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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如眾所周知，臺東市南王里或南王社區的名稱，來自傳說中的「卑

南王」。而「卑南王」又出自原住民族的 Pima（卑南聚落）。從史前時

期開始，Pima 就歷經搬遷。搬遷經過因沒有文字而缺少文獻，僅能敘述

在口述傳說中。近代從 1638 年開始，跟荷蘭人接觸的時候，聚落的位

置就是當時臺東平原唯一的交通樞紐。於是有外人的存字記錄，最早聚

落被荷蘭人記為 Pima，區域被記為 Pimaba，後來中文轉為卑南、埤南

及卑南覓。

Pima（卑南聚落）從荷蘭時代被授權開始，活躍於臺灣東部地區至

日治初期，時間有二百多年。名稱由 Pima 而埤南社而卑南社。加上卑

南與臺東這兩個地名，在歷史上數經更迭，讓人眼花撩亂。如此的一個

由聚落而村落所發展出來的社區，故事性強度甚高。 

1945 年臺灣光復後發展出來的南王社區，本來是單一種族的社區。

由於日本時代及民國時期的漢人大量移入，後來才形成一個原漢共榮的

生活場域。我們以時間為經、空間為緯，人群發展為素材，編織成南王

社區的社區史。諸如 17世紀荷蘭人於 1638年開始到東部尋金，Pima（卑

南聚落）跟外力強權第一次接觸。清代治臺期間，給了 153 年的時間讓

埤南社（卑南社）壯大。到了日本統治時，卑南已能適應環境，成為區

域的佼佼者。臺灣光復後，由南王村而南王里，逐漸發展到今日的社區。

然而，也由於素材太過於豐富，無法一次在社區史中表達完畢。本次只

能擇其重要的，先行處理。　

感謝文化部多年來的經費支持，讓我們可以累積資料和研究成果。

並能集結成冊來出版，藉此一併申謝。

臺東市南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孫民英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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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卑南的前世今生  

「卑南」（Pima）→「卑南覓」（Pimaba）→「卑南王」→「南王」。

「卑南」是臺東平原的古稱，也是一個族群的名稱。自西元 1638年以來，

歷經荷蘭文、日文、中文的被紀錄。 

如今我們生活在中文的環境裡，日文資料已有其一定的學術貢獻。

但荷蘭文的資料，一直要到西元 2000 年之後，才陸續被整理或翻譯成

中文。從這些新譯中文的著作中，可以發現許多新的資料，讓我們對「卑

南」（臺東平原）這塊土地，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壹、臺東平原──卑南  

一、從卑南覓到埤南、卑南 

以臺東地區來說，臺東市和卑南鄉原來是一體的。這一地區在 1638

年開始，被荷蘭人稱為 Pinamba、Pibamba 或 Pimaba，後來中文大多記

為「卑南覓」。荷蘭人綜合當時的自稱或他稱，記 Puyuma 村或聚落為 

Pima，中文即卑南，但當時的中文是閩南語發音。清初時、漢人以閩南

語稱此地為「埤南」。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 1）〈新建埤南天后宮碑記〉

記「埤南、臺東舊名」，後來轉為卑南（還是閩南語）。 

Pinamba、Pibamba、Pimaba 或 Pima，卑南覓、埤南、卑南，都是

借音自卑南八社中的卑南社（自稱 Puyuma，今普悠瑪部落，當時位置

原在今臺東市卑南里，1929年才北遷至今臺東市南王里）。

1 　清代紀年用中文，乃反應清代是干支曆與農曆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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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於 1882年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廢除天保曆，改為使用公曆（格
里曆），民間一般稱西曆。

3  卑南社的 Kelalrau（姑仔老 / 龜仔老，1860~1932，有末代卑南王之稱）
被派任為卑南區區長，任期 4年至 1924年（大正 13年），是臺東原
住民唯一出任地方首長者。

臺東市和卑南鄉位於花東縱谷南端，橫梗在臺東縣的中部。東臨太

平洋，西與屏東縣為鄰，北接延平鄉、鹿野鄉和東河鄉，南與金峰鄉、

太麻里鄉毗連，都是以河川、山脈、稜線等作為天然界限。土地面積合

起來有 522.4562 平方公里，土地約有一半是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的丘
陵、坡地，其餘為高台、盆地，平原較少。河川北起有卑南溪、太平溪

（大巴六九溪）、利嘉溪（大南溪）、知本溪等。陸路上無論是南來北往，

臺東市和卑南鄉都是必經之路。（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101）
這一個廣大的卑南地區，原是卑南、阿美、魯凱三族世居之地，荷

蘭人為採金曾派兵駐守此地的幾個據點，後來才有漢人行商來往貿易。

1875 年（光緒元年）清廷將南路撫民理番同知移紮卑南（埤南），簡稱
卑南廳。 

二、更名臺東　

1887 年（光緒十三年）設臺東直隸州，「臺東」這個地名才開始出
現。臺東直隸州轄下之南鄉即指卑南這個地方，有埤南堡，管轄新興街、

馬蘭坳街，寶桑庄、馬蘭庄，加上埤南撫墾局所轄各番社。番社包括大

南八段社、大南郎阿什後社，原名呂家望的遵化社和迪化社，大巴六九

社，檳榔社，斑鳩社，北絲溝社，利基利吉社，猴子山社。 
日治初期改臺東直隸州為臺南縣臺東支廳，1896 年（明治 29 年 2）

改稱臺東廳，廳治設於卑南（今臺東市），當時第一區管轄的新街（原

新興街）、馬蘭坳街、寶桑庄，加上第二區的卑南社，第三區的知本社、

射馬干社，第七區的馬蘭坳社、猴仔山社、加路蘭社等。廳治卑南於

1898 年（明治 31 年）改稱南鄉卑南街，1920 年（大正 9 年）改稱臺東
支廳臺東街和卑南區 3（臺東和卑南分開）。1937 年（昭和 12 年）改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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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華民國定 1912年 1月 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改為使用公曆（格
里曆）。

5  林玉茹（等纂修），1999，收錄於施添福總編纂《臺東縣史‧地理篇》
臺東：臺東縣政府，頁 39-40。

臺東郡臺東街和卑南庄。臺東街管轄臺東、馬蘭、旭、上原、富源、石山、

加路蘭等「大字」（有如今日的村里）。1944 年（昭和 19 年）裁撤臺

東郡卑南庄，將其管轄區域卑南、利家、日奈敷（今賓朗村）、初鹿、

知本、美和等六個「大字」，全部劃歸臺東郡臺東街管轄（臺東和卑南

又合體）。 

三、臺灣光復後的變遷　

臺灣光復初期，臺東街改稱臺東鎮，1945 年（民國 34 年 4）12 月

8 日，從臺東鎮析設卑南鄉（臺東和卑南再一次分開）。原臺東街管轄

的卑南，劃分為卑南和南王兩個村。1946 年（民國 35 年）1 月 1 日臺

東縣政府正式成立，全縣依日治時期舊制，臺東郡改稱臺東區，臺東鎮

和卑南鄉歸臺東區管轄。1974 年（民國 63 年）10 月基於縣治發展之需

要，臺東鎮和卑南鄉實施行政區域調整，將卑南鄉所轄富岡、岩灣、南

王、新園、建興、南榮、卑南、知本、豐田、建和等 10個村劃出歸臺東

鎮管轄，同時將村改為里。從此，卑南村變成了卑南里也離開了卑南鄉。

1976年（民國 65年）1月 1 日，臺東鎮正式升格為縣轄的臺東市 5。 

「卑南」目前除臺東市和卑南鄉外，還有卑南主山（高 3,293公尺）、

卑南山（檳榔四格山，高 410 公尺）、卑南溪、卑南大圳、卑南遺址、

卑南文化公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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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東平原的卑南族 

一、卑南族是南島語族之一 

臺灣的原住民，早年只有氏族、家族或聚落名稱，並沒有「族」的

概念。日本治理臺灣時，以科學方式劃分族群，這才開始有族稱出現。

今日臺灣的原住民有 16個族，卑南族是其中的一個。臺灣的原住民，都

屬於南島語族。 

南島語族指的是使用南島語系的各民族，區域包括臺灣、菲律賓、

婆羅洲、印尼、馬達加斯加、新幾內亞、紐西蘭、夏威夷、密克羅尼西亞、

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等地。北起臺灣，南抵紐西蘭，西至馬達加斯

加，東至智利復活節島。人口約 2億 5千萬人，語言總數有 1,262種之多。 

二、卑南族的分布 

卑南族（自稱 Pinuyumayan，是族群共識的通稱）早年被稱為卑南

八社（日本人稱八社蕃，閩南語稱八社仔），過去一直分布在臺東地區，

即今日的臺東市和卑南鄉。卑南族今日已擴展到 10個部落，人口數含旅

外族人到 2015 年（民國 104 年）12 月底，有 13.629 人。其中原鄉臺東

市有 4,339人，卑南鄉有 2,759人。  

卑南族（Pinuyumayan）分為石生和竹生兩大系統，語言上分為 4

個方言群： 

（一）知本方言群，即知本部落。

（二）建和方言群，即建和部落。 

（三）初鹿方言群，包括利嘉、泰安、阿里擺、初鹿、龍過脈、下 

賓朗部落。

（四）南王方言群，包括南王、寶桑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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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生系統中的南王部落即卑南社，自稱 Puyuma，有團結的意思。

自荷蘭時代 1638 年（距今 2016 年為 378 年前）開始，代理並代表荷蘭

東印度公司駐臺總督，統攝東部各部落，代收貢物，召開東部會議等，

有如地方的領導者。清乾隆年間，卑南社協助平定林爽文事件有功，總

頭目 Pinadray（或被記作 PinaLai, Pinaday，比那賴或卑那來）曾於乾隆

五十三年（1788 年，距今 2016 年為 228 年前）到北京接受皇帝勅封六

品頂戴。加上之前 100 多年來的統攝東部，民間漸漸有「卑南王」的封

號出現。 

三、卑南族的歷史斷代 

（一）史前史

從神話的創生時期開始，到各部落漸漸地形成，一直到荷蘭人出現

在臺東地區。 

（二）近代史 
1. 荷蘭時期：1624-1661年，計 37年；臺東 1638-1661年，計 23年。

此期間有卑南社的興起。

2. 明鄭時期：1661-1683年，計 22年。對「卑南」沒有影響。

3. 清  代  時：1684-1895 年，計 211 年。另臺東可分為早期 1684-

1722 年， 計 38 年； 中 期 1722-1875 年， 封 鎖 153 年； 晚 期

1875-1895年，計 20年。此期間有卑南王的出現。

4. 日治時期：1895年至 1945年，有 50年。

5. 中華民國：1945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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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卑南族的神話、傳說和考古 

（一）神話和傳說 
卑南族跟其他的臺灣原住民一樣，都沒有文字。所以祖先的來源和

早年的遷徙，都是以神話、傳說和故事的方式，代代相傳。 

卑南族最早學到的文字，應該是清代時的中文，但清代治理東部，

只有短短地幾年，教育還沒到一個基礎，就被日本人改朝換代了。在卑

南族出現知識份子之前，一些神話、傳說和故事等等，都是由日本的學

者或研究者來調查和紀錄的。其中以移川子之藏調查，1935年出版的日

文版《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記錄得最詳盡。這本書在 2011

年由楊南郡翻譯和註解，出版了中文版的《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

究》。我們才能從這一本書中，獲得當年各部落菁英所口述的神話、傳

說和故事等等。 

（二）考古　

卑南族的傳說中，包括世界初始和人類誕生，但是，還缺少考古學

上的證據。卑南族人傳說曾居住過的地方，或居住的地方，發現的考古

遺址不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卑南遺址了。 

卑南遺址位於臺東縣卑南山東南側山麓，屬於新石器時代卑南文化

的一個代表性遺址。根據考古學家的推斷，該遺址存在的年代大約是距

今 5,300 年至 2,300 年前，又以距今 3500 至 2300 年前最為興盛。為卑

南遺址留下最早紀錄的，是日治時期人類學者鳥居龍藏。鳥居曾為卑南

遺址的地表石柱拍攝兩幅照片，時間可能是 1896 年（距今 2016 年為

120 年前）。鹿野忠雄是第一位將卑南遺址當作考古遺址加以研究的學

者，他在 1930 年發表的文章中敘述，有數不清的板岩石柱豎立在地表

上。鹿野採用鄰近卑南族的傳說，推測這裡曾存在一個古代的部落，石

柱是居屋的殘留。根據近代史料，卑南族和美族傳說的印證，卑南遺址

可能是阿美族居住過的地方。現存地表上的「月形石柱」，也有阿美族 

Raranges 氏族前來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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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896年鳥居龍藏拍的月形石柱 103：1896 年鳥居龍藏拍
的卑南石柱（東臺灣展望

1933_p137）

叁、遇見洋人 

一、17 世紀的歐洲人東來  
16 世紀以後，大航海時代來臨。歐洲各海權國家積極到亞洲擴展貿

易，迅速累積財富。歐洲人東來，最早是葡萄牙人。1544 年葡萄牙人航

經臺灣，頌稱 Ylha Formosa。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先後在今澳門、馬尼

拉建立據點，晚到的荷蘭人只得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建立荷蘭

聯合東印度公司的亞洲總部。

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

該公司得到荷蘭議會的授權，獨占荷蘭在亞洲的航線與市場，並擁有宣

戰、締約、行政、駐軍等特權。

荷蘭人為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並與英國人合作，切斷葡、西在東

亞的航路。曾一度占領澎湖，為明將沈有容逼退。後來，聽信李旦的建

議，於 1624年轉往當時並非由明朝治理的臺灣。他們在大員（今臺南市

安平）建熱蘭遮城（Zeelandia，今安平古堡），後來又在赤崁（今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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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1970《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冊，
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191-192。

市赤崁樓一帶）建商業市鎮，展開對南臺灣的經營。　

1637 年，荷蘭人聽聞東部卑南覓有產金之訊息，於 4 月間命中國人

前往該地，又派中尉 Tan Teuriaensen（或作 Jan Juriaensen）前往瑯嶠，

調查該地及卑南覓的情形。獲熟知卑南地區漢人告知，黃金產於卑南之

東，並告之以水路通往卑南更容易 6。 

二、荷蘭人跟卑南聚落結盟　 

1638 年 1 月 20 日，荷蘭人 Johan van Linga 經琅礄由水路往卑南

尋金，並與卑南聚落（今普悠瑪部落或南王部落）結盟。此一卑南聚

落自有文獻記載以來，即分為北部落（i ami）和南部落（i timul），各

有主要的 karumaan（祖靈屋，類似漢人的家廟）和巴拉冠。北部落包

括 Pasaraadr, Balrangatu, Sapayan 三個主要氏族，南部落包括 Raera, 

Arasis, Lrungadan 三個主要氏族，今日仍沿襲此一傳統。 

因尋找傳聞中的金礦，荷蘭東印度公司考慮以卑南（Pima）為基地，

並計畫召開東部地方集會。此期間，派有 1 位上士 Jacob Dusseeldorp、

及 23 個人駐守卑南。1645 年南部台灣及東海岸一帶天花猖獗，卑南有

250 村民死亡，東部集會無法召開。 

據說 1652 年（順治 9 年）6 月 12 日有 34 村代表到達卑南，參加第

一次東部集會，34 村代表每人受頒刻有公司徽章（VOC）的藤仗，與公

司永結友誼，被課義務，並宣誓今後每年一次一定出席集會，並服從公

司命令。據說 1653年 6月 12日有 37村代表到卑南參加第二次東部集會，

1654 年 5 月 20 日有 38 村代表 63 人到卑南參加第三次東部集會。1655

年 5 月 15 日第四次東部集會於卑南召開，有 43 村代表集合參加。依據

荷蘭上士 Jacob Dusseeldorp 所記於卑南覓（Pimaba）召開東部地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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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村上直次郎（原譯）、程大學（中譯）1990《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
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302。

會的報告中，指出卑南（Pima）戶數 160，有 4 位大首長（或領主）。

1657年天花流行，臺灣住民罹病甚多，代表們無法出席，地方集會停開。

之後因鄭成功來襲，動搖不安，東部集會至此結束。 

三、卑南聚落雄霸臺東平原　

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卑南為基地，召開 4 次「臺灣東部地方集會」，

讓卑南聚落因此成為臺灣東部地區之領導部落。但這樣的領導，僅是屬

於代理性質，並無統治的事實。縱有小規模的部落戰事，但還不到戰爭

的等級。 

1661 年（明永曆十五年）鄭成功進佔鹿耳門，南部地方之政務員 

Hendrik Norden 及另荷蘭人約 60 人，自 Vorovorong 出發，越山逃至卑

南覓，與原來即駐在該地之荷蘭人 24 人會合，在住民保護下逗留 7。後

來這些荷蘭人在卑南社人保護下，送往外海登上接運的大船，返回巴達

維亞。1683年（明永曆三十七年）八月十八日鄭克爽降清，東寧王朝滅。

這明鄭在臺灣的 22年間，對居住在東部的卑南族，影響不大。 

清朝時期 1695 年（康熙三十四年），南路卑南覓 65 社向清朝官方

歸附納餉。1696 年臺灣府令陳林、賴科等越山來卑南招撫原住民，冊封

酋長文結。1721 年臺灣發生朱一貴事件，後經清軍迅速平定，東部卑南

覓社受命調遣崇爻七十二社壯丁搜尋朱一貴餘黨，並擒解有功（孟祥瀚，

2001：頁 31）。

1722 年（康熙六十一年）清廷劃定「番界」，不許漢人逾越，東部

成為禁地。至 1875 年（光緒元年）正月初十日，始告解除，前後達 153

年（臺東縣史大事篇），卑南社是最大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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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1788 年（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三年），臺灣發生林爽文事件，

後來被平定。1788 年（乾隆五十三年）六月，福康安特別奏准將有功

「番」社頭目帶往京中陛見，以為寵榮。卑南覓社加六賽（時已年老，

有可能是其子 Pinadray 代父上京）一行於當年八月自鹿耳門登舟，十二

月二十一日抵北京西華門外瞻覲乾隆皇帝，命隨至瀛臺賜食。並依四川

屯練降「番」到京例，授予總社頭目六品頂帶，各社「番」目七品頂帶，

並賞賜總社各頭目衣帽等物，二十三日開始一連串地賜宴和賞賜。此行

強化了卑南族在臺灣東南部的領導地位，此後卑南族勢力愈增，威望益

著，至 Pinadray（比那賴，第 18任部落總領袖）時期而大盛。日治時期

幣原坦 1931 年所描述之〈卑南大王〉盛況，在時間上約為嘉慶道光之

際，也略與 Pinadray 同時，故在卑南族的傳說中卑南王的印象也一直與 

Pinadray 連在一起。加六賽所得之賞賜各物，其中蟒袍曾於 1970年（民

國 59 年）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後來毀於某次颱風。 

Pinadray 在區域中被尊為「卑南王」，不在他們打了多少勝仗，而

是他們排除了多次糾紛，以及維持了後山地區長期的和平（宋龍生，

1998：130）。據宋龍生判斷，卑南社接替荷蘭人遺留的支配領導權，

其範圍北至池上，東海岸至成廣澳，南至大武一帶（宋龍生，1998：

130-131）。 

1874 年（同治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清朝沈葆楨來台上任，對東部

採「撫番、開山」政策。1875年（光緒元年）一月十日，清朝皇帝詔除「內

地人民渡臺入山耕墾例禁」，臺灣府、卑南廳及恆春縣，同時解除入番

地之禁。1884 年（光緒十年）閏五月四日清朝派劉銘傳任巡撫督辦臺灣

軍務，設二府八縣四廳。1888 年（光緒十四年）清政府改「卑南廳」為

「臺東直隸州」，臺東地名第一次出現。同年六月發生大庄平埔族人聯

合卑南族呂家望社（今利嘉部落）的「大庄事件」，劉銘傳向福建水師

求援，派當時最先進之「致遠」「靖遠」二艦到臺東海面砲轟呂家望，「大

庄事件」才平息。「大庄事件」平息後，鎮海後軍提督張兆連奏請獲准，

於翌年興建天后宮。1891 年鋟石記事，即光緒十七年〈新建埤南天后宮

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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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孟祥瀚（纂修，二版），2001《臺東縣史開拓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頁 91-93。

1894 年（光緒二十年）爆發清、日甲午戰爭，最終清朝政府戰敗，

於 1895 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其中包括割讓臺灣、澎湖及其附

屬島嶼予日本。 

1895年（日明治 28年）6月 7日，日本政府在臺舉行始政式。年底，

日本底定臺灣前山局勢，分別派潘文杰等人聯絡卑南漢人及原住民歸順。

1896 年（日明治 29 年）年初，潘文杰等人來到卑南勸降清軍及遊說原

住民歸順，陸續獲得成功。最後，僅剩下駐守新開園的副統領劉德杓部

200多人堅守不降。但劉德杓部為獲得糧食，逐漸對鄰近村社造成紛擾。

日軍先遣人員乃商請卑南社頭目姑仔老，馬蘭社頭目郭拉斯．馬亨亨組

成義勇隊。卑南社由女傑陳達達率勇士駐守大埔（今池上鄉大埔村）；

郭拉斯．馬亨亨率勇士人駐守雷公火（今關山鎮電光里）。5 月 24 日晨

劉德杓部來攻雷公火，遭到原住民兩個義勇隊的夾擊戰術，陣亡 8 人、

負傷 20餘人敗去。至於日軍的大部隊，於 5月 25日晚間才登陸卑南 8。 

1897 年（明治 30 年）姑仔老頭目協助臺東廳在卑南社設立「臺東

國語傳習所卑南分教場」（後改卑南公學校，今臺東縣立南王國小），

使族人開始接受日式教育。1908-1909 年（明治 41-42 年），臺東廳命

各部落取消對卑南族繳納貢租。至此，形式上的卑南王就劃上了句點。

但是，從 1662 年到 1909 年之間，卑南社收貢達 247 年之久，難怪會形

成一個「卑南王」的傳說，以及「卑南族統治後山」的錯誤歷史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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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卑南社頭目的家
（東臺灣展望 1933_p137）

106：卑南區役場
（東臺灣展望 1933_p137）

105：卑南公學校
（東臺灣展望 1933_p137）

107：卑南派出所
（東臺灣展望 1933_p137）

資料來源：本書所引用東臺灣展望 1933之照片，均感謝臺中圖書館的掃瞄作業。

9 洪敏麟，1979《臺灣地名沿革》臺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頁 158。

肆、小結 

文字紀錄中的「卑南」或「卑南覓」，都出自於卑南聚落或卑南社。

卑南社因為地理條件的關係，1638 年成為荷蘭人的盟友。後來的時空背

景環境變化，出現了民間口傳的「卑南王」。  

坊間有關「卑南」的地名文獻，有不少誤判其起源為卑南大頭目之

鼻祖 Pinadray 9。但如前所述，Pinadray（比那賴）是清代 1788 年之後

才出現的人物。根據晚近的資料，荷蘭人早於 1638年，就已經紀錄了「卑

南」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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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隸屬的變遷　

臺東市的南王里與卑南里，在清代隸屬臺東直隸州，同屬埤南撫墾

局「埤南社」。日治初期屬臺東廳卑南區南鄉「卑南社」，後改為臺東

廳臺東郡卑南庄大字「卑南」。臺灣光復後於 1945年（民國 34年）將「卑

南」劃分為「卑南村」與「南王村」。「南王村」於 1974年 10月改為「南

王里」迄今。如今的南王里位於臺東市北端，北至卑南山，以綠色隧道

與卑南鄉相連。東至鐵路，鄰岩灣里。南以鐵路陸橋為界，接卑南里。

西至太平溪左岸堤防，右岸為卑南鄉及豐田里，面積 4.4967平方公里（參

見圖片及照片輯 201）。其隸屬變遷如下表： 

表 2-1：南王里隸屬關係變異表 

1893-1894年
（光緒 19-20年）

時                        間 備                        註摘                                                 要

