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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Lmuhuw與族系 

泰雅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位於台灣北邊、地域分佈最廣的第二大族群，對

於泰雅族族群的分類，早期清朝時期因此族群居於台灣北部的山區，昔稱「北

蕃」；又因其臉部有刺紋，故又稱之為「王字蕃」或「黥面蕃」，這些是對於泰雅

族的泛稱，但對於泰雅社群並沒有特定的分類，僅以部落或蕃名來稱呼。到了日

據時期，日本學者對於全台原住民展開大規模的調查，因此對於泰雅族有了更詳

細的分類，如淺井惠倫在 1936年一篇關於蘭嶼雅美族語言的論文裡，曾提出以

原住民高山族語言為標準的分類22；而鹿野忠雄於 1941年提出類似淺井氏的複

級分類法，23他將族群分類根據一定基準的層序，採用亞族、群等名稱，根據部

族（Tribe）－亞族（Sub-Tribe）－群（Group）－番社（Village）的順序，使

分類有一貫的體系，並且綜合體質、語言、習俗三方面來做分類。光復以後，又

陸續有國內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語言學家對於泰雅族有更進一步的分類系

統，如衛惠林綜合了語言、風俗習慣、及起源傳說等各因素，將泰雅族做一簡明

的分類24；李亦園又以衛惠林的分類為基礎，在比照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等的資

                                                 
22 淺井惠倫在 1936年一篇關於蘭嶼雅美族語言的論文裡，曾提出以原住民高山族語言為標準的
分類，其中他把泰雅族與賽夏族同歸於北群，並分泰雅族為二部分及若干方言群如下 
（A）Atayal proper 泰雅族 

（1）Taikei-Dialect （大溪方言） 
（2）Taiko-Dialect  （大湖方言） 
（3）Bunsui-Dialect （汶水方言） 
（4）Hakku-Dialect （白狗方言） 
（5）Bandai-Dialect （萬大方言）mixed with sedeq 

 （B）Sedeq 賽德克族 
（1）Taroko-Dialect （太魯閣方言） 
（2）Musha-Dialect （霧社方言） 

23 鹿野忠雄的分類請參考下一節「族群系統的分類」。 
24 衛惠林綜合了語言、風俗習慣、及起源傳說等各因素，將泰雅族做一簡明的分類： 
（A）、泰雅亞族 Atayal Proper 

1、Sekoleq 群 
2、Tseole 群 

（B）、賽德克亞族 Sedek 
1、東 Sedek群 
2、西 Sedek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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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更細分各群之下為若干亞群，也說明了泰雅族人在廣大地域內遷移雜居的情

形；25另一語言學家李壬癸，則依語言的差異將泰雅族做如下的分類及舉出具有

代表性的幾個方言的地理位置。26  

綜合上述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對於泰雅族的分類，主要可以分為三大系統：

賽考列克系統、澤敖列系統與賽德克系統。但這只是調查者及研究者所做的客觀

分類而已，分屬這三系統的泰雅族人們並不具有如上述明確的共屬意識，而各自

擁有獨立的團體，對於族群的概念，他們有自己對於所屬族群的認知與認同，並

且知道如何與其他族群有所區分。從採集的歌謠當中，有一部份的描述是關於各

社群的分佈，即族人對於自己所屬的部落或族群有一明確的分類，雖然歌詞並沒

有直接將各群的分佈範圍詳細地界定，但藉由訪問報導人及部落中的耆老根據歌

謠中所提到的遷徙過程與分佈，來對於其所屬社群的認知和與鄰近社群的關係，

逐步將大漢溪流域各社群的分佈描繪出來，藉由歌謠及泰雅族人自身對於族群的

概念，重新來對泰雅族族系問題有不同的觀點與詮釋。 

                                                 
25 李亦園的分類請參考下一節「族群系統的分類」。 
26 語言學者李壬癸，則依語言的差異將泰雅族做如下的分類及舉出具有代表性的幾個方言的地
理位置： 
（A）Atayal 

1、Squliq 
（1）Ulay台北縣烏來鄉各村 
（2）Mstbaun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 
（3）Lmuan宜蘭縣大同鄉留茂安 
（4）Pyasan桃園縣復興鄉澤仁村 
（5）Ulay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 
（6）Tbulan台中縣和平鄉博愛村 

2、C’uli 
（1）Mayrinax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 
（2）Skikun宜蘭縣大同鄉四季村 
（3）Palngawan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 
（4）Maspazi’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 
（5）Msba’iy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 

（B）Sediq 
（1）Paran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 
（2）Toda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 
（3）Truku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親愛村松林、花蓮縣秀林、吉安、壽豐、光復、豐濱、

卓溪、萬榮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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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歌謠中的遷徙 

在各部落的 Lmuhuw歌謠中，皆有詳細地描述各自部落的遷徙過程，大多

從祖先的起源地開始敘述，然後如何越過重重的高山，順著較大的溪流，以溪流

的交會處作為開墾的根據地，再逐漸向溪流兩岸或延伸至其他溪流的流域開拓，

形成了現今部落的分佈狀態。所以各部落皆有屬於自己的開拓遷徙過程，其遷徙

的路徑有些是相似甚至相同，有些卻是部分相同、部分不同，雖然歌謠中並沒有

將遷徙的年代或時間描述清楚，但從各部落的遷徙路徑可以推測出各部落遷徙時

間的先後，以及部落與部落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而探討各部落與社群之間的關

係，藉由歌謠中的敘述就能很清楚地描繪出整個大漢溪流域的族群分類。 

以下，將各部落歌謠中有關遷徙的歌詞節錄，並加上演唱者對於歌詞中的解

釋與補充，以此繪出各部落的遷徙路線圖，最後將各部落的遷徙圖做一整理歸納： 

 

（1）泰崗部落 

演唱者尤敏‧羅信認為其祖先是來自 Pinsbkan附近的馬卡納奇，不知在多

少年前，祖先摩武達及波利庫‧武達就帶領族人來到 hbun Heboung附近建立最

初的部落，之後再繼續往下游拓展： 

 

我們偉大的祖先摩武達及波利庫‧武達最初一起來到 hbun Heboung

（鎮西堡附近），然後再往下到 hbun Tunan（秀巒）、hbun Pehwan（田

埔），一直到 hbun Sinseki（尖石）。（節錄自附錄六） 

 

