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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王卑南族歲時祭儀中的音樂 

文：林志興 

一、前言 

 

本文旨在介紹卑南族南王部落之祭儀音樂，主要焦點集中於該部落之歲時祭儀有關的音

樂，南王部落（日治時期稱之為卑南社）是當今卑南族當中歲時祭儀保存最完整的部落。傳

統卑南族的歲時祭儀由於生計型態的改變，有些祭儀與傳統狩獵及農耕生活相關的祭儀已經

消失了，目前留存的主要歲時祭儀尚有 basibas（猴祭）、mangayaw（大獵祭）、mugamaut（除

草完工慶）及 mulaliyaban（感恩海祭），事實上，猴祭與大獵祭應是一項具連續性的歲時祭儀。

所以前述的祭儀可以說是南王卑南族人迄今為止每年仍舉行的年度三大歲時祭儀。猴祭與大

獵祭無疑是與狩獵生計有關（但在儀式中含有與農業有關的儀式），而後二者除草完工慶及感

恩海祭則完全以農耕為主。 

 

有關南王卑南族的歲時祭儀或與其有關的研究文獻不算少，也有探討過南王部落歲時祭

儀、音樂和舞蹈的研究1，不過筆者認為尚可有進一步補充的地方。特別是儀式與歌舞音樂之

間的關聯2，以進一步促進大家對卑南族歲時祭儀音樂的瞭解。在這三大祭儀之中，除了感恩

海祭較無音樂的內涵之外，其他兩個祭儀都含有豐富的音樂傳統在其中。 

 

本文擬先就卑南族及南王部落做個簡介，再回顧一下諸音樂研究的前輩關於卑南族音樂

的描述，然後從南王部落的角度看南王的音樂，之後再進一步說明南王部落的歲時祭儀與音

樂的關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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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約一萬人，

位居台灣原住民族之第五順位3，可謂少數中的少數。 

卑南族傳統的居住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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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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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本民族音樂學者藤井知昭（1991:260）指出在有關的祭儀或儀禮研究時，人類學者往往側重民族誌的詳細描

述，但是對與音相關的記錄缺乏經驗。而反過來音樂學者對音則十分敏銳，卻對文化背景認識不足，在民族音

樂的研究，特別是祭儀相關的研究上，其實缺一即不完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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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係因該調查以戶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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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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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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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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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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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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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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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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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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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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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王部落的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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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之間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waarakan)牽手而

舞，後者（likasaw）則不牽手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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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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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uduk（快板舞），，在成人舞蹈上則稱之為 TemiLaTiLaw，曲調大致相同，但

TemiLaTi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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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airaw（獵祭之敘事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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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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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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祈雨之歌（パカウダル pakaudal） 

這是黑澤隆朝（1973:209）所記錄者，但祈雨儀式已因信仰之變遷而不再舉行，

這首歌也很少聽到部落中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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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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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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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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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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樂器的表現，現代卑南族人頗能通曉各種外來傳入的樂器，當今喜慶及祭儀活動

中，也都引進新式的電子器樂，但是，在當代的生活當中，部份傳統器樂卻很少出現，甚至

連當代卑南族人都遺忘了。不過，黑澤隆朝（1974:330- 331;374-375;430;457;467）曾經提及卑

南族社會出現過下列樂器。 

 

樂器類             社名 

器樂族名 

知本 建和 利家 泰安 上檳榔 下檳榔 初鹿 南王 

口琴 rupul v      x x 

弓琴 ratuk x      x x 

縱笛 paligalugang 

 

v  x     x 喪用

橫笛 paligalugang  

alidang 

 

v 

 x       

鈴類 TawLiwL 

Kamuling(singsingngan) 

Tapilis(singsingngan) 

karungakung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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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太