1897 年（明治 30
年）10月 1日
1898 年（明治 31
年）2月 10日
1919 年（ 大 正 8
年）10月 29日

「埤南社」歸埤南撫墾局所轄。

「卑南社」歸卑南辨務署南鄉

第二區管轄。

設臺東廳。

「卑南」大字（猶如今地籍之

「段」）歸臺東廳臺東支廳卑

南區管轄。

《臺東州采訪冊》

五州二廳時期

1937年（昭和 12
年）9月 29日

臺東、花蓮兩廳施行郡市制、

街庄制，「卑南」大字歸卑南

庄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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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時                                   間

備                        註

備                                註

摘                                                 要

摘                            要

1945 年（民國 34
年）12月 8日

1974 年 10 月 10
日

1976年 1月

1920年（大正 9年） 134戶 993人

858人

670人

820人

113戶

98戶

103戶

1925年

1930年（昭和 5年）

1938年

原臺東街分為臺東鎮及卑南鄉，

卑南村及南王村等 11個村歸卑
南鄉管轄。

原卑南鄉所轄卑南村、南王村

等個 10村劃歸臺東鎮管轄，將
村改為里。

臺東鎮改為臺東市。

南王村名出現

南王村改為南王

里

貳、人口統計

日治時期之「卑南社」，包括今日之卑南里和南王里。人口數如下

表，但並無原住民與漢人之人口比率資料：

表 2-2：日治時期「卑南社」人口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轉引自鄭全玄，1995，《臺東平原的移民拓墾與聚落》，臺東：東臺

灣研究會，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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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民國 35 年）10 月南王村初次設籍時，總人口數為 1,102

人，原住民人口佔多數。近年來人口陸續增加，至民國 101年 12月時，

總人口數已達 3,021人，漢人人口開始佔多數。

表 2-3：南王（村）里人口統計表 

時                   間 戶      數 比      率 比      率總人口數
原 住 民

人 口 數

漢人等 

人 口 數

1946年（民 35
年）10月

160戶 1,102人 731人 33.67﹪371人66.33﹪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無資料無資料

8,642戶 3,095人 無資料 無資料無資料無資料

986戶 3,152人 1,223人 61.20﹪1,929人38.80﹪

1,091戶 3,021人 1,170人 59.05﹪1,784人40.95﹪

1,106戶 3,027人 1,247人 58.80﹪1,780人41.20﹪

1956-1996年

1997年 12月

2001年 12月

2012年 12月

2013年 12月

資料來源：臺東市戶政事務所及卑南鄉戶政事務所戶籍簿及統計資料。民國 35

年 10月的資料，係依《臺東縣卑南鄉南王村初次設籍》資料統計。

姜柷山製表。

迄 2015年 12月，社區總人口數 3,051人，其中漢人等人口數 1,808

人（59.26%）、平原人口數 1,175 人（38.51%）、山原人口數 68 人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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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南王概況

一、部落村里的區分

部落和聚落、村里或社區，這幾個名詞時常會令人混淆不清。

「部落」多用於原住民，有家鄉、地區的意思。族群內的公共事務，

皆以部落為單位，此為其特色。部落並非單一，也可以包含幾個子部落。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的部落定義：「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

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核定者。」一般部落有頭目等社會組織，近來又增加了一個原

住民部落會議。

「聚落」由居民、住屋、道路、生產場所組成。是人們共同居住、

生活與工作的地方。型態可分為都市聚落或鄉村聚落，鄉村聚落又可分

為集村或散村兩種。臺灣廣大的農村，基本上就是典型的鄉村聚落。上

述的部落或聚落，都可以形成村里，或在村里之內。

依地方制度法第 59條規定：「村（里）置村（里）長一人，受鄉（鎮、

市、區）長之指揮監督，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項。由村（里）民

依法選舉之，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村（里）長乃地方制度法中最

基層的民選公職人員，業務繁多有如包山包海，所以有「土地公」的暱

稱。

「社區發展」是臺灣光復後由政府推動的，1955 年（民國 44 年）

農村復興委員會開啟社區發展工作。之後歷經政府發布「社區發展工作

綱要」，197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農村社會步入工業社會。1987 年政

府宣布解嚴，地方自主意識抬頭。1991 年內政部頒布新版的「社區發展

工作綱要」，採人民團體型態運作。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 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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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綱要所稱社區，係指經鄉（鎮、市、區）社區發展主

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

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社區發展係社區居民基於共同需要，

循自動與互助精神，配合政府行政支援、技術指導，有效運

用各種資源，從事綜合建設，以改進社區居民生活品質。

社區居民係指設戶籍並居住本社區之居民。

相關社區組織也從「社區理事會」，轉型為「社區發展協會」。所

以「社區發展協會」是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的規定來設立的，也

有第 12條規定的配合政府政策之工作項目。

二、南王村里部落和社區

南王里位於臺東市交通要道的北端，剛好被公路臺 9 線穿過，分成

東、西兩大部分，街道都是棋盤式的規劃（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202）。

南王里有 20 個鄰，從與卑南里交界處算起，更生北路右側是單數鄰 10

個，左側是偶數鄰 10 個。卑南里交界處更生北路 496 巷就是第 1 鄰，

綠色隧道是 20鄰。但部落居民還是習慣於日本時代的劃分法，分為 4個

區。即更生北路左側是 1, 2區，右側是 3, 4區。

南王里內有南王國小，卑南國中，臺東縣立棒球場，普悠瑪傳統文

化活動中心，南王社區活動中心等。北側為國定遺址的卑南遺址，建有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卑南文化公園；東側有國本農場（即王登科

的老宅子）歷史建築。 

社區受卑南文化遺址指定範圍尚未完成的影響，週遭土地無法順利

開發。既成的過境道路，又被以文化資產保護名義蓋了一座考古發掘現

場，逼使過境車輛改道更生北路 596 巷轉入臺 9 線（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203-209）。大型車輛穿過南王社區，帶來空氣污染，並危害社區民眾的

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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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悠瑪部落（舊稱「卑南社」）是世居在這裡的卑南族。臺灣光復

後漢人開始大量移入，原住民逐漸成為少數。加上近代文明如排山倒海

之勢湧入，文化上衝擊頗大。好在普悠瑪部落長老堅持文化傳統，每年

都定期舉辦卑南族少年年祭，及大獵祭等傳統活動，維持傳承於不墬，

也成為社區特色。

普悠瑪族人自古即有音樂素養，經後天之訓練，有音樂家陸森寶的

出現。近年來年輕歌手陸續獲得 9座金曲獎的肯定，博得金曲村的暱稱。

過去南王的村里長都是由普悠瑪族人擔任，一直到第 19屆（任期自

2010年至 2014年），才有漢人里長出現。 

社區經濟以農、工為大宗，或有軍公教警消等人員，一般商業多由

漢人經營，缺乏工業。社區或臺東就業機會有限，導致青年多因就業而

遠走他鄉。

原住民一直以來，都缺乏從事商業的經驗，以致可作為強項的普悠

瑪文化商品，缺少供應的窗口或平台。臺灣鐵路局的普悠瑪號火車已經

開到臺東，社區在迎向觀光財的這一個環節上，腳步稍嫌緩慢。 

三、南王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市南王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1993年（民國 82年）10月 28日。

當年由當時的里長陳清文發起成立，部落長老等人配合，由陳清文擔任

第一屆理事長。陳清文逝世後，由陳光榮出任第二屆理事長。2004 年組

織重整，是為第三屆，之後正常運作迄今。目前為第五屆，現有會員 66

人，其中包括理事 9 人（孫民英為理事長），監事 3 人，聘僱非專任工

作人員 3人。 

南王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時，在運作上幾乎是以卑南族普悠瑪原住民

人士為主。社區的文化活動和祭典，也幾乎都是以普悠瑪原住民的傳統

為主軸。漢人的民俗和信仰等，之後才逐漸發揮起來。社區的原住民和

漢人，在文化上是互相包容的。社區年輕人因工作關係而長期在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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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又造成對社群和家族的割裂。也許是這些複雜的因素，南王社區在社

區總體營造的這一塊，起步甚晚。一直到 2013 年才開始提案，爭取經

費營造社區。 

南王社區目前是一個典型的多元社區，應當把握社區總體營造的大

好機會，建立南王社區的社區史。讓居住在這裡的居民，認識彼此。共

同為社區打拼，開創社區永續發展的坦途。 



210：南王社區街道圖（李琪琴繪製）



第三章  普悠瑪部落概述 

壹、起源和祭儀的神話 

一、普悠瑪部落的起源 

卑南族跟其他原住民一樣，素來沒有文字。所有的文化元素，都是

靠口傳作為延續。有關卑南族文化的各項研究或紀錄，是開始於日治時

期。最早介紹卑南社（普悠瑪部落）起源的文獻，來自於 1915 年河野

喜六的調查。 

太古時候在 panapanayan（現在知本社的東方海岸）有個叫做
nunur的神人從地裡生出來，祂把一根竹子插進土中而從其上節生
出 pagumaLay（男）、次節生出 pagumsir（女），兩人結為夫妻，
生下 paDungaw（長男）、raurauy（次男）、pakuskus（長女）、
suwaLagaw（次女）四個兒女。此四人長大後，長男 paDungaw與
長女 pakuskus結婚，次男 raurauy與次女 suwaLagaw結婚。這兩對
夫妻為了覓求居住地而從 panapanayan向北出發，抵達現今卑南社
之西北方的 abaywan;raurauy夫妻則繼續往前行，決定於 maydatar
之地，在該處建造茅屋定居了下來。其兄 paDungaw夫妻砍伐竹子
豎立在地上以防雨露。夜宿一晚之後，因不滿夢卜的結果，清晨又

從該處出發。途中因疲勞之故而在 DungDungan休憩，之後再前進
到達 babaTuran。他們把竹子插在地上過了一夜，因為夢見繫在竹
上的鈴大聲作響，而且竹稍高昇（此類屬吉兆之夢），於是決定居

住在該地，其後子孫繁衍不息。後來因其弟 raurauy夫妻力勸他們
也移居到 maydatar來，paDungaw夫妻及子孫遂全合併到 mayd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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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河野喜六（著）1915；余萬居、徐人仁（初譯）李璧年、黃秀敏、傅玉香、
張淑靜（校譯）許木柱、黃智慧（主編）吳明義（阿美語復原）林豪勳、

陳光榮（卑南語復原）許木柱、黃智慧、林志興（中文審訂）2000《臺
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

卑南族》：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218。
11 陳文德，2001《臺東縣史，卑南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頁 70。

（現已廢絕，其遺址仍存）。此外，居住在 bukid山麓的 arasis一
族亦因故也合併至 maydatar，遂形成了卑南社之基，現今卑南社部
落則位於舊址 maydatar之域外 10。 

二、普悠瑪部落小米祭儀 

小米自古以來就是臺灣原住民的主食之一，甚至是原住民的神聖作

物，所以就有許多圍繞著小米的祭儀。卑南族自然不例外，也是非常重

視小米文化和相關的祭儀。除了早年的播種祭、祈雨祭、除草、收割、

入倉祭、嚐新祭、收穫祭之外。目前卑南族在知本（卡地布）、建和（射

馬干）、初鹿、下賓朗、南王（普悠瑪）和龍過脈等部落，都有源自小

米的收穫祭典 11。這些部落的收穫節因為祖緣和區域發展的不同，形式

上會有些差異，唯獨普悠瑪部落的收穫祭大不同，是分成三處來同時舉

行。 

有關普悠瑪部落的收穫祭，最早來自於 1913年佐山融吉的調查。割

粟（報導人：kelaLaw/ anbalan）

古時候火燒島（綠島）和臺灣問有座橋，往來交通便利。不

料某日有人惡作劇把橋砍斷，獨留一名年輕人在島上。年輕人經常

徘徊岸邊並望水興嘆。有一天岸邊出現一隻鯨魚表示願意載其回臺

灣，抵達時，鯨魚對年輕人說：「此後每年得帶著栗到海邊來祭祀



第三章   普悠瑪部落概述

029

12  Karunun 是原文的書寫方式，今作 kalunung。 
13 佐山融吉（著）1913；余萬居（初譯）黃淑芬（校譯）陳文德、黃宣
衛（主編）吳明義、顏約翰（阿美語復原）林豪勳、鄭玉妹（卑南語

復原）陳文德（中文審訂）2007《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
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第一編，阿美族南勢蕃、第二編，阿美族馬

蘭社、第三編，卑南族卑南社》：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頁 250。

我。」年輕人倒也信守諾言，每年割票結束必備票到海邊祭祀鯨魚。

此後，這亦成了社內的習俗，現今每年 gamugamut、sapayan、
karunun12 等集會所的人都會到海邊舉行撒栗儀式。另外，割栗亦

與割稻一樣是夢吉時才進行 13。 

這一則神話故事所敘述的，前段所說是今日 Arasis 家族收穫祭由來。

後段所說的 gamugamut, sapayan, kalunung 等集會所的人都會到海邊舉

行撒栗儀式，又是南部落的收穫祭。 

1915年河野喜六的調查，也紀錄了如下的故事。

稻與小米的種子 
有一天母親 saremesim 對女兒 sernegneg 說：「在 kanmaiDang 

山（都巒山對面的山）頂上住著 merberebu（兄）、merberes
（弟）兄弟，妳到那裡去問問有無稻與小米的種子。」女兒依母

所示登上了 kanmaiDang 的山巔，拜訪 merberebu、merbere 兄
弟，尋問他們有無稻與小米的種子，他們答稱「我們沒有這些東

西，暫且稍候。」並要她等候。之後兄弟倆便前往拜訪居住在此

深山中的 bunulingayu（兄）、buLingaw（弟）兩兄弟，說：「現
有 sernegneg 前來索求稻與小米之種，但是我們都沒有，所以前
來拜訪，不知你們可否給她少許 ?」bunulingayu 兄弟答：「請稍
候。」然後向 iseLeg（位在海之東方的地名）的 rewadwad（兄）
rebanban（弟）兄弟請示可否給與。bunulingayu 兄弟得到稻和小
米的種子後，把它交給 merberebu 兄弟，而 merberebu 兄弟又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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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河野喜六（著）1915；《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番族慣習調
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頁 268-269。

交給 sernegneg。sernegneg 把要來的稻和小米的種子帶回家交給母
親，母親立即在一小塊田地耕作播種，後來稻種及小米種發芽且生

長極佳，成熟結穗時，母親 saremesim 採兩個檳榔，將之縱向剖開，
把七個琉璃珠放進裡面，再將檳榔頭朝向 kanmaiDang 山，置於耕
地中央，又將割下的稻、小米根整理堆積成立成＊形，待全部收割

搬運回家後，即將檳榔拿回來，向賜予種子的諸神行謝恩的祈禱：

「我等蒙惠賜，收穫了很多的稻、小米。今將供奉的檳榔插於此壁，

祈請明年亦蒙恩惠，得稻、小米之豐稔。」此即稻、小米之初始，

甚至成為播種、收穫這二回必定舉行的祝祭與祈禱之起源 14 。 

這一則神話故事所敘述的，是北部落取得稻和小米種子的經過。以

及播種、收穫時，向賜予種子諸神行謝恩祭儀的由來。 

小米祭的由來 
nunur 在 panapanayan 所插的竹枝，生出 pawtipeI（男）、

amana（女）、takyu（男）三人。pawtipeI、amana 兄妹結為夫婦，
生下 kuLaDuy（男）、yamugay（女）兩兒女，此一家移居 bukid
山（現守備隊打靶場，卑南溪畔的小山）之麓，創立了 arasis 家，
並從 sernegneg（saremesim之女）那兒得到小米種而居住下來。
然而居住在 maydatar 的 pawdiran 經常赴 kawasan（地名）海岸採
收貝類，便也屢屢從 arasis 家旁經過。某次 pawtipeI 看見 pawdiran 
經過，便對他說：「Ikawasan 是我的領域應向我招呼一聲才是吧！」
pawdiran 默不作答地歸去。之後他又再路經此道前往 kawasan'，
arasis家發現了此事，pawtipeI 對其之傲慢大為憤怒，而迫他以決
鬥了斷是非，但是 pawdiran答道：「近鄰之間不應爭鬥。」未應
允即歸去了。之後 pawtipeI 見 pawdiran 依然我行我素，終於兩人
走上決鬥之途。pawdiran 當場死亡，pawtipeI 則負重傷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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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河野喜六（著）1915；《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番族慣習調
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頁 270-271。  

才回到家，他告訴其弟 takyu：「把我的矛豎立在 bukid 山上的東
鞍部， 'maydatar（地名）之民會相信我還活著而不再來。」言畢
即氣絕。其弟 takyu 立刻如其言，將矛豎立在 bukid 山上的東鞍
部。經過一段時間後，來自 maydatartuba、pauseLaw、muselaw、
rawaraway、sumata、gusing、taguLip 等人，前往 arasis 家，勸誘
其移居至 maydatar' 今後共同和睦相處，amana 以及 takyu 等人就
答應了。arasls 家從此移居合併至 maydatar' 原本屬 於 arasis 家之
領地給予 maydatar'，然後將 maydatar 領地分為兩半，南方作為 
arasis 一族之領地，北方則作為 maydatar 一族之領地，arasis 家每
年繳納貢穀給 maydatar。maydatar 向來行稻米祭而無小米祭，自
從在 arasis 家司小米祭以後，才有了小米祭的舉行。 

takyu 知道有很多社民搗製黏糕，某日，他到番社的外廓發出
了奇怪的聲響，社民們以為發生了什麼變故，一同奔向聲響處，但

是見周遭並無異樣，於是抱著詫異的心情返宅，返家後很多人發現

搗製的黏糕丟失了，大夥兒又再度感到吃驚。經過若干日，takyu 
得知搗黏糕的日子，便施計盜取黏糕，攜之前往 sanasan（火燒
島），黏糕吃完時，再回到 maydatar。其外因 kuLaDuy 對 takyu 的
不良品性感到慚愧，因此思索著該如何將他逐出社外。某日，他勸

誘 takyu 前往 sanasan 獵鹿，兩人整裝同行，持獵中他瞞著 takyu，
遁逃出 sanasan，並切斷懸在 maydatar 與 sanasan 間的橋樑，使得 
sanasan 成為與本土隔絕的孤島，takyu 因此陷入流竄於孤島的窘
境（相傳太古時代 sanasan 與 babaTuran 間有橋相續，在地狹處相
連）。此時有 rewadwad 與 rebanban 二神憐憫 takyu 被遺棄在孤島，
便命令一叫做 barawis 的魚送他回到陸地。barawis 奉命行事，並將
神意告知 takyu，「當我沈入水中時，你要停止呼吸 ;若憋不住氣時，
就抓捻我的頸子。」這樣教 takyu後，便載著他潛入水中，浮沈三、
四回後接近了陸地。牠向 takyu 說道：「吾奉二神之意送汝至陸，
汝若感念二神之恩，於小米祭時便供奉小米和檳榔，吾則將汝之供

祭物獻予二神。」言畢即消失蹤影。takyu 終得以無恙返家，此後
小米祭時，他必定供呈小米和檳榔給 barawis，後世以此為例流傳
至今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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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大魚的故事，背景為今日的綠島（陳建年繪圖）

這一則神話故事所敘述的，就是 Arasis 家族於小米祭時向 Sanasan 

行祭。對象實為 Rewadwad 與 Rebanban 二神，叫做 barawis 的魚只是

奉命行事。

 

1915 年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的調查，紀錄了卑南社 3

家不同的收穫祭故事。

各頭目家和社眾舉行 parisi（祭把、咒禱）的祕儀。
這 3 家之中，Longadan 家所傳的祭祀，無從得知，但是 

Sapayan 和 Ra?ra? 兩家舉行祭祀時，都朝向紅頭嶼（Votol）［蘭嶼］
致祭：Arasis 家，則朝向火燒島（Sanasan）［綠島］致祭。屬於北
部落的 Pasara?al 和 Valangato16兩家，於每年農作物收成以後，朝

向都鑾山（Aranun）舉行 parisi，並準備供品祭拜祖先。顯然地，
各頭自家朝不同的方向祭拜，…。現在，先引用 Sapayan和 Ra?ra? 
兩家的祭祀傳說如下：

16 原文書寫的 Longadan，今作 Lrungadan。Ra?ra? 今作 Reara。Pasara?al 
今作 Pasaraadr。Valangato 今作 Balrang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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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到蘭嶼找小米的種籽（陳建年繪圖）

遠古年代，卑南社還沒創立以前，也就是說，人類始祖剛剛誕

生於 Panapanayan 的年代，一對名字叫做 Adurusao 和 Adurumao 
的夫婦，是 Sapayan 家的始祖。他們所住的 Panapanayan 沒有小
米，但是紅頭嶼那邊有很多。於是，這對夫婦渡海到紅頭嶼，把

小米種籽隱藏於兩手腋下，想要偷偷地帶回來。但是，此舉不巧被

紅頭嶼的人看到，而被沒收了。夫婦再度前往，這次回程時，把小

米種籽藏在口中，還是被識破，所以改藏於妻子的陰部中和丈夫的

陰莖包皮內，成功地偷運回來了。相傳，夫婦前往紅頭嶼的方法，

是爬上根部從臺灣島遠伸到紅頭嶼的一株大榕樹，沿著橫斜的根部

蹓到紅頭嶼。從此以後，我們這邊才有小米的種植。為了表達感恩

之意，每年小米收成以後，我們都前往臺東街的南方，位於海岸的 
Katunuman，築起棚架，將帶來供祭的酒、小米、檳榔子等擺放於
其上，朝向紅頭嶼的方向祭拜。再者，Ra?ra? 家原是從 Votol 家分
出，自成一家的。既然 Votol 家的人，是來自紅頭嶼，Ra?ra? 家的
人，和我們 Sapayan 家的人一起，每年祭期都朝向紅頭嶼祭拜，並
做 parisi（咒禱）。（卑南社 Sapayan 和 Ra?ra? 兩頭目家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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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早年的小米收割（陳建年繪圖）

304：朝向蘭嶼的感恩（陳建年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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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Arasis 家所傳有關祭祀活動的傳說，摘錄如下：

古時候，Arasis 家有一對兄弟，名字分別叫做 Atakiu 和 
Kuralui。Atakiu 心地很壞，常常向社眾說謊，大叫「敵人來了！」
社眾聽到他的叫聲，紛紛趕到部落入口處防敵，他卻趁機踏進社眾

的空屋內，偷走小米糕。頭目家族以為這是一種恥辱，決定把他遣

走於遠方。當時臺灣東南部猴仔山（Kawasan）和火燒島［綠島］
之間，有榕樹的根橫仲，像橋一般連接兩地。火燒島那邊有很多野

獸，弟弟 Kuralui 奉父母之命，以前往火燒島打獵為藉口，把哥哥成
功地誘出了。當兩人抵達火燒島時，弟弟讓哥哥留在島上，馬上獨

自蹓回，回到猴仔山的同時，把榕樹的根砍斷了。因此，Atakiu 沒
有辦法回臺灣。那天晚上他睡在海岸沙灘上，次日早晨，一隻鯨魚

游過來，向 Atakiu 說：「如果你想回部落，就跨坐在我背部罷。我
潛入海中游過去，假如你感覺呼吸困難，就抓位我的魚鰭示意，我

會浮上海面游過去。」Atakiu 聽到鯨魚的吩咐，使跨上鯨魚的背部，
只緊抓魚鰭 3次，便回到臺灣島上。把 Atakiu 送回後，鯨魚對他要
求每年按時祭拜牠。從此以後，Arasis 家每年都在農作物收成以後，
到卑南大溪出海口南邊的海岸 Korao，築起棚架，把供祭的酒、小
米、檳榔子、琉璃珠等擺放於上面，朝向火燒島祭拜。據傳，祭拜

