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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美部落檔案
整理／本刊編輯部

位於南投縣信義鄉，舊稱「楠仔腳萬」的久美部落，隸屬於鄒族的鹿都社群

（luhtu），日治時期以來，因為行政區之劃分，使本區鄒族與阿里山鄒族之間缺乏聯
繫而孤立，加上日人強制布農族遷移至鄒族領域羅娜、望鄉、新鄉、久美地區，並中

止鄒族的祭儀、廢置鄒族會所；久美部落的鄒族，生活週遭都是布農族人，在混居、

通婚之下，語言、文化、族群認同出現了變化，也存在著鄒族、布農族雙重認同現

象；戰後新一波的華語進入，對久美部落造成雙重壓迫，族語嚴重流失。

本期專題「部落檔案」，介紹這個遺落在阿里山外的鄒族部落：特別摘錄汪明

輝教授的《鄒族研究報告書》中對於巫阿寶女士所做的口述；她15歲時以「交換婚」
來到久美，熟知習俗、儀式、禁忌、部落變遷，是久美部落史的縮影；長期在久美部

落從事部落史研究的文高明老師，鍥而不捨地記錄整理部落檔案，並自費出版《北美

鄒再發現》一書，成果可觀，本期由文老師提供的史料與圖檔，有許多豐富內涵值得

推介。

本期專題

 久美部落位置圖。（攝影／bobo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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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於阿里山外的鄒族久美部落

文／汪明輝

久
美為南投縣境內唯

一有鄒族居住的社

區，屬於北鄒族鹿都社群

（ luhtu），大約在100多
年前，鄒族生活的領域

甚廣，從愛國至神木，

陳有蘭溪以西，都是屬

於鄒族人的領域。約400
年前，來自鄒族tfuya（特
富野）社的nia-hosa氏和
yataayungana氏在今神木村
上方tiumahana之處，建立
獵寮並撒播小米豐收，因而吸引許多移民定居，並在今神木（huhuv'o）建立會所。

由於人數不斷增加及與mumucu 族（有人說是布農族郡社群，也有人認為是鄒
族imucu社）之戰獲勝，於是將會所移至今和社附近的桐仔林，人口不斷增加，因
此，便開始分立小社，除原來的神木之外，新立的小社有mamahavana（舊稱楠仔腳
萬，今久美）、haipucungu（今望鄉上方）、skoskopna（今望鄉）、nia-feo'isi（今
羅娜）及sinapayani（今新鄉），構成一個以和社為中心，下轄4個小社的聚落體
系，進而脫離tfuya，成立獨立的政治、祭儀、經濟、軍事自主的部落。戰功最高之
yulunana氏，成為部落軍事統帥（yuozomu）兼任首長（peongsi），惟始終與tfuya部
落維持宗主關係。

清代吳光亮所修築中路通往後山之道路，正經過楠仔腳萬、和社地區，而清廷

亦在本區創立雲林撫墾局，專司山地農墾及教育，1887年（光緒13年），清政府在
楠梓腳萬（今久美）設立萬興關學堂，漢人約在此時開始移墾，這是外族正式進入

本期專題1

久美部落房屋景觀。（圖片提供／文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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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的生活領域，也從此時，天花

瘟疫流行，使鄒族人口銳減，一直

到日治時期，只剩和社（鄒語hosa，
或稱大社，鄒族核心聚落）、楠仔

腳萬（mamahavana）二社。1920年
（大正9年），日政府基於理蕃政策
的需要，其中主要原因也是為了要

將居於中央山脈的布農族之集團移

住做準備，另一原因則是便於山林

資源之開發，於是將和社、楠仔腳萬合併於mamahavana（久美）成單一大社，合併
之後共有19戶107人，回過頭來看看，從新鄉到神木間，仍保有鄒族地名，如和社
（hosa）、同富（teocfunga）、羅娜（yulunana）等，可以反映鄒族luhtu群的歷史。
此一時期可謂鄒族現代化變遷之開始，代表政

經強勢語言之漢、日語先後侵入本區，但基本

上鄒語並未流失。

1935年（昭和10年）左右，日本政府將曾
經殺害日本人的郡社群（布農族六大社群之

一）takishusungan氏族數十餘人遷移至久美，
這是第一批進入久美的布農族人；1944年，日
政府又迫令居住在laqsia（良久社）的布農族
takitudu（卓社群）遷移至久美，之後又有遠自
高雄梅山及本鄉其他部落的郡社群遷入，戰後，漢人及巒社群、卡社群等個別的相

繼遷移，使得久美成為一個多族群、多語言的部落。

久美地區的鄒族與布農族共居、被迫中止祭儀、廢置會所，同時與布農族大量

通婚，語言受布農族語同化；戰後，繼之而來的漢語同化，造成雙重壓迫，鄒語嚴

重流失。日治以來，行政區之劃分，使本區鄒族與阿里山鄒族，缺乏聯繫而孤立，

在社會上、語言上失去同族的支持補充，而更易受到同化。

本計畫針對久美部落文進達長老、巫阿寶女士所做的生命史口述，充分反映鄒

族luhtu社群劇變之命運以及族人之無奈。族群共居、通婚造成混血後裔，其實也影

路旁的文化造景浮雕。（攝影／bobowin）

日治時期的國小畢業證書。（圖片提供／文

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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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原本族群認同，至少出現鄒族、布農族的雙重認同現象，這對鄒族想要維持其

文化獨特性相當不利，這都反映在巫女士與文長老之談話中，站在巫女士之觀點，

鄒族文化語言以及儀式的振興的想法是正確值得肯定，但基於現實中已無族人全然

像她一樣可以說流利鄒族語言，熟悉祭典儀式之意義與程序，則恢復鄒族文化非常

困難，尤其已經中斷很久。

身為鄒族通混後裔的文進達長老，卻有強烈之鄒族認同，其幼時對儀式之記憶

及與布農族一同求學、成長經驗，到後來當兵又娶了布農族女子為妻，還有以精

湛的鄒族狩獵技術賺取子女學費，至今主張重建鄒族文化、會所，可見得雖然生活

週遭都是布農族人，甚至子女也是混血之事實，卻仍然有著強烈捍衛鄒族文化之意

念。

（本文摘自「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歷史記憶委託研究報告建置計畫：鄒族研究報告書」，本項計

畫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委託學術專業團隊執行。總計畫主持人汪明輝；共同主持人潘

英海；協同主持人台邦‧撒沙勒；計畫執行暨報告書執筆人汪明輝，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副教授）

【關於鄒族】

鄒族主要居住於玉山西南方，分布於南投縣信義鄉、高雄縣桃源鄉、那瑪夏鄉，主

要以嘉義縣阿里山為主。人口數約7,000人，分為北鄒和南鄒兩部分。
北鄒又稱「阿里山鄒族」，分屬包括達邦群（tapangu）、特富野群（tfuya）、魯富

都群（luhtu），過去尚有伊姆祝群（imucu），但久經疾病瘟疫之摧殘，人口持續減少，
戰後依附特富野及達邦群。前兩群主要分布在嘉義縣阿里山鄉的7個村，來吉（pnguu）、
樂野（lalauya）附屬於特富野社群；里佳（niaucna）、山美（saviki）、新美（sinvi）、茶
山（cayamavana）屬於達邦社群；鹿都群分布於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之久美社區。

南鄒可分為沙阿魯阿群（ l h a ' a r u a）與卡那卡那富（或稱勘卡那福）群
（kanakanavu）。沙阿魯阿群目前分布在今日荖濃溪中上游兩岸河階地，屬高雄縣桃源鄉

高中村、桃源村。在清代到日治時期，沙阿魯阿社會共分為四個部落單位：雁爾社、排

剪社、美壠社、塔臘社，因此過去被稱為「四社番」。卡那卡那富群分布於楠梓仙溪上

游河階地流域，原為三民鄉，2007年改名為那瑪夏鄉，主聚落為達卡努娃（tanganua，原
為民生村）與蚊子社（mangacun，原為民權村）。各部落有固定領域及會所制度。但約在

百年前，居民因惡疾放棄原有部落，分散到山上居住後，固有部落組織因戰爭與獵首的

停止，以及行政力量的滲透而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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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頭目的龍袍──從久美部落的傳說談起

文／文高明

南
投縣信義鄉久美村鄒族頭目家發現兩件清代衣物，因衣物上繡有龍紋圖案，

當地人稱之為「龍袍」。從外形來看，這兩件衣物成裙狀，應屬漢人服飾中

的馬面裙，或為清代朝廷命婦穿著的服裝1。由於歲月侵蝕，衣物表面呈現斑剝現

象，但細緻手工仍清晰可見。

有關這兩件「龍袍」的來源，久美部落鄒族盛傳是清代的皇帝送的。筆者自幼

生長在久美，對此「龍袍」早有所聞，並曾做調查2，發現該衣物似乎與清朝乾隆

年間原住民進京朝覲之事件有關，茲略述如下。

鄒族的傳說

根據久美鄒族傳說，龍袍的來

源和yahicuva3有關。yahicuva是敘述
一位鄒族頭目渡海救弟的故事，內

容如下：

過去我們有一位頭目名叫Avai，
他和弟弟一起出征，弟弟被敵人挾

持，滯留未歸。他很生氣，於是再

度出征去救弟弟。在渡海（Sumopihi 
Tupu）途中遇到了大風浪，一個大漩渦（t'maikuyungu ci cumu）將要吞沒船隻，正
當危急時，他向天長嘯（puyabai），船頭突然轉向，順利擺脫險境。他抵達目的
地，看見弟弟坐在hongte4的身邊，頭戴著和敵人一樣的帽子。敵人看見他來勢洶

洶，把他關進牢裡。弟弟卻對他們說：「你們別關他，他有神靈保佑，如果得罪

他，後果不堪設想。」對方聞言趕緊放人，但他餘怒末消。對方極力安撫，並送他

許多布匹，但他連看都不看一眼。他把手上的長矛插在地上，對方開始在長矛旁邊

放衣物，一層一層往上疊，直到衣物超過長矛頂端，他才欣然接受。這兩件「龍

本期專題2

久美鄒族頭目家珍藏的清代女用馬面裙（攝影／文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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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就是Avai那時候帶回來的。

以上為當地鄒族耆老文進光

（1984）的口述內容。另外，根據
衣物持有人久美頭目遺孀巫阿寶

（1984）稱：「巫家保存的這兩件
『龍袍』，是過去漢人的hongte送的。
以往只有在舉行mayasvi5祭典時才由頭
目的女兒穿著亮相，祭典結束後立即

收藏，因此才能保存到今天。」

事實上，久美的mayasvi祭典自
1956年中斷，數十年來幾乎沒有人看過這衣物。巫阿寶從不輕易展示，顯見巫家對
此衣物珍視的程度。

文獻的記載

林衡立（1953）指出：「有清一代臺灣番人之朝覲只有二次，皆在清乾隆末
年。」他列舉大清實錄，說明臺灣原住民確曾渡海朝覲，而鄒族頭目阿吧哩亦列名

其中。其相關資料援引如下：

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等追捕逆匪林爽文、莊大田，各生番協同擒剿，傾心歸

順。是年冬，番社頭目華篤哇哨等三十人來京朝覲，並記於此。6

此段文字說明原住民因協助清廷平定林爽文之亂有功，因而獲得進京朝貢之機

會。有關林爽文戰役經過，以下文獻記載甚詳：

林爽文再敗於集集埔後，一時逃入小半天，該地為水沙連生番與阿里山生番接

壤地帶。⋯⋯此時協助搜拏，似以阿里山生番為主。其雖未能擒獻賊首林爽文，然

自其後林爽文復潛回埔里番社觀之，該生番等果不容留匪犯。7

此段文字記述阿里山番協助搜拏匪犯甚力，且形成主要勢力，使竄匪無處藏

匿，終至落網就逮。

2007年，時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浦忠成探
訪衣物持有人巫阿寶女士。（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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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內山各社生番於八月上旬到郡，共計頭目四名，番目二十六名，通事四

