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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南王卑南族人之兒歌，進一步討論在時代變遷後，南王卑南族

人的兒歌處境，並試著建議復振兒歌的可能途徑。 

本文首由台灣原住民音樂的處境及面臨的問題談起，然後綜合各家音樂論述對

卑南族音樂的描述，然後，筆者進一步指出以往之研究多著重在音樂結構與風格的

分析，缺乏探索對南王卑南族人觀點的樂舞觀，因而筆者進一步呈現南王卑南族人

對樂舞的類觀、及音樂的用語。有了這個基礎之後，筆者進一步以文化的觀點，而

非音樂的角度呈現南王卑南族人兒歌的領域，至少發現有三大領域﹕maenen（哄小

孩之歌，即搖藍曲）、snay Da lalak（小孩之歌，兒歌）、snay Da takubakuban

﹙少年會所之歌﹚。 

本文亦就現今南王卑南族兒童之式微，就下列四點﹕加強整理工作﹔鼓勵研究

與創新﹔加強推廣活動﹔以學校功能帶動部落風潮提出建議的做法。 

 
前言 

 
語言、音樂與服飾裝扮相同，都是文化最外顯的部份，在族群交流的場域裡，最先接觸

入眼的必是服飾與裝扮的意像，最先入耳聽到的必是說話的口音，而表達善意或誇示自己的

文化時，音樂舞蹈就扮演了更重要的功能。 
然而隨著族群互動的深入，弱勢的一方，無論是生活、文化、習俗，往往被強勢的一方

所浸透，造成變遷，甚至形成文化的滅失。回顧四百年來台灣原住民民族與他民族互動變遷

的歷史，是由主人，降而成為主人之一，最後喪失主人地位的滄桑歷史。是一段喪失逐漸喪

失主體性的過程（謝世忠 1987）。 
其實，外力造成的變遷，是整體性地，深入影響到台灣原住民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所

                                                 
∗ 本文原發表於台灣原住民音樂文教基金會舉辦之「台灣原住民童謠研討會」，並收錄於《台灣原住民童謠研

討會論文集》，頁 2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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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音樂舞蹈也不例外。呂錘寬（1997）指出影響台灣音樂（非只原住民）發展的因素主要

有政治、社會和教育三大方面，政治之影響又區分為日據時期、戒嚴時期、法治時期，而教

育的影響主要來自過往一向宗西方古典音樂而輕本土之風。陳鄭港（1997）進一步由音樂涵

化與文化綜攝的角度觀察，把台灣原住民當今音樂的風貌加以區別為以下的文化層：傳統文

化層（傳統社會的音樂）、軍國殖民文化層（軍國殖民的音樂）、基督教文化層（基督宗教

的音樂）、當代一般文化層（當代一般的音樂），其層別呈現了原住民音樂演變的概括過程。

在台灣原住民音樂的變遷上，林道生（1997）也指出了與前二者相類的觀察，認為受到偏誤

的教育政策的影響，音樂政策皆以非台灣各族群的民族教材，以及反共愛國歌曲為主，造成

原住民音樂的流失。不過原住民音樂的逐漸流失，另外，他指出了三個原因：生產方式的改

變、生活習俗的改變、審美觀念的改變，造成部份民謠喪失原有的功能，失去了存在的依據。

而他進一步指出現今仍能殘存之原住民民謠及音樂，是因為交通不便、原住民文化自身旺盛

的生命力和獨特的文化價值等因素之故。 
如同前述諸家所言，政治領導教化與教育作用，其中教育影響更是由根影響原住民社會。

當國家的勢力進入原住民社會之後，首先由最容易影響的兒童開始影響起，創設學校，以新

的語言和材料教導矇懂少年，把原應往傳統生涯目標發展的小孩們拉往另一個不同的方向。

學校強力干擾族語的發展，社會鼓勵學習新語言和文化，使小孩很快地聽不懂耳畔母親呢喃

的搖藍曲，小孩之間的語言遊戲內容換成了新的唱遊，在此一情形下，原住民的兒歌應是最

先遺忘而被外來文化所替代的部份。 
然而，自從 1980 年代以後，原住民議題與文化復振的願望抬頭之後，原住民文化的探索

與重建如火如涂般撩起，在原住民藝術美學當中，最具吸引力的音樂舞蹈可以說是表現最活

潑的一環，在生活的領域，在藝術的領域，在經濟活動的領域，在政治慶典的領域（謝世忠 
1994），甚至外交的領域，處處能見到原住民歌舞的展演。可是做為音樂之芽或音樂之母的

兒歌，卻始終乏人問津。即使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研究者也聊聊可數。像已成為日據時期研

究原住民音樂最具權威的黑澤隆朝先生，其著作中也少見童謠或兒歌，即使在他的原住民音

樂分類裡，我們也會發現也僅在慶典歌類下立了未成年之歌的小類別而已。（轉引自林桂枝

1998:49） 
 
研究台灣民謠之簡上仁（1992）特別說明了保存與提倡囝仔歌（兒歌1）的意義和價值，

他說囝仔歌是啟迪兒童建立承先啟後觀念的最佳素材，可以借由兒歌認識傳統，培養文化責

任；囝仔歌是兒童陶冶性情的詩歌，童謠能激發孩童天真無邪之心，擴充其想像世界，培養

                                                 
1 筆者發現各相關文獻稱兒歌時，會有一些不同的稱法，諸如童謠（呂炳川 1982:11、楊兆禎 1984:14、洪國勝、

錢善華 1995）、未成年人之歌（黑澤隆朝，參考林桂枝 1998:49），兒歌（朱介凡 1984 黃貴潮 1998:106-108、）、

囝仔歌（簡上仁 1992）。呂炳川（1982:11）在其分類中將童謠的內涵界說在兒童之歌與遊戲歌，而未將搖籃曲

置入，而另稱之為看護之歌。楊兆禎（1984:14）說客家童謠只誦不唱，而錢善華（1997）之鄒族童謠研究未見

搖籃歌。朱介凡（1984:15-16）界說兒歌為兒童唱的，大人為兒童唱的歌。黃貴潮（1998:106-108）亦同，並進

一步說阿美族的兒歌包括了催眠搖藍曲）、逗趣、敘述、遊戲、舞蹈、故事等歌曲。筆者認為採用兒歌一詞及

其界說較為寬廣，較適於南王卑南族人之觀點看待 senay Da lalak（小孩之歌，兒歌）。簡上仁採囝仔歌相稱，

亦可視之為閩南語之看待兒歌。 

註解 [agilasa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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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詩的素質；囝仔歌是建立親子關係的橋樑，特別是在今天祖孫代溝嚴重的時代裡，可以借

