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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b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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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族，現在主要居住在台灣省東南部，包括台東平原西側山麓和東台縱谷

南端一帶河川平原上。從語言學的分類上而言，卑南族屬於南島語系下的排灣語

群支下的卑南語群。但在族群分類上，卑南族的確定在學界的認定上卻經歷了一

段曲折。「卑南」此一名稱，原是卑南族中大社「南王」傳統社名音譯。由於其

語言與文化上與排灣族相近，在最早期日人學者對於當時台灣原住民的調查中，

馬淵東一等人將卑南族與排灣、魯凱族同屬於排灣群。後來在移川等人所著《高

砂族系統所屬》之中，因其特殊的 karumahan（祖家制度），才將卑南族從排灣

族中獨立出來，並且以其共同發源地 panapanayan（位於知本南方美和村的一處

海岸）作為這群人的族稱，改為 panapanayan 族。也常見以舊部落數而稱為「八

社蕃」。到了光復後，則多以卑南社（puyuma）的地名為其族稱，所以一般稱之

為卑南族。由於這個族稱對族人而言有所疑義，因此在民國七十八年之後開始八

社輪流舉行聯合年祭時，便以「pinuyumayan」一詞來指涉全部的卑南族人。

「pinuyumayan」這個詞的意思是「屬於卑南族的」，因此在卑南語中，便以此語

與原指地名的 puyuma 做了區分（林志興 1995 :27）。因為卑南族以往並沒有一

個對於族人的通稱，對於不同社之間的人群是以起源的關係所界定，因此

「pinuyumayan」這個詞的稱呼，似乎在對於外界的宣導上也並沒有造成影響，

一般外界還是以卑南族作為該族群的通稱。 
 

第二章 族群分布與族群歷史(Ethnic Distribution and Ethnic History) 
卑南族在有文獻記載以來，多居住在台東平原上。目前約有人口一萬餘人，

分佈在今台東縱谷南端，大多數居住在卑南溪以南、知本溪以北的海岸區域，以

台東市最集中。此外，台東市東河鄉及屏東縣來義鄉亦有少數分佈。至於原來分

佈於台東縣太麻里鄉、屏東縣滿州、牡丹等鄉者，似乎大多被排灣同化；原住在

恆春鎮者，則可能已經被漢族同化，人口統計皆不計入卑南族人口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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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入山或入花東縱谷的通道，加上和外界接觸時的開明態度，在東台灣的政治歷

史上，一直深具影響力。 
卑南族早在元朝時，就已經與西部來的漢人有交易，當時即稱此地為卑南

覓。荷蘭人來台之後（1600-1662），至東部採礦而與卑南覓的住民有所接觸和合

作，荷蘭人走後卑南社接管其勢力，其勢力範圍北至關山、池上、廣澳、新港，

南至大武一帶，應為當時所稱卑南覓七十二社的範圍，族群上則包括現今的阿美

族、排灣族人等。在清朝時期，鄭成功等人也曾企圖至卑南地區採金礦，卻因卑

南地區的武功強盛而退。清朝文獻中，江日昇的《台灣外記》（1683）、黃叔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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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台海使槎錄》（1736）中，都曾就出現稱之為「卑蘭覓」的卑南族群。在跟

卑南族有關的文獻記載中，清康熙三十五年（1695），台灣府令陳林、賴科等越

山至卑南招撫山胞，冊封其酋長文結為卑南王。跟據日人幣原坦記載，康熙六十

年（1721）台灣發生朱一貴事件，餘黨王忠金等一行人逃至卑南地方（雍正元年，

1722 年），有舉兵再起之勢。瑯橋通事王章便採懷柔政策，以衣服、官帽、鞋子

等餽贈卑南的大酋長。大酋長協助捉拿首領，清賜「卑南大王」稱號，並賜王衣、

王冠，並委其專門治理東部的原住民。因此卑南人當時的勢力可達花蓮港一帶（幣

原坦）。目前當地男性長老穿的禮服，卑南語發音為「lonbau」，疑為「龍袍」之

音譯，應為當時清朝賜朝服給卑南王以作為朝貢時的服裝演變而來。 
至 於 在 卑 南 族 自 己 的 口 傳 歷 史 中 ， 卑 南 族 是 在 當 今 台 東 美 和 村 的

panapanayan 一處登岸，這個登陸地點在知本稱為 ruvaan，南王稱為 panapanayan。
知本和建和社在民國 49 年在美和村公路邊斜坡上矗立的「台灣山地人祖先發祥

地」碑。據知本社說法，即當年浮海登陸的先人有二女一男，即索加索加伍、派

魯伍、立加索。三人登岸後開始繁衍，姐姐一系即為今建和部落、弟才是知本社，

南王則是另外一位的後代。其他的卑南聚落則主要由知本和南王兩個聚落分出。

這些聚落根據口傳歷史中的竹生和石生作為兩群人分類上的依據，語言上也稍有

差異。竹生傳說的部落以南王為主，石生則以知本為主。以下則是各個部落的分

支圖。 
 

                           katipol     
石生地 ruvahan─tipol              kasavakan 

                                   likapon      likapon 
                                                alipai 

                                         vankiiu 
卑南族                                         tamalakao 
                                              vankiu 

                                               puyuma 
竹生 panapanayan─puyuma           pinasiki 

                           apapolo 
 
卑南族諸系統部落 (宋龍生 1964:67 台東平原卑南族調查簡報) 

由於在七零年代的經濟發展，許多卑南族人遷移到北部或南部的大型都市中

工作，賺取薪資。而在九零年代初陸續回到部落中，進行務農等工作。截至目前

為止，仍然有旅北旅南的的同鄉會之稱，做為離家鄉的族人聚會與聯絡情感的社

團功能。 
 

第三章  社會結構與人群組織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Grouping) 
    卑南族的社會組織結構與人群組織，主要還是以親屬關係為構成社會的

 5



基本結構。最小的社會單位是家（ruhma），以上則可分為 sarumahnan（世系群），

之上則為 samawan（氏族）。幾個氏族群居之處則為村落（zekal）。通常一個氏族

會有一個大型的祖靈屋（karumahan），由該族的司祭（rahan）負責管理以及進

行相關的歲時祭儀，如小米收穫祭、大獵祭等。 
除了與親屬相關的社會單位之外，每個部落都會有男子會所，是村中最主要

的處理公眾事物以及對外征戰功能的社會單位。而男子會所的主要成員，全是由

部落中將成年與成年的男子所構成，有些族群部落的會所僅有一個，但是卑南族

的部落往往具有一個以上的會所，卑南社則有六個會所。過去在未進入國家統治

的部落自治年代裡，卑南社的男子會所是建在部落的週邊入口上，像是戍守邊境

的軍營，或是固守城門的防軍，注意來往進出的人，而婦女或老人外出部落辦事

時，更要擔負隨護的任務，以防躲在暗處窺視的敵人，突然攻擊攫取人頭。為了

部落防衛的目的，相伴會所存在的社會組織即是嚴密如軍隊的年齡組織，所有的

男子都要加入會所，就像實行徵兵制國度裡的男子都要當兵一般， 
在聚落內的領袖方面，一個是來自於每個氏族的 rahan，在不同家族的 rahan

之中有一個地位較高者，由他領導其他 rahan 進行儀式或決定部落事物。此外，

還有一種領袖是 ayawan，一般是指領導者。如青年會中的 ayawan 等。不過 ayawan
並沒有宗教上的功能，在某些部落中甚至以 ayawan 取代 rahan 的位置成為整個

部落的意見領袖。 
 

第四章  生計基礎與經濟活動(Subsistence and Economy) 
卑南族分佈的台東平原，是由卑南大溪、太平溪、利嘉溪和知本溪沖積而成，

是台灣東南沿海岸最大的三角洲平原。而當地的自然環境複雜，包括海洋、平原、

山岳、沃土、和雜草漫生的河沼地帶，以及利於居住的山坡地帶，提供族人各式

各樣的生存環境。 
一般而言，卑南族的基本生產模式與南島語族的文化特色一致，傳統產食為

男獵女耕的性別分工，女性負責種田，男性負責開墾、上山狩獵。早年卑南族的

男子主要負責打獵，提供動物性蛋白質，而女性則是耕作粟為主。由於該地的環

境複雜，在適應的過程中，位於南方的知本系的部落，在生計型態上逐漸發展為

從事山田燒墾的輪耕、游獵經濟；而位居北方肥沃平原的卑南社，則採定耕、雜

以為數不多的山田燒墾輪耕，在農閒時從事大規模的狩獵。在清道光年間卑南族

人開始接受水田耕作的技術，轉為以稻米為主的生業體系。 
由於以往卑南族是有類似帝國型態的制度出現。當時，知本是十分強盛的部

落，附近的部落，包括卑南族自己的部落，如利嘉、南王等，以及他族，如阿美

族和布農族，都是當時對知本納貢品的區域。隨著知本與南王部落勢力的消長，

必須納貢的範圍也有所更替。後來地位的轉移，南王部落獲得了收受貢品的權

力。因此早期在台東平原上的交換關係與當時的權力結構有相當的關連。 
 

第五章  信仰體系與祭典儀式(Religions and Ri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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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卑南人對於超自然的觀念可以被歸類為泛靈信仰，基本上卑南人

相信萬物皆有靈。除此之外，最令外族印象深刻的，就是卑南族的巫師（目前知

本語稱 bulingow，南王稱 tamaramau）卑南族的巫術系統是遠近馳名的，鄰近的

排灣族和阿美族都十分畏懼卑南女巫的法力。巫師有占卜與施法以及主導儀式的

能力。巫師的巫術分為黑巫術和白巫術，黑巫術為害人，而白巫術則為治療。巫

師多半由女性來擔任，而男性多擔任竹占師，疑為由阿美族傳入的占卜方式。 
至於外來宗教的傳入，時間可溯及荷蘭人來台時期。當時荷蘭人除了淘金之

外，也在卑南當地設立當地會議，以及傳教。基督教的傳入，對於當地的文化而

言有很大的影響，包括最直接的影響，便是對於祖靈屋信仰的破壞。很多居民在

基督教的影響下燒掉自己的祖靈屋。但在近年來，由於對於祖先崇拜的觀念，很

多人又紛紛的蓋回祖靈屋。 
卑南族傳統的宗教領袖，可分為兩種，分別是掌管整個氏族祖靈屋的 rahan，

以及上文提及的巫師（bulingow），或者也可稱他們為儀式專家。在卑南族主要

的祭典中，這兩者都扮演領導儀式進行以及進行祝禱的工作。 
而卑南族的祭儀多半跟隨著作物的收成時序而訂定。如七月的小米收穫節

（venarasaH）、十二月底的大狩獵祭(mangayaw)、猴祭(mangayangayaw)與除喪祭

（gilabus）。以及在年中若遇乾旱的情形，則進行祈雨祭（bauza）。 
 
第六章  族群界域與部落關係  (Ethnic Boundary and Tribal Relationships) 
    從卑南族聚落的組成可以發現，村落是由親屬團體所組成的一個聯合的單

位，而在一個聚落中有可能容納不同族群的人群，如知本社的羅法尼耀家族，從

口傳歷史上而言，是屬於排灣族，但是該家族也是組成知本部落一個重要的家

族。族群的界線在互動頻繁的台東平原，可能並不是這麼清晰，或者更重要的是

一同居住在處的經驗。 
 
第七章 藝術美學與樂舞文化(Ethnic Boundary and Tribal Relationships) 

卑南族在藝術方面的表現，不若鄰近的排灣族的物質文化一般華麗，不過仍

有其特殊之處。卑南族最精緻的藝術在於其刺繡和織布。由於織布的過程十分繁

複而費工，在漢人的刺繡技術傳入之後，很快的就取代了傳統的織布技術，而發

展出繁複的刺繡花樣。其中以十字繡法最普遍，人形舞蹈紋是卑南族特有的圖案。 
此外，卑南族的男子會所的建築工事亦十分的精美。由日治時期所攝的照片

看來，卑南族的少年會所，是台灣南島語族中杆欄式建築的高度最高，並且地板

的面積最大的杆欄式建築。可見建築技術在卑南的發展已經到達一定的水準。 
在音樂的表現方面，卑南族人在當代流行音樂上的表現更是傑出。從陳實先

生創作的「海洋」，陸森寶老師開始所創作的音樂「懷念年祭」、「美麗的稻穗」，

民歌時代的萬沙浪、「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做詞作曲者高子洋，以及近代的創作

歌手陳建年，流行歌手張蕙妹等等，在台灣的原住民音樂表現上是十分傑出的一

個群體。而在舞蹈方面，卑南族傳統的年祭時跳的傳統舞蹈，舞步十分的複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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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力。因此在 1993 年國家文藝季時，卑南族的傳統男子舞蹈得到一致的好評。 
 

第八章  社會運動與當代情境(Social Movement and Contemporary Situation) 
從文獻上的記載可以發現，卑南族對外界的適應和吸納能力極佳，從荷蘭時

期開始與在上位者的關係都十分密切。因此在整個與殖民政權與國家力量接觸

時，較少有政治性的抗爭行動。但是卑南族展現在對於文化的復振上，卻是活力

十足。自七十八年開始恢復傳統祭典，卑南族人除了在各自的部落恢復傳統的祭

典之外，同時也組織卑南族的聯合年祭，由十個聚落輪流主辦。在整個恢復的過

程中，每個部落也發展出自己部落的特色。例如知本部落在展演上會展現

「budean」，舞蹈動作代表的是以往挑貢品時沈重的樣子。而初鹿部落則是盾牌

舞，展現出為了抵禦布農族南下的防禦姿態。在聯合年祭時所呈現的各個部落的

不同特色，也藉以展現出新的自我與文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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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南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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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族，現在主要居住在台灣省東南部，包括台東平原西側山麓和東台縱谷