鼓 

       x x 

趕鳥竹

器 

TapiTabang x        

註 1:上表中 x 和 v 之符號是依黑澤隆朝之調查內容所製，x 表示調查時已無使用

小 v 調查時仍在使用，但稀少。V 則表示筆者認為仍普遍使用。 

註 2:族名系筆者依黑澤之片假名發音重現者，南王部落以外發音仍待查証正確發

音。 

註 3:鈴類族名中加()中文字系筆者認為類似南王部落之器樂物之名。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到除了鈴類的器樂之外，大部的樂器都已經不存在，或只存在在調查

當時的人們記憶之中。對當代卑南族人而言，好似失連的傳統。 

上表之器樂當中，鈴類樂器大都與祭儀活動有關，餘者無，唯南王(卑南社)之縱笛係直

接與喪儀有關，有喪時之前三日會取縱笛吹奏，以啟生者對死者的思念，三日過後即置入屋

簷不再使用。 

 

五、南王部落的歲時祭儀與音樂 

 

basibas（猴祭或少年年祭） 

 

少年年祭，過去的文獻之中常稱之為「猴祭」，是少年會所5最重要的祭儀活動。這項活

動的目的並不是以祭猴為主，而是以殺猴為主，猴子被視為孩子們的敵人，在殺猴的儀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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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獵首」，也藉由這個儀式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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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程序約略如下： 

 (一) 會所維修與問卜入館 

約在六月底七月初稻子收割之後, 會所開學，在級和新入的少年們回到會所生活。入會

所之前，先要由祭師行竹占問卜擇日, 並進行會所建築物材料的換新和維修。 

傳統上，這個時候開始大家才可以開始唱與年祭有關的歌曲，在此之前唱的話是禁忌6。

但是現在由於展演活動盛行，或上舞台或上電台演出，為了呈現自己的傳統，南王部落的長

老們並不因時間之限而拒絕表演，但是演出前，一定拿米酒到某個角落向祖靈行告祭。 

 (二) 祭祖 

                                                 
5卑南族南王部落的少年組織和少年會所，是有別於他社和他族的重要社會制度。由少年們構成的少年會所，在

傳統的時代是個深具獨立性的社會單位。雖然他們都是半大不小的孩子，可是除了專司指導他們的長老之外，

其他成人不得干涉少年組織內的事務，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神話源由、禁忌、訓練活動和祭儀。少年們透過自行

領導，自我約制和自我安排來學習，不論是領導與被領導，少年們都是在「做中學，學中做」，這真是獨特的

教育安排。 
6 這習慣和賽夏族的矮靈祭歌，有演唱時間的限制相同，只是賽夏族的時間更短，僅約祭前十五日，而南王部

落則長達半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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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由祭師帶領少年組最高年級的成員祭拜神明及祖靈。之後，由少年領導進行用糯

