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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是以卑南族下賓朗部落音樂中的「聖詠」與「俗唱」為研究對象，探

討哪些歌謠是屬於「聖詠」的範圍、哪些則是「俗唱」的類型，以及流動於兩者

之間的歌謠形式。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之動機目的，以及研究範圍與方法，並回顧過去對

於卑南族音樂的相關研究。第二章是卑南族的歌謠分類，從族人的觀點來探討分

類的概念，主要區分為「聖詠 Pahirahiraw」與「俗唱 Senay」，以及流動轉換於

兩者之間的歌舞音樂〈temilratrilraw〉。第三章從神聖的祭典儀式，以屬於女性

祭儀的小米除草儀式到除草完工禮，與屬於男性祭儀的少年猴祭到大獵祭為主要

研究範圍，探討屬於「Pahirahiraw」系統的儀式歌謠如何運作於儀式之中，以及

儀式歌謠與性別角色之關係。第四章探討生活中的 Senay 歌謠，因演唱時機而區

分為「儀式性的 senay 歌謠」與「生活中的 senay 歌謠」。因地緣關係與歷史因

素，卑南族與其他周邊族群有著不同程度交流的關係，所以由音樂的要素如音組

織、調式、旋律結構以及歌謠中的聲詞構造，去分析探討何者為卑南族歌謠，何

者為他族歌謠。第五章是從下賓朗部落族人透過身體與聲音的記憶，如何以歌謠

的傳唱來傳承部落的歷史文化、祭典儀式，分別從女性與男性的角度來探討族人

如何復振傳統文化與祭儀。最後為本研究之總結，並嘗試提出可能的後續研究方

向。 

    簡而言之，卑南下賓朗族人對於歌謠的概念區分為「聖詠 Pahirahiraw」與

「俗唱 Senay」。「聖詠」主要運行於儀式之中，從演唱形式分析出最重要特質就

是演唱角色主要分為三個：「提詞者」、「應詞者」及「和腔者」，三者在儀式中各

有其功能與任務。而「俗唱」則沒有角色的明顯區分，因著無限制的彈性與包容

性，流動於「神聖」與「世俗」之間，藉由歌舞音樂〈temilatrilaw〉與 senay 

歌謠的運作，將人們從神聖的場域逐步轉換回到日常生活的軌道。 

 

關鍵詞：pahirahiraw、senay、temilatrilaw 、misahur、mangayaw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Pahirahiraw” and “Senay” of the Puyuma music at 

Pinaski, investigating  the domain of Pahirahiraw, the type of Senay, and  their 

in-between forms.   

 

In Chapter 1, I present the motivation of this study,  research scope,  research  

method, and literature reviews on Puyuma songs and music. Chapter 2 presents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yuma songs and music from the tribal people’s point of view: 

“Pahirahiraw”, “Senay”, and “temilatrilaw” flowing around between them.Chapter 3 

presents the rituals of Puyumas and the role of genders. Rituals like misahur, and 

muhamud are held for the preparation of growing millets, in which ritual performers 

are women,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farming and food.  And the rituals like 

mangayangayaw and mangayaw, where ritual performers are men,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home as well as declaring the territory.Chapter 4 discusses 

Senay songs causally chanted in daily life. Because Puyuma has  complex 

geo-relations with surrounding tribes, historically causing diverse styles of their Senay.  

So, we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Puyuma songs from the elements of music, such as 

scale texture, mode, melodic structure, and non-lexical vocables in liturgical songs. 

Chapter 5 presents how the Puyumas at Pinask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and 

men, pass their heritage on to their next generations through singing (vivid 

memories of music) and dancing to revitalize their traditions and culture.  Finally we 

conclude research result and present future works. 

     

In summary, we can classify the Puyuma songs into two kinds: Pahirahiraw and 

Senay. In Pahirahiraws, three types of singers are very distinctive: person to send 

message, person to respond, and followers, and each has their own role and unique 

mission.  Singers in Senay, however, are less restricted and free to move around 

between Pahirahiraws and Senay.  Through temilatrilaw and Senay, the Puyumas 

people are brought back to their ordinary life from the sacre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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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一般符號 

1、「」：專有名詞、特定名詞、術語。 

2、〈〉：書中篇名、單篇文章、歌謠名稱。 

3、《》：中外文專書、有聲資料。 

4、【】：標明譜例、圖例、表例的記號。 

5、標楷體：訪談口述內容、直接引入的文獻資料內容。 

6、” ”：西文文章篇名。 

7、※：註記說明的標記。 

8、（）：名詞解釋或參考書目。 

 

二、語音系統 

   本論文卑南族語書寫符號，是依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2005 年所頒布的「原

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卑南族語書寫系統」來書寫。卑南族語書寫系統目前主要

區分為四個語系：（1）南王卑南語（2）知本卑南語（3）初鹿卑南語（4）建和

卑南語。而本論文以下賓朗部落為主要研究範圍，下賓朗部落屬於初鹿卑南語系，

因此以初鹿卑南語拼音系統書寫。 

《卑南族語書寫系統 初鹿卑南語系》 

輔  音 

發音部位及方式 書寫文字 

雙唇塞音（清） p 

舌尖塞音（清） t 

舌尖塞音（濁） d 

捲舌塞音（清） tr 

舌根塞音（清） k 

舌尖塞擦音（清） c 

唇齒擦音（濁） v 

舌尖擦音（清） s 

舌尖擦音（濁） z 

喉擦音（清） h 

雙脣鼻音 m 

舌尖鼻音 n 

舌根鼻音 ng 

 



舌尖顫音 r 

舌尖邊擦音 lr 

捲舌邊音 l 

雙唇半元音 w 

舌面半元音 y 

 

元  音 

發音部位及方式 書寫文字 

前高元音 i 

央中元音 e 

央低元音 a 

後高元音 u 

 

三、譯譜 

1、為方便分析與比較，譯譜均採用相對音高之首調記譜方式，並於譜例上加註 

   記譜音與實際音之音高關係。 

2、譯譜使用特殊符號之意義，如下所示： 

 

圖例 說明 

 

表示演唱的音高不確定，近似口語呼喊之聲，有時為結

束時的感嘆聲、或呼喊的節奏。 

 

表示音高游移在主要音的上下方，如顫音式的演唱方式。 

， 
表示演唱歌曲時的換氣。 

 

由記譜音下滑至不確定音高，或是呼喊聲從高音往下降。 

 

以虛小節線表示樂句之結束。 

 

以雙實小節線表示樂曲旋律段落的結束，因歌謠多為一

段式反覆型態，因此譜例譜寫主要旋律一次，但不表示

樂曲結束。 

 

以停留記號表示音長度之延伸，但長度是沒有確定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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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卑南族，從筆者 2005 年1進入第一個部落—下賓朗部落（Pinaski）開始，擴

及到知本、南王、與大巴六九部落，在這多年的田野調查研究中，觀察到卑南族

的音樂概念，對於哪些音樂歌謠是在特定時間、空間、甚至特定人物才能吟詠？

哪些歌謠則可以不受限制、卻各種形式地吟唱？似乎具有「神聖性」與「世俗性」

明顯的區分。但，在這具有「神聖性的吟詠」與「世俗生活的吟唱」之間，是只

有壁壘分明的界線，還是存在著流動於之間的音樂歌謠呢？因此，筆者試圖以這

樣的概念來探討卑南族的音樂，哪些歌謠是屬於「神聖性」的範圍、哪些則是「世

俗性」，而這兩者之間是否還有其他的歌謠存在。而這些具有神聖性質的歌謠，

就有如西方宗教的「聖詠」，與儀式緊密相連、且具有崇高的神聖性、禁忌性，

不是如一般生活中吟唱的歌謠可隨意吟詠，因此，筆者將這一類與儀式相關且具

有時間場域限制的歌謠稱為「聖詠」，強調歌謠的神聖性質；而日常生活中無限

制、無禁忌的庶民歌謠，筆者稱為「俗唱」，以此作為區別。 

    首先，從卑南族祭典儀式開始，探討研究運行於儀式中的音樂歌謠。卑南族

的祭典儀式主要以歲時祭儀為主、生命儀禮為輔。在歲時祭儀中，可以明顯地區

分為兩個區塊：屬於女性的祭儀與屬於男性的祭儀。祭儀中兩性的角色和分工，

存在著一套規則。而儀式中的音樂歌謠是否也有著女性與男性之分呢？而男性與

女性在儀式中是如何透過音樂來進行儀式，儀式與音樂之間的關係為何？而儀式

中是否也有流動於兩性之間的音樂歌謠，這些歌謠又是扮演著何種角色？儀式中

所有音樂是否就屬於「聖詠」的範圍，還是有其他屬於「俗唱」的歌謠運行其中，

而這些屬於俗唱的歌謠在儀式中又代表著何種意義呢？這些正是筆者想要透過

音樂的角度去分析探討。 

    除了與祭儀儀式相關的歌謠音樂，卑南族擁有豐富的歌謠文化。卑南族因為

地緣關係與歷史因素，而與其他周邊的族群有著不同程度的關係，例如知本部落

目前所組成的三大氏族，除了卑南族最古老的氏族之一 Mavaliuw，還有排灣族

                                                      
1
 2005 年有幸參與孫大川、林清財教授主持台灣文學館研究計畫「台灣原住民族祭儀文學之調

查、翻譯、註釋計劃－卑南族、阿美族篇」，非常感謝孫大川教授與林清財教授引領我進入下賓

朗部落，開啟我對於卑南族的研究，在這十多年的研究工作中，不時地教導我更深入地了解卑南

族文化，更讓我在部落中擁有如家人般的長者、朋友，讓我從此有了另一個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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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系的 Ruvaniaw 家族、及魯凱族的 Pakaruku 家族，除了知本部落，建和、利嘉、

泰安與初鹿部落，其部落的組成家系都與排灣族、魯凱族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初

鹿部落內有另屬於阿美族的祖靈屋（karumaan）。由上述可知，卑南族的部落大

部分是由多族群來源組合而成的部落，其音樂的來源是否也是多元傳承？經過不

同程度的交流所呈現的音樂，族人如何去判斷區辨何者是卑南族音樂？何者是非

卑南族音樂？甚至能分辨出哪些音樂是屬於周邊的哪些族群，例如排灣族、阿美

族或魯凱族？而卑南族許多的歌謠與鄰近的阿美族歌謠擁有相似的特色，就是歌

詞多是以「聲詞」來演唱，然後再依不同場合需求即興填詞，那麼卑南族人又是

如何從這麼相近的特質來區辨何者為「卑南族歌謠」，何者為「阿美族歌謠」？ 

    卑南族如同其他原住民族群一樣，是沒有文字歷史的族群，部落和族群的記

憶只能依賴口耳相傳，隨著不同時代背景的轉換與衝擊，母語快速的流失，使族

人的歷史記憶逐漸模糊、斷裂。而這些影響下，部落族人是如何保留著祖先流傳

下來的祭儀儀式與歌謠？如何透過歌謠的傳唱來傳承部落的歷史文化、記述部落

的歷史故事？ 

    因此，本論文的目的試圖從祭典儀式中運行的音樂歌謠之研究分析，以及無

時空限制的非儀式性歌謠，來探討「聖詠」與「俗唱」的範圍與類型，以及流動

於兩者之間的歌謠形式，嘗試從音樂的角度來探究卑南族世界中的「男性 v.s 女

性」、「祭儀 v.s 日常」、「神聖 v.s 世俗」、「歷史 v.s 族群」、「歌謠 v.s 歌

舞」等不同面向的議題，企圖建構出卑南族的音樂體系。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卑南族目前的部落有卡大地布（知本）、建和、利嘉、大巴六九（泰安）、阿

里擺、初鹿、龍過脈、下賓朗、普悠瑪（南王）與巴布麓（寶桑），所謂的卑南

八社十部落。卑南族各部落在與鄰近族群間的接觸發展過程中，與其鄰近族群產

生不同形式和內在的影響。例如知本部落與排灣族、魯凱族，建和部落與排灣族，

利嘉部落與魯凱族，初鹿部落與阿美族、布農族，南王部落與阿美族等。因此，

在研究範圍上的選擇是顯得困難重重，要面對的不是單一族群，而是多元族群。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卑南族各部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從

丁邦新調查卑南族六個部落各方言之間的關係，於 1978〈古卑南語的擬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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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在卑南語各方言的語音系統中，南王方言與其他部落方言有顯著的不

同，從詞彙上來說，建和與知本最接近；下賓朗與初鹿較接近，利嘉則介於兩者

之間2，如【圖 1-01】。 

【圖 1-01】丁邦新 卑南語各方言之間的關係3 

     

    而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於 2005 所頒布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卑

南族語書寫系統目前主要區分為四個語系：（1）南王卑南語（2）知本卑南語（3）

初鹿卑南語（4）建和卑南語。如【圖 1-02】 

 

                                                      
2
 丁邦新 1978〈古卑南語的擬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3)：325。 

3
 丁邦新 197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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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2005 卑南族語書寫系統 

    語言上的困境，筆者在田野調查訪問及資料整理時，面對不同部落對於祭儀

歌謠的解讀與認知，就遇到許多瓶頸。以知本部落為例，筆者曾經試圖去翻譯理

解大獵祭的儀式歌謠〈pahirahiraw〉，目前運行於知本部落大獵祭祭儀中

〈pahirahiraw〉歌謠之手抄本，主要是根據 1950-1960 年代費道洪神父於知本錄

音所留下的資料，由曾建次主教文字整理、南王陳光榮長老翻譯而成。至於為什

麼是由南王部落的長老來翻譯歌詞，筆者在田調時也曾詢問過知本耆老們，但他

們的回答總是不得其解。但筆者試著請知本部落擅長吟唱〈pahirahiraw〉的長老，

為筆者逐句逐詞解說歌詞意義時，他們卻推說不知道歌詞意義，僅說這是卑南古

語不是現今的用詞用語，只有少部分歌詞可以推敲其意，但能解讀的不到 10%。

筆者嘗試請下賓朗部落長老從錄音資料，重新解讀、拼寫歌詞、再翻譯，結果是

有些歌詞可以理解，有些則無法，大約有 50%以上是無法判讀的。 

    最初的研究範圍，筆者嘗試以下賓朗部落為主，並以下賓朗部落組成傳說有

關的部落：知本、南王與泰安部落，作為延伸的研究對象，從 2005 年至 2015 年

在四個部落間做田野調查研究，但首先遭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語言，語言在部落

性的差異是存在，尤其是面對祭儀性歌謠所蘊含的卑南古語，各部落有各自獨特

的語言及使用方式，要突破語言上的障礙最重要的是部落中必須有精通卑南古語

的耆老可以解讀，且深知部落傳統文化與傳承，如此才有可能深入了解歌詞意涵，

並從歌詞中理解儀式的精髓。因此，跨部落的研究是有其困難性。 

故此，筆者以下賓朗部落為主要研究範圍，選擇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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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竹生系統與石生系統的交匯。 

    筆者 2005 年進入卑南下賓朗部落開始田野調查至今，從文獻資料與田野調

查整理中發現，下賓朗部落與其他卑南族部落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它的部落組成

是所謂卑南族「竹生系統」與「石生系統」的交匯點，也就是「卑南社群」與「知

本社群」的融合而成，這樣的說法是從下賓朗的創社傳說來推斷，而下賓朗部落

在卑南族十個部落分佈的地理位置上，也正處於交會處如【圖 1-03】。從部落組

成傳說來看下賓朗形成的結構，下賓朗部落與鄰近的南王、泰安以及地處較遠的

知本部落，在親屬關係上有某一程度上的連結，且一致的說法皆是男性都是由知

本部落而來，且此男性在原知本部落的社會地位高－擔任頭目或青年會會長，而

頭目或青年會會長在祭儀儀式中都是擔任執行帶領的角色，甚至是儀式的決策者。

而女性則是從南王或泰安而來，但卑南族在親屬制度上被視為母系社會，與農耕

相關的祭祀是以母方的 karumahan4為主，因此，女性在儀式繼承上也是擔任重

要的傳承角色。因此，在下賓朗屬於祭儀儀式的歌謠傳承是值得討論的議題。 

 

 

【圖 1-03】卑南族十部落分布圖5 

                                                      
4
 karumahan 是卑南族各部落共有、重要的文化特徵，可解釋為祖靈屋、祭屋。 

5
 資料來源：陳文德《台東縣史－卑南族篇》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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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現有的祭儀儀式中可以看到這兩個系統存在於下賓朗： 

（1）保有竹生系統的儀式行為 

例如在「除草完工禮」（muhamud）儀式中，吟唱〈hemayahayam 鳥鳴之歌〉

等儀式歌謠時，參與儀式的女性會手持帶葉的桂竹（lemung）圍成一個儀式場域；

在大獵祭時，女性要以竹子來搭建迎獵門（luwanan）來迎接男性，男性在「luwanan」

中吟唱專屬男性的儀式歌謠〈pahirahiraw〉及進行除喪儀式。但在屬於石生部落

的知本、大巴六九等部落，女性是以石頭來圍成一個場域，迎接男性歸來部落。 

（2）保有石生系統的儀式行為 

    下賓朗有象徵部落的祖靈石，男祭司在舉行儀式之前都必須在祖靈石前舉行

祭告儀式；而女性在「小米除草儀式」（misahur）時，準備出發至小米田工作，

每個團員都要先踏過象徵祈福的石頭後再出發。 

    這些在儀式中有著象徵性的事物，是否與竹生、石生的傳說有關，都是值得

細細探討與研究。 

 

2、祭儀或非儀式性歌謠的傳承與保存 

    無論是 pahirahiraw 儀式歌謠或是非儀式歌謠 senay，在下賓朗部落皆有相當

程度的保存與傳承，尤其是屬於女性祭儀的小米除草儀式（misahur）與除草完

工禮（muhamud），以目前卑南族各部落的情況來比較，下賓朗部落無論是儀式

運作、傳統儀式歌謠的傳承都比其他部落還要完整，目前只有南王有逐年舉行，

在訪談南王耆老時提及南王部落此女性祭儀，是傳承自下賓朗部落。其他如泰安、

利嘉、初鹿更是近幾年才開始嘗試恢復此祭儀。而知本則是以「採杭菊」來代替

「小米除草」，而專屬的儀式歌謠則已經失傳。因此，研究卑南族傳統的歲時祭

儀，除了男性的大獵祭各部落皆有舉行，但屬於女性的祭儀則以下賓朗部落最為

代表且傳承著古老傳統。且，部落內有著精通於卑南古語的長老，可以將儀式歌

謠中的歌詞解讀及理解，以此深入了解祭儀與歌謠的精髓。 

    而非儀式性歌謠，下賓朗部落傳承著從日治時期之前、日治時期、光復後國

民政府來台到迄今，不同時期都有著代表性且深具歷史時代意義的歌謠與歌舞，

因此，以縱的時間為軸可以研究觀察歌謠的變遷史，而橫的空間地理則記錄著與

周邊族群透過音樂歌謠互動的關係。因此，對於研究聖詠（儀式歌謠）或俗唱（非

儀式歌謠），在下賓朗部落都有著豐富的資料與實際運作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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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研究的空間範圍的選定，另一個要說明的是「內容」的範圍，卑南族的

歌謠與形式非常多，儀式與祭儀也是繁複。在本論文中，筆者主要探討的是卑南

族下賓朗部落以女性與男性為主體的兩大儀式：女性祭儀小米除草儀式到除草完

工禮與男性祭儀少年猴祭到大獵祭。目標是處理女性與男性在祭儀儀式中，如何

透過歌謠來運作儀式，以及男女分工角色的任務與功能，男性與女性是如何透過

音樂歌謠來對話，這些運作於祭儀中的歌謠筆者歸類於「聖詠」類的儀式歌謠。

因此，下賓朗的歲時祭儀中，主要焦點投注在此兩大儀式，而運行於兩大儀式中

的除了專屬的儀式歌謠，還包含運行於其中的〈temilatrilaw〉儀式歌謠，是必須

與「舞」相並存的「歌」，無「舞」則無法「歌」；另外，還有流動於儀式之中的

「俗唱」（senay），甚至有專屬於儀式的 senay 歌謠，其形式雖屬於 senay 類型範

圍，但只有在此兩大祭儀中才會演唱。 

    而另一種與生命儀禮相關的儀式歌謠—marsahur，此歌謠是屬於「讚」的形

式，例如當新生命降臨時，以歌謠來慶賀讚美新生兒；在新屋落成時，由至親好

友來祝賀新家建立；結婚是新的家庭成立，親友相聚以歌謠來祝福新人；甚或拜

訪親友之時，以歡喜的心情互相祝賀、互道拜訪來意；而當朋友親人升官，也可

以此種形式的歌謠來祝賀。其歌謠演唱的形式，與「聖詠」儀式歌謠有著相似的

演唱角色區分，例如有「提詞者」、「應詞者」與「和腔者」，因此，同屬於「聖

詠」類的儀式歌謠。 

    而與傳統祭祀信仰相關的儀式，如「temaramaw」、「palisi」，即所謂的「巫」

的部分，因為在下賓朗部落，目前只有一位男祭司（rahan）負責部落有關的祭

祀儀式，雖然有另一位女祭司（temaramaw），但是她所傳承的祭祀系統是南王

部落，此論文研究範圍是以下賓朗部落為主，故暫不討論。而「temaramaw」的

祭詞多為卑南古語、詞意深遠，且筆者對於儀式也未有系統且完整的紀錄，研究

上有難以突破的困境存在，所以此部分留待以後再詳加探究。另外，與喪事有關

的「mangesnges」儀式歌謠，在現今的喪事儀禮中已經消失，僅留存在部落 70、

80 歲以上耆老的記憶裡，因此在本論文中也無法做詳盡的探討。 

    而非儀式性的歌謠「俗唱」（senay），涵蓋的範圍更是廣泛，因此，為了凸

顯論文中討論的重點，主要選擇與研究相關主題的歌謠作為研究範圍，首先是下

賓朗部落族人認定具有傳統演唱特質、歷史傳承且具部落意義的「傳統古調」，

以及以歷史為軸，討論不同時代背景的歌謠，及不同時代中融合或影響的不同族

群的歌謠，這些素材以音樂的角度做分析探討，試圖歸納出屬於卑南族下賓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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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音樂的特色、以及區辨不同族群音樂的準則。 

    接著，是時間上的範圍。原住民是沒有文字的民族、沒有歷史紀錄的族群，

因此，部落族人是如何透過身體與音樂、樂舞，來記憶、來呈現歷史的變遷感，

從歌謠中，可以觀察到整個部落是如何用音樂來書寫自己的歷史。在歲時祭儀的

傳承上，不同時期對於儀式及歌謠的恢復，即使面臨不同政權、社會經濟的壓力、

宗教信仰的轉變，甚至賴以生存的土地空間面臨威脅等外在困難，還是能看到族

人不同程度上的應變與堅持。而「俗唱」（senay）更是因著歷史而述說，在部落

中常可聽到哼著日本民歌的老人家、或是用日語唱著歌謠，只要你細細詢問，他

總是含著淚水訴說著當年被送去太平洋當高砂義勇軍的家人，而歌謠就是描述送

君入伍的心情，及期盼他平安歸來的祝福。像這樣的故事，不同時空、不同背景

的以歌謠來傾訴著、述說著。因此，無論是聖詠還是俗唱，在歷史的變遷中，他

總是毫無保留地記錄著、反映著。因此，時間的範圍主要以有歷史紀錄開始的日

治時期到現今，區隔出不同時代所述說的歌謠歷史。 

 

 

二、研究方法 

筆者採取的研究方法，第一步驟為文獻蒐集，分為文字書籍與有聲資料兩部

分。音樂學方面，除了卑南族音樂相關著作外，努力蒐集、獲取過去學者所留下

的錄音與研究，以作為筆者研究卑南族音樂的基本資料；因筆者所探討的主題涵

蓋祭儀與非儀式的歌謠，所涉及的不僅止於音樂、也必須透過人類學、民族學及

社會學等研究，從不同觀點來了解卑南族傳統的社會結構及生活型態，與音樂文

化間的關聯性。且卑南族與周邊族群的關係來往密切，在歷史的紀錄中，可以找

到相關的線索，來探討卑南族音樂與其他族群間的交流情況。 

第二步驟則是最重要的田野工作，目的就是直接向族人學習傳統文化、紀錄

生活中的音樂、進而了解族人的音樂觀。因此，只要工作之餘，盡可能的住在部

落、參與部落中的各種活動，尤其下賓朗族人在生活中，只要聚集在一起，就有

音樂與歌舞。而且，與部落族人建立信任、培養情感、學習語言文化，在在都需

要長時間的付出與經驗的累積，在每一次的訪談、討論、溝通當中，都使得筆者

對於下賓朗部落、無論人事物都有更深層的認識。而族人除了給予生活經驗及傳

統文化的傳承教導之外，還提供其寶貴的手抄本、錄音、錄影等資料，這些是族

人長年累月對於部落文化最寶貴的紀錄，尤其是手抄本的撰寫，不同年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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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對於部落祭儀、部落活動最真實的呈現。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田野資料。 

在筆者田野調查與資料收集的過程中，也遇到許多的困境。首先是因為祭儀

儀式有男女之別，存在著禁忌性，男性的祭儀有諸多過程是女性無法參與，非常

幸運地透過參與孫大川教授、林清財教授許多的計畫案6，而解決男女禁忌的研

究問題，並且提供許多影音、錄音、錄影資料，讓筆者在研究男性祭儀能有更完

整的論述。而另一個困難則是語言，筆者不諳卑南語，而儀式歌謠中有許多的卑

南古語，因此，需要精通於卑南古語的長老，可以將儀式歌謠中的歌詞解讀及理

解，所幸，下賓朗部落中男性有許政夫、孫大山、陳雄義、女性有孫來春、孫慈

女、孫秀女、孫優女等長老，不僅對於卑南族傳統文化有經驗上的傳承，更精通

於卑南語與卑南古語，他們不僅協助筆者翻譯歌詞，更對於不懂卑南語的筆者極

有耐心地解釋其意義，讓筆者對於歌詞的解讀能有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本論文以祭儀儀式為主要的研究主題之一，因此，筆者從 2005 年開始到 2015

年，長時間的參與、紀錄儀式活動，以錄音、錄影、照相及筆記作為紀錄的模式。

因此收集相當可觀的資料，如何將資料有效地運用在研究之中，筆者採用的是「紮

根理論」（grounded theory）7研究方法。 

資料是研究論述（理論）能不能貼近「現實」（reality）的關鍵，資料的搜集、

分析和最終形成的理論，彼此具有密切的關係。「紮根理論」研究方法所強調的

就是必須蒐集真實、有效、有意義的資料，資料可能來自訪談、觀察、文物、文

件、影音紀錄、照片等，以廣泛、系統而有效的資料蒐集，藉由資料分析和處理

解釋，逐步形成不同層次的概念，用以描述音樂，或者建立本於田野資料的立論

體系。民族音樂學所重視的田野調查，正是走進於實地當中，廣泛而有系統的對

於所見之人、事、時、地、物做有效的資料蒐集與紀錄。資料的處理、概念的形

成與概念層級的提升，猶如由下往上架構的金字塔，所以資料越豐富、基底越紮

實，越能形成並統整組織越高層次抽象概念。隨著概念抽象層次的提升，資料需

要再次檢驗，因此多階段的田野調查由此產生。 

 

 

                                                      
6
 孫大川、林清財計畫主持 2005-2006 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原住民族祭儀文學之調查、翻譯、

註釋計畫」；林清財計畫主持 2007-2008 台東縣政府文化局「台東縣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調查

研究計畫」；林清財計畫主持2007-2011教育部「台灣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暨創作整合學程計畫」；

林清財計畫主持 2010 文建會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台灣音像資料調查計

畫」。 
7
 「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1976 年源起美國兩位社會學家：Barney Glaser 和 Anselm Str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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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音樂文獻探討 

    關於卑南族的音樂文獻，以記錄形式的不同主要分為文字文獻與錄音資料兩

部分。文獻著作中除了對於卑南族音樂的論述，也有針對採錄的歌謠音樂作採譜

分析與歌詞紀錄，以及樂器形制功能的紀錄。對於文獻與錄音資料的回顧，主要

區分為兩個時期：日治時期（1985-1945）與國民政府時期（1945 迄今），這兩

個時期各自橫亙半個世紀以上，綜觀這些超過一百年的研究成果，除了歷史背景

不同，研究者因各自所屬專業領域而採取的研究角度也有極大差異，分別有人類

學者、民族學者以及音樂學者等，也因此因著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而獲得的研究

結果具有相當大的多樣性，各自對於卑南族音樂有不同程度的紀錄與理解。以下

藉由各個時期文獻與錄音史的呈現，探討各個時期與研究者所紀錄與理解的卑南

族音樂文化及特色。 

 

一、日治時期（1985-1945） 

    日本在 1985 至 1945 年間統治台灣五十年，這期間，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

日本學者對於台灣原住民音樂的調查是不遺餘力，其著述量也為數可觀。更難能

可貴的是這個時期留存了當時原住民的有聲資料，雖然為數不多，但皆是後來學

者研究的重要史料。 

    日本接收台灣不久後，派遣或委託許多研究者開始對於台灣進行大規模調查，

關於台灣原住民部分的有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移川子之藏、小島由道、佐山融

吉、馬淵東一等多位學者，還有中後期多位音樂學者、音樂教師及文化人類學者，

如田邊尚雄、竹中重雄、一條慎三郎、佐藤文一以及黑澤隆朝等學者，這些研究

者留下關於卑南族史料並不是很多。 

    日治時期能深入山區的原住民部落採錄音樂，實屬不易，錄音資料的保存更

是困難，尤其經過戰亂後，許多珍貴的資料就此消失。當時對於臺灣原住民進行

錄音調查的學者主要有北里闌、田邊尚雄、淺井惠倫、Asai、黑澤隆朝等研究者。

其中北里闌、Asai、黑澤隆朝都有錄製卑南族音樂的錄音，但部分有聲資料筆者

無法取得，因此對於錄音部分僅能部分著墨探討。以下將論及卑南族音樂的相關

文獻與有聲資料探討如下： 

 

（一）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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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日本官方台灣總督府於 1909 年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下成立「番

族科」，著手進行高山族固有習慣的調查，於 1913 年至 1922 年間共出版 27 冊報

告書8。其中《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中第二章最後附

錄了三首〈番歌〉的歌詞，在書中並未說明此三首番歌是在何種場合或儀式中使

用，但在黑澤隆朝《台灣高砂族の音樂》書中，關於卑南族卑南社音樂調查時提

到，卑南族裡有一種說唱故事「イライラオ」，書中舉出的〈出草之歌〉即為此

類，為了日後方便學者研究，黑澤決定由《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摘錄〈風の

イライラオ〉與〈首狩り物語〉。〈風のイライラオ〉與〈首狩り物語〉分別是《番

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附錄的第二首與第三首番歌，而第一首番歌則未說明。根

據南王部落陳光榮長老9說明這三首〈番歌〉皆屬於卑南族傳統儀式歌謠

〈pairairaw〉，歌詞如詩歌般互相對應，前詞為古語、後者為今語，兩兩成對。

因此，此三首〈番歌〉雖然只有歌詞，但對於筆者來說是研究卑南族男性專屬儀

式歌謠〈pairairaw〉重要參考的珍貴史料。 

 

（二）北里闌 

    北里闌於 1921、1922 年分兩次到臺灣針對語言及音樂進行採錄工作，共留

下了 69 卷有關臺灣的蠟管錄音。第二次 1922 年 8 月來到台灣東部，採錄卑南社

與知本社的音樂。筆者無法取得原始錄音，但後來日本學者姬野翠針對北里闌的

錄音，她於 1987 到 1991 年間陸續將北里闌（1921、22 年）的錄音帶到他當年

錄音的部落，請族人幫忙辨識其中的歌曲與歌詞，並與現在同一曲目的演唱進行

初步比較（姬野 1990、1991）。此外，他也對演唱者和在地協助者的身分作了考

證，例如她發現當年知本的 11 位演唱者有六位是族人公認的名歌手，其後代仍

居住在部落中。姬野的主要目的仍是為了了解現在演唱曲目和風格的變遷，而非

重建北里的調查經過10。在姬野翠所出版的《地球の音樂 54—臺灣天性の音樂家

たち I》中於知本社的錄音歌謠之一《子守唄》就提及此曲也曾出現在北里闌的

錄音中，但許多的旋律音程與北里闌的錄音不太相同。 

                                                      
8
 此研究成果包含《番族調查報告書》八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八冊，此外森丑之助以該

會囑託之身分，單獨完成《臺灣番族圖譜》兩卷和《臺灣番族志》第一卷，而舊慣會之主要主持

人岡松參太郎根據上述報告書之材料加以綜合，出版《臺灣番族慣習研究》八冊。 
9
 南王部落陳光榮長老協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翻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卑南族語復

原的主要語言專家，對於卑南語中的古語有深厚的研究，因此對於古語的解讀與復原在卑南族中

備受肯定與尊重。 
10

 王櫻芬《聽見殖民地：黑澤隆朝與戰時臺灣音樂調查(1943)》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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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姬野翠在〈”北里錄音蠟管”中的台灣原住民諸族的資料〉論文中，描

述在 1987 年將北里錄音帶回到知本社和卑南社讓族人聆聽的情形，提到「知本

社說其中 2 首是很古老的 Shaman 之咒歌。在卑南社，歌曲都還被人牢記著，他

們能唱所有的錄音資料中的歌曲，唱得很好，更為歌曲跳舞11。」而在另一篇〈”

北里蠟管”中の台灣原住民關係音聲資料—東海岸平地蕃〉論文中，將其中蠟管

編號 No.18、No.25、No.117 與 No.118 以五線譜記音方式採譜紀錄，共有六首歌

謠。以下將北里蠟管中卑南族歌謠列舉如下： 

 

【表 1-01】北里闌蠟管中卑南族錄音與姬野翠採譜 

部落 蠟管編號 題目 姬野翠 採譜 

知本社 No.18 搖籃曲，其他 2 首 No.18-1、No.18-2、No.18-3 

No.240 舊歌、其他 1 首  

卑南社 No.25 祭猿之歌 No.25 

No.36 內容不明  

No.117 搖籃曲，月之歌 No.117-2 

No.118 除草歌(女)、收粟歌(男) No.118-1 

No.161 樂弓演奏  

 

（三）黑澤隆朝與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 

    在 1943 年，臺灣總督府請日本勝利唱片組成一個「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

來台調查，該調查團主要研究員之一為黑澤隆朝。此調查團於 1943 年到臺灣做

了五個月的田野調查，總共採集千首歌謠與樂器，製成 26 張《臺灣の民族音樂》

唱片（78 轉），《臺灣の藝能》紀錄片十卷。可惜這些唱片和紀錄片在 1945 年 3

月的東京大空襲中全數炸毀，幸好黑澤家中留有編輯用的唱片一套，另有一些田

野資料殘存下來，因此黑澤隆潮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台灣高砂族の音樂》（1973）

一書和《高砂族の音樂》（1974）唱片一套兩張，為當時臺灣音樂概況和調查團

的調查過程，留下豐富的文字和影音資料，是戰後研究台灣原住民音樂的經典著

作。 

    調查團關於卑南族的音樂調查，主要是在知本社與卑南社，書中紀錄了兩個

階段的調查過程，其一是實地調查，另一則是將族人帶到錄音室錄音，總共採錄

了 33 首歌謠與器樂，書中針對歌謠逐曲解說其歌詞大意、樂曲背景與演奏或演

                                                      
11

 姬野翠〈”北里蠟管”中の台灣原住民關係音聲資料—東海岸平地蕃〉198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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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情形，而部分歌謠有紀錄完整的歌詞內容，並附錄部分歌謠的曲譜。附錄中的

曲譜譜例，雖僅 18 首，但其中譜例的旋律紀錄與音組織分析，對於筆者探討卑

南族音樂特性時提供非常重要的參考對照資料。 

    戰後黑澤隆朝將留存的錄音資料整理，於 1974 年出版《高砂族の音樂》唱

片一套兩張。此套錄音中，屬於卑南族音樂的錄音資料僅有三首，分別是〈結婚

儀式歌（放牛歌）〉、〈求雨歌〉與〈插秧歌〉。在唱片中黑澤針對這幾首歌謠有詳

盡地解說與介紹，其中〈結婚儀式歌〉提到中間有轉調的情形，可以做為筆者探

討卑南族歌謠特質重要的對照資料。而另一首〈插秧歌〉其旋律仍然流傳於許多

卑南族部落，以此作為歌謠變遷研究的重要資料。 

 

二、國民政府時期（1945 迄今） 

    國民政府治台初期，因著政權交替、政治型態的不同，許多政策、法規與生

活型態都在轉變中。對於原住民音樂方面的田野調查及研究，要到 1960 年代之

後，陸續有學者呂炳川、史惟亮、許常惠等人，開始進行臺灣各原住民族群大規

模的音樂田野調查活動，之後，有更多的學者、研究者、研究生，亦有一些在地

的文史工作者加入田野工作，甚至卑南族族人開始關注研究自己族群的音樂文化。

因此，關於卑南族音樂的文獻資料逐年增加，且研究方式與觀點也企圖由「族外

觀」轉向「族內觀」的思考，嘗試從原住民本身的觀點作為研究的中心。隨著現

代科技的進步，數位化時代的興起，田野工作所採錄的錄音資料非常豐富，也有

許多專屬於卑南族音樂的唱片、CD、影音產品。因相關著作及錄音資料非常豐

富，因此擇與本論文相關的文獻與有聲資料探討如下： 

 

（一）呂炳川 

    旅日學者呂炳川於1966年至1979年期間回到臺灣進行原住民的音樂調查，

共訪問了 110 村12，1973 年以《台灣土著族的音樂—比較音樂學的考察》獲得東

京大學博士學位，成為以台灣原住民音樂為題目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回到台

灣後又陸續完成〈台灣土著族之樂器〉（1974）、《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之音樂》

（1977）、《台灣土著族音樂》（1982）與《呂炳川音樂論述集》（1982）等著作。

其中，《台灣土著族音樂》一書是代表日本勝利唱片公司參加藝術季比賽的唱片

                                                      
12

 呂炳川《台灣土著族音樂》19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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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砂族之音樂》之解說書翻譯而成，書中關於卑南族的歌謠共有七首，以

下將這七首歌謠相關解說與採錄情況列表如下： 

 

【表 1-02】《台灣土著族音樂》之卑南族歌謠13 

 歌謠名稱 地點 採譜 歌詞 解說 

1 凱旋歌 知本 五線譜 無 各村普及歌謠，獵人頭後唱，或

護鄉兵之歌、或排灣族戀愛歌。

歌詞為廢語、意義不明。 

2 猿祭歌 知本 五線譜 無 由參加成年式少年歌唱，無半音

五音音階。 

3 感謝來客贈物

之歌 

南王 五線譜 無 歌頭為八度跳躍進行，其他族未

曾見，屬五音音階 

4 葬禮悼歌 知本 五線譜 有 葬禮錄製，五音音階，歌詞中文

解說。 

5 童歌 南王 五線譜 無 童歌多屬於接龍歌，但此曲例

外。省略 sol 的五音音階。 

6 捉迷藏之歌 南王 五線譜 有 兩次省略五音音階中的一音， 

7 符咒歌 知本 五線譜 有 巫師施行咒術演唱的符咒歌 

 

    呂氏對於卑南族的歌謠與阿美族相比，「卑南族較為抒情，無半音五音音階，

與阿美族同屬一個音樂文化圈…女巫的歌也很多，節奏方面比其他種族自由節奏

較多，拍節節奏以 4/4偶數拍子多，幾乎沒有奇數拍子，特殊的祭典有猿祭14。」

因此，呂炳川對於卑南族音樂特性，認為其風格與阿美族相近，音階組織屬於五

音音階，但旋律的節奏尚屬規律多以偶數拍居多，但也有自由節奏的出現。因在

此書中只發表七首歌謠，故可歸納出的音樂特性略為簡略，但如從「呂炳川音樂

資料館」（網路）15中查詢到關於卑南族的音樂，則包含了許多部落及不同類型

的歌謠，可惜資料無法取得。 

 

                                                      
13

 整理自呂炳川，1982：58-61。 
14

 呂炳川，1982：57。 
15

 「呂炳川音樂資料館」是由南華大學明立國教授所主持的〈呂炳川教授音像資料數化計畫〉

所建置的網站，此計畫是由呂師母及其子呂志宏將所有呂炳川所收集的藏書、文獻、筆記、調查

記錄、研究手稿、聲音及影像記錄捐給南華大學，並在龔鵬程校長主持、明立國協同主持之下，

由南華大學與文建會合作在八十九年進行了第一階段工作，將封藏已久的資料做去霉、清潔、分

類、拷貝及數位化等初步的工作，於九十二年接續進行「國家文化資料庫」的計畫，有系統的將

資料分曲、分段、篩選、整理之後，轉換、詮釋成為國家文化資料庫所建構的數位格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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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常惠與民歌採集運動 

    許常惠與史惟亮於民國 55、56 年開始了「民歌採集運動」，民國 55 年的三

次民歌採集活動，皆為短期的田野調查工作，每次大約歷時五天，這些小規模的

採集活動，不但為日後的民歌採集活動熱身，並且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民國 56

年，許常惠及史惟亮所創辦的「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成立，相較於先前，音

樂研究中心在資金、人員方面更為充裕，是故在許、史的策劃下，展開了更密集

的採集活動，更進一步地實現二人保衛民族音樂的決心；同年 5 月至 8 月間，其

所策劃的民歌採集運動，為有始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系統的一次，主要採錄者共

十一人，總共採集約千餘首歌曲。參與的研究人員分別發表許多著作，如史惟亮

〈台灣山地民歌調查研究報告〉（1967）、丘延亮《現階段民歌工作的總報告》（1967）

等，而許常惠則陸續發表了許多著作如《台灣民謠研究》（1969）、《台灣山地民

謠》（1978）、《追尋民族音樂的根》（1986）、《現階段台灣民謠研究》（1992）、〈台

灣原住民音樂採集回顧〉（1994）16、《台灣音樂史初稿》（1994）等。其中《追

尋民族音樂的根》提及在卑南族錄了 11 首歌謠，並認為卑南族音樂風格接近阿

美族；另外在《現階段台灣民謠研究》中將六首台東縣檳榔村的歌謠採譜記音，

並對其音組織、曲調結構與演唱形式做音樂分析。 

    「民歌採集運動」中，關於卑南族的錄音資料主要是民國 56 年時的田野調

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民國 56 年 6 月 17-19 日，由李哲洋與劉五男於

卑南族初鹿、南王、知本等部落錄製；第二階段是民國 56 年 7 月 28 日由史惟亮、

葉國淦、林信來在檳榔村（今下賓朗部落）、南王等部落採集民歌。 

 

【表 1-03】民國 56 年民歌採集運動中卑南族民歌採錄情況17 

日期 地點 採錄者 數量 吳榮順 

6/17 

台東縣卑南鄉初鹿村 不詳 不詳  

台東縣卑南鄉南王村 
李哲洋 

劉五男 
7 

ADR-003B 

6/18 
台東縣卑南鄉南王村 

李哲洋 

劉五男 
11 

ADR-003B, 

004A 

台東縣卑南鄉初鹿村 李哲洋 23 ADR-008 

6/19 台東縣卑南鄉初鹿村 不詳 不詳  

                                                      
16

 《台灣的聲音—台灣有聲資料庫》第一卷第二期，12-25。 
17

 吳榮順《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還原第二期計畫研究報告書》20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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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卑南鄉知本村 
李哲洋 

劉五男 
25 

ADR-004B, 

009 

7/28 台東縣卑南鄉檳榔村、南王村 
史惟亮、葉國淦 

林信來 
34 

 

 

    吳榮順在《許常惠教授民歌採集運動時期歷史錄音還原第二期計畫研究報告

書》中將上述部分錄音數位化，並進行採譜、採詞、詮釋資料的撰寫，共有 66

首歌謠。在報告中指出，66 首歌謠中，除了屬於卑南族本身的歌謠，另有 5 首

屬於阿美族的民歌，所使用的語言包含 2 首屬阿美語演唱、2 首以卑南語演唱、

另 1 首則以聲詞演唱；還有 6 首歌曲，或以日語演唱、或在曲中摻雜著日語；除

了阿美語及日語以外，尚有 9 首樂曲以其他外族語言演唱，其中一首為排灣語，

而另外 8 首歌謠則無法推測為何種語言。吳榮順的報告中針對這些歌謠的屬性作

以下結論「這些外族語言與外族樂曲的比例，在南王、知本及初鹿三個部落採集

的樂曲當中分配得相當平均，足見當時族群間往來頻繁應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18。」這些歌謠對於筆者是非常珍貴且豐富的參考資料，雖然沒有下賓朗部落的

歌謠，但其中許多相似的旋律曲調也流傳於下賓朗部落中，可作為研究比較最好

的材料。 

 

（三）駱維道 

    駱維道於 1982 年博士論文《Tribal Music of Taiwa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mi and Puyuma Styles》（台灣部落音樂：以阿美族和卑南族風格為例），根據

論文中的描述是於 1967 至 1973 年之間，對於阿美族及卑南族進行民族音樂實際

調查研究。論文中主要以兩族歷史、社會結構及分析的觀點作為研究的論點，探

討的範圍包含音樂功能、樂器、歌詞、音樂形式與要素、音樂結構本身，運用這

些方式來比較阿美族與卑南族音樂風格之異同，最後以 1945 年為界，由歷史觀

點來討論原住民音樂的變遷。 

    另一篇發表於 2000 年的期刊論文〈卑南族的多聲部歌唱技巧及社會組織〉，

主要以南王及初鹿兩部落的歌謠，提出對於卑南族多聲部歌唱分為四種類型19：

（1）卡農式模仿（2）旋律與持續式移動低音（3）二聲部交錯（4）三聲部交錯。

並且在每一種類型都有說明其演唱的情形，尤其對於演唱者的角色對應著社會地

                                                      
18

 吳榮順 2009：26。 
19

 整理自駱維道 2000〈卑南族的多聲部歌唱技巧及社會組織〉《山海文化雙月刊》21、22，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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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齡組織，給予筆者思考卑南族的音樂與社會組織之關係，從不同角度去思

考卑南族人如何透過音樂來反映他們的社會文化與邏輯思想。 

 

（四）林信來 

    林信來曾參與許常惠所發起的「民歌採集運動」的田野調查工作，因此受到

許常惠等人的影響，開始嘗試自己民族音樂的調查。在 1985 年所著的《台灣卑

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文中對於卑南族發祥、分布及歷史文化背景皆有詳細

描述，但資料多取自於《台灣省通志》。但關於卑南族歌謠則是作者蒐集整理，

共有 98 首，其音樂分析則偏向西方音樂角度，分析內容包含音階、調式、音程、

音域…等多項音樂形式，再運用統計的手法歸納出卑南族音樂形式。而 98 首歌

謠大部分未標明是採集自哪個部落，僅有少數幾首歌謠有標明演唱者，且這些演

唱者多為南王部落，因此歌謠的來源無法確認之下，對於部落差異性的研究則無

法，實屬可惜！且幾乎每一首歌謠都有確切的歌名，但觀察作者的採譜可以發現，

有許多歌謠大部分是以聲詞（虛詞）來演唱，旋律雖然不相同，但是僅從歌名來

了解歌謠的屬性實屬困難，缺乏說明歌謠的演唱時機與功能性。 

 

（五）劉斌雄、胡台麗 

    劉斌雄、胡台麗於 1987 年所著的《台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

第五章〈卑南族之祭儀歌舞〉，主要研究部落為南王部落，因此文中探討南王部

落的祭儀、音樂、舞蹈及年齡組織之服飾四個面向。對於 1986 年代南王部落以

及周邊卑南族部落祭儀舉行的狀況有初步的調查。關於音樂方面，主要記載了

21 首南王部落的歌謠與樂譜，但未有歌謠背景或功能的描述。 

 

（六）孫大川 

    孫大川為下賓朗部落族人，對於自己的部落有非常深刻又急迫的使命，他的

迫切不僅僅在卑南族，更是對於整個台灣原住民的未來。在他第一部作品《久久

酒一次》中，對於原住民族在大社會中，必須面對從土地、人口、語言、社會及

文化的困境有著深刻且憂慮的洞察，試圖以「黃昏的民族」來喚醒原住民族要自

覺。在 1993 年創辦「山海文化雜誌社」，期望透過這個文學期刊，搭建起原住民

族內部與外部世界溝通交流與互相認識的平台。他的著作總是圍繞著原住民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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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於 2007 年出版卑南族音樂的代表人物—陸森寶的傳記《BaLiwakes 跨時代傳

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 陸森寶》，書中將陸森寶創作的五十餘首歌謠中

精選出 24 首代表性歌謠，對於歌謠以簡譜紀錄、歌詞翻譯以及歌謠創作的時代

背景都有詳細的描述。而這些歌謠不僅強烈表達對土地、族人、部落的情感，尤

其對於時代背景有深刻的描述，他的歌謠跨越不同的時代、流傳於卑南族各個部

落之中。因此，此書給予筆者「以歌寫史」的研究方向，並提供歌謠中的歷史觀。 

 

（七）林志興 

    林志興為南王部落卑南族人，對於自己的族群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因此，從

就讀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開始就不斷地撰寫與卑南族有關的著作論文。在

2002 發表〈南王卑南族歲時祭儀中的音樂〉，對於南王部落現存的歲時祭儀活動

有詳細的探討，文中對於南王部落的音樂歌謠提出分類方法，分為八個類型： 

（1）祭儀之歌（2）慶典之歌（3）古謠（4）情歌（5）工作場合唱的歌（6）抒

情與歡樂之歌（7）搖籃曲（8）兒歌。林志興從自身卑南族人提出南王部落的歌

謠分類，突顯出族人的內在觀點，符合「族內觀」（emic）的思考。並且提出除

了卑南族歌曲可以依信仰祭儀、性別、年齡之別，分屬男性之歌、女性之歌、和

小孩之歌20，此分類可說是將卑南族音樂的特殊性呈現出來。 

 

（八）吳榮順 

    吳榮順於 1991-1993 年間至卑南族南王、初鹿、知本及賓朗部落採錄歌謠，

於 1993 年由台北風潮唱片發行《卑南族之歌》CD 專輯。專輯中收錄了 30 首歌

謠，包含與儀式相關的歌謠如〈除完小米草後聚會歌〉、〈收穫祭之歌〉、〈年祭之

歌〉、〈年祭傳統舞〉、〈英雄獵首凱旋歌〉等，也有一般生活歌謠〈上山工作歌〉、

〈遊戲歌〉、〈搖籃歌〉等。而 1999《台灣原住民音樂之美》書中，收錄了初鹿

部落的大獵祭歌謠，並分析樂曲之結構與歌謠之運作。可做為筆者大獵祭儀式歌

謠研究的參考資料。 

 

（九）林清財 

    2005 年林清財與孫大川共同主持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原住民族祭儀文學

                                                      
20 林志興 2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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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查、翻譯、註釋計畫—卑南族、阿美族」的報告書中，將屬於女性祭儀的

misahur 與 muhamud，以及男性祭儀的 mangayaw 儀式歌謠的歌詞逐句翻譯，並

詳述歌謠內容與儀式之間的功能意義。而林清財於 2007 發表一論文〈韻律與脫

序之間：卑南下賓朗社祭儀歌曲的建構〉中，藉由祭儀歌曲的建構方式，結合歲

時、生活空間、性別以及歌唱形式、口傳文學等方面，來論述其規律與脫序的關

係，並以男、女角色的相對性與互補性建構祭儀、歌謠的循環與脫序，這些論述

的思考邏輯是本論文重要的研究方向與參考依據。 

 

（十）巴代 

    巴代為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族人，原住民文學創作家，作品主要以族群歷史、

文化作為創作素材，其特色是具有濃厚的歷史現場感以及豐富的文化意象。除了

文學創作，巴代更以部落傳統信仰、傳統祭儀為主題、在他嚴謹、豐富的田野調

查之下出版了兩部作品：2009《Daramaw—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巫覡文化》與

2011《吟唱‧祭儀—當代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祭儀歌謠》。前部主要探討傳統

信仰的神靈空間秩序，呈現禁忌與祭祀的庶民概念，說明「巫術」是卑南族傳統

信仰的一環；後部則是彙整大巴六九部落的歲時祭儀歌謠與儀式，包含女性的〈小

米疏苗之謠〉、男性的〈呼喊之謠〉、〈少年之謠〉、〈巴拉冠清唱之謠〉以及屬於

巫師系統的〈成巫儀式之謠〉。對於歌謠有採譜紀錄，並且詳細解說歌謠中的歌

詞意涵及功能，有助於筆者了解卑南族不同部落對於祭儀歌謠的思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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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卑南族的歌謠分類 
     

    面對一個族群或民族的音樂研究時，研究者對於此族群音樂風格的描述，大

多是以所採集的歌謠音樂，依據音樂的某些特性而加以分類，就如美國民族音樂

學家 Bruno Nettl 的看法：「歌謠分類的工作是依據所謂合乎邏輯、合理秩序的方

式來說明」21並且提出歌謠分類的原則有兩種：其一是依照歌謠的音域、音階組

織、歌謠形式、曲調、節奏及歌詞意涵等音樂相關要素來分類；二是依據歌謠的

音樂功能，歌謠的分布區域、社群、族群等非音樂特性的因素來劃分。22此分類

法的確立，影響著後世學者對於族群音樂的研究，同時也幫助人們對於該民族或

該地區音樂的了解。 

    研究台灣原住民音樂的學者與研究者，也沒有例外的為歌謠分類的問題，提

出各自的理解系統與分類觀點，從日治時期開始到國民政府來台之後，陸陸續續

有許多學者對於台灣原住民音樂提出關於歌謠分類的看法。從黑澤隆潮開始到呂

炳川、許常惠、駱維道等學者，主要是從西方音樂學的立場來做音樂分類的研究，

因此著重在演唱形式、音樂分析、歌詞意涵等要素。然而，從 1980 年代起，有

不少的學者與研究者開始關注從原住民本身的觀點所提出的音樂分類，也就是企

圖由「族外觀」（etic）轉向「族內觀」（emic）的思考。回到卑南族自身，卑南

族族人對於自己的歌謠，是否也有屬於卑南式的分類方式呢？卑南族也與其他原

住民族一樣，在外來政權統治之前，就有著一套對於音樂的分類觀，這種音樂觀

不是文字書寫，而是在日常生活與儀式活動中，很自然地呈現出歌謠的分類概念。

以下就從卑南族的歌謠概念到歌謠類型逐步探討。 

 

第一節  歌謠分類的概念 

    卑南族，「歌唱」是與他們的生活密不可分的，無論是歲時祭儀、生命儀禮、

祭祀信仰以及日常生活、工作娛樂、親友相聚宴飲甚至親人遠行相送、當兵求學

等，在生活中時時都有「歌」。對於這麼多采多姿的卑南族歌謠世界，過去一直

有學者與研究者，不斷地試圖提出對於卑南族的歌謠分類。因此，筆者先將各學

者對於卑南族歌謠的分類概念提出探討，接著以下賓朗部落族人的音樂觀探討其

                                                      
21

 Bruno Nettl《Theory and Method in Ethomusicology》1964：324。 
22

 Bruno Nettl 1964：32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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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謠分類的概念與形式。 

 

一、文獻中卑南族的歌謠分類 

    卑南族歌謠的概念，民族音樂學家駱維道在 2000 年論文期刊〈卑南族的多

聲部歌唱技巧及社會組織〉23中，就以南王及初鹿兩部落的歌謠，提出對於卑南

族歌謠的分類，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類  型 演唱方式 說   明 

1、卡農式模仿 三聲部分段式模仿，

每段包含三個動機，

最後所有聲部齊唱結

束段落。 

舉例歌曲為陳實所創作，作者推測是受

西方音樂或泰雅族的卡農影響。 

2、旋律與持續

式移動低音 

兩位獨唱者作應答式

對唱，合唱以持續低

音做陪襯。 

領唱者(獨唱)與社會的支持(持續低

音)，舉例 Paelaeraw 的音樂包含四個

要素： 

(1)temga’：宣布詩的主題，由最好的

歌者獲最受尊敬者來吟唱。 

(2)tomubang(回音)：一連串的回應，

任何可表達此首詩的男子演唱，可自由

變化。 

(3)合唱：其餘男子演唱持續且移動的

低音。 

(4)歌曲結束時所有人高聲大叫。 

用獨唱來回答或應和領袖所宣布的

人，是扮演支持領袖的角色。低音是一

種「共同的回音」。  

3、二聲部交錯 兩個獨立聲部，具有

相同下行音形。 

應答式對唱方式是因歌詞為詩的平行

對句結構所致，歌詞押韻規則可能導致

相類似的旋律，而兩位獨唱的互相競爭

與互補現象反映出卑南族社會二部組

織情況。 

4、三聲部交錯 兩位獨唱交錯的旋

律，合唱以持續移動

的低音，低音進行

兩個較不複雜的交錯聲部，合唱除持續

低音也模仿獨唱者接近尾音的音型。 

                                                      
23

 駱維道 2000〈卑南族的多聲部歌唱技巧及社會組織〉《山海文化雙月刊》21、22，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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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由獨唱擷取動機

發展第三旋律線。 

【表 2-01】駱維道之卑南族歌謠分類 

     

    駱維道主要是以卑南族歌謠的演唱形式作為歌謠分類的依據，但在說明部分

有特別提到演唱形式與社會組織有某些程度的關聯性，歌謠中不同的角色有著不

同的功能，例如以獨唱的方式來回答或應和領袖，是支持領袖的角色；而持續性

低音，則是眾人「共同的回音」。因此，他認為卑南族這種多聲部歌唱形式的形

成與發展，與卑南族的社會結構中含有互相補足、輔助、競爭與合作的特質有所

關連24。 

另一位人類學家林志興，是卑南族南王部落族人，對於自己的部落歌謠也提

出一套分類概念。林志興在 2000 年〈南王卑南族歲時祭儀中的音樂〉25論文中，

將南王部落的歌謠分為八個類型： 

 

歌謠類型 歌謠類別或說明 

1、祭儀之歌 yaulas（通靈之歌）、paLimuLimu（挑釁歌）、

kuDaw（祭猴之歌）、isuwaLay alialian（招呼伙

伴來跳舞之歌）、paduduk（快板舞）、irairaw

（獵祭之敘事詩）、benanban（慰喪之歌）、tu 

Tangisan（哭調）、祈雨之歌（pakaudal） 

2、a snay La masasangal 

（慶典之歌） 

maresaw、mayaayam、mangedenged、uwa La Da 

uwa、mulaliyaban、masasangal 

3、a snay a buleTenganan 

（古謠） 

古老的歌，歌曲的歌詞多為虛詞 

4、markasagar（情歌） 談戀愛之歌、情歌 

5、工作場合唱的歌 mayaayam、meLaLatuD（小米除草歌）、

puwarikan（放牛歌）、犁田之歌、砍木材之歌、

mailang（磨穀之歌）、去穀之呼風之歌 

6、抒情與歡樂之歌 無限制，外族歌曲、現代歌曲 

7、maenen（搖籃曲） 大人唱給小孩、大孩子唱給小孩子 

8、senay Da lalak（兒歌）  

                                                      
24

 駱維道 2000：33。 
25

 林志興〈南王卑南族歲時祭儀中的音樂〉《原音繫靈：原住民祭儀音樂論文選》2000：50-65。

歌謠的拼音仍沿用林志興博士原論文中的書寫方式，因為是屬於南王語系的拼音，因此，與筆者

所採用的初鹿語系拼音存在許多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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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林志興南王部落歌謠分類 

林志興從自身卑南族人提出南王部落的歌謠分類，突顯出族人的內在觀點，

符合「族內觀」（emic）的思考。並且提出除了一般歌謠，卑南族歌曲可以依信

仰祭儀、性別、年齡之別，分屬男性之歌、女性之歌、和小孩之歌26，此分類可

說是將卑南族音樂的特殊性呈現出來。但有些歌謠在分類上分屬不同類別則令人

混淆，例如〈mayaayam〉同時分類出現在「慶典之歌」與「工作場合之歌」，而

屬「慶典之歌」的歌謠似乎都有其專屬名稱，且提到〈mayaayam〉是女性在小

米除草、完成收工時的歌謠，但在文章後半部關於南王部落歲時祭儀與音樂的探

討時，關於「mugamut 除草完工慶」時卻未提到〈mayaayam〉，反而出現〈maiagaiam

鳥鳴之歌〉27，筆者訪談南王部落耆老林清美時請教此兩首歌謠，林清美認為「這

是同一首歌，而且歌謠名稱應該是〈mayaayam 鳥鳴之歌〉，此首歌謠只在小米除

草儀式與除草完工慶時可以演唱，有其儀式的專屬性，在非儀式時間則不可演唱。」 

    研究生林映臻 2006 在碩士論文《卑南音樂之變遷探討》28中，根據南王部

落耆老林清美、林玉蘭的訪談將南王部落的歌謠分為五種類型： 

 

歌謠類型 歌謠類別或說明 

1、a senay dra lregiyan 

祭典的歌 

a senay dra mainayan（男人的歌）、a senay dra 

babayan（女人的歌）、a senay dra temararamaw（巫

師的歌） 

2、a senay dra maidragan 

老人的歌 

古典的歌謠 

3、一般民謠 工作、慶賀、落成、除喪、跳舞、聚會、結婚、歡

樂等，除祭典外生活中多種場合的歌都屬此類 

4、a senay dra lralrak 

兒歌 

小孩唱的歌 

5、a senay dra maenan 

搖籃曲 

哄小孩入睡的歌 

【表 2-03】林映臻南王部落歌謠分類 

 

    林志興與林映臻的分類方式有一共通點，就是強調演唱者的角色，因此歌謠

的分類除了一般歌謠其他都是依照男性、女性、小孩、巫師來分類。但是林映臻

                                                      
26 林志興 2000：57。 
27 林志興 2000：63。 
28

 林映臻碩士論文《卑南音樂之變遷探討》東吳大學音樂系 2006：10。歌謠的拼音仍沿用林映

臻原論文中的書寫方式，其拼音系統屬於南王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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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歌謠皆稱為「senay」，而忽略了某些歌謠有其專屬的名稱，尤其是與祭儀

或儀式相關的歌謠。 

    另一個部落的研究者—巴代，對於自己所屬的部落－大巴六九的祭儀歌謠做

詳細的論述，在探討祭儀歌謠時他強調「祭儀歌謠是包括與年度內部落作息或生

命成長有關的生命禮俗、各項與節氣有關的歲時祭儀、傳統信仰活動有關的巫覡

祭儀等，被廣泛運用在特定儀式中哼唱的歌謠，與流傳在部落的許多不同形式的

庶民歌謠是有區隔。」29他強調祭儀歌謠具有其特定的的目的，故哼唱的時間、

場合便存在一定的禁忌，也因此成為部落或一個族群之中較不容易在平時接觸與

學習的歌謠。由此可知，巴代對於大巴六九的歌謠分類明顯區分為兩大類：「祭

儀歌謠」與「庶民歌謠」。 

    以上所探討的是不同部落的學者與研究者，提出各自研究的部落對於歌謠的

分類概念，而筆者面對研究的下賓朗部落，他們對於歌謠的概念是甚麼？他們是

如何區分這些歌謠？而歌謠的分類對於部落族人有何意義存在？因此我試著從

進入族人的觀點角度去思考、去提問，透過田野調查訪談，記錄他們生活中對於

歌謠的稱法與分類，去試圖釐清他們自我的歌謠分類概念。 

 

二、下賓朗的歌謠分類概念 

    卑南族下賓朗部落，「唱歌」稱為「semenay」，「歌謠」為「senay」，但不是

所有的「歌」都稱為「senay」，某些與儀式相關的歌謠有專屬的歌謠名稱，族人

對於這類歌謠在特定的時間、空間，甚至哪些人才能吟唱皆有清楚的劃分與界定。

而這些專屬名稱的「歌謠」，族人是否認為這些是「歌」，這又是另一個值得探討

的議題，因為這些歌謠是以歌唱或吟唱的方式來進行某項儀式或活動，歌唱的目

的與功能並不僅僅是為了「歌」而「唱」，而是透過這些歌謠來表達或傳達儀式

活動的需要，而傳達的對象有的是祖靈鬼神、有的是對於人，甚至有針對男性或

是女性的區別。因此，討論儀式歌謠並不僅僅在於音樂本身的組成要素，例如音

階組織、演唱形式、曲調節奏、歌詞等，更重要的是歌謠在儀式中的功能性，藉

由歌來傳遞的訊息，因此歌謠的時間、空間、吟唱者的身分、傳達的對象，甚至

是歌謠所代表的文化意涵、文化象徵，這才是儀式歌謠最重要的精髓。下賓朗族

人對於儀式歌謠中有一概念名稱，將這些儀式歌謠歸類為「Pahirahiraw」歌謠系

                                                      
29

 巴代《當代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之祭儀歌謠》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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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Pahirahiraw」此詞在下賓朗有兩個被定義的範圍：廣義的，被用來指稱這

些有特定專屬名稱、形式的儀式歌謠之總稱；但另一個狹義的範圍，則是專指於

少年猴祭（mangayangayaw）到大獵祭（mangayaw）一連串儀式進行中，男性專

屬的儀式歌謠—〈pahirahiraw〉。 

    根據孫大川教授的說法解釋，「Pahirahiraw」中的詞根「hiraw」在卑南語

中有「呼喊、告知」、也有「歡呼、熱鬧、熱烈」之意。「歡呼、熱鬧、熱烈」是

演唱者以集體的聲響表現精神、團結的宣告，例如在吟唱完〈pahirahiraw〉後，

眾人齊聲高喊「he ya hu～」，而且要連續大聲呼喊三次，讓眾人的情緒達到最高

點，如此才能表示〈pahirahiraw〉儀式歌謠吟詠完畢；而另一個意義「呼喊、告

知」，那是要透過歌謠來呼喊、告知誰呢？表示有必須傳達的對象。被傳達的角

色可以分兩個層面來看，一是看得見的，也就是部落族人，或是非部落族人；另

一個是看不見的，如祖靈、神明、亡靈、鬼魂。因此，透過歌謠傳達訊息或命令，

吟唱者就為「傳達者」。「傳達者」在吟唱的群體中是有代表性、公信力以及權威

性，是具有一定的身分地位才能擔任，也就是歌謠中的「提詞者」。除了傳達者，

在 Pahirahiraw 歌謠中還有另一個重要角色就是「回應者」。「回應者」，其任務就

是要回答傳達者的訊息，表示支持或服從，就是歌謠演唱角色「應詞者」。另外，

眾人齊聲的附和，表示共同贊成、同意，以「和腔」的方式來應答。根據孫大川

教授的解釋，「應詞者是接受者，表示收到訊息、了解傳達者的意思而做出回應，

有時是重複提詞者的歌詞表示確定接收，或是以對應的詞句來回答、回應傳達者

的訊息與讚美；而眾人的和腔，則代表著眾人共同見證傳達者與回應者之間的問

答或意見，以眾人支持的和聲同聲附和」。由此可知，Pahirahiraw 歌謠的形式，

其演唱的角色就具備「傳達者」（提詞者）、「回應者」（應詞者），再加上群體的

「應和者」（和腔者）。藉由這樣的概念，就不難理解屬於「Pahirahiraw」系統的

歌謠，為何必須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且吟唱者是具有特定的身分地位才能擔任，

歌謠因而具有神聖性、特定性與禁忌性，這些屬於「Pahirahiraw」系統的儀式歌

謠，有如「聖詠」般地運行於各個儀式之中，甚至沒有這些歌謠，祭儀儀式就無

法進行。而專屬的歌謠名稱，是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其名稱都是以古老的卑南語

流傳下來，因此對於下賓朗族人來說，是直接傳承自祖先的歌謠。「聖詠

Pahirahiraw」系統的儀式歌謠，在下賓朗的祭儀儀式中，主要運行於歲時祭儀，

從儀式的主體角色可區分為以女性為主的祭儀—小米除草儀式（misahur）與除

草完工禮（muhamud），與以男性為主體的儀式—少年猴祭（mangayangayaw）

 



27 
 

到大獵祭（mangayaw）。 

    下賓朗部落，除了歲時祭儀，還有生命儀禮與傳統祭祀信仰。傳統祭祀信仰

的儀式，儀式執行者為男或女祭司，儀式傳達對象主要為祖靈或鬼神，與巫術有

關，其使用的儀式歌謠祭詞稱為「temaramaw」，不歸類於「Pahirahiraw」系統。

而屬於生命儀禮且有專屬名稱的儀式歌謠有〈mangesnges〉與〈marsahur〉。

〈mangesnges〉是在喪禮儀式中，亡者的親人或朋友低聲輕吟地對亡者訴說，對

於亡者的思念與過往相處的情景，是最直接情感的表達，但形式僅有單獨吟唱者，

無回應者，因此也不屬於「Pahirahiraw」系統；另一個以吟詠來祝賀、讚美的儀

式歌謠〈marsahur〉，在過去傳統社會裡主要是用於慶賀喜事，如新屋落成、嬰

兒滿月、新人結婚，或是拜訪親友之時，以歡喜的心情互相祝賀、互道拜訪的來

意，因此有多位的吟唱者，且各司其職，有讚美祝賀者、有答謝回應者，還有在

場觀禮的親朋好友也同聲祝賀，所以其吟唱形式是屬於「Pahirahiraw」系統的儀

式歌謠，但是它所吟唱的場域與時間並非規律性，而是隨著個人或家庭的需求而

產生。 

    在歲時祭儀與生命儀禮的儀式中，有另一個古老且特定名稱、代表著卑南族

文化傳統的儀式歌謠—〈temilatrilaw〉。〈temilatrilaw〉是專用於「muwarak」

傳統舞蹈的歌謠，是必須與「舞」相並存的「歌」，無「舞」則無法「歌」、無「歌」

也無法「舞」，兩者一體。根據孫大川教授的觀點說法〈temilatrilaw〉與「muwarak」

和一般歌謠「senay」與「malikasaw」對於卑南族來說是兩個迥然相對的概念，

正是「神聖」與「世俗」的對應。孫大川教授說明： 

 

    〈temilatrilaw〉與「muwarak」是具有歷史性、神聖性、集體性的歌

與舞，且在特定時間場域才能展演，其舞蹈是必須以團體為單位、雙手交叉

牽手的姿勢圍成圈，隨著儀式歌謠〈temilatrilaw〉有固定的舞步，且分為

快板與慢板不同的歌與舞，而且在特定的祭典儀式中才能展演，參與的族人

必須依照各人所屬不同年齡階級、盛裝穿著傳統服飾才能加入舞蹈隊伍之中。

而展演傳達的對象是祖靈、天神，是為了取悅祖靈、讓神讚嘆，因此必須遵

守著紀律才能舉行。而「senay」與「malikasaw」則是個人性質的歌舞，歌

謠無限制、舞步可隨意，跳舞動作可自由擺動、跳躍、甩手、能互相模仿、

自由創作，主要是以取悅「人」為對象，例如父母、長輩、情人、朋友等，

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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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temilatrilaw〉與「muwarak」是屬於神聖性質的歌舞，有特定

