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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uhuw歌謠（溪口台部落） 
  演唱：Watan Tanga  歌詞：Watan Tanga    

                            時間：20001128    地點：復興鄉溪口台部落 
 

第一段 
ox nuway sasumubil cikay pinaquyu, 

           流傳下來  一些    敘述 
mtoyu1 maku niyux maubah cinaruyan 
最小    我                 降落    
na wagi, niyux ta minahuyay mbhuyaw 
太陽                       繁衍 

mamuqyanux  laqi ta kinubahan. 
生活、生存     後代子孫 
 

第一段 
讓我這將要日落的年歲，傳述一

下，後代子孫能夠繁衍興盛至今的史

源。 

第二段 
ox maki qutux riyax ma guwah, siy  

      在    有一天               
tatuliq2 kmaButa Kakurahu ma guwah. 
起身    偉大的摩武達 

ox ulaqi mkyala saku cikay ulaqi. 
   孩子   談論     一些  孩子  
         

第二段 
據說有一天，始祖摩武達起身說：

孩子們，容許我說件事。 

ox siy ta kaki b‘nux Sasubayan qani 
    一直   在    斯巴揚台地 
ga laqi ta kinubahan ga musa psaquli 
孩子   後代子孫          向、朝 

wagiq3 haziy guwah. 
天     也許 
 

如果我們一直在這發源地（斯巴

揚），繼續生活繁衍，那麼後代的子

孫們，勢必將要看著天生活了（挨

餓）。 

ox aki hahumswa,musa simu  
     將   如何      去  你們     
tatubah hmkani pkzikan mamu una zik 
重新   尋找    穿梭   你們    底下 
na balung4, musa tatubah hmakani  

是否你們能夠在去另外尋找一塊

可以穿梭其間的森林即可耕鋤之

地。摩武達如此面辭（告訴子孫）。 

                                                 
1 原意為「最小」之意，在此是謙虛用語。 
2 原意為「站起來」，在重要情況時，有目的的站起來，表示領導眾人做某些重要事情。 
3 psaquli wagiq原為「看著天」，意味著發源地已無法容納更多的人，耕地不足，只能挨餓、無
所事事、仰天嘆息了！ 
4 zik na balung在巨木底下即叢林之中，意指狩獵之地。因為泰雅族的傳統生活中，狩獵是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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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木    去           尋找      
‘tukan tnga na pazih5. o wayal si kusa  
 耕作       小鋤頭                 
kakumayal kmaButa kakurahu ma  
  說        偉大的摩武達  
guwah. 
   
第三段 

ox kya babulequn msapapiray 
        好好地     輾轉 
kumingulung6 Cibula ma guwah,o swa 
思考       齊布拉                

ini kakubalay kwara walsu sa kayal 
或許  真的   所有          說 
kmaButa kakurahu. 
 偉大的摩武達 
 

第三段 
齊布拉經過周密、反覆地思量摩武

達所說的話。 

nway kmaButa tatulamay maku  
       摩武達   嘗試      我 
hahumuluy aurqyas na aulaqi7, o hala  
帶領      臉       孩子     走 

sami mt’atu atu na agiq8. 
我們  到達 邊緣  茅草  
 

好吧！齊布拉對摩武達說：我試著

帶領孩子們去尋找新地，直到山林的

盡頭。 

ox hala sami sumikusa inwahan la  
     走  我們  探尋    曾去過    

我們必循著你（摩武達）刀砍過的

足跡尋找，齊布拉做這樣的承諾。 

                                                                                                                                            
常重要的事情，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5 ‘tukan tnga na pazih以小鋤頭來耕作，意指可以開墾耕作之地。pazih是傳統式的鋤頭，有寬、
尖之別，依用途而異。 
6 msapapiray即 mspira，為輾轉、翻來覆去；kumingulung 即 mnglung，為想、思考之意。
mspira mnglung在此意指經過深思熟慮的意思。 
7 aurqyas na aulaqi即 rqyas na laqi。rqyas為臉的意思，在此特別用「孩子的臉」來表示攸關
孩子的生存，因為從他們的臉上的表情是快樂、還是愁苦，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生活情況。 
8 atu na agiq指到達茅草生長的邊緣。agiq是一種在平原才會看得到的植物，在山上是不會生
長的，所以稱為山林的盡頭。在當時，平原地帶大都已有人居住，所以只要看到有 agiq分佈的
地方，即代表有人煙，不適合在繼續往下尋找可居住之地。所以在泰雅史詩中常可見到atu na agiq
這詞，代表的是泰雅族分佈居住的界線，因此各社群皆指著不同地方為居住的界線。 
9 相傳摩武達與摩阿彥、摩雅伯為了求族人的永續繁衍，因此率領其族裡的勇士翻山越嶺，溯河
渡溪，往北方前進，各自尋找適合子孫居住的地方。所經過的地方，沿路都用刀在樹幹上或其他

方式留下記號，因此當他們回到原居地時，就告訴族人追隨他們的腳蹤，各自尋找適合的地方，

開拓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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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us lalaw9 sal kmaButa, o wayal si  
痕跡  刀       摩武達              
kusa Cibula ma guwah. 
回答  齊布拉 
 

ox sa siy pasasiyaq kmaButa ma  
       一直  笑     摩武達    
guwah,oa nanu yasa lblaq, ox niyux  
         如此這樣  好       有     
mamu baqun osa mslabang10 ‘urqiyas 
你們 知道        寬闊     臉   
na aulaqi.  
孩子 

摩武達很欣慰地說：這樣很好。你

們都知道，這是為了我們孩子們的將

來著想，才能繼續發展繁盛。 

ox nuway ma Cibula ‘rasay simu  
      好      齊布拉      你們 
sumigagay sasumatu quri Sasuqabu11, 

送別     送到    思源啞口  
o wayal si kusa kmaButa ma guwah. 
         回答  摩武達 
 

齊布拉就答應著。摩武達說：我將

送你們到思源啞口，再與你們分手。 

mtatuliq kmaButa kmaAyan  
站起來  摩武達  摩阿彥 

kmaYabuh ma guwah,mtatubalung  
  摩雅伯               成群        
turu12 niya kwara aulaqi ma guwah,  
背       所有  孩子                
minahuyay mbiyaq quri Sasuqabu ma  
一起    翻過     思源啞口 

guwah. 
 
 
 

摩武達、摩阿彥、摩雅伯三位帶領

者就起身，成群的子孫就跟隨著他們

直到送別之地—思源啞口。 

mblaq mthzyu kmglahuy quri  
好好地 過生活 聚集     

大家聚集在思源啞口，離別時，留

給子孫們殷切的訓誡與叮嚀。 

                                                 
10 mslabang原為寬闊、寬廣之意。以 mslabang來形容泰雅子孫未來將繁榮興盛，勢力擴展到
各處都是泰雅族人。 
11 quri Sasuqabu即 quri Sqabu，今思源啞口，位於今台中縣與宜蘭縣的交界處，是大甲溪與蘭
陽溪的分水嶺。相傳新竹、桃園、宜蘭泰雅族的祖先，即從此處分散，擴展到各地的。 
12 此處以 turu（背），來形容「跟隨其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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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uqaba,musa papuaras mumu13  
思源啞口  去     給予    打結      
sinurhgan,kmaButa kakurahu ma  
叮嚀    摩武達 

guwah.    
 

                                                                                                                                            
13 mumu原指「打結」，在古時，泰雅人遇有重要事件，就以結繩來記事，引此詞表示極為重要
的話語。而另有一層含意是，此祖先所留下的話語，是像「結」一般，不可更改變動的，極為牢

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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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uhuw歌謠（溪口台部落） 
                              演唱：Tasaw Watan 歌詞：Watan Tanga 
                              時間：20010719 地點：復興鄉溪口台部落 

 
第一段 

ou aring s Pinsbkan1 kya pira  
     從..   裂石處   過 
kinkbhlan kawas lga, mtciku mbhuyaw 
百       年               繁衍 
mkyanux sa b’nux Sbayan2 qu Tayal. 
生存       平原  分散之地  泰雅族 
 

第一段 
源自裂石處（創世發源地）不知過

了無數個百年，泰雅族族人繁衍遍滿

祖先居住地。 

Maki qutux ryax, mglahuy mkayal qu 
  有    一 天    商議     討論 
lkmButa, lkmAyan, lkmYaboh mguwah, 
摩武達  摩阿彥   摩雅伯     說 
“si ta klahang qbuli3 lKotas ta Sbayan  
 我們 守著  爐灶  祖先 我們   
krahu qani ga, musa psquli wagiq4 haji 
偉大的 這樣   來  往上  天、太陽   
qu laqi ta kinnubahan”. Nanu yasa qu  
   孩子  後代子孫    因為如此 
aki ta musa mt’bah hmkani ‘san ta  
在    去   重新   尋找         
mkjik na balung5 ‘tukan tnga na pajih6, 
底下   巨木    挖   小鋤頭  小鋤頭 

有一天部落長老聚會商議對策，三

大酋長摩武達、摩阿彥、摩雅伯就對

族人說：如果我們一直守在爐灶（祖

先發源地）這個地方，恐怕我們的後

代子孫要束緊腰帶，仰天嘆息了。所

以我們要再去尋找更廣大的耕地，可

穿梭打獵的森林，以求族人永續繁衍。 

                                                 
1 「Pinsbkan」相傳為泰雅族人的發源地，pinsbkan為「岩裂處」之意，泰雅人認為太古時代
岩石裂開，祖先即其中產生出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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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klahang qbuli，「qbuli」指爐灶，在泰雅族傳統的家庭中，家家戶戶都有爐灶，除了是飲食的
主要器具之外，更代表著生活的重心，在許多的農事祭儀當中，爐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在祖

靈祭時，家家戶戶都必須除掉爐灶中的舊火而點燃新的火苗，代表著除舊佈新之意，而且在整個

儀式過程中都必須有人固守著爐火，不能讓火熄滅，如果熄滅則會在來年遭遇災禍。因此在這裡

以爐灶來代表著生活的中心及生命的延續，含意極深。 
4 psquli wagiq是指向天看，在此用來形容子孫已經繁衍過剩，發源地已無法容納更多的人，而
耕地不足、生活空間不夠而只能挨餓受困，子孫們只能無所事事、仰天嘆息了。 
5 mkjik na balung在巨木底下即叢林之中，意指狩獵之地。因為泰雅族的傳統生活中，狩獵是
佔非常重要的事情，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6‘tukan tnga na pajih以小鋤頭來耕作，意指可以開墾耕作之地。pazih是傳統式的鋤頭，有寬、
尖之別，依用途而異 
7 mslabang原為寬闊、寬廣之意。以 mslabang來形容泰雅子孫未來將繁榮興盛，勢力擴展到
各處都是泰雅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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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 ta mslabang7 mkyanux muguwah. 
於是  拓展     生存     
 

nanu yasa qu siy tuliq 8qu  
   因此          站起來 
lkmButa, lkmAyan, lkmYaboh, kmji  
摩武達  摩阿彥   摩雅伯 翻山越嶺 
quri Tminan quri Byuqun, musa  
松嶺 
Slamaw Sqoyaw, musa mblahoy  
梨山   環山      來到 一起  
hbun Sbuluq ru, kmji quri Sqabu,  
              翻過  思源啞口 
mbiyaq Mnibu, ru mbiyaq hbun  
下到   蘭陽溪   下到 
Tqzing, hbun Tunan, hbun Gogan.  
塔克金溪   秀巒     三光 
Mt’tu Ngungu Kli,Sliban san naha  
 虎尾平原       
uzi.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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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ji b’nux Towpuk mbiyaq llyung  
 翻過              下到 
Turu. llyung Klesan qu LkmYabuh hiya. 
和平溪  南澳溪       摩雅伯 
 

