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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曆法
文／本刊編輯部

原
住民族的主觀時間（季節區分、小米農作、漁獵採集等時序之安排）、生活

時間（每日、每月、每年之週期性時空律），與漢民族的時間觀迥然不同，

因此在清代中文文獻中說原住民族「不知年月」，是文化養成不同而形成的偏見。

近世以來，臺灣原住民族雖已依循國家曆法而行事作息，但各族仍保有自己傳

統紀年、計時的時間文化，包括：以鳥的叫聲定時間、以天黑為一天的開始、依據

花開花謝而作息等等，各有特色。

本期專題「原住民族曆法」，分別介紹卑南、布農、鄒、雅美（達悟）、魯

凱，以及泰雅族，獨具特色的時間觀念。卑南族的一年是13個月，隨著植物成長榮
枯的變化而舉行祭儀；布農族透過觀察月亮的盈虧，發展出獨樹一格的祭事曆（畫

曆）；鄒族、魯凱族藉由季節、農作物以及大自然的變化，組合成其時間觀；雅美

（達悟）族則是循著傳統夜曆（太陰曆），進行一年的行止；泰雅族則有月亮變化

的時間感。各族對於年、月、時、日雖然沒有固定說法，但卻有其共通性，就是與

大自然萬物共生的理念。  

本期專題

（攝影／郭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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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等於13個月——卑南族南王部落的傳統曆法
文／林志興Agilasay Pakawyan

人
們對時間的感知，其實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進入20世紀的人類生活，已全
面籠罩在源起於西方基督教文化力量所定義的時間序中。而當今日常生活，

除了全球性的年、月、週序列外，其餘時間更是牢牢地被國家所規範。工作、放

假與休閒無一不與國家政策有關。在這框架下，具有特殊生活方式與背景的原住民

族，也不得不配合國家的時間規範，調整自己的生活作息（例如上學、上班或到公

家機關辦事情等等）與祭儀時間（各種節日）。以卑南族為例，年度中最重要的猴

祭與大獵祭，舉行前，都要看看國家規定的年度行事曆，計算最寬裕的假日時間，

以便族人能夠充分參與。為了因應原住民祭儀的特殊需求，現在連原住民的節慶放

假，也都已納入了國家法令的規範之中，成為國定假日。

在國家作息時間體系的規範下，當代原住民其實對傳統生活的節奏已然陌生，

特別是傳統曆法到底是怎麼樣的樣貌，均知之甚少。我們反而熟悉西元（公元）、

民國、或陰曆、陽曆等的時間序列。跟著大家放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有一段時

間還放過聖誕節（行憲紀念日），那一段行憲紀念日也放假的日子裡，卑南族的猴

祭常配合這個時間舉行祭儀，而大獵祭則配合元旦假期舉行。為此，新聞報導時，

我們常會聽到類似「卑南族元旦年祭」、或「卑南族過新年」等形容的話語。其

實，傳統卑南族少年的猴祭與成年人的大獵祭，過去和元旦沒有直接的關係，其意

義也不完全等同於現今「過新年」的意義。現今的說法與公眾印象，其實是被國家

或大社會力量所塑模而成的。所以，當代卑南族人並不清楚傳統卑南族的時間是什

麼？卑南族的年、季節、月與節日的傳統樣貌，只能從耆老的腦海裡重新發掘出

來。我們會發現，卑南族的日曆（時間文化）和一般大社會的曆法很不一樣。下文

有關卑南族的曆法，主要的資料是根據筆者的叔叔林豪勳（一沙鷗）在世時，採訪

耆老所得的資料為主來敘述介紹。而林豪勳進行採訪時間約在1990年代初期。
就卑南族的時間文化來說，「年」應該是最大的時間單位，因為沒有發展出紀

年的文化習慣，其他原住民好像也一樣，所以我們會在中國古籍中看到「番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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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年」的形容語句。年以下的時節，由於卑南族所處的東南臺灣的氣候，四季並不

分明之故，所以，耆老說，過去卑南族人只把一年的季節大致劃分為熱季和寒季，

然後，再隨著年度植物相的變化，進一步將氣候變化，週而復始的一年分成13個單
位。是13個單位，不是12個單位。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傳統卑南曆法中的13個單位，
是那13個單位：

1.    kamawmawan（花訊之期），約為西曆的4月。時間落在刺桐樹（dulridulr）與
毛柿（kayama）的花快要掉光之際，部落的巫師們（temararamaw）會以這個
自然訊息做為全年法事開端的依據。她們所舉行的法會叫做puwalrsakan（慶巫
會），有一系列約為期一週的儀式活動。

2.    kadruwayan（第二），約為西曆的5月。以觀察毛柿（kayama）果粒的初生為判
斷依據。

3.    katuluwan（第三），約為西曆的6月。以觀察毛柿果粒的成形為判斷依據。在以
小米為主糧的時代，這個時期是進入各家開始準備收割小米，收割後要陸續舉

行將小米收藏入倉儀式的時節。

4.    kapatan-ngawngaway（第四之首），約為西曆之7月。毛柿的果皮轉成棕色，並
開始收割夏季的陸稻（pardenun）之際。這個季節更是小米（dawa）收割完成，
要舉行感恩海祭的季節，現在，日常生活已不再以小米為主糧了，但是感恩海

祭仍然持續實行中，而行海祭儀式時，小米仍是獻祭的主要祭品，從未曾改

變。

在 kapatan-ngawngaway（第四之首）時期，到海
灘上參加感恩海祭的男人們要一一手沾小米行獻祭之

禮。（徐明正攝）

在 kapatan-ngawngaway（第四之首）時期，到海灘
上參加感恩海祭的男人們，排隊向祖先（棚中的兩顆

石頭）行禮。（徐明正攝）



5一年等於13個月——卑南族南王部落的傳統曆法

5.    kapatan（第四），約為西曆的8月。是毛柿的果粒完全成熟之時，此時的毛杮果

皮會呈現鮮紅之色。

6.    kapatan-tarbilibilin（第四之尾），約為西曆的9月。到了此時，毛柿的果實會開
始掉落，也是陸稻的撒種季節（要在冬季收成者）。

7.    kalruwatran（第五）約為西曆的10月。冬季收成陸稻的第二次除草時期（晚播種
者）。

8.    kaneman（第六）約為西曆的11月。以觀察樹豆（buaw）的果莢是否開始飽滿為
訊息。

9.    kapituwan（第七）約為西曆的12月。是冬季陸稻收成的季節，收成後將是隨即
舉行猴祭（basibas）的季節。

10.  kawaluan（第八），約為西曆的1月。是山柑子（a l idungadung）及紅葉

在kapituwan（第七）期時會舉行猴祭。刺猴前夕，
進行挨家挨戶驅邪儀式（halapakay）的少年們。
（徐明正攝）

猴祭時，向草猴（60年前還是以真猴為對象）行刺猴
儀式的青少年們。（徐明正攝）

約在kawaluan（第八）時行大獵祭。圖為下山的男
人們。長老居中步行，青年環繞四周護衛。（徐明正

攝）

大獵祭時，在婦女所建的迎接凱旋營地中，接受婦女

獻花，並準備吟唱古謠的男子們。（徐明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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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gud）開始長嫩葉，也是舉行年祭，或稱獵祭（mangayaw）的時期。
11.  kaiwayan（第九），約為西曆的2月。開始進行陸稻（pardenun）的播種工作（要
在夏季收成者）。以小米為主糧的時代，此一時期也是小米田行開墾儀式，以

及播種儀式的季節。

12.  ngawngaway（花苞期），約為西曆的2、3月之間。以刺桐樹（dulridulr）開始長
花苞做為識別之訊。此時也是為小米田進行驅蟲與求雨儀式的季節。

13.  kapuluan（第十），約為西曆的3月。此正是刺桐花盛開及毛柿開始開花的季
節，也是陸稻進行播種的後期（要在夏季收成者）。約為2月中旬至3月中旬之
間。以小米為主糧的時代，此期也是小米田進行除草的季節，小米除草是全部

落婦女的重要活動，所以會在除草完成之後會舉行完工慶活動（mugamut）。

由上文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到卑南曆法（或說卑南族人的時間文化）有一些

有趣而值得深思的現象。

第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月」的單位，一共有13個，為什麼有13個單位呢？因為
這13個單位並不是依據嚴謹的天文學──「月現象變化」或「日現象變化」做為計
算劃分的根據，而是以植物榮枯成長變化的現象做為依據。所以卑南的「月」單

位，並不等於一般的「月」的概念！因此，我們稱之為「期」或許比較妥切。

第二個有趣的問題是「月」的時間長短變化很大。看起來卑南族的期（月）的

日子並不像陽曆和陰曆那般，每個月份都有較確定的日數，而只是對應著植物的成

kapuluan（第十）之期，會舉行小米鋤草及完工慶
活動。圖為慶典時參加路跑活動的婦女們。（徐明正

攝）

參加小米鋤草完工慶的婦女，在整理男士所送的荖

藤。（徐明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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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外相，有個概約的感知而已，你若問那一期有幾天，是問不出正確答案的。打個

比喻說，第四期（熱季）可以長達西曆的3個月份，而西曆的2至3月，在卑南族人
的月份概念上，卻被劃分成為3個單位（第九期、花包期與第十期）。
第三個有趣的現象是卑南族年度開始的時間，它落在西曆的4月份，不過也有

研究卑南族的學者認為卑南曆的「第六期」才是年度的交替的時刻，這個認知上的

差異，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四個有趣的問題是，卑南族的第四期為什麼要分成三個單位？而這三個單位

為什麼都要稱四？這個現象引發了筆者臆測的兩個有趣現象。其一，是卑南族對

氣候的感知顯然是熱季長於寒季，這漫漫長夏的感受，頗為接近中國曆法中的「三

伏」（初伏、中伏、末伏）節氣，不過年間熱氣騰騰的三伏有40天，卑南族的第四
期跨越百餘天之久。其二，由卑南族時序的數序來看，只數到10而已，沒有11與12
期。筆者大膽臆測，這是不是受限於十進位數概念的影響？換句話說，會不會是因

卑南族人還沒有發展出十二進位數的觀念，所以只好把這個第四單位再分成三個次

級單位，好讓10個手指頭得以容納？筆者還沒能問出是否有其他文化或生態的影響
因素，所以只好大膽假設，很盼望有人能一同小心求證。

前文呈現了卑南族「曆法」，一種有別於我們現今熟知很具有特色的時間文

化。不過，很遺憾，那些具有特色的時間，已在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變遷中，納編

到國家與全球性的時間體系中了。不過值得慶幸的2010年5月20日行政院院會通過
了內政部所擬定的《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增列了8月1日的原住民族日及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節日，均可放假一天。卑南族人依據需求把歲時祭儀節日訂在12
月31日，以便結合元旦假日成為連假，好舉行大獵祭活動。不過，此法真正的意涵
不只在於方便原住民祭典，而是原本威權十足的國家時間，容納了原住民時間文化

的存在，體現了實踐多元文化理念的政策精神。（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

研究員兼任南科館籌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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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與月亮的約定——布農族祭事曆Islulusan      

文／海樹兒•犮剌拉菲HaisulPalalavi

布農族祭儀Lusan之由來

傳
統布農族之歲時祭儀繁多，相傳在布農族的minpakaliva（神話）時期，原是
兩個太陽之一而被祖先射下後變成buan（月亮）者所教導的。因此在談論關

於布農族的祭儀來源時，manahvali（射日）這一段故事是被常述說者：

Min-pakaliva（太古時代）時期，天上有二個太陽，輪番照射大地，因而全無晝
夜之分，人們苦於炎熱。有一天，一對夫妻到耕地裡工作，他們把幼小的小孩

置於耕地旁的Taluhan（耕地的茅草寮），夫妻耕作到一半休息時，察看小孩竟
不見其蹤影，只看見地上爬著一隻蜥蜴，便知曉他們的小孩因太陽之炎熱而變

成了蜥蜴。父親生氣至極，便決定攜帶大兒子去射日。

他們攜帶弓箭，沿路種植Izuk（柚子或橘子），走過荒野，越過重山，朝太陽出
沒地走了數十年，終抵達。一開始，他們是躲在一顆石頭後方欲瞄射，但因陽

光強烈地刺眼而根本無法瞄準。又躲到Baihal（芋頭葉）下試瞄，但還沒有瞄好
Baihal（芋頭葉）就曬的枯乾了，躲到Bunbun（香蕉）葉下也是一樣。最後，他
們利用了Asik（山棕葉）耐熱和葉片之間的空隙瞄準太陽，那其中之一的太陽在
未設防下被一箭射中而掉落。

被射下的太陽大怒並捉起這對父子，但父子動作敏捷地從其指縫間溜出，太陽

隨即用口水沾手後再度地將父子二人捉住，因口水的黏性使父子難再掙脫。受

傷的太陽質問他們何以加害於己。那父親回答：因為您把我一個兒子曬成了蜥

蜴。太陽就責備他們說：您們真不知感恩，您們每天的生活都是我們太陽所賜

的，萬物的生育也都須靠我們，你們不思圖報，還責怪我們⋯⋯。那父親聽聞

後，便感愧疚，隨即用Kuling（男胸袋）擦拭其傷口，而那被射中的太陽終即變
成月亮，我們現在看到的月亮陰影，即是當時用那塊Kuling擦拭後的傷口。在放
走父子二人前，月亮指示並教導他們如何行祭儀，生活始能豐裕。父親也允諾