南端一帶河川平原上。根據語言學者的分類，大多數的學者同意，卑南族語屬於

南島語系下（Austroneisan）的排灣語群支下的卑南語群（李壬癸 1997）。而從日

治時期以來，卑南族的「官方分類」以及內部的歧異性，都是相當複雜而多源的。

在日本學者對於台灣南島語族在學術上的分類，卑南族曾與今日的排灣族和魯凱

族合併為「排灣族」，不但今日太麻里以南沿海地區的排灣族聚落盛傳著與卑南

族相關的口傳歷史，屏東縣牡丹鄉旭海村一帶的排灣族也被認為是「排灣化的卑

南族」（參考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此外，卑南族也與鄰近

的排灣族、布農族、魯凱族和一水之隔的雅美族（達悟族），存在著一些文化上

的相似性。後來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出版的調查報告書中則將南王社（南王）與

阿美族放在一起（佐山融吉 1913），將知本社等其他卑南部落與排灣族並列（佐

山融吉 1921）。後來在移川等人所著《高砂族系統所屬》之中，因其特殊的

karumahan（祖家制度），才將卑南族從排灣族中獨立出來，並且以其共同發源地

panapanayan（位於知本南方美和村的一處海岸）作為這群人的族稱，改為

panapanayan族1。  

雖然卑南族具有在分類上的獨特地位，但是該族在文化的表現上仍然呈現相

當複雜的樣貌。除了內部歧異性之外，卑南族與外部的異族和外來統治族群的頻

繁接觸，而呈現出以往所認為的「漢化」、「不具個別特色」、「混合性」的特質。

例如衛惠林、陳奇祿、何廷瑞先生在 1954 年的研究中提到：「卑南族在分類學上

的地位迄未決定；該族的文化特色懸案最多；該族所保持的若干重要文化證據迄

無詳確報告…」（1954:14）。也就是在文化上則呈現出與鄰近的阿美、達悟、排

灣文化相近的特色。不過，這樣的現象其實呈現出早期學者對於卑南族文化「整

體性」的想像是忽略了卑南族本身的差異性質，也忽略了對於卑南族與外界互動

過程的觀察。但是卑南族在語言與文化特色上，很明確具有一個獨特的分類上的

位置。 

 
                                                 
1雖然這樣的族稱仍具有爭議性，因為族人對於起源地的稱呼並不一至。如知本部落稱起源地為

ruvahan，而南王部落才稱之為panapan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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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族稱釋義(meaning of ethnic name) 

「卑南」族此一族稱，其實指涉的是南王部落的名稱 Puyuma。卑南族的名

稱由來，實有其歷史的過程。卑南族早在元朝時，就已經與西部來的漢人有交易，

當時即稱此地為卑南覓，當時的住民應該屬於當今的卑南族人。在十七世紀的上

半葉，荷蘭人便到東部採礦，而與當地的卑南族人有許多合作的關係。到了清朝，

更因為卑南族人協助平定朱一貴事件的餘黨，而冊封「卑南大王」的稱號。到了

日治時期，以 1911 年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發行的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e in Formosa 一書為例，當局參照伊能嘉矩、鳥居龍藏等人的分類，把

"Piyuma"（按：即卑南族）視為獨立的一個族群，而構成當時台灣九個蕃族中的

一支。但是另一位日本學者森丑之助卻在翌年（1912）於《日本百科大辭典》的

「台灣蕃族」一文中，把卑南族與排灣族、澤利先（魯凱族）同歸屬為一個族群。

1913 年蕃務本署刊佈《理蕃概要》，仍然採用森氏的分類。雖然佐山融吉的《蕃

族調查報告書》（1913）和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1915）都

把卑南族獨立成為一個族，森丑之助在 1915 和 1917 年出版的《台灣蕃族圖譜》

第一、二卷及《台灣蕃族志》第一卷中，則仍然維持他的分類方式。這種不一致

的分類方式一直是要到 1935 年，在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和馬淵東一（1935）

所合寫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一書，才有了一致的說法；對於整個台灣

「南島語族」的分類與命名而言，眾所皆知而且迄今沿用的「九族說」即始自於

此。在這本鉅著中，移川子之藏等人大致恢復了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英文理蕃報

告的九分法，但是更改了幾個族名：例如把"Tsarisen"（澤利先）改為"Rukai"（魯

凱），改"Ami"（阿美）為"Pangtsah"，改"Piyuma"為"Panapanayan"。為何把"Piyuma"

（或"Puyuma"）改為"Panapanayan"呢？根據移川子之藏等人（1935：333）的說

法，因為「卑南社」也是叫做"Puyuma"，如果使用"Puyuma"一詞，則無疑地會

把「部落」與「族群」之名稱混淆了，這樣的作法顯然並不妥當。因此，他們認

為使用傳說口碑中的發祥地"Panapanayan"毋寧更為適當。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

個圓滿的解決方式。然而，如果我們仔細研讀《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第

七章ン族(Panapanayan)〉 的口碑內容，而且接受這些記載的說法，那麼有關「卑

南族」的構成可能比們所想像的更來得複雜，並非只是採取一個合適的名稱就可

以解決的。因為卑南族主要分為，起始神話中族人是由石頭中出生的知本部落系

統，以及從竹子中出生的南王部落系統，這兩個系統對於起源地的稱呼也不相

同。例如知本稱該地為 ruvuwaHan，而南王部落才稱該地為 panapanayan，因此

這個族稱並不適切。 

到了光復後，則以卑南族（puyuma）為其官定族稱，所以截至目前為止，

一般媒體或者在學術研究的用語上，多半以 Puyuma--卑南族來指稱目前居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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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平原上，起源神話與文化表現略有差異的這群人。 

 

第三節 我族觀點(native’s viewpoint) 

然而，「卑南族」（puyuma）這個族稱對族人而言，所指涉的意義並非指卑

南族整體。對卑南族人而言，Puyuma 指的是南王部落（puyuma）。族人對於自

我族群的認定方式，在以往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稱呼，而僅是以起源神話上的關係

來界定氏族或者部落之間的關係。光復後，宋龍生（1965：67）根據口碑傳說，

認為卑南族的「部落」可以分為兩個系統：（1）石生系統──以「知本社」為主，

從中再分出「射馬干社」、「呂家社」、「大巴六九社」、「北絲鬮社」和「阿里擺社」；

（2）竹生系統──以「卑南社」為主，另分出「檳榔樹格社」。這種分別以知本

和南王為主的兩系統說，不但廣為學界接受（如許木柱 等 1995：657-658），也

為卑南人所沿用（曾建次 1997, 1998）。事實上，一些研究指出這樣的區分也表

現在某些社會文化特徵和語言上的差異（參見 Mabuchi 1976；另見丁邦新 1983）。

另以小米祭為例，儘管「知本社」、「射馬干社」和「呂家社」行祭的方向有所差

異，而且各自「部落」內也是錯綜複雜，這三個「社」向祖先出生地的 panapanayan

行祭卻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全「社」一起舉行。相對之下，「卑南社」既不向

panapanayan 行祭，更因為領導家系的不同而各異祭祀的方向（移川子之藏等

1935：362；另參閱林志興 1997；陳文德 1989：56）。 

然而延續著學術上的分類架構，再加上國家力量的官定族稱，因此，在光復

後族人也普遍的接受「卑南族」作為自我族群的認定方式。一直到了民國七十八

年解嚴之後，台灣許多社會運動的興起，原住民團體部分有一連串的抗議活動，

如破除吳鳳神話，還我土地、正名運動等，原住民的自我意識與社會福利等等議

題，漸漸喚起族人們對於以往被壓抑的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特殊性與台灣大社會之

間問題的意識（蔡明哲等 2001:263-310）。此時，卑南族人也協議開始恢復以往

被國民政府以防止集會結社等行為而禁止的祭典和青年會所等等的社會文化制

度，因此在 1989 年開始八社輪流舉行聯合年祭時，當時族人便以「pinuyumayan」

一詞來指涉全部的卑南族人。「pinuyumayan」這個詞的意思是「屬於卑南族的」，

因此在卑南語中，便以此族稱與原指地名的 puyuma 做了區分（林志興 

1996 :27）。不過，在以往的卑南族並沒有一個對於族人的通稱，同時，對於不同

社之間的人群是以起源的關係來界定彼此的關係，因此「pinuyumayan」這個詞

的稱呼，似乎在對於外界的宣導上也並沒有造成影響，一般外界還是以「卑南族」

作為該族群的通稱，不過對於卑南族各社的差異性的描述，以及卑南族人在都市

發展的現況，已經有了更多元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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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族屬今論(today’s debates) 

今日居住在台東平原上的卑南族，在清朝末年和日治初期形成了八的部落，

到了後來因為遷徙的關係，以及人口的增加，在日治末期又添了龍過脈和寶桑兩

個部落，而成了現今所見的十個部落（宋龍生 1998）。目前的卑南族十社請見表

一。 

 

現有聚落名稱  舊社名  今日行政區劃  備註  

（1） 知本 
(kaTaTipuL)  

(1)知本社  台東市建業、知本里   

（2） 建和  
（kasavakan）  

(2)射馬干社  台東市建和里    

（3） 利嘉  
(likavung)  

(3)呂家社 卑南鄉利嘉村    

（4） 泰安 
(tamaLakaw)  

(4)大巴六九社 卑南鄉泰安村    

（5） 初鹿  
(ulivulivuk)  

(5)北絲鬮社  卑南鄉初鹿村    

（6） 上賓朗  
(HaLipay)  

(6)阿里擺社  卑南鄉賓朗村    

（7） 下賓朗  
(pinaski)  

(7)檳榔樹格社 卑南鄉賓朗村    

（8） 南王  
(puyuma)  

(8)卑南社  台東市南王里    

（9） 龍過脈  
(danadanaw)  

  卑南鄉明峰村  光復後，由初鹿分出 

(10) 寶桑  
(apapulu)  

  台東市寶桑里  日據時，由卑南社分出 

＊表一（引用自陳文德 1999 台東南島文化節學術演講稿，另參考宋龍生 1998） 

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傾向於重視不同部落之間的差異性以及在何種基礎上卑

南族可以視為是一個文化單位，歷史的過程又如何型塑出其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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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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族在有文獻記載以來，多居住在台東平原上。目前約有人口一萬餘人，

分佈在今台東縱谷南端，大多數居住在卑南溪以南、知本溪以北的海岸區域，以

台東市最集中。此外，台東市東河鄉及屏東縣來義鄉亦有少數分佈。至於原來分

佈於台東縣太麻里鄉、屏東縣滿州、牡丹等鄉者，似乎大多被排灣同化；原住在

恆春鎮者，則可能已經被漢族同化，人口統計皆不計入卑南族人口中（達西烏拉

灣畢馬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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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控了入山或入花東縱谷的通道，加上和外界接觸時的開明

態度，在東台灣的政治歷史上，一直深具影響力（李瑛等 2001）。 

卑南族的聚落在日治時期經過了一些規劃和設計，因此目前可見的卑南族部

落多有棋盤式的街道，實際上這些都是日治時期日人對於卑南部落的社規劃之成

果。因此，目前卑南族居住的地貌，實際上除了早先依照適宜居住的自然環境之

外，人口的遷移以及國家的力量，同樣一道道的刻畫著目前卑南族的聚落（參考

陳文德 1999）。 

 

第二節 文獻史記(documental records) 

卑南族早在元朝時，就已經與西部來的漢人有交易，當時即稱此地為卑南

覓。荷蘭人來台之後（1600-1662），至東部採礦而與卑南覓的住民有所接觸和合

作，荷蘭人離開後卑南社接管其勢力，其勢力範圍北至關山、池上、廣澳、新港，

南至大武一帶，應為當時所稱卑南覓七十二社的範圍，族群上則包括現今的阿美

族、排灣族人等。實際上，鄭成功等人也曾企圖至卑南地區採金礦，卻因卑南地

區的武功強盛而退。在清朝時期，自牡丹社事件之後，光緒元年（1875）正式在

台東設置的直隸州，由胡傳任知州。清朝文獻中，江日昇的《台灣外記》（1683）、

黃叔擏所著《台海使槎錄》（1736）中，都曾就出現稱之為「卑蘭覓」的卑南族

群。在跟卑南族有關的文獻記載中，清康熙三十五年（1695），台灣府令陳林、

賴科等越山至卑南招撫山胞，冊封其酋長文結為卑南王。跟據日人幣原坦記載，

康熙六十年（1721）台灣發生朱一貴事件，餘黨王忠金等一行人逃至卑南地方（雍

正元年，1722 年），有舉兵再起之勢。瑯橋通事王章便採懷柔政策，以衣服、官

帽、鞋子等餽贈卑南的大酋長。大酋長協助捉拿首領，清賜「卑南大王」稱號，

並賜王衣、王冠，並委其專門治理東部的原住民。因此卑南人當時的勢力可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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蓮港一帶（幣原坦 1931；宋龍生 1998: 1-24）。目前當地男性長老穿的禮服，卑

南語發音為「lonbau」，疑為「龍袍」之音譯，應為當時清朝賜朝服給卑南王以

作為朝貢時的服裝演變而來。 

而日人欲統治治理東部時，曾藉助屏東「下番社」（或稱瑯嶠十八社

Sugarogaro）總頭目潘文杰以及卑南平原上的卑南社和馬蘭社（阿美族）的幫助，

順利進入屏東和台東地區。在日據台的第二年（1896 年，日明治二十九年），為

了實施對原住民的教育，以培養日程生活之良好習慣與傳授日語為主要目標，以

為其施政、授業和徵用原住民人力資源做準備，因此首先在潘文杰的家鄉豬嶗束

社（金屏東滿州鄉里德村）設立了原住民居住地需的第一所學校，即「恆春國語

傳習所豬嶗束分教室」。教授國語（當時的日語）、習字、算數三科，及「談修身」

（邱奕松 1985:87-88）。復又於 1897 年（日本明治三十年）在台東設置台東國語

傳習所，同年的五月設置台灣國語傳習所馬蘭分教場及卑南社分教場（邱奕松

1985:90）。自此時起，卑南族有了第一所學校，校址就在今台東市卑南里昔日的

卑南鄉鄉公所附近（宋龍生 1998:287-288）。在 1901 年，知本社設立分教場，於

1905 年三月二十八日，與卑南分教場同時改稱為知本公學校，又於同年呂家社

也設立的呂家公學校。此外，在日人的統治之下，日官政府於明治四十一年

（1908-09）明令禁止了卑南族納貢的習慣，以及青年聚會所的設置。 

從這些在光復之前的紀錄，可以看到「卑南族」如何出現在歷史的過程中，

以及當時的政權與卑南族的互動關係。 

 

第三節 口傳族史(oral history) 