而摩雅伯則率領他的族人往東沿著

和平溪、南澳溪前去。 

第二段 
Babaw innwahan msaq’sa lga,siy  
後來   去過        

tuliq na LkmButa LkmAyan, LkmYaboh 
站起來 摩武達   摩阿彥   摩雅伯 
mguwah.mkyalasagu ciqai,si ta  
 說                       我們  
klahang b’nux Sbayan krahu qani ga,  
守著    發源地           這樣的話 
musa pshkut hwinuk9 hazi qu ‘laqi ta  

第二段 
經過這次的探勘之後回到發源地。

有一天，摩武達就對族人表達他的看

法說：孩子們，如果我們仍然一直守

在這個發源河谷台地上的話，將來的

子孫必定束緊腰帶挨餓。所以你們可

以循著我們曾走過的足跡，另外去尋

找新的獵場及耕作之地。 

                                                 
8 siy tuliq是「站起來」之意，但往往是有目的的站起來，表示要領導眾人共同做某些事情。 
9 pshkut hwinuk為束緊腰的意思，把腰用腰帶束緊表示肚子空空，挨餓的意思。 



 27

將會  束緊  腰            子孫 
kinubahan. Aki hmswa musa simu  
後代子孫      如何   去   你們 
smksa innwahan myan mtbah hmkani  
探尋  曾去過         重新  尋找 
san’ mamu mkjik na balung. ‘tukan  
    你們   底下   巨木    挖 
tnga na pajih mguwah. 
小鋤頭       如此說 
 

Kya blequn mspira m’abi mnglung10 
在  好好地 輾轉  睡    思考 

nqu Cibula qu ke na LkmButa ru, si  
    齊布拉   話   摩武達 
kayal qu Cibula muci “Swa ini kbalay  
說            說           真的 
qu ke su LkmButa, siy ta balay klahang 
                   我們真的  守著 
qbuli Sbayan krahu qani ga, musa  
爐灶  發源地     這樣的話 將會 
pskut hwinuk qu ‘rqyas na laqi11 ta.  
束緊  腰       臉      孩子 
nway tlamay maku hmuluy qu ‘rqyas  
如此 試試看  我  帶領      臉 
na llaqi, hala sami smksa sinlatan lyus 
   孩子 走  你們 探尋  留下的痕跡 
lawi12 su hala sami mt’tu atu na  
刀     走  你們 到達 茅草的邊緣 
 
 
 

族人齊布拉輾轉難眠，反覆思考

後，就對摩武達說：你說的話非常有

道理，我們如果繼續守在這發源地的

話，將來我們的子孫必定要束緊腰帶

挨餓，生活的很苦。所以，我願意試

著帶領孩子們，循著你們用刀砍過留

下的痕跡，直到山林的盡頭（平原）。

齊布拉這樣承諾著。 

                                                 
10 mspira，為輾轉、翻來覆去； mnglung，為想、思考之意。mspira mnglung在此意指經過深
思熟慮的意思。 
11 rqyas na laqi。rqyas為臉的意思，在此特別用「孩子的臉」來表示攸關孩子的生存，因為從
他們的臉上的表情是快樂、還是愁苦，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生活情況。 
12相傳 kmaButa與 kmaAyan、kmaYabuh為了求族人的永續繁衍，因此率領其族裡的勇士翻山
越嶺，溯河渡溪，往北方前進，各自尋找適合子孫居住的地方。所經過的地方，沿路都用刀在樹

幹上或其他方式留下記號，因此當他們回到原居地時，就告訴族人追隨他們的腳蹤，各自尋找適

合的地方，開拓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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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q13”. si kusa qu Cibula. 
         回答    齊布拉 
 

si pssyaq14 qu LkmButa mha, “nanu 
  笑                     就是 

yasa lblaq nyux mamu baqun musa  
如此 好   在  你們  知道  去 
mslabang mkyanux ‘rqyas na ‘laqi,  
擴展     生存     臉       孩子 
musa mblaq mita syax na wagiq15  
去  好好地  看  光線    太陽    
mangay mtasaw na qsya’16 mguwah.  
觀賞   清澈      溪水 
nway say simu psmgagay smatu quri  
好    送 你們 送別     到達  
na Sqabu muci qu LkmButa magaw.  
思源啞口 說              
babaw na saw lga, siy tuliq qu  
之後             站起來 
LkmButa. LkmAyan, LkmYaboh,  
摩武達  摩阿彥     摩雅伯 
mtbalung tpucing turu17 na LkmButa  
成群     跟隨   背     摩武達 
qu llaqi mbyaq quri Sqabu. 
孩子   下到  思源啞口 
 
 

摩武達欣慰地笑著說：這樣很好，

你們都知道這是為了將來的子孫能夠

繼續繁衍生存下去，永遠見著陽光與

清澈的溪水。我們會送你們到思源啞

口再與你們道別。因此，孩子們都成

群的跟著摩武達、摩阿彥、摩雅伯一

直到思源啞口。 

第三段 第三段 
Jik balay nqu musa mpgagay lga, si 
   好好的   去    送別        

當要分離時，摩武達慎重地告訴孩

子們說：我鄭重地帶給你們一個訓

                                                                                                                                            
13 atu na agiq指到達茅草生長的邊緣。agiq是一種在平原才會看得到的植物，在山上是不會生
長的，所以稱為山林的盡頭。在當時，平原地帶大都已有人居住，所以只要看到有 agiq分佈的
地方，即代表有人煙，不適合在繼續往下尋找可居住之地。所以在泰雅史詩中常可見到atu na agiq
這詞，代表的是泰雅族分佈居住的界線，因此各社群皆指著不同地方為居住的界線。 
14 pssyaq是笑的意思，在這裡特別指感到欣慰之意，是用很含蓄的說法來表達較深的感情。 
15 mita syax na wagiq是可以看到陽光的意思，大地萬物在陽光的照耀下蓬勃生長，因此能夠看
到和煦的陽光表示生命就能繼續繁衍下去。 
16 mangay mtasaw na qsya’是觀賞清澈的溪水之意，而水是萬物生長不可或缺的能量之一，也
就表示尋找到生命的根源。 
17此處以 turu（背），來形容「跟隨其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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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ux kmayal qu lkmButa mha, “llaqi  
站起來 說      摩武達      孩子們 
blegaw simu p’aras mumu na wasil18,  
慎重給 你們 帶走  打結    繩子 
ana simu musa tgsuqi atu na agiq19,  
    你們  去  超過頭 茅草的邊緣 
mtbuci lmuhuw gingwangan sbqiy20  
各自   順著   溪水的源頭 
 

誡：無論你去到何處，要像魚一般循

著溪流的源頭而居，不可以背對著

背，不可以木牆隔離（即互不聯絡之

意）。如果青年男子到了可以成家時，

應當要謹慎地分別各自奶頭（血脈），

不可亂倫。聽聞誰家有養育女兒（待

嫁），應當請族裡的長者前去提親。倘

若你們以木牆隔離，故意以荊棘分

隔，這樣後代子孫怎能像箭筍、竹籐

                                                                                                                                            
18 mumu na wasil原為繩子打結之意，但在此特別引伸為話語，而且是不可更改如結一般堅固
的話（訓示）。在泰雅族傳統的記事上，通常遇有重大事情則以繩打結來做記號，所以在此處即

沿用傳統的打結記事來形容其慎重。 
19 越過茅草生長的地帶，因為祖先在前段即說到要子孫們各自往茅草的邊緣去尋找適合生存的
地方，所以在此形容所到之處。 
20 lmuhuw gingwangan sbqiy是形容要像魚一般逆流而上，尋找溪水的源頭處居住。反觀泰雅
族部落的遷徙與分布，可以看到最初開拓者都事先以河流的交會點為根據地，然後再順著河流往

上游，到源頭處的山腹附近建立新部落，由此可以證明。 
21 mbbiq na turu為背對背的意思，背對著背也就是互不相看、互不往來，雖然子孫們各自去尋
找適合的地方而分散在各處，但如果互不聯絡，則遇敵時無法獲得支援，而遭遇被滅亡的情況；

另一個則是關乎繁衍後代的問題，如果互不往來，則子女無法締結姻親。 
22 mkkiy na qlcing原意為用木板檔著，如果有人來提親時，而以木板檔著表示拒絕，那麼就無
法繁衍後代了。 
23 mqiway na Pakaw 種植 Pakaw用來擋風。Pakaw是一種俗稱鬼針草的植物，成熟時的種子
會附著在人或動物的身上，黏在身上會很刺刺的感覺，如果在房子的四周種滿了這種植物，就是

不想讓人接近，如果有人上門提親的話則將人拒絕門外，又如何繁衍子孫呢？ 
24 wakil na tokan原只背著男性專用的背籃，在此用來專指男性。有另一層含意為 tokan是男性
工作時必備的器具，用來盛裝農作物或打獵時盛裝獸肉獵物等，以此來表示此男性以備有謀生的

能力，來顯示他的膽識與可以獨當一面、自立門戶，女孩子足以交付終生之意。泰雅族的用語時

常以生活日常的事物來比喻代替人，尤其在一些特殊場合，如求親時，男方代表並不直接說是哪

一個人央請他前來，而僅僅用 wakil na tokan來隱喻他今天來的目的，對方也就很清楚地知道他
的來意了。這種很含蓄，又富有深意的語言文化，對一個無文字的民族來說，實在是極富智慧的

表達方式。 
25 klbu na bahu原為袋子的最底部之意。bahu是傳統泰雅族老人家的袋子，常配在腰間，用腰
帶綁著放在裙子裡，用來裝一些戒指、手鐲等貴重物品的小袋子。klbu，為最角落之意。此句形
容連帶子的最角落都填滿了東西，表示生活比較富裕。而在此是指男生，當他的生活已經較為寬

裕，足以成家立業，就可以去尋找未來的另一半，共同建立家園了。 
26 pingayan tunux bubu 是指分離的奶頭，在此特別指要各自將血脈區分清楚，好好選擇分辨親
屬關係，不要造成近親通婚，避免亂倫，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不僅關係著個人，甚至整個家族、

整個部落都會因此而受連累，遭到詛咒或懲罰。所以要各自上溯其祖先源流，才能清楚知道是否

可以結為姻親，因此以媽媽的奶頭來代表各自的血脈，是極深且富意義的比喻。 
27 keran原為「側著頭」之意，此處用來形容極用心聽，而且是經過思考，牢記在心地專注聆聽。 
28 tghuyay mqyat tluqiy意指成功地養育著女孩子，如果能將女孩子教育很好的家庭，結為親家
也是對彼此家庭甚至家族都是很不錯的，所以即使要締結婚姻也要看雙方的家庭狀況。，tluqiy
原指冰柱，但在此被用來比喻女孩子，其源由不知。 
29 mbing hukut原是拿著柺杖，但其實是意指「老者」，也就是央請有智慧有經驗的老者，為年
輕的男孩子去提親。以事物來代替人稱的比喻。 
30 ali Bzinuq ali na Qoyaw兩種皆為竹筍的名稱，在此特別以竹筍來形容子孫繁衍興盛如山中的
竹筍那樣茂密眾多、分布廣闊，也似竹筍般擁有驚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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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lahi usa mbbiq na turu21, mkkiy na  
   不要      背對背       擋著   
qlcing22, mqiway na Pakaw23, kya qu  
木板     擋風     植物      
glgan wakil na tokan24. sthuyay mamu 
在一起 背帶  背籃    有了   你們   
klbu na bahu25 ga, sa’ blaq pggoyaw  
角落   荷包       好好地  選擇 
kya qu pingayan tunux bubu na yaya26 
如果   分離    頭     奶     媽媽  
mamu. kya’ qu keran mamu na 
你們  如果  側著頭 你們  
papak27 chux tghuyay mqyat tluqiy28  
耳朵        成功    養育  冰柱 
na bnkis ga. an sblaq mbing hukut29  
  祖先        好好地 拿著 柺杖 
mhway. musa simu mkkiy na qlcing,  
作媒    去  你們  擋著    木板 
mqiway na Pakaw ru ma’ simu yan na 
擋風      植物        你們 
ali Bzinuq ali na Qoyaw30 qu ‘rqyas na 
 植物名    植物名          臉  
‘laqi mamu. 
子孫 你們 
 

