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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想要瞭解一個原始族群的歷史文化、社會生活、宗教信仰以及規範價值等，

最主要的線索是他們祖先代代相傳的部落神話傳說和祖先的遺訓，尤其台灣的原

住民在和外來民族接觸以前都沒有文字，僅憑記憶，用口傳的方式包流了一些歷

史片段與文化精髓。在流傳的方式中，歌唱的傳達佔了極重要的部分，無論是生

活經驗的傳遞、文化的傳承、歲時祭儀中音樂歌舞的神聖性，在在顯示「音樂」

對原住民的重要性，幾乎和民族文化、個人生命是不可分離的。 

而在泰雅族的音樂中，「傳統性歌謠」就具有整個族群文化的累積與傳遞的

重要功能。在台灣原住民族群中，泰雅族的歌謠是最不具多樣變化的，但是卻最

具有從語言衍生的原生特質，這種古意盎然的吟誦式歌謠是最代表泰雅族傳統的

演唱方式。但因後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接觸，使得音樂在形式及內容上產生變

化，連帶的將原本音樂中傳遞的歷史文化、生活經驗、祖先遺訓，甚至社會規範、

宗教信仰也一併逐漸流失，雖然這些文化的流失是多方面的影響，但是無法抹滅

的是「音樂」在整個文化脈絡中具有的特殊功能。所以，面對傳統歌謠的流失，

不僅僅是音樂上的損失，更是整個文化傳遞的遺憾，因此，努力收集研究、分析

解讀傳統歌謠中的文化意義，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泰雅族音樂中，傳統歌謠的內容非常廣泛，可傳述泰雅族與整個自然環境的

互動，如族群源流與遷徙、歲時祭儀、風俗習慣、神話傳說及祖先的歷史文化等。

其傳統歌謠的音樂表現上是屬即興式吟誦唱法，音樂的風格不似其他族群那麼富

有旋律性，但泰雅族音樂真正呈現的是歌謠中內在深沈的文化意義，是對祖靈、

對人、對大自然、對族群的回應，著重的是生活實質的脈絡，族人生命的共同體，

亦是人與人、部落與部落、流域與流域彼此之間的分享與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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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雅族各個社群部落裡，或多或少都流傳著屬於自己的起源傳說，或以述

說、或以歌唱的方式來表達。在文獻紀錄方面，日據時期的許多著作都記載著部

落的起源傳說，但多以述說的方式記錄下來，音樂方面的記載極少。因此，在田

野採訪過程中，採集到許多有關部落起源、遷徙分佈的歌謠時，感到特別珍貴，

因而對此發生研究、探討之興趣。對這類傳述著整個部落歷史、起源遷徙的歌謠，

是歷經數百年仍傳頌不斷的「Lmuhuw 歌謠」，除了音樂之古老性，其用詞用語

已非今天泰雅族人所能輕易明白體會、所傳述的歷史已非年輕的族人所能瞭解，

因此，對於歌謠的記錄—包括音樂上的採譜與分析、歌詞的記載與詞彙意涵的解

釋，都力求詳細完整，透過一次又一次反覆地詢問演唱者或部落的老人，希望能

將歌謠中的歌詞能完全理解，對這些連部落裡的年輕人都無法瞭解其意的詞語，

能記錄下屬於泰雅族語言文化的精髓，如此才能深入地將歌謠中所傳達的歷史、

文化、及意義作一探討研究，藉由各部落社群所流傳有關部落起源、遷徙分佈的

歌謠，抽絲剝繭地將歌謠中所強調的族系與社群、社群與部落、部落與家族、家

族與個人，一層層有順序地將歌謠內在所交織呈現的關係釐清，由此來探討

Lmuhuw歌謠對於整個泰雅族群意義何在，在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中又扮演著何種