了以後，如果沒有把供品留在海岸附近，便有颱風來襲。（卑南社 
Arasis 頭目家所傳）

有關 Pasaraadr 和 Balrangatu 兩家所傳有關祭祀的傳說，摘錄如下：

古時候，都鑾山住著一個阿美族男子，名字叫做 Vunosisi（別
名 Vunoaau），他持有稻米。因為卑南社這邊沒有稻米，Valangato 
家派遣一個名字叫做 Surung 的男子，前往都鑾山去領取。對方慷慨
地用芭蕉葉包了一些，交給他了。Surung 不敢用手碰稻米，卻用衣
服接納。他回到部落後，把稻米平均地分配給社眾。從此以後，卑

南社開始有稻米。每年農作物收成以後，Valangato 家和 Pasara?al 
家，一起前往卑南大溪北岸的 Avaayun 築起棚架，將白米、小米、
檳榔子等擺放在上面，朝向都鑾山祭拜。兩家是親族的關係，而且 
Pasara?al家的輩份較高，所以祭祀活動，主要在 Pasara?al 家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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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卑南 Pasara?al 和 Valangato 兩頭目家所傳）17    

如此這般，卑南社各頭目家所舉行的祭把活動，都關聯到小米

和稻米傳播到部落的軟事，或是根據祖先曾經被鯨魚救援的傳說而

舉行的。唯獨 Ra?ra? 頭目家的祖先，來自他們的故址（紅頭嶼），
所以朝向故址祭拜。

普悠瑪族人林豪勳、陳光榮 1994年的《卑南族神話故事集錦》，林

志興 1997 年的〈南王卑南族人的海祭〉，都有對普悠瑪部落收穫節祭

祀的不同記載。 

茲摘錄陳光榮口述，鄭玉妹整理的資料如下，

海祭 muLaLyyaban 18是卑南族自古至今從未中斷的祭儀。

一、小米的由來：

卑南族的祖先〝的馬拉少〞（temalasaw）〞為了尋覓可以當
主食的植物，有一天來到蘭嶼島，住在蘭嶼島期間，愛上了當地的

姑娘〝代班〞（tayban）〞，並娶她為妻。娶了妻有了家並未忘了
到蘭嶼的目的，在不斷尋找下，果然發現島上有一種非常珍貴的主

食一小米。 
小米這種農作物是卑南族部落所沒有的，部落裡有的甘藷、芋

頭等農作物為主食。〝的馬拉少〞（temalasaw）和太太〝代班〞
（tayban）想將小米種子帶到台灣，並種植在部落。自從〝的馬拉
少〞（temalasaw）發現了可以作為主食的小米後，一心想帶回部
落，〝的馬拉少〞（temalasaw）和太太〝代班〞（tayban）非常
高興的帶著小米種子離開蘭嶼，卻被當地的青年沒收，因為當地青

年不允許種子離島，對種子的管制非常嚴格。於是〝的馬拉少〞

（temalasaw）和太太〝代班〞（tayban）想盡一切可行的方法，
然而這些方法都不盡理想，容易被發覺。最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17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著）1935；楊南郡（譯註）2011《臺
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 1冊，本文篇：臺北：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南天書局，頁 440-442。

18 muLaLyyaban 是原文書寫，今作 mulaliya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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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代班〞（tayban）說，播開其下體，將小米藏在陰部裡，如
此較不易被蘭嶼青年發覺，夫婦倆商議這是將小米帶離蘭嶼島最好

的方法。於是〝代班〞（tayban）小心翼翼的把小米種子藏在自己
的陰部裡，可是當〝代班〞（tayban）（tayban）如廁時把小米種
子給尿出，一切努力前功盡棄，攜帶小米種子的希望破滅了。〝的

馬拉少〞（temalasaw）和太太〝代班〞（tayban）並不因此灰心，
繼續研究解決之道。〝的馬拉少〞（temalasaw）說：不如試著藏
在自己的下體包皮內，可能較不易尿出，這種方法果然有效，當他

們離開蘭嶼島時未被當地的青年查覺，終於將小米種子順利帶到台

灣，種植在卑南族的部落。

二、海祭的原因：

〝代班〞（tayban）的大哥隨著妹妹和妹夫一起到台灣，住在
卑南族的部落。過了一段時日，〝代班〞（tayban）的大哥為蘭嶼
島上有自己的房屋，可耕種的土地，以及飼養的家畜，應該回到故

鄉一蘭嶼島。〝代班〞（tayban）的大哥思念家鄉的心情隨著住在
卑南族部落的時間日益加深，〝的馬拉少〞（temalasaw）和太太〝代
班〞（tayban）很能夠體會大哥的思鄉情懷。

有一天，當〝代班〞（tayban）的大哥即將回蘭嶼的前夕，請
求妹夫〝的馬拉少〞（temalasaw）和妹妹〝代班〞（tayban）在
每年的此時一正好是小米收割季，別忘了做好 tinuerau（小米酒）
到海邊煮小米飯糕給他 pumaderu。〝代班〞（tayban）的大哥臨
行仍不忘叮嚀，要妹夫〝的馬拉少〞（temalasaw）和妹妹〝代班〞
（tayban）將這件事牢記在心。自從〝代班〞（tayban）的大哥離
開卑南族回蘭嶼後，每到小米收割後，一定製作 tinuerau（小米酒）
到海邊煮小米飯糕，向著蘭嶼的方向遙祭 pumaderu，以示感謝和
飲水思源，並祈求明年好豐收。

三、新米的禁忌：

當時的部落不像今天這麼大，三十幾戶人家全是一家人，是一

大家族而非部落。兄弟姊妹長大成家各立門戶，但住的地方離本家

都不遠，生活方式相同，生活步調自然一致，如果有事只要一招呼，

大家都會一起行動。當時對剛收割的小米（卑南族人稱為 bekaLan 
na byny）卑南族人有這樣規定，即新米不可任意帶出部落，即使是
已煮熟的米飯也不被允許，必須先舉行向祖先祭拜的儀式後，才能

將新米帶到部落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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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祭的儀式：

新米祭拜的儀式是將婦女製作的 tinuerau（小米酒）.在一大
清早帶到海邊，在海邊煮小米飯糕由領導的祭司朝向蘭嶼的方向念

祭文，表示：祈禱、感謝、賜福、豐收之意。參加祭拜的人（是部

落的男士：老年、壯年、青年、準青年）每個人手拿一粒小米飯，

向蘭嶼的方向 panTyk（小米飯）三次，再拿酒向同個方位輕灑，
祭拜儀式算是結束。之後大夥兒收拾食物和器物。老年、壯年、

青年和全體青年成列亦趨亦步的環繞著老年的隊伍慢跑回部落。

在部落等候的婦女早已將食物、甜酒和阿拜等排列好，等隊伍到達 
PaLakuwan，大家圍坐盡情享用阿拜，暢飲小米酒，爾後唱歌跳舞。
之後舉行摔角大賽以考驗男人的體力 19。 

林志興於 1997年撰寫的〈南王卑南族人的海祭〉，引用了日本學者

小泉鐵等人和戰後臺灣學者宋龍生和陳文德的文獻，也引用了普悠瑪陳

光榮、鄭開宗、蔡武雄、孫重勝和賴進生長老的說法。對各種說法，做

了一番研究和比較。對不同的祭場和祭儀，也作了詳盡的紀錄 20，是一

份相當有價值的文章。 

19  林豪勳、陳光榮，1994《卑南族神話故事集錦》臺東：臺東縣立文化
中心，P45-48。

20  林志興，1997.11〈南王卑南族人的海祭〉《臺東文獻》復刊第 2期，
頁 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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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悠瑪部落大獵祭

卑南社（今普悠瑪部落）的大獵祭，日治時期的紀錄最早見於 1913

年佐山融吉完成的調查報告，2007 年的中文譯本，描寫卑南社的秋祭、

猴祭、獵鹿和獵人頭等，就是今日普悠瑪大獵祭的前身。茲摘錄該部份

文字如下：

（前略）

四、秋祭 
秋天的某日頭目夢吉，隔天（編按：應作次日或翌日）早

上遂即通知社民舉行秋祭的日期。祭儀當天，頭目攜帶白米前往 
gamugamulan，到達之後以單手取米撒放，社民亦紛紛地仿效之，
此一舉動表示將新米供獻給神靈之意。此日，家家戶戶忙著搗麻糬，

並送到成人集會所（palakung）以及少年集會所（Takuban）供壯丁
們食用，若有剩餘則妥善貯藏以便招待訪客 21。 

這一段文字中的單手取新米撒放的動作，改在少年年祭（basibas）

刺猴當天一早時舉行。家家戶戶搗麻糬做阿粺（abay），流傳至今未變。  

五、猴祭 
秋祭翌日即為猴祭。當天少年集會所的少年們宰殺猴子，以當

作獵人頭的練習。該猴子是播稻期間於山上捕捉後一直飼養在少年

集會所的。 
宰殺猴子的當天，少年集會所的前面豎立一根裝飾著 derderan

（以竹子做成）的長矛。少年們著盛裝以顯現其活潑勇敢的精神。

該年新加入者則手執長矛、身揹猴子往社外前進，抵達目的地後，

21  佐山融吉（著）1913；余萬居（初譯）黃淑芬（校譯）陳文德、黃宣
衛（主編）吳明義、顏約翰（阿美語復原）林豪勳、鄭玉妹（卑南語

復原）陳文德（中文審訂）2007《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
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冊］第一編，阿美族南勢蕃、第二編，阿美族馬

蘭社、第三編，卑南族卑南社》：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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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中一名少年代表眾人將裝著琉璃珠的檳榔獻祭給太陽神和山

神，並禱曰：「如今稻米已收割，我們少年們現在宰殺猴子當作是

未來獵人頭的練習。祈求他日成為壯丁外出獵人頭時能大有斬獲。」

殺猴儀式是把猴子關在獸欄內再以矛將其刺死。儀式一結束少

年們即競相往回跑，新加入者則將猴子的屍體扛回放在少年集會所

前的架上。若有人生病可先用手觸摸身體不適之處，再用同一隻手

觸摸猴子的同一部位，這意味著：疾病將轉移到猴子身上。放好猴

子的屍體後，少年們走上少年集會所的階梯，該處放著裝有灰燼的

竹紙袋（長一尺，寬三寸），兩端以獸皮覆蓋著。此時少年們紛紛

拿起 Tarubik（加以雕刻的竹棍）敲打紙袋，一旦打破，便見紙片紛
飛如雨下。此時，尚未加入少年集會所的孩子們競相撿拾這些紙片

製成 iris 插在頭上，以為祛除惡疾的護身符。整個活動結束後，再
將猴子的屍體搬往社外的北方丟棄。當天夜晚，少年集會所成員齊

聚跳舞。至於頭目及長老，則在其成人集會所飲酒 22。

這一段文字中的宰殺猴子，因為獵人頭的這檔子事，在日治時期已

經被禁絕了，加上中華民國政府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實施，也不能獵猴或

殺猴，改為以草編猴子來代替。  

六、獵鹿 
秋祭後的第三天壯丁們外出獵鹿。出發前有一慣例，即夢吉

者要先外出聽鳥聲是凶或吉；若吉，立刻告知頭目以便其通知社民

狩獵的日期。出發當天，壯丁們頭、腳穿戴皮革，身帶長槍和矛。

抵達山上後，在狩獵的前一晚，由夢吉者取兩株茅草捆綁在一起並

置於路中央，其兩側再擺塞著琉璃珠的檳榔，之後以腳跨過去並吐

口水，再禱曰：「我們即將入山狩獵，願惡靈們勿跟隨著我們…

（列舉野獸名稱，並高舉檳榔供獻給祖先、山神、太陽等）狩獵

22  同前註，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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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前註，頁 252-253。

活動就要展開，祈祐吾等獵獲豐收，不畏猛獸，身體若碰邪穢亦無

損害…。」禱畢，嘟嘴吹聲口哨。之後，將檳榔放置地上，拿槍或

矛指著檳榔說：「希望狩獵時不僅子彈沒浪費，矛亦能刺中獵物要

害。」最後以手中的獵具碰撞檳榔，狩獵儀式至此結束。

獵獲鹿隻時，便取其心、肺放在鹿頭上，並向太陽、祖先及山

神等祭祀。此時一名長老走到前面禱曰：「儘速將你的父母兄弟一

起帶來。」禱畢，拿槍口或矛刺進鹿的內臟，儀式即結束。隨後眾

人分食少量鹿肉。但大多數是將鹿肉帶回社內，於所屬成人集會所

的祖靈屋前燒烤，再放到屋外的架上，待集會所的巫師前來切開鹿

腹，取少許肉和內臟，再拿著酒一起放到祖靈屋內的架上祭祀祖先。

儀式完畢，獵鹿者（集會所的壯丁）以及其親戚齊到祖靈屋食用鹿

肉。自此夜起一連數晚皆有舞蹈活動。本社共有六個成人集會所，

若集會所的壯丁未捕獲鹿，即不舉辦宴會。 
此外，獵獲鹿的人家皆會請巫師前來作法，此稱為 pubiyaw23。

pubiyaw 的習俗今日依舊存在，漢字記作「羌祭」，顧名思義就是

以山羌來代替鹿。時間上改在大獵祭合法獵得山羌之後，或部落發生重

大事故時，也會舉辦。  

七、獵人頭 
獵 人 頭 與 戰 鬥 有 別。 戰 鬥 稱 為 matengetengeD 或 是

matatengD，獵人頭則稱之 mangayaw。雖然 mangayaw 原意為「獵
取」而「獵鹿」也稱之 mangayaw，但二者的意義卻不相同。狩獵
是為獵取食物；獵人頭則是為了復仇。另外，狩獵於歲末舉行，戰

鬥則無固定時間。 
社內若有人遭到他族砍首，不是全社成員全數出動，就是由受

害人的子孫或親戚為其復仇。例如有個年輕人的父親或兄弟遭人砍

首，他就得前往敵社為其復仇。若是遲遲不去，不僅會遭社民唾棄、

沒有交談對象，女子也不願為其妻，此時長老會苦口婆心地勸導他

趕緊去獵人頭。若年輕人果真下定決心去復仇，長老會在其面前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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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以下咒語：

padikesay　kana　maiDang　kana　maluDu, 
[請祖先及長者來主持並賜予我力量 ]
pakumawi　ku　pateDeLi　ku　Da　inabayan. 
[請指引我正確的方向，幫助我、祝福我 ]
penapelin　ku, aLa　kaLeayan　kamawan　kanu, 
[我正在驅魔，凡有礙此行的人、事、物皆請驅除，
希望如祢  一樣通行無礙 ]
pakiTebungi　ku　Dantaw　paraaLa　para　Tumay. 
[讓我遇到最會獵人、獵物的高手，發揮我的勇猛與智慧 ]
tu　kakuDapy　paTaTepa　ku　kana　kuwang, 
[矇住敵人的眼睛，讓我用槍精準射擊 ]
aDi　pamameLi. 
[不要弄錯了，一定要幫忙我、協助我 ]
paDuwayaw　madadikesa　Da　taDaw　
nyulaban　maLaLamud, 
[讓敵人來和我一起持刀較勁，我將敵人殺得無影無蹤
永遠消失 ]
sagar　ku　Tempa　Da　Duma, 
[祭司我滿心期待你的成果 ]
tu　ngangarayaw　kana　maiDang, 
[長輩也耐心地等待你的歸來 ]
maysagarana　mayirawan　Da　aLa　na　maiDan, 
[當獵首歸來，長輩為你高興及歡呼 ]
na　kaLeayan　miLayuan　kana　maiDang　mengangara　
i　  palakuwan. 
[祈求一切順利，長輩歡喜地在成人集會所等待 ]

禱畢後，再到巫師家或長老家豎立 arebu（神髮）祈禱。之後，
年輕人丟下檳榔和琉璃珠前去獵人頭。

外出復仇者必須忍受多日的辛苦，一旦獲得人頭，要立刻帶回

放在所屬集會所圍籬旁小便的地方才可返家。隔天，復仇者盛裝外

出，首先前往頭目家，再到參與此次獵人頭者的家中（一般是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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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敵人擊斃者的家，由其提著人頭巡迴全社），將人頭面向住屋，

獵人頭有功者從屋內取出一瓢酒，繞行人頭三圈，喊聲 po。並站在
人頭後方將酒淋在人頭上，最後以腳用力跺地。巡迴獵人頭有功者

的家後，復仇者再到首位擊斃敵人者的祖靈屋，將人頭放在屋頂上，

手執長矛假裝衝刺狀，並禱曰：「你如今已遭我們殺死，只有你一

人想必很寂寞吧，趕快把你的家人和親戚找來。」禱畢，至棄首場

（aDaaDaran）丟棄人頭，然後頭也不回地趕回家。棄首場位於竹
林中雜草叢生之地，據說該處堆著高高的石頭，旁邊有 baturan樹
（七里香），該處因是禁忌之地，無人帶我前往也就無緣目睹。

總之，棄首儀式結束後，社民齊聚集會所，男性不分老少手

牽著手跳舞。跳舞活動持續進行數天，再外出獵鹿。若幸運獵獲

鹿，便將獵物放在首位獵得人頭者的祖靈屋前，夜晚亦齊聚集會所

跳舞。第二天再外出獵鹿，此次收獲會放在第二位以槍或矛獵得人

頭者的祖靈屋前，亦與前晚一樣有跳舞活動。獵鹿活動一直持續到

所有參與獵人頭者皆分配到一隻鹿才告結束。但若運氣不好無法多

得，就在第一位或第二位獵人頭者家中的祖靈屋前作法。此作法稱

為 pubiyaw。結束後，與平日獵鹿活動一樣以鹿肉宴請壯丁及其親
戚。

獵人頭祭至此暫告結束，此時社民不分男女皆前往集會所前跳

舞，第二天繼續跳舞一整天，換言之，整個祭儀至此才算完成。 
參與獵人頭者若患病，即以竹占（eLaw）卜問原因，若是因人

頭作祟所致，即攜帶肉、酒、麻糬等祭品至郊外祭祀，並延請巫師

作法。作法結束後，收拾好祭品並踩壞祭品置放臺即可返家。祭品

可帶回食用，並不會丟棄。

昔時獵人頭是在獵鹿前舉行，但現今已近消失，故在此加以記

錄。

狩獵（mangayaw）是歲末的活動。舉行時間大多在稻子收割
後的下一個新月，即 12月初左右 24。

（報導人：kelaLaw/ anbalan）
這一段文字中，明確的說明獵人頭習俗已消失，僅是記錄而已。 

24同前註，頁 25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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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野喜六 1915年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也有對卑南族殺猴儀式的

描述。茲摘錄該部份文字如下： 

（前略）

（三）正月殺猴儀式之由來

初次收穫稻米時，maLaLi, saremesim 一家及其他番民，約定
翌日大家集合協力建築新的 Takuban25，翌日即如約於南北造了兩

間 Takuban。按照過去的習俗是要殺守衛（參照 Takuban 的歷史之
項），因為 aryau山（現卑南守備隊用水之水源地上方）眾集許多
猴子，所以從今年起改殺猴子來代替守衛。他們做好籠子，將籠

子置於 aryau 山，推算時間後前往，果然有一隻猴子在籠內，於是
便把牠扛回家。長老們為了選擇正月大祭典之日，從當晚起即住

在集會所夢卜。得吉夢之翌日，各家樁米準備搗黏糕，拿少量的

米到 kaiDangan（地名）奉納給 asiridaw 神（送稻種給 murbuLu 神
的神）。司掌儀式者為當時社民中之長老。儀式過程是先摘採三

個檳榔，剖成二半，其中各塞入三個硫璃珠，並且把檳榔頭朝向 
kanmaiDang 山，擺在平石上，再添加一把椿過的，感謝諸神惠賜
稻米，祈求今年亦得豐年。祈禱完畢後，社民將各自攜來的一把米

灑於路旁（先前二次各撒較少；第三次則撒完），返家後搗製黏

糕。另一方面，迄至此日，一直以 aas, asyk 的飼料來飼養捕獲的
猴子，而後青年一同把牠帶到 palak（地名），以竹結綁成柵欄，
中央置牢籠；又在柵欄的南邊架高約四尺之壇以為 yawan（長老的
稱呼，此場合之祭主）之席；西邊則豎立柱子並用茅草鋪蓋屋頂

以為 ragan（巫師）之席。時間一到，yawan 即從席上下來，發出
「開始」的命令。ragan 首先取竹矛朝猴子刺去，接著站在柵欄四
周的青年們，便爭先刺殺牢籠中跳來跳去的猴子，刺中者立即丟掉

矛歸返番社，之後再回到祭場來，最早回到祭場的人為優勝者，稱

為 sanga，得以受社眾之讚賞。殺猴活動結束後，由青年們把猴子

25   Takuban 是原文書寫，今作 traku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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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回社內，懸吊在 Takuban 下，且於獸皮上盛灰，灰中放入很多紙
片，然後從 Takuban 地板上將其翻面，再以棒叩打之，一撒下去時，
紙片混著濛濛的灰，宛如暗夜中降雪。群集在 Takuban 下的少年們
則爭先拾取這些紙片，以得棒者為優勝，並受眾童的尊重。接著由

二、三位青年擔運猴子，眾童尾隨其後，一面唱著歌謠（另有猴祭

之歌），一面把猴子丟棄在 pulutulutungan（地名）。返社後，屬
於南、北之 Takuban 的青年即分為二團開始角力（mapingipingiT），
彼此揪住對方的頭髮，拉手踢腳，直至對方困憊疲勞無再相爭之勇。

兩團勝敗大勢顯現時，兩 Takuban 的級長便徐徐走到中央，然後互
相解開對方的腰帶，這是 mapingipingiT 中止的信號，兩人各集結
所屬的少年回到 Takuban。一方備妥豬油，另一方則備妥生薑，以
為交換式贈答。豬油塗抹在頭部，做整髮、療指之用，而生薑則用

來解渴，具有互相慰問之意。然後南北兩 Takuban 舉行少年舞蹈（少
年的歌舞唯有此時公開允許）。翌日角力獲勝的 Takuban 襲擊敗方
的 Takuban，糟蹋幾至毀壞為止，並且拔起、帶回許多的柱子（敗
方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屈辱，對此退而不阻攔），之後焚火盡興跳

舞，敗方青年們也參加此舞會。由於少年時代必需服嚴酷的社會義

務，因此少年舞蹈就成了唯一的娛樂 26。

今人的研究著作，以宋龍生 1998 年的《卑南族神話傳說故事集：

南王祖先的話》和《臺灣原住民史 ‧ 卑南族史篇》兩本，陳文德 2001

年的《臺東縣史，卑南族篇》和 2010 年的《卑南族》兩本，最具代表

性。明立國於 1999 年，探討了南王部落少年會所（trakuban）的空間

變遷 27。

26  河野喜六（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番族慣習調查報告

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頁 269-270。
27  明立國，1999〈儀式性空間變遷的美學現象 ---以卑南族南王部落少年
會所（Takuban）為例的符號學思考〉《1999「社區美學」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頁 24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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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悠瑪族人林豪勳、陳光榮 1994年的《卑南族神話故事集錦》，林

