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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屬於男人的世界 

 

文：林志興 

 

會所，傳統上它是一個防衛功能為主的「機構」。會所的建築格局並不大，不超過十坪

地，就卑南族而言，外型與一般居家並無不同，是以木、竹、茅草等材料所搭建的建築物，

只是內部配置相異於一般居家罷了。而構成巴拉館的主要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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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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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社的巴拉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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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兵的男子二三年即解

甲退役，而部落會所中的男子則像服終身役的軍人，從進入好比入伍訓練的成年訓練開始，

到正式成年擔負執行任務的壯年，領導指揮的中年，到不再管事閑居接受諮詢的老年，按部

就班地發展生涯，每一階段無不深深與會所相關，所以可以說；會所是男子在家庭生活及私

務以外，生活的全部。 

事實上，除了必須履行婚姻生活義務的萬沙浪（bansalang 已成長的青壯年）之外，受成

年訓練的米亞布丹，未婚的萬沙浪和年長的人，一天廿四小時，幾乎都在巴拉館生活，自

炊、自織、自製用具，無事就話古道今一番，或由長者訓勉教導接受成人訓練的米亞布丹一

切成人應具的本領，一旦有事即迅速召集會所成員議事，並就事分派任務。所以會所除了防

禦的功能之外，它亦具有政治、教育等等的功能，有時更是仲裁對錯判定有罪無罪的地方。 

不過，自從進入國家統治時期之後，會所的武裝被解除，政治的功能被取代，學校更替

代了原有的教育項目與功能。許多部落的會所早已不復存在，年齡組織制度也隨著瓦解，而

今猶存會所的部落，亦僅具文化及宗教的些許功能，做為固守傳統的最後一道堡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僅有卑南社別立有少年會所，專用以訓練教育成長中的青少年，

使得一位卑南社的男子，一生中要經歷二階段的成年訓練。 

 

 

 

卑南男子成長的過程 
文：林志興 

 

在台灣原住民諸族之中，阿美族和卑南族部落組織特色，可以說是以會所為中心，以年

齡組織為骨幹，所以每位男子一生的發展，有一段的階段和軌道。在每一個不同的生涯階段

中，有一定的社會角色和任務。大體而言，卑南族的男子要經歷過下列的階段： 

剛出生的嬰兒期 

無憂的孩童期 

承受體罰磨練的少年期，而在少年會所之中，又分成為下列的五個小年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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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守禁欲苦行的青少年期 