角色，與代表著泰雅族信仰與生命的 Gaga又是如何緊密地環環相扣。因此在本

論文中嘗試將歌謠所描述的傳統泰雅族社會的各種現象呈現，強調 Lmuhuw 歌

謠對於泰雅族人的影響及重要性，希冀喚起族內或族外對於泰雅族音樂、甚至擴

及整個原住民音樂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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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研究的對象為居住在大漢溪流域的泰雅族人為主。分佈於此流域的泰

雅人，在語言學家與人類學家的泰雅族分類中是屬於泰雅亞族中的賽考列克群與

澤敖列群1。在尖石鄉的分佈，文獻上是以馬武督山、高台山、油羅山、拉落山

連成一線，以西之淺山地區為澤敖列群之分佈區，當地稱之為「前山」；以東及

以南之高山地區為賽考列克群之分佈區，即油羅溪上游及玉峰溪、塔克金溪與薩

克亞金溪流域一帶，海拔平均一千公尺以上，當地被稱為「後山」。至於復興鄉

的泰雅人，主要以賽考列克群為主，其間並有屬賽德克亞族的道澤群混居其中。

本論文是以分佈此範圍的賽考列克群為主要對象。 

大漢溪及其支流所流經的範圍極為廣闊，除了大漢溪主流還包括其上游支流

有塔克金溪、薩克亞金溪、泰崗溪、玉峰溪、三光溪、塔曼溪、拉拉溪、寶里苦

溪、西布喬溪、榮華膝、義興溪、庫志溪、奎輝溪、高遶溪、三民溪等的泰雅族

為主，以及由此流域遷徙至鄰近的油羅溪、花園溪屬同一社群的泰雅族為輔。大

漢溪流域及其上游支流在現今的行政區域上分屬於桃園縣復興鄉的華陵村、三光

村、高義村、長興村、奎輝村、羅浮村、義盛村、霞雲村、澤仁村、三民村等，

與新竹縣尖石鄉的玉峰村、秀巒村，而油羅溪流域也屬新竹縣尖石鄉，主要範圍

為新樂村、錦屏村、梅花村、義興村、嘉樂村等，花園溪則屬新竹縣五峰鄉的花

園村。 

關於整個大漢溪流域的泰雅族，早期文獻中對此區域的社群記載，在清朝的

紀錄僅將大嵙崁溪流域（即今大漢溪流域）的泰雅族稱為大嵙崁蕃，實際上大嵙

崁蕃是包含大嵙崁與 gogan兩個社群，而且將住於玉峰溪一帶的稱為馬里闊丸

                                                 
1 依其社會組織、起源傳說、語言及風俗習慣之差異，語言學家將其系統分為泰雅亞族（Atayal 
Proper）與賽德克亞族（Sedeq Proper），此二亞族的分佈區域，大致可從南投縣境的北港溪至今
花蓮、宜蘭兩縣交界的和平溪畫一界線，以北的山區屬於泰雅亞族的散居地；以南的山區則為賽

德克亞族的散居地。泰雅亞族又分為賽考列克（Seqoleq）與澤敖列（Tseole）兩大系統：其中自
認為祖先源自於 Pinsbkan者為賽考列克系統，而以大壩尖山為發祥地者為澤敖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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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應該同屬一系統而住在馬武督溪一帶的泰雅人獨立稱為馬武督蕃，造成族群系

統混亂不清；到了日據時期，許多人類學家與語言學家投入原住民的研究工作，

對於此範圍的泰雅族就有較詳細的分法，如在《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中就將此大嵙崁溪流域分為大嵙崁蕃、gogan番、mrqwang番、knaji’番，以及