至 於 在 卑 南 族 自 己 的 口 傳 歷 史 中 ， 卑 南 族 是 在 當 今 台 東 美 和 村 的

panapanayan 一處登岸，這個登陸地點知本稱為 ruvaan，南王稱為 panapanayan。

知本和建和社在民國 49 年在美和村公路邊斜坡上矗立的「台灣山地人祖先發祥

地」碑。依照知本社的口傳歷史，洪水滅世後，五位兄弟姊妹乘在木臼中在發祥

地 ruvahan 登陸，兩個升上天為日月，其餘三個成為卑南族，排彎，阿美，以及

魯凱族的祖先。知本部落在民國四十九年時，在 ruvahan 發源地設立了一個石板

做的小屋，裡頭寫著三個洪水滅世後在此登陸的三位祖先的名字：巴落伍

（paLuH）、塔孚塔孚(tavutavu)、索卡索高（sukasukaw）。而在其右邊也用石版

搭建一個小屋，祭祀土地神（mialup）。並且立上一個石碑，上頭寫著「台灣原

住民族發祥地」（陳玉苹 2001）。 

在知本系統的神話傳說中，tavutavu與 sukasukaw所生出的不同顏色的石頭

中，迸出了現今知本的祖先，因此，知本這一系的卑南族人被稱之為石生系，而

南王則是因起源神話中由這sukasukaw手中的竹杖插入發祥地而生出的竹節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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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人，因此南王部落則被稱為卑南族的竹生系。在口傳神話中第五或六代子孫

tuku 與sihasihaw兩姐弟以及其各自繁衍的後代，就是當今建和部落與知本部落

的祖先。弟弟Sihasihaw所繁衍的後代，成為知本部落中主要的大氏族mavaliu，

姊姊tuku所繁衍的後代中，有一支系為pagarugu氏族，此氏族一部份的人群與知

本mavaliu氏族同居住於一個地區，一部份的人群則到了建和部落。另外有一支

ruvaniau氏族，原本是從屏東縣來義鄉遷到maludep社 2 ，再從maludep社遷到

lungduan3社，最後因為瘟疫而離開，在路過mavaliu氏族當時的居住地tupi(在現

知本的上方，建興里附近)時被mavaliu氏族勸留，另一部份的人則繼續走到建和

部落定居，因此兩個部落都有ruvaniau氏族的人(曾建次 1996:149-151)。因此，

這三個氏族的人群構成了當今知本部落的主要成員（陳玉苹 2001）。 

至於南王部落的口傳神話，本身就有歧異性。林志興指出，南王部落的起源

神話的第一個說法，是由靠知本部落南邊山麓的 ruvuwaan（華源村）源起發展。

第二個說法也是由靠知本部落南方，但在海邊的 panapanayan 起源發展。第三個

說法則是敘說南王部落的祖先是在都蘭山登陸（林志興 1996）。從陳文德的研

究中也呈現出南王卑南人在 1990 年左右開始宣稱並且更改南王部落的發源地，

以與知本系的卑南族人有所區別。這裡也突顯出卑南族部落之間對於自我認同的

差異性（陳文德 1998）。 

其他的卑南聚落則主要由知本和南王兩個聚落分出。這些聚落根據口傳歷史

中的竹生和石生作為兩群人分類上的依據，語言上也稍有差異。竹生傳說的部落

以南王為主，石生則以知本為主。以下則是各個部落的分支圖。 

                                                 katipol     

石生地 ruvahan─tipol               kasavakan 

                                     likapon      likapon 

                                                 alipai 

                                                 vankiiu 

卑南族                                           tamalakao 

                                                 vankiu 

                                                 puyuma 

竹生 panapanayan─puyuma          pinasiki 

                                                 apapolo 

＊ 表二 卑南族諸系統部落 (宋龍生 1964:67 台東平原卑南族調查簡報) 

                                                 
2 關於ruvaniaw氏族，在高砂族系統所屬中的研究，是說maludep社為魯凱族系統，但是在曾建次

的考據中，應為排彎族系統。關於ruvaniaw氏族到底為哪一個族群，依然有待佐證。在曾建次的

記載中，maludep位於太麻里溪南邊新香蘭村西方的山麓(曾建次 1996:151) 
3 位於太麻里鄉舊香蘭村南方兩公里處的小廟將軍府山麓上(曾建次 199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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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口遷動(migration of population) 

卑南聚落因為人口的增長以及生存環境的限制，在日治末期多增加了兩個聚

落。在光復後，因為現金經濟和消費的需求，加上台灣整體社會環境的變化，許

多卑南族人紛紛離開家鄉前往都會中工作。由於在七零年代的經濟發展，許多卑

南族人遷移到北部或南部的大型都市中工作，賺取薪資。而在九零年代初陸續回

到部落中，進行務農等工作。截至目前為止，仍然有旅北旅南的的同鄉會之稱，

做為離家鄉的族人聚會與聯絡情感的社團功能。 

林志興於 1996 年的研究中，即以研究高雄都會區的卑南族人非親屬的團體

的組成為分析對象。討論的議題牽涉到卑南族人在都市中的適應與組織方式。由

於在台灣經濟起飛後，有大量的原住民遷移到都市中，比較著名的研究像是阿美

族遷移到汐止的山光社區，基隆的八尺門等。卑南族的遷移似乎並無形成一個新

的聚落，其遷移都市的情況顯然與阿美族的遷移模式有所差距。就林志興的研究

中顯示出，旅居高雄的卑南族人因為高雄舉辦的文化活動，一些卑南族人組成了

「卑南隊」的隊伍，而漸漸形成了同鄉會的前身。但是成立同鄉會之後，全高雄

地區的卑南族人也只是四分之一的人參與，甚至同鄉會的成員中也有非卑南族

人，呈現出以「參與」為決定成員的標準。林志興認為，卑南族人傳統的聚落一

向與漢人雜處，因此在學習一些新的技術和建立人際網絡上並無困難（林志興

1996）。或許這也是卑南族人在都市的情境中，不會產生集居的新聚落，甚至同

鄉會的組織也可以容納不同族群的成員之原因。也就是，卑南族人跟台灣大社會

的關係呈現出融合並且迅速有其適應策略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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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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族的社會組織結構與人群組織，主要還是以親屬關係為構成社會結構的

最基本原則，因此必須從親屬的原則開始理解。不過，在既有的研究中顯示出，

親屬是學者研究最多卻也是疑點最多的課題。就像其他台灣「南島語族」的例子

一樣，衛惠林也是光復後最先給予卑南族親屬組織一個權威性論點的學者。衛先

生（1965）認為卑南族的親屬組織有「卑南社」和「知本社」的差異。在南王，

親屬組織有兩級姓氏群單位，即（1）「有共同祖廟 karuma（H）an 共戴親族領

袖曰 ajawang，共建會所 parakoang」的氏族組織 samawan；和（2）再由氏族分

為若干個以一個宗家為中心的世系群或宗族 sayamunan，宗族之下則是家族

sarumaenan。相對之下，知本不認為有氏族 samawwan 這一級親屬組織單位，而

只有宗族 sayamunan 和家族 sarumaenan。知本也是多會所制，各屬於三個「亞部

落」各自的領導宗族（按：即 mavalieu、pakaruku 和 ruvaniau）。但是有關於 karumaan

的祭祀，則不像南王那樣層級分明，三個領袖宗族和其繁延的小宗宗族之間的關

係也是混淆的（衛惠林 1965:370-372）。儘管有這樣的差異，衛惠林認為卑南族

的原始繼嗣法則是母系的，後來因為受到漢族父系主以及排灣和魯凱兩族並系承

嗣的影響而削弱了母系的傾向（衛惠林 1965:369）。 

  直迄今日，衛惠林對於卑南族親屬組織的論點仍然為一些學者所沿用，也廣

見於一般通俗性的介紹。可是這樣的觀點一方面既與移川子之藏等人的研究有些

出入，後來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質疑「母系」的說法。再者，由於強調「母系」的

共通性，衛先生上述有關知本與南王的差異之意義也就被忽略了。由於這方面的

討論，不但攸關我們對於卑南族親屬組織的理解，同時也涉及該族群一些重要社

會文化 特徵，以及「部落」之間可能的差異性。 

   由於以往學者對於卑南族親屬制度的理解，是與 karuma(H)an 這個特徵有

關，移川等人指出構成卑南族的一個重要的要素是 karuma(H)an，每個「社」都

有這樣的場所（移川等 1935：334）。事實上，就客觀的角度而言，這也是卑南

族這個族群一個獨特的社會文化特徵，而不見於其他台灣「南島語族」。從字義

來說，karuma(H)an 意指「舊家、本家」，但也指稱一定團體的共同靈屋、祭場（移

川等 1935:334）。不過，移川等人也指出 karuma(H)an 制度的複雜性。例如有些

karuma(H)an 很有勢力的，而身為此 karuma(H)an 祭主的頭目(ayawan)之家名往

往就是這個 karuma(H)an 的名稱，而屬於這個 karuma(H)an 者也被視為是該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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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分支。就此而言，karuma(H)an 即如字意的「舊家」。不過，也有同一系統卻

分為數個 karuma(H)an 的事例，或者屬於數個小的 karuma(H)an 者成為一個大的

karuma(H)an。換言之，karuma(H)an 的異同與系統的異同並不一致（移川等 

1935:334）。至於外來的異系份子，則通常另外形成一個 karuma(H)an。 

  另一方面，移川等人也對於 karuma(H)an 的歸屬有些說明，這更涉及日後從

karuma(H)an 的歸屬來討論卑南族親屬制度的問題。移川等人說道該族「有明顯

的母系傾向，檳榔樹、竹林、牛、武器是由父傳子，而且頭目的地位也是由父傳

子，多數是傳給長男…[相對之下]，婚姻大抵上是招贅婚，旱田、家屋、豬等主

要財產普遍是由母傳給女（多是長女）」（移川等 1935:335）。接著他們也提到有

關 karuma(H)an 的歸屬也是同樣基於母系。不過，當女兒和母親同屬於一個

karuma(H)an 時，兒子則可以同時歸屬父母雙方的 karuma(H)an──與狩獵、戰爭

關係的祭祀和祝禱是在父方，與農耕關係的祭祀則在母方的 karuma(H)an 舉行。

可是到了孫輩，則有關狩獵的祭儀是歸屬於祖母的 karuma(H)an 而與祖父的

karuma(H)an 沒有關係。亦即，與父方的 karuma(H)an 之關係只限於一代（移川

等 1935:334）。我們若從上面這段內容來看，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母系做為基礎

的說法似乎毫無疑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移川等人也提到，該族的母系傾向並

不像阿美族那樣嚴格，雖然一般是行招贅婚，嫁娶婚也時有所見，尤其是在頭目

系統之間。而且在嫁娶婚的事例中，有關 karuma(H)an 的歸屬，正與前面所述的

情形相反（頁 335，另見頁 363）。換言之，這樣的說法又似乎表示成員身份的歸

屬是由婚姻的方式來決定的。傾向這種主張的說法，可以末成道男(1970)〈臺灣

フ°族の親屬組織の志向性〉一文做為代表。 

  末成道男的研究可以說是對於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母系原則為基礎的說

法，提供另一種論點，這樣的觀點也間接從喬健的研究獲得支持。雖然兩人都是

在利嘉從事田野調查，喬健〈卑南族呂家社祖家制度之研究〉（喬健 1972）的焦

點毋寧是放在宗教信仰層面的討論。喬健指出在當地，個人前往父方或母方的

karumaHan 行祭，是根據竹占師或巫師詢問的結果；亦即，「都沒有偏向父系或

母系的傾向，而是如末成道男所云以具有伸縮性的非單系原理為基本原則」（喬

健 1972:11）。類似這種「非母系」的主張，也見於石磊（石磊 1972）在建和的

研究。石先生認為建和（甚至卑南族？）的固有親屬制度是血族型的，沒有永久

而固定的繼嗣群（石磊 1972:80-82；另見石磊 1985）。 

  從衛惠林以來對於卑南族親屬制度之所以有如此不同的理解，是因為卑南族

親屬組織已經因為社會文化變遷而改變，還是學者之間對於親屬制度有著不同的

理解，抑或卑南族聚落之間有其差異性，就像馬淵東一（1976）所說的，

karuma(H)an 的歸屬方式可以神擇的方式（例如初鹿），或者依父母的居住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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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王）來決定？儘管這些問題都有待於更詳盡的民族誌資料，但是在最近陳文德

的文章中（1998a）指出，由於以往學者多著重在繼嗣群的討論，反而忽略了卑

南族「家」ruma(H)的構成性質。從「家」的三個構成成分──家的成員、家屋和

「種仔」bini──的探討，陳文德先生認為「家」的性質才是瞭解（至少南王卑南

人）「親屬」和「親屬群體」的基礎。也就是說，以往稱之為「宗族」的 sayamunan

其實是指有共同 bini 的家戶所組成的。因此才能進一步瞭解家、sayamunan 與部

落（sekaL）之間的關係（以上引自陳文德 1999）。但是因為卑南族各個聚落的

研究尚未呈現出比較齊一的研究成果，再加上各聚落的差異性，尚須更多的研究

才能更詳盡的理解。 

 

   

第二節 社會單元(social units) 

構成卑南族社會基本單位的，主要還是家（ruhma），以家再構成世系群以

及氏族，幾個氏族再構成村落（zekal）。除了親屬構成的社會單位之外，卑南

族還有運作極為強盛的男子年齡組織，以及以女性為主的巫師團體。 

在親屬所構成的社會單位中，如上所述，知本系與南王系的社會構成似略有

差異。例如雖然基本的社會單位都是家（ruhma），但是以上的親屬單位的組成，

到聚落的構成，都有差異。例如知本社的聚落是由三個大的領導家族所構成：

Mavaliu、Pagarugu、Ruvaniaw。而南王社在以往的記載中則呈現出部落的二部

組織（衛惠林 1972）。 

而非親屬構成的社會單位中，包括青年會所，以及婦女的巫師團。青年會所

在早期的卑南族扮演著重要的保護部落以及征戰的重要功能。以南王為例，在南

王部落六大氏族，往昔同時共有一個祖靈屋和會所而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位，

祖靈屋多設在宗家，由女性家長擔任看守者，所以祖靈屋4本來的意思中含有「本

家」、「真正的家」、「舊家」的意思，因此學者通常都譯成祖廟、祖家或祖靈

屋。不過知本的祖靈屋卻不設在本家之中，而是集中在部落外可遙望神話起源之

地（在今知本天主堂一帶），不過現在都已不見了。 

此外，另外一個團體則是巫師群。這牽涉到卑南族文化中很核心的觀念：祖

靈屋（karumahan）。祭祀同一個祖靈屋的人，通常是具有血緣關係的一家人，

不過，若是出現參加父方血緣團體或母方血緣團體的疑難時，將委由占卜來決

定。一般而言，負責管理和進行祭祀祖靈屋者，稱為巫師（知本稱 bulinaw，南

                                                 
4祖靈屋的建築形式和一般的家屋的外形相同，但是規模較小，通常是以圓木為柱，以竹片做牆，

而屋頂則是覆以茅草，通常在祖靈屋的牆面（南王部落係靠東面之牆）會留建一個窗洞，做為祖

靈出入的地方。南王部落的祖靈屋的陳設則有供祖靈出入之窗，以竹建置的祭台及儲物處，咒物

箱，石灶及吊架等，水杓架arisau，以及做為守護之用的立槍sananang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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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稱 talamau）。這群巫師們是一群獨特的群體，一定是由女性擔任，她們有其