時間空間的限制。因此，在許多祭典儀式的最高潮，下賓朗族人會以載歌載舞的

方式來慶祝，最具卑南族傳統的歌舞，就是以吟唱〈temilatrilaw〉的傳統舞蹈

「muwarak」來展現卑南族的精神。因為〈temilatrilaw〉儀式歌謠是包含「歌」

與「舞」的結合，有別於其他「pahirahiraw」系統的儀式歌謠只有以「歌」的方

式呈現，且除了傳統古老的〈temilatrilaw〉儀式歌謠的詠唱，在歌舞之中存著其

他屬於「俗唱」（senay）。在神聖之中並存著世俗，下賓朗人是否藉著 senay

歌謠，將儀式場域的神聖性調節回到世俗正常生活的韻律中，值得一探究竟。 

    除了上述這些有專屬名稱的儀式歌謠，另一類沒有特定空間時間，在日常生

活、工作閒暇之餘，可隨興而唱的歌謠，族人稱為「senay」，也就是「俗唱」。

俗唱 senay 所涵蓋的範圍廣且彈性大，從田野紀錄的觀察，發現 senay 並不是只

有一般生活中詠唱，在歲時祭儀、生命儀禮的儀式進行中，也有 senay 的存在，

或穿插在儀式之中、或儀式的最後吟唱，甚至有特定的 senay 是在特定的儀式中

才會演唱的，雖沒有專屬的名稱但與儀式的關係緊密結合。 

    下賓朗就如同其他原住民族群一樣，沒有文字可以記載歷史的民族，部落和

族群的記憶只能依賴口耳相傳，隨著不同時代背景的轉換與衝擊，母語快速的流

失，使族人的歷史記憶逐漸模糊、斷裂。唯有流傳在部落中的歌謠，是族人身體

與聲音的記憶，透過歌謠的傳唱來傳承部落的歷史文化、記述部落的歷史故事，

這就是「senay」最強韌的生命力。因此，沒有禁忌、沒有時空限制的「senay」，

蘊含著個人生命或部落歷史的經驗累積，是部落族人共同生活下集體經驗的交集，

以歌來書寫部落歷史，歌謠所運載的不僅僅是歷史，還有深藏在其中豐厚的情緒

與族群生命的共同情感。 

    下賓朗族人對於音樂歌謠的分類，主要區分為儀式性歌謠「聖詠」

（Pahirahiraw）與非儀式性歌謠「俗唱」（Senay），在這兩大類別的歌謠之間，

有另一種形式在其中流動轉換，就是以歌與舞相結合的〈temilatrilaw〉，以及非

規律性的生命儀禮〈marsahur〉儀式歌謠。以下就這三大類型，從各自所屬的歌

謠型態、族人對於各類別的音樂思維分別探討。 

 

第二節  聖詠：Pahirahiraw 

    「聖詠 Pahirahiraw」系統的儀式歌謠，主要運作於下賓朗歲時祭儀中。透

過歌謠的吟詠來傳達，因此吟唱者的角色與功能就顯得重要且特殊。並不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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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祭儀皆以「Pahirahiraw」的形式來進行，主要是下賓朗兩大祭儀，以女性為

主的祭儀：小米除草儀式（misahur）與除草完工禮（muhamud），與男性為主體

的儀式：少年猴祭（mangayangayaw）到大獵祭（mangayaw）所涵蓋的儀式歌謠，

以下分別探討儀式歌謠如何運行於儀式之中，歌謠的功能、傳達對象與意義。 

 

一、女性祭儀與儀式歌謠 

小米除草儀式（misahur）與除草完工禮（muhamud），是下賓朗部落一系列

有關小米屬於女性的儀式活動。「misahur」按字義是指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共同

完成某件事，有「團結」、「同心協力」之意。在小米播種後，為了完成除草、剔

苗等工作，部落會以家族或家系為組成單位組成婦女除草隊伍，稱為「婦女除草

團」，也稱為「misahur」。而歷經一個多月的除草工作，為了慰勞團員們的辛勞，

長老會選定一天舉行「muhamud」稱為「除草完工禮」。 

    小米除草儀式是隨著小米的成長而展開的儀式活動，在傳統社會裡，一個部

落通常會有多個除草團，除草團成員以工換工的形式互相幫忙除草剔苗，是一種

互助合作、集體勞動的組合。小米除草團由具有領導能力的婦女擔任領隊

（kemakezeng）、以家族家系為單位、或較小家族則以聯合合作的形式而組成除

草團，而除草工作的時程就端視各除草團的成員所擁有的小米田數量，工作時間

可能長達一個月之久，因此在這漫長的工作時間內，除草團如何以儀式歌謠來運

作，在哪些時間、空間、由哪些人來參與及執行，歌謠的目的與功能，從下表中

可清楚看到小米除草儀式歌謠的運作情形與演唱時機地點、儀式功能及執行人員

之關係。 

【表 2-04】：小米除草儀式歌謠之運作 

 歌謠名稱 演唱時機與地點 儀式功能 形式與角色 

1 emadaada 

整隊之歌 

(1)部落(長老家)出發

至小米田 

(2)由小米田回到部

落 

命令團員排列成行、結

成隊伍，步伐配合節

奏、用以團結士氣、提

振精神 

提詞：領隊 

應答：團員 

2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 

在小米田除草工作

中 

督促團員們動作敏

捷、同心協力努力完成

工作 

提詞：領隊 

應詞：長老 

和腔：團員 

3 pusahur 

鼓舞之歌 

小米田除草工作中 勉勵團員不怕日曬風

雨、提振士氣加快工作 

提詞：領隊 

應答：團員 

4 palrimulrimu 小米田工作地點的 告知部落團隊工作告 提詞：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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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報訊息之

歌 

高處(如大樹、高坡)

向部落方向吟唱 

一階段，是階段性完工

儀式 

和腔：團員 

 

    當除草團所要負責的小米除草工作皆完成後，為了慶祝工作完畢、慰勞團員

們的辛勞，長老會選定一天舉行「除草完工禮」。在完工禮中，除草團從部落最

年長的長老家出發、到部落外、再回到部落，象徵性地表示從小米除草儀式到除

草完工禮儀式的完整過程。以下是除草完工禮的儀式歌謠運作情形： 

 

【表 2-05】除草完工禮儀式歌謠之運作 

 歌謠名稱 演唱時機與地點 儀式功能 形式與角色 

1 emadaada 

整隊之歌 

從除草團最年長

長老家出發至部

落外，帶回禮物 

令團員排列成行、步伐

配合節奏、團結士氣、

提振精神 

提詞：領隊 

應答：團員 

2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 

除草完工禮儀式

會場 

長老吟唱相互叮嚀囑

咐，要年輕人記得長老

的教誨，傳承祖先的智

慧 

提詞：領隊 

應詞：長老 

和腔：團員 

3 tiratilraw 

傳承之歌 

除草完工禮儀式

會場 

教導年輕人祖先的話語

詞彙，如花盛開、香氣

四溢 

提詞：領隊 

應詞：長老 

和腔：團員 

     

    在小米除草儀式與除草完工禮中，皆有〈鳥鳴之歌 hemayahayam〉，此首歌

謠是族人認定女性祭儀中最具古老性、代表性的歌謠。在兩個儀式中皆有此曲，

雖然旋律曲調聽起來相似，但歌詞內容是隨儀式性質、歌唱情境而有不同。

「hemayahayam」這個詞的確切意思，頗難考訂。族人認為它的詞根是「hayam」，

「hayam」是南島語族中古老的語言之一，意指「鳥」，卑南語也是屬於南島語

系，因此「hayam」也是卑南語中「鳥」的通稱，因而主張〈hemayahayam〉是

一種模仿鳥鳴的唱腔而形成的歌謠。從音樂的角度來看，此首樂曲演唱者分為三

個角色：提詞者、應詞者、和腔者。正是「Pahirahiraw」系統的歌謠最重要的要

素。 

 

二、男性祭儀與儀式歌謠 

    當小米採收完、接著舉行入倉儀式、收穫祭，與小米相關的歲時祭儀的結束，

也意味著以女性為主要執行者的儀式告一段落。收穫祭結束後，少年階級男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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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入駐少年會所（takuvan）後，從少年猴祭（mangayangayaw）到大獵祭

（mangayaw），轉換成以男性為主體的儀式活動。孫大川教授認為

mangayangayaw 和 mangayaw 背後有濃厚的社會指涉，它們關係到卑南族的「會

所制度」（palrakuwan）、年齡階級組織、成年禮、部落性除喪、年祭和領域巡守

（甚至出草獵首）30，而〈pahirahiraw〉儀式歌謠正與這些要素緊密相連。 

    儀式歌謠〈pahirahiraw〉，在少年猴祭及大獵祭的儀式中，作為儀式運作的

音樂形式，就如女性祭儀中的〈hemayahayam〉般，雖然旋律曲調聽起來相似，

但歌詞內容是隨儀式性質、歌唱情境、儀式功能而有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儀式

階段，族人對於〈pahirahiraw〉儀式歌謠所敘述的內容及儀式功能而給予不同的

附加名稱，例如運行於大獵祭中的〈pahirahiraw — penaspas 北風肆虐〉、少年

猴祭中的〈pahirahiraw —vasivas 少年猴祭〉等。 

    少年猴祭從祭典功能的角度來說，有學習、訓練之意，「mangayangayaw」

乃大獵祭「mangayaw」的重複疊音字，語意上有「練習 mangayaw」的意思。換

句話說，「猴祭」是少年進入成年之前的陶成訓練，是卑南族男子社會化的重要

機制。但從祭典本身的內涵來說，少年猴祭又稱為「muvasivas」，此詞有「衝破

（trempas）年關（hamiyan）」的意思，因為青少年充滿活力與生命力，乃是除

舊佈新的原動力，因此年的跨入有賴他們的率先，讓舊有的、不好的、哀傷的一

切事物都隨著新的一年而遺忘、拋棄。 

少年入駐少年會所後，必須接受一連串的訓練與學習，學習禮儀、禁忌、傳

說、歌唱、舞蹈等，接受嚴格的體能、膽識與服從等訓練，並學習建築、戰鬥、

防衛等技巧。每一天晚上，少年階級中的領導階層（maradawan）會邀請長老們

至少年會所，教導少年們吟唱〈pahirahiraw〉歌謠，直到少年猴祭刺猴當天，在

儀式會場 luwanan 內來展現其學習成果。其歌謠形式屬於〈pahirahiraw〉，但歌

詞內容則是專屬少年階級，雖然是為了以大獵祭（mangayaw）為學習對象，但

歌詞中已告知了年祭即將開始，少年猴祭已為年祭拉開序幕。 

    大獵祭 mangayaw，是整個男性年齡階級對於部落主權的宣示、隱含著男性

階級制度的傳承、訓練與考驗，因此〈pahirahiraw〉的吟唱隨這不同階段性的任

務有不同的歌詞內容，因著不同的時機地點，各有不同的歌謠吟唱對象及目的。

所以〈pahirahiraw〉是指整個大獵祭中吟詠的儀式歌謠，但族人為了區分辨識不

                                                      
30

 孫大川、林清財《台灣原住民族祭儀文學之調查、翻譯、註釋計畫－卑南族、阿美族》期末

報告 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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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域所吟唱的〈pahirahiraw〉，主要以歌謠中歌詞陳述內容所附加的名稱來做

區別，所以下列的歌謠名稱是以歌詞內容而產生的名稱為討論的項目，將

〈pahirahiraw〉各儀式歌謠的演唱時機與功能列表如下： 

 

【表 2-06】大獵祭中的 pahirahiraw 儀式歌謠運作 

 歌謠 演唱時機地點 演唱對象 

1 penaspas 

北風肆虐 

巡守狩獵的每一個夜晚，由長老們帶領吟唱，

長老圍坐火堆、青年站立其後，valisun 隨侍在

側倒酒給長老、青年們，層級分明，透過古謠

的吟唱，傳承文化古訓。 

參與巡守男

性族人 

2 pareha lra 

反擊 

禦敵後夜晚（說明：因現今已無禦敵的情況，

故僅留手抄本而無實際演唱） 

參與禦敵男

性族人 

3 sanga 

勇士之歌 

禦敵或狩獵後之夜晚，以最英勇之人(現今以

狩獵獵物最多之人)為 sanga，由長老帶領吟

唱，頌讚此人。 

Sanga 禦敵或

狩獵最英勇

之人 

4 na parevaliw 

返回 

(1) luwanan 

從山上回到部落外，由婦女搭建的迎獵門

luwanan，長老領唱此次狩獵巡守的過程。 

迎接勇士的

族人 

(2) 會所（palrakuwan） 

回到部落內，首先進入男子會所

（palrakuwan），由長老帶領吟唱向祖靈報

告此次巡守之成果。 

祖靈及男性

族人 

5 venavan 

解憂之歌 

(1) 巡守最後一夜晚 

長老們吟唱古謠後，帶領年青人到喪家的

草寮前，領唱此歌謠，為山上的男性喪家

除喪解哀，是除喪儀式中的第一階段。 

男性喪家 

(2) luwanan 

長老領唱為 luwanan 內的男性喪家及

luwanan 外的女性喪家以此歌謠除喪解憂。 

男性&女性喪

家 

(3) palrakuwan 

回到部落內的男子會所，向祖靈稟告除喪

儀式，以歌謠為男性喪家解哀除憂。 

祖靈、男性喪

家 

(4) 喪家各家戶 

至部落內各喪家，僅長老級進入喪家與喪

家同坐屋內、其餘男子站立屋外，由長老

起唱「解憂之歌」為女性喪家除憂解哀。 

女性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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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hirahiraw〉儀式歌謠的演唱，主要在整個大獵祭中有五個儀式場合，每個

場合〈pahirahiraw〉的演唱形式相同，但歌詞方面則針對不同的場合與功能而有

不同文本，而且不同的儀式場合，透過〈pahirahiraw〉的吟唱傳達給不同的對象。

其中的〈pahirahiraw—venavan 解憂之歌〉，是屬於部落性的除喪儀式，所面對的

是整年度部落的喪家，既屬於生命儀禮、也是歲時祭儀中的重要一環。透過歌謠

的吟唱，逐步來撫慰喪家對於死亡的哀痛、解除他們的憂愁，歌謠的目的就是引

領他們回到正常的部落生活與人群中。第一階段是為在山上的男性喪家除喪解哀；

回到部落前，在 luwanan 為男性喪家及 luwanan 外的女性喪家，為第二階段；回

到部落，在會所（palrakuwan）內，向祖靈稟告後，再以歌謠為男性喪家解哀；

最後是挨家挨戶為各喪家，進入家戶與喪家同坐屋內除喪解憂。如此繁複的過程，

不同階段、不同層次的除喪儀式，一次又一次藉由部落族人的參與，為的就是將

死亡的哀慟鬆懈、超越。〈pahirahiraw〉對於部落族人，不再只是「唱歌」這麼

單純的行為，其背後所蘊含的是族人所賦予深層的意涵，也就是生死與共、生命

共同體的情感，藉由〈pahirahiraw〉彌補生者與死者的鴻溝，逐步地撫慰喪者的

哀痛，此種哀痛是全部落族人共同去面對、去承擔，讓喪者不再孤單，這種群體

式的情感表達正是人類至真至善的最高境界。 

 

第三節  俗唱：Senay 

「唱歌」在卑南語中稱為「semenay」，「歌謠」稱為「senay」。但不是所有

的「歌」都稱為「senay」，因此有著「聖詠 Pahirahiraw」與「俗唱 senay」之區

別。俗唱 senay 是沒有禁忌性的歌唱，除了生活中的吟詠、在儀式中也有屬於

「senay」的歌謠。可以說，「senay」因著彈性無限制的特性，因此具有流動的

特質，流動於「神聖」與「世俗」之間。因此，將 senay 演唱的場域區分為兩類：

與祭儀儀式相關的 senay，及生活中吟詠的 senay 來分別探討。 

 

一、祭典儀式中的 senay 
    senay 是世俗、生活化的歌謠，如何在神聖的祭典儀式中運行，其吟詠時機

與場域則是關鍵的要素。與祭典儀式相連結的 senay，可以分為兩類型：其一是

只有在儀式中會吟唱的 senay 歌謠，而歌謠的命名與敘述內容也與儀式相關，在

日常生活中並不會吟詠，因此這類的 senay 歌謠可以說是專屬於某個儀式，雖與

儀式緊密相連，但下賓朗的音樂概念中並不把這類歌謠劃分為「聖詠」，仍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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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y」。另一類的儀式 senay，沒有限定那些歌謠需要被吟唱，但有特定的儀

式階段才能加入 senay 歌謠，因此從吟唱的時間與場域來探討，更凸顯出歌謠運

行的功能。 

 

（一）儀式專屬的 senay 

在儀式的進行中屬於 senay 範疇的專屬歌謠，它沒有古老詞彙的歌謠名稱，

演唱時也無禁忌的束縛，但在整個儀式的運作中、它卻是獨特、必要的。在下賓

朗的歲時祭儀中，許多儀式階段有出現這一類的歌謠，例如小米除草儀式在小米

田工作完畢後，回到部落長老家中，在長老的示範教導如何以杵舂米的技巧，長

老手拿舂小米的杵隨著歌謠的旋律節奏、上上下下規律性的舂米，此時演唱歌謠

〈舂小米之歌〉就是專屬於舂米時所運行的歌謠。 

而在除草完工禮儀式中，準備開始一連串的歌謠與歌舞活動，在吟唱專屬除

草完工禮的儀式歌謠〈hemayahayam 鳥鳴之歌〉與〈tiratilraw 傳承之歌〉之前，

會先吟唱〈parevavati 敘事之歌〉，歌詞描述的是整個小米除草工作的內容與情

景，團員藉由歌謠懷念辛苦工作的日子，情緒是感傷、思念，尤其對於老一輩曾

經在年輕時就參加除草團工作的耆老們來說，吟唱此首歌謠會不斷地回想到過去

一起工作的夥伴，互相合作、工作中互相打氣、鼓勵的情景，且不同的長者可以

藉由此歌謠即興填入自己的記憶與情感，這也正是 senay 歌謠的包容性與彈性。 

除草完工禮中有一階段是以歌謠歌舞來感謝除草團的長老—感謝長老的活

動，而這整個活動的運作歌謠就是〈palihu kani mahizang 感謝長老之歌〉，屬於

senay 的歌謠。由中年婦女以歌舞邀請除草團中長老級的婦女，眾人一起齊唱此

首歌謠，邊演唱邊配合旋律而舞蹈「malikasaw」、擺手踏腳，長老循著歌謠的節

奏踏步至準備好的藤椅旁、領隊或其他婦女請長老上坐後由年輕婦女將老者連坐

椅一起些微向上拋舉、歡呼，老者拍手表達謝意。這是卑南族傳統的大禮「抬禮」，

團員們懷著感恩的心、以卑南族的大禮來感謝長老們的辛勞與教導。 

另外，在少年猴祭儀式的最後階段，就是回到少年會所前，由少年領導階級

領唱〈temilatrilaw〉儀式歌謠，開始跳傳統舞蹈。在整個跳傳統舞儀式中，除了

吟唱傳統儀式歌謠〈temilatrilaw〉，在傳統歌舞之間，為了調節而演唱「senay」

類的歌謠。senay 歌謠中，有專屬於少年歌舞的歌謠，第一首是在少年圍著圓圈、

相互交叉牽手開始「行進型歌舞」31時，演唱〈呼叫 vulravulrayan 之歌〉，以此

                                                      
31 跳傳統舞「muwarak」時，是兩兩相互交叉牽手的舞蹈形式，其舞步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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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謠邀請少女（vulravulrayan）一起加入舞蹈的行列。此用意除了增加歡樂的氣

氛，更重要的是透過舞蹈文化來教導少年、少女學習傳統的禮節。在跳傳統舞之

間，因為「muwarak」的舞蹈動作快速且劇烈，為了緩和身體狀況、能繼續保持

體力舞蹈，在〈temilatrilaw〉儀式歌謠間，少年階級會演唱〈trakuvakuvan 之歌〉

以及其他 senay 歌謠。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觀察到，在儀式神聖的氛圍裡，senay 歌謠的吟詠是流動

於神聖與世俗之間，senay 歌謠的兼容性使得儀式的運作更有彈性，而藉由 senay

的詠唱，將參與儀式的族人之間的情感可以毫無禁忌的展露出來，例如在少年猴

祭中，充滿肅殺之氣的刺猴、射猴儀式之後，藉由歌舞讓少年來展現另一活潑、

好動的本質，在陽剛的氣息之間又以歌聲呼喚柔性的少女加入舞蹈，藉著歌舞來

學習男女之間的禮儀，回到世俗生活中的禮俗規範。從這裡可以觀察到少年所執

行的是「神聖」的儀式，而少女的加入則是代表回到「世俗」生活中兩性社會的

規範。以下將儀式中專屬的 senay 歌謠與儀式運作情形列表如下： 

 

【表 2-07】祭典儀式中專屬的 senay 歌謠 

儀式名稱 歌謠名稱 儀式運作與功能 演唱人員 

小米除草儀式 asenay za 

matriyanapan  

舂小米之歌 

回到部落後到長老家

中，幫忙杵米篩米，灑

掃整理雜物，教導少女

家務農事傳承禮儀 

除草團團員 

除草完工禮 parevavati 

敘事之歌 

由長老領唱，敘述團隊

在除草時大家團結勤奮

工作，完成任務情景 

除草團長老

輪流吟詠 

palihu kani mahizang 

感謝長老之歌 

 

年輕人以歌舞邀請長老

上坐至藤椅、將長老向

上拋舉歡呼，以此答謝

長老的教導 

除草團中生

代婦女及少

女 

少年猴祭 呼叫 vulravulrayan 之

歌 

跳傳統舞時，以歌聲呼

喊邀請少女加入舞蹈 

少年階級 

trakuvakuvan 之歌 跳傳統舞時，演唱屬於

少年階級的歌謠 

少年階級 

                                                                                                                                                        
以四步舞為基礎模式向右行進的舞蹈，稱為「行進型歌舞」；第二類則是在肢體上具有強烈表現

力的舞蹈，有原地快速蹲跳、向後抬腿、向前抬腿等「跳躍」元素動作組合而成的舞蹈，稱之為

「跳躍型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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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enay 在儀式中的特定時空 

    在祭典儀式中，在某些階段的儀式過程，可以觀察到 senay 歌謠的吟唱，在

神聖的儀禮中，為何可以加入「世俗性」的歌謠呢？而加入這些屬於「俗唱」範

圍的歌謠，在儀式運行中又代表著何種意義？筆者嘗試從這些神聖儀式中的「俗

唱」場域與階段，來探討卑南下賓朗族人對於「神聖」與「世俗」之間的分界與

轉換。 

    首先，從筆者紀錄的田野資料包含錄影錄音資料，整理出祭典儀式中加入「俗

唱」的儀式階段，主要研究範圍以規律性的歲時祭儀為主，以下將歲時祭儀中儀

式與「俗唱」運行的過程探討如下： 

 

1、小米除草儀式 

    在小米除草的過程中，小米田的工作是辛苦又勞累的，彎著腰、蹲著身體、

不停地除草、剔苗，因此，除了由領隊與長老們領唱專屬的儀式歌謠外，在工作

之間，長老們會鼓勵年輕的少女或婦女們吟唱歌謠，因此，可以聽到不同年齡層、

不同時代背景、生命歷程的歌謠在這個儀式階段被吟詠著，歌謠是多樣性的，不

受限的流動於神聖性的儀式歌謠之間，目的就是讓工作的婦女們，藉由歌謠來紓

解工作的辛勞，不同年齡層所吟詠的歌謠更讓除草團團員的情感，在此更緊密地

交流、學習、傳承。 

 

2、除草完工禮 

    在除草完工禮歌舞傳唱的儀式階段，在感謝長老的活動、進入以傳統舞蹈歡

樂的情景，在吟詠傳統舞蹈專屬的歌謠〈temilatrilaw〉之間，因為傳統舞蹈

「muwarak」的舞蹈動作快速且劇烈，為了緩和身體狀況、能繼續保持體力舞蹈，

會在「temilatrilaw」儀式歌謠間，加入 senay 歌謠，邊唱邊以「行進型歌舞」，

就是以兩兩相互交叉牽手的舞蹈形式，以四步舞為基礎模式向右行進的舞蹈。因

此，senay 歌謠不受限的流動於歌舞之間。 

 

3、收穫祭 

    在下賓朗的收穫祭，沒有專屬的收穫祭儀式歌謠，因此，族人慶祝活動時，

無論聚餐時的娛興節目、晚會的慶祝活動，皆是屬於 senay 的歌謠世界。尤其是

晚會的活動，常可以聆賞到不同年齡層音樂表演的創意，不同世代所融合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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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是族人共同創作的展現。 

 

4、少年猴祭 

    少年在猴祭的儀式會場「luwanan」完成刺猴、射猴等儀式後，返回部落到

今年度的喪家執行「trempas」儀式後，回到少年會所（trakuvan）前，少年按照

年齡階層圍圈跳傳統舞，由少年領導階級（maradawan）領唱〈temilatrilaw〉跳

傳統舞蹈，在〈temilatrilaw〉傳統舞蹈之間，會加入 senay 歌謠，主要目的就是

緩和劇烈舞蹈動作。少年猴祭最後的儀式就是以歌舞作為結束、但也是延續，在

完成訓練的所有過程後，少年必須擔負起保衛部落安全的責任，因為猴祭後，部

落除了少年階級以外的男性皆到部落去狩獵、巡守部落領域。猴祭完成後，每晚

少年們在少年會所前齊聚跳傳統舞蹈，一直到大獵祭中，成年男子從 luwanan 完

成儀式回到部落會所完成除喪秉告階段後，少年階級才將守護部落的責任交給青

年（vangsaran），由青年接續在會所前跳傳統舞蹈，表示守衛著會所，無論少年

階級或是青年階級，皆是以歌聲舞蹈守護著部落，以此警告著窺伺的敵人。 

 

5、大獵祭 

    大獵祭（mangayaw）是以男性為主體的儀式，在山上巡守的夜晚，除了由

長老帶領吟詠屬於男性的〈pahirahiraw〉儀式歌謠，長老們在儀式歌謠的吟唱後，

由 valisun32向長老們敬酒，長老們開始唱起歌來，開始夜晚的餘興時間，長老們

也鼓勵年輕的男子吟唱他們喜愛的歌謠，這時的吟詠就可以聆聽到不同年齡階級

的歌謠，有古老的、現代流行的，有卑南族的、阿美族的、日語的、國語的，包

羅萬象，以歌聲作為情感的交流。在訪談耆老時，常可以聽到老人家提起自己的

義父33，或是崇拜的長者時，總會說起他在大獵祭時愛唱的歌謠，只要幾杯酒下

肚就會開始高歌他的成名曲，那是男性之間不外人知的情感，只有在這樣的情境

之下、藉由歌聲才能顯露表達出來。 

                                                      
32

 valisun 是指男性年齡階級中，服勞役、接受嚴格訓練、準備進入成年的男子，是青年會所中

最低階級的男性，因此，在整個大獵祭期間，valisun 負責所有的雜務、粗重工作、炊煮、跑腿、

揹衣物及獵物等，必須經過這些磨練、養成服從態度、體能體力的考驗，如此才能成為卑南族「真

正的男人」。 
33

 當男子在少年會所中晉級至最高階級 maradawan 時，父母會為少年選擇「義父」，讓少年在往

後成長階段及在 palrakuwan 期間，都有父執輩的長輩可以作為學習的模範及訓練的指導者，因

此，「教父」的條件必須有健全的家庭、其行事作風受到族人的敬重，在部落裡有一定的身分地

位者，因此教父必須負起教導教子的責任、而教子也要協助教父為優先，例如颱風天，教子必須

先到教父家幫忙修繕、整理善後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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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祭 

    下賓朗的年祭儀式，最重要的就是「成年儀式」（kitu-vangsar），完成 valisun

階級考驗的男子，在義父、義母為他穿上屬於 vangsaran 階級的傳統服飾、戴上

花環，表示整個成年儀式完成。接著，剛完成成年儀式的青年在義父母的帶領下，

逐一於隊伍前面位置來領導跳舞的節奏與韻律，由長老領唱〈temilatrilaw〉、義

父母示範傳統舞蹈、義子學習的精神來承襲傳統文化。在跳傳統舞之間，為了帶

動氣氛，新晉級青年的親朋好友，會以即興填詞的方式吟唱 senay 歌謠來祝賀、

述說，同輩好友也會吟唱屬於年輕人世代的歌謠，有時連國小校歌都出現，使得

整個場面充滿笑聲與歌聲。 

 

二、生活中吟詠的 senay 

    在下賓朗部落田野調查的期間，可以觀察到「senay」對於族人來說是生活

中不可缺的，舉凡部落活動、家族家庭聚餐、工作聚會、朋友拜訪、當然還有婚

禮、新生兒祝賀、新家落成等歡慶的時刻，都是歌聲洋溢的時光。在下賓朗，只

要人聚集在一起，無論人數多寡、年齡、性別，就是唱歌「senay」，無處不歌、

無時不唱。相對的，比較少「獨歌」的時候。因此，在生活中吟詠的「senay」

是包羅萬象、種類眾多，但下賓朗族人對於 senay 有著一套分類的概念，主要分

為四個類別： 

 

第一類型：下賓朗傳統 senay 古謠 

    在下賓朗部落有從 mumu34的 mumu 流傳下來、具有族群代表性、地域性、

部落性的古謠，這些下賓朗所謂下賓朗傳統 senay 古謠，從歌謠的旋律曲調及歌

詞結構的特質，部落族人清楚地知道此類歌謠是傳承自祖先，深具部落風格，即

使聽起來相似的歌謠曲調，在部落耆老的認知中，仍可以清楚分辨這是下賓朗部

落的唱法、或是其他部落如南王、大巴六九、知本或是其他卑南族部落的唱法。

分析所謂的下賓朗傳統古謠，可以觀察到歌謠特性是歌詞以聲詞如「hoi na lu 

wan」、「i ya na ya on」等為主，曲調是一段式反覆，演唱時一定先唱這些看似無

                                                      
34

 mumu 在卑南下賓朗語中是用來稱呼祖父母，但祖父母對於孫子也是稱呼 mumu。但在此是稱

祖父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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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聲詞配合著旋律曲調，將歌謠演唱一次或多次後，再因應演唱需求、時機、

功能、目的不同情況而即興填詞，也可整首歌謠都只有以聲詞來演唱。 

 

第二類型：外族傳入的 senay 歌謠 

    卑南族因為地緣關係與歷史因素，而與其他周邊的族群有著不同程度的關係，

在下賓朗部落流傳著許多其他族群的歌謠，這些歌謠大部分無法確切地知道是何

時傳入下賓朗，但下賓朗族人卻是清楚地能區辨哪些是下賓朗歌謠、哪些是阿美

族、布農族、魯凱族、排灣族或是其他族群的歌謠。 

    受到經濟型態的轉變與發展，部落青壯人口大量外移，投入勞力市場，或近、

遠洋漁撈作業、林班伐木。因此，與其他族群相處的機會增加，共同工作、工作

完一起喝酒娛樂，在喝喝唱唱的氛圍裡，歌謠的流通非常快速，族人將各族群的

歌謠如漢族、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魯凱族等帶回部落，也有透過通婚關係

而更密切地融合其他族群的音樂，因此，50、60 歲以上的族人都會演唱其他族

群的歌謠，從這些歌謠可以觀察到每個人的生命歷程。 

    另一種族群融合的歌謠，是將其他族群歌謠的曲調，以卑南族語填詞，而有

的甚至是多族群語言融合在一起。例如族人陳善吉曾出海遠洋捕魚，在離鄉的期

間創作許多思鄉的歌曲，有些是向同船阿美族學來的歌謠填上卑南語或國語，自

己錄音後寄回給家鄉的親人聽，代表作有〈saraipan〉、〈歡迎你來我家〉、〈家在

山的那一邊〉、〈朋友〉等。因此，這時 senay 歌謠是跨部落、跨族群，當不同族

群聚在一起用歌聲來傳遞情感時，也正是用歌來書寫自己記憶中的歷史。 

 

第三類型：時代性影響的歌謠 

    從代代傳唱下來的歌謠，可看到歌謠如何記錄下賓朗部落的歷史，如何受外

來政權、教育的影響而變化，族人生命相應的部落歷史就是從這些歌謠中建立起

來。因此，從歷史的角度，將歌謠劃分為三個時期：日治時期以前、日治時期以

及國民政府治台以後。 

     

第四類型：創作性 senay 歌謠 

    此類歌謠主要是個人或團體的創作，可以清楚歌謠的產生與來源，取材可能

來自傳統古謠，但也可能僅保留卑南族歌謠的元素而重新創作。從日治期間，卑

南族部落有數位受師範教育的音樂家，如陳實、陸森寶、林秀玉等，他們以受過

 



40 
 

西方音樂教育的方式記錄了卑南族傳統歌謠，希望透過紀錄的方式，讓這些歌曲

以有別於口傳心領的方式保留下來，同時也進行改編或是新的創作。他們對於卑

南族音樂的貢獻影響極深，卑南族各部落喜愛傳唱他們創作的作品，以下賓朗為

例，在許多歡聚的場合常可以聽到陸森寶的作品〈頌祭祖先〉、〈俊美的普悠瑪青

年〉、〈美麗的稻穗〉、〈祝賀神父〉、〈讚揚儲蓄互助社〉、〈懷念年祭〉、林秀玉的

〈人生如浮雲〉、陳實的〈海洋 hohaiyan〉、〈凱旋歌〉等。這些歌謠並不是像流

行歌謠般僅是娛樂性質，而是這些歌謠能與部落族人的生命產生共鳴。 

    

第四節  聖詠與俗唱之間：temilatrilaw 與 marsahur 

    在下賓朗族人的歌謠分類概念中，主要區分為儀式性歌謠「聖詠」

（Pahirahiraw）與非儀式性歌謠「俗唱」（Senay），在這兩大類別的歌謠之間，

有另一種形式在其中流動轉換，就是以歌與舞相結合的〈temilatrilaw〉，以及非

規律性的生命儀禮〈marsahur〉儀式歌謠。〈temilatrilaw〉與〈marsahur〉此兩

類型歌謠，有著古老的卑南語名稱，對於族人來說是自祖先代代相傳下來、最能

代表卑南族文化的音樂歌謠。 

    〈temilatrilaw〉儀式歌謠是包含「歌」與「舞」的結合，有別於其他「Pahirahiraw」

系統的儀式歌謠只有以「歌」的方式呈現，且除了傳統古老的〈temilratrilraw〉

儀式歌謠的詠唱，在歌舞之中存著其他屬於「俗唱」（senay）的歌謠，因此，

〈temilatrilaw〉具有在「神聖」與「世俗」之間流動轉換的特性，且〈temilatrilaw〉

在不同的祭典儀式有不同的功能與目的。 

    以吟詠來祝賀、讚美的儀式歌謠〈marsahur〉，在下賓朗傳統社會中，主要

是用於慶賀喜事，如新屋落成、嬰兒滿月、新人結婚，或是拜訪親友之時，以歡

喜的心情互相祝賀、互道拜訪的來意。這樣的情況使的吟唱有如對話般，透過一

來一往的對答，將要表達的心意透過歌謠吟詠出來，但是〈marsahur〉儀式歌謠

是專屬於男性的，女性不得參與，歌謠本身似乎關係著傳統的社會制度。從歌謠

演唱的形式就可以觀察到吟唱者在不同儀式中，是由不同身分的男性來擔任，各

司其職，有讚美祝賀者、有答謝回應者，還有在場觀禮的親朋好友也同聲祝賀，

所以其吟唱形式是屬於「Pahirahiraw」系統的儀式歌謠，但是它所吟唱的場域與

時間並非規律性，而是隨著個人或家庭的需求而產生。 

    以下就分別探討〈temilatrilaw〉與〈marsahur〉，在「聖詠」與「俗唱」之

間流動、以及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從「神聖」回到「世俗」的生活軌道，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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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世俗」昇華至「神聖」的境界。 

 

一、temilatrilaw 

    「trilaw」卑南古語指「唱」，但此唱含有「述說」35之意。〈temilatrilaw〉儀

式歌謠是專用於「muwarak」36傳統舞蹈之時，由男性獨唱或獨唱加上和腔的形

式。因此，〈temilratrilraw〉在任何儀式中不會單獨只有歌唱的部分，必須與傳統

舞蹈同時出現，也就是「歌」與「舞」的相互結合才算完整。所以，〈temilratrilraw〉

的組成可分為「演唱者」與「舞蹈者」兩個角色。「演唱者」是由部落中善吟唱

的男性長老擔任，且有特定耆老37；而「舞蹈者」則隨儀式的不同，舞蹈的參與

者而有分別。 

    觀察下賓朗部落，發現〈temilatrilaw〉在某些特定的儀式才能展演，也並不

是所有歌舞都可以加入〈temilatrilaw〉。從田野觀察記錄與訪談得知，與

〈temilatrilaw〉相關的儀式主要是隨著部落歲時祭儀的運行而實行的，如「除草

完工禮」、「少年猴祭」、「大獵祭」、「成年禮」、「年祭」等，以下就〈temilatrilaw〉

儀式歌謠的運作、功能及參與者，依不同的儀式場域分別討論如下表： 

【表 2-08】：儀式中的 temilatrilaw 歌謠之運作 

儀式名稱 儀式運作 功能 儀式參與者 

除草 

完工禮 

以歌舞慶祝時刻，男性長老

領唱、僅女性跳傳統舞蹈。 

男性藉由歌聲主動給

予女性慰勞與感謝。 

領唱：男性長老 

舞蹈：除草團女

性 

少年猴祭 在 trempas hamiyan 為喪家

衝破年關儀式後，回到少年

會所前歌舞，從此日之後每

晚都必須在少年會所前歌

舞，直到大獵祭時，在

vangsaran 青年回到部落會

所後，少年將責任交接給青

年後才能結束。  

學習傳統舞蹈，在整

個大獵祭期間承接戍

守部落的責任。 

領唱：少年領導

階級 

舞蹈：少年年齡

階級 

                                                      
35

 根據下賓朗耆老孫大山長老的說法，「trilraw」是卑南古語，常出現在祭儀文本中與「senay」

並置，「senay」在卑南語中指「唱」、「歌唱」、「歌謠」，是現代常用的語詞。但「trilraw」除了含

有「唱」的意思，更有用唱的方式來「述說」、「傳達某個訊息」，因此，他強調「trilraw」是要述

說，唱只是一種表達的工具。 
36

 下賓朗部落對於舞蹈的分類，主要分為兩類： 
37 temilratrilraw 演唱者主要是部落中善吟唱的長老，但並不是所有男性皆會演唱，從田野訪談得

知，下賓朗部落的 temilratrilraw 儀式歌謠是有傳承的分別，也就是學習者向不同耆老學習而有不

同演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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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喪儀式 完成各家戶除喪後，由長者

引領喪家女性親屬來到

palrakuwan 前，輪流引導各

家戶女性至舞蹈行列的最

前面，由長老帶領跳傳統

舞。 

以歌舞為喪家除喪，

重新回到部落生活秩

序中。 

領唱：男性長老 

舞蹈：各喪家女

性親屬與男性

各年齡階級 

成年禮 經過成年禮考驗的青年，由

教父母帶領，逐一於隊伍前

面位置來領導跳舞行列。 

教父母作為示範、教

子學習的精神來承襲

傳統文化。並藉此將

已成年的青年向部落

女性介紹，表示已可

成家立業。 

領唱：男性長老 

舞蹈：成年青年

之教父母 

成年青年之親

屬 

年祭 部落全體在成年儀式後，穿

上傳統服飾在 palrakuwan

前，盡情地歌舞，持續幾

晚，最後一晚歌舞至雞鳴天

亮為止。 

慶祝男性能跨越大獵

祭嚴苛的考驗，解除

喪家的傷痛，族人以

歌舞迎接新的一年。 

部落全體 

    

    與〈temilatrilaw〉儀式歌謠相伴的舞蹈「muwarak」，有所謂「快板」與「慢

板」之分，「慢板傳統舞」稱為「pahersuz」，「hersuz」指「踢腳」的動作，因此

在慢板傳統舞蹈中就是強調「腳踢出去」，雖然腳向前伸、但身體不可向後仰而

仍要保持挺直向上的姿勢；而「快板傳統舞」稱為「padukduk」，指「動作快一

點」的意思，因此強調快速的蹲（sekuz）、跳（menkun）、跨步等動作，身體還

必須要「patezel」，也就是要「身體挺直」，不可因為動作幅度較大而彎腰屈身。 

    從〈temilatrilaw〉儀式歌舞的隊伍中，可以區分為幾個角色，每個角色在隊

伍有著各自的任務與責任，並透過歌謠來運作整個舞蹈隊型，如【圖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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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duludus 領頭者 

 rakarakaz 枝幹 

 na temilatrilaw 領唱者 

 火堆 

A 群     因不同儀式 

    而由不同角色 / 年齡階級擔任 

 

B 群 

C 群 

D 群 長老階級 /  zemirahon 和腔者 

E 群 長老階級 /  zemirahon 和腔者 

 

【圖 2-01】temilatrilaw 儀式歌舞隊伍之角色 

     

    整個〈temilatrilaw〉儀式歌舞的隊伍，是從    往    伸展延伸成一圓圈、

但頭尾不相連，如果歌舞的人數眾多則會圍成螺旋狀。歌舞隊伍的根源稱為

「rakarakaz」，有「枝幹、根源、源頭」的意思、也就是整棵樹最接近地表的部

位，因此是整個歌舞隊伍中負責控制整個隊伍的平衡，就如同樹根倒了、整棵樹

就歪了，整個舞蹈隊伍就歪七扭八的垮了，尤其舞蹈有跨步、跳躍、蹲移等動作，

在「快板傳統舞」時，整個隊伍的移動速度是迅速，且每個人的手是交叉互握，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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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隊伍容易隨著移動而傾斜，因此在隊伍的最後者並不跟隨歌謠而舞，只以雙

手牽住隊伍的最後，以反方向的力量來牽制住過於前進的隊伍。因此，「rakarakaz」

的角色通常是由部落中的長老階級、且是有經驗的長者來擔任，因為「rakarakaz」

除了要以反方向的力度來控制整個隊伍的平衡，還必須注意舞蹈隊伍的隊形，不

可成一直線，利用鬆與緊的力道，甚麼時候讓隊伍往前進一些、甚麼時候將隊伍

往反方向拉回來，整個隊伍的張力就在領頭者與「rakarakaz」之間拉扯著，將隊

伍保持在優美的弧形狀態中。 

    〈temilatrilaw〉儀式歌謠的靈魂人物－「na temilatrilaw」 領唱者，則位於

平衡者的後面、跟隨隊伍前進，並沒有與隊伍牽手連結，因為必須觀察整個隊伍

行進的速度與韻律感，且衡量團隊的舞蹈動作與體力，以此來判斷〈temilatrilaw〉

歌謠的長度，〈temilatrilaw〉歌謠可同一旋律不斷反覆，因此如果領唱者要考驗

舞蹈者則可以無數次地反覆，形成帶領者與領唱者之間的較勁，而領唱者以歌聲

來考驗領頭者判斷的能力，是否熟悉整個儀式與歌謠的運作而正確地帶領隊伍做

完整的結束。 

    「luduludus」在卑南語中是指「樹尖、尾端、樹頂抽新芽的部分」，是隊伍

最前端領頭的位置，因此他的任務就像新長的樹枝，不斷地要往前延伸，帶領隊

伍迎向高處、遠處，位於這個位置的角色，也像新長出的嫩芽般、吸引著所有人

的目光，因此，領頭者的位置就是展現個人魅力、舞姿、體態以及意志力、耐力

與領導等各項能力與才華，就是要「演給眾人欣賞」。為了展現這些才能，領頭

者除了帶領整個隊伍行進的速度、方向，更重要的是，判斷歌謠是「慢板」還是

「快板」、迅速地展現該有的舞蹈動作，讓整個舞蹈團隊跟隨〈temilatrilaw〉歌

謠領唱者展現該有的節奏與韻律。因此，帶領者的身分是極度被看重的，在不同

儀式而有不同的身分與任務。在年祭時的〈temilatrilaw〉歌舞，年輕人甚至是長

老級的男性，都會搶著擔任「luduludus」，為的就是展現優美體魄、在團體中獲

得讚賞，還有與吟唱〈temilatrilaw〉儀式歌謠的領唱者較勁，互相挑戰，「你能

唱多久我就能跳多久」的表現男子氣概、耐力與意志力，這是在〈temilatrilaw〉

與「muwarak」歌舞中常常看到極為精采的情景。比較特別的是除喪儀式後所舉

行的傳統歌舞，除喪儀式完成家戶的除喪後，會引領喪家婦女來到會所前廣場，

由家族長老擔任領頭者、喪家婦女在第二位置，希冀藉由歌舞來解除喪家的哀愁

與痛苦，引領喪家親人在歌舞中逐步地走入人群、回到部落生活的常態。 

    除了幾個重要的位置與角色，隊伍還可區分為 A 至 E 五個部分群體，其中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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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和 E 群都是以長老階級為主，這些長者是代表著威嚴、指導者的身分，最重要

的是〈temilatrilaw〉與「muwarak」歌舞是展演給「祖靈、天神」欣賞而不是「一

般人」，而長老們就是代表著「人間的祖靈」，他們代替祖先來評判歌舞是否跳得

好，因此常常會聽到老人家稱讚說「這個年輕人跳得真好看 vangsar！那個女孩

姿態美麗 vulray！」所以，在傳統歌舞中，D 群與 E 群的長老們也是擔任

〈temilatrilaw〉歌謠的和腔者，以共同的回音來同意、贊同歌舞的展現。 

    歌舞隊伍是圍繞著火堆來進行，根據孫大川教授的說法：「『火』在卑南族中

是代表著「生命之源」，也是「祖靈所在之處」，祖靈藉著火燃燒形成的煙、尋找

地上的子孫，以此來觀看子孫的表現。」因此，卑南族人到任何一地、要舉行任

何儀式活動，第一步驟都必須先「升火」，表示「祖靈與我們同在」。因此，歌舞

隊伍圍繞著火堆跳舞，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要「表演給祖靈觀賞」。 

    除了上述的重要角色以外，另外 A 到 C 群的角色則隨儀式的不同，舞蹈的

參與者而有分別。以下將各儀式中的〈temilatrilaw〉歌謠之角色分別比較如下表： 

 

【表 2-09】：temilatrilaw 傳統舞隊伍角色之比較 

 帶領

者 

平衡

者 

領唱

者 

A 群 B 群 C 群 D 群 

除草 

完工

禮 

除草

團 

領隊 

女性 

長老 

男性 

長老 

婦女、少女 mikatauguin 

已婚婦女 

vulravulrayan 

少女 

mahizang 

女性長

老 

少年 

猴祭 

少年 

領導 

少年 

輔導 

少年 

領導 

maradawan 

領導級 

ripadukan 

中間級 

malalakan 

最年少級 

mahizang 

長老 

除喪 

儀式 

家族 

長老 

男性 

長老 

男性 

長老 

長老與女

性喪家 

喪家親屬 青年與

valisun 

mahizang 

長老 

成年

禮 

義父 

 

男性 

長老 

男性 

長老 

義父母 

晉級青年 

晉級青年與 

親屬 

青年與

valisun 

mahizang 

長老 

年祭 青年 

領導 

男性 

長老 

男性 

長老 

中生代 青年、少女 少年、少女 mahizang 

長老 

     

從〈temilatrilaw〉歌謠角色中可以觀察到，嚴謹的年齡組織在隊伍中是階級

分明，且不同儀式的角色位置安排都有其目的與功能。以成年禮〈temilatrilaw〉

為例，義父義母對於新成年青年是一個模範、人生學習的重要對象，也是代表著

成年者離開原生家庭、進入部落的管轄體制內，此後對部落要負起保衛的責任。

因此義父義母帶領成年者在隊伍最前面，以傳統舞蹈來教導青年禮儀規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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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對女性的禮節，也就是肢體上如何保持禮貌不侵犯、不碰觸，這就是以身

示範、以行作則。通過義父嚴格的考驗以及部落嚴密的訓練，透過〈temilatrilaw〉

歌舞來展現男子氣概，勇猛的體魄，顯示可以成家立業的本事。而隊伍後面接續

的就是成年者的同伴、未來生命中即將患難與共的「satavuran」38，代表著進入

會所（palrakuwan）、成為部落守護的一份子，更是後進者 valisun 學習的好榜樣！

而傳統〈temilatrilaw〉歌舞中，隊伍排列的性別順序是按照男、女、男、女…這

樣的排列方式，男性擔任領頭者、緊接身旁是女性，此女性角色在不同儀式有不

同的身分。在成年禮或年祭時的歌舞，年輕男子或是剛晉級的青年，身旁的女性

常常是邀請心儀的女子、或情人一起到隊伍最前面，主要是讓長輩們知道自己心

儀的對象，也藉此向其他男子炫耀或宣告；如果沒有喜歡的女生，則會邀請表姊

妹、或是母親輩的婦女一起跳舞。因此，從這些細微的角色變化，每一個環節都

代表著下賓朗人對於歌謠賦予深富內涵的意義與功能。 

在〈temilatrilaw〉傳統舞蹈之間，會加入 senay 歌謠，目的就是為緩和劇烈

舞蹈動作，演唱 senay 歌謠時皆以「行進型舞蹈」，也就是兩倆相互交叉牽手、

以四步舞為基礎模式向右行進的舞蹈。而與〈temilatrilaw〉儀式歌謠配合的傳統

舞蹈「muwarak」，則是在肢體上具有強烈表現力的舞蹈，有原地快速蹲跳、向

後抬腿、向前抬腿等「跳躍」元素動作組合而成的舞蹈，稱之為「跳躍型歌舞」。 

    傳統舞蹈「muwarak」，跳舞時必須遵守禮節與規範，孫秀女長老提到關於

傳統舞蹈時男、女的舞蹈姿勢以及雙手交叉牽手時的規矩禮儀39： 

 

    跳傳統舞「muwarak」時，必須兩兩相互交叉牽手，而且是間隔一個人

互相牽手，例如第一個左手與第三個右手牽手、第二個左手與第四個右手

牽手，如此照順序，只有最前面第一個人右手要與第二個右手互牽，最後

一個左手與倒數第二個人的左手互牽，如此圍成一個圓圈狀。如果都是同

性別一起牽手跳舞時，則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就如【圖 2-02】。 

                                                      
38

 satavuran 是指同時進入 palakuwan 的同一梯次的男性，在 palakuwan 中是屬同一階級。 
39

 2011 年 12 月 18 日訪談孫秀女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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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2】少年跳傳統舞「muwarak」40 

     

但如果是男女生一起跳舞時，就必須遵守尊重女性的禮儀，為了不碰觸

到女性的身體或某些部位，雖然也是間隔一個人互相牽手但必須嚴守女性雙

手皆在上、男性雙手皆在下的位置，而且男性與男性牽手、女性與女性牽手，

如此當跳傳統舞「muwarak」時，身體有大幅度的蹲跳動作時，女性將手壓

在男性手上面，就能避免去碰觸到女性的胸部，如【圖 2-03】。 

 

 

【圖 2-03】少年與少女跳傳統舞「muwarak」41 

 

                                                      
40

 筆者 2011 年 12 月 18 日攝於下賓朗部落少年猴祭。 
41

 筆者 2015 年 12 月 20 日攝於下賓朗部落少年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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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temilatrilaw〉儀式歌謠的演唱時機，不同儀式有著不同的功能與目的，

而在傳統舞蹈之間的 senay 歌謠，因儀式、參與人員的不同也有變化。從整個傳

統歌舞的過程來看，可以觀察到〈temilatrilaw〉與〈senay〉是不斷地交錯出現，

藉由〈temilatrilaw〉傳統歌舞，參與儀式人員從神聖的場域情境逐步地回到世俗

生活的規律之中。以下將下賓朗的祭典儀式中，「神聖性」儀式如何透過

〈temilatrilaw〉逐步轉換回到「世俗性」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探討列表如下： 

 

【表 2-10】神聖與世俗之間的 temilatrilaw 

儀式名稱 神聖性場域 temilratrilraw 歌舞 世俗性生活 

除草完工禮 

團員竹旗圍出一個

儀式運作空間，長老

領唱

〈hemayahayam〉等

專屬除草完工禮之

儀式歌謠。 

男性藉由歌聲給予

女性慰勞與感謝，並

吟唱不同年齡層的

歌謠 

回到兩性分工的社

會制度，女性各自回

到以家為中心的生

活 

少年猴祭 

少年在 luwanan吟詠

〈pahirahiraw〉儀式

歌謠後，刺猴、射

猴、除喪等儀式 

學習傳統舞蹈，並以

歌聲邀請少女的加

入，學習男女之間的

禮儀 

學習兩性的社會規

範，從歌舞中學習並

實踐於生活之中 

除喪儀式 

經過四個階段的除

喪儀式，最後於喪家

吟詠〈pahirahiraw—

venanvan〉歌謠除喪 

以歌舞逐一為喪家

除喪，希冀以歌舞歡

樂的氣氛能解除喪

家的哀傷與痛苦 

以全體部落的力量

讓喪家遠離哀痛，重

新回到生活常態，吟

唱世俗性的 senay，

表示回歸部落秩序 

成年禮 

完成 valisun 階級考

驗的男子，在教父、

教母為他穿上屬於

vangsaran 階級的傳

統服飾、戴上花環，

表示成年儀式完成 

教父母作為示範傳

統舞蹈、教子學習的

精神來承襲傳統文

化。並藉此將成年的

青年向部落女性介

紹，表示可成家立業 

以歌舞來展現男子

氣概，表示男子已屬

於部落真正的男

人，可為部落貢獻、

保衛部落，擔負責任

的開始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清楚看到〈temilratrilraw〉儀式歌謠是如何將「神聖性」

儀式場域轉換到「世俗性」生活秩序，在儀式過程中，逐步加入的 senay 歌謠正

是讓族人將崇敬、禁忌性的儀式歌謠，轉換成「俗唱」，也就是生活中的吟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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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arsahur 

    根據孫大川教授的說法，「marsahur 有互相對話、甚至對戰、互相哄抬、互

相讚嘆、讚賞，有著鼓勵又有挑釁的意味。」因此，在〈marsahur〉歌謠中，總

是瀰漫著一來一往的應答，那種應對如流的張力、緊張的氣氛，在在考驗著提詞

者與應詞者對於使用語言的功力達到何種程度、何種境界。在過去傳統社會中，

此歌謠主要用於祝賀新生兒的出生、新房屋落成、結婚或拜訪親友之時，以歡喜

的心情互相祝賀、互道拜訪的來意。而為了因應現代社會需求，也可用於祝賀個

人職位晉升、部落重要活動開幕、或與部落相關的會議活動等。因此，與〈marsahur〉

相關的儀式並不是如歲時祭儀般有規律性地來進行，而是因應不同情況而產生的

儀式行為，因此較無禁忌的束縛。 

    〈marsahur〉的「對話」是一種血緣或親屬關係的聯繫行為，因此對話之人

為表達其誠意，會推舉親屬中德高望重、善於應對且通曉卑南古語作為賀詞或對

談之人，負責領唱〈marsahur〉。〈marsahur〉是專屬於男性的儀式歌謠，女性

不能參與演唱，連和腔也不能。在卑南族傳統社會裡，「rumah 家」是屬於女性

的，家的建造是由男性與女性共同建造，但所有權是歸於女性，家中新生兒誕生

後，也是承繼女性家族的氏族名，財產傳承是母傳女、管理與祭祀祖靈屋

karumaan 的責任也是專屬於女性，男性是屬於部落的。而傳統的〈marsahur〉

儀式是家族集結男性向女性祝賀，主要是家屋落成、新生兒的誕生等，然而家屋

與新生兒都是歸屬於女性，因此透過〈marsahur〉，男性與女性在角色地位之間

代表著何種關係，值得再深入探討。 

目前下賓朗部落在傳統〈marsahur〉儀式功能上，因應時代需求而有不同的

方式，在田調中紀錄了幾個不同情況的〈marsahur〉。以下就以兩個〈marsahur〉

儀式運作的活動做為探討，其一是於 2010 年 11 月 1 日舉行「下賓朗天主堂落成

儀式」，此儀式是從傳統新屋落成儀式轉化而來，但是外來的宗教信仰，所以可

以觀察到部落族人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作一協調；其二是 2014 年 9 月 6 日「晉

升慶祝儀禮」，這是傳統社會中未曾遇過的特殊狀況，因此部落如何用傳統的方

式去因應現代的需求改變，值得作為研究探討的例子。 

 

（一）下賓朗天主堂落成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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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信仰約於 1958 年左右傳入下賓朗部落，當時的部落耆老怕會所

（palrakuwan）因「公有地」而被收歸為國有地，教堂現址就是青年會所，且部

落當時沒有電力，因此與天主教會約定好，由教堂購入此地並申請電力，但保留

教堂前廣場給部落使用。因此，部落中天主教信仰佔約 60%，在部落，此地既是

部落傳統社會組織的中心、傳統歲時祭儀的儀式場域，也是部落族人基督信仰的

精神中心，此一場所及其建築物對於部落是多重象徵的意涵。2009 年原本舊有

的天主堂經教會與部落決議改建，歷時約一年的時間完成，於 2010 年 11 月 1

日舉行天主堂落成儀式暨慶祝建堂 50 周年，部落族人尊重部落傳統信仰與尊崇

天主教信仰而研議出以下儀式，過程如下： 

 

【表 2-11】：下賓朗天主堂落成儀式 

儀禮名稱 地點 參加者 歌謠 備註 

祈福稟告

儀式 

祖靈石、

palrakuwan 

男祭司 temaramaw 祭

詞 

 

彌撒儀式 下賓朗天主堂 下賓朗與其他部

落信徒 

彌撒儀式歌謠  

祝賀儀式 下賓朗天主堂

前廣場 

下賓朗與南王部

落男性年齡組織 

〈marsahur〉 領唱者為南

王陳光榮 

會飲宴 下賓朗天主堂

前廣場 

部落族人、慶賀

者 

senay 歌謠 

malikasaw 歌舞 

南王、泰安婦

女歌舞表演 

 

    整個儀禮過程，因主要目的與對象是天主教信仰，因此以天主教「彌撒儀式」

主要活動中心，但部落族人以天主堂是部落的組成且與族人生活密切相關，因此

仍以部落傳統信仰的「祈福儀式」向祖靈稟告，而部落與部落之間則有男性年齡

組織的「祝賀儀式」－〈marsahur〉儀式歌謠，女性年齡組織則以 senay 歌謠與

malikasaw 歌舞作為慶祝。 

   〈marsahur〉儀式歌謠是專屬於男性，在歌謠中除了顯現男性年齡組織階級，

在此次儀式活動的運行中，可觀察到主客如何以歌謠來扮演區分角色，以下賓朗

天主堂落成〈marsaer〉歌謠為例。（參考譜例三） 

    從歌謠的演唱形式來看，可區分三個演唱角色：提詞者、應詞者及和腔者，

其關係如下： 

角色/ 項目 指涉詞 形式 年齡階級 角色 

提詞 umuyauya 獨唱 長老 南王長老 

應詞 tematuvang 獨唱 長老 下賓朗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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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腔 zemirahun 合唱 全體  

「提詞」是由部落中受尊敬、善演唱的長老來擔任，因主人主題是下賓朗天

主堂落成，因此，由南王部落的男性長老擔任提詞者以歌謠來祝賀。其歌詞為成

對的同義詞，為卑南古語或現代用語作為對稱，在過去傳統都是考驗著起詞者的

文學功力，必須考慮詞句的對仗、押韻等要素，所以此角色常由部落中深諳卑南

古語且文學造詣高、音樂功力頗深的長老來擔任。演唱結構是以聲詞 i ye 起頭接

第一個實詞，再以 i zu 接第二個實詞，最後再以聲詞 i zu hwa 為結束。其演唱歌

詞的結構如下： 

 

聲詞  + 實詞  +  聲詞  + 實詞  +   聲詞 

i ye pare uyayaw   zu pare tehayaw  i zu hwa 

   起唱講述    吟唱述說  

 

「應詞」是回應起詞者，因此他可選擇起詞者所演唱的兩對歌詞中的前詞或

後詞作為回應，除了解起詞者的所吟唱的歌詞，並且在短時間內必須回應相對應

的同義詞，因此也是由部落中深諳卑南古語長老來擔任。而在此儀式中，應詞者

是由下賓朗部落的長老來擔任回禮者，以歌謠的應對來感謝來賓的祝賀。其演唱

結構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句是獨唱，而後句則與和腔一起共鳴。前句是由聲詞 i ye

然後接回應詞實詞，之後接聲詞 zu，但實詞部分則會因為旋律而有所變化。 

「和腔」則是由男性年齡組織同聲和鳴，主要接在應詞者之後齊聲共賀，歌

詞則以聲詞演唱。 

    從歌謠儀式運作的角色關係，清楚地將「主、客」間的禮儀區分，客人是祝

賀的主動者，因此擔任提詞者，而主人則是被祝賀者，則將來賓的祝賀詞禮貌地

再次重複、表示接受並鄭重地向所有賓客宣布，感謝客人的祝福。可參考【譜例

2-01】，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儀式歌謠吟唱者之間的關係。這種透過歌謠來展現禮

儀的方式，蘊含著下賓朗人文化的內涵，不僅在表面言語的祝賀，更展現知禮答

禮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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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01】歌謠〈marsahur 祝賀房屋落成〉 

 



53 
 

（二）晉升慶祝儀禮42 

    在下賓朗部落有位名叫 Paelavang danapan43的有為者，自 1996 年起先後擔

任國家級的重要行政官員，2014 年 8 月升任監察院副院長，部落面對這種狀況，

因為沒有先例而視為特殊情況，於是部落會議主席先後召開部落耆老以及祭司、

主教、牧師、親屬長輩等共同商議，決定根據其家庭信仰、傳統信仰以及年齡組

織的習慣，研議出一系列的慶祝晉升儀式，其儀禮過程如下： 

 

【表 2-12】：Paelavang danapan 晉升慶祝儀禮44 

儀禮名稱 地點 參加者 歌謠 備註 

歡迎儀式 台東火車站 少年階級  (因受禮者低調

婉拒而取消) 

彌撒儀式 下賓朗天主堂 親友族人 1、彌撒儀式歌謠 

2、族人的叮嚀45 

3、〈marsahur za 

kaayawan〉 

南王 陳光榮牧

師 女性親友 

祝賀儀式 青年會所

palakuwan 

男性年齡 

階級組織 

〈marsahur za 

kaayawan〉 

耆老領唱 

祭祖儀式 Paelavang 祖家 家族成員  祖先牌位上香 

祈福驅邪

儀式 

Paelavang 祖家 

前庭 

當事者 

祭司 

 修剪頭髮指甲

拋入部落旁溪

水流走 

祭祖儀式 Paelavang 祖家 

廣場 

家族成員   

會飲宴 部落主席家前 

廣場 

親友族人 

慶賀者 

senay 歌謠 

malikasaw 歌舞 

陸續參加會飲

歌舞者數百人 

祈福儀式 Paelavang 祖家 

前庭 

當事者  祭司將檳榔入

紅布袋當事者

隨身攜帶 

                                                      
42

 資料來源林清財《兩岸大學與少數民族社區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2015：17-21。特別感謝林

清財教授提供影音資料及相關文獻，因男性成年會所是女性不得進入的場域，因此相關的錄音僅

能由男性進入 palakuwan 協助而獲得。 
43

 Paelavang danapan，漢名孫大川，曾於 1996 年起出任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2009 年又再次

出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2014 年 7 月 29 日，獲立法院同意，出任第五屆監察院副院長。曾任

教於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東華大學、清華大學及東吳大學。 
44

 林清財 2015：19。 
45

 為了此次的晉升慶祝儀禮，部落女性耆老們也特別以下賓朗古調歌謠新創歌詞來祝賀，稱為

「族人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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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儀禮過程，主要包含有天主教信仰的「彌撒儀式」，傳統信仰的「驅除

惡靈」「祈福儀式」，漢人方式的「祭祖」，還有部落男性年齡組織的「祝賀儀式」。

因為此次的「祝賀儀式」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部落耆老還特別為「祝賀儀式」中

的 marsahur 儀式歌謠用古調新詞來頌讚，稱此歌謠為〈marsahur za kaayawan〉，

「ayawan」在卑南語中為部落領袖之意，代表著部落與對外事務、處理對外關係

的重要人物，因此以此歌謠來頌讚祝賀此人是部落、是族人、更是整個卑南族的

榮耀。在這個特殊狀況中，「marsahur」儀式是傳統與新時代的融合，雖然在過

去未曾有此事件，但承續傳統精神仍以莊嚴、謹慎的態度、尊重部落的決定來完

成整個儀式。由此可見，創新與傳統是可以並存，而不衝突且兼容並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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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Pahirahiraw：神聖的樂舞 
    從下賓朗族人的歌謠分類概念中，運行於祭典儀式中的儀式歌謠主要屬於

「Pahirahiraw」歌謠系統，因此，在第三章主要以屬於「Pahirahiraw」系統的儀

式歌謠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歌謠是如何運作於祭典儀式之中。首先，從文獻的

記載與族人的觀點交相比對，來探究屬於下賓朗的歲時祭儀。接著，分析下賓朗

歲時祭儀，明顯區分為兩個區塊：屬於女性的祭儀與屬於男性的祭儀，從小米除

草儀式到除草完工禮是以女性為主要儀式執行者，而少年猴祭到大獵祭則是以男

性為主。因此，以性別做為區分的兩大儀式區塊，分別探討「Pahirahiraw」系統

的儀式歌謠如何運作於儀式之中，並探究儀式歌謠與性別角色之關係。 

 

第一節  下賓朗（Pinaski）的祭儀 

一、祭儀之文獻探討與族人觀點 

下賓朗部落的歲時祭儀從文獻上來看並不充分，已知的紀錄主要是農事祭儀

和大獵祭，相對於其他卑南部落的研究，下賓朗祭儀研究明顯相對的稀少。除了

從文獻上來探討，族人對於自己祭儀的歷史記憶與觀點，更是了解下賓朗部落祭

儀重要的元素。 

 

（一）下賓朗祭儀相關文獻探討 

根據 1980 年代，劉斌雄、胡台麗先生等人的研究46，卑南族各部落舉行定

期性祭儀的情形： 

【表 3-01】1980 年代卑南族各部落舉行定期性祭儀情形 

部落 三月 四月 七月 十二月 宗教信仰 

知本  祭祖 收穫祭 （V） 天主教為主 

下建和  祭祖 （V） 大獵祭 漢族宗教為主 

利嘉 （V）  （V） 大獵祭 漢族宗教明顯 

泰安（大巴六九）   （V） 大獵祭 漢族宗教 

初鹿（北絲鬮）   收穫祭 大獵祭 漢族宗教 

上賓朗（阿里擺）   （V） （V） 基督教為主 

下賓朗（賓朗） （V）  （V） 大獵祭 基督教、天主教 

                                                      
46

 劉斌雄、胡台麗《台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1987：228；林清財、孫大川〈韻律

與脫序之間：卑南下賓朗社祭儀歌曲的建構〉20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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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王（卑南） 完工禮  收穫祭 猴祭、大獵祭 漢族宗教為主 

寶桑（Apapolo）   （V） 大獵祭 漢族宗教為主 

附註：（V）表示過去曾舉行，但目前已停止活動。 

 

    根據文獻的調查記錄，下賓朗部落的祭儀在 1980 年代除了大獵祭之外，其

他已停辦，但完工禮和收穫祭在過去是曾經舉行的。 

    陳文德 2001《台東縣史－卑南族篇》中關於下賓朗部落歲時祭儀47，提到「民

國 60年代，下賓朗部落重新舉行部落歲時祭儀，最先恢復的是象徵新的一年來

臨的大獵祭。但族人參與的情形並不很踴躍…到了民國 80年代初期，才有一些

轉變。」並將當時部落性的活動儀式及恢復儀式活動的時間紀錄下來，將文中所

敘述整理如下表： 

 

【表 3-02】2001 年之前下賓朗祭儀與恢復情形 

祭儀名稱 恢復時間 儀式時期 儀式內容 

小米除草團 

misaHur 

1986 3～4 月間 在年長婦女帶領下指田地從事除草

工作，之後回到村莊、換盛裝，舉行

muHamuT（完工和惜別），作為一天

的結束。 

收穫祭 

karawakan 

約在小米

除草團恢

復前幾年 

7 月 1999主持祭儀的族人蓋一 karumaHan

作為獻祭新小米穗的場所。以往收穫

祭男子全部上山打獵，當天回來。跑

步 vankas 至海邊。婦女在家做米糕

Havay。 

少年猴祭 

vasivas 或 

mangayangayaw 

1980 年代

末期 

12 月 有大豬祭祭歌 HilaHilaw，猴祭時刺猴

再射猴，接著丟掉猴屍後，到今年度

的各喪家去開喪家的門。 

大獵祭 

mangayaw 

1970 年代 12 月底 最重要的儀式就是成年禮、喪家除

喪、及迎接新的一年。以往大獵祭要

獵到山羌回來舉行羌祭 puviyaw，且

把血塗在 karumaHan 的門上。 

    根據上表可知，從 1970 年代開始下賓朗部落已陸續恢復重要的祭儀有〈小

米除草團〉，〈收穫祭〉、〈少年猴祭〉與〈大獵祭〉，且逐步恢復儀式相關的過程

與活動，是目前對於下賓朗部落祭儀較為完整的文獻紀錄。 

                                                      
47

 陳文德《台東縣史－卑南族篇》2001：158-161，所有儀式名稱的卑南語拼音則保留書中的拼

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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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落族人對於祭儀的觀點 

    在訪談下賓朗部落耆老的過程中，關於族人對於部落歲時祭儀的歷史變遷，

與文獻中所紀錄似乎有不同的觀點。以下從多位耆老的口述中，分別對於女性祭

儀—與小米相關之儀式，與男性祭儀的少年猴祭與大獵祭，耆老記憶中部落儀式

舉行的歷史做描述探討。 

 

1、女性祭儀：與小米相關儀式 

    以小米為主要儀式對象的歲時祭儀，在下賓朗部落有播種祭、小米除草儀式

與除草完工禮、小米收割儀式與入倉祭、嚐新祭與收穫祭。 

    對於小米除草儀式與完工禮，耆老孫優女與孫惠妹長老的描述，在她們是除

草團少女階級時期（約民國 40 年代），記憶裡部落裡舉行小米除草儀式的情形48： 

 

    以前部落裡有兩個 misa’ur 的除草團，一個是北邊的 alipitran 工作團，

是孫春妹的養母，孫惠妹參加這一組工作團，但是大概在1951年就結束了。

另一個就是東邊由孫優女的媽媽 tivitiv 所帶領的工作團。在小米除草期間，

兩個小米除草團也是在各自的小米田除草工作，因此多了「競賽」的意味，

比賽誰起得早、誰做得快、誰最先完成工作，哪一組在田地響起了

「palrimulrimu」（階段性完工）的歌聲，那種團結合作競賽的情緒，感染

了整個部落，好像全部落都在參與這樣的盛會。經歷了二十幾天的工作，

部落中所有婦女都換上了傳統衣服，兩個除草團一起慶祝完工禮

（muhamud），那就真的是部落的大事。..... 

