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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1
本期專題

搶救瀕危語言─在家說族語！
文∕本刊編輯部

語

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反映一個民族的歷史

傳統、生活方式與價值判
斷，呈現獨有的民族象徵，
藉此與其他民族作出區別。
失去語言，文化也會逐漸流
逝。換言之，語言的流失也
等同民族的消失。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2009 年報告以及

透過校園的母語教學來讓族語往下紮根，延續族語。
（攝影∕邱英哲）

國內語言學者調查，臺灣原
住民族語中，被列為瀕危語言者有 9 種，包括「極度危險」之撒奇萊雅語、噶瑪蘭
語、邵語、沙阿魯阿語、卡那卡那富語，以及「嚴重危險」之賽夏語、魯凱語下三
社（茂林、萬山、多納）方言。

2012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啟動「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畫」，積極推動
原住民族語的復振工作，計畫以「自己救自己」提升危機意識為主軸，由部落自主
成立搶救組織，原民會補助族語學習師徒制、族語學習家庭，學校族語教育課程，
並獎勵鄰里、教會及部落會議說族語、語料紀錄與教材編纂，訪問並記錄耆老口述
歷史。
本期針對被列為瀕危語言的語系、搶救過程、復振之困境、族人自發的行動、
現有的成果等角度，介紹族語復育的概況。行政院於 2014 年公布拉阿魯哇族、卡那
卡那富族為原住民族第 15 族、第 16 族，將會加強語言復振與文化傳承，也讓瀕危語
言的復振露出一線曙光。透過政府單位與族人共同守護及復育語言，豐富呈現各族
文明的多樣性，將有利於原住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讓原住民族文化光采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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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阿魯哇族語言流失與復振
文‧ 圖∕邱英哲

臺

灣原住民族原有「9 族」
，行政院自 2001 8 月 8 日公告邵族為第 10 族以來，已
陸續公告正名了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及賽德克族，最新核定的

兩族是2014 年6 月26 日公布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為第15 族與第16 族。
鄒族自日治時期以來，被區分為北鄒、南鄒，北鄒指居住在嘉義縣阿里山鄉的
鄒族（以下簡稱鄒族），南鄒指現居今高雄市那瑪夏區的 Kanakanavu（卡那卡那富）
和桃源區的 Hla’
alua（拉阿魯哇）
； 習慣上即籠統地把這三支族群稱為「鄒族」。本文
分別介紹 Hla’alua 族之族裔結構、族屬認定、語言系譜以及 3 種語言之比較，並調
查語言流失的現況及原因。

南島語系與拉語的關聯性
臺灣原住民族所使用的語言歸屬
「南島語系（Austronesia）」，該語系之
分布東起智利復活島，西至非洲馬達
加斯加島，北起臺灣，南抵紐西蘭，
涵蓋了東南亞、新幾內亞、大洋洲等
地。
依據Ethnologue（2005c）統計共有

1,268 種語言，人口2 億5,000 萬；南島
語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語族，依據考
古學的推測，西元前 4,000 年自臺灣
向南遷徙，經過菲律賓、婆羅洲分別

（本圖參考Ethnologue（2005c）
，筆者略作增修）

擴及到現今的範圍（何大安等，2000）。根據語言學家在音韻和句法上的研究，發
現臺灣原住民族語言保存了早期南島語的特徵，因此推論要比臺灣以外的南島語來
得更為古老。歸納出南島語系的語言系譜可分為 12 個次語系（包含 1 個尚未分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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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達格蘭語）
，其中有 11 個次語系的 20 種語言都在臺灣（參考自 Ethnologue,2005c，
筆者已略為刪修。見圖），其他 1,248 種語言則均歸屬馬來波里尼西亞語系 1
（Malayo-Polynesian）。
由該語言系譜，反映出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現象的特殊性，國內外學術界一致認
為臺灣原住民族的語言，在研究整個南島民族的起源、遷移路線等方面，有很高之
學術價值（李壬癸，1995b）。雖然學術界對於南島語系的語言系譜尚有其他的歸類
型態，但亦相去不遠，毫無削減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的特殊性與重要性。
有關拉語、卡語與鄒語的系譜，歸納有以下4 種：
（一）單一鄒語，不分群（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1899）。
（二）單一鄒語，三種方言： 認為拉語和卡語為鄒語之方言，而非獨立的語言
（費羅禮，1969）。
（三）二種鄒語： 認為拉語和卡語兩種語言間的「差異不大」
（張雅音，2003）
，
種語言「顯然相當接近」
（ 壬癸，2005）
，同屬次方言，但均 51 與鄒語無法溝通；
拉語、卡語和鄒語分屬南鄒語、北鄒語。
（四）三種語言：分別為 3 個獨立不同的語言，在語彙、構詞及語法上均有顯著
的差異（小川尚義，1935；Tsuchida, 1976； 李壬癸，1997b； 蔡恪恕，1999）
，故各
給予3 語獨立之語言地位。
事實上，分別使用拉語、卡語或鄒語的人相互之間並無法交談，詞彙存在極大
的差異，發音也各有特殊性，3 語無法相互理解或溝通（李壬癸，1999； 蔡恪恕，

1999； 王嵩山等，2001），經筆者初步嘗試比較（見 Swadesh 基本詞彙表）並詢訪 3
族之耆老、族語教材主編、族語老師所知，拉語和卡語 2 種語言估計約有 50％的語
彙近似，3 種語言之間則完全無法溝通交談（據悉僅有一種古調可以用吟唱的方式
溝通，昔日老人家尚有人可以吟唱對談，即使目前仍有人會模仿吟唱，但現今已無
人能懂其意）。惟是否僅屬「方言」2 而非「獨立語言」，尚有待語言學家就理論層
面進一步釐清。
三族的基本詞彙比較：除了人稱代名詞、親屬稱謂和數詞之外，另參考Swadesh

List 中 207 個基本詞彙 3（Swadesh, 1952、1972）選錄詞彙（見表 1），俾以初步分析 3
種語言詞彙間之親疏關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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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desh 基本詞彙表（選錄）
（表1）
詞彙
語別

鄒語

卡那卡富語

拉阿魯哇語

1 頭

Fnguu

navun

vungu’u

2 頭髮

Fuefi

vukuusu

vukuu

3 眼睛

Mcoo

vo’in

vulaihli

4 耳朵

Koyu

tuuku

calinga

5 鼻子

Ngucu

tanguca

Nguunguru

6 巫醫

yoifo

’uluvu

’uluvu

7 小矮人

sayuc’u

kavurua

kavurua

8 住屋

emoo

taanaasa

Salia

9 月亮

feohu

vuany

vulahlu

10 星星

congeoha

tamtasai

‘acangerahla

11 男子聚會所

kuba

cakuaru

tapuhlaihlia

12 頭目

peongsi

kapitaanu

kapitaanu

13 勇士

maotono

maintasʉ

Vasʉcʉ

14 我

a’o

iku

ihlaku

15 祖父、外祖父

ak’i

taamu nannaky

papu’u hlahlusa

16 祖母、外祖母

ba’i

taamu sarunai

papu’u ahlaina

17 爸爸（直稱）

amo

cuma

kaamu

18 媽媽（直稱）

ino

cina

kainu

筆者將字表內詞彙探詢拉族耆老，而將 3 種語言予以區辨： 若聽其音可辨其義
者，則視為「相同字」或「極相似字」
，以粗斜體字表示； 若可推估 2 種語詞應屬同
源者，則視為「相似字」或「同源字」，以粗體字表示； 若完全無關者視為「相異
字」。筆者歸納發現，拉語和卡語的「相同字或極相似字」達 3 成，遠高於卡語和鄒
語以及拉語和鄒語的「相同字或極相似字」比率；3 種語言「相似字或同源字」的比
率則各占 1 成強；3 種語言的「相異字」比率分別為： 拉語與卡語差異為 53.75％，
拉語與鄒語差異為 86.25％。可看出拉語和卡語間的差異小於沙語和鄒語以及卡語
和鄒語的差異（85％）
，參考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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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比較表（表2）
比較
語別

相同字
或極相似字

相似字
或同源字

相異字

合計

拉語vs.卡語

25

31.25％

12

15％

43

53.75％

80（100％）

拉語vs.鄒語

0

0％

11

13.75％

69

86.25％

80（100％）

卡語vs.鄒語

1

1.25％

11

13.75％

68

85％

80（100％）

Hla’
alua 語流失的原因與現況
筆者初步觀察，除了受到 80 年前布農族大量移入，拉語被布農語逐漸取代之
外，尚有長期的單一「國語」政策的影響，以及近 50 年來外來人口的漢語方言、教
育政策、媒體傳播等因素之影響，分述如後：

（一）布農語強勢輸入的影響
全臺灣拉族的聚居地在高雄市桃源區（約占 64.56 ％）以及那瑪夏區（約占

35.44％），桃源區的拉族又有 63.91％居住在高中里，自稱「Hla’alua」，部分族人於
1931 至1936 年間遷徙至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達卡努瓦里居住。
5
口傳部分的拉族大約於 200 多年前自東方的「Hlahlunga」
遷居而來到桃源區全

境，東抵寶來溪，西達楠梓仙溪和荖濃溪分水嶺，與卡族相接，北及拉克斯溪，與
鄒族達邦社相銜，南至六龜里6 土壟灣（劉斌雄，1969）附近（今興龍村）。
拉族是最早定居於此區域之族群，簡言之，高中里是全國拉族人口最多的聚
居地； 然而布農族自日治前、中、後期均大量遷入桃源區，高中里亦不例外，強
勢語言輸入逐漸使得弱勢語言轉移或弱
化，造成拉族在高中里的人口比例僅占

22.28 ％，能使用拉語做為日常生活溝
通語言能力者，依賴建戎（ 2004 ）調查
僅占 60.61 ﹪，能使用布農語做為日常
生活溝通語言能力者，卻占 94.95 ﹪。
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興中國小，是全國拉阿魯哇學童
密度最高的小學，學校利用晨間時間學習Hla'alua語。

惟筆者田野調查發現，可以使用拉語
者，遠比 60.61 ％少。究竟拉族還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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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語做為日常用語者還有多少比例？Aluvai（女，1947 年生，二分之一拉族、二分
之一布農族7 ）表示：
我們這裏很少人講 Hla’
alua kai8 ，講了也沒人聽懂 ……。布農族都講布農話，
不然就講國語，不可能講 Hla’alua 的話。如果都是 Hla’alua 的在一起聊天，可
能就會講了。現在年輕人都不會laupai9 ！
筆者針對 Hla’
alua 語的使用時機「Hla’alua 在一起聊天，可能就會講了」以及使
用年齡層「現在年輕人都不會了」等情況以及比例，進一步探詢，Ika（女，1968 年
生，布沙族: ）表示：
「Hla’alua 在一起的時候也不一定講啦，40 歲以上的可能還會說一點，40 歲以
下可能只會聽一點點。如果我們和布農族在聊天，旁邊有一個 Hla’
alua 經過，
他可能就會用 Hla’alua 問我在聊什麼，我有時就會用 Hla’alua 回他，可是我也
不太會講啦。就算在「過河」那
邊， Hla ’alua 的人也都用布農話
啊！」
「過河」即指美蘭社，美蘭社是
貝神祭的「發源地」，具有一定程度
意義的指標性，受訪者現居美蘭社，
表達美蘭社的拉族也都講布農語的情
況，似不足為奇。住在美蘭社的 Ingu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持搶救族語之宣誓與揭牌，以實際
行動搶救瀕危語言。

（女，1970 年生，拉族）當著先生的面，語帶戲謔地說： 我老公剛剛說自己是純鄒
族的，其實他才不是純種 du;！ 我公公是Tavavulana< 是純Hla’
alua，但是我婆婆是從
北鄒湯家來的。我才是純的 Hla’alua，我是 Salapuana=。…… 我和我老公都不會說

Hla’alua 的話，因為小時候爸爸媽媽就跟我說布農話 ……。我哥哥姐姐應該會講一
點，我有一個姐姐比較會講，她嫁到民權>，現在是民權的Hla’
alua 族語老師。
拉族在日治時期以前就已和外族通婚頻繁，統計劉斌雄 1963 年的田野調查資
料（1969）以及賴建戎 2003 年的調查資料（2004）顯示，同為拉族間之婚嫁比率，
從44％ 為18.18％，拉族與布農族之婚嫁比率，從48％升高至57.95％，整體統計拉
族與非拉族之婚嫁比率，從 40 年前的 5 成 6; ，迄 2003 年已高達 8 成 1< 。Apu（女，

1945 年生，沙布族）表示：

8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六期

我也是美蘭社的 Hla’
alua 沒錯，因為我爸爸是 Hla’alua，我媽媽是 Bunun paiA，

2 種話我都會。…… 我嫁給布農族的，小孩子當然就都是布農族 kai。他們（小
孩子們）都會說布農族的話，有的會多一點，有的會少一點，Hla’alua 的話就
不行講。
因為拉族和布農族同屬父系繼嗣社會，族屬以從父認定為原則，收養亦同，
招贅則從母。至於父母異族通婚，在家庭語言的使用上呈現什麼樣的狀況？Aluvai
（女，1947 年生，沙布族）回想說：
我媽媽是布農族，都講 Bunun，我爸爸是 Hla’
alua，但也跟著講 Bunun； 有時候
我們也會講 Hla’
alua 的話，…… 都混著講了啦，因為爸爸是 Hla’alua kai！ 但是
這裏的人大部分都講Bunun 啦！
據族語老師游仁貴表示，拉族男性所娶的布農族婦女，有史以來僅有 2 位會講
拉語，1 位已經過世，另一位即為游師母。由上述 2 個例子可以得知，即使布農族
婦女嫁給拉族男性，家庭語言幾乎都不會「從父」使用拉語，反而是「從母」使用
布農語。然而拉族婦女給布農族男性，家庭語言則「從父」使用布農語。
目前高中里有基督教長老教會以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高中里大部分村民的宗
教信仰為基督教，且多數參與長老教會活動 = 。筆者於 2007 年 7 月 29 日星期日上午
參與高中里基督教長老教會主日禮拜，參與人數統計有 74 人，30 歲以下者估計 20
人約占三之一左右，族別以布農族居多，拉族、漢族及其他族裔均極為少數，主
日禮拜程序單雖以漢字列印，惟從「奏 」
、
「宣召」
、
「聖詩」
、
「主禱文」一直到「頌
榮」
、
「祝禱」等等，不論是牧師、長老或執事，全程均使用布農語，偶有極少片段
字句翻譯成漢語者，但並不成比例。難怪 Caupu（男，1979 年生，四分之一拉族）
提醒：「你去教堂看看！ 你聽他們講布農語的情況，會發覺這裏的布農語似乎不像
是要滅亡的語言！」
另外，筆者於 2008 年 4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參與「高雄縣桃源鄉 97 年度鄒族（沙
阿魯阿）宗親會」會議，與會者均為拉族成員，與會人數計約 50 人，50 歲以上之長
者，幾乎全程使用布農語發言。