一定的拜師學習的過程，師徒之間有緊密的關係（參考洪秀桂 1976；楊江瑛

2003）。 

而就其功能而言，祖靈屋以農作祭祀及其他聖事為主，而會所則以獵祭和部

落俗務為主。不過，傳到現在，由於信仰的變遷，各家缺乏繼承者之故，各部落

的祖靈屋多已中綴，會所亦多廢弛。以南王部落為例，如今僅存 pasaraaD 和 rara

二家祖靈屋尚有承繼者外，其餘都已消失。而會所亦僅餘一處而已。 

 

第三節 政治運作(political system) 

要談卑南族的政治制度時，至少有兩個層面是必須提及的：一個就是以會所

為中心的年齡組織，另一個則是持有 karuma(H)an 為祭祀場所的領導家系。通常

只有領導家系既有會所又有 karuma(H)an。陳奇祿從年齡組織與其他社會制度之

間的互補或衝突，來解釋年齡組織的發展。在他看來，賽夏族、鄒族、布農族的

氏族不但是親屬群體，也是經濟、政治和宗教群體。至於泰雅族，則是儀式團體

具有重要性，而排灣和魯凱的貴族家系則是具有多種社會作用。因此，在這些族

群中，年齡組織並不發達。反之，在東部的阿美族和卑南族， 年齡組織可以扮

演親屬組織所不能及的作用（C-L. Chen 1965）。姑且不論陳先生的論點是否周

延，這篇文章卻也明確指出除了鄒族以外，卑南族和阿美族的年齡組織是相當發

達的，而且也在兩個族群的社會生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卑南族的年齡組織與阿美族不同，它只是一種階段性（如少年/青年/壯年/

老年）的區分，但是卑南族除了成人會所（palakuan）之外，還有少年階段成員

（約 12-18 歲）約有半年時光必須宿夜的少年會所（Takuban, Takuvan），兩級會

所成員各有他們的儀式活動。也就是說，卑南族男性成員的訓練顯然比阿美族來

得早，而且「老人」的權威也比較明顯（陳文德 1999）。其次，每個卑南族「部

落」通常包括多個成人會所，不但各有名稱，也各自附屬於一個領導家系。而且，

就像領導家系之間有一個最大的家系，會所之間也有類似的區分。 

   雖然在青年會所與部落組之間的關係仍有一些問題有帶釐清，但是不可諱

言的，年齡組織的確是卑南族「部落」中的重要組織。不但卑南族的男子透過年

齡組織和會所制度，學習社會規範與傳統知識，經此社會化的過程成為「部落」

的成員，進而成家與繁衍子嗣，舉凡攸關「部落」重要的祭儀，也通常與年齡組

織有關（宋龍生 1965：135-136）。尤其老人更是攸關「部落」重要事務的諮詢

對象，甚至是決策者。 

  基本上，表示卑南族領導地位的用詞有 ayawan 和 raHan 兩種：前者比較著

重在整個「部落」事務的權力，而且這個權位的設立往往是因為外來統治者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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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相對之下，後者則是與整個「部落」的福祉有關，尤其是負責祭儀的舉行。

以目前的資料來看，卑南族聚落或許原來比較傾向於部落政治領袖與宗教領袖結

合，爾後因為外來力量的介入才可能有所區分。不過，這種外力的介入 與之形

成的政治領袖與宗教領袖可能因為各個聚落的歷史發展（包括其內部構成）而有

所不同。例如，陳文德先生指出，南王村人曾提及 ayawan 的稱呼始自荷蘭領台

時期，並且特別指稱南半部的領導家系，儘管有時候這個用詞也會被用來指稱日

據的頭目或光復後的村長、里長。而且，相對於其他卑南族聚落，南王並沒有 raHan

（「司祭長」）一稱；音近似於 raHan 的 raan 則是特指猴祭中負責看守猴子的那

個少年會所成員（陳文德 1999）。而在筆者所進行研究的知本部落，則是以 ayawan

來指稱所有領域的領導者，但是 raHan 則是指領導家系 karum(H)an 的儀式專家

（陳玉苹 2001）。歷史的過程到底造成卑南族各部落文化如何的變化，這項工作

需要更多的重建工作才能釐清。 

就歲時祭儀參與者是會所成員以及領導家系的 karuma(H)an 是重要祭祀場所

的現象來看，領導家系顯然是整個權力的中心。不過，以進入會所的先後而區分

的長幼順序（通常也是年齡上的差序），尤其是青年/老人階段的區別，也是卑南

族社會倫理與秩序的一個重要基礎。或許我們可以說，在傾向「政教合一」的情

形下，領導家系的權力在「部落」公眾事務上，可能大於年齡組織中佔有權威地

位的老人。反之，在「政教分離」的情況下，年齡組織中的老人之重要性會更加

明顯。若是如此，這樣不同的性質也應該會影響聚落納入大社會的過程以及之後

的轉變（參考 陳文德 1999）。 

 

第四節 人際往來(personal relationships) 

卑南族人際之間的往來，多半是以年齡和性別為其基本的準則。不同性別與

不同年紀都有一套明確的行為準則。在青年會所之中的年齡組織為通名制，普遍

而言，卑南族的男子可以分為以下幾種年齡階級，以及各階級所需要學習的事項

與行為規範： 

takubakuban：13-15 歲 

男子到了十三至十五歲及必須進入這個階級，有服從組長及上級指揮命令的

意義。Takutakuban 在少年集會所（Takuban）或成年集會所（palakuwan）中不

得穿上衣。一般而言這個階段有五級，如果表現優異者，可以三年就編入下一個

階級。 

myabetan：18-19 歲 

男子經過 takutakuban 的階級之後，會晉級到 myabetan 階級，多半在 18-19

歲時。晉級者會獲長老贈送淺黃棉織兜襠布（betan），於是男子便離開少年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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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takuban）而住進成年集會所（palakuwan）。Myabeta 平日僅在腰間纏兜襠布。

他們守後在集會所，服務上級者的雜物，例如：裁縫、汲水、保養「番刀」、幫

助農耕、聽後差遣。用餐上只能吃晚餐。這種痛苦被視為一種修練，同時這個階

段也有十分嚴格的行為規範，如不能輕佻地發笑、路上遇到長輩要把上讓開避到

岔路、不允許睡在床上等等。總歸而言，這個階段必須克盡長幼之序、尊敬上級

者、竭誠侍奉等原則。 

bangsaran：21、22 歲 

結束 myabutan 的勤務，經長老許可便可晉級 bangsaran。成為 bangsaran 後

的若干年，無論從身心發育或者從社會生活上來看，都可說是他們一生中最美好

的時期。從 myabetan 其中的困苦缺乏，一躍進入華麗安樂的境界，並可享有社

會給予的眾多特別待遇和自由。最重要的是，這個階段就可以結婚了。 

maiDang：老人 

當 bansaran 在級五年後，婚後育有子女者，約四十歲左右的人，因身體從此

逐漸衰弱了，因此便晉級，與長老們同樣接受贈給集會所的酒餚分配，並享有身

為長老的一切權利和義務。（以上引自河野喜六 1953：288-306） 

在卑南族年齡階級制度嚴謹地掌握了男子的成長歷程和生涯發展，而卑南族

女子的成長過程，在概念上雖然也劃分了若干階段，可是並沒有像男子年齡組織

那般的嚴謹過程和儀式。不過，女子的一生我們仍可以將之劃分為嬰兒期、孩童

期、荳蔻期、少女期、青少女期及成年期。而上述階段的劃分原則上是依據的女

子的身體發育情形來劃分的。但是有些女子比較早婚，一旦結婚之後，為人妻，

為人母，不論其實際之年齡，都比照成年的女性視之。 

女子在卑南族的社會之中，具有重要的社會地位，由於卑南族的傳統家庭生

活是以女子為中心的母系社會，所以在家庭生活中，卑南的女子扮演了吃重的角

色，她們要繼承祖業，領導家族，主持家計，日常除了要負責管理財產，養育子

女和料理瑣碎的室內工作之外，更要負責吃重的田間農事，從播種、除草到收成

都是她們需負的責任。然而，以往卑南族以女性為主要的繼承家屋、田地等等權

利，在與漢人混雜居處多時，加上國民政府的政策主導之下，這些傳統文化的中

的女性角色已經漸漸改變。 

 

年齡分級 男性級名 女性級名 年齡 

嬰兒期 VeHenin VeHenin 一歲以內 

幼兒期 Kemawakawang Kemawakawang 2-9 歲 

童年期 Lalakan Lalakan 10-12 歲 

少年期 Takuvakuvan Maituvilan 13-1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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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期 VaLisen 18-20 歲 

青年期 Venangsangsar 21-23 歲 

壯年期 Vangsaran 

VuLavuLayan 

24-26 歲 

成年期 Maradawan MiturumaHan 27-35 歲 

鰥夫或離婚者 Inavangul 寡婦或離婚無伴者 

老輩期 Musavasavak Tainayan 36-55 歲 

耆艾期 MaHizangan Maizangan 56-59 歲 

耆老期 Temuwan Temuwan 60-69 歲 

耆齡期 Dawdawan Dawdawwan 70 以上 

 

＊表三 知本部落的年齡階級表（引自陳玉苹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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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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族分佈的台東平原，是由卑南大溪、太平溪、利嘉溪和知本溪沖積而成，

是台灣東南沿海岸最大的三角洲平原，北邊約 11.5 公里，西邊約 14 公里，東南

邊（及海岸線）約 18 公里。初鹿通谷為卑南大溪的舊河道，因河流改向的結果，

現在已經成為有谷無水之風隙（wind gap）。 

台東市一帶一月的平均溫為 18.9℃，七月平均溫為 27.2℃，台東從四月開

始，平均溫度就超出 22℃，延續到十一月。夏季的長度達 240 天。此外，最大

年雨量為 2,749 公釐，最小年雨量為 982 公釐，其間變化極大，最大日雨量可超

過 500 公釐，十分驚人。另外一個氣候上的特色則是日照率之低和日照時之短，

對於本區的作物成長有相當大的影響。此日照短的現象為台東縱谷的典型，因為

東西兩側皆有山，上午日出遲，下午日沒早。此外，颱風經常造成暴雨，因此河

道沖刷下來的礫石和林木，河床上經常遍佈淤磧的砂石。 

卑南族所生存的生態環境體系，是一個頗為複雜而多變化的場景，包括海

洋、平原、山岳、沃土、和雜草漫生的河沼地帶，以及利於居住的山坡地帶。山

岳之中有石材與林野，平原及坡地丘陵上則廣佈竹林。自然環境的多樣性，提供

族人各式各樣的生存選擇（宋龍生 1998）。 

 

第二節 飲食文化(food and culture) 

  卑南族以台東平原為主要居住地，基本生產型態是農耕兼魚獵。不過值

得注意的是，卑南族人當今雖居於海邊，卻未發展出在海上捕魚的技術。在農耕

方面，小米和旱稻曾是卑南人的主食。此外，卑南人也曾種作蕃薯、山芋、豆類

等作物。不過，整個有關宗教的活動，基本上仍是與小米和旱稻的種作有關（參

閱衛惠林 等 1954）。以南王為例，儘管今日水稻已是主食，而且也只有少數住

戶（包括巫師）種作些許小米，但是有關小米的禁忌、小米和水稻的區別依然可

見於族人的言行之間；而且在 karumaan 行入倉祭時，仍是用小米（7 月）和旱

稻（12 月）。 

   相對於小米和旱稻是採取焚墾輪休的方式種作，水稻則是定耕的。如前面

所述，日據時期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引進熱帶栽培作物，加上水圳的開鑿與水稻的

推廣，小米的種作也就因為勞力與耕作面積的使用方式而逐漸減少。這樣的現象

到了光復後更是明顯，越來越少的住戶繼續種作小米。然而，隨著整個台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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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型，當水稻的經濟價值逐漸失去它的重要性時，諸如釋迦和晚近的檳榔荖葉

也就成為卑南人的主要經濟作物。 

除了小米與稻米為主食之外，卑南族人的蛋白質來源多為獸類，在傳統上，

男子的工作即為狩獵。卑南族的狩獵以山豬、鹿、山羊、猴子等動物為主要對象，

有時也有獵獲熊或豹，取其皮革做為服飾之用（達西烏拉彎‧畢馬 2002:137）。

此外，卑南族並沒有發展出捕海洋魚類的技術，族人僅於河中抓魚。 

傳統上卑南族的食物料理方式，除了主食為粟、稻、甘薯、芋之外，尚有麻

糬。在肉類的料理上，除了鮮食，亦有將之抹鹽至於木桶醃製三日，再取出於木

架上燻乾製成燻肉。此外，亦有將鹿、山羊、豬、牛的內腸置於鹹水中醃製六、

七日之後，即可食用。在醃製類方面，還有將豬、牛或鹿肉至於糯米酒糟桶中，

同時放入鹽、薑、辣椒等調味品醃製六七日可食。另外也有醃菜。 

再來則是製酒（kuta）。主要是以粟或糯米為材料釀製而成，在祭典或宴會

時可享用。以往婦女皆熟知釀酒法，酵母以藜或菊葉、月橘、altuping 等製成。

在嗜好類的食品上，還有菸草、檳榔等。 

此外，在加工的食品上最有名的是月桃糕（inarai），作法是將糯米粉包鹹豬

肉、蘿蔔乾、小魚乾，在包上 Lavilu（鉀酸膜）的葉子，再將月桃葉整個包裹起

來，放進蒸桶中蒸約三十分鐘，即可食用。是祭典儀式中必備的食品（達西烏拉

彎‧畢馬 2002）。 

 