筍般地繁茂興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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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tux uzi ga, qutux su qu  
 還有    

pinhpasan31 na ‘laqi ga. ani sblaq  
開玩笑        孩子       好好地  
magal lbak tbaku32. ru qhziy33, lahi  
拿   葉子 煙草      杯子   不要 
ani styal kmtu na kamil34.bali ta utux  
   過份 咬     指甲   並非  神 
ita squliq35. swala ana lhani pkzikan  
   人      雖然   經驗豐富  底下 
lileq na ‘laqi36. lhani koran hmali37  
腋下   孩子  很會說話  舌頭 
na ‘laqi ga. aring mspiray hmali38 ta  
   孩子   開始  翻轉   舌頭 
ga. inu qu baqun ta rmqruq39. muci  
   任何  知道    抓住     說 
smrhuw p’aras mumu na wasil qu  
一再地 給     打結    繩子 
LkmButa. 
摩武達 
 

另外，將來若有什麼紛爭，就以菸

葉、酒來和解，不可懷恨在心，無法

釋懷。人非聖賢，雖然是受到族人尊

崇、捍衛子民、能言善道的人，一旦

舌頭不聽使喚時，也是會犯錯的（誰

能無錯之意）。 

si syuk qu Cibula mha uw, “swa ini  
  回答   齊布拉    
       

Cibula就回答說：摩武達你給我們
的訓誡非常有道理，這些訓誡我們會

好好遵守，並傳給將來的子孫。接著，

                                                 
31 pinhpasan原為開玩笑的意思，如果因開玩笑開得太過份時，互相不尊重則會引發口角，甚
至打架，因此一件可能無傷大雅的小事情，如果不注意就會釀成大禍，以此來告誡子孫要謹言慎

行。 
32 magal lbak tbaku拿煙草的葉子，在泰雅族傳統習俗中，如果發生爭執時，雙方要以煙草互
換表示有誠意和解，在此以煙草葉子來表示互相和解的動作。 
33 qhziy為杯子，在泰雅族傳統和解儀式中，雙方以杯子盛酒，以手指沾酒灑向四方，用此來告
訴祖靈雙方和解的誠意，顯示其慎重，故以盛酒的杯子來表示和解的儀式。 
34 kmtu na kamil原為咬指甲的行為，以此來形容咬牙切齒的情形，會有此動作也就是心有不甘、
懷恨在心而翻臉互不原諒。 
35 utux 為神、祖靈的意思，而 squliq則指人，此句就是說即使是神也是人之意，引伸來說即是
是神也是像人一樣會犯錯的。 
36 pkzikan lileq是指在腋下，也就是像母雞照顧小雞般將小雞藏於腋下，用來形容那些有能力、
有智慧的領導者。 
37 lhani koran hmali原為善於使用舌頭，也就是指那些能言善道者，在部落中常為族人排解糾
紛、解決問題，會用話來勉勵族人的善言者。 
38 mspiray hmali原為舌頭翻轉的意思，表示說錯話。 
39 rmqruq原為抓住的意思，在這裡是指無法控制舌頭，也就是難免會說錯話，得罪別人。 
40 hmukuy原為在東西裝入口袋中，在此用來表示將祖先所說的話，慎重地牢記在心裡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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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alay qu ke su LkmButa kwara  
好好地   話   摩武達   所有 
pin’aras su mumu qani ga. bleqaw  
給        打結         慎重地  
myan hmukuy40. anay myan sqayat  
     裝入口帶   之後      教訓 
‘laqi muci ru mpgagay. 
孩子 說      送別 
 

就互相道別。 

第四段 第四段 
kahul kya mbijaq hbun Tunan.  
從       下到    秀巒 

mbijaq hbun Bilaq. si kayal qu Yawi  
下到    玉峰       說      亞維 
na Pot mei Cibula nway ku prhuw  
‧波特    齊布拉        堅固 
sm’su qara na tatak41 sqani kun  
插上  柱子   工寮   此地 
hiya la ay. 
這裡 
 

於是，齊布拉帶領族人翻過山嶺，

往下經過秀巒溪的河流交會處，再沿

著溪流往下游到玉峰溪的河流交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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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hul kya mbijaq hbun Gogan. si  
從    到  下到     三光 

kayal loji qu Bangay Qbuli mci nway  
說   又    邦凱   卡波里  
ku sm’su qara na tatak sqani kun  
   插上  柱子   工寮 此地 
hiya la. mkura simu hbun Gogan ga  
這裡   向    你們   三光  
wahi sami mpjil mkal mha. 
來   我們 住  訪客 
 

繼續往下游來到三光溪河流交會

處，邦凱與卡波里就留在此處開墾，

並告訴其他族人說：如果以後你們來

到三光時，歡迎你們到我們家過夜（時

時來拜訪我們）。 

phqoyaw mbijaq hbun Ryuhing  
下坡     下到   西布喬溪 

翻過山下坡到西布喬溪附近的河流

交會處，夏啟達就帶著另一群族人留

                                                 
41 sm’su qara na tatak中 sm’su為插上，qara為房子的柱子，而 tatak是傳統的泰雅族工寮，
因為傳統泰雅族人的生活形態是逐地利而徙，當耕地的地利已逐漸貧瘠時，則棄地另謀新地開

墾，而每到一新地時，會先搭蓋一臨時工寮，作為臨時居住之地，因此在這裡用搭蓋房子的柱子

來表示選擇在此地開墾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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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ayal qu Syat Sita muci, nway ku  
說        夏啟達   說  
mtazil hbun Ryuhing hmkangi  
往上  西布喬溪     尋找 
phng’an mu qara na tatak mha. 
插上       柱子   工寮 
 

在此地，尋找山腰較平坦之地闢建家

園。 

mbiyaq hbun Kowbu lga. si kayal  
下到     高坡溪          說 

qu Batu Talung, Tanga Newal muci.  
   巴度‧達倫  塔卡‧涅洼  說 
nway sami mtajil hbun Kowbu hala  
     我們 往上   高坡溪    走 
sami mt’tu b’nux Mnagan mha. 
我們 到達  摩那干平原 
 

又繼續往下游，來到 hbun Kowbu
（高坡附近的溪水會流處），巴度‧達

倫與塔卡‧涅洼說要帶著族人走到

b’nux Mnagan（摩那干平原）拓墾（今
高坡、斷匯附近平地）。 

Kahul Kya mbiyaq hbun Qlahan.  
從   那邊  下到    義興溪 

si kayal qu Mqala muci, hala saku  
  說      摩卡拉 說   走  我 
mkura b’nux Gihing kun mha. 
向     義興平原 
 

往下游到了 hbun Qlahan（義興溪）
附近，摩卡拉沿著溪流的源頭往上游

走，到了 b’nux Gihing（義興附近的
平地）開墾。 

kmayal qu Kayal na Watan muci.  
 說       卡雅‧瓦旦             

pintajil saku hbun Qlahan pt’tu saku  
走     我   義興溪     一直到  
b’nux Rahu ru te Qramay mha. si  
宇內平原     
 

而卡雅‧瓦旦則沿另一溪流（宇內

溪）往源頭處，在 b’nux Rahu（宇內
附近平地）建立部落（今小烏來一

帶）。而其中有一族人亞維‧普納則帶

著一群人，翻過盧平山，然後沿著南

勢溪的上游支流拓墾，建立今天台北

烏來一帶的部落。而且留話給其他族

                                                 
42 pali mkiyawan原是形容魚的翅膀在水中交叉游來游去，表示魚的數量非常多。 
43 phimuq tapung因為魚兒以附著於水中石頭的青苔為食物，有許多的清台就可以招來許多的
魚。 
44 pswahiy na taba指有毒的藤，因泰雅族傳統的捕魚方法就是採這種有毒的藤放入河水中，將
魚毒昏後撈起，因毒性不是很強，所以再捕魚前會將河流的一小段攔截起來，再放入毒藤，並不

會因此而將整條河的魚都毒死，可說有生態保護的概念。 
45 qmuzi ke’原為用繩子吊起來的意思，而把話用繩子吊起表示將話語留下之意。 
46 uyuk是指年幼的動物，在此引申來形容小孩、子孫。在泰雅族的語言文化中，常常以自然界
的動物、植物或其他事物，用來比喻或借寓人、事、物，並不直接言明，為的是使聽者能用心聽、

用心記、用心去體會其中的含意，藉由這樣的表達來傳遞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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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al loji qu Yawi na Puna muci. pkzi  
說   又    亞維‧普納   說   翻過 
saku quri Lupi pt’tu saku hbun  
我們  盧平山 一直到     
Mangan, hbun Mttjyu hbun Skuyay.  
馬岸溪（福山） 內洞溪    斯其野溪   
hbun Mstngtung(ulay) mha. kya  
  桶後溪（烏來）    
mamu qu smoya pali mkiyawan42,  
你們     喜歡  翅膀  交叉游  
phimuq tapung43. mwah simu  
舔     青苔     來    你們 
pswahiy na taba44 ga. bleqaw simu  
有毒的     竹籐    好好地  你們 
mnaga. muci qmuji ke45 qu Yawi na  
招待   說   吊起 話      亞維‧
Puna. nanu yasa spi. cyux mbkuw  
普納  就是這樣     在   排隊  
llyung miquyup qu Uyuk46 nqu Yawi  
河流  很窄      小動物     亞維‧ 
na Puna hiya. 
  普納 
 

人說：這一帶的魚非常多，可以用有

毒的籐來捕捉魚，歡迎你們來，我們

會好好地招待你們，而且我們的子孫

會遍滿所有細長的溪流。 

kahul kya mbiyaq hbun Qumi. si  
從   這裡 下到  庫志溪（哈汶） 

kayal qu Mknghuw, Mkakay, hala  
說     摩可那互   摩卡凱  走 
sami mt’tu hbun Quruw, prhgay mu  
你們 到達  霞雲       堅固地 
muya lwah qparung hbun Qumi  
種植  柱子 杉木    庫志溪 
qani. musa wiwan tayux na ‘laqi  
就這樣 去  好像  休息    孩子      
mha. 
 