成年，並成為部落骨幹的青年期，而在成年後的長時段中，又可以分成為三個階段： 

新青年級：專指剛成年的青年。 

青年級 

壯年期：專指結了婚以後的男子。 

長老期：已可成為承接教導年輕人的教父。 

上述的生涯階段當中，開始入少年會所到青少年的苦行期之間，是一個卑南男子養成過

程中，最重要的階段，所有卑南族男子應該具備有的德行和技藝，都是奠基於此一階段的訓

練，他們要完全接收上級的指揮、命令和訓練。而這一段長達八、九年歲月的生活訓練，幾

乎可說是「魔鬼訓練」。 

生涯的發展雖然是以年齡為基礎，但是進入少年會所的條件，並不一定是依照年齡加

入，而是而是以身體的發育之程度來判斷，所以有時候會因發育或其他原因而產生，自然年

齡較大但是級別較下的情況。而同年升級的人當中，實際年齡常會有相差三、四歲的現象發

生。 

在少年會所的階段，少年們的活動和成年人的活動不同，如挨打、角力、試膽、刺猴和

特有的少年歌舞等等。而在少年集會所生活時，不得穿著衣物，上級付予任務時亦同。 

少年期約起於十三、四歲到十八、九歲，行體罰折磨式的訓練，然後再升入青少年期的

苦行階段，到了青少年期的訓練不再實施體罰，因為大家認為經過了少年期的嚴格訓練之

後，青少年應該知道自動自發的精神，也知道不能辱及教父和父母的名譽。青少年受訓期

間，他們平常是裸體，只在腰部纏一條布裙，而且一日僅食晚餐，更不得在長者面前用餐。

生活的訓練在身體上強調忍飢耐苦，在精神上強調侍奉長上服從指揮從事各種勞役。也唯其

如此，所訓練出來的男子，乃成為卑南族強盛的基礎。 

青少年要經過三年的嚴格訓練，所以約到二十一、二歲時，方始成為社會公認的成年，

更成為部落組織中各會所的骨幹。此後可以開始在身上佩帶裝飾品、飲酒、和結婚等。而已

婚成為人夫、人父者，即進入壯年期。 

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是成為長老，成為長老的年限並無一定，通常是在子女成長之後，

經過長老們的認定後，即加入長老級，此後可以接受贈送給集會所之酒肴分配，且具有長老

所享的一切權利與義務。 
 

 

 

 

女子的成長 
文：林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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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來說女子出生之後，在嬰兒和孩童期時不論在稱謂和社會活動上，都和男孩子沒

有什麼不同。而稍長於孩童期的少女期，約在十二、三歲至十五、六歲的階段，也就是約等

於男子少年期階段的前期 malenakan 的階段。而到了十五、六歲，相當於男子少年期成為少

年會所領導階層的 maletawan，是卑南族好少女期，進入二八年華的少女階段，女子就會開

始學會裝扮自己，整理頭髮，塗油用梳，有些早婚的少女，在這個時候就結婚了。 
而稍長相當於男子的 myabetan 時，女子被稱之為青少女，成長到這個階段時，女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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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生理特徵己經十分明顯，因此開始進入選擇配偶的階段，另外，女子成長到了這個階段

已被視為準成人了，如果因故家中無長者時，雖然尚未完全成年，可是通常會被視為有權力

和能力繼承處理財產和主持家務。又再經過約二、三年後，到了身心完全成熟的時期時，就

被視為成年的女性。 
成年的女性，在卑南族的社會之中，我們可以根據其生命的發展，再劃分成為下列的

階段，成年而當未婚的婦女，被稱之為 buLabuLayan，結了婚且該是成為母親的婦女，則被

稱之為 taynaynayyan，而年紀更長，成為祖母者，則進一步稱之為 mumuwan，不過稱為

mumuwan 時不專指成為祖母的婦女們，也指成為祖父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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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們吃重的工

作中，我們可以體會傳統卑南婦女的賢慧。 
 
 
 

卑南族傳統衣飾 
文：林志興 

 

服裝可以說是文化的表徵，各個人群往往會共守某種穿戴的方式，並進而形成群體的

象徵，與認同的對象。而在同一個群體之內，服裝又會因為不同的禮儀情境、社會角色和地

位而另有不同的穿戴規矩。 

傳統的卑南族，是個年齡組織十分發達的社會，人，特別是男人的一生，被劃分成為

不同的階段，在不同的階段中，有不同的穿著規矩。一般而言，未成年和成年之間有著相當

明顯的差別，未成年者顯得樸素，成年之後方可華麗。以下是卑南族成人主要的衣飾。 

 

成人之部分 

 

bangsaran 

 