名，社丁八名。委在臺灣辦事福州同知楊紹裘帶同義民首曾中立、黃奠邦、張維

光、葉培英、王松護送，於八月二十八日自鹿耳門登舟，候風。約十二月望前可以

抵京。8

此段文字敘述當年朝覲者及護送人員候風登舟及預定抵達之行程。

（十二月）戊申。上幸瀛台。土爾扈特郡王車凌德勒克⋯⋯臺灣屋鱉總社番頭

目華篤哇哨、阿里山總社番頭目阿吧哩、大武壟總社番頭目樂吧紅、傀儡山總社番

頭目加六賽等於西華門外瞻覲。命隨至瀛台，賜食。

（十二月）庚戌。上御撫辰殿大幄次，賜蒙古王⋯⋯土爾扈特郡王、回部柏

克、朝鮮國、暹邏國使臣、臺灣生番等宴。

（十二月）丙辰，上御重華宮，賜土爾扈特郡王⋯⋯臺灣生番等宴，並賞賚有

差。

（十二月）丁巳。上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番⋯⋯阿里山總社番頭目阿吧

哩⋯⋯至御座前錫酒成禮。9

以上各段文字敘述臺灣頭目抵達目的地後，與其他朝正外番、使臣等一同瞻仰

天顏、接受賞賚，並在御座前錫酒成禮之事。阿里山總社頭目阿吧哩亦參與其中。

現二逆首具已就擒，所有打仗出力⋯⋯。至生番等，雖與內地言語不通，亦不

能辨識文字，但伊等素性好利，如內地布匹、鹽、茶等物，皆所嗜好，著福康安查

明幫同搜捕逸犯之生番等，就其所好內地物件，酌量從優賞給，俾伊等益加感激，

蒸蒸向化。:

此段描述清廷為酬謝原住民出力，允依所需就內地物質從優賞給，其中提到布

匹等。

又根據大清實錄記載，原住民朝覲不只一次，1790年（乾隆55年）另有一批臺
灣原住民入京，這次入京是為了祝賀乾隆八旬大壽，其記錄如下：

（七月）丁亥。⋯⋯臺灣生番懷目懷等十二人入覲。⋯⋯賜食，並賞賚有差。

(七月)己丑。⋯⋯臺灣生番等賜食，⋯⋯餘各賞賚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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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壬辰。上御澹泊敬誠殿，賜⋯⋯臺灣生番等宴。

(八月)庚申。上御禮輿還宮，騎駕鹵簿全設⋯⋯臺灣生番等環跪稱慶。

(八月)辛酉。上八旬萬壽慶節。⋯⋯臺灣生番等行慶賀禮，作樂宣表如儀。

(八月)丁卯。上御同樂園，賜⋯⋯臺灣生番等食。賞賚有差。;

阿吧哩此行獲賞賜六品頂戴及官用緞面

補掛、蟒袍、袖襖、緞靴、布襪、絲棉帶手

巾等。<

傳說與文獻的巧合

從以上文獻資料觀察，阿吧哩頭目進京

朝覲肇因於平亂有功。但巧妙的是久美鄒族

的傳說與清代的文獻卻有許多吻合之處﹕就

人物來說，久美鄒族人稱Yahicuva者為Avai，
而文獻上登載進京朝覲之頭目亦為阿吧哩，

兩者名稱相仿。就朝覲次數而言，久美傳說

中提到Avai頭目兩度出征，而文獻記載亦顯示臺灣原住民朝覲次數有二次；朝覲行
程言，傳說中提到Avai頭目曾經渡海，且在途中遭遇大漩渦。（按前清時代官民來
往臺海，必須經過俗稱的黑水溝），Avai頭目所見大漩渦是否為黑水溝？若從文獻
記載候風登舟季候異常的情形來看，兩者之間似有巧妙關聯；就餽贈物品而言，傳

說Avai抵達目的地後，要求賞賜物品必須越過長矛頂端，而文獻中亦記載阿吧哩頭
目接受賞賚，並獲贈內地布匹、鹽、茶等物資，朝廷之餽贈竟與頭目的長矛之說不

謀而合。

待釐清疑點

綜上所述，清乾隆年間，鄒族的確有一位名叫阿吧哩的頭目及數名番目進京朝

覲，並接受封賞。清廷謂番人搜捕圍堵有功，又稱協助搜拏以阿里山番為主，而久

美鄒族的傳說故事竟與中國文獻不謀而合。久美「龍袍」是否為當時帶回來的犒賞

鄒族的「龍袍」上有類似龍紋的圖案。（攝影

／文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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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若由清軍與林爽文交戰情形來看，當年林爽文戰敗逃逸的路線恰好位於北鄒

魯富圖社境內，而久美又處於與敵人交戰的前緣地帶，可見鄒族魯富圖社群確曾獻

力，清廷論功行賞自不致遺漏魯富圖大社及其所轄久美小社。今日我們在久美目睹

清代的「龍袍」遺物，並聽到相關的傳說，顯示「龍袍」之說並非空穴來風，唯此

說尚待進一步查證，蒐集更多的佐證資料，如：鑑定衣物出土的年代，方能對「龍

袍」的來源作更精確的描述。（本文原載於《北美鄒再發現》，2010年3月，頁76-80）

注釋

1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1995，《國立歷史博物館珍藏臺灣早期民間服》。台北市：史博館。

2  1984年12月7日筆者首度披露該衣物並做探述，國內各媒體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民生報》、
《中華日報》、《臺灣日報》、《民生日報》均予報導。

3 鄒族語指有靈力的人為yahicuva。

4 hongte與「皇帝」同音，為鄒人對漢人首領的稱呼。

5  mayasvi為鄒族重要的部落祭典儀式。鄒族人在出征（ozomu）、修築集會所（ekubi）、新建集會會所
（moikuba）、豐收祭（homeyaya）、修整道路（sumocionu）時舉行這項儀式。久美的mayasvi祭典通常於8
月舉行。1956年起因老人凋零及宗教傳入等因素停辦至今。

6-; 林衡立，1953，〈清乾隆年臺灣生番朝貢考〉，《文獻專刊》，34期，頁21-26。

<  何孟侯，2007，《百年觀點特展──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臺東市：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

萬興關碑
──清朝推行漢化政策的遺跡

文／田靈生

劉銘傳在中法戰爭之後，以福建巡撫的身分來臺督辦軍務。戰後，清朝於1885

年（光緒11年）宣布臺灣改設行省，任命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任內採行

「開山撫番」措施有：

本期專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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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安撫原住民：對未降服的原住民加以軍事討伐；對降服的原住民則設「撫

墾局」、「番學堂」教以生產技術和漢語、漢文、算學及禮儀，並給予衣食改善原

住民生活、不許漢人軍民欺凌。

在這一背景下，1887年臺灣府陳世烈任雲林撫墾局委員時，在今久美聚落第6

鄰設置萬興關學堂。雲林撫墾局為貫徹開山撫番政策，在交通上橫斷阿里山番地

後，旋即貫通山後臺東之番界，順道在其中路之楠仔腳萬開設學堂，以招徠附近原

住民學童，實施教育。清政府之措施至少有兩種目的：一是藉由設立教育機構，化

解本地原住民長期以來因語言隔閡，對漢人存在的不信任感；二來推行開山撫番政

策，防止原住民趁機興亂。

學堂設置位址，近該社外埔地，聘廣東人陳國安為教官，並以通事掌理助教，

主要教育方法是授以簡易之漢文讀書習字，俾導入漢化，因而學堂亦仿照清代書院

規模，新行建築。

初時招收鄒族魯戶都學童20餘名，因教學不得宜，學童多忌避就學，隨拉隨

逃，故未及週年，學生絕跡，教師亦託詞去職，此一設施，卒告廢置，久而堙沒，

至1926年始為該地日警分駐所發現而聞於世。

楠仔腳萬社學堂的設立，是劉銘傳「開山撫番」政策下具體的撫墾措施，也是

教育體制推向後山的先聲。由此段史實，可推斷於1887年，清朝曾於此處推行漢

化政策，雖功虧一簣，未能延續漢文教育，但對原住民的眼見拓展，與原漢文化交

流，在久美聚落文化變遷的發展過程中，或有俾於啟蒙原住民之生活觀念；對於日

後臺灣總督府在推行文教政策上，扮演著開路先鋒之角色！因為魯戶都這二、三十

名童入學，都教以讀書、習字。

對久美聚落魯戶都而言，他們的生活場域或教育觀念之責任，已開始由外族人

士介入、擔任，雖有助於原漢文化交流，但是鄒族原有神聖空間之界線被外族人

輕易打破，這是日後統治者對待久美原住民習於使用威逼手段，少用協議方式之濫

觴。（本文節錄自作者之碩士論文〈久美聚落文化變遷發展過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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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富野的末代公主——巫阿寶談久美部落

口述／巫阿寶

採訪／汪明輝、鄭信得

審稿／汪明輝

巫阿寶（1921-2012），族名paicu，居住在北鄒族luhtu群南投縣信義
鄉望美村久美部落；為鄒族luhtu群末任領袖頭目peongsi之遺孀，出
身於北鄒族tfuya群領袖家族kautuana，思維清晰，族語流利。以下為
巫阿寶於2009年接受汪明輝、鄭信得採訪，談個人與久美部落生命
史之精采摘要。

汪明輝 、鄭信得（以下簡稱汪）：ba'i，很高興今天能夠請教您有關鄒族的事，首
先想知道您是在哪裡出生的？接著您逐漸長大到您成人、結婚⋯⋯

巫阿寶 （以下簡稱巫）：我是在特富野hosa汪家peongsi出生，從那裡來到這裡。我
有三個姊妹，兩個兄弟。我的哥哥 voyu（汪光洋）接任頭目。我很早就沒
有父親；我媽媽是特富野的武家，我的家族也有令人欽佩的故事。

汪：您可否稍微談談有關於您小時候您父親當頭目的事？

家族傳說：推倒梁家會所的長毛公公

巫： 最早的領袖家族是梁家（nia hosa），當時（我們汪家）常常受人欺負，這段
故事，要從汪家有30個小孩開始談起。ak'e yam'um'a長毛公公以前名叫atosi，
他們媽媽是梁家，這位生了30個小孩的媽媽，個子很小，跟孩子們說話或差遣
小孩時，她必須站在臼的上面（說話）。她的娘家（梁家）領袖，對一般民家

的青年非常強勢逼人。當時還沒結婚的青年都住在kuba，部落領袖會在一般民
家的青年於會所睡覺時，突然將火灑在他們身上，這就是梁家幹的好事。

有一天，這位領袖叫汪家的小孩（外孫）幫他拔鬢毛，這些小孩拔得太過分

了⋯⋯當時這些小孩跟外公說：「外公，我們要幫你拔鬢毛了。」這些小孩趁

領袖（小孩的外公）睡著的時候把他的頭髮拔光了，領袖非常生氣，他們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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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阿寶女士。（圖片提供／文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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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就跟小孩說：「如果你們的外公家有任何人來的時候，你們千萬不要出來或