2008 年 7 月 12 日拉族耆老教導較年長的族人練習貝神祭的舞蹈及歌曲時，亦大
都以布農語交談。對應於賴建戎（2004）之抽樣調查，拉族有 94.95％具有「能使用
布農語做為日常生活溝通語言能力」，與使用國語者之比例相同。布農語似乎已在

拉阿魯哇族語言流失與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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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阿魯哇族的傳統祭儀貝神祭。

高中里成為社區、部落語言，語言同化現象似乎僅出現在拉族的拉語； 惟就筆者
訪視及田野調查結果，具有講族語能力者，並不意謂著是使用族語做為日常生活
用語，而是轉用國語者為多，況且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甚至已喪失使用布農語的能
力。布農語與拉語相對於國語，均同屬弱勢語言，只是拉語相對上更為弱勢罷了。

（二）長期單一「國語」政策的影響
臺灣光復 60 年來，迄今的教育政策仍以漢族為中心，並以國語為官方語言、
教育語言，除了「國語」之外的語言和文化，均快速消逝中。長期推動的單一「國
語」政策，配合統一的制式教育體制，國語成為家庭語言，限制了弱勢語言的生存
和發展；加上學童因為學校國語教育以及大眾傳播媒體普及等因素，而不再使用族
語，更使得長輩被迫放棄使用族語溝通。據調查（賴建戎，2004）能使用漢語做為
日常生活溝通語言能力者，占 94.95％。上一代的祖父母能否在家裡和下一代孫子
輩使用拉語？Aluvai（女，1947 年生，拉布族）表示：
小孩子都不會聽 Hla ’alua 的話了，怎麼可能會講？ 跟他們講他們都不會聽

laupai！…… 布農族的話也一樣。學校教國語、老師講國語，電視新聞、卡通
也都講國語，所以我們都要學國語來叫他們，他們很皮du……。
當筆者提及長期的單一國語政策對族語造成何種影響時，Urunganu（男，1957
年生，拉族）雖然覺得族語流失嚴重，確有復振的重要性，但仍表示有一種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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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語言亦屬必要： 以前的老人家
有受日本教育都說日本話，不會講國
語，我們都聽不懂。現在每個人都讀
書，怎麼可能不會講國語？我記得小時
候 6 歲的時候，有看到學者模樣的人 >
我們「過河」那邊問老人家問題，一直
暑期開設族語班，老人家也來學習如何用羅馬字母拼
寫族語。

問一直問，然後趴在桌上一直記一直
記，我們小孩子在旁邊聽都聽不懂，
大人他們都講日本話。現在你們來，
跟我們一樣都嘛講國語，隴共款。

Apu（女， 1945 年生，拉布族）則
表示，雖然她身為拉族，但不得不適
應大環境之變化。小孩子學好國語、
英語比較重要。 Amahlu（男， 1948 年
拉阿魯哇族以師徒制方式推動族語。

生，拉族）則因為非常關心 Hla’alua 的

語言、文化發展，因此有著比較憂心的看法：
會講 Hla’
alua 話的人已經沒剩幾個人了，再不趕快想辦法救，就來不及了。大
家都講國語，沒人要再講母語，我實在很擔心 …… 我覺得從國小開始學母語
都太慢了，但是父母親自己都不會講了，應該要怎樣讓小朋友開始接觸母語
呢？ 我想了一下，應該從托兒所就開始，我們宗親會應該來想辦法，如何讓
政府來幫我們辦一個托兒所，裏面的老師全部都講母語，這樣小朋友就會母語
了，然後再讓幼稚園也繼續講母語。

Amahlu 提出的正是「完全沉浸式課程」以及「語言巢」的觀念：從托兒所開始即
完全使用族語，該批學童進入幼稚園之後，即繼續施以族語教學，再妥善與義務教
育體系銜接。最有名的案例即紐西蘭毛利語和夏威夷的語言巢模式。此為公認的最
佳方法，但是地方社區需要有足夠的族語使用者，才得以成功營造「沉浸」的環境。

（三）外來人口語言的影響
自日治時期結束以來，平地人入山者眾，原住民已有極多接觸平地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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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國民義務教育的普及，原住民下山就學或工作的情況普遍。筆者觀察高中村家
庭，可以聽聞家家戶戶電視機播放著國語新聞、國語幼兒頻道以及時下名氣遠播的

8 點檔河洛語連續劇，國語及河洛語的影響不可小覷。
街頭巷尾可聽聞老人家勉強使用著國語和幼童溝通，幼童則因為學校教育的關
係，完全以國語回應。近 50 年來外來人口以及語言（方言）的深入同化，也造成不
小的影響。什麼時機和空間讓族人有學習國語方言的機會？Dahai（男，1975 年生，
二分之一拉布族、二分之一平埔族）以河洛語開玩笑地說：
「我 le 台中做鐵仔工 ? ，
@
不會講哪e-sai？ 會被欺負du！ 而且去當兵一下子，每天講就都學會的啦。」

筆者明顯可以聽出 Dahai 的河洛語有習得的口音，卻聽不出來 Caupu（男，1979
年生，四分之一拉族）的河洛語有任何特異的腔調，Caupu 表示：
我外公是 Hla’alua，外婆是布農族，所以媽媽 2 種話都會講。我布農話只會聽
一點點， Hla ’alua 就不會了。但是我有在學啦！…… 我國中、高中、大學都
在平地唸，宿舍每天都嘛在講台語！ 每天講就變得很會講了。…… 高中村的

Hla’alua 比布農族更會講台語A 。
很多人認為原住民語只要每天講，就會講了，看似很簡單的道理，實務上卻異
常困難。現階段的教育體制如何容納（容忍）
「每天講族語」的機制？ 原住民族學生
在相對資源較少的情況下，不但要面臨升學考試壓力，又必須配合政策硬背生硬、
日常生活無法運用的會話，況且在短短 1 堂課 40 分鐘之內，又該如何有良善的學習
效果？
檢視 96 年度第 1 次原住民族學生族語能力考試，計有 10,102 人報考，合格人數
計 6596 人。拉族僅 6 人報名，為 43 方言別中報名人數最少者，3 人合格，占總合格
人數之 0.045％。第 2 次考試計有 15,133 人報考，合格人數 9,751 人。拉族一樣僅 6 人
報名，4 人合格，占總合格人數之0.041％。
至於用以取得族語教師資格的「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96 年度計有 2440 人
報考，合格人數 923 人； 雖然由各原住民族語言及方言別整體觀之，20 歲以下之合
格率僅13％，整體原住民族年輕人的族語能力堪慮；最令筆者擔憂的是沙族竟然無
人報名「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這也是拉族族語認證委員游仁貴老師一直掛心
族語復振與教學無以為繼之處。現今拉阿魯哇族已經正名，相信未來會積極強化族
群認同，凝聚族人族群共識，對於日後族語的推動會更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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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本文摘錄其發表〈語言流失與復振： 以高中村
Hla’alua 人為例〉碩士論文）

注釋
1 包括蘭嶼的達悟語。
2 有關「語言（language）」和「方言（dialect）」的差異，語言學者強調語言相同之處，屬客觀的指標； 社會學
者或政治學者則強調語言差異的部分，認為應依當事人主觀之認定（Howell，2000）。
3 Swadesh List 亦另有200 個基本詞彙的版本。
4 族語資料，主要係參考：何大安，1997；李壬癸，1992b、1997b；謝繼昌等，2002；齊莉莎，2000；小島
由道，2001[1918]:245-269；蔡恪恕，1999；張雅音，2001。
5 意為東方太陽昇起之地，傳說位於臺東縣海端鄉新武呂溪上游一帶。
6 行政區沿革：1901 年為蕃薯寮廳六龜里庄，1909 年改隸為阿猴廳六龜里支廳，1920 年為高雄州屏東郡六龜
庄，1932 年改為高雄州旗山郡六龜庄。光復後廢庄改鄉。
； 若父親為布農族，母親為拉族者，則稱「布鄒族」。本文以下均使用類此
7 族人戲謔性地自稱為「鄒布族」
簡稱。筆者為了便於在本文予以區辨阿里山鄒族，故「鄒布族」改稱為「拉布族」
，
「布鄒族」改稱為「布拉
族」。
8 部落內布農語之語尾慣用詞，表感嘆之意。
9 部落內布農語之語尾慣用詞，用來轉折語氣，原為「aupai」、「apai」，因接於漢語「了」之後，產生音便現
象「laupai」。
「我也是鄒族！」
: Ika 對筆者自述：
; 48％＋8％＝56％。
< 57.95％＋23.87％＝81.82％。
（賴建戎2004:44）
= 基督教長老教會約占66.67％；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約占12.12％。
> 劉斌雄（1969：67）記載田野調查時間為 1963 年 11 月 14 日至 1964 年 1 月 28 日，並於「沙阿魯阿族的社會組
織」文首感謝「…… 美瓏社的余茂吉、廖新玉 ……」
，該二人分別為 Urunganu 之祖父及叔公，研判 Urunganu
看到的學者應即為劉斌雄。
? 指營建工程之鋼筋工。
@ 此句話「融合」了國語、河洛語、布農語之語尾助詞（du）以及原住民的語尾音（的啦）。
A 有關誰比較會講河洛語乙事，亦有另一個插曲：筆者於 2007 年 8 月 23-24 日與沙族成員參加阿里山樂野部落
，阿里山鄒族拿講河洛語有異腔來開沙族的玩笑，並對筆者說：
的「全國鄒族社群Lalauya 楓葉盃籃球聯賽」
alua 講的臺語都有一個腔調，我們鄒族講的臺語就和臺灣人一樣，完全沒有腔調。你會
「你聽！ 你聽！Hla’
講臺語，你自己說說看是不是這樣？」其實就筆者聽起來，年輕族人的河洛語幾乎聽不出來有何怪異的腔
調了，反而是筆者自己的河洛語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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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2

卡那卡那富「正名」原由與語言的殊異性
文∕孔岳中Pani Kanapaniana

政院於 2014 年

行6

月 26 日召開

「正名茶會」，由行政
院院長江宜樺宣布，
臺灣原住民族兩個新
的族群誕生了，即第

15 族的拉阿魯哇，第
16 族的卡那卡那富。
經媒體報導後，多數
人對這兩個新的民族

卡那卡那富族人為正名辦理論壇。
（圖片來源∕孔岳中）

頗感陌生，尤其對於背景、位置、人文、正名原因等所知不多。筆者忝為卡那卡那
富族人，長期從事族語詞典及教材的編輯，也不時記錄本族的文史點滴，就以長年
的研究與經驗來略述卡那卡那富卡正名原由與他族語言的相異性。

被統稱為「鄒族」的歷史脈絡
卡那卡那富族的發音是 Kanakanavu 1 ，也是族人的自稱，源自 Kanavu ，本詞
彙的前綴 ka- 在本族語有「住或屬於」的意思，navu 又源自 kanavunavu 桂竹的詞根

navu，所以推斷我們的祖先曾經住在有桂竹的地方，為了區辨我群或他群，就自稱
Kanavu，就是「居住或屬於有桂竹地方的人」，本族的語言習慣，當表達複數時，
經常以重疊詞表述，Kanakanavu 即為Kanavu 的重疊詞。
在沒有自成一族之前，卡那卡那富與拉阿魯哇被統稱為「鄒族」，自有文字記
錄以來，有過阿里山番、阿里山社、曹族的稱呼，1998 年 11 月 6 日更名為鄒族。
名稱無論如何更迭，我們始終被淹沒在「鄒」的總稱裡面，文獻史料的記錄也大多
以阿里山鄒為中心做論述，記錄我族的非常零星又欠完整，直至近年學界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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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鄒族」的說法。
北鄒族指的是分布於嘉義縣阿里山鄉之達邦、樂野、來吉、里佳、山美、新
美、茶山等 7 個村，另有少數人住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久美社區，過去有四大亞
群，即達邦（Tapangu）
、特富野（Tfuya）
、鹿富都（Luhtu）
、伊母祝（Imucu）群，使
用的語言為阿里山鄒語。
南鄒族有兩個族群，拉阿魯哇與卡那卡那富群。拉阿魯哇目前人口約近 500
人，分布於高雄市桃源區之桃源里與高中里，少部分住那瑪夏區瑪雅里。文獻記載
裡被稱為內攸（優）或四社番，他們自稱Hla’
alua。
卡那卡那富人除少數因工作或兒女就學問題遷居都市外，多數人集中於高雄市
那瑪夏區的達卡努瓦里及瑪雅里，是由 17 個家族匯集而成的族群，目前人口約 500
餘人。

卡那卡那富族的起源
卡那卡那富族源自何處？ 如何輾轉遷移至現居地？ 大致有「東來說」與「西來
說」兩種說法。

一、東來說，即東方高山發源說：
此一說法亦有幾種版本，如日本學者佐山融
吉於 1915 年曾有以下的紀錄「卡那卡那富曾經住
在 Nacunga（日據時代臺東廳管轄區內，內本鹿
社之東）。後來有 Napa’angana 家族的人，帶了一
隻母狗出去打獵，在行經 natanasa（本族語，舊社
或舊家之意）時生了小狗，於是他把母狗和小狗
一起帶回家。但是，母狗卻又帶著小狗自行跑到

natanasa，他只好去將牠們帶回家。
可是，這些狗再度跑到 natanasa。如此幾次，

日治時期卡那卡那富族聚會所及人物
群像。
（圖片來源∕孔岳中）

Napa’angana 的人乾脆搬到 natanasa 去住。後來有
Namaitana 和 Rukuana 的人也搬到 natanasa 去住，而且從 Nacunga 帶女人過去組織家
庭，於是建立了一個社。此後，人口漸多而形成一個大聚落」。

卡那卡那富「正名」原由與語言的殊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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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族耆老回憶，文中所提 natanasa 指的就是本族現居地的那瑪夏區境內的東
南方「藤苞山」周邊。又據另一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於 1935 年之調查指出：「卡那
卡那富族人之故地為荖濃溪的遙遠東方之 Nacunga 其地，這是 Patokoa（小關山，本
族人亦有稱 Patukuana）那方向，在其東方之土」。以上兩者的記錄，都不約而同的
提到 Nacunga 此地名。耆老表示曾聽聞，且表示是在太陽出現的那個方向即東方。
若再從荷領時期之番社戶口表記錄，1647 年就已經出現「簡仔霧社」
（Kanavu，河
洛語發音）有37 戶157 人，這個聚落應當就是Natanasa。換言之，離開了中央山脈關
山東邊的祖居地Nacunga 許久之後，在400 年前就已經盤據在藤包山周邊。