由兒歌童謠做為橋樑，打通語言的障礙，培養共同的興趣和生活經驗；囝仔歌是兒童音樂教

育重要的材料，藉由它可以協助母語的推展，可以認識本土的音樂風格，從而建立健康的音

樂人格。 
簡上仁雖然以台灣閩南族群的角度所抒發的觀點，但其看法移之於台灣原住民各族群，

依然值得參考與深思。基於此，乃引發筆者一探卑南族兒歌的世界。不過，筆者因受限於時

間和能力，未及以整個卑南族做為討論的主題，乃選擇我所屬之南王部落為論述範圍。雖只

選擇單一個部落做為對象，筆者認為有其重要意義。第一，在受到外來政權影響之前，原住

民社會是以部落為主的自主單位，所以，以部落為單位的觀察與討論也許更能瞭解生活文化

的脈落與演變。第二，筆者發現猶記兒歌的長者，對外部落的童謠十分陌生，從這一點也可

以發現，傳統的原住民兒歌或童謠，是密切與部落生活關聯。所以初步接觸兒歌，似應由部

落出發，較能緊扣生活文化的脈落，進而掌握其整體觀。第三，在以社區為主重建文化的潮

流中，思考兒歌的復振時，部落似更能有效掌握脈動。 
 
卑南族及南王部落簡介 

 
卑南族是個人口極少的族群，至民國八十七年底止，總戶數已有 5413 戶，人口約兩萬人，

位居台灣原住民族之第五順位2，可謂少數中的少數。 
約南起於知本溪北抵卑南溪之間的卑南平原近山腳處地帶，是卑南族傳統的居住地，卑

南族人自古即在這一帶，建置了知本、建和、利家、泰安、初鹿、阿里擺、下檳榔、南王等

八個聚落，而民國十九年原卑南社人遷居南王里的時候，社中有一部份人則遷往台東成立了

新的聚落稱「巴布魯」（曾振名 1983）。光復後行政區原屬初鹿的「龍過脈」，也因人口增

長，重新劃分出明峰村之故，而自成一個新的社區單位。而這些聚落都緊鄰著其他族群。北

接阿美、布農，西鄰魯凱，南通排灣。 
以今之族群分類來看，卑南族人口數雖然少，可是因為居於台東卑南平原幾條重要溪流

的交通樞紐位置上，扼控了入山或出入花東縱谷的通道，加上和外界接觸時的開明態度，以

及交涉人才濟濟之故，所以在東台灣的政治歷史上，一直深具影響力。特別是南王部落（舊

稱卑南），從神話傳說時代起，即與周邊各族群有密切的互動（宋龍生 1997）。而傳說中的

「卑南王」就是屬於南王部落的人3。傳說中卑南王極盛的勢力範圍，曾北達水尾（今之瑞穗），

南至巴朗衛（達仁）甚至於恒春一帶。所以由地理區位，以及歷史脈落來看卑南族自古即與

                                                 
2 依據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87 年 8 月編印之台灣原住民生活狀況調查報上統計，全國卑南族戶數有 5413 戶，

未列總人口數，但說明了調查當年平均每戶人數為 3.77，以此換算，得卑南族人口應為 20,407 人，遠超過以往

之數字 10000 人，主要係因本調查以戶為主，而戶之成立，以該戶人口超過半數為卑南族，即算為卑南族之戶

之故。 
3 當今歷史學家（孟祥瀚 1997:34-52）從清庭檔案中發現，清庭對卑南族有封官之舉，但無封王之實。其實傳

統卑南族人應無王的觀念，然而盛行卑南王的傳說，相信是受到漢人的影響，或進一步說是漢人的形塑（我們

可以由陸森寶所作一曲卑南王歌曲之卑南王採閩南發音看出），不過，種種口碑仍然顯示，古代卑南社曾經是

極有影響力的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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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群往來互動頻仍。而此一歷史特性，似乎也影響了卑南族與南王部落的音樂特性。 
卑南族各部落的祭儀都頗具特色，且各部落都不盡相同，不過，南王部落的祭儀可以說

維持的最為完整，也因此南王部落保存了豐富的祭儀歌舞。南王部落目前年度中主要的祭儀

如下：三月份的婦女除草完工慶，七月份的海祭（小米感恩海祭）以及跨越年底到新年的的

猴祭和大獵祭（今多稱之為年祭）等。其中猴祭和大獵祭更是遠近馳名，聞名而來參觀祭典

的人潮，常常擠滿祭儀進行的現場。 
 

卑南族的音樂 
 

有關卑南族的音樂風貌，我們可以由幾位前輩學者的描述獲知一個梗概。 
首先介紹一下史惟亮（1967:56）的觀察描述： 
 

卑南族是相當漢化的平地人，一個小族，全部僅有八個社。卑南族地處魯凱、

排灣及阿美、布農各族環繞之中，且有一面臨海。 

卑南族民歌當中沒有布農族的強悍和魯凱、排灣族的豪放，也沒有阿美的樂天

等特點，但它的民歌卻吸收了魯凱、排灣和阿美的悠遠、和平、田園等風味，卑南

民歌中也還留傳著較原始的誦經般曲調，但大都數都已經相當歌曲化了，有戀愛、

回憶、農忙、團聚、結婚、寂寞、搖藍、飲酒、打獵、收獲…….等歌，但他們缺

獵頭戰爭的歌，基本上卑南是一個和平的小民族，在音樂上它很像歐洲的瑞士，並

沒有太多的獨立性，卻兼有各族音樂之長。 

 
上文第二段文字在同一書之 81 頁中，又再重述一遍，可見史惟亮對卑南族音樂的牢固看

法。不過，他對卑南族音樂的初步綜論，有些可能需要補充，有些可能需要修正。首先，他

說卑南族缺獵頭戰爭的歌，很可能是他對卑南族祭歌未及深入瞭解之故。其實，卑南族

mangayaw（大獵祭，今稱年祭）的祭歌有很多是和出征獵首有關。其次，歌曲的類別敘述中

「戀愛、回憶、農忙、團聚、結婚、寂寞、搖藍、飲酒、打獵、收獲…….等歌」裡，只提到

了搖藍，但未提到兒歌或童謠，很可能當時，並未收錄，頗為可惜。但他所描述的音樂風貌

倒和卑南所處的地理以及人文環境頗為契合。 
其次，介紹呂炳川（1982:57）有關卑南族音樂的描寫： 

 
阿美族的歌謠相當熱情而富活力，相反的，卑南族的歌謠較為抒情，流暢的歌

曲也有若干。無半音五音音階非常多，與阿美族同屬一個音樂文化群。此二群比起

其他種族女巫較多，因此女巫的歌也很多，節奏方面也比他種族自由節奏較多，拍

節節奏以 4/4 偶數拍子多，幾乎沒有奇數拍子，特殊的祭典有猿祭。 

 
上引呂炳川之語與史惟亮先生相較，頗為接近，所以大致而言卑南族的音樂應如上述二

家所言。不過兩人同樣強調卑南族的音樂受鄰近族群的影響很大，一說「吸收了魯凱、排灣

和阿美的悠遠、和平、田園等風味」，一說「與阿美族同屬一個音樂文化群」，好像卑南族

的音樂本身不太具有特殊的唱法，這一點似乎反應在黑澤隆朝和許常惠兩人以歌唱的形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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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時，都沒有提到卑南族，只有在領唱與和腔上，以「山胞全體」帶過（許常惠 1988:161 轉