由歌詞中所描述的遷徙過程，我們可以繪出屬於這個部落所認同的社群分

佈，其遷徙圖如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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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泰崗部落遷徙圖 
尖石 

hbun Sinseki  
田埔 

hbun Pehwan  
 
 
秀巒 

hbun Tunan        鎮西堡 
hbun Heboung  

 
馬卡納奇 

Knaji 
旁斯博干 
Pinsbkan 

（2）田埔部落 

因此曲是選自有聲資料，且演唱者已過世，所以僅能就歌詞中的描述及訪問

鄰近部落所得的資料來探論： 

 
我們偉大的祖先武達對子孫說，在這個地方人口漸漸增多，以致於

無法容納所有的人，所以帶領著族人往平坦的平原前進。順著溪流往下

來到了新光（hbun-Heboung），繼續往下由來到秀巒（hbun-Tunan），
再往下到了田埔（hbun-Pehwan），到了玉峰（hbun-Bilaq）。（節錄自
附錄五） 

由歌詞中的敘述，描繪出其遷徙圖（圖三）： 
 
【圖三】田埔部落遷徙圖 

玉峰 
hbun Bilaq 

田埔 
hbun Pehwan  
 
 
秀巒 

hbun Tunan        鎮西堡 
hbun Heb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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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玉峰部落 

根據演唱者黃文明的說法，其祖先是來自 Pinsbkan附近北港溪上游的 hbun 

-Cinpuroq，族人稱此地為「Mrqwang」（馬里光），祖先們由此地出發往北越過

重重的高山，最後來到玉峰溪與無名小溪的交會處，在此建立最早的部落，之後

再逐漸沿著溪流兩岸拓展： 

 
有一個名亞維‧波特的祖先，就從金布羅溪水會流處（hbun- 

Cinpuroq）這個地方帶領族人，翻過那互山坳（quri-Ngahut）、拉號山
坳（quri- Rahaw），越過卡那‧挪羅（Kana-Norow），最後來到玉峰溪
水會流處（hbun-Bilaq）這個地方，各自尋找可生存居住之地。（節錄
自附錄四） 

 
由歌詞中的描述，將此部落的遷徙繪圖如下（圖四）： 
 
【圖四】玉峰部落遷徙圖 

玉峰 
hbun Bilaq 

卡那‧挪羅 
Kana-Norow 

 
拉號山坳 
quri- Rahaw         

 
那互山坳

quri-Ngahut 
 
馬里光 

hbun-Cinpuroq 
 

旁斯博干 
Pinsbkan 

 
（4）錦屏部落 

根據此歌謠的演唱者鍾興定的描述，此部落的祖先是來自後山的族群，其祖

先曾經在後山的鎮西堡部落居住約兩代，到了其父親這一代時，才從鎮西堡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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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往下游，翻過 quri-Lupi（今東穗山），來到現在的居住地：27 

 
就是如此，離開吧！翻過盧比山坳（quri-Lupi），來到錦屏（hbun 

-Lesan）、尖石（hbun-Linahoy）這一帶河流的交會處，已經到了平原
地帶，不會再回頭回到山上去，一起在這個地方尋找較平坦適合開墾的

地方，好讓我們的子子孫孫繁衍下去。雖然我們在這環境較好的平原地

帶生活，要記住祖先早期困苦的生活，不要太安逸，更不可以忘記在我

們背後的原住地（故鄉）以及祖先教導遺留下的泰雅族精神。 
 

從歌詞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到此部落的原住地是位於「後山」，因為

某些原因才遷移至「前山」居住，所以此部落族人的族群系統應與原住地（後山）

相同，在族人自我的族群認知上也是認為屬於後山的社群，即使與前山不同的社

群混居在一起，仍然不會混淆其祖先的族群系統，在語言上也與原居於前山的族

群有些許的差異。以下由歌詞的敘述，將此部落的遷徙圖描繪如下（圖五）： 

 
【圖五】錦屏部落遷徙圖 

尖石 
hbun Linahoy 

錦屏 
hbun-Lesan 

 
 
盧比山坳 
quri-Lupi 

       
  鎮西堡 
hbun Heboung  

 

（5）天湖部落 

關於天湖部落的歌謠有兩首，其中一首的演唱者黃清海已過世，所以只能訪

問到另一首的演唱者—黃清浮，以及同部落的邱振林，根據他們的說法：其祖先

是來自大壩尖山底下的白石部落，在日據時期才被日本政府強制遷移至現在的地

                                                 
27  關於鍾興定的家族系譜可參考第三章第一節「馬卡納奇群的遷徙與部落開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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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居住，從兩首歌謠中的描述來看，的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此部落應該是與居住

於 hbun Heboung（鎮西堡）的族人同屬一個社群，將兩首的歌詞節錄如下： 

 
自從翻越過 Sbayan大山，祖先mYabuh帶領蔓延到 hbun Zheboung

這個地方。你們不可能在生活在一起，孩子們！你們將各自尋找屬於你

們的地方。（節錄自附錄八） 
 
我們的原住地是在大壩尖山（Papaq），感謝日本政府將我們遷移到
現在的地方。（節錄自附錄九） 

 
綜合上述兩首的歌詞，描繪出此部落的遷徙路線（圖六）： 
 
【圖六】天湖部落遷徙圖 

天湖部落 
R’ra 

 大壩尖山（白石部落） 
Papaq （Sqayacing） 
 
                  鎮西堡 

hbun Heboung  
 

Sbayan大山 
 
（6）羅浮部落 

根據演唱者陳文輝的陳述，其祖先與其他的族人是來自 Pinsbkan，一起往

北經過許多的溪流、翻過重重的高山，然後沿著大漢溪的兩岸以溪水的交會處為

據點、拓建部落，在歌謠中皆有詳細的描述： 

武達、摩阿彥、雅伯三位領袖，曾對我們說：讓我們帶你們越過斯

巴揚山坳，到思源啞口與你們分離，在此分為三個隊伍各自分散開。翻

山到的 hbun-Tunan（秀巒）附近，尤敏‧哈勇就開口說了：我就留在
此處定居吧！翻過山到了 hbun-Bilaq（玉峰）這個地方，有一位叫亞維‧
波特的就說，我要留在此處建立家園。繼續向前，來到了 hbun-Gogan
（三光）這個溪流會合處時，邦凱與卡波里就說我們要定居在此處，來

到了 hbun-Sibunaw（西布喬溪）這個地方時，夏啟達就說：我要翻山
去到那邊的 b’nux Sibunaw（色霧鬧平台），留在那兒建立家園。來到了
hbun Kobu（高坡），巴度‧達拉哈就說：我要越過高坡台地，翻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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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拉號之地。仍然繼續走，翻山來到 hbun Qolu（三民一帶的溪流），
其中卡雅‧瓦旦就說：讓我繼續往前走，要到馬岸平原直到馬岸山坳。