    但是，到了民國 50 年代初期，因為部落裡的人口大量外移，年輕力壯

的都到林班工作、參加遠洋漁船，或是到大都市去工地打拼，所以部落中

可以幫忙農務工作的人變得很少，而且那時候部落很多人的土地都賣給漢

人去耕作，當時，大部分的人都不再種小米、也不種稻米，而開始改種水

果。而部落的小孩都去上學，以學校的課業為主，家長們不樂於小孩參與

傳統部落的年齡組織，因此，無論男性年齡組織、或是女性的年齡組織，

都只有看到老人，連中生代的都很少，更別說年輕的一輩了.....小米除草儀

式就斷了，沒再舉行，一直要到 60-70 年代才逐漸步入正常的舉行儀式。 

                                                      
48

 整理自 2009 年 11 月 4 日訪談孫優女、孫惠妹的錄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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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部落中，對於農務工作仍然有「換工」的情形，稱為「muraip」，就

是在農忙時互相幫忙，就像小米除草團一樣，只是不是針對小米田，而可

能是到種水果田地幫忙除草、施肥，或是種地瓜、種玉米等，等到收成的

時候就互相到對方的田地幫忙採收。所以，這樣像除草團性質的方式，會

以家庭或家族為單位，然後遇到農忙時就互相幫忙。 

 

下賓朗部落屬於女性的小米除草儀式在民國50到60年代期間因社會環境變

遷、生活型態的改變、影響部落而陸續中斷，直到民國 60 年代左右開始，部落

族人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因為日本學者的研究調查，而促使族人開始對於從小

米除草儀式到完工禮的儀式，重新從記憶中逐步恢復。所幸，當時民國 40 年代

小米除草團的領導者孫貴花長老，對於儀式祭儀的過程以及專屬儀式歌謠皆耳熟

能詳、且能示範吟詠、教導後輩學習儀式過程與歌謠，還有多位年輕時則參與除

草團的長老如王初妹、陳春葉、孫惠妹等人，對於儀式與歌謠的運作都記憶猶新。

到了民國 70 年代，由部落婦女組成「媽媽小姐合唱團」，開始復振下賓朗儀式與

歌謠，參與在這個團體中的婦女都是身歷其境地參與每一個小米除草儀式的過程，

完整且清楚地學習並傳承小米除草團的文化與精神。從民國 70 年代之後，下賓

朗部落的小米除草儀式就一直舉行至今，但陳春葉、孫秀女耆老談到從復振後，

小米除草儀式的舉行概況49： 

 

從 70 年代以後，小米除草儀式與完工禮常常是同一天舉行，因為部落

已經沒有人種小米，所以象徵性地到田地除草，主要活動則放在除草完工禮，

常常與母親節的活動一起舉行。但近年來，為了恢復傳統小米除草團的精神，

有部落族人輪流提供田地栽種小米，從小米播種、階段性除草，一直到除草

團除草剔苗，完工禮，然後收割小米、入倉，最後舉行收穫祭，一切以小米

為主角的歲時祭儀逐步地恢復傳統儀式，雖然無法完整地執行如祖先所傳承

的，但是族人在每一年舉行完任何祭儀，都會開會討論，交由部落會議以及

祭典委員開會研商檢討，最重要的是年輕一輩的族人，都非常努力學習，在

每一次的祭儀舉行時，都會不斷地請教部落長老，無論男性或女性的祭儀，

都在儀式前請教長老、儀式中請老人家指導、儀式後再請長老們給與意見與

糾正。非常尊重部落長老們的作法，為的就是要將下賓朗部落祖先所流傳的

                                                      
49

 整理自 2012 年 07 月 24 日訪談陳春葉與孫秀女的錄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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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神傳承下去，不遺漏祖先在儀式中所傳達的智慧與精髓。 

 

    的確，根據筆者從 2005 年開始到 2015 年的儀式調查記錄，在 2005 年第一

次參與有關小米的歲時祭儀，首先是小米播種儀式，時間是 2005 年 2 月 2 日。

依照小米成長的速度，小米除草應該於三、四月間舉行小米除草儀式，但部落沒

有舉行，一直到 2005 年 5 月 14 日才舉行除草完工禮，象徵性地完成屬於女性的

祭儀，而儀式當天正是母親節，部落以此儀式慰勞母親（女性）的辛勞。到 2005

年 7 月 26 日部落祭司舉行小米獻祭 karumaan 儀式，稱為嚐新祭(temilrah)，儀式

中將今年收穫的小米敬獻給祖靈；7 月 27 日部落舉行收穫祭（karawakan）。從五

月到七月這之間，部落未有舉行與小米相關的歲時祭儀。 

但，到了 2011 年，部落針對小米的歲時祭儀就逐步地恢復，且紀錄每個儀

式過程。從 2011 年 2 月 06 日舉行播種儀式，由田地所屬家庭中的最年長婦女來

播種，其他家族成員幫忙掩土。2011 年 4 月 09 日第一次除草，但以少部分部落

婦女幫忙第一階段的除草剔苗。2011 年 4 月 30 日舉行小米除草儀式與除草完工

禮，但仍在同一天舉行完成兩個儀式。2011 年 7 月 02 日，部落動員全體老老少

少收割小米，在收割前請女祭司舉行祭告祖靈祈福儀式，以及小米種子的入倉祭，

然後在長老們的示範教導之下，從如何割小米、將小米串以傳統綁法綁成一綑、

如何疊小米串而不會互相壓到而使小米脫落、如何以擔子挑成捆的小米串等等傳

統技法。7 月 03 日後，開始以傳統方式曬小米；7 月 09 日舉行小米入庫前的祭

祀，然後將小米收藏至倉庫中；到了 7 月 19 日部落祭司舉行小米獻祭 karumaan

儀式；7 月 20 日預備收穫祭，男女分工，女性以傳統方式舂杵小米，男性至山

上捕獵小動物，或是到河邊捕撈小魚蝦蟹，這些是製作小米糕內餡的主要肉食材

料；7 月 22 日部落婦女以今年新採收的小米，製作小米糕（pinalupuk）50；7 月

23 日由部落男祭司舉行敬獻新米儀式，一大早婦女將新米釀造的小米酒(tinukuta)

及小米糕帶至青年會所外，交由男祭司帶至部落入口處，朝向東方(太陽升起之

處)，敬獻新米給祖靈，感謝祖靈帶來豐收。之後舉行全部落收穫祭的慶祝活動。

整個下賓朗屬於小米的儀式活動，完整舉行。 

    到了2012年開始，部落長老認為小米除草儀式應該與除草完工禮分日舉行，

雖然小米除草儀式並無法像過去傳統一樣，到各家各戶的小米田舉行除草儀式，

                                                      
50

 小米糕（pinalupuk）是收穫節時代表性的食物，在平時是不可做、不可吃的食物，僅在收穫

節時以新小米製作來作為敬獻祖靈的祭物，儀式後犒賞男子、各家戶互相分享的重要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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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必須傳統儀式的基本規範來完成。因此，從 2012 年開始至今，每一年的

小米除草儀式與除草完工禮分兩日進行，且整個儀式過程也逐年在長老與族人們

的共同討論下，以恢復過去傳統為目標，雖然每年對於儀式過程都略有變動，但

都以達到族人共同認知認可的儀式運行為準則。 

 

2、男性祭儀：少年猴祭與大獵祭 

    下賓朗歲時祭儀中，以男性為主要儀式執行者的祭儀就是少年猴祭與大獵祭。

對於部落男性祭儀的歷史，多位長老對於少年猴祭或是大獵祭的記憶，描述探討

如下。 

    1960 年代初期，部落受到整個大環境的影響，與 takuvan（少年會所）相關

的儀式活動就逐漸停擺。在孫大山、孫春榮、陳明文長老的記憶，下賓朗少年會

所在 1972、1973 年左右，就已經沒有少年（takuvakuvan）入駐了，也就無法再

舉行 mangayangayaw 與 vasivas 的儀式。一直到在 1991 年，下賓朗部落重新舉辦

mangayangayaw（少年猴祭），嘗試整合 takuvakuvan 與 vangsaran，才重新恢復

palakuwan 的會所制度與相關祭典。 

    但對於大獵祭，部落長老則不認為如文獻記載的中斷、未舉行儀式，在部落

族人的認知中，大獵祭幾乎未曾消失，有也是以比較簡化的形式舉行。首先是屬

於 maka vankiw 家族的潘冬生長老對於大獵祭的記憶51： 

 

    我大約是在民國 43 年到 44 年參加巴拉冠。記得在民國五十幾年左右，

部落許多祭典開始停頓沒舉行，但是部落裡面的年祭一直都沒有斷過，大獵

祭時只是象徵性的到山上打獵，一天就回來，沒有做的像之前那麼完整。而

且沒有人唱歌，回到部落也只是零星少數人聚集在 palakuwan 前跳舞，表示

過年一下。但是，對於大獵祭部落族人認為沒有中斷，只是變少幾天，沒有

舉行除喪、也沒有唱歌。 

 

    屬於 maka karuwan 家族，是部落目前大獵祭以及少年猴祭時領唱及記錄

〈pahirahiraw〉儀式歌謠重要傳承的長老許政夫52，他對於大獵祭的描述： 

 

                                                      
51

 整理自 2012 年 7 月 20 日訪談潘冬生的錄音資料。 
52

 整理自 2009 年 11 月 04 日訪談許政夫的錄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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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部落的 mangayaw，從我有記憶以來，每一年會在十二月二十七、

二十八日舉辦，部落的男性會上山去打獵，最短時間是三天，有一段時間

曾經停過，大約是在民國五十五和五十六年停過兩三年，不知道為什麼會

停，直到五十七、八年再回復，之後就一直到現在。屬於 mangayaw 儀式

的歌謠，主要有許多老人家如李木山、林耕成、孫德榮等人來負責領唱，

但是這些老人家過世後就沒人領唱，有一段時間的 mangayaw 沒有人唱

〈pahirahiraw〉，只有放錄音帶。我自己是因為都跟隨著這些老人家學習，

因此，我就努力把這些〈pahirahiraw〉的歌詞記錄下來，怕這些老人家的

東西會失傳，非常可惜。 

 

    屬於 paelavang 家族的孫大山長老，對於部落大獵祭記憶中舉行的情況53： 

    在 1986 年之前，那段時間裡的大獵祭 mangayaw 多只有舉行一天，

象徵性地舉辦，幾乎沒有人在唱 mangayaw 裡面的古調與祭典歌謠。當時

部落的年輕人都到外地去工作，部落僅剩下老人和婦孺，與我同年齡層的

這一輩的男性，還是會象徵性地到山上過一夜、狩獵。要出發的早上到

palakuwan 前 hemiraw「he ya hu～」然後再出發。到山上獵到動物，在山

上就處理掉並不會帶回部落。回到部落會到 palakuwan 前跳舞，但是沒人

會吟唱 temilratrilraw 的歌謠，因為會吟唱的老人家都過世了，結果有一年

婦女和我們一起在 palakuwan 跳舞時，由班長王初妹、孫優女等人帶領吟

唱 temilratrilraw 的歌謠，當時住在 palakuwan 後方的莊哲夫父親－莊萬福

長老就出來罵人，說 temilratrilraw 的歌謠怎麼可以由女性來唱？於是就由

他來帶領吟唱 temilratrilraw 歌謠。後來在 1991 年之後，我們嘗試整合

takuvakuvan 與 vangsaran，重新恢復 palakuwan 的會所制度與相關祭典。

找回漸漸失去的祭典與歌謠，當時負責領唱得有李木山、林耕成、還有林

鳳妹的爸爸三位來負責領唱 pahirahiraw 和 temilratrilraw 的歌謠。之後潘

冬生、許政夫也陸續加入 temilratrilraw 歌謠的吟唱。 

    象徵性到山上狩獵的那幾年，部落在山上也無吟唱 pahirahiraw祭歌，

從山上回來，也無婦女搭建 luwanan，更沒有除喪儀式。主要已經沒有人

帶領吟唱除喪歌謠，所以部落也就無法舉行了。 

 

                                                      
53

 整理 2010 年 10 月 30 日、2014 年 7 月 17 日訪談孫大山的錄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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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面各長老的描述，認為下賓朗的大獵祭 mangayaw 此祭儀並沒有完全中

斷，僅有幾年可能未舉行，但是形式上從 1960 年代開始就簡化了，象徵性地只

有上山打獵一天，在山上也無人會吟唱儀式歌謠〈pahirahiraw〉，甚至有改用放

錄音帶的情況。而且mangayaw似乎僅有男性參與，需要女性的部分似乎沒有了，

例如女性為男性準備上山的食物 pu-tavu，男性回部落前搭建 luwanan 來迎接男

性，原本由女性為男性準備的部分沒有實行。而且在訪問中對於 mangayaw 儀式

中，部落性的除喪儀式似乎也已經沒有舉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已經沒人吟唱除

喪儀式中最重要的除喪歌謠。直到1990年代之後，部落重新開始整修palakuwan，

復振所有有關男性的祭典儀式，屬於男性的下賓朗祭儀逐漸恢復傳統。 

 

二、下賓朗的歲時祭儀 

（一）播種祭(tematuhus) 

    播種祭是先由部落女祭司團舉行播種儀式，儀式是由女祭司團中的領導者

avukul54為代表，在 avukul 自家儲存小米種子（vinih）的小米種子專屬倉庫（halili）

55前舉行，但舉行時間並不先告知部落任何人，僅由 avukul 本人單獨執行儀式。

其儀式主要是將去年小米收成後、預留至今年播種的小米種子（vinih）從小米種

子專屬倉庫中取出，放置於手中、祝禱、祭告。儀式完成後，就會通知部落長老，

由長老派員通知各家族、各家戶，可以準備開始播種。 

    播種主要是以家戶為執行單位，而播種的執行者是家戶中掌管田地的婦女56，

通常是家戶中最年長的婦女，如果因年齡大而體力上無法執行此儀式，則由家戶

中的長女來替代執行，此為傳統社會組織時的情況。準備播種的清晨，天未亮時，

由負責播種的女性從 halili 拿出來一大串的小米串，小米串只有負責的執行者可

以取，拿出後不可以再用手拿而必須用背的方式將小米串背到田邊，然後將小米

串放在 kamuh（竹苔）上、用腳將小米從小米梗上搓下來57，而剩下的小米梗及

碎屑，則挖一個洞埋起來58，且必須做記號讓他人知曉，這就像埋小米的屍首般，

                                                      
54

 avukul 是女祭司團中的領導者，不一定是年齡最大者擔任，但資歷、法力都是公認最深最強

的，因此，各家戶有各自負責的女祭司，同一師承的女祭司會隸屬同一個女祭司團，因此部落可

能會有多個女祭司團存在，因此，不同的祭儀可能會由不同的女祭司團來負責。 
55

 halili 是指專門儲存小米種子 vinih 之處，是家族祭祀小米的場所，因此必須建造在家族的

karumaan 的屋外之處，由家族的女祭司負責祭祀，主要有播種前與小米收割前的小米祭祀儀式。 
56

 通常負責掌管田地的就是繼承家戶的婦女，因此都是家戶中最年長的婦女來擔任。 
57

 小米種子不可在家中搓離小米梗，一定要到準備要播種的小米田邊才可以搓離小米梗。 
58

 埋的地點是在自己的小米田外，無需考慮方位(東西南北)、是否向陽或背陽之處，但要埋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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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被人任意踐踏，是神聖、謹慎的。 

    接著，由儀式執行者單獨播種，播種時無論是執行者或旁人嚴禁發出聲音，

尤其不可打噴嚏，只要打噴嚏儀式就宣布失敗，再另外擇期舉行。而家戶的成員

無論男女老少都可到田裡幫忙，主要是跟隨在執行者其後，當執行者灑下小米種、

家人則以兩旁的土覆蓋在上，所有過程都安靜地進行，直到播種完畢。 

 

  

【圖 3-01】家戶最年長婦

女負責小米播種59。 

【圖 3-02】家戶成員幫忙掩土覆蓋小米種子60。 

將男性 V.S 女性在播種祭儀式中的關係比較如下表： 

 

【表 3-03】小米播種祭中男女角色關係 

 女性 男性 

扮演角色 執行者 協助者 

工作 播種 掩土 

地位 土地擁有者 musavak 

 

    從表中可以看到，儀式主要執行者是女性，就是女祭司或是家戶的婦女(土

地擁有者)，且無論執行何種儀式只允許單獨一人完成主要儀式，以家戶為執行

單位，家戶中的成員無論男女老少僅是協助者，女性對於小米的所有權之於土地

的所有權是同等關係，男性僅只有協助者的角色。而男性在此儀式中，就像

                                                                                                                                                        
人不容易經過的地方，所以不可埋在兩小米田相鄰之處、也不能埋在田中央，也不可埋在斷樹旁，

以防他人或動物在此大小便，此為褻瀆的行為。 
59

 攝於 2005 年 2 月 2 日下賓朗播種祭，感謝林清財教授提供照片資料。 
60

 攝於 2005 年 2 月 2 日下賓朗播種祭，感謝林清財教授提供照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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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avak」，其意就是指男性是帶回家中幫忙工作的人，對於家中事務包含農事，

都僅是協助者，無法進入主事者或執行者，也不是決策者。因此在播種儀式中，

他只能參與掩土的工作，對於小米的任務就是保護，就像對於「家」或家中的「女

性」也是保護的責任。 

 

（二）小米除草儀式（misahur） 

從小米除草儀式（misahur）到除草完工禮（muhamud）其實是一系列與小

米有關的卑南族屬於女性的儀式活動。在小米播種後，為了完成除草、剔苗等工

作，部落中會以家族或家系來組成婦女除草隊伍，因而「misahur」也用來稱呼

「婦女除草團」。一般說來，小米由抽出新芽至莖節形成，前後不到一個月；其

成長速度如此快速，因而除草、剔苗的工作．時間必需與小米的成長賽跑，將來

才能有豐收。婦女除草團，就是因應這樣的需求而產生的，是一種互助合作、集

體勞動的組合。 

在過去，小米田是散落在部落外的四周平地或山丘，婦女除草團是到部落外

工作61，在田地裡分工合作，完成除草、剔苗的任務。因為除草、剔苗需要長時

間與耐心，因此在天空露出微光時，除草團在領導（kemakezeng）62的帶領之下，

從傳令、集合訓誡、然後到田裡展開如競賽般的團結合作工作。領隊為了提振士

氣，會不時地領唱專屬於小米除草祭儀的歌謠如〈emadaada 整隊之歌〉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pu sahur 鼓舞之歌〉，藉由領唱和腔的方式，令除

草的動作更迅速，讓成員們忘卻辛勞、勤於工作，歌詞中多以鼓勵、訓勉為主，

由長老們作示範，訓練少女們演唱傳統祭典歌謠，藉此將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當完成一塊小米田的除草工作後，會舉行階段性的完工儀式，稱為

「palrimulrimu」。其目的是讓部落的人知曉小米除草團已經完成一塊田地，也讓

其他除草團知道已經完成多少工作，因此帶有互相競賽的意味，藉此提振自己隊

伍的士氣。當完成每日的除草工作後，少女們要帶著在工作時撿拾的樹枝、綑成

一束，回到部落後要帶到除草團中長老階級的家中，在長老的指導下，少女們隨

著歌聲演唱〈matrinapan 杵米之歌〉學習杵米、篩米的技巧，並且聆聽長老的訓

                                                      
61 雖然現在部落中已無栽種小米，但為了延續祭典的傳承，因此借用部落外的空地，在一月中

或二月初，由長老們在空地灑下小米種子，到了三月中初，小米栽種到約十公分到十五公分的高

度，再由部落長老決議舉行小米除草祭儀的日期。 
62

 小米除草團中的領隊（kemakezeng），是由受過長者培育受訓、具有領導能力的中年婦女來擔

任，部落中視情況會可能同時成立二至三個小米除草團，每一個小米除草團各由一領隊負責帶領、

指揮、規劃工作內容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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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學習部落禮儀、練習小米除草儀式的歌謠。而卑南族女子成長的訓練、養成，

都在此小米除草儀式與除草團團體中完成。 

如果家裡無女性可以參加除草團時，會派男性參加63。通常家中屬於

takuvakuvan 階級的少年，在小米除草時期就會到田裡幫忙除草團，幫忙倒水、

搬運、除雜草等，所以 takutakuvan 階級的少年在小米除草時期就屬除草團的一

部份。而當吟唱專屬小米除草儀式的歌謠時，男性僅可加入和腔的部分，而且必

須晚於其他和腔部分的女性演唱，根據耆老的說法，因為小米除草儀式是屬於女

性的儀式，因此男性的加入無論在儀式過程或演唱古謠，都必須尊重女性、禮讓

女性。 

    在整個小米除草儀式中，女性是儀式主要執行者，是有組織的團體，雖部落

中可能區分為數個團體，卻屬部落性的儀式，非家戶或個人為單位。除了女性全

體參與，少年階級是儀式中協助的必然男性團體，屬於男性年齡組織中最年輕的

階級，以協助婦女為責任。從另一角度看，少年階級是男子在成長過程中，第一

階段離開家戶、學習獨立、接受男子年齡階層的訓練、逐步培養捍衛部落的能力，

且除了訓練期外，仍未脫離家戶及女性（母親）的照顧與教養，因此從工作中教

導他們男女有別，無論是在體力上、禮儀上，尤其正值青春期的少年少女，更要

學會男女尊重、相互協助來完成工作。 

    整個除草工作對於女性來說是責任、義務，如沒有女性則由男性替代，因除

草團是一個團隊合作，因此每家戶必須義務提供人力來互助，就如換工制度，因

此無論替代男子的年齡、階級，在除草團的階層中，是換工、協助的角色，只與

少年階級同等級。 

 

（三）除草完工禮（muhamud） 

當除草團所要負責的小米除草工作皆完成後，為了慶祝工作完畢、慰勞團員

們的辛勞，長老會選定一天舉行「除草完工禮」。在完工禮中，除草團從部落出

發、到部落外、再回到部落，象徵性地表示從小米除草儀式到除草完工禮的完整

過程。 

整個小米除草儀式的工作，主要是由部落女性共同完成，男性為了答謝女性

                                                      
63 但是如果被派出的男性是已經 vangsaran(成年階級)的青年，到了田裡參與工作時，其階級只

能算是 takuvakuvan 階級的少年，仍受部落婦女的差遣叫喚，與 takuvakuvan 少年做同等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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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勞，會在除草完工禮的前幾天，到山上將花草、荖藤（takrl）
64
採集回部落

作為慰勞女性的禮物，在儀式當天清晨，預先放置在除草團從部落外工作完畢回

部落的路途上，放置答謝的禮物，而除草團則會共同將禮物帶回部落，然後再均

分。 

為了培育除草團成員的體力與耐力，在除草完工禮時舉行賽跑競賽。由領隊

將除草團帶到比賽的起點65，按年齡分組舉行賽跑競賽，主要參加的年齡以少女

及中年婦女為主，老者並不參加而留在起跑點督導、鼓勵。跑道約兩百公尺，終

點插著鞭竹製成如旗狀的竹旗。由領導以銅鈴發號施令起跑，前三名跑者各自抽

起一根竹旗扛在肩上，等其他組別的跑者到齊後，由領隊帶領進行完工禮的最後

儀式。 

在舉行除草完工禮最後儀式的地點，會選在除草團最年長的長老家中舉行。

當除草團隊伍賽跑競賽完畢後，隊伍在領隊的帶領下來到長老家的庭院，第一名

的團員將手中的竹旗在庭院中圍出一個儀式運作空間，稱為 luwanan，而除草團

員則按照年齡階層老、中、青的順序層級排列。在長老們帶領下，吟唱古謠

〈hemayahayam〉66 、〈trilratrilraw〉67，其中〈hemayahayam〉是在小米除草儀

式中重要吟唱的古謠，這種前後相呼應的特質，顯示除草完工禮正是 misahur 祭

儀的結束，完美的句點。 

古謠吟唱後，就是團員們以歌舞慶祝、娛樂、慰勞的時刻，在歌舞中，此時

可以有男性加入68，除了在除草工作幫忙的少年階級加入歌舞隊伍中，常有男性

長老領唱傳統歌舞〈temilratrilraw〉，〈temilratrilraw〉是專屬於男性的儀式歌謠，

因此有男性慰勞女性辛勤工作的意涵，以歌聲來增加歡樂的氣氛。 

在整個儀式中，女性仍是主體，但男性已從小米除草祭儀時被動的協助，躍

                                                      
64

 荖藤（takrl），卑南族人不分男女都喜愛採其葉子、根莖搭配檳榔食用，尤其是根莖據說味道

特別香。但是生長在深山之中，而婦女的主要活動場域都在部落內或部落外圍的平地或淺山，因

此男性會特別到深山為女性採集荖藤的枝幹，採得越長越好，捲起帶回，待禮儀結束後，分節切

斷分贈每一位參與 misahur 的成員，作為最高尚的禮物。 
65

 在下賓朗部落，競賽起跑點大部分設在部落的入口，是否具有其他涵義則需要再探討。 
66

 根據孫大川教授的說法，hemayahayam 這個詞的詞根是「hayam」（卑南語「鳥」）的通稱），因

而主張這是一種模仿鳥鳴的唱腔。 
67

 在除草完工禮古謠傳訓儀式中的〈trilratrilraw〉是只有領唱與和腔的演唱形式，只有歌聲而無

舞蹈的加入，演唱旋律與少年猴祭、大獵祭中的傳統歌舞〈temilratrilraw〉並不相同。而此歌謠

是專屬女性在除草完工禮時才能吟唱的古謠。 
68

 關於男性是否可以在除草完工禮中加入慶祝活動，許多部落的耆老有不同的看法，70 歲以上

的女性長老在他們記憶中，尤其是光復初期這一群在年輕時就參與 misahur 的長老們，認為除草

完工禮是專屬女性的祭儀，無論儀式過程或是慶祝娛樂的場面，都只有女性可以參與，且是除草

團成員才可以參加。而現在，為了鼓勵部落族人都能參與部落的活動，所以會在屬於歡樂、較無

禁忌的活動中，讓男性參與、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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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主動給予女性慰勞與感謝。雖然整個儀式過程是圍繞著女性，但男性的影子

常在不同過程中出現，尤其在整個儀式的最後儀式，男性的參與代表著儀式禁忌

的解除，從儀式的神聖性回到人性的世俗性。歌謠音樂上更是明顯，從專屬女性、

專屬祭儀的歌謠，到解禁至一般歌謠，且有舞蹈的加入，男性反而成為歌舞的領

導者，吟唱〈temilratrilraw〉，但舞蹈仍以女性為主，男性不可加入，也舞步也以

女性專屬的形式呈現，因此，雖有男性領唱的歌謠，但是角色的主體仍是女性。 

 

（四）祈雨祭 

    無固定舉行的日期，在除草工作完成後，如遇乾旱情形，則部落長老會請女

祭司 avukul 為部落舉行祈雨儀式。而長老們則召集少年階級到部落的水源地69，

以竹筒裝水、然後回到部落，將水灑在各家族的祖靈屋（karumaan）屋頂上。avukul

則率領女祭司團到河邊或水源地，舉行祈雨儀式。目前此儀式在下賓朗部落中已

屬消失的祭儀，所以只存留在耆老們的記憶中。根據部落祭司陳明文的敘述，在

他屬於 rtakuvakuvan 階級時，部落曾遇到大旱，當時部落的女祭司團就率領十多

位的女祭司到部落外靠近現今十股地區的水源處祈雨，而 takuvakuvan 群體在

vangsaran（青年組男子）的率領下，到水源地取水、回到部落撒在各家的祖靈

屋（karumaan）屋頂上，之後其他年齡階級的男子如 valisun、vansaran 等，也到

水源地將水灑在部落的每一家戶的屋頂上、除了房屋、連人都互潑水，好像全部

落舉行潑水節般熱鬧。儀式結束後，隔兩三天後就一連下了好幾天的大雨，讓當

年的收穫大豐收。但部落已經很久未曾舉行過祈雨祭。 

    此儀式的執行者為部落的女祭司，有其神聖性及專職性，並不是一般女性的

角色。而協助者則是男性年齡組織中最小的少年階級，此階級的訓練都還尚屬於

在部落內部或靠近部落的範圍內，無法像成年階級以上的男子在部落外甚至部落

領域之外的地區來捍衛疆土、阻止敵人的入侵，因此，在屬部落內的事務需要協

助時，都是少年階級的責任。但無論是女祭司或是少年階級，都是以祈雨為任務。 

    而祈雨的地點，女祭司是到水源處祈求神靈，而少年則將水潑灑在各家戶的

祖靈屋。祖靈屋是專屬女祭司的祭祀場所，但在此儀式卻允許男性（少年）替代

                                                      
69

 目前下賓朗部落未曾舉行祈雨祭，但是在收穫祭時，仍舉行到水源地取水的儀式，由少年階

級的成員，在收穫祭舉行完賽跑競賽之後，會由少年階級中的領導階級 maratawan 率領少年到水

源地以竹筒（lawas）取水，然後回來放置在少年會所周邊存放，部落長老解釋，這有兩個意義：

其一是預防火災時可以即時取水，因為 palakuwa 都是以茅草、竹子搭建，而常年 palakuwa 內都

有升火，所以為了以防火災而準備；另一層意義，則是教導少年們要飲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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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祭司執行灑水祈雨的任務，這是個頗值得深思的問題，其中的轉換關係還待深

入再探究。 

    當神聖的祈雨儀式完成後，其他男性階級如 valisun、vangsaran 則加入潑水

的行列，其對象是部落內各家戶，甚至擴及到部落族人，此時已不是神聖肅穆的

儀式，而是全部落男女都加入歡慶娛樂的狀態，從神聖性解禁到世俗性。 

     

 
 

【圖 3-03】目前下賓朗部落僅存

的祖靈屋（karumaan）屬於

arasiway 家族70。 

 【圖 3-04】少年階級（takuvakuvan）到下賓 

  朗部落的水源地以竹筒（lawas）取水71。 

 

（五）小米收割儀式及入倉祭 

    小米收割主要是以家戶為執行單位，各家戶必須在收割前先詢問各家戶負責

的女祭司，何時可以舉行收割儀式。收割日期當日清晨，女祭司單獨至所負責家

戶的小米田外舉行祈福儀式，以檳榔、hinasi（陶珠）祝禱。之後，女祭司到小

米田中摘取三穗飽滿、成熟的小米穗，不能發出任何聲音，然後將此三穗小米穗

帶至家戶的祖靈屋（karumaan）旁的小米種子倉庫（halili），在 halili 前舉行小米

種子入倉儀式，此儀式除了感謝祖靈庇佑豐收、並祈求今年所儲存的小米種子能

為明年帶來豐收。 

    而家戶中的成員無論男女老少都攜帶著收割的工具到小米田準備收割，等到

女祭司小米田的祈福儀式完成、並將預備入小米種子倉庫的三穗小米穗摘取完成

                                                      
70

 筆者攝於 2010 年 7 月 4 日下賓朗 arasiway 家族。 
71

 筆者攝於 2013 年 7 月 20 日下賓朗收穫祭。 

 



69 
 

後，所有家戶成員就可以開始收割的動作。 

    而收割完成後，小米穗經過曝曬後，收入小米倉庫前，家戶長者必須請家戶

的女祭司為小米入倉舉行淨倉儀式及入倉儀式，之後才能將收成的小米穗放入倉

庫中。今年收成的新米在部落尚未舉行收穫祭前，不可任意攜出部落之外，即使

煮熟的新米飯製品也不被允許。 

  

【圖 3-05】女祭司至小米田外舉行

祈福儀式後，才能開始收割小米72。 

【圖 3-06】收割小米，將小米綑成 

一串一串73。 

 

    無論在收割前或收割後，主祭者都是家戶所專屬的女祭司，執行的是維持家

戶生存的小米種子（vinih）入倉儀式，此儀式與播種祭中女祭司團的 avukul 對於

小米種子的祈福，正好是小米成長從開始到結束、播種到成熟再儲存然後周而復

始的循環，而執行者從代表部落的 avukul 到專屬家戶的女祭司，這部落、家戶

與小米之間的關係則需另待討論。 

    而女祭司祭祀的是存放小米種子的倉庫（halili），且專屬女祭司才能取或放

置小米種子，其他人都不可靠近或取放；而家戶成員所賴以生存的是較大儲存的

倉庫，也稱為 halili，但沒有限定何人才能進入，但因搬運小米的工作大多是家

戶的男性成員，因此將小米移入至倉庫以男性為主，但取用則多為女性，但在儀

式中是以搬入為主要過程。除了祭祀或搬運有較明顯兩性不同的任務，在整個收

割過程中則是家戶中不分男女老少成員共同的責任。 

                                                      
72

 筆者攝於 2011 年 7 月 2 日下賓朗收割小米儀式。 
73

 筆者攝於 2011 年 7 月 2 日下賓朗收割小米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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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嚐新祭（temilrah）與收穫祭（karawakan） 

    小米每年一、二月間播種、三、四月除草、五、六月收割，七月份舉行收穫

節活動。在部落長老及男祭司竹占後決定部落收穫祭舉行的日期，在收穫祭舉行

前，各家戶的女祭司必須各自舉行小米獻祭 karumaan 儀式，稱為嚐新祭

（temilrah），儀式中將今年收穫的小米敬獻給祖靈、敬獻給大地之神（mialup）、

還有部落中枉死的族人等。 

  

【圖 3-07】祭司將今年收穫的小米敬獻 

給祖靈、歷代祖先與家族祭司、枉死鬼神
74。 

 【圖 3-08】祭司將小米敬獻於大地之 

   神（mialup）75。 

 

  

【圖 3-09】祭司於祖靈屋前祭告祖靈76。 【圖 3-10】將小米、小米酒、小米糕敬獻於

祖靈屋77。 

                                                      
74

 筆者攝於 2011 年 7 月 19 日下賓朗小米獻祭 karumaan 儀式，嚐新祭。 
75

 筆者攝於 2011 年 7 月 19 日下賓朗小米獻祭 karumaan 儀式，嚐新祭。 
76

 筆者攝於 2011 年 7 月 19 日下賓朗小米獻祭 karumaan 儀式，嚐新祭。原本此嚐新祭儀式是由

家族的女祭司執行儀式，但是目前 arasiway 家族沒有女祭司，而只有男祭司傳承 temaramaw 祭

司巫術系統，因此目前祭祀 karumaan 的所有儀式皆由男祭司代替執行。 
77

 筆者攝於 2011 年 7 月 19 日下賓朗小米獻祭 karumaan 儀式。除了小米穗以外，還要敬獻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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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穫祭當天清晨，由部落的男祭司(rahan)舉行敬獻新米儀式，一大早婦女將

新米釀造的小米酒(tinukuta)及小米糕(pinalupuk)78帶至青年會所(palakuwan)外，

交由男祭司帶至部落入口處，朝向東方(太陽升起之處)，敬獻新米給祖靈，感謝

祖靈帶來豐收。必須舉行完此儀式之後，今年新收割的新米才能攜出部落之外。 

  

【圖 3-11】婦女製作小米糕之材料，小

米舂杵成小米漿狀，外以月桃葉及甲酸

漿葉包裹成小米糕。79 

【圖 3-12】孫貴花長老示範如何製作

小米糕80。 

  

【圖 3-13】部落祭司準備祭祀用的檳

榔、右側則是新米製成的小米糕81。 

【圖 3-14】男祭司至部落入口處，將

新米製成的小米糕、小米酒獻給祖靈82 

                                                                                                                                                        
米釀製的小米酒、以及小米糕（pinalupuk）。 
78

 小米糕 pinalupuk 是收穫節時代表性的食物，在平時是不可做、不可吃的食物，僅在收穫節時

以新小米製作來作為敬獻祖靈的祭物，儀式後犒賞男子、各家戶互相分享的重要食物。 
79

 筆者攝於 2011 年 7 月 22 日下賓朗收穫祭前婦女準備敬獻小米糕。 
80

 筆者攝於 2011 年 7 月 22 日下賓朗收穫祭前婦女準備敬獻小米糕。 
81

 筆者攝於 2009 年 7 月 11 日下賓朗收穫祭儀式。 
82

 筆者攝於 2009 年 7 月 11 日下賓朗收穫祭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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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式完成之後，全部落男子集合至青年會所（palrakuwan）舉行競跑活

動（vengkas），由會所開始起跑，至海邊取林投樹(sapah)之花葉再回青年會所，

首先跑回為本年度之英雄，稱為 sanga，是備受族人稱讚與重視。 

    在男子競跑同時，部落各家戶婦女則將釀造好的小米酒及小米糕送至青年會

所，以招待賽跑回來的男子們，之後婦女在至親戚家一一分送小米糕，分享各自

收穫的成果。而男子們享用小米糕、小米酒、唱歌吟詩，在歡樂中結束收穫節。

但現今部落在收穫節時，因各家栽種小米的情況已極少數，因此有些儀式則會因

應現在需求而做調整。除了小米獻祭 karumaan 儀式、敬獻新米儀式(部落性)以

及男子競跑活動仍按照傳統舉行，婦女分送小米糕的活動則改為全部落的聚餐，

藉由慶祝活動凝聚部落族人的向心力。而全部落聚餐後，會舉行少年的摔角活動，

藉此來訓練少年的武術及體能。 

 

  

【圖 3-15】部落青年參加競跑比賽

（vengkas）83。 

【圖 3-16】少年參加摔角比賽84。 

 

    收穫祭可以明顯的看到男女兩性在整個歲時祭儀的時序佔著重要的轉換點，

從女祭司小米獻祭家戶的 karumaan，到男祭司代表部落以小米獻祭祖靈，整個

儀式的範圍已經從家戶擴展至整個部落，且由家戶專屬的女祭司移交至代表整個

部落的男祭司。 

    除了祭司體系，女性族人與男性族人在角色功能上也是明顯地相對立：女性

                                                      
83

 筆者攝於 2010 年 7 月 24 日下賓朗收穫祭儀式。 
84

 筆者攝於 2013 年 7 月 20 日下賓朗收穫祭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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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家戶的主體，將新收成的小米製成小米糕、小米酒，然後在部落內分送給有

親屬關係的家戶，女性的角色就是以家戶作為連結，穩定整個部落內部的情感；

而男性則是歸屬於部落性組織 palakuwan(青年會所)，所有執行命令皆來自

palakuwan，開始對於男性的考驗與訓練，要求到部落外去證明自己有能力可以

保衛部落的安危，因此以競跑來測驗男性的體能，跑最快的男性才有資格代表部

落對外宣達命令。男性的專職就是代表部落對外處理事務，所負的責任就是屏除

外來的一切、保衛部落也就是保護自己的所屬家戶。將男性與女性在收穫祭儀式

中的角色關係比較如下圖： 

 

 

 

 

 

 

 

 

 

 

 

 

 

 

【圖 3-17】下賓朗收穫祭儀式性別角色關係圖 

    在這整個收穫祭中，可以發現並沒有專屬女性或男性的歌謠，而且歌舞只在

慶祝歡樂的場合，任何非儀式性歌謠舞蹈都可以。直到進入了下一個儀式，歌謠

的專屬性與禁忌才又再度被嚴格限定著。 

 

（七）少年猴祭(mangayangayaw、muvasivas) 

    少年猴祭從祭典功能的角度來說，有學習、訓練之意，「mangayangayaw」

乃大獵祭「mangayaw」的重複疊音字，語意上有「練習」mangayaw 的意思。換

句話說，「猴祭」是少年進入成年之前的陶成訓練，是卑南族男子社會化的重要

機制。但從祭典本身的內涵來說，少年猴祭又稱為「muvasivas」，此詞有「衝破

（trempas）年關（hamiyan）」的意思，因為青少年充滿活力與生命力，乃是除

karumaan 

(女祭司獻祭) 

競跑 sanga 

小米糕 

小米酒 
部落外 

zekal 

(男祭司獻祭) 

部落內 

女 男 

共享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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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佈新的原動力，因此年的跨入有賴他們的率先，讓舊有的、不好的、哀傷的一

切事物都隨著新的一年而遺忘、拋棄。 

    當芒草花開時節，部落族人就會為少年入駐少年會所而準備，在少年入駐之

前，部落男祭司（rahan）必須先舉行 tenpas hamiyan(衝破年關)儀式，在象徵部

落的祖靈石（tinuzekale）前祭告、祈福，然後在少年即將入駐的少年會所祭告

祖靈、祈求祭典順利，並到部落外圍四個方位東、北、南、西安置阻擋外力侵入

的結界，祈求部落從少年入駐一直到迎接新年舉行完 parvuliyas(年祭結束)之儀式，

都受到祖靈庇佑，祭儀都順利舉行。 

    少年入駐少年會所後，必須接受一連串的訓練與學習，學習禮儀、禁忌、傳

說、歌唱、舞蹈等，接受嚴格的體能、膽識與服從等訓練，並學習建築、戰鬥、

防衛等技巧。到訓練的最後一晚，準備晉升至青年會所 valisun 階級的少年，必

須接受打屁股的試煉。另外在少年猴祭之前，少年必須自己搭蓋少年猴祭時所需

的 luwanan、刺草猴與射草猴的竹架，以及自己製作刺猴的長茅、射草猴的弓與

箭，來檢視他們所學習到的技巧。 

    少年猴祭當天，在少年會所年齡階級最高階級 maradawan 的帶領下，到部

落外的山邊取得草藤，以草藤編成形狀像猴子的草猴，作為少年刺殺敵人的假想

對象，以訓練少年的膽識。回到了少年會所，部落少女會送親自做的小米糕（avay）

給少年，因少年從前一晚就開始接受挨餓訓練，此時由少女送食物給少年，稱為

「pu-tavu」。接著到了猴祭儀式舉行的會場，會先請長老帶領少年吟唱專屬男性

的祭儀歌謠〈pahirahiraw〉。吟唱完之後，少年將草猴圍成一圈，在 maradawan

領導下舉行刺猴、射猴等儀式。少年將刺滿箭的草猴丟棄，象徵禳災去禍、避凶

祈福的犧牲。 

    之後，在 maradawan 的帶領下回到部落，必須先到今年家有喪事的家戶，

從家門口大喊一聲「pu」然後推門而入，每一位少年都必須以小跑步進入從大門

口進、後門出來繞一圈。其目的就是以強盛的生命力為喪家禳災驅邪，祈祝此家

戶能一切順遂、不再碰到哀傷之事。另外也告知喪家「衝破（tenpas）年關

（hamiyan）」，迎接年祭，除舊布新、以新的心情重新迎接新的一年。 

    回到少年會所廣場前，少年在長老吟唱帶領下跳起傳統舞蹈〈temilratrilraw〉，

少年以歌聲呼喊少女們加入歌唱舞蹈的隊伍。最後，歡樂的歌舞活動結束後，少

年將茅草搭蓋的少年會所拆除，以待來年再重新建造。 

    男女兩性在儀式的角色扮演與收穫祭前的祭儀是完全互換。從男祭司代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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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舉行 tenpas hamiyan 儀式，可以看出儀式的主體是全部落，而非家戶，祭祀

的對象不再僅止於家戶的祖靈，而是全部落的祖靈，還有四方的神靈，所有的祭

祀行為都是以部落為考量，祈求部落的安危為目的。 

    男性是少年猴祭主要執行者，女性轉為從旁幫忙的協助者；男性在儀式過程

中不斷地學習訓練、被努力要求成為可以保護部落的卑南男子，所以一連串的磨

練就是男子成長的重要過程，而女性給予的就是生理上、心理上的慰勞與鼓勵。 

    直到所有屬於男子的儀式完成後，回到 palakuwan 後，在廣場前，少年以歌

聲邀請著少女加入歌舞的行列，從神聖的儀式轉移至歡樂的場面，解除儀式的禁

忌、盡情的唱歌跳舞。除了男性長老領唱〈temilratrilraw〉跳傳統舞，其他非儀

式性歌謠都可以演唱，且由少年少女邊唱邊跳，以歌聲結束整個儀式。 

 

（八）大獵祭（mangayaw） 

    根據孫大川教授的說法，其原始語意是某種主權或領域的宣示和維護，因此

mangayaw 很可能是一項宣示主權的祭儀，而狩獵是附帶的，隨著冬盡春來、歲

時循環的秩序，卑南勇士巡視自己的領域，既告知神明祖靈，也提醒窺伺的敵人。

因此，整個祭儀以男性 palakuwan（青年會所）為核心，為了主權的宣誓與維護，

必須以強大的「武力」作後盾，而 palakuwan 正是卑南族武力運作的樞紐。85 

    少年會所的儀式結束後，屬於青年會所的祭儀緊接開始。由部落祭司夢占決

定大獵祭出發的時間與地點後，出發當日清晨天未亮，祭司先至 palakuwan 祭告

祖靈，稟告部落即將舉行大獵祭，祈求儀式進行順利及人員平安。部落的成年男

子皆陸續集合至 palakuwan。接著是少年晉級儀式（pu-valisun）。「pu-valisun」就

是由部落長老86在出獵前為少年會所最年長一級的 maradawan 舉行晉級儀式，為

他們圍上藍布短裙，正式成為 palakuwan 中的新進成員 valisun。 

    完成少年晉級儀式後，由長老叮嚀勉勵，青年會領導宣佈注意事項及規範。

                                                      
85

 孫大川，2005：9。 
86

 當男子在少年會所中晉級至最高階級 malatawan 時，父母會為少年選擇「教父」，讓少年在往

後成長階段及在palakuwan期間，都有父執輩的長輩可以作為學習的模範及訓練的指導者，因此，

「教父」的條件必須有健全的家庭、其行事作風受到族人的敬重，在部落裡有一定的身分地位者，

因此義父必須負起教導義子的責任、而義子也要協助義父為優先，例如颱風天，義子必須先到義

父家幫忙修繕、整理善後等事務。valisun 在下賓朗男子年齡階級中是屬青年會所最低階級，必

須要服三年的苦行、服務的階段，在大獵祭期間，扮演炊煮、跑腿、替老人扛揹衣物及獵物的工

作，在平時，在會所中聽候上一級或長輩的差遣，並有種種意志、體能、生活技能的鍛鍊，唯有

經過這樣的磨鍊，才能晉升至 Vangsaran（成年階級），可以裝扮自己、結婚成家，成為真正的下

賓朗成年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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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有部落婦女送來為男子準備上山的食物。出發後，部落祭司在部落外圍邊界，

舉行「跨越儀式」（melakaw），以兩支長芒草打結成一道籬，橫置在路中，在芒

草中間及兩側擺放祭祀用檳榔，當族人跨越此藩籬時，即代表著生與死、潔淨與

不潔的隔離。 

    到了山上巡守之地，由男祭司舉行祭告山神儀式。長老們尋找適合的地點，

由青年們搭建營地。搭建前，由部落祭司舉行升火儀式87，之後搭建獵寮。而當

年度家有喪事的男子，必須另外搭建草寮，且不出外狩獵巡狩在營地駐守。到了

夜晚，回到營地用餐過後，由長老們帶領吟唱古謠〈pahirahiraw〉。巡狩的最後

一晚，長老們會帶領年青人到喪家草寮前，為男性喪家人吟唱除喪解憂。 

    在巡守狩獵結束前一天，部落婦女到部落外、男子們從山上要回到部落的路

途中選擇一地，搭蓋 luwanan，luwanan 族人稱為迎獵門，除迎接男子狩獵回來，

也是男子要回到部落之前的除喪儀式地點。 

    結束巡狩的清晨，男子們將獵獲的獵物及裝備集結成隊，準備下山、返回部

落。而部落的婦女與小孩會在獵隊歸來的路途中，迎接豐收的男士們，為每個男

子換上傳統服飾、戴上美麗的花環，以最華麗的打扮代表他們的勝利歸來。注意

的是，喪家的男子們，位在隊伍的最後方，並未加入這迎接的行列，未換上華麗

的服飾，僅以路邊的草藤編成環戴於頭上，其親友僅以擁抱來表達哀悼之意。 

    盛裝完畢後，男子依照年齡階層排列成一列隊伍，以跑步方式前進，行進中

以長老們為運行中心、繞著跑步直到 luwanan。到達後，長老們進到 luwanan 就

坐、喪家男子也進入，其餘男子在 luwanan 四周圍繞站立。長老開始起唱古謠

〈pahirahiraw〉，眾青年應和，而喪家婦女在親友扶持下來到 luwanan，各自站立

在其喪家男子身後（未進入 Luwanan）。吟唱完後，在歌聲中由部落男祭司以竹

杖逐一挑起喪家男及女的草環、親友為喪家戴上花環，完成 Luwanan 除喪儀式。 

    接著返回部落，到了 Palakuwan，由部落祭司先進入 Palakuwan 內舉行祭告

儀式，長老們圍坐在內，其餘男子則站立在外，由長老領唱古謠〈pahirahiraw〉。 

    之後由長老帶領隊伍，前進至各喪家，為今年度喪家舉行除喪儀式。到各喪

家，僅長老進入喪家中、與喪家同坐屋內、其餘男子站立屋外，由長老起唱

〈pahirahiraw〉。吟唱完畢，年青人帶領演唱一般歌謠或歌舞，希望以歡樂氣氛

去除喪家的霉氣與哀意。當各喪家除喪完畢後，回到 Palakuwan 前廣場，由長老

                                                      
87

 火在卑南族代表著生命、族群精神所在，因此卑南族人到了山上、或進入 palakuwan、luwanan，

甚至進家裡的第一件事，就是「升火」，任何的儀式才可以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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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唱〈temilratrilraw〉、男子依照年齡階層圍成一圈跳傳統舞，在跳舞中帶領喪家

婦女進入跳舞隊伍，由長老牽著婦女領舞，以舞蹈歌謠來為喪家除喪，完成除喪

儀式。 

    大獵祭整個儀式的執行者是屬於男性，從「pu-valisun」由少年會所晉級到

青年會所，都是男性為核心的組織，也從這個儀式做為銜接少年會所與成年會所，

不僅是男子成長的晉級，也是象徵著祭儀執行者的交接。而女性就為男性製作屬

於他身分象徵的服飾，來慶祝他進入男子成長的下一階段。 

    男性出發為了部落安危到部落外巡守、防止外人入侵，而女性在部落內編織

花環、準備傳統服，搭建 luwanan來迎接「出獵」的家人，男子則吟唱〈pahirahiraw〉

逐步地解除女性的哀傷悲痛。雖專屬男性吟唱的〈pahirahiraw〉，但它吟唱的對

象是包含男性與女性，在屬男性場合，例如山上巡守，解哀對象就以男性為主；

到了 luwanan，內是男性喪家、外是女性喪家，解哀對象是包含兩性，但此階段

完成後，男性喪家就已完成階段性除喪儀式，可換上華麗傳統服；回到了部落，

男性到每一戶喪家，為女性再次除喪。完成家戶除喪後，回到 Palakuwan 前廣場，

以歌舞再次為喪家除喪，使喪家可以重新面對新的一年、重拾笑顏。 

 

（九）年祭 

    除喪儀式完成後，全部落以嶄新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首先舉行男子成年儀

式（kitu-vangsar），完成 valisun 階級考驗的男子，在儀式中，長老們以咬人狗、

咬人貓等植物鞭打其雙腳，測試其忍耐、勇敢的程度，結束測驗後，由晉級青年

的義父、義母88為他穿上屬於 vangsaran 階級的傳統服飾、戴上花環，表示整個

成年儀式完成。然後是全部落年祭歌舞慶祝活動，由長老領唱〈temilratrilraw〉，

全部落不分男女老幼雙手交叉圍成圈跳傳統舞蹈，首先由剛完成成年儀式的

vangsaran 在義父母的帶領下，逐一於隊伍前面位置來領導跳舞的節奏與韻律，

義父母作為示範、義子學習的精神來承襲傳統文化。持續兩、三天的年祭活動，

部落男男女女穿上美麗的傳統服飾圍繞在火堆前，盡情地歌唱、舞蹈，以熱情、

充滿生命力的歌舞來迎接新的一年。最後由部落男祭司舉行 parvuliyas(年祭結束)

之儀式。 

                                                      
88

 義父與義母必須為其義子準備屬於 vangsaran 階級的傳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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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長老們以咬人狗、咬人貓等 

植物鞭打 valisun 雙腳，測試其忍耐、 

勇敢的程度89。 

 【圖 3-19】義父、義母為義子準備屬 

    於 vangsaran 階級的傳統服裝， 

    表示成年90。 

 

  

【圖 3-20】由義父母作示範，帶領義子 

 學習傳統舞蹈，藉此教導兩性之間應 

 有的禮節91。 

 【圖 3-21】剛晉級成年的青年在傳統 

   舞蹈隊伍前面領舞，在眾長老族人 

   面前展現其男子氣概，表示可以準 

   備結婚成家92。 

 

    以成年儀式作為年祭的開端，代表著男子進入生命中重要階段的開始，可以

承擔部落的使命、成立家庭，年的開始也代表著新生命的開始。因此，男性能跨

越大獵祭嚴苛的考驗，才能迎接新的一年，女性就以代表榮譽、身分的傳統服來

慶祝男子進入成長的下一階段。而全部落不分男女老少、通宵達旦的歌舞活動，

                                                      
89

 筆者攝於 2010 年 1 月 1 日下賓朗成年儀式。 
90

 筆者攝於 2010 年 1 月 1 日下賓朗成年儀式。 
91

 筆者攝於 2015 年 1 月 1 日下賓朗成年儀式。 
92

 筆者攝於 2015 年 1 月 1 日下賓朗成年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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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滿生命力的歌舞迎接新的一年，是不分男女、家戶，而是部落性的參與。 

    將下賓朗整年度的歲時祭儀按照時序如下圖： 

 

 

 

 

 

 

 

 

 

 

 

 

 

 

 

 

 

【圖 3-22】下賓朗之歲時祭儀 

 

下賓朗部落的傳統祭儀仍然能保持其完整性，也許就是要歸功於年齡階級與

性別角色、男女分工各司其職所特有的社會功能，如此循環、互動地來規律性地

運行下賓朗歲時祭儀。 

 

第二節  misahur到 muhamud 

「小米除草儀式」（misahur）與「除草完工禮」（muhamud）是下賓朗部落

屬於女性的祭儀，從 misahur 到 muhamud 其實就是一系列與小米有關的儀式活

動。「misahur」按字義是指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某件事，有「團結」、「同

心協力」之意。在小米播種後，為了完成除草、剔苗等工作，部落會以家族或家

系為組成單位組成婦女除草隊伍，稱為「婦女除草團」。在傳統社會裡，一個部

落通常會有多個除草團，除草團成員以工換工的形式互相幫忙除草剔苗，是一種

互助合作、集體勞動的組合。因此，更廣義的說法，「misahur」則是涵蓋整個小

米除草的過程、是指人組成的團體，也指整個小米除草儀式。而歷經一個多月的

收穫祭 

年  祭 

除草 

完工禮 

小米 

除草祭 

播種祭 

少年 

猴祭 

少年

入駐 

入倉祭 

祈雨祭 

嚐新祭 

大獵祭

&除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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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工作，為了慰勞團員們的辛勞，長老會選定一天舉行「muhamud」稱為「除

草完工禮」。 

在過去，小米是下賓朗部落的主食，每年春耕一、二月間播種小米，播種後

第七天冒出新芽，第十天長出二至三片嫩葉；第十五天長出五片葉子，並長成五

公分左右壯碩的小苗；第二十五天莖節逐漸形成。小米莖節脆弱易斷，一旦形成

後，不宜再施作其他農事；否則小米折損，影響收成。一般說來，小米由抽出新

芽至莖節形成，前後不到一個月；其成長速度如此快速，因而除草、剔苗的工作．

時間必需與小米的成長賽跑，將來才能有豐收。小米除草團，就是因應這樣的需

求而產生的，是一種互助合作、集體勞動的組合。 

在過去傳統的部落社會，除草團是以家族家系為組成單位，如果家族人數較

少則可能聯合幾個家族而成立一個「除草團」，因此部落中會有二至三個除草團，

每個除草團由一個領隊（kemakezeng）負責帶領，領隊是由受過長者培育受訓、

具有領導能力的婦女擔任。在小米除草期間，每個領隊按成員家裡所種植小米成

長的狀況，以及其田地面積的大小，排出工作執行的先後順序，接著便是接連兩

三個星期辛勤、密集且緊湊的集體勞動。因為部落中同時有數個除草團，因此工

作前間無形中會產生互相競爭的情形，比賽哪個除草團的女性工作最勤勞、團結

又迅速地完成工作。 

    將近一個月的小米除草活動，成員們雖然倍極辛苦，但朝夕相處，卻也培養

了彼此的默契及深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除草團成員們在勞動學習中，創造了

共同的記憶和認同。在小米除草儀式完成時舉行除草完工禮，透過一連串的活動

來告慰成員們的辛苦。 

 

一、小米除草儀式（misahur） 

    在過去，小米田是散落在部落外的四周平地或山丘，婦女除草團是到部落外

工作93，在田地裡分工合作，完成除草、剔苗的任務。因為除草、剔苗需要長時

間與耐心，因此在天空露出微光時，除草隊伍就陸續到田裡，展開如競賽般的團

結合作、努力工作。在工作之中，領隊為了提振士氣，會不時地演唱歌謠，藉由

領唱和腔的方式，除草的動作更迅速，讓成員們忘卻辛勞、勤於工作，歌詞中多

                                                      
93 雖然現在部落中已無栽種小米，但為了延續祭典的傳承，因此借用部落外的空地，在一月中

或二月初，由長老們在空地灑下小米種子，到了三月中初，小米栽種到約十公分到十五公分的高

度，再由部落長老決議舉行小米除草祭儀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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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鼓勵、訓勉為主，由長老們作示範，訓練少女們演唱傳統祭典歌謠，藉此將傳

統文化傳承下去。除了祭典專屬歌謠外，也會讓年輕的婦女或少女們演唱一般歌

謠，讓他們能以更愉快的心情、提振精神，完成任務。因此在這漫長的工作時間

內，除草團如何以歌謠來運作儀式，以下就儀式與歌謠依運作時序分別探討。 

 

（一）傳令（venaluk） 

    清晨天還未亮，除草團領隊（kemakezeng）敲打著銅鈴（patrungtrungan）

繞村莊一週，召集除草團成員整裝迅速集合，集合地點為除草團中最年長的長老

家門前。到達集合點的速度，反映著一個人勤勞的程度。若遇部落裡有兩三個以

上的除草團，各除草團之間自然形成某種較勁的張力，既考驗成員們合作的態度，

也考驗領隊的領導能力。 

  

【圖 3-23】除草團領隊背後揹著竹簍、

天未亮時來回繞村庄邊跑邊敲打著銅

鈴（patrungtrungan），通知團員集合
94。 

【圖 3-24】團員聽到銅鈴聲時，迅速 

穿著工作服，圍著圍裙（sukun）， 

揹著竹簍，快速到集合地點集合95。 

 

（二）集合（maralruk）＆出發（masikasik ） 

    集合完畢，領隊會邀請除草團中的長者，對成員們做一番訓勉、鼓勵之詞，

期待今天的工作能迅速地完成。之後，領隊會宣布今天工作的地點及欲完成的工

作項目及目標，接著領隊會敲擊著 patrungtrungan（銅鈴），帶領除草團組成行

進隊伍往工作地點出發。除草團從集合地點出發前，會請女祭司舉行祈福儀式，

                                                      
94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95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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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完畢後，每一位除草團團員必須腳踩踏過一顆特定的石頭後，才能出發前往

小米田。 

  

【圖 3-25】女祭司舉行小米除草祈福 

祭告祖靈儀式96。 

【圖 3-26】除草團團員出發去小米田 

時，都必須腳踩踏一顆石頭97。 

 

觀察除草團的行進隊伍，隊伍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1）以中年婦女組與

少女組為一隊伍單位，如【圖 3-27】；  

 

 

 

 

 

 

 

領隊，負責指揮隊伍行進，領唱歌謠 

由中年組婦女擔任（1 人） 

輔導，負責督促少年組，教導歌謠應和 

由中年組婦女擔任（1 人） 

【圖 3-27】除草團行進隊伍：中年組與少女組 

上圖是除草團行進時中年組與少年組的位置，行進隊伍以提振精神，以小跑

步的方式前進，藉此訓練體力；領隊（kemakezeng）主要是位於整個隊伍的前排，

在整個行進過程中，除了領導隊伍的行進，還不斷以領唱和腔的方式吟誦歌謠

                                                      
96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97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中年組 少女組 

行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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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daada 歡呼〉來提振成員的士氣。而隊伍的最後，有少年階級（takuvakuvan）

跟隨在後，其主要工作就是協助除草團，以及倒水解渴，所以每個少年都要背著

裝水的竹筒（lawas）。 

 

  

【圖 3-28】領隊位於除草團隊伍的右側

前面，不斷以領唱〈emadaada 歡呼〉

來提振成員的士氣98。 

【圖 3-29】揹著裝著水的竹筒跟隨在除草 

團隊伍之後的少年99。 

 

（2）以長老組為中心的行進模式： 

為了顧及老者行動較為緩慢，長老組不在此隊伍中，整個隊伍是以長老組為

行進的中心，如果隊伍超前老年組許多，則領隊必須指揮隊伍繞回老年組後方，

再繼續前進，因此整個除草團形成了以長老組為中心的行進模式不斷地移動前進、

直到目的地，此行進模式主要目的就是保護、尊重長老，體諒其行動較緩慢而隨

時觀護著他們的安全。而這樣的行進模式，無論從長老家集合出發至小米田，或

是完成某地的小米田除草工作，然後再到另一個小米田除草剔苗，以及最後完成

當日所有工作、準備回到長老家進行下一個儀式活動，所有除草團移動的行進隊

伍，皆是以此模式來轉換空間。 

  

                                                      
98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99

 筆者攝於 2011 年 4 月 30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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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進方向 

 

【圖 3-30】除草團以長老為中心的行進模式 

 

  

【圖 3-31】除草團隊伍繞回長老組的 

 後面，形成以長老為中心的半圓形隊 

 伍100。 

 

 【圖 3-32】除草團將長老組圍繞在其 

   中，形成保護作用101。 

 

    在隊伍中，中年組除了領導負責指揮隊伍、領唱歌謠，另外還有一位中年組

成員專門負責少年組的輔導工作，在少年組旁叮嚀、鼓勵、教導他們學習歌謠的

應和，其他中年組成員則是作為少年組的學習模範，強化傳承的任務。所顯示的

涵義有三：1、保護作用。2、顯示階級中長幼有序、尊敬長者。3、團體紀律的

訓練與要求。而主要運行此儀式階段的歌謠為〈emadaada 歡呼〉。 

 

 

 

 

 

                                                      
100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101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中年組、少女組 

長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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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01】〈emadaada 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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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daada 歡呼〉 

 領    唱 和   腔  

1 hohowa  amiyasa ú102  ra 

          除草團 

huhuhu  wahui 除草團的夥伴們 

2 valravulrayana103 

  少女們 

huhuhu  wahui 美麗的少女們 

3 inuayarana104 

行列 

huhuhu  wahui 排成行列的隊伍 

4 inuturikana105 

隊伍 

huhuhu  wahui 成群結隊的排隊 

5 katailrisana106 

鈴噹 

huhuhu  wahui 敲響著鈴鐺 

6 saringesingana107 

鈴噹聲 

huhuhu  wahui 隨著嘹喨的鈴鐺聲 

7 kasahasahare108  

振奮 

huhuhu  wahui 振奮士氣、精神飽滿 

8 hohowa  mapiyapiya109 ya 

         全體 

huhuhu  wahui 全體奔向田園工作

去吧 

                                                      
102

 sahur是聚在一起之意，而 misahur，指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某件事，有「團結」、「同

心協力」之意。在小米播種後，為了完成除草、剔苗等工作，部落會組成婦女除草隊伍，因而

misahur也用來稱呼「婦女除草團」。而更廣義的說法，則是涵蓋整個小米除草的過程、是指人

組成的團體，也指整個小米除草儀式。 
103
 vulay 賓朗語是漂亮、美麗之意，因為少女們是年輕、美麗的，因此 vulavulayan 加強語氣，

專指漂亮、年輕、未結婚的少女。在整個 misa’ur小米除草團中，少女們是學習的主角，藉由

整個團體除了農事上的學習之外，在整個儀禮過程中，更是培養少女尊重、互助、服從的基本態

度，學習傳統的文化與精神。 
104
 inuayarana 原型為 muayar，其意為橫向排隊，在此作為隊伍。 

105
 inuturikana 原型為 muturik，其意為縱向列隊，與 muayar 可說是同義複詞的用法。 

106
 katailrisana 原型為 katailris，鈴鐺之意，在下賓朗，鈴鐺主要可區分為三種，katailris

是指綁在腰上、掛在臀部的臀鈴，而 singsingan 是指綁在手腕上的小鈴，也是 temaramau 女巫

在施法、召喚時所用的鈴鐺，另一種較大型的鈴鐺則稱為 kameling。 
107
 saringesingan 是用來描述鈴鐺發出 saring-saring、sigan-sigan 的聲響。 

108
 kasahasahare 原型為 sahare，喜歡、高興、歡愉之意，因聽到鈴鐺聲讓人感到歡喜、快樂，

使得精神士氣振奮起來。 
109
 mapiyapiya 為全部的意思，但僅以人為對象，意指全部的人，不可用此詞來指事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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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儀式開始即由中年組領隊（kemakezeng）開始傳令領唱，眾團員應和，表

示齊心合一，且隨著節奏跑步，讓隊伍步伐更為整齊一致，振奮士氣。此首歌謠

運行於所有隊伍移動時，因此，無倫是跑步致小米田，或是從小米田跑步回部落、

或回長老家中，所有移動狀態時，領隊都會以此首歌謠來整隊，提振精神。 

 

（三）剔苗（meratuz）＆ 除草（merevay）  

    到達目的後，首先，由領隊從小米田的一端，快速跑過到另一端，並大聲地

呼喊：「我們要開始工作了」，然後才將隊伍分成數列、或沿著小米田圍繞一圈，

從外而內向中心開始除草剔苗。 

 

  

【圖 3-33】除草團領隊快速跑過小米

田，並呼喊開始工作了110。 

  【圖 3-34】除草團小米田除草剔苗111。 

 

在工作期間，長老們為了鼓舞士氣，鼓勵夥伴們負責、盡職、勤奮、敏捷，

吟唱歌謠〈hemayahayam 鳥鳴之歌〉。「hemayahayam」這個詞的確切意思，頗難

考訂。有人認為它的詞根是「hayam」，卑南語中「鳥」的通稱，因而主張這是

一種模仿鳥鳴的唱腔。從音樂的角度來看，此首樂曲演唱者分為三個角色：提詞

者、應詞者、和腔者。提詞者以朗誦的方式將歌詞傳述給應詞者，應詞者由高音

起始，在幾個主要音上盤旋，其音高並不是持續固定不變，而是不停上下廻旋、

加入無數的裝飾音和變化。根據耆老們的說法，這樣的演唱方式正是考驗應詞者

的歌唱功力，每一個應詞者所呈現的旋律樣式絕對是展現個人的特色與風格，但

是必須配合歌詞的韻律，在幾個主要音之間展現個人的詮釋。而這種旋律的特質

                                                      
110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4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111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4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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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映了此首歌謠模仿鳥鳴唱腔的說法。而和腔部分則是以柔和、持續但移動的

低音相襯托。歌謠歌詞如下： 

 

【譜例 3-02】歌謠〈hemayahayam 鳥鳴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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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ayahayam鳥鳴之歌〉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胡吉妹 

 歌詞 歌詞大意 

1 a belralrekataw  belralretrasaw  howay 

   彈出去          迅 速 

我們一天的工作都非常的迅

速的展開 

2 arungesalrane112  arunamunane  howay 

  工作範圍       工作範圍 

我們工作範圍非常的大、工

作量多 

3 a  taravarakaw113  ra úrautraw114  howay 

      包 圍         凝 聚 

這是因為我們凝聚大家的努

力 

4. a pisa úranay115  pivutrunganay  howay 

   團 結           團 結 

大家奮力地團結一起工作 

5. a  hrakurakuay116    biyabiyaway  howay 

  猓仔狸（raku）   水鹿（viyaw） 

像水鹿、猓仔狸般地敏捷迅

速 

6. a makanguwayane117 makasupingange118 

howay 

    從 前 面         從 邊 緣 

無論是從前面、或是邊緣 

7. a ka ma ízang  ka malrazame  howay 

   長 者         長 老 

這都是在我們長老們的帶領

之下所展現的成果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歌詞，主要內容是長者鼓勵夥伴們負責、盡職、

勤奮、敏捷。其歌詞是古老且傳統的卑南族填詞方法，必須要一對一對，二者或

是同義詞重疊，或只同一件事情的兩面，音韻上力求雙聲疊韻，有時為展現個人

吟詠、命辭的功力，甚至故意選用複雜、拗口又多音節的辭彙119，且用詞多為古

語，以此顯示歌唱者的文學造詣。 

    歌謠與女性的年齡組織有密切地關係，從歌謠〈hemayahayam 鳥鳴之歌〉

的演唱形式與結構可觀察到儀式執行者的角色地位，歌謠演唱分為提詞者、應詞

者與和腔者三角色。提詞者為除草團的領導，其年齡階級是屬於中年階層；應詞

者為長老階層；而和腔者則為中年階層與少年階層。而從歌謠旋律上的表現更顯

                                                      
112

 ngesalr 為範圍之意，在此表示準備工作的田地範圍。 
113

 taravarakaw 原詞為 ravarak，包起來、圍住。 
114

 ra´urautraw 原詞為 ra´utr，像魚網般收起來，有凝聚之意。 
115

 pisa´uranay 原詞為 sa´ur，團結。 
116 raku 是一種像猓仔狸類的動物，其動作非常的迅速敏捷，但現今已不多見。 
117

 kanwayan 為前面之意，makanwayan 從前面。 
118

 makasupingange 原詞為 suping，邊緣之意，makasuping，從邊緣開始。 
119

 孫大川，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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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階級組織之間的密切關連。其歌謠與角色之關係如下表： 

【表 3-04】〈hemayahayam 鳥鳴之歌〉歌謠演唱結構 

項目 指涉詞 形式 旋律特質 年齡階級 角色功能 

提詞 umuyauya 獨唱 朗誦 kemakezeng 

除草團領隊 

領導者 

應詞 tematuvang 獨唱 曲調 ma’izang 

長老級 

督導者 

和腔 zemira’on 合唱 持續式 

移動低音 

vulravulrayan 少女 

mikatauguin 婦女 

服從者 

   

「提詞」是整個除草團的主導中心－中年組，負責領導整個團體事務，承擔

執行祭儀運作的重大任務，其音樂表達方式是簡潔、清晰；其歌詞為成對的同義

詞，為卑南古語或現代用語作為對稱，在過去傳統都是考驗著起詞者的文學功力，

必須考慮詞句的對仗、押韻等要素，所以此角色是經過長老們的由除草團中挑選

語文學習能力強的女性，經過長年不斷地提攜訓練，在除草團中建立威信能領導

眾人。因此，所要傳達的是明確的命令，所以演唱結構是以第一個實詞起頭再接

第二個實詞，表示命令是簡潔清楚地傳令下去，最後以聲詞 na yal 為結束。其結

構如下： 

實詞    + 實詞    +  聲詞   

belralrekataw belralretrasaw   na yal 

彈出去    迅 速  

 

「應詞」是整個團體的權威、最尊者－老年組，扮演支持領導、督促整個團體的

運作，其音樂表現則是在高處相呼應、作為團體的典範；所以歌謠演唱是由除草

團中文學造詣高、音樂功力頗深的長老來擔任。其歌謠旋律悠遠綿密，歌詞是將

提詞者歌詞完整重複，表示贊成及支持除草團領隊的命令，其結構如下： 

 