 

其他的繼續沿大漢溪往下游走，來

到了 hbun Qumi（哈汶附近的庫志
溪），摩可那互與摩卡凱就領著族人沿

庫志溪上游（霞雲）拓墾，種植堅硬

的杉木來建立家園，並且告訴其他

人，這地方未來可以做為子孫休息之

地。 
 

kahul kya mbiyaq hbun Ngusan  
從       下到    奎輝溪 

到了 hbun Ngusan（奎輝溪，大漢
溪左岸），普金就自願帶著族人沿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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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a. kmayal qu Puqing mci, nway  
    說       普金 
saku mtazil sqani, hala saku mt’tu  
我   往上游      走  我   一直到 
qwang Ksunu mha. 
源頭   嘎色鬧 
 

流往上游開墾，直到河流得源頭（今

Ksunu嘎色鬧）。 

kahul kya mbiyaq hbun M’apung.  
從       下到   高遶溪 

si kayal qu Watan muci nway saku  
  說      瓦旦   說  好 
sm’su qara tatak sqani ru, hala saku  
插上  柱子 工寮        走    我 
mt’tu qwang Qoyaw mha. 
一直到 源頭 高遶 
 

往前到了 hbun M’apung（高遶
溪），瓦旦帶著族人沿溪直到源頭拓

墾、闢建家園。 

kahul kya musa tehuk hkuy Bilus.  
從       去    到   河流轉彎處 

san kasa lga cyux mshiluq te這樣 
那邊   在   冒煙 
kyahu47, si kayal qu Cibula muci  
底下      說      齊布拉 說 
nyux ta sgsobeh kahul suruw  
在      接近   從   後面 
bsilung la wah. muci ru, mbzinah  
 海            說完   迴轉       
tebuk tunux Qara. Kmal gu Cibula  
到了  長興              齊布拉 
muci . nway ku sm’su qara na tatak  
說    好      插上  柱子   工寮 
sqani knan hiya. Besu Naway isu  
在那裡    此地 斐素‧那維 
hiya ga. intazil hbun Qolu ru . pkura  
那裡    渡過  三民         向著 
qus miquy. sa’ kmyaya kya nanak.  
靠著 茅草      探尋      靠自己 

之後，齊布拉帶著剩下的族人繞過

hkuy Bilus（河流轉彎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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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ux Qa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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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開

墾。齊布拉並且告訴族人，背向著茅

草而居（即遠離平地人）。 

                                                 
47 mshiluq te kyahu底下有冒煙上來，表示有人居住，而齊布拉所看到的地方是今大溪盆地，傳
說在早期有平埔族居住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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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a su mrhriq ga sa tehuk mita  
去      足夠         到   看    
hbun Bngciquzi. mha qu Cibula. 
大豹溪           說    齊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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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uhuw歌謠（羅浮部落） 
                             演唱：Tajil Yuraw  歌詞：Masa Tohui 

時間：20020206  地點：復興鄉羅浮部落 
 

第一段 
ho nway balay malapyung nyux   

  誠然如此   客人      有 
simu mwah sta’atu, mayay jwaw na   
你們  來    詳細       ∼的事情 
kinbankis minkahol Pinsbkan ro wah. 
  祖先   自從     旁斯博干    
nway malpyung anay maku sabalaq   
也好  客人     讓  我    仔細的 
balay mabakuw kinklsan na bnakisn   
非常   陳述    古代      祖先 
yan wah 
   吧！ 
 

第一段 
我非常歡迎各位來到寒舍，探聽有

關祖先是如何從發源地遷徙的故

事。也好吧！讓我好好地告訴你我們

的祖先遷徙的過程吧！ 

ho nanu yasa balay ki, si kayal  
   因此    誠然    就  說 

Buta  kMayan Yaboh maha, say simu 
武達  摩阿彥  雅伯 據說  讓 你們 
samagagay quri na Qabu quri na  
離別       卡武山坳     斯巴揚山坳 
Sbayan wah.o wal balequn p’aras kai  
                 好好地 帶著  訓話 
na kaButa ki wal lahoy gu ro wah.   
    武達   過  聚集    
musa simu t’tu atu na ageq1 gaw. laxi  
去   你們 到 白茅的邊緣  呀  不要 
usa tgjil makyanux ki, usa masalabang 
變  狹隘 生活領域   要  拓展 
 
 

據說有武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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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商議，吩咐你們如何去拓展

你們的新天地，直到白茅的邊緣（平

原地帶）。你們不可侷限在某一地，

要好好地繁衍下去，像竹筍一般地繁

茂興盛，讓子孫充滿在各地。 

                                                 
1 atu na ageq指到達茅草生長的邊緣。ageq是一種在平原才會看得到的植物，在山上是不會生
長的，所以稱為山林的盡頭。在當時，平原地帶大都已有人居住，所以只要看到有 ageq分佈的
地方，即代表有人煙，不適合在繼續往下尋找可居住之地。所以在泰雅史詩中常可見到 atu na 
ageq這詞，代表的是泰雅族分佈居住的界線，因此各社群皆指著不同地方為居住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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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yanux ki, usa m’ali Qoyaw ali na  
生活        要  長枝竹的竹筍  
Binaq2 wal maha smun qo kaButa ta  
箭竹  如此說   約束    武達  我們  
ro wah. 
 
第二段 

oh si katay wayal matagagay  
   於是    就    散開 

cyuwal lahoy la ki. nanu yasa mabiyaq 
三   隊伍       因此     下到 

habun na Tunan, si kayal Yumin  
 秀巒             直說 尤敏‧ 
Hayun maha, nway ku matqara tatak3  
哈勇  如此   於是    插柱子 工寮 
hbun na Tunan m’ha ru wah. 
  秀巒        那樣 
 

第二段 
於是他們就在此分為三個對五各

自分散開，往各地去尋找新地。因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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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i katay maha haluy loji banakis 
  就在    如此  結伴 又  祖先  

ta ro wah, si katay mabejeq habun 
我們        就在    翻到      
mata Bilaq, si kayal Yawi na Pot  
玉峰          說  亞維‧波特  
m’ha nway ku masta qara tatak sqani  
如此  讓      插上 柱子 工寮 在此 
ro wah. 
 

於是祖先們繼續結伴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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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aholuy loji banakis ta ro wah, 
     一起    又 我們的祖先 
si katay mabajaq hbun Gogan ro wah, 
  就     下到    三光 
 

祖先們又繼續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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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往返故居（原住地）

時，讓我們們好好敵招待你們，不置

                                                                                                                                            
2 ali Bzinuq ali na Qoyaw兩種皆為竹筍的名稱，在此特別以竹筍來形容子孫繁衍興盛如山中的
竹筍那樣茂密眾多、分布廣闊，也似竹筍般擁有驚人的生命力。 
3 masta qara tatak中 masta為插上，qara為房子的柱子，而 tatak是傳統的泰雅族工寮，因為
傳統泰雅族人的生活形態是逐地利而徙，當耕地的地利已逐漸貧瘠時，則棄地另謀新地開墾，而

每到一新地時，會先搭蓋一臨時工寮，作為臨時居住之地，因此在這裡用搭蓋房子的柱子來表示

選擇在此地開墾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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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kayal Bangai Qabuli maha, nway ku 
  說   邦凱   卡波里 如此  讓我  
matqara tatak sqani wah.nway simu  
插柱子  工寮 在此       讓  你們 
musa mkal kinholan gaw, kana simu   
去   探訪  故鄉       不至於 你們 
kabarus m’abi toqiy wah, nyux simu  
        睡   路邊       有  你們  
musa nagon ki wal mha Bangay Qabuli 
去    等候      說    邦凱  卡波里 
ro wah. 
 

於讓你們露宿野地，我們就在此等候

你們吧！ 

oh maholuy loji banankis ta ro wah, 
   一起    又  祖先   我們 

si katay mabajaq habun Sibunaw ro  
        下到    西布喬溪 
wah. si kayal Sya Sita m’ha pgjah saku 
       說   夏啟達       翻山 我要 
hala ku b’nux sibunaw wah maha Sya  
走     色霧鬧平台        就是 
Sita ro wah 
夏啟達 
 

祖先們繼續向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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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ux maholuy loji banakis ta ro wah 
  又   一同   又  我們的祖先 
si katay mabayaq habun na Kobu, si  
  於是  下到     高坡   
kayal Batu Talah maha hala ku t’ta  
說   巴度‧達拉哈    走  上到 
b’nux na Kobu kiji suruw na Rahaw, 
高坡台地    繞過 後面    拉號  
wal maha pi mrhuw na Kobu ro wah. 
成   那樣  祖先     高坡 
 

祖先們結伴來到了 hbun Kobu（高
坡），巴度‧達拉哈就說：我要越過

高坡台地，翻山至後面的拉號之地。

因此成為高坡的祖先。 

oh si katay maholuy loji ,si katay  
   於是    一起   又    

mbayaq habun Qolu wah, si kayal na  
下到                      說 

他們仍然繼續走，翻山來到 hbun 
Qolu（高坡一帶的溪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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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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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al Watan m’ha hala saku b’nux  
卡雅‧瓦旦  就   走  我要 馬岸 
Mangan t’tu quri m’ha qo kayal na  
平原   直到 山坳       說  
Watan. 
瓦旦 
 

oh maholuy loji banakis ta ro wah, si 
   一起    又 我們的祖先  

katay mabeyaq habun Qalahan, si  
     下到      義興溪 
kayal Yawi Batu hala saku parakyas 
說    雅義‧巴度   我要 爬上 
t’tu b’nux na Qramay m’ha Yawi na  
直到 卡拉邁高地        雅義‧巴度 
Batu ro wah. 
 

我們的祖先又繼續走，不久到達了

hbun Qalahan（義興溪的會流處），
有一個叫雅義‧巴度的人就說，他要

爬到 b’nux Qramay（卡拉邁高地），
留在那兒居住。 

oh maholuy loji banakis ta ro wah, si 
    一起   又  我們的祖先 

katay mabeyaq habun Qumi wah, si  
      下到     庫志溪（哈汶） 
kayal yutas Watan ro wah, nway ku   
說   耆老  瓦旦          讓 
mataqara tatak habun Qumi wah,  
 插上柱子 小屋 庫志溪 
musa ta stnaqan masli kwara ita  
將來 我們 會合     大家   我們的 
holuyan bnkis wah. 
帶領   祖先 
 

又繼續往下游走，到了 hbun Qumi
（庫志溪）的會流處，有一位耆老叫

瓦旦的就說：讓我在此建立家園吧，

好讓後代們可以在此相聚。 

oh maholuy loji banakis ta ro wah,  
     一同   又   我們的祖先 
si katay mbayaq habun Ngusan wah, 
       下到     奎輝溪 
si kayal Poqing maha, kyasa ta t’tu   
  說   普金   就   溯溪而上 直到   
b’nux Ksunu wal m’ha qu Poqing ro  
嘎色鬧平台      就是   普金 

祖先又結伴繼續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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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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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 
 

oh nanu yasa maholuy loji, si katay  
    就是如此   一起  又    

mabayaq habun na Mapung si kayal   
下到      高遶溪            說 
a’yutas Watan ro, hala ku kiji quri  
 耆老  瓦旦     走    繞過 
Mapong t’tu hbun na Silaq wal m’ha ro 
馬阿彭山坳   水田 
wah. 
 