引自林桂枝 1998:49）。 
而迄今為止對卑南族音樂研究最多的人，應該是籍屬阿美族的林信來（1985:81-82），他

分析了收錄的 98 首卑南族歌謠後，提列出 19 項卑南族音樂的特性： 
 

從純音樂角度分析卑南族民謠，可得出下列幾個特性： 

(1).音階：卑南民謠的音階，多使用不含半音的五聲音階，有時偶而出現五音以外的

「#La，Fa，Si」三音，其#La 音往往下行小二度進行，「Fa」音則下行至 Mi 音或

作上助音式的進行。「Si」音為下行，或當作下助音進行。轉調後的音階組織，音

或多或少，也都用原來的五聲音階。 

(2).調式：常用羽調、宮調、徵調，商調較少用。 

(3).調子：以實音記譜比對鋼琴的音高，結果 C 調用的最多，其次是 bB 調、bE 調、bG

調、bA 調等。五聲音階中也使用 C調最多。 

(4).音程：多用大二度，其次是小三度和完全一（同音）。 

(5).調中心音：第一調中心音，與它有關係的起音、止音比較，發現止音多於起音，以

五聲音階中的起音 La、止音 La 最多，因此第一調中心音與止音關係最密切。 

(6).音域：卑南族民謠其最高音域為十四、十五度，比漢族的閩南和客家民謠的音域都

來得高，其音域高出二、三、四度之多。 

(7).節奏：卑南民謠中，除正規與不正規節奏外，還有以下所用的不同類型：有時等、

痙孿、鑄型加裝飾、散漫、不正規加痙孿與不正規加散漫等節奏。上述不同節奏，

在歌曲裡皆以混合式運用，顯得有變化、活潑輕捷、俊俏機智、節奏富有刺激性…… 

(8).旋律動向：……最低音出現在最高音之前，呈四個點最多，其次是……最低音為起

音或尾音……。 

(9).自由性：卑南族民謠中，馘首祭、獵猴祭、搖藍歌等民謠，是最顯著的吟誦法。尤

其馘首祭的 pairairao（payrayraw），同一首的曲調，用在房屋落成、慶賀生產、

弔問死亡家屬等不同場面上，因時、因地、因人所表達的歌詞多寡不同。在曲調輪

廓共同骨幹上，節奏改變，隨個人的意興配詞，幾乎唱成說白，於是成為唱個喋喋

不休的吟誦唱法。 

(10).卑南族音樂具有多聲性的特色，而其音程有一至八度等音程數，進行時也作平行

進行。 

(11).省略記號：卑南民謠中會用到反復記號、反始記號。更會用到西洋音樂所沒有的

反始省略和自由形式的反始記號。 

(12).轉調：卑南族民謠多轉為遠系調。 

(13).速度：卑南民謠中，以普通速度 Moderato（  =88--96）、稍快板 Allegretto

（  96--112）用的最多，一首曲子中，往往被演唱者用上兩個以上不同的快慢板、

激動、憤怒、焦急則用快板。速度的變化有時是全曲一致，有時是由慢轉快，有時

則由快轉慢，端看情感的變化而定。 

(14).曲調的演變：卑南族民謠曲調的改變方法是在曲調上作節奏變化、加裝飾音、省

略或增加音、反方向進行、音程擴大或縮小、移高或移低八度等變化來改變曲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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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另一首歌。 

(15).辨別卑南民謠：歌曲的開頭一句虛詞唱法，多半有「那魯彎」虛詞（阿美族也用），

其旋律有高低起伏有若大海浪似地進行，幽揚柔和，聽起來它即將要終了而不結

束，穿梭反復不斷的曲調，行如羊腸彎道和天祥的九曲洞，像是柳暗花明又一村之

感，諸如此類的，為卑南族民謠風的一大特色。 

(16).音樂中的民族性：沒有大調與小調那麼分明，常介於大調與小調之間，似含大調

的性格，又兼小調的特性，忽隱忽現，徘徊不定。表現出一種溫柔纏綿的情調。有

訴不盡的哀怨，卻也不以絕望的哀音出之，有「半吞半吐」，像男女情愛上，不作

強力的追求，是欲語還休的態度，悽惋的感受，有大事已去，無可奈何而轉為樂天

知命、和諧與自得其樂的民族性風格。 

(17).曲式：以樂句為曲式的單位，計有一段式、二段式、三段式三種……其樂句結構

己經具備有：起、承、轉、合型的完美結構，卑南民謠中以二段式為最多。 

(18).動機發展：有反復、模進、變化的動機發展手法外，在變化動機中運用增伸、省

略、增值、減值、轉向以及音程擴大或音程縮小等方法來改曲趣。 

(19).終止式：卑南族民謠的終止式中，羽調的樂曲最多，其終止多為羽音 La。 

 
上引的資料，幾乎都是音樂出身的學者對卑南族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說是音樂家用音

樂（往往是西方音樂的訓練）來看原住民的音樂，抽象的音樂術語有其音樂性的貢獻，但是，

基本上所採取的觀點是 etic 的觀點，所以，很難和南王部落卑南族人的經驗世界和文化脈絡

勾連上，也未能突顯當地人對歌舞音樂的看法。對此一情形許常惠在研究雅美族的歌謠分類

時，已經警覺到了（1987:53-144）。而林桂枝（1998）在「從阿美族歌謠分類對原住民民族

音樂的省思」乙文中，在檢討前輩學的分類法之後，則完全由 emic 的觀點出發，成功地把阿

美族的音樂世界呈現出來。 
其實，中研院民族所曾經嚐試進行跨人類學者、音樂學者及舞蹈學者之間的合作研究，

而其中卑南族之祭儀音樂研究是以南王部落為對象進行的研究。本項研究是一創舉，各領域

的學者所呈現的研究結果，亦具權威份量，可惜祭儀、音樂、和舞蹈之間的資料過於獨立，

稍欠整體觀，而未能更深刻顯現南王部落卑南族人的音樂觀與音樂世界。（陳文德、林信來、

平衍 1987:194-259） 
 

南王部落之歌 
 

認識卑南族的音樂，應該要由卑南族的習慣與概念中來瞭解，南王的卑南族語中，有歌

有舞的名稱，但，在生活中，歌舞常是合一不分的，以下我們來看南王卑南族人的歌舞觀。 
歌，在卑南語當中稱 snay，而唱歌則稱 smenay。舞有二個字，一稱 waarakan，係舞蹈之

統稱，而一稱 likasaw 則專指婦女的一種舞蹈方式（擺手輕蹲跳，常見於喜慶歡樂場情之中）。

所以說跳舞的時候稱 muarak 或 malikakasaw。而說到歌的類別，南王部落的卑南族人則有下

列的類分： 
一、 祭儀之歌：卑南人的觀念和分類系統中，並無所謂「祭儀歌曲」的項目，這類歌曲

卑南人也很少以歌相稱，有些甚至不視其為歌 snay（歌）的範疇之內。稱呼它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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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就直接以其專有的名稱稱之。但是這類歌曲都與信仰祭儀相關，且有旋律、有節奏，