二、西來說，即嘉南平原發源說：
卡那卡那富祖先，原居住於嘉南平原，耕作、狩獵、捕魚，過著安和樂利，無
憂無慮的生活。後來大陸漢民渡海來臺開墾，以及西班牙、荷蘭人相繼入侵，尤其
明末鄭成功率眾入境，漢民族激增，讓原住民離開嘉南平原，本族先祖生活環境受
嚴重威脅，於是全族大遷徙。先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欲往屏東平原伸展，但屏東
平原已為他族群所佔，無奈折回。在遷移的路途中，大約走到今臺南市楠西區時，
有一群人與卡那卡那富祖先分手而往旗山方向走去，這群人就是今拉阿魯哇人的祖
先。族人繼續溯楠梓仙溪北進，行經甲仙、阿里關，有部分族人滯留此地耕作定
居，唯多數族人仍繼續北上，到達小林平台點算人數，約有800 餘人。
最後抵達藤苞山，到此高地，率眾的長老們眺望全境毫無人煙，地形四面環
山，內面寬廣，山坡平緩，平台眾多，又有楠仔仙溪從中緩緩流穿，且有許多支流
匯集，認為是未來耕墾發展最好的環境，於是選定為最終的居住地。
以上東來與西來的說法迴然不同，或者此兩個方向均曾發生，只是先後的問
題。相同的是，最終都來到那瑪夏區的藤包山，且居住的時間最少有 400 年以上，
無疑是此區域的先住民。楠仔仙溪的中譯名源自本族語對此溪的命名 Namaasia，行
政區域劃分後，歷經瑪雅鄉、三民鄉、那瑪夏鄉，縣市合併後稱那瑪夏區。

正名的序曲與他族的相異性
在這漫長的時光裡，交通與資訊不發達，雖然我們很早就被不同的政權歸
類為阿里山社（番）或曹族，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很在意的事，因彼此間都有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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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稱呼方式。我們稱呼阿里山鄒族為 Tapangu（「達邦」是地名也指涉住該區域的
人）
，他們稱呼我們為 Taivuanu。我們稱呼拉阿魯哇人為 Na’
aarua，他們稱呼我們為

Kanakanavu，有傳統的結盟關係，情誼深厚，彼此珍視對方。1998 年由阿里山曹族
發動更名為「鄒族」
，此事對卡族與拉族來說是「正名」意念的緣起。最早日月潭的
「邵族」也曾被歸類在鄒∕曹族，2001 年 8 月 8 日經政府承認為獨立的族群，讓卡、
拉兩族進一步檢視自己是誰？

2 0 0 1 年 開 始 ， 政 府 推 動「 族
語認證」考試，我們雖被統稱為鄒
族，但是三個族群各自有自己的語
言，一般人對曹或鄒，可能只是發
音上的略異，但是對我們來說關係
到對「人」的說法，鄒、卡、拉分
別的說法是 cou∕cau∕cucu’
u，鄒接
近 cou 的音； 曹接近 cau 的音，既然
孔岳中參與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成果發表會。
（圖片來源∕孔岳中）

稱鄒，那就是指阿里山鄒，我們認
為應回歸到彼此的自稱。三者在一
起沒有共同的語言，只能用「華語」
對話，這在族別分類上是個弔詭的
事情，所以在認證考試上，就出現
阿里山鄒語、卡那卡那富鄒語，以
及拉阿魯哇鄒語等。
除了歷史想像、源流傳說、遷
徙路線、居住地點及語言相異外，

孔岳中編輯卡那卡那富族語言教材。
（圖片來源∕孔岳中）

再檢視其他文化慣俗方面的異同。

三個族都有相似的「聚會所」，其傳統功能或有雷同之處，但名稱完全不同，鄒、
卡、拉各自的專詞為 Kuba ∕ Cakuru ∕ Tapuhlaihlia 。祭典儀式最能表現各自文化的
特徵，三個族目前還在延續舉辦的祭典，鄒族有「Mayasvi 戰祭」、「Homiyaya 收穫
祭」
； 卡族有「Mikongu 小米祭」
、
「Pasikarai 河祭」
； 拉族為「Miatungusu 聖貝祭」
，以
上的祭典各自有不同的流程及詮釋。在舉辦祭典時，我們經常相互邀請對方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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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卡那卡那富族河祭。
（圖片來源∕孔岳中）

禮，雖然被稱為是同族的，受邀來賓也僅只能旁觀，要入列參與那可是犯大忌。
在社會關係上，鄒族有傳統的大社（hosa）系統，卡、拉兩族均不曾是該系統
所屬，卡族比較強調家氏族的觀念。傳統服飾幾乎相同，外人難以辨認。的確，尤
其鄒、卡之間，這是互相模仿的結果。卡族在正名成功之後，已在服飾的樣式、圖
案、色彩等，尋求傳統的本樣，盼能一目了然。外觀的體相與輪廓，也是大家所感
興趣的，一般人對鄒族的印象是五官深邃而明顯，平均身材略高，部分鄒人的樣貌
還有點外國人的模樣。而卡、拉之間的體相與輪廓非常相近，兩族在一起若未開口
說族語，外人幾乎辨認不出來。

正名後的挑戰與族語復振
卡那卡那富族現在已然是獨立的民族，在經歷長年被同化的狀況下，獨立後當
然面臨諸多的挑戰，例如：

一、族語瀕危，有消失、瓦解的險境。近年來本族小朋友參加各級與語言相關
的競賽，均有優異的成績，但還不足以成為生活的語言，尤其現在正擔任父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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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已不使用族語，致學
生的學習成果，缺乏實際
運用的環境。

二、人口太少，有被
稀釋或同化的困境。在那
瑪夏區本族人口僅佔兩
成，必須與他族通婚，致
語言文化加速消失，此類
情況，未來只會增加，不
會減少。所以以本族為主

為延續本族語言，孔岳中者安排研究生為族語編纂訪問本族耆老。
（圖片來源∕孔岳中）

幹的傳承工作，需更加細膩與顯明。

三、彼此關係逐漸淡化，親族系統模糊不清。正名後要面對新的戶口登記，我
們希望趁戶口登記時，回復自己的家族名稱，期對民族的發展帶來正面功能。

四、以本族為中心的系列知識系統必須建立。因之前我們是鄒族，文獻史料當
然以鄒為主，既為獨立的民族，當建立屬我族的知識系統，使傳統的智慧綿延下
去，並以此基礎創作新而符合時代的文化面向。

五、民族邊界問題，需與各界協調釐清。我們與別的族群混居於一地，人口又
相對少很多，在申辦正名的過程中，行政單位憂慮，我們會不會淪為沒有領域的民
族？ 本族遷徙的過程如前述，先來後到原則，我們主張現在的行政區域，就是卡
那卡那富族的生活領域。此主張當然要與相關族群以理性與互利原則做協商。
歷史的安排，讓我們當了百餘年的阿里山社（番）、曹與鄒族，也讓我們在此
安排下，自然的聯繫與互相學習。鄒族人口比我們眾多，但是他們經常禮讓卡、拉
兩族，正名協商過程中，初始很多人表示不捨，最後表達祝福與情誼永固，感謝他
們。未來的路我們自己走，也必然要承擔未來的挑戰。
（本文作者為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卡那卡那富鄒語編篡老師。）

注釋
1 文中出現的英文字樣，均為本族語言的書寫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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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3

從卑南族南王部落兒歌談語言復育
文∕林志興Agilasay Pakawyan

語

言、音樂與服飾裝扮相同，都是文化最外顯的部分，在族群交流的場域裡，
最先接觸入眼的必是服飾與裝扮的意象，最先入耳聽到的必是說話的口音，

而表達善意或誇示自己的文化時，音樂舞蹈就扮演了更重要的功能。
學校強力干擾族語的發展，社會鼓勵學習新語言和文化，使小孩很快地聽不懂
耳畔母親呢喃的搖藍曲，小孩之間的語言遊戲內容換成了新的唱遊，在此一情形
下，原住民的兒歌應是最先遺忘而被外來文化所替代的部分。
然而，自從 1980 年代以後，原住民議題與文化復振的願望抬頭之後，原住民
文化的探索與重建有如星星之火熱烈地撩起，在原住民藝術美學當中，最具吸引力
的音樂舞蹈可以說是表現最活潑的一環，在生活、藝術、經濟活動、政治慶典的領
域（謝世忠 1994），甚至外交的領域，處處能見到原住民歌舞的展演。可是做為音
樂之芽或音樂之母的兒歌，卻始終乏人問津。
即使是學術研究工作中，研究者也寥寥可數。像已成為日據時期研究原住民音
樂最具權威的黑澤隆朝先生，其著作中也少見童謠或兒歌，即使在他的原住民音樂
分類裡，我們也會發現也僅在慶典歌類下立了未成年之歌的小類別而已。（轉引自
林桂枝1998:49）

卑南族及南王部落簡介
卑南族是個人口極少的族群，至1998 年底止，總戶數已有5,413 戶，人口約2 萬
人，位居臺灣原住民族之第五順位，可謂少數中的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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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卑南族傳統的居
住地，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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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個聚落，而 1930 年原卑南社人遷居南王里的時候，社中有
一部分人則遷往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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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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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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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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族全部僅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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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籃、飲酒、打獵、收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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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王部落的兒歌
南王部落的兒歌，就如同筆者在前言中所述，是卑南族音樂文化當中，最早流
失的部分，現在在南王的日常生活當中，已難得能聽到有人歌唱，偶然有人唱出，
也都是年逾 60 以上的老人偶然之興，兒歌由 60 以上返老返童的老人家來唱，看似
有趣，實則悲哀。本應由少年自己來唱的少年年祭之歌，在祭典的時候，我們會看
到一、二位長老代唱的畫面，即使代唱的長老，也往往是拿著一本小小的筆記本看
著唱，所以南王部落的小孩之歌，已經被現代文明逼到快要絕滅的角落，只有很少
的時候，很少的老人想起它們的時候才唱。
不過，幸好，有些前輩學者曾經做過一些採集與研究的工作，協助了記憶的喚
起，經由爬梳他們的著作，可以提供我們認識南王部落的兒歌。
就筆者所知，含有卑南族音樂資料之文獻，有《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黑澤隆
朝、許常惠、呂炳川、林信來及洪國勝、錢善華等人之研究。但《蕃族慣習調查
報告書》所錄者（1916:341-349）
，僅有獵祭時 payrayraw 片假名的歌詞，無兒歌之採
錄。而筆者未能收集到黑澤隆朝之研究，但曾詢問過林信來先生，據他告知黑澤之
著作很少提到兒歌。而許常惠先生諸多發表過的文獻中，筆者亦未見到有關卑南族
兒歌方面的論述及呈現。但呂炳川、林信來的研究中，則紀錄了一些卑南族兒歌，
而且包括了南王部落的兒歌。洪國勝、錢善華兩位之卑南族童謠採集研究，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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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迄今為止，收集卑南族兒歌最豐富之研究，是極值得參考的文獻資料。
對南王部落的卑南族人而言，takubakuban（少年組）以前的所唱的歌都算是小
孩子的歌。
如果按卑南族人的標準來看，卑南族的兒歌應該包括如下的三個範疇： 少年
祭儀之歌、搖藍曲、兒歌。其中，少年祭儀之歌，由於南王部落有特別的少年會所
制度之故，所伴隨而生的祭儀與日常歌曲，恐怕是其他族群所少有的特色。雖然在
卑南人的語言表現中，講到少年祭儀所特有的歌曲時，會直接說那是少年會所的歌
（snay Da takutakuban）
，可是總的來看，卑南成人們，仍是把少年組的成員們看成是
未成年的小孩，所以少年會所的祭儀用歌，仍然歸入兒歌的範疇裡。依此而言，南
王卑南族人的兒歌，應含下列的類別：

一、maenen（哄小孩之歌，即搖籃曲）
搖籃曲又可分為下列兩種：

1. 大人唱給小孩的哄小孩之歌，周作人稱為母歌（朱介凡1982）
2. 大孩子唱給小孩子的哄小孩之歌
二、snay Da lalak（小孩之歌，兒歌）

1. 遊戲歌：配合遊戲所唱的歌
2. 敘述歌：敘述事情、願望和抒發情緒的歌
3. 舞蹈歌：可用在舞蹈上的歌
4. 數數歌：學習與記憶數字的歌
三、snay Da takubakuban（少年祭儀之歌）
少年祭祭儀有專屬的祭歌。
（攝影∕徐明正）

1. basibas（少年祭）祭儀用之歌
甲、kuDaw（與猴子相關的祭歌）
（1）
kuDaw i ami（北部落的少年祭歌）有三種歌詞，但曲式皆同

a. 在pangayangayawan（刺猴訓練場）時唱的祭歌。
b. 在會所時唱的祭歌。
c. 在 aDaaDaran（棄猴處）唱的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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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uDaw i timur（南部落的少年祭歌）。只有一種kuDaw。

a. 在 pangayangayawan（刺猴訓練場）只刺猴，不唱祭歌。
b. 回到會所後，也不唱 kuDaw，而是唱 penikb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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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棄猴時，才唱kuDaw。
乙、祭儀後之歌舞。
（1）isuwaLay alialian（招喚伙伴
來跳舞之歌）
（2）pankun 或padukduk（快板的）
（3）一般的舞蹈歌曲

2. 在 takuban 生活時唱的歌。
據說在往昔takuban 中生活，休息

卑南族猴祭時有特別的祭歌。
（攝影∕徐明正）

的時間，年長的少年領導們，常會唱一些互相逗弄的歌，甚至令下級者唱一些逗弄
的歌，要他們唱出那一位美少女最配那一位上級來取樂，不過，因少年會所的功能
被學校取代，會所生活式微，50 歲年齡左右的人也只是聽過而已。
從上述的呈現的南王部落兒歌的項目，我們會發現前文所蒐羅的童謠或兒歌缺
了不少項目，還有待補齊（最好能編輯成譜冊或有聲出版品）。況且，南王卑南族
人的的歌曲，常有同曲不同詞的現象。所以往昔兒歌世界的內容，應多於我們現在
所能掌握的數目。