分佈於前山油羅溪流域的 klapai番；於森丑之助《台灣蕃族志》（第一卷）對於

此區域的社群記載有大嵙崁蕃、gaogan蕃、malikowan蕃、kinaji蕃與 karapai

蕃；而在佐山融吉的《蕃族調查報告書》中為 subutonnohu蕃、gaogan蕃、

malikowan蕃、kinaji蕃與前山的 kalapai蕃。對於日時文獻的紀錄，依族人或

以自稱或以他稱的社群名稱較明確地記錄下來，並將各社群的分佈狀態與地理位

置皆詳細地述說，因此在本論文中多採用日據時期文獻以及族人對其族群的稱呼

來作為社群命名的依據，只是為了文中敘述方便，因此中文名稱則沿用文獻中的

中文命名，而不直接音譯。 

因研究的範圍頗大，無法實際地採訪每一個部落，而且有語言溝通上的問

題，所以必須透過族人的翻譯與帶領。因為研究的主題是有關歷史與傳統音樂，

所以尋訪的對象必須懂得部落的歷史且又會吟唱傳統歌謠的老者，在尋訪的過程

中就發現，部落中的老人所佔的比例極少，加上能講述部落歷史的又更少，當然

善於歌唱的則更是稀少，往往一個部落甚至一個村落中，還不一定能找到會演唱

的老人，又加上其演唱的歌謠在族人的認定中是不是足夠稱為泰雅族真正的傳統

歌謠，使田野採訪的工作又更加艱難，因此唯有透過族中耆老的推薦，分別尋找

各部落中善於歌唱的耆老。因此，從 2000年的田野工作至今，僅收集到今尖石

鄉的泰崗部落、玉峰部落、錦屏部落與復興鄉溪口台部落、羅浮部落與五峰鄉的

天湖部落共七首有關 Lmuhuw的傳統歌謠，再加上由風潮唱片發行、吳榮順老

師錄音的《泰雅族之歌》其中一首尖石鄉田埔部落的泰雅史詩，與多面向工作室

與黑帶‧巴彥合作錄音的五峰鄉天湖部落的 Lmuhuw歌謠，共九首樂曲，以下

就將 Lmuhuw歌謠的田野記錄呈現如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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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Lmuhuw歌謠田野記錄 

 錄音時間 部落 受訪者 訪問內容摘要 
1 20000911 尖石玉峰 黃文明 Hayong Botu 1、 馬里光的遷徙 

2、 Lmuhuw歌謠 
3、 提親歌 

2 20001007 尖石錦屏 鍾興定 Uraw Syt 1、 錦屏部落的遷徙 
2、 Lmuhuw歌謠 
3、 提親結婚過程 

3 20001128 復興溪口台 林明福Watan Tanga 1、 大嵙崁與合歡群的
遷徙 

2、 Lmuhuw歌謠 
3、 口簧琴 

4 20010711 尖石泰崗 尤敏‧羅信 Umin Losing 1、 泰崗部落的遷徙 
2、 Lmuhuw歌謠 

5 20010712 五峰天湖 黃清浮 Temu Bonay 3、 天湖部落的遷徙 
4、 Lmuhuw歌謠 
5、 歡迎歌 

6 20010719 復興溪口台 林恩賢 Tasaw Tanga 1、 Lmuhuw歌謠 
2、 溪口台部落的遷徙 

7 20020206 復興羅浮 陳文輝 Tajil Yuraw 1、 大嵙崁與合歡群的
遷徙 

2、 Lmuhuw歌謠 

除了以傳述部落歷史及祖訓為主的 Lmuhuw歌謠外，另外田野採集的過程

中，也收集了許多與 Lmuhuw歌謠相關的傳統歌謠，如描述提親、求親、歡迎

客人的歌曲，或是與傳統社會生活有關的歌謠，如織布、舞蹈、感恩、出草、傳

說故事--通過神靈之歌、射日、成長之歌、打獵等歌曲，透過這些傳統歌謠，可

以幫助我對於泰雅族的音樂有更深的認識與瞭解（記錄詳見參考資料）。 

因此，透過採譜、歌詞翻譯、訪問報導人及探討其中傳述的歷史，試著將這

珍貴的口傳史料完整記錄下來，且透過詞義本身所敘述之內容，對整個大漢溪流

域泰雅族社群之部落源起、移動與其他社群互相影響的關係，做一完整的描述、

探討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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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首先將有關於 Lmuhuw歌謠及泰雅族傳統音樂相關的研究文獻做一探討，

