀通常都是由年輕男子睡，寢牀的

上方擺設男子用的武器、獵具等，牀頭的柱子乃是夫妻柱之一的夫柱。相

對的另一邊，靠近炉灶，是由青青女子所睡，牀角則豎立妻柱。該地的觀

念認為年輕人是社會的財富因此對年青人特別看重、照顧。未婚的男女在

家中都是睡在正式的寢台上，父母則睡二牀之間的地板上。老年人通常都

睡在靠近炉火的地板上，是睡在脫離起居間、與穀倉、親柱並列的寢牀上。

此與漢人敬老的觀念有很大的差別。 

5.室內與室外穀倉的差別：室外穀倉由茅草製成，造形特殊，尺寸很大；而

且在穀倉的四角有防鼠板的設置。室內穀倉則是由木板或石板圍成的長方

體，外壁有精緻的雕刻；但是沒有防鼠的設備，因此僅為堆放農具、雜物

的地方。與祖柱、傳家古壺排列起來，很有裝飾的效果和對農作物崇拜的

宗教意義，但是實際有儲藏穀物功能的是室外穀倉。 

6.具有二種不同性質的祭祀空間：該族的家庭守護神有二：Kumakan 和

Kakijavayan。每逢家庭祭祀時，必先祭拜此二神。Kakijavayan 的位置在家屋

的親柱上，親柱前的空地是日常起居的空間，家人在此吃飯，作手工；但

是所有的家庭祭祀幾乎都在此空地舉行，神俗的劃分不很明顯。Kumukan

則位在家屋後側牆上的凹槽裏。前面有穀倉、祖柱擋著，狹窄的空間光線

黑暗，平日堆放工具雜物，不是家人活動的地點。由這二個祭祀空間，或

可看出該地對此二神不同的觀念。對 Kakijavayan 是親切而尊敬的，由可看

出似乎已被接受參與家屋的日常生活。對 Kumakan 則是輕鬆而生疏的。但

位在最偏僻黑暗的角落，而且與雜物、工具一起堆放。這種安排，遂將

Kumakan 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 

（二）內文地方住家 

1.前堂後室的空間分化：該地住家最特殊的就是他的複室隔間。前室為起居

的空間，靠著四周的牆壁設有木製長條板凳，中央空地為他們工作，或接

待客人的處所。若是家中人口過多，也可利用前室的木板凳為睡牀。後室

的配置則純粹是炊煮、睡臥、儲物的用途。這樣的隔間使得前室較俱有開

放性，而後室的安排則是強調了家族的私密和完整。 

2.雙門式的入口具有開放性：雙門入口配合著前室使得家屋給予人對外開放

的感覺。不似北部地方住家那麼封閉、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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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草埔村家屋（內文地方住家類型）
35 

 

3.象徵社會地位和財富的隔間板壁：隔間板壁上的雕刻和獸骨、鹿角、小米

束是進入室內的首要視覺焦點。家屋在此壁上施刻男、女祖先像是頭目貴

族的特權。因此，除了裝飾之外，尚有明顯的誇示富強的意味。 

4.睡舖的分配有性別區分：與北部地方住家相同的是靠近入口的床舖，為男

子所住通常床上設有獸骨架。而靠近灶和穀倉的一側則為女子睡舖。如此

的安排，或許與防禦安全的需要和性別分工的神聖有關。 

（三）太麻里地方住家 

1.具多項用途的前庭：該地與北部地方一樣，前庭豎立的頭目標石為屋主社

會地位的象徵。前庭亦舖石板，但規模較小，且無司令台、榕樹腰掛等的

配置。但仍可想見具有集會、儀式等多項功能。 

2.對於寢牀有私密性和性別之分的要求：該地住家的寢牀之間都有竹扇隔

間。而且由於寢牀上方的祈禱架是男女有別的，因此對於睡舖的分配，也

要求有性別的區分。 

3.被純粹化的祭祀空間：一般土著家屋的祭祀空間都是臨時利用日常起居的

空間。該地住家則已脫離了神俗不分的階段，而將之純粹化。像家屋內部

的祭壇，平時是神聖的場所，不容輕忽怠慢；頭目家屋甚至在室外有專門

祭拜祖先用的靈屋。靈屋的設置或許因地近卑南族而受之影響。 

4.前卑後尊的室內配置：該地住家是縱深式，雖然沒有隔間，但是可以明顯

的感覺出前段完全是寢牀和起居間，後段則為穀倉、祭壇、產房之所在。

日常生活較集中在前半部，後半部則為神聖的、非平常的活動場所。二者

實有尊卑的差別。 

                                                 
35 同前，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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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太麻里頭目家36 