志興 2014 年的〈大獵祭 mangayaw〉，都有對普悠瑪部落猴祭和大獵祭

的記載。鄭浩祥、林頌恩 2014 年的〈普悠瑪少年會所制度的轉折與變

化影響〉論文，以實務經驗談普悠瑪少年會所近 20年來的種種。 

茲摘錄林豪勳、陳光榮整理的資料如下：

卑南少年猴祭活動過程 
台灣原住民九族中，僅卑南族有專屬青少年組祭典活動，凡年

入十二歲男孩，必須加入青少年組織，接受六年斯巴達式嚴格的教

育，以培養團隊，犧牲，榮譽，奮門，忍耐的精神等。其間尤需推

介的為階級的絕對服從，團隊精神，生存技能，體能耐力，膽識訓

練等，最為嚴苛。

一、維修問卜入館（puba?aw）
過去少年組織的活動，都以部落所有家族的稻子割之後（大約

在六月底七月初），才開始進入會所。入會所之前由祭師先用竹占

問卜擇日，將會所陳舊腐壞的材料拆下換新。

二、祭祖（temuliyabak）
整修會所後的第二天由祭師帶領少年組最高一級的人員祭拜神

明及祖先們。再由會所領頭者，持糯米糕（形如半弧的鍋蓋），背

對會所向後丟上會所的平台上問卜，如果半弧形的糯米糕面朝上，

代表今年將很快的可以獵到祭儀用的猴子，反之將遲遲才能獵到，

必須加倍努力多設獵猴的陷阱。

三、驅邪祈褔（semirap）
第三天祭師們在部落的四個角落設祭壇，由祭師們全部輪流祭

禱，驅除邪靈，祈求神明降福，賜于平安。

四、設立守譴門（semaLikiD）
第四天族裡的年青人去砍長竹子及長野藤，再由祭師們，在部

落對外的四個入口處祭禱。用長竹與野藤設立拱門，以阻止邪靈進

入部落。

五、祭壇整修（merawak）
第五天族人到野外刺猴的祭壇，清除雜草，設立祭壇，將所獵

的猴子移進祭壇上的柵欄裡。

深夜裡少年們做膽識（parlimalimaw）的訓練。由最高階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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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低階層的少年，每次一人帶著信物到被指定的區域（如墓園，

陰森森的地方），匿藏信物，回來詳細報告其信物所放的地點，再

由被指定的第二人去取回該信物。其路途中早有高階者埋伏監視嚇

唬他們。有時因緊張過度會記不清地點，而報告有誤，第二人在該

處找不到信物，回來再與放置者一起去找，直至找到為止。有過一

次的經驗大都就不會再怕了。

六、新米啟用祭（gemamuL）
第六天由各家族長老帶領族人，各抓一把今年的新米，到村外

的新米祭壇，撒向祭壇，意為請祖先啟用新米，族人方可食用新米。

之後年青人到野外採集乾香蕉葉（mataraman）用於少年報喜訊中
（semimusimuk）。

入夜之後，中低階層（編按：指低年級）的少年們各持一把乾

香蕉葉，由高階層人員帶領，挨家挨戶出奇不意的衝入嚇唬其家人，

高階人員會用炭墨去塗抹婦女們的面來逗趣。以增添節慶的喜氣。

當夜報喜的結尾時，南北兩會所的人馬，在部落外的休耕地上

對峙（mapingipingiT），在部落長老的監督下，兩隊群體打鬥，視
情況長老會適時的阻止，結束繼續打鬥。其目的在訓練他們能有高

昂的鬥志。

七、猴祭（mubasibas） 
1. 整裝待發（kasyakasik）領導階層者（mardawan）頭繫白頭

巾，外載鮮花編成的花冠，再插上剪紙花綴，上身穿黑色長袖短腰

衣，下身圍一條黑底白花的長布繫上有綴飾的綠布帶，腳睬綁白兔

毛花飾腳穿白鞋，手持雕有幾何圖案的加白條飾的長茅。中階層的

（taLibatukan）除了不載頭飾及腳飾之外，其他與高階者相同。初
級者（marenakan）上身打赤膀，下身與上兩級相同。

把隊伍帶到部落的入口處等。有二隊人馬分南北到當年度的喪

家串門（Tembas），每隊三人二名中級員一名高級員，領頭者腰間
配番刀由喪家前門進後門出，為喪家敲門驅邪迎新年。兩隊串門者

回來之再全隊到刺猴的祭壇行刺猴儀式（TumuLag），刺猴的目的，
是要訓練少年們，面對慘酷的死亡的狀況。其中的吟唱（kemuDaw）
是為亡猴追悼頌禱。將亡猴帶回少年會所，置於屋外特定位置，全

員再上高腳屋裡吟唱除舊佈新，再把亡猴帶到棄穢場，將整年污穢

祈禱亡猴魂一并帶走，至此猴祭儀式即告成。之後隊伍回會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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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林豪勳、陳光榮，1994《卑南族神話故事集錦》臺東：臺東縣立文化
中心，頁 45-48。

中婦女們早已備妥糕點美食，供他們享用，而後就營火慶歡，少女

們也盛裝前來參與少年們的舞會，通宵達旦 28。

大獵祭 
卑南族的青少年經過六年斯巴達式基礎教育，十八歲之後便進

入為期二年的律己苦行階段，考驗所學。在大獵祭的活動中，通過

種種考驗之後，方授予成年加冠禮，其意義不凡。時下巳少見諸如

此額富有教育意義的活動了，如今此一活動，儀式大於實際的意義。

一、鳥占問卜（kiayaayam）
雖然如今已不再以鳥叫聲占卜，但過去大獵祭前，祭師們在清

晨時，到野外去聆聽特定的鳥叫聲，占卜出獵的地點。近來可打臘

的地點已越來越少了，所以都固定在卑南族的聖山（都蘭山）的山

麓為獵場。

二、餞行出發（putabu）
在大獵祭出發的前夕，各家族裡的婦女們都會到各旁系家族

中，為即將出獵的親人臨行送禮（煙酒糕點禦寒衣物等）。第二天

早上準勇士們（myabetan，十八、九歲）要背負自己教父的行季，
全體一起出發。隊伍到了離開部落不遠的路途時，全體行中途祭，

由祭師們用甜根子草（似芒草）結成一道籬，再用去了蒂的檳榔請

當年過世族人靈魂止步。每位族人要跨越此陣以驅魔避邪。到了磁

場全體分工合作立即搭建草寮札營，另外再為喪家們在營區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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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同前註，頁 55-56。

搭蓋草寮。之後立即舉行祭山的儀式（purinakep），祈求平安。
三、行獵（paalup）
1. 勇士逐獵：獵人們各自行獵，出獵時是不帶食物而禁食的。

一則是為自我修練。一則是為減少行頭，積極獵得獵物，及時回營

才有得吃。

2. 長老守營：長老們留營壓陣，製作各種器具以贈予族人。
3. 侍徒護營：準勇士們（myabetan）護衛營地免遭襲擊，服伺

長老，接受長老們指導各種技藝，張羅每餐飲食，處理烘烤獵人帶

回來的獵物及各種雜務。

四、營火傳述祖業（parubati） 
入夜後出獵者回營休息時，長老們就會以吟唱（payrayraw）

的方式，傳頌祖先們開天辟地的豐功偉業，口授先祖們所留下來的

詩詞歌賦，以緬懷先人遙祝吟頌。通紅的營火與劃破夜空遼亮的唱

聲是深夜遲歸的獵人最好的指引。

獵場的最後一夜，是大祭的最高潮，所有的人員都回營驗收出

獵成果，因人員多營火與唱聲更是響徹雲宵到天明。

第二天拔營歸鄉最苦的是準勇士們，因為要背負的行李要比出

發時的行李多很多，但大家的情緒都很興奮，為期五天的野外考驗

終將結束，更讓準勇士們興奮的是，回去後就要結束為期二年的苦

行僧般修練的生活，而成為真正的勇士（bangsaran）29。

迎接凱旋

大獵祭結束前的前兩天，部落婦女們為迎接離別多日的族人凱

旋歸來，全族婦女們會去砍竹子（kyalemung），第二天一大早就
在村外的休耕地上，用竹子設製華麗的凱旋門（meLaLipad），準
備盛大迎接勇士的歸來。

勇士凱歸日，全部落的婦女們都會穿上漂亮的傳統服裝，帶著

凱歸親人的傳統服及用鮮花編成的花冠，再帶豐盛的佳歸美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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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門等候族人的凱旋歸來（kyarTebung）。
近午時，龐大的隊伍由年青的勇士隊伍，繞著長老們的隊伍慢

跑（paabal/ paLayLay），護衛長老們能安全底達凱旋門。背負重擔
的準勇士隊伍最先通過迎接的人群。雖然其家人會送食物飲料，但

準勇士們不會停留，而直接將背負物送回部落各家中。

凱旋的隊伍進入用竹子做成圓拱門內休息，另外在邊邊也為喪

家們，設立一個沒有裝飾的區域。家屬們這才為長老及勇士們卸下

獵裝（taketakeLung）換上華麗的傳統禮服，再奉上佳餚美酒噓寒
問暖。長老們酒足飯飽後，以吟唱方式述說成果，再為喪家卸下素

服換上華麗的傳統服，意為喪家的哀愁隨著歲末而結束。

迎接儀式結束後，依由青年勇士們繞著長老們的隊伍浩浩盪盪

地把長老送回部落。下午各教父們，在集所廣場為準勇士的教子們，

舉行成年禮的加冕儀式。敬父為教子換下藍布帶圍上黑布帶，由教

母冠上用排香草編織成的頭冠，再由教父及家長領著教子們，在廣

場上跳舞一圈，做為苦行期的最後巡禮。

入夜後，由前輩們帶領著盛裝的新進的勇士們，到每戶族人

的家裡載歌載舞的介紹新勇士們給族人，而長老們也正可挑選其女

婿，家家未婚的女兒們，端出檳榔甜酒糕點來招待勇士們，大家唱

跳成一片，通宵達旦熱鬧不凡。

元旦一早，族裡的男性長老們，到每戶喪家中，吟唱歌

賦 -benanban 〝解憂〞，為喪家迎接新年。族人一連三天在廣場跳
舞歡慶 30。 

以上三段文字，是 20多年前的記錄。如今雖然極少部分有所變動，

但大部分還是吻合的，感佩這些有智慧的長者，才能將傳統保存下來。

林志興 2014 年的〈大獵祭 mangayaw〉一文，也特別點出出獵前夕

送禮（putabu）這個動作，使普悠瑪族人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31。

30同前註，頁 61-62。
31 林志興，2004.01.15〈大獵祭 mangayaw〉史前館電子報第 27 期，原
住民文化論壇，http://beta.nmp.gov.tw/enews/no27/page_01.html，
查詢日期：2014/8/10。



第三章   普悠瑪部落概述

051

貳、普悠瑪的文化特徵 

一、社會結構 

普悠瑪部落自有文獻記載以來，即分為北部落（i ami）和南部落

（i timul），各有主要的 karumaan（祖靈屋，類似漢人的宗祠），

palakuwan（巴拉冠）和 trakuban（少年會所）。北部落包括 Pasaraadr, 

Balrangatu, Sapayan 三個主要氏族和一些次要家族，南部落包括 Raera, 

Arasis, Lrungadan 三個主要氏族和一些次要家族，迄今亦然。 

普悠瑪的社會結構，是以“家＂為核心，由家族擴展為氏族、宗族。

普悠瑪的社會崇尚平權、互助，採長老共議制。設有頭目一職，是部落

對外的代表。傳統上屬於母系社會和母系繼承，男子婚出，臺灣光復後

受到漢人文化和政府法令的制約，逐漸轉向於父系社會。 

部落以 palakuwan（巴拉冠）為核心，下轄 trakuban（少年會所），

北部落和南部落分別保有領導氏族的祖靈屋。組織有祭司團和巫師團，

長老會（或稱長青會）、婦女會、青年會等。近年來採行政府推行的部

落會議，學習以公開、民主、平等之程序，討論部落事務。此外，也有

依法組成的社團或表演團體等，各自發揮。

制度性組織的年齡階級和傳統的少年會所訓練，經歷幾個世代依然

存在。會館訓練的結果，使得卑南族人口數雖少，卻能在大社會中擁有

一席之地。服從、互助和謙遜，成為卑南族的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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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質文化（食衣住、技藝）

（一）飲食 

民以食為天，但也要配合環境。普悠瑪傳統的生產方式是農耕和狩

獵，加上少量的漁撈和採集。主食原先是小米、旱稻，甘薯和芋頭等，

近來多以水稻為主。副食品為肉�、蔬菜和水果，米加工品主要有阿稗

（abay）。另外，檳榔和酒也有頗多的消費者。 

（二）服飾 
1. 概說 

卑南族自古以來，即和排灣族、魯凱族，以及阿美族，有互為影響

的關係。所以石生系統在服飾上有和排灣族相同的貝板肩帶和圈帽，知

本和建和部落，發展出女子或少女配戴的劍柄狀彩帶肩飾。竹生系統的

南王部落，服飾上和阿美族互為影響。除此之外，卑南族八社十部落的

服飾，大致上是相仿的。其特色是 1. 依性別和年齡階層來區分衣飾；2. 

以黑、白為底色，夾雜鮮艷的紅、黃、藍、綠等色；3. 細緻的十字繡搭

配各種幾何圖紋；4. 重視戴花環的習俗。 

2. 服飾及風格 
普悠瑪的傳統服飾文化，是隨著年齡階層的不同而有差異。大致上

來說，少年或成長期的階段，正在接受會所訓練，多半穿著簡單。進入

適婚期時，才能穿著較為華麗的服飾，而最為耀眼的服飾，就是在婚禮

時的穿戴。 

（1）男子服飾 

男子服飾以藍、黑、白三色為主，包括長袖短上衣、黑色短裙或短

褲、後敞褲、腰帶、白足飾、附鈴腰帶、佩刀、肩帶、檳榔袋，頭巾與

花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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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男子可著布滿紅色十字繡紋為主的無肩短上衣，祭師和有特殊

貢獻者，可外加一件夾織的披肩。60 歲以上的男子可以戴上方形的十字

繡紋帽子，65歲以上的男子，才可以在帽子上插上飛禽的羽毛。 

（2）女子服飾 

女子服飾比男性簡單，以白、黑色上衣外加刺繡胸兜，下身穿開下

襟刺繡長裙，繫腰帶，小腿束膝褲（綁腿），並配戴裝飾品。一般有未

婚少女、少婦、成年婦女、婦女長老等區隔。 

3. 配飾 
青年男子不但可以穿最華麗的衣服，還可佩刀，以及佩戴古琉璃珠

或銀鍊等各式裝飾品。女子的配飾有銀製髮簪，綴小珠子的頭帶，瑪瑙

珠、琉璃珠或白銀項鍊、綴鈴、銀手鐲等。除了盛裝打扮外，頭戴花環

是不可缺少的裝飾，花環可說是服飾中的一個特色。 

（三）建築 
臺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遠離各強權國家，早年多半過著原始游

獵、燒墾的生活。其建築物通常符合因地制宜與就地取材的原則，為了

防潮及安全，運用了填高台基或填高地面的方式；因為氣候因素也有凹

入地穴或半地穴的住屋；大部分原住民建築也反映出宗教信仰與藝術審

美需求。 

普悠瑪的傳統住屋平面為長方形，用竹管編成牆體，以茅草作屋頂，

蓋在地面上，很接近臺灣南部的平埔族建築。 

訓練少年的少年會所，是用巨竹支撐的高架式，上面平台為圓形，

屋頂蓋茅草，讓受訓的少年孤立起來，集中教導。未婚的青年和中年人，

都要住在少年會所旁邊的巴拉冠，有如今日的營房。 

歷經時代變遷，今日普悠瑪的住屋起碼為磚瓦房，鋼筋混凝土的樓

房也處處皆是，傳統建築只剩下少年會所和巴拉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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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卑南族少年會所

（森丑之助 1906）

306：卑南族少年會所內部

（橫尾善夫 1906）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8年印刷發行）1994《臺灣蕃族圖譜》第
弌卷，臺北：南天書局，第 66版及第 66版右。

（四）工藝 
1. 竹器 

竹子取用方便，且為傳統材料之一。竹工藝品有竹水筒、竹杯、弓、

箭，短竹棍（trarubik）或長矛（derderan）等。

2. 木器

傳統的木工藝器具如蒸桶、木匙、刀鞘、槍柄等，部分還是維持自

己製作。 

3. 編器 
日常用品的藤竹編和月桃�編等，因被塑膠製品取代和市售工藝品

取得容易的影響下。傳統藤竹編式微。部落僅剩下部分老人還會編簍子、

籃子、篩子、漁筌、飯盒等。 



第四章  普悠瑪的祭典

壹、婦女除草完工祭 mugamut 
文∕孫民英

一、屬於婦女的小米祭傳統文化

小米自古以來，是臺灣原住民的主要食物之一。也可以說、小米是

原住民的神聖作物，所以有很多圍繞著小米的祭儀和禁忌。卑南族也不

例外，也是非常重視小米文化。 

早年除了播種祭、祈雨祭、除草、收割、入倉祭、嚐新祭、收穫祭

之外。在普悠瑪，下賓朗和巴布麓部落，都有婦女工團（misaur）和專

屬的小米祭典。普悠瑪部落因為人數較多，發展出一個一連 3 天的節慶

活動；統稱為 mugamut、即婦女小米除草完工慶，有如專屬的婦女節。 

二、婦女小米祭系列活動

（一）前置作業：

山田整理（merabi）或山田燒墾，女巫師祭告，小米播種。 

（二）活動籌備階段：

普悠瑪婦女會輪值區的副會長家，做為當年活動的籌備場所。輪值

區的男士們上山採竹、製作竹筒。到山區採集兩種荖藤，帶回部落放置

定位。採集情人的眼淚（藻類）備用，並負責活動期間的炊食和服務（參

見圖片及照片輯 4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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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活動（一連 3 天）

第 1 天，misaur，婦女小米除草祭 

過程包括 semalidr，報信息。maradruk，婦女在輪值區女長老家

集合、組成換工團。masikasik，出發往小米園地。misaur，互助除草。

malauk，午餐。

當天下午，婦女工團到卑南文化公園取猴藤。行 meraparapas儀式，

祭告祖靈、懷念親人（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07-410）。 

第 2 天，mugamut，婦女小米除草完工慶 

padang，婦女盛裝在巴拉冠 palakuwan 集合整隊。gemilregilr，

婦女工團小跑步到卑南文化公園。traker，取荖藤（配用於咀嚼檳

榔）。karatremel dra traker，拉荖藤。回巴拉冠的途中放下荖藤，舉行

belenu，從年幼到年長的分齡賽跑。拉荖藤小跑步 gemilregilr 回到巴拉

冠遶一圈後，跑到輪值區女長老家，放置荖藤。跑到里長家遶一圈致敬，

小跑步折回巴拉冠跳傳統舞 muarak。婦女跳兩次後，邀請來賓及男士加

入一起共舞，介紹來賓及致詞。pakasemangal，表揚 80歲以上婦女長老。

malauk，午餐（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11-414）。 

午餐後 emayaayam，部落分北、南兩區吟唱古調。或有 putubilr，

認教母儀式。進行各項競賽，如傳統服著穿比賽，打小米比賽，或趣味

競賽。kuwarabakan，姻親或師徒獻花。kuwarabakan，姻親或徒弟挑水

回報（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15-418）。 

第 3 天，kiyabatrang，感恩獻薪柴 

場地為輪值區女長老家，kiyabatrang，婦女去砍祡薪用樹木來孝敬

最年長的婦女。marepanini dra traker，切荖藤。主家準備菜餚，女巫師

行祭，masalrak，餐會（同時招待服務的男士一起用餐）。唱吟小米祭

專屬古謠，分配切好的荖藤和紀念品給所有參加的人員，活動結束（參

見圖片及照片輯 4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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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專屬於男子的原因，是因安全上的考量；同時女子這時要在部落裡準
備食物，所以演變成女子不參加海邊和山邊的祭儀。 

33 葉婉奇譯古野清人著作時，記作「特殊的感謝祭，kumalalugi」。

（四）小米採收和入倉： 
當小米成熟時，和祭師團或巫師團商量、選定一個好日子。由輪值

區的婦女出動，在儀式祭告後，採收小米。

再選定一個好日子，由祭師團或巫師團行儀式祭告，將小米入倉備

用（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23-424）。 

貳、收穫祭  mulaliyaban   

一、緣由  

小米是臺灣原住民傳統上的神聖作物，也是主食之一，所以有圍繞

著小米的祭儀。每年 7 月，是小米的收穫期。普悠瑪部落在每年的 7 月

中旬，都會舉行收穫節，習慣上簡稱為「海祭」（ mulaliyaban）。收穫

節活動分為上午在三個地方，分別並同時進行感恩祭；下午則是部落聯

誼和傳統的摔角活動。上午的感恩祭是專屬於男子和成人的 32，下午的

活動則是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的。 

普悠瑪部落的收穫節，近年來都是選在 7月中旬連續假日的星期六，

舉辦一天。 

普悠瑪部落的收穫節，重點在於感恩的儀式 33。三個氏族朝向三個

方向，同時舉行。兩個是感恩贈與小米種籽或稻米種籽的先人，一個是

感恩神護送祖先之恩；傳說故事請參閱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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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午活動：感恩祭 

行祭於一大早的 6點至 7點，分別在三個氏族的祖靈屋（karumaan）

展開，三個氏族各由祭師（trangkangkar/ benabuLu）來主持。祭師先在

祖靈屋進行除穢（peneling）儀式，以檳榔作為替身，送走年度內的往

生者魂魄，再到海邊或溪邊行祭。 

（一）南部落 Raera 氏族 
Raera 氏族和 Sapayan 氏族，是南部落的領導家系，是神話故事中

獲得小米種籽的家族。 

收穫祭那一天一早，在 Raera 氏族祖靈屋由祭師行除穢儀式後，族

人來到臺東高中左側苗圃旁，由祭師設祭壇並擺放檳榔，以茅草和檳榔

設置關卡。祭師持檳榔唸祭文、祭告天地和四方神靈後，眾人通過關卡

過限（lalekawan）出發（parapas kawang），由凡界進入聖界到海邊。 

祭師祭告天地和四方神靈的祭文，過去都是口耳相傳，一直到 1994

年，才有部落耆老整理出來的紀錄，茲摘錄如下。

1. makasaT/ 敬上方
paLi?Li?a　ku　Diya
Palypsen  ku  Diya  
kamu　na　maLitubung
kamu　na　maLitubang
kanta　kaDi　dare
kaDi  Lusu
na　miTpa　parisarisan
na　miTpa　pakurekuret
ala　paTepel　ku
ala　patipas　ku

我將呈上祭文　

我將奉上禱詞 
諸位掌理的

諸位掌管的

對地之上的

對天之下的

那專司平等的

那專司公正的 
如果我有所錯

如果我有所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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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　a　nangku　niyaruwayan
nangku　kinakurutan
imanaya　la　na　malaDam
meLi?eLi
meLipsen
sulisali?i
puipui

2. iy punapunan/ 祭大地
na　mya?alup　
na　myakelep　
na　mibabuyul　
na　mibabungay

3. iy tengatengal/ 祭山巒
na　mya?alup
na　myaLangis　
na　mya?ibal　
na　myaDenan

4. pya?ami/ 敬北方
kaDini　ngaway　
kaDini　ami
kaDi  TwangLan
kaDi　aranum
na　kyabuLasan　
na　kyaDuLunan　
Da　bini
Da　adang　
Da　lo　may　
Da　ToLag
Daka?aya?an
Da　kadaDepan

這我所知的

這我所行的

請高明的諸神們

將詞句

將祭文

填補 
修飾

敬那掌管大地的　

敬那支配生物的　

敬對獵場有權力的　

敬對動物有管理權的

敬那掌管山巒的　

敬那支配山川的　

敬那巡山的

敬那山巒的擁有者

敬那最先的　

敬那北方的

敬那聖地（地名，卑南山）

敬那聖山（地名）　

敬那借助之起源　

敬那更換之起源　

那種子的來源

那種苗的來源　

護神符　

一切力量之源　

那所要尋找的

那所要獵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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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yaLawuD/ 敬東方
kaDi　sulud　
kaDi　LawuD
kaDi　rewadawadaw
kaDi　rebanabanaw　
na　paruwadwad
na　parubanban
kana　sipuTan　
kana　sapuLiTan

6. pyatimuL/ 敬南方
kaDi　　timuL　
kaDi　　tubur
na　kemamamaw　
na　kemaDaDyu　
kana　alup　
kana　kelep

7. pyaDaya/ 敬西方
kaDi　Dakir　
kaDi　Daya　
kana　maybal　
kana　mayDenan　
na　mwa?idang　
na　mwaDukus
na　murilebakan
na　muribekelan