包括與泰雅族傳統音樂有關之論述及有聲資料。 

（一）論述 

在論述方面，在日治之前，針對高山族音樂的研究並不多，清代文獻中所記

載的多是有關平埔族音樂的描述與記錄。正式且具規模的研究始於日據時期，從

日據時代開始對台灣原住民作大規模學術研究的調查工作，至今大約已超過了一

百年，在這期間對於泰雅族傳統音樂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兩個時期：1、日治時期；

2、台灣光復後。以下分別敘述這兩個時期的研究者與著作。 

1、 日治時期（1895∼1945） 

自日本 1895年接收台灣之後，就陸續有許多研究者前來調查台灣的原住

民，他們的身份有的是受官方委託、有的是因興趣而投入研究，其中除了專門研

究音樂學的日本學者，還有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的紀錄，其著述的數量是空前的。

將各研究者的著述分述如下： 

（1）伊能嘉矩 1907年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的〈台灣土蕃 歌謠

固有樂器〉，全文分成兩大部分：土蕃的歌謠與蕃族的固有樂器，每一類的歌

謠與樂器均舉例說明，但歌謠方面以平埔族為主，並沒有關於泰雅族的紀錄2。 
（2）森丑之助 1917在《台灣蕃族志》第一卷中對於泰雅族的歌謠提出三

種分類：一是自古以來流傳於蕃社的古歌，古歌多頌讚祖先之軼事或偉人的功

勞，有些歌詞以成死語無人能曉；二是當時流行的俗謠；三則是觸景見機而隨意

吟唱的歌謠。其中第一類的歌謠提到的古歌，與本論文有關，可惜的是沒有任何

歌詞或音樂的紀錄。森氏並認為泰雅族的音樂是最原始的型態，其音律與音調是

令人意外地感到沈靜而幽雅，並非如想像中喜愛獵人頭的民族所應有的高昂強

徑。因此他特別提出泰雅族人在歌唱時的心裡狀態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3）佐山融吉 1918在《蕃族調查報告書》大么族前篇與後篇中，記錄了

許多各部落所採得的歌詞與翻譯以及演唱時機，所採集到的有北勢蕃「出草而歸

之歌」，Kalaisan蕃「出草前所唱的歌」、「出草歸途之歌」、「擣粟之歌」，Kalapai
蕃「平時的歌謠」，Gogan蕃「婚禮之日之歌」、「田歌」、「擣麻糬歌」、「婚禮頭

                                                 
2伊能嘉矩，〈台灣土蕃 歌謠 固有樂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52，1907：23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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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祝福歌」，以及 kinaji蕃「出草凱歌」等，在早期的研究中，可算是較豐富的
記載，尤其是歌詞方面有單字、大意極為詳細的處理，只可惜沒有樂譜的紀錄。 

（4）1909年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在「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之下成立了「蕃
族科」，開始進行對台灣原住民族諸項生活慣習之調查，於 1913年到 1922年間
陸續出版了 27冊的研究資料3，其中 1915年出版的《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泰雅族」（不含賽德克群）中有對於歌謠、舞蹈、樂器三方面提出詳細的報告，