復育與發展南王部落的兒歌
林海音（ 1977:1-2 ）在為朱介凡編著之《中國兒歌》作序時，曾經回憶著寫下
這麼一段感人的話：「在我幼年的時代，學齡前的兒童教育不是交給托兒所、幼稚
園，而是由母親、祖母親自來撫育、教養。子女眾多的家庭 …… 就加入奶媽和僕
婦。無論主僕都識字無多，不懂什麼叫『兒童教育』，但是孩子們仍然在學習； 語
言的學習，常識的增進，性情的陶冶，道德倫理的灌輸 …… 可以說都是從這種
『口傳教育』──兒歌中得到的。因此我敢說兒歌就是一部中國的兒童語意學、兒
童心理學、兒童教育學、兒童倫理學、兒童文學 ……。可是在學校普及和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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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解體的今天，兒歌卻沒了影兒了！ 我們也許會說，學校教育不斷進步，使兒
童讀書識字，畫圖遊戲，做人做事，有更科學的方法來達成教育的目的。就連我自
己，雖然幼年的兒歌，朗朗上口，可是當我教育我的孩子，己經不使用這套了。」
這一段話，說在 20 多年前，時至今日臺灣社會中的中文及閩南部分情況己經
略好了些，至少在書店裡可以看到不少以本土內容為主的兒童出版品，媽媽不一定
再親自唱兒歌給小孩聽，也都能為孩子找到平面或有聲的出版品代勞。
可是對南王的卑南族人（甚至所有的原住民）而言，兒歌的處境可能更劣於林
海音當年所處的環境。有一點相當明確，漢語及其方言群閩南、客家，仍是一個活
生生的語言，相對於卑南族的處境而言，己經瀕臨滅絕。即使受時代風潮影響，政
府實施了多項鼓勵的措施，最多只做到了「點」的成績，功效猶未能穿透到原住民
社會的最底層，產生「面」的效果。更由於人口群不足以支持有利可圖的市場，遑
論民間力量的投入，所以處境令人更形擔憂。我們的孩子能買到的也是他族群的材
料，所以學會了其他語言文化，根本無緣見識本族文化。
過去，我們學習的內涵以西方童話和歌謠為主，而今，竟在本土文化的大旗
下，面對另一個強勢的「本土文化」。我，我們的孩子，認識「天黑黑」
，但是完全
不認識卑南族的兒歌。

重新發掘南王卑南音樂脈礦的建言
筆者在探索南王卑南族人兒歌的現存實況後，進一步認識到南王卑南族的兒歌
對南王部落或整個卑南族的意義和
價值。筆者認為，兒歌或童謠更是一
個族群音樂與語言美學的一環，基礎
的一環，而此一美學的提倡，最能促
進族群意識的認同，最能幫助一個弱
勢族群，自信地、勇敢的立足於大社
會。何況原住民音樂相異於漢族音
樂，其音樂本身的豐富性和藝術性，
還不只是原住民本族人學習而已，更
兒歌與歌謠是族群語言與音樂美學基礎的一環。
（攝影∕徐明正）

能夠充實大社會之音樂教育內含。林

24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六期

道生（1997:20-24）說原住民音樂的形式，幾乎包括了西歐文藝復興以前的各種形
式，所以在音樂教育中推廣原住民民謠，合於當代音樂教學的理念及目標，也和我
們的生活環境相配合。
所以，如何重新發掘幾近流失的南王卑南族音樂脈礦，並重新加以發展，筆者
建議如下:

第一： 加強整理工作： 整理就是整理現存的記憶，喚起流失的記憶，深化所
有的記憶。
關於這項工作，目前我們至少能做到，加強蒐集前輩學者採集資料的彙整，鼓
勵卑南族人或非卑南族人對民族音樂產生興趣，而加強田野採集的工作。以歌譜記
錄，以錄音記錄，以影像記錄，以各種有效的途徑採集。既然有資料，就必涉及到
保管、保存與資料運用的問題，如何集中管理、複製、維護資料的安全，也許要因
應資料量的多寡設立資料櫃、資料室或資料中心，配合部落中現有的機構來加以保
存運用。學校、臨近的博物館也許是協助此項工作的好單位。

第二： 鼓勵研究與創新： 鼓勵對現有的音樂材料進行學習與研究分析，讓更
多族人瞭解自身的音樂特性。鼓勵應用研究，諸如作曲，教學、推廣策略甚至賞析
方面之研究。對於南王部落而言，在作曲方面自日據時期以來，就有很好的創作傳
統，這個傳統是由卑南族民族音樂家陸森寶所創育的。陸森寶一生創作了兩三百首
卑南族的音樂，其中多首歌曲已成卑南族之全民歌曲，其影響甚至及於校園民歌之
發展。而今陸森寶雖已過世，但其遺風仍深刻影響著南王部落，目前南王部落中從
事音樂創作和舞蹈工作的人士，諸如林清美、林豪勳、陸賢文、陳建年、曾志偉等
人，或侄或孫，皆為其晚輩，而且潛力驚人。只可惜，迄今為止尚未注意到兒歌創
作的領域，若能鼓勵研究創作，必能綻放成果，增加兒歌曲目，豐富卑南小孩的心
靈世界。

第三： 加強推廣活動： 將兒歌資料納入學校音樂教育活動之中（諸如音樂課、
合唱團），以鼓勵學童學唱。目前南王國小十分熱心推動族語教育及鄉土教學活
動，但在兒歌的推廣活動上，除了近 2 年來舉辦少年成長營，教授南王部落的少年
們認識祭儀有關的文化及歌曲演唱之外，其他的兒歌尚未進入音樂教育的活動之
內，似可加強。另外，應可配合學校之語言，黃貴潮（1998:109）認為兒歌具有訓
練的功能，借用各式各樣的兒歌，訓練兒童的口舌發音能力。筆者亦認為原住民兒

從卑南族南王部落兒歌談語言復育

25

歌，在無意義的虛詞部分，可以練舌練口之發音，在實詞的部分，可以讓他們學習
造句能力，而配合兒歌的遊戲，可以促進兒童人與人相處的能力。
教育活動提倡兒歌復振創作運動，例如，將鼓勵有音樂興趣的兒童，將好的作
文作品或好的族語作品，採合作方式創作自己唱的兒歌。鼓勵出版，諸如出版譜冊

10，出版有聲資料： 唱片、錄音帶、伴唱帶、配合教學畫面的 MTV 等，甚至可以
應用電腦於音樂教學（賴美鈴1997:63-74）及推廣活動上。

出版傳統兒童歌謠，有助復振族語。
（圖片來源∕高雄市臺灣山地文化研究會）

第四： 以學校功能帶動部落風潮： 任何一項與人有關之事務，其成敗之舉，
常與推動者密切相關，十分切合實際，但在一個部落之中，成立專責機構，則顯困
難，不過利用現有之政府機構，做為推動單位，則十分可行。現今南王部落內之政
府機構，特別是文教機構有南王國小、卑南國中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之卑南文化公園。然而盱衡實況，筆者認為以南王國小為中心，結合上述單位，及
部落中之長老與各種組織團體，是最佳的搭配。透過學校，帶動社會教育，甚至積
極組成研究會、推廣會或作曲會之學習型組織，不僅配合及結合教育部之推倡終身
學政策，亦可借助社區總體營造之策略與資源。
本文從文獻回顧的角度，配合筆者在南王生活的實際經驗，面對似已將絕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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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重新探索南王卑南族人的兒歌世界。1998 年底，在師大成教中心李瑛教授協助
之下，在南王國小舉辦了一場成人的母語研討會，研討之後，結業學員必須返回部
落負責推廣工作，建和部落因此產生了一首以族語頌讚故鄉的悅耳兒歌，而該兒歌
在推廣者努力下，已漸成人人會唱的歌曲。

1990 年在聲寶文教基金會的贊助之下，救國團曾經組織高中學生的表演團隊
赴北巡迴各大專院校表演「後山傳奇」之節目，當時，幸好許常惠先生出版了原住
民音樂的譜冊，使該團在尋找資料和學習上，節省了許多力氣。
最近，有音樂製作人探到了南王部落蘊藏著音樂的寶庫，製作人曾志偉想聽我
的意見，送了一份母帶給我試聽，當一陣陣從來都沒有聽過的天籟之音昇起，震懾
住了我的心！ 那是南王部落的搖籃曲，是大人唱給小孩聽的那種搖籃曲，是我應
該要聽過，但卻從來沒有聽過的搖籃曲。40 餘歲的大男人，竟然有若孩子般地靜靜
落淚在書房！ 感動於音樂之美呢？ 還是，還是難以承載40 餘年的失落？
這是睽違的兒歌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南王的媽媽們能唱那麼動人的兒歌
給小孩子們聽！
隨後，我拭去淚水，拿起帶子走入客廳，把妻女都喚來一起聆聽那一支母帶，
我們都出奇的安靜，靜靜地聽完那首歌，忽然，二女兒揚起快樂的聲音說：「我知
道了！ 我知道了！ 這首歌有一位 mumu（祖父母或部落長老的通稱）到學校來教過
我們。」哦，原來爸爸遺失的，女兒拾得了，感謝學校的安排。我忽然想到，只要
我們記憶中有它，心中有它，靠著新的技術、方法與策略，我們還可以讓它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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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發表於臺灣原住民音樂文
教基金會舉辦之「臺灣原住民童謠研討會」的《臺灣原住民童謠研討會論文集》
，頁200-250。）

參考書目
1. 史惟亮1967 臺灣山地民歌調查報告，收在《論民歌》頁32-69。臺北：幼獅。
2. 朱介凡1984「中國歌謠論」。臺北：中華書局。
3.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88 臺灣原住民生活狀況之調查報告。臺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4. 呂炳川1982 臺灣土著族音樂。臺北：百科。
5. 呂錘寬 1997 臺灣的音樂文化發展初論。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29-449。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6. 宋龍生 1997 卑南族卑南（南王）部落的形成和發展。發表於臺灣省文獻會主辦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

從卑南族南王部落兒歌談語言復育

27

討會。

7. 孟祥瀚1997（12）臺東縣史開拓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8. 林信來1985 臺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臺東：東部印刷廠。
9. 林信來 1987 南王聚落之音樂。收在劉斌雄、胡台麗《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之第五章第二
節，頁231-237。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10. 林桂枝 1998（6）從阿美族歌謠分類對原住民民族音樂的省思： 以北部阿美族為例。收在《後山音樂祭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頁45-67 頁。臺東：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11. 林海音 1977〈在兒歌聲中長大〉。朱介凡編著《中國兒歌》之序，頁1-2。臺北：純文學。
12. 林道生 1997 臺灣原住民民謠與音樂教育。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7-24。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13. 洪國勝、錢善華1995 卑南族傳統童謠。高雄：高雄市臺灣山地文化研究會。
14. 許常惠 1987 從雅美族對歌謠的分類法試論雅美族音樂的形態。收數在許常惠著《民族音樂論述稿（一）》，
頁53-144。臺北：樂韻。
15. 許常惠1988 臺灣土著民族的音樂。收在《民族音樂論述稿（二）》，頁159-165。臺北：樂韻。
16. 陳文德、林信來、平衍 1987 卑南族祭儀與歌舞研究。收在劉斌雄、胡台麗《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
之研究》之第五章第二節，頁194-259。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17. 陳榮福紀錄、曾思奇譯註1994 猴祭歌。山海雙月刊第七期，頁84-85。
18. 陳榮福紀錄、曾思奇譯註1994 葬猴歌。山海雙月刊第七期，頁86-88。
19. 陳鄭港 1997 臺灣原住民音樂文化及其發展。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mumu 卑南語對祖
父母輩的稱謂。文集，頁25-3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20. 陳鄭港 1997 臺灣原住民音樂文化及其發展。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5-35。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21. 曾振名1983 南王卑南族的遷移及其回顧。考古人類學刊，第43 期，頁17-47。
22. 黃貴潮 1998 阿美族的兒歌世界。收在《原住民音樂世界研討會論文集》，頁 101-116。花蓮： 原住民音樂文
教基金會。

23. 楊兆禎1984 客家民歌。臺北：天同。
24. 賴美鈴 1997 電腦在國小音樂教學的應用。收在世紀末的回顧 - 廿世紀音樂與音樂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6374。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
25. 錢善華 1997 鄒族童謠研究。收在第三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6。臺北： 國立臺灣師
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26. 謝世忠1987 認同的污名。臺北：自立。
27. 謝世忠 1994 山地歌舞在哪兒上演？ 原住民的歌舞場域。論文發表於「從部落到劇場」研討會。臺北市： 山
海雜誌社、原舞者文化藝術團、東吳大學社會服務團。

28. 簡上仁1992 臺灣的囝仔歌第一集。臺北：自立。
29. 簡文秀1997 臺灣歌謠的探討與展望。收在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51-456。臺北：師大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28

原住民族文獻

第十六期

本期專題4

簡史朗聲耕邵語，再現逐鹿風光
文∕張倩瑋

很

久以前，邵族祖先帕達木和族人一同打獵，有一天，他在叢林發現一隻從
沒有見過的白鹿，於是和族人全力追捕，一路追到今南投縣魚池鄉，遠遠

看去，白鹿突然跳進一條大河（日月潭）。帕達木和族人回到家鄉後，告訴村裡的
人，他們發現一個有山有水、有吃不完的大魚，花草樹木非常漂亮的人間仙境。於
是，帕達木帶著族人遷往這片新天地。
這是邵族的白鹿傳說，相傳邵族人就是追逐白鹿而來到今日月潭一帶。

挽救瀕危語言，編輯語言教材為推廣基礎
說到日月潭，其晨曦的美景名聞中外，是國際間少數素負盛名的人工湖泊，
也是臺灣原住民族第 10 族「邵族」
（ita thao 伊達邵）的故鄉。近百年來，隨著漢人進
駐、政權干預，使得 ita thao 被迫遷移、文化也逐漸被淡化。然而，青山綠水依舊，
一波波的觀光潮湧進日月潭，ita thao 卻得面臨救亡圖存的危機。
關於 ita thao，人口約 700 人，僅多於撒奇萊雅族，是全國人數第二少的原住民
族。大部分聚居在魚池鄉日月村（德化社），即日月潭畔，少數幾戶定居在水里鄉
頂崁村的大平林，是個相當袖珍的原住民族群，生活環境隨著日月潭的商業化、觀
光化而帶來改變，面臨生存競爭的壓力，漢民族語言、文化全面入侵，逐漸取代傳
統，使得部落傳統文化、語言走向式微。
為了推動原住民的母語教學，原住民族委員會和教育部於 2005 年合作編輯 40
種版本的原住民族語言教材，作為學校推廣母語教學的基礎。