月亮，回去後會按照其教導和指示，每月行祭儀，這就是傳說中布農族與月亮

本期專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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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atuhavit（約定）。
因這一則約定，布農族人開始留意觀看月亮之盈缺，在月亮出現的期間舉行祭

儀。

布農族之年與祭

在布農族的傳統觀念裡，Tastuhamisan（一年）分為二個季節，分別是Hamisan
（冬季）與Talabal（夏季），兩個季節的轉換期是在秋季中旬及春天中旬。秋季中
旬後是Hamisan（冷天氣）的開始，是開墾荒地及播種小米的開始，對布農族人來
說也是一個「年」的開始，因此布農族人對於年的使用也稱呼Hamisan。而春天中
旬之後到秋季中旬之間即是Talabal（夏季）。

布農族一個H a m i s a n（年）在平年
（katasa '）時，分有12個月，若為閏年
（kadusa'），就得在12個月之後加上1個
月，此一添加出來的月份叫做Buanaluan
（休息之月）。意即，如果是閏年，就會

多出第13個月，所以其第12個月大可慢慢
繼續前月之拓荒或挖墾現耕地。所謂的

Tastubuan（一個月），是指能夠看到月亮
的期間，而那些暗月的日子是空檔，不把

它算在月份內。（馬淵東一：1936）。

布農族之祭儀繁多，以下僅以表列出一年中較重要者。

布農族傳統祭儀概況表

布農曆 祭儀及工作內容 陽曆

Buan isqalivan mun-huma’Buan 
unquma-an（耕作之月、開墾之
月）

粟田開墾祭，部落各家分別進行 約11月

Buan tustusan mun-huma’Buan 
tustusun quma-an（真正的耕種之
月或真正的開墾之月）

無祭祀，續上個月的開墾工作,是拓荒、整
地最忙的時候。

約12月

射耳祭又稱打耳祭，每年約4、5月間舉行，屬於
小米除草祭後的閒暇時間。（攝影／海樹兒•犮剌
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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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an min-pinang（播種之月）

播粟祭，另有長子女祭，並合播粟祭有清掃

屋內去除煙霉、灰的日子，因此會有集體的

aisang（服喪，閉家中安靜度日）一天。此
時不能出草。

約1月

Buan tustus min-pinang
Buantustus-an min-pinang
（真正的播種之月）

續前，大規模展開播種小米的工作。 約2月

Buan min-hulau
Buan hulau-an（除草之月）

粟田除草祭，粟禾發芽祭（新芽祭），作咒

術性的動作tudanif（招喚）
打轉陀螺，豬毛夾在芒草裡燒。有清除屋內

的煙煤、灰，也有aisang

約3月

Buan tustusmanatu’
Buan panat-an（真正的除草之
月）

無祭儀，續前除草之工作。 約4月

Buan manaq-tainga’（射耳祭）

射耳祭，人頭祭，幼兒日，粟田袱除祭，

pistatahu（習巫儀禮），玩彈竹槍，意趕走
吃小米的小鳥；盪鞦韆，意期待小米如鞦韆

盪的越高越長。

約5月

Buan dahunan（雨月）
無祭祀活動，續上月份祭期之後的粟田二度

除草作業，地瓜苗種植。
約6月

Buan min-sauda’
Buan sauda-an（成熟月）

割粟祭，新嚐祭，祭期過後始真正收割。 約7月

Bua npasu-qaulus-an（佩掛項鍊
之月）

續割粟祭，兒童祭，開荒祭。 約8月

Buan pahunan（開荒之月）
Buan andaz-an（粟穀進倉之月）

Ma-hun（開荒地），行進倉祭。 約9月

Buan paviza-an
（砍倒榛樹之月）

狩獵祭，人頭祭，芋頭及稗收穫祭，成人

祭。在第七個月（Buan manahtainga）
得來的人頭和野獸的頭顎骨，此時安置在

kavizan架上，

約10月

◎本表係以馬淵東一〈布農族的祭祀和曆法〉為基礎彙整。

前表中的播粟祭、射耳祭和割粟祭是布農族三大祭典，該祭期之禁忌最多；宰

豬的數量亦居冠。

從前述我們得以知曉，布農族之祭儀或相關祭儀的活動分布在每一個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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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儀之性質事實上是具宗教性，又祭儀之

運作在在影響了族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

觀，故傳統布農族之社會生活在一定程度

上是宗教生活。反之，族人因自然環境和

生活方式的條件及變化也會塑造、改變原

有的祭儀方式和宗教觀。例如遷移至不同

地區的布農族人，對祭曆的進行方式和時

間點之見解並不一致，因此，前表的內容

與丘其謙《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

（1996）一書中，針對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卡社群的部落，有關歲時祭儀的相關陳
述，顯有些許的差異。

布農族祭事板曆

布農族每年每月都會舉行相關的歲時祭儀，由此而來的「祭事曆」是在族人的

記憶及口述中流傳著，出現以木板刻畫的祭事曆其實是近代之事。開始廣被介紹

於世，是在1925年（大正14年）年臺灣總督府主辦之「始政三十年紀念台灣產業展
覽會」，台中州在「蕃族參考品」下所展示之布農族Qanituan社的「畫曆」，以及
《臺灣日日新報》於同年8月25日之相關報導。

日治時期被日本人發現的布農族畫曆有三個，分別介紹如下。

1、Qanituan社的「祭事曆」

這是一個長約121公分、寬10.8公分、厚0.9公分的檜木板，是製作者以「蕃

布農族射耳祭過程中的Pislahi祭槍儀式（攝影／海
樹兒•犮剌拉菲）

Isilulusan畫曆前段。（攝影／海樹兒•犮剌拉菲） Isilulusan畫曆後段。（攝影／海樹兒•犮剌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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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１把，自左而右，精緻雕刻而成，刻著顯示祭日和活動的圖案或類似於符號的

東西。板長約三分之一的中央處鑽有一個直徑3公分左右的圓孔，可以用來把它掛
在床柱上。這一個畫曆似乎可說是這一個祭司者家系所設計出來的一種「祭事備忘

錄」。馬淵東一曾在其論述中提及「祭事曆」，Qanituan社的人稱之為Isilulusan，
亦即「為祭祀而有的東西」之意。

該一祭事板曆係由居住於濁水溪上游支流的丹大溪流域之Qanituan社而屬丹群
之LaungMangdavan所製作。Laung是該社的liskadanlusan（祭司），當時製作木刻板
曆係因每年祖傳的例行性之祭祀活動漸有鬆懈之勢，若任其自然發展，恐有完全廢

絕之虞。Laung為之心痛，遂立志留下某種記錄，以方便子子孫孫有所遵循，而能
如期舉行重要活動。於是，他便憑著記憶，煞費苦心之餘，把父祖所叮囑的祭儀活

動都記了下來，如此創作出來的。

Laung於1923年9月15日去世，後來由其第三個小孩Qaisul繼承其部落的
liskadanlusan（祭司）職。Laung還在世時，曾經將其判讀之法傳授給了Qaisul和四子
Talum，可惜Talum學後不久即去世。在當時，除了Qaisul之外，沒有人看得懂板曆
上的符號，而我們現在稍可理解，係因當時日警駐在所鹿毛警部和志賀教育專員的

調查，以及台中州新高郡Tamalòwan社駐在所巡查部長伊藤保氏的解說，及橫尾廣
輔等人的撰稿發表使得認識。

2、Haba-an社的祭事曆

該祭事板曆是在1937年7月被發現，是一長52.7公分，寬24.8公分，厚2公分，
板面上有縱向7行、橫向13行，共分刻為91格，背面也一樣刻有格子，但是無圖，
很可能是誤刻之後作廢之物。橫尾廣輔曾在其撰文中指出，木材疑似是檜木，除符

號外，旁邊還有人像，原始韻味十足。

該祭事板曆係由當時Haba-an社的Vilian Manququ，所繪，本人也是Haba-an 及
Ka-alang社部落的liskadanlusan（祭司）。

3、Haba-an社第二個祭事曆

因為同樣是屬Haba-an社，故可簡稱之為Haba-an社第二個畫曆，該木刻板曆長
約18公分，寬約10公分，較小，無人能判讀，為丹群之Linitanapima所製作。   
時隔數十年後，於1994年3月時，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亦「被發現」存有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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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曆。該板曆長36公分，寬27.5公分，形狀像一塊砧板，尾端挖一圓洞以方便掛於
牆上，此為巒群之Nangavulan氏族所有。依目前所有人Lumav Nangavulan（金烈光）
所述，這塊板曆是他的叔公Qaisul 
Nangavulan尚居住在Qanituan社時，
學習曾祖父bali刻畫過的板曆所製作
（bali的板曆據說已被日本人取走不
知去向）。後來他們被日本人移住

於今地利村，而後在地利村去世。

這塊板曆是未完工的作品，後來由

Lumav之母Langui Manququ（金全春
蘭）幫忙保管，Langui在世時尚能
大致判讀之，但過世後接續保存的

Lumav則已不是了解其意了。
上述是布農族的木刻祭事曆，

可以發現，製作並保有者不是丹群就是巒群氏族，且集中在Qanituan社及Haba-an
社。被記述較多者，也是目前大家廣為熟悉的圖案符號則是Qanituan社而由Laung 
Mangdavan所製作的「祭事曆」。（本文作者為臺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校長）

布農族畫曆圖解

圖版說明：仿製布農族木刻祭典年曆，祭典名稱以巒社群布農語標示，攝於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中文物館。

（攝影／鄭恆雄）

地利村的布農族祭事曆。（攝影／全文盛，圖片提供／金

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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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痕表示一天 用平底鍋煮粟釀酒 表示禁止砍柴的日子

廣而平的竹籠(卡邦）
裡裝著芋頭

表示出獵
鋤頭的形狀，表示開

墾或耕作

計算卡邦裡面的粟 開墾旱田 用槍獵鹿

豬 榛樹 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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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的大地時鐘——欒樹、小米、月亮

文／浦忠勇

鄒
族的曆法可以說是源自於大自然的生息秩序，年、月、日的概念基本上都是

如此，然而這樣的大地節序雖融入在實際生活，卻未發展成具體的節氣和曆

法語言。以下要從實際現象中，分別從年、月、日以及生活實踐中說明鄒族曆法觀

念。

鄒族關於年的概念，沒有單字，而是以組合語詞表示。這些語詞包括Cono-
tonsoha（一年）、Faeva-ci-tonsoha（新的一年）以及Sucaevi-ci-tonsoha（過去的一
年），鄒語的tonsoha原意指「果子採收一次」以及「一個循環」的意思，依此推
測，鄒族是依據草木或作物生長的節序來判定一年的意義。大部分的草木果實一年

生長一個循環，一年採收一次，農作物也是如此，所以植物生長自然而然成了族人

的時間概念，農耕節序也有所依循，因此植物生息被賦予有意義的時間概念，這個

概念可以賦予族人時間歷程、農作時序以及年歲依據。例如要知道孩子幾歲，最簡

便而實際的方式就是數一數他出生之後，小米收成幾次了，或數一數他參加過幾次

小米有關儀式，也因此歲時祭儀、年祭均有曆法旨意。

鄒族關於「月」的概念很清楚，也很特別，因為「月」是這一概念是重要的生

活時間概念，更特別的是族人把「月」這個概念扣連到超自然的神祕領域。鄒族的

月份名稱包括Conza （1月）、Eosa（2月）、Tueva（3月）、S pta（4月）、Eema
（5月）、Anma（6月）、Pitva（7月）、Voeva（8月）、Sia（9月）、Maska（10
月）、Eoviya（最後一月）等11個。其中特別的是，月份只有11個，這樣最後一個
月是含蓋了2個月的長時間，此月份名稱鄒語原意有「回復、重來」之意，有年尾
要重新再來的意涵，是其特別之處。南鄒族的月份有12個，跟北鄒有差異，南鄒還
留有悅耳動人的「十二月令之歌」，仍流行於部落。

鄒族關於月的概念最特殊的地方，是月的意義涉入神聖與世俗、乾淨與污穢的

宗教性意涵。鄒語稱一個月的時間為Cono-feoh ，feoh 即「月亮」，以其出現及消
失歷程來計算一個月循環時程，「一個月亮」代表一個月的時間。鄒語有Cofkoya-

本期專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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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eoh （乾淨的月亮）以及Kui-ci-feoh （不好的月亮）的分別，前者又意含神聖
的意義，後者有污穢與世俗之意義，乾淨的月份可以舉行部落儀式，如戰祭，也可

以做房屋興建工程；不好的月份，通常是部落有人死亡、失蹤、得怪病或征戰不利

等等現象，有此現象，就不能舉行儀式，如果事先已經決定舉行戰祭，有死亡之家

族不能參加，而如果舉行期間有部落族人死亡，那麼儀式就得延續一個月結束，直

等到新的月份到來。鄒族稱新的月份為Faeva-ci-feoh ，即「新的月亮」，它有新生
之意，基本上也是神聖乾淨的新月，所以族人決定部落儀式的時間，會選擇在新月