敬那推動的　

敬那東方的　

敬那可包容的（大海）　

敬那可傾訴的

那些煩雜的　

那些傾吐的　

那廣大的　

那無邊的

敬那南方的　

敬那綿延的

敬那傳授者

敬那指導者　

那些轄域　

那些領域

敬那群山的

敬那西方的

那山巒巡視者　

那山脈擁有者　

那山峻　

那山峰　

那山嶽

那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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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kasaT/ 敬上方
paLi?Li?a　ku　Diya
Palypsen  ku  Diya  
kamu　na　maLitubung
kamu　na　maLitubang
kanta　kaDi　dare
kaDi  Lusu
na　miTpa　parisarisan
na　miTpa　pakurekuret
ala　paTepel　ku
ala　patipas　ku
iDi　a　nangku　niyaruwayan
nangku　kinakurutan
imanaya　la　na　malaDam
meLi?eLi
meLipsen
sulisali?i
puipui

我將呈上祭文　

我將奉上禱詞 
諸位掌理的

諸位掌管的

對地之上的

對天之下的

那專司平等的

那專司公正的 
如果我有所錯

如果我有所誤

這我所知的

這我所行的

請高明的諸神們

將詞句

將祭文

填補 
修飾

以上祭文的書寫方式均引自原文。 
資料來源：林德勝口述、陳光榮翻譯、林豪勳整理，1994〈各種祭儀的開場祭

文〉，收錄在林豪勳、陳光榮，1994《卑南族神話故事集錦》臺東：
臺東縣立文化中心，頁 89-93。

在面向蘭嶼的沙灘右側，以竹子架設祭壇，即擺放小米粥和小米酒

的架子，下方沙灘上擺三塊石頭。左側以竹子和茅草搭建臨時供祖靈休

憩的小屋，並以兩塊石頭代表兩位帶回小米種籽的祖靈。然後祭師準備

儀式用的檳榔，族人煮小米粥。煮好小米粥待其降溫後，用兩個檳榔葉

鞘包起適量的小米粥備用，其中一個加適量的小米酒或米酒。稍後祭師

在祭壇擺放檳榔並頌唸祭文稟告，再從蘭嶼的方向迎請祖靈前來，到休

憩小屋駐駕。最左側，設置報到沙壇。在頭目和部落主席致詞後，眾人

依年齡序從長至幼，依序在報到沙壇旁排隊領取檳榔，經過沙壇時交給



062

臺東南王社區發展史

祭師，由祭師擺成檳榔陣。然後前行經過祖靈休憩小屋，向祖靈致敬。

行到祭壇前，分別取小米粥和小米酒，各向蘭嶼方向各敬獻 3 次。儀式

後全員列隊，由頭目講說海祭的由來。最後全員面向蘭嶼，行三鞠躬禮。

禮成後清點檳榔陣以確認人數，每年南部落都會有 80名左右參加。結束

後，眾人回到部落東界的鐵路橋下集合，等待團體行動一同進入巴拉冠

（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25-434）。 

（二）北部落 Pasaraadr 氏族 
北部落 Pasaraadr 祖靈屋，管理人一早即已祭告完成，並備好各項

祭儀用品。祭師和族人陸續來到臺東大橋南端會合。由祭師準備儀式用

的檳榔和設祭壇，以茅草和檳榔設關卡。由北部落祖靈屋管理人和祭師，

在祭壇依序持檳榔唸祭文祭告天地和四方神靈。眾人通過關卡過限出發，

由凡界進入聖界。

過臺東大橋，到大橋北側溪邊山腳下的聖地。先由祭師確認感恩儀

式的施行位置，設置竹架。然後祭師準備儀式用的檳榔，族人煮小米粥。

煮好小米粥待其降溫後，用兩個檳榔葉鞘包起適量的小米粥備用，其中

一個加適量的小米酒或米酒。感恩儀式由祭師設祭壇後，由北部落祖靈

屋管理人和祭師，在祭壇依序向神靈稟告。再將裝小米粥和小米酒的容

器，從右至左放在祭壇後方，由祭師長進行稟告，並從都蘭山方向迎請

祖靈前來。從右至左取小米粥和小米酒，敬獻和感恩北方當年給我們小

米種籽和稻米種籽的山神 3 次；接著由其他祭師取小米粥和小米酒敬獻

北方的山神 3 次，然後眾人依年齡序從長至幼，依序取小米粥和小米酒

敬獻北方的山神 3 次。全部獻敬結束後，族人將裝小米粥和小米酒的容

器綁在竹架上，儀式告一段落，這時眾人可以分享剩下的小米粥。結束

後，眾人回程到部落東界的鐵路橋下集合，等待團體行動一起進入巴拉

冠（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35-440）。 

（三）Arasis 氏族 
一早由祭師在 Arasis 祖靈屋行祭完成，祭師和族人陸續來到部落東

側之馬亨亨大道行祭過限，阻絕邪穢（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4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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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貓山北山腳處，由祭師準備儀式用的檳榔和設祭壇，以茅草和檳榔設

關卡。由祭師在祭壇以檳榔祭告天地和四方神靈。眾人通過關卡過限出

發，由凡界進入聖界。

來到卑南溪口海邊的聖地。先由祭師確認感恩儀式的施行位置，設

置竹架。然後祭師準備儀式用的檳榔，族人煮小米粥。煮好小米粥待其

降溫後，用兩個檳榔葉鞘包起適量的小米粥，其中一個加適量的小米酒

或米酒。感恩儀式由祭師設祭壇後，由祭師在祭壇向神靈稟告。再將裝

小米粥和小米酒的容器，從右至左放在祭壇後方，由祭師進行稟告。從

右至左取小米粥和小米酒，感恩神及大魚（barawis）祖靈 3 次。然後眾

人依年齡序從長至幼，取小米粥和小米酒各敬獻大魚祖靈 3 次（參見圖

片及照片輯 443-448）。全部獻敬結束後，祭師將裝小米粥和小米酒的

容器綁在竹架上，儀式告一段落，這時眾人可以分享剩下的小米粥。結

束後，眾人回到部落東界的鐵路橋下集合，等待團體行動進入巴拉冠。 

三、下午活動：聯誼與摔角 

（一）中午前回程到巴拉冠 
三大氏族的感恩儀式結束後，一行人陸續回到部落東界火車天橋下

集合。由 maradawan （服役級）腰繫臀鈴前導，長老們盛裝行進，半途

時由部落青年小跑步環繞護衛，直到巴拉冠。巴拉冠門口燃放爆竹歡迎，

長老們進場後，先跟年輕人跳一段大會舞，以帶動歡樂的氣氛，然後到

長老席就座（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49-450）。 

（二）風味餐及族語比賽 
大家分別入座後，開始家族用餐時間。這時候會舉辦族語演講比賽

或說故事比賽，可能有貴賓前來祝賀，或請貴賓致詞，輪流敬酒。

（三）傳統摔角比賽 
下午在巴拉冠摔角場，舉辦傳統的摔角比賽。組別有國小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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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組，社會組，是普悠瑪男子體力訓練的展現（參

見圖片及照片輯 451-452）。

四、晚間聯歡晚會  

意猶未盡，晚間在巴拉冠還有聯歡晚會，由青年會召集才藝表演、

流行熱舞、樂隊演奏，或長老傳唱傳統歌謠等。 

五、收穫祭的禁忌  

最重要的禁忌是，小米在收穫祭之前，不可以帶出部落。收穫祭期

間的喪家，要在收穫祭活動結束後，才可以延請巫師（temaramaw）進

行除喪儀式（溪邊水淨儀式，kisuwap）。 

叁、大獵祭 mangayaw 

一、前言   

過去的原住民，在不知道什麼是科學、什麼是政府的年代，靠山吃

山、靠海吃海，全憑累積的智慧，在大自然中生活。會所制度，是卑南

族在大環境中賴以生存的基本功。跟會所制度息息相關的祭典，就是一

年一度的 mangayaw（大獵祭）了。 

按照往日的習慣，mangayaw（大獵祭）是在收穫祭之後開始。從少

年會所（trakuban）的 basibas（少年年祭，也被稱為猴祭）開始，由成

人會所（palakuwan，巴拉冠）延續大獵祭。大獵祭結束後，展開一個

新年度的小米播種。來到有曆法的年代，從 1月到 12月成了新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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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獵祭也就成了在每年 12月中旬至來年元旦的跨年年祭了。

無論如何，大獵祭始終是歲時祭儀中最大的祭典，也是時間最長的

祭典。從會館修葺到翌年元旦除喪，過程總計有 20餘天，這還不包括約

從每年 9月開始的少年會館訓練。

以下就筆者近 10年來的觀察和記錄，分成幾個段落來敘述一下大獵

祭的各個過程。

二、少年年祭（俗稱猴祭）
　　
　　

少年會館的少年組，統稱為 trakubakuban，意思是使用 trakuban 的

人。大致上分為 maranakan（低年級，訓練 2年）和maradawan（高年級，

訓練 3 年）。maradawan 畢業後，升為 miyabetan，也稱服役級，進入

成人會館服役 3 年。訓練大約從每年 9 月開始，主要在訓練服從和尊敬

長輩、生活技能、體能和增強膽識等。訓練秉持傳統，堪稱為斯巴達式

的訓練。 

（一）年祭預備工作 
在每年的 12月初由長老會開會，議定當年大獵祭的工作事項，工作

分配和流程。大致上包括： 

1. 年祭系列活動前的工作事項，儀式的日期和細節。

2. 少年年祭（basibas）的日期和細節。 

3. 大獵祭的日期和細節。 

（二）修葺 
12 月上旬，部落動員去採集茅草、竹子等材料備用（參見圖片及照

片輯 453-454）。

　　（mangayengayaw，basi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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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修葺少年會所和巴拉冠（pubaaw），由青年會、青壯年和

長青會協力進行，大約在傍晚前完成（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55-456）。

完成後，由祭師團進行潔淨會所儀式（semirap，除穢），祭告天地

和四方神靈並祈福（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57-458）。

（三）部落守護儀式  

儀式第 1 天，祭師團和巫師團先進行部落的 semirap（潔淨儀式，

除穢）。包括巴拉冠和部落東、北、南、西 4 個角落，進行 1. 祭祖

（peniling），2. 驅邪祈福。 

儀式第 2 天，祭師團和巫師團進行部落 4 個入口處的防衛儀

式（semalikidr）。一早青年會上山採集材料，送到北部落祖靈屋

（karumaan）。祭師在北部落祖靈屋製作防衛儀式用的弓箭，長青會成

員製作竹柱（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59-460）。午餐後，依序到部落北、東、

南、西四個入口處，行 semalikidr 儀式。先固定竹柱，底部裝設弓箭，

每個路口兩邊各一組；弓箭設好後，祭師在竹柱旁地上設祭壇、擺檳榔、

上傳統香和唸頌經文（只唸面向外的右邊），女巫師接著擺檳榔和唸頌

經文（兩邊都唸），儀式完成（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61-463）。  

儀式第 3天，祭師團分別到北南兩個 tinudrekalr（地基主或守護神）

處，行 pumaat 儀式，祈求守護，由長青會長老陪同和協助。完成後，

回北部落祖靈屋（karumaan）覆命（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64-465）。 

祈求守護後的當天下午，少年組的 maradawan 高年級由青壯年和

長青會協助，進行 meriwak，即整理和搭建刺猴場（參見圖片及照片

輯 466-467）。搭建完成後，由祭師稟告當境土地和祖靈。青年會在 

trakuban 協助紮草猴（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68-469）。

（四）少年組 abakay ta（驅邪）   

晚間由少年組的低年級為主，高年級帶領，進行 abakay ta（驅邪）

儀式。少年體驗營成員全體出動，先赴北部落祖靈屋和南部落祖靈屋 

semumisimuk，然後挨家挨戶 semumisimuk；中場有南北對抗（參見圖

片及照片輯 47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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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年年祭（basibas）   

少年年祭（basibas）開始，一大早，少年組在少年會所前集合，小

跑步往北南兩處 gagamulan（發源地），依年齡序撒米遙祭祖先。完成

後，回少年會所（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72-473）。

少年組在少年會所集合聽訓後，帶草猴、高年級持矛（derderan），

從少年會所小跑步出發。至部落邊境時，隊伍暫停，選派北、南兩個 3

人組的小隊，各由父母俱存的 2位 maradawan 和 1位 maranakan 組成，

跑步前往年度內部落各喪家破門除喪。除喪完成後，回來與隊伍會合，

大隊小跑步前往刺猴場（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74-475）。 

到刺猴場後，依序圍成一圈（高低年級由左至右）。各就定位後，

將身上的配件卸下，進行小型馬拉松競跑，從刺猴場跑到少年會所步前

往刺猴場（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76-477）。 

然後大家整隊小跑步跑回刺猴場，逆時鐘方向圍繞刺猴場。由

maradawan 三年級，在場內以短槍（tratrulag）作勢將猴子刺死。然後

進行服從訓練，由 4 位 maradawan 三年級分站刺猴場 4 邊，手持打棍

（trarubik），低年級由小到大依序進入場內，接受高年級打屁股 3 回。

服從訓練後唱祭猴歌，大隊帶草猴跑步回少年會所（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78-479）。

回少年會所後，少年組清掃會所，將灰塵混同糖果由會所陽台上灑

下（3 回），下方的人搶著撿拾糖果。再分數次灑下昨天要到的糖果，

最後是鋸斷的打棍，打棍有避邪作用，大家會搶著撿拾（參見圖片及照

片輯 480-481）。 

少年們從會所下來，唱祭亡猴歌，這時家人可為 maradawan 戴上花

環，這是第一次正式戴花環（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82-483）。 

唱完祭歌後，少年組整隊小跑步往棄穢地，為猴子唱輓歌，然後棄

猴。棄猴後，大家小跑步回少年會所（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84-485）。

少年組回少年會所，長老則在成人會館商討年祭細節。午餐時間。

家屬送來午餐，由 3位少年在樓梯口接午餐並唱名，被唱名者下來領取，

然後共進午餐（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8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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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maradawan 畢業班在會所陽台上合照。稍後少年組全體

合照留念，然後由 maradawan 畢業班帶頭跳舞並唱歌。這時，所有 

maradawan 的女性親戚或女同學，都可將羽毛狀的剪紙插在 maradawan 

的頭上（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88-489）。大會舞結束後，進行頒獎

和隊長交接。maradawan 畢業班任務到 12 月 27 日結束，升上來的 

maradawan 三年級從 12 月 28 日起，部落男士集體外出狩獵的時候，負

責守護部落的任務。 

晚上，由 maradawan 畢業班帶頭，在會所前起一個火堆，大家圍著

火堆跳傳統舞和唱歌，年齡相仿的少女也會著裝前來共舞。 

三、大獵祭 Mangayaw 

（一）男子出發  
大獵祭是成年男子上山狩獵的祭典，在猴祭結束後才可以進行，近

年來都是 12 月 28 日出發。在出發的前一天，有傳統的 putapu 儀式。

putabu 是部落婦女給兄弟、親戚、孩子的教父等男人，致上狩獵所需之

食物，也可以用紅包取代。

清晨天微亮時，男性族人陸續來到成人會所（巴拉冠）34。祭師祈福

後，由教父在巴拉冠為 maradawan 畢業班教子 pubetan。pubetan 就是

圍上藍色的圍裙（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90），這是男子的第一次成年禮，

意義重大。maradawan 畢業班在 pubetan 後晉升為 miyabetan（老人可

簡稱其為 tan），正式進入「成人會所」成為服役級，並隨即加入狩獵

行列。稍後由祭師彈酒祈福後，大隊出發（masikasik mutralun）。

34 巴拉冠在古時候是軍事中心，也是危險場域。為保護女性，禁止女性
進入，形成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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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隊到臺東大橋頭集合，由祭師行 pabelias 儀式（讓不好的回去）

（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91）。然後進行 padrekaw 儀式。由祭師作一道

象徵門檻的立物，稱 lalekawan，以阻擋不好的事物；車輛通過時，祭

師同時以茅草拂去無形事物，眾人則剛才已從祭師處取過一粒陶珠，過 

lalekawan 時以左手同時向後丟擲，跨過後不可回頭看，勇往直前到狩獵

營地。 

（二）狩獵營區  
到狩獵營區後，先用午餐。午餐後搭一般帳篷（含指揮總部）、

廚房、獸架，喪家帳篷、廁所等（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92）。搭好後，

由祭師進行除穢和稟告祈福儀式。然後青壯族人外出往各獵區狩獵，

miyabetan 在營區服役。年長族人在營區內，回顧並檢討與大獵祭相關

的事務。 

在成年男子上山打獵期間，婦女則由婦女會主導，在部落裡練習歌

謠，編花環、作阿粺，準備搭建凱旋門（Laluwaran）的材料（lremung）。

12月 30日婦女搭建凱旋門，完成後，由女巫師進行稟告和祈福的儀式。 

在營區裡，獵人陸續歸來，獵物繳交給大會，大會記錄後送廚房處

理。晚間旅外族人紛紛來到，齊聚營地。老人會（長青會）行除喪祭

（benanban）慰問喪家（kirepailang），眾人傳唱祭歌（pairairaw 或 

irairaw）（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93）。

（三）凱旋歸來  
12 月 31 日太陽初昇時，可為在外地剛趕回來的少年，補行 

miyabetan 成年禮。早餐後集合唱祭歌，頒獎，分發獵物，準備拔營凱

旋歸部落。

車隊出發往卑南文化公園，先由 miyabetan 挑著教父的行李，小跑

步回凱旋區，老人依年齡序整隊，緩步行向凱旋門，bangsaran  級沿路

小跑步繞圈護衛。一般長老進入凱旋門內，喪家長老進入另外一圈，

bangsaran 圍繞在外。凱旋門內長老坐定後，由家人送上禮服並著裝，

然後由家人和親人戴花環，送檳榔、糖果等。然後介紹年度滿 55 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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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老人會，同時邀請喪家入場，著裝和戴花環。眾長老傳唱祭歌，

bangsaran 級環繞外圈唱合（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94-495）。

祭歌傳唱告一段落後，到凱旋區歡聚（kitrebung），到本家用餐，

圈內進行頒獎。午餐後，眾長老步行回巴拉冠，由 bangsaran 級沿路護

衛。 

（四）大會舞及報佳音  

此時巴拉冠先有 maradawan 級跳圈舞，青年會入場後，接在

maradawan 級後跳圈舞，象徵交接，然後 maradawan 級退場。

在巴拉冠前，教父為服役滿 3 年的教子改圍黑色圍裙（換裝儀式

padrulun kitubangesar，成年禮第二階）。換裝後升為 bangsaran。然後，

各教父帶領自己的教子輪流跳大會舞（唱 kitubangesar 的歌），家族和

親友陪同（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96-497）。 

晚上 bangsaran 級集合，帶著今年 kitubangesar 的新科青年，挨家

挨戶入內唱拜訪歌（pudrangi）、報佳音兼拜年（也寓含求偶的意義），

直到凌晨。

（五）元旦除喪   
元旦一早，長老在巴拉冠前集合，出發到各喪家，吟唱和安慰喪家

（除喪祭，benanban）（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498-499）。喪家於元旦被

除喪後，就是一個新年的開始，可以參加後續的新年活動。

眾長老除喪完成後，回到巴拉冠，享用由家人或當年升 miyabetan 

教子的家人送來的食物。 

元旦下午，眾人齊聚巴拉冠前廣場，由青年帶頭跳圈舞。眾長老用

餐後，來到廣場坐定，喪家開始依序跳圈舞，16:00 結束。晚上，是自

由跳圈舞的時間。接下來的兩天是歡度新年，可自由到巴拉冠跳傳統舞，

大獵祭也在歡樂聲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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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獵祭的禁忌

（一）祭祀場所不可打噴嚏或放屁。 

（二）祭祀場所不允許女子參加，會對女子不好。 

（三）會議場所如有婦女在場，不能提到關於大獵祭期間獵物的事情，

包含獵物分配、獵人獎金等。如果違反此一禁忌，可能會導致 

maasiyung（打不到獵物）。 

（四）新米或米製品在大獵祭之前，不可以帶出部落。 

（五）大獵祭期間的喪家，要在大獵祭活動結束後，才可以延請巫師

（temaramaw）進行除喪儀式（溪邊水淨，kisuwap）。 

500：日治時期卑南族大會舞的盛大場面（橫尾善夫，1906）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8年印刷發行）1994《臺灣蕃族圖譜》第
弌卷，臺北：南天書局，第 7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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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普悠瑪部落傳統儀式執行者 

文•圖∕林娜鈴 

卑南族巫儀威名顯赫於東南臺灣數百年，執行儀式的卑南族巫（祭）

師，也成為強大神秘力量的象徵，受到鄰近族群的崇敬，甚至對卑南族

巫（祭）師抱有莫名恐懼的心情。相關記載除了可以追溯至荷蘭時期的

文獻，卑南族人世代流傳的神話傳說也不乏對於巫（祭）師神蹟的描述。 

有關卑南族巫（祭）師神秘的力量從何而來？哪些人可以擔任？儀

式如何？等，令人感到好奇的問題，卑南族各部落情形不一。以普悠瑪

部落（前身即歷史上曾經管理東南臺灣 72社的卑南社）巫（祭）師的概

況，提供讀者參考。

普悠瑪部落卑南族人（以下稱普悠瑪人）原始信仰相關儀式的執行

者，目前可分為 temararamaw（俗稱巫師）、meraruwa（俗稱祭師），

以及 maelraw（俗稱竹占師）三類。 

一、巫師 temararamaw 

（一）成巫條件 
普悠瑪人成為巫師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即都是因為有某一位生前

也是巫師身分的祖先，找他們繼承其巫師身分。這位巫師祖先，也被視

為是被找的該名巫師「自己的神」。

有意成為巫師者，除了必須先有「自己的神」的首要條件之外，還

必須找到一位同意教導學習巫師相關知識，願為其舉行「立巫」儀式的

資深巫師為師。具備前述兩項先決條件後，才能開始進行立巫儀式的籌

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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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舉行立巫儀式之前，準巫師還須建造一間與平時居住生活之主屋

有別、可以獨立出入的小屋，作為其個人巫師生涯的基地，俗稱為巫屋 

lalawinan，是巫師靈力的根源。巫師執行巫儀，必要在巫屋行出發前及

歸返後的祭禱、才表示工作完成。巫屋內區分成神聖區及生活區，象徵

巫師祖先的靈竹及盛裝巫師個人靈伴之木盒，祭台等，均設置在巫屋東

側角落面北牆壁的神聖區；生活區在西側，設置有床位供巫師平日坐臥

休息，空間大小則視巫屋規模而定。 

（二）巫袋 
所有巫師前輩於立巫當日，共同為準巫師縫製一件象徵巫師身分的

藍布背袋，俗稱巫袋。巫袋用來裝載巫師執行巫儀需用的祭珠、工作小

刀、石灰等法物。其中最重要，可視為巫師與巫靈媒介交通之信物者，

是具有人面圖紋的一只銅鈴及一對古琉璃指環。還有一枚以檳榔及祭珠

所製成，匯集各方靈力守護的巫師護符。巫袋於舉行立巫儀式時，由老

師為徒弟佩掛，不僅從此確立了師徒間的永久位階關係，巫袋也與巫師

主人成為形影不離、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 

傳統之普悠瑪巫師 temararamaw，組成以 Samguan 為共同創始祖

之巫師團體。早年成員中雖有男性擔任的例子，但主要為女性。普悠瑪

巫師 temararamaw 成員於每年農曆三月初三日，共同舉行紀念其創始巫

師誕辰活動，並集體進行更新巫袋的儀式，稱 pulresakan（音近「卜勒

沙�恩」），俗稱巫師節。巫師成巫的年齡沒有一定，但都在結婚之後。

巫師團體以成巫資歷深淺，而非以年齡長幼作為尊卑排序，而巫師使用

過的舊巫袋數即可作為資歷深淺的明證。資歷最高者為巫師團體的領導

者。

（三）巫師執行的儀式

巫師並具有一種可「附靈」的特質及相關的儀式，是其他儀式執行

者所沒有的。族人若想與已逝親人連繫，或屢遭嚴重影響使個人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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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失序之難以理解情事，即向可與鬼神直接溝通的巫師求助諮詢。