不久到達了 hbun Qalahan（義興溪的會流處），雅義‧巴度就說，他要
爬到 b’nux Qramay（卡拉邁高地），留在那兒居住。到了 hbun Qumi，
耆老瓦旦就說：讓我在此建立家園吧。來到 hbun Ngusan（奎輝溪的會
流處），其中普金就說，我要在這一帶開墾，一直到上游的的嘎色鬧平

台。來到了 hbun M’apung（高遶溪）時，有一耆老瓦旦就說：讓我繞
過 quri Mapong（馬阿彭山坳）直到水田一帶。祖先們又繼續往下游，
來到了（石門）一帶的溪流會合處，當他們往下游眺望時，發現有炊煙

從下面冒上來，於是耆老貝斯‧納外就說：我們繞過他們去吧！於是就

反轉來到 tunux Qara（頭角）一帶。 

所敘述的遷徙過程極為繁複詳細，因此將上述的歌詞繪製成圖可以較簡單地

瞭解其遷徙的路線（圖七）： 

 
【圖七】羅浮部落遷徙圖 

三民 
高遶                   奎輝       hbun Qolu 

hbun M’apung   頭角    hbun Ngusan  
tunux Qara                            哈汶 

hbun Qumi     卡拉邁 
溪口台   羅浮            b’nux Qramay  

義興 
hbun Qalahan 

高坡 
hbun Kobu           色霧鬧平台 

 b’nux Sibunaw 
                                               色霧鬧      

hbun Sibunaw 
三光 

hbun Gogan 
玉峰  

秀巒        hbun Bilaq          
hbun-Tunan      

 
思源啞口 quri Sqabu 

 
斯巴揚山坳 quri Sb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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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溪口台部落 

溪口台部落有收集到兩首歌謠，演唱者為父子關係，但演唱內容有一些多寡

的差異，原因是訪問父親時是第一次拜訪，彼此比較生疏，所以只唱了其中的一

小部分內容。其子因工作的關係，多次都未曾遇到，林明福牧師特別將其子林恩

賢演唱的歌謠，事先錄製好，當我再度拜訪時交給我，真的是非常感謝他們熱心

的提供與幫助。林明福演唱的內容僅提及祖先的發源地，而其子的演唱則將祖先

遷徙的過程鉅細靡遺地陳述完整，因此以其中較為詳細的歌詞為例，透過林明福

牧師的解說，更為清楚地知道整個遷徙的過程： 

 
摩武達、摩阿彥、摩雅伯率領族裡的勇士啟程，翻山越嶺，攀過松

嶺、Byuqun山坳，來到 Slamaw（梨山）、Sqoyaw（環山），在 Sbuluq
河流交會處開會商議，然後越過思源啞口下到蘭陽溪上游，往西越過雪

山下到塔克金溪、秀巒溪、三光溪等河流交會處，直至虎尾（平原）之

地。齊布拉帶領族人翻過山嶺，往下經過秀巒溪（hbun Tunan）的河
流交會處，再沿著溪流往下游到玉峰溪（hbun Bilaq）的河流交會地時，
亞維‧波特就對齊布拉說：我要在此地插上房子的樑柱，帶著孩子們建

立家園。往下游來到三光溪（hbun Gogan）河流交會處，邦凱‧卡波
里就留在此處開墾，到西布喬溪（hbun Ryuhing）附近的河流交會處，
夏啟達就帶著另一群族人留在此地，尋找山腰較平坦之地闢建家園。來

到高坡附近的溪水會流處（hbun Kowbu），巴度‧達倫與塔卡‧涅洼說
要帶著族人走到摩那干平原拓墾。到了義興溪（hbun Qlahan）附近，
摩卡拉沿著溪流的源頭往上游走，到了義興附近的平地開墾。而卡雅‧

瓦旦則沿宇內溪往源頭處，在宇內附近平地建立部落（今小烏來一帶）。

到了合流附近的庫志溪（hbun Qumi），摩可那互與摩卡凱就領著族人
沿庫志溪上游霞雲（hbun Quruw）拓墾，到了位於大漢溪左岸的奎輝
溪（hbun NGusan），普金就自願帶著族人沿著溪流往上游開墾，到了
高遶溪（hbun M’apung），瓦旦帶著族人沿溪直到源頭拓墾、闢建家園。
齊布拉帶著剩下的族人繞過河流轉彎之處（hkuy Bilus），看到遠遠的山
下有冒煙（表示有人居住），可能是從海外來的人，於是又轉回來，到

了長興附近溪流分叉會合之處開墾。斐素‧那維則帶領著族人渡溪到河

的對岸三民（hbun Qolu）附近開墾。 

 

將上述如此繁複的遷移過程，以圖式的方式來表達（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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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溪口台部落遷徙圖 
三民 

高遶                   奎輝    hbun Qolu            霞雲 
hbun M’apung   頭角    hbun Ngusan                  hbun Quruw 

tunux Qara                       哈汶 
hbun Qumi     宇內 

溪口台  羅浮            b’nux Rahu 
義興 

hbun Qalahan 
高坡 

hbun Kobu 
  

                                            色霧鬧      
hbun Ryuhing 

三光 
hbun Gogan 

玉峰  
秀巒        hbun Bilaq          

hbun-Tunan      
 

塔克金溪 
hbun Tqzing 

蘭陽溪 llyung Mnibu 
 

思源啞口 quri Sqabu 
有勝溪 

hbun Sbuluq 
環山 
Sqoyaw 

梨山  
Slamaw 

比悠棍山坳 quri Byuqun 
 
松嶺 quri Tminan 

 
斯巴揚山坳 quri Sbayan 

旁斯博干 
Pinsb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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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林明福的描述，溪口台部落的祖先是來自旁斯博干附近的「馬立巴」

（Melipa），遷徙至現今部落的年代無法確定，只知道其祖先約七代以前就已遷

徙至此地，其間隨著耕地的需要而搬移許多次，但都選擇在這附近的山腹或溪旁

的台地居住。同樣分佈在大漢溪兩岸的泰雅族部落，其祖先有來自旁斯博干的「馬

卡納奇」與「馬立巴」兩個不同的系統。而歌謠中所提到位於大漢溪較上游屬於

深山區域的 hbun-Gogan及 hbun-Ryuhing，分佈於此範圍的泰雅族部落其祖先

則都是來自旁斯博干附近的「馬立巴」。 

 