米糕問卜的儀式，如果丟上會所平台呈半弧形的糯米糕之面朝上, 則顯示獵猴順利, 反之，必

須加倍努力。 

不過現在會所傳統功能式微之故，(一) (二)的儀式除了會所維修（也通常到十二月底祭

儀將開始之十二月中下旬才實施）仍持續中之外，其餘的儀式，已不見於近年的祭儀活動當

中了。 

(三) 驅邪祈褔  

第三天男祭師與女靈媒們在部落的四個角落設祭壇, 並輪流祭禱, 驅除邪靈, 祈求神明

降褔, 賜于平安。 

(四) 設立守護門  

第四天取長竹子及長野藤7, 在部落四處入口設立拱門，再由祭師們祭禱，以阻止邪靈進

入部落。 

(五) 祭壇整修 

第五天到野外預定地清除雜草, 設立刺猴祭壇, 並將所獵之猴移進祭壇中之柵欄裡8。入

夜，少年們進行膽識訓練。 

不過，(三)到(五)的實施的時間程序，往往不那麼確定，有時候會壓縮在二天內實施。 

 (六) 新米啟用祭 

第六天由各家族長老帶領族人, 各抓一把當年收割的新米, 到村外的新米祭壇, 行撒米

儀式, 請祖先啟用新米, 儀式結束方可食用新米。 

入夜, 少年組之高年級者帶領低年級者各持乾香蕉葉, 挨家挨戶行熱鬧的少年驅邪儀

式。在出發以前會先舉行挑釁儀式，由北部落的少年會所先唱 paLimuLimu（挑釁歌），因為

過去挨家挨戶行驅邪儀式時，南北部落是分開舉行的，行進中，兩方相遇時，會進行激烈的

群體摔角的競賽活動，其目的在訓練高昂的鬥志，並藉少年們扭纏的情景，象徵來年穀物糾

結豐收。不過，這項活動現在己經停止多年，近年是把膽識訓練移在此時辦理。 

 (七) 少年年祭當日 

行祭當日，所有少年各依級等盛裝參加祭儀。由清晨到午後，祭儀依序包括為喪家破門

除喪、刺猴、悼亡猴、棄猴、除舊佈新、擲糖祈福、享用美食及歌舞歡慶等禮儀。 

本日是少年最重要的活動日子，而猴祭之祭歌 kuDaw 是整個活動的靈魂。KuDaw 的唱

法，在傳統中南北部落略有不同。約如下： 

一、 kuDaw i ami（北部落的少年祭歌）有三種歌詞，但曲式皆同 

1. 在 pangayangayawan(刺猴訓練場)時唱的祭歌是第一種歌詞。 

2. 在會所時唱的祭歌，是第二種歌詞。 

3. 在 aDaaDaran(棄猴處)唱的祭歌是第三種歌詞。 

二、 kuDaw i timur （南部落的少年祭歌）。只有一種 kuDaw 的歌詞。 

1. 在 pangayangayawan(刺猴訓練場）只刺猴，不唱祭歌。 

                                                 
7 長野藤現在少用了。不知是何原因，也可能現在車來車往，不利於長野藤的架設。 
8 關於猴子，大概光復以後就少用了，筆者問過長老原因，有人說是基於保育動物理念的盛行，怕被批評。所

以,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新的觀念對原有狩獵祭儀文化的影響。現在都以草編的猴子替代，即使不是真猴，也被南

王部落的人視為真的猴子處理。行禮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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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到會所後，也不唱 kuDaw，而是唱 benikb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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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棄猴時，才唱 kuDaw。 

 

上述的歌曲傳統上都是要由少年或青少年自己來唱的，但是晚近年輕人失學於祭典歌

曲，所以都由老人家來代唱。不過去年開始南王國小及部落社區組織開始重視此一問題，舉

辦教學活動，現在新一代的少年人反而較年長的青年人會唱少年祭典的歌曲，但是由於青少

年會所只剩下一棟，所以也不太做南北部落之分了。 

祭儀的最後階段是歌舞歡慶，當開始的時候一定唱 isuwaLay alialian（招喚伙伴來跳舞之

歌）9，之後就會以 padukduk（快板）和一般的歌曲伴舞輪流交替到結束，唱一般歌曲的時候，

有時候放音樂帶，有時候用琴師伴奏，曲目從卑南到他族乃至國語流行歌曲都可以佐舞。 

 

Mangayaw（大獵祭） 

 

大獵祭是卑南族年度最重要的祭儀，而參加者主要是以正接受成年訓練的人和已成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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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行的獵首活動，然而自獵首習俗禁止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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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出發之前必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祭師們會在出發前，先到野外進行鳥占，聆聽鳥鳴聲，以占卜出獵的方向與吉凶。晚近

出發的時間，受到國家對時間規範的影響，為配合假期，出發的時間，以及往獵的方向有定

型化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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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即將出獵的親人（同

家的男性親人，分家但同家族的親戚，或者是來往頻密的友人家），使彼此之間的關係更加緊

密。 

出發日的早晨男子集合後出發，miyabutan（正受成年訓練的青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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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祭師們會以甜根子草橫置於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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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 