 

圖 3-3-10：牡丹社家屋37 

 

（四）牡丹地方住家 

1.傾向於較複雜的空間分化：該地因很早受到漢化的影響，因此家屋平面的

分化較為複雜。中間為起居室，二側為獨立的臥室有的甚至是三入口通向

三個獨立的小空間，類似漢人「一條龍」的住屋形式。另一類則是由二入

                                                 
36 同前，p.55。 
37 同前，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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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通至未完全隔開的前後二段空間，但此二空間似乎不是堂和室的差別，

二者的性質完全類似，都是由寢台和灶組合而成；但是因為後室有棚和穀

倉的設置，因此顯得較為重要。 

2.多重入口增加住屋的開放性：雙門入口的住家，因為沒有堂室的安排，因

此一進入室內，就是他們坐臥起居的空間，動線很直接，沒有什麼轉折或

顧忌。三門入口的家屋三室互不相通；這三個獨立的小空間必須各由三個

入口來轉換，因此居住者的運動路徑已脫離在家屋之外了。 

3.較強調個人在家族中的私密性：雙門入口的家屋，在前後二寢牀之間有凸

出的牆壁為阻隔。三門入口的家屋甚至劃分為二個臥室。如此的安排，似

乎可以看出該地對於個人私密性的要求較高。 

 

圖 3-3-11：紹家村家屋38 

（五）紹家地方住家 

1.階級差異較少的家屋：該地雖有頭目制，但是比較頭目與平民的住家似乎

無太大的差別。不但規模、尺寸相當，連前庭的大小和設施也類似。加上

並無雕刻以強調，因此很難由住屋的外觀和裝飾上來辨別。或許是因為該

地的社會較平等頭目並非像貴族一樣是特權階級。 

2.軒下的利用：該地住屋軒下較深且長，因此都用來堆放雜物如杵、臼、水

                                                 
38 同前，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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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等。正式的二個入口隱藏在其中，產生安全私密的視覺效果，彌補了家

屋內部較開放配置的不足。 

3.分散式的室內配置：該地室內配置類似內文地方住家的後室。寢台、穀倉、

灶等圍著四牆發展，但中央的土間是完全空白的有任何的設施。此與曹族

以灶為中心的放射排列又有不同。似乎並不重視向心的空間，至於是否有

其他的用途則不得而知。 

4.較受重視的後段空間：與其它族相類似的，該地將全家最尊貴、神聖的東

西擺設在家屋的後半部，如：穀倉、傳家古壺、親柱等，不但是具有安全

的考慮，而且是進門的視覺焦點，產生了裝飾、炫耀的效果。 

3-3-3 生活空間 

 

圖 3-3-12：泰武頭目家屋39 

                                                 
39 同前，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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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落領袖家屋，屋簷下及門楣都有雕刻圖紋，而一般平民則無。種植榕樹為