小結 

從歌謠所描述的遷徙過程來看，各部落的祖先從起源地出發後，越過重重的

高山，然後沿著較大的溪流選擇溪流的交會處作為開墾的根據地，再沿著溪流與

其支流往上游開拓建立部落。因為無論是哪一個部落的歌謠，所敘述的地點都以

「hbun--地名」為主，「hbun」在泰雅語中指的就是「溪流會合之地」。歸納各

部落的歌謠所敘述的地點，可以觀察到位於大漢溪上游支流的部落敘述其經過的

溪流會合處較少，僅自己附近的範圍；而較下游的部落則會經過上游部落的區

域，之後往下游繼續延伸敘述其遷徙路線，而有些描述的地點與路線是重複的，

有些卻是獨立不同。 

而且，從歌詞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各部落的原居地，由部落與原居地的關

係就可以區分出各部落所屬的社群系統，例如天湖部落的歌謠中，就提到其祖先

是翻過斯巴揚大山（旁斯博干）而來到鎮西堡，之後又遷到大壩尖山底下（白石

部落），後來是受到日本政府的遷移政策，才搬至現居住的地方。所以，可以很

確定的說天湖部落是與鎮西堡部落附近的泰雅族人是屬於同一個族群系統。又另

一個例子則是錦屏部落，從歌詞中與演唱者的描述，其祖先是從旁斯博干附近遷

徙到鎮西堡部落，但居住一段時間後，因為自然因素而翻過盧比山來到所謂「前

山」的地區開墾，沿著較平坦的溪谷建立家園。從以上這兩個部落的例子來看，

雖然族人受到人為自然的影響而不得不遠離家園，前往另一個充滿挑戰的新天地



 36

重新建立生活。由於，泰雅族人對於傳統領域的概念極為強烈，對於後來的移入

者往往將界線劃分地極為清楚，以互不侵犯為原則。而且較肥沃的土地早已被原

住者佔領，後來的只能尋找到較貧瘠的土地來耕作，也常常因為搶奪獵場與耕地

而與原住者產生衝突，由此可想見早期開拓者的困難與辛勞。但可貴的是，即使

遷移至新的地方族人仍不忘其祖先的來源，所以在歌謠中所呈現的就是 Lmuhuw

歌謠中最重要的功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祖先的來歷，在提親時來確認彼此是否有

血親關係，如此才能互相締結婚姻。 

以下將各部落歌謠中所敘述的遷徙地點及路線，依照前述部落的順序將其路

線編號，整理歸納成一張圖，就可以很清楚地將整個大漢溪流域及其擴散出去至

其他流域的部落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來（請參考圖九），藉由此圖可以探討整個大

漢溪流域泰雅族族群的系統分類與社群的分布狀況，將由下面兩節繼續深入的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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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大漢溪流域遷徙圖 
三民 

高遶                   奎輝    hbun Qolu                霞雲 
hbun M’apung   頭角    hbun Ngusan                      hbun Quruw 

6,7  tunux Qara    6,7              6,7      哈汶     7 
6 ,7                                hbun Qumi       宇內 

溪口台  羅浮    6,7     b’nux Rahu 
6,7        義興        6,7 

hbun Qalahan 
尖石                               高坡      6,7 

hbun Linahoy                      hbun Kobu             色霧鬧平台 
6,7          b’nux Sibunaw   

           4                                    色霧鬧      6,7 
hbun Sibunaw 

錦屏                     三光         6,7 
hbun Lesan             hbun Gogan 

        玉峰       6,7 
           4         hbun Bilaq          

田埔   6,7       3      卡那‧挪羅 
hbun Pehwan            Kana-Norow 

天湖               秀巒 1,2,4,  6,7                    3  
R’rah                bun-Tunan                   拉號山坳  

5                 1,2,4  ,6,7                quri- Rahaw 
白石     5       鎮西堡                 3 

Sqayacing       hbun Hebong       那互山坳 
1,2,5,  6,7         quri-Ngahut 

思源啞口     3 
quri Sqabu 

  1,2,5   3,6,7         
斯巴揚山坳             
quri Sbayan             

                                                       

馬卡納奇     馬立巴     馬里光       
Knaji       Melipa     Mrqwang     

               1,2,5  6,7       6,7        3        
                                 

旁斯博干 
Pinsb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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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以看到遷徙的路線從發祥地旁斯博干出發後，主要分為三個系

統：馬卡納奇、馬立巴、馬里光。此三個系統的分法是依據族人對於各自祖先的

起源地的不同而區分的，之後一同越過斯巴揚山坳，來到思源啞口，然後各自分

散尋找適合的地方去拓展、建立家園。 

從圖中遷徙的路線及各部落遷徙的先後順序，可以推敲出部落之間的族群關

係。圖中所顯示的遷徙路線主要分為兩條：一是編號 1、2、5、6、7所描述的

路線；一是編號 3所敘述的。其中編號 3祖先所傳述的遷徙路線與其他皆不相

同，並且到了玉峰就不再前進，由此可推敲出編號 3的族群及家族系統是獨立

的，而且遷徙的時間可能晚於編號 1、2的族人，但早於編號 6、7，且以玉峰為

拓展根據地，形成一個獨立的社群領域。 

而編號 1、2、5、6、7所敘述的路線從起源地旁斯博干一直到田埔皆相同，

但之後僅剩下編號 6、7繼續往下游前進，從這兒可以歸納出兩點：（1）編號 1、

2的遷徙時間一定比編號 6、7的遷徙時間早，所以當編號 6、7的族人來到鎮西

堡、田埔這一帶時，早已被先來的族人佔據開墾，因此只好繼續往下游尋找適合

居住的地方。（2）編號 1、2所敘述遷徙的範圍僅從鎮西堡直到田埔，由此可知

其祖先僅在此範圍建立家園，形成另一個獨立的社群，而編號 6、7則在下游地

區建立另外的社群，但因為其遷徙路徑在田埔之前都是相同，由此可以推敲出編

號 1、2與 6、7其族群系統可能有密切的關係，其家族系統可能是不同，或是

其親屬關係是屬較遠系的，所以才不是同時遷移，而是先後來到這一區域。 

另外圖中編號 1、2、4、5從路線上可以推測出應該屬於同一族系，編號 5

與編號 1、2是同時遷來到鎮西堡，之後因為自然或人為因素編號 5才遷移至白

石、最後到天湖；而編號 4則很明顯是從鎮西堡遷移至錦屏、尖石，僅是從原來

編號 1、2的社群搬移至另一區域，在遷移的時間上是屬於後期的遷移行動。 

從上述所涉及有關大漢溪整個流域的族群與社群問題，將在下面兩節繼續做

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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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族群系統的分類 

