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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阿美族都市生活之背景說明 

本章從阿美族的文化與社會組織出發，藉以分析出「達魯安」

會所之文化內涵，並說明阿美族都市生活的現況，因此，分成

第一節、阿美族的文化與社會組織、第二節、阿美族文化傳遞

---聚會所之文化內涵、第三節 都市阿美族之遷移與現況說明

之。 

第一節、阿美族的文化與社會組織 

   要瞭解阿美族進入都市所遇之問題與困境，對阿美族必須

有一個初步瞭解，本節以一、阿美族的起源簡史，二、阿美族

現況，三、阿美族文化，進行說明。並阿美族傳統文化及社會

組織，由此中探討出文化變遷中，阿美族部落、社會的現況。

因此，本節分為一、阿美族的起源簡史二、阿美族現況三、、

阿美族文化兩部分說明。 

一、阿美族的起源簡史 

  阿美族的傳統社會，普遍有祖先發祥的傳說。據阿美族的

傳說認為：「其故居地在海上」。意思是說，阿美族本來不是

原居台灣島的民族，而是來自灣島以外的地區。由於該族人口

多、歌舞獨特、民俗迴異，所以很多人對台灣的阿美族留下深

刻的印象。(李景崇，1998：3)近八十餘年來，中日學者為探

究台灣原住民之淵源、從事於發堀台灣先民文化遺存、認為現

存台灣原住民係居新石器時代的人類。而依其文化層略可分早

期(繩紋陶文化層)、中期(圓山、龍山、巨石文化層)，晚期(凱

達格蘭、第二黑陶、素面含沙紅灰陶文化層)三期。如上文所

述，阿美族則居新石器時代的巨石文化層)，巨石文化層的絕

對年代，由墾丁遺址和鵝鸞鼻遺址石棺中的隨葬品來看，可能

由一千年前(或稍早)開始，但可能延續至 1.000 年前以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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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棨氏認為持有這種文化層的後裔應是阿美族無疑(林朝棨，

1996：27)所持的理由有四： 

1.阿美族的分佈區與巨石文化遺址的分佈區大致一致。 

2.墾丁石棺的人類為長頭長身，距金關夫教授的體質人類學研

究，石棺人的人骨特性與泰雅，阿美族二族最為接近。 

3.墾丁和鵝鸞鼻的長形石棺與阿美族所曾經使用的同一形式。 

4.石棺文化的仰身直肢的葬式與阿美族一致。 

(林朝棨 1966：27)至於阿美族的祖先來源、如何渡海？在

那登陸？由於遷來時間久遠，又無文字記載、只能靠傳說而流

傳下來。民國 24 年(1935 年)日人學者移川之子藏等合作出版

的「台灣高沙族系統所居之研究」(移川之子藏，1935 ：509-516)

中依據阿美族多數的民族與族譜，敘述其歷史淵源，及有關的

系統而談及阿美族祖先的發祥地之傳說，大致可分為三類： 

1.高山發源說：相傳昔時洪水氾濫、有兄妹二人逃避，同坐大

臼浮海，最後漂至高山，生育子女，繁衍後代分散各處。因洪

水漂流而登山傳說流行於「南勢阿美族」與「秀姑巒阿美族」。 

2.海上島嶼漂流說：多數流傳於「海岸阿美族」，台東鄉境、

彼多來自綠島、然後再登陸台灣。 

3.Arapanay 說：流行於卑南阿美族與恆春阿美族，彼等認為

Arapanay 一地是阿美族發祥地，族人乘大臼漂來，抵 Arapanay

或誕生於 Arapanay之大石塊。 

總之，阿美族遷來台灣的時間，以及從何處登陸，由於時

間的長遠只是憑著族人的傳說流傳下來、很難得到可靠而正確

資料，因此，到目前為止這些疑點的澄清仍須繼續研究考證，

以求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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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美族現況 

    阿美族主要分佈於花蓮、台東兩縣，台東市是阿美族人口

分佈比例最高的地方，其次是花蓮光復鄉、吉安鄉、台東縣的

東河鄉及成功鎮。分為北部群、中部群和南部群。北部群包括

南勢阿美，中部群包括秀姑巒溪及海岸阿美，南部群包括卑南

及恆春阿美。阿美族分佈在台灣山脈東側，立霧溪以南，沿太

平洋岸東台縱谷及東海岸平原。包括台東縣的東河、池上、關

山、長濱、成功、卑南、台東市、花蓮縣新城、吉安、壽豐、

鳳林、光復、豐濱、瑞穗、玉里、富里、屏東縣牡丹、滿州等

十九個鄉鎮市。總人口數大約十四萬人，是台灣原住民中人口

最多的一族。阿美族是多神信仰民族，各種活動、病痛均有專

屬神靈，神靈有固定方位，祭拜時有正確方位，不得有失誤；

然因西洋宗教之傳入，目前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真耶穌教等

宗教（http://tourism.pu.edu.tw/nativetravel/web/abo/Ami/ami_2.htm）。 

三、阿美族文化 

本部分以（一）器物層面、（二）制度層面、（三）理念

層面（四）阿美族文化特徵加以說明： 

（一）、器物層面： 

    傳統阿美族，(李亦園，1982：42)在物質文化方面，其生

產方式早期以水田牛耕為主，捕魚亦為一種重要生產，然打獵

對阿美族來說有幾項功能，一則訓練青年勇敢及合作的方式，

與大自然和平共存的生活態度，因此打獵對阿美族生活來說則

僅於儀式或娛樂而已，並非重要的生產方式。阿美族農產品水

芋、清芋、葫蘆、宇麻。穿著方面舊袖、胸布、裙子；女子以

紅色及黑色為主要色系，男子則以藍色上衣、黑色短裙或紅色

綁腿褲為主要裝扮。男、女的裙子尤其刺繡著精華圖案

（ http://tourism.pu.edu.tw/nativetravel/web/abo/Ami/a

mi_2.htm）。此種穿著，在中國西方的苗傜和中南半島的傜族

之間常看到，是否說明台灣島的阿美族與我國西南方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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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密切呢？(李景崇，1998：8)透過器物層面來看，信仰、