又繼續往下游前進，來到了 hbun 
Map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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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i katay maholuy loji bnakis ro  
     於是  一起    又 祖先 

wah, si katay mabiyaq hbun na Bilis  
             下到     石門 
wah, ana ga nyux matahiloq kwara  
     可是   有   冒炊煙   全部 
kyaho nya gu wah, si kayal Besu  
底下  向           說    貝斯‧    
Nagway maha, simu ta anay ta sahir  
納外           我們  給他   迴游 
yaq cikay sqoliq qani ma. si parakyas  
     稍微 人群 這些   於是 迴轉  
si wah tmatak tatak tunux na Qara ro  
      搭寮  小屋  頭角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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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i kayal Besu Naway Cibula baha 
     說   貝斯‧納外 齊布拉 豈可 

ta qmaqom tunux na Qara qani ma,  
  共享     頭角         這個       
prkyasa saku hala ku t’tu gus na miquy 
爬上   我要 走    直到 邊    茅草 
wah,wal m’ha Besu Naway ro wah. 
     如此說  貝斯‧納外 
     

貝斯‧納外就對齊布拉說，如果我

們兩人共居住在此地（頭角），是不

適宜的。讓我繞到茅草的邊緣地帶

吧！於是貝斯‧納外就上路了。 

 有一耆老亞維‧普納對貝斯‧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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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si kayal Yawi na Puna Besu  
     說    亞維‧普納 貝斯‧納外 

Naway baha ta qamaqon jimiqoy qani  
       豈可   共享     茅草地 
ma, hala ku maki quri Takai t’tu habun 
    走     定居  塔凱山坳 
na Bayaw t’tu habun na T’ju wal m’ha  
巴耀溪口       內洞溪 
Yawi na Puna ro wah. 
亞維‧普納 
 
 

說：你可繼續往前走，我要翻過 quri 
Takai（塔凱山坳）直到 hbun Bayaw
（巴耀溪口）與 hbun T’ju（內洞溪）
在那兒居住。 

第三段 
oh nanu yan qani kinkisan lawi na  
   就是  如此    祖先   足跡 

yaba ta ro wah, wal balaq balay pa’aos 
祖先 我們         好好地      
qutux na hihonan gong gaw. oh qutux  
一個     貫穿  溪流          一個 
yat balay kinqiri wal ta sp’aras na  
非常    主要     我們 交代 
kaButa ta ro wah. maki simu na atu na 
武達   我們     居住 你們   邊緣 
ageq gaw, lahi usa ta gijil mkyanux ki,  
茅草      不要 去  困窘 生存 
usa masalaban makyanux. 
要   拓展     生存 

第三段 
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安排的，貫穿

整條溪流各自尋找居住之地。至此，

武達指示我們更重要的事：你們應該

要往白茅的邊緣去拓展你們的生

活，不該劃地自限，僅在這狹窄的空

間求生活。去吧！去開拓更廣闊的天

地，繼續延續族群的生命。 

oh qutux iyat ya inqiri, wayal tyasa  
    一個 非常  重要  曾經  

p’aras ki wa llyung qani ro wah, kiya   
交代       此溪流流域       可能 
simu tahoyay maqayat mumu na wakil 
你們  能    扶養     結      背帶 
mumu na wayay gaw, nyux simu  
結                  有   你們 
parasan hokut na howay wah, kya usa 
帶給    柺杖               要   去 
 

這裡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特別

吩咐這條流域的子孫們，你們要好好

將子女扶養長大，然後要託長者一家

一家地去詢問那家有適合的女子，遵

照祖先遺留給我們的話去提親。這些

就是祖先所留傳下來的，族人們都遵

照祖訓而彼此打聽，如此才能使我們

泰雅人更繁衍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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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bjeh mkani qutux qutux balihon, 
交往    尋找   一家一家  住戶 
nyux matohoyay mqayat mumu na  
有    有能力    扶養  結    
pala wah.nanu yan qani ita kin  
織布     就是  如此  我們 
pinsonan na yaba ta ro wah. ita  
  祖先      祖先   
ciblayun qani gaw, nyux ta hojay balay 
遺留     在此     在   能夠 好好地 
masabijih bijeh mumu na pala wah,  
互相交換      打結    織布  
nanu yan qani ita Tayal nyux ta   
就是如此   我們 泰雅人 
mahoyaw uji ita qani ro wah. 
繁衍     子孫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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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uhuw歌謠（玉峰部落） 
演唱：Hayong Botu   歌詞：Losing Umin 
時間：20000910  地點：尖石鄉玉峰部落 

 
第一段 

ou nway wah lahoy piyung, bali ta 
               聚集 客人    並非 
baqaw sinnalu, ini ta pinnaki nyux 
為何   因為   不管 談論   有 
qutux rinahoyan, baqa  mamu baqun 
一個  聚會    怎麼可能 你們 知道 
kwara qu ujuk1 na lahan lahoy. ou 
所有的  小動物  叢林 聚集 
sinubilan na yaba ta Buta krahu, oux 
傳承、留下 祖先   偉大的武達 
nway simu mapalanga, usa tabaci 
可以 你們            去  各自 
homaqani sbqi na gong2 mah . 
尋找     泉水   小溪 
 

第一段 
我們聚集在此，藉著這次的聚會

來談論有關偉大的祖先武達所留傳

下來的遺訓，如何各自尋找適合生存

的地方。 

第二段 
nanu yasa Batu-Tngihi ms’su 
因此  巴度‧德厄嘿  居留 

kya ru hbun na Cinpuroq, yasa qa aw 
那地方 金布羅溪水會流處   如此 
khmay mbhoyaw ungat kaki’an . maki 
眾多的 增加     沒有 居住之地 有 
qutux inlungan Yawi na Pot lam , 
一個 心願、想法 亞維‧波特 
nanu minkahol hbun Cinpuroq, qmji 
因此  從…  金布羅溪水會流處 翻過 
 

第二段 
最早的祖先名巴度‧德厄嘿，居

住在金布羅溪水會流處這個地方。之

後人口逐漸增多，沒有可居住之地。

於是，有一個名亞維‧波特的祖先，

就從金布羅溪水會流處這個地方帶

領族人，翻過那互山坳、拉號山坳，

越過卡那‧挪羅，最後來到玉峰溪水

會流處這個地方，各自尋找可生存居

住之地。 

                                                 
1 uyuk是指年幼的動物，在此引申來形容小孩、子孫。在泰雅族的語言文化中，常常以自然界
的動物、植物或其他事物，用來比喻或借寓人、事、物，並不直接言明，為的是使聽者能用心聽、

用心記、用心去體會其中的含意，藉由這樣的表達來傳遞智慧。 
2 sbqi na gong 溪邊的小沙地。sbqi，原意為溪流河床旁邊因堆積而成的小沙地，之後在此繁衍
出小植物，慢慢長成小森林，通常是野獸避難的地方。泰雅族人經常用這個名詞來形容自己佔領

的區域很小的謙虛用詞，雖然他們居住在便於防衛的山腰或高嶺地帶，但常常謙稱自己只是暫時

居住在那麼狹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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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a    quri Ngahut, mwah kya quri 
那互山坳（思源啞口）拉號山坳 

Rahaw, qmji Kana-Norow, mbyaq 
       翻過 卡那‧挪羅  下到 
hbun na bla Bilaq, muwah hmkani 
  玉峰溪水會流處         尋找 
kian naha wahan naha tmwan  
居住地    為了       遷徙 
mhkyanux.  
生存、生活 
 

ou nanu yasa musa Batu-Tngihi 
     因此、所以 去  巴度‧德厄嘿 
musa kya loji kinnaholan , ou nway ga 
去    回到 故鄉、原住地   可以 
wahay maku magan qu ana sazing  
我會來 我的  帶走    也許   兩個 
sasway maku, rasaw maku qa nyux  
兄弟   我的  帶回   我的     有 
tmwan kya hbun na Bilaq. ou mwah 
遷徙  這裡   玉峰 
Iboq-Yungai mbiyaq qu Mataseq, nanu 
伊柏‧優凱 下到      馬達謝克  然後 
mhtu hbun na Bilaq . 
到達   玉峰 
 

之後，巴度‧德厄嘿又回到了原

住地，尋找他的兩個兄弟，其中一個

叫伊柏‧優凱，一起翻過馬達謝克這

個地方，又來到玉峰。 

ou san qasa lga ke’ na yaba ta 
       然後     語言（祖訓） 
mkButa krahu: musa simu mkyanux 
偉大的摩武達   去    你們   生存 
ana inu sin na ageq, ana simu musa 
不管任何地方  平原 不管 你們  去 
inu la jiq na bbalung3,  ou sami balaq 
任何 底下巨木         你們  好好地 

第三段 
正如偉大的摩武達留下來的祖

訓所說的：你們不管到任何地方生

活，甚至到了茅草邊緣（平原地帶）

或是在大樹底下（森林叢林中），如

果想要好好的生活的話，就必須沿著

河流的主流及支流，順著河流去建立

你們的家園。你們要栽種一片蕃薯的

                                                 
3 jiq na bbalung zik na balung在巨木底下即叢林之中，意指狩獵之地。因為泰雅族的傳統生活
中，狩獵是佔非常重要的事情，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4 qutux abaw na ngahi （一片地瓜葉）與 qutux na trakis（一粒小米）來代表所有的食物，因
為在早期泰雅族傳統的主食中包括地瓜與小米，在這裡用一點點的食物來比喻，是一種謙虛的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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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yanux gan, wayan qu turu na qsya’, 
生存                主流 水、河水 
wayan qu sbqi na gong . usa hmkani  
         支流  小溪流     尋找 
sun mamu tmataq, san mamu muhi 
   你們 搭寮、建立家園 你們 栽種 
qutux abaw na ngahi, san mamu  
一片  葉子    地瓜      你們 
gamhat qutux na trakis4 niqun  
播種    一粒   小米  吃      
kinnabahan . 
後代子孫 
 

葉子及一粒小米，好讓後代子孫可以

生存繁衍下去。 

nanu yasa lga minkahul kya hbun na 
然後       商量  那地方  

mBilaq, kahul kya qu qswgan nha .  
玉峰          分出支流 
Teng yasa puqing sami qa , Ulay Quri 
定      根、源頭 你們    宇抬 石磊 
ru kawra qa qinswan na bnkisn. ou 
所有   分散開     祖先 

Teng qasa yasa qutux blabalay , aw 
人名 那個 果然 一個 真（正）的 
qu maki khmay ga posun nya Mami, 
   住在 眾多的   派遣      馬美 
snbin kBnaqi musa mabahoyaw jiq na 
留下  柏那基 去    繁衍     底下   
Tapoun. ou san qasa lga posun nya 
（李棟山） 然後    派遣         
Batul snbin na Tgbing, chux mbhoyaw 
部落名 留下   德可賓  在那裡  繁衍 
kiya bnux na Batul uji lma.  
那地方 平坦之地 泰平 聽說  
 

第四段 
然後，族人聚集在玉峰溪水會流

處的地方，商量如何分派。宇抬、石

磊，或從這些分散開的部落，他們的

共同始祖就是定。還有眾多子孫在位

於李棟山下的馬美部落，是祖先柏那

基所留下的。然後，也有一些被派遣

到泰平部落，是祖先德可賓帶去而在

那繁衍眾多。 

  

                                                 
5 藉由互相聯姻的關係，使得到處都有自己的子女或親人，這樣到哪裡都可以受到熱烈的招待，
因為泰雅族是很好客的族群，即使不是真的有親戚關係，只要是從遠方來的客人都會受到很好的

款待，如果是親人則不僅能接受豐盛的招待，臨走時還會將家裡最好的食物相贈，讓客人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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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qasa qnhang na qu sami qutux  
然後   生存        我們  一個  

lhoyan wayan mtbtu na inu, baha  
部落（團體）到各地  任何 因為 
hmswa ke’na bnkis, smpun qu bnkis  

祖訓      計畫      祖先  
mian ana ana inu na toqiy, ini ga  
我們不管哪裡  道路（道理）或  
Pyasan ini ga Gogan sey smatu qutux 
角板山（復興）三光 送 子女 一個  
qutux pnqiring , kian mamu pskilux  
女兒出嫁 居住地 你們使溫飽 

lhbun5 mnwah simu Cyama. ou san  
胃          你們  大溪   然後 
qasa kwara ae qoyuq wayan yali  

所有     狹小、狹窄       
mslaban ana inu, ma mt’tu Giran mt’tu 
擴展  到處、任何地方 出去到宜蘭 去
Nahoy,kira kira wan mchiqu Taiwan,  
到尖石 今天        充滿    台灣 
naqu E-Chiun maku chux maki chux  

人名（月春） 我的   住在那裡 
maki Kai .nanu yan na qani qinswan  
嘉義如此    這樣 分散開 
mrhu. 
 