從上一節可知，整個大漢溪流域的泰雅族族群依起源地的不同可分為三個系

統：馬卡納奇、馬立巴、馬里光，無論是哪一個系統，此區域的泰雅族人皆一致

認為最初的祖先是發源於 Pinsbkan（旁斯博干）。因此，就從最初的起源地來探

討族群系統的分類，並對照文獻上對於此流域的泰雅族人族群系統的分類情形。 

首先，從最初的起源地「Pinsbkan」（旁斯博干）來探討。「Pinsbkan」在

泰雅語中為「岩裂處」之意，對於「Pinsbkan」的傳說泰雅人認為太古時代岩

石裂開，祖先即從其中產生出來，後遷至「Sbayan」28台地。所以當 Sbayan

人滿為患時，祖先們為找尋新的耕地、獵場，以求族人永續繁衍，乃逐步向北方

穿越中央山脈，循著溪流闢建安居之家園。「Sbayan」在泰雅語中，即為「分散

之地」的意思。Pinsbkan29與 Sbayan皆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的上游。 

從發源地 Pinsbkan移至 Sbayan台地，因人口逐漸增多，而往北港溪更上

游地發展，形成三個部族：Hakul（哈庫勒，文獻中所稱的白狗蕃）、Melipa（馬

立巴）、Mrqwang（馬里光），其間各有獨立的祭祀團體與狩獵團體，除掉每一

部族的 gaga30獨立之外，他們之間的語言、習俗、文化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哈

庫勒最初是居住在 Mstbon（馬斯托邦社）社，即 Sbayan台地附近，由此拓展

出其他部落來，如馬卡納奇部落等，由此區域分散到各地而成為其他部落社群

時，族人皆稱其祖先是從馬卡納奇來的，所以將此系統的族人稱為「馬卡納奇群

系統」。 

一般認為 Melipa（馬立巴）為 Hakul（哈庫勒）的分支，在北港溪的對岸建

                                                 
28 「Sbayan」在泰雅語中為「分散之地」的意思，族人皆認為祖先是從此地開始往四處遷徙的。 
29 關於「Pinsbkan」的位置，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其一是位於今瑞岩部落下方，北港溪岸邊的
一塊巨石，日本學者所記錄的文獻皆認為其石即為泰雅族的發源地。其二是今瑞岩部落的耆老認

為「Pinsbkan」祖先發源的這塊石頭應該位於八東山北方 2公里處山上的一塊裂石。在日據時
代，該族人怕日本人知道正確的發源地而被破壞，因而影響整個泰雅族的命運。因此，當日本學

者到此地探查時，族中的長老皆指稱部落下方的巨岩即為「Pinsbkan」，因此形成現在所有的文
獻皆紀載錯誤，更導致泰雅族人自己對祖先發源地認知的混淆。 
30 gaga對泰雅族人來說，有多重的意涵，因此在下面的有關章節中將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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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 Mkb’bu、Kmuyaw、Plmwan三社，而這一帶被族人稱為「馬立巴」，所以

由此區域分散到各地的族人，皆稱其祖先是來自馬立巴，所以稱此系統為「馬立

巴系統」。 

而後馬立巴中的一部份族人再遷徙至北港溪的上游形成另一獨立的祭祀團

體，因地理位置的關係被稱為 Mrqwang（馬里光），在泰雅語中即「峽谷」或「水

源處」之意31。由此地分散到各地的族人，皆稱自己是從馬里光來的，所以遷徙

到大漢溪流域，仍舊沿用祖先的起源地而被稱為「馬里光群系統」。 

綜合上述的三個系統：馬卡納奇系統、馬立巴系統與馬里光系統，其實追溯

其最初的源頭皆是從「Pinsbkan」而來，然後在北港溪的上游逐漸發展由馬卡

納奇 －＞ 馬立巴 －＞ 馬里光而形成三個社群，然後再由此各自往北擴散。 

回顧文獻中關於此三個系統的記載，在移川子之藏 1935年的《台灣高砂族

系統所屬之研究》中，是以泰雅族分佈的流域來分別探討各區域的泰雅族人所屬

系統，在〈大嵙崁溪流域〉的部分即將此區域的泰雅人依其發祥地大略分為三個

系統32：其一稱為 Makanaji，其二稱為 Melipa，其三稱為 Malikoan。若對照歌

謠中的分佈系統來看，與此文獻的系統分類極為吻合。另外，此書也將大嵙崁溪

流域依地理位置分為 （Gaogan）、Melipa（Gaogan）、Makanazi、

Malikoan四個群，其中對於 Gaogan與 Melipa（Gaogan）是以遷徙的先後的來

做區分，由此可知祖先是先在 Melipa（Gaogan）拓墾，之後才遷徙至下游的

Gaogan地區。 

在《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中對於此區域泰雅族的名稱，是採用

地理分佈位置來區分：大嵙崁蕃（Msbtunux）、Gogan蕃、Mrqwang番、Knaji’

番，而且特別說明此名稱是各部族自稱或他稱而來。 

而森丑之助《台灣蕃族志》第一卷與佐山融吉的《蕃族調查報告書》大么族

前後篇，對於大漢溪流域泰雅族族群的分類也是如《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一樣，

                                                 
31 移川子之藏等著，1935：25。 

15 移川子之藏等著，1935：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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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以地理位置（即社群名稱）來做族群調查的研究範圍。 