習俗、衣著的異同，或許能循測先民及發源的關聯，作為確認

其歷史的淵源。 

在高山族中陶器與宗教信仰的關係，息息相關，頭目中或

貴族家中，常保存被視為神聖務的陶罐，所保存陶罐的數目有

時達二三十個之多，這些神罐大部分為原始四稍陶器、但也有

帶釉之陶器，其形狀各有不同，並有其特殊之名稱，有時神罐

被人格化了，而有性別之分，有男性者，也有女性者，也有女

性神罐與太陽神結婚的傳說，阿美族中原以小型陶罐 dewas 作

為祭祀時之祭品，但後來 dewas 漸變為神聖物、一家中或一族

中，如發生瘟疫或疾病時，則祈求 dewas賜與平安。 

（二）、制度層面： 

    由於阿美族文化傳遞是以達盧安(聚會所)為中心部落組

織與親屬制度為基礎，因此在社會制度層面詳加說明，藉以了

解其文件內涵： 

1.阿美族的社會結構 

    阿美族是台灣原住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共約 15 萬，

主要分佈在台灣東部和恆春一帶，在花蓮縣境內約 7 萬五仟，

屏東縣恆春約五仟。 

    北部和中部阿美族人自稱「邦咱」(Pancah)，南部阿美族

人自稱「阿美斯」(Amis)，由於官方以阿美(阿眉)為族名，故

以阿美族稱之。「邦咱」有人種、血統、同族和民族之分，使

用阿美族為族名的只限於台東附近的阿美族，花蓮一帶皆以

「邦咱」為族名。(李景崇，1998：218)，阿美族人對於部落

叫做 miyro，是指南戶以上人家的集團，把它譯為「社」。花

蓮的阿美族人把住家(ruma)密集的地方叫做 ru-marumaang 或

Pateyamang。設有統轄權力的頭目及副頭目，其下又以數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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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來輔佐頭目，頭目、副頭目之設置，開始於清朝時代，之前

是依長老們協議來統轄部落。(林道生，1993：65)。 

阿美族社會結構是「母系社會」，此種社會結構下，阿美

族的各部落男青年大約十四、十五歲左右，即舉行所謂成年

禮，然而成年禮儀式的舉行；並不代表一個人成為獨立自主的

生產者，於是善用土地與農具的女人，把全部落當做廣義的學

校，由母親擔任教師，親自傳授傳統生活技能，與農業生產方

面的知識，給子女們。結果為了維護主要食物的生產，以及生

產者女人和子女們本身的安全，部落政治自然而然以女人和孩

子們，為中心重新組合而構成所謂母權或母系社會（西安山德

太郎，1953：104-107）。而年齡階級制度是母系社會的傑作，

阿美族的年齡階段級制度，是建立在長幼有序的倫理觀，和絕

對服從上階級的領導，這種行為規範之上。長幼有序，也就是

以出生先後為依歸（吳明義，1998：327）。 

2.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制度與部落組織 

（1）阿美族的年齡階級 

相傳古時阿美族的戰神 malataw 為顧念其子民，常受異族

侵犯與淩辱，於是創造了母系社制度與年齡階級制度，一方面

藉由女性的力量鞏固家庭組織，另一方面藉由男性之長才來統

治部落，以維持部落的安全，延續民族的命脈，將族群的歷史

與文化承續轉接給下一化。有些學者以社會觀點揣測，年齡階

級的形成，是為對抗女性的優勢地位而產生，認為阿美族由於

母系社會中，女性在親族群中之優勢地位，頗具一種刺激力

量，而使男性集中興趣發展其社會組織，才能來控制部落生

活。因此，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制度是否真的這樣形成，其實待

尚證明加以考據，根據花蓮縣豊濱鄉港口部落耆老 lekal 

makor(許金木，1990)說法，在蠻荒時代的阿美族，出現了一

位先知性的領導人物名叫 marang Papaw，他為了族群的安全，

使阿美族有更佳的發展，聚合散居的人組成一個部落，並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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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的需要而創造了男人的年齡階級制，從阿美族的祖源神話

時間和長幼有序的觀念及生活中的一些習俗，不難追尋年齡階

級形成的社會文化原理的蛛絲馬跡(吳明義，1998：326)。 

這種年齡階級制度是由阿美族敬畏太陽(母神)和太陰(父

神)傳統神話而來，依據太巴望的祖源神話，當他們的祖先漂

流到 Cilangasan(貓公山)時，因同胞相婚觸犯了禁忌，女的雖

然懷孕 4 次，但是生出來的都是令人傷心的冷血動物。後來太

陽媽媽悲天憫人、差遣兩位天使下凡，為這一對不幸的兄妹禳

祓後，才正常地生出了真正的後代一人(子女)，(吳明義，

1992：82-86)禳祓是一種宗教的祀活動，上述兩位不僅成為承

師的鼻祖，差遣他們下凡的女神一太陽，變成了社會公義的最

後倚靠和保障。因此，當社會生活或家庭生活發生長幼脫序，

或違逆情事發生時，較年長者哀呼喚太陽和太陰說：cidalaw! 