實詞    + 實詞    +  聲詞   

belralrekataw belralretrasaw   u  howay 

彈出去    迅 速  

 

「和腔」則是眾人以簡單的低音，來表現對於領導及長者的服從，以及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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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是一種「共同的回音」，如有男性的加入120僅是應和，不能超越女性的

位置，僅能排在其後。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觀點來分析，女性是整個儀式的主體，

有其專斷的權利及不可超越的神聖性。 

另外，在整個除草工作期間，年長者或領導者會觀察整個除草團工作的狀況，

當工作疲憊、進度落後時，便會以簡捷有力的問答形式吟誦歌謠〈pusahur 鼓舞

工作夥伴〉，以應答形式來提振夥伴們的士氣，加快工作的速度。「pu…」有「使

其…」的作用，「pusahur」因而有激發團隊精神的意思，意即「鼓舞」。因此在整

個 misahur 期間，長老或領導者會觀察整個除草團工作的狀況，當工作疲憊、進

度落後時，便會以簡捷有力的問答形式吟誦此曲，提振夥伴們的士氣，加快工作

的速度。 

從這首帶有唸誦性質、領唱和腔方式、節奏性強烈等特質來看，此首歌謠是

屬典型勞動性歌謠，其唸誦呼喊的方式表現，中間的音節快速、前後的音節較慢，

雖然並不是每句歌詞皆有著相同的音節數，但因為前後長、中間快，呈現規律的

節奏感，從急促的念誦中，的確會讓人不由自主的加快腳步、提升整個工作情緒。

〈pusahur 鼓舞工作夥伴〉歌謠歌詞如下： 

 

【譜例 3-03】歌謠〈pusahur 鼓舞工作夥伴〉 

 

                                                      
120 如果家裡無女性可以參加除草團時，會派男性參加，若被派出的男性是已經 vansaran(成年階

級)的青年，到了田裡參與工作時，其階級只能算是 takuvan 階級的少年，仍受部落婦女的差遣叫

喚，與 takutakuvan 少年做同等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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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ahur鼓舞工作夥伴〉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 

孫優女、胡吉妹 

1.領 huwa  isuwa  lra na  raip 

      在哪裡       夥伴 

我工作的夥伴們，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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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huwa  hawlray  mi   kani 

      在     我們  這裡 

我們在這裡 

2.領 huwa kurpaisa úr121an 

kurpayvutruvutrungan122 

      團 結             更 團 結 

讓我們一起努力團結的工作 

   huwa i kairus  i kangiyale  lra 

      不要輸    不要懶惰 

不要偷懶、不要輸給其他的

團隊 

  和 huwa  sikuda ta  ma irus 

       怎麼會      輸 

我們怎麼會輸呢？ 

 huwa atrau a may lrazaman a may lrimawan 

     人         經 驗         嘗 試 

有經驗豐富的長老們帶領我

們 

 huwa za piyasahuran  piyavutrungan 

團 結       更 團 結 

只有更團結一致、更努力衝

刺 

3.領 huwa  kasamasamaz   kalumaluman 

       尷 尬         很 難 堪 

不要覺得不好意思而偷懶、

怠惰 

 huwa  muritrauwan     muri álrayan123 

      不輸給所有人  不要輸給敵人 

不要輸給其他的團隊 

  和 huwa  hazimangiyal  hazimairus 

      不要偷懶      不認輸 

我們不會偷懶、也不會認輸

的 

 huwa  kaniwayway124  kaniwyziwyz125 

       動作伶俐      動作迅速 

動作伶俐、迅速地將工作完

成 

 huwa  marulrisay126  marupitrik127 

       少 女       少 女 

我們是群勤勞的少女們 

 

    除了上述兩首屬於除草儀式的歌謠之外，為了紓解夥伴們的工作辛勞，領隊

會鼓勵隊友們演唱非儀式性的歌謠，也就是 senay 一般歌謠，其歌謠風格多屬輕

快、抒情，不限於卑南族歌謠範圍，在此時，可以觀察到各個年齡層有其愛好的

歌謠風格，較為年長的耆老們，會吟唱帶日本風格歌謠甚或是日本民謠，而較中

年階層，則愛吟唱 50、60 年代的國語流行歌謠，而年輕一輩，反而在領隊的帶

                                                      
121

 kurpaisahur原詞為 sahur，團結之意。 
122

 kurpayvutruvutrungan 中的 vutrung 為瘋狂工作之意，在此是指大家在一起努力工作，必須

透過合作、團結才能更快速有效的將工作完成。 
123

 halra 是敵人之意，在此是指部落裡其他工作的婦女團，在 misahur 時期，部落會組成數個

婦女除草團，各團位了互相激勵自己的團員，因此會不斷地告誡團員別偷懶而輸給了其他婦女

團。 
124

 wayway 是指動作靈活、行動快速之意。 
125

 wyziwyz 原形容兩手晃動的樣子，在此是描述動作迅速。 
126

 lrisay 是指剛加入婦女團的少女們，大約是 8、9歲的年紀。 
127

 pitrik 是跳躍之意，在此用來形容少女們天真活潑、蹦蹦跳跳的模樣，以此來代表著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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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教導下，學習演唱屬於部落或族群的傳統歌謠。 

（四）傳報訊息（palrimulrimu） 

    小米除草期間，每天工作完成一段落時，除草團的領導者會選擇工作地點中

鄰近部落的較高處地點，土墩甚或是大樹上，派人向著部落高聲呼喊，稱為

palrimulrimu，其目的就是告知部落的族人，除草團的工作即將結束、準備返回

部落、迎接辛勤工作的除草團員們。 

 

 

 

【圖 3-35】領導者派人爬上土墩或大樹

上、向著部落高聲吟詠，告知工作結束128 

【圖 3-36】領隊訓練少女傳報訊息。129 

 

palrimulrimu 可說是階段性完工儀式。演唱形式是以領唱先起音，在加入眾

唱，以長音的方式吟唱，目的就是讓聲音可以傳得很遠，歌詞都是虛詞，且是發

音易、共鳴強的母音 o、a，以呼喊 bohoy 作結，並配上強而有力腳踏地聲響，

仍讓整個團體仍保持在高昂的士氣中。耆老孫來春回憶道，其幼時跟著祖母輩們，

在鄰近的高台、山谷間進行除草的工作，當工作結束時，眾除草團團員們

palrimulrimu，齊聲吶喊時，在山谷間迴盪的呼喊聲，仍在耳邊嗡嗡作響、震撼

人心。〈palrimulrimu 傳報訊息〉之歌謠如下： 

 

 

 

 

 

                                                      
128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4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129

 筆者攝於 2015 年 3 月 21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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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04】歌謠〈palrimulrimu 傳報訊息〉 

 

（五）結束工作、學習婦女儀禮及杵米 

小米除草在白天工作完畢後，除草團整隊準備回到部落，而少女們要帶著在

工作時撿拾的樹枝、綑成一束，回到部落後要帶到除草團中長老階級的家中，晚

上，除草團團員們聚集在長老家中，聆聽長老的訓示、學習部落禮儀、練習小米

除草祭儀的歌謠，並且由長老們示範教導如何杵米的技巧，此時演唱歌謠〈舂小

米之歌〉此首歌謠雖屬於 senay 歌謠的範疇，但是是專屬於小米除草儀式實的

senay 歌謠。手拿舂小米的杵隨著歌謠的旋律節奏、上上下下規律性的杵米，此

起彼落的聲響，交織著歡愉的歌聲，讓夜晚的部落仍充滿著歡樂，藉此忘卻白日

的辛勞、傳承著祖先的智慧。 

 

  

【圖 3-37】長老教導少女舂小米的技巧130 【圖 3-38】長老示範篩小米的技術。131 

                                                      
130

 筆者攝於 2011 年 4 月 30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131

 筆者攝於 2011 年 4 月 30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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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草完工禮（muhamud） 

    將近一個月的小米除草的工作，成員們雖然倍極辛苦，但朝夕相處，卻也培

養了彼此的默契及深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除草團成員們在勞動學習中，創造

了共同的記憶和認同。在小米除草工作完成時舉行除草完工禮132，透過一連串的

活動來告慰成員們的辛苦。也會邀請部落的男性加入，共襄盛舉。儀式的運作如

下： 

 

（一）傳令（venaluk） 

    一大早天剛亮，領隊敲打銅鈴（patungtungan）繞村莊一週，召集除草團成

員整裝迅速集合。除草團員必須按照年齡階級穿著傳統服裝（penadan）、頭戴花

環、穿戴漂亮的裝飾品如項鍊（zanah）、銀飾（zanah paisu），長老們還會配戴

女性專用的佩刀（daraw）。 

 

  
【圖 3-39】女性年齡階級中的長老級133 【圖 3-40】女性年齡階級中的領導級134 

                                                      
132

 除草完工禮通常都是在除草祭完整結束後，大約 20 天左右舉行。但是因為 2005 年四月初，

下賓朗部落中有長老過世，因此為了避免碰觸禁忌，而將除草完工禮延至 2005 年 5 月才舉行。 
133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5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134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5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97 
 

  

【圖 3-41】中生代婦女135 【圖 3-42】長老級與少女136 

 

（二）集合（maralruk）＆出發（masikasik）  

    集合完畢，領隊會邀請除草團中的長者，對成員們做一番訓勉、鼓勵之詞，

嘉勉他們這一個月來辛勤努力的工作。由領隊及中年婦女負責敲打銅鈴，其他成

員隨著嘹亮的節奏，成行地以小跑步的姿態，整齊劃一、精神抖擻的向著村莊外

前進。在過去，小米田是散落在部落外的四周平地或山丘，除草團是到部落外工

作，因此，在完工禮中，從部落出發、到部落外、再回到部落，象徵性地表示從

小米除草儀式到除草完工禮的完整過程。所有移動狀態時，領隊都會以歌謠

〈emadaada 歡呼〉來整隊，提振精神。 

 

（三）賽跑（mahalihali） 

    為了培育除草團成員的體力與耐力，舉行賽跑競賽。由領隊將除草團帶到比

賽的起點137，按年齡分組舉行賽跑競賽，主要參加的年齡以少女及中年婦女為主，

老者並不參加而留在起跑點督導、鼓勵。跑道約兩百公尺，終點插著六～十根如

旗狀帶葉的桂竹枝。138由領導以銅鈴發號施令起跑，前三名跑者各自抽起一根桂

竹枝扛在肩上、當成獎勵與榮譽的象徵，等其他組別的跑者到齊後，由領隊帶領

進行下一個儀式。 

                                                      
135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5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136

 筆者攝於 2005 年 5 月 14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137

 在下賓朗部落，競賽起跑點大部分設在部落的入口，是否具有其他涵義則需要再探討。 
138

 孫秀女、孫瑞納〈卑南尋根—卑南族的 misahor〉，19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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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少女們賽跑。139 【圖 3-44】長老們回味年輕時候的賽 

跑，不輸年輕人。140 

 

 

【圖 3-45】賽跑後的獎勵象徵—帶

葉的桂竹枝。141 

【圖 3-46】賽跑後，除草團在領隊的整隊、

帶領之下前往下一個儀式會場。142 

 

（四）帶回禮物 takrl 

    整個小米除草的工作，主要是由部落女性共同完成，但是男性為了答謝女性

的辛勞，會在除草團從部落外工作完畢回部落的路途上，放置答謝的禮物，例如

荖藤（takrl）
143
、深山稀有的花草、編織花環等

144
。而除草團則會共同將禮物帶

                                                      
139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140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141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142

 筆者攝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143

 荖藤（takrl），卑南族人不分男女都喜愛採其葉子、根莖搭配檳榔食用，尤其是根莖據說味道

特別香。但是生長在深山之中，而婦女的主要活動場域都在部落內或部落外圍的平地或淺山，因

此男性會特別到深山為女性採集荖藤的枝幹，採得越長越好，捲起帶回，待禮儀結束後，分節切

斷分贈每一位參與 misahur 的成員，作為最高尚的禮物。 
144

 部落男性會在除草完工禮的前幾天，到山上將花草、荖藤採集回部落，在儀式當天清晨，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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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部落，然後再均分。在整個過程中都以歌謠〈emadaada 歡呼〉作為儀式運作。 

 

 

【圖 3-47】男性在除草完工裡的前一

天為除草團準備禮物荖藤 takrl。145 

【圖 3-48】男性禮物 takrl 帶至除草團會部 

         落的路途中。146 

  
【圖 3-49】除草團將禮物帶回部落147  【圖 3-50】除草團帶著禮物以長老為中 

           心的行進方式。148 

（五）迎老人 

在領隊的指揮帶領下，按照年齡次序（即比賽的年齡順序），前三名跑者在前、

其他跑者在後成一隊伍，由終點向競賽的起跑點（部落入口）前進，領隊誦唱著

歌謠，來提振隊伍的精神士氣。到達起跑點時，隊伍必須繞到老者們的後方，請

老人先行、隊伍在後的次序，來到舉行下一個儀式的會場。 

 

（六）歌謠傳訓與歌舞娛樂 

    從儀式的實際運作來看，當除草團成員將老人組迎回至會場，進入會場後在

                                                                                                                                                        
先放置在部落外。 
145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4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前一天。 
146

 筆者攝於 2011 年 4 月 30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147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5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148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5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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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組領導下，整個隊伍依長者在前、中年中間、少女在後的次序排列，成半圓

弧隊形，而前三名的跑者仍手拿竹旗，各自站在屬於自己年齡層的前方，呈現出

依照年齡階級的層級排列，如下圖： 

【圖 3-51】除草完工禮歌謠演唱隊伍 

 

 

 

 

 

 

 

【圖 3-52】長老與領導領唱儀式歌謠〈hemayahayam 鳥鳴之歌〉149 

開始一連串的歌謠與歌舞。最重要的是透過歌謠來傳遞祖先的訓勉、生活經

驗、儀式的意義，並且達到娛樂的功能，並由長者藉此教導除草團成員傳統的歌

謠及舞蹈。此儀式中所展演的歌謠類型，主要可分為祭儀性歌謠與一般性歌謠，

此二類歌謠在儀式中的性質如下表： 

【表 3-05】除草完工禮儀式與一般歌謠之運作 

項目 / 區分 儀式歌謠 一般歌謠 

運作順序 先 後 

歌謠曲目 固定 非固定 

功能 神聖性 世俗性 

舞蹈 無 配合歌謠、不固定 

                                                      
149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5 日下賓朗除草完工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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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儀式中最重要的儀式歌謠為〈hemayahayam 鳥鳴之歌〉與〈tiratilraw 傳

承之歌〉。〈hemayahayam 鳥鳴之歌〉與小米除草儀式中的〈hemayahayam〉演唱

形式相同，但歌詞是以除草完工禮的情境作為敘述的內容，以一種離別的心情與

同伴告別，告別在一起有著共同回憶的歌聲、花環、鈴鐺，這一切一切都是與同

伴朝夕相處共同培養的情感，因此，雖然演唱的旋律形式皆相同，但是多了許多

哀傷離別的味道，依依不捨的道別，在歡樂夾雜惜別氣氛中彼此互道珍重再見。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歌詞如下：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 

 歌詞 歌詞大意 

1. a alitunay150 aliwatehay  

  歡 送    送 別 

我們互道珍重再見的時刻

到了 

2. a kaliumalran151 kalisanunan152  

  歌 謠        歌 聲 

以最誠摯的歌聲來互道再

見 

3. a kalia áputran153 kalivuugan154  

  鮮豔的花      燦爛的花 

幫你戴上最美麗鮮豔的花

環 

4. a katailrisan  kaliuung  

  鈴 噹      銅 鈴 

在輕脆響亮的鈴鐺聲中惜

別了 

 

    而另一首〈tiratilraw 傳承之歌〉根據耆老們的說法，此首歌謠的唱法是屬於

非常古老的卑南族傳統唱法，雖然是領唱與和腔的形式，但領唱者的唱法與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中應詞者有相似的演唱方式，主要在 A 音上盤旋，

其音高並不是持續固定不變，而是不停上下盤旋、加入無數的裝飾音和變化，每

一個領唱者所呈現的旋律樣式絕對是展現個人的特色與風格，但是必須配合歌詞

的韻律，在幾個主要音之間展現個人的詮釋。而和腔部分則是以柔和、持續但移

動的低音相襯托。歌詞內容帶著濃濃離別氣息，歌謠所呈現的情感也是離情依依，

因為旋律主要是以長音為主，使得歌謠越顯沉重，聽者無不聞之落淚，尤其是越

年長的婦女團員，從歌謠中更能感受到歲月的離去，常常邊唱邊落淚。〈tiratilraw

傳承之歌〉歌謠及歌詞如下： 

                                                      
150

 alitunay 原詞為 tunun，送別之意。 
151

 kaliumalran 原詞為 umalr，唱歌、歌曲。 
152

 kalisanunan 原詞為 senay，唱歌、歌聲之意。 
153

 ´aputr 為花，在此是指以花串成的的花環。 
154

 kalivuugan 原詞為 vuung，指花，較古語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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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05】歌謠〈tiratilraw 傳承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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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ilraw 傳承之歌〉 

 歌詞 歌詞大意 

1 hi ya ye ay alitununay i lra 

          送 別 

我們互道再見了 

2 ha na ha i ya ye ay aliwatehay i lra 

                  離 別 

要離別了 

3 hi ya ye ay kaliumalrane lra 

           田 地 

歡送我們的田 

4 ha na ha i ya ye ay kalisanonane lra 

                 歌 聲 

歡送我們的歌聲 

5 hi ya ye ay kali áputrane lra 

              花 環 

歡送我們的花 

6 ha na ha i ya ye ay kalivuung lra 

                 花 

歡送我們的花 

7 hi ya ye ay katalrisane lra 

          鈴 鐺 

歡送我們的鈴鐺 

8 ha na ha i ya ye ay kalivunuung lra 

                 鈴 鐺 

歡送我們的鈴鐺 

9 hi ya ye ay linuwamuwasata lra 

           離 別 

我們要說再見了 

10 ha na ha i ya ye ay  ruwaruwadayata lra 

                   分 開 

要彼此分開 

11 hi ya ye ay uwalrazauwa e lra 

         珍重再見 

保重，珍重再見 

   

除了歌舞外，感謝長者的活動，吟詠〈感謝長老之歌〉由中年婦女以歌舞

邀請長老，請老者上坐至藤椅上，將老者連坐椅一起些微向上拋舉、歡呼。答謝

老者的儀式結束後，眾人按照年齡排列圍成圓圈，由最年長的婦女帶頭教導年輕

的後輩學習歌舞，整個祭儀在歡樂聲中結束。以下是整個下賓朗部落除草完工禮

儀式運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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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除草完工禮儀式運作位置圖 

   

 

A  領隊由此出發，手敲銅鈴繞村莊一周，告知除草團成員集合 

B  除草團在天主堂前的廣場集合 

C  除草團集合完畢後，經由 C 往村落外行進 

D  男士在儀式開始前將荖藤放於此，除草團到此處將荖藤等禮物帶回 

E  除草團將荖藤沿著綠色隧道行進，前往部落的另一個入口 F 

F  部落入口，除草團分組舉行賽跑競賽，以此作為起點 

G  競賽終點，參與賽跑的成員拿著竹旗，回到 F 迎老人，再回到 G，

舉行歌謠傳訓與歡樂的會場 

 

第三節  mangayangayaw 到 mangayaw 

    當小米採收完、接著舉行入倉儀式、收穫祭，與小米相關的歲時祭儀的結束，

也意味著以女性為主要執行者的儀式告一段落。收穫祭結束後，少年階級男性開

始入駐 trakuvan（少年會所）後，從 mangayangayaw（少年猴祭）到 mangayaw

（大獵祭），轉換成以男性為主體的儀式活動。卑南族學者孫大川認為

mangayangayaw 和 mangayaw 背後有濃厚的社會指涉，它們關係到卑南族的「會

所制度」（palrakuwan）、年齡階級組織、成年禮、部落性除喪、年祭和領域巡守

（甚至出草獵首）155，而〈pahirahiraw〉儀式歌謠正與這些要素緊密相連。以下

                                                      
155

 孫大川、林清財《台灣原住民族祭儀文學之調查、翻譯、註釋計畫－卑南族、阿美族》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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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別探討 mangayangayaw（少年猴祭）及 mangayaw（大獵祭）儀式與

〈pahirahiraw〉歌謠之關係。 

 

一、少年猴祭（mangayangayaw） 

少年猴祭從祭典功能的角度來說，有學習、訓練之意，「mangayangayaw」

乃大獵祭「mangayaw」的重複疊音字，語意上有「練習」mangayaw 的意思。換

句話說，「猴祭」是少年進入成年之前的陶成訓練，是卑南族男子社會化的重要

機制。但從祭典本身的內涵來說，少年猴祭又稱為「vasivas」，此詞有「衝破(trempas)

年關(hamiyan)」的意思，因為青少年充滿活力與生命力，乃是除舊佈新的原動力，

因此年的跨入有賴他們的率先，讓舊有的、不好的、哀傷的一切事物都隨著新的

一年而遺忘、拋棄。因此，從少年入駐少年會所開始接受一連串的訓練與學習，

到了「vasivas」當天則是「刺猴」儀式，完成後，少年仍駐守少年會所以護衛部

落為責任，直到 mangayaw（大獵祭）青年巡守狩獵完畢、回到部落後與少年交

接，這期間一系列以少年（trakutakuvan）為主的儀式活動稱為「mangayangayaw」。 

 

（一）少年會所與年齡組織 

當芒草花開時節，北風吹起時，提醒著部落族人為少年入駐少年會所而準備，

在少年入駐之前，部落男祭司(rahan)必須先舉行 trempas hamiyan(衝破年關)儀式，

在象徵部落的祖靈石(tinuzekale)前祭告、祈福，然後在少年即將入駐的少年會所

祭告祖靈、祈求祭典順利156。接著按著部落會議決定日期，各少年由父親領著送

入少年會所，在會所中按照年齡階級分層管教。在傳統社會哩，少年入駐上少年

會所後，其所有生活起居皆以會所為中心，在會所居住直到 mangayaw（大獵祭）

時期，當 vansaran（青年）巡守狩獵完畢從山上返回部落、回到 palrakuwan（會

所）時，才將守護部落的責任交由青年，完成訓練守衛的責任。 

少年入駐少年會所後，稱為「trakutakuvan」，在少年會所中接受一連串的訓

練與學習。在下賓朗部落昔時傳統，少年會所是每年搭建，舉行完猴祭（vasivas）

就將少年會所拆除；但如果沒有拆除，則隔年必定整修屋頂或圍牆，稱為。而下

                                                                                                                                                        
報告 2005：9。 
156部落男祭司(rahan)會到部落外圍四個方位東、北、南、西安置阻擋外力侵入的結界，祈求部落

從少年入駐一直到迎接新年舉行完 parvuliyas(年祭結束)之儀式，都受到祖靈庇佑，祭儀都順利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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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朗少年會所目前是與青年會所合併使用，這之間有著一段歷史，根據耆老孫大

山的描述157： 

目前下賓朗天主堂的現址原來是 palrakuwan（會所）的所在地，而現在

青年會所則是最後一次 trakuvan（少年會所）的所在地，部落的守護神祖靈

石就在 palrakuwan 旁的空地。在日本時代（1936 年）時將 palrakuwan 改建

成用水泥加鐵皮的建築物，稱為「會館」。…後因部落耆老怕「公有地」被

收歸國有地，而與天主教會協調，由教堂買下那棟水泥建築，並幫部落申請

電力。之後，少年會所就與青年會所合併。 

但到了民國 50 年代初期，部落受到整個大環境的影響，與 trakuvan 相

關的儀式活動就停止了。一直到了民國 70 年代後期，由部落族人孫大川回

部落以「黃昏民族」形容原住民社會文化斷層的危機，而激起部落族人恢復

傳統的共同意志，中斷多年的「少年猴祭」終於重新恢復儀式，由有經驗的

男性耆老帶領，逐年逐步將傳統儀式與樂舞恢復。 

 

    在整個復振過程中，更落實在少年的年齡組織上，因為部落鼓勵少年參與祭

儀及從小培訓少年傳承傳統文化，所以將年齡限制往下延伸至國小一、二年級即

可參與少年會所，但最後晉級仍維持在傳統的年齡規定。少年階級依照進入少年

會所的前後又可分為三級，將此三階級及年齡列表如下： 

 

【表 3-06】下賓朗少年年齡階級 

階 級 階 級 名 稱 名 稱 字 義 相對年齡 

第一級 malalakan、ngauanguwai 最小的、最前面的 12 歲以下 

第二級 ripatukan 中間、預備 13-15 

第三級 maradawan 領導、年紀最大 15-16 

 

    年齡組織中的第二級「ripatukan」，在即將邁入第三集的領導階層的最後儀

式，就是晉升儀式稱為「puretrah」，「puretrah」是打屁股的意思，根據耆老孫大

山的說法： 

  「puretrah」就是告別 trakuvakuvan 少年時期，晉升至 maradawan（第三

級），而 maradawan 就是被賦予責任、領導權力，即將邁入成年的最後少

                                                      
157

 2010 年 10 月 30 日田野訪談孫大山錄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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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所訓練階段。 

 

    「puretrah」打屁股晉升儀式主要是在舉行「猴祭」的前一晚，由當年的每

位 maradawan 手持竹棒擊打第二級「ripatukan」的屁股一下，被擊打者不可出

聲喊痛，表示男子的氣概與英勇，不然會被恥笑而再接受更嚴厲的棒擊。舉行完

打屁股晉升儀式後，第二級「ripatukan」必須等到 mangayaw（大獵祭）開始上

山打獵前，為少年會所第三級 maradawan 晉升至成年會所最年輕的一級「valisun」

的儀式稱為「pu-valisun」158，而第二級「ripatukan」才能正式接任「maradawan」

的領導階級，並且統管整個少年會所的人事物。成為「maradawan」領導階級，

在衣著上就與其他階級有所區別，其衣著外會斜掛著一紅色披肩，稱為

「talrusavang」，代表著權威。根據孫大山的說法，在過去此「talrusavang」是傳

承自上一代的「maradawan」，昔時的布料及顏料取之不易，因此並不是每一位

「maradawan」階級皆可以穿戴「talrusavang」，在他 takuvan 時期，「talrusavang」

並不是紅色為底、色彩鮮艷的布，有時僅以婦女背掛嬰兒的揹帶作為「maradawan」

的代表之物。直到部落恢復少年猴祭傳統儀式之後，也因著社會經濟資源豐富，

因此才發展出目前大紅色披肩的樣式，且是每個少年的家人當他晉升至

「maradawan」領導階級時，就會為少年準備做為成長的印記。 

    關於打屁股晉升儀式，部落男性耆老每每回想自己在 takuvan 時期總有說不

完的趣事，耆老孫大山與潘冬生及 rahan（部落祭司）陳明文約於 1960 年同一

梯次進入 trakuvan159，在他們的回憶中同一梯次進入 trakuvan 的共有 11 人，當

時在少年會所只有三年就晉升至「valisun」階級。根據潘冬生與孫大山的說法160： 

 

    以前要打屁股前，會拿一塊皮的布稱為 takurung，讓要 puretrah 的少年

雙手反拿 takurung放在屁股後面，當maradawan打屁股時，會敲擊在 takurung

上而發出非常大的聲響，技術好的少年，就不會被打到屁股。而部落裡的族

人，聽到敲擊 takurung 發出的聲響時，就知道今晚少年會所有 puretrah 將晉

升至 maradawan。如果沒有 takurung，可以用裝米的布袋用水浸濕來替代，

但因為是濕的，所以不好拿且容易黏在屁股上，因此如果要 puretrah 的少年

                                                      
158

 pu-valisun 就是指晉升至 valisun 階級儀式， 
159

 在孫大山與潘冬生的印象中，1960 年同一梯次進入 takuvan 的少年共有 11 人，分別為孫大山、

潘冬生、陳明文、孫源吉、陳信來、陳義男、曾知世、張萬竹、莊大山、楊次榮，另一位則是劉

天財最小的弟弟(忘了名字)。 
160

 2015 年 7 月 22 日訪問潘冬生、孫大山的田野調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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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rakuvan 的表現不好，maradawan 會故意刁難而拿濕的布袋。 

 

    每個少年進入到少年會所，長老們為每個少年命名，這個名字就是在少年會

所階段的稱呼，甚至會延用至青年會所。命名的原則，下賓朗部落是以少年的家

所耕作的田地作為命名的來源，例如孫大山 trakuvan 的名字為「devuvang」、陳

明文 trakuvan 名字為「murunus」，根據陳明文的說法，在過去「murunus」是部

落專門取茅草的地方，位於十股的山邊。在 trakuvan 時期都是以此名字互稱，而

老人家也習以此名來稱呼少年，對於這樣的命名方式，部落耆老認為是讓少年更

孰悉自己文化傳統與生活領域，藉由這樣的傳承讓少年能更深入地認識自己生長

的部落及周遭地理環境。因此，當部落開始巡守領域時，這些名字就是指標，只

要屬於部落的領域範圍，就是 mangayaw（大獵祭）時向其他部落或族群宣示主

權的重要依據。 

 

（二）少年入駐至少年猴祭（vasivas）前 

少年入駐少年會所後，在少年會所中必須接受一連串的訓練與學習，學習禮

儀、禁忌、傳說、歌唱、舞蹈等，接受嚴格的體能、膽識與服從等訓練，並學習

建築、戰鬥、防衛等技巧。 

 

1、製作武器－弓、箭、矛 

首先每個少年必須學習製作自己的弓、箭與矛，在昔時這是男子的基本武器，

除了狩獵之外，最重要的是保衛部落、捍衛自己族人的領域。因此，在學習製作

弓、箭與矛的過程中，除了傳授武器的功能與技巧，每個人必須刻印上屬於部落

族群的徽記圖騰，且不同的年齡階級有專屬的代表性圖騰，而這些圖騰各有其涵

義，部落祭典委員孫少中詢問許政夫、王天木、孫大山、潘冬生等多位長老有關

少年弓與矛上的圖騰及其意義，在 2015 年少年猴祭訓練時期將此圖騰繪製並教

導少年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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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少年弓、矛上刻製的圖騰161 

     

    這些圖騰有描繪大自然的事物，包含「山」、「風」、「水」、「花」、「葉」、還

有代表著武力象徵的「矛」、「刺」以及代表著生命之源的「火」。這些圖騰主要

繪製在「矛」與「弓」上。 

矛稱為「kutang」，是以刺竹（kawayan）為主體，竹子主要取五個以上竹節

的長度，在其尖端綁上或插入「刺」（idang），「idang」是以金屬做成，根據耆老

們的說法，昔時會以鍋子或農具等廢棄物來磨製而成，其形狀有分「菱形刺」、「單

倒鈎」、「雙倒鈎」等。而刺竹則刺以下依照竹節分為六個部分，在最上面的五個

竹節每個竹節上依照所屬的年齡階級刻劃不同的圖騰圖案。根據耆老孫大山的說

法，在昔時圖騰的刻製是要以小刀（daraw）在竹節上以格子線狀劃分區域，然

後再刻畫圖案，刻完後以構樹枝液混和木炭灰燼作為黑色塗料，然後再沿著圖案

塗色，構樹枝液會使圖騰有亮度且有防水作用，圖騰不易脫落掉色。在昔時是以

小刀刻劃圖騰，主要就是要訓練少年的耐心與細心，根據耆老潘冬生的敘述，這

關係著自己未來家中用具的製作，在以前家裡的器具包含用餐的碗、盤子、杯子、

湯匙、筷子或是較大用具如舂米用的杵、臼、篩等物品，用木頭或用竹子來製成，

這些都是男性要幫忙製作，如果在少年時期就展現手藝精巧，如此就會受到各家

長者的青睞與讚賞，當完成成年儀式（kitu-vansar）之後，就會特別邀請青年至

家中認識家中的女孩，屬意男子成為家中的一員，甚至會有爭相邀約的情形。可

                                                      
161161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此圖是由祭典委員孫少中所繪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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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在少年時期就培養好的手藝，是非常重要的訓練之一。 

    圖騰除了表示部落族群的象徵，也是區辨敵我的符號。不同的年齡階級有不

同排列的圖騰圖案，從最上面竹節的圖騰就可辨知所屬的地位階級。代表著攻擊

的「矛」就有著固定的圖騰排列，以下將「矛」上少年各階級的圖騰排列關係列

表如下： 

【表 3-07】矛（kutang）圖騰與年齡階級 

少年階級 所屬圖騰 

第三級 maratawan 花、葉、山、風、水 

第二級 ripatukan 葉、花、山、風、水 

第一級 malalakan 茅、山、風、水、刺 

 

  
【圖 3-55】少年第二階級 ripatukan 所繪

製的矛（kutang），最上端描繪「葉子」的

圖騰。162 

【圖 3-56】弓（kadalis）上的 

圖騰。163 

 

    對於矛有較嚴格的年齡階級圖騰之區分，弓則僅在於頭尾及中間竹節部分有

代表性的圖騰象徵。弓稱為「kadalis」，以刺竹取較有韌性之部分剖半製成。在

刺竹內部以竹節分為幾個區域刻畫圖騰，最重要的四個部分即頂端、尾端與中間

兩個環節處，必須刻畫屬於自己年齡階層的圖騰，如下表： 

 

                                                      
162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63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11 
 

【表 3-08】弓（kadalis）圖騰與年齡階級 

少年階級 所屬圖騰 

第三級 maratawan 花 

第二級 ripatukan 葉 

第一級 malalakan 茅 

     

    箭稱為「valu’e」，主要是以箭竹或是蘆葦草開花中間的梗（vilraw）製作，

如果是以蘆葦梗作箭會較輕，須以箭竹削成箭頭套在蘆葦梗上，才能有足夠的重

量可以控制方向與準度。 

 

2、學習建築 

    根據耆老孫大山的說法，在少年入駐時，在過去傳統文化是每年必須重新蓋

少年會所，為的就是訓練少年建築的技能。但是，因現代環境變遷和歷史因素等

而使得部落目前僅剩下會所（palrakuwan），而 palrakuwan 是以傳統的建築技法

建蓋而成，以木頭為樑，以茅草（lavun）來搭蓋屋頂與牆面，因為茅草容易受

到風吹日曬而毀壞，尤其地處台灣東部時常受到颱風影響，過了颱風季節就是少

年入駐的時期，因此為了訓練及傳承建築的技藝而每年翻修 palakuwan 的屋頂或

是牆壁，來訓練少年以傳統的技法來維修。首先從選擇割取茅草開始，如何判斷

何種茅草是適合，然後割取後如何鋪放茅草才能均勻地曝曬，而曝曬至何種程度

才能綁成一綑一綑，而成綑的茅草多寡也是技巧，再來就是如何置換屋頂上的茅

草，如何使用竹子將茅草一層一層的固定，然後排列在屋頂上，這種種的技藝都

是富含著祖先的智慧，唯有透過年年不斷地學習，才能更熟練地運用每一種技能，

如此未來在自己建構家屋時，才能搭蓋一棟安全無虞的家來保護家人。 

  
【圖 3-57】少年學習削竹子做支架。164 【圖 3-58】整修會所，換新茅草。165 

                                                      
164

 攝於 2015 年 12 月 6 日下賓朗少年訓練，感謝下賓朗社區協會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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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angayangayaw 中，另一個重要的學習就是要搭建「luwanan」，主要是

為了預備舉行少年刺猴儀式「vasivas」而準備。廣義的「luwanan」是指整個「vasivas」

儀式的活動場域，包含祭台（tarpayan）、置放弓箭的 sangzadan、預備射猴的射

猴架（pazar），另一個預備放草猴的竹架沒有專屬的名稱，是因為在過去是真的

猴子，所以猴子是關在籠子裡然後用矛刺猴的儀式。除了與刺猴射猴相關的建物，

還有重要的「luwanan」，這個「luwanan」的搭建必須與大獵祭時的「luwanan」

相同，然後如同大獵祭時在「luwanan」內吟唱 pa’ira’iraw，專屬於少年猴祭的

vasivas 祭歌。所以 mangayangayaw 是 mangayaw 的縮影，少年所有的學習都是

為了將來能勝任 vansaran 的所有責任與職務。 

 

  

【圖 3-59】少年學習搭建 luwanan。166 【圖 3-60】少年猴祭儀式會場 luwanan167 

 

3、試膽（si tan gai） 

    在少年刺猴儀式（vasivas）的前一晚，領導階級 maradawan 會特別安排一

個測試與訓練少年膽量的活動，首先選一個漆黑無光的地方作為測試地點，在昔

時常以墳場做為試膽場所，要少年單獨去到墳場拿回 maradawan 要求的物品，

以此測試少年的勇氣，在過程中會請 valisun 協助在路途中間故意擺放嚇人的物

品或出聲驚嚇少年等，藉以提高測試的難度。不同年齡階級也會有不同的測試難

度，因應現代 malalakan 的年齡降低，會允許兩人同行作伴，但過了五年級以上，

則必須一人單獨完成。如過程中有出聲呼喊或哭聲，回到 trakuvan 則會受到

maradawan 的訓示，如果未完成任務則會受到處罰。這些不同的測試都是為了訓

練少年的膽量，在面對敵人時在漆黑的環境仍然處變不驚、迅速因應各種突發狀

                                                                                                                                                        
165

 攝於 2015 年 12 月 6 日下賓朗少年訓練，感謝下賓朗社區協會提供照片。 
166

 攝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下賓朗少年訓練，感謝下賓朗社區協會提供照片。 
167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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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根據孫春榮先生的回憶168： 

 

在 trakuvakuvan 裡面會舉辦試膽，舉辦的時候要挑月亮沒有的晚上，

不然要是有月亮的話，大家都不會害怕，所以試膽的時候是越黑越好，

那時候我父親就提醒我，在去試膽的路上會有人搖樹、丟石頭等等，不

要害怕，那些是你的長輩，要勇敢，因為我父親已經有跟我說這些，所

以我去試膽的時候不會覺得害怕，去到試膽地的時候，高年級的把毛巾

打了很多個死結，我一個一個把它解開來，只有我不怕把毛巾解開完成

任務回來，其他的人在通往試膽地點的刺竹那邊，因為風吹過刺竹會有

很多奇怪的聲音，高年級的就把刺竹用一條繩子綁起來，等通過時就把

刺竹拉動時便拉動竹子使它發出怪聲音，結果其他人都在刺竹這邊被嚇

回去了。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每一年的測試都充滿著驚奇與困難度，反而讓少年

充滿期待、更準備充分地去挑戰。這些不同程度的測試也是考驗著 maradawan

的智慧與領導能力，如何運用巧思讓不同年齡階級都能藉此訓練而增加勇氣與膽

識。 

     

4、學習少年專屬歌謠與舞蹈 

在入駐少年會所的每一天晚上，少年階級中的領導階層 maradawan 會邀請

長老們至少年會所，教導少年們吟唱〈pahirahiraw〉歌謠，直到少年猴祭刺猴當

天，在儀式會場 luwanan 內來展現其學習成果。其歌謠形式屬於〈pahirahiraw〉，

但歌詞內容則是專屬少年階級，雖然是為了以 mangayaw(大獵祭)為學習對象，

但歌詞中已告知了年祭即將開始，少年猴祭已為年祭拉開序幕。採錄耆老許政夫

手抄本中的歌詞如下： 

〈少年猴祭 vasivas〉祭歌歌詞 

1-01a ara  u yayaw 1-01b ara  tehayaw 

 我們來歌頌  我們起唱 

1-02a semekaz  lra 1-02b masanin   lra 

 是年尾  是年終 

                                                      
168

 董恕明《Ina 傳唱的音符－Pinaski 部落變遷中的女性(1980-1995)》20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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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a za  ‘amiyan 1-03b za   vetrelan 

     新年       年節 

1-04a tralitraliyaw 1-04b mutrungutrungulr 

 連接  繼續接下去 

1-05a mu  wazukta  lra 1-05b mu  rudurudung 

      集合       聚集 

1-06a ipungan 1-06b alrakan 

 少年  少年 

1-07a kasahasahar 1-07b kalrayulrayu 

 喜愛的  歡喜的 

1-08a inulupunan 1-08b inuwazukan 

 聚集  召集的 

1-09a aydar  i  marudu 1-09b aydar  i  ma’izan 

  是        長老們  是       長老 

1-10a rutrungutrungutr 1-10b tungadngazaw 

 連接的  接下去 

1-11a masekaze   lra 1-11b marvutrutrtra 

 完成  又發生 

1-12a i  salikiz 1-12b i   laluwanan 

   部落大門     在凱旋門 

 

    歌詞中提到「semekaz 年尾」與「masanin 年終」及「hamiyan 新年」與「vetrelan

年節」兩對同義詞，都是說明「年已終了、即將邁入新的一年」，從 mangayangayaw

少年入駐少年會所開始，代表著部落即將迎接新的一年，由少年所進行的儀式都

是代表著「除去舊的、迎接新的」意涵，由少年起頭、接著由青年接續、直到整

個部落族人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因為青少年充滿活力與生命力，乃是除舊佈新的

原動力，因此年的跨入有賴他們的率先，讓舊有的、不好的、哀傷的一切事物都

隨著新的一年而遺忘、拋棄。因此，在部落的邊界，也就是部落入口之處搭建

「luwanan」，在此舉行「vasivas」儀式。 

    而儀式歌謠「vasivas 少年猴祭」其演唱形式與歌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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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3-06】歌謠〈pahirahiraw〉少年猴祭 

 

 

    從歌詞旋律應唱對答來分析，主要可以分為四個角色：引詞者、起調者、應

詞者與和腔者四個角色。這四個角色因著不同的情況而擔任者有所不同，因

mangayangayaw 主要就是以「學習、模仿」為宗旨，所以當長老們教導少年演唱

「vasivas 少年猴祭」之歌時，其歌謠演唱結構與角色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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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9】少年學習〈vasivas 少年猴祭〉歌謠演唱結構 

項目 指涉詞 形式 旋律特質 年齡階級 角色 

引詞 umuyauya 獨唱 朗誦 mahizangan 教導者 

起調 tematelaw 獨唱 曲調 ripatukan 接位者 

應詞 tematuvang 獨唱 曲調  maradawan 領導者 

和腔 zemirahon 合唱 持續式低音 全體 學習者 

 

    從歌謠中可以觀察到，不同的角色有各自擔任執行的任務： 

【引詞】為長老級的男性，任務是負責教唱，藉由歌謠傳承、教導傳統文化，因

此是訓練引導少年逐步邁向成年的指導者、示範者。 

【起調】為少年年齡階級中的第二級 ripatukan，任務是學習帶領，因此只有單

純的旋律曲調，但是已經逐步邁入領導階層，可傳達教導者的命令，由

此顯示其接領導者位置的能力，接唱時要有冷靜沉著的勇氣。 

【應詞】為少年階級中最高階級的 maradawan 來應答，經由一層一層不同年齡

階級的訓練，能與指導者以應詞的方式來展現其能力，表示有足夠的實

力可以傳達長老們的命令以服眾。 

【和腔】則為少年階級全體，對於長老們的教導以服從、齊心合一的應和來回應。 

 

    當長老們認為少年學習歌謠已經可以掌握且熟捻，這時就會將歌謠的領唱權

全部交由少年們來運作，其演唱角色就如下表 00： 

【表 3-10】〈vasivas 少年猴祭〉歌謠演唱結構 

項目 指涉詞 形式 旋律特質 年齡階級 角色 

引詞 umuyauya 獨唱 朗誦 maradawan  領導者 

起調 tematelaw 獨唱 曲調 malalakan 學習者 

應詞 tematuvang 獨唱 曲調  ripatukan 接位者 

和腔 zemirahon 合唱 持續式低音 全體 學習者 

 

【引詞】為領導級的 maradawan，擁有少年階級中最高的指揮權，任務是負責統

籌所有 mangayangayaw 的事務及領導眾少年在整個儀式的所有活動，因

此以歌謠來宣告、來命令，傳達長老及青年領導級的指令。 

【起調】為少年年齡階級中的第一級 malalakan，任務就是不斷地學習，因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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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的旋律曲調表示其能力仍要不斷磨練，但是已經逐步邁入下一階段，

可以承接領導級的指令，以歌謠傳續讓即將接位者可以因循其旋律傳達

領導者的命令與指示。 

【應詞】為少年階級中第二級 ripatukan，任務是學習帶領，準備足夠的能力來

承接領導者的位置，因此應詞時要有冷靜沉著的勇氣，必須準確地判斷

引詞者要傳達旨意，並且加上堅定悠揚的旋律來覆誦其命令，顯示預備

接續領導者位置的能力。 

【和腔】則為少年階級全體，對於領導級的命令旨意以服從、齊心合一的應和來

回應。 

    因此，歌謠的目的功能並不僅僅是為了「歌」而「唱」，而是透過這些歌謠

來表達或傳達儀式活動的需要，甚至清楚地畫分歌唱者的角色與任務，而傳達的

對象也可清楚地呈現年齡階級分工的狀態，由此，可以看到卑南族人在於音樂傳

承上，循序漸進、長幼有序且選賢與能，這可以說是另一種社會階級運作秩序的

表現。 

  
【圖 3-61】在 luwanan 中吟唱〈少年猴

祭〉，少年階級中的 maradawan 領唱、

ripatukan 應詞。169 

 【圖 3-62】少年階級中的 malalakan 和

腔。170 

 

（三）少年猴祭（vasivas）儀式與樂舞 

    「vasivas」與「trempas」在卑南語中都有「衝開、推開、打開」之意，根

據耆老孫大山的說法，少年代表著「新」、「生命力」、「活力」，因此，年的起始

就是由少年開始展開。但是，過去舊有的，包含傷痛、哀思、愁苦、不祥、霉運

等等不幸之事，也都是由少年開始「trempas」，將這些都「打開、衝破」作為起

                                                      
169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70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18 
 

始點，再交接由更大的力量－「vangsaran」男性英勇氣概與殺伐之氣來去除這

些不祥之事。卑南社會的傳統，青少年的新生活力，乃是除舊佈新的原動力，年

的跨越有賴他們率先介入。猴祭結束，大獵祭才可以接著進行。因此，在少年猴

祭中，儀式活動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以訓練少年、培養戰鬥力為宗旨，

鍛鍊體能的「venakas」（賽跑）活動、培養膽量與勇氣的刺猴儀式，訓練武力技

能的射猴儀式，而猴祭隱含除舊佈新、萬象更替的內涵，因此祭儀中充滿禳災去

禍的動作；最後更以刺猴、棄猴，象徵避凶祈福的犧牲；其二是學習 mangayaw，

從搭蓋「luwanan」到吟唱祭歌〈vasivas 少年猴祭〉，讓少年藉由儀式的運作來學

習傳統技藝與樂舞，擔負著傳承祖先智慧的衣缽；接著第三階段就是「trempas」

衝破年關，以少年的新生活力告知跨年即將到來，逐一到喪家「trempas」其家

門，也是「trempas」喪家的「心門」，希冀喪家能逐步跨越傷痛、擺脫哀傷、重

新回到正常生活、以新的心來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少年的「vasivas」是整個

mangayaw 中最關鍵的起點，是一切部落時序的開始，攸關著部落的生命與歲時

祭儀，因此，在下賓朗部落中，「trempas」是極被重視且不可略過的儀式，唯有

完成「trempas」，部落才能在正常的軌道中繼續運轉！ 

    儀式過程是根據 2009～2015 年的儀式紀錄整理，雖然每年在儀式過程中，

都會有些略為變動調整，原因是少年猴祭從民國 80 年代末期開始逐漸恢復，再

復振過程中，主要是隨著長老們的記憶而會有些變動，因為目前部落曾經參加過

trakuvan 少年會所的男性長老們，大約是 1960 年代之前，耆老陳明成推敲歷史

認為 1961 年是最後一屆進入少年會所接受訓練的少年，以他自己為例，自己就

是 12 歲時進入少年會所，與他同梯進入的還有其他七位171。因此，從 1960 年代

之後直到 1990 年代末期，相隔約 30 年的歲月在下賓朗部落都未曾有少年會所少

年訓練的儀式活動，因此，每年從少年入駐少年會所開始，部落的男性長老都會

逐步地恢復某些儀式活動或是略作變動，而且也會因為人的記憶是有選擇性地且

因人而異，而這些改變也使得部落更團結、更有向心力，讓儀式的復振有更多對

話與討論的空間。 

 

1、第一階段：訓練 

（1）稟告祖靈 

                                                      
171

 在陳明成的記憶裡，自己是小學五年級時參加 takuvan，與他同時期進入的還有莊芳雄、莊哲

夫、王天遠、林茂松、溫錦生、林金生共七位，其中有幾位同梯的 takuvan 名字還知道，例如王

天遠是 makahami，北邊之意；林茂松，kina’ras；溫錦生，riheyan；林金生，sarimu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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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部落祭司（rahan）在天未亮時，就到會所內與 palrakuwan 前的祖靈石稟

告祖靈，告知部落少年即將進行 vasivas 儀式，保佑儀式順利，並且向各方神靈

稟告年關將近，部落即將進入 mangayaw。 

 
 

【圖 3-63】部落祭司 rahan 於會

所內祭告祖靈。172 

【圖 3-64】rahan 祭告祖靈石173 

 

（2）少年邀請長老 

天未亮，少年分組去請長老們至 takuvan。少年道長老家門口，在門外

呼喊著：「imu，mu-vasivas talra!」數次，直到有人回應才可離開。之後，長老們

陸續來到少年會所。 

（3）傳承練習〈pahirahiraw 少年猴祭〉歌謠 

    少年依年齡階級圍坐在少年會所內的火堆四周，請長老們列坐在旁指導祭歌

的吟唱，在 vasivas 這天就是驗收成果的時刻，經過數十天的夜晚，長老們輪流

至少年會所教導少年們學習 pahirahiraw 中屬於猴祭的祭歌〈少年猴祭〉，在開始

vasivas 刺猴儀式之前在少年會所內最後一次的練習，請各長老給予指正，通過後

才能正式開始 vasivas。 

（4）紮草猴 

由 maradawan 領隊，少年們列隊跑步，從少年會所出發至水源地 dekilan174的

山上，紮草猴。在昔時，部落耆老 80 歲以上的記憶中，在少年會所受訓的時期，

                                                      
172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19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73

 筆者攝於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74

 水源地的山谷稱為 dekilan，是村子裡的水源地，除了供應部落的水源來源之外，如果遇到旱

災必須舉行祈雨祭時，女祭司會命令 trakuvakuvan 少年至水源地用 lawas（竹筒）到此地 dekilan

裝水，然後把 lawas 中的水潑至 karumaan，藉此祈求雨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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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gsaran會到山上抓猴子給少年各自照顧，讓少年飼養一段日子兩者有情感後，

最後階段是要訓練少年刺猴、射猴，培養少年面對敵人時不會因情感牽絆而猶豫，

才能勇敢地征戰敵人不畏懼。但到了日據時期就被日本政府廢除，改以紮草猴來

代替。草猴以姑婆芋的根莖作主軸，再輔以樹枝做支撐，然後以樹藤（takrl）纏

繞在外當作身體及毛髮，然後將草猴倒吊綁在竹子上，由兩個 ripatukan 扛在肩

上背負下山，其他少年依照年齡組織由大至小跟隨其後，在 maradawan 指揮下，

邊行走邊 himiraw 回到部落。「himiraw」是呼喊、歡呼之意，其形式如下： 

 

【表 3-11】「himiraw」之演唱形式 

 年齡階級 歌詞 

領唱 maradawan ／ ripatukan hu～ 

和腔 眾少年 he  ya  hu ～ 

     

「himiraw」的領唱主要是以 maratawan 為主，但是為了培養 ripatukan 領導

能力而會逐步將此權力交給 ripatukan，藉由此方式樹立威信。透過「himiraw」

沿途呼喊告知，也是通知部落族人少年已將草猴帶回部落，即將進行下一階段的

「刺猴」與「射猴」儀式。 

 

 
 

【圖 3-65】少年至山上以姑婆芋

及樹藤來紮草猴。175 

【圖 3-66】將草猴懸掛於竹竿上，帶回部落176 

 

                                                      
175

 攝於 2010 年 12 月 18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感謝林清財教授提供照片。 
176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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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換穿少年傳統服（penadan） 

少年們回到少年會所後，少年們依照不同的年齡階級換穿傳統服，malalakan

穿著白上衣、短圍裙；ripatukan 穿著藍上衣、短圍裙；而 maradawan 除了藍上

衣、短圍裙之外，在衣著外會斜掛著一紅色披肩，稱為「talrusavang」，代表著

權威、領袖。全部少年在頭上都會綁頭巾，以白色為主，圍裙上綁綠色腰帶。除

了 maradawan 之外，其餘少年在圍裙背後為至系上臀鈴（sinsingan），當少年跑

步走動時就可知其位置。 

  

【圖 3-67】斜掛紅色披肩的 maradawan177  【圖 3-68】藍上衣、短圍裙 ripatukan178 

  
【圖 3-69】白上衣、短圍裙的 malalakan179 【圖 3-70】背後繫臀鈴（sinsingan）180 

                                                      
177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78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79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80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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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發至 luwanan、置放草猴（lutung） 

    著裝完畢，由 maradawan 領隊，少年們依年齡階級列隊以小跑步，從少年

會所出發至 luwanan（祭猴場域），隊伍中由兩人將草猴懸掛在竹竿上、架於肩

上於隊伍後面跟進，其餘少年將各自製作的矛（kutang）手持，在 maradawan

以「himiraw」方式前進至 luwanan。到了 luwanan 後，由 ripatukan 先至 luwanan

內升火「pu-vuaw」181，表示儀式即將開始。將草猴（lutung）置放在竹架上，

將矛（kutang）依序排列置放在 sangzadan（放弓、矛架），置放完後，由 maratawan

領隊少年們列隊跑部落部落入口。 

 

（7）體能訓練：賽跑（venakas ） 

    回到部落入口，由 maradawan 依照年齡分組進行 venakas，目標是跑回少年

會所內，以此來訓練少年體能及競技能力，也是檢視少年在少年會所受訓期間的

體能練習成果。 

 
【圖 3-71】少年體能競賽—賽跑182 

 

2、第二階段：傳承 

（1）揹弓箭 

                                                      
181

 孫大山長老表示，升火「pu-vaaw」代表著非常多的意涵，火是「生命」所以當族人舉行任何

儀式或活動時，都必須先升火「pu-vaaw」，有生命之處就要「pu-vaaw」。「pu-vaaw」也有除舊佈

新之意，用火來消除舊有的事物，也就是部落中如發生不幸、不祥之事時，在 karumaan 或

palrakuwan 內「pu-vaaw」，以此來消災解厄，藉由火來遏阻更多災難發生。 
182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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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 takuvan 將各自所製作的弓箭，揹回至 luwanan。到達 luwanan 時，由

maradawan 帶隊繞著 luwanan 跑三圈，邊跑邊「himiraw」，宣示少年的到來及刺

猴儀式即將開始。 

 

（2）pu avai（少女送食物） 

    在 luwanan 之地外圍，少女陸續到來，並帶著要慰勞少年的食物，稱為 pu avai。

少年列隊，少女將食物遞給列隊於最前面的少年，少年再逐一逐一將食物往後傳，

少年接到食物時要對下一個少年說：pinavuras，傳到最後 maradawan，maradawan

再將食物排放好，直到食物全部傳遞完畢，由 maradawan 吩咐少年將食物先分

送給長老們，再分送給來觀看的女性長老、親友，最後再分配給少年們，享受食

物。少年前一晚就未進食任何食物，僅部充水分。這也是學習 mangayaw 的階段

之一，在 mangayaw 時 vansaran 準備上山狩獵巡守之前，家族婦女就會準備食物

讓男性帶至山上可進食，因此 takuvan 在受訓期間也是常常訓練忍受飢餓的能力，

當 vasivas 的前一晚，少年家中的少女就要負責準備食物給少年。 

 
【圖 3-72】少女送食物給少年183 

 

（3）吟唱〈pahirahiraw 少年猴祭〉祭歌 

    在 2014 年以前，吟唱祭歌儀式時，長老們與 maradawan 坐於 luwanan 內，

其餘少年圍站在外，由長老領唱，少年應和。但到了 2015 年，長老們決議回到

傳統，vasivas 祭歌演唱應該是由 trakuvakuvan 為儀式執行者，因此，2015 年全

部的少年按照年齡階級依序坐於 luwanan 內，吟唱祭歌。 

                                                      
183

 筆者攝於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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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刺猴、射猴儀式 

    演唱完畢，由 maradawan 下令，眾少年手持刺茅（kutang），圍繞在置猴架

旁成圈，在 maradawan 發號司令：pu ! 眾少年刺猴，邊刺邊呼喊：pu ! 一輪完

畢換下一輪少年刺猴，直到 maradawan 認為猴子已死才停止。刺完，將刺茅歸

放於刺茅架上。maradawan 命兩人將草猴掛於射猴架上，準備射猴。由 maradawan

下令，眾少年手持自己製作的弓箭，分組射猴。較年長的少年教授年青少年如何

射猴。每個少年都必須射猴。射完後將弓箭放回弓箭架上。 

 

 

 

【圖 3-73】眾少年手持 kutang 刺猴。184 【圖 3-74】眾少年射猴。185 

 

（5）拆除 luwanan、滅火、棄猴、棄弓、矛 

    由 maradawan 拿起佩刀，砍繩子、砍竹子，砍竹子時需一刀砍倒，不可再

砍第二刀，將 luwanan 圍在四周的竹子皆砍倒。將 luwanan 中的火堆取水滅火，

並將周圍的火堆都要滅火。接著由 maradawan 命少年將射猴子的架子拆毀，但

要揹起滿身劍的草猴，準備丟棄至「salungasing」。「salungasing」是過去棄猴、

棄人頭之處，陰暗且被族人認為是污穢之地，在昔時，當 vasaran 獵首後，並未

帶回家中而是直接到此處將人頭丟棄在此地。棄猴後，將刺茅186、射猴的弓皆丟

棄在野外。的刺刀拆下，可帶回作紀念，而刺桿則丟棄。 

 

                                                      
184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85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86 另有一說是刺矛的刺刀可拆下帶回作紀念，而刺桿則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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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trempas開啟 

（1）trempas 喪家 

    由 luwanan 返回部落，少年列隊跑步直接就到今年度第一位過世的喪家，為

其舉行「trempas」（衝破、開啟）儀式。由 maradawan 率先，在喪家門口大喊

「pu！」然後用力推開門，其餘少年列隊以跑步的方式快速穿越家戶從後門出去，

每一個進入的少年都要大聲用力地喊「pu！」，希冀以少年的活力推開喪家的大

門，最重要的是「心門」，讓喪家可以重新回到部落正常的生活，脫離悲傷、重

新擁抱人們！ 

 

【圖 3-75】少年 trempas 喪家187 

（2）傳統歌舞 temilatrilaw 

    完成喪家的「trempas」儀式後，回到少年會所前少年按照年齡階層圍圈跳

傳統舞，由 maradawan 領唱跳 temilatrilaw，及一般歌謠 senay。一段時間後，為

了讓慶祝活動更熱鬧，少年會高唱《呼叫 vulravulrayan 之歌》邀請少女一同加入

歌舞的行列。 

 

二、大獵祭（mangayaw） 

    大獵祭 mangayaw，根據孫大川教授的說法188，其原始語意是某種主權或領

域的宣示和維護，因此 mangayaw 很可能是一項宣示主權的祭儀，而狩獵是附帶

的，隨著冬盡春來、歲時循環的秩序，卑南勇士巡視自己的領域，既告知神明祖

                                                      
187

 筆者攝於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188

 孫大川，林清財《台灣原住民族祭儀文學之調查、翻譯、註釋計劃－卑南族與阿美族》計畫

報告書 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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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也提醒窺伺的敵人。因此，整個祭儀以男性 palrakuwan（成年會所）為核心，

為了主權的宣誓與維護，必須以強大的「武力」作後盾，而 palakuwan 正是卑南

族武力運作的樞紐。而儀式歌謠也專屬於男性。因此，整個大獵祭吟唱專屬男性

的古老詩歌－〈pahirahiraw〉歌謠，在不同階段吟唱不同文本的〈pahirahiraw〉

歌謠，更是象徵著 mangayaw 的精神與內涵。 

 

（一）mangayaw 儀式運作 

    大獵祭儀式的運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祭告與出發（2）巡狩之地

（3）返回到 Luwanan（4）返回部落、除喪。以下分別就四個階段敘述。 

 

1、第一階段：祭告與出發 

（1）祭司祭告祖靈 

    大獵祭出發的時間與地點，是經由部落祭司 rahan 夢占的結果來決定。在出

發當日清晨天未亮，部落祭司就至 palrakuwan（成年會所）祭告祖靈，稟告部落

即將舉行大獵祭，祈求儀式進行順利及人員平安。舉行儀式的地點有 palrakuwan

內以及 palrakuwan 外的祖靈石。 

    祭告祖靈後，部落的成年男子皆陸續集合至 palrakuwan。長老叮嚀勉勵，青

年會領導者則宣佈注意事項及規範。 

 

（2）少年晉級儀式 pu-valisun 

    puvalisun 就是由部落長老189在出獵前為少年會所最年長一級的 maradawan

舉行晉級儀式，為他們圍上藍布短裙，正式成為 palrakuwan 中的新進成員

valisun。 

    valisun 在下賓朗男子年齡階級中是屬成年會所最低階級，必須要服三年的苦

行、服務的階段，在大獵祭期間，扮演炊煮、跑腿、替老人扛揹衣物及獵物的工

作，在平時，在會所中聽候上一級或長輩的差遣，並有種種意志、體能、生活技

能的鍛鍊，唯有經過這樣的磨鍊，才能晉升至 Vangsaran（成年階級），可以裝扮

自己、結婚成家，成為真正的下賓朗成年男子。會所中男子之年齡階級，如下表： 

                                                      
189

 當男子在少年會所中以晉級至最高階級 malatawan 時，其父母會為少年選擇「義父」，讓少年

在往後的成長階段以及在 palakuwan 期間，都有父執輩的長輩可以作為學習的模範及訓練的指導

者，因此，「義父」的條件必須有健全的家庭、其行事作風受到族人的敬重，在部落裡有一定的

身分地位者，因此義父必須負起教導義子的責任、而義子也要協助義父為優先，例如颱風天，義

子必須先到義父家幫忙修繕、整理善後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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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會所 palrakuwan 之年齡階級 

階級名 稱 字 義 任務 相對年齡 

valisun 轉變中 苦行階級、服勞役三年 12 歲以下 

vangsaran 已成年 執行任務、保衛 19-21 

paravaravat 已婚者 執行任務、保衛  

ma’izangan 智慧者、年長者 指導、傳承 55 歲以上 

根據耆老許政夫的說法190： 

    大獵祭上山的意義，就是在山上互相學習、學習謙讓、禮節，並且將舊

的恩怨在山上解決，回到部落重新迎接新的一年。而少年晉升到青年階級

valisun，要學會服務老人家，多向老人家學習傳統文化與技藝，尤其長老

中有許多保有傳統手工藝的技巧，例如以藤或木頭製作食物用具如湯匙、碗、

盤、杯子等，或是以茅草或樹葉編織小型瞭望台、palrakuwan等，以及如何

用傳統工藝搭建工寮、防禦建築，最重要是傳統的狩獵方式，例如製作針對

不同動物的陷阱、如何辨別動物足跡與氣味來放置陷阱、以及如捕捉獵物等

祖先代代流傳下來珍貴的文化傳統知識。 

 

    因此，在下賓朗部落男子成長的過程中，valisun 階級是備受重視的，唯有經

過 valisun 階級的磨練、鍛鍊與傳統文化的教育，才能真正成為「下賓朗的

vangsaran」。 

  

【圖 3-76】義父為義子圍上 valisun（藍色圍裙）191 【圖 3-77】義父與義子。192 

                                                      
190

 根據 2008 年 12 月 30 日下賓朗大獵祭在山上巡守狩獵時，請長老們為青年們講述大獵祭的意

義與傳統時，由許政夫長老代表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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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合出發 

    由長老叮嚀勉勵，青年會領導者則宣佈注意事項及規範。在這期間，會有部

落婦女送來為男子準備上山的食物，之後男士們準備出發。 

 

（4）祭司舉行跨越儀式（melakaw） 

    部落祭司在部落的外圍邊界，舉行「跨越」（melakaw）的儀式，以兩支長

芒草打結成一道籬，橫置在路中間，在芒草中間及兩側擺放祭祀用的檳榔，其目

的就是請當年過世族人的靈魂止步，驅除不好之物。當參與的族人跨越此藩籬時，

即代表著生與死、潔淨與不潔的隔離。 

  

【圖 3-78】rahan 將陶珠綁在芒草中間193 【圖 3-79】祭司舉行 melakaw 儀式194 

 

2、第二階段：巡守之地 

（1）升火、搭建獵寮、喪家草寮 

    到了巡守之地，長老們尋找適合的地點，下令青年們搭建營地。在搭建之前，

必須由部落祭司舉行升火儀式195，之後青年們搭建獵寮，在設立獵寮的主要支柱

時，部落祭司必須同時舉行祈福儀式。而當年度家裡有喪事的男子們，必須為他

們另外搭建草寮，家有喪事者並不出外狩獵巡狩，而在營地內駐守。 

 

（2）出發狩獵 

                                                                                                                                                        
191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26 日下賓朗大獵祭。 
192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26 日下賓朗大獵祭。 
193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26 日下賓朗大獵祭。 
194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26 日下賓朗大獵祭。 
195 火在卑南族代表著生命、族群精神所在，因此卑南族人到了山上、或進入 palakuwan、luwanan，

甚至進家裡的第一件事，就是「升火」，任何的儀式才可以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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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獵寮完成後，男子則各自或兩三人一群出發去狩獵，營地內僅剩下長老

們、喪家男性、部落祭司，以及 valisun 留守營地、服務老人、煮飯挑水等雜務。

第一位獵獲獵物回到營地者，其所獲之獵物交由部落祭司敬獻祖靈，而此第一位

勇士將被稱為「sanga」，即「最英勇的男人」，因此青年男子都爭先恐後、努力

爭取此項榮譽。 

 

（3）夜晚吟唱古謠〈pahirahiraw〉 

    到了夜晚，青年們都回到營地，用餐過後則由長老們帶領吟唱古謠

〈pahirahiraw〉，長老們圍坐在火堆四周、而青年們則站立在其後，valisun 則隨

侍在側倒酒給長老、青年們，層級分明，透過古謠的吟唱，講述傳統文化、古訓，

代代相傳。古謠吟唱後，由年青人帶頭演唱一般性的歌謠與歌舞，在歡樂聲中除

卻疲憊，迎接下一個挑戰。 

 

【圖 3-80】巡狩夜晚吟唱〈pahirahiraw〉196 

（4）夜晚護衛儀式（semivasuv） 

    夜晚，年青人會分年齡階級輪流護衛，輪值的青年輪流丟擲茅草至獵寮屋頂

上，丟擲的聲響讓長老們知曉年青人未曾偷懶、讓敵人知道此處有人護衛、不敢

偷襲。 

（5）為喪家吟唱除喪 

    巡狩的最後一晚，長老們吟唱古謠後，會帶領者年青人到喪家的草寮前，領

唱除喪歌謠，為在山上巡狩的男性族人除喪解憂，是除喪儀式中的第一階段。 

                                                      
196

 攝於 2009 年 12 月 30 日下賓朗大獵祭山上巡守，感謝林清財教授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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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1】巡守最後一晚為喪家吟唱除喪197 

 

第三階段：返回、Luwanan 

（1）親友迎接、著傳統服 

    結束巡狩的清晨，男子們將獵獲的獵物及裝備集結成隊，準備下山、返回部

落。而部落的婦女與小孩會在獵隊歸來的路途中，迎接豐收的男士們，為每個男

子換上傳統服飾、戴上美麗的花環，讓他們以最華麗的打扮代表著他們的勝利歸

來。值得注意的是，喪家的男子們，位在隊伍的最後方，並未加入這迎接的行列，

未換上華麗的服飾，僅以路邊的草藤編成環戴於頭上，其親友僅以擁抱來表達哀

悼之意。 

 

  
【圖 3-82】婦女為男性穿上華麗的傳統

服、戴上美麗的花環198 

【圖 3-83】喪家男性僅能帶草環199 

（2）前進 Luwanan 

                                                      
197

 攝於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下賓朗大獵祭山上巡守，感謝林清財教授提供照片。 
198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下賓朗大獵祭。 
199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下賓朗大獵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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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聖裝完畢後，由青年隊長以「he ya hu～ 」的口號三聲，valisun 先揹起其

義父或各長老的衣物用品獵物，位於隊伍的最前方，長老們以步行方式、其他男

子則依照年齡階層排列成一列隊伍，以跑步的方式前進，其行進時，必須以長老

們為運行的中心、繞著跑步直到 luwanan。 

  

【圖 3-84】valisun 義子揹義父之衣物、獵

物200 

【圖 3-85】男子以長老為中心的行進隊

伍201 

（3）luwanan 吟唱除喪歌謠 

    到了 luwanan，長老們陸續進到 luwanan 就坐、喪家男子也在其後進入就坐，

其餘男子在領導者帶領下不斷地繞著 luwanan 跑步，直到長老們皆安坐完畢，然

後在 luwanan 四周圍繞站立著。由長老開始起唱古謠〈pahirahiraw〉，眾青年應

和，此古謠分兩階段，首先是吟唱古謠「返回」，之後吟唱「解憂之歌」為喪家

除喪，此為除喪儀式的第二階段。當吟唱「解憂之歌」時，喪家的婦女在其親友

的扶持下來到 Luwanan，各自站立在其喪家男子的身後（未進 luwanan）。 

  

【圖 3-86】luwanan 內吟唱〈解憂之歌〉

為喪家除喪202 

【圖 3-87】喪家婦女在親友扶持下來到

luwanan203 

                                                      
200

 筆者攝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下賓朗大獵祭。 
201

 筆者攝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下賓朗大獵祭。 
202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下賓朗大獵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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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喪家著傳統服 

    當吟唱完後，由部落祭司 rahan 以竹杖逐一挑起喪家男子的草環、再挑起

luwanan 外喪家婦女的草環，而其親友就為喪家們戴上花環，表示第三階段的除

喪。演唱完畢後，青年們在 luwanan 外繞圈跑步，長老們在 luwanan 內為喪家敬

酒，表示除哀、可以迎接新的一年。儀式完成後，喪家男子就到 Luwanan 外換

穿上傳統服飾，加入隊伍當中，準備返回部落。 

 

  

【圖 3-88】部落祭司除去喪家草環204 【圖 3-89】除喪後，親友為男性喪家換

穿傳統服裝205 

 

第四階段：返回部落、喪家除喪 

（1）回到 Palrakuwan 吟唱 

    男子隊伍依然以長老們為行進的中心、跑步返回部落，到了 Palrakuwan，由

部落祭司先進入 Palrakuwan 內舉行祭告儀式，長老們圍坐在 Palrakuwan 內，其

餘男子則站立在 Palrakuwan 外等候。祭告儀式完畢，再次由長老領唱古謠

〈pahirahiraw〉 

 