另外鹿野忠雄於 1941年提出類似淺井惠倫的複級分類法，他將族群分類根

據一定基準的層序，採用亞族、群等名稱，根據部族（Tribe）－亞族（Sub-Tribe）

－群（Group）－番社（Village）的順序，使分類有一貫的體系，並且綜合體質、

語言、習俗三方面來做分類33。他對於泰雅族的分類如下： 

 
1、Sakabo 群（溪頭番、南澳番） 
2、大嵙崁群（屈尺番、大嵙崁前山番、Malikoan番、Kinaji番、馬武
督番、Mekalan番、上坪前後山番） 

3、大湖群（鹿場番、汶水番、大湖番、北勢番） 
4、Seqoleq 群（白狗番、Mabaala番、Melepa番、Selamao番、

Soqauyaw番、南勢番、萬大番） 

此分類也是將泰雅族直接以社群的概念作分類，而歌謠中所敘述的四個社群

在此分類中應包含於大嵙崁群中。只是其中的合歡群似乎是被遺漏了，而馬里光

群則被細分為 Malikoan番與馬武督番，若以分佈地域來看，馬里光群是可以被

分為 Malikoan番與馬武督番兩社群，但若以族群系統來分類，則應該同屬同一

馬里光群的系統。 

另一人類學家李亦園以衛惠林的分類為基礎，再比照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等

的資料，將泰雅族更細分各群之下為若干亞群，其分類如下： 

（1）Seqoleq群：此群稱”人”為 seqoleq，其起源傳說均以 Pinsbkan
為發源地，或稱為 Kina-xaqul，包括下列三亞群： 

a. Mekanaji 亞群 
b. Melepa 亞群 
c. Melikoan 亞群 

（2）Tseole群：此群稱”人”為 tseole，其起源傳說多以大壩尖山為發
源地，有下列四亞群： 

d. Mebabala 亞群 
e. Mepenox 亞群 
f. Menebo 亞群 
g. Mererax 亞群 

                                                 
33 潘英，1998：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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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分類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到分佈於大漢溪流域的四個社群系統是符合上

述的三個亞群：Mekanaji亞群、Melepa與亞群 Melikoan 亞群，但其族群系統

在上一層的分類則屬於 Seqoleq（賽考列克）群的系統。 

另外廖守臣在《泰雅族的文化》一書中對於泰雅族的分類，是結合了移川子

之藏、鹿野忠雄與李亦園等人的分類方式，再加上自身的田野調查所做的分類，

首先他將泰雅族分為泰雅亞族與賽德克亞族，泰雅亞族下在分為賽考列克族群與

澤敖列族群： 

I、 賽考列克族群 

1、 馬卡納奇系統：福骨群、石加路群、金那基群、大嵙崁群、南澳群 

2、 馬立巴群系統：屈尺群、大嵙崁群、卡奧彎群、溪頭群、司加耶武 

群、沙拉茅群 

3、 馬里闊丸系統：馬里闊丸群、馬武督群 

II、 澤敖列系統： 

1、 馬巴阿拉系統：南澳群、馬巴阿拉群、萬大群 

2、 馬巴諾系統：汶水群、北勢群、南勢群 

3、 莫拿玻系統：南澳群 

4、 莫里拉系統：鹿場群、大湖群、加拉排群 

對於此分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將系統與社群的關係做一完整的結合，使

泰雅族的分類更為詳細明瞭。 

許多的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在面對泰雅族群的分類時，通常根據泰雅族各部

落社群的起源傳說將泰雅族分為三大系統：認為祖先源自於 Pinsbkan者為賽考

列克系統，以大壩尖山為發祥地者為澤敖列（Tseole）系統，而認為其發源地在

白石山的是賽德克（Sedeq）系統。除了起源傳說外，又依其社會組織、語言及

風俗習慣等的差異，語言學家將其系統分為泰雅亞族（Atayal Proper）與賽德克

亞族（Sedeq Proper）。但現今有許多的學者提出不同的分類，認為賽德克亞族

應該獨立成單一族群，應不屬於泰雅族群。從族人的認知當中，無論泰雅族或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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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族（太魯閣族）皆不認為彼此是屬同一族群，從語言方面來看，兩族群的語

言更是有多的差異存在，溝通上是不能完全相通的。 

至於大漢溪流域的四個社群是否屬於賽考列克系統，從泰雅族人他們的族群

概念中，並沒有此一認知，對族群的辨別僅以最初的起源地而有所分別，例如馬

卡納奇群認為其祖先來自馬卡納奇，所以自稱為「來自馬卡納奇的人」--

『Mknaji』，即使分散到各處（例如遷移至天湖部落或其他部落的族人），在他們

的自我認知當中仍自稱是馬卡納奇群的人，並不會因為遷移至別群的領域當中，

而混淆其族群認知。至於遷移至大嵙崁群的馬卡納奇人，因為在當地與馬立巴同

來的族人共同建立一個獨立的社群領域，其鄰近社群的對於此範圍的族人，就統

稱他們為「大嵙崁群的人」。但有趣的是，即使來自兩個不同起源地的族人們，

在此地已經居住了非常長的時間，而且互相通婚互有血親關係，但一旦問起他們

的祖源地時，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告訴你他們的祖源地是從馬卡納奇來的或是從馬

立巴來的34。所以，依照日本時期的人類學家移川子之藏等人由遷徙擴散的理論

對於泰雅族所做的分類系統（參考上述李亦園的族群分類），並加上遷徙擴散後

所形成地域領域概念的社群認同，是此流域的泰雅族人的族群認知上較為符合的

分類方法。 

                                                 
34 因泰雅族是屬父系社會，所以對於自己家族的系統是以父親為主，但如果問起母親的家族系
統時，他們仍然可說出其家族，但完整性可能無法如父親系統一般地詳細完整。而且，由於現在

交通方便，所以婚姻的對象已經跨越出附近社群的族人，有的與南投、宜蘭方面通婚，甚至是其

他原住民族或漢人，所以現在要追溯各家族的家族系統可以說是較為複雜且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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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歌謠中的社群分佈 

依據族人對於自身起源地的不同可以很清楚地將整個大漢溪流域分為三個

系統：馬卡納奇系統、馬里光系統、馬立巴系統。但如果從地域及分佈的狀態來

看，也就是說從族人遷徙至大漢溪這個流域後，因為領域的觀念而將整個大漢溪

流域從上游至下游區分為四個社群：馬卡納奇群、馬里光群、合歡群與大嵙崁群

等四群。此四群與原來起源地的系統仍然是有密切的關係，以下就從各群的起

源、遷徙過程、拓墾的根據地「hbun--地名」、社群的擴展，來瞭解整個大漢溪

流域的社群分佈。 

 