Foladaw! Nenengen kami ano cimoniyom ko saayaway a 

mitoayai tisowanan(太陽啊！太陰啊！請你們鑑查我們是誰

最先仰首看到你們？)。另外阿美族有爭執時，無論爭執對象

是誰，絕不能辱罵對方父母以上的長輩或祖宗，否則該夫妻立

刻被迫離婚，如男女是一對戀人即刻一刀兩斷。甚至他們的後

代永遠列為禁婚範疇之內。這種長幼有序的強烈觀念，是阿美

族年齡階級規範中，低階級絕對服從上階級的民俗基礎。(吳

明義，2000：137)。 

普通阿美族將男人一生，依其年齡自然發展可分四階段：

1.童年期，自出生至 14、15 歲。2.青少年期自 15 歲至 25 歲，

其中以成年禮而二分為前後期，3.青將年期約自 25 歲至 42

歲，42 歲以上為老年期。（李景崇，1998：228）因此我們知

道阿美族的年齡階級是根據長幼之序而建立的尊卑關係，並構

成了超親族的社會階級(Social stratification)或階級體系

(Hiera-rchy)，每一個男子自成年禮之後，自然的進入這個體

系，直至死亡，每進一級有其一定職責與行為，並與其傳統模

式相符而其對長幼與同級間之關係亦有一定之行為模式，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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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尊重並服從，對下級愛護並訓導，同級相處友善而團結，其

級間關係也是和諧的，在公眾上表現的，不僅是部隊的政治團

體、軍事組織、教育機構，也是經濟上的合作團體和宗教祭儀

上的執行組織，故不論其在結構上或功能上，與美洲、澳洲、

非洲及其他東南亞地區原住民年齡階級相比較，阿美族的年齡

組織的功能所具之複雜性甚為突出（阮昌銳，1994：138）。 

（2）年齡階級與部落組織之關係 

公共事務，必須仰仗「組織」始能完成，「組織」必有一

定的運作規則，阿美族部落組織的運作規則就是建立在年齡階

級制度之上。也就是阿美族的部落組織就是以這種「年齡階級
3
」為基礎。在這種年齡階級制度傳統下，阿美族成員的長幼有

序觀念十分強烈，透過這種「長幼有序」的階層，管理部落事

務。 

阿美族部落結構是由幾個宗族或氏族構成一個部落，部落

內呈序舍叢，聚有井然有序的部落，部落周圍密植竹木做為圍

籬，四方各設柵門做為出入路口，柵門之內設有壯丁營興瞭望

台，日夜調派壯丁駐守，輪流值哨，以防敵人侵襲，部落中央

建置男子會所與庭場，凡是部落節日、祭祀、訓練、舞蹈等都

在此舉行，是部落統治的樞紐。部落大小不一，小的只有兩三

百人，大的千人以上，甚而數千人，各部落有頭目，往往與祭

司合而為一，政教合一的方式，部落各自為政，不相隸屬。部

落中一切活動，都得通過年齡階級而展開，部落中成年男子都

是年齡階級的成員，年齡階級的級數各地區不一，但主要原則

是相同的，將男子一生分成三個階段，一為孩童時期，一為成

年期，最後為老年期，年齡階級是一個人成年時加入，在豐年

祭時舉行入會儀式，以後每隔數年升一級，到四十五歲左右升

到青年的最高級，以後進入老年級，部落事務都是成年期，各

                                                 
3 年齡階級制度(agegrade or age rank)阿美族語稱 selal，是阿美族部落政治運作的
基礎，也是阿美族社會組織之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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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負責，到老年級就退休，受到族人的尊敬與禮遇，這是一種

以年齡階級為基礎的階級服從，也形成了阿美族的敬老習俗

（李景崇，1998，p219）。 

年齡階級中前幾級為現役壯丁，每班設級長一人，其中第

一級都未婚，平時住在壯丁營，輪番到瞭望台擔任警戒，以及

戰時主力戰士，高級人員婚後就不住在會所，部落的政治體

系，在年齡階級由級務會議決定，交由級長執行，跨越的事務

則舉行級長聯席會議，然後交給各級級長分別執行，關於全部

落的事務，則由頭目負責管理之外，尚有助理或顧問，若干人

協助頭目處理事務，另外設有部落會議與長老會議，對頭目的

權力予以制衡，以防獨裁，因此，阿美族的部落組織，已具備

了原始邦國的雛形了。（李亦園，1957：167）即使暫且不論

有無正式的政府形式，若以一個政治組織的結構來看，他必須

還包括有控制作用的法律及統治者，也就是阿美人所稱的頭目

Kakitaan，頭目的條件：由於頭目是一部落之首，對外代表部

落，對內必須能解決部落的事情，所以要想當上頭目，都必須

具備下列條件： 

 1. 心地善良： 

由各方面來說，一個沒有善良心地人，必定粗暴，對自己

族民必定不會有愛心，而成為一部落之長，首先就必須有「仁

民愛物、人溺己溺」的精神，以及犧牲奉獻的態度。 

 2. 勇敢堅強： 

如果有其他部落來侵襲時，頭目必須要能有智慧、膽識出

面先與敵人協商，萬一協商不成，頭目要能處變不驚，雖不一

定要身先士卒，但至少要表現大無畏的精神。 

 3. 能夠有主持公眾事務的能力： 

在部落中常會發生族民之間的爭執、糾紛，頭目要能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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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尤其在不是很文明的社會，本來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協商，很可能會造成整個部落的衝