我們這個群體（指 Mrqwang群）
也到各處去繁衍擴展，因為祖先的話

是如此告訴我們的。不管是復興鄉的

角板山（Pyasan）或三光（Gogan），
你們要遵照祖先的話，向每一個地方

送出女孩子（締結姻親）。如果有這

麼多的親戚的話，你們去大溪回來的

路途中，也不至於挨餓（肚子得到溫

飽）。我們原來是居住在很狹小的地

方，後來就慢慢擴散出去，有擴展到

宜蘭、到尖石的，一直到充滿整個台

灣，分散到各地。就像我的女兒月春

嫁到嘉義，就是遵照祖先所說的。 
 

 

                                                                                                                                            
的途中不致挨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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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uhuw歌謠（田埔部落） 
                               演唱：Temu Naui歌詞： Losing Umin  

 時間：19880807 地點：尖石鄉田埔部落 
 

第一段 
sanuway sinnubin magan rimuy  

           留下    取來  美好的 
sinnainu, mama sing ma luwah. ou  
懷念      長者              
mryax ke’1 na soni nyux ta ki baqun  
 今日 話     現今          知道  
sananu sinbilan na yaba ta raral ,aring 
事情    傳承      過去的祖先  從   
kya Pinsbkan ta ya quri sa Sbayan,  
    發源地         分散之地 
benux ka krahu Sabayan ka krahu.  
平坦之地                 寬闊 
 
 

第一段 
今天留下此曲給你們，因這是美好

的回憶，也是為了讓你們知道，過去

祖先所傳承下來的話語（祖訓）。從

發源地（Pinsbkan）開始，是在一個
平坦寬闊的平原稱為斯巴揚

（Sbayan）的地方。 
 

wayan sigwsa wa yaba ta raral  
   過去  如此說     祖先 
kmButa,ou ho laqi, yeta wax matubah  
          孩子們          再、重新 
m’ta tama2 benux Sbayan ka krahu  
全部 坐                  
nyux ta mabahoyaw  sqani. 
 在   增加、繁衍 這裡 

過去祖先是這樣說的：我們偉大祖

先 Bu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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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e’可當作話語、語言來說，但在此特別指「祖先所留下的話語」，即「祖訓」。 
2 tama為「坐」之意，此處用來形容因繁衍眾多、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已無法再容納眾多的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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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 ana simu musa wah,mtbah mkjik 
  任何 你們  去       重新  底下 

na balung3,tbuci hmkani sbqi na gong, 
   巨木   各自 尋找  泉水   小溪 
ou mkani simu ssanan qara na tatak4,  
   尋找  你們  柱子 竹子    工寮 
ou ho mikani sbqi na gong5 aatuqan  
      尋找  泉水   小溪 開墾之地 
mamu ‘tukan nya payeh6. 
 你們  耕作    小鋤頭 
 

因此，你們要重新去尋找新的地

方、建立家園，各自循著溪流，尋找

適合生存、開墾的地方。 
 

ou kira na kerang7 mamu na papak, 
    今日   側耳    你們     耳朵   
ahahoyai mlahang ta loqy ma mrhul8,  
有能力   照顧      釘子     
apanga wakil na tokan9, usa minbalak  
背     肩帶    背籃       珍惜   
magan hahokut10 rinosan masing ma  
拿      柺杖           敲 
bihun11. wayan maha pingagay yaba ta 
門     過去   說   訓示       祖先 
raral. 
 

你們要用心聽好，有能力能照顧女

孩的男孩，要好好地、慎重地請老人

家去提親，這是祖先留給我們的訓示

要遵守。 

                                                 
3 mkjik na balung在巨木底下即叢林之中，意指狩獵之地。因為泰雅族的傳統生活中，狩獵是
佔非常重要的事情，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4 ssanan qara na tatak此句為用竹子搭建的工寮。在早期，泰雅族是游耕的民族，因使用傳統
的山田燒墾的方式，逐地力而徙，因此早期的房子大多是臨時搭建的工寮。在此處是指開拓耕地、

建立家園之意。 
5 sbqi na gong在此指的是小溪流的源頭之意，祖先告訴族人，要順著溪流往上尋找可以拓墾、
建立家園的地方。由此可知，泰雅族人居住之地或部落多建立在溪流的兩岸，且從各社群的分佈

可以看出，同一社群多以同一流域為主，以主流為起源地，然後沿著支流擴散出去。 
6  ‘tukan nya payeh以小鋤頭來耕作，意指可以開墾耕作之地。payeh是傳統式的鋤頭，木頭
柄金屬刃，有寬、尖之別，依用途而異。 
7 kerang原為「側著頭」之意，此處用來形容極用心聽，而且是經過思考，牢記在心地專注聆
聽。 
8 此處指的是女孩子，為何用此詞來指女孩子，來源並不清楚。 
9 wakil na tokan是背著背籃。wakil 是綁於額頭的背帶，tokan是男性專用的背籃。泰雅族的用
語時常以生活日常的事物來比喻代替人，尤其在一些特殊場合，如求親時，男方代表並不直接說

是哪一個人央請他前來，而僅僅用 wakil na tokan來隱喻他今天來的目的，對方也就很清楚地知
道他的來意了。這種很含蓄，又富有深意的語言文化，對一個無文字的民族來說，實在是極富智

慧的表達方式。 
10 magan hahokut原是拿著柺杖，但其實是意指「老者」，也就是央請有智慧有經驗的老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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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ou talagay la nanu yasa pi, nyux ta  

     驚嘆詞    就是如此     
maciholuy sin na age’12. maha quyaw  
一起、一同     茅草        下坡 
mabyaq hbun mazi Heboung, ou ma  
下到      地名（新光） 
sirasi mhquyaw mbyaq hbun na  
帶著去  往下坡 下到    地名（秀巒） 
Tunan, hbun mazi Pehwan, mbyaq  
         地名（田埔） 
hbun na mBilaq.  
地名（玉峰） 
 

第二段 
於是，就帶領著族人往平坦的平原

前進。順著溪流往下來到了新光，繼

續往下由來到秀巒，再往下到了田

埔，到了玉峰。 

ou wayan syqisa yaba ta raral ki,  
          做     過去的祖先 

ana simu musa tbuci hmkani sbqi na  
任何你們 去   各自  尋找  泉水    
gong ga. lahi usa myaungi pingagay  
小溪    不要    遺忘     訓示   
maku qani, wayan mha pinnaras yaba 
我    這些 過去       遺留    祖先 
ta raral.ou kyarax ou maha min na  
                   如果            
qokun tunux na bubu’13. musa minnu  
搶奪   頭      奶    去    介詞    
blaq  muwayaw, mhway yaba ta raral 
好好地   選擇   感謝    過去的祖先 
pinnugagay. 
訓示 

祖先就對族人說：你們各自循著溪

水的源頭，尋找適合生存的地方。但

不要忘記祖先們的教訓。要好好選擇

區分各自的血脈，這是祖先教導我們

的。 

                                                                                                                                            
年輕的男孩子去提親。 
11 masing ma bihun原意是去敲門。在此引申為去敲女孩子家的門，即提親之意。 
12 sin na agiq指到達茅草生長的邊緣。agiq是一種在平原才會看得到的植物，在山上是不會生
長的，所以是指往平原地帶前進之意。 
13 qokun tunux na bubu’搶奪奶頭，其實是指要各自將血脈區分清楚，好好選擇分辨親屬關係，
不要造成近親通婚，避免亂倫，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不僅關係著個人，甚至整個家族、整個部

落都會因此而受連累，遭到詛咒或懲罰。因此在祖訓當中，特別叮嚀族人要謹慎地選擇結婚的對

象，好好地繁衍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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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 iyet simu pnbah, mkrikiyas  
    不要 你們 改變   回頭   
kinholan na mamu b’nux Sbayan na  
原住地     你們    斯巴揚台地 
krahul ya quri Sbayan. ga bilan maku  
         斯巴揚山坳                
smbin,smbin Pehu na krahul, yet simu 
留下        偉大的北護       你們  
musa makrkiyas mha pingagay yaba  
去      回轉         訓示    祖先  
ta raral.  

 
 

不要想要回頭（留戀），想回到原

住地斯巴揚，應該遵從祖先的教導，

永遠固守在這個地方好好地繁衍後

代。 
 

sa nanu yasa lapira nyux ta, lhengan 
   就是如此  去做       後代子孫 

matuqi laba qu ita uyuk mlibu’ snbin,  
眾多        我們 小孩 部落 留下 
ita snbin Temu na Watan, Habaw na  
   留下   帖目‧瓦旦   哈保‧瓦旦  
Watan Yatun na Watan. yani ka ita  
         亞頓‧瓦旦 
nyux mqwas ki ibanayakan yaba ta  
      感謝                祖先 
raral. 
 
 

我們這些子孫是由帖目‧瓦旦、哈

保‧瓦旦與亞頓‧瓦旦三位祖先所傳

下來的。 

第三段 
nway mpucing kya yasa ran ku wy,  
      結束       如此 

ana wayan mkinnukul, sinnobin ru  
任何        錯誤     留下 
maku ma rimuy sinainu, swana yaba  
我      美好的 回憶   如同   偉大  
krahul aring ta tupiray l’lyuw hmaliga14, 
的祖先 從    運轉   前端  舌頭 

第三段 
唱到這裡，也許有唱錯的地方，但

這些都是我回想過去祖先的歌，從開

始就一直都無法阻止我去說祖先留

下來的話。 

                                                 
14 tupiray l’lyuw hmaliga舌頭一直翻轉不停，用來形容對祖先所傳下的訓言與事蹟，是無法用短
短的言語來述說完整，即使一直敘述，講個不停，還是無法完全地表達祖先們的偉大及對祖先崇

高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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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 thyazi ran na mqrok ,mha pinna  
   無法        停止       話語 
yaba ta raran. 
 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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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uhuw歌謠（泰崗部落） 
                               演唱：Umin Losing  歌詞：Losing Umin 

時間：20010711  地點：尖石鄉泰崗部落 
 

第一段 
sa nway sabilan simu uo, pinnakayu 

            留下    你們    口傳 
ki ta laqi na kinbkesan ta Buta karahu, 
子孫      祖先       武達 

Bziqu na Buta. mthouluy mabyaq ka 
伯立庫‧武達    一起  下到 
hbun na Heboung, mabyaq ka hbun ta 
地名 （鎮西堡）  下到      地名 

na Tunan, mbyaq ka hbun na Pehwan, 
（秀巒）            地名（田埔） 
mbyaq ka hbun na Gogan, mtahouluy 
               三光      一起 
mabyaq ka hbun Sinseki ki.  
  下到    地名（尖石） 
 