時間辦理，「新月」除了有「新生」之意，也有給予族人有一個重新再來、重新出

發的意義；另外，鄒人對剛初生成的新月之象，賦予占卜吉凶之意義，可以從此預

知一個月份部落族人是否有人將往生。

鄒族關於「一天」的概念，就扣緊著「太陽」的一日運行。太陽代表光亮、

白天，太陽下山即為黑夜，這是鄒人劃分時間的重要概念。鄒人稱一天為Cono-
hie，原意即「一個太陽的時間」，指的是從日出到日落的整個歷程時間。鄒族還
特別認為日升之方向為Emomho-si-hie，是神聖之地；中午稱Cohzona（達邦社語
稱Cohiona），在鄒人一般生活中，上下午都一樣，都可以工作，但許多儀式要在
上午完成，最好是清晨Taseona完成；有趣的是鄒族巫師也認為，如果要做巫術儀
式，最好也要在早上做，效果比較好，下午能施展的法力有限，清晨則是最神聖乾

淨的時間；落日之地的西方，具世俗或惡靈之象徵，天色漸晚，鄒人認為是鬼靈

活動的時間，所以鄒族也有Ausuhcu-kuzo-'e-hp hp ng 的說法，意即天色轉趨黑暗
時分是趨於玄祕又有點邪惡的時間；過去鄒族巫師施展黑巫術（鄒語稱Patihauyu）
取敵人魂魄，要在半夜舉行，因為族人認為人在半夜沉睡之際，人的魂魄Piepiya可
以離開軀體遊行世間。總之，白天黑夜具超自然的意義，人類稱Yata-Tiskava，語意
即「屬光亮之地的族類」。惡靈稱Yata-Voec vc ，語意即「屬黑暗之地的族類」；
鄒族有些祈福儀式或驅邪儀式要面向東方日出之地，部落男子會的正門也是面向東

方。所以，太陽運行區隔白天與黑夜，與作息有關，成為族人一日生活時序的基本

依據，而陽光、光亮之地、黑夜、黑暗之地等概念，都被賦予時序意義，也相當程

度規範了鄒人部分的生活哲學。

鄒族將「季節」區為兩種，即Ho-mu'eina（熱的季節）和Ho-soy ma（冷的季
節），當然前者也意涵著多雨的季節，後者屬乾季，這也直接反應鄒人一年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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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作息。夏季多雨，萬物生長，是農耕

季節，而冷季乾旱，河水稀少，萬物生長

也稍歇，農閒之季，卻是獵人馳騁山林打

獵的好時間。鄒語找不到春天和秋天這樣

的辭彙，這似乎也反應著阿里山地區氣候

的實際狀況。

最後再以Pc （臺灣欒樹）這一農耕

節序的植物來為鄒族曆法作個小註解。前

已述及鄒族的生活作息和農作節序，雖然

沒有現代化的科技知識和工具作輔助，但

族人可以參考各種自然現象，包括植物生

長、動物遷移、氣象變化或天象徵兆，安

排狩獵和農作生活。在鄒族部落周圍的山

林間，隨處可見的台灣欒樹，它一年的生

長周期，便是族人農作生活的重要指標。

主要原因是台灣欒樹開花的時間，以及它

花色的改變，多少可以作為農作時序的參

考，例如當欒樹開花，族人便要開始卜夢

選擇小米耕地；當欒樹結出深紅的蒴果，

族人就要開始開墾農地；當蒴果呈咖啡

色，即將凋謝的時候，是族人要火燒耕地

的季節；等待新的一年播種小米。台灣欒

樹雖然與鄒族的農作儀式沒有直接關係，

但它卻是族人一年生活的大地時鐘。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到鄒族曆法的大

致輪廓，它與大地的節序緊密相連。觀察草木生息、鳥獸活動及鄒人長期實踐的農

耕狩獵經驗，就可約略理解鄒人的曆法觀念。（本文作者為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

教授）

當欒樹開花，便要開始卜夢選擇小米耕地 。（攝
影／莊溪）

當欒樹結出粉紅色的蒴果，族人就要開始開墾農

地。（攝影／莊溪）

欒樹的蒴果呈咖啡色時，便是放火燒耕地的季節。

（攝影／莊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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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作物、季節看時間——魯凱族的歲時概念

文／賴阿忠

魯
凱族沒有日曆，也沒有時鐘，對數字的概念不豐富。算年數或算月數是用未

來式和將來的第幾年第幾月表示。一年的算法不用月計算，而是以季節和農

作物的更換作計算的單位。一年的時序有幾種算法。

（一） 季節的變化，如一年四季：（1）春天為kala rigarigane，樹草發新嫩芽的意
思。（2）夏天為kala dralrangedrangane，即熱的時候的意思。（3）秋天kala 
lidrarane，即樹葉枯黃的意思。（4）冬天kala kecelrane，即寒冷的時候的意
思。四種不同的季節過了即一年。

（二） 用農作物的算法。春天：播種（kala eapane）、除草（kala lramulane）、
梅雨（kaenenemane）。夏天：喊鳥（kala drangalrwane）、收穫（kala 
kitalekane）、農閒（kala ibaibalrivane）、豐年（kala lrilrisiane）、颱風（kala 
umukane）。秋天：收黍
季（kala lalrumadhane）、
種 地 瓜 園 （ k a l a 
dradrepe lane）、整地種
芋頭（kala ralabane）。
冬天：收芋頭（ k a l a 
taiyane）、收樹豆（kala 
karidrangane）、準備播種
（kala abisane）、乾旱季
（kala cengelravane）。

（三） 算月：月亮的出現（wal rawl raw）、月亮半圓（mal r i t e t e t e）、全圓

本期專題4

樹豆是冬天的作物，在12月間開花結果。（攝影／莊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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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ritetenga）、半缺（madrekadrekarenga或macingacingarenga）、月亮全失
(dremedremanenga)。

（四） 一日的算法：天亮（w a l e d r a n g a）或早上（m i a l r e a l r e）、出太陽
（walrawlraw）、上午約9時（sabicelrakenga ki sawdradradha）、中午
（mwalringedele）、下午（makamwalringedele）、下午1時（wakililinga）、
下午約3時（sabicelrakenga ki mwalrawdru）、太陽很低了（yalebenga）、
夕陽（walrilriwgunga）、傍晚（miauawbunga）。夜間時間算法：晚餐
時間（satukwawaubunga）、半夜（kabiceacelrakane ki awngane）、凌晨
3 時 （ 雞 叫 了 ，

wakukawkanga）、快
天亮（malialiare）。

魯凱族歲時是以小米為

中心，小米收成為年度的

結束，而豐年祭或季節中各

項活動是魯凱族新年度的開

始。（本文原載於「臺灣原住民

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

參考文獻

1 喬宗忞，2001，《臺灣原住民史─魯凱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 許功明，1991，《魯凱族的文化與藝術》。臺北：稻鄉。

小米是萬山魯凱族的重要作物，一年中有關農業的祭儀多圍繞小米

生長週期而定。（攝影／莊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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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的變遷看萬山部落對時間的詮釋

文／林惠娟

曆
法其實歸根到底是一個時間觀念的問題。萬山人跟其他臺灣原住民一樣，在

近代接觸荷蘭人、日本人與漢人以前，根本沒有辦法看到西曆、黃曆（農

曆）或類似於通書的書面曆法參考書。之前，完全依靠自己的時間觀念和年月周旋

的知識來安排社會生活，包括一年到頭的農業活動與一年季節進展有關的儀式活

動。這種知識是口頭傳承的。如果說現在的萬山人，經過日治時期與民國時期的動

盪，大都使用通用的年曆，而很少保留自己固有的時間安排體系，那並不代表說他

們過去沒有整套的時間演算法。

他們時間觀念過去是什麼性質？從南島語系其它族群的民族誌資料可以看到一

般，或至少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線索。美國人類學家霍斯金（Janet Hoskins）進行
了對於印尼東部海島松巴（Sumba）上考底（Kodi）人的傳統時間觀念的考察，發
現他們跟許多太平洋海島上的族群一樣，主要是依靠海裡與地上的自然變化來安

排一整個年度的社會活動，而將天上星宿的觀察為副。他們傳統上認識幾個比較

顯著的星宿並加以命名，但最主要的依據是每年相當於西曆4月左右出現的海上巨
蚯蚓的大集合。人們看到蚯蚓大集合發生以後第一個之新月後才把這一段時間的

月份加以命名。之後再依其他自然現象，包括開花及其它植被變化來調整農業活

動開始、收割等。1負責安排各群體節日活動的儀式專家，當地叫做「年曆君長」

（Rato nale）。一年的錯綜複雜的季節性自然現象由他來安排成一個自成體系的
「年曆」。2 
如果說東亞北方的民族，包括古代漢人，主要依靠天文觀察和數學來訂每年的

年曆，而以地上自然現象為副，南方民族則多半是以自然現象為主要動機，而較少

用天文觀察。大陸上的壯侗語系各民族，過去同樣是以植物變化或動物動靜為季節

的主要標誌。社會上的相關知識是通過很多傳統季節對歌的歌詞一代傳一代。3

一個社會有這種傳統曆法的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或副作用，是有時候多數當地

人未必能說清楚當時的月份是叫什麼名字，偶爾也會因為自然現象本身出現異常或

本期專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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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而發生對曆法不同的看法或爭議。爭論的內容包括年的開頭定位、月份的命名

等。4 
在萬山魯凱語言中，每一個單詞或詞組的語義不是單一的，而是有它一定的使

用範圍，包括本意、引申等。每一個語言的基本詞彙的使用範圍未必是對應的，特

別是在當地社會有重要或特殊文化意義的那些詞。在此，要特別說明，中文和萬山

話基本詞彙也有不少格格不入的地方。儀式、曆法和禁忌三個詞在中原文化體系有

自己很豐富的內容和用法，但在萬山話沒有完全對應的詞彙。較接近這個概念的辭

彙lehe'e， 其語意範圍則是處在儀式、曆法和禁忌三個詞中間。
以下將探討當地時間概念的呈現與演變，特別是文字系統對於傳統時間觀的影

響。

（一）從語言系統看傳統時間觀

1. 時期kala-…-ae

關於kala-⋯-ae「時期、季節」的表示法，該詞綴需附加在名詞或者是動詞來
表示。此結構於當地語言極為普遍，甚至可以與借詞連結，如'aomo「日本、日本
人」衍生語意為kala-'aom-ae「日治時期」。遺憾的是kala-⋯-ae當中的詞根早已消失
於一般用語，無從推測語意，本研究盡可能從上下文脈絡，找出最貼近的語意。以

kala-'atamor-ae的詞根'atamoro為例，依據文本中出現將要跨年的祭詞，而予以「跨
年儀式時期」的語意。下表彙整出與kala-⋯-ae「時期、季節」相關的衍生詞。

表1 kala-…-ae（時期、季節）的表示方式

編號 詞幹 語意 儀式名稱 儀式舉行時間 備註

1 pa-ecece ？ kala-pa-eceec-ae 小米收成後 可能7～8月
2 to-volro ？ kala-to-volro 播種小米前 可能1～2月

3 ’i-pa-odho
被盪鞦

韆
kala-’i-pa-odh-ae 播種小米前 可能1～2月

4 tacovonganae kala-tacovongan-ae
稻米收成後/播種小
米前

可能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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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kalave
拔稻米

田雜草
kala-’okalav-ae

稻米生長期間/拔稻
米田的草

可能7～8月

6 lramolro
拔小米

田雜草
kala-lramolramolr-ae

小米生長期間/拔小
米田的草

可能3～5月

7 aoko 人名 kala-aok-ae
種植小米和稻米時

期舉行
可能2～9月

8 ’atamoro ？ kala-’atamor-ae
小米收成後/稻米收
成前

可能8～9月

9 pa-dhoko ？ kala-pa-dhoko-ae ？ ？

10 ’i-paodho ？ kala-’i-paodho-ae ？ ？

11 ’i-lrovehe ？ kala-’i-lroveh-ae ？ ？

註：？表示語意未詳或時間未詳。

值得再深入研究的是，kala-⋯-ae「時期、季節」不僅是時間概念，還能巧妙
地融合了當時的自然環境狀態，以kala-to-ta-lelep-an-ae為例：在舊萬山時期該詞語
意為「下雨時期」，然而詞根並非以dho'olo「雨」一詞，卻是以lelepe「豆子」為
詞根，若就字面翻譯kala-to-ta-lelep-an-ae指的是「曬豆子的時期」。
藉此，可推測舊萬山當時的生活習慣及環境，並再次印證當地語言不同於漢語

的邏輯觀。隨著遷村後的環境驟變，曬豆子已非日常生活出現的場景，該詞也就逐

漸消失，改以kala-dhodha'ol-ae一
詞表達。

延續上述kala-dhodha'ol-ae一
詞的的探討。詞幹dhodha'olo因
重疊而有強調之意，故譯為「常

常下雨」。若細究該詞的語意

範圍，其對應的漢語除了「梅

雨季」，還包含了所有「常常下

雨」的時期。因此，翻譯當地文

本的同時，也須掌握研究主體背

後的文化脈絡。

對魯凱族人來說，樹豆是很高級的食物，但不能用在慶典上。

（攝影／莊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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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kala-…-ae之構詞變化