文史研究是研究語言的初衷
在 40 種版本的原住民族語言教材中，最令人好奇的，是邵語的編輯委員──
沒有深邃的輪廓、操著平地人口音，在南投縣大成國中擔任國文老師的簡史朗。一
位土生土長於埔里、道道地地的漢人，在 ita thao 的部落裡會說傳統母語的族人已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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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可數，簡史朗卻能說著流利的邵語、熟知部落文史。
「我的邵族名字叫做Ti-an」
，簡史朗介紹自己的族名，原來是部落裡的女祭司替
他取的名字。一個非族人、非原住民族能得到部落的認同，為其取族名，是非常光
榮的事。
接觸邵族文化，跟簡史朗是教師的身分有很大的關係，他因為教學而研究起地
方文史。他說，南投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地區，伴隨他成長的埔里，是人類學的寶
藏，多族群在此交會，生活圈中有原住民的出現，族群間的互動，習以為常，加上
自己擔任教職，必須編輯教材，才會跨入文化研究的領域，「我只是在研究我的生
活環境。」
簡史朗著迷於故鄉的文史調查工
作，除了教學時間外，其他時間幾乎
都奉獻給邵族，一下用ＤＶ紀錄邵族
傳統儀式，一會兒用相機記錄邵族生
活，手邊還不停地在紙上著墨些什
麼； 家中堆積成山的史料，一座座資
料櫃從 4、5 坪大的工作室延伸到茶水
間，對簡史朗來說，這些都是無價之
寶。

簡史朗（左）積極進行文史調查工作，來整編語言教
材。
（圖片來源∕簡史朗）

搶救文化要從語言著手
走進部落探尋研究，語言是很好的切入點，簡史朗說，「如果不懂這個族群的
語言，文化研究就像隔層紗。」由於邵族語的構詞、文法和漢語不同，因此文字翻
譯上會產生誤差，加上邵語發音的部位較為特殊，有邊音，多個邊音的發音意思就
不同，若不懂邵語便無法貼切地理解邵族文化意涵，這也是促成簡史朗學習邵族語
的動機。
因為深入了解邵族文化，他因而擔憂邵族文化流失的危機，「搶救文化要從語
言著手」，如果在家中能用母語來溝通，這個語言不會消失，可惜，外來語已成為
邵族人的通用語言。而且，南投隔代教養的問題非常嚴重，孫子不會說母語，祖父
母為了和孫子溝通，被迫學習外語，久而久之，母語就慢慢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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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史朗指出，阿美族、泰雅族等
人數多，會說母語的也多，邵族人
少，會說母語的人相對較少，其中
三、四十歲的年輕人會講邵語的已經
非常少，能用母語完整講出句子者區
指可算，頂多只會幾個單字，夾雜在
華語中。
以水里的大平林部落為例，部落
簡史朗參加各研習會來推廣邵族文化之美。
（圖片來源
∕簡史朗）

沒有一個人會說邵語，簡史朗以驚異

的口吻重複著，「沒有一個人」，部落裡最後一位懂得和祖靈溝通的先生媽（女祭
司）已過世，加上祖靈信仰被同化，祖靈象徵的祖靈籃被收起，在在說明了母語在
那裡已經死亡、甚至可說文化已完全斷根。

先生媽與族群的連繫
先生媽在邵族的傳統信仰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專門負責主持祭典，
也是與祖靈溝通的媒介，全程以傳統的
儀式、流利的族語進行，甚至肩負著保
存族群文化完整性的重責大任。對於邵
族來說，傳統信仰、文化、語言需依靠
祭典，把氏族結構、社會運作結合在一
起，凝聚向心力，所以假如先生媽、祖
靈籃、語言，維繫族群的金三角一個個

先生媽在主持祭典，祖靈具體存在於祖靈籃之
中。
（圖片來源∕簡史朗）

的消失，那麼族群傳承的危機就很大。

「自覺」是語言復興的契機
「族語的消失真的是太可怕了！ 只要一代人、兩代人不用，語言就會不見。」
礙於邵語的發音特殊，學習起來挫折感很大，學校裡每週 1-2 小時的母語課很難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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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小朋友學習，且學校教育是單向溝通，這也是推行邵族語困難重重的原因之一。
母語如果不是從家裡出發，語言的傳承是很悲觀的，因此，簡史朗憂心邵語會變成
死語。
族語應該走進家庭，再從家庭走入社區、社會，做為一個能達到雙向溝通的語
言才有活力。但如何讓母語從家裡出發？ 簡史朗說出「自覺」二字，身為邵族人有
沒有感覺自己文化的消失？ 他敘述著邵族面臨的最大困境，菁英分子都到外地工
作，留在部落裡的除了老人，就是社經地位較為中下者，他們即使知道維護文化的
重要性，但文化傳承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是要顧腹肚，還是顧媽祖」。
簡史朗承認振興文化不能以「顧飯碗」為藉口，尤其原住民語為口述文化，一
代代地傳承，每向下一代，就在遞減，不常使用的詞彙會被遺忘，發音、用字也都
會隨時代轉變而有變化，「語言的傳承是一場持久戰，時間不等人」他也了解補救
工作的困難度，但礙於他不是個邵族人，能幫忙的力量有限，還是要靠邵族人的自
覺。
簡史朗表示，許多文史工作者在投入文化研究中，容易造成對文化的過度狂熱
而有不適當的行為出現，說不清研究邵族文化有多久的時間，但簡史朗總能清楚的
劃分自己的界線，雖然有心為邵族做些什麼，但他強調，畢竟自己是個外族人，有
些事不該插手。
就像語言的復興工作，許多部落中社經地位較高的家長，把小孩子送到都市學
校上課，就怕失去競爭力，但這不代表孩子不需要母語的薰陶，此時，兩相比較
下，陷入兩難選擇。唯有激發邵族人的使命感，但該怎麼做？ 需要邵族人自己體
會。
外界所能做的就只有製造誘因，包括語言的學習、對環境的認同、對自己文化
傳承的危機感，簡史朗強調，「語言是文化傳承的根。」像政府大力推動 12 年國教
免試升學，良善的立意可能阻礙學生學習母語的動機：以往考試升學管道，原住民
學生可透過母語認證得到加分，現在這個動機沒有了，該怎麼辦？

語言文字化，減輕學習壓力
沒有自己的語言，思考邏輯都是別人的，簡史朗舉例說，國語中蜘蛛網的網
字，是「網住東西」之意，但邵語中蜘蛛網的的網字是指「蜘蛛的家」
； 國語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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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在叫」
，邵語說「小鳥在唱歌」
，每個族群語言中詞彙的產生就是那個族群生活背
景的顯現。不懂得自己的族群語言，文化意涵不只會被抽離，甚至被扭曲，簡史
朗反問，「你說語言重要不重要？」當然無庸置疑，語言若被抽離，思考就會被取
代。努力於保護邵族語，兩年前他又接受委託，和邵族耆老合作，編輯起電子版的
邵族字典。這可說是原住民語言的一大突破，他振起精神，專心於邵語口傳文字的
採錄工作，然後，逐字翻譯，再結合華語，努力以不失真的方式把邵語的資料統整
起來，等於把語言給文字化。
簡史朗認為，學語言講詞彙，除了要會念、會寫，如果有一個對應可以查詢的
字典，對於學習語言來說可以減輕學習者的壓力。不過邵語字典編起來可不簡單，
雖然編排上和一般字典一樣，照羅馬拼音的字母排序，但邵語有很多字根的變化，
每種變化都有不同的字義，且隨時都有新詞彙增加，所以需要不停地增補、修訂。
他說，語言有著趨變性，尤其日月潭是很早就開發的觀光商業區，對於利益、
金錢的競逐是難免的，族人為了做生意，學習閩南語、華語、英語、日語樣樣來，
而犧牲了母語。語言和文化相互牽動，正左右著邵族的存亡。
邵族語言的發展現狀
雖不免令人憂心，但他依
然不失熱心，謙說自己個
性很雞婆，從不居功、也
不求什麼名利，他認為
自己從研究邵族中得到許
多，包括學會邵語、了解
部落文化，對於一個研究
者來說是心喜的，所以只

透過族語教學，讓族語有延續的機會。
（圖片來源∕簡史朗）

要邵族人需要幫忙他就願
意回饋，就像他在部落中每週4 堂課，開班教授族人說母語一般。
年屆 62 歲的簡史郎提早從學校退休，他想全心全意投入文史採集與研究，盡
其所能累積基礎資料。萬一真的有一天，邵族像平埔族一般，文化、語言被完全同
化，至少回過頭來還有可以補救、挽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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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萬來推動噶瑪蘭族文化復振的
重要紀事與意義
文• 圖∕楊功明

噶

瑪蘭族長老偕萬來先生自 1983 年從「一人尋根」付出行動開始，歷時近 15 年
的文化復振行動。在政治環境與社會價值的轉變之下，噶瑪蘭族的傳統文化

漸漸受到各方重視，這樣的力量是源自於社會中由下而上的訴求，這也形成噶瑪蘭
族文化復振的重要特色。

母語的傳承力量促進族群認同
筆者曾在宜蘭市開設一間「噶瑪蘭教室」兒童補習班，在暑假舉辦「噶瑪蘭夏
令營」，對象以國小學生為主。為了推廣噶瑪蘭文化，筆者與妻子特別製作營會手
冊，簡介噶瑪蘭族文化，還特別增加噶瑪蘭母語教學部分，於 1991 年 8 月 29 日請偕
萬來教授母語，這是石破天驚的一舉，是偕萬來第一次教母語，也是宜蘭在噶瑪蘭
語幾乎消失的情況下，有人教起這土地曾流傳數百年的噶瑪蘭「鄉音」。
教學地點選在利澤國小，因為區內有加里宛社、流流社，目前還有噶瑪蘭族後
裔族人居住，所以筆者特別跑了這兩社的族人家中，鼓勵他們的孩子參加「噶瑪蘭
夏令營」
，學習他們阿公阿嬤曾經聽過或講過的噶瑪蘭母語。
猶記季新村加里宛社的偕文連妻子說：「我們都沒跟孩子說噶瑪蘭族的事，但
我的孫女在學校，老師說她可能是噶瑪蘭族，於是回家來問緣由。」原來宜蘭縣政
府提倡鄉土教材，把噶瑪蘭族的歷史編入教材，所以有心的老師，根據人事地物的
判斷，合理懷疑住在舊社、五官輪廓鮮明的女同學可能是噶瑪蘭族，這也是回歸本
土教育的成功之處。
偕萬來第一次教學，就在利澤國小大樹下，先自己彈風琴，從教唱歌謠開始，
引發小朋友學噶瑪蘭母語的興趣。為加強學習印象，偕萬來對小朋友說：
「tama（噶
瑪蘭話的「爸爸」），你不聽話時，你爸爸會不會打？ 會不會罵？ 會嗎！ 喔！ 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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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喔，罵也是國語喔，所以
「又打又罵」就是 tama！」在如此
生動活潑的教學下，讓小朋友很
快就學會了簡單的噶瑪蘭話。

1992 年 11 月 4 日，他再利
用「噶瑪蘭夏令營」教母語的教
材，在新社國小教母語。偕萬來
晚年全心投入的研發及校方大力

偕萬來自創噶瑪蘭語教材與歌謠。

支持，開啟了在新社國小噶瑪蘭母語傳承之路，具有噶瑪蘭母語傳承歷史意義。

官方支持展開熱烈迴響
當 1984 年 3 月 21 日宜蘭公館國小第一次開辦噶瑪蘭母語教學，偕萬來在參加完
「凱道更名」典禮後，與潘金英女士趕赴宜蘭參加在公館國小辦的噶瑪蘭母語開班
典禮。共有來自三星國小、利澤國小和公館國小 50 餘名噶瑪蘭族後裔學童，21 日
下午群聚壯圍鄉公館國小。
這個課程重要意義在於，第一次由官方開課，由偕萬來長老及潘金英女士共同
教導噶瑪蘭母語。噶瑪蘭語在宜蘭故鄉沉寂百年後，再次復燃，具有歷史開創的意
義，特別是這 50 餘名學童家長願意支持，意義非比尋常，現場並有多家媒體記者
競相報導。
當天晚間新聞播出，隨即造成小小的轟動。地主東港村的潘英才村長與 30 多
戶潘姓的噶瑪蘭族親，對於自己子弟有機會學習以前祖父輩所講的噶瑪蘭母語，都
樂觀其成。可惜宜蘭縣政府在噶瑪蘭母語教學的美意，無法持續，加上偕萬來洗腎
體衰，後期都由潘金英、李文盛擔任教學，希望噶瑪蘭母語文化傳承，能重新在宜
蘭綿延不斷。

以原音與創新來復振族語歌謠
偕萬來最早接觸音樂，應該來自從小所唱的臺語聖詩，而其中一首平埔調〈上
帝創造天和地〉是他最喜歡的詩歌之一，靠著勤學無師自通，學會單指司琴，雖然
洗腎插管的手已萎縮，他仍然在教會中擔任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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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朱阿比等祭司口中唱出傳統 kisaiz 片段，尋得對噶瑪蘭傳統歌謠的懷念，偕
萬來用錄音機一首首的用心蒐集，深怕將來將無法原音重現。
偕萬來對樂理的了解，融合了阿美族的曲調及自己做的詞，在 1991 年後山噶
瑪蘭第一次返鄉尋根活動中，創作了〈返鄉尋根〉、〈懷念故鄉〉兩首歌謠，他經常
運用聖詩中的短歌曲調，加上自作的詞，在母語教學及族人團體活動中激勵大家。
他也大力協助音樂學者或文化工作者用他熟悉的羅馬拼音幫忙解釋噶瑪蘭詞彙，並
表示：「我希望我們自己來主導文化」，所以促成噶瑪蘭歌謠 CD 及錄音帶的錄製及
宣廣流傳。

1992 年偕萬來在新社國小教母語，當時新
社國小校長古月恆，經過觀察研究後，認為要
突破母語教學的限制與困境，經過主任林弘志
的介紹找上偕萬來，說：「偕先生！ 能不能在
學校教幾句母語？」偕長老想起 1991 年在利澤
國小「噶瑪蘭夏令營」所教的母語教材，於是
再加上自己求學時的記憶（身體五官等 33 個單
字），及參考清水純學噶瑪蘭語的紀錄，編成
母語教材，加上集思廣益的教學方法，在如古
月恆等眾多教育界的協助下，偕萬來將母語教
學傳承給李文盛及潘金英，使新社國小成為噶
瑪蘭母語教學的重點學校。
之前，曾發生新社國小參加全縣原住民母