（2）至各喪家除喪 

    吟唱完畢由長老帶領隊伍，前進至各喪家，開始第四階段的除喪儀式。行進

隊伍仍是以長老們為運行中心跑步，到了各喪家，僅長老級進入喪家之中、與喪

家同坐屋內、其餘男子則站立於屋外，由長老起唱「pahirahiraw 解憂之歌」。古

                                                                                                                                                        
203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下賓朗大獵祭。 
204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下賓朗大獵祭。 
205

 筆者攝於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下賓朗大獵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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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吟唱完畢，由年青人帶領演唱一般歌謠206或歌舞，以歡樂的氣氛來去除喪家的

霉氣與哀意。此為除喪儀式的第四階段。 

 
【圖 3-90】長老帶領 Vangsaran 到喪家除喪 

（3）回到 Palrakuwan 前廣場歌舞 

    當逐一到各個喪家除喪完畢後，長老將男子隊伍帶回至 Palrakuwan 前的廣

場，開始歌舞活動，由長老吟唱 temilatrilaw、男子依照年齡階層圍成一圈跳傳

統舞，由 vangsaran 領導者帶領喪家婦女進入跳舞隊伍的前面位置，由長老牽著

婦女及其他家人在跳舞隊伍的最前頭領舞，一家戶一家戶地輪流至隊伍最前面，

以舞蹈歌謠來為喪家除喪，希冀藉由此儀式讓喪家除去哀傷、重回部落，準備迎

接新的一年的到來，除喪儀式最完滿的階段。 

 

（二）mangayaw 儀式歌謠：pahirahiraw 

    mangayaw 儀式歌謠主要是專屬男性吟唱的〈pahirahiraw〉。從少年

mangayangayaw 開始是訓練階段，〈pahirahiraw〉的吟唱是由男性長老帶領領唱

與訓練。一直到大獵祭 mangayaw，是整個男性年齡階級對於部落主權的宣示、

隱含著男性階級制度的傳承、訓練與考驗，因此〈pahirahiraw〉的吟唱隨著

mangayaw 儀式運作不同階段性的任務有不同內容，因著不同的時機地點，各有

不同的歌謠吟唱對象及目的。主要在整個大獵祭中有五個儀式場合，每個場合

〈pahirahiraw〉的演唱形式相同，但歌詞方面則針對不同的場合與功能而有不同

                                                      
206

 根據 2005 年 12 月 30 日的田野紀錄，耆老陳德清認為，在 70 年代以前，整個大獵祭只能

pa’ira’iraw，直到家戶除喪完畢後回到 palakuwan 時跳傳統舞 trimilatrilaw 才能加入一般歌謠，也

就是「senay」。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在山上除喪及家戶除喪後，年輕人總會加入一般歌謠來

緩和氣氛，讓哀傷的情緒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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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pahirahiraw〉儀式歌謠是專屬於男性，在歌謠中更是顯現了男性的年齡

社會階級，以文本〈Venanvan 解憂之歌〉歌謠為例： 

【譜例 3-07】歌謠〈pahirahiraw—Venanvan 解憂之歌〉 

 

 

    從歌謠的演唱形式來看，可區分四個演唱角色：引詞者、起調者、應詞者及

和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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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詞】是由部落中受尊敬、善演唱的長老來擔任，此為卑南古語，只專用於歌

唱時，因此在古謠〈pahirahiraw〉在大獵祭各階段起頭吟唱時，第一句的歌詞中

常以此詞起頭，表示呼應眾人開始吟唱〈pahirahiraw〉。引詞者吟唱音域較為低

沉，旋律前半部是虛詞、後半部為實詞，因此歌詞的陳述主要是在引詞者。古謠

〈pahirahiraw〉的歌詞，每一句都是成對的同義詞，引唱者在實詞部分每次只吟

唱對詞中的前詞或後詞，如引唱前詞，則應詞者可呼應前詞，或是吟唱後詞作為

應對。例如以〈孫大山手抄本－Venanvan〉為例，上譜例中引詞者僅吟唱第一句

的前詞。 

 

 前詞 後詞 

01 man     uyayan man    tehayan 

 什麼    唱 什麼    起唱 

02 na    kurekuret na    risarisan 

       同伴      同期少年 

03 na   kemay    wakaL na   kemay    deLan 

      從      足跡      從        

04 na  kemay   revek na   kamay    WahuT 

     從      獵場      從        狹路 

 

「起調」則是由青壯年組（Vansaran），演唱者為青壯年組中領導者或是善

吟唱者，是未來傳承吟唱古謠〈pahirahiraw〉的預備人選，因此演唱時由一人或

兩人代表將旋律吟唱出來，屬於歌謠式旋律，且旋律音域高亢，與引唱者吟誦式

低沉音域形成明顯對比，雖然歌詞皆為 i-ye-i-ya-a-i-ye-i-yo 等虛詞，但此角色主要

是為應詞者指引旋律。 

「應詞」是接續起調者的旋律，前半部為虛詞，後半部則回應或重複引詞者

的歌詞，如果是重複引詞者歌詞常常不會完整呈現，而如何回應引詞者歌詞則是

考驗應詞者的文學功力，除了解引詞者的所吟唱的歌詞，並且在短時間內必須回

應相對應的同義詞，且必須考慮詞句的對仗、押韻等要素，所以此角色常由部落

中深諳卑南古語且文學造詣高、音樂功力頗深的長老來擔任。然最近幾年，為了

讓傳統文化能延續，因此長老們會鼓勵年輕一輩、勤於學習的青壯年組青年，來

嘗試擔任此重任，而這些青壯年組大多是經常擔任起調者，其音色、旋律等歌唱

都掌握的讓長老們信任，因此下一階段就是訓練成為應詞者。由此，更可以看到

卑南族人在於音樂傳承上，循序漸進、長幼有序且選賢與能，這可以說是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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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級運作秩序的表現。 

「和腔」族語稱為 zemirahon，rahon 常用來形容聲音宏亮，on 取其”嗡嗡”

作響之意，因此和腔則是由青壯年組的眾青年同聲和鳴。主要是在起調者與應詞

旋律的下方、在低八度音域演唱持續式移動低音，歌詞則配合上方旋律歌詞以

a-i-a-i-a-u-a 等虛詞演唱。最後則由全體一起以虛詞 ya 低沉的呼喊聲作為樂段的

結束。從下列譜例一可明顯看出其層次分明。 

    整個男性祭儀都是以〈pahirahiraw〉儀式歌謠為主，但不同時機則演唱不同

的內容，且儀式歌謠演唱對象除了男性還有女性，雖專屬男性歌謠，但為了彌補

生者與死者的鴻溝，撫慰的對象則是受創傷的族人而不再限於男女的區別了。 

     

（三）〈pahirahiraw〉歌謠文本 

    下賓朗〈pahirahiraw〉歌謠的文本，從田野收集中有數個版本，從文本抄寫

所使用的語言方式，可知文本書寫者的教育背景。目前有四個版本：（1）莊萬福

版 （2）許政夫版（3）孫大山版（4）孫大川版。 

 

【表 3-13】下賓朗〈pahirahiraw〉歌謠之手抄本 

手抄本版本 抄寫拼音方式 教育程度 

1、莊萬福版 日語片假名記音 受過日本教育 

2、許政夫版 日語片假名記音&卑南語

拼音版 

受過日本教育 

3、孫大山版 日語片假名記音&卑南語

拼音版 

自學日語、族語教師 

4、孫大川版 卑南語拼音版 留學比利時、母語 

     

    面對不同版本的抄本，儀式運作與手抄本的關聯則是另一個需要詳述探討的

議題，在此先以孫大山卑南語書寫拼音系統為主要研究文本。 

在孫大山的手抄本中，共紀錄了五個〈pahirahiraw〉歌謠文本，每個文本皆

有不同的功能與屬性，以下是各文本運用於大獵祭 mangayaw 儀式運作中： 

 

【表 3-14】mangayaw 儀式與〈pahirahiraw〉歌謠文本 

歌謠 演唱時機地點 主要演唱對象 說明 

penaspas 巡守狩獵每一夜晚 參與巡守男性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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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風肆虐 

pare’a lra 

反擊 

禦敵後夜晚 參與禦敵男性族人 因現今已無禦敵的

情況，故僅留手抄

本而無實際演唱 

sanga 

勇士之歌 

禦敵或狩獵後之夜晚 Sanga  已無禦敵故改以狩

獵第一名者為

sanga 

na parevaliw 

返回 

(5) luwanan 迎接勇士的族人  

(6) palakuwan 祖靈  

venavan 

解憂之歌 

(3) 巡守最後一夜晚 男性喪家  

(4) luwanan 男性&女性喪家  

(7) palakuwan 祖靈、男性喪家  

(8) 喪家各家戶 女性喪家  

    

〈pahirahiraw〉歌謠的歌詞，屬於典型的卑南族修辭手法，每一句都是成對

的同義詞，使用簡練、深奧的古語或現今用語，每一句都包含著多層次的隱喻，

而且成對的詞句講究押韻，可押頭韻、尾韻或頭尾皆押韻。以下以大獵祭第三、

四階段為喪家解哀所吟唱的古謠「na parevaliw 返回」207之歌詞為例，摘錄如下： 

 

歌謠〈na parevaliw 返回〉之歌詞 

  歌詞 歌詞大意 

01 前 uyayaw   zian 

招喚 

吟唱一下吧 

後 tehayaw    zian 

起唱、突然唱出來、一起唱 

來吟唱 

02 前 man     uyayan 

什麼    唱 

唱什麼呢？ 

後 man     tehayan 

什麼     起唱 

要招換些什麼呢？ 

03 前 kemay    wakal 

從       足跡、走路的痕跡 

從路上說吧 

後 kemay     zaLan 

從        路、道路 

從路上來 

04 前 makuret   za   Lalizawan 

約定好的日子         日子、白天 

日子已到了 

                                                      
207

 古謠「na parevaliw 返回」全文歌詞附錄於後（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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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pauwa      za    sungan 

已經確定好、約好       夜晚 

到了這個日子 

05 前 na    kinakuretan 

      約好的日期 

那做為期限的 

後 na     kinaruwayan 

      約定好的事情 

約定好的日子 

06 前 piakudaya   ta 

往哪裡       我們 

我們要往哪裡去好呢？(疑

問句) 

後 piaamaya      ta 

去哪裡          我們 

何去何從呢？ 

07 前 piangadura   ta 

往哪裡        我們 

我們就往那裏去吧 

(確定語氣) 下山去吧 

後 piasiliva    ta 

往那裡       我們 

我們就往那裏去   

往我們來的地方         

08 前 parevaliwa   ta 

迴轉、轉 

轉回去吧 

後 pareTekipa     ta 

折返點 

迴轉吧 

13 前 kara          uzunun       la 

從四面八方   圍在一起    已經 

快圍過來 

後 kara          urepun       la 

從四面八方   圍在一起      已經 

快集合 

從上面的歌詞，可以歸納出以下三種歌詞結構208： 

1、歌詞前段重複、後段變化 

  （1）單字型（舉例第 8 句） 

前詞 parevaliwa 

後詞 paretekipa 

 

  （2）單句型（舉例第 3 句） 

 前段 後段 

前句 kemay     wakal 

後句 kemay           zaLan 

 

                                                      
208

 對於大獵祭 pahirahiraw 歌謠歌詞結構分析參考林清財、孫大川〈韻律與脫序之間：卑南下賓

朗社祭儀歌曲的建構〉《台灣音樂研究》第五期，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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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歌詞前、後段重複、中段變化 

  （1）單字型（舉例第 6 句） 

前詞 piakudaya 

後詞 piaamaya 

 

  （2）單句型（舉例第 13 句） 

 前段 中段 後段 

前句 kara                      uzunun la 

後句 kara                         urepun la 

 

3、歌詞前段變化、後段重複 

  （1）單字型（舉例第 2 句） 

前詞 uyayan 

後詞 tehayan 

 

  （2）單句型（舉例第 1 句） 

 前段 後段 

前句 uyayaw   zian  

後句 tehayaw    zian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pa’ira’iraw 歌謠的歌詞結構非常嚴謹，配合旋律歌

唱時更顯得詩詞與節奏的韻律更緊密結合。演唱時，主要由引詞者引領整個歌詞

的變化，而應詞者會循著引詞者實詞部份的旋律節奏，完全重覆或部分重複引詞

者的歌詞，但因旋律不同，為了配合旋律進行，偶而會將歌詞中的母音重複拖長、

或子音加上母音的情形，但歌詞與旋律所形成的節奏韻律並沒有改變。 

 

第四節  儀式歌謠與性別角色 

    從下賓朗歲時祭儀中可以觀察到性別在不同祭儀中有不同的任務，且不同性

別上還有著個人／家戶、祭司／年齡組織等關乎著社會組織的區別，所以不是單

純僅在於女性／男性的相對分工，我們將性別角色在歲時祭儀之分工，以下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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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理，可以更清楚地觀察到儀式與性別角色之關係： 

【表 3-15】下賓朗性別角色在歲時祭儀之分工209 

 女    性 男    性 

祭儀＼分工 女祭司 年齡組織 備註 男祭司 年齡組織 備註 

小米播種祭 V  家戶女性

代表播種 

  家戶男性協

助翻土 

小米除草祭  V    (暗中保護) 

除草完工禮  V   準備禮物  

祈雨祭 V  水源地祈

雨 

 V少年階級 祖靈屋灑水 

收割與入倉

祭 

V  家戶入倉   家戶入倉 

嚐新祭 V 

 

 祖靈屋 V 

 

 部落入口 

收穫祭  V 新小

米製 avai 

歌舞慶祝  V捕魚蝦狩

獵 

歌舞慶祝 

少年猴祭  少女準備

食物 

 V V 少年階級訓

練 

大獵祭  釀酒 

食物 

部落內 

準備食物 

V V 

除喪 

部落外獵場

巡守領域 

年祭  V 

歌舞 

教母準備

衣物 

 V 

歌舞 

成年儀式 

附註：V 表示參與祭典主要執行者 

     

    我們從上表可以清楚看到，卑南族下賓朗部落歲時祭儀中的男女分工，隱含

著男女性別關係在年度週期性儀式中各司其職的互補作用。我們可以從下列圖表

看到，在收穫祭前是以女性為主要儀式執行者，從播種祭、小米除草祭、除草完

工禮、祈雨祭、收割入倉祭、嚐新祭等，一系列以小米為主的農耕祭儀為核心；

到了收穫祭時，儀式由男女共同準備、共同飲食、共同慶祝；完成收穫祭後，男

性少年階級入駐少年會所，男女角色互換，以男性為主年齡階級訓練開始，從少

年到青年的儀式及專屬男性歌謠也陸續展開。直到部落除喪後，年祭儀式開始，

成年禮由女性為男子準備代表成長的衣物，之後由男女共同歌舞、共同歡度年祭，

迎接新的一年。從下圖可以看到，以年祭與收穫祭為界，可以將年度週期性儀式

                                                      
209

 形式參考林清財、孫大川 2007：12，但內容則依照本文而有所更動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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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兩個區塊，右半部是女性為主，而左半部則轉換為男性。 

【圖 3-91】性別與儀式角色之關係 

 

 

 

 

 

 

 

 

 

 

 

 

 

 

 

 

 

 

 

 

    男女角色的階序對立的關係，在收穫祭與年祭時產生逆轉現象，從角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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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2】性別在儀式之間的「移動、轉動」現象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年祭過後，一連串與小米耕作相關的儀式中，女

性年齡組織的成員在空間上，不斷地移動在部落外圍的空間裡，相對於男性駐守

在部落 palrakuwan 內隨時待命、暗中保護婦女在部落外的安全。此一男女在儀式

空間關係上的對立，在完成收穫祭後產生重組與逆轉。男性是部落外的移動狀態，

致力於巡守領域、狩獵、訓練，而女性則將收穫後的小米製成 avai，供給在外男

性體力上的需要，在空間上是留守在部落內，兼顧家庭、養育下一代。從社會組

織的範疇來觀察，男性以嚴謹的年齡階級為執行儀式的組織，相對之下，女性則

是以家戶或家族的概念，將製作的 avai 分送給親族男性，而非部落性的致送。 

    因此，雖然從儀式的執行來看，男女是對立角色的關係，但從整個歲時祭儀

運作時序觀察，可以看到性別角色是不斷地循環、互補、互助。 

    從歲時祭儀儀式歌謠的運作角度來觀察，從播種祭到嘗新祭一連串屬於農耕

祭儀的儀式，其執行者以女性為主，其儀式歌謠也是以女性為主體，以儀式執行

者來看可以區分為女祭司與女性年齡組織小米除草團。女祭司稟告祖靈祝禱有專

屬的頌辭形式—temaramaw。因而小米除草團因祭儀運作有專屬特定時機功能的

歌謠，小米除草在這漫長的工作時間內，除草團如何以儀式歌謠來運作，在哪些

時間、空間、由哪些人來參與及執行，歌謠的目的與功能，以下就小米除草儀式

中的歌謠在儀式中的運作列表如下：  

 

【表 3-16】小米除草團儀式運作之歌謠 

 歌謠名稱 演唱時機與功能 演唱方式 

01 emadaada 

整隊之歌 
除草團從部落出發至小米田，或由小米

田回到部落時，由除草團領隊領唱，團

員應答，歌詞內容命令團員排列成行、

結成隊伍，用以團結士氣、提振精神。 

朗誦應答式 

02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 
在小米田除草過程中，長老們以對唱應

答的方式吟唱，督促團員們動作敏捷、

同心協力努力完成工作。 

兩聲部應答式

對唱旋律與持

續性移動低音

和腔 

03 pusahur 

鼓舞之歌 
小米田工作中，長老以問答式呼喊團

員，勉勵團員不怕日曬風雨、提振士

朗誦應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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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加快工作 

04 palrimulrimu 

傳報訊息之

歌 

由領導者選擇工作地點的高處(如大

樹、高坡)，帶領團員對著部落方向吟

唱，告知部落團隊工作告一階段，是階

段性完工儀式 

領唱旋律式與

朗誦式和腔 

05 matrinapan 

舂小米之歌 

 

回到部落，到長老家中，幫忙長老杵

米、篩米，以及灑掃、整理家中雜物，

藉此教導少女家務農事工作，傳承禮儀 

旋律齊唱式 

這些歌謠是小米除草的儀式歌謠，其中〈emadaada 整隊之歌〉、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pu sahur 鼓舞之歌〉、〈palrimulrimu 傳報訊息之歌〉

是專屬於小米除草儀式中的歌謠，僅在於此儀式中才能演唱，歌謠名稱是古老的

卑南古語，由此可知是下賓朗祖先代代流傳下來的儀式歌謠。 

上述列表中的歌謠，在整個小米除草儀式中，一日復一日地循環此套儀式歌

謠。從歌謠的運行中可以看到儀式空間的改變，成一個循環關係，如下圖。 

【圖 3-93】小米除草儀式歌謠與儀式空間 

 

 

 

 

 

 

 

 

 

 

 

在整個小米除草儀式中，女性是儀式主要執行者，是有組織的團體，雖部落

中可能區分為數個團體，卻屬部落性的儀式，非家戶或個人為單位。除了女性全

體參與，少年階級是儀式中協助的必然男性團體，屬於男性年齡組織中最年輕的

階級，以協助婦女為責任。從另一角度看，少年階級是男子在成長過程中，第一

階段離開家戶、學習獨立、接受男子年齡階層的訓練、逐步培養捍衛部落的能力，

且除了訓練期外，仍未脫離家戶及女性（母親）的照顧與教養，因此從工作中教

導他們男女有別，無論是在體力上、禮儀上，尤其正值青春期的少年少女，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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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男女尊重、相互協助來完成工作。 

    小米除草儀式歌謠與女性的年齡組織有密切地關係，從歌謠的演唱形式與結

構可觀察到儀式執行者的角色地位。如有男性的加入僅是應和，不能超越女性的

位置，僅能排在其後。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觀點來分析，女性是整個儀式的主體，

有其專斷的權利及不可超越的神聖性。 

    小米完成除草工作後，為了慶祝工作完畢、慰勞團員們的辛勞，長老會選定

一天舉行「除草完工禮」。以下就是除草完工禮之儀式歌謠及演唱時機功能、演

唱方式之關係： 

【表 3-17】除草完工禮歌謠之運作 

 歌謠名稱 演唱時機與功能 演唱方式 

01 emadaada 

整隊之歌 

整隊從部落出發至部落外，並帶回男性

答謝女性辛勤工作的禮物－荖藤、稀有

花草。 

朗誦應答式 

02 parevavati 

敘事 

舉行除草完工禮儀式會場，由長老領

唱，敘述團隊在除草時大家團結勤奮工

作，完成任務情景 

旋律齊唱式 

03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 

長老們以對唱應答的方式吟唱、相互叮

嚀、相互囑咐，要年輕人記得長老的教

誨，這些都是祖先的智慧 

兩聲部應答式

對唱旋律與持

續性移動低音

和腔 

04 tiratilraw 

傳承之歌 

長老們以對唱應答的方式吟唱，以更深

沉的旋律來教導年輕人，祖先的話語詞

彙，如花盛開、香氣四溢 

兩聲部應答式

對唱旋律與持

續性移動低音

和腔 

05 palihu kani 

ma’izang 

感謝長老之

歌 

年輕人藉此歌謠以歌舞邀請長老們上

坐至藤椅、由年輕者將長老向上拋舉、

歡呼，長老拍手表達謝意，以此答謝長

老的教導 

旋律齊唱式 

06 temilatrilaw 

傳統歌舞 

以女性為主，團員們手牽手跳傳統舞來

慶祝完工禮，但歌謠吟唱則是男性獨

唱，以歌聲來慰勞婦女們工作的辛苦，

帶動歡樂氣氛。 

旋律獨唱式 

   在除草完工禮最後歡樂慶祝的場合，比較特別的是跳傳統舞（muwarak）時，

歌謠演唱是專屬於男性的〈temilatrilaw〉儀式歌謠，此傳統舞在此儀式，僅有女

性參與舞蹈，且舞步也僅專屬於女性的形式，其用意則是男性來慰勞女性一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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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來工作的辛苦。男性的參與代表著儀式禁忌的解除，從專屬女性、專屬祭儀的

歌謠，到解禁至一般歌謠，且可加入舞蹈，而舞蹈除了傳統舞〈muwarak〉，也

可唱跳非儀式性舞蹈，例如〈malikasaw210〉。 

    到了收穫祭，儀式是由男女共同完成，在收穫祭中沒有專屬並帶有禁忌的歌

謠，任何非儀式的歌舞例如一般性質歌舞（malikasaw）、一般歌謠〈senay〉都可

以在慶豐收的歡樂場合展演，也可演唱其他族群歌謠如阿美族歌謠、布農族歌謠、

排灣族歌謠等，甚至日語歌曲、國語歌曲、或混合性歌謠（例如阿美族曲調但歌

詞為卑南語+日語+國語等），無論個人或是群體，都無任何年齡、性別與階級的

限制。 

    而收穫祭結束後，當少年階級男性開始入駐少年會所後，其儀式則以男性為

主體，則儀式歌謠也進入到專屬男性吟唱的〈pahirahiraw〉。少年階級式訓練階

段，因此〈pahirahiraw〉的吟唱也是由男性長老帶領領唱與訓練。但是大獵祭則

是整個男性年齡階級對於部落主權的宣示、隱含著男性階級制度的傳承、訓練與

考驗。〈pahirahiraw〉儀式歌謠的演唱，主要在整個大獵祭中有五個儀式場合，

每個場合〈pahirahiraw〉的演唱形式相同，但歌詞方面則針對不同的場合與功能

而有不同文本。〈pahirahiraw〉儀式歌謠是專屬於男性，在歌謠中更是顯現了男

性的年齡社會階級，以文本〈Venanvan 解憂之歌〉歌謠為例，從歌謠結構與演

唱角色之間的關係，反映出卑南族對於年齡階級的重視及實踐，所以儀式歌謠不

再單純的僅有歌，最重要的還反映個人的身分地位、對於部落的貢獻及族人的認

同。下面以〈pahirahiraw〉中歌謠演唱形式與角色關係為例： 

 

【表 3-18】〈pahirahiraw〉歌謠演唱結構 

角色/ 項目 指涉詞 形式 旋律特質 年齡階級 

引詞 umuyauya 獨唱 朗誦 長老 

起調 tematelaw 獨唱 曲調 青年領導 

應詞 tematuvang 獨唱 曲調 長老 

和腔 zemirahon 合唱 持續式移動低音 全體 

     

    整個男性祭儀都是以〈pahirahiraw〉儀式歌謠為主，但不同時機則演唱不同

                                                      
210

 malikasaw 是指隨著歌謠擺手、搖手等動作的舞蹈，可以個人獨舞，腳步隨歌謠節奏踏併，其

歌謠沒有特別限定於哪一首，且演唱舞蹈皆男女不拘，沒有演唱時機的限制，因此屬於一般性質

的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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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且儀式歌謠演唱對象除了男性還有女性，雖專屬男性歌謠，但為了彌補

生者與死者的鴻溝，撫慰的對象則是受創傷的族人而不再限於男女的區別了。 

當跨越了生與死，讓族人重新以笑顏邁入歡樂的年祭，此時，全部落無年齡、

無階級、男女共同以傳統歌舞〈temilatrilaw〉來慶祝，迎接新的一年。 

    因此，以年祭與收穫祭為界線，可以清楚區分為女性與男性兩性別角色在各

自專屬儀式歌謠的體系，如下圖，若以時序運作的角度，則可以看到整個儀式歌

謠在下賓朗歲時祭儀中生生不息地循環著、吟唱生命之歌。 

 

【圖 3-94】下賓朗儀式歌謠與性別角色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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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Senay：生活的詠嘆 
     

    在下賓朗部落，「歌唱」是與他們的生活密不可分的，無論是歲時祭儀、生

命儀禮、祭祀信仰以及日常生活、工作娛樂、親友相聚宴飲甚至親人遠行相送、

當兵求學等，在生活中時時都有「歌」。除了儀式性、專屬名稱的「Pahirahiraw」

的歌謠之外，無限制時空、無禁忌的歌謠，族人稱為「senay」。除了生活中的吟

詠、在祭典儀式中也有屬於「senay」的歌謠，甚至有專屬某個特定儀式的 senay

歌謠，因此，在第一節中將 senay演唱的場域區分為兩類：與祭儀儀式相關的 senay，

及生活中吟詠的 senay 來分別探討。「俗唱」（senay）涵蓋的範圍廣泛，且因地

緣關係與歷史因素而卑南族與其他周邊族群有著不同程度的關係，經過不同程度

的交流所呈現的音樂，族人如何去判斷區辨何者是卑南族歌謠？何者是非卑南族

歌謠？因此第二節從音樂的特性如音組織、調式、旋律結構等要素來分析探究，

第三節則從歌詞的面向來探討卑南族聲詞與填詞的運用與構造，試圖歸納出屬於

卑南族 senay 歌謠的音樂特質。 

 

第一節  下賓朗儀式與生活中的 senay 

    「俗唱」（senay）是沒有禁忌性的歌唱，除了生活中的吟詠、在儀式中也有

屬於「senay」的歌謠。可以說，「senay」因著彈性無限制的特性，因此具有流

動的特質，流動於「神聖」與「世俗」之間。「senay」是世俗、生活化的歌謠，

如何在神聖的祭典儀式中運行，其吟詠時機與場域則是關鍵的要素。因此，將

senay 演唱的場域區分為兩類：與祭儀儀式相關的 senay，及生活中吟詠的 senay

來分別探討。 
 

一、祭典儀式中的 senay 

    與祭典儀式相連結的 senay，可以分為兩類型：其一是只有在儀式中會吟唱

的 senay 歌謠，而歌謠的命名與敘述內容也與儀式相關，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會吟

詠，因此這類的 senay 歌謠可以說是專屬於某個儀式，雖與儀式緊密相連，但下

賓朗的音樂概念中並不把這類歌謠劃分為「聖詠」，仍稱為「senay」，這類歌謠

它沒有古老詞彙的歌謠名稱，演唱時也無禁忌的束縛，但在整個儀式的運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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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卻是獨特、必要的；另一類的儀式 senay，沒有限定那些歌謠需要被吟唱，但

有特定的儀式階段才能加入 senay 歌謠，因此從吟唱的時間與場域來探討，更凸

顯出歌謠運行的功能。以下將不同祭典儀式中的 senay 歌謠與運行的儀式階段分

別探究如下。 

 

（一）小米除草儀式中的 senay 歌謠 

    在小米除草的過程中，小米田的工作是辛苦又勞累的，長時間的彎著腰、蹲

著身體、在大太陽底下不停地除草、剔苗，因此，除了由領隊與長老們領唱專屬

的儀式歌謠〈hemayahayam 鳥鳴之歌〉來鼓勵團員認真工作，除此之外，長老

們會鼓勵年輕的少女或婦女們吟唱歌謠，沒有限制地歌唱，所以可以聽到不同年

齡層、不同時代背景、生命歷程的歌謠在這個儀式階段被吟詠著，不受限的流動

於神聖性的儀式歌謠之間，目的就是讓工作的婦女們，藉由歌謠來紓解工作的辛

勞，不同年齡層所吟詠的歌謠更讓除草團團員的情感，在此更緊密地交流、學習、

傳承。而在下賓朗部落從日治時期就流傳下來一首以描寫小米除草工作情景的歌

謠「粟除草の歌」。： 

【譜例 4-01】日據時期的〈粟除草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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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例中只將第一段歌詞以拼音紀錄，原手抄本是以日語書寫，如【圖 4-01】。

從圖例中可以觀察到，部落族人以日語來書寫歌謠已經到了成熟甚至精通的程度，

且將自身卑南族傳統的修辭方式融入，使用對應詞來豐富歌謠的生命力，可見下

賓朗人無論使用哪一種語言，都是用相同的邏輯規則來書寫，其文學思維不因時

代而改變，只是以更多元的方式承繼著傳統。 

 

【圖 4-01】「粟除草の歌」之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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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草團在白天小米田的工作完畢後，回到部落後到除草團中長老階級的家中，

聆聽長老的訓示與教導，藉由此時機傳承婦女的技藝，尤其是農務工作上必須擁

有的技能，首先就是學習如何使用杵來舂米、如何使用篩米的工具去蕪存菁，將

最好的小米留存下來等技能。因此由長老們示範教導如何杵米的技巧，此時長老

會以歌謠來傳達教導，手拿舂小米的杵隨著歌謠的旋律節奏、上上下下規律性的

舂米，歌謠〈舂小米之歌〉就是在此種情況下運作，此起彼落的聲響，交織著歡

愉的歌聲，讓夜晚的部落仍充滿著歡樂，在歌聲中忘卻白日的辛勞。 

 

【譜例 4-02】歌謠〈舂小米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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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2】預備舂小米的杵與臼211 【圖 4-03】長老示範如何舂小米212 

 

 

【圖 4-04】長老示範如何篩米213。 【圖 4-05】少女學習如何小米中去除雜質
214。 

    此首歌謠分為三段落，前後 A 與 C 段為歌謠齊唱形式，B 段則為呼喊應答的

朗誦形式。A 段與 C 段的音階型態皆為五聲音階，但在音域上，A 段從 a－c2，

而 C 段則為 a－e2。A 段的旋律主要集中在 a－a1，C 段則偏高於 e1－e2，但兩

者都下降至 a 結束一致。A 段與 C 段皆各有兩段歌詞，歌詞的使用每一句都是前

（實詞）＋後（虛詞），是卑南族常見的填詞手法。 

 

                                                      
211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4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212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4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213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4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214

 筆者攝於 2012 年 3 月 24 日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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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草完工禮中的 senay 歌謠 

    在經歷一個多月的除草工作完成後，小米除草團的團員們共同舉行除草完工

禮儀式來慶祝、回憶這辛苦工作的日子。在除草完工禮儀式中一連串的歌謠與歌

舞活動，其中在吟唱專屬除草完工禮的儀式歌謠〈hemayahayam 鳥鳴之歌〉與

〈tiratilraw 傳承之歌〉之前，會先吟唱〈parevavati 敘事之歌〉，此首歌謠是屬

於 senay。此首歌謠的演唱時機，因為在復振儀式過程中，因為耆老們個人的記

憶不同一直再不斷地更改215，直到陳春葉長老說明歌詞意義及此首歌謠的功能時，

才讓此首歌謠排列在目前的演唱時機。根據陳春葉長老的說法： 

 

    此首歌謠應該是在除草完工禮慶祝活動、吟唱〈hemayahayam鳥鳴之歌〉之

前才要演唱的，從歌詞內容來看，歌詞描述的是整個小米除草工作的內容與情景，

而此首歌謠是除草團團員藉由歌謠來懷念辛苦工作的日子，歌謠情緒是感傷、思

念，尤其對於老一輩曾經在年輕時就參加除草團工作的耆老們來說，吟唱此首歌

謠會不斷地回想到過去一起工作的夥伴，在小米田時，互相合作、工作中互相打

氣、鼓勵，在說說唱唱當中，由長老們教導、做示範，很快地完成工作，那種一

起奮鬥、一起成長的情感，每每演唱此首歌謠時，都會湧上心頭、特別懷念這些

夥伴，尤其是已經不再身邊或是世上的朋友。 

 

    因此，以這首歌謠帶出回憶的情感與思念的情緒，將儀式營造出濃濃的感傷

氛圍，且不同的長者可以藉由此歌謠即興填入自己的記憶與情感，這也正是 senay

歌謠的包容性與彈性。其歌謠及歌詞如下： 

 

 

 

 

 

 

                                                      
215

 〈parevavati 敘事〉此首歌謠從筆者 2005 年開始記錄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開始，就有不同的

演唱時機，在 2005 年時，此首歌謠是在小米除草儀式中，除草團集合完畢後要出發至小米田之

前，由長老先帶領領唱後眾人齊唱，演唱完才開始出發至小米田；這樣的情形一直到了 2010 年

時，由年輕少女時就參加小米除草儀式、目前高齡 80 多歲的陳春葉長老告訴部落族人，此首歌

謠應該在除草完工禮時才演唱，從 2010 年之後，此首歌謠就被排放在除草完工禮儀式運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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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03】歌謠〈parevavati 敘事〉 

 

 

〈parevavati 敘事〉216 

 歌詞 歌詞大意 

1-1 kemuku lra i ka terukukan217 

啼叫   了      公雞 

公雞啼了 

1-2 patrungtrung  i  ka trapelruan218 

   敲擊             小鋤頭 

我們敲擊著小鋤頭 

                                                      
216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胡吉妹。 
217

 terukukan 此詞原型為 terukuk，賓朗母語中「雞」的總稱，而演唱中的用辭則為 terukukan。

賓朗母語「公雞」為 talamawan，在此處以公雞的啼叫來表示一天工作的開始，因此，雖原詞是

泛指「雞」，而歌詞翻譯上則翻譯成「公雞」。 
218

 trapelruan 此詞原型為 trapelru，賓朗母語「小鋤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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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emaulr  za  saraipan 

召集        工作夥伴 

召集我們的工作夥伴 

2-1 marazuk  mi   lra  zi  saraipan 

集合   我們  了        工作夥伴 

工作夥伴集合了 

2-2 mukuwa  mi  za  ka sahuran219 

 去    我們         團結 

讓我們團結聚在一起 

2-3 mukuwa  mi  za  ka vutrungan220. 

 去   我們          更團結 

讓我們更團結聚在一起 

3-1 muvuruk221  mi  lra  muhumae222 lra 

  出發    我們      下田了 

一同朝向我們的目的地－我們的

田地出發 

3-2 mulepune  mi   ka dalanan223 

一群群  我們      道路 

去田裡的路上都是我們的夥伴 

3-3 meredek   mi   ka humayan 

到達     我們        田 

陸續地到達我們的目的地 

4-1 munsalre   mi  lra  zi  saraipan  

開始工作  我們          工作夥伴 

我的工作夥伴們，開始工作了 

4-2 ma úlid   mi   za  vihasan224 

不知道   我們       炎熱 

我們不怕酷暑 

4-3 ha hau225  mi  za  ka henayan226 

口渴   我們          水 

我們不怕口渴、飢餓 

《尾奏 Coda》 

hi  ya  o  hay  yan  hi  ya  o  hay  yan 

hey  ya  o  hay  yan 

 

     

〈parevavati 敘事〉由長老領唱第一句起音、接著眾人加入齊唱，歌詞內容

主要敘述團隊在除草時大家團結勤奮工作，完成任務情景，其歌謠內容就是敘述

過去一個多月來，除草團在小米田辛勤工作的情形，從清晨公雞啼叫、除草團領

隊（kemakezeng）敲著小鋤頭製成的 patrungtrungan 召集團員，迅速集合、團結

齊心、往小米田出發，工作時不怕炎熱、飢餓，大家同心協力一起完成任務，在

領隊與長老的指導之下，除草團員非常團結也學習到各種農事技能、禮儀規範。

                                                      
219

 sa úran 原型為 sa’ur，聚集在一起，引申為團結之意。 
220

 vutrungan 原型為 vutrung，凝聚之意，引申為團結之意。 
221

 muvuruk 為回來、回去之意，在此引用作為出發之意。 
222

 úmae 原型為 úma，指田地，mu úmae 則為動詞，意指到田裡工作。 
223

 dalanan 原型為 dalan，指道路，在此意指去田裡工作的道路。 
224

 vi ásan 原型為 vi ás，熱、炎熱之意。 
225

 áu 為喝水，動詞，而 á áu 則為口渴之意。 
226

 énaya 原型為 énay，指水，在此作為喝水、飢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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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歌謠曲調為一段式反覆，歌詞有四段，演唱完四段歌詞後再接 coda（尾聲），

而尾聲則以聲詞來演唱。 

因為此首歌謠是是以描述小米除草工作的情景，因此有確切敘述的歌詞。旋

律主要分為三句，歌詞在第一句與第二句句尾處有押韻，且為了配合旋律的韻律，

歌詞通常不是平常用語，而是歌謠用語，例如「sahur」在吟唱時會唱成「sahuran」、

「vutrung」唱成「vutrungan」，如此為了配合旋律而增加音節，形成「sa-hu-ran」

與「vu-tru-ngan」皆為三個音節，且兩個詞語互為押韻形式： 

 

2-2 mukuwa  mi  za  ka sa-hu -ran 

2-3 mukuwa  mi  za  ka vu-tru-ngan 

     

另一首歌謠〈palihu kani mahizang 感謝長老之歌〉也是在除草完工禮中屬於

senay 的歌謠。在演唱完專屬的儀式歌謠〈hemayahayam 鳥鳴之歌〉與〈tiratilraw

傳承之歌〉之後，緊接著是一幕感謝長者的活動，而這整個活動的運作歌謠就是

此首〈palihu kani mahizang 感謝長老之歌〉。首先由中年婦女以歌舞邀請除草團

中長老級的婦女，眾人一起齊唱如【譜例 4-04】，邊演唱邊配合旋律舞蹈、擺手

踏腳稱為「malikasaw」舞蹈，如【圖 4-06】；  

 

 

【圖 4-06】中年婦女以歌舞邀請長老227 

                                                      
227

 筆者攝於 2011 年 4 月 30 日下賓朗部落小米除草完工禮，照片中被邀請的長老為陳春葉，於

2015 年 7 月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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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04】歌謠〈palihu kani mahizang 感謝長老之歌〉 

 

 

接著長老循著歌謠的節奏踏步至準備好的藤椅旁、請長老上坐，之後由年輕

及中年婦女將老者連坐椅一起些微向上拋舉、歡呼，老者拍手表達謝意，這期間

演唱形式分為兩聲部，一組婦女繼續演唱〈palihu kani mahizang 感謝長老之歌〉

歌謠旋律部分，另一組負責抬起長老的婦女則配合著旋律口中呼喊「ho～hoy～」，

歌謠形式如【譜例 4-05】並且隨著呼喊聲節奏向上拋舉座椅，如【圖 4-07】，直

到歌謠一段落後，再將老者放下，老者落地後繼續隨著歌謠以歌舞形式作為答禮，

並藉此教導後輩卑南族傳統禮儀。之後依照年齡依序邀請老者，重複同樣的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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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05】歌謠〈palihu kani mahizang 感謝長老之歌〉抬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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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7】長老坐在藤椅上拍手表達謝意228 

 

除草團的長老們在團隊中，身負文化傳承、督促的責任，長老是絕對具有權

威、被尊崇及樹立典範的角色。在整個小米除草期間，長老們只要有機會就會適

時的教育年輕的少女及婦女，除了白天的除草工作，晚上除草團還要齊聚長老家

中，聆聽長老們的訓示及教誨，並且教導祖先流傳下來的傳統文化、歌舞，因此

在整個除草小米儀式結束，除草團團員們以感恩的心、以卑南族的大禮來感謝長

老們的辛勞。這樣感謝的方式，可說是卑南族特有的文化傳統。到了現今，已轉

化成卑南族歡迎貴賓的禮節之一，當有貴賓或長官蒞臨部落活動時，族人就會演

唱此首歌謠，以邀請長老們的方式邀請貴賓入座，並將貴賓些微向上拋舉、歡呼，

成為卑南族非常特殊的待客之道。 

 

（三）少年猴祭中的 senay 歌謠 

    在整個屬於少年的 mangayangayaw 儀式中，最重要的儀式歌謠就是少年猴

祭前練習以及猴祭當天要吟唱的〈pahirahiraw〉儀式歌謠，還有猴祭完成後回到

少年會所前開始跳傳統舞所吟唱的〈temilatrilaw〉。在整個跳傳統舞儀式中，可

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以〈temilatrilaw〉吟唱的傳統舞蹈，有「快板」與「慢板」

之分，此部分在第二章討論〈temilatrilaw〉傳統歌舞時有詳細論述；另一部分就

                                                      
228

 感謝林清財教授提供照片資料，攝於 2005 年 5 月 14 日下賓朗婦女除草完工禮。照片中被抬

舉的長老是目前下賓朗部落最年長的耆老孫貴花女士，目前高齡 10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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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temilatrilaw〉傳統歌舞之間，為了調節「快板舞」與「慢板舞」而演唱 senay

類的歌謠。這期間演唱的「senay」歌謠，有數首是專屬於少年，第一首是在少

年圍著圓圈、相互交叉牽手開始「行進型歌舞」229時，演唱〈呼叫 vulravulrayan

之歌〉，以此歌謠邀請少女（vulravulrayan）一起加入舞蹈的行列。此用意除了

增加歡樂的氣氛，更重要的是透過舞蹈文化來教導少年、少女學習傳統的禮節。 

 

【譜例 4-06】歌謠〈呼叫 vulravulrayan之歌〉 

 

 

歌詞： 

alamu  i  vulravulrayan 

來         少女 

少女們快來吧 

alamu  i  trakuvakuvan 

來         少年 

少年們快來吧 

 

    在跳傳統舞之間，因為「muwarak」的舞蹈動作快速且劇烈，為了緩和身體

狀況、能繼續保持體力舞蹈，在〈temilatrilaw〉儀式歌謠間，少年階級會演唱屬

於「trakuvakuvan」的歌謠，如【譜例 4-07】。 

 

 

                                                      
229 跳傳統舞「muwarak」時，是兩兩相互交叉牽手的舞蹈形式，其舞步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

以四步舞為基礎模式向右行進的舞蹈，稱為「行進型歌舞」；第二類則是在肢體上具有強烈表現

力的舞蹈，有原地快速蹲跳、向後抬腿、向前抬腿等「跳躍」元素動作組合而成的舞蹈，稱之為

「跳躍型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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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07】歌謠〈takuvakuvan 之歌〉 

 

 

 



162 
 

 
【圖 4-08】少年以歌謠呼喚少女加入傳統歌舞行列230 

 

二、生活中吟詠的 senay 

    在下賓朗部落，生活中的任何活動都與「senay」密切相連，舉凡家庭聚會、

朋友相聚、工作之餘的休閒時光、親友聚餐，還有婚禮儀式、祝賀新生兒或新屋

落成等慶祝時刻，以及部落為了籌備祭典儀式之前，族人共同準備後一起慶祝工

作完成等，都是歌聲洋溢的時光。在下賓朗，只要人聚集在一起，無論人數多寡、

無論年齡、性別，男女老少就是唱歌「senay」。相對的，族人比較少「獨歌」的

情形，可見他們是一個愛唱歌且要與人共分享的族群。因此，在生活中吟詠的

「senay」是包羅萬象、種類眾多，但下賓朗族人對於 senay 有著一套分類的概

念，主要分為四個類別：（1）下賓朗傳統古謠（2）外族傳入的 senay 歌謠（3）

時代性影響的歌謠（4）創作性歌謠。以下就各類別詳述探討。 

 

第一類型：下賓朗傳統 senay 古謠 

    此類歌謠是傳承自祖先，且深具部落風格、地域性、族群性的特質，即使聽

似相同的歌謠曲調，在部落耆老的認知中仍然可以清楚分辨這是自己部落的唱法、

或是其他部落的唱法。此類歌謠的特性是歌詞以聲詞如「hoi na lu wan」、「i ya na 

ya on」等為主，演唱時一定先唱這些看似無意義的聲詞配合著旋律曲調，將歌

                                                      
230

 筆者攝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下賓朗少年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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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演唱一次或多次後，可因應演唱時機、功能目的不同情況而即興填詞。根據耆

老孫來春、孫秀女的說法，卑南族的歌謠傳統的演唱方式就是如此，並沒有加上

任何的實詞，而這些聲詞就像 Do Re Mi 般，隨著旋律的上下起伏、輕重緩急，

而加入適切的聲詞唱法，但是每一首歌謠聲詞的演唱方式，也就是那一個音配上

哪一個詞卻是固定的，並不會任意更改，認為這是祖先的智慧，所有的聲詞音韻

是合著旋律的音韻，所以不須強記就能朗朗上口。也因為如此，傳統歌謠的可變

性極強，歌詞視演唱的時機、情況、對象而可即興填詞。 

    填詞手法稱為「pungadangadan」，「ngadan」是名字之意，「pu-ngadan」就

是指取名字，「pu-ngadangadan」也就是為歌謠加入有意義、代表性的詞語。因

此填詞必須遵循典型卑南族修辭手法，歌詞要符合一對一對，二者或是同義詞重

疊，或指同一件事情的兩面，每一句都包含著多層次的隱喻，音韻上力求雙聲疊

韻，可押頭韻、尾韻或頭尾皆押韻，有時為展現個人吟詠、命辭的功力，甚至故

意選用複雜、拗口又多音節的辭彙，且用詞多為古語，以此顯示歌唱者的文學造

詣。以下面〈下賓朗古調歌謠 03〉為例，第一次演唱全曲都是以聲詞來吟唱，

第二次以後就可以即興填詞。但填詞手法則是遵循卑南族修辭手法，例如第二段

歌詞中，「asenay」與「umalr」為相對應詞，皆指「唱歌」之意，「umalr」是屬

於古語、而「senay」則是現今用語；另外，除了同一段歌詞有相對應的關係之

外，上下段的歌詞也有相呼應的情況，例如第二段歌詞「velretrengan 古老的」

與第三段歌詞「temuwamuwan 祖先的」就是互相呼應的詞句。因此在歌謠中會

填詞的歌者，必須深諳卑南古語、深具文學修養與功力，同時有著優美的歌聲可

以引領眾人，所以是兼具歌唱家與文學家的雙重身分，是部落中備受尊重敬仰的

人物。 

    每一首「下賓朗傳統 senay」並沒有所謂的「歌名」、「曲名」，如果要說「歌

名」耆老們認為就一切統稱為「senay za temuwamuwan」，也就是來自「祖先的

歌」，「temuwamuwan」就是指「祖先、長者」。但部落族人會為了某些特別情形，

例如這首歌謠可能是某位長老教導部落族人或由某位長老流傳下來此歌謠，而為

了紀念這位長老，歌謠名稱就以此長老命名，例如「tu senay ni Tivitiv」（Tivitiv

孫貴花之歌）、「tu senay ni Tra’alran」（Tra’alran 孫秀蘭之歌）、「tu senay ni hulhulan」

（hulhulan 陳良妹之歌）。只要是「senay za temuwamuwan」來自祖先流傳下來

的 senay，下賓朗族人習慣稱之為「下賓朗古調歌謠」。 

此類歌謠都是傳承數代，以口傳的方式保存下來，每經過不同世代或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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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有不同的詮釋方式，但耆老們都認為，歌謠第一次必須按照傳統的方式演

唱這些看似無意義的「hoi na lu wan」、「i ya na ya on」，部落族人常笑稱這就是我

們的「Do Re Mi」。從數十首歌謠中來分析，這些看似無意義的歌詞，卻存在著

一定的排列結構，甚至與旋律有著密切的關聯。對於這些無意義的歌詞，在歌謠

演唱時卻是一定要先唱，且不會任意更改，演唱一次後就可隨不同場合環境需求

在旋律上即興填詞，相較之下，這些無意義的歌詞對於歌謠的重要性比實詞還要

被更嚴肅地看待。因此，這些聲詞對於卑南族歌謠是否具有何種意義，以及聲詞

結構與旋律之間的關係在第三節中繼續深入探究。 

 

【譜例 4-08】：歌謠〈下賓朗古調歌謠 03〉 

 

 

第二類型：外族傳入的 senay 歌謠 

    卑南族因為地緣關係與歷史因素，而與其他周邊的族群有著不同程度的關係，

在下賓朗部落流傳著許多其他族群的歌謠，但這些歌謠是何時下賓朗傳入、由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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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傳入等都無法確切知道。但族人卻能清楚區辨哪些是下賓朗歌謠、哪些是其他

族群的歌謠。 

    受到經濟型態的轉變與發展，部落青壯人口大量外移，投入勞力市場，或近、

遠洋漁撈作業、林班伐木。因此，與其他族群相處的機會增加，共同工作、工作

完一起喝酒娛樂，在喝喝唱唱的氛圍裡，歌謠的流通非常快速，族人將各族群的

歌謠如漢族、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魯凱族等帶回部落，也有透過通婚關係

而更密切地融合其他族群的音樂，因此，50、60 歲以上的族人都會演唱其他族

群的歌謠，從這些歌謠可以觀察到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以潘冬生長老為例231： 

 

    因家裡的水田位於稻葉232，而於嘉豐出生，但就學時回到下賓朗讀賓

朗國小。13 歲進入少年集會所接受部落傳統男子教育訓練。14 歲時就到紅

葉林班工作，同伴主要是布農族。…嘉豐村周圍都是阿美族，幼時就常跟阿

美族玩耍，工作後因父母仍住嘉豐，所以常嘉豐、下賓朗兩地居住，常與

阿美族人互動，所以會唱很多他們的歌。…婚後定居下賓朗，因自幼深受外

公潘源前（外公別名 za’ung，聲音宏亮而得名）及長老莊萬福、林耕成的

指導，虛心學習傳統祭典歌謠 pa’ira’iraw 及傳統舞的領唱 temilratrilraw。 

 

    從上述潘冬生的經歷再回顧他的歌謠生命歷史，就不難理解為何潘長老除了

傳統祭儀歌謠、下賓朗傳統古調，還擅長演唱阿美族、布農族的歌謠，在下賓朗

「下賓朗媽媽小姐合唱團」233時期常常教導團員演唱不同族群的歌謠。以下面這

首常在下賓朗部落傳唱的「阿美族歌謠」為例，【譜例 4-09】此首歌謠全曲是以

聲詞演唱，與下賓朗傳統古調的方式似乎相同都是以聲詞為主，而可以再依情況

填詞。歌詞雖都是聲詞，但是可以看到聲詞使用的語詞較多為「ho hai yan」「hin 

hoi yan」，這些聲詞在下賓朗傳統古調中較少出現。詢問耆老們同樣都是無意義

的聲詞，族人是如何區辨何者為下賓朗歌謠、何者為阿美族歌謠？耆老們的回答

也很妙，他們總是說「唱就知道！」可見在他們的歌謠分類認知中，有一準則可

以讓他們清楚分辨歌謠的來源，即使都是聲詞也可以從聲詞用語結構、旋律特性

                                                      
231

 2010 年 5 月 15 日卑南族下賓朗部落潘宅，訪談潘冬生夫婦的錄音資料整理。 
232

 稻葉，卑南語名稱為 inavarang，今卑南鄉嘉豐村小熊渡假村附近，日據時期稱為稻葉，後改

名成為嘉豐。 
233

 下賓朗部落的婦女在 1980 年初組成了「下賓朗媽媽小姐合唱團」，由一群平日就愛唱歌的媽

媽們組成，年齡差距可以橫跨將近四十歲，因此每個成員都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歌唱歷史，因此，

當這些成員聚在一起用歌聲來傳遞情感時，也正是用歌來書寫自己記憶中的歷史。而樂舞的傳唱，

以歌聲連結凝聚部落的情感與團結，也成了部落對外的溝通窗口，甚至擔任部落公共事務的職務，

還逐步恢復傳統歲時祭儀、傳承部落文化。合唱團成員年齡大致在三十歲至七十歲之間，其中有

許多不識漢字的老媽媽。團員中也有幾位中壯年爸爸，他們雖然重要，但扮演的是陪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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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區分，而探詢這區分的準則，還需要透過更多歌謠分析從聲詞結構、旋律組成 

等面向來尋找答案。 

 

【譜例 4-09】歌謠〈下賓朗歌謠 36〉 

 

 

另一種族群融合的歌謠，是將其他族群歌謠的曲調，以卑南族語填詞，而有

的甚至是多族群語言融合在一起。例如族人陳善吉曾出海遠洋捕魚，在離鄉的期

間創作許多思鄉的歌曲，有些是向同船阿美族學來的歌謠填上卑南語或國語，自

己錄音後寄回給家鄉的親人聽，代表作有〈saraipan〉、〈歡迎你來我家〉、〈家在

山的那一邊〉、〈朋友〉等。因此，這時 senay 歌謠是跨部落、跨族群，當不同族

群聚在一起用歌聲來傳遞情感時，也正是用歌來書寫自己記憶中的歷史。陳善吉

以阿美族曲調、用卑南語填詞的〈saraipan〉，是「下賓朗媽媽小姐合唱團」極愛

吟唱、琅琅上口的一首歌謠，主要描寫部落男女，在工作和生活中、活潑又有趣

的互動情景，歌詞中上山又下山的不辭辛苦地撿蝸牛、找藤心，都是下賓朗族人

最真實又貼切的生活寫照，難怪族人只要有表演、每每最愛演唱這首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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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ipan〉在卑南語中是指一起工作的人，集體勞動、分擔辛勞，所以工作的

情景是他們共同的回憶，這樣的情感是深厚無比的。尤其是「媽媽小姐合唱團」

的團員，為了部落傳承文化而凝聚在一起，所以就像一個部落的「saraipan」團

體，以他們的歌聲守護著部落。 

 

【譜例 4-10】歌謠〈saraipan〉 

 

 

第三類型：時代性影響的歌謠 

    從代代傳唱下來的歌謠，可看到歌謠如何記錄下賓朗部落的歷史，如何受外

來政權、教育的影響而變化，族人生命相應的部落歷史就是從這些歌謠中建立起

來。因此，從歷史的角度，將歌謠劃分為三個時期：日治時期以前、日治時期以

及國民政府治台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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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治時期以前（1895 年以前） 

    在下賓朗部落 80 歲以上的耆老，會吟詠著歌詞不知何意、但旋律特質與傳

統古調不同的歌謠，而這一類的歌謠傳承已久，年代可以上溯至日治時期以前，

也就是 mumu 的 mumu、甚至再更古老。根據族人的說法，認為這一類的歌謠應

該是屬於平埔族的，但無法確定是哪一個平埔族，因此在部落都以「平埔調」、「平

埔歌謠」來稱呼這類歌謠，有些族人則認為這些曲調近似兒歌類，也以〈平埔兒

歌〉來稱呼。 

    以歷史來看，根據伊能嘉矩的訪查，清道光九年（1829 年）間，居住於

屏東的馬卡道亞族人因不堪客家人的侵墾，由族中長老率領族眾由枋寮翻

山越嶺到達巴塱衛（今台東大武），最後到達寶桑（今台東市）。為了獲取

耕地與居住的土地，他們攜帶豬、牛與酒給當地的卑南社，但卑南族人收

了酒、肉之後，並無意讓他們久居，且以敵對的態度排斥他們，在七年後

（1836 年）這群馬卡道族人移居遷徙到秀姑巒溪西側今長良一帶。由上可

知，在清朝時期就有平埔馬卡道族人遷徙至卑南族群的周邊，也曾居住在

附近，雖後來往北遷徙，但是否有部分的平埔族人留下則歷史上並未清楚

記錄。但是，以目前下賓朗部落中，有潘姓的家族 234，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

祖母就是從屏東來的，是屬於平埔族，但是哪一族則不清楚。  

    所以，部落族人對於平埔族歌謠，雖無法理解歌詞意義，但因為是祖先流傳

下來，族人仍然代代口耳相傳，流傳至今。如此，可看到歌謠的生命力並不因為

族群語言的隔閡，仍然被完整的吟詠傳唱著。從【譜例 4-11】〈平埔調〉歌謠旋

律組成的分析，可以看到歌謠的音組織調式型態與下賓朗古謠是不一樣的，雖然

旋律是抒情、略帶憂傷，與卑南族歌謠的特質有些相近，但吟詠的味道族人就清

楚辨別不是卑南族的。而歌詞則是筆者以拼音方式記錄，訪問族人沒有人知道歌

詞在唱甚麼，就是如此地傳唱下來。但是，在歌謠實詞部分敘述完後又在重複旋

律時，族人加入下賓朗古謠「聲詞」演唱的特性，以自身演唱的特質融合平埔調

中，使歌謠具有卑南風。 

 

 

 

 

                                                      
234

 潘冬生長老，其父親是屬於 maka vankiw 的家族，但是其祖母則是從屏東來的平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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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11】歌謠〈平埔調〉 

 

 

    而另一首〈平埔兒歌〉是下賓朗部落目前最高齡的長老孫貴花女士，傳唱給

他的兒女們，三女兒孫優女回憶道：「小時候常常聽媽媽唱這一首歌謠，哄我們

睡覺，但是又聽不懂，問媽媽歌在唱甚麼，也得不到答案。但因為它的旋律有趣，

歌詞韻律輕快又好記，所以即使我們都不懂意思，每個小孩都還是可以朗朗上口。」

此曲也收錄在洪國勝、錢善華《卑南族傳統童謠》中，曲名為〈menonsi layaupi〉

235，書中註明詞意不明，演唱者是檳榔（下賓朗）部落的潘阿葉長老，潘長老是

潘冬生的姊姊，他們的祖母就是屏東地區的平埔族，因此這首歌謠極為可能就是

從屏東地區傳來的。 

 

 

 

 

                                                      
235

 洪國勝、錢善華《卑南族傳統童謠》19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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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12】歌謠〈平埔兒歌〉 

 

     

（二）日治時期（1895 年—1945 年） 

    從日治時期開始，部落受到日本政治體系在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知識各

方面都有衝擊性的影響。日本教育對於 senay 歌謠的影響，可以從 80 歲以上長

者聽到琅琅上口的日本民歌，或是當時期日本的流行歌謠，甚至結合他們在當時

的生命際遇而以日文創作的歌謠，如「送君入伍歌」，歌詞內容就是描寫親人赴

戰場的相思離別之情。歌謠真實反映了這個時期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甚至於歲時

祭儀的儀式中也以日語填詞的歌謠來抒發情感，如「粟除草の歌」，就是以日語

填詞描寫婦女團在小米除草情形的歌謠。手抄本是以日語書寫，從手抄本中可以

觀察到，部落族人以日語來書寫歌謠已經到了成熟甚至精通的程度，且將自身卑

南族傳統的修辭方式融入，使用對應詞來豐富歌謠的生命力，可見下賓朗人無論

使用哪一種語言，都是用相同的邏輯規則來書寫，其文學思維不因時代而改變，

只是以更多元的方式承繼著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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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賓朗部落受過日本教育耆老們的回憶中，有一段非常特別的經驗，在他們

年輕時，因為熱愛歌舞，所以日本學校的老師們除了教導他們學習日本民歌，也

鼓勵他們結合卑南族音樂與舞蹈的風格，因此流傳下來一套具有卑南與日本風格

的歌謠，而且每首歌謠有不同的舞蹈配合著，歌曲中可以觀察到旋律具有日本味

道但歌詞卻以卑南化的「聲詞」演唱，如【譜例 4-13】，其中也有使用日語歌詞，

而整套歌舞歌謠除了卑南族歌謠、日本民謠，還加入了阿美族與排灣族歌謠，在

當時族群融合交流的情景是非常普遍的。 

 

【譜例 4-13】歌謠〈日本時期歌舞組曲 02〉 

 

 

（三）國民政府治台以後（1945 年至今） 

    日治時期結束，轉換成另一個政權，對於部落是另一個新的局面。國民政府

撤退來台，大批的漢人及退伍軍人、甚至罪犯、政治犯等移入東部，進行東部土

地的開墾，政策上對於原住民以生活改進為目標，對於原住民地區施行的政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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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圍繞在經濟事務而發展，這些情景可以從治台初期流傳於台東地區、或甚至其

他原住民地區、有如樣板歌的歌謠中觀察體會。下賓朗目前 70 歲以上的耆老們，

回憶小時候在學校的情景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許多歌謠是鼓勵大家要努力耕

作、要勞動、要為國家種植更多的米糧、增產報國，除了歌謠以外，還要配合舞

蹈，常常集合學生參與表演活動，例如農民節就要參加全縣或全鄉的歌舞表演，

〈增產報國〉就是代表性的歌謠之一，如【譜例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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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14】歌搖〈增產報國〉 

 

    此首歌謠〈增產報國〉，曲調帶有卑南族音樂元素與風格，但下賓朗族人並

不認為是屬於下賓朗古謠，歌詞中雖填入「國語」以響應政府的推廣政策、口號，

但卑南族人仍然以固有的演唱方式將歌謠「卑南化」，就是以「聲詞」且是下賓

朗古謠的聲詞結構來演唱，由此可看到下賓朗族人面對外來強權、政治力量時，

仍以族群的智慧柔性地包容、融合，而無衝突。 

 

第四類型：創作性 senay 歌謠 

    從日據期間，卑南族部落有數位受師範教育的音樂家，如陳實、陸森寶、林

秀玉等，他們以受過西方音樂教育的方式記錄了卑南族傳統歌謠，希望透過紀錄

的方式，讓這些歌曲以有別於口傳心領的方式保留下來，同時也進行改編或是新

的創作。他們對於卑南族音樂的貢獻影響極深，卑南族各部落喜愛傳唱他們創作

的作品，以下賓朗為例，在許多歡聚的場合常可以聽到陸森寶的作品〈頌祭祖先〉、

〈俊美的普悠瑪青年〉、〈美麗的稻穗〉、〈祝賀神父〉、〈讚揚儲蓄互助社〉、〈懷念

年祭〉、林秀玉的〈人生如浮雲〉、陳實的〈海洋 hohaiyan〉、〈凱旋歌〉等。這些

歌謠並不是像流行歌謠般僅是娛樂性質，而是這些歌謠能與部落族人的生命產生

共鳴，例如陸森寶的〈讚揚儲蓄互助社〉，此曲是南王部落成立儲蓄互助社時陸

森寶特地譜曲紀念，雖旋律是取自日本歌謠，但歌詞中的意涵常鼓勵族人，齊心

合作、團結互助，因此在部落的聚會或是「媽媽小姐合唱團」對外演出時，常演

唱此曲來表示族人團結合作的精神。另一首〈懷念年祭〉是陸森寶創作的歌謠，

描寫出外工作的遊子共同的心聲，根據孫大川教授的調查，此歌謠是 1988 年陸

森寶生前最後的遺作，是一首未完成的曲子。陸森寶的三兒子陸光朝說，「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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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謠是父親揣摩他心境而寫的，但它顯然已成為所有外出工作的遊子共同的心聲」

236。在下賓朗部落，族人相聚時，尤其是親人從遠方回到部落、年祭時刻、此曲

觸動他們心靈深處、常唱到淚如雨下，只因為它最能引發他們對於家鄉的思念以

及部落親人對於他們深切盼望的情感。 

 

【譜例 4-15】歌謠〈懷念年祭〉 

 

 

    1970 年代，卑南音樂受到西洋流行歌曲影響，創作也受到當時校園民歌的

薰陶，產生了如胡德夫等歌手的創作與演唱。1987 年解嚴後，卑南音樂隨著社

會的解禁，呈現出自由多元化的風格，有受流行搖滾音樂風格、藍調爵士影響而

產生新一代的音樂創作者與歌手，如陳建年、陳明仁、紀曉君、張惠妹、Am 樂

                                                      
236

 孫大川《BaLiwakes 跨部落傳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 陸森寶》200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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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林豪勳、南王三姊妹等237。這些新世代的 senay 創作有許多歌謠的來源仍是

以卑南族傳統音樂為主體，以不同方式轉化古調，配合新世代音樂的演奏方式與

唱法，讓大眾更易接受，在傳承與創新中尋求平衡，這樣地理念影響著部落年輕

一輩的族人。因此，於 2004 年下賓朗部落成立了「Pinaski 青少年文化樂舞團」，

成員以部落孩童少年為主，希望透過歌與舞讓孩子學習部落傳統歌謠、senay 歌

謠與傳統舞蹈，再以戲劇方式演出部落文化、部落生命、部落禮教238，將生活用

在歌舞劇中，讓傳承生根、成為部落樂舞新傳承的象徵。 

 

第二節  Senay的音樂特性 

    因為「senay」所涵蓋的範圍極廣，牽涉到時間（歷史變遷）、空間（族群融

合）等因素交互影響，因此，在此節中以探討下賓朗族人所謂的「下賓朗傳統

senay」為主，以及「非下賓朗傳統 senay、但在下賓朗傳唱」的歌謠，從這兩大

群的 senay 歌謠去探討下賓朗族人如何從歌謠音樂特性去判定哪些是屬於「下賓

朗」、哪些不屬於「下賓朗」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在何處，以此作為探討研究的目

的與範圍。以 2005 至 2015 年間陸續採錄調查以及整理族人過去的錄音，所謂的

「下賓朗傳統歌謠」有 32 首與「非下賓朗傳統 senay」18 首歌謠，因為這些歌

謠大多是無「歌名」或「曲名」，因此在整理歸類上，筆者將下賓朗族人認為是

傳承自祖先的「下賓朗傳統 senay」，以「下賓朗古調」作為歌謠命名並編號，若

後人有為此古調歌謠填詞並依歌詞內容命名，則保留其歌名，另外與儀式相關的

「下賓朗傳統 senay」則以原儀式相關的曲名來命名；另一類「非下賓朗傳統

senay」，主要受到周邊族群之影響，有阿美族、排灣族或是平埔族群的歌謠，有

些歌謠因為填詞者明確的命名，則保留命名後的曲名，但如未有名稱，則以「下

賓朗歌謠」作為命名並編號。以上述兩大類的歌謠「下賓朗傳統歌謠」與「非下

賓朗傳統歌謠」分析其音組織、調式、旋律構成與樂曲形式等音樂特徵做為探討

比較的要素。 

 

一、音組織及調式 

                                                      
237

 林映臻《卑南音樂之變遷探討》東吳大學音樂系碩士論文 2006：99。 
238

 董恕明〈原住民觀光意象的形塑與反思－以卑南族漢語作家書寫及下賓朗部落族人為例〉《兩

岸大學與少數民族社區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20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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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探討 

1、黑澤隆朝 1973《台灣高砂族の音樂》 

    關於音樂文獻，首先是黑澤隆朝在 1943 年於台灣對於原住民所進行的的音

樂調查與錄音，而於 1973 年出版《台灣高砂族の音樂》中關於卑南族歌謠的特

質時寫到：「充分運用五聲音階形式的旋律，以近代為多，沒有多聲部合唱…」239。

但有特別提到「擁有一種關於出草，叫做「irairao」的敘事詩，適合用來朗誦，

配合優美的疊語、頭韻、對句。是卑南族的特質之一。」在黑澤隆朝的田野調查

中，所採錄的歌謠都以單音旋律為主，雖然有提到「irairao 出草故事」，但所記

載的只有歌詞部分，而無樂譜。而筆者所採錄有關「irairao 出草故事」的歌謠應

為多聲部旋律的演唱形式。另外書中所附錄的譜例中，有兩首歌謠分析其音組織

時，除了五聲音階之外還有其他音的出現。第一首是〈曲例 99〉知本社的「田

植歌 smasarom」： 

 

【圖 4-09】黑澤隆朝〈曲例 99〉「田植歌 smasarom」 

 

    此歌謠在起始句時，最高音出現「bA」的記譜音，但是是以裝飾音的方式記

載，筆者認為這僅是演唱者在旋律中加上「高至低」的演唱特色快速滑音效果來

強調長音，並不影響整首歌謠的旋律組織，即使譜中也有臨時出現的「#D」也

僅能視作演唱者並沒有絕對音高的概念來解釋，只是想做出「下滑音」的效果以

                                                      
239

 黑澤隆朝《台灣高砂族の音樂》197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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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旋律變化。整體旋律仍是無半音的五聲音階範圍。 

    另一首〈曲例 103〉是卑南社「祈雨歌 pakaudal」，是屬於傳統信仰的祭儀

歌謠，由女祭司以歌謠來向神靈祈求降下甘霖雨水。譜例最後音組織的分析中除

了五聲音階音組織外，另有一音是記載「bF」，如換為五聲音階組織相當於「bD」，

且發生的次數只有一次，筆者認為盡是演唱者對於音高的掌握如同上一首一樣，

只是「上揚音」滑音的效果，主要旋律仍停留在無半音的五聲音階概念裡。而黑

澤隆朝並沒有針對調式作探討，僅將歌謠以演唱音域將音排列於樂譜之後。 

 

【圖 4-10】黑澤隆朝〈曲例 103〉「祈雨歌 pakaudal」 

 

     

2、呂炳川 1982《台灣土著族音樂》 

    呂炳川在 1982 年《台灣土著族音樂》一書中，對於台灣原住民的歌唱形式

分類時，其中第三類「異音性唱法」中提到卑南族的部分歌曲也有此種唱法，所

謂「異音性唱法」（Hetero-phonie）呂氏認為就是「無論協和或是不協和唱法，

主要以兩部來唱」，因此在他的音樂採錄中有屬多聲部演唱方式的歌謠。而在書

中對於卑南族歌謠的描述，認為「卑南族歌謠較為抒情，流暢的歌曲也有若干。

無半音五音音階非常多，與阿美族同屬一個音樂文化群。」如分析書中所記載 7

首歌謠的譜例，都是在五聲音階的範疇之內，並無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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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駱維道 1982《Tribal Music of Taiwa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mi and 

Puyuma Styles》（台灣部落音樂：以阿美族和卑南族風格為例） 

    駱維道在 1982《Tribal Music of Taiwa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mi and 

Puyuma Styles》（台灣部落音樂：以阿美族和卑南族風格為例）博士論文中，對

於卑南族的音階系統的討論，歸納出下列幾種音組織型態： 

 

【圖 4-11】駱維道卑南族音組織型態240 

 

    在論文中，駱維道強調歌謠的分析無法用我們所謂的「調式」來說明其音組

織，他發現在阿美族與卑南族的歌謠音樂中有許多無法用單一的調式來說明解釋

的情況，開始可能屬於某一個調式但是在中間可能變化成另一個調式、到了結束

可能又改變成另一個調式，因此如果要討論「調式」，則以音組織中的中心音作

                                                      
240

 駱維道《Tribal Music of Taiwa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mi and Puyuma Styles》1982：