符合音樂的一般定義，筆者特將之歸為一類。不過，在傳統卑南人的觀念中，這個類

分是無意義的，所以沒有名稱可以稱之，反而是下列每一個名稱，代表者或歌或非歌

曲的一種類別。 
1. yaulas（通靈之歌） 

taramaw（女性靈媒）與靈魂溝通時的吟唱，在南王卑南族人的觀念裡，她們唱

的不是歌，不能以 snay 相稱。可是這類的歌確實是有旋律的歌曲，在民族音樂上

是被視為巫歌的。而此種通靈之歌，在南王只有女性靈媒才能唱。 
2. paLimuLimu（挑釁歌） 

是少年年祭開始的時候，南北 Takubakuban（指生活在少年會所期間的少年）相

互挑釁儀式中呼喊的曲調。也是儀式之歌，但與只用於祭猴的 kuDaw 不同。不

納入 snay 的範圍。路邊或逼到對方的會所下相遇時有另一種呼唱法，不過，現在

似已成絕唱了。 
3. kuDaw（祭猴之歌） 

少年猴祭（或稱少年年祭）祭儀中所唱之歌，專用之於刺猴、棄猴時之悼猴。在

南王部落，Takuban（少年會所）過去分為南北兩個單位，所以唱法、歌詞及使

用場合略有不同。 
4. isuwaLay alialian（招喚伙伴來跳舞之歌） 

跳舞時呼喚伙伴來跳舞的歌，有二種旋律，起頭的歌詞都相同，但是後段的歌詞

不同。 
5. pankun（快板舞），有時候稱之為 paduduk（快板），在成人舞蹈上則稱之為

TiLaTiLaw，曲調大致相同，但 TiLaTiLaw 有四種舞法： 
1) paresuD 領舞者以卑南族特有的舞步領跳，由起點開始，跳一圈回到原起跳

點。 
2) parsasaL 領舞者以卑南族特有的舞步領跳，但在重覆跳三次後，第四次時向

前縱跳，結束。 
3) parpwapwan 領舞者以卑南族特有的舞步領跳，只跳二次。歌曲唱法略有不同。 
4) paduduk 快板。 

6. payrayraw（獵祭之經文）和 benanban（慰喪之歌） 
這兩種名稱所指的是相同曲調但不同歌詞的祭儀之歌，都是用在卑南族年度最重

要的祭儀 mangayaw 中。前者多與出征和獵首相關，後者則用於除喪儀式之慰喪。 
7. tu Tangisan（哭調） 

用在喪禮時，旋律與歌詞因人而異，隨意吟誦，以能表示哀傷悼念之情為主。卑

南族人不將之當成歌曲，不會以 snay 相稱。 
二、 a snay La masasangal（慶典之歌） 

1. maresaw 
屬男性之歌，在落成、完工或打到好獵物時唱賀用之歌，無禁忌，隨時可唱。落

成時，通常由老者（非主人）領導歌唱，敘說工作的過程與代主人家感謝之意。 
2. maya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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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之歌，在小米除草、收成完工時都以此調來唱，只是主要歌詞不同。 
3. mangedenged 

屬女性之歌，大部份在慶賀小孩出生或祝賀結婚時唱。 
4. uwa La Da uwa 

宴會結束時唱，以表示該結束了。旋律與一兒歌相似。 
5. mulaliyaban 

陸森寶先生為海祭所作之曲，雖為近代所作，但常會在海祭結束的歡慶時刻，為

人所唱。 
6. masasangal 

陸森寶先生特為知本天主教曾建次及洪神父昇任神父時所做之歌，現在也成了一

般喜慶時常用之慶賀之歌。 
三、 a snay a buleTenganan（古謠） 

buleTenganan 意古老的歌，歌曲的歌詞多為虛詞，主要在抒發情感。 
四、 markasagar（情歌） 

marka（互相）-sagar（愛），談戀愛之歌，情歌，用以示愛之用，不過卑南人的示愛

是以含畜婉轉的方式表達。 
五、 工作場合唱的歌，任何無禁忌的歌皆可，很多歌都是相同旋律，但是套用不同的歌

詞。下列幾種歌是工作幾首較特殊的曲目。可能是生態性的因素，南王無捕魚之歌 
1. mayaayam 因在小米除草工作中唱，所以，除了屬於慶賀之歌外，也能算是工作

歌。 
2. meLaLatuD（小米除草歌） 

在小米除草、拔草時唱的歌，但是只能在小米（Dawa）田間唱，不在其他作物如

稻田中唱。小米過去是卑南族人的主糧，具有神聖性。 
3. puwarikan 放牛歌 

常套其他旋律填詞而唱 
4. 犁田之歌 

歌唱中有對牛的旁白，常在駕牛車和騎牛時唱。特別是獨自工作時，最常被啍唱。

由於曲調幽揚，故不宜於粗重工作時啍唱。 
5. 砍木材之歌 
6. mailang（磨穀之歌） 
7. 掏米去穀時之呼風之歌，常以口哨和呼聲模擬風聲，來招風助散米糠。 

六、 抒情與歡樂之歌，曲式多樣無限制，外族歌曲、現代歌曲，只要能助興歡樂皆可。 
七、 maenen（哄小孩之歌，即搖藍曲） 

搖藍曲又可分為下列兩種： 
1. 大人唱給小孩的哄小孩之歌，通常是母親或母輩長者所吟唱。 
2. 大孩子唱給小孩子的哄小孩之歌，通常是由協助家事的大姐姐來唱。 

八、 senay Da lalak（小孩之歌，兒歌） 
 
從上述的卑南族人的觀點來看，我們可以發現，除了一般歌曲之外，卑南族的歌曲，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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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信仰祭儀、性別、年齡之別，分屬男性之歌，女性之歌，和小孩之歌，這種區別在其

他族群中，可以說是頗為少見的。 
至於，南王卑南族人是否具有一般音樂的概念呢？諸如旋律、節奏和演唱方法等概念？

這些也是要到卑南的語言表現中去理解。 
旋律，卑南語似乎沒有相等的語彙，但是會間接的以「這首歌好」或「這首歌的構造」

等表現方式來呈現對旋律的感覺。所以，現今，不得不表達對旋律這個意思時，只好借重外

來的日語（其實也是來自要方的語文 melody）。節奏，也是沒有直接的語彙表達，但是卻有

幾個詞彙是指涉歌舞的節奏，例如 paduduk（快的），pagiLgiL（輕快的），patawar（慢的），

kasepesepeL（幽傷的）等詞。而歌詞則以 pinungaladan（意義），pauwayan（內容），turi（字）

等詞表示。 
至於唱法，在南王卑南族的音樂當中，可謂豐富，至少有吟頌（mengangadiD , pakusnay）、

獨唱（misasa smenay）、領唱（temga）、合唱（有二種：二人合唱是 mukasa smenay，眾人

齊唱或和唱是 mukasakasa smenay）、輪唱（matalitalyu）、對唱（matatubang）、接唱

（marebulabulas）的方式與表達詞語。 
 

南王部落的兒歌 
 
南王部落的兒歌，就如同筆者在前言中所述，是卑南族音樂文化當中，最早流失的部份，

現在在南王的日常生活當中，已難得能聽到有人歌唱，偶然有人唱出，也都是年在六十以上

的老人偶然之興，兒歌由六十以上返老返童的老人家來唱，看似有趣，實則悲哀。而應由少

年自己來唱的少年年祭之歌，在祭典的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二位長老代唱的畫面，即使代