一般而言，巫師施行的儀式，主要以個人或家為主體之袪邪 

penlin、治病 demikes，及召喚靈魂 kiyapaidr 性質的儀式，種類偏向除

穢、袪邪，以及安置祖先牌位、向祖先獻祭等。 

不過，普悠瑪巫師也參與部分部落性的祭儀活動，如年度之部落潔

淨儀式 semirap 及部落境界阻凶拒邪儀式 semalikidr，以及以婦女為主的

活動儀式，如婦女慰亡靈 meraparapas，以及婦女除草完工慶 mugamut 

等（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501-503）。

二、祭師 meraruwa 

普悠瑪祭師 meraruwa 的入門並無嚴格的條件限制，但若要成為術

德兼備的祭師，則必須透過長期的學習與經驗累積。族人對祭師工作產

生興趣，一般可先透過部落年度祭儀場合觀察學習，如大獵祭、海祭、

羌祭等。資深祭師對於有意學習之年輕族人，一般也抱持鼓勵的態度。

透過參與的過程，學習者從資深祭師的傳授指導中，逐漸熟習各項儀式

作業及經語禱祠，累積成為祭師應備的能力，也從而建立其公眾的地位。

雖然祭師的能力主要是來自學習，但普悠瑪人相信，祭師的能力多

少與其先天上的個人特質有關。祭師不像巫師有「自己的神」和個人祭

屋，也無祭師團體之組織，但是有放置行祭用品的小背袋。部落性祖靈

屋為祭師力量的根源，祭師透過儀式與經文與祖靈溝通。 

普悠瑪祭師主要為男性，且多屬年齡較長者擔任。祭師執行的儀式

與巫師相較，偏向與危險性質相關者，如征戰、狩獵等；儀式也明顯具

有保護的特徵，如為當事人求取護符。概括言之，普悠瑪人傳統觀念中，

與兩級會所相關，限制女性參與的場合及祭儀，如少年會所、成年會所、

大獵祭、海祭等，儀式可說皆由祭師執行。巫師若為男性者，則可兼任

祭師的工作（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504-506）。

普悠瑪巫師與祭師各有專職，雖平日專注在自己的領域，並無特別

的業務交流。但在部落公領域空間秩序維護上，卻有必須透過兩者的力

量，來一起完成的儀式。例如 1. 部落除穢淨化與境界拒邪：儀式於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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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定期舉行，但也曾在部落遭遇突發威脅時臨時辦理的經驗，就像二

次大戰時期敵機空襲，以及 2003 年 SARS 疫情擴大時，祭師與巫師便都

緊急舉行了護衛部落的除穢淨化，與境界拒邪儀式，使族人安然度過了

危難威脅。2. 部落祖靈屋重建之袪邪，及迎進種籽靈。3. 意外死亡者的

家屬進入部落前的除穢。 

巫師與祭師以相同目的一起進行的儀式，會以祭師先於巫師的方式

進行，例如上述 3 項儀式。此外，也有一項新年度的檳榔啟用儀式。每

一年剛開花結果、作為儀式用的檳榔，會等到祭師們於海祭儀式啟用後，

巫師隨後舉行以新檳榔獻祭，象徵新檳榔啟用的儀式。 

三、竹占師 maelraw 

普悠瑪人竹占之術相傳習自鄰近的馬蘭阿美人，所以，早期的竹占

師也以阿美語問占，現今的竹占師則都使用卑南語了。竹占師主要以竹

片拉斷的細絲，為人判斷行事之吉凶成敗。有時也為人探問病源等，主

要為問占（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507）。竹占師通常在自己的居所為當事

人進行占卜作業，不似巫師及祭師之施行儀式，必須經常就儀式內容在

不同的場地間移動。

成為竹占師與成為祭師，兩者間歷程類似。普悠瑪部落中有身兼竹

占師與祭師身分的例子，但屬極少數。 

竹占之外，普悠瑪人早年也曾依賴鳥占及夢占，來做為生活上的指

引。現今鳥占及夢占雖已失傳甚久，不過，夢與解夢的概念，仍然在許

多普悠瑪人的日常生活中被實踐。 

四、結語  

巫師、祭師執行儀式時，必須先以祭珠通報神祇，有關即將進行的

工作事項。結束後，也會以酒作為酬答並通報自己工作的經過。儀式程

序包括對神鬼的祈求 kiyanun 與賠（補）償 pusabung。禱詞中也會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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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無知與不足，表達與神鬼合諧的心意，禱詞最後則將所做的事交

託那俯瞰監管萬物之上神 Malitabang/ Malitrunger 完成。

在從前那個環境封閉、醫藥不發達的年代裡，巫師也擔任了醫者的

角色，為人們解決身心靈的苦難。外來宗教進駐後，改變了普悠瑪人的

信仰方式。影響了普悠瑪人對原始信仰的觀念，與巫師、祭師的互動關

係。

當巫師、祭師的角色隨著時代進步、宗教衝擊、資訊發達而逐漸式

微的當下，我們唯有將之「紀錄」一途了。

508：1961年（民國 50年）前後，在巫師節留影的普悠瑪巫師盛況。

（林娜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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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漢人移入卑南（南王） 

臺東縣的漢人入墾年代，推遲到 1875年之後，且為經濟弱勢的二次

移民。稍有溫飽後，才能顧及到文化上的發展。源自原鄉的習俗和信仰，

就是生活上的寄託和保護。所以臺東縣漢人的民間信仰發展，在清代光

緒年間即有天妃宮（今臺東天后宮）、昭忠祠、觀音祠、土地祠之記載。

歷經日治時期的抑制，臺灣光復後的振興，至 1980年代（民國 70年代）

時，已漸趨穩定，多采多姿。年度重要祭典除了神明的誕辰外，有獨特

的元宵節眾神遶境，農曆七月的中元普渡等。 

一、清代的漢人移入 

（一）陳珠仔  

漢人移入南王里前身的卑南，大多是個人身分，透過婚嫁的方式進

入。例如乾隆年間，卑南王比那賴（Pinadray）的妻子陳珠仔，或記為

陳素仔，卑南族人給名 Salralruy 的就是。比那賴（Pinadray）當年是以

進入婚（musabak，漢人稱入贅婚）的方式跟陳素仔成為夫婦。後為比

那賴（Pinadray）為了繼任卑南社的頭目，偕同陳珠仔返鄉。之後陳珠

仔不但成為卑南族的一份子，還把「陳」這個姓，帶給拉拉（Raera）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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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鄭尚  
鄭尚，是水底寮人 35，行商為業。後來認識了卑南社的頭目，乃於

咸豐年間進入卑南平原，跟原住民以物易物進行交易。後來定居於寶桑。

由於鄭尚對原住民的交易和農業有貢獻，卑南社頭目便撮合他跟同族的 

Aoretan 結婚。他們的兒子林貴，後來曾任卑南社第 21 任頭目。「鄭」

這個姓，後來也成為卑南社的大姓之一。 

（三）張新才   
張新才，又名張義春，廣東梅縣人。來臺後與其堂兄張義烈原居豐

原，因為義烈的母親愛吃臺東米，就帶著義春與義烈之子來到臺東並定

居。張新才在胡傳任臺東直隸州州官（1893 年 5 月至 1895 年 5 月；光

緒十九年五月至廿一年五月）時，已是南路埤南（南鄉）、成廣澳（廣

鄉）等社的總通事。臺東天后宮的〈新建埤南天后宮高山平埔各社捐題

碑記〉，記其為「臺東都總管操保都司銜花翎守備」。張新才除職務上

的政令宣導、消息傳遞外，還協助徵收田賦，代發放各社通事、社長口

糧銀等。此外，另設「張義春號」，從事招攬墾戶開墾、經營雜貨買賣、

及換番（又稱割番，即以物易物）等。

1895 年（明治 28 年）底，日人開始接收臺東。張新才協調卑南大

社和馬蘭大社出兵攻新開園，5 月 25 日日軍登陸寶桑新街，都是張新才

帶頭、通力配合。劉德杓遁走後，日軍再向花蓮前進，相良長綱也是率

張新才、潘骨力等隨行，並用張新才名義致函花蓮管帶約其歸順。臺東

廳底定後，張新才仍被認定為「蕃社總通事」，並被委為臺東廳事務囑

託，服務於總務課通譯掛。1901 年 4 月 15 日，張新才仍見於臺東廳秘

書「辭令」（任官令）中。

從以上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張新才是如何以個人的才能，幫助政府

穩定地方。

35 水底寮為今屏東縣枋寮鄉天時、地利、人和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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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治時期的漢人移入 

日治時期的臺東製糖會社，自 1921 年（大正 10 年）起，開始招墾

本島人即漢人到臺東栽種甘蔗。到 1936 年（昭和 11 年）止，16 年間招

墾到卑南 36的漢人計 280戶 931人，詳如下表。

表 5-1：本島人移民卑南人數表 

資料來源：孟祥瀚，2001《臺東縣史．開拓篇》臺東：臺東縣政府，頁 117。

居於關鍵人物的臺南州北門郡學甲庄（今臺南市北門區）人王登科，

於 1924 年（大正 13 年）來到臺東。先在臺南人林全福設在都巒的糖廍

工作，習得製糖及甘蔗契作的技術，1925 年跟臺東製糖合作。王登科卑

本 島 人 移 民 明 細

1921年（大正 10年）4戶 17人，
1922年 6戶 20人，
1923年 9戶 35人，
1924年 48戶 141人，
1925年 44戶 143人，
1926年 30戶 99人，
1927年（昭和 2年）30戶 86人，
1929年 25戶 54人，
1930年 24戶 51人，
1930年 19戶 44人，
1932年 19戶 44人，
1933年 19戶 48人，
1934年 19戶 48人，
1935年 9戶 50人，
1936年 9戶 51人。

備　　　　　　　 　　　　   註
大正 8年遭大風雨。大正 9年世
界性經濟大恐慌，未招墾。

36 這些人大部分是暫時住在當時卑南的南半部，即今臺東市卑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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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附近，以 5 年為期，向原住民承租土地，成立王農場 37，並找來同

鄉楊森木 38 做帳房。如上表所示，1924 年及 1925 年，也是本島人移民

的最高峰，兩年合計 92戶 284人。1938年（昭和 13年）時，王登科的

連襟陳猛 39也來到卑南社。

當時的卑南，是卑南族卑南社的世居之地。猛然一下子來了這麼多

的異族，風俗習慣等，種種都難以適應。至 1929 年時，卑南社在備感

壓力之下，藉由流行病正盛，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長石黑英彥來臺東廳視

察的時機，提出「卑南社生活改善」的申請。稍後並由臺東廳執行，卑

南公學校校長迫田修計畫主持。在卑南的北半部規劃一個棋盤式的社區，

讓星散的族人集體移住，這就是今日的南王社區。 

三、臺灣光復後的漢人移入 

臺灣光復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日治時期的卑南，被劃分為卑南

村和南王村。第一批到臺東縣接收的公教人員有 139 人，其中以婚姻關

係進入南王村的，有邱高照，許雲協等。邱高照於 1958年（民國 47年）

6月 1日（時年 35歲）至 1961年 6月 1日，曾任第六屆卑南鄉鄉民代表。

1961 年 6 月 1 日（改名陳邱高照）至 1964 年 6 月 1 日，曾任第七屆卑

南鄉鄉民代表。許雲協於 1964 年 6 月 1 日（時年 38 歲）至 1968 年 6

月 1 日，曾任第八屆卑南鄉鄉民代表。

1949 年中華民國自大陸撤退，大批軍民跟著來到臺灣。這些軍民

有部分被分配到臺東縣，一時間人口暴增，讓臺東縣的社會增加率達

66.6 ﹪。之後 1956 年到 1964 年，包括 1959 年的西部八七水災，臺東

縣的人口數都有增加。一直到 1965年，才緩和下來。這些增加的人口，

有多少是進入到南王村的，查無統計資料。

37 1930年改為國本農場。
38 楊森木的長子為楊順全。 
39 陳猛的長子為陳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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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漢人的民俗 

臺東縣的漢人入墾年代最晚，且為經濟弱勢的二次移民。稍有積蓄

後，才能顧及到文化上的發展。但源自原鄉的習俗和信仰，卻是生活上

的寄託和保護。所以臺東縣漢人的民間信仰發展，在清領時期即有天妃

宮（即天后宮）、昭忠祠、觀音祠、土地祠之記載。歷經日治時期，戰

後的振興，至 1980 年代（民國 70 年代）時，已漸趨穩定，多采多姿。

年度重要祭典除了神明的誕辰外，有元宵節的眾神遶境，農曆七月的中

元普渡等。 

漢人民俗中的信仰，是道教、佛教和儒教兼容的民間信仰。信仰中

的祭典儀式，主要區分為信仰和節慶兩大類。 

信仰類的祭典儀式，就是神明的誕辰或成道日，以及迎神慶典。這

些祭典儀式，青一色都是以農民曆為準。神明誕辰會表現出佛教、道教、

儒教和神話傳說多神崇拜的融合現象；佛、道、鸞或新興的各種式樣祭

典儀式，在不同中卻有類似的成份，功能卻是殊途同歸，民間信仰於是

成了信仰上的大宗。

一、漢人的歲時節慶 

節慶類的祭典儀式，包括歲時節日和二十四節氣，也可以泛稱為傳

統節慶，是漢民族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傳統節慶依循歲時節令產生，

配合農民耕耘與收成（或漁民），是農漁社會調節生活作息的重要依據。

傳統節慶包括新正、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冬至等節

氣慶典活動。其中的清明和冬至，是屬於二十四節氣中的兩個，二十四

節氣是以國曆為準。其他的就都以農曆為準，以下列出一個表來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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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正

接財神

天公生

元宵

天穿日

頭牙

清明

端午

新　正 日　  　期 說　　　　　　　　　　　　　　　　　　　　明

農曆正月

初一日 

農曆正月

初四或初

五 

農曆正月

初九日

農曆正月

十五日

農曆正月

二十日

農曆二月

初二日

國 曆 4 月
5日

農曆五月

初五日

中國新年，俗稱新正、新春或開春，今稱春節。初

一子時一到，開正爆竹聲連天，家家戶戶多拜神祭

祖，然後互拜新年。也會到廟裡去行香，祈求興旺；

能搶到燒頭香的，運勢更旺。

接財神（包括灶神和眾神）、吃元寶（餃子），中

國北方民俗，大抵在大年初一凌晨接財神，回來吃

接神餃子。吃餃子稱吃元寶，掙（賺的意思）一個

是一個，吃越多掙越多。大年初三吃送神餃子，為

何要送神？大概是把財神身上的財寶剝光了，送祂

回去。

臺灣地區則是初四或初五接財神，盛行補財庫；送

神則是十二月二十四日。

玉皇大帝誕辰，俗稱天公生。家家戶戶拜天公，廟

裡更是在昨天的晚子 11點時，舉行拜天公的儀式。
天官大帝生日，俗稱上元，除一般前往寺廟參拜

外，臺東市有大型神明繞境活動。

客籍人士的節日，這一天不工作，食用煎的甜粄象

徵補天穿。政府訂這一天為「全國客家日」。

俗稱土地公生，民眾多往土地公廟祭拜。

亦稱掃墓節，逢潤年為 4月 4日，民眾多返鄉祭祖
掃墓。但是客籍人士的掃墓，是在農曆正月十六就

開始掛紙（掃墓），也有農曆二月初二掛紙的，近

年來因為清明節才有連續假日，也有改到國曆 4月
5日的。
紀念古代詩人屈原，習俗上包粽子及划龍舟。

表 5-2：漢人歲時節慶表



第五章   社區的漢人

083

七夕

中元

中秋

重陽

下元

尾牙

冬至

送神

除夕

新　正 日　  　期 說　　　　　　　　　　　　　　　　　　　　明

農曆七月

初七日

農曆七月

十五日

農曆八月

十五日

農曆九月

初九日

農曆十月

十五日

農曆十二

月十六日 
國曆 12月
22日
農曆十二

月二十四

日 
農曆十二

月三十日 

相傳是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會的日子，稱七娘媽

生，綠島人較為重視。

地官大地生日，民眾為慶讚中元，多舉辦普渡（民

間信仰），佛教則舉辦盂蘭盆會。 
農曆三大節日之一，有吃月餅的習俗。 

九九可解為長壽，該日為敬老節。 

水官大地生日，廟宇多舉辦謝平安。 

全年最後一次做牙，民眾多祭拜土地公及地基主。

工商界及生產事業單位需設晚宴，以酬慰員工。

逢潤年為 12月 21日，民眾多搓圓子、食圓子湯。
或冬令進補，俗稱「補冬」。 
送神上天，正月初一或初四再接回。開始大掃除，

然後做粿或炊粿，辦年貨，貼春聯等，以迎接新春。

民眾多闔家團聚，圍爐（吃年夜飯）辭歲。

二、漢人的生命禮俗 
生命禮俗就是風俗中的出生、成年、婚嫁、喪葬，又稱作人生的四

大關卡。

大時代的變遷已經到達工商發達，交通方便，資訊爆發，醫療現代

化，社會法制化，小家庭普及化；上班族社會和農業社會分道揚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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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準備書、筆、墨、印章、算盤（或計算機）、芹菜、蔥、蒜、豬肉、錢幣、
磅秤、尺、刀劍、聽筒、農具等放在米篩內，讓寶寶任意抓取，以預

測寶寶將來的職業性向。
41 棺木經封棺後稱為柩；停柩俗稱打桶。

異性越來越大。受以上因素影響，傳統風俗從臺灣光復後到現在的 60年

間，變異甚大。例如從前多子多孫多福氣的觀念，逐漸被少子化取代；

寶寶滿周歲時（度晬）所辦的抓周（或稱抓福）40   ，現在一般家庭已不

多見；婚姻過程中的新娘坐大紅轎或大花轎，只有在照片裡還找得到；

喪葬中“停柩 41 在堂＂的“柩＂，今日已改為冷藏櫃。但是，任何變遷

的新風俗，若干年後也會成為舊風俗了。

漢人的生命禮俗，簡述如下： 

（一）出生 
一般出生風俗的流程為；懷胎（妊娠期）→分娩→剃頭→坐月子→

命名（號名）→彌月→四月日→周歲→（幼兒保健→幼兒教育）。

時至今日，出生風俗並無太大的變化。但是因應時代的快速變化，

及科技普及的影響，舊風俗中的迷信成分逐漸減少。例如相對於過去妊

娠期的諸多禁忌，現在多以產前健檢來避免畸形兒的發生。過去分娩多

在住家，現在是絕大多數在醫院，對產婦和新生兒的感染及危險程度相

對降低。剖腹產（帝王切開術，Cesarean Section）的流行，改變了坐月

子的習慣；坐月子中心的開設，給小家庭產婦帶來許多便利，對新生兒

也有周全的照顧。彌月、四月日、周歲的祭神拜祖有些已省略；外婆要

送的頭尾禮（從頭到腳的金飾、衣飾）和紅龜粿，親朋好友要送的金飾、

衣飾等，多改以致贈現金，或紅龜粿以蛋糕取代。

出生後的戶口申報，過去因醫學不發達，新生兒夭折率高，所以花

東地區過去等到新生兒彌月後才申報戶口的例子甚多。現代則醫學發達，

此一遲報出生的現象已完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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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年 
成年，是生命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關卡，所以各民族幾乎都有成年禮。

通過成年禮（轉大人），使年輕人產生「成人」的意識；成年禮後，就

要負起對家庭、家族、社會的責任和義務。

漢人早年多來自中國大陸，大陸古時男子成年行冠禮（16 歲），女

子成年行笄禮（15 歲）。冠禮、笄禮都是成年禮。臺南（舊稱府城）流

行的「做十六歲」（七娘媽生），就是冠禮、笄禮的臺灣版。

依中華民國現行民法第 12 條規定，滿 20 歲為成年；年滿 18 歲才

能考領普通駕駛執照、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 60 條第 1 項第 1 款）；國民年滿 18 歲者，得應公務人員初

等考試（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17 條）；男年滿 18 歲就需服兵役（兵役法

第 3條）；男未滿 18歲者，女未滿 16歲者，不得結婚（民法第 980條）。

所以許多縣市政府就以年滿 18歲為準，每年舉辦成年禮，是一種契合時

代的生命教育。

臺東縣漢人多為二次移民，且以農工階層為多，原鄉風俗到此已大

打折扣。成年禮又缺政府機關主導，一般民眾各行其是，有待相關單位

加強。

（三）婚嫁 
婚嫁是人生大事，各民族都很重視。漢人的婚嫁風俗多來自原鄉，

臺東縣改變不多。早年婚嫁過程多為：合八字→小定→大定→娶親。近

來則改為：婚前戀愛→求婚→訂婚→結婚（或歸寧）。

（四）喪葬 
死亡乃生命的結束，是一個人生命過程中最後一個關卡。各民族對

死亡的處理，都是經過恐懼之後，才轉向理性的面對。 

漢人的喪葬風俗，一般長期受釋、道、儒三教合一的影響，及道士

的技術指導而形成。其過程為，臨終：臨終關懷（安寧照顧）→氣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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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更衣；拼廳，遮神，置腳尾飯、燒腳尾錢（舉哀），變服，門制，

報喪（報白），其他（助念，取得死亡證書、辦理除戶及權利事項，家

屬會議決定喪葬方式及儀式，或治喪委員會等）→暫厝：入冷藏櫃（最

少氣絕 8小時後），置小靈堂；晨昏奉飯、奉水→居喪：懸掛喪燈，守靈，

做七或做旬（誦經、拜懺）→訃告：擇日、擇地（訂禮堂），印製並寄

發訃聞，買板→靈堂布置及大殮：布置靈堂；接板、入木、封釘（安釘）；

安排服務人員，準備奠禮用品→奠禮：服務人員及奠禮用品到位；移靈，

家奠，公奠，或有點主→出殯：啟靈，出殯行列（發引並撤除靈堂），

辭客→安葬（或火化後入塔）→百日→對年→三年（變紅）。儀式因信

仰的不同，另有佛教儀式、基督教儀式、一貫道儀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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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南王里的大廟――湄聖宮 

一、沿革 
早年有信徒郭振東揹著開山媽祖，從西部攜妻帶子、顛沛流離到東

部謀生。先落腳太麻里，開山媽祖亦暫時寄祀在拱天宮。後來在臺東火

車站找到了工作，生活有了著落。漸趨穩定後，就把寄祀在拱天宮的開

山媽祖請來租屋處奉祀。後來有了積蓄，就在南王購地建屋，安家落戶。

鄰居有黃德旺者，以替人收驚為業。商請郭振東要開山媽祖讓他供奉，

郭振東也答應了。黃德旺自供奉開山媽祖後，無論是收驚或為人消災解

厄，都能藉助媽祖的靈力，輕而易舉的達成。媽祖的靈驗自此不脛而走，

附近的有識之士就紛紛建議，創建宮廟以供奉媽祖來濟世救民。於是在

1970 年（民國 59 年）成立籌建委員會，推陳維珍為主任委員，眾信徒

集資，進行建廟事宜。廟身於 1972 年落成，即今日湄聖宮的後殿。郭

振東獻出開山媽祖，即湄聖宮的開基媽祖。1980年又經魏安村、蔡金水、

王李香（王財王之妻）等人，共同發起增建前殿 42。另據林崑成採訪資

料，郭枝南於 1980年任主任委員，辦妥立案手續，並積極進行擴建事宜。

透過信徒的奉獻，集腋成裘，於 1988 年完成大殿及拜亭。使用的土地

大部份為信眾所奉獻，其中也有原住民地主共襄盛舉 43。 

以上各階段建廟基金，湄聖宮鐫刻有「南王里湄聖宮建廟基金樂捐

芳名錄」等石碑，以昭永誌。

42 魏安村手稿及口述，姜柷山 2016年 10月 25日採訪於更生北路 588號
南安西藥房。 

43 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編著）1996《臺東縣寺廟專輯》臺東：臺
東縣立文化中心，頁 55（湄聖宮受訪人：郭枝南，訪問人：林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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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湄聖宮「南王里湄聖宮建廟基金樂捐芳名錄」碑（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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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明及轄境 
湄聖宮為單殿式建築，屋頂閩南式，布滿剪粘（參見照片輯