突，及離心力，能居間協調、主持公道，是對內的重要條件。 

 4. 勤勞認真： 

作為一個頭目，基本上就要有勤勞認真的態度，部落內大

小事務何其多，頭目就必須有不厭其煩、為部落服務、認真負

責去處理及面對。 

 5. 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及技巧： 

溝通及技巧的表達，對一個領導人物非常重要，他可以在

適當時機透過語言，很技巧的激起或是平息族民的情緒，因此

在溝通技巧上的堅強、憤怒、或婉轉總總的方式來主控他的族

民，藉此展現他領導統御的能力，也可以更鞏固領導的地位。 

  6. 候選人的年齡限制： 

由長老共同指定，由年齡階級進行推選之。如果在人才缺

乏時，只要他是優秀人才即可當選（即使年輕一點也無妨）（阮

昌銳，1994：147-148） 

所以年齡階級在阿美族政治上佔有其重要的意義，在基本

上就是一種層層管理，層層負責的組織。在部落中，每一個男

子自成年後，就被推入年齡階級的系列中，所以若將年齡階級

視為官僚機構的話，剛入年齡階級的所做的大部分是打雜的工

作，進來久一點後升到中級官員，而老人則是立於監察及諮詢

的大人物。在年齡的階級寓意中，族民可以學習到何謂責任，

例如在層層負責的制度下，第一級有事吩咐，並不是直接吩咐

第三級，而事先透過第二級交代，所以這樣一個龐大的組織，

自然就形成了頭目推行公共事務的最佳響應單位，同時領袖制

度也立於此基礎上，造成阿美族政治架構基本單位（阮昌銳，

199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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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阿美族的社會組織是以年齡階級為主的部落政治的

基礎，一切公共事務，皆通過年齡階級而完成，透過這種方式，

形成獨特的組織型態與管理規則。 

三、理念層面： 

（一） 社會觀 

    由於阿美族社會特徵就是年齡階級組織。男子在十三、四

歲時，必須進入集會所接受成為 一個男人的訓練。以二至五

歲為一個階級，同一階級的男孩一起學習、生活，並住宿於集

會所。在集會所裡，同一個階級的同伴一起工作，遇有獎勵或

處罰也是以一個階級為單位。無形中更緊扣了同年齡階級的每

一個男子，而這樣的關係是一生一世，直到離開人世為止，亦

造就了阿美族對「長幼順序」十分強烈，一切運作必須照年齡

進行循環，使其對團體十分服從、及對部落產生責任，這就是

阿美族成員的社會觀。 

（二） 教育觀 

    阿美族將「聚會所」當成教育場所，透過儀式、活動使其

下一代學習阿美族文化與傳統，同時阿美族十分強調「自然學

習」，透過打獵方式訓練下一代勇敢、生存能力及團體責任與

服從，因此阿美族「聚會所」成為阿美族教育的殿堂，透過該

處學習，使其成為真正的勇敢的阿美族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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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阿美族文化傳遞---聚會所之文化內涵 

阿美族每一個部落自成一個單位、部落的政治運作、教育

活動、以及集體性祭儀活動、均以部落會所或男子會所為中

心，因部落會所或男屋在阿美族語中，因地域的不同而有不同

的 名 稱 ， 南 勢 阿 美 族 稱  Tal`opan， 太 巴 望 社 馬 太 安 稱

soraratan，秀姑巒溪兩岸各部落稱`ada wang，而台東全竟以

sefi來稱呼，本論文研究則統一稱聚會所為(Tal`uan)（吳明

義，1998：332）。 

知識的取得、生活技能取得、自信心建立、族群認同的歸

屬感、心靈慰藉的場所、學習大自然智慧、自然土地隨而走、

好自由愛大自然、成員在和諧相處、自然和諧相處，這種種知

識、智慧的學習，甚至生活方式、人際互動的表現等，都是文

化的延續與表現，對阿美族成員來說，「達魯安」（Tal`uan）

會所就是阿美族文化延續與表現很重要的地方-一個阿美族是

的古早學校，它代表的是阿美族文化精神指標，是文化倉庫和

民族命脈的延續與傳承。更是阿美族文化的心臟。 

    

    基於此，本節內容、選擇以文化為切入點，探討阿美族「達

魯安」的部落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社會為主幹，透過達

魯安這種類型的聚會所，分析阿美族文化的傳承、繁衍、以及

創新。在社會快速變遷的情況下，如何使用「達魯安」會所的

功能強化阿美族的適應力，及薪火相傳的永續生活力量。為此

達魯安會所在此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本部分分成一、

Tal`uan會所之體系演變二、達魯安會所的運作三、達魯安會

所的功能三部分說明達魯安會所之文化內涵。 

一、Tal`uan會所之體系演變 

阿美族是年齡階級結構非常嚴密的民族，簡單的說、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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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就是依年齡大小來分組的一種男性社會組織，這個組織由

每次參加成年禮的男子們為一單位來組成，新的一級成立、原

有的各級就往上晉升一級，由於男子在一生的成長過程之中，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心也跟著不同的發展，因此建立在這個基

礎上的年齡級，也就被賦予了它應有的社會職責，以及特定的

名稱與意義。（明立國，1989：166）舉凡所有有關年齡階級

的祭典、會議、教育訓練、演講、技藝傳授、會客、擊鼓發號，

以及部落內重要集合皆在聚會所(Tal`uan)舉行。 

1.會所的建置： 

每一部落有一會所，位於部落中央，有幾個青年會在會

所、或在守望所、位於大門的右邊。部落會所是全部落政治、

宗教中心。為一巨型干闌式建築，面東背西，地基為長方形，

此一干闌屋之地板是用緊密而平行之藤條編成，搭架於高出地

面約 70cm 之木樁上，木樁之數目前後各七根、兩側各五根、

地板兩側豎起楹柱各三，中央之柱較旁二者為高，用以承棟，

旁二柱剛約二尺，用以架樑及楣度，櫞自棟兩邊下斜，伸出於

楣度之外，其上覆以茅草，屋頂作兩坡式，屋之四周無牆，偶

或以茅草圍之。長方形地板上有三方形之火爐孔，爐裡生火，

終年不熄。會所前有一廣場，廣場四周圍有石頭，並植有高大

的台灣松，廣場面積很大，遇有祭儀時，部落成員就在此廣場

上歌舞飲宴。 

二、達魯安會所的運作： 

1.長老會議： 

maltsapo ko matoasai為部落之最高決策機關，長老會議

在部落會所舉行，參加者之座位皆有一定，長老者坐於中，面

向大門，長老會議決定一切重要事務，如祭祀、戰爭、媾和等。 

 2.村民大會（matatagil ko niar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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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特殊事務時，則召開全體村民大會，凡部落中之已入