第一段 
讓我來告訴你們一些事，是來自於

我們過去的祖先偉大的祖先武達及

Bziqu Buta（伯立庫‧武達）所流傳
下來的。祖先們最初一起來到 hbun 
na Heboung（鎮西堡），然後再往下
到 hbun Tunan（秀巒）、hbun 
Pehwan（田埔）、hbun  Gogan（三
光），一直到 hbun Sinseki（尖石）。 

第二段 
tagaw laqi na lkotas ta ki, nyux ta 
看  孩子  祖先們     在  我們 

mkyanux ssoni, wiwan sinnubin ta na  
生存     現今 如同   流傳  我們的
lkotas taslalaw Bziqu karahu. swa 
祖先   就是  偉大的 Bziqu 
iniwan matu sa qutux na masuqarai, 
如同  送去    一個     
ina yaqan binnaqesan ta ki.  
祖先去過 過去的生活 
 
 

第二段 
我們是祖先所流傳下來的子

孫，我們偉大的祖先伯立庫。目前這

個區域的後代都是從伯立庫的子孫

分散出去的。 

oh nanu wanna keran na papaq  
就像  側耳     耳朵   

Sozi na Umin Umin na Losing. 
Umin的兒子 
sa nuway witay mamu baqun ita aki 

所以祖先們留下的規範要仔細

聆聽，讓你們瞭解我們在過去從祖先

那兒學習到的。我們的祖先是伯立

庫‧武達與他的兒子們巴度‧伯立

庫、武亦‧伯立庫、瓦夏‧伯立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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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可以  讓  你們  瞭解 我們 在 
nyux wan mkbaqbaq inu snbin ta na 
有  過去   學習   什麼 遺留  
lkoutas ta Bziqu Batu Bziqu Wohi  
我們的祖先    巴度‧伯立庫 武亦‧ 
Bziqu Waseq Bziqu, khagan na Watan 
伯立庫 瓦夏‧伯立庫 照顧     瓦旦 
mha lboq na Mona ki 
    伊伯克‧莫納 

而受瓦旦與伊伯克‧莫納的照顧。 

nanu yani ita qutux hbun na Tunan, 
就是如此我們一個   地名（秀巒） 

hbun na Bilaq ki, ana ta nyux wan ma 
地名（玉峰）   或許我們 有 過去 
ini phkarararaw sawni qani lga. nyux ta 
   翻山越嶺   今日  這樣 
mkbbaq ka nyux ta abuyan, ohi ho 
瞭解          我們 結合 
sinnabin lkoutas ta Mona na Bysi laqi  
留下    祖先  我們 祖先名    子孫 
ki. ta nyux ta hbun na Tunan hbun  
  我們有      （秀巒） 
Pehwan hbun na Bilaq hbun Sinseki  
（田埔）   （玉峰）     （尖石）   
gaw. 
 

過去祖先們翻山越嶺到了秀

巒、玉峰一帶，無論到哪裡我們都視

同一群族人。有族人遷移到秀巒、田

埔、玉峰甚至到尖石一帶，這些人都

是祖先莫納‧比細的後代。 

第三段 
chux naha ma qutux bankis ta kwara 

 在那裡 他們   共同  祖先    所有 
thraw nyux masa sa soni hbun Sinseki 
你看 有           現今  （尖石） 
qani, lahi ta yangi gaw sina sngusan 
     不可   忘記         目的 
lakotas laki. ana ta nyux sa snagun 
 祖先      雖然   有    改朝換代 
Chu-ka-min-kou, mha qu Umin na 
中華民國       說       
Losing ki. mha bblaq ka mabbeq ka 
             好好地  互相交換 

第三段 
在這個尖石地區，我們是由共同的

祖先而來的，因此我們不可忘記祖先

留給我們的訓示，即使是現在已經改

朝換代（中華民國時期），仍不要忘

記祖先要我們好好地互相交換打結

的織布（意指締結姻親，誰有能力扶

養女孩子，就要前去提親，這是祖先

流傳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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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u na pala, lahi yangi gaw 
打結    織布 不要 忘記 
sinabilan lkotas ta ki wi. ima la chux  
留下    我們的祖先   誰    有 
kahuyai maqayat. 
 有能力 扶養 

lahi ta keri na pakaw ki, pasa bzihan 
不要  綑綁  荊棘     放在一邊    

ta nyux ta kawaran. toqi na myunaw   
我們     接替     路     平坦 
toqi musa, hyulaki hway na nanu hway 
路  去    直的   感謝    何等 感謝 
utux kayal, 
神 

不要被荊棘所綑綁（仇恨、憤怒

等），應該將它放在一邊，這樣前面

的道路才會平坦，感謝神是如此告訴

我們的。 

biqan nya innalungan na mlahan ga 
給       有心的人      照顧 

chu-ka-min-kou, ana inu qalang ka  
中華民國       不管   部落 
qalang lga, san ta lamuosay naha nyux 
部落       我們去 遊玩   就是 
mha Umin na Losing. 
       尤敏‧羅信 

在中華民國用心的照顧之下，現在

無論到哪一個部落去拜訪都極為方

便。 

nway laqi laqi ka qelang, tay ma ta  
     孩子      懶惰         我們 

mtcinan gaw ita qutux bnkis, babaw  
團結      我們  一個 祖先  天上 
cinnawanan lga nyux ta mbbeq   
地上、世上    有     互相交換 
mumu na pala. ana Giran qeng  
打結    織布  不管 宜蘭縣 
Touzing geng lga, krinkou lga nyux ta  
桃園縣                     有 我們 
mabbeq ka mumu na pala. musa ta  
互相交換   打結    織布 去 
mbhoyaw ita mkyanux babaw chin na  
繁衍眾多    生存    天上   世上 
wanan, 
 

孩子們不要懶惰，我們是同一個祖

先而來的，所以在世上我們要互相交

換子女，不管是到宜蘭縣或桃園縣，

我們都要彼此交換，讓我們的子孫在

世上繁衍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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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hi gaw yazingi ki, pinnaras saw  
不可    忘記      叮嚀  

yaba ta Bziqu mha wi. simu nyux  
祖先   伯立庫       你們 要 
kyanux lga, siga magan hilaw hilaw,  
生活       除非 拿    活潑 
lahi ta psyaqeh. ita kwara mtes ta  
不要  爭執    我們所有 兄弟姊妹 
ssoni laki, nyux salahang gaga na  
今日          遵守     祖訓 
sami ka, nyux ta mlahang kristo lga  
我們           照顧    基督 
mtes ta kwara ta, nway tawah mqas  
所有的兄弟姊妹             高興 
yaba ta kin ga qesan ta wan na m’abi, 
祖先    過去的              睡    
saw nya pqasun ta nyux mkyanux.  
         喜樂          活著 
nyux mha Umin na Losing. 
     說  

不可忘記我們的祖先伯立庫所流

傳下來的叮嚀與教誨，要快樂的生活

著，不要互相爭吵。我們所有的族人

都要尊崇祖訓。雖然今天我們受耶穌

基督的照顧，但仍要遵守過去祖先所

教導的，充滿感恩與喜樂的生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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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uhuw歌謠（錦屏部落） 
演唱：Utaw Syt  歌詞：Losing Umin    
時間：20001007  地點：尖石鄉錦屏部落 

 
第一段 

usa nway wah simu bil, magan na  
來           你們     取去 

rimuy sinnainu kujing kinla nyux muzi  
美好  回憶    我   敘述  在  聽說  
ubah, usa bali ta sa nanu wah, rimuy  
      來  並非我們  怎樣     美好 
ta yaba ru sa. 
   祖先 
 

第一段 
讓我來告訴你們有關我祖先留下

給我的美好的回憶。 

usa ah qu ta wah yaba ta ya ,aras 
  離開     我們  祖先         
babaw muwah ay, u minkani  
以後   去、來      尋找  
pasurulabagan naha inu kraqayaq, ou  
 拓展        他們  任何        
laqi masiyunow ou nyux ta maqahut.  
孩子 繼承、接續  在  我們  生存 
ou nanu yasa wah usa imon. ou 
    就是如此     離開   
minkani samatu payah ‘tukan, atu na  
尋找    到    小鋤頭 開墾  到達  
ageq1 la ru wah, ‘rqyasu laqi2 matbuci 
茅草           臉    孩子 各自  
homikani, tasurulabagan howinuk3  
尋找       擴展       腰 
‘rqyas u laqi. 
臉     孩子 
 

我們的祖先帶著我們離開了，去尋

找拓展適合生存（可開墾）之地，可

以讓子孫們能繼承生命，繁衍眾多，

就是為了這樣，於是各自去拓展開

墾，甚至到了平原地帶，讓子孫們的

勢力能充滿在各地。 

                                                 
1atu na ageq指到達茅草生長的邊緣。ageq是一種在平原才會看得到的植物，在山上是不會生
長的，所以是指往平原地帶前進之意。 
2 rqyas laqi。rqyas為臉的意思，在此特別用「孩子的臉」來表示攸關孩子的生存，因為從他們
的臉上的表情是快樂、還是愁苦，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生活情況。 
3 howinuk指「腰」，在泰雅語中，腰代表的是「力量」，面代表的是「榮耀」，在此是指為子孫
勢力發展設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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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usa nanu yasa wah, usa ay, aki muji 
離開  就是如此    去吧！ 在      

quri Lupi yung, ulaqi masiyunow  
地名         孩子們  繼承 
mbyaq wah hbun Llesan4 hbun  
下到      地名（錦屏）地名（尖石） 
Linahoy5.usa hahoy a muwah tarhou ai 

去  一起    來    堅固    
‘tukan naha t’nga na payeh6. musa  
耕作之地他們 挖   小鋤頭  去    
qnahan u laqi masiyunow. bali ta wah  
生存     孩子 繼承     並不 我     
musa inu bayah musa makurukiyas,  
回去 任何      去    回頭、迴轉   
iniqan ta na suruw iway ta subilan wah. 
朝向 我們   背後    我們 留下 
 

第二段 
就是如此，離開吧！翻過盧比山

坳，來到錦屏、尖石這一帶河流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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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hu ga mehu krahou, musa nanu  
               大     去     

yasa musa ta sikazi kya nanaq. oh  
         我們         靠自己      
minkani ta qnhan ulaqi ta, ita nyux wah 
尋找  我們 生活 孩子      在 
mah mbyaq atu na ageq. nanu ana gu 
    下到   白茅邊緣（平原）   
yasa iyat ta bahon jimongi  
    不可   不能  遺忘 
kinnakaholan ta chux ta beqan na  
原住地（故鄉） 有 我們 朝向  
suruw, yeta bahon jimongi qnhan ita a 
背後  不可 不能  遺忘   生存 我們  
Tayal. 
泰雅人 

所以我們按照祖先給我們的能

力，好好地去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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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bun Llesan是指今位於那羅溪與其支流的交會處，附近所屬有小錦屏、比麟、吹上、天打那
等部落，但新竹地區的泰雅族人統稱這一帶為「錦屏」。 
5hbun Linahoy指今那羅溪與油羅溪的交會處，這一帶統稱為「尖石」。 
6‘t’nga na payeh以小鋤頭來耕作，意指可以開墾耕作之地。payeh是傳統式的鋤頭，木頭柄金