說話，以免他們生氣不耐煩。」但是當外公家的人來向他們喊話時，這些小孩

立刻跑出來回應，外公家的人就做勢折手指頭唸咒語對他們詛咒，結果這些小

孩都死光了，只剩下他們的媽媽（跟一些汪家的媳婦）獨自生活。

他們的親戚就說：「她一個人生活一定很難過吧？」她一度想離家，但捨不得

又留了下來。後來有一天，颱風來了，很多人都到河裡網魚，這位母親和其他

汪家媳婦也去網魚，他們網到一個圓圓的小的漂流木，就把這個漂流木往下游

丟，結果又網到同一個漂流木，她又把它丟下去，過一會兒又網到，她覺得很

煩，乾脆把這個漂流木插在衣服裡，沒想到她竟然因此懷孕，後來小孩出生，

她就一直把小孩藏起來免得梁家傷害他。

這小孩漸漸長大了，就跟母親一起上山工作。他們的作物常常被山豬破壞，小

孩就問母親：「你想不想吃這個山豬？」母親心想這山豬怎麼可能吃得到？結

果，小孩才離開一下就把山豬帶回來了。後來小孩成年了，母親心想：總不能

一直把他藏起來，後來小孩每每拿到獵物，母親都會拿一些肉給娘家，沒想到

娘家的人還說怎麼會給他們動物屍體的肉，而不是新鮮肉？

後來這小孩長得很高大，母親就跟他說：「你可不可以抓活的野獸，把牠帶到

梁家的會所？」這個小孩就帶了一隻活的山豬登上梁家會所。當他登上會所

時，會所搖晃得很厲害，好像是會所的靈對這個陌生人感到驚訝！小孩將山豬

拋到會所中，說：「拿去吧！這就是野獸的屍體。」眾多梁家青年想把活山

豬抓起來。當時特富野的底下有一個平坦的地方叫做kaceoana，當時對面已經
就開始有山崩了。山豬從會所跑到 kaceoana，圍捕山豬的梁家青年都被山豬所
傷，最後還是由汪家這個小孩將山豬像抓小雞一樣的抓回。

梁家的長老就對著大家說：「你們就要像他（汪家的小孩）一樣自立自強，你

們這些（梁家的）小孩，就是沒有智慧才落得這樣的下場，你們只會欺負別

人，你們實在不好好做人。」當時梁家的惡行惡狀，例如抽藤修蓋會所時會將

黃藤的碎屑丟棄到汪家，所有的垃圾都丟到汪家，要不然就是大便後在汪家的

柱子擦屁股，當時我們這家叫做hxfxana。這位長老接著說：「你們可要把汪
家清理乾淨！」於是他們真的去清洗整理，用藤條將柱子上的大便清乾淨，從

那時候起，他們就很尊敬我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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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不是也傳說他們（梁家）把吳家（uyongana）的會所推倒嗎？

巫：我想有可能，但是我沒有聽說。

汪： 這個小孩是不是就是後來的長毛公公（ak'e yam'um'a）？是不是一出生就坐在
石頭上？

巫：是。這個石頭後來是這個小孩的座椅，後來石頭斷裂就跟現在一樣大小了。

童年印象、夢占、汪家的mayasvi儀式

汪：您們小時候玩什麼遊戲？您有沒有上學？

巫：我沒有上過學。

汪：以前鄒族的男孩子會有登會所禮，鄒族的女孩有什麼儀式嗎？

巫：女孩沒有登會所禮，只有男孩才有。

汪：難道不集合這些女孩給予教育嗎？

巫： 沒有。但祭典時所有的小孩會被父母牽著集合到高家（yata 'uyongana）施以輕
輕的鞭打，有一點像教會的洗禮的儀式，所有的小孩都要這樣做。

汪：他們怎麼打？

巫：打屁股。

汪：到什麼時候男生和女生會分開活動？

巫：就是男生開始可以做事的時候。

汪：早期在您老家的時候，您還記得種些什麼？

巫： 小米、芋頭、地瓜、玉米，布農族種玉米種很多，他們以玉米當主食，後來他
們有人種水稻，開始開闢水田。

汪：當時您母親帶您上山，是怎麼開墾的？

巫： 必須先夢占，若夢不好不會開墾，好的夢才會開墾。要夢占前會先在預定開墾
的地方先砍一小塊區域的草，開墾時很忌諱鋤頭、刀子的刀柄鬆脫。種小米時

也有儀式，正式鋤草前會先行鋤草的儀式，只先鋤一小塊區域不會全天鋤完。

汪：您還記得mayasvi的儀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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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 以前的mayasvi跟現在很不一樣，在祭儀中沒有人會任意穿越儀式的場合和活
動的路線。我記得在儀式中，在砍了神樹的樹枝後，會將五個家族的長矛立

在神樹之前，只有汪家的長矛是用紅色的布條子綁

起來。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紅色的布條叫做

ang'u，是一種很好的布料。

汪：妳當時是否經常參加mayasvi儀式？

巫： 會呀，只是有時會偷懶不想參加。以前我會喜歡
看，但不喜歡加入，女子加入儀式叫做sookayo，
當唱到一個曲子時，先是兩位少女進場加入，然後

其他女子就全部加入。

觸犯禁忌代價大，祭儀上嚴厲懲罰

汪：以前禁止女子進入會所？是否長輩會嚴厲責備？

巫： 對，否則會發瘋（eʉngcʉ），按照傳統，男人不遵守禁忌也會發瘋。但經過
長者的驅邪儀式，會恢復正常。

汪：聽說小孩子從田裡工作回來會攜帶香茅草給會所kuba以備修建使用？

巫： 對呀，尤其在準備重修會所時，小孩都會跟著到田野地採集香茅草。在整建期
間，不可以接觸那些被禁止的事物，比如會發臭的蔥、蒜、魚等。

汪：鄒族有沒有壞小孩？或者有多壞？

巫： 怎會沒有，但過去很少有偷竊，一旦有，真是壞，尤其日本時代對偷竊非常嚴
厲禁止。

汪：是偷竊他人物品？

巫：比較嚴重的偷竊是準備儀式期間，各家獵捕山肉，製作燻肉乾，就會把肉乾藏

起來以防被偷。

汪：今日這種偷獸肉乾的行為是否還是不好的？

巫：還是，因為獵捕太辛苦了。到了道路祭時候，就會將偷竊者重重鞭打。

汪：女生怎樣會不好呢？

mayasvi戰祭中，砍修雀榕的枝
葉，為天神闢路。（圖片提供／

浦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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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 嚴重的行為是偷男人，若發生，一定會嚴厲體罰，甚至造成身體傷害無法恢
復。我看過被責打的女孩，令人害怕。這樣讓大眾聽到、看到，會真正感到羞

愧，悔改。處罰就在祭儀期間大家回到部落時進行，圍觀的人很多，會有教育

作用。但今日若這樣，好像不感到羞愧，現在的小孩太不受教了。

汪： 如果中意一個男生，或喜歡上男生？或男生喜歡女生但父母不同意，會交往
嗎？

巫： 應該是禁忌（peisia）的事，族人會嚴格處罰違反禁忌，所以較少發生，否
則，兩人不顧禁忌，過去曾發生過犯忌而導致雙雙死亡。

兩社換婚，15歲成為新娘

汪：您幾歲時結婚？

巫：大概15歲，當時我先生並不喜歡我呢。

汪：妳結婚以前已認識妳先生嗎？

巫：唉，這真是令人難過啊，我的嫂嫂跟我算是交換的。

汪：哦？妳們是交換婚？

巫： 對呀，當時實在很害怕，若因為不聽從而受罰，人們是不會尊重你的。不過，
若是今天應該是可以逃跑的。

汪： 妳那時嫁過來的情況，父母是怎麼處理的，要將妳許配給這裡的yulunana家
族？

巫： 他們根本沒說要把我嫁出去，但因為這裡的人都相互禁忌（有親屬關係），不
能通婚，我哥哥本來已有結婚對象，但對方父母將她許配給他人，於是就娶了

這裡的女孩。嫂子有弟弟在這裡，他們要結婚時，就跟我說，他們要帶妳到久

美（luhtu），我起先不相信，到了隔天早上，他們真的要帶我去，我先生也不
喜歡我，我不知道他那時幾歲。

汪：您說他們要帶妳走，是誰？

巫：就是久美的人，去大社迎娶我。

汪：沒有提親嗎？請教是如何提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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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 有，我父母還有我哥哥來此提親。那天早上他們就催促我快點吃，他們真的要
帶我走了。那真是不堪回憶，我從來沒有到此地過。

汪：有哭嗎？

巫： 啊，我什麼都不知道，真是難以形容，他們就來迎娶我到這裡，真是非常難
過，而我先生都不理我，我倒也高興，我就可以一直玩，後來我也逐漸長大

了，大約15歲左右，說起來過去嚴禁不受教的小孩，不受教的小孩是嫁不出去
的，再說我們是交換的，母親對我說，他們要帶著妳走，他們如果不理妳也

沒關係，就不用為妳擔心還怕妳（行為會出錯）。當時yulunana家族（巫家）
很想要娶我進門，而tapangx家族也想把我中途抓走（發笑），就說把我送給久
美，他們就想把我嫁掉以免為這些事煩心。

汪：ba'i以前一定是個美女，大家都喜歡。您沒有看上特富野的男孩？

巫： 沒有啊，我當時太年輕了，根本沒有想法。原先他們想要的是別人，後來才轉
向我身上。當他們說妳的amo（按：父親，其實是先生，用父親故意嚇她）來
到時，我竟然哭起來了，太難過。到了晚上我就躲起來，他們便來尋找，我整

夜都沒睡，實在難過。到了早晨，就說吃飯，我難過得吃不下，終於，我跟著

先生兩人一起走在路上，經過眠月，有許多隧道，不知怎樣我竟然摔下去，因

為我一直打瞌睡吧，後來走到運木材的車站，他就將食物取出準備吃中飯，我

還是吃不下，我還是邊走邊睡，我竟然沒有跌倒。從眠月到羅娜有走很久。我

竟然一直瞌睡，卻沒有再摔跤。

汪：有沒有交談？

巫：怎會交談？

日人禁止、頭目去世，mayasvi無人帶領

汪：那時已經有很多布農族嗎？

巫：沒有。

汪：那時還有家族祭屋嗎（emoo no peisia）？妳看過當時的會所kuba？

巫：有看到。

汪：有舉行過mayasvi祭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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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有，有過兩次。

汪：祭屋呢？每家都有嗎？

巫： 我們家有祭屋，其他家都有hxfx家族會所，後來日本禁止我們放頭骨在會所，
逐漸地廢掉會所。

汪：為何妳到了這裡只舉行兩次mayasvi儀式，您認為原因為何？

巫：由於這裡族群多，日本人也禁止。

汪：是否因為布農族來這裡之後不喜歡？

巫：對，布農族不喜歡mayasvi儀式。尤其當時頭目已過世，沒有人帶領。

汪：您有看到您的公公嗎？

巫： 沒有來得及看到，我嫁的人都是失去雙親之人（tenyo），當時有yapsuongana 
家人跟著住在一起，因為本家長老看他們也失去長輩而要他們一起住，還有

nia yaicana家人，後來人口增多了就分家，就變成鄰居。

汪：妳先生後來接手擔任族長嗎？

巫： 他是這裡久美（mamahavana）本來領袖家族，全luhtu族人領袖是從和社來的，
但未及傳承就過世。

汪：您還看到當時和社的會所嗎？

巫： 沒有，那時因為死亡瘟疫，日本人將和社鄒族集中遷移到此地，那時幾乎人都
死光了。

汪：妳先生帶領過族人舉行mayasvi祭典嗎？

巫： 沒有，因為那時太年輕了，主要是住在一起的voe yapsuongana還有和社來的
peongsi帶領的，他們都已不在了。

汪：於是您先生接手了嗎？

巫： 但不再舉行mayasvi祭儀了，因為他們人不在了，我先生不太熟悉，況且日本
人也禁止我們舉行，同時開始朝拜神社，就像今日的教會一樣。

汪：當不再舉行mayasvi，會所就被遺棄了？

巫：就這樣讓會所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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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族祭屋也如此？