建完營地及行獵前尚有招獵物祭，而行獵間，不同的年齡階級各有職司，miyabu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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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時製作各種器具以

贈送族人，和指導 miyabutan 各種生活技藝。 

夜晚是大家圍火共聚的時刻，長老們會以吟唱詩篇的方式，傳頌祖先事蹟，現在通常是

最後一個晚上大家一齊聚合共唱 payrayraw。吟唱向由年長的長老開始起唱第一遍，眾人隨和

第二遍，曲調有二種，一種是平常的唱法，一種是快板的唱法，當時間不足時，常會改成快

板的唱法。 

夜晚的吟唱主要目的在練習。不過，此舉也可能引來敵人的窺視和攻擊，所以青壯年們

                                                 
9 曲詞請參見洪國勝、錢善華（1995）「卑南族傳統童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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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領者 miyabutan，徹夜呼喊巡繞營地，警告暗處的敵人，不要輕舉妄動，並不斷地把芒草莖

製成的箭標射向營外黑暗處，逼使隱匿的敵人現蹤。 

外宿營地的最後一天早晨，就在營地中，全體成員會再聚合一同吟唱 payrayraw，唱的不

好時，長老會起來訓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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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uwanan（凱旋門，有兩種：一般的呈圓型，較大， 

kaLaman（喪家）的是四方型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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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婦人為其更換禮服。年中家