屬刃，有寬、尖之別，依用途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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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ilan nay ta wah ku laqi  
留下      我們     子孫 

masiyunow makyanux, na taay nyux  
繼續       生存             有 
wahan mlahang Chux-ka-min-kou. inu 
讓     照顧     中華民國      任何 
musa ta ini glgiy, kya blaq toqi pinsbaq 
去  我們  順從    好好 道理 教導 
nya h ta glagan uji.pingagay nu su wah 
他的    順從 也是 訓示       
poqing pinnuaras yaba ta raral la wan  
根源  叮嚀、交代 祖先 
ma’bi, yani piyan sawtai sasubil ulaqi  
睡    這   真的       留下  孩子 
ita usa yan masiyunow makyanux. 
我們的     繼承      生存 

雖然現在是由中華民國政府在照

顧我們的生活，他教導我們的必有道

理，我們如果是好的，我們就會遵

守。但是，子孫們絕對不要忘記祖先

特別交代叮嚀，所遺留下的訓示，要

好好教導子女繼續延續祖先所遺留

下來的規範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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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uhuw歌謠（天湖部落） 
演唱：Payan Bonay  歌詞：Heitayn Payan 

 時間：19971114     地點：五峰鄉天湖部落 
 

第一段 
h sa nwanuway ta hwy, muqoqyri  

       沒關係  我們不妨 不是刻意   
simubil matohal qutux toqiy na nawgal. 
留下    一回   一條  路     結語  
bali nanu la sakuyabing ta uwy la,  
並非 什麼   吝於     我們          
baqun ta saw nanu kinsalauman ta sa 
知道 我們           相聚   我們 於 
riyax sawni la. 
今天的日子 
 

第一段 
我們就這樣吧！隨意的留下一些

話語。這不算什麼，我們何必吝嗇，

知道在今天的日子是為何相聚的。 

第二段 
sa nanu yasa piy, aring yniahan  
   就是那樣     自從  翻越 

Sabayan karaho1, koutas maYabuh  
Sbayan大山     祖先   mYabuh 
muah matulaholuy2 hbun Zheboung3  
來    蔓延        地名 

lalam. talagay la laqi, hyata simu nbah 
      驚嘆詞   孩子不會 你們不可能 

第二段 
 就是那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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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araho口語為 krahu，原意為「大、寬」之意，在此引伸有「根、根源、發源地」之意。 
2 matulaholuy口語應為 mtlhuluy，其原意是由上網下慢慢擴散流動的形容詞，在此是指慢慢發
展之意。 
3 hbun Zheboung：「hbun」為河流會合之處， 「Zheboung」原是一種黃色有節、會寄生在陰
濕的樹幹上的植物，據傳此地因盛產此種植物，祖先經過此地時，對此留下深刻印象，也為了方

便記憶，而將此地稱為「hbun Zheboung」。對於此地的位置有不一樣的說法，有人認為在南投
Pinsbkan發源地附近，有人認為在今天新竹尖石鄉新光部落附近的溪流會合處，不管位於何處，
可確定的是擁有此傳說的泰雅族人在離開祖源地 Sbayan後第一個定居之地。 
4 paqara為「掛」之意，這與泰雅族的傳統生活工作習慣有關。每當泰雅人到山上或某地工作
時，習慣性將隨身物品，如背籃或衣物等，掛在樹的枝椏上，「qara」即是「分叉的樹枝」之意，
此動作是為了讓人明白已有人在此工作，引申為「佔有領域」之意。而另有一說法是早期出草（獵

人頭）回來時，會將用蓪草串成的旗幟，掛在部落的入口處，來向外人顯示炫耀他們英勇的功績。

但在此處並沒有引用第二種的說法。 
5 sabaqi口語為 sbaqi，原意為溪流河床旁邊因堆積而成的小沙地，之後在此繁衍出小植物，慢
慢長成小森林，通常是野獸避難的地方。泰雅族人經常用這個名詞來形容自己佔領的區域很小的

謙虛用詞，雖然他們居住在便於防衛的山腰或高嶺地帶，但常常謙稱自己只是暫時居住在那麼狹

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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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qalu laqi, musa simu matoubuci  
在一起 孩子 將會 你們   各自 
paqara4 sabaqi5 na gong la.   
掛   溪邊     小溪   
  
第三段 

hmsua ga hmikani simu gaw, masa  
  怎樣       尋找  你們 將   離去 
pasulihagan hawinuk6 uyuk7 mamu  
擴展      腰    小動物 你們   

malibu ra gan.  
舍寮   
 

第三段 
你們將去尋找適合擴展你們的勢

力的領域。 

nanu ana ga, lahi puyayongi ki, lahi  
     但是     不要 彼此忘記   不要 
puyayongi ki la. usa minababulaq  
 忘記         去     好好地 
maqut qu yaya ay, ima la hahlahalow  
詢問     媽媽    誰  
pasuilabang kilubu na hupaw8. 
 寬裕       角落    荷包    
           

但是不要彼此忘記，要去好好地詢

問媽媽，看誰的荷包比較飽滿（生活

較寬裕的）。 

holangan maku wasilung la  
    延續   我的  水源          
harilyagun l simu panga wakil na  
幫助     你們 背    背帶     

tokan9.ani matatumalam minaqatqutux 

繼續延續我們的生命，肩上背著

背籃（指男孩子）可以幫助你們。試

著一家一家地去詢問，運氣好的話，

或許會找到一個有好女孩的家庭。 

                                                 
6 hawinuk指「腰」，在泰雅語中，腰代表的是「力量」，面代表的是「榮耀」，在此是指為子孫
勢力發展設想的意思。 
7 uyuk是指年幼的動物，在此引申來形容小孩、子孫。在泰雅族的語言文化中，常常以自然界
的動物、植物或其他事物，用來比喻或借寓人、事、物，並不直接言明，為的是使聽者能用心聽、

用心記、用心去體會其中的含意，藉由這樣的表達來傳遞智慧。 
8 kilubu naha hupaw原為袋子的最底部之意。hupaw應是受漢人的發音影響的詞，是傳統泰雅
族老人家的袋子，常配在腰間，用腰帶綁著放在裙子裡，用來裝一些戒指、手鐲等貴重物品的小

袋子。kilubu口語為 klbu，為最角落之意。此句形容連帶子的最角落都填滿了東西，表示生活比
較富裕。而在此是指男生，當他的生活已經較為寬裕，足以成家立業，就可以去尋找未來的另一

半，共同建立家園了。 
9 wakil na tokan原只背著男性專用的背籃，在此用來專指男性。有另一層含意為 tokan是男性
工作時必備的器具，用來盛裝農作物或打獵時盛裝獸肉獵物等，以此來表示此男性以備有謀生的

能力，來顯示他的膽識與可以獨當一面、自立門戶，女孩子足以交付終生之意。 
10 taloqiy原指冰柱，但在此被用來比喻女孩子，其源由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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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藍  拿     去嘗試      一家一家  
maqut tu balihun. una kiya law  
詢問     門     或許 有         
kayahuyai maqayat taloqiy10ma yaba  
 有能力   養育    冰柱     爸爸 
ki la yaya. 
   媽媽 
 

talama mupapaqut ki, kuniyla  
  試試看  互相詢問     或者 
masorarihou qu kinahatan lubay na  
  裂縫         咬過     下垂的    
bubu11. baha simu makaqiqy qlcingngi 
奶   怎麼  你們   彎曲      木板   
jiqujil lan. matukakiy simu qlacing  
窄 
jiqujil12,qaynu musa pasuilabangan  
      拿取  去      擴展 
‘rqyas uyuk mamu la. 
臉   小動物 你們 
 

也要試著去互相詢問，是否血緣關係

很遠。如果很遠，你們怎麼可以像偏

向的窄板子般，硬著心腸不去提親，

那麼你們要拿什麼來拓展孩子的勢

力呢？ 

第四段 
sa naway mucing kiya laku. mucing  

 那麼      到此為止        結束 
kiya law ky. naira muna papak13 sun  
這裡       算是      耳朵 
na yaba yasal. 
父親 結束之意 

第四段 
那麼，我們就到此告一段落，就是

到這裡啦！些都是傳承於父親的口

述。 

 

                                                 
11 masorarihou qu kinahatan lubay na bubu原意是被咬過的奶頭的裂縫。masorarihou口語為
msrihow，原指裂縫而言，但在此引申為血緣關係的距離。kinahata口語為 kinatan，為被咬過
之意，但在此只「吸過」，而「吸過的奶頭」，及比喻同吸食同一奶頭（媽媽）的同一血親，合整

句的意思即表示血緣關係較遠。 
12 matukakiy qlacing jiqujil原為形容「偏向的窄板子」，木板一般都是硬的，如果趁木材未乾製
成板子時，處理不當就會使木板扭曲變形，而一旦變了形，就無法挽回了。在此是用來比喻不可

硬著心，等到無法挽回就來不及了，意指男女雙方要慎重考慮，為了子孫的將來能夠繁衍下去，

應該遵照祖訓，男方要主動地去提親，而女方不應該硬著心不答應男方的求親。 
13 papak為「耳朵」，以此來表示是經由口傳的方式傳承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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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uhuw歌謠（天湖部落） 
                                演唱：Temu Bony 歌詞：Losing Umin  

時間：20010712 地點：五峰鄉天湖部落 
 

第一段 
nanu nway mhouway balay ryax  
如此        感謝  好好地 日子 

siyuni, myux su pawahun, muwah  
今天            召喚     來 
hamakani toqi na inkaholan.qutux hiya 
尋找     道路    原住地   第一個 
ga, poqing na milan mia, kahul kya jiq  
    根       根基      從     底下 
na Papaq. mahoway balay qu  
  大壩尖山 感謝   真的 
malahang Gi-poun biqan sami nia. 
照顧      日本   給予  我們 
 

第一段 
感謝你們今天的到來，你們是為了

尋找過去祖先從原住地如何遷徙的

路程而來的。我們的原住地是在大壩

尖山，感謝日本政府將我們遷移到現

在的地方。 

第二段 
qutux ke’ maha, rasaw simu hmkani 
一句 話   說   帶    你們 尋找 

qu qnahan na alaqi, siqan simu sisim  
    生存     子孫 扶持 你們  一直 
mgluw qbhmiq ini ga yungay. 
跟隨   聖鳥  或     猴子 
 
      

第二段 
正如祖先給我們的祖訓說：你們要

帶領著你們的子孫，去尋找可生存之

地，要一直跟隨著聖鳥的帶領，或是

似猴子般尋找建立你們的家園。 

第三段 
nanu yasa tayhuk sami R’ra na  

    就是如此  到達  我們 天湖部落 
qalang lga. mtyu-pagen mtyu kawas  
            6 5            年      
kanian men rhyan gani.qutux lozi ga  
在此地          這樣       
wayan mopu-qutux kawas,qinu  
 過了     11        年 
lahangan “Gi-pan” l-ga wayan  
日本 

第三段 
就這樣，我們來到了現在這個天湖

部落，我在此地已經有 65年了。我
受日本政府的照顧，大約 11年，接
著繼續照顧我泰雅族的就是中華民

國了。但在這之前，有關過去祖先們

的事情，我並沒有太多的認知與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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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ahreq, aring kiaru tayhuk sawni ga  
離開      從        到     現今 
yaqu Chu-ka-min-kou,nyux  
就是   中華民國 
smisiyunow mlahang sami k  
接續、繼續   照顧  我們 
Atayal.baha maha nanu, wayan qu  
泰雅族  不管如何       過去 
yaba qbasuyan wungat qu wanminyan 
祖先           沒有      對於過去 
baqun pyux qu mtes swai. 
瞭解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