512）。左右側為鐘鼓樓，上置千里眼、順風耳。 

正殿主祀天上聖母（參見照片輯 513），左右配祀福德正神、註生

娘娘，是典型的傳統格局。案桌上置內五營，下為座下虎爺，同祀神為

觀世音菩薩。

湄聖宮轄境為南王里，轄境內設外五營。東營在火車站後方、卑南

文化公園入口處左前方。南營位於南王、卑南里界陸橋下。西營近南王

橋，面臨太平溪（參見照片輯 514）。北營在十股，與卑南鄉交界處。

中營在湄聖宮廟前。 

另有岩灣湄聖壇，是湄聖宮的天上聖母分身五媽。 

三、管理組織  

湄聖宮建廟完成後，隨即成立管理委員會。歷任主任委員有王財寶、

楊順全、郭枝南、吳文詩、林吉生等。各級幹部積極推展廟務，先後興

建襌房及鐘鼓樓等設施，乃有今日之樣貌。

湄聖宮轄境南王里分為東區、東社區、西社區、十股區、南王社區

等，設有年度的值年爐主及各區頭家。 

四、祭典及出巡   

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為天上聖母聖誕，信徒於三月中旬組團赴麥

寮拱範宮進香（三天兩夜）。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出巡南王社區，信徒恭

請開基媽、福德正神、中壇元帥、千里眼及順風耳，依外五營北西南東

順序，安營並綏靖地方。農曆三月二十二日晚間子時辦理廟方的祝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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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二十三日除信徒祝壽外，並開放信徒博龜（米龜），同時演戲酬神

兩天（參見照片輯 515-523）。每年農曆九月初九日是聖母飛升（得道）

紀念日，演戲一天以資慶祝。每年農曆十月初十日謝平安時，演平安戲，

筊選翌年輪值的頭家、爐主，以及開放信徒博龜（平安龜）。  

五、謁祖進香 

由於天上聖母的祖廟是大陸福建省莆田湄洲島媽祖廟，南王湄聖宮

信徒於 1999 年（民國 88 年）4 月 25 日（農曆三月初十日），由吳主任

委員率領信徒、鑾生、爐主（粘姓）等，恭奉本宮聖母神像香爐前往謁

祖。翌年南王湄聖宮管理委員會決議再度組團，赴祖廟進杳。由吳文詩

主委員、朱副主任委員、林總幹事、粘爐主、鑾生、善信計 60人，護持

聖駕金身、香爐，於 2000 年 4 月 14 日（農曆三月初十日），前往湄洲

島祖廟謁祖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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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普悠瑪的文化資產  

 一、普悠瑪的傳統會所  

普悠瑪部落於 1929 年（日治時期昭和 4 年），由卑南（今臺東市

卑南里）向西遷移到南王（Sakuban）。並新建屬於北部落 Pasaraadr 

氏族的 Patrapang 和南部落 Raera 氏族的 Kalunung 兩棟成年會所

（palakuwan，巴拉冠），以及南北兩棟少年會所（trakuban）。在部

落中也建立了一間中央會所，純為集會之用。1958 年（民國 47 年），

南北兩棟成年會所和少年會所，陸續廢除。1959 年，集會用的中央會

所倒塌，無法使用。1964 年起，在部落中央建立了一間中央集會所和

一間少年會所 44（今社區活動中心電腦教室和電腦教室前）（參見照片

輯 601）。後來因為集會所空間狹小等因素，在南王國小南側找到一塊

較大的空地，興建了普悠瑪傳統文化活動中心（uwadrukan dra drekalr i 

Puyuma）。 

普悠瑪傳統文化活動中心位於省道旁，正門以普悠瑪男性長老的

帽飾作為標誌。造型獨特、色彩鮮艷，是很顯眼的地標。內有成年會

所（Palakuwan，巴拉冠）和少年會所（trakuban）（參見照片輯 602-

603）。成年會所左側，有 Arasis 氏族祖靈屋。

少年會所右側，有一棟長屋隔為 3間。左側的一間，2014年 10月起，

作為北部落 Pasaraadr 祖靈屋（參見照片輯 604）；中間的一間供臺東

縣普悠瑪文化發展協會使用。入口右側有多功能展演空間，入口和會所

之間，有一個相當大的活動廣場。

44 宋龍生，1998〈第八章．卑南族〉《臺灣原住民文化基本教材》下冊，
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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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悠瑪的祖靈屋  

祖靈屋或稱祖廟，類似漢人的宗祠，是各氏族的祭祀場所。目前還

有北部落 Pasaraadr 祖靈屋（2014 年 10 月起遷移到普悠瑪傳統文化活

動中心），南部落 Raera 祖靈屋（參見照片輯 605-606）。Arasis 家族祖

靈屋，以及 Kakunas 家族祖靈屋。 

三、普悠瑪的地標  

南王社區或普悠瑪部落（Puyuma），都位於省道臺 9 線的兩旁，沒

有一個明顯的地標或入口意象可以辨識。在 2014 年，部落旅外的有心

人士捐了一筆錢，製作部落北東南西 4 個界碑，也成了可以辨識部落的

地標（參見照片輯 60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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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其他有形文化資產 

一、國本農場  

國本農場是歷史建築，1941 年（日治時期昭和 16 年）建，傳統三

合院格局，鋼筋混凝土結構中日混合式建築。正屋五間起，門上嵌大理

石板刻「瑞村堂」。正屋及兩護龍屋頂均為兩坡落水，舖日本黑色水泥

瓦，脊頭均為金字棟瓦鎮。護龍山牆脊頭繪有「Yama王」字樣，開氣窗、

方窗、圓窗各一，左右對稱（參見照片輯 609-610）。

二、卑南遺址  

卑南遺址位於臺東縣卑南山（檳榔四格山，標高 410 公尺）東南側

山麓（卑南山礫岩），屬於新石器時代卑南文化的一個代表性遺址。根

據考古學家的推斷，該遺址存在的年代大約是距今 5,300 年至 2,300 年

前。卑南遺址的面積超過 30萬平方公尺，是目前臺灣所發現最大的史前

聚落。 

為卑南遺址留下最早紀錄的，是日治時期人類學者鳥居龍藏。鳥居

曾為卑南遺址的地表石柱拍攝兩幅照片，時間可能是 1896 年。鹿野忠

雄是第一位將卑南遺址當作考古遺址加以研究的學者，他在 1930 年發

表的文章中敘述，有數不清的板岩石柱豎立在地表上。鹿野採用鄰近卑

南族的傳說，推測這裡曾存在一個古代的部落，石柱是居屋的殘留。現

存地表上的「月形石柱」，是卑南文化公園中著名的地標。 

臺灣光復後，陸續前來卑南遺址調查的學者不在少數。1975 年（民

國 64 年），臺東縣政府將卑南遺址列為地方古蹟，1979 年再提升為臺

灣地區三級古蹟。1980 年 7 月，東線鐵路拓寬工程進行至卑南新站（今

臺東車站）時，挖出大量卑南遺址的史前文物，一時造成轟動。為了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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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卑南遺址，臺東縣政府隨後委託臺大考古人類學系，進行搶救考古。

臺大人類學系師生在宋文薰與連照美兩位教授的帶領下，成立工作隊。

自 1980-1990（民國 69 年至 79）年間，分兩階段進行 13 梯次、長達 9

年的搶救考古發掘工作。發掘面積達 1 萬平方公尺，出土遺物有 1,600

多具石板棺、2萬多件石器與陶器標本 45。 

卑南遺址的特殊性可歸納如后：1、臺灣考古史上發掘範圍最大之遺

址，發掘面積約 1 萬平方公尺。2、臺灣出土文物最多之遺址，總計出

土石板棺近 1,600 餘具，陶器、石器等遺物兩餘萬件。3、臺灣出土玉器

式樣及數量最多之遺址。4、臺灣規模最大的史前遺址，重要部分面積約

20-30 公頃，廣義的遺址面積約 80-100 公頃。5、臺灣考古史上具有最

完整聚落型態與資料之遺址。6、環太平洋及東南亞地區規模最大的石板

棺墓葬群遺址。

文化部前身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自 2002年起積極推動臺灣地區

世界遺產潛力點之勘查評選工作。初評結果，卑南遺址與棲蘭山檜木林、

太魯閣國家公園、阿里山森林鐵路四者以具有顯著及特殊價值等因素，

列入第一類別，也就是最具潛力之點。無論就學術研究、遺產保存、本

土教育或知性旅遊觀點，卑南遺址都具有無可替代之價值 46。

目前，卑南遺址不但是國定遺址，現地也建有卑南文化公園，是臺

灣第一個考古遺址公園 47（參見照片輯 611-612。 

李坤修、葉美珍，2001《臺東縣史‧史前篇》頁 21。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卑南文化公園→卑南遺址，

查詢日期：2006/6/7，http://www.nmp.gov.tw/main/08/8-2/8-2c/8-2c.htm。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http://www.ccl.ttct.edu.tw/ch/aioshow.aspx?path=135&guid=b46b26a9-
1754-466e-93ed-b658518f1758&lang=zh-tw

45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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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普悠瑪歷史人物 

一、卑南王比那賴（Pinadray，生卒不詳） 

比那賴（Pinadray），也記作卑那拉，約清乾隆、嘉慶年間人。父

親是加六賽 ‧ 包都如（Kulasai，也記作庫拉賽 ‧Budur、Pauduru），

是卑南社第 17 代頭目，屬卑南社拉拉（Raera）家族；母親是太麻里 

Tabuwalri 社的西洛姑（Sirugu）。

比那賴成年後，以進入婚（musabak，漢人稱入贅婚）的方式，進

入屏東平埔族馬卡道族（Makataw）的大木連（Tabulia）部落（今水底

寮），設商號並從事貿易；同時在枋寮、潮州一帶，學習漢人的農耕及

相關技術。之後，將犁（kangkang）、無蓋大木桶（paetang）、有蓋大

木桶（siukiu）、石磨（elangan）等器物及技術，引進卑南社。除改善

部落的農耕技術及生活外，這些技術的優先使用，決定了今後卑南社取

得區域領導地位的優先權。

清 代 的 卑 南 族， 是 官 方 信 賴 的 對 象。 卑 南 覓 大 土 官 文 結

（Bungkiyatr），曾協助肅清朱一貴事件餘黨；加六賽則號令後山 72社，

協助平定林爽文之亂。1788 年（乾隆五十三年）六月，福康安奏准將林

爽文事件中有功「番」社頭目帶往京中陛見，以為寵榮。計有屋鰲、阿

里山、大武壠、傀儡山等四社，包括總頭目、頭目、通事、社丁共 42人；

其中，傀儡山總社頭目就是卑南社頭目加六賽。據說，加六賽當時年老

體弱，恐經不起長途跋涉，所以派正值壯年，在枋寮經商的兒子比那賴

代替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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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接受宮廷禮儀訓練後，由臺灣知府楊紹裘率領，於當年八月

自鹿耳門登舟，十二月廿一日抵北京西華門外瞻覲，命隨至瀛自鹿耳門

登舟，十二月廿一日抵北京西華門外瞻覲，命隨至瀛臺賜食；並依四川

屯練降「番」到京例，授予總社頭目六品頂戴，各社「番」目七品頂戴，

並賞賜總社各頭目等人衣帽等物。廿三日，乾隆賜宴撫辰殿；廿九日，

賜宴重華宮，賞總社各頭目等人物件。三十日，賜宴保和殿，各總社頭

目至御座前賜酒成禮。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五，賜宴紫光閣，

賞總社頭目等人物件。十四日至十六日，賜宴山高水長。然後安排觀光

名勝，滿載而歸。

此行，更強化了卑南社在臺灣東南部的領導地位，此後勢力愈增、

威望益著，至比那賴執政時期大盛，「卑南王」的稱號也就不脛而走。

有關「卑南王」的記載，最早出現於 1896 年（明治 29 年）陳英的〈臺

東誌〉；1931 年幣原坦撰的〈卑南大王〉所述的盛況，也略與比那賴同

時。

卑南社成為支配後山 72社的總社，範圍自臺東平原起，北方達到玉

里以南的大庄、新開園，東海岸的掃別（今長濱鄉竹湖村），南方則到

大武及鄰近部落。在這個區域內，卑南社擁有收租權，每年向居住在此

範圍內的部落，徵收貢賦或貢租（drisin）。

比那賴代父上京、受封回臺後，娶水底寮漢女陳珠仔（或記為陳素

仔，卑南族人給名 Salralruy）為妻，生育一女西洛姑（襲祖母名），後

來成為卑南族第 19代頭目 48（參見圖片及照片輯人物 701）。

48 本文原刊於 2001，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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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仔老（Kulalrau，1860-1932）

姑仔老（Kulalrau），或記作龜仔老 49。咸豐十年（1860）生於卑南

社，父名林貴、母名 Galayagai。林貴是 Uredang 和漢人鄭尚的長子，是

創立公館家族的卑南社第 21 代（荷蘭人算起第 13 代）大頭目。姑仔老

因此就成為卑南社第 22代大頭目，創立了 Masikadr 家族。 

1886-1895年（光緒十二年至廿一年）這段時間，姑仔老正值青壯。

清廷雖然設立了臺東直隸州，經歷了大庄事件，並且對後山清賦完成，

但對各番社仍然鞭長莫及。卑南社對大部分番社仍保有自荷蘭時代開始

的領主權，每年向各部落徵收貢租（drisin），但也要為各部落服務，姑

仔老這位大頭目，也依然承襲了形式上的卑南王。

1895 年（明治 28 年）底，日本在臺灣前山已安定後，開始向臺東

招手，分別派潘文杰等人聯絡卑南漢人及原住民歸順。姑仔老以世代累

積之經驗，權衡輕重，乃於 12月 17日率員至恆春廳表示歸順。1896年，

清軍副統領劉德杓率殘部 200 餘人堅守新開園，日軍尚未抵卑南。恆春

廳於 5 月 17 日派中村屬等人來卑南，協調姑仔老和馬蘭社大頭目黃骨

力，由卑南大社出兵 174 人、馬蘭大社出兵 197 人，計 371 人，主攻劉

德杓殘部。5 月 25 日，日軍登陸寶桑新街後，改由日軍主攻，劉德杓終

於 5月 31日遁走。

1897 年，姑仔老協助臺東廳在卑南社設立「臺東國語傳習所卑南分

教場」（今南王國小），使族人開始接受現代教育。1908-1909 年，臺

東廳命各部落取消對卑南族繳納貢租；至此，形式上的卑南王就劃上了

句點。

1920 年（大正 9 年），臺東廳繼張之遠之後，派姑仔老為卑南區區

長；至 1924 年止，是卑南社人唯一出任地方首長者。1925 年起，直到

49 姑仔老、龜仔老都是 Kulalrau 的閩南語記音。Kuralrau 是一種羽毛漂亮
的鳥名，有可能是灰喉山椒鳥（Pericrocotus solaris），成鳥公的紅色，
母的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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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敗，卑南區區長一職全由日本人擔任，所以姑仔老就成了末代卑

南王。姑仔老年老時，視力不佳，但還是坐轎子往恆春、大武一帶排解

紛爭。姑仔老於 1932年（昭和 7年）逝世，享年 72歲。

1886 年（光緒十二年），姑仔老時年 26 歲，以卑南族進入婚

（musabak，漢人稱入贅婚）方式，成為妙燕的夫婿。姑仔老與妙燕共

育有子女 6人，其 3子即鄭開宗 50。

三、陳達達（1864-1928）

陳達達，1864 年（清同治 3 年）生於卑南社。母 Sirugu（西洛姑；

西魯牛），父為布農族人。

達達生性活潑，加上受曾祖母一代女王（Sirugu）及繼父陳安生的

影響，巾幗不讓鬚眉；結識並嫁給臺東州總通事張新才（張義春）後，

眼界更佳。1896 年（明治 29 年）5 月，時年 32 歲，日本人為攻打堅

守新開園的劉德杓殘部，要馬蘭社及卑南社出兵先戰。卑南社出兵 174

人，其中 50 名為先鋒隊，於 5 月 21 日由姑仔老等人率領駐防大埔庄。

另 124 人為主隊，於 5 月 22 日由達達率領駐防雷公火社，並督戰陣。5

月 25 日，日軍主力登陸寶桑，隨即開往新開園主攻。5 月 30 日，達達

及鄭清貴奉命整飭原來各隊，解散歸社。5 月 31 日，劉德杓不敵遁走。

6 月 24 日，達達與潘骨力率出戰者 370 餘名參與慶功宴。1900 年（明

治 33 年），臺灣總督府賞勳局表揚達達，發給獎金 40 圓。1907 年（明

治 40 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來卑南主持卑南圳通水式，儀式後舉

辦宴會，酒過數巡，總督特別召見卑南社「女傑」達達，賜金 10圓。

達達因為嫁給有權、有勢、有錢的漢人，不可避免的染上了鴉片煙

癮。達達沒有生育，又中年喪偶；而臺東在日本人治理下，社會大致安

定，英雄無用武之地，只有在騰雲駕霧中尋夢去了。1928 年（昭和 3

50 本文原刊於 2001，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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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代女傑達達辭世，享年 64歲。達達逝世後，遺骸與張新才合葬

於臺東，其第 4 代孫張桂坤遷往花蓮縣後，將張新才、陳達達及另外數

位公媽之遺骸，全部遷葬於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九華山私人墓園 51。

四、南志信（1886-1959）

南志信於 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生於卑南區，父啦密呀、母伊唔

沙，是世居卑南社的卑南族人。 

南志信自臺東國語傳習所卑南分教場畢業後，於 1903-1904 年（明

治 36-37 年）任「雇」於臺東國語傳習所知本分教場。受日籍公醫的鼓

勵與推薦，於 1904 年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經過預科一年、本科

四年，於 1909 年 23 歲時畢業。志信是第一位接受西式醫學教育的臺灣

原住民，不但是第一位自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原住民，也是第一位

取得臺灣總督府醫官資格的原住民。

1910-1919 年（明治 43 年至大正 8 年），志信任「雇」（相當於

今行政機關的約僱人員）於臺東醫院。1920 年起，任臺東醫院「醫官

補」，俸給為判任官七級俸，至 1928年（昭和 3年）已至判任官四級俸。

1921年（大正 10年）起，除任「醫官補」外，也兼任臺東廳警務課囑託。

1925 年 4 月，與臺東的溫泰坤、曾貴春、陳冬路等三位臺籍人士，同時

獲得臺灣總督府的紳章授與。1928 年（昭和 3 年）4 月起，擔任臺東公

學校（今東師實小）和北絲鬮公學校（今初鹿國小）校醫。 

1927-1929 年（昭和 2-4 年），志信協助其大姊及親戚家族遷往臺

東醫院官舍附近居住。因養豬、養牛等造成衛生問題，日人乃將鄰近的

卑南大溪河川地加以整理，於 1936-1937 年將志信的族人遷往，這就是

今日巴布麓部落的由來。當時附近的阿美族人也同時遷往，就是今日的

四維部落。

51 本文原刊於 2001，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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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志信辭去「醫官補」，在臺東醫院附近開設南醫院（今臺東

市中正路陳皮膚科診所之所在），成為開業醫師。當時的醫師是全科醫

師，志信尤其對瘧疾、恙蟲病、皮膚病等的治療有研究。對貧苦病患，

不但免費治病及施藥，也為其補充營養，充分發揮醫者父母心的仁心仁

術。1932-1935（昭和 7-10 年），志信擔任臺東街協議會官派協議員。
1937-44年，志信擔任臺東廳協議會官派協議員。

臺灣光復後，1946 年（民國 35 年）11 月，志信被遴選為臺灣省國
民大會代表之一，與另一位設籍臺東的鄭品聰，同往中華民國首都南京

市參加中華民國憲法制定，12 月 25 日完成。1947 年 2 月 12 日起，南
志信與鄭品聰應省署邀請，巡視並宣慰全省山地同胞。

1947 年 4 月 30 日，南志信與林獻堂、杜聰明等 10 人被任命為臺灣
省府委員。同年 6月，志信向省府建議：（一）扶助山地同胞經濟；（二）
將日產土地迅速放租，以供耕種；（三）高山族名稱不雅，應改為臺灣

族；（四）加強山地衛生設施及醫藥品供應。9月，膺選臺東導報董事長。
11 月 20 日，與鄭品聰偕臺東鎮鎮長蔣源盛晉省，請求撥款修復臺東大
堤及交通水利工程等。1949 年 5 月 9 日，發動籌募山地醫藥救濟金。稍
後，籌設「臺灣省山地建設協會」，出任首屆理事長，並向省府爭取撥

用位於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的省府委員辦公處作為「山地會館」（今原

住民臺北服務中心），以服務各地北上的山地同胞。

之後，並促成臺灣省政府委託私立高雄醫學院，於 1958 年、1959
年開辦兩期「臺灣省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第一屆於 1962 年畢業，
畢業生中有前任臺灣省政府原住民委員會李文來主任委員，臺東縣衛生

局前田明輝局長、池上衛生所南賢成主任、臺東醫院古仁友醫師等。第

二屆於 1963 年畢業，畢業生中有鹿野衛生所林昌貴主任、大武衛生所
林玉金主任、臺東醫院林信一醫師等。南志信後來被任命為省府顧問，

但天不假年，於 1958年病逝，得年 72歲。
南志信於 1910 年（明治 43 年）娶南鄉卑南街吳添丁（福建人）之

三女吳蓮花（1896-1937）為妻，育有 5子 7女。長子南信一，對臺東柔
道界貢獻頗大。吳蓮花 1937 年（昭和 12 年）去世後，志信於 1939 年
又娶臺南州新化郡新化街韓成與林燕的長女韓桃為續絃，無生育 52。

52 本文原刊於 2001，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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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鄭開宗（1904-1972）

鄭開宗於 1904（明治 37 年）生於卑南社。母妙燕，父姑仔老，是

世居卑南社的卑南族。

鄭開宗的父親姑仔老是卑南社第 22代（荷蘭人算起第 14代）頭目，

創立 Masikadr 家族。鄭開宗的曾祖父是漢人鄭尚（卑南族名 Siwa）。

鄭開宗於 1916年（大正 5年）自四年制卑南公學校畢業後，次年再

入學臺東公學校四年級以銜接高等科，1920年畢業。1927年（昭和 2年，

時年 23歲）自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農業科畢業（預科 3年、農業科

3 年），同時取得臺灣公學校專科正教員資格。鄭開宗隨即出任臺東廳

庶務課勸業係「雇」，1928 年兼任臺東廳農會事務囑託（相當於今行政

機關的約聘人員）。鄭開宗因是卑南社頭目之三子，又受過高等教育，

對部落事務素來關心。當時正值卑南社（位於卑南的南半部，今卑南里）

發生流行病，日人統計其死亡率為世界第一。未受感染之族人乃紛紛遷

移，除小部分遷往臺東醫院附近或他處外，大部分往北遷移，但居處雜

亂，衛生堪虞。

1929 年夏季，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長石黑英彥來臺東廳視察。鄭開宗

偕同當時擔任教職的稻葉重人（陳重仁）、稻葉花子（王葉花，當年初

任教職）兄妹，同往石黑局長下榻處拜訪，詳細說明卑南社族人已接近

滅亡之現狀。石黑局長同情卑南社之遭遇，乃電話召集相關人士來進行

「卑南社生活改善座談會」，會中對實行卑南社生活改善做出具體可行

之結論，稍後計畫並由臺東廳執行。

同年 11月鄭開宗調任卑南公學校訓導，在卑南公學校校長迫田修主

持下，由鄭開宗、稻葉重人、稻葉花子等人共同策劃。先規劃棋盤式社

區（今南王社區），讓星散之族人集體移住，這就是一般說的昭和 5 年

卑南社大遷村。之後設立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合作社），四年制卑

南公學校改為六年制（1930 年 4 月 1 日），設立醫療所，成立農事小組

等。此外，鄭開宗並組織禁酒會，倡導改善不良的喜慶喪葬習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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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開宗對部落傳統文化也有深刻的了解，1930年（昭和 5年）8月，