籍男子均參加。 

3.戰爭會議： 

決定戰爭出草之會議，由長老、將軍，參加而將有主要之

發言權。 

4.級長會議： 

各年齡級之級長均參加，決定年齡級中之事務。 

   部落領袖在會所辦理公共事務，審理爭訟、處罰罪犯，遇

有戰爭時，部落之戰士亦在會所集合，聽後部落領袖之訓話與

武士長之分配工作。年齡級舉行會議時，參加人員按資格而有

一定之席位，大致部落領袖坐於中央靠近中央之爐火，兩旁之

火爐，則為長老及各級級長之座位，青年人坐於地板四周，不

得靠近火爐。 

三、達魯安會所的功能 

  部落中之重要祭祀、大都在會所舉行。計在會所之祭祀

有：部落繁榮祭、五穀祭、除祓祭、祖先祭、粟收穫，以及最

重要之成年禮，每遇有祭儀時，部落成員則在部落會所之廣場

上，狂歌漫舞，日以繼夜。（李亦園，1982：154-155）。年

齡組織與集會所是阿美族不可分的，猶如家屋之於家人，所以

我們在談年齡接級之功能，就必須供及集會所之功能，綜合學

者李景崇、阮昌銳看法分三方面來敘述：（一）、社會功能，

（二）、經濟功能，（三）、宗教功能。（李景崇，1988：1-3）

（阮昌銳，1944：135-137） 

（一）、社會功能： 

著重在公共事務的處理，主要在使這個社會和諧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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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能對各種意外事件發生，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方法來處理，

由社會功能可從幾分面來說明及分析： 

1.教育功能： 

集會所相當於學校、年齡階級的如同學生，階級高的就是

老師，現在有學校與教會的設立，教育任務為教會或學校所取

代。在昔日沒有教會所與學校設立時，則部落對於青年之公民

教育完全在集會所中實施，其內容分為品德教育、技能訓練，

和公民教育。 

（1）品德教育： 

包含了如何做優秀的阿美族人、不說謊、不偷竊、工作勤

奮、要尊敬老人、能吃苦、耐勞美德之培育，以期養成堅毅、

勇敢、謙抑、守法之德性。 

（2）技能訓練： 

包含技藝之傳習與能力培養，例如捕魚、狩獵、耕作、生

活技能的傳習、青年摔角、射箭諸競技運動訓練。 

（3）公民訓練： 

主要是訓練青年人瞭解傳統習俗，由老年人講解部落歷

史，以及傳說故事，包括宗教禁忌等。 

2.軍事功能： 

集會所如同軍營，而年齡階級為軍人，初級青年是常備

兵，中級的青年為後備兵，各級有級長如同班長，其級高者就

是軍事領袖，而頭目就是統帥，宣戰與媾和皆由其出面，在集

會所中年齡組織成員，所過的生活為嚴格的軍事生活，絕對服

從長官，（長於己之年級），皆有軍事領袖，負責青年的訓練，

如戰爭的技、武器的使用、戰術的操練，在戰爭時，各級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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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造成一個完整的軍事組織系統，可以抵禦外敵的入侵。 

3.政治功能： 

年齡階級的組織可說是部落組織、一切公眾事務，皆由年

齡團體原則處理，而公共事務，也惟有經過年齡階級的階梯體

系，方能推行，因此集會所是阿美族的政府機關，而年齡團體

則有如政府裡的公務人員一社民的公僕。 

4.法律功能： 

如果說，集會所是法庭，則年齡團體是審判團體，而頭目

與顧問則是法官，每年有一次定期的開庭審判，時間在豐年祭

之前，其他不定期之審判時或有之，審判後之罰金由年齡團體

共同消費。 

5.其他社會功能： 

(1)維持治安： 

日夜有年齡階級成員巡察部落入口，外人不得侵入，集會

所又如同消防隊之宿舍，如有一家人失火，他們則立刻前往滅

火。 

(2)敬老尊賢： 

對老人的尊敬與服從，出自年齡團體之階級服從，影響整

個社會，所以不但對老年人尊敬，老年婦女亦同樣受到尊敬。 

(3)集會所為男子俱樂部： 

而年齡群卻是俱樂部的會員，這些會員在集會所遊戲或講

故事說笑，調節身心，達到娛樂的目的。 

(4)接待外客： 



 66

阿美族部落與部落之間常會互相訪問，當別的部落來訪問

時，聚會所就成了招待所，而年齡群成了招待團體。 

二、經濟功能： 

（一）生產上的功能（勞力提供中心）： 

有許多需要大量人員從事工作時，可由集會所，請求支

援，如開墾、播種、收割等農業活動，以及修建家屋等，因此

年齡階級，可說是勞動團體，而集會所成了勞力供應中心，可

以使生產速度迅速完成，充分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提高生產

效率，充實經濟生活。 

（二）手工藝編織中心： 

老年人白天在集會所，從事竹、木和藤的製作與編織，因

此集會所成了工作場所或工藝製作中心，而年齡階級中的老

人，成了手工藝製作人員，對工藝作品之精巧，與技術之發展

有很大的貢獻（李景崇，1998：236-238）。 

三、宗教功能： 

阿美族的祭儀，例如他們的豐年祭，乞日祭和驅病祭，都

是以集會所為中心，當然是由年齡階級來執行或是推動，藉著

這些祭儀，來祈求整個部落的平安和祥和，也可以抒解和緩和

人們情緒或心理的害怕和憂傷，而給予新的希望和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阿美族的成年禮，他意味著是長距離賽跑之