這些資料後來也為黑澤隆朝所引用。音樂的紀錄仍以對語言文字的檔案處理，以

及對音樂現象進行抽象、描述性的紀錄，無記譜的資料。 
（5）真正屬於音樂學研究的第一人則為日本的田邊尚雄，他於 1922年來

台進行民族音樂的田野調查，此次田野調查中，收錄了泰雅族的歌曲有七首，分

別為：「親愛的朋友」、「戀歌」二首、「獵首後的舞歌」、「耕作之歌」、「首祭之歌」

二首的錄音資料，田邊氏並於 1923年在東京的文化生活研究會出版『第一音樂
紀行』。 

（6）另一自東京音樂學校出身的竹中重雄，曾任職嘉義女子高級中學而研
究阿里山鄒族歌謠，開始對原住民音樂產生濃厚的興趣，對原住民音樂的研究包

含實地採集、音樂理論分析、樂器研究等，並在各種報章雜誌發表過許多文章，

其中自昭和 12年 1月至 13年 6月在《台灣時報》所連載的《到台灣的內地尋
找蕃歌》十三篇文章中，記載了他在宜蘭及台中所調查的泰雅族部落，並以五線

譜記錄了七首歌謠，包括今宜蘭大同四季部落的「戀歌」、「獵首之歌」，南山部

落「田裡工作歌」、松羅部落「獵首之歌」，以及台中和平鄉環山部落的「出嫁之

歌」、「思念之歌」、佳陽部落「往田裡之歌」4。 
（7）佐藤文一在他 1944年的著作《台灣原住種族 原始藝術》中，將舞

蹈、音樂、歌謠分三章詳加專論，均有其獨特的見解。在音樂方面認為泰雅族的

音樂是屬於較原始的音樂型態，因為其音的數目最少，由音組織去衡量的。至於

歌詞只採用記錄了兩首「首獵 出 時唄 歌」、「耕作、酒宴 歌」，由歌謠內

容、形式去探討美的本質。 
（8）之後的黑澤隆朝可說是日本學者對於台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集大成

者。1943年總督府委託黑澤隆朝，花了近五個月的時間，進行全島一百五十三
個部落的調查，包括島內的八族高山族（泰雅、賽德客、布農、賽夏、鄒、排灣、

擇利先（魯凱）、卑南、阿美），採集了近千首的歌謠與器樂曲，其中記譜約有二

百首，其著作『台灣高砂族音樂』成為後世研究原住民音樂必讀的入門、重要文

獻。而對於泰雅族音樂的部份，所採集的部落以角板山社、竹頭角社（即今天桃

園復興鄉長興村頭角）與眉原社（今南投仁愛鄉眉原部落）為主，其中竹頭角社

則在本論文所研究的範圍之內，對本研究有極大的裨益。竹頭角社所採集到的音

                                                 
3 包括《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八卷、《蕃族調查報告書》八卷、《台灣番族慣習研究》八卷三套
的調查成果，另外加上森丑之助《台灣蕃族圖譜》二卷、《台灣蕃族誌》第一卷，合計為二十七

冊。 
4 竹中重雄，〈蕃歌 尋 台灣 奧地 〉，《台灣時報》206-207、209-215、217、219、22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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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有「歡待之歌」、「結婚式頭目之歌」2首、「結婚式媒人之歌」、「結婚式客人
之歌」、「耕作之歌」3首與「山之歌」共 9首傳統歌謠，並有口簧琴的錄音與紀
錄。所採集的歌謠，雖然無與本論文相同的音樂題材，但可從音樂的角度上去探

討整個泰雅族傳統音樂的變化，是極為寶貴的資料。 

2、 台灣光復後（1945年至今） 

台灣光復後，在原住民音樂的研究主要由 1966年史惟亮與許常惠等人發起

歷時二年的「民歌採集運動」，從事全台灣地區大規模的民歌調查與採集工作，

單原住民音樂的部分，便採錄了近千曲。同時其還有留學日本東京大學的呂炳川

返台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日籍學者岸邊成雄與小泉文夫也參與其工作。師大音樂

研究所的音樂學組成立，陸續有研究生投入原住民音樂的研究，完成數篇有關原

住民的論文。之後，更有許多關心原住民文化的文史研究者投入田野調查工作，

尤其近幾年對於原住民音樂的紀錄保存工作急趨熱烈，使得各項研究更顯得蓬勃

發展。 

（1）許常惠與史惟亮在民國 56年籌組「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前後進
行了五次重要的田野工作，所採錄到有關泰雅族的部份有民 55年 5月由李哲洋
與劉五男於新竹縣採錄的、民 56年 7月由史惟亮等在宜蘭採錄、民 67年許常
惠等於宜蘭所採錄的5，而之後出版的僅將民 67年於宜蘭採錄的歌謠錄製成唱片
6。在許常惠的論述中，僅對泰雅族音樂的音組織方面提出三音與四音組織的探