一、馬卡納奇群 

從起源地旁斯博干出發，往北越過思源啞口、翻過雪山山脈，最先到達的是

大漢溪支流塔克金溪的上游，在遷徙的路線中最先遇到的是 hbun-Heboung，其

位置是在塔克金溪與無名溪的交會處，左岸是鎮西堡與新光部落，右岸則是司馬

庫斯部落。再往下游則是 hbun-Tunan，是由泰崗溪（塔克金溪下游稱泰崗溪）

與白石溪（薩克亞金溪下游稱白石溪）兩溪的交會處，目前為秀巒部落的領域。

再往下游則是 hbun-Pehwan，是位於泰崗溪與無名溪的交會處，其上方山腹目

前則是田埔部落。以田埔部落為界，往上游包括泰崗溪、塔克金溪、白石溪、薩

克亞金溪及其支流所包含的流域，分佈於此範圍的泰雅社群自稱為「Mknaji群」

（馬卡納奇群）。因相傳其祖先是從起源地 Pinsbkan附近稱為 Knaji35的地方遷

徙而來的，所以自稱為「來自 Knaji的人」，相鄰社群也稱他們為 Mknaji（馬卡

納奇）群，在泰雅語中，在 Knaji之前加 M，表示住在 Knaji這個地方的人。因

為此群分佈的地理位置，屬於較深山的區域離平地較遠，因此稱此範圍的泰雅人

為「馬卡納奇後山群」。 

                                                 
35 目前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的紅鄉部落，其泰雅名即稱為「Knaji」。 



 45

從歌謠中可知，此群祖先最早定居的地方為 hbun-Heboung，最早建立的部

落即是位於 hbun-Heboung旁的鎮西堡部落，經過數年以後人口逐漸增多，而

鎮西堡附近的腹地較為狹小，耕地不足，因此族人就順著溪流往下游到達泰崗、 

秀巒、田埔等部落；而另有一批族人則翻越過 Kinaji山（基那吉山），到達薩克

亞金溪流域，建立白石、馬鞍、栗園、養老等部落。（部落與 hbun--地名的相關

位置請參考圖十） 

但經過數年以後，因為此區域的山腹，平坦之地較少，又加上人口逐漸增多，

因此有部分的族人往更下游地區遷移，向西北翻越過東穗山，進入那羅溪流域（油

羅溪上游支流）的上游，到了 hbun-Lesan與 hbun-Linahoy。hbun-Lesan是位

於那羅溪與梅花溪的交會處，附近的部落則有錦屏、比麟、天打那、梅花等部落；

而順著那羅溪往下游，則到了那羅溪與油羅溪交會處，此地稱為 hbun-Linahoy，

即是現在的尖石部落。在馬卡納奇群未遷移到此處時，早已有 Mrqwang（馬里

光）群與 Mekarang（梅卡蘭）群在此定居，所以是與其他社群呈混居的狀態。

雖然是混居狀態，但因各自的部落組織不同，所以早期各社群是各自建立部落，

有一定的部落領域與獵場，所以分佈在此區域的稱為「馬卡納奇前山群」。然而

到了日據時期，因為在日方的輔蕃政策下，而大量強迫原馬卡納奇群居住地的部

落（馬卡納奇後山群），遷移至錦屏、比麟、尖石（前山）這一帶，使得後山有

些部落全部遷移至前山，而使原部落成無人狀態。但遷移至前山的族人，在土地

使用上於泰雅觀念中使屬於 tmwang（加入）到別群原來的 niqan（家族組織），

其地位較低，且耕地、獵場的使用面積與方式受到當時政府的限制，因種種不適

應的因素，漸漸的族人又返回原居住地（後山）。 

而另有一部份的族人，可能為了尋找新的耕地，或追捕獵物，而翻越了霞喀

羅大山，進入霞喀羅溪流域（上坪溪上游支流）建立部落，於今五峰鄉之南端，

稱為 Msykaru（石喀鹿群）。在日據時期，因政府施行深山部落遷至淺山區的計

畫，使得後山區如白石、馬鞍一帶的部落，被迫強制遷到五峰鄉的天湖部落，所 

以在天湖部落的歌謠中就提到其祖先是來自大壩尖山，因其原住地白石部落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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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壩尖山北邊的山腹中，由此可知，此天湖部落也同屬馬卡納奇群。 

從上述來看，馬卡納奇群可說是分佈極廣的族群，無論遷至何地族人仍不忘

稱自己是馬卡納奇群的泰雅族人，由此可感受到其強烈地對自我意識的認知與強

大的社群凝聚力。 

 

二、馬里光群 

從歌謠中可以看到此群最早的根據地為 hbun-Bilaq，其位於玉峰溪與其無名

溪支流之會合處，在此建立最早的部落—玉峰部落（昔稱 Llyung利利泳），後來

人口逐漸增多，於是族人就沿著玉峰溪的兩岸建立宇抬、石磊、平淪文、抬耀、

泰平等部落，或是往北上溯無名溪，在其兩岸甚至到李棟山底下建立李埔、宇老、

馬美等部落；有族人則往南越過 Kana-Norow（虎禮山），至塔克金溪的上游與

鎮西堡部落相對，建立了司馬庫斯部落（部落與 hbun--地名的相關位置請參考

圖九）。36位於此範圍的泰雅族人認為其祖先是來自 Pinsbkan附近的 Mrqwang，

所以自稱自己為「Mrqwang的人」，其比鄰的泰雅族人也稱此群為 Mrqwang（馬

里光37）群。 

許多年之後，其中有一群族人翻越過東穗山，進入那羅溪流域（油羅溪上游

支流），建立那羅部落，而另有一群則翻越過李棟山、鳥嘴山，進入油羅溪的上

游地帶，建立了煤源、拉號、水田等部落，與 Mekarang（梅卡蘭）群、Mknaji

（馬卡納奇）群居住在一起。 

另有一群族人則沿著玉峰溪往更下游遷移，先在沙崙子附近居住一段時間

後，往北遷居至馬武督溪（鳳山溪上游支流），今關西鎮錦山里附近的山腹地帶

居住，因居住地與平地較為接近，使得清代文獻中因而將 Mrqwang群而稱為馬

武督番，事實上馬武督只不過是同屬這一群中的一個小社之名。 

                                                 
36 司馬庫斯部落的族人對於其祖先的來源有不同的說法：有認為其祖先是來自玉峰附近的部
落；另有認為其祖先是先到司馬庫斯之後再到玉峰，然後其子孫又回到司馬庫斯部落。 
37 「Mrqwang」馬里光群，在廖守臣的《泰雅族的文化》中譯為「馬里闊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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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馬里光群的分佈也是範圍極廣，但因所處的區域位置而有馬里

光「後山群」與「前山群」之分別，其分界就以東穗山的鞍部為界限：分佈於玉

峰溪一帶的部落，因地勢較高、早期對外交通不便，因此被稱為「後山區」；而

分佈於油羅溪、那羅溪，甚至到馬武督溪的馬里光群，因其所處區域較屬於淺山

地區，較接近平地，而被稱為「前山群」。 

 