意(initiation rite)通稱為一成年禮。少年男子進入級訓練

後，才可以成年禮，然後取得新級級名，正式進入年齡組織，

成年禮每隔七年舉行一次，也就是上一次儀禮舉行後的第一年

舉行。 

  成年禮的儀式非常複雜，是部落中非常重要的祭儀，阿美



 67

族各社的儀式，也略有不同。今以參閱資料及文獻報導，略敘

如下： 

部落內的青少年 13 歲以上到 20 歲，均需參加成年禮，成

年禮的日期，都常約在八月中旬以後舉行。成年禮的工作時

間，大約在豐年祭前一個月部落集會所就開始準備，這些參加

成年禮的青少年，在一個月前，就在集會所集合，學習歌唱、

跳舞、跑步、以十六為一階段，第一階段 10 天，每日只可吃

兩餐，第二階段 10 天，每日只有一餐，訓練忍耐的力量，至

多可以喝米湯、喝水也只能用竹管吸之，這時對唱歌跳舞及跑

步的訓練更為嚴厲，部落長老有指導權力，如果偷懶或姿勢不

正確，可以用木棍打或處罰。 

成年禮前兩天，青少年需到山林中捕捉野鳥，不可使用弓

箭，捕獲最多的代表能幹、光榮，由年長階級烹飪，讓全村的

男子在集會所共享，此時不可以和任何女人接觸。 

成年禮前一天，全村年齡階級最長者訓話，集合告訴青少

年明日成年理應注意的事情，並訓勉每位青年要有運動家的精

神，並且準備粟酒請長者飲用，參加成年禮的青少年則必須留

宿在聚會所，不可以回家休息。 

   當日凌晨四點，擊鼓鳴聲，參加成年禮之青少年，都必須

赤裸上身，每人帶一隻雞，粟酒一罐，前往集會所，開始準備

賽跑（約六公里以上的長距離），出發點在集會所廣場的中央，

青少年站立於線內，主持發號者為最高階級，最年長的，同時

派兩人跟隨青少年跑，一人手執長槍，一人手執白色雄雞一

隻，這兩人長距離賽的耐力是非常優秀的，才能勝任，從出發

到終點。發號口令以後，全體剛入級的青少年以向南方向路線

跑，沿路有指揮交通者，兩位陪跑者沿路大喊加油加油！有人

慢跑，就拔雞毛擲其身，或用雞爪抓其背，這種動作，如發生

在這些晉級的青少年身上，是其恥大辱，因為連續的嚴格訓

練，有些常體力不支而跌倒，家人將抬道路邊休息，等醒來以



 68

後再慢慢跑回終點，沒有到達終點，是不准加入新年齡階級

的，這是一項最崇高的榮譽表現，絕不能半途而廢，有始有終

的運動精神，也才能得到女孩子的青睞。當然到達終點的第一

名最為光榮，但凡是到達終點者，全村的村民都會鼓掌表示祝

賀之意，並且表示已通過嚴格訓練！已具有入新級的資格、並

且可以為村民執行公務的能力，終點是聚會所，豐富的獎品獎

勵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在全部到達後休息約２０分，全體青少

年在聚會所廣場中央唱歌跳豐年傳統舞蹈。第二日，晚上全體

青少年再集合，這時各青少年都必須盛裝、並帶羽冠、插耳軸、

跳男子豐年舞，圍成圓圈、長者在中央，在晚間約九點，部落

領袖訓話勉勵：「你們已成年，須為部落服務，勤勞負責，對

於上級的命令，需要絕對服從。」。之後，繼續跳舞，到早晨

六點結束，成年禮儀式完成。 

  透過成年禮的複雜儀式，可以很明確的知道，阿美族的入

級少年，他們是如何向長者學習成為真正的阿美族男人，他們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過著團體生活，和同階級的夥伴們一同進

退、榮辱共存、守衛家園，這樣互動緊密的關係，會一直持續

到他們走完人生最後的路程、離開這個世界，才算結束，也從

年齡的階級，讓部落內的年輕人，能夠在人生的旅途中彼此攜

手共進、互相扶持、幫忙，不論是在本村、或是在外地的族人，

對自己的族人及家鄉都有凝聚向心力的功能。 

  基於以上經過分析及文獻探討，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每一

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表現特質，而一個民族能夠永續發

展、生生不息，必須一定有存續文化的場所，而阿美族部落就

是以 Tal`uan 聚會所，作為文化的依托延續、綿延族群命脈的

責任和使命的地方，會所的文化內涵、年齡階級組織、政治觀

念、宗教意識、人際關係、族群相處、敬老尊賢、民主法治、

自然保育、四育的培養及價值觀，都在這裡萌芽茁壯。達魯安

文化內涵的確是阿美族群的文化精髓，更是阿美族文化的精神

堡壘。也就是阿美族文化的展現，不論是教育、政治制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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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及運作規律，皆在「達魯安」會所之內展現，「達魯安」

會所不僅聯絡族群成員間的情感，更由此中達到文化傳承的效

果，是阿美族文化傳遞及社會結構運作之基礎。 

第三節、都市阿美族之遷移與現況 

本節從阿美族遷移歷史過程，探討阿美族遷移的成因，並

說明都市阿美族的現況。因此本節分成二部分說明一、阿美族

遷移歷史與成因二、都市阿美族現況。 

一、阿美族遷移歷史與成因 

從 1945 年起，台灣的山地政策是延續日據時代山地保留

制度，而隨著社會的變遷，使原住民政策近年來有所改變，更

由於科技、媒體的進步，使阿美族部落與外界接觸頻繁。工業

化的過程使阿美族脫離了自給自足的空間，為種種因素進入平

地社會，本部分透過台灣社會變遷探討阿美族遷移之成因，並

從「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三部分說明，

分述如下： 

（一）阿美族遷徙成因 

阿美族遷移成因十分複雜，本文歸納成三個層面說明之，

因此本部分分成「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

分述如下： 

1.政治層面 

由於台灣之前曾被西班牙、荷蘭、日本人統治，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台灣雖然回歸「祖國」懷抱，然對原住