第三節 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 

一般而言，卑南族的基本生產模式與南島語族的文化特色一致，傳統產食為

男獵女耕的性別分工，女性負責種田，男性負責開墾、上山狩獵。早年卑南族的

男子主要負責打獵，提供動物性蛋白質，而女性則是耕作粟為主。由於該地的環

境複雜，在適應的過程中，位於南方的知本系的部落，在生計型態上逐漸發展為

從事山田燒墾的輪耕、游獵經濟；而位居北方肥沃平原的卑南社，則採定耕、雜

以為數不多的山田燒墾輪耕，在農閒時從事大規模的狩獵。在清道光年間卑南族

人開始接受水田耕作的技術，轉為以稻米為主的生業體系（畢馬 2002）。 

從已有的文獻來看，農業種作是卑南族向來的主要生計方式。卑南族可能早

就從事農作的說法，似乎也顯示在一則關於南王卑南人的名祖──即傳說中的「卑

南（大）王」pinalai──如何從原先領導家系的 pasaraad 取得領導地位的傳說。

亦即，據稱 pinalai 從枋寮、潮洲一帶學得並帶回來與農作有關的器物與技術──

例如使東部農業大放異彩的犁及犁地的技術、使運水及搬運大為改善的大木桶和

挑的技術、可以放置於牛車上用來運水的有頂蓋密封木水桶、以及改進食物加工

的磨──因而獲得族人的尊敬，遂取得領導的地位（宋龍生 1965：118）。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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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末日據之際，「卑南社」所使用的農具也與漢人無異（鄭全玄 1995：38；

陳文德 1999）。雖然我們以南島語族的生業型態推段卑南族人的生業方式為游耕

魚獵的社會，但是從既有文獻的記載中，只能得知卑南族很早已進入農耕的階

段。因此，在生產模式上便傾向於定居的農業社會。 

   卑南族的農業社會在日本殖民的影響下，開始朝向科技化、以及商品化的

生產方式前進。日治時期的農業政策，如開水圳、擴展水稻耕作、以及引入甘蔗

等經濟作物，使得大多住在平原地區的卑南族的農界技術大獲改善。然而，日人

對於劃歸普通行政區內的「蕃人」採取繁重的勞役制、貨幣經濟的引入、土地買

買限制的放寬，使得卑南族（和阿美族）與外在社會接觸的過程中，其賴以生計

的土地逐漸流失。這樣的情形到了光復以後，更加顯著（參考鄭全玄 1995, 第 4、

5 章）。因此，卑南族人逐漸的被吸納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除了喪失土地之

外，也必須以勞力來換取現金以維生。 

  以南王為例，宋龍生指出 1963-1964 年左右，180 戶的南王卑南人住戶中已

有 68 戶不是從事農作。也就是有 68 戶的住民是以勞力賺取工資。這樣的現象其

實顯示了南王卑南人的土地已經逐漸轉入漢人手中（宋龍生 1964：74）。土地的

流失也意味著原來以農作為主的生計方式之改變。這樣的現象更因為 1960 年代

中期以後，整個台灣社會由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轉變以工業為重心的經濟型態之

趨勢而加強（鄭美能 1975）。1960 年代，有些卑南人開始前往西部都會地區發展

（林志興 1996；曾振名 1983）。另一方面，由於卑南族在日據時期即位處於平

原地帶，他們及早就有接受教育的機會。例如，從 1905 年到 1921 年，日本殖民

政府共設置了 15 個「蕃人公學校」，為卑南族設立的即有 4 個之多。這使得卑南

人在日據時期就不乏接受學校教育的事例，甚至也有幾位擔任教職的工作與警務

工作（陳文德 1999）。「職業」的觀念隨著日治時期的教育而開始改變卑南人對

於工作（work）的觀念，薪資勞動階級在當時雖未形成一個階級，但是這些早期

的接觸卻也使得卑南人得有更早的機會接受外來的資源。尤其光復之後，由於卑

南人普遍接受教育的情形，也增加他們在農作以外的就業機會（參閱宋龍生 

1998c：81；陳文德 1987：136-137，1999；曾振名 1983：34-36）。因此截至目

前為止，卑南族生產模式的轉變在很早的階段（可能早在清朝）就已經開始，而

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推動之下（如技術、資金、教育等），很快的卑南族就進入了

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第四節 交換關係(exchanging relations) 

由於以往卑南族與鄰近的部落是有類似朝貢的制度出現。如衛惠林先生的說

法，是有類似國家的雛形的出現（衛惠林 1972）。當時，知本是十分強盛的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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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部落，包括卑南族自己的部落，如利嘉、南王等，以及他族，如阿美族和

布農族，都是當時對知本納貢品的區域。從台灣省通志《同冑志》（衛惠林 1972）

的記載中可以發現，當時知本部落的每一個青年會所都分配有收貢品的幾個部

落，從這些記載中可以重新去推敲當時知本部落的勢力範圍。隨著知本與南王部

落勢力的消長，後來卑南平原上的勢力轉移到南王部落，因此納貢者也有所更

替，南王部落獲得了收受貢品的權力。因此早期在台東平原上的交換關係與當時

的權力結構有相當的關連。 

至於一般生活行為中的交換關係則出現在婚姻關係中。在婚約成立之前，兩

家必須交換財物，該財物稱為 pakasagar。他們視無財物交換之舉為非正式婚姻，

在社會上不被承認是真正的夫妻（河野喜六 1996[195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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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仰體系與祭典儀式(Religions and Rituals) 
 

第一節 「傳統」宗教 (“traditional”religion) 

 卑南人相信神祇 biruwa（viruwa）的存在，祂們包括了大自然的神、天地

與四方之神、造人之神、以及祖先與死者之靈等等。這些神祇不但是卑南人祭祀

的對象，也與他們日常生活密切相關。例如，身體微恙、事情不順或者家庭的不

安往往被解釋是因為忽略了對於祖先的祭祀、或者觸犯了神祇所造成的。神與靈

都有善惡之分；善神與善靈者往往是祈福的對象，惡神或惡靈則是族人避之、以

免帶來不幸的對象。一般而言，卑南人對於超自然的觀念可以被歸類為泛靈信

仰，基本上卑南人相信萬物皆有靈。例如以原有的造人者 pagTaw 觀念為例，人

的生命是由造人者所賜予的，因此產婦若有難產時，必須通知這個神。嬰兒出生

後，也必需舉行出生禮始成為人 Taw。人過世後，靈魂即前往祖先的世界

biruwaruwa。不過，凶死者是屬於另一個世界，不與善死者（即祖先）一起（參

考陳文德 1993）。然而，這樣的觀念在接受漢人民間信仰、西方宗教的例子中，

就有不同的轉變。以後者為例，受洗的儀式反而是更重要的，善死與凶死的區分

並不是那麼明確界定，甚至不是重要的。相對來說，接受漢人民間信仰雖然會區

分善死與凶死的事例，但是把凶死者的牌位──如果有供奉的話──供奉於屋內，

即使與祖先牌位分開，卻也呈現家的性質已在轉變中。 

    除此之外，最令外族印象深刻的，就是卑南族的巫師（目前知本語稱

bulingow，南王稱 tamaramau）卑南族的巫術系統是遠近馳名的，鄰近的排灣族

和阿美族都十分畏懼卑南女巫的法力。巫師有占卜與施法以及主導儀式的能力。

巫師的巫術分為黑巫術和白巫術，黑巫術多為害人的巫術，而白巫術的功能多為

治療。巫師多半由女性來擔任，而男性多擔任竹占師，疑為由阿美族傳入的占卜

方式。 

此外，傳統宗教信仰持續的現象也明顯見於 karuma(H)an 這個儀式場所的重

要性。karuma(H)an 不但是舉行「部落」歲時祭儀的重要地點，也是族人祈求「部

落」與個人福祉之所在。以南王為例，南王卑南人在日據時期，不論是個人遠赴

海外作戰或者為使「部落」避免遭到盟軍的空襲，這些儀式都是在「部落」內兩

個最大領導家系的 karuma(H)an 裡舉行。直到今日，karuma(H)an 仍然是族人舉

行歲時祭儀的中心。族人若因從事危險工作（如當兵、遠洋）或者其他重要事情

而需要請祭師舉行儀式時，也是到 karuma(H)an 來。karuma(H)an 做為「部落」

象徵以及儀式上的重要性，也呈現在知本的例子。不論是收穫祭或祭祖，甚至這

些年來重新恢復的大獵祭，都要在 karuma(H)an 舉行儀式。易言之，即使接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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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宗教，做為「部落」原來宗教祭儀中心的 karuma(H)an 之重要性，仍然被族

人所認定。另一方面，在今日卑南族聚落不但已由卑南人與其他人群混合形成，

而且每個聚落又納入更大的政治與社會經濟結構的情況下，以 karuma(H)an（和/

或者會所）為中心所舉行的活動，也就往往成為族人界定「己群」的一個明顯標

誌，甚至是「再現」族群文化的重要且唯一的方式。 

   

第二節 「外來」宗教(“foreign”religion) 

至於外來宗教的傳入，時間可溯及荷蘭人來台時期。當時荷蘭人除了淘金之

外，也在卑南當地設立當地會議，以及傳教，後來因政權的轉移而式微。其間經

歷了不同的政權，也間接的影響了外來宗教的引入。在清朝時因為漢人的移居而

帶入了漢人的佛道教。在日治時期因為「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之下，日人強制卑

南族人燒掉 karuma(H)an 而信日本神道教。在國民政府時期，無強制宗教限制，

在 1950 年左右，則在台東平原上興起了一波「基督教化」的現象，各個教堂忌

教會紛紛建立（黃廷綸 1964）。而基督教的傳入，對於當地的文化最直接的影響，

便是對於祖靈屋信仰的破壞。很多居民在基督教的影響下又再度燒掉自己的祖靈

屋。但是由於卑南族人對於祖先崇拜的觀念有很強的文化根基，因此近來很多人

又紛紛的蓋回祖靈屋。 

然而在經歷相同政權更替的過程中，卑南族的部落又呈現出不同的差異

性。以知本部落為例，天主教的傳入在一九五三年，當時的神父為德國費道宏（Fr. 

Patrick Veil），他努力學習知本語，並且對知本村人十分友善。因為他精通知本

語，因此而與德國人類學者合作，在 1960 年代左右錄製了很多知本的傳說故事，

致力保持知本的傳統文化。在這樣的精神感召下，當時幾乎大多數的知本村人都

改信天主教。而基督教長老教會雖在不久後的 1957 年傳入，信徒卻一直不多（陳

玉苹 2001:23）。但是相較於鄰近的建和部落，雖然在 1950 年代左右，在建和也

傳入了基督教和天主教，但是不過十多年的時間，所有的教會全部消失，至今幾

乎沒有人信教（楊江瑛 2003:23）。建和族人表示，當初信教是為了領取物資，

而因為教會禁止人祭拜祖先，甚至燒毀 karuma(H)an，當時的青年會也因故賣給

天主教堂，成為教會用地，許多信教者因為生病而求助巫師脫離教會，因此而使

建和族人排斥基督教。但在建和族人抗拒天主教與基督教時，卻呈現出與漢人宗

教較為融合的狀態，這種融合甚至也展現在女巫的巫術表現上（楊江瑛 2003）。 

總而言之，今日我們所看到的卑南人之宗教祭儀活動已是一種「綜攝」

（syncretism）的現象。類似地，他們對於神祇的觀念以及對於生活的解釋也受

到不同宗教教派的影響。如何瞭解這些現象以及這與日常生活的關係，都是有待

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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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宗教領袖(religious leaders) 

傳統上，卑南族宗教的執行者主要有下列三類：（1）負責「部落」歲時祭儀

的男性祭師；（2）替人治病或解決困難的巫師，以及（3）尋找癥結原因的竹占

師。不過，個人必須指出，三者之間的「職權」並不是那麼明顯區分。以南王為

例，年度重要祭儀（猴祭、大獵祭）之前的禳袱儀式是由祭師和巫師共同舉行的，

巫師本人也可以「附靈」的狀態來詢問原因。再者，也不乏既是祭師又是竹占師

的事例，雖然族人認為盡量避免如此。不過，就（1）祭師這個範疇而言，當其

他聚落是以 raHan（「司祭長」）為主祭時，在南王卻有多個祭師，而且不一定出

自於領導家系。 

  今日由於大多數卑南人分別接受了漢人民間信仰、西方宗教（如基督教、天

主教）或者其他類型的教派，加上與外在社會長期接觸過程所造成的轉變，不少

祭儀活動已經停止舉行或者改變其內容。此外，原有祭儀執行者也為其他宗教執

行者（religious specialists）（如神父、牧師）所取代。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

看到傳統的宗教觀念也因為這些外來的宗教儀式──以接受漢人民間信仰者最為

明顯──而持續甚至加強。這種宗教上的「綜攝」現象與性質，以及其對於卑南

人所具有的意義，都有待進一步探討。 

 

第四節 年節祭儀(annual rituals) 

  卑南族原先的宗教活動是環繞著農作（尤其是以小米為主）的週期來進行

的。他們對於「年」的計算是以大獵祭 mangayaw 的展開為依據；大獵祭舉行之

際，通常也是小米的播種期。表四係以南王為例，顯示月份與農作活動和祭儀舉

行時間的關係。 

         ＊表四 南王卑南族的月份與有關事項＊ 

祭儀名稱  
月  份 

名  稱  

名 稱 的 

意義＊＊  

工作的 

項目  

相當於國曆

的月份  
目前舉 

行情形  

衛惠林 

等(1954)  

1. kamaumaan 
有旱田工作之月， 

uma 係旱田 

原是小米的除草， 

(1936)為插秧田 
四月左右   

粟田除草 

儀式  

2. kazuwayan 「二」稱為 zuwa  小米的除草  五月左右     

3. katuluan 「三」稱為 tulu  小米的收割  六月左右   

粟收割儀 

禮、粟收 

藏儀禮 

4. kapatan 「四」稱為 pat，「第 小米的收割  七月左右 小米祭  播陸稻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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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unugan  一個四月」 禮 