三、合歡群 

過了玉峰溪就來到了 hbun Gogan，「Gogan」在泰雅語中是指「許多小溪

流之地」，從圖一中可看到此處是許多溪流的交會處，如三光溪、玉峰溪、塔曼

溪、拉拉溪等溪流匯入大漢溪的主流中，雖然這一帶的地勢仍是崇高峻嶺，但因

溪流而造成較平坦的台地較多，所以，所拓建的部落多沿著溪谷山腹中較平坦地

而建。相傳祖先在此建立最早的部落就位於玉峰溪與大漢溪交會處上方的山腹地

帶，稱為「武道能敢」部落，由此沿著溪流往西建立了砂崙子、鐵立庫部落，往

東拓建了三光、爺亨、巴陵、卡拉、哈嘎灣、嘎拉賀、古魯、倚葆、比夏珥等部

落。（部落與 hbun--地名的相關位置請參考圖十） 

一直順著大漢溪再往下游就是 hbun Ryuhing（hbun Sibunaw），即是西布

喬溪與大漢溪的交會處，其附近的部落為色霧鬧，相傳祖先先在此處定居，後沿

著溪流如西布喬溪、榮華溪往上游拓建部落，建立了色霧鬧、達雅岵、比亞外、

高義、德卡山、蘇樂、哈陔等部落。 

由 hbun Gogan到 hbun Ryuhing這一範圍的泰雅人，被稱為 Gogan群，

文獻中稱為「合歡群」38，因地勢位於較深山地區，因與位於下游地帶的社群同

屬大嵙崁溪的流域，所以在文獻中又被稱為「大嵙崁後山群」。而此群認為其祖

先是從 Pinsbkan附近的 Melipa（馬立巴）遷移而來的，所以新竹一帶的泰雅人

又稱此群為 Melipa（馬立巴），其意為「從馬立巴來的人」。 

                                                 
38 廖守臣，19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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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遷徙過程中，同來自南投 Melipa（馬立巴）的族人有一部份仍繼續沿

著大漢溪往下游移動，與來自 Mknaji（馬卡納奇）的泰雅人一起沿著大漢溪兩

旁支流建立部落，形成下一個將要提到的 Msbtunux（大嵙崁群）。 

 

四、大嵙崁群 

沿著大漢溪往下游，來到了 hbun Kowbu，此處是高坡溪與大漢溪的會流

處，祖先在其上方山腹建立早期的部落—高坡部落（大漢溪左岸），一部份的族

人沿著溪流往下游或越過良羽烏山在大漢溪的左岸建立了羅浮、拉號（溪口台）

等部落，其中更有越過大漢溪到角板山一帶拓墾，再更往北到了大豹溪上游一帶

建立詩朗、志繼（舊稱大豹社）等部落。從羅浮部落的歌謠中，即有詳細地描述

這一範圍的祖先拓墾情形。 

往下游到了 hbun Qlahan，其位於義興溪與大漢溪的匯流處，祖先在此建立

了義興、斷匯等部落。另有族人往東北到了宇內溪的流域拓墾，建立了宇內、烏

來等部落。後來更有族人往東越過拉拉山，往南勢溪流域遷徙，最盛時曾進出今

新店一帶，與後來的 Mknaji群混居，在此處形成另一社群，被稱為 Mstranan（屈

尺）群39。 

繼續到了 hbun Qumi與更上游的 hbun Quruw。hbun Qumi是庫志溪流入

大漢溪的交會點，其附近的部落—哈汶（hbun）部落即由此得名。順著庫志溪

往上游則到了 hbun Quruw，霞雲部落即祖先在此建立的早期部落。 

再沿著大漢溪，左岸有 hbun Ngusan，為奎輝溪與大漢溪的交會處，其祖

先在此地建立了奎輝部落，之後又溯溪而上到了 b’nux Ksunu（嘎色鬧平台），

建立另一部落—嘎色鬧。 

繼續到了 tunux Qara，「qara」在泰雅語中的意思是指「分叉的樹枝」，「tunux」

則是「頭」之意。根據溪口台林明福的解釋：因為此處的河流原本是一條河流，

                                                 
39 移川子之藏等著，1935：47-52；《台灣土著之移動及分佈》馬淵東一著，陳金田譯：13-14；
廖守臣，1984：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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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中的某一段分為兩條小河之後又在下游處會合成一條河流，此地的部落稱為

「Qara」，即是因位於河流分叉的開始處。在日據時期，此地的部落（包括現在

的長興、頭角一帶）被稱為「竹頭角社」，在當時是屬非常大的社，有名的日本

音樂學家黑澤隆朝，就曾將此地作為研究的對象，錄製泰雅族的音樂。 

再往大漢溪下游就來到了 hbun M’apung，右岸有 hbun Qolu，分別為奎輝

溪、長興溪、奎輝溪、三民溪與大漢溪的匯流處，所建立的有奎輝、嘎色鬧、長

興、頭角、高遶、三民等部落。（部落與 hbun--地名的相關位置請參考圖十） 

從 hbun Kowbu一直到今石門的大漢溪兩岸溪流建立的部落，此範圍的泰雅

族人稱為 Msbtunux（大嵙崁）群，因位處淺山地區接近平地，而又稱為「大嵙

崁前山群」。此群的祖先有來自 Pinsbkan附近的 Melipa（馬立巴）及 Mknaji（馬

卡納奇），此二系統遷來大嵙崁的時間也許有先後，但不會相差甚遠，其中屬馬

卡納奇系統建立的部落有頭角、長興、拉號、烏來、哈汶、霞雲等部落，而屬馬

立巴系統的則有奎輝、嘎色鬧、高遶、義興、志繼等部落40。 

 

小結 

對於整個大漢溪從上游支流塔克金溪往下游一直到今石門，沿著各溪流的會

合處，可觀察此流域範圍分屬於馬卡納奇群、馬里光群、合歡群、大嵙崁群等四

群的泰雅族人，其各群皆有各自的領域與分界：其中馬卡納奇群與馬里光群大致

以田埔部落為界，以南是屬馬卡納奇群，以北的玉峰溪流域則屬馬里光群；而馬

里光群與合歡群則以泰平部落為界，以西為馬里光群，以東為合歡群；而合歡群

則與大嵙崁群以高坡部落為分界點，大漢溪以南的區域就屬合歡群，以北則為大

嵙崁群。 

泰雅族人對於傳統領域的概念極為強烈，各部落甚至各群有屬於自己的領土與獵

場，其他社群的人不得輕易侵入，有時為了爭奪獵場或耕地而引發了強烈的衝

                                                 
40 廖守臣，1984：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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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兩社群的泰雅人長期征戰（出草），例如馬卡納奇群與馬里光群就曾發生過

類似的情形，使得兩群的族人傷亡慘重，敵對的情勢一直到日據時期由政府施壓

才勉強和解，由此可見其對領域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