詞綴 語意 編號 字根/語意 範例/語意

kala-…-ae 時期、季節

1 ’atamoho／? kala-’atamoh-ae／跨年儀式時期

2 ilrovehe／? kala-’ilroveh-ae／試做儀式時期

3  lelepe／豆子 kala-to-ta-lelep-an-ae／曬豆子5時期

4 dha’olo／雨 kala-dhodha’ol-ae／梅雨季節

5 aomo 日本 kala-’aom-ae／日治時期

6 cikoko 中國 kala-ciokok-ae／國民政府時期

註：？表示語意未詳。

2. 時間與日期

當地表達時間的方式，側重兩個元素「動詞」及「事件」，以下列中文句子

為例：[我吃完飯後]1，[就出門了]2，句中以「吃飯」為主要的動作，於後才能表
述「出門」該事件。當地語言是以詞綴maka-⋯（-nga）「完成-⋯.（已/了）」放在
副詞子句中的動詞上，或以mani「然後」放在主子句前來表示時間，如：[lo maka-
'ipahai]1 [mani tongoso-nga-mao dhona dha'ananae morilehe'e.]2「當稻米收割後，家人就
舉行家庭儀式。」文本中普遍以此句法表示時間順序。是故，曆法儀式的時間與日

期，無法以固定的時間點來判定。

事實上，文本中另有其他具體的時間表示法，但出現次數微乎其微，即時間副

詞'idhanae「隔天」，相較於上述1 的語意情境，該詞指涉的時間範圍較長。

3. 時段

文本中雖然無法找到實際範例，但根據過去所記錄的語料，當地語言可依據太

陽座落的位置，及月亮的形狀來判定大約的時段。6

（二）當代時間觀之演變

本節，將試圖從當代推廣的書寫系統角度，說明另一種影響傳統時間觀的因

素。最顯而易見的變化是時間愈趨具體化的表現，以筆者聘書及參與編撰的教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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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聘書內容出現了年、月與日（如圖2），教材內容更進一步出現幾點和幾分的
時間概念，這些詞彙皆出自日語，印證了具體的時間觀並非出自當地原始的邏輯，

如表3。

表3 萬山魯凱語生活會話篇第三課7

角色 第五課 nanggace nangnicingai?  今天星期幾

ritahe mene ’a nang gace nang nicingai?  今天是幾月幾日？

’enedhe mene ’a lroko gace goo nici.  今天是六月五日。

ritahe nangyobingai mene?今天星期幾？

’enedhe mene ’a dhooyobi.  今天是星期六。

ritahe ’olevakai yobingi dhooyobi?  星期六郵局有開嗎？

’enedhe
omiki, aha’eve la ’oeleve lo maelre ’aliki hacizi paokela zionizi.  
有，但是（只有）早上開，從八點到十二點。

圖2 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編輯委員聘書。（圖片提供／林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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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ahe nangzingai?  幾點了？

’enedhe omikinga zio’ici zi yongzi pong.  已經十一點四十分了。

ritahe topodhaolaekai toki’o?   你的錶準確嗎？

’enedhe 
mahidhahe tokili zi pong, topodhaolae ’a zio’ici zi hang.  
我的錶快十分，真正是十一點半。

1 nang 幾 8 dhooyobi 星期六 15 yongzi 四十

2 gace 月 9 ’olevekai 有開嗎？ 16 pong 分

3 nicingai (已經)幾日 10 aha’eve 但是 17 toki’o 你的手錶

4 lroko 六 11 hacizi 八 18 tokili 我的錶

5 goo 五 12 zionizi 十二 19 hang 半

6  nici 日 13 zio’ici 十一

7 nangyobingai 星期幾 14 zi 時

綜觀上述，語言不僅能記錄過去也能體現當代之文化。採取精準的紀錄當地語

言，正確書寫當地文字系統，這樣的文本確實有益於於研究者分析出更貼近於當地

文化的研究。故重新檢視當地語言和文記系統，方能詮釋出最貼近於當地人的邏輯

觀。（本文節錄自作者之碩士論文〈以民族語言學角度探討萬山魯凱族之曆法儀式〉）

註釋

1  Janet Hoskins 霍斯金, The Play of Time: Kodi Perspectives on Calendars, History and Exchange （時間的戲變:考
底人對年曆、歷史與交換的觀念）,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33-352。

2  Janet Hoskins, pp. 364-366。

3  Meng Yuanyao 蒙元耀, The Nam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mmon Plants in Zhuang （壯語常見 植物的命名與分
類）, 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6, pp. 73-83, and 255-302。

4  Janet Hoskins, pp. 336-341。

5  係指所有豆子的統稱。

6  齊莉莎（Elizabeth Zeitoun）、林惠娟（leeve kadhalae），2003，《我們不要忘記咱們萬山的故事：過去的回
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所籌備處，頁507。

7  2012 年，駱秋香、林惠娟，《萬山魯凱語生活會話篇第三課》，台北：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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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悟    
月份

達悟       
夜曆

國   
曆

星

期
說明

Apiya 
vehan Samorang 5月29 四

meypyapya vehan o pikaililyan na。各部落舉行收穫
節 。to da mimin o tao do pongso a miwalam。雅美
（達悟）族歲時祭儀 國定假日 apiya ipeycyakayon、
ipanngaran、ipeyvahay、ipeytatala。宜 ： 訂婚、嫁
娶 、 命名 、 建屋 、 造船 。

Apiya 
vehan Mavavay 30 五 mangaviyavi o tao Jiratay 。 漁人部落珠寶儀式 。

Apiya 
vehan

Manoma 
reymay 31 六

marahet micya madadaya a pamarmarngan so kanen 
。 忌：各項落成禮 。

Apiya 
vehan

Manowjia 
reymay 6月1 日

marahet micya madadaya a pamarmarngan so kanen 
。 忌：各項落成禮 。

Apiya 
vehan

Mavahawat 2 一 apiya ipangahahap。捕魚佳。（端午節）  

Apiya 
vehan

Mawaswas 3 二
apiya ipangahahap 。 捕魚佳 。 marahet do mivazay 
、 manngaran 。 忌：各項慶典及嬰孩命名 。

Apiya 
vehan Malaw 4 三

marahet do mivazay 、 manngaran 。 忌：各項慶典
及嬰孩命名 。 

Apiya 
vehan Matazing 5 四

apiya mangaran、ipaneyreng。宜：嬰兒命名、船
釣。pindan no kapa ngahahap so among  no royon 
no Imorod。紅頭捕飛魚到今天為止。 

Apiya 
vehan

Manoma 
ogto 6 五 apiya meykanekanen 。 宜：各項慶典 。

Apiya 
vehan

Manowjia 
ogto 7 六 apiya meykanekanen 。 宜 ： 各項慶典 。

Apiya 
vehan Mahavos 8 日 maneveng 。 宜：開墾種植農作物 。

Apiya 
vehan Mahakaw 9 一 apiya ipangahahap。捕魚佳。

Apiya 
vehan Mazapao 10 二

marahet do manngaran 、 vahay 、 tatala 。 忌：嬰
孩命名及落成、下水禮 。

Apiya 
vehan

Tazanganay 11 三  nanaowen no mi vazay a tao o ya 。 落成、下水禮吉
祥日 。

2014年6月雅美（達悟）族夜曆
本期專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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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ya 
vehan

Manoma 
towod 12 四

marahet do vahey a kano tatal 。 忌：落成及下水禮 
。pindan no kaji mangahahapan so among no royon 
no Iratey 、 Yayo 、 Iraraley 、Iranmeylek 漁人、椰
油、朗島、東清部落捕飛魚到今天為止 。

Apiya 
vehan

Manowjia 
towod 13 五

o kapapo sya so parengen na ji vatki a cinadkeran a 
kano tatala。宜：開始建造不雕刻的大船和小船 。

Apiya 
vehan Masacin 14 六 marahet do manngaran。忌：嬰兒命名 。

Apiya 
vehan Malyo 15 日

manaboy so tamtamek o Imorod。紅頭珠寶節(至水泉
處清洗珠寶) 。

Apiya 
vehan

Manaong-
dong 16 一

Apiya 
vehan Malayra 17 二

Apiya 
vehan Malaw 18 三

Apiya 
vehan Matazing 19 四 apiya mivazay。宜：落成禮。marahet a ipabobosbos 

so tatala kano cinadkeran。忌：下水禮。

Apiya 
vehan Maogto 20 五

no myan do vahay am piya do metdeh 。 嬰孩出生的
好日子 。

Apiya 
vehan Mahavos 21 六

papwan so ipamareng so nivatkan na cinadkeran。 開
始製造雕刻大船 。

Apiya 
vehan Mahakaw 22 日

Apiya 
vehan Mazapao 23 一

marahet do mamareng so kanen、kano mangaran。 
忌：各項慶典及嬰孩命名 。

Apiya 
vehan

Mavahawat 24 二

Apiya 
vehan

Manoma 
savonot 25 三

peylipes mapasawod so lag no kankanen。求農作物
年年豐收而做祈福的日子。

Apiya 
vehan

Manowjia 
savonot 26 四

peylipes mapasawod so lag no kankanen。求農作物
年年豐收而做祈福的日子 。

Apiya 
vehan kabohen ●

piya ipikankanen do vahay、tatala。宜：落成及下水
禮。

（表格提供／台東縣藍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本夜曆根據6個部落耆老口述及當地文史工作者之田野調
查與共同討論，梳理而成。族人依此行事，但會依實際狀況而彈性調整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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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雅美（達悟）族收穫節

口述／黃野茂．採訪／謝和英

約
在雅美（達悟）傳統的夜曆 apiya vehan
月（6月）samorang初一，每個部落要

舉行「apiya vehan收穫節」，這是部落一年中
最重要、最盛大的節慶，是飛魚季的結束，

開始禁捕飛魚、鬼頭刀，要開始抓底棲魚類

（among do sinalilyan）的時候，這時，危險的
獵捕性魚種──鯊魚可能會游來。

傳說，活人的飛魚季結束，要換惡靈

（anito）來過飛魚季、抓飛魚。
apiya vehan節慶過後，就可以烤飛魚來

吃，但黑翅飛魚不能烤，否則長惡瘡；所以

在殺飛魚跟貯藏時，要做記號並分類出來單

獨貯藏。

apiya vehan收穫節的當天，不論男女，
都穿著傳統禮服，喜氣盈盈的，這個時候，

要把家中的飛魚乾、鬼頭刀魚乾全部搬出

室外，有的掛在曬魚架，有的就放庭院地上或屋頂。男人的銀盔（volangat）跟
金箔項鍊（ovey）、女人傳統外衣（ayob）跟瑪瑙長項鍊（zaka）或瑪瑙短項鍊
（ngongoney）也一起掛在曬魚架上，另外，有收成的小米、南瓜、香瓜等等瓜果
類也一起擺出來，一眼望去，就是食物豐盛、大收穫，心情自然是歡樂。這就是為

什麼稱這月份是apiya（好）vehan（月），是一年中最好的月份。
apiya vehan收穫節的當天中午，家家戶戶吃完豐盛的宴餐後，親族間開始相互

贈禮（pacitahaman so amoamong），分享飛魚季辛勞捕捉的飛魚、鬼頭刀等魚獲。
通常禮品除了魚獲，也配以水芋、地瓜、旱芋，偶有香瓜、西瓜、椰子等水果。以

本期專題7

雅美（達悟）族人視飛魚為天神恩賜的禮物，

每年定時自天上之海遊至地上之海，來到蘭嶼

附近。（攝影／張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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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飛魚少，有時只送1條加上水芋、地瓜，後來，東清村創立用漁網捕撈，魚獲才
增多，送禮時數量也增加了。大都是3顆主食（水芋、旱芋、地瓜都可以混著給）
再加上3條飛魚乾，如果真的沒有飛魚乾，也可以只送1條飛魚乾再配3顆主食。

贈禮時，以男主人的姐妹為優先，以回報漁夫慰勞節時所饋贈的芋頭糕。對於

外村的親族，亦會擇日拜訪親自贈禮，南來北往好不熱鬧，使島上充斥著豐收歡樂

的氣氛。

贈禮時，強調家中孩子去送禮，用意是：一來訓練孩子成為勤奮的人，二來

孩子藉這機會熟悉親族關係。這也就是為什麼家族的感情會一直持續的緊密在一

起。送禮時，說：「o ya am. tahaman nyo do inahahapan ni yama. ji ka nyo makamo am. 
panpandan na 。這是我父親捕捉的飛魚（水芋或地瓜）與您們共享，收穫有限，所
以很少，實在不好意思！」

現在的收穫節，都不像以前一樣很隆重，現在也不穿傳統禮服，就像平常的日

子一樣，也不會說很熱絡的互相送禮，都很隨便了。年輕一代的人也不重視這些，

這個節日他們這

樣過，真的是很

可惜。（本文原載

於《2014 ahehep 

no tao達悟族傳統夜

曆》，原題〈褪色的

收穫節〉，台東縣藍

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

展協會）

收穫節當日，親友間會互贈飛魚乾及瓜果，慶祝豐收。（攝影／謝和英）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四期30

泰雅族瑞岩部落的時間觀念

文／董作賓

【編按】1949年7月，來自中國大陸的知名學者、日本人留下的研究，以及臺灣的學
者學生，包括李濟、董作賓、芮逸夫、石璋如、陳紹馨、陳奇祿、林衡立、林瑞昌

等，組成臺灣有史以來陣容最強的民族學研究團隊，在泰雅族瑞岩部落進行家族與

教育、物質文化、宗教、疾病統計、體質等調查，這是一個具指標性的開端。殷代

曆法專家董作賓，進行的是時間觀念與曆法調查，其後將成果發表於《文獻專刊》

第二號山地文化特輯。本文即為其初步調查報告。

為
了調查曆法，滿懷著新奇的熱望，隨大家來到瑞岩，在7月26、27日兩天，
請到兩位懂得曆日的老人，一位是楊明德Sibui-Naui，邁西多邦人，73歲；一

位是高玄雄Yiwui-Sayun，特比崙人，88歲，兩位只能講泰耶魯語，於是請村長楊明
鏡譯為日語，陳紹馨教授重譯之為國語。調查的結果，頗使我大失所望，原來他們

並沒有「曆法」，有的只是很原始而粗略的時間觀念。

一、年

以播種，收穫一次為一年；一年分為夏、冬兩季；都以植物為標準。年的開

始，是在收穫完畢之後的下次一個不見月光之日，定為新年，稱此日為Smato，等
於「元旦」。據推算，這一天，略相當於夏曆的11月初1。但每年共有若干日，他
們卻不甚注意。人的年歲，是根據他所耕種的田地而計算的，大體上還不算差。