5. kapatan 

 karuloan  
「第二個四月」  旱稻的除草  八月左右   粟收穫祭 

6. kapatan 

 tarubiliblin  
「第三個四月」  種植甘藷與除草  九月左右   

甘藷種植 

儀禮 

7. kalowatan 

意義不詳，是否與布 

農族一樣，aloa 是悠閒之

意，抑或 

kalimatan（lima 是「五 

」）之訛 

悠閒無事  十月左右   
收割旱稻 

儀禮 

8. kauneman 「六」稱為 unem  種植芋頭及蔥  
十一月左 

右  
  

猴祭、大 

獵祭 

9. kapituan 「七」稱為 pitu  收割旱稻、猴祭  
十二月左 

右  

猴祭、大 

獵祭 
開墾儀禮 

10. kawaluan 「八」稱為 walu  
播種小米，往昔為 

祈求豐穰，會出草 
一月左右   播粟儀禮 

11. kaiwayan 「九」稱為 iwa  播種小米  二月左右   
驅蟲、求 

雨儀禮 

12. kapuluan 「十」稱為 pulu  除草  三月左右 
婦女除草 

完工慶祝 
求晴儀禮 

■此表主要的內容是根據移川子之藏（1936）〈未開社會に於おける時的觀念〉一文。 移川並未說明這是

否泛指整個卑南族的情形，但是根據個人訪問南王耆老所知，至少該聚落的情形是與此表所載相同。月份

的名稱大抵上與衛惠林等（1954：24）所記載的相同，唯第一、二個四月的拼音兩者有極大的差異，而且

衛惠林等的資料把猴祭和大獵祭的時間提早到 11 月 kauneman，旱稻收割的時間則在十月 kalowatan。 但

是若據當地報導者所稱，情形則是如同表二移川所記載的。不過，當問及為何從山上回來（即舉行大獵祭）

翌日就是元旦，有報導者提到「因為元旦是日本人的大 節日，遂從之。」若是如此，則原來猴祭、大獵祭

的時間是否如衛惠林等人的記載，也未可知。不過可以確定的是應在旱稻收割後舉行。而且以前是看蘆葦

開花，並 且聽鳥生選擇吉日前往。這一點也可以由大獵祭祭歌 ilailaw 中有關蘆葦開花、聽鳥占的歌詞證

實。 

 

■若從月份名稱的順序以及名稱中所含數字的情形來看，kamaumaan 應該是一年中的第一個月，不過族人

卻認為 kawaluan 才是新的一年的開始，這至少也符合移川的報導，也與大獵祭 mangayaw 是「年」的轉換

祭儀的論點相一致。  

（以上引自陳文德 1999 台東南島文化節演講稿） 

目前卑南族最常被提及的定期祭儀活動計有下列四項：（1）國曆三月的婦女

活動；（2）國曆四月（農曆三月）的祭祖；（3）國曆七月的小米祭和（4）國曆

十二月的猴祭和大獵祭。這些項目的舉行情形因聚落而有所不同。例如，國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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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或農曆四月）的祭祖活動主要是由知本和建和分別舉行。而婦女活 動，也

僅限於南王、寶桑和下賓朗幾個聚落。至於猴祭和大獵祭的情形，幾乎每個聚落

現在都有舉辦，不過較值得注意的是知本的例子。知本是在中止五、六十年後分

別於 1995 年和 1996 年重新舉行猴祭與狩獵祭（即大獵祭）。這種現象也與近年

來台灣「南島語族」對於族群文化重新建構、尋根與極力推廣母 語教學等趨勢

密切關聯。目前卑南族各聚落定期祭儀舉行的情形，請參閱表五。  
    
＊表五 卑南族各聚落目前舉行定期祭儀的情形＊ 

 月份  

聚落  
一月 二月 

三 

月  

四 

月  
五月 六月

七 

月 

八

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 二 

月  

備註 

(宗教信仰的情

形)  

知本        

發祥 

地祭 

祖 

    
收穫

祭 
        

猴祭、 

大獵祭 

接受天主教居 

多  

建和        

發祥 

地祭 

祖 

    
收穫

祭 
        大獵祭 

接受漢人宗教 

居多 

利嘉                        
猴祭、 

大獵祭 

接受漢人宗教 

較明顯 

泰安                        大獵祭 
接受漢人宗教 

居多 

初鹿              
收穫

祭 
        

猴祭、 

大獵祭 

天主教和漢人 

宗教為主 

上賓朗                       大獵祭 基督教為主 

下賓朗     
婦女 

活動 
      

收穫

祭 
        

猴祭、 

大獵祭 

基督教和天主 

教為主 

南王      
婦女 

活動 
      

收穫

祭 
        

猴祭、 

大獵祭 

接受漢人宗教 

居多 

龍過脈             
收穫

祭 
        大獵祭 ？  

寶桑      
婦女 

活動 
                大獵祭 

接受漢人宗教 

居多 

■各聚落目前所舉行的情形大抵如表中所列，不過仍有待於進一步確定。各聚落舉行的情形（及

其內容）是有相當的差異性，而且也有間斷過的事例。例如，下賓朗是在 1986 年又恢復舉行收

穫祭，之後再重新恢復舉行猴祭，不過時間上並不一定。至於黑影部分，則表示以前曾舉行過，

但是目前未再舉行（以上引自陳文德 1999 台東南島文化節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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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卑南族的祭儀多半跟隨著作物的收成時序而訂定。如七月的小米收穫節

（venarasaH）、十二月底的大狩獵祭(mangayaw)、猴祭(mangayangayaw)與除喪祭

（gilabus）。以及在年中若遇乾旱的情形，則進行祈雨祭（bauza）。在南王部落，

還有進行海祭，是其他卑南族部落所沒有的。以下則針對各種祭典做簡要的描述。 

 小米收穫祭（venarasaH） 
該儀式主要是慶祝小米的豐收，也是 karuma(H)an 主要進行祭祀的時間。在

豐收的季節，除了製作糯米糕、釀酒等，也是青年男女可以互相尋找伴侶的時機。

這個儀式在日治時期就被禁止，在民國六十幾年恢復舉行。但規模大型辦理，約

在 1993 年受到國家藝術季活動的影響。剛恢復舉行時，日期並不固定，因為以

往多由領導家系的 rahan 決定。在 1993 年之後，知本部落統一規定於每年的八

月十五日舉行，為期一周。建和部落則是在元月一日至三日舉行年祭，其他部落

的舉行儀式的時間請參考表四。 

 海祭（mulaliyaban） 

海祭是卑南族南王部落獨有的祭典。Mulaliyaban 的意思是「去海邊祭拜感

謝祖恩」之意。海祭行於小米收割以後，以所收割的小米或稻米，向賜予種子，

或教導之法，或救命之恩的天神和祖靈，行感恩儀式的祭儀。其中有一個十分特

殊的成規是，在祭場中進行的儀式，只限部落中的成年和準成年男性才能參加。

舉行的時間，多是等到全部落的小米都收割完成之後，最遲大約亦在陽曆七月份

左右。 

 少年年祭 

少年年祭，過去的文獻之中常稱之為「猴祭」，是少年會所最重的祭儀活動，

這項活動的目的並不是以祭猴為主，反而是以殺猴為主，猴子被視為孩子們的敵

人，再殺猴的儀式過程中，少年們從中學習部落時代成為男子最重要的戰爭技

能：「馘首」，也借由這個儀式讓少年們直接面對「生命的結束」，從猴子的死

亡和處理他的死亡過程，促使少年們更深體會生命的意涵。 

 大獵祭 

大獵祭是卑南族年度最重要的祭儀，而參加者主要是以受成年訓的 myabetan

和已成年的男子為主。不過，在出發和迎接時，婦女也扮演了重要的任務。大獵

祭最初是為「復仇」而舉行的馘首活動，然而自馘首習俗禁止之後，就改為狩獵

了，不過大獵祭的活動不只是打獵而已，它還伴隨著其他重要的的儀式，諸如除

喪與成年。 

大獵祭約略可以劃分為出發、行獵和凱歸等三大階段。出發之前必做的的一

件事情，就是祭師們會在出發前，先到野外去聆聽鳥鳴聲，以占卜出獵的方向與

吉凶，此一動作稱之為(kiayaayam)。出發前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送禮，稱為

(putabu)。在男性出獵前夕，婦女們會準備煙酒糕點和禦寒衣物做為禮物，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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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出獵的親人。 

出發日的早晨男子集合後出發，正受成年訓練的 myabetan，要背負自己教

父（終身的指導者）的行李上路。隊伍到了離開部落不遠的路途時，祭師們會以

甜根子草橫置於路上，佈置象徵劃分聖界與凡界的門檻，再以去蒂之檳榔為祭

禮，阻謝該年過世的族人亡靈跟隨。所有參獵的族人要跨越此界，以避邪求平安。

而到了獵場以後在祭師舉行祭山儀式(purinakep)後。眾人隨即分工合作，進行營

地建設，營地照例分做兩處，其中一處是為當年喪家親人所住。 

行獵間，不同的年齡階級各有職司，myabetan 負責雜務及侍奉長老、青壯

年負責行獵和營地安全，而長老則是留營壓陣，閑時製作各種器具以贈送族人，

和指導 myabetan 各種生活所需知之技藝。夜晚是大家圍火共聚的時刻，長老們

會以吟唱(payrayraw) 的方式，傳頌祖先事蹟。 

打獵完畢驗收成果之後，即拔營回部落，而部落婦女們為迎接男子們的凱歸,

會預先在部落之外，以竹子搭建凱旋門(muLaLipad)。當日婦女們都會帶著自家

男子的禮服、花環和佳餚美酒，盛裝在凱旋門處候迎歸來的男子們。男子們抵達

此處後即由婦人為其更換禮服，然後與家人歡聚吟唱，更會為有喪之家舉行慰喪

之禮。迎禮結束，青壯年們繞護著長老浩浩盪盪地回歸部落的會所廣場。在會所

裡一方面由教父為當年成年的青年換裝戴冠，一方面引領喪家親人走入廣場中的

舞圈共舞，用以表示除喪。入夜後，新成年者會在歌舞聲中被引領到各戶人家介

紹，往往通宵達旦。次日長老們會到每戶喪家吟唱「解憂」，並引領喪家除喪迎

接新生活。之後，部落一連歡慶歌舞三日。 

 祈雨祭 

當天候乾燥不雨，影響到作物的時候，部落的頭目會召集部落裡的靈媒們來

開會，以決定進行祈雨儀式的的時間，會議之後，大家就在決定的日子那天集合，

一同往四方的水源地去進行儀式。巫師就先進行祭告儀式，向天神祭禱求其降雨。  

如果做完了儀式之後，始終沒有下雨，或下得不夠，頭目又會召集靈媒開會，重

新選定一個日期，再去做相同的儀式，直到下雨為止。。 

（以上引自 1998 卑南族語文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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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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卑南族內部的歧異性，加上目前研究取向的多樣化，因此對於「卑南族」

是否具有文化上整體的特質，有許多分歧的意見。例如張金生先生為排灣族的

Ruvaniaw 家族的人，他經由口傳的歷史企圖證明 Ruvaniaw 家族是「箕模人」。

因此他認為知本部落中三大家族之一的 Ruvaniaw 應該也是箕模人（張金生

2004）。雖然對於箕模人的論證需要進一步的證據，但是就 Ruvaniaw 家族的分

佈，從屏東一直到知本都有該家系的人，再佐以口傳歷史的記載中可以發現，目

前卑南族部落中的人群組成的確有著許多歧異的來源，與排灣族人的關係也十分

的密切（移川子之藏 1935；曾建次 1998；陳文德 2003；陳玉苹 2001；黃麗珍

2001）。因此，當今我們所認知的「卑南族人」的範疇，實際上是包含著許多複

雜的人群組成。另外一個例子則是卑南族人排灣化的例子。在歷史事件中出現的

牡丹社族人，相傳是由知本社的人遷移至該地，之後則被當地的排灣人同化。像

是類似的起源傳說，以及截至目前為止尚可聽到的部落中的口傳歷史，可見早年

人群的遷移以及目前部落的人群組成，其流動性以及文化互相影響的程度，可能

都超乎目前學術上的想像。因此，以往研究中所呈現出的靜態式、固定式的族群

界線，有了許多值得討論的空間。很顯然的，仔細分析當今各個部落內人群的組

成，以及討論這些人群如何追訴起源的關係，藉此來建立起當代氏族間或部落間

的親屬遠近與部落構成，是分析「卑南族」這個群體組成及文化內涵重要的方向。 

那麼，誰是卑南族？卑南族的界線為何？族群的界線在互動頻繁的台東平

原，著實必須從歷史過程、文化、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三方面綜合的來分析，才能

有比較清楚的輪廓。 

 

第二節 族際互動(inter-ethnic interaction) 

卑南族與其他族群的互動十分的頻繁，尤其是處於平原地區，適應力強的卑

南族人而言，處處可見文化採借與融合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光復之後實際上也呈

現在不同的層面上。例如林志興在對於高雄地區的卑南族旅南同鄉會的研究中發

現，同鄉會的成員也並非全是卑南族人。因為族群資源以及對於「參與」的重視，

不同族群的人也可以加入同鄉會的運作（林志興 1996）。筆者於知本部落中的研

究中也呈現出，知本部落恢復舉行的祭典中，其中也有漢人參與青年會所的活

動，近來有越來越多以學者、外來學生的身份參與，並且也由一位長期接觸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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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長者來進行漢人男子晉級的儀式（陳玉苹 2001）。這些與外族互動的頻繁

以及界線的不明確性，也一直持續著在光復之後的卑南社會中運作。 

此外，以卑南族傳統的婚入習俗而言，原本的文化機制中對於吸納他者便有

一個相應的文化設計，因此而讓卑南族人在歷代政權交替的過程中，在族群人口

與其他族群相比並不多的情形下，仍然可以在在政治與文化藝術上，有相當傑出

的表現。 

 

第三節 部落認同 (tribal identity) 

卑南族由於內部的歧異性極大，因此在聯合年祭時，各個部落對於展現自己

部落的特色不遺餘力，對於自己部落特色的展現，也呈現在卑南族人日常生活的

論述中。例如在聯合年祭的場合中，從文化的展演過程中即可以看出各個部落如

何以不同的文化表徵來展現自己。例如，知本部落以「budean」的舞蹈表現出早

期知本作為台東平原的強權，勇士們挑著沈重的貢品的姿態。而初鹿部落為了抵

禦布農族的南侵，而以「盾牌舞」作為其特色。在服飾與器具的使用上也都有相

當的差異性。以各社的年祭中的細節來談，知本與建和部落為口傳歷史中的姊

弟，因此在舉行年祭時，會互豎「精神錦標」（talingen）來告知對方舉行年祭的

時間。演變至今，建和部落的 talingen 繪以女性的圖樣，而知本則是繪以男性的

圖像。雙方的年祭雖然在不同時間舉行（建和在一月，而知本在七月），但是雙

方的青年會都會至對方的部落致意（陳玉苹 2001）。筆者發現，卑南族部落之間

以差異性來建立彼此的關係，而這種差異性的區辨，則是由許多論述所構成，最

常被用以來說明其差異性的元素是來自於口傳神話。此外，則是在歷史過程中所

發展出的差異性的社會文化特色，如盾牌舞就是很好的說明。 

各個部落對於自己本部落的認同，是否會呈現在移居的都市中？在林志興的

研究中可以發現，不同部落的卑南族人的分佈也的確有其地域性。例如知本部落

的族人多居住在鳳山一帶。在社團性的組織上，該團體與大社會之間的關係和利

益，還是大於部落認同甚至族群認同（林志興 1996）。因此，在移民情境中的卑

南人，部落認同或者族群認同似乎不足以說明都市卑南人的認同傾向。生存的政

治經濟條件，以及實際參與活動的個人主動性，都是塑造當代都市卑南人認同的

重要力量。 

 