277-279。在原書中，駱維道共舉例的 A、B、C、D、E、F、G、H 共 8 種形式的音階組織，但

是卑南族有的形式只有其中的 6 種，因此筆者僅將卑南族所屬的形式整理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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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式的區分，而且音組織中的中心音與結束音通常是歌謠音組織中最低音241。

在他的分析中，並沒有針對哪一類型的歌謠來分析其音組織，有部分音組織型態

有特別註明是哪首樂曲，但大部分都無註明，而是歸納而得。在他的歸納中有四

音組織、五音組織、六音組織甚至有混合型的音組織，也就是兩種音組織型態結

合而成。此種分類方式，可提供筆者在研究歌謠的音組織與調式時，以不同的角

度去思考卑南族歌謠的音樂特性，非常值得參考與對照。 

 

4、林信來 1985《台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 

    阿美族的林信來在他自己出刊的《台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中，分析

了收錄的 98 首卑南族歌謠後，提出 19 項卑南族音樂的特性，其中關於音階方面

所得的統計如下242： 

 

【表 4-01】林信來卑南民謠音階種類統計表 

音階種類 五聲音階 六聲音階 七聲音階 合計 

出現音類別 三音 四音 五音 六音 七音  

數目 5 2 82 7 2 98 

百分比例 5% 2% 84% 7% 2% 100% 

合計 89 7 2  

百分比 91% 7% 2% 100% 

 

    在林信來的分析中，他將三音、四音及五音都歸屬於五聲音階系統，但如觀

察所謂屬於三音音階的歌謠多是祭儀性歌謠如〈猴祭〉、〈未成年之歌〉、〈成年儀

式歌〉等 5 首。而四音音階則是兒歌類，僅 2 首。但因為無錄音可以對照而僅能

從採譜來分析。而大部分的五聲音階歌謠多屬於一般歌謠，例如〈犁田歌〉、〈採

薪歌〉、〈打獵歌〉、〈那魯灣〉等，也有是創作性歌謠例如陸森寶創作的〈當兵好〉、

〈頌祭祖先〉、〈工作〉（此曲現改為〈俊美的普悠瑪青年〉）；其中也有屬儀式性

歌謠〈完工歌〉、〈祭神〉等。 

    另外有 7 首作者認為是六音音階，但從譜例來看，除了五聲音階之外的第六

音多發生在裝飾音的部分，例如〈結婚歌之一〉，從譜例可以看到歌謠的旋律音

組織主要是「do re mi sol la」，而第 6 音「si」僅出現在裝飾音部分。（參考圖 4-04） 

    另外作者還提出有七聲音階的例子，其中一首為「巫歌」，另一首則為吳花

                                                      
241

 駱維道 1982：270-276。 
242

 林信來《台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19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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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所演唱的〈懷念〉，筆者特別以此曲請教演唱者本人－吳花枝女士，他為筆者

重唱此歌謠，筆者採譜後發現，此首歌謠仍為五聲音階系統，應該是林信來先生

採譜時有疏失，而將旋律音高採錄錯誤而造成七聲音階的錯覺。 

 

【圖 4-12】林信來〈結婚歌之一〉譜例 

 

 

    而作者對於卑南族音樂的調式則以中國五聲音階的概念來分析，因此以歌謠

的終止音作為調式的判斷依據，將所採譜 98 首歌謠之調式統計如下： 

 

【表 4-02】林信來卑南民謠調式類別統計表 

調式種類 
宮調式 商調式 徵調式 羽調式 

合

計 

音階種類 五聲 六聲 七聲 四聲 五聲 三聲 五聲 三聲 四聲 五聲 六聲 七聲  

歌曲數目 11 1 1 1 2 1 7 4 1 62 6 1 98 

合計 13 3 8 74 98 

百分比 13% 3% 8% 76%  

 

    根據林信來的歸納整理，他認為「卑南民謠雖然有七聲音階，但他只用了五

聲音階中的宮、商、徵、羽四種調式，角調式不用。其中羽調式最多…」。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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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式整理歸納是以歌謠的結束音作為調式的判斷，雖然是以中國五聲音階的概

念作為依據，但是樂句的結束音可視為旋律中具有主導性質的音高，因此可再加

上分析歌謠中各樂句的結束音與整個樂曲的終止音之關係，「終止音」是樂曲最

重要之「中心音」，而歌曲中的樂句結束音則是「次要音」，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之

比較更可以分析出卑南歌謠中終止音、次要音等骨幹音的使用，是否與泛音或其

他音階體系之間的關係，進而找出卑南歌謠的音樂特性。 

 

（二）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 

    關於屬於「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的音組織及調式，除判斷音組織的構成，

尚須辨別各音高之主次關係，因此除了將歌謠旋律中的音高排列出音組織關係之

外，樂句的結束音可視為旋律中具有主導性質的音高，因此再加上分析歌謠中各

樂句的結束音也就是「半終止音」，與整個樂曲的「終止音」之關係，「終止音」

是樂曲最重要之「中心音」，而歌曲中的樂句「半終止音」則是「次要音」，分析

「中心音」與「次要音」之關係。 

【譜例 4-16】歌謠〈下賓朗古調 02〉

 
與終止音相同 

之半終止音 

與終止音不同之半終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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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賓朗古調 02〉為例，此首歌謠的音組織為「la do re mi sol」，為五度

循環無半音之五聲音階。全曲共有四個樂句，終止音為「la」，第一樂句的「半

終止音」為「sol」，第二樂句的「半終止音」為「mi」，只有第三樂句的「半終

止音」與「終止音」相同均為「la」。而「半終止音 mi」與「終止音 la」為五度

關係，「半終止音 sol」與「終止音 la」為七度關係，五度是泛音階中除了八度外

最先出現的音程，七度則是在三度之後第四個就出現的泛音，因此，樂句的結束

音與終止音之間可能有著其他的音階體系之關係。因歌謠的樂句數量每曲不同，

樂句以編號來標示各句的「半終止音」，全曲最終的結束音為「終止音」。以下就

採錄的歌謠將旋律的音組織、樂句的「半終止音」與「終止音」列表如下： 

 

【表 4-03】下賓朗古調歌謠之音組織、「半終止音」與「終止音」 

歌謠名稱 音組織 I II III IV V VI 終止音 

古調 01 sol la do re mi sol sol re sol sol la sol 

古調 02 la do re mi sol sol mi la － － － la 

古調 03 la do re mi sol mi la － － － － la 

古調 04 la do re mi sol mi la mi － － － la 

古調 05 sol la do re mi re sol － － － － sol 

古調 06 

歡迎謠 

la do re mi sol 
mi la － － － － 

la 

古調 07 

插秧歌 

do re mi sol la 
sol do do － － － 

do 

古調 08 

新年頌 

la do re mi sol 
mi mi la － － － 

la 

古調 09 

卑南族精神 

do re mi sol la 
sol do － － － － 

do 

古調 10 

孫貴花之歌(一) 

la si re mi sol la do 
la re mi － － － 

la 

古調 11 

孫貴花之歌(二) 

sol lado re mi 
sol re － － － － 

sol 

古調 12 la do re mi sol la la re la   la 

古調 13 la do re mi sol la la la    la 

古調 14 

takuvakuvan之歌 

la do re mi sol 
la la     

la 

古調 15 la do re mi sol re la la la mi  la 

古調 16 la do re mi sol la mi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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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調 17 la do re mi sol mi la mi    la 

古調 18 

護身符 

la do re mi 
la      

la 

古調 19 

孫玉蘭之歌 

sol la do re mi 
re re re    

sol 

古調 20 

陳良妹之歌 

la do re mi sol 
la mi la    

la 

古調 21 

搖籃曲 

la do re mi sol 
mi la la    

la 

古調 22 

慰勞領導者 

sol la do re mi 
re sol sol    

sol 

古調 23 la do re mi sol mi la mi mi   la 

古調 24 

 

la do re mi sol 
la mi la    

la 

古調 25 

敘事 

la do re mi sol 
mi la     

la 

古調 26 

夜深了 

la si do re mi sol 
mi      

la 

古調 27 

柔和的光芒 

sol bsi do re fa sol 

la si 

sol sol     sol 

古調 28 

快樂的聚會 

sol lado re mi sol sol     sol 

古調 29 

歡樂 

sol la do re mi #fa re do     re 

古調 30 

歡樂歌 

sol la do re mi #fa re re re    re 

古調 31 

呼叫 vulavulayan 

do re mi sol la do do     do 

古調 32 la do re mi sol la      la 

 

   從上表分析「下賓朗古調歌謠」所使用的音階系統，主要是傳統音階系統（可

五度循環）的「五聲音階」，若以結束音及中心音來區別，其音階形式可以分為

三種： 

（1）la do re mi sol：如古調 01、古調 02 等。 

（2）sol la do re mi：如古調 05、古調 11 等。 

（3）do re mi sol la：如古調 07、古調 0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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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4】下賓朗古調歌謠五聲音階中調式使用比例 

音階調式 曲目數 比例 

（1）la do re mi sol 17 65% 

（2）sol la do re mi 6 23% 

（3）do re mi sol la 3 12% 

 

其中第一種調式型態「la do re mi sol」在下賓朗古調中佔最多數、「sol la do re mi」

次之、「do re mi sol la」最少。此種音階型態似乎影響著聽覺的情緒觀點，因為

「la do re mi sol」的音階調式所構成的旋律會讓人有像西方大小調中的小調音階

的聲響情緒，較為憂傷、哀愁，因此許多音樂學者對於卑南族歌謠的說法，與鄰

近的阿美族歌謠做比較時，卑南族歌謠較為抒情、緩和、悠揚，比較不會讓人感

到躍動、活潑等情緒。但其中有五首的音階組織與其他下賓朗古調型態不一樣，

且無法歸類在傳統五聲音階的系統。以下我們針對這幾首歌謠分別討論。 

    而關於樂曲的「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的關係，將音組織較為特殊的五首

歌謠除外，可以發現下賓朗傳統古調有幾種情形： 

（1）「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為同度或八度音程。 

（2）「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為五度音程。 

（3）「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為七度音程。 

（4）「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為二度音程。 

（5）「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為四度音程。 

    以整首樂曲中「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的關係來統計分類，例如〈下賓朗

古調 01〉中如「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的音程關係有「同度、五度、七度」，

因此以整首樂曲中「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的關係為分類要素，將樂曲編號列

於下表： 

【表 4-05】下賓朗傳統古調「終止音」與「半終止音」之音程關係 

「終止音」與「半終止音」 

之音程關係 

樂曲編號 統計 

同度或八度 13、14、23、28、31、32 6 首 

同度與五度 03、04、05、06、07、08、09、11、16、

17、19、20、21、22、24、25 

16 首 

同度、五度、七度 02、 1 首 

同度、四度 12 1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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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度、四度、五度 15 1 首 

同度、五度、二度 01、 1 首 

    樂曲中的「終止音」與「半終止音」的音程為「同度與五度」之關係，就如

同西方大小調音階系統中的「主音」與「屬音」之關係，或是「I 級」與「V 級」

之關係。而其他音程關係如「七度」、「四度」、「二度」，「七度」也是屬於「屬和

弦」的色彩，而「四度」與「二度」則似「下屬和弦」。雖然下賓朗古調歌謠只

有單旋律，但是旋律的進行似乎也有著和聲的規則。 

    在這 32 首下賓朗古調歌謠中，其中有五首的音階組織與其他下賓朗古調型

態不一樣，且無法歸類在傳統五聲音階的系統。以下我們針對這幾首歌謠分別討

論。 

 

1、下賓朗古調 10〈孫貴花之歌 01 〉 

    此首古調歌謠是下賓朗目前最高齡的孫貴花長老，也是 palavang 家族最年

長的族母。此首歌謠為 tivitiv 最愛唱的歌謠之一，也是由她教導部落族人演唱此

曲，因此族人就將這首歌謠命名為「孫貴花長老之歌」，此首歌謠常運用於 misa úr

或 muhamut 期間，非儀式性歌謠部分的演唱。使用傳統的填詞手法，第一段為

傳統虛詞唱法，之後加入填詞三段，也可以整首都以虛詞唱法。隨不同的聚會性

質可即興填詞。 

 

A

段 

B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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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17】下賓朗古調 10〈孫貴花長老之歌 01〉 

     

    分析此首歌謠的旋律結構與音組織，可以發現此曲可分為兩個部分，從譜例

上可以看到第一、二行為 A 段，第三、四行為 B 段，而此兩段的音組織組成音

階並不相同。將此兩段的音階組織列表如下： 

 

樂曲段落 音階組織 結束音 

A 段 re mi sol la do re 

B 段 la si re mi sol la 

 

    很明顯的是此首歌謠在音階調式上，有所謂「轉調或移調」的情形，如果以

中國五聲調式的概念來看，A 段是「do re mi sol la」的商調式，但 B 段則為「sol 

la si re mi」的商調式，雖然都是商調式，但是整個旋律是移低四度的移調情形。

這是否是卑南族歌謠的特色，抑或是其他族群的歌謠在下賓朗與其他族群交流時

傳入的呢？還需要更多的歌謠來探討及求證。 

 

2、下賓朗古調 18〈護身符〉 

    此首歌謠是胡吉妹之祖母，其祖母為女祭司 tamaramaw（或稱女巫），胡吉

妹幼時曾常聽其祖母演唱而學得，再教導其他族人。在昔時，女性在少女時期，

部落裡的女祭司會舉行帶護身符儀式，護身符是以細繩穿過一些小陶珠（ ínasi），

然後將細繩綁於少女的右腕上，小陶珠經過女巫施法後具有法力，能保護少女免

除災禍、驅除惡運，在配戴時則由女巫吟唱此曲。下賓朗部落現在已無此項傳統，

這樣的文化僅留存在現今 70 歲以上婦女的記憶中。 

【譜例 4-18】下賓朗古調 18〈護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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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此首歌謠的旋律結構與音組織，此歌謠的音組織只有「la do re mi」，屬

於「四音組織」， 而此四音組織並不是五度循環的音階系統。在下賓朗甚至卑南

族歌謠裡也是少見的情形，也許是屬於傳統信仰的儀式歌謠，因為這方面的歌謠

筆者為收集許多資料，因此無法推斷，是否只有在祭司巫師系統的歌謠才存在此

種音階組織。 

 

3、下賓朗古調 26〈夜深了〉 

    曲調是傳統古調，前人填詞，填詞者為孫來春祖母之妹妹 Arelrabu，但並沒

有以傳統古調填詞手法，第一段歌詞即為實詞而沒有先演唱聲詞後在填入實詞。

歌詞描述的是傳統的部落農業生活，結束一天的工作之後，最期待的就是溫暖的

家，家裡有最親的人等待著我回來、為我準備可休息的椅子、好好地睡一覺。傳

統的部落生活，夜晚沒有其他娛樂，就是族人相聚在一起，談古論今、說說身邊

人的故事、分享各自的喜怒哀樂、唱唱古調歌謠、忘卻煩惱與辛勞…夜深了，手

挽著手，快樂而滿足互送回家，家中兒女聽到歌聲，趕緊開門迎接，此景又是多

麼溫馨和幸福。 

 

 

【譜例 4-19】下賓朗古調 26〈夜深了〉 

    分析此首歌謠的旋律結構與音組織，可以發現此曲雖然只有兩個樂句，但卻

前後樂句的音組織構成並不相同，將此兩樂句的音組織列表如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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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段落 音階組織 結束音 

A 樂句 do re mi sol la  mi 

B 樂句 la si do re mi sol la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A 樂句的音階組織是傳統五聲音階，而 B 樂句的音階組

織卻是「六音音階」且是五度循環音階系統。這樣的音階組織似乎在卑南族歌謠

中是少見的。也許還要更多相似的歌謠，才能判斷此種音階組織是否為卑南族歌

謠的音樂要素。 

 

4、下賓朗古調 27〈柔和的光芒〉 

    此首歌謠，為傳統古調、後人填詞唱法，填詞者為 Inaylan（陸森寶之姊），

但並不完全使用傳統的填詞手法，第一段直接加入實詞，全首無傳統古調應有的

聲詞唱法。歌謠內容是描述族人至山裡工作或狩獵，在家裡等候的家人看到山中

微弱隱約的光芒，心裡微微感到安慰，雖然是微小的光芒，但代表著家人平安。

相同的，在山裡工作的家人，看到山的另一頭、部落中的火光，知道家人一切安

好，才能放心地繼續工作。非常優美的辭句，藉由火光表現其思念之情，深切地

顯露出親情溫馨感人的情緒。 

 

【譜例 4-20】下賓朗古調 27〈柔和的光芒〉 

A段 

B段 

C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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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此首歌謠的旋律結構與音組織，此曲分為三個段落，而此三段的音組織

組成音階並不相同。將此三段的音階組織列表如下： 

 

樂曲段落 音階組織 結束音 

A 段 sol la si sol 

B 段 re fa sol la sol 

C 段 sol bsi do re fa sol 

 

    此歌謠的音組織變化非常多，A 段是只有三個音的「三音組織」，B 段是「四

音組織」，類似五聲音階但缺第四音「do」，而 C 段則是「五聲音階」。雖然三段

的結束音都是「sol」，但是很明顯的是此首歌謠在音階調式上，有所謂「轉調或

移調」的情形，如果以中國五聲音階調式的概念來看，A 段是「宮調式」、B 段

是「商調式」，而 C 段則是「羽調式。」這又是一個歌謠有「轉調或移調」的例

子，同樣的疑問是此種類型的歌謠是卑南族歌謠的特色嗎？有待更多的例子來求

證。 

 

5、下賓朗古調 29〈歡樂〉 

    此首歌謠，為傳統古調、後人填詞唱法，填詞者為 Inaylan（陸森寶之姊），

但不使用傳統填詞手法，第一段直接加入實詞，全首無聲詞唱法。此首歌謠也可

演唱於 misa´ur 時期非儀式性歌謠部份，尤其是在田裡工作時，喚起團員們平日

相聚時歡樂的情景，解緩工作的辛勞。因此歌謠內容主要描述婦女們相聚在一起，

參加活動或聚會，大家互相戴著美麗的花環、穿著鮮艷的傳統服飾，讓大家的心

情更顯得愉快、融洽，加深團員的情感。因此，在工作時吟唱此曲，歡樂的景象

會使大家更團結、更賣力的工作。 

    雖然此首樂曲稱為「歡樂」，但是從旋律歌調的特質來看，其實是帶點哀愁

的情緒，我想應該是因為此曲是描述 misa'ur 小米除草工作後，大家一起共同慶

祝工作完成，但是因為朝夕相處、患難與共的情景，而且年復一年，必須等到來

年大家才能又相聚再一起，那種在歡樂可是又代表離別的時刻，是充滿複雜的情

感，因此，吟唱這首歌謠時，尤其在 misa’ur 除草團里屬於長老階級的老人，他

們從年輕就一起工作相處到今，可是每年在這個團體哩，總有一些人是已經真的

和大家都離別了，那種感傷更是每每讓吟唱者落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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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1】下賓朗古調 29〈歡樂〉 

 

    分析此首歌謠的旋律結構與音組織，其音階組織此曲分為兩個段落，而此兩

段的音組織組成音階並不相同，在第三樂句的後半部已經有轉調式的情況，分析

第三樂句的後半部與第四樂句為同樣的音階組織，將此兩段的音階組織列表如

下： 

樂曲段落 音階組織 結束音 

A 段 do re mi #fa re 

B 段 la do re mi re 

 

    從上表可已看到此歌謠的音階組織變化特別，A 段是「四音組織」，但此四

音是構成「三全音」的四音組織，而 B 段也是「四音組織」，但是類似五聲音階

但缺第四音「sol」。這種情形的歌謠在卑南族裡實屬少見，依然是同樣的疑問，

此種形式是屬於卑南族音樂的要素嗎？ 

 

6、下賓朗古調 30〈歡樂歌〉 

    此首歌謠，為傳統古調、後人填詞唱法，填詞者為 Agam（孫來春祖母之妹），

但並不完全使用傳統的填詞手法，前面三段直接加入實詞，僅保留在最後 coda

A 段 

B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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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聲詞演唱。此曲是孫來春讀初中時，由當時的老師 Agam 所教唱，歌詞中描

述呼喚同伴們一起去跳舞，在孫來春等耆老的回憶中，此曲演唱時必須配合上舞

蹈，當時學習此曲時也有學習舞蹈，但是總學不會老人家們那種優雅、配合著旋

律韻律的舞步，可能是當時太年輕了，自嘲說現在年紀大了，跳起舞來就比較有

當年 mumu 們跳舞的韻味了。 

 

 

【譜例 4-22】下賓朗古調 30〈歡樂歌〉 

    分析此首歌謠的旋律結構與音組織，可以發現此曲從結構上分為四個樂句，

且這四個樂句的音組織構成並不相同，將此四個樂句的音組織列表如下： 

樂曲段落 音階組織 結束音 

A 樂句 re mi #fa re 

B 樂句 la do re mi  re 

C 樂句 la do re #fa sol la re 

D 樂句 re fa sol la do re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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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已看到此歌謠的音階組織變化特別，有所謂「轉調或移調」的情形，

A 樂句是「三音組織」音程成大三度；B 樂句是「四音組織」，但是類似五聲音

階但缺第四音「sol」；C 樂句可以區分為前後兩個音組織，前半部是「re #fa sol 

la」，類似西方的大調音階中從主音到屬音的排列但缺第二音，而後半部卻是「四

音組織」是類似五聲音階但缺第三音「mi」；而 D 樂句則是「五聲音階」。這

種一直轉換音階組織的歌謠，在卑南族裡實屬少見，依然是同樣的疑問，此種形

式是屬於卑南族音樂的要素嗎？ 

針對這六首下賓朗族人認為是「下賓朗傳統古調」的歌謠，從他們的音階組

織與型態中可以發現其特殊的音階組織，將其特殊性歸納如下： 

（1）轉調或移調的現象：這六首歌謠都有，因為其音組織或音階型態的改變而

造成這樣的變化。 

（2）三全音的四音組織「do re mi #fa」：下賓朗古調 29〈歡樂〉 

（3）類似五聲音階但缺音的四音組織「la do re mi」、「re fa sol la」：下賓朗古調

18〈護身符〉、下賓朗古調 27〈柔和的光芒〉、下賓朗古調 29〈歡樂〉、下賓

朗古調 30〈歡樂歌〉 

（4）五度循環的六音音階：下賓朗古調 26〈夜深了〉 

 

    對於其中三全音的四音組織「do re mi #fa」，似乎與排灣族歌謠的音組織有

關連。林清財在《從安平部落古謠到傳唱排灣－高明喜歌謠輯論》243中，對於高

明喜傳唱的排灣普謠所使用的音階系統，整合出三大系統，其中第二種系統為音

組織系統，其中四音組織有「la do re mi」或「do re mi #fa」，其中第二類「do re 

mi #fa」也是屬於三全音的四音組織「do re mi #fa」，從下面的譜例可以很清楚

的看到這種音階組織的情況： 

 

                                                      
243

 高玉枝、林志興《從安平部落古謠到傳唱排灣－高明喜歌謠輯論》2014：199-200。 

 



193 
 

 
【圖 4-13】高明喜〈獵功頌之一 勇士舞〉244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卑南族與排灣族就有不同程度的接觸，以現在知本部落

為例，知本部落的三大家族中，「Ruvaniaw」家族還是來自排灣族的家族。因此

就地緣關係、歷史發展下，歌謠的互通流傳也是非常頻繁的。因此，筆者推斷如

下賓朗古調 29〈歡樂〉與下賓朗古調 30〈歡樂歌〉這兩首歌謠的音組織構成的

特質來看，此兩首歌謠可能是排灣族流傳到下賓朗部落的可能性極高，因為流傳

的時間很長久，所以被下賓朗部落的族人長久的認為是屬於「下賓朗傳統古調歌

謠」的範圍，這在族群融合的過程中是非常常見的現象，只因為歷史的發展與流

變而產生多變且混和融合的文化現象。 

 

（三）非下賓朗傳統歌謠 

    在非下賓朗傳統歌謠類裡，傳唱最多的是阿美族曲調，而這個區別是從族人

對於歌謠的區分而來，而他們的認知有些是從他們與阿美族相處的過程中，聽得

或是學習而來的經驗來判斷，但是是否真的是阿美族的曲調，則還需要更多的田

野資料以及其他研究文獻的佐證。但目前，就從族人的觀點來歸類這些歌謠，以

「曲調來源是阿美族」來分類。在下賓朗常傳唱且被歸類在「阿美族歌謠」的有

                                                      
244

 高玉枝、林志興《從安平部落古謠到傳唱排灣－高明喜歌謠輯論》2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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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首，分析其音組織的構成，以及歌謠中各樂句的結束音也就是「半終止音」，

與整個樂曲的「終止音」之關係，「終止音」是樂曲最重要之「中心音」，而歌曲

中的樂句「半終止音」則是「次要音」，分析「中心音」與「次要音」之關係。

藉由分析這些被歸類在「阿美族曲調」的歌謠的音組織與終止音等音樂要素，與

「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作一比較，探討這兩類歌謠之間的差異以及試圖探詢族

人是如何分辨哪些歌謠是屬於「下賓朗傳統 senay」。 

 

【表 4-06】下賓朗部落之阿美族歌謠音組織與終止音 

歌謠名稱 音組織 I II III IV V VI 終止音 

歌謠 33 

saraipan 

do re mi sol la 
mi do     

do 

歌謠 34 la do re mi sol la la mi la mi  la 

歌謠 35 

幫我開門歌 

la do re mi sol 
la la     

la 

歌謠 36 la do re mi sol la la la mi   la 

歌謠 37 do re mi fa sol la do do sol    do 

歌謠 38 

歡迎歌 

la do re mi sol 
re      

la 

歌謠 39 la do re mi sol re la re    la 

歌謠 40 la do re mi sol mi la mi    la 

歌謠 41 do re mi sol la do      do 

歌謠 42 la do re mi sol mi la     la 

歌謠 43 la do re mi sol re re     la 

歌謠 44 re mi sol la si do  la re la    re 

歌謠 45 do re mi sol la sol do     do 

歌謠 46 sol la do re mi sol sol re    sol 

歌謠 47 do re mi sol la do do     do 

歌謠 48 do re mi sol la do sol do sol   do 

歌謠 49 la do re mi sol la      la 

歌謠 50 

歡迎到我家玩 

do re mi sol la 
do do do do   

do 

 

從上表分析「非下賓朗歌謠－阿美族曲調」所使用的音階系統，主要是傳統

音階系統（可五度循環）的「五聲音階」，若以結束音及中心音來區別，其音階

形式可以分為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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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a do re mi sol 

（2）sol la do re mi 

（3）do re mi sol la 

 

【表 4-07】非下賓朗歌謠－阿美族曲調五聲音階之調式 

音階調式 曲目數 比例 

（1）la do re mi sol 9 56% 

（2）sol la do re mi 1 6% 

（3）do re mi sol la 6 38% 

 

其中第一種調式型態「la do re mi sol」在「非下賓朗歌謠－阿美族曲調」中

佔最多數、「do re mi sol la」次之、「sol la do re mi」最少。 

    但如以林信來 1981《台灣阿美族民謠謠詞研究中》所收集的阿美族歌謠 110

首，筆者分析這 110 首中屬於五聲音階組織的 106 首歌謠，並歸納如下表： 

 

【表 4-08】林信來阿美族歌謠之調式 

音階調式 曲目數 比例 

（1）la do re mi sol 41 38% 

（2）sol la do re mi 4 3% 

（3）do re mi sol la 57 56% 

（4）re mi sol la do 4 3%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林信來所收集的阿美族歌謠 110 首，其中有 4 首的音組織

只有「三音組織」或「四音組織」，其他 106 首皆屬於「五聲音階」系統。其中

第三種調式型態「do re mi sol la」佔最多數中佔最多數、「la do re mi sol」次之、

「sol la do re mi」以及在卑南族歌謠中未曾見到的「re mi sol la do」。「do re mi sol 

la」的音階調式所構成的旋律會讓人有像西方大小調中的大調音階，而且阿美族

旋律中常使用非常多的三和弦分解進行「do mi sol」，而使得旋律呈現躍動、活

潑等情緒。雖然「la do re mi sol」的音階調式使用也佔不少，從歌謠的名稱來看，

多用在情歌、離別、感傷的歌謠上。 

    我們將「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非下賓朗歌謠－阿美族曲調」與林信來「阿

美族歌謠」三種類型的歌謠的調式使用情形來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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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9】下賓朗歌謠與阿美族歌謠調式之比較 

調式 ／ 歌謠類型 下賓朗傳統 

古調歌謠 

非下賓朗歌謠－

阿美族曲調 

林信來阿美族歌

謠 

（1）la do re mi sol 17 65% 9 56% 41 38% 

（2）sol la do re mi 6 23% 1 6% 4 3% 

（3）do re mi sol la 3 12% 6 38% 57 56% 

（4）re mi sol la do     4 3% 

 

    從上表的比中似乎可以發現，即使在下賓朗，族人愛唱的阿美族歌謠也是偏

重於帶有較抒情、感傷情緒的「la do re mi sol」調式的歌謠。 

 

二、旋律構造 

    我們從旋律的構成如動機、動機發展到樂句、再到樂段來探討 senay 歌謠中

的旋律特性，以下賓朗對於 senay 歌謠的兩大分類「下賓朗傳統歌謠」與「非下

賓朗傳統歌謠」分析其動機與發展、樂句與樂段的構成、及旋律行進等音樂特徵

做為探討比較的要素。 

 

（一）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 

    屬於「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筆者共採錄了 32 首歌謠，從這 32 首歌謠中，

分析其旋律中的動機與動機發展，樂句的構成以及樂段的組成，來歸納探討屬於

「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的音樂特質，藉由此來區辨。 

 

1、動機與動機發展 

    下賓朗歌謠分析其動機時，常可以看到旋律的動機，以不同重複或變化的樣

式，成為下一樂句的開展，有些是在起始句，有些則在旋律的中間，有些則是旋

律的結尾處。 

（1）起始動機做為下一句樂句動機的開展 

    這種例子在下賓朗歌謠中常可以看到，如【譜例 4-23】、【譜例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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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3】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1〉 

 

【譜例 4-24】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12〉 

 

 

 

（2）第一句動機成為第二句旋律組成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在旋律樂句的開頭，

或是出現在樂句的中間，如【譜例 4-25】也有在樂句的結尾，如【譜例 4-26】、【譜

例 4-27】尤其是在結尾處有相應和就如同詩詞中的押韻般的效果。： 

 

【譜例 4-25】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5〉 

 

 

【譜例 4-26】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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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27】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19 孫玉蘭之歌〉 

 

 

（3）有一種較特別的情形是，第一、二樂句旋律前、後是相同，中間也無運用

不同的動機元素，而是將起頭的動機再重複而構成。如【譜例 4-28】 

 

【譜例 4-28】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8〉 

 
 

（4）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下賓朗古調歌謠的起始句，常常是從低音向上揚，

大跳八度、然後停留在長音，造成一種令人期待的效果。這種情形在下賓朗古調

中常常可見，如【譜例 4-29】、【譜例 4-30】、【譜例 4-31】 

 

【譜例 4-29】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3〉 

 

 

【譜例 4-30】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4〉 

 

 

 

【譜例 4-31】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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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樂句常會使用相同動機作為結束，達到統一的效果，有些是發生在樂曲的

中間樂句與最後樂句相呼應，有些則在樂曲最後兩個樂句做對話呼應。這在下賓

朗古調中是常常被使用的情形。如【譜例 4-32】、【譜例 4-33】、【譜例 4-34】。 

 

【譜例 4-32】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2〉 

 

 

【譜例 4-33】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3〉 

 

 

【譜例 4-34】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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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樂句與樂段的構成 

    下賓朗古調歌謠，並沒有冗長繁複的樂曲構造，大多屬於短小的歌謠形式，

主要以「一段式」的形式居多，但還是有少數幾首歌謠是段落分明，且旋律風格轉變

明顯的。從歌謠的「半終止音」與「終止音」的分析，可以看到各首樂曲的樂句

數，如下表： 

【表 4-10】下賓朗古調歌謠之樂句數量 

歌謠名稱 I II III IV V VI 終止音 樂句數 

古調 01 sol sol re sol sol la sol 7 

古調 02 sol mi la － － － la 4 

古調 03 mi la － － － － la 3 

古調 04 mi la mi － － － la 4 

古調 05 re sol － － － － sol 3 

古調 06 

歡迎謠 
mi la － － － － la 

3 

古調 07 

插秧歌 
sol do do － － － do 

4 

古調 08 

新年頌 
mi mi la － － － la 

4 

古調 09 

卑南族精神 
sol do － － － － do 

3 

古調 10 

孫貴花之歌(一) 
la re mi － － － la 

4 

古調 11 

孫貴花之歌(二) 
sol re － － － － sol 

3 

古調 12 la la re la   la 5 

古調 13 la la la    la 4 

古調 14 

takuvakuvan 之歌 
la la     la 

3 

古調 15 re la la la mi  la 6 

古調 16 la mi la    la 4 

古調 17 mi la mi    la 4 

古調 18 

護身符 
la      la 

2 

古調 19 

孫玉蘭之歌 
re re re    sol 

4 

古調 20 

陳良妹之歌 
la mi la    l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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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調 21 

搖籃曲 
mi la la    la 

4 

古調 22 

慰勞領導者 
re sol sol    sol 

4 

古調 23 mi la mi mi   la 5 

古調 24 

 
la mi la    la 

4 

古調 25 

敘事 
mi la     la 

3 

古調 26 

夜深了 
mi      la 

2 

古調 27 

柔和的光芒 
sol sol     sol 

3 

古調 28 

快樂的聚會 
sol sol     sol 

3 

古調 29 

歡樂 
re do     re 

3 

古調 30 

歡樂歌 
re re re    re 

4 

古調 31 

呼叫 vulavulayan 
do do     do 

3 

古調 32 la      la 2 

 

    將 32 首下賓朗古調歌謠中，歌謠之樂句數量統計如下： 

樂句數 曲目數 比例 

2 樂句 3 10% 

3 樂句 11 34% 

4 樂句 14 44% 

5 樂句 2 6% 

6 樂句 1 3% 

7 樂句 1 3% 

 

    屬於下賓朗傳統古調的歌謠，多為一段式，且樂句數大多為三樂句到四樂句，

是一般歌謠式的音樂形式，因為 senay 歌謠是可視演唱的時機、情況、對象而即

興填詞，填詞必須遵循典型卑南族修辭手法，歌詞要符合一對一對，為了配合歌

詞填詞的規則，因此旋律的樂句也成對，以最常出現的兩種樂句形式為例。 

（1）三個樂句，則在第一句即興填詞，第二、三句則維持原來聲詞唱法，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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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唱第二次時，也是同樣規則，但就形成上下兩段歌詞互為相呼應的情形，如【譜

例 4-35】。 

 

【譜例 4-35】下賓朗古調 03 

 

（2）四個樂句，則第一、二樂句遵循填詞規則，歌詞用語要相互對應、或互為

同義詞等，而第三、四句則仍維持原來聲詞歌詞的唱法。此種規則在四個樂句的

樂曲當中，是經常可見，且呈規律的。 

 

維持聲詞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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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36】歌謠〈歡迎謠〉 

 

第三節  Senay 的歌詞運用 

    我們從 senay 歌謠的分類中，主要將下賓朗歌謠區分為兩大類「下賓朗傳統

古調歌謠」與「非下賓朗傳統歌謠」。而「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中的歌詞主要

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種類型是「聲詞」如「hoi na lu wan」、「i ya na ya on」

等為主；另一種則是視演唱的時機、情況、對象而即興填詞的歌詞實詞，但必須

依照卑南族傳統的填詞手法「pungadangadan」，也就是為歌謠加入有意義、代

表性的詞語，歌詞要符合一對一對，二者或是同義詞重疊，或指同一件事情的兩

面，每一句都包含著多層次的隱喻，音韻上力求雙聲疊韻，可押頭韻、尾韻或頭

尾皆押韻，有時為展現個人吟詠、命辭的功力，甚至故意選用複雜、拗口又多音

維持聲詞唱法 

填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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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辭彙，且用詞多為古語，以此顯示歌唱者的文學造詣。 

 

一、senay 中的聲詞 

    下賓朗歌謠中，有許多個歌謠的歌詞是以聲詞如「hoi na lu wan」、「i ya na ya 

on」等為主，演唱時一定先唱這些看似無意義的聲詞配合著旋律曲調，將歌謠演

唱一次或多次後，可因應演唱時機、功能目的不同情況而即興填詞。根據耆老孫

來春、孫秀女的說法，卑南族的歌謠傳統的演唱方式就是如此，並沒有加上任何

的實詞，而這些聲詞就像 Do Re Mi 般，隨著旋律的上下起伏、輕重緩急，而加

入適切的聲詞唱法，但是每一首歌謠聲詞的演唱方式，也就是那一個音配上哪一

個詞卻是固定的，並不會任意更改，認為這是祖先的智慧，所有的聲詞音韻是合

著旋律的音韻，所以不須強記就能朗朗上口。也因為如此，傳統歌謠的可變性極

強，歌詞視演唱的時機、情況、對象而可即興填詞。 

但耆老們都認為，歌謠第一次必須按照傳統的方式演唱這些看似無意義的

「hoi na lu wan」、「i ya na ya on」，部落族人常笑稱這就是我們的「Do Re Mi」。

從數十首歌謠中來分析，這些看似無意義的歌詞，卻存在著一定的排列結構，甚

至與旋律有著密切的關聯。對於這些無意義的歌詞，在歌謠演唱時卻是一定要先

唱，且不會任意更改，演唱一次後就可隨不同場合環境需求在旋律上即興填詞，

相較之下，這些無意義的歌詞對於歌謠的重要性比實詞還要被更嚴肅地看待。 

 

（一）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 

    筆者整理 32 首「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的歌詞，分析其聲詞構造，可以歸

納出以下幾種類型 

 

1、起始句型 

在下賓朗傳統古調歌謠中，可以發現每一首歌謠大都是以「na-lu-wan」或是

「ho-i na-lu-wan」作為開始吟唱的聲詞，就像發語詞般。如以下譜例： 

【譜例 4-37】節錄〈下賓朗古調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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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38】節錄〈下賓朗古調 02〉 

 
 

【譜例 4-39】節錄〈下賓朗古調 06〉 

 

 

    而在歌謠的第一句聲詞，除了開頭以「na-lu-wan」或是「ho-i na-lu-wan」吟

唱，接著在第一句中最常可以看到另一個聲詞組型「i ya na ya on」，這個組型最

常出現在第一句的句尾，作為結束，如以下譜例。 

 

【譜例 4-40】節錄〈下賓朗古調 04〉 

 

 

【譜例 4-41】節錄〈下賓朗古調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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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在這個聲詞組型「i ya na ya on」為了配合旋律進行的長度需求而在其中加入

另一些聲詞，如「yo」、「ha i yo」、「ha i yo ya ha i」。 

 

【譜例 4-42】節錄〈下賓朗古調 08〉 

 

 

【譜例 4-43】節錄〈下賓朗古調 03〉 

 

 

【譜例 4-44】節錄〈下賓朗古調 02〉 

 
 

我們可以歸納出起始句型有一個規則： 

 

【起始句型】 

 

 

 

 

句頭 

na-lu-wan 

ho-i na-lu-wan 

句尾 

i-ya-na-ya-on 

i-ya-na＋  yo          ＋ ya-on 

         ha i yo 

         ha i yo ya h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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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間句型 

    此構成樂曲中間的部分，有著非常多樣化的聲詞句型，目前還無法歸納出一

定的規則。 

 

3、結尾句型 

在結尾句型部分，其型態具多樣形式，將下列各型態分別探討。 

（1）採用【起始句型】的基本型態， 

以【起始句型】作為結尾，或是在【起始句型】基礎上加變化，這樣的型態

形成整首歌謠為前後相呼應的型態，因為下賓朗傳統歌謠具有無數反覆的特性，

而前後相同的聲詞句型，讓歌謠有陳述吟唱的完整性，表示歌謠的延展性，既是

頭也是尾。這種情形在傳統古調中是常常出現的。 

 

【譜例 4-45】歌謠〈下賓朗古調 02〉 

 

另一個常見的結尾句型是「ho-i-ye-yan」 

【譜例 4-46】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15〉 

 

【譜例 4-47】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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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下賓朗傳統歌謠 

在非下賓朗傳統歌謠類裡，傳唱最多的是阿美族曲調，而這個區別是從族人

對於歌謠的區分而來，那麼區分的準則在甚麼要素呢？也許從聲詞的運用中，可

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1、起始句型 

在「阿美族曲調歌謠」中，可以發現幾種起始句型，第一個是「ho-i-yan」。 

【譜例 4-48】節錄自〈下賓朗歌謠 38〉 

 

 

【譜例 4-49】節錄自〈下賓朗歌謠 39〉 

 

也有以「na-lu-wan」作為開頭的句型。 

 

【譜例 4-50】節錄自〈下賓朗歌謠 35〉 

 
 

【譜例 4-51】節錄自〈下賓朗歌謠 36〉 

 
 

    但是「na-lu-wan」是否是卑南族歌謠所特有的，還是受到阿美族影響？抑或

是阿美族才是受到卑南族影響呢？在孫俊彥的碩士論文《阿美族馬蘭地區複音歌

謠研究》中，曾對於「na-lu-wan」的唱法究竟始於卑南族或阿美族的討論，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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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他說明了為什麼蘭阿美族人認為「na-lu-wan」是馬蘭歌謠傳統的襯詞
245
： 

 

    大部分的馬蘭人皆信誓旦旦地告訴筆者，na-lu-wan是馬蘭歌唱的傳統

襯詞發音，並非來自卑南族。如康樂部落的郭國慶長老表示，在他年幼時

即已聽到「民國階層」的長輩在田裡工作邊歌唱時歌詞中就有 na-lu-wan。

筆者以郭國慶長老舉這樣的例子，乃試圖說明 na-lu-wan是在他這個年紀

之前的馬蘭族人即擁有的習慣，筆者認為這已經符合馬蘭族人「認定傳統」

的條件，如果一件事物的發生早於個人經驗，同時又不明其來歷，即容易

為馬蘭人視為祖先的傳統。但筆者查驗馬蘭人常強調一些歷史悠久的歌曲，

如《部落先祖之歌》、四首《豐年祭團體歌舞》等，這些歌曲的襯詞當中全

然不見 na-lu-wan的出現。 

 

    從上述這段敘述中，似乎可以印證，「na-lu-wan」是卑南族歌謠的特色，然

後再影響周邊的族群，例如阿美族、排灣族等族群的聲詞演唱方式。 

 

2、結尾句型 

    在屬於阿美族曲調的歌謠中，以「hai-yan」作為結尾，可能是樂句的結尾，

或是歌曲的結尾，也可能在整首歌謠鐘用於每一樂句的結尾，我們從【譜例 4-51】

就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下賓朗歌謠 34〉從第一句開始到最後一句共七句，每

一句的結尾句型都是「hai-yan」。這在阿美族歌謠中是每一首皆可以找到的句型，

也許，這就是區辨「卑南族」與「阿美族」的一個指標之一。 

 

  

                                                      
245 孫俊彥《阿美族馬蘭地區複音歌謠研究》碩士論文 200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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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4-52】〈下賓朗歌謠 34〉 

 

 

二、senay 中的填詞 

    下賓朗語填詞手法稱為「pungadangadan」，「ngadan」是名字之意，「pu-ngadan」

就是指取名字，「pu-ngadangadan」也就是為歌謠加入有意義、代表性的詞語。

因此填詞必須遵循典型卑南族修辭手法，歌詞要符合一對一對，二者或是同義詞

重疊，或指同一件事情的兩面，每一句都包含著多層次的隱喻，音韻上力求雙聲

疊韻，可押頭韻、尾韻或頭尾皆押韻，有時為展現個人吟詠、命辭的功力，甚至

故意選用複雜、拗口又多音節的辭彙，且用詞多為古語，以此顯示歌唱者的文學

造詣。 

    而填詞所填的詞，並不是口語的方式，而必須配合旋律而延長其歌詞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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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再加上母音，以下面的譜例來說明。 

 

【譜例 4-53】節錄自〈下賓朗古調 03〉 

 

【譜例 4-53】第一樂句中第二段最後的歌詞為「ve-lra-lre-i-ay-tren-gan」，但此

歌詞的原詞為「velretrengan」，古老之意。我們把它排列如下，就可以清楚知

道是加入那些其他詞。 

ve-       lre-       tren-gan 

ve-（lra）-lre-（i-ay）-tren-gan 

 

原本只有四個音節，但為了配合旋律共有七拍，而加入了 lra、i、ay 共三個

詞，使能配合旋律進行。這種情形，在 senay 歌謠中是普遍出現，很少歌詞是指

以原詞出現，多會為了旋律的進行而增加無意義的聲詞。 

 

    填詞在音韻上力求雙聲疊韻，且歌詞必須互為同義詞、或為相對應詞等條件。

從歌謠的歌詞中，可以歸納出以下三種歌詞押韻結構： 

1、歌詞押頭韻 

前詞 liwawadiyan 親人 

後詞 niruma énan 族人 

 

2、歌詞前、後押韻、中段變化 

前詞 venangavanga 打攪 

後詞 semare´ezan 思念 

 

3、歌詞押尾韻 

前詞 liwawadiyan 親人 

後詞 niruma´enan 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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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歌寫史：聲音和身體的記憶 

下賓朗部落和其他生長在這塊台灣土地上的族群一樣，在歷史的洪流中經歷

了明清時期、日據時期，1945 年後國民政府來台，部落族人不僅要面對歷史的

巨變，還要面對政治、經濟、資本主義以及其他族群的移入如漢人等的挑戰，對

部落生活造成結構性的影響。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部落的變遷，以及生長在

這個土地上的族人們是如何與部落共生存，共同譜寫下賓朗的歷史。 

 

第一節  下賓朗（Pinaski）部落的變遷 

 

一、口傳中的 Pinaski 部落 

    有關下賓朗部落的由來，從日治時期至今記載下來的口傳紀錄流傳著多種的

版本，從傳說的故事內容可以推測出下賓朗部落的組成與其他部落之關係，從林

清財、孫大川〈韻律與脫序之間：卑南下賓朗社祭儀歌曲的建構〉246中比較下賓

朗部落的傳說，來探討下賓朗部落的起源。 

 

【第一則】  日據時期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的傳說紀錄247，

可區分為兩個部份，前段為下賓朗社的創社傳說，而後段則是關於創社後新加入

者的傳說： 

 

〈前段〉創社傳說 

    昔時，知本社與卑南社發生紛爭，有一稱 pawHnin 的知本社人，

潛出知本而到卑南社入口處隱藏起來，當時卑南社有一勢力者稱

duway（即卑南社第八任領袖）」聞知有人藏在入口處，前往察看始

知為 pawHnin，，且說欲為兩社謀和解。於是，他久留卑南社。斡

旋兩社之間，和解遂成立。又受 duway之請，pawHnin 乃定居卑南

社。當時大巴六九 Tamalakao 社248因未向卑南社繳付番租，卑南社

乃將其女 LegeLeg接來社，pawHnin乃與之結婚，一日出獵 Pinaski，

知其土地肥沃，得到 duway 之准許，乃移居此地而立番社。 

     

                                                      
246

 參考來源為林清財、孫大川〈韻律與脫序之間：卑南下賓朗社祭儀歌曲的建構〉《台灣音樂研

究》第五期，2007：5-7。 
247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1935：365。 
248

 大巴六九 Tamalakao 社即現今的泰安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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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其重點摘要分析如下249： 

創始人 移居原因或關係 婚姻人 再移居 

名字 原居 地點 原因 相關人 名字 原居 地點 字義 

pawHnin 知本 南王 謀和 勢力者 duway LegeLeg 大巴六九 Pinaski ? 

     

〈後段〉創社後移居者 

    pinaski 成立之後，知本社頭目 inviL與卑南社總頭目

kaputayan 成為朋友，常常來 maydatar，認識名叫 lungangan 的女

子，經過 kaputayan的幫忙娶了她，並且住在 maydatar。但是當 inviL

拜訪 pinaski 社的 pawHnin，卑南社有惡作劇者趁其外出，燒毀其

屋。因為如此，又有 kaputayan 的勸告，於是移居 pinaski 社。今

日 pinaski 社是由 pawHnin 和 inviL兩夫妻的後裔所繁衍增加。據

稱，又有從卑南社的住民混入。 

重點摘要分析如下： 

移居者 移居原因或關係 婚姻人 再移居 

名字 原居 地點 原因 相關人 名字 原居 地點 字義 

inviL 知本 南王 訪友 頭目 kaputayan lungangan 南王 Pinaski ? 

 

【第二則】  日據時期河野喜六 1915 的傳說紀錄250： 

  pinadki 社之起源：知本社始祖之孫 kalamudan 與 maraupiT 結為

夫妻，生下一名為 pawnin的男孩，該子後來成為 maydatar地方（按：

早期卑南社的社址）sapayan 家女兒 LegeLeg 的夫婿。 

.....pawnin 每次狩獵時都經過 rataratay，他見該地質頗為肥沃適

於耕作，因此將它開墾為耕地，而所種的農作物也生長得很好，便

逐漸拓展耕地，.....得到當時頭目（卑南社）duway 同意後即舉家

移居該地，而稱為該地的開山祖。pinaski 原本由 paskiski 轉化而

來，因 paskiski是指此地為緩斜坡，所以採「登上」之意來命名。 

 

創社者 移居原因或關係 婚姻人 再移居 

名字 原居 地點 原因 相關人 名字 原居 地點 字義 

pawnin 知本 南王 婚姻 duway 頭目 LegeLeg 南王 Pinaski 登上 

 

【第三則】  南王部落林豪勳、陳光榮 1994傳說紀錄251： 

    賓朗社是知本的後代，在知本社 kaLytak頭目時代，因南王社

                                                      
249

 參考來源為林清財、孫大川〈韻律與脫序之間：卑南下賓朗社祭儀歌曲的建構〉《台灣音樂研

究》第五期，2007：5。 
250

 河野喜六《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台灣舊慣調查會 1915[2000]：

222。 
251

 林豪勳、陳光榮《卑南族神話故事集錦》1994：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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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次沒有納貢，引起知本的不滿....雙方引起衝突....知本青年

Paunyn，聲稱去南王講和....被南王青年逮捕，正好被南王的

SaPayan 長老看見....不久，被 SaPayan長老 

知本部落 pawHnin被 sapayan 家的長老收為義子，後來因為

tamaLakaw 人在燒山開墾時，不慎燒到 sapayan 家的獵場，最後

tamaLakaw 人將部落最美麗的女子 LegeLeg作為賠償。sapayan 家的

長老再將這位女子許配給 pawHnin。之後，得到頭目同意舉家移居至

pinaski，成為該地的開山祖。 

 

創社者 移居原因或關係 婚姻人 再移居 

名字 原居 地點 原因 相關人 名字 原居 地點 字義 

pawnin 知本 南王 義子 sapayan家族 LegeLeg 大巴六九 Pinaski 上坡 

 

【第四則】  下賓朗部落陳明文祭司 2005的說法252： 

    下賓朗社 pinaski的創始人原為知本社的青年會長，鑒於知本、

南王兩社征戰不休，躲藏到南王部落口，被南王人捉去見他們的頭

目，本來敵社入侵理當被殺頭，但是，頭目見其為兩社和解且辯解

的口才很好，又有勇氣獨自來敵社，相信這種人將來必定有出息，

因此，頭目將其入贅於女兒。過了一陣子頭目害怕他終究是知本人，

有可能危害其頭目地位，遂將離南王西邊出口不遠的下賓朗這塊封

地給他們。因為這塊地為上坡之地故取名 Pinaski。 

 

創社者 移居原因或關係 婚姻人 再移居 

名字 原居 地點 原因 相關人 名字 原居 地點 字義 

? 知本 南王 謀和 南王頭目  公主 南王 Pinaski 上坡 

    綜合上述各種版本的傳說，下賓朗部落形成的結構，可分為兩種： 

（一）偏向下賓朗部落與知本社（Katipul）、大巴六九社（Tamalakau）的聯繫，

反映其屬「石生神話系統」的範圍。 

                                                      
252

 林清財、孫大川 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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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1】石生神話系統關係圖 

（二）偏向下賓朗與卑南社（Puyuma，即今日南王部落）的關聯，強調其「竹

生神話系統」的性格。 

 

【圖 5-02】竹生神話系統關係圖 

    從以上下賓朗部落形成的結構來看，下賓朗部落與鄰近的南王、大巴六九以

及地處較遠的知本部落，在親屬關係上有某一程度上的連結，而且一致的說法皆

是男性都是由知本部落而來，且此男性在原知本部落的社會地位高－擔任頭目或

青年會會長，而頭目或青年會會長在祭儀儀式中都是擔任執行帶領的角色，甚至

是儀式的決策者。而女性則是從南王或大巴六九而來，但卑南族在親屬制度上被

視為母系社會，與農耕相關的祭祀是以母方的 karumaan253為主，因此，女性在

儀式的繼承上也是擔任重要的傳承角色。 

    綜合上述從日據時代以降的下賓朗創社神話傳說故事，我們可以很具體的看

到部落的形成，不論是「石生」或「竹生」傳說都和部落有或近或遠的淵源，特

                                                      
253

 karumaan 是卑南族各部落共有、重要的文化特徵，可解釋為祖靈屋、祭屋。 

南王社同意 

知本社  男 大巴六九社 女 

下賓朗社 

婚   姻 

婚姻 

南王社同意 

知本社  男 南王社 族人 

下賓朗社 

南王社  女 

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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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知本社」和「南王社」，不論是出於直接或間接的因素，都促成了「下賓

朗部落」的成形，因此說下賓朗部落是一「石生」與「竹生」神話系統的交匯（交

融）處，應不為過，也因為這個緣故，在下賓朗部落中家族的構成、語言的使用

以及文化的表現，亦顯出其複雜與多樣性。 

 

二、Pinaski 部落的遷徙 

根據下賓朗部落耆老的說法，Pinaski 最早的系統是從發祥地 ruvuwahap 來

的，口傳傳說中其中之一的說法中 Pinaski 的始祖 pahunin，原先是住在 kuwau（今

日南王棒球場北邊之山腳下），後來與卑南社人結婚之後，遷到鄰近南王里十股

地區山腳下，然後在到後湖山頂上的台地，此處稱為「kazekalan」【圖 5-02】，是

在現在部落水源地（varukvuk）上方，也是現在少年猴祭前 trakuvakuvan 試膽的

地點再往上的台地，是部落最早的聚居地，後來因為白蟻危害嚴重而不得不遷村

254。此處是早期族人開墾之處，還留有許多傳統領域的地名，也是部落初期耕作

之地，例如耆老王天木家的田地 saparh 就在此地，而王天木的家族 karumaan 也

是以此地名來命名「saparh」。 

 
【圖 5-03】Pinaski 部落傳統最先居住地 kazekalan255 

遷村後第二個部落居住地，是由原部落往下遷移至現在阿尼色弗教養院後方

靠四格山半山腰山谷之處，此地稱為「kinavuraw」【圖 5-04】。部落耆老陳明文

                                                      
254

 董恕明 2012：11。 
255

 感謝董恕明教授提供部落地圖，資料來源董恕明《Ina 傳唱的音符－Pinaski 部落變遷中的女性

(1980-1995)》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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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自己入駐少年會所時，長老們就以 murunus 此地名作為他在 trakuvakuvan

時的名字，因為這個地方位於此山腰山谷之處，murunus 這個地方盛產茅草，部

落族人在此砍茅草、再用牛車大批的運回到 palrakuwan 前面整理好秤斤兩，按

照各家庭的需要分給部落的人回去修繕房子，而那時候陳明文的父親就是做這個

茅草分配的工作，而老人家就以這個 murunus 作為他的族名。 

還有另一位長老胡武男，他的 trakuvakuvan 的名字也是取自這附近的地名

hasiru，因為家中的耕地就在此處，此地是位於十股東側第二處山谷。由此可見，

部落使用這樣的命名方式，除了讓少年更孰悉自己文化傳統與生活領域，也藉由

這樣的傳承讓少年能更深入地認識自己生長的部落及周遭地理環境，間接地保留

了部落領域的傳統地名，讓族人代代了解部落的地理歷史。 

後來，因為村內瘟疫盛行而再次被迫遷村。根據族人孫大山提到母親孫貴花

女士曾和他說過，當時發生瘟疫，家中若有人病危，便會在村落中的高處，揮舞

白色的巾布，既是示警，又是哀悼。256 

 
【圖 5-04】Pinaski 第二次遷村位置概略圖257 

 

第三次部落遷移，從山腰山谷處往下遷移至「repugnancy」的地方【圖 5-05】，

現今位置約為下賓朗部落現址與阿尼色弗教養院中間東北方的地區，依據中研

院提供之 1904 年日本繪製之台灣堡圖258記載當時部落被標記為ピナシキ

                                                      
256

 董恕明，2012：11。 
257

 董恕明，2012：12。 
258

 台灣堡圖為日本殖民政府自 1898 年九月起開始實施台灣土地調查事業的成果之一，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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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aski），後來因部落發生火災，遂在日本政府督導下，遷移至現今部落的

位置，直到今日。遷村時間點依據長老孫來春聽家中長輩口述，年代約是 1930

年左右，也就是在 1904 年台灣堡圖繪製完成時，當時部落現址仍位於第三次

部落遷移地，阿尼色弗教養院後方與部落現址中間一帶，直到 1930 年左右才

因部落發生火災而再次遷村至下賓朗部落現址。259 

 

【圖 5-05】1904 年台灣堡圖顯示部落位置，第三次遷村位址260

                                                                                                                                                        
目的是在調查土地權力、區分土地地目和等則以及詳細查明地形。台灣總督府前後共歷時六年多，

經由複雜的土地調查、地籍測量以及利用三角點、水準測量等精細方法來繪製這一套地圖。地圖

上詳細標示出當時台灣街、庄、堡、廳之行政界線、土地利用狀況、聚落地名、河川水系等。此

套地圖的繪製完成，不僅使得當時台灣總督府可以完全掌控台灣的社會與土地使用狀況，並可以

依照此圖進行對台灣社會的改造與開發；另一方面也提供現今從事日據時期台灣歷史與地理不可

或缺的珍貴史料，是一套具有「承先啟後」意義的地圖。 
259

 董恕明，2012：12。 
260

 董恕明，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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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6】台灣堡圖古今對照－下賓朗部落261 

 

【圖 5-07】台灣堡圖疊合衛星地圖－下賓朗部落262 

                                                      
261

 董恕明，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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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約莫於 1930 年263時，部落於遭逢火災後便搬遷至部落現址，當時為

日治時期，村莊在建立時經過特別規劃，使得街道與房屋成井字型，部落是由兩

條主要道路平行貫穿，橫向則有九條平行巷弄，格局方正、整齊，各戶住家即座

落在此面積約 2.5 平方公里的平原上。目前，下賓朗約有一百二十多戶，當中卑

南族人約有七十餘戶，人口約有四百多人。雖然有不少漢人住戶，但其住家多位

於部落邊緣，部落族人的生活空間保持相當的完整性，是卑南族各部落中外人移

入比例最低者，民風純樸、內斂且保守。生計上，目前部落族人幾乎很少從事農

作，即使以往也是以旱田種作為主，且多數的旱田，在日治時期逐漸售給移居附

近的漢人，漢人利用這些旱田作鳳梨、釋迦或柑橘等農作物。一般而言，下賓朗

卑南人受教育程度頗高，有相當比例是從事公教職者264。 

 

 

【圖 5-08】下賓朗部落現址265 

下賓朗部落在清代文獻，記作「賓仔什格」；日治時期，則拼寫為「檳榔樹

格」；昭和 12 年（1937），改為與 ”pinaseki” 音相近的「日奈敷」（ひなしき）；

光復後（1945），pinaseki 改屬卑南鄉轄下，原作「檳榔村」，因部落位置較靠近

往台東市區方向，且地勢稍低，與地勢較高的「阿里擺」266（halipai）相對，後

                                                                                                                                                        
262

 董恕明，2012：14。 
263

 依據部落耆老孫來春口述，其祖母於七、八歲時 1930 年隨長輩遷移至部落現址。 
264

 陳文德 2001：151。 
265

 董恕明，2012：15。 
266

 「阿里擺」稱為「上賓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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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命名為「下賓朗」267。 

 

【圖 5-09】下賓朗部落三次遷村示意圖268 

 

 

【圖 5-10】下賓朗部落家戶示意彩圖269 

                                                      
267

 陳文德《台東縣史—卑南族篇》2001：153。 
268

 董恕明，2012：15。 
269

 董恕明，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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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inaski 部落的家族 

目前下賓朗部落有九個家族，分別為 maka karuwan、maka vangkiw、maka 

sikulan、maka sipun、saparh、arasiway、sanusanun、paelavang、maliyali 等。由

田野訪談調查得知，其中 paelavang、maliyali 兩家族是從南王遷徙而來，maka 

vangkiw 家族是從斑鳩遷徙而來，而其他家族則可能是最早建構下賓朗部落的家

族。但可惜的是，這些原本建構下賓朗的家族，無法確切地提出其祖先是否與知

本、或是大巴六九、南王部落有任何關連。目前下賓朗家族來源如下圖： 

 

 

 

 

 

 

 

 

 

 

 

 

 

 

 

 

 

【圖 5-11】下賓朗部落家族來源 

 

而這九個家族能清楚知道是何時進入下賓朗部落的，只有從南王遷徙而來的

paelavang 與 maliyali 兩個家族。paelavang 與 maliyali 家族是在下賓朗部落第二次

部落遷徙時270，由南王部落遷徙進入下賓朗。而 maka vangkiw 家族被部落被視

作真正的「pinaski」的人，由此推測 maka vangkiw 家族是建構下賓朗部落最早的

                                                      
270

 下賓朗部落共經歷了三次遷徙：最初部落是在現在部落水源地上方的一塊平坦台地，稱為

kazekalan，後來因為白蟻為害嚴重而不得不遷村；第二個落腳點，是由舊部落 kazekalan 往下遷

移至現在阿尼色弗教養院後方愾近四格山的山坡、山凹處，但又因村內瘟疫盛行而再次被迫遷村；

第三次部落又在往下遷移至阿尼色弗教養院與現今部落之間的平坦地區，後來發生火災、部落多

數人家遭受波及，而再次遷村至現今下賓朗部落的位置。 

南王 

paelavang 家族 

maliyali 家族 

斑鳩 

maka vangkiw 

家族 

下賓朗 

（來源未知） 

maka karuwan 家族   saparh 家族 

maka sikulan 家族  arasiway 家族 

maka sipun 家族  sanusanun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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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之一。而斑鳩是在清末時期「卑南番」的記載中就存在的「斑鳩社」，到了

日治初期卑南諸社戶口通事社長的資料中，也有清楚的紀錄斑鳩社的社長、通事、

戶數及人口，其戶數還有 29 戶之多，以當時各社戶數來比較，實屬小社，但記

錄清楚271。根據移川子之藏的紀錄272「斑鳩及阿里擺社都是呂家社的分支，其成

立時間也比北絲鬮社為後…斑鳩社頭目 Rariwan 敘述其五代前的祖先 Tanovak 是

從 Marudup 社273Mavariu 頭目家的分支而來的…後來斑鳩社完全混入北絲鬮社」

從上述來看，班鳩部落的祖先有來自舊知本的家族，後來是否還有其他家系進到

部落，則需要更多的文獻才能得知，到了 1938 年之後，人口戶數調查就沒有斑

鳩社的紀錄了。而斑鳩社的地理位置，位於大巴六九社與阿里擺社的中間山區位

置，部落位置鄰近大巴六九，所以部落組成是否與大巴六九有某程度上的關聯

呢？ 

關於下賓朗部落最初的聚落，是在現今部落水源地的上方有一塊平坦的台地，

在最初是成散居的型態，此地稱為 kazekalan。值得注意的是，在宋龍生《台灣

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274中在講述卑南族社群系統時，曾提到相同的部落名

稱：   

知本社群離開發祥地 Ruvoahan 或 Panapanayan 後，經過多次遷徙後，

建村於一處山崖，可以鳥瞰整個台東平原，此處稱為 Kazekalan部落，在

此部落時是知本社群的極盛時期，之後漸次下山沿著中央山脈的東麓，向

北發展一系列的部落。 

 

對於 kazekalan 這個舊部落的名稱，下賓朗部落耆老表示是很早的祖先就如

此稱呼這個最初的部落，即使已經離開舊部落，仍然延續這個稱呼來稱呼這塊地

方。筆者推測，kazekalan 是知本社最興盛時期的部落，且從此部落開始往外擴

展領域、建立新的部落，所以下賓朗可能是知本社往北擴展時所建立的其中一部

落，如回到部落組成傳說，下賓朗社是由知本社青年 pawHnin 所創建的，而為

了表示其來源而將新建立的部落沿用知本社的部落名 kazekalan，以此對照是有

其可能性。 

從上述幾個關於斑鳩社，以及下賓朗部落最初舊部落名稱來看，下賓朗與知

本部落可以說有相當的關連性存在。根據部落耆老許政夫的說法，在過去老人家

                                                      
271

 參考陳文德《台東縣史－卑南族篇》2001：50。 
272

 移川子之藏《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1935：357-358。 
273

 從移川子之藏關於知本社的起源中有描述，Marudup 社是位於太麻里溪岸，而知本社 Rovaniau

頭目家則是屬於此社。 
274

 宋龍生《台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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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述中，每個家族都有其所屬的「會所」（palrakuwan）系統，每個 palrakuwan

有他專屬的名稱，而部落曾經歷三次的大遷徙，所以最後一次遷徙後部落留下三

個 palrakuwan 系統：kazekalan、sangpar、surasura。但三個系統的會所是由哪些

家族為主要組成份子，則無法清楚的描述。在 1936 年時，日本政府將會所改建

成用水泥加鐵皮的建築物，稱為「會館」，依耆老們的記憶下賓朗的會所就被集

中成一個，而將家族的特性消除了。但 palrakuwan 是部落男子成年會所，部落

的祭儀與會所關係緊密，因此，祭儀歌謠文本的傳承也與會所系統關係密切，但

如果家族性的會所被瓦解了，那部落祭儀的運作又是如何解決？是依照哪個家族

的祭儀傳統？還是另有妥協之道？這是目前筆者還未解決的問題，有待日後再繼

續研究。 

 

第二節  女性當家：misahur 的維繫 

    在歷史的洪流中，下賓朗部落經歷了各個歷史時期，荷蘭時期、明清時代、

日據時期、以及國民政府來台之後，部落面臨了許多嚴峻的考驗，無論風俗習慣、

社會制度、語言、文化思想、經濟、宗教信仰、甚至賴以生存的土地空間，在在

都隨著不同時代、不同統治者而改變。在 Pinaski 族人的認知裡，何謂「Pinaski」？

哪些人、事、物是屬於「Pinaski」？在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解讀。我們只能從族

人的記憶裡去追尋、去探討，然後逐步去拼湊組織什麼是「Pinaski」。 

    隨著 1970、1980 年台灣經濟型態的轉變與發展，部落青壯人口大量外移，

投入都會地區的勞力市場，或參與近、遠洋漁撈作業。部落人口快速外流，陷入

「空洞化」的危機。這不但影響部落傳統的經濟型態，也迫使部落各項文化祭儀

迅速斷裂。275就 pinaski 部落的情況來看，1970、1980 年外流的人口，大都是二、

三十歲已無法繼續升學卻仍具備傳統文化知識和經驗的人，以男性居多。這些人

移出，部落只剩下老弱婦孺。傳統由男性承擔公共事務的責任，已無法行使，部

落面臨權力真空的狀態。會所瓦解了，部落組織與倫理規範也隨之崩塌。276  

    令人驚訝且振奮的是，在面臨山地平地化、語言流失，外來宗教進入、大量

人口外移等全面性因素，導致部落瓦解，對各項文化資產傳承影響甚鉅之時，即

使是這段真空的期間，Pinaski 的婦女仍堅守崗位，並在 1980 年初組成「下賓朗

媽媽小姐合唱團」，用樂舞的傳唱，不但凝聚部落的團結，也成了部落對外的溝

                                                      
275

 董恕明 2012：39。 
276

 董恕明 20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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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窗口。這群媽媽小姐們至晚到 1995 年，其實一直是 Pinaski 部落的實際領導主

體，當中的伍貴枝（1938－）當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職務。她們處理公

共事務甚至及於以男性為主體的年祭活動。277 

    而凝聚這股力量的正是以女性為主體的儀式－「misahur」（小米除草儀式），

在族人的認知裡，「misahur」不僅是歲時祭儀中的儀式，更是部落女性的代名詞，

由「misahur」衍伸出的「saraipan」278工作伙伴的關係，更是目前 Pinaski 部落婦

女推動部落事務最主要的力量。「misahur」的字義就是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共同

完成某件事，就有「團結」、「同心協力」之意。而傳統卑南族的親族結構是建立

母系氏族，也就是母系社會，氏族稱號是承嗣母系、婚姻是男從女居、財產傳承

是母傳女、祭祀權也由長女承繼，也就是管理與祭祀祖靈屋 karumaan 的責任等，

即使專屬男性的男子聚會所與少年集會所，也是以同母系氏族的人共同建立279。

因此，可看到傳統卑南族女性在社會中扮演著主導的地位。由此來看，以女性為

主來推動部落事務，在卑南族的傳統社會制度中是合理、且深具歷史文化意義。 

 

一、下賓朗 misahur 歷史 

    在部落耆老的記憶以及老照片的回溯，Pinaski 部落的歲時祭儀小米除草儀式

與除草完工禮的儀式，在 1950 年代中期因為小米轉移為水田耕作而時有中斷，

從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一書中，則

分別收錄有 1950 年、1951 年、1959 年、1960 年、1968 年、1969 年、1970 年、

1971 年、1978 年280舉行小米除草儀式和除草完工禮的影像紀錄。根據耆老劉金

花的回憶281： 

 

    當年一嫁進來就被婆婆叫去參加小米除草團，當時部落裡面只剩下

tivtiv 孫貴花 mumu 的工作團，原本北邊的另一個工作團已經消失了。婆婆

說只要是嫁到下賓朗的媳婦都要參加小米除草團，我記得只參加了一年的

小米除草工作團，便沒有再去，因為參加那一次之後，工作團便解散，原

                                                      
277

 董恕明 2012：78。 
278

 saraipan，是指一起工作的夥伴，可以是農務、修蓋房屋等，指的就是「一起」共同進行某項

工作、勞動，但目前在下賓朗部落則專指女性 misa’ur 除草團的團員或是部落中共同工作的女性

夥伴。 
279

 衛惠林〈卑南族母系氏族與世系制度〉《國立台灣大學考古類學刊》19/20，1962：79-82；宋

龍生《台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1998：291-292。 
280

 參見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台東：台東縣立文

化中心，2000。 
281

 董恕明，20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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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因為部落的年輕人都出去工作，沒有人要參加工作團，所以大概是民

國六十年左右小米除草團就沒有再一同出外鋤草了。 

 

    對於小米除草團，耆老孫優女從小跟隨在媽媽 Tivitiv 的身旁學習，當時 Tivitiv

是部落除草團的領導人，負責帶領小米除草團的除草工作以及婦女的事物，關於

小米除草儀式的印象及描述282： 

     