偕萬來將聖詩翻譯成噶瑪蘭語。

語比賽，評審因聽不懂噶瑪蘭語而不予評
分的怪現象。多年來在有心人努力下，漸
漸突破困境，首先參加鄉賽（豐濱鄉），再
參加縣賽。為了傳播噶瑪蘭語，偕萬來的
孫子偕主耀在就讀花蓮高中三年級時（2006
年），首次參加全國國語文競賽中噶瑪蘭
語，並且造成先例，讓後繼者陸續參加，
已陸續有許多縣市參賽。

1997 年宜蘭流流社舉辦噶瑪蘭母語研習活動，
偕萬來進行教學。

偕萬來並協助編成教育部版噶瑪蘭母語教材，每年鼓勵族人報考噶瑪蘭族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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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他更將基督教主禱文、信仰告白、聖詩等信仰篇章，譯成噶瑪蘭語，期望透過
基督信仰噶瑪蘭本土化，找回信仰的初衷，永傳於世。
偕萬來曾說：「一個族群，最重要的文化要從語言開始！ 歌謠也很重要！……
我們的文化，能夠慢慢的發揚起來！ 今天如果這個文化沒有這樣做，我們文
化消失掉！ 因為這時間，各界很重視鄉土教材文化，我們要繼續努力喔！」
偕萬來在自身尋根後，很自然的投入噶瑪蘭文化復振及正名運動，因他關切自身
及噶瑪蘭族親文化的傳承及未來命運的發展。特別是參與各種噶瑪蘭文化復振活動，
為的是加強噶瑪蘭的族群認同，還有更重要的是尋求官方的認同，為噶瑪蘭族「正名」。
綜整偕萬來參與的噶瑪蘭文化復振重要記事及其重要意義。
其中看到偕萬來直接或間接參與的角色，
也從中讓人看見每一事件的屬性及其關連性。
除了偕萬來外，更看到廣大族人默默的努力，
也許當中認知程度不同，而歷經風風雨雨後，
族人同被合一建造，完成噶瑪蘭「正名」歷史任
務。當然有心老師、學者、文化人士的奔走，
加上宜蘭縣「文化立縣」的用心推動，花蓮縣政
1987 年於臺北新公園舉辦的〈豐濱之夜〉活動，
偕萬來( 左) 親自解說。

府的行政支持及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報導，都
是噶瑪蘭文化復振的重要因素。

「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上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
形。」
（王明珂1997：11）
這個強調「族群邊緣」的研究取向，深受美國人類學家 Fredric Barth 的影響。
而筆者書寫此文，覺得其最重大意義，就如吳天泰博士所指「原住民自助文化研
究」，這種鼓勵原住民研究自己的文化，源自美國人類學之父鮑亞士（Franz Boas）
的倡導（吳天泰 2006：49）。噶瑪蘭族貓里霧罕社頭目偕九脈之孫偕萬來長老，因
著祖訓、基督信仰及學者、文化工作者啟蒙下，推動噶瑪蘭文化復振的實踐行動。
吳天泰博士進一步指出，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上有一個迫切的需要，就是「文化自
信心」的建立，以及把傳統和現代做一個很好的結合（吳天泰 2006：52），偕萬來
親自整理自己的族譜及噶瑪蘭文化資料，凡事用心學習，並用錄音、相機、日記、
田野筆記，並結合族群內外資源，傳承噶瑪蘭歷史文化。而筆者有幸陪伴偕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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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催化者」
（facilitator）角色，協助尋根及文化復振工作。
不管是尋親、文化展現、族群運動及傳承所建構的「傳統」真實性如何？ 重點
是這些都是「一步一腳印」行動出來的，這些都是希望藉著重申噶瑪蘭族群身分，
再次定義自我族群在臺灣社會的地位，並在現代世界中延續族群生命。（陳逸君

2002：242）。
筆者常反思自己是否有倚靠背後的文化優勢？ 事實上，對象是「人」，就會有
主體的感受和思考，加上各族間的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筆者對噶瑪蘭的詮釋和書
寫原本就不易掌握，很難達成所謂的「客觀性」。
加上受到筆者個人主觀因素與外在種種條件限制，實際上是難以從理想所謂的
全貌性觀點來解釋噶瑪蘭的社會文化現象，如何體認現象與詮釋之間存在的複雜性
與差異性，是筆者應「誠實」面對的問題。但文化復振的工作，是必須落實在族人
的生活和教育中，主要關鍵仍得靠每個噶瑪蘭族人自身的努力，日子雖然艱苦，但
仍懷抱希望團結的精神與力量不能喪失，祈願在上蒼及祖靈的庇佑下，噶瑪蘭的文
化復振，跟隨偕萬來的佳美腳蹤，代有傳人，智者不惑，勇者不懼！
（本文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偕萬來之女婿，長年跟隨偕萬來從事文化復振
活動。本文摘自其碩論〈
「一人尋根，全族尋根」
- 論偕萬來與噶瑪蘭族文化復振〉。）

噶瑪蘭族之父─偕萬來
偕萬來（1932-2008）是宜蘭貓里霧罕社（今壯圍鄉東港村）頭目偕九脈的嫡孫，
其父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花蓮港教會首任傳教師偕八寶。1949 年到新社村與親屬蔡
阿生耕農，歷經僱員、村幹事、課員，尋根的生涯，讓他成為噶瑪蘭族的傳奇人
物。1987 年，偕萬來尋找偕姓親族以及「豐濱之夜」的 kisaiz 表演，使噶瑪蘭族的復
名運動及文化復振現象隱然紮根。偕萬來帶領噶瑪蘭族親，前往立法院請願，訴請
將噶瑪蘭族列為原住民
族，2002 年 12 月 25 日行
政院正式宣布噶瑪蘭族
為臺灣原住民第 11 族，
偕 萬 來 因 此 被 尊 為「 噶
瑪蘭族之父」。2008 年辭
世，享年77 歲。

偕萬來（第二排右一）帶領噶瑪蘭人訴請正名，行政院於 2002 年
12 月25 日，噶瑪蘭族正式成為原住民第11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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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6

用詩歌與文學來找回失落的巴宰族語
文• 圖∕陳柏濡

投縣埔里鎮是巴宰族的祖居地，醒靈寺

南

的寧靜氛圍襯托出小山城的純樸，暮鼓

晨鐘伴隨著山巒飄移，結構出一幅山城聚落之
美。走讀埔里更深層的內涵，就是認識「巴宰
族」文化，很少人知道位於埔里鎮愛蘭台地，
有一支平埔族群「巴宰族」，人口總數約 5,000
人，由於快速漢化以致造成母語和文化滅絕的
危機，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理事長潘文輝憂心忡
忡，目前正透過各種教育方式來著手保存。
埔里愛蘭基督教會是巴宰語主要的教育基
地。

母語，是所有族群文化保存的主要工具，
母語是否延續傳承，就是族群存亡的關鍵。巴

宰族人主要分布於埔里烏牛欄、三義鯉魚潭、豐原大社 3 個地區。在漢文化的影響
下，巴宰語瀕臨消失，但近年來族人努力找回母語， 2000 年成立巴宰族群文化協
會，以鯉魚潭教會為據點推動母語教學，並在學者協助下完成《巴宰語詞典》及多
本語言教材。
現任「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總幹事」潘英寬，目前任職於國立暨南大學附屬中
學，對巴宰文化與母語保存的推動不遺餘力，據他的田野調查資料顯示；埔里愛蘭
一帶有 6 支平埔族群，除了巴宰族外，尚有巴道卡斯族、巴布沙族、巴布拉族、噶
哈巫族和洪安雅族，但這 5 支族群的語言與文化，都因政治的干擾以及漢化的因素
而消失，僅巴宰族的母語被透過教育、活動、祭典、歌謠傳唱等方式保存，但因年
輕人對母語興趣缺缺，這是族群認同的潛在危機。

教會成為母語保存的最大基地
從中研院協助完成的《巴宰語詞典》中發現，巴宰語迄今仍有大約九成被完整
保留下來，最大的功臣是「愛蘭基督長老教會」，這所教會創立於 1871 年，迄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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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年歷史。
「沒有基督教就沒有巴宰語的流傳」
，愛蘭教會長老潘文輝說； 在先人「潘開山
武干」創立教會之後，外籍牧師開始進駐，也帶來羅馬拼音教學，族人在學習拼音
之後，便開始研讀巴宰語的聖經，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醫師曾多次來到
愛蘭教會，協助教務推展，希望巴宰族人透過文字與語言來保留巴宰文化。300 多
年來臺灣歷經不同政權的統治，各種語言文化的介入，使得許多原住民族傳統、語
言、文化流失，若非幾位外籍牧師的努力，巴宰語或許已經流失。

2001 年，中研院院士李壬
葵、土田滋教授共同編著完成
《巴宰語詞典》
，收錄了約2700 個
詞項，並附錄巴宰語傳說故事；
部落耆老也自力編撰了一套巴宰
族 9 年國教課本，計有 9 階每階
歷任教會牧師和傳教士是羅馬拼音的主要推手。

10 課。雖有這些成果，但是埔里

愛蘭一帶的國小、國中，並未將巴宰族語列入正式課程或鄉土教材，巴宰族的學童
在學校只能學習國語，形成在自己的土地卻沒有自己的教室的窘境。
暨大附中的前身是埔里高級中學，日前，該校舉辦「走訪水沙連」社區公民記
者培訓營，承辦人吳美育老師，廣邀學區國中同學參與課程培訓，並邀請巴宰族群
文化協會協助，引領同學認識社區、認識巴宰族文化，期盼透過培訓，建置社區公
民記者雛形，潘文輝認為：透過有趣的歌舞、演劇或是營隊的方式推廣巴宰族語，
是可行的方案。
協會總幹事潘英寬認為，透
過歌謠或舞蹈學習母語的好處是
活潑易懂易學，缺點是不易掌控
且沒有規律性，而傳統課程式的
安排是過於枯燥乏味，沒有誘
因，但能循序漸進，進度容易掌
控，目前教會的課程便是採取兩
者交叉的方式進行。

暨大附中培訓社區公民記者投入母語保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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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是培育母語的關鍵資產
潘英寬長期推動母語，發現有三大因子阻礙巴宰語推動的成效：
一、年輕人缺乏學習熱忱：願意來學習母語的大多數是上了年紀的族人，學童
與青少年的學習意願相當低落，或許是工作壓力、課業壓力所使然，另外，年輕人
感受不到學習母語後，對生活或前途有任何助益。
二、認同感不足： 潘英寬認為，從清代稱呼原住民為「番」、到日治時期稱為
「蕃」，日本人專為原住民開設「蕃童教養所」，漢人的學校則稱為「公學校」，原住
民的身分從小就被區分，造成大部分原住民孩子選擇講官方語言、放棄母語，自我
身分認同在價值判斷上產生質疑。
三、使命感不足： 潘英寬說：
「我今年 56 歲，但是在教室學母語，我竟然是最
年輕的一個！ 當年輕族人生活在優渥富裕的環境下，他們就不認為學母語是必要
的。」他提起 3 年前以 96 歲高齡去世的潘金玉耆老。她是愛蘭長老教會第一任母語
老師，每周六上午 9 點至 12 點，都可以看到她教學的身影，雖然沒有任何報酬，卻
從不缺席，後來因年紀太大被子女接到臺中，她竟偷偷的搭計程車回教會，關心母
語推動的進展，如果年輕族人也有這一份使命感，巴宰族語才有繼續保存的可能。
潘英寬指出，縱使巴宰語的保存困
難重重，但幾十年下來成效仍然亮眼，
在沒有政府的資源挹注，甚至不被認同
的環境下，族人每次參加「原住民母語文
學創作」，成績都傲視全國，例如，埔里
愛蘭的潘美玉、潘英傑，以羅馬拼音的
巴宰語寫作族語新詩，獲得 2014 年教育
部第四屆族語文學獎。鼓勵族人參加文

潘英寬（左）潘文輝（右）是巴宰語保存的重要推
手。

學創作比賽，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個平台，讓更多人知道巴宰語的美，也希望
透過文字和口語的傳播，讓政府知道族人從大社遷徙到埔里台地的辛苦，更希望讓
外界清楚知道巴宰語仍然完整地保留在祖居地。
本身在暨大附中任職老師的潘英寬指出，學校裡有很多來自布農族、泰雅族、
賽德克族的學生，國語都講得很好，但是母語都只會零星的幾個單字或幾句生活用

用詩歌與文學來找回失落的巴宰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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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因此潘英寬特別對山上的原住民提出建言：母語推行的成效，取決於在家庭生
活中的使用頻率，多數中生代的原住民已喪失母語能力，對於下一代自然而然地使
用國語，這對原住民文化的保存是一種可以預見的障礙，如果情況沒有改善，任何
原住民族都可能步上平埔族喪失母語的後塵。
潘文輝特別提出呼籲，任何一支原住民族的領袖，一定要從「族群意識」的提
高去教育自己的族人，尤其在平埔族群裡，甚至還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具有原住民
的血統與身分，這是非常遺憾的事。
他從多年推動母語的經驗建議其他族群，要完整保存族群命脈，「師資」是非
常關鍵的資產，有了師資才有種子，也才有枝繁葉茂的可能。

「走鏢」論英雄，廣推巴宰文化
每年的11 月15 日，是埔里、愛蘭地區巴宰族的傳統過年節慶（苗栗鯉魚潭地區
則為11 月8 日）
，稱為「牽田走鏢」。
潘文輝說，2014 年的「牽田走鏢」在暨大附中校園舉行，除了傳統儀式外，還
有母語演講比賽、話劇演出。族人生活在工商社會的壓力下，少有機會聚集聯絡情
感，而這一年一度的「牽田走鏢」

牽田走鏢

年節慶典，就成了族人重要的日子。

「牽田」是指族人在廣場升起火堆（類

潘文輝說，在「牽田」牽手圍

似營火）手牽手環繞，邊喝酒吃肉邊唱傳

唱的過程中，可發現巴宰族的傳

統歌謠慶祝；「走鏢」則是一場長距離的馬

統歌謠，比起其他族群的曲調來得

拉松賽事，也是成年禮的一種，男人通常

慢，也比較哀怨，主要是在緬懷先

透過「走鏢」論英雄，誰在最短時間內跑
完全程，誰就能奪得「鏢旗」( 類似錦旗)。
「鏢旗」是由巴宰族的傳統布料所縫
製，綁在竹子末端，並綁上豬肉，通常族

人從大社一路徒步來到埔里的艱
辛，也藉由歌謠紀念先祖篳路藍縷
的墾荒過程。「牽田走鏢」是巴宰

人會聚集在冠軍得主的家屋廣場進行「牽

族人的重要年節慶典，也是旅外族

田」儀式。在「牽田走鏢」活動之前，婦女

人回鄉團聚的日子，部落耆老會善

族人則會開始尋找製作傳統美食「阿拉粿」

用這個節慶，宣導母語傳承的重

的食材。

要，期盼喚起族人的族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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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7