巫：也類似這樣，不再舉行儀式任其毀壞。

汪： 當時不再舉行儀式，離棄祭屋會所，長輩的想法是
什麼？

巫： 當然很難過，尤其因未能學會儀式傳承，祭典儀式
如果做不對會很嚴重的。而且，我哥哥曾經因為我

生病在此住一段時間，就說既然不會做，就不用再

說，否則他們（神明）會聽的，當時今日政府已經

來了，他們就來詢問為何放棄了。

長老教會傳入部落

汪：長老教最先進來嗎？

巫：長老教，鄒族很信長老教。

汪：鄒族和布農族一起嗎？

巫： 對，鄒族很信，我就問這樣的情形，您能恢復祭典儀式嗎？後來愈想愈不對，
認為將來怎麼辦？我說這是怎麼會簡單呢？我哥哥也說話，就是後來特富野

領袖，這是既然不能做，就不必再說了，他們會聽，他們就會等待，就這樣遺

忘了，不要再講了，神明會聽的，（讓他們期待卻沒有做或做不對會觸犯他

們），我先生就聽他的話，放棄了。

汪：他們如何說服你們進入教會？你們那時很快就信教了嗎？

巫： 我也曾到長老教，但因為孩子小，不方便在教堂，我有兩個小孩。長老教宣教
很快，我心想如果再建立傳統儀式又如何？他也不會mayasvi儀式。

汪：還記得他們是怎麼說服你們接受宗教，放棄鄒族傳統儀式？

巫： 鄒族人因為多是失去雙親的失怙之人，沒有習得傳統儀式，加上日人干涉禁
止。

汪：所以來不及學會儀式？

巫：對，當時只剩下甘信鐵的父親叫做sune kici帶領。

 mayasvi戰祭歌舞。（圖片提供
／浦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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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您對孩子很嚴厲？您認為小孩應該怎樣是好的？

巫：我有時會嚴厲斥責孩子，但不會經常大小聲責罵他們。

汪：部落何時開始有學校？從日本時代嗎？上學的人多嗎？

巫：日本時代，很多人在讀書。連東埔的人也會來這裡上學。

汪：他們要走很遠的路嗎？

巫：日本時代有水田，他們來種田，也都來上學，都已經很大的人。

汪：您當時沒有上學？

巫：有叫我上學，我不要。我已經是大小姐。

汪：如果做了惡夢會怎麼處理？

巫：跟以前作法一樣，找茅草做驅邪儀式。如果回到阿里山，就會去看巫師。

汪：這裡都沒有巫師？

巫：沒有，但布農族有很強的巫師，當時布農族都很害怕他。

布農族遷入後，鄒族家的媳婦都是布農族人

汪：布農族人何時開始出現？

巫： 日人邀集布農族開會，族人都沒有講話，他們布農族的頭目，羅娜那裡人，很
有智慧，開始講話，他的話很得族人認同，鄒族人於是立即遷往山上，原來有

許多的警察在後頭跟隨著族人不知道。

汪：警察與軍人？

巫： 對。他們怕族人反抗，於是將布農族人遷移到此地。日本人帶很多鹹魚，取出
酒來，要請族人喝。

汪： 有聽過日本人為了兩族和平相處，安排tenoana家族男子與布農族 takisusungan
女子結婚？

巫： 沒有，takisusungan 曾是很兇暴的人，但他們是日人殺害後的殘餘者。日人
帶著他們到處尋願意收留他們的人，沒有部落願意，後來到這裡，頭目 mo'e 
peongsi同意他們留下來，說觀察他們情況。當時人還很多，多人死在路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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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生病也沒法處理任其死亡，來到這裡

之後，他們情況好轉了。

汪：他們是這裡最早的布農族人？

巫： 對，東埔布農族人原本就是當地人
（按：東埔布農族也是遷移來的，時間

較早），跟我們這裡和好。

汪：羅娜的布農族人遷移在後？

巫：正是。

汪：我所聽說的兩族通婚，妳沒有聽說？

巫：沒有。倒是東埔人本來都與這裡通婚的。

汪：布農族人來了之後，您有聽過兩族之間惡言相向？

巫：有吧！一定會有的，只是不會說給對方聽。

汪：takisusungan 家族人會聽鄒族話嗎？

巫：沒有，但鄒族人卻有會說布農族話，因為與東埔通婚。

汪：東埔人也聽得懂鄒族語言？

巫： 當然，他們在這裡上學。倒是takisusungan 的孩子都很會說鄒族語言。以前有
位taro的takisususngan 家族人非常會說鄒族語言，但他過世了。

汪：後來鄒族與布農族非常和好通婚頻繁？

巫： 鄒族家的媳婦幾乎都是布農族人，只有我還有隔壁家媳婦是純鄒族人。因此當
他們提到恢復會所與鄒族儀式，我心情很沉重，因為家裡媳婦都是布農族人，

只剩下我、tanivu、yosi、tamie 跟 sizuko 是鄒族人，我很害怕如果要恢復鄒族
傳統儀式⋯⋯唉！只剩下我們這幾人了，真正鄒族小孩大概只有我的孩子。其

他都是混血後代。

混血後代要回復傳統談何容易

汪：因此您覺得很沉重，這樣如何能傳承鄒族文化語言？

久美鄒族與布農族通婚頻繁，文化漸漸互相融

合。圖為布農族畫曆。（攝影／bobo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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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現在的孩子已經很難了解鄒族文物，他們都是混血後代了。

汪：他們還能聽懂一些鄒族話嗎？

巫：或許，但他們能聽懂什麼呢？每個家族都失去了長輩。

汪：沒有長輩可以教他們？

巫： 沒有，要年輕人不要碰觸鄒族傳統禁忌事物，年輕人也不聽，我想到底是誰說
要回復傳統？當然這想法也很好，但是如果做不正確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汪：所以傳統儀式、祭屋如果恢復卻沒有正確行事是不好的？

巫： 對，像達邦社會所傾倒，曾出現不按規矩，任意觸碰會所，就馬上有人過世，
就是惡果。這是最令人害怕的事，但聽年輕人講起來似乎是很簡單的事情。

汪：好像可以很順利去做？

巫：對。就這樣急著做，那要到哪裡找材料、茅草？這裡沒有茅草與鬼茅。

汪：再請教，您剛有小孩時的生活如何？

巫： 很辛苦，工作一定要帶著，婆婆嫂嫂都不能幫妳分擔。只有靠自己，插秧時整
天彎腰，有時下雨就麻煩了，有時要將小孩綁在香蕉樹以免亂跑。

汪：小孩生病怎麼辦？若需看醫生要去哪裡？

巫：還好和社那時有醫生了，後來羅娜也有醫生就去羅娜。

汪：妳先生會到山上打獵嗎？

巫： 周圍那時很多獵物，就在周圍獵捕，經常捕獵到。我們一起居住的人口眾多，
當大家農忙之餘，就設陷阱捕獵，就常常獵得山羌等動物。

汪：要到哪裡獵到水鹿？

巫：會到上面塔山附近。

汪：會到玉山下面？

巫：東埔人會去，那時附近就很多，所以多在附近捕獵。

汪：鄒族與布農族會爭奪獵場嗎？

巫：好像沒有聽說，但是有人偷取已經捕獲的獵物會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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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占土地的閩南商人

汪：您還記得這裡何時開始有商店？

巫：cinsan商店最早來，應該是光復以後。

汪：商店早期是做什麼？怎會來？他是客家還是閩南人？

巫： 閩南人，早些時可能是在林場工作手被機器割傷，後來到有流籠的林場工作，
接應望鄉山商店的貨品，就這樣開始經商。漸漸地認識這裡的人，經族人引介

進來到部落來開商店。

汪：他開始賣什麼東西？

巫：酒啦，他會壟斷，像是梅子價格高，他就壟斷價格，與其他商人惡性競爭。

汪：會怕失去利益。

巫：也常常買土地，只要鄰近他土地，他一定會越界占有。

汪：族人向他賒帳，所以才把土地抵給他嗎？

巫： 他會跟族人說你欠了什麼欠了多少等，像是附近的一家人，先生死了，商店跟
他太太說先生借了錢所以要他的竹林地抵債，他太太說先生不可能向他借錢，

商店硬是想占有他的竹林，一直跟她要印鑑章，她就是不肯，但是後來害怕還

是給了。

汪：他像一些商店家是兇惡的漢人嗎？

巫：他不像，但是很會說話，很會欺騙。

汪：布農族人來了之後，如何取得這裡土地的權利？

巫：鄒族人很多水田，有很多空地，布農族人就開墾。

汪：難道沒問問族人同意？

巫： 有，但因為族人沒有開墾，他們就全部開墾，主要是因為日本人的原因，族人
實在人口太少，而且都種田。水稻可以變賣，所以比較喜好水田。

汪：鄒族會生活比較好嗎？布農族人呢？

巫：布農族人生活較困苦，剛搬過來常回去舊社拿食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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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會向鄒族要東西嗎？

巫： 不至於，takitulu群也是被遷移到這裡的。還有很多族群也遷移，當時布農人不
大馴服，所以想集中管理，連阿里山鄒族也想要遷移，但他們不肯。

汪：您過去曾到過布農族部落參觀？

巫：沒有，不曾跑其他地方。但日本人曾帶我們出外旅行。就外面平地。

年輕鄒族人說國語，誰來說母語

汪：妳會說日語？

巫：我沒有讀書，所以不會，這裡很多族群，慢慢會說日語、布農語。

汪：布農人會常說族語嗎？

巫： 說國語多，因為這裡各群都有，溝通上國語方便。但是最近政府鼓勵說族語，
像 takitulu群就開始積極說自己的母語。

汪：但鄒族呢？

巫：沒有，還是說國語。

汪：現在年輕人開始要教說鄒族語，好嗎？

巫：這裡族群多，使用鄒族語空間受限，所以成效不佳，甚至有人會抱怨。

汪：如果集中鄒族人教學母語呢？

巫：應該還要包括學生才好。

汪：如果不分年齡集中常說族語呢？

巫： 唉，鄒族恐怕就要放棄族語了，現在都說國語了，所以母語教學非常困難，她
（安美英）應該就是要擔任族語教師的，但有人就在罵，是布農族人。

汪：難道鄒族人孩子反而會說布農族話嗎？

巫：不會。

汪： 現在到達這樣的年紀，就妳觀看我們後輩，儘管luhtu鄒族群的情況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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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鄒族未來什麼是最好的願景？應該要怎麼做？

巫：我的想法，年輕人比較喜歡往平地發展。

汪：妳期待他們回山上發展嗎？

巫：對，現在年歲大了，還能說什麼。

汪：是否應該族人回來，凝聚共識與作法呢？

巫：能這樣多好！常想這些，但年輕人不大聽話，很頭痛。

汪：但是您卻說恢復以前傳統卻不行。

巫： 不是不喜歡，是說恢復卻做不正確，不如不做，因為都沒有鄒族人可以做了，
要做就一定要按照傳統，但年輕人只喜歡聚會，想教卻都聽不進去也不相信。

汪：現在時代變了，不同族群相互往來。

巫：所以心情沉重就是想法很好卻無法無人可做，比如根本不會抽藤的知能。

汪：妳對於族人酗酒習慣的看法？

巫：不好。

汪：教會對戒酒有成效嗎？

巫：沒有效。

汪：今天實在高興能聽到妳的談話，學到很多智慧。

巫：我經常想該怎麼辦？帶頭的人少有人配合，該如何？

汪： 我們了解妳為鄒族未來感到沉重，我們會謹記您的期待，我們就是為這樣的信
念而做這些事情。族群文化工作當然是需要一起做，這是將來要繼續努力的。

謝謝您接受訪問。

（本文為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推動「臺灣原住民族傳統聚落（含古道）及文化歷史記憶

委託研究報告建置計畫案」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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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戰祭mayasvi 文．圖／浦忠勇