中有喪的男子會坐到為喪家做的 laluwanan 中，接受親友的慰喪，接引他們重返正常的生活，

而無喪者，在與家人相聚用餐之後，會陸續回到圓型的 laluwanan 吟唱 irairaw。家中有喪的男

子也會被接引到場內一同吟唱。由歌詞來看，irairaw 像是報告戰果，但是有長老說，唱得好

的話，會讓 kaLaman 流眼淚，似乎也扮演了除喪解憂的功能。不過，irairaw 有多種不同的歌

詞，都以相同的旋律吟之，但不一定全部唱完。 

迎禮結束，青壯年們繞行保護著長老浩浩盪盪地回歸部落的會所廣場。到了廣場上，大

家會拉起手圍成一大圈共舞，首先為新成年的青年人舞，此時的歌舞分成二種，一種叫

TemiLaTiLaw，另外是過門用的一般歌曲，從原住民小調到流行音樂都有，原則上要為每一位

新成年的青年人唱一次 TemiLaTiLaw，然後要由他的教父或說終身的指導者（為他換衣裙的

長者）帶著他跳成年後首次的 TemiLaTiLaw，通常舞步不是很熟練。 

當引領完新成年的年青人跳完了之後，隨之為喪家的親人而舞，也是跳 TemiLaTiLaw，

但意義不同，為青年人是引他走上成年之路，為喪家是引他們走出憂傷，重新可以加入歡樂

的場合。部落中的長老會小心注意到有那些喪家需要引領除喪，如果喪家沒有被別人邀請到

舞圈中跳舞，那是一件極難堪的事。 

當所有的喪家都下舞圈跳過之後，大家就解散回家休息。入夜後，新成年者會被年長者

引領到各戶人家介紹，這個儀式叫做 pwaDangi，但所謂介紹，通常是一群年青人（有新有舊）

一同到聚落中每一戶人家內歌唱，每一戶通常唱兩三首曲目，什麼歌都可以，但是有一首被

稱為敿門歌，原本是在此儀式請求受訪戶的長者開門的歌曲。由於現在戶數眾多，往往要唱

到清晨，才會結束，年青人卻樂此不疲。 

次日（通常是陽曆的元旦之日），長老們會到每戶喪家吟唱 benanban（解憂）。若該年中

有女靈媒過世，則女靈媒們會另有拜會吟唱的活動。意在安慰及接引喪家除喪，開始過新的

生活，兩種情境唱的 benanban 旋律相同，但歌詞不同。這個儀式可以說是用整個部落的力量

來安慰部落的子民，喪事在卑南族的生活中，是全部落的事，不是個別家族的事，而表達關

懷最深切的方式，就是以音樂中的歌聲表達。 

不過，受到文化復甦的影響，據說過去有一種屬於 miyabutan 特有的舞蹈動作（舞步配

合敿擊鐵鐸），在 1998 年時，因部落的長老主張而重新復現。在元旦的清晨舉行。 

白天慰喪完成之後，晚上就是全部落歡樂的時光，大家聚集在會所廣場跳舞，跳舞的時

候與迎接青年成長及為喪家解喪的歌舞型式相同，傳統與現代，儀典歌曲與普通曲目對應間

插換行。現在一連舉行三夜的舞宴，過去則是一連半月十五天。 

 

mugamut（除草完工慶） 

 

第二個與音樂有的祭儀是婦女的除草完工慶。而要瞭解婦女的除草完工慶（muga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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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來，必須要先瞭解傳統南王部落的生活。 

過去，農事一向是婦女的工作，男士負責部落安全和狩獵。由於開墾、播種、除草和收

割等工作，特別需要人力，所以，南王的卑南族人發展出兩種組織：一為以家戶為單位，互

惠為原則所組成的「農事互助團」，一為由部落中十八歲以上女性所組成的「婦女除草團」，

用來解決人力調配的問題。由於除草工作需要大量的人力才能及時完成之故，所以促成了「婦

女除草團」的組織，在每年二、三月間，以全體婦女的力量，拔除所有田間的雜草。 

在這一段時間當中，部落的婦女要集中全力，團結一致，及時完成除草任務，所以是處

在高度緊張的氣氛之中。她們集合要用跑的，趕赴田間工作也要列隊慢跑前進，即使是回程

也仍是跑步，像是訓練有素，集體行動的女兵。由於除草期間，跑步活動佔了重要的份量，

所以才把婦女完工的慶典取名為 mugamut。 

由於過去各部落之間獵首成風，基於安全，凡是外出部落工作的婦女，皆要在前一天通

知集會所，好安排護衛的青年提早到婦女工作的地點守衛，所以男士亦在動員之列。另外，

有些婦女因病或待產之故，不能出席工作，則會由家中的少年代班，通常這些少年會被派負

擔任汲水和供水的任務。所以在這段非常時期裡，部落附近的田野上，會出現一副特殊的景

像：一群群在田間歌唱除草的婦女、來往奔波供水的少年、以及悄悄在四野放哨警戒的青年。

有如天籟的歌聲讓人如置天堂，卻又暗藏危機。 

除草團約在凌晨四時左右，會由副領隊以歌舞聲在集會所召喚集合，聽到召喚的婦女會

邊跑邊敲自己的工具前來集合。集合後，立刻列隊慢跑邁向工作地點，邊跑邊敲打工具，叮

噹之聲響遍部落。行進間帶隊的副領隊也會帶領呼喊，使團隊充滿精神。 

到了工作地，先行除草開工儀式。儀式的目的在期盼人人都如表演者般靈活迅速，好快

快輪轉到另一家田地工作。而每移轉新地工作，都會舉行此一儀式。往昔無錶，工地輪轉、

下工等全靠陽光判斷，當田間工作做累的時候，領導人就會引領大家歌唱，只要一人起音，

合唱隨至，且歌且做，使工作在不知不覺中完成。 

 