民族來說，不論西、日、荷或漢皆為外來政權。國民政府來台

後，為改變日據時代「日化運動」影響，開始「國語運動」，

國民政府雖不似歐洲國家使用強制鎮壓的高壓手段，然卻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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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處境成為：（1）欠缺本身主體性，亦無本身主導性，命運

操縱在他人手中，造成人口比例遽減，生存空間更狹小、社經

地位、文化、教育不利的極度弱勢的處境（孫大川、李瑛，1997：

39）。阿美族屬於高山原住民一族，且為人數最多的一族，在

當時政策下，稱了犧牲品，教育、文化失利，使族群認同喪失，

又因阿美族居住地皆較偏遠，不管物資、教學資源皆難到達，

極度弱勢的他們，因人口增多、耕地不足，開始遷徙，又因教

育程度不足，無一技之長增加就業的困難。 

2.經濟層面 

阿美族人大部分聚居於花東地區，使用農業生產方式自給

自足，在當地形成一自給自足封閉的社會經濟系統，但由於山

地偏遠、資源不足、交通不便，卻也使阿美族人民失去了足以

和優勢族群抗衡的先進技術與管理知識的獲得（許木柱，

1991）。光復後的台灣，由於台灣產業開始轉型、快速工業化

結果，改變了台灣整體經濟結構，也衝擊了阿美族封閉的社會

型態。這種衝突包含了四個面向（孫大川、李瑛，1991：40）： 

（1）阿美族山地社區已逐漸納入整個台灣社會體系中，在經

濟上對大社會產生某種程度的依賴。 

（2）阿美族移居都市人口增加快速。 

（3）職業傾向從農、牧轉變為非技術與體力性工作，如製造

業、營造業及運輸業，職業收入偏低且工作不穩。 

（4）土地所有權喪失嚴重。 

基於此，阿美族逐漸向台灣南、北大都會區遷移，且阿美

族整體佔全體台灣原住民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佔都市原住民人

數的大部分。當然造成遷移的原因十分複雜，不過「經濟因素」

-農業式微、工業化造成生產改變，市場經濟介入，平地提供

就業機會較佳，造成了阿美族大批遷移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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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層面 

     阿美族人口外移是以「青壯年及高教育程度為主體，這群

精英分子是由於知識較高而積極希望進入都市謀生尋求更好

生活。當這批人口移出原居地時，將對原住地人口、農業及生

活方式產生影響。而阿美族人口外移起於 50 年代，因其傳統

社會下，族群成員彼此先與影響，形成一種「連鎖」遷徙，這

種「連鎖」從青壯到無法在原住地謀生的謀生者慢慢推開，再

加上資訊發達，透過媒體傳播，更加強其往都市發展之慾望，

一個帶一個的結果，造成群體遷移，使其大量進入都市。其於

都市中。 

由上所知，阿美族遷徙入都市之原因如下： 

1.政治因素： 

   由於從西化-皇民化-漢化-平地化-現代化，阿美族成員與

其他原住民一樣，皆面臨了教育、設經地位不利，而產生就業

困難。 

2.經濟因素： 

   工業化、經濟快速起飛，農業生產結構崩解，造成謀生不

易，而阿美族為原住民族群中最大一群，又無山地保留制度適

用，造成無法生活，不得不遷移至大都會謀生。 

3.社會因素： 

   一方面因社會資訊發達，又因族群成員遷移的連鎖反應，

而使其遷移至都市。 

二、都市阿美族現況 

   探討都市阿美族所遭遇生活適應問題之前，必先瞭解都市

阿美族目前在都市的現況，因此本部分透過內政部八十四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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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都市原住民所做的調查報告書為基礎（內政部，1995），介

紹都市阿美族人口、宗教信仰、使用語言、生活適應等之現況。 

（一）都市阿美族人口現況 

   根據八十四年底臺灣地區都市原住民總戶數為 29,001

戶，其中以屬阿美族之 17,478 戶最多，佔都市原住民總比例

之三分二之高；而都市原住民家庭戶長之族別分布，以阿美族

最多占 61.49%；泰雅族居次占 16.60%；排灣族再次之占

9.11%，其餘依序為卑南族占 5.13%、布農族占 3.69%、魯凱族

占 1.42%、賽夏族占 1.24%、曹族（或稱鄒族）占 0.86%、雅美

族占 0.45%。就地區別觀察，臺灣省以阿美族最多占 61.91%，

泰雅族居次占 17.14%，排灣族再次之占 8.34%；臺北市以阿美

族最多占 59.40%，泰雅族居次占 17.88%，排灣族再次之占

8.14%；高雄市以阿美族最多占 58.08%，排灣族居次占 21.16%，

泰雅族再次之占 7.43%（內政部，民 84）。從上可知，阿美族

在都市人口數不論哪區皆為都市原住民之最高，以台北縣設籍

者為例，約佔阿美族大台北地區阿美族人數的 71﹪（台北縣民

政局，1992）。而移居都市的阿美族，大多從事職位低、收入

低的非技術性勞動工作，而所從事的工作集中在工廠工人（板

模工）兩大類，而擔任司機、運輸工人、礦工及服務業者亦不

少，這種職位低、收入低的工作通常伴隨著不安定、升遷機會

少、更換工作頻繁等（譚光鼎，1997：59）。 

表3為都市阿美族人口現況表 

 總 計（戶） 阿美族 

八十三年底 26 949 16 835 

八十四年底 29 001 17 478 

地 區 別     

臺 灣 省 25 037 15 501 

臺 北 市 2 187 1 299 

高 雄 市 1 777 1 032 

資料來源：八十四年台灣地區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分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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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整理而得。 