據楊明德言，他們的主要農作物，是穀、黍、稻，穀有早穀晚穀之分，早穀稱

Tamumuku，晚穀稱Kamung，黍稱Kotof Benkan，稻只陸稻一種，稱Talagis，播種時
期：

早穀 「白山櫻」開花Mata labau時播種（約為陽曆2月底、3月初）。
陸稻     一種大樹花盛開Mata bihau時，或「滿山紅」開花Kakahangau時播種，（約為

陽曆4月上旬）。
黍     「菅草」開花Mata kovin時播種（約為陽曆6月）。

本期專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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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穀   梅子成熟可食時播種（約為陽曆5月）。

以上四種，是有定時播種的，播種以自然界植物花果為標準，是合於季節的。

收穫的時期，則如下列：

早穀 自播種至成熟約5個月。（收穫在陽曆8月）
陸稻 自播種至成熟約6個月。（收穫在陽曆9月）
黍 自播種至成熟約5個月。（收穫在陽曆10月）
晚穀 自播種至成熟約5個月。（收穫在陽曆10月）

從陽曆的3月到10月，是他們的農忙時期，最早的播種在2月開始，最晚的收穫
也必在11月結束。一次農作物的播種收穫，全部結束以後，算是一年Qotux kawas。
一年也分為兩大季，就是夏季和冬季。夏季稱為Abagan，意思是發芽的時候，

是從草木生新葉時開始；冬季稱為Kamisan，意思是落葉的時候，是從樹木落葉時
開始。這比起古曆來，可以說夏季包括著春，冬季包括著秋的。但是所謂夏、冬兩

季，也都沒有月數同日數。

計算Smato，有專人負責，任此職的，稱為Maraxan gaga，意思是「監督習
慣」。楊明德就充任過邁西多邦的監督。他要在每年的年終，留心研究要找到一個

下年的元旦。方法是在黍和晚穀都將收穫完竣的時候，他就留心找到一個沒有月光

之夜，從這一夜起，每天用麻線作結，睡一夜做一結，算是一天。這樣，打夠了30
個結，他可以馬上決定，這一天就該是新年的第一日，就是Smato了。將到新年的
10日之內，族人們收穫已
畢，大家空閒，於是都入

山去打獵，打著了野豬，

大家分得肉吃就可以大過

其肥年了。在新年的前一

天，監督須要邀請另二番

社的監督，到他家中，商

討要宣布Smato的日子，決
定大家都在次日舉行新年

的儀式。並招待飲食，臨 1950年代的瑞岩部落。（攝影／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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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角黍餽贈。於是這三個番社，都定在次一日過新年。

Smato的儀式很簡單，在新年第一日，擇定一個地方，散布穀種，奠酒於地，
以祈禱豐年。族人團聚在那裡，飲酒，食肉，快樂一天。

這個新年的開始，必在黍穀收穫之後，必在陽曆的11月之後，又必在一個沒有
月光之夜（相當於太陰月的朔日），因此我們可以推求出這一個日子。譬如：

1946年11月24日。
1947年12月12日。
1948年12月1日。
1949年12月20日。

以上是國曆，是民國元年採用的陽曆，格列高里曆Gregorian calendar，這些日
子，相當於所謂農曆，舊日夏曆的11月初1日，這些日子，都是山地農作物全部收
穫完竣後的第一個無月光之日，是一個朔日，也可能都是邁西多邦的Smato，他們
的新年第一日。可惜的是這十年以來，他們因為日本警區的干涉，已不再推算他們

的新年，而隨著過陽曆的新年了。以往他們所推算的Smato，究竟相當於陽曆的哪
一天？相當於陰曆哪一月的朔日？現在已是無從查考。

一年雖然不知若干日，但是以農作物收穫一次為一年是不會錯的。他們計算每

年最後一月用結繩，方法很好，可是又不用以紀年。因此我對於高玄雄老人自稱88
歲就不免惑疑。詢問的結果，才知道他們有「耕地紀年」之法。據高老人說，他自

己的年歲，是：

他從初生到15歲，據他父親告訴他，曾經耕種過3塊地。
他16歲起，每5年換一塊耕地，他曾耕過14塊地。
今年是第15塊地的耕種，剛剛到了第三年。

我們曾問他，你能記得耕種的地嗎，他說記得的。以下就是他所耕過的地的名

字：

編號 瑞岩語 含義

1 Batawang 平路之意。

2 Tabanian 豆子地。

3 Sawasau 有大岩石，下可避雨之地。



泰雅族瑞岩部落的時間觀念 33

4 Bijivok 宜種芋之地。

5 Bijivok 宜種芋之地之擴充。

6 Bijivok 宜種芋之地再加擴充。

7 Tanahan Talan 有樹，可作搓線□木棒之地。

8 Pagiyan 向陽之地，可曬小米。

9 Vawakk 高地。

10 Sawasau 重耕有大岩石之地。

11 Zikku 在小溪畔之低地。

12 Takunan 弄撒豆子之地。

13 Sibau 溪中可獲多魚之地。

14 Zingklangan 番社之遺址。

15 Zikku 低處之地。

高老人現在所耕的是第15塊，才耕了3年，就是低處之地Zikku。這樣算，他的
確是88歲了。他是孤苦伶仃沒兒沒女的一位老者，在耄耋之年，仍然需要自耕自
食，可以見山地居民生活艱苦的一般。

山地婦女，是同樣要耕作的，據說女人

的年齡，也是用耕地來計算的。

他們初生之年，往往以當時的大事紀

之，例如某一頭目死亡之年，或某一親族有

婚喪大事之年，或洋船來到之年等等。

古詩說：「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

年。」邁西多邦也正是這樣，他們本來無

「曆日」，但他們卻還注意去推求「年」。

他們確有渾渾噩噩，太古之風。在日治時

代，以至光復以來，他們已接收了不少的新

的文化，如果你和他們的老人相對，仍然

可以看出不少的原始民族的原始文化來。

例如「結繩紀事」，儼然「羲皇上人」。以

植物定節季，頗合於月令「桐始華」、「王 1950年代瑞岩部落男子形象。（攝影／張才）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四期34

瓜生」、「苦菜秀」，「鞠有黃華」的紀時辦法。以收穫一次為一年，我國古代

「年」字，正是像「人」頭上戴著「禾」穀，為收穫之義。5年耕地一換，也似
《爾雅》中所謂「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同時令人生

「滄海桑田」之感。此類若一一比較，必有更親切的瞭解，因為原始民族，和遠古

文化，每多吻合的。

二、月

所稱之月，是太陰月。他們注意到每一個月都有晦，朔，弦，望，他們相傳一

個月是30天，但是不注意大小月的不同，也不知道一年有多少月。
楊明德老人言，他們把一個月中月的形相，分作下列的五種。

月相 瑞岩語 含義

朔 　 （無月光，故不列入月相）

朏 Shivago biatsing 意為初生之月。

上弦 Masalakais biatsing 青春之月。

望
Matava luku biatsing 如簸籮之月。

Tumau biatsing 也稱為圓月。

下弦 Mahowi biatsing 虧缺之月。

殘月 Chubagk 將滅之意。

晦 　 （與朔同）

他們稱月為Biatsing，稱月落為Veibagai。以上所舉的，是我們調查時畫出形
狀，一一詢問而得到的答案，至於他們自己，不一定會分得這樣清楚，如果每月如

此分別而記其日數，他們就會發現大小月的不同。

問到一年有幾次月圓？一次月圓有幾天？兩位老者都瞠目茫然。楊明德所知道

的是他曾職司「監督」，在每年要用結繩去記最後的一個月（30天）。當我們詢問
一月有幾天時，老人含糊其詞說「不一定」，多的三十多，少的二十幾天。村長代

為說明：大月30或31天，小月28、29天。這是陽曆的月，是他們的新文化。
在原始社會，或古代，月亮是人們注意的喜愛的東西。因為他們沒有燈。當夜

之幕降落在大地之後，人們只有屈服在黑暗中去睡覺，他們已沒有活動的餘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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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麼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些夜裡，忽見明月當頭，豈不是一大

快事？在邁西多邦，我看見他們是劈下小片的油松，架起來作燈的，一片一片接著

燃燒，以取光明。夜間在居室的中間，永遠要生著一堆木柴，一面是取暖，一面也

是代替燈。

從上一節看，他們原來似乎有「曆法」，而又是「太陰曆」，又是以夏曆11月
1日作為一年之始，有點像周曆，以「建子」之月為歲首。日久，這種曆法大部分
被遺忘了。現在，他們還能夠找到了每年的第12個月，找到每年第一個月的第一
天，只剩下了這樣的一頭一尾。他們沒有文字記載，自然大不方便，但是，他們如

果能充分的利用「結繩」，一一記下從Smato到Smato，共有多少「結」，共有多少
30天？他們就會知道一年是12個或者13個月，而每月不能全是30天了。

三、日

以一晝一夜為一日，計日數以睡眠一夜為準。有昨、今、明、前、後之別。多

至5日。在20日以內如有約會，必結繩紀之，日剪去其一結，至期踐約不誤。
老人言，稱白晝為Kaliyan，黑夜為Lahagan，一日為Liofu，宿一夜為Benge，計

日以Benge。稱5日為Jimagal liofu，5夜為Jimagal benge。稱11日前後的關係，如下
表：

時間 瑞岩語 備註

5天前 Jimagal liofu wayan 過去5日之義。

大前天 Gimkaha uakun （nakun，不明白之義）

前天 Gimkaha

昨天 Hala

今天 Suoni

明天 Suhan

後天 Mukaha

大後天 Mukaha nakun

5日後 Jimagal liofu mialu 將來5日之義

如果有一個約會在5日之後，如果是15日之後，他們就取麻線打成15個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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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起，每睡一夜，起來就剪去一結，至剪完為止，就是約會之日到了。他們仍用

結繩來紀事，例如打野豬，每得一豬，作一結，有結至數百結的。現在50歲以下的
人，能利用日語日文，幫助記憶，結繩的方法，就漸漸不用了。

四、時

在以一晝一夜為一日的情形之下，他們又分白晝黑夜，各為若干段，白晝較

多，黑夜較少。

從兩位老人的口中，知道他們分白晝為5段，夜只是1段，而「雞鳴」有4次不
同之名。陳紹馨教授從村長口中，所調查的答案又有些不同。我想後者也許受了新

知識的影響。現在分列在下面：

高玄雄所說 陳教授調查

早上 Sasan
上午 Kalihan
中午 Kaliyion
下午 Bvan mananak
晚上 Kabiyiang

Sasan 朝，天明。
Makilfu wage 太陽熱了。
Kaliyanu
Matakui 太陽西下了。
Samehao wage 日落一半。
Mayupu wage 日入。
Sesiman 薄暮。
Rahagan 昏黑。

早飯 Kalama sasan
午飯 kaliyab
晚飯 Kagavai

Kugavi
Kugavi skulia 晚飯時。
Surigan mabi 睡眠時

白晝 Kaliyan
黑夜 Lahagan

Sikapegi 夜半。
Gijin sikabegi 下半夜。

雞鳴第一次 Mikutofu
Makuasu
第二次 Misagim
第三次 Migiwalu
第四次 Mibayats

Mukosunta 雞鳴時。

在三千年前的商代，也是以一晝夜為一日，而時的分制，在晝不在夜，晝有



泰雅族瑞岩部落的時間觀念 37

妹，兮，朝，明，大采，大食，日中，昃，小食，小采，暮，昏各名，夜則只有

一名，叫作夕。晚周以下，才有把晝夜平均分為12等分的辦法。雞鳴，是一個自然
標準，「雞鳴而起」，見於古代典籍的故事極多。內地也有「雞叫頭遍」、「二

遍」、「三遍」之說。

他們曾注意到夏天晝長，冬天晝短，也知道夏冬兩季日出日沒的地方不同。

方向是以太陽為標準的。例如：

方向 瑞岩語 含義

東 Babuan wage 日出之方。

西
Atuhan 神住之處。

Kayubuan wage 又作日入之方。

北
Atsil yotuf 意為上面，面向東方。

Makula buwan wage teijin 又作日之左方。

南
Alilau hogan 意為下面。

Makula buwan wage tenaik 又作日之右方。

他們對於星象，也能認識幾座，稱星為Veinga，所知之星有：

Motu 此星冬天夜半至天頂，即畢星。
Gagaviyan 夏天日落後西方所見之明星。
Kasasan 冬天日出前東方所見之明星。
Kalasayion參星。

這些似乎都是恆星。至於日蝕、月蝕，他們都不知道。

曆的知識不發達，原因是他們對於數的觀念太薄弱。他們的數字只有11個，就
是1到10，加上百。1,000稱10個百，據說計數最多不過9,000。附列數字如下：

一 Qotux 二 Sajin 三 Tugal 四 Spayats 五 (Ji)Magal

六 Məteju 七 Məpato 八 Məspat 九 Məkoyulu 十 M□o

百 Kəbaxol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四期38

原住民族早期之天文曆法和氣象知識 
 文／劉昭民 、劉有台

臺
灣原住民並沒有文字的記載可讓吾人研究古

代他們的天文曆法和氣象知識。但是吾人可

以從數十年來考古人類學者的調查報告中，看出古

時候他們也有簡單的天文物候知識，也有簡單的

年、月、日、時觀念，作為播種、收穫、狩獵、舉

行播種祭和豐年祭等活動之依據。最進步的要屬布

農族所創造的「繪曆」和「日曆板」，前者上面刻

有日、月、草、木以及動物等圖像，後者上面刻有

山、川、日、月、植物圖像，還有會意符號，舉凡

釀酒、種粟、收穫、製作粟餅、出獵、殺豬、開墾

田地、禁止砍柴、舉行豐年祭禮、喝酒等活動，都

有硬性規定的日期，可以說是一種雛形的曆法。其

他原住民都沒有發展到「繪曆」和「日曆板」的程

度。在氣象上，臺灣原住民依據颱風草葉上的縐紋

數來預報一年中侵臺颱風之次數，頗受漢民族之重

視。 

原住民族的天文曆法知識 

早在日治時期，日本人類學家即對臺灣原住民進行人類學調查，並有一些研究

報告發表12。臺灣光復以後，也有一部分人類學家進行考察和調查， 也有一些研
究報告發表，本文乃根據這些研究報告，作綜合性探討。 
根據考古人類學者董作賓、陳奇祿等人之考察34，臺灣原住民傳統之天文曆