婦女除草的緊張日子，會進行將近一個月的光景，當工作結束時，常會引發依依之情，

懷念一同工作時的種種。所以，為了維繫每位團員間的感情，婦女們會共同籌辦除草完工慶。 

在完工慶活動的前一天部落中的婦女會在女靈媒們的帶領下，先進行祭淨空靈界護衛部

落的儀式及祭當年之亡靈，但沒有歌舞的活動，即使有跑步的活動，也不敿擊鐵鐸。 

慶典前二天，由領隊先到頭目（里長）家通知舉辦之消息及商議舉行的細節。前一天，

會有約十名之老婦人組團拜訪最近有親人過世的喪家，以歌唱慰解喪家解憂，勸勉喪家婦女

保重身體（此時唱的慰喪之歌仍是 benanban 但歌詞不同），並邀請喪家婦女們一定來參加除草

完工慶。此一拜訪喪家的活動是除喪的儀式，藉此引領喪家解除禁制10。 

另外，前二日時頭目會指定幾位男士，到很遠的山上過夜採荖葉藤，並在前一天把荖葉

藤按照婦女領隊指定的地點放置。當男士們前來放置時，會有幾位婦女帶著食物和飲料前來

迎接，他們會把美食佳餚鋪排在地上，一邊向男士們問安，一邊請男士們享用，食罷才一同

返家，而暫時把荖葉藤捲留該地。到次日（慶祝當日）的一大早，男士們會再來把荖葉藤拉

成一條直線，以便婦女群隊來到時，能依序站定在荖葉藤的左右邊共同行提持之儀式。 

                                                 
10 南王卑南族人的祭儀活動如有歡慶的場面，似乎都會有慰喪解禁邀請參加活動儀式。大獵祭如此，婦女完工

慶如此，唯海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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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當天，凡十六歲以上（現在小學生也在學校的安排下前來見習）的婦女們會盛著傳

統服飾，頭上帶著花環，到會所集合，男青年們會在一路上護衛著婦女們的安全。當到齊後，

依長幼順序排成兩列，慢跑敲打「叨鎦兒」出發往放置荖葉藤的地方，前進時一如上工時，

仍由副領隊帶領呼喊，抵達後會舉辦同齡賽跑活動，一批一批地跑向部落。參加比賽跑完的

人再成兩路回到荖葉藤處，重新按年整隊，然後共持荖葉藤慢跑回部落，行進間一路歡呼。 

進部落後，先到成人集會所繞行一圈，才轉到頭目家繞一圈，再回到集會所環繞三圈，

跑完三圈才把共持的荖葉藤捲放在一旁，然後全體婦女歌舞慶祝一番。歡慶時，男士們會前

來關心一同歌舞。初時，特別會把喪家的親人輪流領到舞陣之前頭跳舞（是否和年祭時唱的

歌曲相同），以示解除喪禁，等到喪家全部輪完之後，就休息進用午餐。 

午餐後，是婦女最悲淒的時刻，大家圍繞圈子坐著，由年老一輩的婦女引唱曲調與歌詞

都非常優美動聽如「鳥鳴之歌」（maiagaiam）、「遊戲之歌」及「緬懷之歌」。唱罷，全體再共

同緬懷於田裡除草時唱的歌曲，就結束一天的活動。 

活動後荖葉藤搬到頭目家。而當人家媳婦的婦女，在活動後要答謝活動中前來探望送禮

（飲食與花環）的親人（丈夫的兄弟），她要挑兩桶水回謝，或送一把已剖開的竹片（做為照

明的用具）。次日一早每位婦女，會到田裡砍三根木柴送到頭目家，在分發荖葉藤之後，接受

頭目的款待，吃飯、唱歌然後結束。 

 

mulaliyaban（海祭） 

 

海祭是卑南族重要的祭典，每年七月小米收穫之後，要到海邊舉行，感謝帶來小米的祖

先，但是主要儀式之中，並無相關的音樂，只有在海邊歸來後的歡慶時刻，才會出現歌舞表

演，不過筆者見過自海邊歸來後，長老們舞 TemiLaTiLaw.而陸森寶先生曾為海祭作過歌曲，

雖為近代所作，但常會在海祭結束的歡慶時刻，為人所唱。其歌詞大意如神話之主題如下： 

                過去沒有種子(bini) 到處尋找 

                在蘭嶼找到走私引度到台灣 

                播種收穫新米啟用前向蘭嶼祭感恩.... 

                ..... 