達悟族語與文化的傳承推手
──企業家郭明賢
文∕江侑蓮

出

身於學甲（昔日麻豆社）的企業家郭明賢，10 餘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達悟族

文化的傳承，他身上匯聚了經營者的豪邁魄力與文化人的感性。

從西拉雅至達悟情緣
當時年屆中年，事業有成的郭明賢，在追尋自己「究竟是誰」的過程中，想到
古諺云：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因而尋根溯源，並確信自己擁有西拉雅的血統。
在去臺東長濱看了西拉雅的遺蹟後，友人邀他一同到蘭嶼參加大船下水儀式。當
下，郭明賢被儀式所流露出的美所感動，震撼之餘，愛上達悟的文化。
由於西拉雅文化因漢化而消逝，西拉
雅語也被列為消失的語言（2012 年後，萬益
嘉、萬淑娟等人推行西拉雅語復振運動），
有鑑於此，他想讓達悟文化傳承下去，而毅
然投入族語與文化的傳承推動行列，「我的
角色是贊助者，對執行者的所有企畫與進行
的活動不加干預，但抱持支持的態度； 在
這樣的過程中，資助文化出版品的印刷費還

本身是西拉雅血統的郭明賢，隨著西拉雅文化
逐漸流逝，深刻體認到傳承文化的重要性。
（攝影∕葉晉嘉）

好，但幫助來臺的達悟人住宿費等相關開銷則較顯重一點。」郭明賢說道。
憑著對達悟文化的熱愛，郭明賢成了許多達悟族人的朋友，為了方便讓前來就
醫的達悟人有個棲身之地，他設置達悟族南部服務中心，讓族人聚會、住宿，並舉
辦以法律為主題的講座。只要達悟族人來南部就醫、訪友或辦事，服務中心都盡心
接待；也不定期舉辦聚會，聯繫在南部求學、工作的達悟族人感情。受過招待的族
人，致信給他說：
「以後要像郭先生一樣幫助別人」。

達悟族語與文化的傳承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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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達悟語言巢
注意到達悟族語的保存與傳承問題之初，郭明賢即提出「達悟語言巢」的概
念，這個來自於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的語言巢（TeKohangaReo）構想，即透過學齡
前教育的完全族語浸滲實施，甚至往前推及於嬰孩時期即提供完全母語的環境，培
育達悟幼苗講母語。
為實踐這個構想，得先在蘭嶼建蓋
一棟托嬰中心，但礙於法令無法申請執
照； 同時並進的是，需和嬰兒父母的溝
通，取得認同這樣的構想與信任，讓他
們能安心將嬰兒交給托嬰中心，但中間
也遭遇問題。郭明賢提及：「達悟人極為

達悟族南部服務中心曾舉辦各類講座，推廣達悟
族文化。
（圖片來源∕郭明賢）

重視下一代，由他們的重視嬰兒儀式和親從子姓即可知道。」郭明賢也擁有一個達
悟族名字，叫做「Syaman maridong」
，但現在他已升級作阿公了，因而改叫「Syapen

kanopan」，要取得達悟名字，得經過隆重盛大的殺豬儀式才能擁有。
「整體而言，語言巢目前還未得到結果，」郭明賢語重心長說道：「但我不會放
棄！」這些年來，他仍持續與當地族人溝通，改變作法，「縮小實行的範圍，從一
個部落或一個家庭來實行語言巢」。郭明賢認為達悟語是母語保存最完整的，但需
在傳承上下一番工夫，不要淪為像西拉雅族般的命運。
目前在蘭嶼的傳道員謝永泉，是郭明賢推動達悟語言和文化傳承的窗口（臺東
縣蘭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郭明賢如同一位能識千里馬的伯樂，識人的眼
光既精確又獨到：「我選了謝永泉的原因是覺得他雖受過西式教育，但在面對自己
的文化時，例如族裡進行的相關傳統儀式，他都不會去干預，而是全心贊同，即百
分之百尊重自己族群的文化，並將其攬為責任。」只要謝永泉提出需何種協助，郭
明賢全力配合； 在文化出版刊物方面，郭明賢就贊助了達悟族海洋文化叢書如《貝
灰文化》
、
《魚飛文化》
、
《收穫節文化》
，和達悟族傳統月曆等的出版。

青春的達悟聖火，繼續延燒
達悟母語種籽鍾楚紅到高雄讀大學時，郭明賢即鼓勵她多講母語，後來鍾楚紅回
到蘭嶼高中教書，將母語傳承下去。這是他引以為傲的事。他認為，鼓勵這些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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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講母語，藉由實地參與
所得到的參與效應，進而
對自己族群產生認同。

10 餘年推廣達悟文
化的耕耘付出，郭明賢隱
身在幕後，不居功；推廣
的過程中，他發現蘭嶼需
要兩種人：律師和醫生。
由於達悟母語文法的特殊
性，讓達悟人較為無法理
解漢語，常常造成就醫上

郭明賢贊助出版多本達悟族文化書刊。
（攝影∕葉晉嘉）

的延誤，或因文化上的差異而誤觸法律。以就醫情形來說，布農族醫生作家田雅各
曾將其在蘭嶼行醫的經驗，寫成散文《蘭嶼行醫記》，從田雅各和當地居民的互動
經驗和小故事，可以真切理解郭明賢的體悟，「如果透過培養出的達悟醫生回鄉開
業，就可讓當地人可以理解醫生在說什麼，希望可免去許多因語言上和文化上的不
通，所造成的不必要遺憾。」
雖然語言巢計畫目前未能有結果，但多年努力推廣達悟語並非白費，達悟人在
平日的生活溝通上，能講的單字多了一些。郭明賢希望，政府在介入原住民文化或
母語傳承事務時，「要有個別化的母語傳承方式，例如不要僅找部落耆老來為年輕
人講講原住民母語，我發現那樣成效不彰，要想個可落實的方式，即我一直在強調
的，要有模式，如語言巢模式」。
郭明賢認為語言巢的建立是當務之急，他目前嘗試和學校合作洽談中。積極在
著手進行推廣達悟兒歌，他找了萬益嘉、鄭
智仁和林生祥等音樂人指導，計畫要將南島
風景、地名、食物納入歌詞，並有押韻，以
助於讓幼兒琅琅上口。
語言巢對郭明賢而言，是一個要去實現
的夢想，也是他一輩子的夢，他將繼續為推
舉辦達悟族年輕人的各種聚會活動，加強對其
文化的認同。
（圖片來源∕郭明賢）

廣達悟母語、文化而奮戰。

多納部落搶救魯凱語的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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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8

多納部落搶救魯凱語的具體行動
文∕湯蕙華
雄市茂林區魯凱族的語言分為萬山的「布農禾」、茂林的「大兒魯卡」、多納

高

的「可宛特宛」三種，多納與茂林之間語言有部分相近，與萬山則差異甚大。

多納是魯凱文化保留最多的部落，由於下山社的三個部落世居相處日久，且互
通婚姻，因而年長者在語言並無障礙，但因年輕人因常用國語，因此各部落的母語
逐漸消失，復振母語便成為當務之急。

細胞小組前進部落生活圈，繁衍語言生機
多納部落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制定的原住民族語言振興 6 年（2008-2013 年）計
畫與102 年重大計畫實施，辦理搶救母語的一系列行動，自2013 年5 月1 日至12 月31
日實行。
據多納國小鄉土教學老師潘廣雄表示，多納部落復振母語行動已行之有年，
運用「細胞小組」的概念來執行，小組依據會議紀錄及耆老的口述資料，匯整成教
材，不僅可從中整合部落文化史料，也經由這種推動模式，增加部落青年的就業機
會，透過學校、社區、家庭三位一體的學習方式，促進母語的復興。多納部落於

2013 年5-12 月所執行的母語復振，實施概況如下：
一、暑期部落學校
有鑑於年輕人較少使用母語，此計畫以部落的
青少年為主，往下紮根，培育母語種耔，在暑假開
設暑期部落學校，以國中以上的學生為主要對象，
透過生動活潑的課程內容，讓年輕人學習母語。

二、族語學習家庭
多納部落有 2 名族語輔導老師，遴選 10 戶學習
家庭，以家中有國中生的家庭為主，每位族語老

暑期部落學校母語學習課程，藉由生
動活潑課程來帶動學生學習。（圖片
來源∕潘廣雄）

師輔導 5 戶學習家庭，教導家庭成員平常如何用族語互動，透過簡單的日常生活會
話，自然地熟悉母語，推動小組每週派員訪視學習成效，並適時解決學習家庭對母
語的疑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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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徒制族語學習
採取一對一的教學，強調口語式的學習方式，
透過情境、手勢和活動了解意義。著重於聽、說，
讓母語在自然情境下朗朗上口。
多納部落遴選 2 位族語傳承師，2 位傳承徒弟，
深入家庭教授母語，透過家庭成員的
共同學習，使母語變成日常生活語言
習慣。
（圖片來源∕潘廣雄）

以每週 3 天，每次 2 小時的方式進行族語學習。上課
內容透過日常生活接觸的物品、感官來作為傳授教
材，讓學習者樂於學習，並設置學習簽到簿，紀錄
學習時間與狀況，推動小組每週訪視一次，可從中
發現問題並提出學習建議，使教學更為流暢。

多納魯凱語，學習樂趣多
魯 凱 語 共 有 大 南（ 東 魯 凱 ）
（ Ta n a n , 自 稱

Taromak ）、霧台（ Budai ）、大武（ Labuan ）、多
納（ Tona ）、茂林（ Maga ）、萬山（ Mantauran, 自稱
族語傳承師透過日常生活用品來教授
徒弟母語。
（圖片來源∕潘廣雄）
Oponoho ）6 個方言； 各方言間與句法都有相當差
異。教育部九年一貫原住民族語教材茂林魯凱語的主編 Kanaw Mahasan 表示，霧台
方言的「請進」是茂林方言的「走開」
，霧台方言「追回來」是茂林方言罵人的話。
多納語的數字也很特別，不僅有 1 至 10 的個別名稱，還有百、千、萬的單位，
在漢語的 11，在多納語則翻譯為 mangesale sikasaseane，是 10 和 1 的意思，與漢語的
意思迴然不同。
試舉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發行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魯凱族多納
語學習手冊》第一階與第二階課程中的幾種生活會話：
問候語

ipoyingaw nyaso ?（你好嗎？）

感謝語

e'e, ipoyingaw kake, mabeabe kaki mosowa !（是的，我很好，謝謝您！）

道別語

Diyanga mosoa, cengela dadaane（再見，慢走。）

疑問語

naniso ?（你是誰？）

形容語

Thaybakebakaini tabelengane ka maagi'i（天空彩虹是美麗的）

多納部落族人自行推動的搶救族語行動，以學校、家庭、社區族語的齊頭推行
方式，加上教育部推行的母語基本輔助教材。搶救族語，從下紮根，遍佈整個生活
範圍，使母語成為生活用語，才能真正落實母語的復振，同時也能復振部落文化。

「分」是情感的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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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情感的再連結
─淺談Hla'alua拉阿魯哇族與Kanakanavu卡那卡那富族的民族正名
文• 圖∕馬耀基朗

原

被歸屬於臺灣原住民鄒族的 Hla'alua 拉阿魯哇族與 Kanakanavu 卡那卡那富族

（正名前所稱之南鄒族），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提報、行政

院核定，並於 103 年 6 月 26 日正式召開記者會對外宣布成為臺灣原住民第 15 族以及
第16 族，對於兩族的民族發展來說，實為邁進另一個里程碑。
拉阿魯哇族主要分佈在高雄市桃源區，以舉行貝神祭而受人矚目。卡那卡那
富族主要分佈於高雄市那瑪夏區，目前積極復振傳統河祭。兩個族群人數各約 500
人左右，都不超過 1000 人，雖於日治時期以來隸屬於鄒族，但與阿里山的鄒族在
語言上有極大差異，同時受到周圍布農族影
響，而有逐漸布農語化的趨勢。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於 2009 年將臺灣拉阿魯哇語以及卡那
卡那富語列為「嚴重瀕危」且即將消失之語
言，原民會已啟動「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
計畫」
，將兩群語言即日起納入計畫內。
參與公聽會的報到情形。

三族一家人的緊密情感
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在正名的過程中，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曾辦理公
聽會，發現兩地區的意見南轅北轍，鄒族人希望能夠盡一切力量積極說服拉阿魯哇
族與卡那卡那富族打消正名訴求，並希望由阿里山兩部落頭目帶領族人，親自至高
雄去遊說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人。但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認為讓鄒族
人來高雄，是很失禮的，因此決定親自至嘉義阿里山鄉說明他們的正名訴求，以請
求支持，遂於 101 年 9 月 8 日早上，在阿里山鄉公所會議室，舉行「南北鄒民族認定
過程研討公聽會」
，三族人相互進行意見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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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有幸參與該場的公聽會，當天阿里
山地區天空晴時多雲偶陣雨，宛如大家的心
情，極度忐忑不安，不知屆時三族人見面後
會不會在溝通過程中反目成仇、怒目相對。
但當拉阿魯哇與卡那卡那富族人陸陸續續到
達時，阿里山鄒族人以熱情的擁抱與慰問的
方式迎接，令我們第三者在旁誤以為今天是

鄒族達邦部落頭目發言情形。

親族聚會的場合。事實也是如此，因為有許多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的媳婦、
女婿是來自阿里山鄉，而阿里山鄉也有許多是從高雄嫁過來的媳婦，也有不少是特
定來鄉公所與親人聚會。
進入到會場後，自我介紹畢，各族人開始表達自我的意見。阿里山的鄒族汪俊
松頭目認為阿里山的鄒族人與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的人都是親戚，拉阿魯哇
族與卡那卡那富族也是從阿里山發源過去的，不應該要獨立區分出去，應該要一同
為鄒族努力，特別是未來要針對鄒族的自治努力，其他的阿里山鄒族人也一致要求
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的人不要從鄒族分出，畢竟相互間通婚頻繁、後代血緣
關係密切。甚至阿里山的鄒族還自我檢討，認為對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的人
長期過於疏忽，沒有照顧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的人，未來一定會好好協助；
並且認為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的人區分出去，在利益優惠上不但沒有增加或
改變，反而會削弱鄒族整體的勢力。
然而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的人仍認為還是要區分出來比較好，雖然拉阿
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的人不否認雙方的通婚與血緣關係，也知道優惠利益上沒有
增加，誠如卡那卡那富族族語老師孔岳中所說的，足以代表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
富族的心聲，他說：「2012 年倫敦奧運，代表臺灣出賽的柔道選手杜杜凱文是鄒族
人，我身為鄒族感到驕傲； 當棒球選手鄒族的石志偉，打出安打時，我身為鄒族
也感到驕傲； 當外面的人稱讚鄒族人聰明、漂亮、有能力時，我也以身為鄒族人
感到驕傲。但是當孩子問起我們什麼是 Hla'alua 語？ 什麼是 Kanakanavu 語？ 為什麼
與鄒族語不同？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當 Hla'alua 語以及 Kanakanavu 語急速消失時，
我們真的感到十分痛心，我們與阿里山鄒族人血緣密切、關係密切，我們不否認，
但是我不願意讓 Hla'alua 語以及 Kanakanavu 語消失在我們這一代手中，也不願意讓