戰
祭，鄒語為稱mayasvi，或稱meehangx，其最原初的意義，是與獵獲首有關的
儀式，也是部落集體性的宗教活動，在此意義上它象徵著鄒族的整體。1915

年由日本學者佐山融吉在《蕃族調查報告書》所記錄的鄒族戰祭文本：

有一人切下一塊豬肉，插在一根竹子上，作餵食新人頭狀，隨後將那根竹子插

yono樹上。這是餵過新人頭之後，還要留下來給未來的敵靈吃。緊接著，從竹竿上
取下新人頭，用一塊盾牌墊著，放在院子的中央，僅由主祭者們環繞其周，跳舞五

次。舞畢，將新人頭收進「skayx」（頭骨籠）之中；人頭可以帶皮帶肉⋯⋯。(〈特
富野社戰祭〉。佐山融吉，1915。余萬居譯，1983）

這段儀式記錄片斷中，相當深刻描寫了戰祭原本的核心儀式──「人頭祭」。

戰祭源自鄒族農耕狩獵的宗教儀式，在社會文化變遷之後，部族之間的獵首習俗已

經消失，然而戰祭持續在鄒族特富野社及達邦社舉行。被捲入現代社會的戰祭，

同樣超越部落及家族的層次，是鄒族的集體性祭儀，也因著戰祭的集體性，產生大

社、鄒族、共同體、族群關係等等想像。因著戰祭的集體性特質，族人會利用祭儀

時間返鄉參與並呈現自我的族群性，另外也能吸引外界訪客前來部落觀賞凝視，因

而轉化了它原有的內容、形式和意義。1999年特富野社戰祭活動的海報主題為「庫
巴之火」，其文字內容如下：

鄒族的Mayasvi，有很多名字──戰祭、團結祭、敵首祭、凱旋祭、豐年祭；
謙卑學習祖先的智慧，昂然立足今天的部落，勇敢迎向未來的世界；今年二月十五

日，在特富野，我們共同燃起庫巴之火。（1999年特富野戰祭宣傳海報）

海報的設計內容，是向族人及外界訪客解釋異於傳統戰祭的「新意義」，透過

戰祭重新模塑新的族群想像，要復振「庫巴之火」之鄒族集體象徵。然而，新的部

落權力體系、新的祭儀凝視者以及外界訪客的出現，戰祭即跨出它原來的人頭祭界

限，轉化成為更為多義與紛歧的文化展演。為了行銷戰祭和鄒族意象，展演與互動

型態也跟著變動，如達邦社戰祭為了疏導大量的訪客而引進大型電視牆，許多人只

能從電視牆觀看戰祭的畫面，因而鄒族意象與集體性反而在影音科技的引進下，顯

得更為斷裂、模糊與不連續。

部落原本只傳唱源自傳統的民族古調，如今的鄒族樂舞除了古調之外，已經

混入流行的搖滾樂風，或移入西洋宗教音樂，因而混雜性的形式成了部落樂舞新

本期專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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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樂舞文化如此，社會、經濟、政治以及

語言、建築、飲食、習俗、信仰以及價值觀等

等文化，亦復如此。部落文化幾乎都成了嫁接、

拼貼、移植或是即興創作下的「新混雜文化品

種」。

舞台化的祭典樂舞

鄒族傳統祭歌的特色，表現在緩慢、自由的節奏以及完全四、五度的和聲特

性。這樣的合唱型式，的確顯示了秩序、神祕、混厚沉穩的藝術效果（錢善華，

1989）。浦忠勇（1993）採錄了近70首歌謠，即認為祭歌是最具表演性的樂舞類
型，從其神話傳說、祭歌語言、歌詞內容、演唱形式、節拍特性、祭歌舞蹈、和聲

特色等特質，均有引起閱聽觀眾的觀注。音樂學者吳榮順（2004）更認為，鄒族戰
祭歌舞是以速度緩慢、和聲混厚、圓形舞圈以及四拍為主的舞步為其主要特色，這

樣的歌舞特性容易引起引發祭典神聖、神祕氛圍，在戰祭活動中我們很容易看到觀

眾專注地觀賞祭典歌舞。總之，戰祭樂舞的特質，除了讓它承載著族群文化的美學

符號，也隱含了祭儀與表演舞台結合的可能性，樂舞張力，容易讓它成為當代藝術

保存、創作以及觀光凝視場域下被關注的寵兒。

對祭儀的懷舊

許多鄒族人參加祭儀的心態，希望能在祭儀的元素與氛圍中找回過往歲月的美

好，另外也給外界呈現遠古又充滿特殊文化符號的古老儀式。部落長老常提到，

「要恢復源自傳統的儀式，讓鄒族人知道自己的過去歷史」，因此回復、接觸或是

保存傳統，成了參與祭儀的一種想像和期待。

祭儀懷舊，可視為對鄒族歷史文化的記憶與延伸，特別是在當代社會變遷與動

盪導致過去事物的快速流失，族人總會對傳統產生心理上的眷戀、不捨、感傷和

渴望；甚至，對現代化疏離、現實的社會產生反感和厭惡，希望籍著祭儀的機會返

回部落，完成族人儀式化的心靈返鄉與沉浸行為；另外，有的族人無法返回部落參

加祭儀，就在他鄉或都會的現代住屋，留著祭儀象徵的物品，填補對傳統祭儀的渴

望。這些現象，說明了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族人對傳統祭儀有著深刻的眷戀和懷想。

（本文摘自〈鄒族戰祭的意義與詮釋〉，原載於《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第10期，2011年12月，頁

95-124。作者浦忠勇為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鄒族特富野社戰祭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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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美部落群像

文／文高明

鄒族魯富圖部落的集會所（kuba）

根
據鄒族的傳說，大約一千多年前，

有一支叫做y a s i u n g u的氏族，從
patunguanu（玉山）下山朝北方遷徙，進
入魯富圖境內。他們越過havuhavu（鹿窟
山），經西部平原最後到達南部。此後又

有niahosa氏、yatauyongana氏、noacaciana
氏、eucna氏等多個氏族相繼進入本地區，
進而奠定了鄒族北疆的領土範圍。

鄒族家園的建立，最初是由某一個氏族在一地方定居，建立氏族集會所

（kuba），以此招徠其他氏族加入。當其他氏族陸續加入後，原先的居住地逐漸形
成小社（danohi'u）的型態，待小社的勢力增強再演變成大社（hosa）。而氏族原先
設立的小集會所，則變成了大社共同的大集會所了。

千百年來，鄒族的部落大社便是透過這樣的模式，在氏族不斷遷徙、結盟、合

併中發展出來的。而在部落建立的過程中，鄒族的勢力不斷往外擴張，生存空間亦

自然加大。

久美部落青年團與高砂義

勇隊

臺灣總督府完成蕃界「膺

懲」及初期撫育任務後，為徹

底實施皇民化，於1931年（昭
和6年）提出設立原住民青年

本期專題6

（圖片來源／森丑之助（1906），載於《賴川孝吉
臺灣先住民寫真誌碻‧シオウ篇》，湯淺浩史著）

（圖片提供／文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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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主張，希望比照日本國內青年會訓練方式，鍛鍊原住民青年，使其成為具備生

產力及推動「日本化」國民的中堅分子，並加強軍事訓練，為日後原住民投入戰場

作準備。

根據1934年調查資料顯示，久美部落的男子青年團共有31人，開會次數12次，
列為出席狀況良好的部落。青年團的成員有兩種，一為蕃童教育所畢業至20歲的青
年，另一為21-35歲的青壯年。成員除了參加定期會議外，每年必須接受1-2星期講
習教育。日治末期，戰事吃緊，臺灣總督府開始徵召青年團成員加入高砂義勇隊，

分派至南洋各地支援作戰。1942-1943年總計徵召10回的高砂義勇隊，久美部落中
的若干家族，如yudunana、mukinana、kautuwana、usaiyana的壯丁均被徵召入伍，但
都客死異鄉，無一生還。

右圖為1943年參加第二回高砂義勇隊的倉田秋夫（日本名），他在南洋捐軀身
亡。據說當時他的營區被敵人攻破，為了保護長官，他奮不顧身跳到敵人身上，緊

咬敵人不放，最後壯烈犧牲，他的英勇事蹟傳回久美部落，日方並為他舉行隆重的

悼念儀式。左圖為久美部落青年團團員，左為むりや（森田）二次大戰時加入高砂

義勇隊，後來戰死南洋。

日治時期強迫原住民族集團移住

1917年（大正6年）時，鹿
株大社的魯富圖蕃共有25戶287
人，其中魯富圖大社（和社）有

12戶148人，楠仔腳萬社有13戶
139人。其後日人認為楠子腳萬
社與和社分區，不利於撫育指

導，故於1925年首先將散居在各
地的蕃社集團移住到楠仔腳萬社

（久美）。並於1930年將合社與
楠仔腳萬社合併。楠仔腳萬社久

美部落過去原為鄒族單一族群居住的部落，在大規模集團移住前，先有少數布農族

郡社人，包括takishosongan及takistalan等，他們因為過去殺害日警被鄒族收留。後來

（圖片來源／信義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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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日方將布農族郡社群集團移住至楠仔腳萬社北方的羅娜，1938-1940年間
再將巒社群移入新鄉及望鄉。久美部落從此成為多個族群共居的部落。圖為1935年
參與羅娜部落搬遷工事的人員。

為久美部落蓋木板屋的日本師傅

久美部落境內有布農族、鄒族及少數閩南人。布農族最初移住到魯富圖部落

時，曾經蓋石板屋給鄒族的頭目，以表示尊敬和敦睦。因此，後來頭目的家被稱

做Pafatua。久美鄒族的家屋分布在部落的西北端，布農族的家屋則集中在部落的南
端。早期久美部落鄒族的房子是用茅草及

竹子搭蓋，主要房舍有主屋、祭屋、獸骨

架等。日治時期改成木板屋，現在則普遍

改為水泥房。

1943年布農族卓社群搬入久美時，住
在嶄新的日本式建築屋。日本人請了一位

名叫濱野はまのさん的師傅（稱作統領）

負責蓋房子。當房子結構完成準備蓋屋頂

時，許多人圍繞在房子四周，有幾個大人

爬上屋頂將預先準備好的米糕及小禮物丟下去（日本語稱もちあげ），大家拚命去

搶，非常熱鬧！米糕裡包有錢幣，有人撿到5元十分開心，因為據說當時買一頭耕
牛的價錢就是5元。

1981年間，濱野先生（右）再度來臺拜訪舊友，與信義鄉首任民選鄉長全萬盛
（中）及久美國小主任文進光（左）留下這張合照。

久美鄒族的最後一位頭目pasuya

久美部落鄒族最後一任頭目，原名avai，後改名pasuya。大約30歲時因病去
世。當時適逢日本政府施行「集團移住」，布農族進入久美部落及周遭領地，部

落生態產生巨大改變。1945年臺灣光復，政權易幟，pasuya頭目的長子巫開吉尚年
幼，故由來自魯富圖大社的同宗堂弟pasuya peongsi領導舉行部落的祭典儀式。
有關pasuya的死因，眾說紛紜，有一種說法如下：「某日，頭目pasuya上山打

（圖片提供／文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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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架設陷阱，捕獲了一頭白色的山豬，但是被羅娜布農

族人ibitua的弟弟偷去。於是頭目向天祈求降罰。偷竊者隨
即感染一種叫做musihupa的疾病，後來竟一病不起。ibitua
是布農族最厲害的巫師，他認為弟弟被鄒族頭目所害，於