    以前部落裡有兩個除草團，一個是北邊的 alipitran 工作團，另一個就

是東邊由我的媽媽 tivitiv 所帶領的工作團。在小米除草儀式期間，兩個小

米除草團也是在各自的小米田除草工作，因此多了「競賽」的意味，比賽

誰起得早、誰做得快、誰最先完成工作，哪一組在田地響起了「palrimulrimu」

（階段性完工）的歌聲，那種團結合作競賽的情緒，感染了整個部落，好

像全部落都在參與這樣的盛會。 

    經歷了二十幾天的工作，部落中所有婦女都換上了傳統衣服，兩個除

草團一起慶祝完工禮（muhamud），那就真的是部落的大事。男性負責到山

裡尋找準備送給女性的荖藤、美麗稀有的花草，然後放在部落外圍入口處。 

    因為我從小就黏在媽媽身旁，所以耳濡目染，因為媽媽是除草團領隊，

所有小米除草儀式相關的儀式歌謠都耳熟能詳，而且媽媽的聲音強而有力，

聲音中帶著威嚴，又小米除草儀式的領唱歌詞都能清楚地解釋表達，所以，

讓我受益良多，對於我以後在除草團中也能很快地就負起擔任領唱的角

色。 

 

    另一位也是從小參與除草團的孫惠妹長老，雖然嫁至初鹿，但是仍然每年回

到 Pinaski 部落參與祭儀，他回憶道283： 

 

    在 1949 年小學畢業那一年，我的 mumu就帶我參加小米除草團，當年

的小米除草團分為兩組，一組是孫貴花 tivitiv mumu 帶領，她的要求很多、

很辛苦，我的妹妹孫玉隆和班長王初妹都參加 tivitiv 這一組：另一組是

Aripitran，就是孫春妹的養母，我參加這一組工作團，但是大概在 1951

年就結束了。 

 

    由此可知，在過去傳統的部落社會，除草團是以家族家系為組成單位，如果

家族人數較少則可能聯合幾個家族而成立一個「除草團」，因此部落中會有二至

三個除草團，每個除草團由一個領隊（kemakezeng）負責帶領，領隊是由受過長

                                                      
282

 整理自 2009 年 11 月 4 日、2010 年 5 月 16 日訪談錄音內容。 
283

 董恕明，201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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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培育受訓、具有領導能力的婦女擔任。而歌謠的傳承，也是在這有著紀律、組

織的團體中被代代相傳著。 

    因此，小米除草儀式歌謠透過參與小米除草團集體勞動、儀式運作中代代口

傳心授而保留下來，雖然在下賓朗的除草團歷史中在某些時期有中斷，但未曾流

失這祭儀古調的吟唱，而儀式的運作我們可從早期照片與筆者從 2005～2015 年

的田野照片可以對照出下賓朗的小米除草儀式歷史，以及族人對於小米除草儀式

是如何遵循祖先的傳承與智慧。 

 

【表 5-01】下賓朗小米除草儀式今昔對照 

小米除草儀式 早期照片（1940～1978）  近代照片 2005～2015 照片 

1 傳令 

敲打著銅鈴

（patrungtrun

gan）繞村莊一

週，召集除草

團成員 

 

敲起 patrungtrungan 去除草 (攝於 1969

年)284 

 

2010 年 3 月 28 日小米除草儀式 

2 集合出發 

領隊會敲擊著

銅鈴帶領除草

團組成行進隊

伍往小米田出

發 

 

早期部落除草祭情形(約攝於 1940 年代) 

285 

 

2010 年 3 月 28 日小米除草儀式 

                                                      
284 翻拍自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2000：63。 
285 感謝董恕明教授提供下賓朗老照片資料，20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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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米田除草

剔苗 

除草團分成數

列、沿著田

地，開始除草

的工作 

 

早期部落除草祭情形 (約攝於 1940 年

代)286 

 
2012 年 3 月 24 日小米除草儀式 

4 傳報訊息 

告知部落族人

除草團的工作

即將結束、準

備返回部落 

（無） 

 

 
2012 年 3 月 24 日小米除草儀式 

5 杵米、學習

禮儀 

回到長老家

中，長老們示

範教導如何杵

米 

 

小米除草團在 untok 家杵米篩米(攝於

1950 年)287 

 

2015 年 3 月 21 日小米除草儀式於胡吉妹

長老家門口前杵米 

 

 

 

 

 

 

                                                      
286 感謝董恕明教授提供下賓朗老照片資料，2012:108。 
287 翻拍自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2000：98。 

 



230 
 

【表 5-02】下賓朗除草完工禮今昔對照 

除草完工禮 早期照片（1940～1978） 近代照片 2005～2015 照片 

1 傳令 

敲打著銅鈴

繞村莊一

週，召集除

草團成員 

 

敲起銅鈴去除草 (攝於 1969 年)288  

2012 年 3 月 25 日除草完工禮於孫貴

花長老家門口集合 

2 集合出發 

領隊敲打銅

鈴、除草團

以小跑步向

著部落外前

進 

 
1957 年下賓朗除草完工禮從下賓朗經

過卑南國中，跑到南王繞一圈

palrakuwan。289 

 

2005 年 5 月 14 日除草完工禮往跑步

部落外前進，長老於中間，除草團以

圍繞長老行進。 

3 競賽賽跑 

為了培育除

草團成員的

體力與耐

力，舉行賽

跑競賽 

 

1958 年下賓朗除草完工禮時 venkas(賽

跑)的 sanga 是 kazko290。 

 

2012 年 3 月 25 日完工禮長老級們回

味年輕時的賽跑。 

                                                      
288 翻拍自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2000：63。 
289 翻拍自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2000：77。 
290 翻拍自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2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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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帶回禮物

takrl 

男性為了答

謝女性辛勞

而準備禮物

如荖藤

（takrl）、稀

有花草 

 

1978 年除草團手持 takrl 在賓朗橋。 

 

2010 年 3 月 28 日從部落外帶回禮物

－荖藤 takrl。 

5 歌謠傳訓 

演唱儀式歌

謠

〈’emaya’ay

am 賦歸〉與

〈tiratilraw

傳承〉 

 
1971 年除草團手持竹子演唱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291 

 
2010 年 3 月 28 日於孫貴花長老家旁

空地除草團手持竹子演唱

〈hemayahayam 鳥鳴之歌〉 

6 慰勞感謝

長者 

婦女以歌舞

邀請長老至

藤椅上坐，

之後將老者

連坐椅向上

拋舉、歡

呼，老者拍

手表達謝意 

(無) 

 

 
2012 年 3 月 25 日於孫貴花長老家旁

空地舉行除草完工禮 

                                                      
291 翻拍自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2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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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傳統舞

temilatrilaw 

男性吟唱但

舞蹈僅以女

性為主 

 

1959 年下賓朗除草完工後的

temilatrilaw(傳統舞)292 

 

2005 年 5 月 14 日於孫貴花長老家旁

空地跳傳統舞 temilatrilaw 

 

    小米除草儀式的儀式歌謠在傳承上主要是以口傳心授的方式，而且一定是參

與小米除草團團員，尤其在領導著整個除草團儀式的運作所擔任的重要角色－

「kemakezeng」，此角色是經過長老們的由除草團中挑選語文學習能力強的女性，

經過長年不斷地提攜訓練，在除草團中建立威信能領導眾人，並且透過儀式歌謠

來傳達命令、其歌聲是簡潔、清晰、帶有威信。因此，整個小米除草儀式歌謠的

傳承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學習，而且是身歷其境的參與每一個小米除草儀式過程，

如此才能完整且清楚地學習並傳承小米除草團的精神。 

下賓朗部落從 1970 年代開始復振小米除草儀式語歌謠，在每一年的小米除

草儀式中，常常可以看到除草團團員非常有心的準備錄音機，自己錄著長老的吟

唱、然後回家自己練習，還有些團員還會互借錄音帶，怕自己有疏失漏錄了。也

因為這些用功且非常珍惜自己文化傳統的除草團團員們，才能留下許多長老們美

好的歌聲，更重要的是整個小米除草儀式歌謠的歌詞文本。目前最早有關小米除

草儀式歌謠的錄音，是 1971 年 4 月 23 日小米除草儀式時的錄音，由孫來春長老

保存及提供。也因為有這捲錄音帶，使得孫來春與孫秀女、孫優女等長老開始從

錄音帶以及自身參與小米除草儀式而習得儀式歌謠的記憶與經驗，嘗試將歌詞以

文字的方式書寫下來。孫來春長老最早是以日語拼音的方式記錄歌詞：  

                                                      
292 翻拍自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20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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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孫來春除草儀式歌謠日語拼音手抄本 

     

第二版是在日語片假名之下，以卑南族語拼音方式記音，詢問為什麼要使用兩種

語言來記錄，孫來春長老回答說：「因為部落的老人家有許多都是受過日本教育

而沒有受過國民政府、甚至後來的原住民語言拼音系統的學習，因此為了讓老者

與年輕人都能繼續學習、傳承我們的文化，所以將歌詞用兩種語言並列。」而孫

秀女長老為了讓年輕人更清楚了解歌詞的意涵，先用書寫的方式在每句歌詞旁加

上歌詞大意，然後再請年輕人將歌詞先打字打好，再請孫來春長老將日語拼音與

卑南族語拼音兩個系統書寫，經過如此多重又繁複的過程，才完成這份非常特別

又珍貴的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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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孫來春除草儀式歌謠日語與中文手抄本 

（片假名拼音、卑南族語拼音、漢字大意） 

第三版是受到當時原住民母語教育的影響，社區小學開始傳授卑南族文化，各部

落也依各自文化特色與語言傳統，編撰文化教材，因此，將歌詞只以卑南族語拼

音系統來書寫。 

 
【圖 5-14】 孫來春小米除草儀式歌謠卑南語手抄本 

 

    2006 年初鹿國小邀請部落耆老孫來春、孫秀女、胡吉妹、伍貴枝、孫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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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山、孫惠妹等長老，共同採錄小米除草儀式與除草完工禮的儀式歌謠以及

17 首下賓朗古調歌謠，將歌詞文本以卑南族語初鹿語系拼音系統書寫，作為鄉

土語言補充教材，除了書本以外還有錄製 CD 一片。 

 

【圖 5-15】卑南族鄉土語言教材封面 

 

【圖 5-16】卑南族鄉土語言教材內容 

 

    下賓朗部落透過小米除草團中多位長老的努力，將小米除草儀式歌謠除了聲

音的保存還有文本的書寫，逐步地將這些祖先的智慧傳承給下一代。這些努力都

是小米除草團本身所被賦予的使命，經歷了數代、數世紀也不會改變的使命。 

 

二、媽媽小姐合唱團 

隨著 1970、1980 年代台灣經濟型態的轉變與發展，部落青壯人口大量外移，

投入都會地區的勞力市場，或參與近、遠洋漁撈作業，令人驚訝且振奮的是，當

下賓朗部落青壯人口投入大社會從事「經濟建設」時期，下賓朗的婦女堅守崗位，

在 1980 年代初組成「下賓朗媽媽小姐合唱團」，用樂舞的傳唱，不但凝聚部落的

團結，也成了部落對外的溝通窗口。293 

「媽媽小姐合唱團」，正式的名稱是「台東縣卑南鄉下賓朗村媽媽合唱團」，

1982 年成立。發起人兼指揮是部落族人孫禮子（Akai，1949－1990）老師，屏東

師專畢業，媽媽小姐合唱團成立時她在初鹿國小任教。合唱團成員年齡，當時大

致在三十歲到七十歲之間，其中有許多是不識漢字的老媽媽。團員中也有幾位男

性中壯年爸爸，他們雖然重要，但扮演的是陪襯的角色。合唱團成立之後，並沒

                                                      
293

 董恕明 20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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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嚴格的管理規則，靠的是彼此的默契、熱忱和高度的責任感。十五年間成

員有增減、異動，但前前後後參與的主力團員約有三十八位。至 2015 年為止，

已故者有十六位。其他團員最年長者九十七歲，新的年輕族人前仆後繼，依然在

部落的大小場合傳唱不已。 

 

【表 5-03】媽媽小姐合唱團團員294 

姓名 
出生年月

日 
族名 所屬家族 聲部 備註 

孫貴花 1914.06.10 Tivtiv paelavang   

孫來春 1933.06.09 Haciko(日

語)paraytay 

paelavang 一  

孫惠妹 1935.04.03 Choko(日

語)nanayan 

paelavang 一  

陳慧貞 1949.09.10  Maka sipun 一  

伍貴枝 1939.01.28   一 古樓排灣族 

劉金花 1951.01.01 imay bu’ri(別

名) 

 一 新園排灣族 

陳秀月  shuyets(日語) paelavang  參加一次 

鄭喜美 1942.01.16 Ugain  一  

孫優女 1944.06.10 mikiko(日語) 

karaisai 

paelavang 二  

孫秀女 1942.01.01 size(日

語)u’ngan 

paelavang 二  

南媼嬪 1951.10.31 un’pin paelavang 二 南王 ra’era 家族 

林和仔  Kaciko(日語) maka kazuwa 一 嫁到龜山 

李亞蘭 1954.03.02 u’rai paelavang 二  

胡吉妹 1930.01.05 Kazuwan maka kazuwan 均可 參加一次 

胡菊美 1958.01.02 kikumi(日語) maka kazuwan 均可 參加一次 

劉金妹  Kinmai  二 參加一次 

許政夫 1937.07.13 Masaw(日語) 

sa’aruwan 

maka kazuwan 三  

胡武男 1942.11.20 Yosho’ (日語) maka kazuwan 三  

潘冬生 1946.03.13 alai’ maka kazuwan 三  

孫大山 1947.02.15 Oyama、

tai’zan (日語) 

paelavang 三  

                                                      
294

 董恕明 2012：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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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成 1949.09.13 Misi Arasiway  參加一次 

潘阿葉 1931.7.16-

2001.12.25 

Anghiyu maka kazuwan 一  

孫春妹 1934.5.21 

-2004.4.21 

Simaku paelavang 一  

王初妹 1936.3.23-

2002.11.16 

Tunasun maka vangkiw 一  

孫玉隆 1937.3.26- 

2003.3.2 

takako(日語) paelavang 一  

孫榮妹 1938.3.6- 

2008.12.5 

talre’ki paelavang 二 大南 

魯凱族 

陳春妹 1942.3.23- 

2006.7.11 

Siku maka sikulan 一  

許金葉 1942.9.5- 

2009.4.25 

 maka kazuwan   

林玉英 1948.5.20-(

卒年不詳) 

 maka vangkiw 二  

孫禮子 1949.7.13- 

1991.9.25 

a’kai paelavang 一  

莊春桂 1951.3.31- 

2009.5.25 

Tunganu’y maka kazuwan 一  

曾期山 1933.3.24- 

2008 

tuka’mu maka vangkiw 三  

陳善吉 1943.9.27- 

2007.8.22 

zankic(日語) paelavang 三  

潘俊前 1927- 

1984.10 

s’kut maka kazuwan 三  

孫幸梅 1955.1.1- 

1997.1.15 

 paelavang 一  

楊明華 生年不詳

-2006.6.27 

 maka vangkiw 三  

曾旭霖 1936.11.1- 

1996.7.11 

Lringkalanan maka kazuwan 三 媽媽小姐合唱

團赴屏東表演

負責帶隊 

王金宗 1945.8.8- 

1991.5.5 

tu’lrai Arasiway 三  

 

  族人們比較喜歡「媽媽小姐合唱團」這個原始的稱呼，老媽媽們聽了覺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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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新婚婦女也覺得自己跟得上老人家們的腳步，可以做部落傳統文化的傳唱人。

合唱團演出的場合非常多元，部落或鄰近部落的婚宴、落成，民間社團或商號的

邀約，官方或學校儀典的助陣，教會甚至榮家、醫院的祈福、慰問，不一而足。

全盛時期南征北討，相當活躍。除了演出也參與學術研究。 

    「媽媽小姐合唱團」最令人動容的貢獻，還是在不同階段，承擔並促進了下

賓朗部落的轉型與發展。既「返本」又「開新」。其中有三個階段非常關鍵295： 

  第一，以樂舞凝聚部落情感（1980－1985）。 

  第二，以小米除草團重整部落傳統（1985－1990）。 

  第三，恢復 mangayaw（大獵祭），促成部落男性重返 palrakuwan（會所）  

         （1990－1995）。 

    媽媽小姐合唱團的成員們，從 1980 年至 1995 年這十五年當中，以樂舞凝聚

部落的感情，透過帶領小米除草的祭儀，傳承部落文化，同時恢復 mangayaw（大

獵祭），使部落男性重回 palrakuwan（會所），這些意義非凡的文化實踐工程，對

當時的媽媽小姐而言，似乎只是要專注的把事情做好。特別是在指揮孫禮子老師

的帶領下，媽媽小姐們不論識字與否，藉著她的專業指導，團員們個個都能各司

其職，發揮自己美妙的天賦歌喉，用樂舞聯結族人的情感，傳遞文化之美。 

合唱團傳習的第一類歌謠，即依下賓朗「婦女除草團」的傳統，要會吟唱和

小米除草儀式相關的所有古調（hemayahayam）及其舞蹈。從某種角度說，「媽

媽小姐合唱團」是小米除草團傳統的現代延伸。團員中的孫貴花女士、潘阿葉女

士，都是除草團復振之後第一代的領導人物，她們仍能完整的記憶小米除草的儀

式、意義及古謠，對於小米除草祭儀的保存，貢獻卓著。第二代的領導者班長王

初妹小姐，亦能踵繼前輩，將 misa úr 的團隊分工合作與團隊紀律的精神，消融

在合唱團的形式中。296 

合唱團傳習的第二類歌謠，則涵蓋部落所能記憶的所有老歌，也就是歌謠分

類中 senay 歌謠類中的「下賓朗傳統 senay」。這些歌曲的傳唱，多半出現在各種

非正式場合的聚會中，團員之間相互往來歡聚閒談或工作之時，大家便自然而然

唱起自己熟悉的歌謠，從 mumu 教的歌到 Ina 唱的歌不等，有些歌詞有很具體的

意思如搖籃曲，有些古謠，則會隨所需要的情境或歌者的心情，填入所需填詞，

如〈senay za temuwamuwan 下賓朗古調〉等297。 

                                                      
295

 董恕明，2012：63。 
296

 董恕明，2012：56。 
297

 董恕明，20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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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類歌謠乃是一些摻雜日語、阿美語、布農語、排灣語、閩南語或國語

的卑南族流行歌曲，這一類歌曲就是分類中的「族群融合的 seany」歌謠。因為

生活環境的變遷，部落族人與其他族群相處的機會增加，共同工作、工作完一起

喝酒娛樂，在喝喝唱唱的氛圍裡，歌謠的流通非常快速，族人將各族群的歌謠如

漢族、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魯凱族等帶回部落，也有透過通婚關係而更密

切地融合其他族群的音樂。 

第四類歌謠是為應景而學習的，有大陸小調甚至愛國歌曲，合唱團的指揮及

指導者孫禮子女士，為了讓合唱團的團員提升他們的歌唱技巧，因此會將當時候

普遍在合唱團流行的歌謠帶回部落教團員們習唱，有許多的老媽媽們是不識字、

或是不識漢字，歌詞從發聲到咬字都要逐步練習，於是團員就養成各自錄音的好

習慣，然後回家能不斷練習，只為了求將歌謠能準確的演唱。而有這些表演歌曲

如〈祖國戀〉、〈中華民國頌〉、〈吳鳳〉、〈梅花〉等等。這些不同類型的歌謠，充

分反映了部落族人苦中作樂的生活現實與流動的歷史現場。 

    我們從 1986 年一次演出及演出後合唱團相聚歡樂的錄音，可以知道合唱團

所傳承習唱的歌謠內容。此錄音帶是由孫大山所提供。 

 

【表 5-04】1986 媽媽小姐合唱團演出錄音 

錄音檔案 歌謠名稱 歌謠類型 

1986-01-01-01 下賓朗古調 24 下賓朗傳統 senay 

1986-01-01-02 下賓朗歌謠 36 卑南歌謠 70 年代 下賓朗 senay 

1986-01-02 下賓朗歌謠 38 卑南歌謠 70 年代 下賓朗 senay 

1986-01-03 下賓朗歌謠 62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1-04 下賓朗歌謠 63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1-05 下賓朗古調 04  下賓朗傳統 senay 

1986-01-06 下賓朗歌謠 64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1-07 下賓朗歌謠 65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1-08 下賓朗歌謠 39 〈我們都是一家人〉

卑南歌謠  70 年代 

下賓朗 senay 

1986-01-09 下賓朗古調 24 下賓朗傳統 senay 

1986-01-10 下賓朗歌謠 36 卑南歌謠 70 年代 下賓朗 senay 

1986-01-11 下賓朗歌謠 38 卑南歌謠 70 年代 下賓朗 senay 

1986-02-01 下賓朗歌謠 100  國語 〈吳鳳歌〉 其他歌謠 

1986-02-02 下賓朗歌謠 110  外國歌 其他歌謠 

1986-02-03 下賓朗歌謠 40   mumu 年代 下賓朗傳統 sen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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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2-04 下賓朗歌謠 101  國語〈我的一顆心〉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2-05 下賓朗歌謠 102  國語〈祖國戀〉 其他歌謠 

1986-02-06 下賓朗歌謠 39 〈我們都是一家人〉 卑

南歌謠  70 年代 

下賓朗 senay 

1986-02-07 下賓朗古調 25  muhamud 儀式 

〈parevavati 敘事〉 

儀式歌謠 

1986-02-08 下賓朗古調 25  muhamud 儀式 

〈parevavati 敘事〉 

儀式歌謠 

1986-02-09 misa'ur 儀式〈'emayam'ayam 鳥鳴之

歌〉 

儀式歌謠 

1986-02-10 misa'ur 儀式〈pusa'ur 鼓舞工作夥伴〉 儀式歌謠 

1986-02-11 misa'ur 儀式〈 palrimulrimu 傳報訊息〉 儀式歌謠 

1986-02-12 下賓朗古調 04 下賓朗傳統 senay 

1986-02-13 misa'ur 儀式〈emadaada 歡呼〉 儀式歌謠 

1986-02-14 misa'ur 儀式〈asenay za matriyanapan 

杵歌〉 

儀式歌謠 

1986-02-15 下賓朗歌謠 41  卑南傳統族歌 下賓朗 senay 

1986-02-16 muhamud 儀式〈 trimilatilaw 傳承〉 儀式歌謠 

1986-02-17 下賓朗歌謠 32 下賓朗 senay 

1986-02-18 muhamud 儀式〈temilratrilraw 傳統歌

舞〉 

儀式歌謠 

1986-02-19 呼喊 he ya hu 儀式歌謠 

1986-02-20 下賓朗歌謠 103 〈農民節之歌〉 國

民政府 樣板歌舞 

其他歌謠 

1986-02-21 下賓朗歌謠 52 〈歡迎歌〉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2-22 下賓朗歌謠 66 國語詞〈 相思病〉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2-23 下賓朗歌謠 67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2-24 太短  

1986-02-25 下賓朗歌謠 45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2-26 下賓朗歌謠 68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2-27 下賓朗歌謠 69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2-28 下賓朗歌謠 69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1986-02-29 下賓朗歌謠 81 阿美族曲調 族群融合 senay 

 

    從 1986 這捲錄音帶的內容可以知道，合唱團所習唱的歌謠類別廣泛涵蓋了

不同時期、不同族群的下賓朗歌謠，也從此錄音內容可以知道，小米除草儀式歌

謠已經從傳統文化部落性祭儀走到了部落外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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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部落到舞台 

    下賓朗從「媽媽小姐合唱團」在部落推動一系列的文化復振傳承活動，除了

團員本身積極參與部落內各項祭儀活動、重整部落傳統文化，甚至處理部落的公

共事務、促使男性重返 palrakuwan，以樂舞凝聚部落的感情，甚至將部落文化向

外推展。 

    1986 年，媽媽小姐合唱團為協助學術調查研究，與胡台麗、陳文德等學者

專家們復現下賓朗部落的小米除草傳統祭儀，時年七十三歲的孫貴花女士帶領下

賓朗部落婦女復現約百人規模的除草完工禮儀式，不但為 1990 年代後的復振活

動留下重要音像記錄，也勾起族人們對小米除草儀式的記憶，藉由此次成功舉辦

小米除草儀式的機會，讓下賓朗族人開始注意到日漸消失的傳統歲時祭儀，雖歷

經二十多年，族人提及當年的復振活動仍津津樂道、記憶猶新。298 

    1988 年，受邀至南投縣九族文化村演出，同行者包括卑南族著名音樂家南

王部落的陸森寶先生；1989 年 6 月 11 日，媽媽小姐合唱團再次受邀到台北永和

國中演出，這也是孫禮子老師最後一次帶領團員參加到外地的正式演出。1991

年，在因緣際會下參與了台北國家戲劇院「原住民樂舞系列—卑南篇」的演出；

1995 年，團員們參與了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演出；1996 年，台東縣下賓

朗社區發展協會正式成立，第一任理事長為媽媽小姐合唱團成員伍貴枝女士擔任，

在她的任內也開始積極地辦理傳統祭儀的復振運動。1997 年，下賓朗部落主辦

官方舉辦的卑南族聯合年祭，並將主題定名為「祖先的花環」，從此，下賓朗部

落媽媽小姐合唱團與部落族人開始參與卑南族聯合年祭迄今。在 1999 年，台北

市政府舉辦「台北詩歌節活動」邀請合唱團團員們一同參與演出，大部分的媽媽

小姐們是生平第一次搭「捷運」，感覺非常新鮮，而這也是合唱團班長王初妹最

後一次參與的對外正式演出。2000 年，團員們受邀參加台北市政府舉辦的「百

年歌謠台灣原住民音樂祭」活動演出。 

    2003 年，媽媽小姐合唱團成員孫大山擔任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同

年，媽媽小姐合唱團成員李亞蘭女士之女林蕙瑛小姐成立「Pinaski 青少年文化樂

舞團」，將文化延續的火苗往下傳遞。2006 年，下賓朗部落與文建會共同主辦「重

回巴拉冠─卑南族文化體驗營」文化體驗活動，邀請其他族群的年輕人一同參與

部落的傳統。同年下賓朗部落第二次主辦卑南族聯合年祭，媽媽小姐與部落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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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樂舞團成員一起共同搭配演出。2007 年，與陸森寶先生親友及南王部落族人

錄製「BaLiwakes 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紀念歌謠」音

樂 CD，並參與研討會後舉行之紀念音樂會演出。299 

2010 年，下賓朗部落媽媽小姐合唱團與日本北海道愛奴族在下賓朗部落舉

行文化交流，並於數月後在史前文化博物館舉辦卑南族下賓朗部落與北海道愛奴

族影像展，藉由老照片的重新沖洗與放大，邀請部落耆老一同回味老照片與過往

風華。同年，北海道愛奴族亦邀請部落族人前往北海道愛努族博物館舉行文化交

流。同一年，部落與台中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共同舉辦「卑南族文化祭儀體

驗營活動」；並舉辦「山與海的音樂對話」暑期營活動；部落參與由史前文化館、

山海文化雜誌社主辦，與南王部落合作演出陸森寶先生百歲冥誕紀念音樂會。合

唱團員們亦於同時應邀至台南國家文學館「母語 Song：母語歌詩之夜」演出。  

2011 年，媽媽小姐合唱團成員孫來春、孫惠妹、孫優女、陳明文等參加行政院

原民會主辦，台東大學承辦的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演出，林惠瑛老師更擔任

此齣歌劇的編舞，讓部落樂舞的傳承更有活力。 

    這一連串從部落到舞台的過程，都是 misahur 這群媽媽小姐們從傳承下賓朗

傳統文化志向開始，因著 misahur 講求階序、社會規範、傳訓古謠、文化傳承的

組織，帶領著部落從部落祭儀重建開始，再逐步將文化傳統向外推展。也因為與

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與結合，使得部落傳統文化更被凸顯、更紮實地區分何謂

「Pinaski」，哪些才是真正的「Pinaski」所傳承的精神。 

     

第三節  祭儀復振：Palrakuwan 的男人 

    在傳統的卑南族社會組織裡，男性是部落的守護者，負責保衛部落的安全，

因此為了部落的防衛，而有嚴謹的年齡組織、還有猶如戍守邊境軍營的會所－少

年會所與會所。因此，傳統的卑南族男性是屬於部落的，隨著男性的成長，脫離

家庭後，進入會所開始經過一連串嚴苛的體能、膽識與服從等訓練，目的就是為

了保衛家園、保衛族人。因此，以男性為主體的祭儀－mangayangayaw（少年猴

祭）及 mangayaw（大獵祭）就是與男子成長息息相關的儀式。 

    在下賓朗部落，隨著 1970、1980 年台灣經濟型態的轉變與發展，部落青壯

人口大量外移，投入都會地區的勞力市場，或參與近、遠洋漁撈作業。部落人口

快速外流，陷入「空洞化」的危機。這不但影響部落傳統的經濟型態，也迫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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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各項文化祭儀迅速斷裂。就 Pinaski 部落的情況來看，1970、1980 年外流的人

口，大都是二、三十歲已無法繼續升學卻仍具備傳統文化知識和經驗的人，以男

性居多。這些人移出，部落只剩下老弱婦孺。傳統由男性承擔公共事務的責任，

已無法行使，部落面臨權力真空的狀態。「會所」（palakuwan）瓦解了，部落組

織與倫理規範也隨之崩塌。 

    透過 misahur 組織與「媽媽小姐合唱團」，肩負照顧部落責任，自發性地以

樂舞歌唱，組織、動員部落，建立了下賓朗部落文化復振與傳承的基礎與班底。

部落男性受到女性對於部落祭儀文化的熱誠以及推動的力量之下，1991 年 

少年重新開始入駐少年會所（palakuwan），恢復舉行mangayangayaw（少年猴祭）；

在 1998 年 12 月下賓朗部落重建「男子會所」palrakuwan，在許政夫、潘冬生等

長輩的帶領下、動員了三十多人花了三天，以傳統建築工法重建 palrakuwan，一

方面進行會所整修，另一方面也是技藝的傳承。 

    除了象徵男性世界的會所重建，屬於男性祭儀 mangayangayaw（少年猴祭）

及 mangayaw（大獵祭）的儀式，也逐年陸續逐步增長與恢復，尤其在歌謠傳承

與祭儀文本的傳抄，可以看到部落男性長老們不遺餘力地保存與傳唱，恐傳統儀

式與歌謠因為祭儀的凋零而失傳。 

 

一、Palrakuwan 的歷史與重建 

    根據部落耆老許政夫的說法300，在過去老人家的轉述中，每個家族都有

其所屬的會所系統，每個會所有他專屬的名稱，而下賓朗部落曾經歷三次的大遷

徙，所以最後一次遷徙後部落留下三個會所系統：kazekalan、sangpar、surasura。

但三個系統的會所是由哪些家族為主要組成份子，則無法清楚的描述。在 1936

年時，日本政府將會所改建成用水泥加鐵皮的建築物，稱為「會館」，依耆老們

的記憶下賓朗的會所就被集中成一個，而將家族的特性消除了。根據耆老孫大山

的描述301： 

 

    目前下賓朗天主堂的現址原來是會所的所在地，而現在青年會所則是

最後一次少年會所的所在地，部落的守護神祖靈石就在會所旁的空地。在

日本時代（1936 年）時將會所改建成用水泥加鐵皮的建築物，稱為「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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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自 2011 年 7 月 25 日田野訪談許政夫之錄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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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部落耆老怕「公有地」被收歸國有地，而與天主教會協調，由教堂買

下那棟水泥建築，並幫部落申請電力。之後，少年會所就與青年會所合併。 

 

    合併後，部落的少年猴祭及大獵祭仍是以此會所為儀式中心。到了 1960 年

代初期，部落受到整個大環境的影響，與少年會所相關的儀式活動就停止了。從

部落耆老的回憶中，可以知道男子會所對於男性的成長有深遠的影響，從他們對

於少年入駐會所後，在會所中的點點滴滴回憶就可以知道。孫大山耆老談到關於

他少年時期在 palakuwan 時的生活302： 

 

    我十三歲(1960年)初中一年級時進入少年會所成為 trakuvakuvan，在

集會所裡的名字叫做 devuvang，與我同時期進入會所的有十幾位少年，有

潘冬生、陳明文、孫源吉、陳信來、陳義男、曾知世、張萬竹、莊大山、

楊次榮，另一位則是劉天財最小的弟弟(忘了名字)。只記得潘冬生 takuvan

的名字為 inavarang303、陳明文的是 muruhnus304，其他忘記了。 

    那時候在會所時，maradawan 會派我們這些比較小的 malalakan去墳墓

拿東西，就是故意測驗我們的膽量，且都會選在沒有月亮的晚上，到墳墓

的路途中會經過一大片的刺竹林，每當風吹過時發出咿咿ㄚㄚ的聲音，我

們這些小毛頭就會嚇得尖聲大叫，還有許多的螢火蟲在墓地旁飛來飛去，

好像鬼火。可是當我們回到會所後，就會因為這樣大叫被認為沒有膽，而

被 maradawan處罰打屁股，還會再叫我們去更遠、更黑的地方拿東西，直

到我們不會因為黑暗而害怕。 

    我十七歲時(高中)左右舉行 pu-valisun儀式，成為 valisun階級。我

的義父是孫德治先生，是孫和平的父親，我的小姨丈。接著接受三年 valisun

的苦行訓練以後，經過 kitu-vansar後正式成為 vansaran。 

 

耆老孫春榮，為 paelavang 家族，回想少年時期進入 trakuvan 的記憶305： 

    我是十二歲進入 trakuvakuvan，當時和我一起進入 trakuvan 的有七位，

在 trakuvan 裡面的名字分別是孫春榮（kina’aras）、胡武男（hasiru、出產橘

子的地方）、李天木（tumurpuh，此地方在 kinaharas 的旁邊）、潘金前

（makalrahurz，靠近東邊）、陳善吉（dawdaw，出產無患子的地方）、林金

正（padupaduk，中間之意）、胡太輔（halivulivon，田地是靠近山邊），這

些 trakuvan 的名字都是他們家的田地名字，而田地的名字也與方位、或是

開墾時出產何種植物、水果有關，所以地名就會取有關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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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要進入 trakuvan 時，我的父親就已經講許多規矩，當我要進入

rakuvan 時，父母親對我「pukerang」－就是祝福我要成為下賓朗的勇士、

為我加油打氣。然後我的父親為我準備佩刀（taraw），佩刀是為了給我勇

氣、讓我成為勇士的代表，也有別讓人小看我的意思。我們同梯進入 trakuvan

的互稱「sakaputan」，如果是同時「kitu-vansar」的則互稱「tavur」。在 trakuvan

時期，若有一個人做壞事，則全部的人都要打屁股，打屁股叫做「malriantinh」，

透過打屁股互相指教、互相監督、互相規勸、一起成長。 

    我在 trakuvan 時期，曾經當過傳令兵，因為祖母生病而要到初鹿通知

親人，於是就到 palrakuwan 內去借鈴鐺（tawliw），配戴這個鈴鐺是壯膽和

通知路上的神靈說：我要通過了麻煩讓路一下。那時候到初鹿的路上都沒

有路燈、很黑，但是我已經受過許多膽量和耐力的訓練所以並不害怕，可

以勇敢地直接跑到出去通知家人、完成任務。 

    我十五歲時 kitu-valisen，我的義父是 yamauru 的父親 mavan。因為我

在當 valisun 時表現不錯，長老們覺得我在 palrakuwan 有貢獻，所以我十七

歲時就提早 kitu-vansar。提早是必須經過長老們同意，不然通常是要十八

歲滿三年的 valisun 才可以 kitu-vansar。 

 

而部落的祭司陳明文對於少年時期 trakuvakuvan 生活有非常深刻的記憶306： 

    我大約日小學四年級時進入 palrakuwan 成為 trakuvakuvan。我在

palrakuwan 時，長老們就以 murunus 此地名作為他在 trakuvakuvan 時的名

字，因為這個地方位於此山腰山谷之處，murunus 這個地方盛產茅草，部

落族人在此砍茅草、再用牛車大批的運回到palrakuwan前面整理好秤斤兩，

按照各家庭的需要分給部落的人回去修繕房子，而那時候陳明文的父親就

是做這個茅草分配的工作，而老人家就以這個 murunus 作為他的族名。 

    大約十六、十七歲時 mi-valisun，由許金富的父親為我 pu-valisun，是

我的義父。mi-valisun 第一次跟去 talun（山上狩獵）時是到知本溫泉。當我

在當 valisun 時，村中有人過世，我和潘冬生兩人跑到知本去通知家屬，我

們把 tawliw 掛在背後，在村中掛起 tawliw 跑出村外，等出了村口就拿掉，

快到知本時就在掛起來，當我們到達知本時，一聽到 tawliw 的聲音就知道

有事情發生，當我們跑到報訊息那邊的房子時，只能在外邊等不能進屋子，

等那戶人家出來問，並且知道我們很渴就給我們水喝。如果在通報的路途

中經過不是你要去的村莊，會用手擋著 tawliw，避免經過的村莊聽到 tawliw

的聲音會造成誤會、讓人恐慌緊張。 

 

    從耆老們對於少年時期 trakuvan 的描述，在過去都是約十二、三歲也就是上

初中（國中）的年齡才能進入少年會所，在少年會所第一年稱為「malala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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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稱為「ripatukan」、最後一年稱為「maradawan」，晉升至 maradawan 後就

準備進入會所的年齡階級，也就是大約進入高中（高職）時期，大約是十五歲

「kitu-valisun」，在 valisun 階級受到部落長老及青年的訓練與磨練，經過三年之

後才可以「kitu-vansar」然後成為「下賓朗真正的男人」，成為「vangsaran」之

後，就可以準備結婚，也負起保衛部落、保衛家園的責任。在少年會所內，每個

少年會擁有一個屬於 trakuvan 的名字，這個名字是長老們依照各少年家的田地名

字來命名，而這些名字對於少年們並不陌生，詢問之後得知，因為在進入少年會

所之前，少年是屬於家（rumah），而 rumah 的歸屬權是屬於母親（女性）。在傳

統社會中，婚姻是男從女居、財產傳承是母傳女、祭祀權也由長女承繼，也就是

管理與祭祀祖靈屋（karumaan）的責任等，所以家中的一切所有權是屬於母親（女

性）的，所以在未進入少年會所前的兒童時期，少年是在家中幫忙家務、農務，

如未上學則是幫忙種田、耕田、放牛等農事，且家中並不僅只有一塊田地，且會

散落在部落周邊四周，因此少年對於家裡的田地是熟悉的。另一方面，在少年會

所時期，少年必須協助小米除草團跟隨除草團幫忙工作、協助搬運雜草等事務，

也是保衛婦女在工作時的安全與責任，而過去傳統社會裡，專屬男性的會所與少

年會所，也是以同母系氏族的人共同建立，所以少年在小米除草儀式中會到各個

少年家的田地幫忙，因此藉由這樣的儀式與工作更能將傳統領域內所屬的地名更

為熟悉且牢記於心，尤其同梯進入 trakuvan 的 sakaputan，有著一起受訓、一起

挑戰、一起成長的生命經驗，是男性在成長階段休戚與共的情感，所以這些名字

不僅是個人名稱，更代表著許多生命的經歷。 

    下賓朗少年會所在 1972、1973 年左右，就已經沒有少年入駐了，也就沒有

再舉行少年猴祭與 vasivas 的儀式。直到孫大川回到部落（約 1990-1991 年左右），

對於原住民的現況與未來充滿憂心，以「黃昏的民族」題進行一場演講，為的就

是喚起族人對於逐漸凋零的部落祭儀能重新恢復、重新尋找失落的傳統文化。因

此，在 1991 年，下賓朗部落重新舉辦少年猴祭，嘗試整合少年會所與 vangsaran，

重新恢復會所制度與相關祭典。 

    在 1998 年 12 月下賓朗部落重建「會所」（palrakuwan），在許政夫、潘冬生

等長輩的帶領下、動員了三十多人花了三天，以傳統建築工法重建會所，如【圖

5-17】一方面進行會所整修，另一方面也是技藝的傳承。從茅草的揀選及割取、

然後割取後如何鋪放茅草才能均勻地曝曬，而曝曬至何種程度才能綁成一綑一綑，

而成綑的茅草多寡也是技巧，再來就是如何置換屋頂上的茅草，如何使用竹子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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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一層一層的固定，然後排列在屋頂上，這種種的技藝都是富含著祖先的智慧，

唯有透過年年不斷地學習，才能更熟練地運用每一種技能，如此未來在自己建構

家屋時，才能搭蓋一棟安全無虞的家來保護家人。 

 

【圖 5-17】1998 年 12 月下賓朗部落重建「男子會所」palrakuwan307 

 

二、祭儀的復振 

    關於男性祭儀少年猴祭與大獵祭，從部落耆老的記憶中，mangayangayaw（少

年猴祭在 1972、1973 年左右，就已經沒有少年入駐了，一直到 1991 年，受到由

部落族人孫大川回部落以「黃昏民族」形容原住民社會文化斷層的危機，而激起

部落族人恢復傳統的共同意志，中斷多年的「少年猴祭」終於重新恢復儀式。而

關於大獵祭的儀式是否曾經中斷或是持續，可以從下面幾位長老的描述可以得知

概貌。根據許政夫長老的描述308： 

 

    從我有記憶以來，部落裡的年祭 Mangayaw，每一年會在十二月二十七、

二十八日舉辦，最短時間是三天，有一段時間曾經停過，大約是在民國五

十五和五十六年停過兩三年，不知道為什麼會停，直到五十七、八年再回

復，之後就一直到現在。 

 

而潘冬生長老對於大獵祭的記憶是309： 

 

                                                      
307 翻拍自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編著《遙想的國度──下賓朗部落影像紀錄》2000：封底照片。 
308

 董恕明，2012：205-206。 
309

 董恕明，20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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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約是在民國四十三年到四十四年參加巴拉冠。記得在民國五十幾

年左右，部落的祭典開始式微，但是部落裡面的年祭一直都沒有斷過，只

是有時改成象徵性的舉辦，例如上山打獵，一天就回來，沒有做的像之前

那麼完整。 

 

孫大山對於部落大獵祭的情況310： 

 

    在 1986 年之前，那段時間裡的大獵祭 mangayaw 多只有舉行一天，

象徵性地舉辦，幾乎沒有人在唱 mangayaw 裡面的古調與祭典歌謠。當時

部落的年輕人都到外地去工作，部落僅剩下老人和婦孺，與我同年齡層的

這一輩的男性，還是會象徵性地到山上過一夜、狩獵。要出發的早上到

palakuwan 前’emiraw「he ya hu～」然後再出發。到山上獵到動物，在山

上就處理掉並不會帶回部落。回到部落會到 palakuwan 前跳舞，但是沒人

會吟唱 temilratrilraw 的歌謠，因為會吟唱的老人家都過世了，結果有一年

婦女和我們一起在 palakuwan 跳舞時，由班長王初妹、孫優女等人帶領吟

唱 temilratrilraw 的歌謠，當時住在 palakuwan 後方的莊哲夫父親－莊萬福

長老就出來罵人，說 temilratrilraw 的歌謠怎麼可以由女性來唱？於是就由

他來帶領吟唱 temilratrilraw 歌謠。後來在 1991 年之後，我們嘗試整合

takuvakuvan 與 vansaran，重新恢復 palakuwan 的會所制度與相關祭典。找

回漸漸失去的祭典與歌謠，當時負責領唱得有李木山、林耕成、還有林鳳

妹的爸爸三位來負責領唱pa’ira’iraw和 temilratrilraw的歌謠。之後潘冬生、

許政夫也陸續加入 temilratrilraw 歌謠的吟唱。 

    象徵性到山上狩獵的那幾年，部落在山上也無吟唱 pa’ira’iraw 祭歌，

從山上回來，也無婦女搭建 luwanan，更沒有除喪儀式。主要已經沒有人

帶領吟唱除喪歌謠，所以部落也就無法舉行了。 

 

孫春榮長老提到部落從西方宗教進入部落後，部落傳統祭儀的情形311： 

 

    原本在山上大獵祭時，還有李木山、陳永修、pakurunan 以及林耕成

等長老可以領唱 pa’ira’iraw 的傳統古調，但是這些長老過世後，有一段時

間大家在山上或是回到 palakuwan 前面跳舞都只能放錄音帶了。一直到了

1991 年之後，許政夫、陳德清等人才又開始回來參與 pa’ira’iraw 的領唱。 

 

    從上面各長老的描述，認為下賓朗的大獵祭此祭儀並沒有完全中斷，僅有幾

年可能未舉行，但是形式上從 1960 年代開始就簡化了，象徵性地只有上山打獵

                                                      
310

 整理 20101030、20140717 孫大山的訪談內容。 
311

 20101218 訪談孫春榮、鄭喜美夫婦的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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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山上也無人會吟唱儀式歌謠〈pahirahiraw〉，甚至有改用放錄音帶的情

況。而且大獵祭似乎僅有男性參與，而無女性參與的部分，例如女性為男性準備

上山的食物 pu-tavu，男性回部落前搭建 luwanan 來迎接男性，這些屬於女性的部

分都沒有。而且在訪問中對於大獵祭儀式中，部落性的除喪儀式似乎也已經沒有

舉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已經沒人吟唱除喪儀式中最重要的除喪歌謠。由此可知，

儀式歌謠在整個祭儀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為大獵祭中，〈pahirahiraw〉的

吟唱是隨著大獵祭儀式運作而有不同階段性的任務，因著不同任務而有不同內容，

也因著不同的時機地點，各有不同的歌謠吟唱對象及目的。所以儀式歌謠

〈pahirahiraw〉與大獵祭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下賓朗大獵祭祭儀的復振，除了儀式過程恢復傳統的運作模式，最重

要的就是〈pahirahiraw〉儀式歌謠的傳承系統要重新恢復。我們從以下幾位長老

各自自身習得儀式歌謠的記憶與經驗，嘗試將歌詞以文字的方式書寫下來，而目

前有六個版本：（1）莊萬福版 （2）許政夫版（3）孫大山版（4）孫大川版。從

文本抄寫所使用的語言方式，可知文本書寫者的教育背景。 

 

【表 5-05】下賓朗〈pahirahiraw〉歌謠之手抄本 

手抄本版本 抄寫拼音方式 教育程度 圖例 

1、莊萬福版 日語片假名記音 受過日本教育 【圖 5-18】【圖

5-19】 

2、許政夫版 日語片假名記音&

卑南語拼音版 

受過日本教育 【圖 5-20】【圖

5-21】 

3、孫大山版 日語片假名記音&

卑南語拼音版 

自學日語、族語教師  

4、孫大川版 卑南語拼音版 留學比利時、母語  

 

1、莊萬福版 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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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莊萬福下賓朗年祭手抄本 封面 

 

【圖 5-19】莊萬福下賓朗年祭手抄本 

    莊萬福長老將下賓朗年祭歌謠〈pahirahiraw〉以日語片假名的拼音方式記錄

下來，唯一將抄本裝訂成一小冊，還自加了封面，可惜的是沒有標註是何時書寫

此手抄本。此手抄本共有五個儀式歌謠的文本，分別是（1）ブナンパン（2）ナ

パルバリウ（3）ナプナサスバス（4）サガ（5）パルアダ。從抄本中可以看出

每一句都是成對的，上下為一對同義詞，以【圖 5-18】為例，第一首抄本（1）

ブナンパン共有 28對歌詞。將各首歌謠抄本所記錄的歌詞數量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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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6】莊萬福手抄本歌謠文本之歌詞數量 

歌謠抄本名稱 歌詞數量(對) 

（1）ブナンパン 28 

（2）ナパルバリウ 37 

（3）ナプナサスバス 30 

（4）サガ 20 

（5）パルアダ 20 

 

2、許政夫版  手抄本 

 

【圖 5-20】許政夫大獵祭歌謠日語手抄本 

（日語片假名拼音版） 

 

【圖 5-21】許政夫大獵祭歌謠卑南族語手

抄本 

（族語拼音版） 

 

    許政夫長老第一次書寫大獵祭歌謠時，是以日語片假名拼音書寫，並且在日

語拼音旁以漢字來解釋歌詞意義，如【圖 5-20】。從手抄本中可以發現，歌詞是

成對抄寫，每一個編號有兩個相對歌詞，但翻譯部分並不是每一個歌詞都有解釋，

有些是同一對詞只有一個翻譯，有些則每一個歌詞各自翻譯，由此可知，歌詞雖

成對，但有可能是同義詞，也有可能是相對應的詞句，例如白天對夜晚。此抄本

共有六個歌謠文本，每首歌謠抄本的曲名有卑南語拼音及中文翻譯：（1）ナプナ

サスバス（2）ナパルバリウ（3）ブナンパン（4）サガ（5）パルアダ（6）marusasaq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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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5）是紀錄〈pahirahiraw〉歌謠，歌名名稱除了以日語片假名拼音

書寫，有些會附上卑南語族語拼音或是中文名稱。 

    而唯一一首歌名是以卑南語族語拼音書寫，但歌詞仍是以日語片假名拼音，

極少有中文的歌詞翻譯，如【圖 5-22】。這一首歌謠手抄本並不屬於〈pahirahiraw〉

歌謠，而是屬另一類 masahur 歌謠，在過去傳統社會中，此歌謠主要用於祝賀新

生兒的出生、新房屋落成、結婚或拜訪親友之時，以歡喜的心情互相祝賀、互道

拜訪的來意。而「masahur」是專屬於男性的儀式歌謠，因此許政夫長老在此傳

抄的有關房屋落成的歌詞。 

     

 

【圖 5-22】許政夫 marusasaqere 手抄本（日語拼音） 

將許政夫手抄本中各首歌謠所記錄的歌詞數量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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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7】許政夫手抄本歌謠文本之歌詞數量 

歌謠抄本名稱 歌詞數量(對) 

（1）ナプナサスバス 

    na penasasupas 新年新氣象 

30 

（2）ナパルバリウ 

na paruvariu  

36 

（3）ブナンパン 

    bunanvan 北風解哀 

28 

（4）サガ 20 

（5）パルアダ 

pulivun 

22 

（6）marusasaqere 24 

 

    而許政夫之後的版本是以卑南族語的拼音方式記錄歌詞，有些歌詞有附上中

文翻譯，而有些則沒有。此抄本共有六個歌謠文本，每首歌謠抄本的曲名有卑南

語拼音及中文翻譯：（1）na penasaspas 迎接送舊（2） na parevariw 相傳往來（3）

vunanvan 北風解哀（4）sanga 卑南山之頌（5）pare’alra 反擊復仇（6）maresa’ur

新居落成。將許政夫手抄本中各首歌謠所記錄的歌詞數量統計如下： 

 

【表 5-08】許政夫手抄本歌謠文本之歌詞數量 

歌謠抄本名稱 歌詞數量(對) 

（1）na penasaspas 迎接送舊 30 

（2）na parevariw 相傳往來 36 

（3）vunanvan 北風解哀 28 

（4）sanga 卑南山之頌  20 

（5）pare’alra 反擊復仇 20 

（6）maresa’ur 新居落成 23 

而兩個版本在歌謠歌詞的數量上有些差異，從下表比較來看： 

【表 5-09】許政夫日語拼音與卑南語拼音手抄本之比較 

歌謠抄本名稱 日語拼音版 卑南語拼音板 

（1）na penasaspas 迎接送舊 30 30 

（2）na parevariw 相傳往來 36 36 

（3）vunanvan 北風解哀 28 28 

（4）sanga 卑南山之頌  20 20 

（5）pare’alra 反擊復仇 22 20 

（6）maresa’ur 新居落成 2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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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之間的差異，還需要更多的求證和探究。 

 

3、孫大山版  手抄本 

 

【圖 5-23】孫大山大獵祭歌謠手抄本（日語片假名拼音版） 

    孫大山長老紀錄大獵祭歌謠，以日語片假名拼音書寫，再加以卑南語拼音，

但他的卑南語拼音是以初鹿語系的拼音方式記錄，而不是僅以日語翻成羅馬拼音

的方式記音而已。此抄本共有三個歌謠文本，每首歌謠抄本的曲名有日語拼音及

卑南語拼音：（1）ナプナサスバス na penasaspas（2）ナパルバリウ na parvaliw

（3）ブナンパン benangvan 。將孫大山手抄本中各首歌謠所記錄的歌詞數量統

計如下： 

【表 5-10】孫大山手抄本歌謠文本之歌詞數量 

歌謠抄本名稱 歌詞數量(對) 

（1）ナプナサスバス na penasaspas 30 

（2）ナパルバリウ na parvaliw 35 

（3）ブナンパン benangva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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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孫大川版  手抄本 

 

 

    孫大川版是因計畫案《台灣原住民文學祭儀註釋、翻譯計畫─卑南族、阿美

族》而整理下賓朗關於大獵祭中的儀式歌謠〈pahirahiraw〉，針對部落所流傳的

儀式歌謠〈pahirahiraw〉手抄本做註釋與翻譯，他主要是將上述三個長老的手抄

本做整理，然後以卑南族語拼音方式記錄歌詞，並將每一句歌詞做中文翻譯。此

抄本共有三首歌謠文本：（1）penaspas 北風肆虐（2） na parevaliw 返回（3）venavan

解憂。將孫大川手抄本中各首歌謠所記錄的歌詞數量統計如下： 

 

【表 5-11】孫大川手抄本歌謠文本之歌詞數量 

歌謠抄本名稱 歌詞數量(對) 

（1）penaspas 北風肆虐 30 

（2）na parevaliw 返回 37 

（3）venavan 解憂 28 

 

    筆者將四位長老各自針對大獵祭中儀式歌謠〈pahirahiraw〉的書寫手抄本，

各歌謠抄本所記錄的歌詞數量做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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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下賓朗大獵祭〈pahirahiraw〉手抄本文本比較 

歌謠 ／ 版本 

     拼音語言 

莊萬福 許政夫 許政夫 孫大山 孫大川 

日語拼音 日語拼音 卑南語拼

音 

日語+卑南

語 

卑南語拼

音 

01 penaspas 

北風肆虐 

30 30 30 30 30 

02 na parevaliw

返回 

37 36 36 35 37 

03 venavan 

解憂 

28 28 28 27 28 

04 sanga  

英雄  

20 20 20 30  

05 pare’alra 

反擊復仇 

20 22 20 35  

06 maresa’ur 

新居落成 

 24 23 27  

 

    從這五個版本對於大獵祭〈pahirahiraw〉歌謠書寫下來的手抄本所做的比較，

可以觀察到以歌謠為單位，每個手抄本所記錄歌詞的數量略有些差異，而這些差

異的原因是為何呢？根據部落耆老許政夫的說法，在過去老人家的轉述中，每個

家族都有其所屬的會所系統，每個會所有他專屬的名稱，而部落曾經歷三次的大

遷徙，所以最後一次遷徙後部落留下三個會所系統：kazekalan、sangpar、surasura。

但三個系統的會所是由哪些家族為主要組成份子，則無法清楚的描述。而這些長

老是屬於下賓朗的哪個家族呢？莊萬福與許政夫同屬 maka karuwan 家族，而孫

大山與孫大川為 paelavang 家族，是否因為不同家族的傳承而形成如此的差異，

則有待日後更多的研究與資料收集比對。 

    孫大山長老有鑑於大獵祭〈pahirahiraw〉歌謠所傳抄的文本，都是卑南古語

或是深富意涵的卑南族語，為了讓年輕人在學習大獵祭〈pahirahiraw〉歌謠能更

深入了解歌謠的意涵與〈pahirahiraw〉歌謠與大獵祭的意義，因此與筆者將五個

關於大獵祭的〈pahirahiraw〉歌謠，做更詳盡的中文解釋，如【表 5-14】除了歌

詞大意，最重要的是每個歌詞都仔細深入的解釋意義，從字根、字義以及現代用

語的比較，為的就是希望能讓參與的 vangsaran 能在吟唱〈pahirahiraw〉歌謠時，

更能體會了解祖先的智慧與祭儀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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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孫大山〈pahirahiraw〉歌謠〈penaspas〉釋義版 

 前詞 後詞 

01 uyayaw(今)   na     leves312(古) tehayaw(古)     na     vali(今) 

 招喚       那個     風 回答、回應   那個     風 

 來吟唱風 來讚頌風 

02 zuwa(今)      rekepa(古) zuwa(今)     viiya313(今) 

 來到這裡     靠近(指風靠近) 來到這裡    飛過來 

 它來靠近 它來飛舞 

03   a      siagasing(古) a        siagasung(古) 

 是什麼    被搖醒 是什麼  被震撼、被震動(被風震撼) 

 搖醒 撼動 

04   ini      vangesar(今)   ini     manasaw(古) 

 這一個    年輕、威武的男人 這一個   年輕的人 

 這個青年 這個小伙子 

05  zatu      sinareenan314(今)  zatu    sinagasung(古) 

 他的     頭靠過的地方 他的    依靠過的地方 

 從他臥過的地方 從他靠過的所在 

06  a       malidawan(古)  za     malideman(古) 

 是什麼   待問          待問 

 天寒 地凍 

07  a   urevan315 (古)     izu  a    litekan(今)    zini316 

  是   刺骨         那個 是    很冷       怎麼這個 

 如此冰冷 這般刺骨 

08 na      vali317(今)  na    leves(古) 

 那個    風 那個   風 

 那風 那空氣 

09 za    kemay    mamair(古) za      kemay    suir(古) 

 這個  從      遼闊的平原 這個    從      大地長很多荊棘 

 它來自大地 來自宇宙 

10 kemay     panuan(古) Kemay    panaisan318(今) 

                                                      
312

 Leves 形容詞，形容微風徐徐吹來的聲音、感覺。 
313

 vii 飛(動詞)，vii+ya 飛過來，muavii 正在飛，muvii 飛起來。 
314

 halrunan 枕頭。 
315

 urevan 骨頭很冰冷。 
316

 ini 這個，zini 為什麼這麼。 
317

 nitek na vali 很冷的風；venesves na vali 微風、徐徐吹來的風；kemarayah 焚風；kemararayah 

正在吹焚風。 
318

 na itas 上面那一位；na lremaway 創造世界之人(神)、天主(天主教)；na hemasi 給你養分、hasi

奶水；na angaz 給你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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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創造者(自古以來) 從       創造者 

 從造物者來 從主宰處發 

11 maka        tiniwan(古) maka     tinimangan(古) 

 (曾經)經過   山巔、山陵(線) 經過      山坳、山口 

 經由山巔 穿越山口 

12 kemay     paivaran319(古) kemay     kazunanang(古) 

 從        山坡 從        待問 

 從山坡 從丘陵 

13 ina     navinav(古) ina     ravinaw320(古) 

        荒野        平原、荒野(多荊棘、芒草之

地) 

 那荒野 那叢林 

14 na     penasepas(古) na      penaveras(古) 

 那個   風吹的聲音(徐徐的風) 那個   風吹過的聲音、吹過的風 

 吹落 剝除了 

15 kana     varuvu321(古) kana    vulingay322(古) 

 那個    草叢 那個    草木所開的花 

 草木開的花和蒂瓣 草木開的花和蒂瓣 

16 na     demayaiday(古) na      temahetah323(今) 

 那個   散播、篩種子時逐漸掉落 那個    到處丟、散播、四面散開 

 到處散播 隨地生長 

17 kema   liyalevakan324(古) kema    liyavekelan(古) 

         一堆堆、一列列         一堆堆、一排排 

 成行 成堆 

18 kana     raurauT325(古) kana    uduudu326(古) 

 那個    狹窄的地方、山谷 那個    山坡上 

 豐富了山谷 充實了山坡 

19 maka    niyarapawan(古) maka    vinaverehan(古) 

 經過    散播開 經過    散播開 

 散播開來 散播開來 

20 kara    durinah327(古)          la kara     severan(今)    la 

                                                      
319

 kemay zenan 從山上、zenan 山；aralas 叢林(原始林)。 
320

 marayarayas(今) 廣大的平原。 
321

 ravuravutr(今) 草叢(多芒草之處)。 
322

 ‘aputr(今) 花。 
323

 temahetah(今)指這邊丟一個、那邊丟一個，到處亂丟。 
324

 muvukel(今) 一堆一堆；muturik(今) 一列一列、一行一行。 
325

 vurelu’an(今) 山谷、低窪之地。 
326

 zanapan(今) 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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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   芽、發芽、長芽    已經 每個    發芽      已經 

 爭相抽芽 熱鬧生長 

21 kara     teliw328(今) kara     sever(今) 

 每個    發芽、從地上長出 每個    長芽(已長葉的芽、較高的

芽) 

 各自生根 生機蓬勃 

22 mutu           warangis(古)    

izu 

mutu    wakuduvuir(古)329    izu 

 變成、已經成…  成堆、聚集  那個 變成    成堆、聚集     那個 

 成了聚集的地盤 成了聚集的地盤 

23 tu     paizilangay(古) tu     pailivuway330(今) 

       動物的窩       變成窩 

 成穴 成窩 

24 za331      kaayahan332(今) za       kazakepan333(古) 

 就這邊  在一區域尋找、尋找的地區 就這邊   可放陷阱的地區 

 要找的 要捕的 

25 man    ayahan(今)    izu man     zekepan(古)    izu 

 什麼    找         那個 什麼     抓、捕      那個 

 我們要找的是哪一個?  找什麼？捕什麼？ 

26 kana     sevaruran334(古) kana     surangaras(古) 

 那個    動物的角 那個     待查 

 那鹿 那長角的 

27 kana    surungirungis(古) kana     suruvuruvuT335(古) 

 那個   毛會豎起來、指山豬 那個     獠牙露出來 

 那恐怖 凶猛的 

28 i    pakuziwaw(古) i    pakumawaw336(今) 

     辨識、分辨      確認、辨識、已經知道 

 已辨識出 也確認了 

29 i  pinizuzuwan337(古) i   pinidapalan338(今) 

                                                                                                                                                        
327 durinah(古)芽已經展開了 
328

 teliw(今) 剛出土的芽。 
329

 wakuduvuir(古) 一區一區、成堆、聚集。 
330

 ruvu(今)鳥窩，窩(草堆成的家)。 
331

 za 這邊、就這一帶、就這邊。 
332

 aya’u(今) 找一找；maaya’u(今) 尋找。 
333

 kazakepan(古) 指動物出沒之處、可獵捕的區域；petir(今) 陷阱；papetiran(今) 要捕什麼(放陷

阱)。za kazakepan 圈在一區域。 
334

 suhang(今)角(如牛、羊、鹿)；marenem 水鹿(體型較大)；viyaw 梅花鹿(體型較小)。 
335

 wali(今) 牙齒。待問:wali 是指所有牙齒、還是有區分人或動物的牙齒? 
336

 pakumawaw 地標，在南王現今的地標－巴古馬旺，少年聚會所，位在南王派出所對面。 

 



260 
 

   動物曾躺過、待過，指痕跡、足跡    足跡、腳蹤 

 依其趾痕 觀其腳踪 

30 kani    vangesar339(今) kani    mansaw(古) 

        很健壯、很帥氣、指年輕人        年輕、帥氣、指年輕人 

 那個青年人 那個小伙子 

 

                                                                                                                                                        
337

 pinizuzuwan 動物曾做過留下；pini 足跡、腳印、已經走過。 
338

 pinidapalan(今) pini 足跡、腳印、已經走過；dapal 腳。 
339

 vangesalan 年青人、成年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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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是以卑南族下賓朗部落為主要研究對象，從部落族人對於音樂歌謠的

分類，主要分為兩大類：其一是在特定時間、空間、特定人物才能吟詠、屬於儀

式性音樂的「聖詠」—「P ahirahiraw」系統歌謠；另一類是不受限制、無禁忌、

日常生活中可以歌唱的「俗唱」—「Senay」歌謠。但在「聖詠」與「俗唱」，並

不是只有壁壘分明的界線，還存在著流動於之間的音樂歌謠，以歌與舞結合的

〈temilatrilaw〉儀式歌謠就屬此範圍。綜合上述的描述與討論，卑南族的音樂世

界觀中具有二元性的運作模式。而這種二元觀的現象，並非將卑南族一分為二，

而是並存於卑南族的社會組織、祭典儀式、傳統文化、甚至是時間與空間的運行。 

    具有神聖性質的「聖詠」—「P ahirahiraw」系統歌謠，主要運行於下賓朗歲

時祭儀、男女角色分工明顯的兩大區塊儀式之中：以女性為主的祭儀—小米除草

儀式（misahur）與除草完工禮（muhamud），與以男性為主體的儀式：—少年猴

祭（mangayangayaw）到大獵祭（mangayaw）所涵蓋的儀式歌謠。「P ahirahiraw」

儀式歌謠有專屬的歌謠名稱，特定的時間、場域、人物才能吟詠。「P ahirahiraw」

系統歌謠最重要特質就是演唱角色的區分、功能與任務，從歌謠演唱的形式來分

析，演唱角色主要分為三：「提詞者」、「應詞者」及「和腔者」。「提詞者」是傳

達的角色，負責傳達、指示、命令、呼喊、告知等任務，是群體中具有代表性、

公信力及權威性的人物，具有一定的身分地位才能擔任，通常是群體中的領導者；

「應詞者」是接受者，表示收到訊息、了解傳達者的意思，有時是重複提詞者的

歌詞表示確定接收，或是以對應的詞句來回答、回應傳達者，表示支持、服從，

常常是由群體中的執行任務者來擔任；而「和腔者」則是眾人共同的回音，代表

著眾人共同見證傳達者與回應者之間的問答或意見，以眾人支持的和聲同聲附和。

因此，歌謠的目的功能並不僅僅是為了「歌」而「唱」，而是透過這些歌謠來表

達或傳達儀式活動的需要，甚至清楚地畫分歌唱者的角色與任務，而傳達的對象

也可清楚地呈現年齡階級分工的狀態，由此，可以看到卑南族人在於音樂傳承上，

循序漸進、長幼有序且選賢與能，這可以說是另一種社會階級運作秩序的表現。 

    「俗唱 senay」沒有專屬名稱的歌謠，所涵蓋的範圍廣且彈性大，除了生活

中的吟詠、在儀式中也有屬於「senay」的歌謠，甚至有專屬某些儀式的 senay

歌謠。可以說，「senay」因著彈性無限制、具有流動的性質，流動於「神聖」與

「世俗」之間，藉由歌謠的運作，將人們從神聖的場域逐步轉換回到日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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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另外，卑南族因為地緣關係與歷史因素，而與其他周邊的族群有著不同程

度交流的關係，因此有著豐富多族群融合的音樂文化，族人如何去判斷區辨何者

為卑南族音樂、何者非卑南族音樂？因此，筆者從音樂特性的角度作分析研究，

發現下賓朗族人所謂的「下賓朗古調」，其音階組織主要是以可五度循環的五聲

音階「la do re mi sol」調式為主。而部落中傳唱最多的阿美族曲調，分析其它文

獻所採錄的阿美族歌謠，其音階調式是以「do re mi sol la」為主，但是傳唱於下

賓朗部落的阿美族歌謠，也是選擇偏重於帶有較抒情、感傷情緒的「la do re mi sol」

調式。但在所謂的「下賓朗古調」中，歌謠的音階組織有些變化特別，有所謂「轉

調或移調」的情形；其中，有些歌謠的音組織是三全音的四音組織「do re mi #fa」，

近似於排灣族歌謠的特質。從歷史觀點來看，卑南族與排灣族在各個時代就有不

同程度的接觸，歌謠互通流傳頻繁，這些歌謠是排灣族流傳到下賓朗部落的可能

性極高，因流傳時間長久，所以被族人認為是「下賓朗古調歌謠」的範圍，反映

出族群融合過程的現象。 

    從 senay 的歌詞運用來看，下賓朗的古調歌謠在「聲詞」使用上有一規則： 

 

 

 

 

 

 

 

以此作為歌謠的第一句型。與其他阿美族歌謠比較，句頭以「ho-i-yan」或

「na-lu-wan」作起始，但是句尾部分則多以「hai-yan」作結束，或在其中出現「hin 

hin hoi yan」的句型。就「聲詞」的構造，可以清楚區辨何者為「下賓朗古調」、

何者為「非下賓朗歌謠」。 

    無論儀式歌謠的歌詞，或非儀式歌謠的歌詞，在下賓朗歌謠裡都要遵守典型

卑南族修辭手法，歌詞要符合成雙成對，二者或是同義詞重疊，或指同一件事情

的兩面，每一句都包含著多層次的隱喻，音韻上力求雙聲疊韻，可押頭韻、尾韻

或頭尾皆押韻，有時為展現個人吟詠、命辭的功力，甚至故意選用複雜、拗口又

多音節的辭彙，且用詞多為古語，以此顯示歌唱者的文學造詣。因此，歌詞也是

存在著二元觀的想法，必須成對出現，且有其相對性的限制。例如唱歌的詞語

「umalr」是屬古語、「senay」則是現今用語。 

句頭 

na-lu-wan 

ho-i na-lu-wan 

句尾 

i-ya-na-ya-on 

i-ya-na＋  yo          ＋ ya-on 

         ha i yo 

         ha i yo ya h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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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類也屬儀式歌謠的〈temilatrilaw〉，是專用於「muwarak」傳統舞蹈

的歌謠，存在於許多祭典儀式中。因為〈temilatrilaw〉儀式歌謠是包含「歌」與

「舞」的結合，有別於其他「Pahirahiraw」系統的儀式歌謠只有以「歌」的方式

呈現，且在歌舞之中流動著其他屬於「俗唱」（senay）的歌謠，神聖之中並存

著世俗，下賓朗人「神聖性」儀式透過〈temilatrilaw〉，逐步轉換回到「世俗性」

的社會制度與生活軌道。 

    由此可知，二元性的對話是存在卑南族音樂文化中，透過二元觀的理念，讓

卑南族下賓朗部落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不僅僅是儀式與歌謠上對於祖先智

慧的保存，對於社會分工的執行更是影響著整個部落的生活秩序，強化族群的自

我認同，對內對外都形成強而有力的保護。總而言之，在現今多變的社會環境中，

下賓朗部落的傳統祭儀仍然能保持其完整性，也許就是要歸功於這個「二元觀」

的社會功能。但流動於二元之間的脫序，不影響整個卑南族族人的文化思想、社

會制度與傳統思維，反而成為連結或轉換二元之間的橋樑。 

    對於下賓朗部落、甚至是卑南族，還有許多值得探究的議題。論文中未深入

觸及的 temaramaw 傳統祭祀信仰系統、以及與喪禮相關的音樂歌謠等，是筆者

未來持續研究的方向。而筆者在分析所謂下賓朗傳統歌謠時，常面臨到族人對於

歌謠的地域性有清楚的區辨，尤其是對於歌謠的唱法哪些是屬於下賓朗、哪些是

大巴六九、南王、知本、初鹿、利嘉等部落都可以清楚辨識，但判斷的標準是甚

麼則無法表達。所以聽似同一首歌謠，但在族人的概念中是分屬不同部落的。如

何從音樂的角度、藉由分析哪些要素與特性，試圖找到族人歌謠辨識分類的準則，

是另一個值得更長期田野調查研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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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本論文所收錄的歌謠曲例，主要與論文相關的歌謠，分為「聖詠 Pahirahiraw」