六、討論與結論 

 

從上述的祭儀敘述中，我們可以進一步將歲時祭儀中出現的歌、舞、器樂等做一個初步

的分析： 

 

南王卑南族歲時祭儀音樂分析表 

編號 曲目 身體動作 器樂 旋律 歌詞 附註 

猴祭 1 paLimuLimu

（挑釁歌） 

有：爬上

屋頂和腳

踏 

無 專 屬

旋律 

專 屬

歌詞 

 

猴祭 2 kuDaw i ami

（1）祭場用 

刺殺猴子

動作 

無 專 屬

旋律 

專 屬

歌詞 

北部落專用 

猴祭 3 kuDaw i ami 無 無 同上 專 屬 北部落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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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所用 歌詞 

猴祭 4 kuDaw i ami

（3）棄猴用 

搖猴及棄

猴動作 

無 同上 專 屬

歌詞 

北部落專用 

猴祭 5 benikbik 

  

踏腳除舊 無 專 屬

旋律 

 南部落專用於會所

用 

猴祭 6 kuDaw i timur

棄猴用 

  專 屬

旋律 

專 屬

歌詞 

南部落專用 

猴祭 7 isuwaLay 

alialian 

牽手環舞 腰鈴 

配現代器樂

二 種

旋律 

專 屬

歌詞 

招喚伙伴用 

猴祭 8 padukduk 牽手跳躍

環舞 

腰鈴，不使

用 

專 屬

旋律 

隨 場

合變 

 

猴祭 9 歡樂用歌舞 牽手環舞 腰鈴 

配現代器樂

無數 都有  

大獵祭 1 Penaspas 不做動作 不使用 專 屬

旋律 

專 屬

歌詞 

唱於獵場練習，凱

旋門 

大獵祭 2 sanga 不做動作 不使用 同上 專 屬

歌詞 

同上 

大獵祭 3 Pulibun 不做動作 不使用 同上 專 屬

歌詞 

同上 

大獵祭 4 Kemaayaman 不做動作 不使用 同上 有 專

屬 歌

詞 

同上 

大獵祭 5 Kalaman 不做動作 不使用 同上 專 屬

歌詞 

同上？ 

大獵祭 6 benanaban（男）不做動作 不使用 同上 專 屬

歌詞 

11 

大獵祭 7 benanaban（女）不做動作 不使用 同上 專 屬

歌詞 

慰女巫之喪 

大獵祭 8 TmiLaTiraw 特殊的跳

躍舞 

腰鈴 專 屬

旋律 

隨 情

境轉 

唱於成成年禮，喪

舞，及歡慶 

大獵祭 8 鐵鐸之舞 個人舞 鐵鐸 無 無 專屬受成年訓者 

大獵祭 9 敿門歌 likesaw 腰鈴 

吉他 

 專 屬

歌詞 

報佳音用 

大 獵 祭

10 

歡樂歌 waarakan singsingngan

電子器樂 

各 種

各類 

都有 歡樂用 

大 獵 祭

11 

Miyapudan 舞 有節奏舞 鐵鐸 無 無 表演用 

                                                 
11 據南王部落陳光榮長老所知該有十首年祭相關的 payray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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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草 完

工慶 1 

huhuwa 跑步 鐵鐸 呼 喊

節奏 

虛詞 上田工作用，慶典

中繞村用 

除 草 完

工慶 2 

集合歌舞 ？ ？ ？ ？ 集合用 

除 草 完

工慶 3 

田間工作歌 割草 無 專 屬

旋律 

有 唱 what 

除 草 完

工慶 4 

 

benanaban（女）不做動作 不使用 同 前

獵祭 

專 屬

歌詞 

慰喪 

除 草 完

工慶 5 

TemiLaTiLaw waarakan 腰鈴 同 前

獵祭 

專 屬

歌詞 

慰喪舞 

除 草 完

工慶 6 

Maiagaiam 

鳥鳴之歌 

  專 屬

旋律 

  