是展開報復行動，趁機下咒害死了頭目。」雖是穿鑿附會

之說，但似乎也反映出集團移住初期，布農族和鄒族摩擦

事件時有所聞。

久美部落的教堂

教會在久美部落的發展，依傳入時間及信徒的選擇，分成基督教、真耶穌教、

天主教等幾個教派。1898年德國人史脫貝在攀登模里西斯山（玉山）記行中曾記
述：「1897年（明治30年）間，
林圯埔撫墾署曾派署員進駐楠仔

腳萬社（今久美），並利用部落

工廨進行傳教活動。」臺灣總督

府在此地進行教育實驗，宣教的

對象是鄒族原住民，希望藉宗教

的力量感化當地的居民，配合正

規的教育逐步導正族人的惡習，

達到教化的目的。

久美部落教會經過多年經營發展，擁有各自的信徒：基督教教友早期以史啟明

牧師帶領的布農族郡社群人為主，加入卓社群及鄒族；真耶穌教以布農族卓社群為

主，加入郡社群及鄒族；天主教則以鄒族人信奉者為多。

久美部落教堂的外貌各具特色，基督教堂是用石塊砌成，外型堅固美觀（見上

圖），石材來自久美部落近郊的sisiyau溪的一塊大岩石；真耶穌教堂位於部落南端
的一座高坡上，居高臨下，氣勢宏偉。天主教堂早年在集會所旁以麻竹搭建的建築

物，因年久失修，已被拆掉，教友轉而加入羅娜教堂做禮拜。最近久美的天主教友

們正積極爭取興建教堂。

（圖片提供／文高明）

（攝影／bobo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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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游擊隊，抗戰18年
──布農族抗日英雄Dahu-ali（拉荷．阿雷） 

文／顏國昌

在
1894年（光緒20年）甲午戰爭，清帝國戰敗，與日本簽訂
「馬關條約」，臺澎正式割讓，日本於1895年（明治28

年）據臺，初期僅占領臺灣西部，第二年才逐漸控制東部地

區，所採用的方式是懷柔政策，利用清朝原有的通事以管理

東部山胞。直到1906年，臺灣全島局勢完全安定，日人始
有餘裕從事山地部落的管理與理蕃道路的開闢。1909年開始
整修清朝八通關古道東段部分，並設置asang-daingz（阿桑來
嘎）及mun-davan（大分）等駐在所。

1915年（大正4年），臺灣總督府大力實施「理蕃事業五年
計畫」，確定先「北蕃」後「南蕃」的策略，總督就是第五

任之佐久間左馬太，歷任總督當中，任期最長且年齡最高的

一位，以掃蕩「生蕃」聞名，強制沒收布農族賴以維生的獵槍，誘降殘殺事件不斷

發生，引起布農族人的恐慌與忿恨，終使Dahu-ali帶領族人發動一連串報復行動。

收繳獵槍，引爆抗日導火線

日本政府將布農族擁有的大片山林視為無主地，不適用殖民地法，原住民沒有

法律保障，一紙命令就可處決布農族人，日本政府制定的「六三法」，授權臺灣總

督府可以權宜管理臺灣原住民，用行政命令決定布農族的未來是生或死，這些慘無

人道的措施，層出不窮，例如誘殺的方式，或欺負布農族婦女，是其遠因。臺灣總

督府為便於統治臺灣原住民，除強制移住外，更雷厲風行地實施槍械的收繳沒收，

也因此點燃抗日事件的導火線。

Dahu-ali的孫子aliman（阿里曼）口述了這段歷史：

Dahu-ali，布農族英雄、臺
灣英雄。（智慧藏資料室）

人物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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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日本人的長官下令全部沒收布農族的槍枝，大叔公usun-alumu大發雷
霆，到日警駐在所理論，大叱：你們日本人怎麼可以強制沒收我們賴以維生的獵槍

呢？那是我們祖先留傳下來的生存工具。日本上級很生氣，下令擒綁大叔公。

好幾個日本警手合力將大叔公制伏綑綁，輪流用木棍搥打，並趁夜押送至

pushu，關進鐵牢裡。半個月後，pushu駐在所派人通知我們領回大叔公，祖父請求幾
家家戶一同前往，但他們都怕受到牽連而拒絕，祖父只好帶弟妹們將大叔公帶回mun-
davan，大叔公已病得很嚴重，於深夜午時過世，臨終前曾說：『我又沒有犯錯，日
本人沒有理由把我打成這樣。』大叔公的過世，全家人無法釋懷，雖然表面上看來

我們跟日本人的往來依然熱絡，保持友好關係，但是心裡深處恨意已深，懷恨日本

人的蠻橫無理，祖父每到深夜就會特別想念大叔公，但也不知如何是好，白天又要

裝著若無其事，以免日本人起疑心，反而牽連全家，這樣的日子經過幾個月後，祖

父決定離開這個傷心地，打算跟日本人周旋到底。

Dahu-ali初期與日警的關係不錯，彼此相安無事，直至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強制
沒收布農族賴以維生及象徵勇武精神的獵槍後，不得不為爭生存與尊嚴而戰。

300人游擊隊，與日本人周旋18年

1915年2月22日，Dahu-ali率眾
攻打大分駐在所，殺死警手1名，因
其弟aliman-sikini阻止，中途撤退。
5月12日，攻打喀西帕南駐在所，
殺死11名所員。5月17日，突襲大分
駐在所，所員12名全被殺光。6月7
日，aliman-sikin指揮200名攻擊馬西
桑及阿桑來嘎避難中之日警，攻擊後暫匿居馬典古魯社。6月28日，赴新武路救援
之警察隊，在分歧路警戒所附近中埋伏，死3傷6，Dahu-ali暫時移轉馬斯博爾社。

大分事件後，Dahu-ali率領族人27戶，約266人轉戰抗日，經由闊闊斯，翻上中
央山脈雲峰與南雙頭鞍部，再下至玉穗山南稜，在荖濃溪上游東岸，建立damuhu
（玉穗社）之抗日基地。因為他知道在武器及人數上絕不是擁有先進的武器及訓練

精良的日本正規軍的對手，所以選覓天險易守難攻的玉穗社採取游擊的方式，準備

Dahu-ali（左一）與一同抗日的族人們。（智慧藏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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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政府長期抗戰。

Dahu-ali謹守一個原則，不挑釁日本政府，但遭不合理的措施便還以顏色。平
日深居中央山脈天險，來去如履平地，腳程很快，行事低調謹慎、冷靜沉著，因

此，日本人幾次誘殺都無法得逞。

Dahu-ali的抗日行動長達18年，範圍涵蓋拉庫拉庫以南至鹿野溪以北。日人為
此開闢關山越嶺理蕃道路，與原來的八通關越嶺道路，形成南北鉗形包夾之勢。玉

穗社腹背受敵包圍，不得不於1933年（昭和8年）4月22日接受招降，出席於高雄州
廳廣場所舉行之歸順式。

日本政府雖然對Dahu-ali恨得牙癢癢的，但對其神出鬼沒的游擊攻勢，及在中
央山脈的活動力，不得不由衷佩服。日人對付兇猛剽悍的泰雅族，都能以優勢的武

力及訓練精良的現代化部隊，迅速於一年之內將莫那魯道發動的霧社事件敉平。但

面對一向善良平和的布農族卻左支右絀，遲遲無法征服Dahu-ali，讓日本人顏面盡
失，亦如芒刺在背。

Dahu-ali的歸順，有其主客觀的因素，
不得不然的決定與發展，關山越嶺道路開闢

完成，使玉穗社抗日基地腹背受敵，同時，

vazi的居間勸說，以及思忖後代子孫，日方
展現和解的誠意與保證，Dahu-ali表現出有
所為，有所不為的智慧，在布農族歷史發展

上已受到肯定的地位。雖然大分事件也許不

若泰雅族霧社事件那樣驚天動地，但持續18
年，匯聚300人，不時地給日警予以痛擊，
成為日人心目中的「本島最後歸順蕃」，這

樣的決心與毅力，當可與霧社事件同垂不朽。

（本文節錄自作者之碩士論文〈日本統治下布農族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

年〉。拉荷．阿雷的族名，統一轉換為Dahu-ali的書寫系統，以利讀者閱讀。）

臺灣最後的抗日勇士Dahu-ali參加歸順儀式。
（智慧藏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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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高棒球隊──第一支打進甲子園的臺灣原住民球隊             

文／張哲民

【編按】1900年代臺灣棒球運動開始萌芽，1931年默默無聞的嘉義農林學校野球部
（棒球隊）在日本甲子園比賽中，先後擊敗神奈川商工、札幌商業、小倉工業，奪

得亞軍，震驚日本，當時甚至流傳一句話，「英雄戰場‧天下嘉農」。這段光榮的

歷史，在2014年的《Kano》中重現。

這部由《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導演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棒球

電影上映至4月中，票房已突破3億。嘉農投手吳明捷的雕像也在嘉義圓環揭幕，成
為嘉義新地標。因為電影引起熱烈討論，人們也開始關注在紅葉少棒之前，臺灣棒

球曾經有過的一段輝煌歲月。

在這一場空前風靡的棒球運動中，原住民族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1921年成
立的「能高團」，征戰臺灣、日本，後來有4位選手被網羅到日本球隊，其中之一的
羅道厚，更成為臺灣第一個加入日本職棒隊的先鋒；嘉農棒球隊的組成，也網羅了

陳耕元、拓弘山、羅保農、藍德和等四位原住民。

本期【原史風雲】刊出〈能高棒球隊──第一支打進甲子園的臺灣原住民球

隊〉、〈嘉農球員陳耕元的臺東故事〉二篇，讓讀者了解這一段輝煌的棒球史。

棒
球引進臺灣，最初是在1897年（明治30年）由日本駐臺銀行職員閒暇時練習
娛樂的遊戲肇始的，當時並無正式球隊與比賽。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於

1906年開始推動棒球運動，並於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時為專屬日本人就讀的學
校）成立第一個棒球隊伍。花東地區隨後也推廣棒球，1917年（大正6年）在臺東
製糖株式會社庶務課長吉野清一主導下，於臺東成立第一支棒球隊「製糖隊」，此

後5年間，臺東地區陸續成立：守備隊（軍方）：臺東廳隊（公務）、櫻隊（民間
團體）等隊。花蓮地區棒球發展較臺東晚，但遲至1922年由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
成立「花蓮港體育協會」時，已擁有：鐵道隊、花蓮廳隊、鹽糖隊、商工隊、元老

隊、旭組營造隊等幾支球隊。

1921年，擔任花蓮旭組營造隊主將的林桂興，在秀姑巒溪畔一個偶然機緣下看
到阿美族青年以木棒揮打投出的石頭，驚訝其棒球運動的潛力，因此以查屋馬、辜

原史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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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得兩人為骨幹，成立了全由原住民組成的「高砂棒球隊」，短短兩年，這支球隊

便與花蓮港廳隊等球隊相抗衡。

1922年末到1923年初，臺北州組成的棒球隊來花蓮做親善訪問比賽，花蓮港聯
隊以3勝2負打敗臺北州代表隊，引起花蓮地區一片盛況。
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趁此風潮，於1923年與承包建造花蓮港、東部鐵路與臨

海道路三項工程的日本旭組、櫻組兩家營造廠董事長梅野清太郎支持下，將高砂族

學生收編至「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並令其學生練習棒球，成立「花蓮港農業補

習學校棒球隊」，隨後改稱為「能高團」，隊中以阿美族選手為主。

能高團於1924年9月，在校長坂本帶領下，與「全花軍」（全花蓮港棒球代

表隊）遠征西部。由於「能高」之名被認為有僭越之嫌，故改稱為「阿美族野球

團」。球隊遠征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屏東、新竹、基隆等地；除了在臺北敗

給取得甲子園球賽代表資格的「臺北商業」（隊員為日本人）和有職業水準的總督

府隊、大正職業隊，在臺南敗給「臺南一中」（今臺南二中）隊外，餘戰皆捷。

這次的臺灣島內初征，使得全島各地對高砂族的體能與運動精神刮目相看，甚

至謂其勇敢堅忍是日本選手所不及。江口良三郎打鐵趁熱，鼓吹總督府提撥經費，

讓其球隊遠征日本。

1925年7月，球隊一行15人抵達日本，與早稻田中學、神奈川中學等隊伍較
勁，表現亮眼，令日本棒界不可思議，其間與愛知中學的比賽吸引了約2萬名觀
眾，日本不得不開始注意這群臺灣選手，後來隊中有4名選手被日本平安中學網
羅，他們是：羅道厚（伊藤次郎）、羅沙威（伊藤正雄）兩兄弟及紀薩（西村嘉