唱的長老，也往往是拿著一本小小的筆記本看著唱，所以南王部落的小孩之歌，已經被現代

文明逼到快要絕滅的角落，只有很少的時候，很少的老人想起它們的時候才唱。4 
不過，幸好，有些前輩學者曾經做過一些採集與研究的工作，協助了記憶的喚起，經由

耙梳他們的著作，可以提供我們認識南王部落的兒歌。 
就筆者所知，含有卑南族音樂資料之文獻，有《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黑澤隆朝、許常

惠、呂炳川、林信來及洪國勝、錢善華等人之研究。但《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所錄者

（1916:341-349），僅有獵祭時 payrayraw 片假名的歌詞，無兒歌之採錄。而筆者未能收集到

黑澤隆朝之研究，但曾詢問過林信來先生，據他告知黑澤之著作很少提到兒歌5。而許常惠先

生諸多發表過的文獻中，筆者亦未見到有關卑南族兒歌方面的論述及呈現。但呂炳川、林信

來的研究中，則記錄了一些卑南族兒歌，而且包括了南王部落的兒歌。洪國勝、錢善華兩位

之卑南族童謠採集研究，可以說是迄今為止，收集卑南族兒歌最豐富之研究，是極值得參考

的文獻資料。 
除了文獻資料之外，部份有聲出版品，也收錄了一些與南王有關的兒歌資料，現在，僅

                                                 
4 在訪問的過程中，我最常遇到的情景是，老人家說有一首歌，以及它大概的意思，可是拼命想，卻怎麼也想

不起來。每一次我都會跟著緊張，望著他或她，就不知怎麼幫他想起來，不提倒好，一提，想不起來，反而增

加了一層的失落感。 
5 但是如果把少年猴祭加進來的話，很可能會有記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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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呂炳川、林信來、洪國勝、錢善華等人之研究蒐集，及筆者所知之有聲資料的概況，列述

於後。 
呂炳川（1982:59-60）所發表的南王童歌，大概是筆者目前所知年代最早的資料，他蒐得

了四首卑南族的童謠（附譜），但有一首猿祭歌是在知本社採錄的，去除此一歌曲之後，其

他「童歌」一首和「捉迷藏之歌」二首，都是採自南王部落的童謠，所以有三首。對於這些

歌曲，他做了如下的描述。 
 

童歌 

省略五音音階的 sol，以 la 為終止，他們的音階大半是 la 終止法，和阿美族

一樣。童歌大多屬於接龍歌（接尾令歌），而此首例外。 

捉迷藏之歌 

第一次省略五音音階的 la，第二次省略 sol 音，卑南族的童歌，完全以無半

音五音音階唱的非常少，大抵省略一音（sol 或 la），兩曲都是捉迷藏的歌。 

 
其次，是林信來的蒐集。林信來在 1985《台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及 1987《台

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中「卑南族之祭儀歌舞」皆發表了其採錄的卑南族歌謠，

前者共發表了 98 首曲，而後者發表了 21 首曲。經筆者檢視後發現後者 21 雖皆屬南王部落之

歌曲，但並未見有兒歌。而前者之研究中，因為並未標明採集部落之名，所以初步認為有 13
首曲，可能是南王部落之兒歌。後來在部落再訪問比對後，去除了不屬於南王部落之歌曲，

及應非兒歌之歌曲後，實得五首兒歌如下： 
 

1. 未成年人之歌：這首少年祭儀用的曲子，是屬於往昔北部落少年會所的 kuDaw，是

在刺猴時唱的歌曲。但該譜並未完整呈現整曲。（林信來 1985:88） 
2. 獵猴祭之二：是屬於往昔南部落少年會所的 kuDaw。（同前 89） 
3. 成年儀式歌：這首仍是北部落少年會所之 kuDaw。（同前 89） 
4. 捉迷藏：在林信來的譜中是當成一首，但是筆者訪問的長者說，應分成兩首，若將之

分開，則其前半段歌曲，正好與洪國勝、錢善華所蒐集之編號第 56 首 tutu tyaptyap
相同，而後半段則與洪國勝、錢善華所蒐集之編號第 57 in niku niku sang 相似。（同

前 104） 
5. 頁 137，猴祭之三：此首曲子是在猴祭結束後，舞蹈時唱的歌曲，南王部落人稱之為

isuwaLay alialian，用以招喚未到之少年伙伴趕快來跳舞。本首與洪國勝、錢善華所蒐

集之編號第 8 首曲相同。（同前 137） 
 

再其次，則是洪國勝、錢善華 1995 之《卑南族傳統童謠》之蒐錄，他們一共採錄了 69
首卑南族的兒歌，是迄今為止採錄最豐的作品。而其中在南王採錄的童謠兒歌共有 15 首。這

本著作雖然並未進行音樂或民族學的分析，僅是將童謠的詞譜，做最完整的資料呈現（並加

註解、詞意說明及背景說明），正因為以調查為目的，所以反而能夠呈現最多樣的資訊6。然

                                                 
6 許多研究是在特定的題目下進行研究分析，因此，呈現在著作中的田野採集資料，往往都是經過取捨過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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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為所用記音符號系統，以及調查者可能並不完全習慣卑南族的發音之故，所使用的拼

音，不大容易閱讀。現今，因為卑南族人己經討論過，建立統一的語音符號，所以，筆者建

議後繼的研究者應僅量採用此套系統，以利閱讀。洪國勝、錢善華蒐錄與南王部落相關的童

謠如下，但筆者接受受訪長者之建議，加註現今通行的語音系統於後，有些曲名也略作更動。 
 
1. THATHAI NAMATHI（LaLa i namaLi ）：歌名可譯為「我爸爸回來了」，歌詞敘述

想吃美食的小孩願望。（洪國勝、錢善華 1995:1） 
2. TINTIN QARIABANAI（tintin ariyabanay）這是一首遊戲歌，在小孩間相互逗樂，有

時也由大人來逗小孩。（同前，頁 2） 
3. TULATULAU GAIANG（tulatulaw gayanggayang）這是一首遊戲歌，是小孩一起玩的

遊戲。據受筆者訪問的長者說，此歌與白鶴或雁有關，小時每當看到白鶴或雁遷徒，

排成人字或／字飛過南王的天際時，他們就會唱起這首歌（同前，頁 3） 
4. MUKA KU KADDU（sadaeyang）這是一首敘述男孩女孩互動的歌曲，歌詞主述自以

為的男孩。有人建議歌名定為歌中女孩的名字 sadaeyang 較好。（同前，頁 4） 
5. QA SENA SENAIAN（a senasenayan）這首歌敘述子女認為自己的父母親是最相配。