地標，已有相當長久歲數的樹齡，說明了排灣人濃濃的情，前庭有一寬廣的庭院，

四週石椅整齊排列，在中心點處，有一表權威、地位的立石柱。出征前，族人勇

士們，攜長矛、弓箭在廣場上集合，聆聽領袖的精神講話，再唱跳出征舞，鼓舞

士氣邁向戰場。屋內的設置，用板岩舖蓋地面，有祖靈柱，靠近正門的床，由年

輕夫婦睡兼保護屋內所有的成員，火爐旁的睡床由年長者睡，可知早期在排灣家

庭，是敬老尊賢的。往東方的屋頂設有天窗，用來照射祖靈柱，讓太陽昇上的第

一道陽光，先直射祖靈柱。房舍外圍，小石塊堆砌，展現空間領域的界限，種植

檳榔用來招待訪客梯田於郊外40。 

3-3-4 生活器具 

排灣族的雕刻，以人像及蛇紋為主。人像之普遍形式為正面雕像，雙手舉

起齊肩，兩足微彎，足尖向外，表示性別部分特別明顯，舉手齊肩的姿勢樣式，

為排灣族木雕人像的最主要樣式。人頭雕刻之式樣較繁多，但眉鼻之間多相連，

而鼻樑在整個顏面較屬重要，為其特色。三角形圖騰是排灣族人最具代表性且最

重要的，由圖可看見有幾條明顯的直線，代表著地球的經緯線，而上面的小三角

形，就是表示每一座山，說明每一個人都是山的子民。 

3-3-5 營建過程 

一、建材取得  

由於地形的影響，所以石材的使用是排灣族工藝的主要材質之一。特別是板岩，

不僅是重要的建材，更是石雕材料的來源。由於地形限制及傳統工具與技術的落

後，大型石板無法直接由山上運下，必須先用工具將獨立的大石塊，逐片分解而

得。而獨立的大石塊並不是想要就有，通常在大雨過後，河川水位暴漲，河水對

山壁造成強力沖刷，使山壁成塊狀崩落。這些大型石塊在打剝後，就可作為建築

和雕刻用的石板。 

因此，族人在夏季大雨過後數天，會聚集至採石場蒐集新崩落下來的石材。打剝

石板就成為一種季節性的活 動。打剝石板的工作通常無法由個人獨自承擔，必須

分工合作，才能得到較高的效率。如果是急需石板，可以付酬方式請人手幫忙。

要不然就會邀親朋好友一同前往，所得的石板平分。以三人一組為例，來到石材

前，先觀察岩石中同一層紋路上，造成同一平面的裂痕，以工具撬動，使裂痕加

深加長，至三邊裂痕相接，得一平整的石板面。上下兩面皆略加整修，即得一厚

片石板。 

二、構築方式  

                                                 
40 屏東縣大武山原住民文化服務勞動合作社，2005.01，〈九十四年度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

園區管理局勞務規劃書－遊客載運及導覽解說〉，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屏

東，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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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武山古地層裏，蘊育豐富變質的古化岩，它經過萬年的海底運動，風化

的變質岩，是經不起破壞，易崩山。山崩後跨下滑落的片片板岩，族人拾來用做

房屋的主建材，經過祖先智慧的堆砌排列，每六小片疊一大片，六小一大層層堆

積排列，這是力學原理構架，所以，蓋好的石板屋，是不怕地震的到來，屋頂覆

蓋石板，可以用來曬小米、小孩嬉戲、大人夜晚乘涼聊天41。 

排灣族人蓋房子前，要事先把緩坡剷成畚箕形。兩個側壁、後牆都是石片

堆成的。再用大石板豎起前牆，簷下還有兩個斜撐，因此不會向前倒，後壁靠在

山腹上，所以不會傾斜。石板屋正面的一側有一扇門，通常有兩個窗子，屋頂上

又再開個天窗，才能讓房內更亮。另外，族人也會在牆上雕刻，表達出某種意義，

例如：牆上有百步蛇的圖案，表示這是頭目的家。屋頂以岩片及蘆葦等植物覆蓋

而成，所以住起來當然是格外清爽，地面則用板岩舖設、砌牆也是如此，室內則

有木條縱橫交錯。傳統的家屋為單室，它的形狀多半為矩形，寬度比深度略大，

前壁用大石板豎立，側壁與背壁疊石而成；屋頂再以石片覆蓋，亦有部分家屋與

屋背脊覆以茅草，並以白石下壓。家屋內因功用不同，皆有分室。貴族家族常會

在主柱、簷桁、門扇、壁板上作一些美工雕刻，以象徵其家格。如：百步蛇象徵

著頭目。 

屏東縣排灣族北部家屋之分佈範圍，含蓋霧台、三地門、瑪家、泰武、來

義、和春日之北半；高雄縣茂林鄉魯凱族群之建築也和北部相同，像是同一個模

子刻出來的。對他們來說，石板為最重要且普遍之建材，是不可或缺的。由於建

築形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改變，原有的雕刻不再實用，材料和方法運用上就必須用

洗石子或水泥浮雕做成圖案貼於牆面。新的屏東縣好茶村及三地門鄉馬兒村、達

來村在遷移後，每一戶都用黏板岩打成各種圖案作牆面裝飾，便是一個例子。 
 

 

                                                 
41同前，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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