造）與阿仙（稻田照夫）。羅道厚後來成為臺灣第一個加入日本職棒隊的先鋒。

回到東臺灣，「能高團」因陣中4名選手赴日導致解散，其成員則擴散於臺灣
各棒球隊或轉其他職業。然「能高團」不僅掀起臺灣東部棒運的熱潮，更延燒全

臺，1928年（昭和3年）嘉義農林學校（今嘉義大學）成立棒球隊，廣羅全臺各地
選手，教練近藤兵太郎更至東部特別網羅高砂族選手，成為臺灣第一個臺灣球員

比日本球員多的球隊，而其中更以高砂族球員為主要成員，1931年嘉農棒球隊進軍
日本甲子園棒球大賽並榮獲亞軍，先發9位球員中有4位是來自臺東的原住民，他
們是：陳耕元、羅保農、藍德和（東和一）、拓弘山，其中羅保農還以5成33打擊
率，成為甲子園創立17年來最強的打者，開創日治時期臺灣棒運的最高峰。（本文
原載於「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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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農球員陳耕元的臺東故事
文／黃旭鴻

在
1931-1937年間，嘉農棒球隊曾經渡海赴
日的臺籍球員名單裡，原住民有：上松

耕一（陳耕元）、平野保郎（羅保農）、吉川

武揚（楊吉川）、東公文（藍德明）、東和一

（藍德和）、濱口光也（郭光也）、濱口壯馬

（郭壯馬）、真山卯一（拓弘山）等人。自嘉

農畢業之後，有一部分原住民球員返回到原生

地臺東繼續生活，延續嘉農精神，以臺東農校

校長陳耕元為首，為臺東棒球運動發展紮根。

嘉農球員返鄉成棒運推手

根據《臺東縣史》紀錄，具有卑南族身分的嘉農球員陳耕元（1905-1958）自
幼接受了族內嚴格會所制度年齡階層訓練，此一猶如斯巴達式訓練影響他日後求

學與工作態度。自1925年至1929年期間，陳耕元就讀臺東公學校，開始接觸棒球運
動，因為表現極佳，被推薦進入嘉義農林學校就讀，1931年成為嘉農棒球隊在甲子
園亞軍隊伍的一員。1932年自嘉農畢業後，進入日本橫濱商專就讀。1935年返回臺
灣後，先後服務嘉義稅務所、嘉義市杉原產業株式會社，而後回到嘉義農林學校擔

任體育主任與棒球隊教練。1947年進入臺東農校擔任校長；1958年車禍去世。
蔡武璋（1997）指出，陳耕元擔任農校校長期間，尋求嘉農同時期隊員如郭光

也、藍德和等人，成為臺東地區棒球運動的推手。而紀念嘉農甲子園成就的「嘉農

盃」棒球賽事，在第三屆返回嘉義舉辦之前，皆先由臺東的嘉農原住民校友舉辦。

黃郁芳等人（2011）指出，雖然臺東農校棒球隊維持數年（1947-1955），但
由於球隊運作經費短缺等因素宣告解散；1964至1977年間，嘉農球員以總教練郭光
也為中心，組織教練團為藍德和、藍德明、郭壯馬、楊吉川等人以阿美族人為主力

的「馬蘭部落棒球隊」，培育小選手以延續嘉農精神。

臺東原住民棒球運動的發展，初期倚賴嘉農球員陳耕元、郭光也等人的推動，

以臺東農校棒球隊為基石，成為原住民族群復興的舞台。然而陳耕元的過世，族群

原史風雲

（左至右）游擊手陳耕元、投手吳明捷、捕

手藍德和。（圖片提供／蔡武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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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的任務交棒給阿美族郭光也等人的馬蘭棒球隊持續運作，其後舉辦棒球賽事的

名稱，不論是紀念阿美族祖先的「馬漢罕盃」，或傳承嘉農精神的「嘉農盃」，棒

球運動的推廣儼然成為一種復興原住民的方式，更使得近代沒落的原住民文化找尋

到回歸族群傳統的新契機。

在歷史的交界處語言表達的困境

李政亮（1999:243）指出，棒球在臺
東的歷史運作，成為原住民部落或家庭之

間的重要連繫。從臺東廳公費保送原住民

菁英至嘉義農林學校學習農業技術的歷史

驅力開始，甚至東渡日本求學的際遇，日

本當局著眼的是：冀望陳耕元等人代表「文明開化」的象徵，棒球改變未來原住民

舊習生活方式，以接受帝國治理模式的種子。

但歷史在1945年日、臺之間，重新劃下一道無垠國界，陳耕元等人面對國民政
府的重新治理，嘉農球員擁有流利日文的優勢既已不再，他們面對人際溝通當下，

內心多半選擇隱藏能夠以日文表達的長才，與曾經為日本人身分的事實。

在官方《臺東縣史》陳耕元個人記傳中有兩段文字值得觀察：首先，陳耕元接

任臺東農校辦學精神「開發農校，扶持農村建設，開發山地，培育山地青年」，原

住民學生亦獲得政府公費就學的德政1；然而，陳耕元因為長期接受日本教育，常

以日語作為生活用語，以致臺灣光復後初期開會往往保持沉默的印象，肇因其國語

不流利所致。

曾任關山農會總幹事、1956年畢業的東農校友劉源利（2005：91）接受臺東農
工校方訪談時，提及陳耕元的語言困境：

推行國語，是當時的政策，講方言的人，會被記過、罰錢、罰掃廁所。學生

不能講方言，可是校長卻是例外。陳耕元校長是留日的，國語還不通，平常盡量少

講話，遇到重要集會場合，他只能用日語致詞，由於臺東農校的情況特殊，原住民

學生占三分之二以上，而陳耕元是優秀的原住民人才，政府當局默許他講日語。不

過，他有在努力學國語，幾年後，也能照著稿子唸國語。

臺東農校校友孫來春（2005：88）亦指出：

當時，政府雖然大力推行國語，但農校情況特殊，日語、原住民語都可以說，

嘉義農林對神奈川商工，先禮後兵。（圖片提供／

蔡武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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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校長陳耕元、教病蟲害的老師、音樂老師陸森寶等人，上課都用日語。而我們

還不會ㄅㄆㄇ，都用日本五十音注音，字典也是用日文、國語對照。其實，這樣一

來，對於保存母語卻很有幫助。

胡慧玲（1999：167）側寫敘述臺灣光復後，原住民部落舉辦傳統年祭時，陳
耕元雖內心戮力保有原住民文化，卻突兀地以日語向臺東農校學生交談的內容：

沒想到陳校長也來參加老人會的集會，我們幾個農校學生怕被校長發現，還躲

躲藏藏，結果校長親臨少年祭活動，前來祝福每一位少年，來到我們農校生前，還

用日語說：要認真一點。

許雪姬（1991：178）指出，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為了推行國語、禁用日
語政策，從1947年5月起，臺東縣要求縣境內的公務人員日常會話以國語為原則，
絕對禁用日語，但對臺人接洽公務時，可酌用少許的閩南語或日語交談。很明顯

地，1947年陳耕元接任臺東農校校長之後，也面臨著國家政策施行與日常生活面對
學生或族人在言語溝通的衝突。

鐵腕作風帶隊嚴格

陳守庸（2001：107）指出，平地人在日本殖民社會取得地位已是難事，原住
民更是難上加難。唯一例外就是嘉農棒球隊成員，嘉農球員退休後仍與球界保持聯

繫，部分直接成為專業球員或教練。

曾任臺東縣長的黃順興（1990：184）揭露其與嘉農球員共同推廣臺東棒運的
回憶：

這批與我同時代的棒球老輩都在自己的家鄉當義務教練，繼續培養棒運的人

才。我聘為秘書的楊吉川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其他還有馬蘭的郭光也先生等多

位，都被我延攬為棒球委員會的教練或顧問2。他們不要薪水，只希望縣府全力支持

棒運即心滿意足。他們幹完了自己的農活便整日泡在棒球場訓練後進。

前臺東縣長陳建年（2002）指出：「父親（陳耕元）對棒球非常地狂熱，家裡
當宿舍、放球具，學生進進出出，小球員像自己孩子一樣。但他訓練球隊很嚴謹，

那種日本精神，練不好的話，棒子拿了就搥下去，我在旁邊看了都會怕，但是這些

學生對他仍然相當信服3。」

相同地，臺東農校校友張金龍（2005：95）也提及陳耕元「校長兼教練」的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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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教育風格：「陳校長是棒球專家，下午課外活動時訓練球，親自下場指導，如果表

現太差，他會拿球直接往你身上丟。農校的棒球隊，由他一手栽培，非常有名氣。」

嘉農第25屆學生黃長興回憶就讀嘉農三年級時，陳耕元1945年11月回到嘉農訓
練球隊的方式與近藤教練一樣嚴格，球員常常累癱於地上，所以球員一個個退出。

陳耕元畢生為臺東運動界作出貢獻，發掘並培養了許多優秀運動員，讓人懷

念。1960年羅馬奧運10項銀牌、同為東農校友的「亞洲鐵人」楊傳廣曾夢見陳耕元
的身影，他形容：

從臺東返北後，當夜曾做了個夢，夢見陳校長一人在荒野中行走。

嘉農原住民球員真的在臺東找到了他們的「家」嗎？陳耕元、藍德明等人日語

能力優劣是日治時期能否立足原住民社群的關鍵。但，1945年後，流利日語與不流
利中文的刻板印象卻是球員的絆腳石。

儘管當代臺東棒球運動的盛行，現存史料歸功陳耕元、郭光也等嘉農球員的努

力，才能培育紅葉少棒與現今的原住民棒球人才。然

而，對於這批嘉農球員而言，他們的甲子園棒球的榮

光，並沒有帶給他們其後一生更多的功成名就。

陳耕元無法用語言表達的難處，著實揭露嘉農棒

球成就的背後，歷史驅力將這批臺東的嘉農原住民球

員的生命經驗，從優勢地位轉變劣勢地位，從社會結

構持續遞變生成痛苦經驗的人際關係中，形構交織臺

東的嘉農原住民球員生命中動人的離散經驗。（本文節

錄自作者之碩士論文〈離散邊緣的身分形構：以日治時期嘉農棒球隊為例〉）

注釋

1  對於原住民迄今是否仍應繼續享有國家政權施予的恩惠政策，部分學者認定其為一種「福利殖民主義」

(Welfare Colonialism)，因為國家體制的權威建立與原住民爭取地位上的自治、乃至於達到自足，這兩者本
身是相對立且競爭的：「福利殖民主義」表面上是國家給予原住民在教育、社會、經濟等多面向的扶持、

福利與照顧，然而原住民卻容易落入主政者的治理手段，逐步失去追尋原有族群自我權利的精神。參閱瓦

歷斯．尤幹，〈體驗臺灣「山胞教育」：臺灣原住民教育體制的一些觀念問題〉，《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

集》，臺北：文建會，1994，頁191-200。

2  曾任黃順興秘書的魏慶福指出，縣長黃順興為了訓練紅葉少棒，除楊吉川外，另外再聘請郭光也與王成忠

兩位出身嘉農的原住民擔任不支薪義務教練，縣長相信他們都是出身嘉農的日治時期棒 球名將而敦聘。魏
慶福，《黃順興的小故事》，臺北縣：富迪印刷，2006，頁3。

3  行政院體委會，〈從嘉農到紅葉-臺灣棒球的故事〉，《臺灣世紀體育名人傳：傳奇與榮耀》， 臺北：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2002。VCD。

1931年，嘉農棒球隊榮獲台灣代表權，於
圓山球場合影。（圖片提供／蔡武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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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土著村」
──1910年日英博覽會的排灣族「居住展演」