 

第四節 都市社區(urban community) 

 受工業化及都市化影響，台灣原住民自 1950 年代末到 1960 年代初，開始

出現人口遷移都市的現象。對於這些移居都市的原住民的處境，一般而言較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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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是出現適應上的問題，其次則是會組織成不同的群體，進一步會產生較強的

族群意識、認同，最後可以會產生社會運動。張曉春指出原住民的移民群體，在

人際關係的發展上，具有向同族人關係加強的傾向（張曉春 1972）。而在黃美英

對阿美族的都市移民的研究中，則發現該新社區中會出現傳統組織方式的傾向，

例如會選頭目和長老（黃美英 1985；1987）。而在林志興對於卑南族移居高雄的

研究中，則指出，卑南族人因為人口較少，因此在組織或成立相關社團時，呈現

了族群成員開放接納外族人士的現象（林志興 1996 :21）。 

在林志興對於高雄地區卑南族人組織社團的研究中指出，卑南族人在高雄地

區的社團十分蓬勃發展，除了卑南族文化中既有的年齡組織的運作，而有別於其

他原住民社會多以親屬群體作為社會組織的單位，因此在組織社團方面原本就有

文化的基礎。加上卑南族的聚落多與漢人鄰近，因此在掌握都市環境時就容易習

得新式組織之概念知識與技術。再加上晚近受到原住民運動的影響，卑南族族群

復振的現象，對於都市原住民社團的組織更有影響（林志興 1996:28-33）。 

目前卑南族的遷移範圍，多為都會區。如台北、高雄、新竹等地。因此目前

就筆者所知，有旅北同鄉會以及旅南同鄉會。旅南同鄉會在 1987 年 7 月 10 日，

正是成立於高雄縣鳳山市工協新村的活動中心。興起的原因有兩個階段，第一個

階段是因為同村情緣而聚集的人際網絡。第二個階段則是以參加高雄市都市山胞

聯合豐年祭為目的，而組織成的舞蹈競賽隊伍「卑南隊」。在之前階段的人際關

連的運作之後，便成立了旅南同鄉會。但是在當時成立時，並非所有在高雄地區

的卑南族人都參與同鄉會，而同鄉會中尚有非卑南人的參與，其成員的資格是因

根據參與活動的程度而決定（林志興 1996 63-128）。因此而提出，原住民在弱勢

的情境中，可以因為實際的需求而產生這種「文化的綜合」之現（1996:178）。

也呈現出卑南族人在都市中適應方式的特殊性。 

除了在移居的都市形成鬆散的人群連結之外，在卑南族聚落當地，也開始經

歷了都市化的過程。例如南王與寶桑，在政府的開發之下，成為都市化的市鎮。

至於在開發的過程中，卑南族人如何因應其他族群人口的移入、現代化、商業化，

甚至是工業化所可能帶來的種種污染、噪音、以及他族移民、就業等問題，則是

需要進一步的觀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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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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族在藝術方面的表現，不若鄰近的排灣族的物質文化一般華麗，不過仍

有其特殊之處。由於卑南族在「蕃族調查報告書」中被歸為排灣群，陳奇錄先生

與民國四十六年所進行的排灣群木雕研究時，認為人像、人頭和蛇紋為其特色。

人像是造型藝術的重要材料，一部份是因為與祖先崇拜有關。亦可能與獵頭和保

有首級的風俗有關。但是在許多方面，卑南族器物的紋飾和型制，明顯的和排灣

族都有些許的差異。就其中卑南族的部分，如射馬干社的會所雕柱，呈現出側面

而透視歪曲的視角，這是與排灣族很不一樣的特色，陳奇錄先生認為這是與埃及

古代薄雕（base-relief）相似，亦為一般原始藝術之一常見的表現手法（陳奇錄

1961 :29）。至於在一般日常用品的彩繪上，多以紅黑色的幾何文為主，可見於日

常使用的容器上（陳奇錄 1961:58）。而這些雕刻中多呈現出”平面”的處理手法，

而具有”裝飾”的特性，很少製作象形器物。而除了煙斗以外，也很少將整件物品

刻做人形像、人頭像（陳奇錄 1961:164）。 

卑南族的藝術表現，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會所中的人形雕刻。在日治時期的記

載中，知本社青年會所中的人形雕刻，與大南的魯凱族會所中的人形雕刻十分相

似，而大南魯凱族也是魯凱族中唯一有會所的部落。因此，在此也呈現出當時部

落之間文化表現互相影響的結果。 

卑南族最精緻的藝術可能是在織布和刺繡。由於織布的過程十分繁複而費

工。過去是以麻為織布材料，經過採麻、剝麻、刮麻、曬乾、撚線、紡線、況線、

洗淨、以及染色等階段，而後加以理經（或整經），再移到水平背帶機上進行織

布。色線是用來夾織以構成圖案的。日據時代曾將一種名叫 duluni 毛料的經緯線

拆下來作為夾織的材料，後來多採用東京線、愛絲龍手鉤紗、以及開斯米等日本

線和尼龍線來織布。織布為女子的工作，男子不可觸摸織布工具和工作台。織布

幅最寬不超過 30 公分，窄者僅 15 公分。夾織的花紋常見的有以鮮豔的紅、黃、

綠 夾 雜 黑 、 白 色 凸 顯 出 似 蛇 鱗 狀 的 多 層 菱 形 紋 （ kadilinang ）、 十 字 紋

（maliderngadernga）（指非常高貴的花紋）、黑底白點三角形紋（指霧升上來之

意）、橫條文（sumarusarus）（亦即告一段落的意思）、寬十字紋（pinapatapak）

梯形紋、曲折形紋、以及杵形紋等。一天的織布可能只能進行約十五公分之長度，

十分的費時，因此當時織布是十分珍貴的物品。織出來的布大多製成男子方帽、

無袖長上衣（背心）、後敞褲及女子護腳布。過去這些衣服整件都是用織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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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布既厚又硬，不好綁也不好看，所以方帽、後敞褲及護腳布均改成兩盆為逢

貼的直式紅、黃、綠棉布條，中央部分才置入一塊夾織花紋的織布（王端宜

1980）。在漢人棉布和的刺繡技術傳入之後，很快的就取代了傳統十分費時的織

布技術，而迅速的發展出與傳統文飾類似的刺繡技術（陳文德 2004a）。在卑南

族的刺繡方式中，以十字繡法最普遍，人形舞蹈紋是卑南族特有的圖案。目前則

有其他如卑南族的服飾依據年齡階級而有不同的穿著方式，也有不同的配件。男

女性的穿著中，以綁腿（karding）為最費心思的刺繡（王端宜 1980）。 

 

第二節 生活技藝(folk artiste and techniques) 

卑南族的生常生活中的器物多使用木或竹做為材料，包括杵、臼、竹製裝水

容器、木匙、煙斗等、刀柄與刀鞘等木製品，會依據不同的功能而有不同的雕刻

及彩繪。卑南族最常用的顏色是紅與黑，圖樣則多為人頭和蛇紋以及簡單的幾何

紋飾。此外，亦有以藤製成的器物，例如農耕用的背籃、乘裝農產品的器具等等，

製作技術皆十分精巧（參考謝世忠 1995）。舉例來說，在陳奇錄先生在 1961 年

的研究中呈現的卑南族的器物上，裝水的竹製容器之紋飾，是繪以紅、黃、黑三

色的簡單幾何文；而在煙斗、木梳、刀鞘的裝飾上以銅為飾，但是煙斗的上下之

直線裝飾紋型則釘以鋁線而成，是僅見於煙斗的裝飾。此外，卑南族的煙斗也呈

現出椀部具有後彎尾部的特色。在在配刀與刀鞘上，多有雕刻。且因刀鞘末端向

上翹之故，其刀鞘表面之末端均向上彎曲。至於木翹的部分，除了少數例外之外，

大多數均在表面之近柄處刻有凸起部分或紮縛木片，可能是在拔刀時供左手握緊

刀鞘以利拔用而設計（陳奇錄 1961:58；99；112）。不過在刀的部分的描述，因

為陳奇錄先生未比較仔細的區分卑南與排灣的差異，因此對於刀部分的描述，實

則需要進一步的資料來對比。至於卑南族用的長槍，在陳奇錄先生的所收集到的

標本圖說中，其原來的功能是少年猴祭時用來刺猴之用，屬插杆常鏃式，其鐵鏃

扁平作長菱形，全桿有銅片鑲嵌，鏃杆接合處有麻繩編環，環下有髮飾，現在則

以白紙取代；此外，其繪製圖樣為幾何紋，與排灣族的人形與蛇紋相異（陳奇錄

1961:115）。另外一個特殊的器物則是警鈴（tauliuthsul），這是語彙所與年齡階級

有關的器物，遇有非常事件發生，年齡階級的成員會把警鈴懸於腰間，奔跑而發

出聲響警告族人（陳奇錄 1961:129）。 

此外，卑南族的男子會所的建築工事亦十分的精美。由日治時期所攝的照片

看來，卑南族的少年會所，是台灣南島語族中杆欄式建築的高度最高，並且地板

的面積最大的杆欄式建築。可見建築技術在卑南的發展已經到達一定的水準。鳥

居龍藏於清光緒二十二年（1896 年）十月抵達台東，參觀了卑南、知本諸社，

他對知本設所有的少年集會所的印象極深，並繪製了一張草圖，在他的旅行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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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記載著這樣一段話：「最令人驚訝的是， 知本蕃的公館（paraguan）的建築

技術。知本蕃的公館與其他蕃族的公館，在結構上是大不相同的。公館的地板非

常高，用數十支圓木柱支撐，木板上鋪以竹席。屋樑中央部分比人高，但是越是

接近屋簷，高度越低，最低處只到胸部的程度。屋頂向兩側傾斜，室內地板的中

央部分設有火爐。從外面進屋時，延竹梯上去。」（鳥居龍藏[1996]:185）。由此

可知卑南族的建築技術在早年是發展到相當高的階段。 

 

第三節 音樂舞蹈(music and dance) 

卑南族與阿美族同屬一個音樂文化群，音樂反應出無半音五音音階。由於祭

儀種類繁多，也因此造成祭祀團體及女巫在部落社會的重要角色。是女巫的歌很

多的因素之一。女巫的歌在節奏方面比其他種族自由，拍子以四四拍為多，少有

奇數拍。 

卑南族古謠的唱腔高亢悠遠，歌詞採用了頭韻、重疊句等手法。卑南族注重

團體生活，因此常有節奏性的歌謠以配合整齊劃一的工作與動作，例如婦女除草

團 mugamu?t 所唱的「工作歌」。卑南族由於狩獵時嚴禁女性參與，因此男子在

舉行年祭時所唱之「猴祭」、「大獵祭」、「年祭」等祭歌是專屬男性的歌。相反的，

婦女工作團的「工作歌」等，則是專屬於卑南族女性的歌。 

在當代音樂的表現方面，卑南族人表現更是傑出。除了山地流行歌發展趨

勢，在部落間依然存在傳統創作歌謠發展。二次大戰結束後，台東創作歌謠發展

的先驅者，是陳實與陸森寶。陳實是山地歌星陳明仁的父親， 他受過完整日治

師範教育能寫譜能編創作歌曲，曾擔任過知本國小校長，晚年曾告訴陳明仁，他

改編創作的歌曲約有兩百首。一九四七年間，他曾協助台東縣教育科 團康活動，

編採山地歌謠〈台東縣鄉土歌謠選集〉，裡面登錄「陳實採譜」山地歌謠有十幾

首。這是戰後第一本教育單位的鄉土歌謠教唱課本，據說台東童子軍曾沿用作團

康歌曲，再轉為救國團歌謠，這可以說是公教單位山地民謠的流傳發展脈落。 

陳實採編的民謠可能是山地民謠產生現代化變奏的先驅者之一，雖然在文獻資料

上寫的是採譜，但是經過陳實的整理編修，事實上也融合一些創作的成分。關於

陳實改編的音樂風格，陳明仁研究過後提出：「他創作的歌謠跟傳統歌謠有很多

的區別，可能他在台北師範唸書的時候已經受到了日本、美國、德國音樂的影響。

在傳統歌謠是屬於 Am 的曲調，沒有轉成 A 大調 像這種現代曲風，所以從他的

創作歌曲可以聽得出來，已經受到近代音樂的影響。在當他採集的時候可能原曲

不是這樣，他已經有改編了，聽起來就不是很傳統。」 

同樣受過日本台南師院正規音樂教育的陸森寶，據說他晚年曾經寫過天主教

的彌撒曲，從卑南族傳統歌謠取材改編創作，至今在部落聚會傳唱的〈普悠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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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 〈蘭嶼之戀〉〈聖山之靈〉〈送別歌別〉與〈美麗的稻穗〉等數十首歌謠。