與「俗唱 Senay」兩大類別。「聖詠 Pahirahiraw」是與祭儀儀式相關，主要區分

為女性祭儀與男性祭儀。「俗唱 Senay」則分為「祭典儀式中的 senay」與「生活

中吟詠的 senay」兩大類。 

「聖詠 Pahirahiraw」儀式歌謠多為一段式旋律反覆，因旋律相似度高但會隨

著歌詞而略有變化，因此以主要旋律記音，並附錄上儀式歌謠之完整歌詞與翻譯

解說。 

「俗唱 senay」歌謠也是一段式反覆性旋律，且歌詞即興性之關係，所以多

以「聲詞」為主要歌詞紀錄，如有確切的填詞者，則會標示且將歌詞記錄其填詞

部分。 

    曲例編號，則以下列分類作為編碼，例如歌謠〈emadaada〉屬於小米除草

儀式中的歌謠，其編碼為【曲例 1-01 】歌謠〈emadaada〉。 

【聖詠 Pahirahiraw】祭典儀式 

1、小米除草儀式 

2、除草完工禮 

   3、少年猴祭 

   4、大獵祭 

   5、marsahur 祝賀儀式 

【俗唱 senay】 

    6、祭典儀式中的 senay 歌謠 

    7、下賓朗古調歌謠 

    8、傳唱於下賓朗部落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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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1-01 】歌謠〈emada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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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1-01 】歌謠〈emadaada〉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領    唱 和   腔  

1. hohowa  amiyasahu340  ra hohoho  wahoy 除草團的夥伴們 

           除草團  

2. valavulayana341 hohoho  wahoy 美麗的少女們 

   少女們  

3. inuayarana342 hohoho  wahoy 排成行列的隊伍 

   行列  

4. inuturikana343 hohoho  wahoy 成群結隊的排隊 

   隊伍  

5. katailrisana344 hohoho  wahoy 敲響著鈴鐺 

   鈴噹  

6. saringesingana345 hohoho  wahoy 隨著嘹喨的鈴鐺聲 

   鈴噹聲  

7. kasahasahare346 wahoy lraya hohoho wahoy 振奮士氣、精神飽滿 

   振奮        

8. hohowa  mapiyapiya347 ya hohoho  wahoy 全體奔向田園工作

去吧              全體  

歌詞大意：  

  清晨破曉時分，召集人敲響銅鈴喚醒睡夢中的 misahur 成員，揭開一天忙碌工

作序幕。隨著嘹喨銅鈴聲，夥伴們成群結隊、精神飽滿、浩浩蕩蕩奔向田園，一

路歡呼一再鼓舞士氣。 

                                                      
340

 sa’ur是聚在一起之意，而 misa’ur，指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某件事，有「團結」、

「同心協力」之意。在小米播種後，為了完成除草、剔苗等工作，部落會組成婦女除草隊伍，因

而 misahur也用來稱呼「婦女除草團」。而更廣義的說法，則是涵蓋整個小米除草的過程、是指

人組成的團體，也指整個小米除草儀式。 
341
 vulay 賓朗語是漂亮、美麗之意，因為少女們是年輕、美麗的，因此 vala-vulayan 加強語氣，

專指漂亮、年輕、未結婚的少女。在整個 misa’ur小米除草團中，少女們是學習的主角，藉由

整個團體除了農事上的學習之外，在整個儀禮過程中，更是培養少女尊重、互助、服從的基本態

度，學習傳統的文化與精神。 
342
 inuayarana 原型為 muayar，其意為橫向排隊，在此作為隊伍。 

343
 inuturikana 原型為 muturik，其意為縱向列隊，與 muayar 可說是同義複詞的用法。 

344
 katailrisana 原型為 katailris，鈴鐺之意，在下賓朗，鈴鐺主要可區分為三種，katailris

是指綁在腰上、掛在臀部的臀鈴，而 singsingan 是指綁在手腕上的小鈴，也是 temaramau 女巫

在施法、召喚時所用的鈴鐺，另一種較大型的鈴鐺則稱為 kameling。 
345
 saringesingan 是用來描述鈴鐺發出 saring-saring、sigan-sigan 的聲響。 

346
 kasahasahare 原型為 sahare，喜歡、高興、歡愉之意，因聽到鈴鐺聲讓人感到歡喜、快樂，

使得精神士氣振奮起來。 
347
 mapiyapiya 為全部的意思，但僅以人為對象，意指全部的人，不可用此詞來指事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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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1-02】歌謠〈hemayah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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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1-02】歌謠〈hemayahayam〉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單字 句子 

1. a belralrekataw  belralretrasaw  howay 我們一天的工作都非常

的迅速的展開    彈出去          迅 速 

2. arungesalrane348  arunamunane  howay 我們工作範圍非常的

大、工作量多   工作範圍       工作範圍 

3. a  taravarakaw349  ra úrautraw350  howay 這是因為我們凝聚大家

的努力      包 圍         凝 聚    

4. a pisa úranay351  pivutrunganay  howay 大家奮力地團結一起工

作       團 結           團 結 

5. a  hrakurakuay  biyabiyaway  howay 像水鹿、猓仔狸般地敏

捷迅速     猓仔狸（raku）352  水鹿（viyaw） 

6. a makanguwayane353 makasupingange354 howay 無論是從前面、或是邊

緣      從 前 面         從 邊 緣 

7. a ka ma ízang  ka malrazame  howay 這都是在我們長老們的

帶領之下所展現的成果        長 者         長 老 

 

歌詞大意： 

  讓我們迅速展開一天的工作，要將我們所負責的部份，做的又快又

好。不論是從邊緣到中央，透過團結的組織，如水鹿般的神速，前前

後後，耕耘在每個角落，這正是長老和教育者的鼓勵。 

 

 

                                                      
348

 ngesalr 為範圍之意，在此表示準備工作的田地範圍。 
349

 taravarakaw原詞為 ravarak，包起來、圍住。 
350

 ra´urautraw 原詞為 ra´utr，像魚網般收起來，有凝聚之意。 
351

 pisa´uranay 原詞為 sa´ur，團結。 
352 raku 是一種像猓仔狸類的動物，其動作非常的迅速敏捷，但現今已不多見。 
353

 kanwayan 為前面之意，makanwayan 從前面。 
354

 makasupingange 原詞為 suping，邊緣之意，makasuping，從邊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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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1-03】歌謠〈pusa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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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1-03】歌謠〈pusahur〉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領 huwa  isuwa  lra na raip 我工作的夥伴們，

在哪裡？        在哪裡       夥 伴 

  和 huwa  áwlray  mi   kani 我們在這裡 

         在     我們  這裡 

2.領 huwa kurpaisa úr355an kurpayvutruvutrungan356 讓我們一起努力團

結的工作          團 結             更 團 結 

   huwa i kairus  i kangiyale  lra 不要偷懶、不要輸

給其他的團隊         不要輸    不要懶惰 

  和 huwa  sikuda ta  ma irus 我們怎麼會輸呢？ 

        怎麼會        輸 

 huwa atrau a may lrazaman a may lrimawan 有經驗豐富的長老

們帶領我們         人         經 驗         嘗 試 

 huwa za piyasa úran  piyavutrungan 只有更團結一致、

更努力衝刺             團 結         更 團 結  

3.領 huwa  kasamasamaz   kalumaluman 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而偷懶、怠惰            尷 尬       很 難 堪 

 huwa  muritrauwan     muri álrayan357 不要輸給其他的團

隊          不輸給所有人  不要輸給敵人 

  和 huwa  ázimangiyal  ázimairus 我們不會偷懶、也

不會認輸的          不要偷懶      不認輸 

 huwa  kaniwayway358  kaniwyziwyz359 動作伶俐、迅速地

將工作完成        動作伶俐      動作迅速 

 huwa  marulrisay360  marupitrik361 我們是群勤勞的少

女們           少 女       少 女 

 

                                                      
355

 kurpaisa´ur原詞為 sa´ur，團結之意。 
356

 kurpayvutruvutrungan 中的 vutrung 為瘋狂工作之意，在此是指大家在一起努力工作，必須

透過合作、團結才能更快速有效的將工作完成。 
357

 ´alra是敵人之意，在此是指部落裡其他工作的婦女團，在 misa’ur 時期，部落會組成數個

婦女除草團，各團位了互相激勵自己的團員，因此會不斷地告誡團員別偷懶而輸給了其他婦女

團。 
358

 wayway 是指動作靈活、行動快速之意。 
359

 wyziwyz 原形容兩手晃動的樣子，在此是描述動作迅速。 
360

 lrisay 是指剛加入婦女團的少女們，大約是 8、9歲的年紀。 
361

 pitrik 是跳躍之意，在此用來形容少女們天真活潑、蹦蹦跳跳的模樣，以此來代表著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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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大意：  

領：長老   和：工作團隊成員 

   

  領：工作者到那兒去了？ 

  和：我們都在這裡。（工作者爭相回答） 

  領：盼望你們都能齊心合作，不怕辛苦。 

  和：我們不會輕易位勞苦所屈，我們是一群有毅力、受過教育的勞

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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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1-04】歌謠〈palrimulrimu〉 

 

 

領 ho o o lra vo hoy  

  

和 vo hoy  

  

 

歌詞大意：  

  順利完成當天的工作目標，舉行 palrimulrimu（階段性完工儀），

高聲歡呼傳報部落分享今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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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2-01】歌謠〈hemayah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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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2-01】歌謠〈hemayahayam〉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a alitunay362 aliwatehay howay 我們互道珍重再見的時刻

到了     歡 送    送 別 

2. a kaliumalran363 kalisanunan364 howay 以最誠摯的歌聲來互道再

見      歌 謠        歌 聲 

3. a kalia´aputran365 kalivuugan366 howay 幫你戴上最美麗鮮豔的花

環      鮮豔的花      燦爛的花 

4. a katailrisan kaliuung howay 在輕脆響亮的鈴鐺聲中惜

別了      鈴 噹      銅 鈴 

 

歌詞大意：  

  misa´ur成員耕作約一個月後，工作即將告一個段落。小米長高長

大了，此刻是與朝夕相處、同甘共苦的夥伴們慶完工到別離的時刻，

歡樂夾雜惜別氣氛中彼此互道珍重再見。 

 

  

                                                      
362

 alitunay 原詞為 tunun，送別之意。 
363

 kaliumalran 原詞為 umalr，唱歌、歌曲。 
364

 kalisanunan 原詞為 senay，唱歌、歌聲之意。 
365

 ´aputr 為花，在此是指以花串成的的花環。 
366

 kalivuugan 原詞為 vuung，指花，較古語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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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2-02】歌謠〈tiratilraw〉  



12 
 

【曲例 2-02】歌謠〈tiratilraw〉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hi ya ye ay alitununay i lra 我們互道再見了 

              送 別 

2. ha na ha i ya ye ay aliwatehay i lra 要離別了 

                       離 別 

3. hi ya ye ay kaliumalrane lra 歡送我們的田 

                 田 地 

4. ha na ha i ya ye ay kalisanonane lra 歡送我們的歌聲 

                        歌 聲 

5. hi ya ye ay kali´aputrane lra 歡送我們的花 

                  花 環 

6. ha na ha i ya ye ay kalivuung lra 歡送我們的花 

                       花 

7. hi ya ye ay katalrisane lra 歡送我們的鈴鐺 

               鈴 鐺 

8. ha na ha i ya ye ay kalivunuung lra 歡送我們的鈴鐺 

                        鈴 鐺 

9. hi ya ye ay linuwamuwasata lra 我們要說再見了 

                離 別 

10. ha na ha i ya ye ay  ruwaruwadayata lra 要彼此分開 

                          分 開 

11. hi ya ye ay uwalrazauwa e lra 保重，珍重再見，小

心慢走              珍重再見 

歌詞大意：  

  再見了，那回盪在田野的嘹喨歌聲 

  再見了，那些燦爛美麗的花朵 

  再見了，那在我們身後清亮有致、鼓舞士氣的鈴鐺聲 

  再見，珍重再見，各位伙伴請慢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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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3-01】歌謠〈pahirahiraw〉少年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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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3-01】歌謠〈pahirahiraw〉少年猴祭 歌詞 

歌詞：許政夫 

1-01a ara  u yayaw 1-01b ara  tehayaw 

 我們來歌頌  我們起唱 

1-02a semekaz  lra 1-02b masanin   lra 

 是年尾  是年終 

1-03a za  ‘amiyan 1-03b za   vetrelan 

     新年       年節 

1-04a tralitraliyaw 1-04b mutrungutrungulr 

 連接  繼續接下去 

1-05a mu  wazukta  lra 1-05b mu  rudurudung 

      集合       聚集 

1-06a ipungan 1-06b alrakan 

 少年  少年 

1-07a kasahasahar 1-07b kalrayulrayu 

 喜愛的  歡喜的 

1-08a inulupunan 1-08b inuwazukan 

 聚集  召集的 

1-09a aydar  i  marudu 1-09b aydar  i  ma’izan 

  是        長老們  是       長老 

1-10a rutrungutrungutr 1-10b tungadngazaw 

 連接的  接下去 

1-11a masekaze   lra 1-11b marvutrutrtra 

 完成  又發生 

1-12a i  salikiz 1-12b i   laluwanan 

   部落大門     在凱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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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4-01】歌謠〈pahirahiraw〉大獵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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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4-01】歌謠〈pahirahiraw〉大獵祭 

    〈pahirahiraw〉歌詞因不同儀式階段而分為五個文本，五個文本分別為（1）

penaspas 北風肆虐（2）na parevaliw 返回（3）venavan 解憂之歌（4）parea lra

反擊（5）sanga 勇士之歌。 

以下為五個歌謠文本之歌詞翻譯與解說。歌詞版本為孫大山長老所記錄的手抄本，

並由孫大山記詞、記音、翻譯、解說。 

 

（1）penaspas 北風肆虐 

歌詞翻譯：孫大山 

 前詞 後詞 

01 uyayaw(今)   na     leves367(古) tehayaw(古)     na     vali(今) 

 招喚       那個     風 回答、回應   那個     風 

 來吟唱風 來讚頌風 

02 zuwa(今)      rekepa(古) zuwa(今)     viiya368(今) 

 來到這裡     靠近(指風靠近) 來到這裡    飛過來 

 它來靠近 它來飛舞 

03   a      siagasing(古) a        siagasung(古) 

 是什麼    被搖醒 是什麼  被震撼、被震動(被風震撼) 

 搖醒 撼動 

04   ini      vangesar(今)   ini     manasaw(古) 

 這一個    年輕、威武的男人 這一個   年輕的人 

 這個青年 這個小伙子 

05  zatu      sinareenan369(今)  zatu    sinagasung(古) 

 他的     頭靠過的地方 他的    依靠過的地方 

 從他臥過的地方 從他靠過的所在 

06  a       malidawan(古)  za     malideman(古) 

 是什麼   待問          待問 

 天寒 地凍 

07  a   urevan370 (古)     izu  a    litekan(今)    zini371 

  是   刺骨         那個 是    很冷       怎麼這個 

 如此冰冷 這般刺骨 

08 na      vali372(今)  na    leves(古) 

                                                      
367

 Leves 形容詞，形容微風徐徐吹來的聲音、感覺。 
368

 vii 飛(動詞)，vii+ya 飛過來，muavii 正在飛，muvii 飛起來。 
369

 halrunan 枕頭。 
370

 urevan 骨頭很冰冷。 
371

 ini 這個，zini 為什麼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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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風 那個   風 

 那風 那空氣 

09 za    kemay    mamair(古) za      kemay    suir(古) 

 這個  從      遼闊的平原 這個    從      大地長很多荊棘 

 它來自大地 來自宇宙 

10 kemay     panuan(古) Kemay    panaisan373(今) 

 從        創造者(自古以來) 從       創造者 

 從造物者來 從主宰處發 

11 maka        tiniwan(古) maka     tinimangan(古) 

 (曾經)經過   山巔、山陵(線) 經過      山坳、山口 

 經由山巔 穿越山口 

12 kemay     paivaran374(古) kemay     kazunanang(古) 

 從        山坡 從        待問 

 從山坡 從丘陵 

13 ina     navinav(古) ina     ravinaw375(古) 

        荒野        平原、荒野(多荊棘、芒草之

地) 

 那荒野 那叢林 

14 na     penasepas(古) na      penaveras(古) 

 那個   風吹的聲音(徐徐的風) 那個   風吹過的聲音、吹過的風 

 吹落 剝除了 

15 kana     varuvu376(古) kana    vulingay377(古) 

 那個    草叢 那個    草木所開的花 

 草木開的花和蒂瓣 草木開的花和蒂瓣 

16 na     demayaiday(古) na      temahetah378(今) 

 那個   散播、篩種子時逐漸掉落 那個    到處丟、散播、四面散開 

 到處散播 隨地生長 

17 kema   liyalevakan379(古) kema    liyavekelan(古) 

         一堆堆、一列列         一堆堆、一排排 

                                                                                                                                                        
372

 nitek na vali 很冷的風；venesves na vali 微風、徐徐吹來的風；kemarayah 焚風；kemararayah 

正在吹焚風。 
373

 na itas 上面那一位；na lremaway 創造世界之人(神)、天主(天主教)；na hemasi 給你養分、hasi

奶水；na angaz 給你呼吸。 
374

 kemay zenan 從山上、zenan 山；aralas 叢林(原始林)。 
375

 marayarayas(今) 廣大的平原。 
376

 ravuravutr(今) 草叢(多芒草之處)。 
377

 ‘aputr(今) 花。 
378

 temahetah(今)指這邊丟一個、那邊丟一個，到處亂丟。 
379

 muvukel(今) 一堆一堆；muturik(今) 一列一列、一行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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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行 成堆 

18 kana     raurauT380(古) kana    uduudu381(古) 

 那個    狹窄的地方、山谷 那個    山坡上 

 豐富了山谷 充實了山坡 

19 maka    niyarapawan(古) maka    vinaverehan(古) 

 經過    散播開 經過    散播開 

 散播開來 散播開來 

20 kara    durinah382(古)          la kara     severan(今)    la 

 每個   芽、發芽、長芽    已經 每個    發芽      已經 

 爭相抽芽 熱鬧生長 

21 kara     teliw
383

(今) kara     sever(今) 

 每個    發芽、從地上長出 每個    長芽(已長葉的芽、較高的

芽) 

 各自生根 生機蓬勃 

22 mutu           warangis(古)    izu mutu    wakuduvuir(古)384    izu 

 變成、已經成…  成堆、聚集  那個 變成    成堆、聚集     那個 

 成了聚集的地盤 成了聚集的地盤 

23 tu     paizilangay(古) tu     pailivuway385(今) 

       動物的窩       變成窩 

 成穴 成窩 

24 za386      kaayahan387(今) za       kazakepan388(古) 

 就這邊  在一區域尋找、尋找的地區 就這邊   可放陷阱的地區 

 要找的 要捕的 

25 man    ayahan(今)    izu man     zekepan(古)    izu 

 什麼    找         那個 什麼     抓、捕      那個 

 我們要找的是哪一個?  找什麼？捕什麼？ 

26 kana     sevaruran389(古) kana     surangaras(古) 

 那個    動物的角 那個     待查 

 那鹿 那長角的 

                                                      
380

 vurelu’an(今) 山谷、低窪之地。 
381

 zanapan(今) 山坡。 
382 durinah(古)芽已經展開了 
383

 teliw(今) 剛出土的芽。 
384

 wakuduvuir(古) 一區一區、成堆、聚集。 
385

 ruvu(今)鳥窩，窩(草堆成的家)。 
386

 za 這邊、就這一帶、就這邊。 
387

 aya’u(今) 找一找；maaya’u(今) 尋找。 
388

 kazakepan(古) 指動物出沒之處、可獵捕的區域；petir(今) 陷阱；papetiran(今) 要捕什麼(放陷

阱)。za kazakepan 圈在一區域。 
389

 suhang(今)角(如牛、羊、鹿)；marenem 水鹿(體型較大)；viyaw 梅花鹿(體型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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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kana    surungirungis(古) kana     suruvuruvuT390(古) 

 那個   毛會豎起來、指山豬 那個     獠牙露出來 

 那恐怖 凶猛的 

28 i    pakuziwaw(古) i    pakumawaw391(今) 

     辨識、分辨      確認、辨識、已經知道 

 已辨識出 也確認了 

29 i  pinizuzuwan392(古) i   pinidapalan393(今) 

   動物曾躺過、待過，指痕跡、足跡    足跡、腳蹤 

 依其趾痕 觀其腳踪 

30 kani    vangesar394(今) kani    mansaw(古) 

        很健壯、很帥氣、指年輕人        年輕、帥氣、指年輕人 

 那個青年人 那個小伙子 

 

  

                                                      
390

 wali(今) 牙齒。 
391

 pakumawaw 地標，在南王現今的地標－巴古馬旺，少年聚會所，位在南王派出所對面。 
392

 pinizuzuwan 動物曾做過留下；pini 足跡、腳印、已經走過。 
393

 pinidapalan(今) pini 足跡、腳印、已經走過；dapal 腳。 
394

 vangesalan 年青人、成年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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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a parevaliw 返回 

歌詞翻譯：孫大山 
 前詞 後詞 

01 uyayaw(今)   zian tehayaw(古)    zian 

 招喚 起唱、突然唱出來、一起唱 

 吟唱一下吧  

02 man     uyayan(  ) man     tehayan(  ) 

 什麼    唱 什麼     起唱 

 唱什麼呢？ 要招換些什麼呢？ 

03 kemay    wakal(今) kemay     zaLan(今) 

 從       足跡、走路的痕跡 從        路、道路 

 從路上說吧  

04 makuret395(今)      za   

Lalizawan396(古) 

pauwa397(今)         za    

sungan(今) 

 約定好的日子         日子、白天 已經確定好、約好       夜晚 

 日子已到了  

05 na    kinakuretan(今) na     kinaruwayan(古) 

       約好的日期、已經商量決定

的事 

      約定好的事情 

 那做為期限的  

06 piakudaya(今)   ta piaamaya398(今)        ta 

 往哪裡       我們 去哪裡(南王用語)   我們 

 我們要往哪裡去好呢？(疑問句) 何去何從呢？ 

07 piangadura(古)   ta piasiliva(古)    ta 

                我們              我們 

 我們就往那裏去吧 (確定語氣) 我們就往那裏去 

 下山去吧 往我們來的地方 

08 parevaliwa399(古)    ta pareTekipa400(今)     ta 

 迴轉、轉 折返點 

 轉回去吧  

09 kemay   tinu401-maLuzu(古) kemay    tinu-mahizan(今) 

                                                      
395

 makuret(今) 約定好的日子、日子已經到了，kuret 約定、規則、法律。 
396

 wuwari(今) 日子、天、白天。 
397

 pauwa(今) 剛好到的時間、可以、對的、恰好的。 
398

 piaamaya 為南王用語；piaayana 為下賓朗用語。 
399

 parevaliw(  ) 迴轉、轉。 
400

 teki 折、疊；tekipa 轉彎；pareteki 轉一下。 
401

 tinu 把你放在那一級位，意指尊稱。tinu-mahizan 長老級、老人級；tinu-rahan 大家公認是 r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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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長老 從         長老級 

 順從族老 

 

 

10 reaheahel402(古) ruaazaazang(古) 

 驚動 整裝、迅速 

 趕緊整裝  

11 ini403      vangesar(今) ini       manasaw(古) 

 這些    年輕人 這些      年輕人 

 年輕人啊  

12 na       miatuvil404(今) na        miavatan 

 那些   穿圍裙的人、指 valisun 階級 那些      待問  (與南王的發音相

近) 

 那圍著短裙的  

13 kara405         uzunun(古)    la kara          urepun(今)       la 

 從四面八方   圍在一起    已經 從四面八方   圍在一起      已經 

 快圍過來 快集合 

14 kani         rawiri406(今) kani         rawalan(今) 

 這裡、從    左邊 這裡、從    右邊 

 在左邊 在右邊 

15 ina       mai  parealimaw(古) ina      mai     parevavati(今)407 

 那個     有   做事很輕巧、很熟

練 

那個    有      很會講話、能言善

道 

 那有經驗的 那會說話的 

16 aidar(古)   nu    zini(今) aider(古)    nu     mauwa(古) 

 就是           這裡 就是              這裡 

 都在這裡  

17 kalayulayu(今) kasahasahar408(今) 

   光榮 喜歡、歡喜、高興 

 令人歡喜 待人高興 

18 tu    inuwazukan409(今) tu     inulrepunan410(今) 

                                                      
402

 maherarehel(今) 驚嚇、讓你趕緊；maherarehel ku？我嚇一跳？ maherarehel u？你嚇一跳？ 
403

 inmu 你們； inta 我們； inku 我； inu 你。 
404

 valisun 階級的稱法：mia valisun (下賓朗)、mia tuvil (下賓朗)、mia butan (南王)。 
405

 kara 各自從四面八方一起來。 
406

 mawiri 左撇子； tarawiri 左邊(口語)、 tarawalan 右邊(口語)。 
407

 parevavati(今) 很會講話、能言善道、很會放陷阱、有經驗。vati 講話、說話。marengay 說話。

vativatian 傳說。 
408

 sahar 喜歡、愛。 
409

 muwazuk 集合； muwazuwazuk (強調)集合更迅速、更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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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集合       圍成一堆 

 大伙相聚  

19 tu    siniyamerangan(古) tu     pinapadanga411(今) 

      所穿著的       他所穿著的(準備穿著) 

 整裝待發  

20 saringsingan(今) Sarevesevan(古) 

 鈴鐺聲、振奮、很激動 振奮 

 精神抖擻  

21 paLiTeviTan(古) paLikevikan412(今) 

 擺動、迅速、誇張的動作 擺尾、興奮的擺動、迅速 

22 meredek(今)  i     

sasungaLan413(今) 

meredek(今)   i    LaLuwanan(今) 

 到達             敬禮、祭拜 到達             迎獵門 

   

23 kamerenehan(古) kemeredekan414(今) 

 到達 到達 

   

24 tu    niaharedan(古) tu     niarasahan(古) 

      到達       到達 

   

25 na    maisamisam415(古) na     maisapesap416(今) 

      地上鋪草鬆鬆的        鋪在地上 

   

26 kana            aLiadangas417(古) kana       aLisimanga(古) 

 用那個、那種    一種葉子 用那個     一種葉子 

   

27 kan418      arunay(古) kan       aravuT(古) 

 那種    一種草(雜草) 那種      雜草名 

   

28 kara          uLisaw(古) kara        uwazuk419(今) 

                                                                                                                                                        
410

 murepun 堆； sarepunan 圍成一堆。 
411

 padang 穿著。 
412

 palikepik 魚尾巴擺動、裙子飄動。 
413

 sumungal 敬禮、祭拜。 
414

 meredek 到達。 
415

 maisamisam(古) 坐在草地上、或砍芒草(valiyaw)或茅草(ravun)鋪在地上。 
416

 sapesap(今) 鋪。 
417

 virah 葉子。 
418

 kan=kana 那種、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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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     圍成圓圈 大家一起   聚在一起 

   

29 kara          sungezi(古) kara        tengazaw420(今) 

 大家一起     坐下來 大家一起   坐下來(南王用語) 

   

30 aidar(古)    i    ruduhan(古) aidar(古)     i     rahan(今) 

 就是            老人 就是             長老、老人、祭司 

   

31 na     kirelalavak421(古) na     kireTaTevung422(今) 

         擁抱        迎接 

   

32 kana     kemay     WahuT(古) kana    kemay   revek423(古) 

 那些     從        路很窄、狹路 那些    從     獵場、很黑暗辛苦的

地方 

   

33 paka     huTehuT(古) paka     verehan(今) 

 讓他    抬頭笑、吃東西時嘴巴咬

動 

讓他     下巴、指昂頭笑 

   

34 mai  layuwan(今)    tala mai   sangaLan(今)     tala 

      高興        讓我們       高興           讓我們 

   

35 maihuihui(今)    tala maihiraw424(今)     tala 

 呼叫、歡呼    讓我們 歡呼         讓我們 

   

36 muwapunan(古)425           tala muwavekaL(今)     tala 

 心胸開闊、打開出去    讓我們 展開、張開      讓我們 

   

37 za    vutrelran426(古) za     hamiyan(今) 

       年節(舊的年)        年祭(新的年) 

                                                                                                                                                        
419

 marazuk 聚集、集合。 
420

 tengazaw 坐下來，為南王用語；kayan 坐，下賓朗用語。 kara kayan 大家一起坐(下賓朗用語)。 
421

 hemeravang(今) 擁抱；palavang 擁抱的家族。 
422

 kituvung 迎接，從獵場歸來時、由家人準備傳統衣服讓男士們換穿。 maretrevung 相遇、不

期而遇、相逢。 
423

 halrup(今) 獵場。 
424

 pariraw 歡呼。 
425

 muwapunan(古) 可用在除喪時，讓喪家打開心胸、可以出去(出門)。 
426

 vutrelr 竹節； vutrelran 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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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enavan 解憂之歌 

歌詞翻譯：孫大山 
 前詞 後詞 

01 man     uyayan man    Tehayan 

 什麼    唱 什麼    起唱 

   

02 na    kurekuret(古) na    risarisan427(今) (南王用語) 

       同伴      同期、指同時進 takuvan 的同期

少年 

   

03 na   kemay    wakaL(今) na   kemay    deLan(   ) 

      從      足跡、走路的痕跡      從       待問 

   

04 na  kemay   revek(古) na   kamay    WahuT(日) 

     從      獵場、很黑暗辛苦的

地方 

     從       路很窄、狹路 

   

05 mawumaumal428(古)  i   rahan(今) mazayazayar    i     ruzuwan(   ) 

 互相問             長老、老人、

祭司 

商量                老人 

   

06 parevaLiwa429(古)     mi pareTekipa430(今)       mi 

 迴轉             我們 轉彎、折返點      我們 

   

07 kara       uzunun(古)    la kara        uLepun(今)   la 

 大家一起  集合圍繞    已經 大家一起  集合圍繞    已經 

   

08 murunurunu(古)     mi muruzuruzun(古)      mi 

 陸陸續續         我們 陸陸續續          我們 

   

09 za      sulay431(今) za     vitaun(今) 

         門        門 (南王用語) 

                                                      
427

 risarisan 指同時進 takuvan 的同期少年，為南王用語；satavuran 則為下賓朗用語。 
428

 makiumaumal(今) 問來問去； kiumal 問； mazikuzikul 吵來吵去； mali’uli’us 摔來摔去。 
429

 parevaliw(  ) 迴轉、轉。 
430

 teki 折、疊；tekipa 轉彎；pareteki 轉一下；temetip 折起來。 
431

 sulay 家內門； salikiz 外門、籬笆門、也可指部落入口。 sulasulay 在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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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ani     vuLay kani     asing 

 這裡    美麗、指女性 這些    美麗 

   

11 na     mai   areheTan432(今) na     mia   sarekesekan433(今) 

 那些   有    內心痛苦、有困難 那些   有   意指內心 

   

12 zatu     aaluwan(古) zatu      aangeran434(今) 

 他的    回憶 他的     想法、心 

   

13 mai   revetan(古) mai   tavuhan(古) 

 有   心中有疙瘩 有    有心結 

   

14 venakakevak435(今)     mi venanevan(古)      mi 

 幫你解開         我們 解憂            我們 

   

15 zatu     zinemezeman436(古) zatu    nirangeran(今) 

 他的    壓抑很久 他的   想法 

   

16 zatu     niaruwayan(今) zatu     kinakuretan(古) 

 他的    擠滿 他的    到頂、心裡痛苦已到極限 

   

17 maruwwayan437(今)            

zini 

makuretan438(今)         ziui 

 已經到了、已經可以解脫 極限、已經到此為止 

   

18 ta       haviLanganay439(今) ta       havisuLanay(古) 

 把他    甩出去、丟掉 把他     甩出去 

   

19 kaLi      sekesekan(今) kali     ututan(古) 

 那個      夾縫、角落 那個    埋在深處、看不到的地方 

                                                      
432

 arehet 穿衣很緊，也可指內心； maiarehetan ku 我有困難。 
433

 sarekesek 夾縫； seksek 塞進夾縫； seksekanay 一直塞。 
434

 anger 想法；anana ku 我很痛； anana ku anger 我心痛。 
435

 venakakevak 針對某一種事上解開； vunakevak 解開(將綁的解開)。 
436

 zinekezekany(今) 硬壓、硬塞心裡；zinekezek 塞滿、擠滿。 
437

 maruwa(今) 好了、夠了； maruwala 好了、夠了。 
438

 kuret 約定時間到了，以經過一年。 
439

 hatelr 丟； hatelranay 丟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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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muwapanan440(古)     ta amuwavakar441(今)            ta 

 心胸開闊         我們 張開、拉開、放寬心胸    我們 

  

 

 

21 Za     vutrelan Za     hamiyan442 

        年節(舊的年)        年祭(新的年) 

   

22 matara   waraka443(今)   tala matara    hapuTa(今)    tala 

 讓      跳舞       我們一起 讓       戴花        我們一起 

   

23 i     vuLay(今) i     asing(今) 

      美麗、指女性      美麗 

   

24 ta     paayaranay444(今)      la ta     paturikanay445(今)      la 

 讓    放在隊伍、排列 讓    跟著隊伍 

   

25 i     kurukurut446(古) i    risarisan(今) (南王用語) 

      同伴     同期、指同時進 takuvan 的同期少

年 

26 haziya      la     

kitumameli447(今) 

haziya     la      kituaeman(今) 

 讓他不再  已經  不一樣的人、指

喪家 

讓他不再 已經    讓他看不起 

27 miningesiliya(今)    la mi       saheruwana448(今)    la 

 讓他嘻嘻笑 讓我們   笑 (南王用語相關) 

28 anemukiwanan(古)  i   

vanishing(古) 

anemukiwanan(古)  i     saLikiz 

 待問                內門、指心

門 

待問                 家門外門 

                                                      
440

 wapana 擴展。 
441

 muvakar 把東西張開、打開。 
442

 hamiyan 鳥展翅。 
443

 warak 跳舞； muwarak 讓他跳。 
444

 ayar 排列(已有一排再排進去) 
445

 turik 列、行列。 
446

 havalr 跟你睡在一起，指太太、同階級的好友。 
447

 kitumameli 不正常的，這裡指喪家。 ameli 不一樣、不對。 
448

 saeru 笑，南王用語； lriked 笑，下賓朗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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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area lra 反擊 

歌詞翻譯：孫大山 

 前詞 後詞 

01 ulisaw  trawtraw449(今) ulisaw ‘ala‘ala(今) 

 包圍   一群人 包圍   敵人 

 一群人包圍住 被敵人包圍 

02 kemay  mama’ir(古)(待確認) kemay  suwa’ir450(今) 

 從     叢林 從     荊棘 

   

03 kemay  ngaway(今) kemay ‘ami(今) 

 從     前方、前面 從     北方 

   

04 zuwa  pasitri(古)     va zuwa  patrepe(古)  tra 

 來   進入、侵入  已經、到了 來    進入     已經 

   

05 taw   malinay451(今) taw  mu  wazangi452(今) 

 被   玩耍ˋ玩弄 被       玩耍、拜訪 

 看到敵人肆無忌憚 看到敵人囂張、大搖大擺、目中無人 

06 tu  para     ukak(今) tu  para     walri(今) 

    看得到  骨頭    看得到   牙齒 

 砍他們的骨頭(代表被殺掉) 看得到他們的牙齒 

07 tu  para    trawtraw(今) tu  para    ‘ala(今) 

   看得像   人    看得像   敵人 

 看得像善獵首的人 看得像善於殺敵人的這群人 

08 tu  para    trumay(今) tu  para    lrikulraw(今) 

   看得像   熊   看得像  豹、雲豹 

 善於獵熊的人或像熊一樣厲害 善於獵豹的人或像豹一樣厲害 

09 tu  kiru   travakaw(古) tu  kiru   trevungaw453(今) 

    被    包圍、陷入    被    相遇、面對面 

 讓他陷入、被圍住  

10 namay  invunan(古) namay ‘ilremesan454(今) 

                                                      
449

 traw 指人，trawtraw 則為複數，指多數人。 
450

 su’ir 泛指有刺的植物類，可指荊棘。 
451

 malinay 可形容小孩愛玩。 
452

 wazangi 玩耍、拜訪，用在此則指敵人來到此處如入無人之境，任意妄為。 
453

 martrevung 相遇、相逢，kiru trevung 迎面、等待痛擊之意。 
454

 ‘ilremes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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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仇恨? 有     有恨意 

   

11 ma  raumurut455(古) may    sumali456(古) 

     西瓜?(指人頭)         裂齒笑? 

 指人頭像西瓜 指人頭裂齒笑 

12 tu   kivulasay457(今) tu    kidulunay458(今) 

 被  借來的 被    換來的 

   

13 kani   uung459(古) kani    ‘aputr(今) 

 這個  額頭、頭上 這個     花 

   

14 man       uungan(古) man     ‘aputran(今) 

 為什麼   在頭上    為什麼    有花 

   

15 man       silri(今) man  mu  ramunan 

 為什麼   裂嘴笑(指人頭) 為什麼    西瓜 

   

16 man   rangarangaay(待查) man   ramunah 

        西瓜 

   

17 kama   duraman(古) ka   murupean460(今) 

 依據   集合      集合 

   

18 ka   mar paayan (今) ka  mar  pauwayan461(今) 

     一起尋找         好了、完成了、剛剛好 

   

19 tu    sanzalranay462(今) tu   sanziyanay(古) 

 被   依靠著 被   斜靠、依靠 

   

20 za   turatrun463(待問) za  turasa464(待問) 

                                                      
455

 taramunah(今)西瓜。 
456

 mansidi(今)裂齒笑。在此指被砍下的人頭。 
457

 kivulas(今)借，kivulas 加上 ay 則指已經借來的。 
458

 dulun(今)轉換，南王常用語，另有 lulun；dulun 加上 ay 則指已經換來的。 
459

 tranguru’(今)頭顱。 
460

 murupe(今)集合；murupean 已經集合。 
461

 pauwa(今)恰好。 
462

 sangzalra(今)靠著；ku sangzalra 依靠我，靠著我。 
463

 turak(今)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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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palrywanay465(今) pardekanay466(今) 

 讓他完了、夠了、好了 讓他到達 

   

22 apangan(地名) aruran(地名) 

 都蘭山腳下的地方  

   

 

 

  

                                                                                                                                                        
464

 varasa’(今)石頭；drapur 石頭圍牆。 
465

 maruwa(今)夠了。 
466

 meredek(今)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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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anga 勇士之歌 

歌詞翻譯：孫大山 
 前詞 後詞 

01 paki  vulasaw467(今) paki   dulunaw468(今) 

 被   已經借用 被    已經換了 

   

02 kani   ngaway(今) kani   ‘ami(今) 

 這裡   前方 這裡   北方 

   

03 kani    tuwangalan469(地名) kani   aranem(地名) 

 這裡   都蘭山(至高點) 這裡   都蘭山至高點 

   

04 i    sangayan(古) i    ngaway(今) 

 在   起先、之前 在   前方  

   

05 ‘azi     ananaun470(古) ‘azi   angangiyal 

 不會     疲累 不會   走路搖擺、不穩 

   

06 maru   urusan(古) maru    limudus471(待查) 

 非常   行動迅速 非常     

   

07 demapa(古)   dapas472(今) vuniya(古)     viyaw473(今) 

 飛          鳥類(較大的山雞、飛

得很快) 

像、類似     梅花鹿 

   

08 semararesar474(古) temiparsaw475(古) 

 往前走 像雷聲的速度 

   

                                                      
467

 vulas(今)借；vulasaw 借用了。 
468

 dulun(今)換、轉換；dulunaw 已經換了。 
469

 tuwangalan 瞭望台。 
470

 maulep(今)很疲累。 
471

 rudus(今)物品尖端，可指竹子尖端、樹尖；也指前端，例如跳傳統舞 tremilratriraw 時，指隊

伍最前面領舞者，也稱 ingaway。 
472

 指飛得很快的鳥類，例如較大的山雞。 
473

 viyaw 為梅花鹿；marenem 指水鹿。 
474

 mungangaway(今)往前走。 
475

 zerung 雷，(形聲詞)；kemelikelip 閃電；kemelip 眨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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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pini              vukasan476(今) pini     vure’an477(古) 

 已經跑過的蹤跡  跑的樣子 蹤跡   喘氣聲、汗流浹背 

   

10 as   papiraw478(今) as    papitraw(古) 

 像  走路搖擺 像    疲勞 

   

11 maka  ra    wiri(今) maka   ra    walran(今) 

 從          左方 從           右方 

   

12 as   patraw(古)     rama as    papiraw(古)    lra 

 像   疲累         已經 像   走路搖擺     已經 

   

13 umu   raduram(古)待問 umu   sa   su’an479(今) 

             指前方、頭上 

   

14 adu   laliyap480(古) adu     laliyas(古) 

       跳、有彈性、輕盈         跳 

   

15 na   parelralrimaw(古) na   parevavati481(今) 

     對事物敏感、善於打獵     善於打獵者、易被稱讚之獵人 

   

16 na   pinaliwan482(今) na ni   rekepan(古) 

     把獵物綁住        包圍、圍住 

 把獵物綁住 把獵物圍住 

17 kana    kamlin483(古) kana   vuungan484(古) 

         綁       圍起來的裡面 

   

18 namu tu   vatiyan(今) namu  tu  umalran(今) 

          傳說          講話、回答、問話 

 sanga 是人人稱讚傳頌的人  

                                                      
476

 vukas 跑步；pavekas 跑步；pavavekas 正在跑。 
477

 marenadek 流汗；marenadekedek 一直流汗。 
478

 mapiraw 走路搖擺。 
479

 su’an 指動物的角，如鹿角、牛角、羊角等。 
480

 mekunkun 跳、跳躍。 
481

 mivati 山上打獵時，對獵物敏感容易捕獲獵物。 
482

 paliwan 綁；paliwananay 把...綁在。 
483

 kameling 綁在背後的鈴。 
484

 先用大範圍將獵物圍起，然後逐漸縮小範圍再將獵物捕獲；也可指以欄杆將獵物圈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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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kani    kurukurut485(今) kani    risarisan486(今) 

        規定        同梯、同期者 

   

20 ta  palruwanay    aruzan ta   palruwanay    apangan 

    到達         地點     到達        地點 

 傳達這些訊息讓祖先知曉  

 

                                                      
485

 kurut 規矩；kurukurut 指同規範的一群，可指同進 palakuwan 的同梯人。 
486

 指男子同進 palakuwan 的同期、同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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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5-01】歌謠〈祝賀房屋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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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5-01】歌謠〈祝賀房屋落成〉 

歌詞翻譯：許政夫、孫大山 

1-01a pare  uyayaw(今、少用) 1-01b pare  tehayaw(古) 

 讓    吟唱  讓    吟唱、回應 

1-02a inu  lisawan 1-02b inu  wazukan487 

      圍坐在一起       大家聚再一起 

1-03a za  sinavakenan(古) 1-03b ni  ruma’ enan488(今) 

      家屬親戚      家屬親戚 

1-04a za  dareman489 (古) 1-04b za  rawvan490(古) 

     白日      夜晚、傍晚 

1-05a sinuru(古)       izu 1-05b dinawlr(今)   izu 

 通知、告訴  邀請 

1-06a zuwa  melramana491(今) 1-06b zuwa  pulranga(今) 

 來     關心幫助  來     幫忙、協助 

1-07a matara  kuvaw(古) 1-07b mtara   ruma’(今) 

 已經完成   房子  已經好  房屋 

1-08a na  pusulray(今) 1-08b mu  lataw(今)   lra 

       門      窗戶 

1-09a kalrayulrayu(古) 1-09b kasahasahar(今) 

 高興、歡喜  高興、歡喜 

1-10a tu  pinu  vutrungan 1-10b pinu  sahuran 

    因為   敏捷、勤勞         團結 

1-11a mu  para  lripung（古）  lra 1-11b musekaz（今）  lra 

            結合  完成 

1-12a tu  a  nanaw 1-12b tu  ngarayaw 

        期待       等待 

1-13a za  vinalis 1-13b za  dinulun 

     被轉換      轉換（南王） 

1-14a kalra  ‘iniv 1-14b kalra   ‘itriv 

    

1-15a are  vaviki 1-15b are  papuran 

      檳榔        檳榔 

1-16a ma   vu  raresis   lra 1-16b ma  vu  rari’aw  lra 

           歡笑           熱鬧 

1-17a ‘azi    ka   senankin 1-17b ‘azi   ka  herareher 

                                                      
487

 muwazuk 集合、集中。 
488

 ruma’是家的意思，因此 ruma’ enan 與家有關的人，即親屬親戚。 
489

 dareman 古語，’irenan 白天(今語)。 
490

 karawuvan 傍晚(今)，marawuvan 晚安(今)。 
491

 lraman 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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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驚嚇  不要       驚嚇 

1-18a a  tumuwamuwan 1-18b a   ma’izangan 

     祖先、祖靈      耆老  長老 

1-19a pi  na  sungalraw 1-19b pi  na  kayan 

          拜、敬拜          坐下 

1-20a a  miya  kuvaw（古） 1-20b a  miya  ruma’（今） 

    我的   房子     我的    家 

1-21a a  miya  vini’ 1-21b a  miya  adan 

    我的   種子     我的   種子 

1-22a mu  da’usata 1-22b mu  harutrata 

 讓   滑順、順利  讓   平順 

1-23a pia  ‘ulas 1-23b pia  avak  tra 

      露珠       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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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6-01】歌謠〈舂小米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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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6-01】歌謠〈舂小米之歌〉 歌詞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A 段   

 1. na lu wan na lu wan na i  ya na ya on  

 hay yo hi ya o hay yan  

 na lu wa na i  ya nay yo ya on  

 hay yo hi ya o hay yan   

2. taziyan  taziyan  matrinapana492 準備去杵米 

   走       走       杵 米 

 hay yo hi ya o hay yan  

 taziyan  meraresuka493 大家一起杵米吧 

   走       杵 米 

 hay yo hi ya o hay yan  

B 段   

 

 

 

 

1. hohowa amerarevaw494 wa hohoho wahoy 大家一起來杵米 

          杵 米 

2. vulavulayan na hohoho wahoy  勤奮的少女們 

    少 女 

3. kasahasahare495lra ya hohoho wahoy 聽那輕脆的杵米聲讓人

滿心歡喜      歡 喜 

4. taziyan temataru á496 lra hohoho wahoy 把杵好的米倒出來 

   來     倒 出 

 

 

 

 

 

 

1. taziyan trematrapuwa497 hi yao hay yan 手指拍著米篩篩米 

   來      篩 選 

 taziyan trmatrapiya498 hey yao hay yan 上下甩動著米篩 

   來      篩 選 

 hi yao yan hi yao yan hey yao ho yan  

  

                                                      
492

 matrinapana 原詞為 matrinapan，意思是準備要去杵米，在此是指杵小米，小米為 lawa。 
493

 meraresuka 原詞為 meresuk，其意為杵打到臼底部的米之動作，而再此則指許多人一起杵米的情形。 
494

 amerarevaw 原詞為 merevaw，特別指許多人一起杵米的情形，如果只有一人杵米則不可用此詞。 
495

 kasahasahare 原詞為 sahar，喜歡、高興之意，在此用 kasahasahare 來強調極為歡喜之意，因為在杵米時，

除了輕脆的杵米聲音，還有少女們因為杵米擺動身體而使身上所繫的鈴鐺發出響亮悅耳的鈴鐺聲，再加上嘹喨、

快樂的歌聲，使得工作的人在如此充滿歡喜的氣氛下，忘卻了工作的辛勞，只有更加賣力地、繼續完成杵米。 
496

 temataru´a 的原詞為 temaru´a，倒出來之意。 
497

 trematrapuwa 原詞為 trema-trapu，是指篩米時，手指在米篩下方往上拍打米糠時，所發出的 pu-pu-pu的

聲響，以此來描述篩米的過程。 
498

 trmatrapiya 原詞為 trapi，其意是指將米篩上下甩動，而把米糠甩出去，以此來描述篩米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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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ay yao hay yan  

  

2. taziyan muvavuruka499 hiyao hay yan 完成了工作可以回家了 

   來      回 家 

 taziyan temaraulepa500 hey yao hay yan 讓我們好好休息吧 

   來      休 息 

 hi yao yan hi yao yan hey yao ho yan  

 hay yao hay yan  

 

歌詞大意：  

  小米除草團成員晚餐後，去訪長老家中聆聽教誨，中年組示範杵米，青年組

摸索，嘗試及學習在歌舞、遊戲中，藉由老、中、青三代之角色扮演，完成薪

火相傳的任務。 

 

                                                      
499

 muvavuruka 原詞為 muvuruka，回家之意。 
500

 temaraulepa 原詞為 temaraulep，休息、安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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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6-02】歌謠〈parevavati 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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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6-02】歌謠〈parevavati 敘事〉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胡吉妹。 

 歌詞 歌詞大意 

1-1 kemuku lra i ka terukukan501 

啼叫   了      公雞 

公雞啼了 

1-2 patrungtrung  i  ka trapelruan502 

   敲擊             小鋤頭 

我們敲擊著小鋤頭 

1-3 demaulr  za  saraipan 

召集        工作夥伴 

召集我們的工作夥伴 

2-1 marazuk  mi   lra  zi  saraipan 

集合   我們  了        工作夥伴 

工作夥伴集合了 

2-2 mukuwa  mi  za  ka sahuran503 

 去    我們         團結 

讓我們團結聚在一起 

2-3 mukuwa  mi  za  ka vutrungan504. 

 去   我們          更團結 

讓我們更團結聚在一起 

3-1 muvuruk505  mi  lra  muhumae506 lra 

  出發    我們      下田了 

一同朝向我們的目的地－我們的田地

出發 

3-2 mulepune  mi   ka dalanan507 

一群群  我們      道路 

去田裡的路上都是我們的夥伴 

3-3 meredek   mi   ka humayan 

到達     我們        田 

陸續地到達我們的目的地 

4-1 munsalre   mi  lra  zi  saraipan  

開始工作  我們          工作夥伴 

我的工作夥伴們，開始工作了 

4-2 ma úlid   mi   za  vihasan508 

不知道   我們       炎熱 

我們不怕酷暑 

4-3 ha hau509  mi  za  ka henayan510 

口渴   我們          水 

我們不怕口渴、飢餓 

hi  ya  o  hay  yan  hi  ya  o  hay  yan 

hey  ya  o  hay  yan 

                                                      
501

 terukukan 此詞原型為 terukuk，賓朗母語中「雞」的總稱，而演唱中的用辭則為 terukukan。賓朗母語「公雞」

為 talamawan，在此處以公雞的啼叫來表示一天工作的開始，因此，雖原詞是泛指「雞」，而歌詞翻譯上則翻譯

成「公雞」。 
502

 trapelruan 此詞原型為 trapelru，賓朗母語「小鋤頭」之意。 
503

 sa úran 原型為 sa’ur，聚集在一起，引申為團結之意。 
504

 vutrungan 原型為 vutrung，凝聚之意，引申為團結之意。 
505

 muvuruk 為回來、回去之意，在此引用作為出發之意。 
506

 úmae 原型為 úma，指田地，mu úmae 則為動詞，意指到田裡工作。 
507

 dalanan 原型為 dalan，指道路，在此意指去田裡工作的道路。 
508

 vi ásan 原型為 vi ás，熱、炎熱之意。 
509

 áu 為喝水，動詞，而 á áu 則為口渴之意。 
510

 énaya 原型為 énay，指水，在此作為喝水、飢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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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6-03】歌謠〈palihu kani mahizang 感謝長老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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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a lu wa na i ya na ya on  

  

 a lu wa na i ya na ya on  

  

 hey yo ho yan hey yo i yen  

  

 haw hay ye i yan ho i ya 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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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i yo yan hey yo ho yan hey yo i yen  

  

 haw hay ye i yan ho i ya hay  

  

2. arasaw511 lra i  kamalrazaman512  將我們敬愛的長老們抬起

來    抬起來         長 老 

 puitrasaw513 lra i kama ízangan514 將受尊敬的長老們抬高 

     抬 高         長 老 

 hey yo ho yan hey yo i yen  

  

 haw hay ye i yan ho i ya hay  

  

 hey i yo yan hey yo ho yan hey yo i yen  

  

喊 ho hoy ho hoy ho hoy ho hoy ho hoy  

  

 haw hay ye i yan ho i ya hay  

 

歌詞大意：  

  加入 misahur行列，除了學習到耕作的技巧、作物生長常識外，如何與夥伴

相處、互助、關懷、尊敬長老以及如何成為卑南族女子等等，深深感激長老的

諄諄教誨，我們會牢記且力行，這樣報答是最貼切的。 

                                                      
511

 arasaw意指準備抬起來的動作，也就是請長老們坐下，少女們抬著椅子準備將長老抬起、離開地面。 
512

 malrazama 有先知先覺之意，在此指部落的長者有著豐富的經驗，負責傳授祖先們的智慧，可以說是後輩們

的先知。 
513

 puitrasaw 就是指抬高離開地面，itras 就是上面之意。 
514

 kama´izangan 原詞為 ma´izang，指有智慧的的長者、部落裡受尊敬的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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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6-04】歌謠〈呼叫 vulravulrayan 之歌〉 

 

 

 

                                          歌詞翻譯：孫大山 

alamu  i  vulravulrayan 

來         少女 

少女們快來吧 

alamu  i  trakuvakuvan 

來         少年 

少年們快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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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6-05】歌謠〈takuvakuvan 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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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1】〈下賓朗古調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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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2】〈下賓朗古調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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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3】〈下賓朗古調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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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3】〈下賓朗古調 03〉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na lu wan na lu wan na i ya na hay yo ya on  

  

 hoy na lu wan lre la ha i ye i yo hay na   

  

 i ya nay yo ya on  

   

2. a senay ya umalran515 velralreiaytrengan516 讓我們唱著古老的歌謠 

   唱歌      唱歌        古 老 

 hoy na lu wan lre la ha i ye i yo hay na   

   

 i ya nay yo ya on  

   

3. a umalre za umalre za temuwaiyamuwan517 來唱祖先流傳給我們的歌

謠     唱歌      歌曲        祖 先 

 hoy na lu wan lre la ha i ye i yo hay na   

   

 i ya nay yo ya on  

   

 

歌詞大意：  

  讓我們唱著古老的歌謠，這是祖先流傳給我們智慧的歌謠。 

  

                                                      
515

 umalran 原詞為 umalr，唱歌或指歌曲之意。 
516

 velralreiaytrengan 原詞 velretrengan，古老之意。 
517

 temuwaiyamuwan 原詞為 temuwamuwan，指長者、長老、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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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4】〈下賓朗古調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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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5】〈下賓朗古調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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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6】〈下賓朗古調 06—歡迎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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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6】〈下賓朗古調 06—歡迎謠〉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na lu wa na i ya na ya on  

   

  na lu wa na i ya na ya on  

   

2 主人 semangalan za liwawadiyan518 看到親人來訪內心充滿歡

喜    歡 喜          親人 

  lrayuwan za niruma énan 感謝族人們光臨寒舍 

   謝 謝        族 人 

3 客人 zuwa mi  lra zi venangavanga519 我們來打擾你們了 

  來  我們         打 攪 

  zuwa mi  lra zi semare ézan520 實在是因太想念你們了，

所以不得不來   來  我們         思 念 

4 主人 naneta mu zi araripitran521 家裡實在沒有什麼好東西

可以招待你們    我們          單 薄 

  ánayaw522 mu za kalisenayan 只有以最誠摯的歌聲來接

待你們     接待           以歌唱 

5 客人 kay mi  lra zimuraruma á 謝謝你們，我們該告辭了 

   去  我們       回 家 

  swazesuz mi  za ka lra lrevesan523 滿載你們的熱情、迎著微

風踏上歸途    迎風   我們           微 風 

6 主人 asavak lra a ésunganan  可是夜晚已如此深了 

   深          夜 晚 

  kay ta  mu zi ararene á  希望你們平安回到家、好

好休息   去  我們      休息、安靜 

副歌 ho way ye yo ho yan ho ay ye yo hay yan  

   

  hin ho ay yo yan hay way yo yan  

   

  hau way ya au way  

                                                      
518

 wawadiyan 是指兄弟姐妹，liwawadiyan 則是還蓋親人。 
519

 venangavanga 原詞為 venanga，打擾之意。 
520

 semare′ezan原詞為 sere′ez，想念’思念之意。 
521

 是指家裡很窮、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招待客人，謙虛用語。 
522

 為古語用法，現今多用 tarayaw 來表示接待客人。 
523

 古語用法，現今用語為 vali，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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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大意： 

主人：歡迎和感激你們的到來和關懷，沒有好東西可以招待你們，只以歌聲來

表達最深沉的謝意。 

客人：我們的到來，讓你們忙碌，實在打擾，對於你們盛情招待感到非常幸福。 

主人&客人：但是夜已深了，無不散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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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7】〈下賓朗古調 07—插秧歌〉 

 

 

  

 



58 
 

【曲例 7-07】〈下賓朗古調 07—插秧歌〉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hoy na lu wan na i ya na ya on  

  

 hoy na lu wa na i ya na yo on  

  

2. kaiyay ta  lra semasalema 我們一起去插秧 

  去    我們      插 秧 

 kaiyay ta  lra semasalema 一起去插秧 

  去    我們      插 秧 

3. kaiyay ta  lra melralratuza 我們一起去田裡除草 

  去    我們      除 草 

 kaiyay ta lra melralratuza 一起去除草 

  去    我們      除 草 

4. kaiyay ta lra mere ániya 到了收穫的季節、我們一起去割

稻   去    我們     割 稻 

 kaiyay ta lra mere ániya 一起去割稻吧 

  去    我們     割 稻 

副歌 na lu wa na i ya na ya on  

   

 na lu wa na i ya na ya on  

   

Coda ha u wa yan hi ya o ho ay yan  

  

 ha u wa yan hi ya o ho ay ye yo ho yan hay yo ho yan 

 

 ho a y ye yan hay yo ho hay yan  

  

歌詞大意：  

  我們下田插秧去 

  我們下田除草去 

  我們下田割稻去 

辛勤的工作，才能有豐富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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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8】〈下賓朗古調 08—新年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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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8】〈下賓朗古調 08—新年頌〉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na lu wan na lu wan na i ya na i yo ya on  

   

  na lu wan nai ya na i ya ya on  

   

2.  semangalan lra yo an za ámiyaiyane lra 大家歡聚在一起舉行

年祭    快 樂                    年 祭 

  senayaw lra mapiyaiyapiya 高興地唱歌吧 

    唱           大 家 

副歌  u way ho way ha u way yo in  

   

  hin na u way ya hi ya an  

   

  hin na u way ho way ha u way yo ho in  

   

  hin na u way ya hi ya an  

   

Coda I hi na u way ho way ha u way yo in   

   

 II hin hin hin hin hin hin   

   

   I&II hin na u way ya hi ya an  

   

 

歌詞大意：  

  除舊佈新、萬象更新，以歌唱迎接新的一年，互祝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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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9】〈下賓朗古調 09—卑南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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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09】〈下賓朗古調 09—卑南族精神〉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ha lu wan na lu wa nai ya yao on hi yei yan  

  

 na lu wan na i ya na ya hay ya on ha u wa e  

  

2 urakazaw524 a lu ém izekalr hi yei yan 發揚我們部落的

精神  承繼發揚    精神    部落 

 vulay a pinuyumayan tupinisa úran ha u wa e 美麗的卑南族人

要團結  美麗      卑南族       團 結 

3 trungulraw traliyaw525 inurekesan hi yei yan 為了傳承傳統文

化    傳承       團結      更團結 

 palihuwanay a inurekesan za pinuyumayan ha u wa e 頌揚祖先、卑南族

人要團結    頌 揚        更團結        卑南族 

 

歌詞大意：  

  勤奮、謙卑、和諧和團結 

  是我們祖靈的遺訓 

  優良傳統文化的精髓是我們卑南族努力發揚 

  代代相傳直到永遠、永遠 

  

                                                      
524

 rakaz 是根之意，以此來表示繼承傳統、並發揚光大。 
525

 traliy 是繩子之意，以此來表示如繩索般地牢固，團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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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0】〈下賓朗古調 10—孫貴花長老之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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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1】〈下賓朗古調 11—孫貴花長老之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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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2】〈下賓朗古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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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3】〈下賓朗古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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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4】〈下賓朗古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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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5】〈下賓朗古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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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6】〈下賓朗古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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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7】〈下賓朗古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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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8】〈下賓朗古調 18〉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mare puvunawa526 taziyane 給你戴上護身符 

互相  護身符    戴 

mare pu áputrata 互相戴上花環 

互相    花 

 

歌詞大意：  

  給你帶上護身符，讓病魔、邪氣、惡運 

  離你遠去，而帶給你平安。 

 

 

  

                                                      
526

 為女性專屬的護身符，是以細繩穿上小陶珠（’inasi），由女巫師為少女們佩戴在右手腕上，帶給少女平安、

驅除病魔及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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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19】〈下賓朗古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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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0】〈下賓朗古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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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1】〈下賓朗古調 21—搖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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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1】〈下賓朗古調 21—搖籃歌〉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 

1. ha lu wan u na i ya na ya i yau wo wa e  

  

 ha lu wan na i ya na ya i ya a u wo wa e  

  

 ha lu wan na i ya na ya i ya a u wo wa e  

  

2. ha ou wau wau matrangitrangietrangis527 u za eman 你為何一直哭泣 

                 哭泣、哭哭啼啼             什麼 

 ha uwa u matenateiena
528
 u za eman  

             哭 鬧           什麼 

 ha lu wa na i ya na ya i ya u wo wa e  

  

3. ha ou wau wau kalrupe´529 zieiyan ne imu wa 搖著孫子快入眠

了                  睡覺               孫子 

 ha uwa u pamere´ ziyeieiyan ne imu wa 你安靜地沉睡。 

          靜下來                孫子 

 ha lu wa na i ya na ya i ya u wo wa e  

  

4. ha ou wa uwau muwaruma´ elra ita ina imu wa 媽媽快要回家，別

再哭泣                 快回來           媽媽孫子 

 ha uwa u ´a´urunge lra za ´edulr imu wa 你的媽媽將要帶

蚱蜢回來。              帶             蚱蜢  孫子 

 ha lu wa na i ya na ya i ya u wo wa e 你媽媽要回來。 

  

 ha uwau kalrupe´  ziyei yan imu wa 乖乖地睡覺。 

           睡覺    乖乖      孫子 

歌詞大意：  

  我的乖孫，我的乖孫，你為什麼要哭呢 

  我的乖孫，乖乖地睡吧 

  你的媽媽從田裡快回來了，會帶蚱蜢回來 

  我的乖孫，乖乖地睡，等媽媽回來，我的乖孫 

                                                      
527

 matrangis 為哭泣之意，matrangitrangietrangis 則是強調一直哭泣、哭哭啼啼哭個不停的模樣。 
528 matena 為哭鬧、哭泣，而 matenateiena 則是加強語氣，表示一直哭鬧不休。 
529

 kalrupe 原詞為 alrupe´，睡覺、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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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2】〈下賓朗古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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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3】〈下賓朗古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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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4】〈下賓朗古調 26—夜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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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4】〈下賓朗古調 26—夜深了〉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asavak a ésunganan a i ya ne lra  i ya 這個夜晚很深 

   深       夜 晚 

 kaiyeta lra murarumaiya á530 elra  i ya 我們一起走回家 

   走          回 家 

2. zazuwa  mi lra muraruma iya á e lra i ya 我們在回家的路途中 

   要    我們     回 家 

 a mau mi  lrai pinudalaiyanane531 lra  i ya  

    在 我們       半 路 上 

3. isuwa lray kalivulaiyasane532 lra i ya 我已經回來了，我的子

女在哪兒迎接我？  在那        子 女 

 i ye ma ma lray kalisuruoiyonane533 lra i ya  

                    孫 子 

4. ngarayo mi za katengadraiyawane534 lra i ya 請準備椅子與板凳，等

待著我們。   等 待  我們      小 板 凳 

 tarayo mi za kalalipaiyadane535 lra i ya  

  接 待         椅 子 

5. kaita lra alralrupeiye á536 e lra i ya 回到家了，我們去睡

覺，  走吧       睡 覺 

 tazi ye ya ne  arareneiye á537  e lra i ya 安安靜靜地休息。 

 走吧         安安靜靜休息 

歌詞大意：  

  古老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十分忙碌。唯一的娛樂就是晚餐後姐姐、媽媽

們一家家互相邀約到最年長的長老家歡聚，比如談人、事、物，唱唱古調老歌. . . 夜

深了，手挽著手、哼著歌，快樂而滿足的一家一家互送。而家中的子女聽到歌聲，趕

緊開門迎接。此景是那麼樣的溫馨和幸福。 

  

                                                      
530

 murarumaiya´a 原詞為 muruma’，回家。 
531

 pinudalaiyanane 原詞為 pinudalanan，路途中、在路上。 
532

 kalivulaiyasane 原詞為 kalivulasan，原為接棒之意，在此指後代子孫。 
533

 kalisuruoiyonane 原詞為 kalisurunan，surun 原為接棒、傳承之意，在此指孫子，後代。 
534

 katengadraiyawane 原詞為 katengadrawan，小板凳、椅子，為南王用語。 
535

 kalalipaiyadane 原詞為 kalalipadan，小板凳、椅子，為下賓朗用語。 
536

 alralrupeiye´a原詞為 alrupe´，睡覺。 
537

 arareneiye´a原詞為 ararene´，安靜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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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5】〈下賓朗古調 27—柔和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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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5】〈下賓朗古調 27—柔和的光芒〉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a apuy apuy i kazenanan semenasenan538 在遠遠的山巒間，有微微的火光 

    火   火      深 山      火 光 

 an  ulra semaringesing nukipayawani 在山中見到的火光就如見到家

人的平安  如果 有     火 燄 

 ey dredrewani ey rowasapi roniyos  

  

2. a apuy apuy i kazekalran semenasenan 在山另一端的部落中，也有微微

的火光     火   火      部 落      火 光 

 an  ulra semaringesing nukipayawani 這些火光正代表著家人的思念 

 如果 有     火 燄 

 ey dredrewani ey rowasapi roniyos  

  

 

歌詞大意：  

  遙望山巒，柔和的光芒 

  似乎見到親人飄逸的髮絲 

  知道你們在山林中狩獵是很平安 

  在家的我們思念中也很安慰 

  

                                                      
538

 semenasenan 原詞為 semenan，senan 是光亮，而 semenan則形容很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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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6】〈下賓朗古調 28—快樂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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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6】〈下賓朗古調 28—快樂的聚會〉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saharan za inuwazukan na li na na 充滿著歡樂的聚會 

  歡 樂       聚 會 

 saringesingane lra ya 輕脆的鈴鐺聲叮鈴叮鈴作

響    鈴 鐺 聲 

 kataiyelrisane li yey turuni tulrengaw 到處都是鈴噹的聲響與回

音    鈴 鐺               聲音    回音 

 amau lra na ma á íeyezangane539 lra li yey 長老們在一起唱著祖先流

傳下來的歌謠   是             長 老 

 i tusenay   tumalr  

   歌唱       歌曲 

2. kemaya  ta  semenasenay na li na na  讓我們伴隨著鈴鐺的聲

響、高興歡喜地唱著歌   這 樣  我們   唱 歌 

 saringesingane lra ya  

  鈴 鐺 聲 

 kameling lra li yey turuni tulrengaw 鈴鐺的陞想回盪在我們的

四周   鈴鐺聲             聲音    回音 

 amau lra na ma á íeyezangane lra li yey 伴隨著長老們歡喜的歌唱 

  是             長 老 

 i tusenay tumalr 讓我們大聲快樂的歌唱吧 

   歌唱     歌曲 

 

歌詞大意：  

  嘹喨的歌聲，開朗的笑顏，熟悉的場景 

  沒有隱瞞，沒有爭執，溫馨歡樂聚會 

  但願時光停留在此刻 

  

                                                      
539

 ma´a´ieyezangane 原詞為 ma´a´izang，眾位長老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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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7】〈下賓朗古調 29—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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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7】〈下賓朗古調 29—歡樂〉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he ti panekunaw540 zi yan na resaresan541 na ngangizayan 同年齡、平輩們聚

合在一起        請他跳舞             平 輩       同 伴 

 mukasakasa542 tu pinipadangane ziye 我們大家同樣的

打扮，帶著花環。  同樣、一樣       裝 扮 

 maresaresan tu pini áputran tu pinivuung 

   同 樣         帶著花環 

2. he epinusa úran ta za akemakezeng za ma ízangan 我們這個團體就

是受到長老、領導

者的呼喚而在一

起，帶著花環一起

歡樂 

      被招喚的團體        領導者         長 老 

 mukasakasa tu pinipadangane ziye 

 同樣、一樣       裝 扮 

 maresaresan tu pini′aputran tu pinivuung 

   同 樣         帶著花環 

  

 

歌詞大意：  

  全體青年男女，盛裝著傳統服飾，頭戴著鮮豔的花環，是那麼的整齊、美麗

和沉穩，長老們看著晚輩的成長內心感到無限的欣慰。 

 

 

 

  

                                                      
540

 menekun 是跳躍之意，而 panekun 則是帶著他人跳躍，也就是請他跳舞之意。 
541

 resan 是相同、一樣之意，而 resaresan 在此用來稱做輩分相等。 
542

 mukasa 是通通、全部之意，mukasakasa 指全部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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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8】〈下賓朗古調 30—歡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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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8】〈下賓朗古調 30—歡樂歌〉 

歌詞翻譯：孫來春、孫秀女、孫優女、賴靈恩 

1. ta  ziyan menanekuna543 muwaraka544 我們去跳舞吧 

 我們 去      跳         舞 

 vulavulayan ananayan545 我可愛的同伴們 

   少 女       同 伴 

2. ta  ziyan senasenayaw umaumalraw 我們去唱歌吧 

 我們 去      唱          歌 

 vangangesaran546 alialiyan547 我英勇的同伴們 

  青 年          同 伴 

3. ta  ziyan masangala mapiyapiya 大家一起去歡樂吧 

 我們 去    歡 樂      大家 

 niruma énan wawadiyana 我親愛的族人及親人 

    族 人     兄弟姐妹 

4. ai ya ho o ha na a hey hey ya hoy  

  

 ha i yan hoy ye yan ho i ya hoy  

  

 ha i yan hoy ye yan ho i ya hoy  

  

 

歌詞大意： 

  今天是歡樂的日子，不分男女老少，部落全體族人，大家一起來唱歌跳舞吧!! 

  

                                                      
543

 menanekuna 原詞為 menekun，跳躍之意，在此用來描述跳舞。 
544

 muwaraka 原詞為 muwarak，舞蹈。 
545

 anay 是女性之間的互稱。 
546

 vangangesaran 原詞為 vangsaran，是指已成年的青年。 
547

 ali是男性之間互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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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7-29】〈下賓朗古調 32〉 

 

  

 



89 
 

【曲例 7-30】〈下賓朗古調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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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01】〈下賓朗歌謠 35〉幫我開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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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02】〈下賓朗歌謠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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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03】〈下賓朗歌謠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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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04】〈下賓朗歌謠 38〉歡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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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05】〈下賓朗歌謠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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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06】〈下賓朗歌謠 40〉 

 

  

 



96 
 

【曲例 8-07】〈平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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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08】〈平埔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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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09】〈日本時期歌舞組曲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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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10】〈下賓朗歌謠〉排灣族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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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例 8-11】〈增產報國〉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