不過有受訪者認為，這首曲子更多的時候，是孩子們之間逗唱誰最配誰的逗趣歌。（同

前，頁 5） 
6. QOUA QO（owao 之一）這是一首搖藍曲，不過是大孩子在照顧自己的弟妹時唱給更

小的孩子聽的歌曲。（同前，頁 6） 
7. QI YEI YEI（pankun）這是少年猴祭時唱的歌，每唱這首歌曲，就要配著跳快板的舞

蹈。這首歌在卑南語中，有專用的名稱，叫 pankun，或 padukduk。也有快的、快板

的意思。通常是由少年會所的領導來領唱，但時下的年青人都不會唱這首歌了，所以

轉而由年長者代唱。（同前，頁 7） 
8. QISU UA THAI（isuwaLay alialian）這首歌也是少年猴祭的歌曲，用來召喚尚未來到

舞場的伙伴，快快來跳舞。這首同林信來（1985:137）所採錄之「猴祭之三」（同前，

頁 8） 
9. SALIA KAKA A（saliya kaka）這是一首遊戲歌，由歌名來看，這很可能是傳自阿美

族的歌曲，因為 saliya kaka 是阿美語，意為朋友們。（同前，頁 9）據聞南王另有一

名 kuLaLay buluk 來稱這首曲子。 
10. TU TU TIAP TIAP（tutu tyaptyap）這首是一首遊戲歌，與林信來（1985:104）所採得

之「捉迷藏」前半段同。（同前，頁 54） 
11. QIN NIK NIK SANG（in niku niku sang）這也是一首遊戲歌，與林信來（1985:104）

所採得之「捉迷藏」後半段同。（同前，頁 55） 
12. NAMATHI NANATHI（namaLi nanaLi）namaLi 意為我的爸爸，nanaLi 意為我的媽媽，

                                                                                                                                                                  
資料，更多的資料埋藏在研究室中或個人工作室中，而未能讓後人持續研究，而後繼研究者，往往要重新再經

歷前人做過的田野工作，不能產生接續性的功效，殊為遺憾。而對原住民而言，在面臨文化斷層危機之際，卻

又得不到過去學人採錄之助，則更為可惜。筆者深切盼望學術界能在研究主題之餘，能夠盡量提供所蒐集到的

原始資料，以記錄式，描述式的方式編成資料彙編，回饋協助原住民社會之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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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說小孩不聽話，所以被趕出家門，只好在外遊蕩的敘事歌。（同前，頁 55） 
13. QAKAI TATAMI（akai tatami）一望歌名就可知道這應是產生於日據時期的兒歌，akai 

tatami 是指紅色的榻榻米，是讚美日本女性的歌曲。（同前，頁 56） 
14. KINCIO QULI（kincio uli）這是一首夾雜漢語和日語的歌曲，歌詞大意說「賣香焦的

漢人呀！不要賣了，去抓名叫 aranaisaI 的老鼠吧。」，據長者說：這是少年會所的少

們創造的兒歌，這一首應該還有下文，早年少年組的少年很會自創類似的歌曲，有很

多歌曲都參雜著日語和漢語，可惜！都想不起來，失傳了。」（同前，頁 57） 
15. PUKASA KIANDANGNI（na pukasa kiyandangan）這一首歌名叫做「可怕的老人」，

過去，日據時期，有一位長者名 dangurung 看到沒有穿褲子的小孩子，就會作勢要割

取他的生殖器官，因此，小孩子都怕他，就做了這麼一首歌來嘲罵那位老人家。後來，

這首歌在猴祭結束後的舞蹈聯歡場合，也會拿來當做跳舞的伴歌。（同前，頁 58） 
 
除了呂炳川、林信來和洪國勝、錢善華所採錄的南王部落兒歌之外，在山海雜誌雙月刊

第七期，曾經刊出陳榮福所紀錄，由曾思奇譯註（1994 頁 84-85 所的兩首猴祭之歌（kuDaw）：

「猴祭歌」（陳榮福、曾思奇 1994 頁 84-85）及「葬猴歌」（同前 頁 86-88）。 
除了文獻資料之外，也有些有聲出版品，光碟和錄音帶也出現南王部落的兒歌，像 1993

年由音樂中國出版社出版吳榮順所採集的「搖籃歌(三)balian」（B 面第十二首）這首搖藍歌

是由南王的高月英女士所唱，而她所唱的曲子，都未出現在前述的文獻之中。這首搖籃曲是

大人唱給小孩子聽的曲子，歌曲優美，所以最近魔岩唱片公司將出一片有關南王的唱片中，

就再次收錄了這首曲子。7 
另外，筆者在採訪的過程當中，林清美女士提供了一份自行以五線譜記錄的搖籃曲手稿，

這一曲與林信來和洪國勝、錢善華等所收之搖籃曲相同，都是大孩子唱給小孩子聽的搖籃曲。 
不過，南王尚有一首較不為人所知的童謠，是一首數數歌。這首歌幾乎被遺忘。約在民

國八十四年時，部落中的長老陳光榮祖述部落起源神話時，提到古語中的數目字，與今天的

數目字唸法不同，就將古語的唸法唸出如下：  tusasay  tusaen  lyuma  tyati  mila  
patu  sikaw  kawalu  tinuka  tenin。（現今的唸法是 sa  Dwa  tilu  pat lima  nem 

 pitu  walu iwa pulu），說完後又說過去唸古語的數字時，還可以用唱的，可惜現在沒

有人會唱了。在座有一位婦女，可能經此提醒，忽然想起來幼時長者曾經教過，就當場吟誦

出來。其實很簡單， - 每一個數字用 535 的樂音唱出，最後的 用唸的結束，但該字的重

音要放在前。 
所以綜合前述，扣除重覆的部份我們已知的南王部落傳統的兒歌有 19 首，與黃貴潮所呈

現的宜灣阿美族的兒歌比較，是顯得寒酸了些。不過，這正好反應了整個南王部落兒歌與童

謠的記憶狀況。相信在往昔必更多於此一數字，其實，我們由卑南族人對兒歌（小孩子的歌）

的觀念和分類中，筆者發現，上述的研究，似乎遺漏了某些部份（或有採錄，但未發表）。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兒歌的年齡範圍到底到幾歲？有統一的界說嗎？筆者由相關的

論著與討論當中發現，幾乎沒有人提到這個問題。也許很難得到一個共同的標準，因為各個

                                                 
7 早年有一家唱片公司叫鈴鈴唱片公司，專出原住民的唱片，很有可能收過原住民的兒歌，可惜現在收集不易。

不過可以持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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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對小孩的定義可能不太一樣。 
對南王部落的卑南族人而言，takubakuban（少年組）以前的所唱的歌都算是小孩子的歌。

如果按卑南族人的標準來看，卑南族的兒歌應該包括如下的三個範疇：少年祭儀之歌、搖藍

曲、兒歌。其中，少年祭儀之歌，由於南王部落有特別的少年會所制度之故，所伴隨而生的

祭儀與日常歌曲，恐怕是其他族群所少有的特色。雖然在卑南人的語言表現中，講到少年祭

儀所特有的歌曲時，會直接說那是少年會所的歌（snay Da takutakuban），可是總的來看，卑

南成人們，仍是把少年組的成員們看成是未成年的小孩，所以少年會所的祭儀用歌，仍然歸

入兒歌的範疇裡。依此而言，南王卑南族人的兒歌，應含下列的類別： 
 
一、 maenen（哄小孩之歌，即搖藍曲） 

搖藍曲又可分為下列兩種： 
1. 大人唱給小孩的哄小孩之歌，周作人稱為母歌（朱介凡 1982） 
2. 大孩子唱給小孩子的哄小孩之歌 

二、 snay Da lalak（小孩之歌，兒歌） 
1. 遊戲歌：配合遊戲所唱的歌 
2. 敘述歌：敘述事情、願望和抒發情緒的歌 
3. 舞蹈歌：可用在舞蹈上的歌 
4. 數數歌：學習與記憶數字的歌 