法和時間觀念非常原始，完全以自然界現象的變遷，如日出和月落等，來決定時

間，利用物候知識，例如植物的生長和成熟來區別季節。他（她）們知道利用太陽

本期專題9

布農族的祭事曆板，可繫繩掛在牆壁

上。（圖片提供／臺大人類學系，標

本編號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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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亮的出沒，以分晝夜；利用日月位置的移動，來區別天明、日出、朝夕、午

前、正午、黃昏、夜半等。稱雞為Sunupunrefu，意指雞為自然界的計時者，所以凌
晨破曉時分可依雞鳴為準。一般雞鳴可分為「頭遍」、「二遍」⋯⋯，利用雞鳴以

定時辰。 
在泰雅族中，遇到陰天，無法利用太陽時，就依照Chyakkofu鳥的鳴叫聲來定

時間，也是以「頭次」、「二次」、「三次」⋯⋯，而至日暮等區別之。鄒族人則

以Beho小鳥的鳴聲決定陰天的時間，因為這種小鳥每天上午9時、中午、下午3時及
日落時都會鳴叫一次。臺灣的原住民的計日以夜為標準，故稱一日為一夜，也計算

月，但是最後的兩個月就不很準確了。

賽夏族人稱一年為Chiranunma，雖然他們知道一年一年的累積，但是年數多
了，就數不清了。

布農族人則以Busorubintokan星的位置，決定年份，即在12月中新月出來時，
就舉行他們的播種祭，該星亦剛好在 Ranrum 社和 Katogum 社前方的山上出現，以
此時定為一年的段落。

而布農族的 Tan 社則分一年為13個月，這13個月即始墾月、始播粟月、播粟
月、始除草月、除草月、打耳月、送蟲月、始割粟月、命名月、新開墾月、祭月、

越年月等。 
鄒族以粟的收穫來決定年份，稱年為Tosaha，亦有以粟的收穫，舉行「米土古

蘇」祭，並定為一年之始，但他們很少累計年數，故老年人對年齡的累計很模糊。 
阿美族多以植物的發芽、開花、結果以及月亮之盈虧，決定月次。一年雖分為

12個月，但是沒有明確的規定，僅依照太陽位置的轉移，決定一天的時間，入夜則
觀察星星的位置、雞的鳴聲，以決定晚上的時間。 

泰雅族將時間分為年、月、日、時等四項。年是以播種和收穫一次為一年。收

穫完畢，到下次不見月光之日為一年之開始，稱之為Smato，即元旦之意。這一天
相當於農曆的11月1日，但每年有若干日是不確定的。人的年齡是以耕種田地的位
置和塊數來推算，大致不會錯。 

農作物的播種，以植物的開花來決定，早穀是在白山櫻花開花時播種，約在陽

曆6月。晚穀在梅子成熟可食時播種，約在陽曆5月間。穀類的成熟約在5、6月間。
從陽曆3月至10月，是他們的農忙時期，最早的播種在2月開始，最晚的收穫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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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間結束。一次農作物的播種和收穫全部結束以後算是一年，他們稱年為Quotux 
kawos。計算元旦有專人負責，此專人叫做Maraxan gaga，意思是監督者，他要在每
年的年終留心研究，找出次年的元旦，方法是在黍和晚穀都將收割完畢時，就留心

著找到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每睡一夜就用麻繩打一個結，算是一日，打滿30個結
就算這是新年的第一個元旦了。在新年的前10天，監督者要邀請頭目研究宣布元旦
的日子，俾舉行豐年祭。一般原住民的年齡都採用「耕地計年法」，就是每一塊田

地耕種5年，就是5歲，若是10塊田耕種5年，那就是50歲，他們都將人的出生和死
亡當作大事記載，親友之婚喪也是如此。 
月以太陰月為準，以 30 天為一個月，並有晦、朔、弦、望等之別，但一年則

不計月之多少。一個月中分月亮形相為初生之月，上弦月則稱之為Masalaka，意思
為青春之月，望月稱為Matavan，即像「簸箕」之意，或者叫做Tumai，即圓月之
意，下弦月叫做Maihowi，含有虧缺之意；殘月稱為Chubaik，有將滅之意。稱月亮
為Beiantsing，落月叫做Veinbathai。但對一年有幾次月圓，一個月有幾天，則不清
楚。從年月推算方法來看，古代可能也有類似太陽曆的曆法，但是可能因無文字記

載，以致被遺忘了。他們也無充分利用結繩記事的方法。

如果能充分利用結繩記事的方法，一一記下前一元旦到後一元旦共有幾個 30 
天，就會知道一年有幾個月了。 
他們稱白晝為Kaliyan，黑夜為Lahagan，一日為Liofu，宿一夜為Benge，一晝一

夜為一日，已有昨天、今天、明天、後天、前天之別，20 日以內之約會，則以結
繩記之，並日剪一結，故能踐約。他們將白晝分成天明、日出曬熱了、中午、太陽

西下、日落一半、日入、薄暮等，將黑夜分成昏黑、夜半、下半夜、雞鳴時。而雞

鳴又分為4個階段。他們也注意到夏天晝長夜短，冬天晝短夜長，也知道夏冬兩季
日出和日落的地方不同。在距今三千年的殷商時代，國人就已經以一晝一夜為一

日，而「時」的劃分是在晝不在夜，周朝以後才將晝夜分為12等分。所以原住民原
始一日的算法和殷商時代相當。 
泰雅族對方向也有創造，他們是以太陽為標準，東方稱為Babuan Wage，意思

是日出之方位。西方稱為Atuhan，意思是神住的地方，也是日落之方向。北方稱為
Atsil Yotuf，意思是上面，也是太陽的左方。南方稱為Alilauhogan，意思是下面，並
有太陽右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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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人也認識一些星座，但是似乎都是恆星。們稱星為Veinga，畢星即
冬天半夜到天明出現之星，稱為Mout。夏季日落後，西方所見之明星，叫做
Gakavigan。冬天日出前，東方所見之明星叫做Kasasan。參星叫做Kalasayion。臺灣
原住民對季節之觀念十分淡薄，泰雅族將一年分成夏冬兩季，草木長出新葉就叫做

夏季，樹木落葉時就叫做冬季，鄒族則將一年分成雨季和旱季。 

布農族特有的三種繪曆 

布農族在曆法上有一項很傑出的創造，那就是 1937 年日本考古人類學家馬淵
東一、田中國一等人在臺中州能高郡（今日南投縣日月潭南方一帶）瓜尼多安社

頭目塔魯姆‧馬古德凡家中發現這位布農頭目創造一枚木刻長形「日曆板」，長

3尺，寬4寸。經過分析研究後，認為它類似象形文字，也就是布農族的每年祭事
曆，上面以各種象形符號記載每年之行事，共有8種祭期，A 組是開墾祭（6天），
第二天的活動是釀酒，第四天的活動是種田祈求豐收。B 組是種粟祭（15天），第
五天的活動是製作粟餅，第六天的活動是把青芋放進籃子滾動；第七天的活動是把

籃中之粟穗揉掉，並出獵；第八天的活動是開始種粟；第10天的活動是用鋤頭耙地
種粟；第11天的活動是打獵回來喝酒；第14天的活動是種粟完畢，禁止砍柴。C 組
是粟收穫祭（2天），第一天的活動是數籃中之粟。D 組是除草祭（8天）。E 組是
打耳祭（12天），第一天的活動是開始出獵；第二天的活動是禁止砍柴，第六天
的活動是打獵回來，第七天的活動是用槍射鹿耳。F 組是豐收祭（16天），第二天
的活動是殺豬，第五天的活動是殺豬，禁止砍柴；第八天的活動是出獵和玩球，

第10天的活動是禁止砍柴，第11天的活動是打獵回家。G 組是首飾祭（9天）。H 
組是拔稗祭儀（5天），第一天的活動是出獵，男人爬到榛樹上大叫：「肉啊！來
吧！」 

 布農族頭目還有「繪曆」和長方型「日曆板」，繪曆長1尺5寸，寬8寸，頂部
略小，並有兩孔，可繫繩掛在牆壁上，用厚約半寸之木板作成，上面並有刻畫，橫

有7格，縱有14格，共有98格，每格均有日、月、草、木、人形等圖像。這些圖像
是對一年中應行之祭典、農耕和狩獵等重要節日之表示。長方形日曆板係由一長木

板製成，長4尺、寬4寸，兩側刻有密布之深淺缺刻，平面刻有山、川、日、月以及
植物等圖像。這些比較精密計算日期和季節之工具，每年由上而下，周而復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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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行事有條不紊。 
以上所述三種曆板現在存放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學展示廳。

反映布農族之天文曆法知識水平高於其他臺灣的原住民，因為前述曆板只有布農族

之頭目知道它的計算方法，而且其他原住民都沒有發展到使用曆板之程度。 
十多年前，臺東縣原住民社區發展協會曾使用鉛塊陶板拼出長 26 公尺、寬 76 

公分的布農族畫曆，呈現出釀酒、狩獵、開墾耕作、豬隻、林木、田園等含意，

還有開墾祭、除草祭、打耳祭、嬰兒祭、獵首祭等祭典時間，雖無法以現在之年、

月、日等時間配合，但能清楚地看出各種祭典之先後順序5。 

原住民族傳統的氣象知識 

臺灣原住民沒有文字，但是有代代相傳的預報天氣經驗之談。1747 年（乾隆
12年）范咸在《續修臺灣府志》卷一〈封疆志‧山川篇〉中有以下記載：

「水漣潭（日月潭）在半線，方廣二丈餘，形若井，崇山環列。天將風雨，則

水漲發聲如潮，番民以占陰晴（引自舊志）。」 

這種預報法雖然不一定可靠，但可看出，臺灣原住民即希望能夠預報風雨。

他們還利用颱風草來預報颱風來襲之次數，有關颱風草之文獻有3則6，即成書於

1694年（康熙33年）的《臺灣府志》： 

「土番識風草，此節生無結，則週年俱無颱，一節即颱一次，二節二次，多節

則多次，今人多識草。」（亦見於1705年（康熙44年）成書之《香祖筆記》）

成書於1751年（乾隆16年）之《臺海見聞錄》卷二〈臺草篇〉亦載： 

「風草，土番識之。云春生無節，則終年無颱風，生一節即颱風一次，多一

節則多一次，甚為奇驗。土人呼為蘆竹草，幹似蘆，高丈許，葉長尺餘，有穗可為

帚。葉上有橫紋，如指甲痕者。土人又云，葉上無紋即無颱，有一紋則颱一次，以

此驗颱也。」 

范咸在《續修臺灣府志》卷一〈封疆志‧山川篇〉也記載台灣原住民預報颱風

的方法，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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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番能占歲，草初發，視今歲何者為先，則定一歲旱潦豐歉。師曠云：歲欲

甘，則甘草先生，歲欲旱，則苦草先生。番猶古先民之遺也。春以草驗風信：初生

無節，則週歲無颱；每一節，歲颱一次，驗之不爽，名曰風草。」

按風草（或稱風篩草）為臺灣山野常見

的一種野草，高60公分，無刺且嫩綠，牛羊
嗜食。其葉狹長，長約30公分，寬約4公分，
有平行的葉脈，葉之側面呈稍彎曲，像龍

舟，故又稱龍船草。葉上有橫紋，紋貌（包

括位置、條數）年年不同，每一葉長視為一

年，近莖為農曆年初，葉尖為農曆年底，橫

紋位置為占候發生季節，例如縐紋在中央，

則災害發生在6、7月，縐紋條數是災害（包
括颱風）發生次數，縐紋愈明顯，則災害愈嚴重，故亦稱災難紋。 

結語 

由本文之敘述，可知臺灣原住民自古以來也有不少天文曆法與氣象知識，其程

度有的相當於我國古代商周時代至先秦時代之科技水平，可惜他們沒有發明文字

將古代文化保存下來，增加後人研究之困難。（本文原載於《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8 