丁字帶  bangsaran 的丁字帶稱為 niLeuTan，用藏青色綿布製成並附加帶子，不施任何刺繡花

紋。寬度是普通綿布的窄幅，長度是由後向前合，右端達左腰骨，左端則達到右腰

骨。 

腰帶  稱為 pinadautat 用色線刺繡。亦即，紅線在上端，接著是藍線、黃線，沿著腰帶橫向

刺繡；先繡黃線再繡紅線，繡成寬度最大的部份；再以黃、藍、紅的順序刺繡與第一

次相反的花樣。 

上衣  有綿布製與皮製二種。綿布的如同婦女上衣的筒袖，在袖口及衣身刺繡，以及在前胸

部合襟裝上鈕釦釦住。皮製的形狀如同陣羽織，稱為 pinatunan，在兩肩口與衣領周圍

用朱漆畫花紋。 

頭巾  用藏青色綿布（或絹布）製成，稱為 aLipuTpuT，似為本島人的頭巾之模倣。寬度狹窄

如帶子，把一端按在左眉上，繞至右邊，再從右邊繞往後頭部，然後纏在頭部，並在

適當之處把尾端挾住。限於 bangsaran（或注重裝飾容姿的 maiDang）使用。 

帽子  稱為 gimpu 以綿布製成，與 myabetan 之帽子相同。 

頭帶  稱為 tatenges，與 Takubakuban 之頭帶相同。 

煙管  稱為 ungTuy，與 Takubakuban 之煙管相同，但偶爾也有人用銀釘、銀線裝飾煙袋鍋。 

番刀  稱為 taDaw，用銀釘、銀線、朱漆等做裝飾，其工藝頗為華美，有的達市價三、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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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只有曾經馘首過的番刀才可以在刀鞘尾垂掛馘首的首級之頭髮。 

頭髮  要洗乾淨，梳理美觀，修齊至衣領附近，切端撥向外往上蹺；往上捲的稱為

panang  。 

眉  拔修成新月狀，稱為 semedeng  ，是為了美觀而做的。 

齒  不斷地咀嚼檳榔來染齒，如同用鐵漿染的一樣。據說檳榔的吃法，是檳榔（puran）配上

石灰（puabu ）和 pudu 樹（或 sinaLem 草）；將檳榔剖開放入以上二物咀嚼，三物之中

缺一則無法成赤汁，就不能染齒，而且不會興奮。挾在剖開的檳榔中的 pudu（或

sinaLem ）稱為 Taker， Taker 是男子之意，而檳榔象微女性。如後段婚姻之項所述，男

子向意中之女子表達心意的手段是贈送 Taker，即緣自於此。 

肩掛鎖鍊  稱為 Langi，從右肩向左腋下垂掛。鎖鍊是用四、五條二十錢銀幣或一元銀幣連

接製成。 

頸飾  有金屬（洋銀、銀）、石（瑪瑙）、陶製等種類。金屬製的稱為 gingLing，瑪瑙製的

則稱為 tana。 

飾帽  稱為 apuT，在大舞會時使用，附上鳥羽的稱為 iris。資性剛勇且又有特殊功勞者得以

附加 areDi（鷹）的羽毛，出征等埸合戴用，此稱為 kabung。 

手環  稱為 puasel  ，用銀或其他金屬製成。 

指環  稱為 pwaLima ，銀製，無石製或金屬製者。 

護腳布  以三種顏色（紅、藍、黃）之綿布製成，外形如祖國之裁著褲。 

草鞋  首次被准許穿著。用皮革或麻、綿線製成但近年來也用稻草製成。雖已成年也不可以

飲酒。近年來雖然風紀已大亂，但仍不可以公然飲酒，而且既使是私下偷喝酒也甚怕

上級人知道。 

 

 

女子之部分 

 

女子到被稱為 buLabuLayan 時視為成年，但在特殊埸合下 paseket milabit 也被公認為具有能力

者，所以為了方便起見將之編入成年部分。不過 paseket milabit 與 muLadaLadam milabit 的服裝

並無顯著差別，且 buLabuLayan 與 paseket milabit 之服裝亦無太大差異。 

 

paseket milabit 

 

腰裙  左右二塊為一對， 其稱呼和用法與 muLadaLadam milabit 腰裙相同，但是刺繡之花紋

各異。tubil 之布料為藏青色或淺黃色綿布，以紅線刺繡。labit 則上下兩端用  藏青色

棋盤條紋，中間用藏青色，其上下則用白色綿布。 

 

 

老  人 

 