除 草 完

工慶 7 

「遊戲之歌」      

除 草 完

工慶 8 

「緬懷之歌」      

海祭 1 海祭   專 屬

旋律 

專 屬

歌詞 

新創曲 

招獵物 招獵物歌 應無  專 屬

旋律 

專 屬

歌詞 

 

 

 

與其他鄰近族群比較，特別是阿美族，卑南族的歲時祭儀音樂的表現，呈現了歌曲多，

舞碼少的現象，歌舞比重相同的以吟唱敘事詩為主要特色，具神聖性的舞蹈音樂只有猴祭的

padukduk 和普現狩獵祭、除草完工慶的 TemiLaTiraw。而 TemiLaTiraw 是一種固定的旋律，但

是在南王卑南族的各種慶典儀式的舞會中都會出現，但是歌詞是不固定的，隨場合而變。 

除了猴祭祭儀中，少年招喚伙伴之歌是同詞二種旋律之外，南王部落祭典音樂的另外一

項特色是，同一旋律，多種歌詞的現象，這現象出現在少年的 kuDaw 中，更出現在大獵祭中

的 irairaw（指敘事詩，也指其旋律）。 

以歌詞分，irairaw 有多種敘事詩版本，用於不同的場合，諸如凱旋、慰喪之吟唱。在南

王部落的歲時祭儀音樂當中， irairaw 敘事詩佔了很重的比率，特別是祭儀的重心所在，所以

irairaw 敘事詩內容特別講究。黑澤隆朝(1973:225)研究卑南族的音樂特性後，提到三點音樂特

質：1.旋律多用五音階（ペンダトニック）的形式，近代的作品很多，無多聲部音樂。2.有與

獵首有關的敘事詩，是非常稀奇的事，而為了吟唱之美，講究疊詞，頭韻及對句的配合的修

辭學，與日本奈良朝的祝詞、琉球的古謠相似，卻不見於印尼及泰國。3.使用很多母音虛詞，

歌曲的實詞相對地很短，甚至沒有。 

有關卑南族敘事詩的歌詞的特性，除了黑澤之外，還有明利國以「同義諧音」形容南王

部落敘事詩的語言表現方式（孫大川 2000: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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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節所述 Irairaw 的吟唱是有時間的禁忌，必須在該年的作物（小米）收獲之後，舉行

過海祭之後才能吟唱，吟唱時沒有舞蹈或任何動作配合，更不能使用任何器樂。所以 Irairaw

是具有神聖性。就神聖性而言，舞蹈中的 TemiLaTiraw 也具有神聖性，當要演唱它的時候，

會中止一切使用中的器樂，採取純綷清唱的方式表現。 

如果儀式是戲劇（Ingold 1999:342;Schechner 1999:591-613），那麼與此儀式有關的動作都

可以被視為舞蹈了。在卑南族的歲時祭儀當中出現的動作和舞蹈有最常出現的 TemiLaTiraw；

猴祭的 padukduk；鐵鐸之舞；婦女跑步敿鐵鐸；田間剎草動作；刺猴；棄猴等。 

在器樂的表現上，除開現在器樂，只有二種器樂出現在卑南族的祭典音樂之中，即背鈴

（用於舞蹈時）；鐵鐸（出現在婦女節的鐵鐸和鐵鐸之舞）。 

 

從上述的討論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南王卑南族人祭典音樂中的 irairaw 是最具特色的部

份，也是祭儀的核心所在，其中蘊涵了豐富的文化內容，但限於篇幅不能詳細介紹各種與祭

儀相關的歌詞內容，殊為遺憾。不過南王部落有鑒於失傳的可能性，幸已有數種出版品可資

進一步參考12，本文即不再贅述。 

 

後記：本文撰於日本，諸多資料不在手邊，許多缺漏與膠誤，所以只能說是粗稿，尚待修正。

筆者要特別感謝鄭賢女小姐的代發表，及林豪勳先生補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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