期，2013年12月）  
 

註釋

1 松本武男，1930，〈蕃人に由つて創作された祭事曆〉，收於《星》（1930），6:10-15，天文同好會。 

2 田中國一，1944，〈台灣蕃人曆一種紀〉，收於《台灣原住種族の原始藝術》，頁208-209。 

3 董作賓，1951，《傅所長斯年紀念特刊》，臺北：中央研究院。 

4 陳奇祿，1992，《台灣土著文化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 

5 汪智博，〈千塊陶板拼出布農畫曆〉，1999年6月17日《中國時報》〈高屏焦點財經版〉。 

6  劉昭民，1992，〈台灣原住民的天文氣象知識〉，收於《台灣先民看台灣》，臺北：臺原出版社，頁20-
21。  

颱風草葉片上的摺痕又稱災難紋，先民以此預

測風災。（攝影／莊溪）



44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四期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四期44

自然知識、地景與日常生活藝術

文／王嵩山

原
住民族對於生活週遭生態與景觀的知識，不但是

藝術呈現的素材，也是發表藝術內容的基礎，制

約了藝術表達的形式。

第一節  向南島世界出發

由 於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都 使 用 南 島 語 言

（Austronesian），因此在人類學學術上統稱為「臺灣南

島語族」。原住民現存約52萬人，包括官方認定的雅美

（達悟）、泰雅、賽德克、太魯閣、布農、賽夏、鄒、

阿美、卑南、排灣、魯凱、邵、噶瑪蘭、撒奇萊雅等14

個族群，以及與漢文化互相涵化的平埔諸族。「南島語

族」的意思便是：居住亞洲大陸南方島嶼使用南島語言的民族。

一般認為，最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與目前原住民族有血緣關係的移民，分

幾批由華南或東南亞移居到臺灣島。1南島語族擁有非常強旺的活動能力。在地理

的分布上，東起南美洲西岸的復活島、西抵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南到紐西蘭

為止的印度洋至太平洋的廣大海域，都是使用南島語的民族居住與活動的地方。

臺灣南島語族又可分為三群：泰雅群（Atayalic）、鄒群（Tsouic）和排灣群

（Paiwanic）。而三群之內往往因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地域化而產生方言的差異。泰

雅群又分：泰雅、賽德克二方言；鄒群分阿里山鄒、卡那布、沙阿魯阿三方言；排

灣群分魯凱、排灣、卑南、布農、阿美、雅美（達悟）等方言。臺灣位於目前整個

南島語族分布的最北方，由於語言相較於其他地方較為複雜、歧異度亦高，有些學

者因此認為臺灣是目前擁有3億人口的南島語族的發源地。

新書視窗

王嵩山著《藝術原境—臺灣原住

民族創意人類學》。（圖片提供

／遠足文化）



自然知識、地景與日常生活藝術 4545

第二節  藝術之自然知識、文化景觀的背景

原住民族生活週遭的生態與景觀，不但是藝術呈現的素材，也是發表藝術內容

的基礎、制約了藝術表達的形式。不到臺灣總人口數2％的南島語族，居住活動地

分布面積達一萬六千餘平方公里，占全臺灣面積45％。臺灣變異性極大的自然環境

之中，原住民各族在不同的聚落型態從事採集、漁撈、狩獵、農耕的生活方式。其

中，縱橫在高山聚落的代表族群為泰雅族、布農族、鄒族、賽夏族、排灣族、魯凱

族。集居、大型的平原聚落代表族群為阿美族、卑南族。濱海聚落代表族群為蘭嶼

的雅美（達悟）。

大多數的臺灣南島語族都居住在山區。目前對於原住民族形成山居之解釋至少

有兩種說法：其一是認為因受到後來的漢族之逼迫，而往山上遷移。另外也有學者

認為，原住民之所以採取山居的生活方式，是生態適應之下的產物。關於生態適應

又有兩種說法。一是為了尋找適合種植小米的山田燒墾的原居地生態。其次，是為

了避免所謂的「瘴癘之氣」，也就是為了避免瘧疾的為害，選擇在1,000公尺高度

左右的山地居住；雖然對取水使用並不方便，即使低於1,000公尺海拔的村落，也

大都遠離溪流。

南島語族分居於各地，建立不同組織方式的部落，營造其特殊的人際關係與宇

宙觀，進入狩獵、採集與農耕並行的生產型態，這種生產方式一直維持到近代。

狩獵採集族群使用多樣的技術和工具來利用生態環境；他們運用各種容器，發

明各種武器、陷阱獵、取火方式。在這樣的社會形式中，狩獵與採集活動受到同樣

狩獵。（圖片提供／遠足文化） 漁撈。（圖片提供／遠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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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在某些社會中，採集比狩獵更為重要。不論如何，狩獵採集生產的社會行

為往往具有分享、並試圖與生態取得平衡的特質。進一步的農業活動，開始可以主

動的控制食物來源，也漸漸改變自然景觀。

臺灣的山地氣候從溫帶到熱帶變化範圍極廣，野生與栽培植物種類頗多，但是

由於地形險峻且狹窄，因此不論是在丘陵地從事輪耕式的山田燒墾農業，或是在

東海岸的狹窄平原地帶進行水田稻作，以及在蘭嶼島上的梯田生產水芋，都未能發

展為大規模的農業型態。進入現代社會之前的臺灣原住民族，採取「山田燒墾」、

「刀耕火種」、或稱為「游耕」的耕作方式。

這種盛行於熱帶雨林的耕作方式，具有幾個基本特性。首先，考慮在不同土地

的輪耕，甚於考慮施行不同作物的輪種。其次，以焚燒的方法來開墾耕地。第三，

耕作時不施肥、不用獸力，人是這種農業型態中僅有的勞力來源。為了使地利自然

恢復，在短期的工作之後就必須經過長期的休耕。耕耘中所使用的農具，為形制簡

單的掘棒和小鋤。由於運用簡單的、就地取材、用火烤硬的掘棒和小鋤，這種不用

犁與獸力的種植方式也被稱為「園藝栽培」。整個游耕的循環周期分為：擇地、砍

伐、焚燒、耕作、休耕、再擇新地等五個階段。這種農業方式的土地的擁有，常常

超出實際家族成員之所需。廣大的土地上，可供種植的地力往往可在10-20年之間

自行恢復。游耕式的農業經營在熱帶雨林地帶被認為是效率高、且與生態保持平衡

的適應方式。

以研究印尼文化出名的美國人類學家葛慈（C. Geertz）便指出：從生態而言，

游耕農業最特殊的積極特色，就是它可以「整合於原先已經存在的自然生態系統架

構之中」，而當其形成真正適應時，又協助維持住該既有的結構。葛慈認為：雖然

任何類型的農業，都試圖努力改變某種生態系統，以增加流向人類一方的能量，但

水稻梯田藉著大膽地「再建自然景觀」，以達成這項任務。相較之下，游耕農業則

只是技巧地「模倣自然系統」。

生活在部落中的原住民對於環境非常熟悉，知道可以由其環境中期望什麼。他

們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採集食物，而不需要儲藏多日的食物。臺灣原住民所居住的自

然環境頗為多樣化、生態資源豐富。蘭嶼島上雅美（達悟）人的耕地大多為位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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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與亞熱帶，較北的泰雅族則位於暖帶或溫帶。

最常見的農耕方式山田燒墾，被認為是「保守性的適應」方式。人們順應自然

的限制，依靠年復一年、自然回到原地的動物和植物來過活。人類學研究所觀察

到的狩獵、採集者，其生活方式最顯著的特色便是其適應性。這種柔軔的生態適應

性，不但見之於食物的採集，也表現在一般基於小團隊的活動單位和核心家庭的社

會組織上。更進一步，文化界定可食或不可食的食物範疇。部落社會中許多看起來

似乎不理性的儀式實踐和食物禁忌，事實上是一個有效的適應機制；透過這些行

為，藉以協助維持生態環境中人類與資源之間的平衡。

原住民所採集的動植物與山田燒墾的作物很多，其中較重要的可以分為塊根作

物、種子作物、樹生作物、補充栽培作物等數種。主要的塊根作物包括：芋頭、薯

蕷、樹薯、甘薯等。常見的種子作物則有小米、旱稻、玉米等。可以食用的樹生作

物有香蕉、麵包果等。而綠葉蔬菜、南瓜、豆類、甘蔗等，則作為日常生活中的補

充性栽培作物。

一般而言，排灣、魯凱、雅美（達悟）、卑南的生計經濟，可類歸為「根莖型

游耕農業」；泰雅、賽夏、布農、鄒族，則屬根莖到雜穀的過渡帶，應可列為「根

栽、雜穀並重的農業型態」。除了經營主要的生計作物，東臺灣的阿美族發展出豐

富的食用野菜知識。

除了從事農業生產以做為糧食之外，原住民族常常豢養豬隻，或者利用河海資

源和捕捉小動物，藉以平衡以澱粉為主、而缺乏蛋白質的食物供應。事實上，臺灣

原住民族群的男子雖然喜歡縱橫山林、熱烈的追逐狩獵而來的社會聲望、發展因武

勇與慷慨的行為所聯結的社會關係，女子所經營的農業，卻是維繫部落生存最重要

的生產活動。

從事採集、狩獵的人不會傾力的竭取地域上的所有資源，他們留下大量的食

物，以便於在不可知的困窘時取用。比較專門化的狩獵和採集者，則可能引起群體

間的競爭、乃至於戰爭，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因為居住在同一地域中的人們，競相

爭取有限的同樣資源。打獵或農耕的行為、動物與植物的種類、自然知識與資源的

競奪，都成為原住民藝術內容的圖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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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藝術之社會起源

藝術的發展受到社會性質的影響。不同的政治、經濟與親屬體系，支持不同的

藝術面貌。一般而言，原住民族並沒有獨立的「經濟」一詞，來指稱包含生產、

交易、消費的活動。以泰雅與布農的平權社會為例，我們可以發現生計經濟的表現

往往牽涉到社會文化制度的其他層面。不僅如此，社會器物（social artefacts）的創

造，也涉及文化對於物件性質的建構。

泰雅部落大半自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既無職業分工、也沒有專業化的

現象；大部份日常用品均可自給自足，甚至於連部落內的交易亦不多。每一個泰雅

人接近資源與控制資源的機會相當平均。

泰雅人以農業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原有傳統的農耕方法為山田燒墾。所種植之

作物以穀類如小米、陸稻等為多，次要為甘薯及芋頭的塊根類農產。次於農業的生

產方式為狩獵，方法有「陷機獵」、個人獵以及團體圍獵。團體圍獵行動，通常在

秋冬的乾季時舉行。原住民族社會的狩獵活動，不只是經濟的表現、更具有宗教意

義。泰雅社會最重要的組織，便是基於祖靈信仰而形成共同的規範團體「嘎嘎」。

與祖靈有關的觀念與行為，成為整合泰雅社會的重要信仰與儀式實踐的基礎；而且

這種信仰，更因其在經濟或農業技術上得到的支持而更形加強，成為一種維持社會

秩序的支配性價值，甚至成為在珠衣、織布、領導者藤帽、作為寶物收藏空間的穀

倉等藝術表現的主題。未進入市場體系之前的布農經濟，依賴山田燒墾的農業生產

方式，和團體或個人的狩獵，以家庭成員為基礎的山田燒墾活動，形成自足的經濟

體系。勞力並不被某一特定的社會群體所控制。家庭勞力由家內、家外人口和姻親

組成；在開墾階段，則以地緣為基礎，組成一個個的「換工團體」，藉以獲得必要

的勞力。

做為旱田的土地是勞力的運作工具，基本上其所有權是屬於家庭及其後代所

有。由於布農族的聚落人口一向不多，加上其活動力強、而且活動範圍頗廣為廣

闊，所以土地一直沒有成為布農人經濟體系的難題，也使得原有土地使用上所強調

的群體共享文化規範得以維持。

在一個平權社會體系中，由於生產因素及財富並沒有形成累積的現象，直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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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權力普化的基礎。正因為布農人在文化實踐上強調個人必須通過不同形式的團體