第一、男子之部分 

 

maiDang 之服裝並無一定之規制，但是老熟就去華就實，廢除一切裝飾，在某種意義上具有

粗野之風。 

 

第二、女子之部分 

 

已婚的婦女大都有小孩而無青春的氣息，一見其外貌即可判別其為已婚或未婚。如下舉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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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之差異點： 

腰裙  當然也有人穿著與 buLabuLayan 相同的腰裙，但大部分的人是穿著類似本島人的褲

裙，稱為 kaTakaT。 

上衣  為了育兒上的方便，穿著長及膝而寬闊的，稱為 maTin kana kiping， 是大的衣服之

意。 

護腳布  樸素而不用有顏色的，中間為藏青色，左右為棋盤條紋。 

 

 

 

勇士的配件—刀與鐸鎦兒 
文：林志興 

 
在卑南族的社會中，有兩件物品是十分重要的物品，一件是護身及工作之用的刀具，另

一件則是做為傳遞訊息的配件鐸鎦兒。 
刀，特別是在尚不懂得使用槍的年代裡，他可是說男子的生命，男子打獵耕作要用到

刀，保家衛里也要依靠刀，甚至於製作器物都要用到刀。不過，依著不同的功能，卑南族人

所使用的刀卻有好幾種不同的類別。其類別大致可四分如右：大刀、短刀、小刀和挖刀。 
一、大刀（dalaw），長度在十吋以上的刀屬之，又可以分為二次類：第一種是專門作為

戰鬥獵首用的戰刀（palaylay），其尾套常以人髮做為裝飾，以張顯武功。獵首之風

中斷了後，他仍是男子盛裝時必佩的禮刀。男子過逝時，常以刀一把陪葬。其實婦

女在除草完工慶時也配掛禮刀，不過為了配合女性的身材，尺寸通常較為短小。第

二種大刀是工作刀，依其形式又可以分為單刃的 kyakalun 和兩刃的 matapalay，工作

刀主要用於打獵、砍伐和大件雕刻等工作上。 
二、短刀（pantsiam），長度在七吋到十吋之間的工作刀。有一種長槍刀（binungbung）

也並歸類為短刀類，是因為它是以短鐵刀身套入長木柄而成長槍，用以披荊斬棘，

也是喪禮中立於門前驅邪的武器。 
三、小刀（kamut），約三、四吋到七吋間的刀具，有削竹籐、竹條用的 sasali La wai，

有占卜用的 sasali La elaw，以及吃檳榔用的 dadepi La pulan 
四、挖刀（kakilus），是專門用作木匙雕刻用的刀。 
從上述卑南族人的刀類中我們可以知道，刀，對卑南族人而言，不論是男性或是女性，

都是一樣重要，但對戰士們而言更是！ 
 
鐸鎦兒是直徑一寸、長約六寸，把有如剖竹為二片的鐵板向內彎曲，在一端之洞孔穿過

細皮繩，再繫結上長約六寸、寬約二寸之木片二個。此物通常是由擔任替長老傳訊的使者佩

掛的配件（插在腰背上），在跑步時會發出叮噹之聲，技巧愈好，共鳴愈美。它的性質有如

現今前導警車的鳴笛般。 
不過，配帶鐸鎦兒有許多的禮貌規矩，否則會犯上嚴重的後果。配掛鐸鎦兒的使者如果

在路途上碰到了人， 就要按住鐸鎦兒止響，待通過後再鳴，尤其是在官方公署的門前或遇

見年長者時更是如此。否則會因忘卻長幼尊卑身分的失禮動怍，立遭斥責而令去馘首以為懲

戒。而同年之間為了表示謙遜之意，以及被傳喚者為了要比使者先到達集會所，所以有人會

把使者的鐸鎦兒拔起來丟掉。因此習慣之故，使者到同年家的附近時，就會把鳴鐘藏在路

傍，待達成使命後才慢跑鳴響鐸鎦兒。 
依照慣例，進級到米亞布丹時，各自要製作新鐸鎦兒，但若因無錢或其他緣故時，則可

用集會所裡的鐸鎦兒。待成為萬沙浪以後再製作歸還。 
女子也使用鐸鎦兒，在除草季節裡上下工時，在除草完工慶的跑步活動時，亦多會見到

女子使用鐸鎦兒助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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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鈴 tawLiuL 