「分」是情感的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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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alua 以及Kanakanavu 文化消失在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決定為文化命脈努力。我們
正名不是要取得任何利益，就請你們以兄弟都長大成人、需要分家的態度來看待我
們，我們還是不會忘記與阿里山鄒族人的關係。」

感性氛圍與理性訴求的公聽會
當大家充分在研討公聽會陳述完意見後，我看到了以下的畫面─拉阿魯哇族與
卡那卡那富族的人特定釀製小米酒、殺烤豬隻，擺桌宴請阿里山鄒族人，雖然阿里
山鄒族人接受邀請吃飯，但一向有好酒量、喜吃烤豬的阿里山鄒族人卻對拉阿魯哇
族與卡那卡那富族所準備的小米酒與烤豬原封不動，當有不知情的阿里山鄒族人欲
動筷享用時，立即會被告誡說：「這是南鄒人準備的酒與豬，你喝下酒吃下肉，南
鄒人就會遠離你而去，不再是鄒族人了。」這時阿里山鄒族人會立即停止喝小米酒
與吃烤豬，僅食用當地的啤酒與阿里山出產的菜餚，宴席的過程中，幾乎是兩個阿
里山鄒族對應一個拉阿魯哇族或卡那卡那富族族人，欲以酒灌醉拉阿魯哇族與卡那
卡那富族人，並要求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人先擱下正名訴求，暫停申請，有
事好好商量，阿里山鄒族人會盡全力協助。
筆者屬於撒奇萊雅族，蒐集自邵族以來有關各民族正名的資料，也親身參與自
太魯閣族到賽德克族的正名運動，各族正名運動的風格與正名之關係及民族間的對
應均有所差異。以邵族為例，邵族亦是從阿里山鄒族所分離出來，雖然鄒族人亦曾
極力挽留，但是卻沒有這次來得強烈，或許是因為通婚的頻仍，使得三族人有著一
家人的緊密情感，這種感覺筆者最能深刻體會，因為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的關係，
絕不遜於鄒族與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鄒族在這場公聽會是以營造強烈的
感性氛圍，再以細膩地理性來說服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打消正名念頭，拉阿
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正名則是順著感性的氣氛，來理性地說明正名的訴求，雙方
在宴席上你來我往。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正名後，對兩族來說，有多大的影
響，這必須要長期繼續觀察。

借鏡撤奇萊雅族的文化復振經驗
以撒奇萊雅族的經驗來看，當撒奇萊雅族從阿美族分出後，一切所提出的文
化語言復振訴求，都必須由自己族人來主動進行，已經無法要求其他族人，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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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求阿美族人來義務協助。撒奇萊
雅族正名後初期，除了面對人力與資
源的不足外，更面對同一家人但不同
族人的情感挑戰，造成不願顯性認同
撒奇萊雅族，最常見的就是欲變更族
籍的登記申請時，家中阿美族家人會
語帶威脅說：「變更族籍就不是一家
三族意見領袖於用餐時進行意見交換。

人！」。但撒奇萊雅族始終如一地告訴
阿美族人：
「吾愛阿美族，吾更愛撒奇

萊雅族！」為了文化語言能夠延續下去，我們必須要這麼做。
經過 7 年的努力，雖然仍舊面對許多重大的困難，但是至少與阿美族的關係已
不像之前的緊張，而更加融洽。當撒奇萊雅族在進行文化復振，特別是語言的搶救
時，阿美族人才深刻體認到兩種語言的極大差異，開始同情、尊重與重視，甚至一
同協助撒奇萊雅族的文化復振工作。當得到阿美族人的諒解與協助時，讓許多從小
接受阿美族文化薰陶的撒奇萊雅族人，內心更感激阿美族。
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
那富族將來面對的挑戰，
應該會與撒奇萊雅族類
似，但我認為拉阿魯哇族
與卡那卡那富族會以同樣
的智慧解決挑戰，應該會
更加尊敬鄒族，而鄒族也
必能更加諒解拉阿魯哇族
與卡那卡那富族的訴求，
當情感更加緊密後，文化
語言復振將會增進不少的
助益。
(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籌備處助理研究員）

參與公聽會之三族族人會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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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講古

從「數位部落」窺見邵族舊貌
文∕羅傳樵

【編按】數位典藏是指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方式 ( 攝
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並用電腦化管理，使資料可以永續留存。數位
典藏已是全球保留珍貴古文物的一種記錄方式，藉由現代科技，讓古文物之美重新
展現。本文介紹國立臺灣大學的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的數位典藏內容與研究成果，進
一步了解數位典藏的重要性，並可一窺早期原住民族的珍貴史料。

國

立臺灣大學的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有鑒於數位典藏的工作已進行多年，其
潛力卻尚未被充分認識，故推行「數位部落」計畫，整理數個標本、影像數

位資料庫，以「部落」為單位，將數位資料分門別類，以便檢索，並引介給部落活
用，也讓更多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讀者認識。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工作同仁也
時常有特殊的發現，這些發現亦會撰文刊載於數位部落中。
本文主要介紹「數位部落」裡邵族數位資料之成果。當今的邵族研究，多半
參考陳奇祿等先生所著的《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1 一書，而當時研究者所拍的照
片，全以數位影像保存於資料庫中，遠遠超過書上所載，故對《日月潭邵族調查報
告》有極大的補充作用，對還原當時文化面貌與地貌，也有一定的幫助。
「數位部落」所整理的資料庫中，邵族方面的資料筆數如下：「臺灣大學人類
學系民族學標本資料庫」
：共 14 件。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
：共 3 件。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影像資料庫」
：共624 筆。

對邵族的數位標本資料採集地之分析
「標本」的資料雖然數量不多，卻可發現一件有趣之事。我們先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民族學標本資料庫」，這個資料庫中，1955 年的標本採集地皆為卜吉社，
除此之外皆為水社，分別來自 1930 年與 1947 年。乍看之下，水社與卜吉社乃兩個
不同之部落，且現在的行政區劃，確實將水社村與日月村（即卜吉社）視為不同的
行政單位，但這裡的水社確實便是今天的水社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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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邵族遷到日月潭周邊後，先在土亭仔定居，再搬到拉魯島上。之後，
邵族離開了拉魯島，移居到水社、頭社、貓囒、審鹿等地 2 ，人口眾多，被清廷稱
為「思麻丹社」
，又稱為「水沙連化番」。光緒年間，漢人遷入開墾，這些地方一一
被侵佔；且漢人帶來瘟疫，造成日月潭一帶的邵族人大量死亡，族人不得不散居各
處，避免彼此傳染 3 。後來經過數十年的遷徙，族人才陸陸續續匯居於石印附近的

Tarinkuan（外石印，書中寫作Tariŋkuan）4 。
1930 年時，邵族聚落其實在 Tarinkuan，水社部落（kankwan）已是侵墾的漢人聚
落。那採集地的水社究竟為何？ 筆者以為，可能即是邵族之泛稱。日人將邵族稱
為「水社化番」，在《探險台灣》一書中，鳥居龍藏即稱：「所謂水社化蕃，主要的
5
是居住於水社湖〔日月潭〕畔和頭社」
，甚至將非住在日月潭畔的頭份社人也稱為

水社化蕃。
因此 1930 年的水社，有可能便是 Tarinkuan 社。1934 年，日本人為了進行日月潭
水力發電工程，將他們強制從石印遷至現在的卜吉社 6 ，因此 1947 年採集地的水社
應該便是卜吉社。簡言之，水社即是泛指居住在日月潭四周的邵族，因為邵人面臨
漢人侵墾與逃避瘟疫而不得不遷徙，才使得「水社」的意涵變得模糊而複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 3 個標本中，1 個因採自義賣，來源不明，姑且不
論，剩下2 個1960 年的標本，採集地亦寫水社，筆者以為從時代上看，便是卜吉社。

1955 年的標本，皆清楚寫明採自卜吉社而非水社，未必是採集地不同，而是
這批標本出自一趟嚴肅的田野調查，目的、地點都極明確。根據《日月潭邵族調
查報告》，陳奇祿、余錦泉、唐君美、鄭聰明、李卉、李亦園、劉枝萬等人，曾於

1955 年的 1 月與 3 月間在卜吉社進行調查；1956 年 1、2 月間，李方桂、陳奇祿、唐
美君、鄭清茂再度於卜吉社進行語言調查，便是此批標本之由來。
據上所知，標本的採集地，雖有水社、卜吉社兩處，實有可能即同一處，或來
自不同時代的同一群人。

邵族的數位影像資料反映其文化特質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以下簡稱臺大人類學系）影像資料庫則收錄的總數 624 筆
的影像，除了宮本延人所攝，影像已遺失的 3 張，以及土俗人種學教室所收藏之 1
張外，其餘照片全是臺大人類學的陳奇祿先生等人在 1955 年、1956 年共三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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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攝，內容包括大量當時的生活紀錄、經濟生活、宗教活動，並被用於《日月潭
邵族調查報告》一書中。
邵族雖人數稀少，卻有著鮮明的文化特質；像是杵音、浮嶼、公媽籃，這些都
在「臺大人類學系影像資料庫」裡都有詳足的紀錄，以下便就資料庫中有的內容進
行介紹。
所謂的「杵音」，在清領時期的「日月潭八景」中便已提到「番家杵聲」，足見
這個以杵音作為音樂型式的獨特文化由來已久。這種音樂，其實是邵族婦女舂米時
發出的聲音，舂米時以木杵在石板或石臼上擊搗，發出有韻律的清脆聲響，便是杵
聲的由來。7
不過，現在的「杵歌」主要是觀光業的產物，而非傳統文化的表現。1955 年，
陳奇祿先生等人前往調查的照片裡，便可看到不少遊客在廣場上圍觀歌舞。除了室
外空間外，當時還有「日月潭歌舞團」存在，並有一室內場地，收費供人欣賞演出。
「臺大人類學系影像資料庫」中，共有婦女舞蹈表演的影像 8 張，杵舞 3 張，遊
客觀賞舞蹈的影像 6 張，1 張日月潭歌舞團的表演，3 張日月潭歌舞團舞場外觀（共

21 張）。
浮嶼則是日月潭的一個特殊地景，清朝時文獻已有記載。藍鼎元的〈記水沙

傳說邵族人曾利用浮嶼種稻。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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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與黃叔璥的〈番族六考〉
，皆提到邵族人利用浮嶼種稻，但鄧傳安的〈遊水裡社
記〉則表示並未觀察到這種現象，因此田哲益先生認為「猜想浮田種稻之說，如非
8
前人的誤記，恐怕最晚在道光初年就絕跡了。」

浮嶼有天然、人工兩種。天然的浮嶼是水面上自然的草坡，透過水草在水中交
錯的根浮在水上，而人工浮嶼則是竹子編成，鋪上有泥土的鮮草。現在浮嶼的主要
9
用途是捕魚，李亦園先生稱之為「浮嶼誘漁法」
。照片中收錄「天然浮嶼」的影像

8 張，「人工浮嶼」的影像 8 張，5 張浮嶼近照，因為太近而無法判斷是否人工。最
後，還有浮嶼上放置魚筌的影像2 張。
公媽籃是邵族獨特的宗教習俗。邵族家家戶戶都有公媽籃，公媽籃是將祖先的
衣服置於籃中，象徵祖靈之所在，並成為祭拜的對象。這習俗極具特色，王鈺婷甚
至認為，在血統稀薄與語言流失的衝擊下，「唯一使邵族仍然能夠堅定的構築一道
:
清晰邊界以有別於其他民族的便是公媽籃仔」
。

這批影像資料中，祖靈籃的照片共 12 張，祖靈籃內之衣服照片共 27 張，近距
離拍攝祖靈籃內衣服之紋飾及圖樣4 張，祖靈籃內之貝珠、貝錢共3 張。
除了前述邵族特有的風俗外，筆者認為這批資料還有兩個部分值得一提：一個
是「播種祭」與「打鞦韆」
，另一個是街道地景。
「播種祭」是邵族的歲時祭儀之一，根據唐美君先生所言，當時是於農曆三月
初一開始進行 ; 。「打鞦韆」是播種祭的一部分，在播種祭初日，邵族人會用粗竹
竿架成約 10 公尺高的鞦
韆。盪鞦韆的行為，是
象徵作物茂盛，就像風
吹稻穗時，如鞦韆那樣
搖擺。此外，盪鞦韆也
有祈福的作用。打鞦韆
的部分共有 36 張照片，
並有 1 張鞦韆座架的影
像。
此外尚有「播種後
祭」的照片共 28 張。

打鞦韆是播種祭的一部分，亦有祈福的作用。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人
類學系）

從「數位部落」窺見邵族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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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播種後祭，是在播種祭的次日，也就是
農曆三月初二，由邵族的祭司「先生媽」，將其
轄戶的祭飯排成一列，進行祝福的儀式。1955
年時，先生媽共有五位，事實上，除了播種後
祭外，這批照片還有對石阿里、毛阿里、毛麻
里、袁美妙這幾位先生媽進行獨照，這是相當
重要的文史資料，1955 年迄今並不算長遠，若
有族人或文化研究者打算建立先生媽的系譜，
這些照片都十分有參考價值。
街道地景的部分，則是優良的今昔對照參
考。譬如說照片有 14 張水社分校的照片，水社
分校即德化國小，雖然德化國小於 1988 年遷入
新校址，但對校史沿革頗有其價值。此外還有

祭司「先生媽」扮演邵族文化傳承的重要
角色，圖為先生媽毛阿里。（圖片來源∕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日月潭碼頭的照片 7 張，卜吉社碼頭的照片 8 張，11 張卜吉社街道照片雖沒標明地
點，但其中幾張與碼頭相連，應能找出對應的位置。
這批資料的價值遠不只於此，裡頭還有許多等待被發掘的東西，這點尚有請部
落的朋友們與文史研究者一同來推敲，發揚邵族的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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