文／胡家瑜

日
本殖民臺灣期間曾多次參與或舉辦博覽會，作為一種帝國統治和宣傳技術。

本文以其中一次國際博覽會──1910年日本與英國在倫敦舉辦的日英博覽會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做為討論重點。1910年代日英博覽會顯現出日本帝
國試圖躍上世界舞臺與大英帝國或西方強權國家並駕齊驅的野心，並且運作為宣傳

日本的文明和現代化的展示櫥窗。因此，日本針對此次博覽會投入的人力、財力和

物力，遠超過其他博覽會。日本的展覽委員會總督和田彥次郎（Hikojiro Wada）接
受倫敦《泰晤士報》採訪時表示，這次博覽會不但具有商業價值，獲得許多有用的

貿易知識，有助於打開許多歐洲新市場；也明顯具有政治和外交作用，增進了東、

西方二大文明國家的互相認識和友好關係。

12戶排灣族在倫敦「居住展演」

當時的博覽會場，不但設置有許多日本和英國的工商產業、藝術和文化生活展

示館，日本還針對當時其殖民勢力控制的四個地區──臺灣、韓國、關東和南滿，

各設置一個展示廳。其中的「臺灣廳」，是由臺灣總督府負責安排展出臺灣代表性

產物如茶葉、樟腦、米、糖等，同時還有一些原住民的物質文化標本和模型，以此

對比說明日本統治後帶給臺灣的現代化和進步。除了「臺灣廳」的靜態展覽之外，

會場另外設有一間將近1,300坪有真人居住展演的「福爾摩沙土著村1」。臺灣總督

府與英國博覽會籌辦公司的娛樂部簽約，由日本警察帶著24位南部排灣族人（男21
人、女3人），飄洋過海到倫敦會場的土著村居住展演2。根據報紙記載，「福爾

摩沙村」是以「臺灣生蕃監督事務局」為中心，周邊有12戶蕃屋，每戶有兩位穿著
盛裝的排灣人，從上午11點到下午10點20分左右，一直坐在屋內讓觀眾參觀；參觀
者需要花6便士買門票入村觀賞臺灣「土著」村民。由於來自臺灣的「土著」非常
活潑，常常喜歡用剛學會的英語向參觀者打招呼，因此很受歡迎，是觀眾人數最多

的地方之一3。當時前往英國參加博覽會的24位恆春地區原住民，到倫敦會場居住
半年，加上來回海上漫長的旅程顛簸，總計經過一年多時間才回到家鄉。

然而，這一段跨文化遭遇的歷史過程，並未隨著博覽會的結束而煙消雲散。當

年臺灣總督府為了博覽會而採集或製作的許多展覽品和商品，展出結束之後並未運

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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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臺灣，而是捐贈給了英國當地不同的博物館和收藏機構。與這一次博覽會相關

的不同類型臺灣展覽品，因此流離失散成為不同機構的收藏品，深鎖在異國的庫

房中，長達百年的時間幾乎無人問津。直到近十年間，因為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的

推展，筆者開始進行海外臺灣民族學藏品的調查研究和數位資料建置工作，流離

散落在不同博物館的日英博覽會臺灣藏品才被串連起來重新檢視，並且進一步調

查彙整補充相關收藏歷史和文化脈絡資料4。

目前可知大英博物館收藏了將近210件當時日英博覽會的臺灣文物，其中絕大
部分是原住民織布和服飾、日常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和製造工具等文物；包括苧

麻織花布塊、珠衣、長衣、短衣、披風、腰帶、帽飾、珠鍊頸飾、煙斗、竹籃、

打火具、鹽筒等。根據該館的入藏記錄，這一批臺灣文物是由臺灣總督府的官員T. 
Kawada和英國娛樂公司Nosawa & Co Broad Sheet Goure所捐贈。另外，牛津大學比德
瑞佛斯博物館（Pitt-Rivers Museum, Oxford University）藏有Henry  Balfour5捐贈的博
覽會臺灣原住民明信片12張；劍橋大學考古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也藏有日英博覽會臺灣原住民明信片8張；倫
敦皇家植物園（Kew Royal Botanic Gardens）則輾轉取得博覽會展出的臺灣植物纖維
製品和商品標本約30件。

參展原住民的觀感表達

日英博覽會籌辦公司娛樂部曾經透過臺灣總督府，安排了24位高士佛等社的
排灣族男女，從臺灣到倫敦會場設置的福爾摩沙村居住展演半年。他們在會場活

動的身影，被拍攝製成明信片商品販賣。透過目前保留在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

物館和劍橋大學考古人類學博物館收藏的共20張明信片，我們可以清楚看見1910
年參與展出24位原住民當中15人（男13人、女2人）的容貌與名字；包括頭目Tugie 
Kalowan、Rugayo（Lungaya）、Buchaburi Salangai（Rechabury）、Cavaji Cojun、Jubo 
Bikap、Bachago Bagaban、Pasagolon Radalan、Api Patogaton、Pasuriba Kojugi、Pitaraji 
Chokarn、Togachoi Rumuchi、Chaibai Pujajon、Dajibaka Sapai、Tajubakan Sapai、
Jajakaru Jalan。明信片中的原住民，都穿著盛裝配戴飾物，男子手持刀、火繩槍或
弓，或站、或蹲、或跪在展場現身。在〈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

示政治與「他者」意象〉（胡家瑜，2005）一文提到，當年的報紙出現過一則消
息，報導1910年9月3日博覽會場福爾摩沙村舉行的一場排灣婚禮，新娘是21歲的
Rungayo，新郎是24歲的Butsuaberi。當時新娘已經懷孕待產；不久之後，新娘在會
場產下一名新生兒，命名為“Hitehiro”（就是「英博」的意思）6。巧合的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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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會場結婚的二名新人，他們的身影也凝結在牛津和劍橋博物館收藏的明信片

中。

至於當年到英國倫敦參加博覽會的臺灣原住民，究竟對於展示安排有什麼想

法？從現今留下的日本相關記錄資料來看，大都是正面的。例如，有的記錄提到

參展者被問及客遊倫敦的感想時說道：「倫敦市街的壯麗廣闊，工商業品的精

巧，機器機關的雄偉，人馬物貨的往來交織頻繁，以及金銀財物的流通可能是

臺北的幾十、幾百倍。為什麼臺北蕃務本署的廳舍那麼矮陋，卻沒有改建新的

呢？」鈴木作太郎也有資料提及一名Tipo Sarogai的排灣人，返國後在宴會公開致詞
說：「未離開這裡之前和到了英國之後，我們的想法完全改變了。我想，在世界

上再沒有像我們這麼野蠻的種族了。我們應該立即脫離這些野蠻的習俗。要想脫

離這些習慣，當然必須依靠學問的力量。今後，我們會努力地教育子弟逐漸進步

到開明的階段。希望以後能夠有人能到英國留學，希望以後我們也能過著和世界

上其他人一樣的生活。」（Ishii, 1916:18-19;鈴木作太郎，1932：375）。
但是，當時日本官員或記者的報導，是否能真正反映參加日英博覽會展出原

住民的真正心聲？我們可能必須合理的存疑。相較之下，現今部落內部對於一百

年前先人曾經到倫敦參加博覽會的記憶並不普遍也不清楚。當年參加博覽會展出

的15名原住民人物影像資料雖然保存下來，同時還有個別人物的名字記載，不過
經過一百年的時間洗禮，當年的參與者早已過世，而且部落歷經多次遷徙離散；

因此，現今僅有少數老人記得曾經聽說祖輩親戚到國外參加展覽的往事，而且大

都只有模糊的印象而很難具體敘述細節7。

跨國收藏的連結與地方記憶的拼接

受到後現代和後殖民風潮的影響，近來臺灣各個相關研究領域，開始重新思

考過去從科學實證角度來處理異文化資料所隱含的問題。當大家重新檢視博物館

藏品取得的過程時，發現過去很多藏品資料的調查和採集，經常是在客觀中立的

「科學知識發展」或「搶救和保存」名義下進行，刻意地忽略、掩蓋或移轉其中

糾纏的權力關係，以及立場和觀點的差異。以收藏和再現異文化器物為主要範疇

的民族學博物館，尤其成為當代關注的焦點，以及要求深刻檢討和轉型的對象。

民族學藏品疊壓著不同層次的權力矛盾和價值衝突，一方面是因為藏品流動的過

程，幾乎都跨越國家或文化的邊界，因此經常涉及強勢權力與地方社會的角力，

或是夾雜著文物來源群體的傷痛歷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藏品脫離原有社會移

動至都會博物館的過程，也是文物資料離散、脈絡訊息失落和價值意義轉變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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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此藏品的保存、詮釋和再現，也常成為不同

社群或團體間競賽、紛爭和衝突的引發點。

1910年日英博覽會的排灣族「居住展演」，可
以反映出臺灣民族學收藏跨國流動的複雜歷史過

程、背後交疊潛藏的帝國身影和殖民勢力，以及

當代可能賦予的不同作用。檢視這些藏品資料的

採集、離散和聚集等動態流動軌跡，可以讓我們更

深刻了解文物資料保存的意義、挪用他者圖像的矛

盾、再現藏品激發的具體力量、和記憶政治運作的

動力等。從其中跨界互動過程可知，現今保存在博

物館中的民族學藏品，經歷複雜的生命歷程，現今

仍然可以是跨越時空延伸與連結過去的具體材料。

這些物質材料，不僅承載著過去的歷史文化訊息，

也是當代社會激發和建構過去記憶的媒介。（本文節

錄自〈離散的收藏與拼接的記憶：從臺灣原住民藏品跨國連結的二個例子談起〉，刊載於《博物館

與文化》第3期，2012年6月，頁3-28，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注釋

1  會場另外還設有「愛奴村」和「日本民俗村」也都曾運用真人展演的方式。參考Commission of theJapan-
British Exhibition,1911。

2  根據臺灣總督府資料顯示，1910年2月下旬，由大島民政長官與日英博覽會餘興部企業集團代表人Julian 
Hick簽訂了原住民表演合約，內容包括：原住民在指定之場所或建物內向公眾表演生活狀態，但參加舞蹈
及各種遊行與否則任原住民之意。原住民自故鄉出發至回鄉之期間，應每日支付日幣1元。承辦者需負擔
往返旅費及生活所需。後來總督府派通曉排灣語而暫時停職之警部補石川種象及巡查板倉重太郎帶領高士

佛社等8社的21名男性、3名女性，共24名排灣人，啟程赴博覽會會場倫敦；參考（陳金田譯，1998：28；
1999：153-156）。

3  參考鈴木作太郎，1932：374；《臺灣日日新報》，1910，9月29-30日；胡家瑜，2005。

4  筆者自2002年起，開始陸續進行英國博物館臺灣民族學調查研究和資料彙整，期間受到英國倫敦大學大學
院、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以及國科會數位典藏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網路推動計畫補助研究經費，

特此致謝。

5   Henry Balfour是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物館的首任研究員，也是早期英國著名人類學家，著有The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Art（1893）等書。

6  相關報導見 The London Times,1910,Sep 9;伊能嘉矩，1910：125。

7  筆者曾於2006年將相關影像帶回屏東高士村─高士佛社人現今主要的聚居處，希望耆老們能夠辨識明信片
中的人物，回想起過去哪些人去倫敦參與展覽，以及當年參展者的經歷和生活記憶。由於照片人物面貌的

辨識，不見得能在短時間內回想起；因此後來這些影像資料留下一份拷貝放在當地部落發展協會，作為後

續地方歷史追溯和詮釋運用的資源。

24名排灣原住民與2名日本警官出發前往倫
敦參加日英博覽會前攝於臺灣。（圖片提供

／胡家瑜）

12名排灣男子與一名日本官員攝於倫敦日英
博覽會。（圖片提供／胡家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