 
在卑南族的社會中，有兩件物品是十分重要的物品，一件是護身及工作之用的刀具，另

一件則是做為傳遞訊息的配件鐸鎦 tawLiuL。 
刀，特別是在尚不懂得使用槍的年代裡，他可是說男子的生命，男子打獵耕作要用到

刀，保家衛里也要依靠刀，甚至於製作器物都要用到刀。不過，依著不同的功能，卑南族人

所使用的刀卻有好幾種不同的類別。其類別大致可四分如右：大刀、短刀、小刀和挖刀。 
一、大刀（dalaw），長度在十吋以上的刀屬之，又可以分為二次類：第一種是專門作為

戰鬥獵首用的戰刀（palaylay），其尾套常以人髮做為裝飾，以張顯武功。獵首之風

中斷了後，他仍是男子盛裝時必佩的禮刀。男子過逝時，常以刀一把陪葬。其實婦

女在除草完工慶時也配掛禮刀，不過為了配合女性的身材，尺寸通常較為短小。第

二種大刀是工作刀，依其形式又可以分為單刃的 kyakalun 和兩刃的 matapalay，工作

刀主要用於打獵、砍伐和大件雕刻等工作上。 
二、短刀（pantsiam），長度在七吋到十吋之間的工作刀。有一種長槍刀（binungbung）

也並歸類為短刀類，是因為它是以短鐵刀身套入長木柄而成長槍，用以披荊斬棘，

也是喪禮中立於門前驅邪的武器。 
三、小刀（kamut），約三、四吋到七吋間的刀具，有削竹籐、竹條用的 sasali La wai，

有占卜用的 sasali La elaw，以及吃檳榔用的 dadepi La pulan 
四、挖刀（kakilus），是專門用作木匙雕刻用的刀。 
從上述卑南族人的刀類中我們可以知道，刀，對卑南族人而言，不論是男性或是女性，

都是一樣重要，但對戰士們而言更是！ 
 
tawLiuL 是直徑一寸、長約六寸，把有如剖竹為二片的鐵板向內彎曲，在一端之洞孔穿

過細皮繩，再繫結上長約六寸、寬約二寸之木片二個。此物通常是由擔任替長老傳訊的使者

佩掛的配件（插在腰背上），在跑步時會發出叮噹之聲，技巧愈好，共鳴愈美。它的性質有

如現今前導警車的鳴笛般。 
不過，配帶 tawLiuL 有許多的禮貌規矩，否則會犯上嚴重的後果。配掛 tawLiuL 的使者

如果在路途上碰到了人， 就要按住 tawLiuL 止響，待通過後再鳴，尤其是在官方公署的門

前或遇見年長者時更是如此。否則會因忘卻長幼尊卑身分的失禮動怍，立遭斥責而令去馘首

以為懲戒。而同年之間為了表示謙遜之意，以及被傳喚者為了要比使者先到達集會所，所以

有人會把使者的 tawLiuL 拔起來丟掉。因此習慣之故，使者到同年家的附近時，就會把鳴鐘

藏在路傍，待達成使命後才慢跑鳴響鐸鎦。 
依照慣例，進級到 myabetan 時，各自要製作新 tawLiuL，但若因無錢或其他緣故時，則

可用集會所裡的鐸鎦。待成為 bangsaran 以後再製作歸還。 
女子也使用鐸鎦，在除草季節裡上下工時，在除草完工慶的跑步活動時，亦多會見到女

子使用鐸鎦助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