討7。演唱形式方面則提到泰雅族是單音朗誦唱法，歌謠的歌詞、旋律、節奏皆

屬於即興的，而賽德克亞族有知名的卡農唱法、兩部合唱等。並列舉三首採錄到

的歌謠：新竹五峰鄉「情歌」兩首、苗栗南庄鄉「慶祝結婚之歌」，並附有詳細

的譜例及歌詞翻譯8。 
（2）呂炳川在其 1982的《台灣土著族音樂》一書是根據 1977年代表日本

勝利唱片公司，參加日本政府主辦藝術祭比賽的唱片『台灣高砂族之音樂』的解

說書所翻譯的，其中關於泰雅族的錄音共有十首，採錄地點屬泰雅亞族的有復興

鄉澤仁村一首「口琴舞」，其他為賽德克族群，而歌謠方面則全是賽德克族群。

對於所採錄的音樂，以五線譜紀錄，可惜的是歌謠並沒有紀錄其歌詞，僅說明其

大意，但有詳加介紹演唱的背景與時機，並且述說簡單的音樂分析。 
（3）巫澄安 1958〈泰雅古樂譜三首〉，僅將樂曲以簡譜的形式記譜，並沒

                                                 
5 張怡仙，《民歌採集運動始末及成果研究》，1988：107-109。 
6 於 1944年，由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民俗音樂研究中心收錄在《中國民俗音樂專集》第十九輯
「泰雅族與賽夏族民歌」中。 
7 許常惠，《台灣音樂史初稿》1991：33-35；《音樂史論述稿》（二）1996：24。 
8許常惠，《台灣高山族民謠集》1976：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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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歌曲名稱及歌詞，所使用的旋律應屬一般民謠，音組織有四音與五音音階。 
（4）丁岐元 1961〈烏來泰雅族音樂〉以中、英文兩種版本，針對烏來地區

的泰雅族音樂與樂器，簡單的紀錄、記譜與說明，共採錄了七首歌謠「賞花」、「婚

宴」、「思母」、「歡樂歌」、「烏來姑娘」、「豐年舞歌」、「青春樂」，其旋律所使用

的音組織多是五音音階，以歌詞內容分析應屬一般民謠類的歌曲。 
（5）林清財 1989《台中縣音樂發展史》中紀錄了和平鄉環山部落與苗栗縣

泰安鄉象鼻部落的泰雅族歌謠，環山部落有「求婚的歌」、「舂小米的歌」、「失戀

的歌」、「結婚祝福的歌」、「跳舞之歌」以及象鼻部落的「歡迎歌」、「提親歌」、「頭

目的歌」等 8首歌謠，皆有歌詞、採譜，及訪問演唱者歌謠內容等記錄。 
（6）陳鄭港 1995《泰雅族音樂文化之流變—以大嵙崁群為中心》提出了泰

雅族人對於歌謠的認知與看法，並歸納出一套泰雅歌謠分類系統，可算是目前對

於泰雅族音樂有突破性的研究。文中並收錄了各類形式的泰雅歌謠，與本論文相

關的是屬於傳統古代的歌謠，有「泰雅拓墾史詩」（黃榮泉演唱）、「大嵙崁群拓

墾史詩」（陳真誠演唱），屬傳統單音朗誦式歌謠，皆有詳細的歌詞紀錄與翻譯，

採譜方面僅有黃榮泉演唱的「泰雅拓墾史詩」，但缺少針對樂曲的分析。 
 

（二）有聲資料 
（1）《高砂族 音樂》，黑澤隆朝 1943年錄音，由日本 Victor唱片公司製

作 1974年發行，將泰雅族分 Taiyal與 Sasek兩部份，泰雅本族收錄了 8首歌
謠及三首樂器曲（口簧琴與縱笛），並附有詳細的樂曲解說。 
（2）《台灣山胞的音樂—布農、邵、魯凱、泰雅》中國民俗音樂專輯第十輯，