三、 snay Da takubakuban 
1. basibas（少年年祭）祭儀用之歌 

1) kuDaw（與猴子相關的祭歌） 
(1) kuDaw i ami（北部落的少年祭歌）有三種歌詞，但曲式皆同 

a. 在 pangayangayawan(刺猴訓練場）時唱的祭歌。 
b. 在會所時唱的祭歌。 
c. 在 aDaaDaran(棄猴處）唱的祭歌 

(2) kuDaw i timur （南部落的少年祭歌）。只有一種 kuDaw。 
a. 在 pangayangayawan(刺猴訓練場）只刺猴，不唱祭歌。 
b. 回到會所後，也不唱 kuDaw，而是唱 penikbik（這首祭儀歌曲，在歌

唱結束時，全體要口中出 hu-hu 之聲，然後以腳踏 takuban 之竹板，

象徵除去舊塵，迎接新年） 
c. 棄猴時，才唱 kuDaw。 

2) 祭儀後之歌舞。 
(1) isuwaLay alialian（招喚伙伴來跳舞之歌） 
(2) pankun 或 padukduk（快板的） 
(3) 一般的舞蹈歌曲 

2. 在 takuban 生活時唱的歌。 
據說在往昔 takuban 中生活，休息的時間，年長的少年領導們，常會唱一些互相

逗弄的歌，甚至令下級者唱一些逗弄的歌，要他們唱出那一位美少女最配那一位

上級來取樂，不過，因少年會所的功能被學校取代，會所生活式微，50 歲年齡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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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人也只是聽過而已。 
 
從上述的呈現的南王部落兒歌的項目，我們會發現前文所蒐羅的童謠或兒歌缺了不少項目，

還有待補齊（最好能編輯成譜冊或有聲出版品）。況且，南王卑南族人的的歌曲，常有同曲

不同詞的現象。所以往昔兒歌世界的內容，應多於我們現在所能掌握的數目。 
 

復育與發展南王部落的兒歌 
 
林海音（1977:1-2）在為朱介凡編著之「中國兒歌」作序時，曾經回憶著寫下這麼一段感

人的話： 
 

在我幼年的時代，學齡前的兒童教育不是交給托兒所、幼稚園，而是由母親、

祖母親自來撫育、教養。子女眾多的家庭……就加入奶媽和僕婦。無論主僕都識字

無多，不懂什麼叫「兒童教育」，但是孩子們仍然在學習；語言的學習，常識的增

進，性情的陶冶，道德倫理的灌輸……可以說都是從這種「口傳教育」----兒歌中

得到的。因此我敢說兒歌就是一部中國的兒童語意學、兒童心理學、兒童教育學、

兒童倫理學、兒童文學……。可是在學校普及和大家庭生活解體的今天，兒歌卻沒

了影兒了！我們也許會說，學校教育不斷進步，使兒童讀書識字，畫圖遊戲，做人

做事，有更科學的方法來達成教育的目的。就連我自己，雖然幼年的兒歌，朗朗上

口，可是當我教育我的孩子，己經不使用這套了。 

 
這一段話，說在廿多年前，時至今日台灣社會中的中文及閩南部份情況己經略好了些，

至少在書店裡可以看到不少以本土內容為主的兒童出版品，媽媽不一定再親自唱兒歌給小孩

聽，也都能為孩子找到平面或有聲的出版品代勞。可是對南王的卑南族人（甚至所有的原住

民）而言，兒歌的處境可能更劣於林海音女士當年所處的環境。有一點相當明確，漢語及其

方言群閩南、客家，仍是一個活生生的語言，相對於卑南族的處境而言，己經瀕臨滅絕。即

使受時代風潮影響，政府實施了多項鼓勵的措施，最多只做到了點的成績，功效猶未能穿透

到原住民社會的最底層，產生面的效果。更由於人口群不足以支持有利可圖的市場，惶論民

間力量的投入，所以處境令人更形擔憂。我們的孩子能買到的也是他族群的材料，所以學會

了其他語言文化，根本無緣見識本族文化。過去，我們學習的內涵以西方童話和歌謠為主，

而今，竟在本土文化的大旗下，面對另一個強勢的「本土文化」。我，我們的孩子，認識「天

黑黑」，但是完全不認識「uwou」。 
筆者在探索南王卑南族人兒歌的現存實況後，進一步認識到南王卑南族的兒歌對南王部

落或整個卑南族的意義和價值，一如前文簡上仁（1992）所言，相信保存與提倡卑南族兒歌

具有如下的意義：（1）可以啟迪卑南族兒童建立承先啟後觀念的最佳素材，我們可以借由卑

南族兒歌，讓孩子們認識傳統，培養文化責任；（2）卑南族兒歌是陶冶卑南族兒童性情的搖

籃，能激發孩童天真無邪之心，也能培育以卑南族眼光出發的詩情，擴充其想像世界，培養

其詩歌的素質；（3）卑南族兒歌更是促進已經形成隔離的親子關係，重建親密的關聯，特別

是在今天祖孫語言隔閤，代溝嚴重的時代裡，可以借由兒歌童謠做為橋樑，打通語言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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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共同的興趣和生活經驗；（4）卑南族兒歌，可以是兒童音樂與語言教育的重要材料8，

藉由它可以協助母語的推展，可以認識本土的音樂風格，從而建立健康的音樂人格。 
而筆者認為，兒歌或童謠更是一個族群音樂與語言美學的一環，基礎的一環，而此一美

學的提倡，最能促進族群意識的認同，最能幫助一個弱勢族群，自信地、勇敢的立足於大社

會。何況原住民音樂相異於漢族音樂，其音樂本身的豐富性和藝術性，還不只是原住民本族

人學習而已，更能夠充實大社會之音樂教育內含。林道生（1997:20-24）說原住民音樂的形式，

幾乎包括了西歐文藝復興以前的各種形式，所以在音樂教育中推廣原住民民謠，合於當代音

樂教學的理念及目標，也和我們的生活環境相配合。 
瞭解它的意義與價值，就應該努力保存和發揚它。簡文秀（1997:451-456）從語言上的問

題，學術性及樂曲的製作水準來檢討台灣歌謠的現狀後，提出四點展望以應未來：（1）加強

母語教育。（2）政府應主導創作人才的培育、創作理念的提昇。（3）傳播媒體及音樂工作

者，應全力配合政府，並應用社會資源，提昇製作水準。（4）成立專責文化部門，以負其責。 
所以，如何重新發掘幾將流失的南王卑南族音樂脈礦，並重新加以發展，活生生地保存