〈美麗的稻穗〉在 1970 年代被中國民歌運動者楊弦唱過還灌錄唱片，胡德夫將

它也改編成藍調版，因而進入當時民歌排行版第二名，傳遍全國校園（以上引自

江冠明 2002）。 

除了以上兩位早年創作卑南族歌謠的前輩之外，在流行音樂方面，民歌時代

的萬沙浪、「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做詞作曲者高子洋，以及近代的創作歌手陳建

年，流行歌手張蕙妹等等，在台灣的原住民音樂表現上是十分傑出的一個群體。 

在舞蹈方面，卑南族人稱傳統舞蹈為 muala。祭儀中，往往領唱者站在圓圈

中央，但不加入舞蹈，而舞蹈隊不歌唱。歌舞同時進行，先唱一段歌，待全體準

備好後再踏出第一步。舞步以基本的四步舞為主，但會隨曲調發展出踏併跳步與

跳蹲步的動作。舞蹈行列中並無輩份年齡的分別，一曲竟畢、歌舞告一段落時，

男子可帶自己的舞伴到隊伍最前面擔任領隊；而領隊就有考驗舞技、訓練領導能

力與培養自信心的意義。 

女性動作較為保守，跳躍時雙腿併攏，無踢腿的動作，背脊挺直以示端莊。

與男性交互牽手時，雙手均在前。男性則在領隊鼓勵下，步伐愈大、跳躍愈高。 

即便是在祭儀中，舞蹈娛樂意味濃厚。卑南族人尚有一般性舞蹈，如婚禮中

的娛樂歌舞，但更為隨性且有許多個別動作的空間。至於木盾舞，則是卑南族男

性源自於與其他族群的征戰而發展出來的獨特舞蹈。相傳族人們與外族爭戰出草

回來，凱旋者卻未獲褒揚功績，忍不住舉起椅子跳舞並高呼，族人才猛然大悟誰

是英雄。知本與初鹿部落都有木盾舞，但是前者舞步較簡單，右手執紙扇或芭蕉

葉、左手上下甩動毛巾，以類似八家將的步伐蹲跳，在銅鑼引導下，到燃放鞭炮

的各家門前跳木盾舞；至於初鹿部落男性舞者則手持木製的盾牌（以上引自原舞

者出版 CD 年的跨越卑南樂舞篇）。 

 

第四節 觀光場域(touristic arena) 

觀光化對許多原住民部落而言，有許多糾結的情結。一方面這的確是部落內

重要的收入來源，另一方面對於本族文化特色被販賣，亦有著負面的影響。但是

謝世忠先生指出「觀光是族群關係的一種特殊的形式，它也適時的扮演重塑族群

意識或族群性的角色」（謝世忠 1994:7）。例如，卑南族人自 1989 年開始，逐漸

恢復舉行傳統的祭儀，從剛開始十個部落輪流舉辦聯合年祭之外，同時各個部落

也紛紛恢復自己部落傳統的祭典，因此而引起了一連串的文化復振的運動。像是

重新製作傳統服飾、恢復祖靈屋、以及在收穫祭時恢復了青年會所的功能，而知

本部落會在舉行祭典時舉辦為期一周左右，訓練少年與青年的傳統會所功能。此

外，也恢復以往的儀式舞蹈等等，這樣盛大的儀式場合，也在 80 年代末期引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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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的人潮。 

由於對少屬族群群的權益日裔受到重視，同時也開始有許多與原住民或南島

語族文化相關的藝文活動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台東市政府在發展地方文化特色

的想法之下，於 1999 年舉辦第一屆的「台東南島文化節」，也曾經與卑南族人合

作，將當時卑南族舉辦的儀式，作為文化觀光的一個景點，讓外來的賓客至儀式

的現場參與所謂的「傳統」祭典（參考林志興 1998a;1998b）。 

卑南族的「傳統」儀式也在觀光需求的影響下，某些程度的改變了原初的意

義。例如，傳統上的祈雨祭，是在乾旱時期由祭司和女巫共同舉行，並且由婦女

帶著裝著水的竹筒，至四方的水源地祈雨，在行經的路上會潑灑竹筒中的水，以

象徵雨的落下。由於媒體的渲染與觀光的需求，媒體將這個祭典比喻為東南亞的

潑水節，同時族人在舉行該祇雨祭時，似乎也漸漸修正其意義，成為一種新的文

化展演的方式。在表演的同時，實際上也重新塑造了族人對自我文化的認同。以

知本為例，自 1993 年恢復小米收穫祭以來，除了逐年恢復不同的祭典，部落內

的長老、青年與婦女們，也因為恢復舉行祭典的關係，而開始重新學習與回憶傳

統的生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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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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970 開始，山地經濟已毫無防禦的納入整個台灣經濟體系之中，而變成

一個經濟體戲中內在一個依賴部門。這種依賴性可從原住民出外謀生的趨勢及行

業看出端倪。據統計，至 1983 年止約有 83,000 名原住民離開原居地（涂耀聖 

1985:32）。而據內政部統計，1995 年底全台灣的都市原住民家戶內的人口總數是

120,251 人，佔了所有原住民的三分之一。都市原住民的處境包括歧視、適應、

職業、居住、衛生和醫療、教育、社會福利等等種種問題，處於社會的弱勢。而

在原鄉的原住民，則呈現出「…經濟、教育、健康、人口販賣與色情交易及社會

解組等問題最為嚴重」（許木柱 1989：146）。 

而在 1980 年代解嚴之後，台灣的社會力蓬勃發展，蕭新煌認為這時候風起

雲湧的社會運動，是對過去政治力和經濟力的支配及專斷的反彈，隱含著意圖制

衡政治力和社會力的社會性格，而且訴求的標的也往往融合著政治自由和經濟公

平的雙重目的（蕭新煌 1989:22-23）。而張茂桂則認為，在 1980 年代之後，國民

黨政權的統治危機已經無法鎮壓政治反對力量，也無力阻止既有資源流入民眾部

門。而離官僚政府核心越遠的政治力，則越需要與其他社會團體結盟。因此原住

民處於被排斥在權力中心的政治類屬，越需要製造政治機會，也越需要與社會運

動結合（張茂桂 1989:28-45；洪祥輝 2001:269）。原住民社會運動受到這股社會

力的解放而興起，同時也刺激著主流社會對原住民認知的長期偏誤，有利於整個

社會朝向更多元的社會建構努力。 

因此在 1980 年帶的原住民運動依序有 1983 年的破除吳鳳神話運動、1984

年正名運動以及修憲、1988 年蘭嶼反核運動、1988 年的還我土地運動等，到了

1990 年之後，還有 1994 的反碼家水庫運動、1995 反亞泥、還我土地運動等等，

試圖從政治體制上的改革來爭取以往在漢人統治的政權之下，所完全忽略的原住

民權益，以及對於不同文化內涵的重視。這一波的原住民社會運動，喚起了族群

存續的危機意識，也實際的達成某程度的目標（洪輝祥 2001:289-310）。但是至

今為止，原住民的社會運動需要對抗的漢族中心主義，仍然需要更深入與細膩的

努力，不論是從政治面或者是文化面，原住民的社會運動需要有另一個階段性的

目標（另參考謝世忠 1987a;1987b）。 

至於卑南族在社會運動方面，因為一向與當權者的關係良好，因此在與國家

力量的關係中，呈現出的特色比較是以順應關係來獲取政治資源（參考林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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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例如第一任的原住民籍的省政府委員就是卑南族人南志信。南志信原名

Sising，出生於 1886 年，是臺灣原住民第一位西醫，曾任職臺東醫院，後開設南

醫院，以其良好之醫德，獲得臺東民眾的愛戴。曾任第一屆臺灣省政府委員、制

憲國大代表，退休之後到 1958 年去世為止，仍擔任省府顧問，是早期在政壇上

對於原住民政策影響最深的人（詹素娟等 2001）。不過，同樣的以掌握資源為其

特色，卑南族人也在社會運動上佔有一席之地。到了 70 年代，卑南族人胡德夫

成立『原住民權利促進會』為原住民的權益及社會地位努力，並擔任首任會長（胡

德夫網站 http://kimbo-hu.com/）。該組織是近年原住民運動上最初也最重要的團

體。但是大致而言，卑南族在文化、音樂、文學、政治界的傑出表現，與大社會

的關係展現出適應而非抵抗的積極態度。  

 

第二節 藝文運動(liberal arts movement) 

在 1989 年解嚴之後，集會遊行法以及言論自由權的解放，讓原住民社，會

中對於文化傳統的復興有直接的影響。以卑南族而言，即是恢復傳統的年祭，舉

辦八社聯合的聯合年祭。同時，每個部落也都紛紛恢復以往因為集會遊行的限制

而遭禁的會所制度。在解嚴之後強調四大族群融合的呼聲之中，行政院舉辦的國

家文藝季也邀請各個族群到國家劇院表演各族的「傳統歌舞」，因此卑南族便以

知本部落為代表，以傳統的卑南舞蹈在 1993 年的國家文藝季中嶄露頭角。同時，

也吸引了許多藝文界的人士對原住民傳統歌舞的重視，因此而展開許多學術上的

研究，累積了不少的相關的研究成果。 

此外，這個力量也透過當時文建會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藉由國家的資源

來重新塑造以及找回「傳統文化」，以原住民的社區而言，多數用在補助恢復傳

統的文化的項目或者改善硬體的建設。以建和部落為例，因為該部落的哈古具有

雕刻的天賦，因此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項目中，則是將之規劃為木雕藝術村。而知

本部落因為自民國 1989 年以來，則以復興祭典的完整盛大著名，因此在該地則

是預計想要設立文化館以及博物館，但是目前則建成了多功能文化中心，族人對

於恢復「傳統」的文化以及歌謠等，仍不遺餘力。尤其是青年會的運作和傳承，

有十分傑出的表現。 

除了部落內部對於「恢復傳統」的努力之外，原住民重要的藝文團體「原舞

者」，亦在 1992 年推出的「懷念年祭」之戲碼，以紀念陸森寶先生為主題，表演

其所創作的歌謠。在 2003 年時，又推出「年的跨越」，其中以鄒族、阿美族和卑

南族的年祭為主要表演主題，對於卑南族的文藝發展亦有很大的助力。另外值得

一提的是，以原住民運動為主的”部落工作隊”，在 921 之後成立的飛魚雲豹音樂

工團，希望以音樂作為原運的媒介，長期以來以原住民的音樂為主要的再現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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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理念的方式。他們亦以知本族人陳實先生所創作的民歌，重新詮釋為《生命之

歌》專輯。對於保存與推廣傳統音樂，有特殊的貢獻。 

 

第三節 面對國家(facing the nation-state) 

在清朝實施「開山撫番」的政策之後，卑南族的歷史即納入了近代國家體制

之中。經歷了三個政府：清朝政府，日本政府和國民政府。從文獻上的記載可以

發現，卑南族由於居住於台東平原上，對於外界力量與族群的接觸十分的頻繁，

加上原有文化中對於對於成員界定方式較具彈性，對於外來者的吸納能力較高。

因此在整個政權轉移而與殖民政權或國家力量接觸的過程中，始終顯示出極佳適

應和吸納能力，而少有政治性的抗爭行動。從早期與荷蘭人合作，建立起在台東

平原上的權勢。而後日人進入，也選擇與之合作，協助日人平定了南北其他族群。

甚至卑南族人也十分自豪自己的語言能力，有人表示在日治時期學習日語，其表

現比其他族群的人更好。因此知本部落的陳實先生在十分年輕的歲數就擔任了知

本國小的校長。在整個政權轉移的過程中，卑南族人都能順利的適應並且獲得政

權的協助跟資源。在林志興的研究中也指出，卑南族人對於政治活動十分熱衷，

而且由於長期與漢人雜處，對於大社會的適應能力也比其他族群更佳，由移民至

都會的卑南族人身上，即可發現其適應能力的良好（林志興 1996）。因此卑南

族人對於大社會的資源以及跟國家的關係，一直有著十分親密而良好的關係。 

 

第四節 認同再現(representing identity) 

由於卑南族人與漢人接觸的早，適應能力佳，因此在 1954 年衛惠林，陳奇

祿，何廷瑞所做的民族學調查簡報中才會提出「卑南族在民族分類學上的地位迄

未決定，該族的文化特質懸案最多，該族所保持的若干重要文化證據迄無詳確報

告…」（衛惠林等 1954：14）這樣的說法。早年的研究中對於卑南族文化，多半

抱持著「已涵化」或者「不具研究價值」的看法。但事實上，從文獻的記載以及

實際進行物質文化、音樂、語言、文化特質等方面的研究中即可發現，卑南文化

其實極具特殊性。甚而對卑南族與國家政權接觸的過程，可以耙梳出許多有趣的

現象，除了可以從中看到卑南族人的文化與獨特的適應能力，同時也對於當時的

政權政策能有更多面相的釐清。以往學者本身所持靜態的「文化觀」，也限制了

對於卑南族文化整體的理解，而傾向於將之支解為一個一個的文化特色加以評

斷。 

從以上各個角度所描述的卑南族人，從歷史文獻中可以看出卑南族人與國家

政權的關係，順應而靈活。這樣的特質除了根源於原有文化中，對於他者的接受

度極具彈性（如會所、karuma(H)an 的神擇原則）。例如林志興的研究中顯示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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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移民的卑南族人的社團組織中，彈性的以「實踐」為判定成員的標準（林志

興 1996），以及從筆者的研究中發現知本卑南族人對於力量的崇尚而以合或不合

作為轉換的機制（陳玉苹 2001），或者黃麗珍提到初鹿卑南人對於外族

panapanayan 化的現象（黃麗珍 2001），以上的研究成果都顯示出卑南族人文化

上的彈性而適應力佳，雖然卑南族可以被大約的歸為階序型社會，但這項特色與

南島語族中平權社會的特質十分類似。不過，在順應與彈性的與外界接觸過程

中，「傳統文化」看似逐漸喪失，但是卑南族人運用既有資源進行文化復振或是

再創的運動中，重新的恢復了許多「傳統」，甚或是「創新的傳統」。例如，卑南

族人對於祖先和起源關係的重視，讓不斷的禁止的祖靈信仰在歷經了國家力量與

外來宗教的禁止之後，在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又開始恢復了起來。女巫作為重

要的卑南族知識傳承的媒介，在近年也因為「神意」的驅使，而不斷有新的成員

加入，學習女巫的祝禱詞以及儀式知識，讓許多傳統的知識在經歷了潛伏期之後

又再度再現，並且可能有創新的作法，例如結合漢人的崇拜祖先觀念而在家中設

置祖先牌位等。或者是在祭典的恢復過程與觀光化的需求之下，除了重新學習傳

統的語言、歌謠、舞步等，也在這個過程中重新的建構族人對於「卑南文化」的

族群認同。 

除此之外，因其歷史接觸過程而對於資源掌握能力較佳的條件，也讓卑南族

在現代生活中展現出秀異的表現。如音樂、舞蹈、政治、學術等領域，都有卑南

族人居於優越的地位。雖然在這些新的領域中，卑南族的「文化特色」並不被彰

顯，但是卑南族的根本賦予的族群身份，卻因此去除早年被稱為「山胞」的污名

感，而得到了一種新的尊嚴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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