呂炳川錄音，後由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民俗音樂研究中心企畫製作，由第一唱片

發行，收錄了 5首歌謠與 5首器樂曲。 
（3）《泰雅與賽夏族民歌》中國民俗音樂專輯第十九輯，許常惠錄音，後由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民俗音樂研究中心企畫製作，由第一唱片發行，收錄了 13
首歌謠與 3首口簧琴曲。錄音地點均在宜蘭縣大同鄉與南澳鄉的泰雅族部落。 
（4）《人文之音—泰雅族之歌》，明立國錄音、製作，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出版，分為傳統篇與現代篇，在傳統篇方面共收錄了 12首歌曲，錄音地點為
花蓮縣。 
（5）《大地之音—泰雅傳統與歌謠》，吳廷宏錄音，杜賴瓦旦音樂工作室製

作發行，有傳統的歌謠與現代改編或創作的歌謠共 10首，錄音地點主要以苗栗
泰安鄉的部落為主，其中較特別的是有收錄領唱式的傳統演唱歌謠，這在前人對

於泰雅亞族的論述中均未曾出現過。 
（6）《泰雅族之歌》，吳榮順錄音、製作，由風潮唱片公司發行，共收錄了

30首音樂，包含口簧琴演奏與歌謠，錄音地點為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泰雅亞
族及南投縣仁愛鄉賽德克亞族的部落。其中，本論文引用最後一首「泰雅史詩」

作為研究參考的資料。 
（7）《泰雅族歌謠》，台中縣立文化中心製作，共收錄了 26首歌謠，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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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以台中縣和平鄉的泰雅族部落為主。 

而研究的方法則透過田野資料蒐集、採譜與分析、採詞與翻譯、撰寫與探討

等步驟： 

1、田野資料蒐集：本論文主要目的是想瞭解泰雅史詩與整個大漢溪流域泰

雅族社群的關係，透過田野採集、錄音、錄影、尋訪報導人的過程，作有系統的

整理。 

2、採譜與分析：將音樂還原到記載在紙上的樂譜，就原音的再現而言，充

其量仍是不完美的，但對於音樂研究者，某種形式的記譜乃是不可或缺的。雖然

西方五線譜的記譜方式，對於東方民族的音樂（尤其是原住民的音樂）並不見得

合適，但為了能將音高、節奏表示清楚，較容易一目了然而便於分析，所以仍使

用五線譜的記載方式來記錄音樂。而音樂分析主要有（1）音組織：音域、音階

或調式（2）曲調結構：音型、節奏、動機、樂句、曲式等（3）演唱形式：如

領唱、對唱、齊唱、獨唱等（4）歌詞：歌詞的原文、歌詞的中文翻譯、語言結

構等（5）演唱時機：何時、何地、何人、何種儀式中使用等。 

3、採詞與翻譯：因為原住民沒有文字記載，有關歷史文化的淵源，神話故

事的傳說等等，難免會有多種說法，而且泰雅族因分佈廣闊，時常隔一座山或越

過一條河，同一事物的名稱就有不同的說法或發音，更何況以口傳的方式而流傳

的傳說呢？而且現在部落中懂的傳統文化的，大多是七八十歲的長者，會吟唱傳

統歌謠的更是少之又少，更遑論歌謠中的內容解釋。有許多歌謠中的詞，在現在

泰雅族語中並不廣泛使用，因而翻譯的工作更顯得困難重重，因此需要精通泰雅

古語的專業人士，才能完整的將歌謠中的歌詞意義展現，才不失傳統歌謠的內在

精神。因此透過對泰雅族傳統文化及對母語有深入研究的泰雅族長者幫助，期待

能將泰雅史詩豐富的意涵能完整的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