在南王卑南族人的生活之中，除了贊成前述簡文秀之意見外，筆者另加建議如下： 
第一：加強整理工作：整理就是整理現存的記憶，喚起流失的記憶，深化所有的記憶。

關於這項工作，目前我們至少能做到，加強蒐集前輩學者採集資料的彙整，鼓勵卑南族人或

非卑南族人對民族音樂產生興趣，而加強田野採集的工作。以歌譜記錄，以錄音記錄，以影

像記錄，以各種有效的途徑採集。暨然有資料，就必涉及到保管、保存與資料運用的問題，

如何集中管理、複製、維護資料的安全，也許要因應資料量的多寡設立資料櫃、資料室或資

料中心，配合部落中現有的機構來加以保存運用。學校、臨近的博物館也許是協助此項工作

的好單位。 
第二：鼓勵研究與創新：鼓勵對現有的音樂材料進行學習與研究分析，讓更多族人瞭解

自身的音樂特性。鼓勵應用研究，諸如作曲，教學、推廣策略甚至賞析方面之研究。對於南

王部落而言，在作曲方面自日據時期以來，就有很好的創作傳統，這個傳統是由卑南族民族

音樂家陸森寶所創育的。陸森寶先生一生創作了兩三百首卑南族的音樂，其中多首歌曲已成

卑南族之全民歌曲，其影響甚至及於校園民歌之發展。而今陸森寶先生雖已過世，但其遺風

仍深刻影響著南王部落，目前南王部落中從事音樂創作和舞蹈工作的人士，諸如林清美、林

豪勳、陸賢文、陳建年、曾志偉等人，或侄或孫，皆為其晚輩，而且潛力驚人，而曾志偉甚

至自己在家中成立了錄音工作室，自行製作生產音樂，音效已能趕上專業。只可惜，迄今為

止尚未注意到兒歌創作的領域，若能鼓勵研究創作，必能綻放成果，增加兒歌曲目，豐富卑

南小孩的心靈世界。 
第三：加強推廣活動：將兒歌資料納入學校音樂教育活動之中（諸如音樂課、合唱團），

以鼓勵學童學唱。目前南王國小十分熱心推動族語教育及鄉土教學活動，但在兒歌的推廣活

動上，除了近二年來舉辦少年成長營，教授南王部落的少年們認識祭儀有關的文化及歌曲演

唱之外，其他的兒歌尚未進入音樂教育的活動之內，似可加強。另外，應可配合學校之語言

                                                 
8 黃貴潮（1998:109）認為兒歌具有訓練的功能，借用各式各樣的兒歌，訓練兒童的口舌發音能力。筆者亦認

為原住民兒歌，在無意義的虛詞部份，可以練舌練口之發音，在實詞的部份，可以讓他們學習造句能力，而配

合兒歌的遊戲，可以促進兒童人與人相處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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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提倡兒歌復振創作運動，例如，將鼓勵有音樂興趣的兒童，將好的作文作品或好的

族語作品，採合作方式創作自己唱的兒歌。9鼓勵出版，諸如出版譜冊10，出版有聲資料：唱

片、錄音帶、伴唱帶、配合教學畫面的 MTV 等，甚至可以應用電腦於音樂教學（賴美鈴

1997:63-74）及推廣活動上。多多舉辦兒歌演唱、作曲創作之比賽活動或表演活動，讓南王原

有的兒歌伴隨著新的兒歌，活活潑潑地重新在南王部落的街角和原野上復現。 
第四：以學校功能帶動部落風潮：任何一項與人有關之事務，其成敗之舉，常與推動者

密切相關，所以簡文秀（同前）主張成立專責機構之意見，十分切合實際，但在一個部落之

中，成立專責機構，則顯困難，不過利用現有之政府機構，做為推動單位，則十分可行。現

今南王部落內之政府機構，特別是文教機構有南王國小、卑南國中及國立台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籌備處之卑南文化公園。然而盱衡實況，筆者認為以南王國小為中心，結合上述單位，及

部落中之長老與各種組織團體，是最佳的搭配。透過學校，帶動社會教育，甚至積極組成研

究會、推廣會或作曲會之學習型組織，不僅配合及結合教育部之推倡終身學政策，亦可借助

社區總體營造之策略與資源。 
 

結語 
 

本文從文獻回顧的角度，配合筆者在南王生活的實際經驗，面對似已將絕之兒歌，重新

探索南王卑南族人的兒歌世界。筆者之父雖為南王部落之卑南族人，但母親係阿美族人，然

而，又由於早年不住在部落之中，記憶中的童年，從來未聞南王的兒歌，也不記得有聽過阿

美族的兒歌，原住民的兒歌對我而言，連遙遠的記憶都算不上，而是失聯的記憶。我能記得

的兒歌，己經是「兩隻老虎」、「造飛機」之類的兒歌，和原住民有關的兒歌，也是被誤植

為原住民兒歌的「捕魚歌」（白浪滔滔我不怕）而已。我更不記得母親是否唱過阿美的「搖

籃曲」給我聽過，我滿腦子深印的是小學音樂課上認真學來的舒伯特「搖籃曲」，所以，這

篇文章寫來，對我而言恍若時光之旅，像發現了一處早被遺忘的遺址，重新細細品味，那即

陌生又彷彿相識的旋律，重新揚起。但，揚起的是一個大大大的問號，然後是一陣心酸，為

什麼不是在童年的時候，和它一起相遇，和它一起成長，和它一起糾纏在生命裡。 
最近，有音樂製作人探到了南王部落蘊藏著音樂的寶庫，就便在上文中提到的曾志偉自

設的錄音室裡，邀他的甥女曉君主唱，他們一家人從祖父母到嬰孩一齊配唱。製作人想聽我

的意見，送了一份母帶給我試聽，我帶回家以應酬式的心情將它置入錄音機中，一陣陣從來

都沒有聽過的天籟之音昇起，震攝住了我的心！那是南王部落的搖籃曲，是大人唱給小孩聽

的那種搖籃曲，是我應該要聽過，但卻從來沒有聽過的搖籃曲。四十餘歲的大男人，竟然有

若孩子般地靜靜落淚在書房！是感動於音樂之美呢？還是，還是難以承載四十餘年的失落與

                                                 
9 八十七年底，在師大成教中心李瑛教授協助之下，在南王國小舉辦了一場成人的母語研討會，研討之後，結

業學員必須返回部落負責推廣工作，建和部落因此產生了一首以族語頌讚故鄉的悅耳兒歌，而該兒歌在推廣者

努力下，已漸成人人會唱的歌曲。 
10 民國七十九年在聲寶文教基金會的贊助之下，救國團曾經組織高中學生的表演團隊赴北巡迴各大專院校表演

「後山傳奇」之節目，當時，幸好許常惠先生出版了原住民音樂的譜冊，使該團在尋找資料和學習上，節省了

許多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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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我不知道，我不知道南王的媽媽們能唱那麼動人的兒歌給小孩子們聽！ 
隨後，我拭去淚水，拿起帶子走入客廳，把妻女都喚來一起聆聽那一支母帶，我們都出

奇的安靜，靜靜地聽完那首歌，忽然，二女兒揚起快樂的聲音說：「我知道了！我知道了！

這首歌有一位 mumu11到學校來教過我們。」哦，原來爸爸遺失的，女兒拾得了，感謝學校的

安排。我忽然想到，只要我們記憶中有它，心中有它，靠著新的技術、方法與策略，我們還

可以讓它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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