臺北帝大言語學研究室派人到卑南社調查傳統神話時，是由鄭開宗和陸

森寶口述，並收錄在小川尚義、淺井惠倫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內。 

鄭開宗對部落再造，充滿了使命感，但到底是年輕識淺，積極的作

為下，困難難免，衝突也難免。對外得罪了當時卑南派出所的日籍巡查

犬飼源一郎，對內引起部落緊張，也遭致部分人士的不諒解。種種的挫

折與打擊，加上精神支柱的父親姑仔老於 1932 年 5 月去世，鄭開宗乃

於 6月辭去公職，遠走臺北。其後並於 9月東渡日本，轉換心境。

3 年後終於返回臺東，卻變成不鳴不飛之鳥，棲於鄉間。1937 年任

馬武窟公學校教員心得（代理），1938 年大馬公學校教員心得，1939

年都歷公學校教員心得。由正教員資格淪為代理教員（形同約雇），其

心情之鬱卒可知，之後即轉往臺東製糖所任技術員。

臺灣光復後，臺東接管委員會於 1945年（民國 34年）12月 29日，

派鄭開宗為臺東農業專修學校第一任校長（校址在地方法院附近），鄭

開宗是第一位擔任中等學校校長的臺灣原住民。1946 年學校奉命改稱臺

東縣農業補習學校，同年 3 月，遷臺東鎮康樂里，9 月改制為臺東縣立

初級農業職業學校。1947 年 7 月，鄭開宗辭職，由陳耕元繼任。鄭開宗

辭職後，轉往臺灣省農林廳擔任技正。晚年仍不能忘情部落，獨力整理

部落族譜。1972年逝世，得年 68歲。

1942年（昭和 17年），鄭開宗 38歲時娶鄭優容為妻，育有 5子 1女，

均各有成就 53。

53 本文原刊於 2001，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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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漢人歷史人物 

一、鄭尚（生卒不詳）

鄭尚是清代鳳山縣水底寮人，行商為業。道光年間，枋寮設有番產

交易所，遠從後山來的原住民，攜來熊膽、鹿皮等物品，在番產交易所

與漢人交換貨物。鄭尚在此地交易日久，認識了卑南族卑南社的頭目，

乃於咸豐年間，橫越中央山脈大武山南段，經巴塱衛（今大武）進入卑

南平原，跟原住民以物易物進行交易。後來定居於寶桑，為漢人定居後

山之開始。 

鄭尚進入卑南平原，除了跟原住民交易外，也帶來稻、麥、芝麻等

種籽和農作工具，提升卑南族的農耕技術及收益。稍後，鄭尚並招前山

鄉鄰入墾卑南。至同治末年，卑南已有漢人 50餘戶，聚居成街，名為寶

桑庄。 

由於鄭尚對卑南族交易和農業的貢獻，卑南社頭目便撮合他與同族

姐妹 Auredan 結婚，是普悠瑪鄭姓的由來。鄭尚經商致富，又身為卑南

社女婿，鄭尚的影響力日增。他的兒子林貴，後來曾任卑南社第 21任頭

目，又入贅到 Garaigai 家；鄭尚的後裔，就此融入卑南族中 54。 

二、張新才（張義春，生卒不詳）

張新才，又名張義春，日本文獻中有時記作張儀春，生卒年月、籍

貫等無資料。日治時代，戶籍記載其子「種族」為廣東；第 4 代孫張桂

坤回憶祖籍是廣東梅縣，原來有家譜，但是毀於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

54 林韻梅，2001〈鄭尚〉收錄在施添福總編纂的《臺東縣史人物篇》臺東：
臺東縣政府，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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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炸的砲火。另據張義烈（據說是張義春的堂兄）的後代表示，張義春

與其堂兄義烈原居豐原，因為義烈的母親愛吃臺東米，就帶著義春與義

烈之子來到臺東並定居。

張新才在胡傳任臺東直隸州州官（1893 年 5 月至 1895 年 5 月；光

緒十九年五月至廿一年五月）時，已是南路埤南（南鄉）、成廣澳（廣鄉）

等社總通事。臺東天后宮的〈新建埤南天后宮高山平埔各社捐題碑記〉，

記其為「臺東都總管操保都司銜花翎守備」。張新才除職務上的政令宣

導、消息傳遞外，還協助徵收田賦，代發放各社通事、社長口糧銀等；

此外，另設「張義春號」，從事招攬墾戶開墾、經營雜貨買賣、及換番（又

稱割番，即以物易物）等。

1895年（明治 28年）底，日人在臺灣前山已安定後，開始接收臺東。

恆春廳約聘人員王鳴鳳與張新才素稱親密，廳長相良長綱乃命王鳴鳳致

函張新才，分析利害、約其歸順；又分別派潘文杰等人，聯絡原住民等

歸順。張新才審慎考量後，作了識時務的俊傑，於 1896 年 1 月 12 日，

偕馬蘭社總通事鄭成貴至恆春歸順。其後的協調卑南大社和馬蘭大社出

兵攻新開園，5月 25日日軍登陸寶桑新街，都是張新才帶頭、通力配合。

劉德杓遁走後，日軍再向花蓮前進，相良長綱也是率張新才、潘骨力等

隨行，並用張新才名義致函花蓮管帶約其歸順。

臺東廳底定後，張新才仍被認定為「蕃社總通事」，並被委為臺東

廳事務囑託，服務於總務課通譯掛。1901 年 4 月 15 日，張新才仍見於

臺東廳秘書「辭令」（任官令）中。到 1906 年的戶籍登記資料，在他

兒子的資料中，張新才已經亡故。

張新才先娶李矯為妻，後又娶卑南女傑陳達達。坊間傳說張新才妻

妾甚多，但戶籍資料未見記載。張新才計收養子張萬基、張傳生、張傳

成、張傳芳，養女張阿妹等。張傳生、張阿妹未婚嫁即去世。張萬基有

男張德壽，1931 年（昭和 6 年），分家遷居中壢。張傳成子女眾多，其

3 男張天文，再傳張桂坤，2001 年（民國 90 年）時定居苗栗。張傳芳

於 1915年（大正 4年）分家去卑南，之後去向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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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文原刊於 2001，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51-52。

張新才與陳達達及另外數位公媽之遺骸原合葬於臺東，其第 4代孫張

桂坤遷往花蓮縣後，全部遷葬於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九華山私人墓園 55。 

三、王登科（1898-1958）

王登科，日治時期臺南州北門郡學甲庄新寮人，1898 年（明治 31

年）生。學甲公學校畢業後，曾在高雄淺野株式會社（今臺灣水泥公司

前身）高雄工廠工作；後因不滿資方剝削，曾結合同仁罷工而被迫離職。 

時其四兄王屋得知臺東製糖會社鼓勵原住民種植甘蔗，但原住民耕

種技術落後。加上蔗種未改良，生產量差。貸給原住民的資金無法回收，

會社幾至無法經營。王屋遂要王登科到臺東，並託會社朋友照顧。1923

年（大正 12 年），時年 27 歲的王登科，隻身走南迴小路至臺東，先在

臺南人林全福設在都巒之糖廍工作。 

1925 年，臺灣銀行以債權人身份接管臺東製糖，重森確太接任常務

理事（取締役），銳意改革社務。王登科乃透過友人介紹，與之合作，

在卑南社附近，以 5 年為期，向原住民承租土地，成立王農場（1930 年

改為國本農場）。由王屋等人在故鄉雇工，招徠本島人移民從事甘蔗栽

種，並不斷擴大蔗作經營面積，成為西部漢人移往臺東平原，從事農業

開墾活動之開端。蔗作為日治中、後期西部漢人移住東部的主要原因之

一，移民或搭船或徒步，牽耕牛東來。當時西部嘉南大圳尚未完成，臺

南州學甲、將軍、麻豆等地多為看天田，而臺東平原則勞力缺乏，勞銀

價高，未墾地仍多，發展空間極為遼闊。

王登科在製糖會社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負起會社新式工廠原料供

應的重任。他向會社借入資金，向原住民購買或承租土地，所經營農場

迅速擴增，由卑南擴及到旭橋、白井、檳榔、加路蘭、旭村、初鹿、大

原、大武、里　等地。王氏兄弟王獻、王榜、王屋、王明璋等人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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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也舉家遷來卑南。農場主要幹部林分將、蔡流等人，也成為臺東

平原農業拓墾功臣。1933 年（昭和 8 年），農場面積已達 205.86 甲，

王氏兄弟名下自有土地達 131.37 甲。初期招徠植蔗移民以臺南州北門郡

學甲庄、曾文郡麻豆庄者為多，他們或於王氏農場擔任雇農，或向原住

民承租土地。在初期，都必須以王登科之名，與會社訂立蔗作契約，收

成時王氏得自每一萬斤收量中，抽取傭金三圓。1933 年登記於王氏名下

的耕作租金出借目錄移民，即有 79 位，貸出金額達 47,937.77 圓。王氏

在移民與製糖會社間扮演仲介角色，並為移民主要資金借貸來源，卑南 
56  也常為臺南州移民最初落腳點。臺東平原學甲庄移民分布，也由卑南

向太平、檳榔、利嘉、知本、旭橋、利吉等地擴散。昭和年間，臺東平

原農墾與農業聚落發展，王登科實為關鍵人物。 

除設立農場招徠移民外，王登科更與林分將從屏東糖廠、嘉義農業

試驗所引進大莖種蔗苗，使臺東製糖會社產業率提高，大莖種之引進及

本島人移民種植甘蔗，使會社從 1933年轉虧為盈。

1937 年，臺東廳實施地方制度改正，王登科曾任卑南庄協議會員。

1945 年（民國 34 年）10 月臺灣光復後，王登科擔任首屆官派卑南鄉鄉

長，並負擔保管米、糖等接收日本政府物品。旋因不滿駐在臺東地區國

府軍隊軍紀敗壞，時常強索接收物品，憤而辭職，轉而競選臺東縣參議

會議員，擔任縣參議員（僅此一屆）。此期間，曾參選第一屆國民大會

代表失利。

1947 年 2 月，發生二二八事件。3 月 3 日夜間，臺東部分原日本兵

退伍軍人及警察、民眾包圍糧食局倉庫，進逼縣長公館。第二天，民眾

更接管憲兵隊及飛機場武器，事件遂趨嚴重。各界組成「臺東時局處理

委員會」，王登科雖列名副主任委員，但與陳振宗、馬智禮、吳金玉等

人排除眾議，力主和平解決，協助政府維持地方秩序。王登科除與紀文

龍率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保護臺東糖廠外，更代表臺東縣參議會赴臺北

56 日治時期的卑南，即日後的卑南鄉卑南村和南王村，今日的臺東市卑
南里和南王里。作為移民最初落腳點的卑南，應屬南半部，即今日的

臺東市卑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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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省政府報告事件經過。臺東縣在二二八事件中損失輕微（僅死亡 1人、

輕重傷 18 人、公私財物損失臺幣 1,725,826 元），事件在國軍尚未抵達

前即已平息。事變之初，縣長謝真率領縣府單位主管，走避卑南國本農

場。王登科僱請原住民，並派子弟持獵槍保護。 

1950 年，王登科卸任縣參議員後，即退隱田園不問政事。晚年醉心

宗教，致力於一貫道信仰之推展。1958年病歿，享年 61歲。 

王氏在 1940 年（昭和 15 年）建於卑南之國本農場三合院建築，堪

稱臺東建築史之經典建築。1921 年（大正 10 年）王登科與鄭絹結婚，

育有俊懋、俊潓等四子。長子王俊懋（1923-1981）、次子俊潓，繼承父

業經營農場 57。王俊懋曾當選卑南鄉第四屆、第五屆鄉長，對地方著有

貢獻。

57 趙川明，2001〈王登科〉收錄在施添福總編纂的《臺東縣史人物篇》
臺東：臺東縣政府，頁 157-160。

702：王登科（前排中坐著西裝者）夫

婦與孫輩們合影於國本農場自宅正廳

前院。

703：王登科（前排左 2）於 1947 年

與卑南鄉各界歡送謝真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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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趙川明，2001〈王俊懋〉收錄在施添福總編纂的《臺東縣史人物篇》
臺東：臺東縣政府，頁 161-162。

四、王俊懋（1923-1981）

王俊懋，生於 1923 年（大正 12 年），臺南商業學院畢業。曾任卑
南鄉農會理事長、代表會主席、臺東縣水利會評議委員、臺東縣租佃委

員等職。1964年（民國 53年）3月，當選卑南鄉第四屆鄉長；1968年 3月，
蟬連第五屆。任內完成卑南鄉農村電化、簡易自來水、產業道路等重要

工程，使鄉內各村有水有電、有路可通，利吉村民為表感激其施政，立

碑於入口牌樓旁作紀念。 
1966 年臺東鳳梨生產過剩，價格大跌，農民經濟瀕於破產，王俊懋

央請立委鄭品聰協助，積極奔走，爭取中央補助，擬由農民合組遠東食

品公司，從事鳳梨加工。後以資金募集不易，轉而協助大山發食品公司

在卑南鄉設廠，收購鳳梨，加工製造罐頭，農民困境始得解決。 
1969 年中秋夜，卑南鄉大南村發生大火，一夕之間，部落全毀，死

亡 36 人，王俊懋目睹慘狀，積鬱成疾，經長期療養始癒。1972 年鄉長
卸任後，不再從事公職。1981 年 6 月 29 日病逝，享年 59 歲。王俊懋妻
王邱月嬌，育有三子四女。長子錦機，曾任職臺東縣選舉委員會主任，

次子晃裕，曾任職安泰人壽臺灣分公司經理，三子寵裕，經營釣魚人雜

誌社 58。

704：1972年王俊懋（中）

與南王耆老陸森寶（右）

古仁廣（左）合影。（引

自《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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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南王金曲村  

一、金曲原鄉的推手  

臺東的原住民，從平地到山地，有阿美族、卑南族、排灣族、魯凱

族、布農族等。長久以來，在這上天賜與的廣闊天地之間，過著有如葛

天氏之民的生活。養成了樂天知命，敬畏天地的生活態度。

原住民與大自然共存共榮，敬畏天地、尊重長者、友愛族人。這樣

的生活表現在音樂中的時候，以原住民得天獨厚的好嗓音，加上後天的

環境影響，讓臺東成為演歌人才的搖籃，當紅的歌者也有多位是臺東出

身。 

當今知名的原住民歌手，他們的音樂創作才華，可以追溯到他們的

父親或祖父。而他們的父祖輩，都是日治時期日人刻意培養的原住民精

英，也是原住民傳統音樂保存的重要推手。

陸森寶（1910～ 1988），卑南族名 Balriwakes，是金曲歌手陳建年

的外祖父。1922 年轉入臺東公學校就讀四年級。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進

臺南師範學校普通科。師範學校期間接受了新式的音樂教育，讓他對鋼

琴產生濃厚的興趣，常於課餘時間進琴房苦練鋼琴，還曾獲得全臺師範

學校鋼琴比賽冠軍。 

師範學校畢業後一直擔任教職的陸森寶，不但重視學生的智能教育，

也注重品德教育，更將他的音樂的天賦，無私地傳承給他的學生。陸森

寶是部落歌謠的傳唱與教唱者，也是創作者。一生創作約 60首，周遭人、

事、物都能觸動他的創作，「美麗的稻穗」、「懷念年祭」等就是代表

作 59。（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705, 706）

59 資料來源：朱恪濬，2013.11《臺東文獻》復刊第 19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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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 座金曲獎落南王 

2009 年，陳建年譜曲、製作的「南王三姊妹」專輯，奪得金曲獎。

10年內，9座金曲獎落在位在臺 9線上、方圓不到 5百公尺的小村南王，

高度受到外界矚目。擁有了包括抱走 5 座金曲獎的陳建年，紀曉君，昊

恩和家家，以及南王三姊妹的美花、諭芹、惠琴和家人，和以「美麗心

民謠」合輯得獎的陳永龍這些歌者，即使當地卑南族人不喜歡如此稱呼，

但，說南王是「金曲村」確實不為過。 

陳建年，族名 Purdur，1967年出生，卑南族歌謠大師陸森寶的傳人。

曾獲第 11屆金曲獎最佳國語男演唱人獎、第 11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

第 18 屆金曲獎演奏類最佳專輯製作人獎、第 20 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專

輯與最佳專輯製作人，以及 1993~2005 臺灣流行音樂 200 最佳專輯第一

名。（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707） 

紀曉君，族名 Samingad ，1977 年出生，父親為布農族人，母親為

卑南族人，陳建年是她的表舅。1999 年發行第一張專輯「太陽 風 草原

的聲音」，並於 2000年獲得第 11屆金曲獎最佳新人獎，2001年發行第

2張專輯「野火春風」。（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708）

昊恩家家，藍調男吉他昊恩與靈魂女生家家組成的創作雙人組，第

18 屆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獎。昊恩 14 歲開始彈藍調吉他，吉他之於他

如身體的一部份；家家，還沒學會說話就開始唱歌，有一副充滿靈魂的

嗓音，性感而蠱惑人心。（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709）

南王姐妹花，三個自稱「中古美少女」卻是阿姨輩的陳惠琴．李諭

芹．徐美花，第 20屆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獎得主，作品「南王姐妹花」。

（參見圖片及照片輯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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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片及照片輯

101：臺東市和卑南鄉橫梗在臺東縣的中部（李琪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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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南王里位置圖（李琪琴繪製）

202：鳥瞰南王里（徐明正攝影，200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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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卑南文化公園火車站方向入口
（姜攝影，20131018）

203：卑南文化公園月形石柱
（姜柷山攝影，20131018）

206：綠色隧道
（姜攝影，20140927）

205：國本農場
（姜攝影，20140927）

208：社區活動中心
（姜攝影，20141015）

207：社區被公路臺 9線穿過
（姜攝影，20140927）





209：南王社區地圖（李琪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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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402：山田燒墾（孫民英攝影）

403：小米播種（孫民英攝影） 404：耙地（孫民英攝影）

405：男士們上山採集荖藤

（照片未屬名者，均為姜柷山攝影，以下同）

406：製作竹筒和主管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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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婦女工團取荖藤

409：婦女工團取猴藤

407：換工團出發

412：分齡賽跑

410：祭告祖靈、懷念親人

408：互助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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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姻親或師徒獻花

415：趣味競賽

413：到輪值區女長老家放置荖藤

418：姻親或徒弟挑水回報

416：認教母儀式

414：巴拉冠跳傳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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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過限儀式

421：行祭

419：姻婦女砍祡薪

424：採收小米

422：餐會同時招待服務的男士

420：姻感恩獻薪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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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以竹子和茅草搭建祖靈休憩小屋等

427：以茅草和檳榔設置關卡

425：祭師設祭壇並擺放檳榔

430：煮小米粥

428：眾人通過關卡過限由凡入聖

426：祭師持檳榔唸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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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祭師用檳榔設祭壇

433：全員面向蘭嶼行三鞠躬禮

431：祭師頌唸祭文稟告

436：祭師持檳榔唸祭文祭告天地和四方
神靈

434：清點檳榔陣以確認人數

432：眾人依年齡序從長至幼取小米
粥和小米酒向蘭嶼方向各敬獻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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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442：在部落東側之馬亨亨大道行祭過限，阻絕邪穢

439：祭師向神靈稟告

437：眾人通過關卡過限由凡入聖

440：眾人依年齡序從長至幼取小米粥和
小米酒敬獻北方的山神 3 次

438：臺東大橋北側溪邊山腳下的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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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眾人過關卡過限由凡入聖

447：煮小米粥

443：祭師在貓山北山腳處設祭壇

446：在卑南溪口海邊的聖地，祭師設置
並稟告

448：眾人依年齡序從長至幼取小米粥和
小米酒各向綠島方向敬神 3 次

444：祭師以檳榔祭告天地和四方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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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452：傳統摔角比賽

453：採集茅草

449：長老們盛裝行進

454：採集竹子

450：長老們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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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祭師們製作防衛儀式用的弓箭

455：老司阜們整修

457：祭師團潔淨會所

460：長青會成員製作竹柱

456：青壯年們修葺

458：祭告天地並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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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搭建刺猴場

464：北 dinudugal 行 pumaat 儀式

461：祭師唸頌經文 462-463：巫師唸頌經文

467：搭建完成

465：南 dinudugal 行 pumaat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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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少年組出發

468-469：紮草猴

470：家長準備乾的芭蕉葉

473：依年齡序撒米祭祖

471：semumisimuk（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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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以短槍將猴子刺死

474：少年會所出發

476：到刺猴場依序圍成一圈

479：服從訓練打屁股

475：給喪家除喪

477：小型馬拉松競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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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跑步往棄穢地

480：灑下糖果和鋸斷的打棍

482：唱祭猴歌

485：為猴子唱輓歌

481：打棍有避邪作用

483：家人為 maradawan 戴上花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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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家屬送午餐

488：少年組全體合照留念

489：將羽毛狀的剪紙插
在 maradawan 的頭上

487：樓梯口唱名領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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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miyabetan 挑著教父的行李回凱旋區 

490：教父給教子 pubetan

492：獵區搭帳篷

491：祭師行祭

493：營區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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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教父為服役滿 3年的教子改圍黑色
圍裙

498：長老行除喪祭

497：大會舞

495：長老傳唱祭歌

499：到各喪家吟唱和安慰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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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巫師在河邊行水淨儀式

507：竹占師（宋龍生攝於 19950405。
引自其 1998，史篇， 頁 412）

503：巫師節餐會前，巫師在戶外舉行
饗祭，為可能造訪的祖靈備宴

505：祭師在祖靈屋前祭禱

502：慶典活動時巫師盛裝進行祭禱

504：祭師在野地進行儀式祭禱

506：祭師與巫師舉行儀式，檳榔與陶
珠是最主要的祭物

（本頁照片為林娜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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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湄聖宮

514：外五營之西營

516：媽祖遊庄出發

513：湄聖宮主祀天上聖母

515：媽祖遊庄鑼鼓車前導

517：繞行社區各巷道



　附錄：照片輯 　　　　　

139

518：虔誠的信徒

520：文化交流

522：媽祖誕辰信徒祝壽

519：鞭炮相迎

521：媽祖誕辰友廟祝壽

523：信徒卜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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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少年組成員於少年年祭時在會所前
廣場舞蹈，時約 1963年。（引自宋龍生，
1998，頁 72）

603：少年會所（trakuban）

605：北部落 Pasaraadr 祖靈屋

602：成年會所（Palakuwan，巴拉冠）

604：長屋左側為北部落 Pasaraadr 氏族
祖靈屋

606：南部落 Raera 祖靈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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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部落界碑 _北門

608：部落界碑 _ 東門

610：國本農場辦活動的情形

612：卑南文化公園展館入口

609：登錄為歷史建築的國本農場

611：卑南文化公園考古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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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普悠瑪巴拉冠左側的卑南王比那賴木雕

705：陸森寶學生時代
1932 年攝於南師音樂教
室（陸賢文提供）

706： 陸 森 寶
（前排中）和

南王部落眾唱

將（ 後 排 右 1
為陳建年）（陸

賢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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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陳建年

709：昊恩和家家

708：紀曉君

710：南王姐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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