活動的表現來認定其能力、社會組織呈現多樣性、組織團體小而趨於分裂等三個原

則，更加強社會成員取得資源的權利之平等性，而且領袖也較不能壟斷某些利益。

上述的社會事實，也見之於布農人以不具特定形象的精靈為信仰的對象，一年當中

有一半的日子處在儀式狀態的現象之上。

阿里山鄒人行山田燒墾，以小米和甘薯等為主食，輔以獸肉和魚類。除了簡單

工具之外，生產均依賴人力。土地為部落或氏族所有，個人只有使用權。生產的主

要目的在於自用，除了自己生產所得與共享性的分配所得之外，得到非自產必需品

的另一種方式，便是「互惠式」的餽贈及物物交易。

更嚴格的魯凱人的階層社會，每一社區內的耕地與獵場屬於幾家地主貴族所

有。直接從事生產工作者，為沒有土地權的平民。平民的生產所得中，必須抽取出

一部份作為繳付給貴族家的租稅。甚至對於獵物的處理與分配，例如獵獸的前後

腿，都應送到頭人家作為獵租，捕獲之溪魚亦應繳付漁租。在過去，11、12月間芋

頭大量收成時，魯凱人喜歡將之烤製成芋乾，不僅做為儲備食糧、供一年的消費，

也成為累積的財富之一。

由於社會盈餘的產生，形成有意識且組織化的重新分配貨物和服務，稱為「再

分配式」的交換制度。社會盈餘先經由社會體系有意的行動所創造，再透過某種

政治的力量來達成重新分配；再分配體系維持不平等社會文化體系的內部均衡。例

如見之於排灣族與魯凱族社會的貴族稅收權威，從平民生產者徵收其穀物或其他產

品、獵獲物的盈餘，使貴族有力付出若干報酬，支使平民從事公共或貴族的私人事

務。相對於生產的目的主要在於自給自足的生計經濟，這種再分配制度，反映出經

濟活動的日益專門化，並在連續的社會環節中，創造出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

排灣族與魯凱族聞名於世的藝術創作，便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中發展出來。容

器、衣冠、木石雕刻、家屋樑柱楣、祖靈立柱再現階層社會的權力關係。貴族的地

位是世襲的，以親屬宗譜上的次序來決定其繼承權；貴族同時擁有神話傳說和儀式

權而神聖化其治理，有時更透過嚴格的禁忌來限制平民侵犯他領域內的經濟資源。

貴族徵收食物和其他物品，然後再重新分配或施惠給他的從屬及平民，而平民也為

了獲得貴族的施惠而服從。承載嚴整社會關係的創作物件結合再分配式的交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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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了階層社會的穩定性。

綜合言之，藝術不只呈現其自身，有其自成一格的運作原則，不同的社會形式

如階層社會或平權社會更決定了藝術與其它制度的結合方式。

第四節  藝術之文化起源

藝術的表現往往以特殊的文化價值、信仰與儀式、節慶及其社會實踐為背景，

再現獨特的宇宙觀和文化對於人、自然、社會秩序的獨特規劃。臺灣原住民族中，

最具特色的是以小米儀式為中心的歲時祭儀，而總其成為收穫儀式。這類儀式肯定

自然的秩序，期望通過巫術手段除去生產過程中，人類無法控制的超自然因素。如

阿美族的豐年祭（ilisin）、鄒族的小米收穫儀式（homeyaya）。雅美（達悟）族則

有為飛魚季的來臨而舉行的儀式。狩獵和漁撈的活動有時是農耕儀式的一部份。歲

時祭儀中的第二類重要儀式為年度大祭，例如卑南族跨年舉行的猴祭、大獵祭。歲

時祭儀往往是整個部落的團體活動，例如賽夏族的矮靈祭，排灣族的五年祭與鄒族

的戰祭（mayasvi）。有時舉行歲時祭儀時，也結合了生命禮儀和醫療儀式。

臺灣南島語族各族均極慎重運用儀式處理生命的關口，這些儀式包括出生、成

年、結婚、喪葬等，儀式協助個人順利跨入具有不同權利、義務的人生新階段，協

助防止因性別、因不同的親屬結構，而造成的內在分化的危機，使社群之整合得到

保證。阿美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都有與男子會所結合的成年禮。通過生命禮

儀及日常生活的實踐，也

使各族不同的人的觀念，

具體的銘印在個體的思考

與行為上。宗教更與醫療

結合在一起。各族的巫

師，多半都有進行治病的

儀式。十四族之中，阿美

族的巫師最多，治病的儀

式有時更擴及家族和部落

事務的「社會醫療」，社魯凱族豐年祭。（攝影／蔡錫淵‧圖片提供／遠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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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體系的運作類比於個體生理上的疾病。醫療行為因此不只著重處理個體的生

理現象，更延伸到終極關懷的層面；例如社會文化秩序的重整，以及由宇宙觀所界

定出來的時間、空間與人際與超自然的關係之處理。

不同性質的儀式，在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中有不同的呈現方式。直到現在，雖

然因為臺灣漢人與原住民整體的社會形式之改變，影響宗教組成的方式，某些信

仰已難以維持，但是原住民各族依然擁有各類性質不同的儀式實踐。目前廣為人知

的原住民現地儀式有：布農族的打耳祭（4月），魯凱族的豐年祭（7月），屏東古

樓排灣族的五年祭（10月），向天湖賽夏族的矮靈祭（11月，兩年一次），阿里山

鄒族的戰祭（8月或2月）與收穫祭（7月至8月），阿美族海祭（5月）與豐年祭（7

月），臺東市卑南南王部落卑南族的祭祖儀式（7月），臺東縣卑南南王里卑南族

的大獵祭（12月），臺東達仁鄉土坂村排灣族的五年祭（10月），臺東縣蘭嶼鄉雅

美（達悟）族的飛魚季儀式（4月起）、不定期大船落成禮、不定期工作屋落成儀

式等。

這些儀式更與表演體系、外來政治力量與族群意識相結合，而產生大型的活

動；例如：花蓮市阿美族聯合豐年祭（8月），苗栗泰安鄉泰雅族聯合豐年祭（11

月），臺東縣延平鄉布農族全鄉五村聯合（5月），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六部落傳

統民俗活動（4月）便是。此外，泰雅族的祖靈祭也有復振的跡象（如苗栗縣泰安

鄉的象鼻部落）。除了14個族群之外，被視為已漢化、族群式微的平埔族（例如臺

南的西拉雅族）的儀式，配合著族群意識、社會認同的追尋，近年增加許多文化形

式重建活動。

第五節  器物與藝術的邊界

原住民族的器物與藝術的關係，在於各類器物都是承戴、包覆、裝容的各種

「容器」，擁有不同的力量或精靈。雅美（達悟）人生活在蘭嶼島上，是一個自給

自足的家庭手工藝社會，一切基本器用、衣服及著名的拼板雕舟，都是靠自己的技

術、使用父系氏族擁有地上所提供的原料製造。能表現其藝術成就的木刻，大部份

位於家屋的屋柱，拼板船的舷板、舢艫；主要文樣為鋸齒文、曲折文、菱形連續

文、同心圓文、人像文。這些文樣不但可以表現不同的親屬關係，也有用來記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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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傳說的功能。雅美（達悟）人

著無袖胴衣（對襟短背心），用棕

櫚製布。儀式活動時，戴藤帽或戴

銀盔、木盔，佩藤甲冑。陶土用來

製作各式各樣的陶器和土偶；陶器

製作用來作為日常器用，陶偶則以

日常生活的場景為對象。

由於不同的性別與年齡在食用

魚類有嚴格的分別，雅美（達悟）

人運用木料發展出多種煮食與盛

食不同魚類的器具，供老人、年輕

人，男人、女人使用。這些器具上沒有象徵紋飾，而以形式來做為使用上及內在的

自我分類。因此，這些日用器具上所呈現出來的樸稚的美感，架設在實用功能之

上，體現了集體知識，更與思考人際之間的（社會分類）關係勾連在一起。

泰雅男人為著名的獵者，女人則善於織衣。男子因獵首與女子因精織而有文面

（patsan）資格；男子刺上顎及下顎，女子兼刺雙頰。文面在表層功能上被視為美

感的追求，實際上則隱射表彰與部落生存及日常生活相關的個人能力。文身與文面

是個人裝飾的重要方式。刺文往往作為成年的象徵，可以得到社會的認可、獲得成

年人的待遇、可以結婚。南島語族也認為，刺文能夠保護自己的身體、預防疾病與

惡靈的入侵。不只如此，文面是一種名譽的標記，只有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得以

在特定的部位施紋，或刺上具有特別意義的圖案。男子日常穿著無袖胴衣；這種衣

服的形式長者及膝，以兩幅布相並縫，留對開前襟，定紐帶兩條結於胸際；或者，

橫纏布為腰裙，胸前斜掛方布為胸衣，戴半球形皮帽或藤帽，長方布披圍。泰雅人

運用水平背帶機織布，多以苧麻為材料。紅、黑、藍是泰雅人最常使用的顏色。出

現在服飾上的主要夾織文樣為：條文、曲折文、方格文、三角形文和菱形文。泰雅

人的珠工技藝頗為高超，以製作珍貴的、甚至被作為通貨的貝珠長衣著稱。

泰雅鄰居賽夏族之工藝技術，大體與泰雅族相似；都以刳木、削竹、編籐竹以

為器用，以紡織苧麻為衣料；亦有類似於泰雅人的文面為毀飾。日常著胴衣、背

傳統衣著的雅美（達悟）人。（圖片提供／遠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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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但沒有披圍。這兩個族群都沒有發展出製陶工藝，因此在文化上被視為「先

陶」族群。

布農族有拔齒毀飾習俗，人們以缺兩邊犬齒為美，並作為部族判別的特徵。事

實上，缺齒毀飾更有象徵的涵義，在開始負擔部落義務之前的拔齒儀式，表示由

「生物人」到「社會人」的跨越，更是進入「人（bunun）」的世界的具體象徵。

山居的布農人，精於狩獵，男人常見以鹿皮、山羊皮製之皮衣、皮背心、皮披肩，

並佩有方形胸袋、遮陰袋。目前紡織工藝衰頹現象極為顯著，但傳統的布農人善編

籃。傳統的布農社會中，製陶是專屬於男子的工作。陶器的紋飾以布紋、網紋與篦

紋為主。雖然製陶工藝已失傳，卻也出現新的陶藝家如高雄三民鄉的海舒兒（李文

廣）。布農族鄰居鄒族，亦以揉皮工藝著稱，男人用鹿皮、山羊皮做成皮帽、皮套

袖、皮套褲、皮履；亦常見佩帶方形胸袋、遮陰袋。

阿里山鄒族男子盛裝為對胸襟長袖外衣（黑色棉布為面，紅布為裏）、皮帽、

皮履，並著束腹帶。日常的器用以木、竹、藤等材料製成。鄒男子以籐竹等材料製

成的編籃，技藝高超。過去亦有榨植物油的技術。傳統的紡織工藝則以織成寬尺餘

的苧麻布著稱，和昔日製陶是婦女的工作一樣，二者目前都已消失。

東部族群中的阿美族婦女，熟練的以鵝卵石、竹片、木板為工具來製作日用陶

器。靠海岸生活的阿美族，亦有製鹽工藝。木工（刳木器、砍削木器）、竹工（竹

筒器、複合竹管器、利用竹壁之工具、利用竹竿製成之器物）、編籃工、紡織、月

桃葉織蓆、結網等工藝，俱見巧思。阿美族慶祝豐收儀式（ilisin）的歌舞，結合特

有的年齡階級活動，為其最著名的藝術成就。在整個儀式活動、與年齡階級組織動

員的過程中，服飾被用來精巧的指示、再現不同身份與社會地位；服飾的轉換，也

代表個人整個權利義務的轉換。

卑南族我們可以看到精巧的刺繡、挑繡成品；此外，卑南人尚有木雕，編籃

（方格紋、人字編、六角編、柴扉編）與織蓆等工藝。由於魯凱族社會的階層性、

財富的累積、分工的專門化，藝術被貴族用來加強集體意識、鞏固其特權，使得魯

凱族的工藝，尤其是雕刻，有其特殊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臺東

大南會所中高達6公尺的祖先雕像。除了各種雕像之外，男子會所中亦有大洋洲風

味的人形裝飾警鈴。協助提振精神的束腹帶以藤皮編成。位於臺灣南部的族群如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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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族、魯凱族的工藝與藝術成就非常可觀，他們都是嚴格的階層社會。這些社會中

從事藝術的工作者，已出現初步專業化分工的現象；造形藝術與融合超自然想像的

藝術創作發展的基礎條件，便是其獨特的貴族階級制度。排灣與魯凱的貴族們不只

擁有經濟特權，華麗服飾、屋楣柱樑和紋飾的陶罐、雕刻精美的器物之藝術特權也

專屬於貴族階層。整個工藝與藝術的表現本身，明顯的合理化、且穩固了階級社會

的存在。

魯凱族和排灣族的器物在財富、貴族制度和神話傳說的基礎上，展現極其豐饒

的創造力。例如頭目階級的家屋桁柱、壁板和木製器物，大都施刻文樣。根據陳奇

祿的研究，最常見之文樣是人像文、人頭文、蛇形文和鹿形文；對稱的幾何形文多

用作邊飾，可能由人頭文和蛇形文抽象化演變而成。木雕的器物通常為雕壺、火藥

筒、木盾、佩刀、手杖、占卜箱、針線板、煙斗、木桶、匙、連杯、木臼、木杵、

木枕、木梳等種類繁多。木雕人像頗為式樣化：圓頭、長鼻、小眼、細口、兩手舉

於胸前或在肩側，雙腳直立或略彎，足尖多指向兩側，性別特徵明顯。這些式樣化

之人像多被視為祖靈像，並且都是為貴族所專擅。一般認為，器物上文飾母題之一

的「人頭文」可能代表祖靈、也可能與獵頭的行為有關。織繡技法除了見之於他族

的夾織外，亦有貼飾、綴珠、刺繡等，表現出極為繁複的裝飾觀念。刺繡的方法包

括：十字繡、直線繡、緞面繡、鎖鍊繡。排灣族五彩斑斕的琉璃珠、青銅刀柄與古

陶壺並稱「三寶」，器物被賦予貴族家系的起源神話，是部落神聖力量的基地。由

於材料的約制，石雕線條與層次深淺，表現出與木雕不同的美感。（本文原刊於《藝

術原境》，遠足文化出版。本文作者為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亞太博物館學與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

注釋

1  本文資料參見：王嵩山，2001，《臺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亦參見Chen,Chin-
lu,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