 

（二）都市阿美族使用語言現況 

    下表為都市阿美族使用語言狀況 

表4 都市阿美族與其他族群使用語言比較表 

（整體） 總 計 國 語 母 語 閩 南 語 客 家 語 日 語 其他語言

八 十 三

年底 

100.00 53.32 42.20 3.63 0.22 0.07 0.56 

八 十 四

年底 

100.00 60.49 35.80 2.80 0.38 0.31 0.22 

（族別）        

阿 美 族 100.00 51.35 44.68 3.15 0.47 0.08 0.27 

泰 雅 族 100.00 77.30 19.83 1.93 - 0.93 - 

排 灣 族 100.00 72.15 24.21 1.97 0.49 1.17 - 

魯 凱 族 100.00 81.80 16.75 1.46 - - - 

布 農 族 100.00 56.68 40.80 1.12 - - 1.40 

賽 夏 族 100.00 96.12 - - 3.88 - - 

雅 美 族 100.00 92.31 7.69 - - - - 

卑 南 族 100.00 75.67 20.16 4.17 - - - 

曹 族 100.00 88.35 1.61 10.04 - - - 

資料來源：八十四年台灣地區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分析，內政

部，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由上表發現，都市阿美族有一半以上使用國語，然而亦有

四成的都市阿美族會使用母語，相對於其他族群來說，高出許

多，此種狀況顯現出，都市阿美族對「原鄉」仍有其「歸屬」，

並對該語言仍願繼續使用。雖然如此，亦可發現仍有一半以上

都市阿美族選擇「國語」為使用語言，對將來阿美族「母語」

復興仍蒙上一層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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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阿美族宗教信仰現況 

下表為都市阿美族宗教信仰現況： 

表5都市阿美族與其他族群宗教信仰現況表 

  有 宗 教 信 仰 者 信 仰 之 宗 教 無 宗 教

  基 督 教 天 主 教 佛 教 道 教 其他宗教 信 仰 

八 十 三

年底 

100.00 40.74 28.23 10.98 8.19 4.26 7.59 

八 十 四

年底 

100.00 44.48 27.81 11.45 6.32 3.91 6.04 

阿 美 族 100.00 42.89 28.05 10.28 9.22 4.39 5.18 

泰 雅 族 100.00 59.94 25.69 5.11 0.27 4.38 4.61 

排 灣 族 100.00 43.59 26.14 14.11 2.12 3.25 10.78 

魯 凱 族 100.00 59.95 26.21 11.65 - 1.46 0.73 

布 農 族 100.00 45.66 32.49 4.86 0.65 3.83 12.51 

賽 夏 族 100.00 9.42 41.83 35.18 5.54 0.55 7.48 

雅 美 族 100.00 7.69 92.31 - - - - 

卑 南 族 100.00 19.09 21.84 42.67 6.18 - 10.22 

曹 族 100.00 60.24 32.93 2.81 - 2.01 2.01 

資料來源：八十四年台灣地區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分析，內政部，

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阿美族原是個多神信仰的民族，因此各種東西（如活動、

大自然等）、均為其所祭拜之神靈，且每一個神靈有固定的方

位，祭拜時均朝正確的方位，不得有錯；因台灣當時被西、荷

統治時期，基督教傳入，由於教會給予阿美族許多生活上幫

助，並透過基督教傳教士傳教，許多阿美族成員信奉基督教

等，進入都市後之阿美族，因都市中並無心靈慰藉場所，因此

「教會」成為都市阿美族庇護所，在此處假日時不僅可放鬆心

情，更可從教會聚會中，與同族人員互動與交流。更由上表可

知，「西方宗教」在原住民社會影響很深，相對的「佛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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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不無想像中深遠。 

（四）都市阿美族生活適應現況 

1.阿美族遷移都市的時間 

臺灣地區都市原住民由原居地（故鄉）遷移至都市時間，

以十年以上者最多占 44.57%；其次為五至未滿十年者占

17.98%；再次為一至未滿五年者，占 10.14%；而世居現址未曾

遷移者占 25.43%（內政部，1995）。而其中，阿美族有將近一

半是遷移往都市超過十年以上的，而移居高雄市都會的高達六

成，未曾遷移的佔整體阿美族的三成多，亦發現，阿美族成員

遷移的時間較早，而近年來，反而移出的較少，並選擇留在原

住地。 

表6阿美族遷移至都市時間表 

  遷 移 至 都 市 者 世 居 現

址 

  一年以內 一至未滿

五年 

五至未滿

十年 

十年以上 未曾遷移

者 

族 別             

阿 美 族 100.00 1.18 8.14 14.00 40.92 35.75 

地 區 別             

臺 灣 省 100.00 2.07 9.27 16.22 43.06 29.37 

臺 北 市 100.00 0.96 19.39 31.55 48.10 - 

高 雄 市 100.00 0.28 10.92 26.06 61.51 1.24 

資料來源：八十四年台灣地區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分析，內政部，

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整理而得。 

 

2.對要到都市發展才有前途之看法  

根據統計，阿美族有三成對到都市發展持樂觀態度，然亦

有三成多的阿美族成員認為並非如此，此中原因，可能因為許

多進入都市發展的成員所敘述的都市生活造成的印象，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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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經驗發現都市生活快速及人際互動頻繁及文化差異、教育

程度落差等因素，而產生對到都市發展不再產生幻想。（見下

表 7） 

表7阿美族對進入都市發展才有前途的看法 

 總 計  是 否 無 意 見 

八 十 四年（整

體都市原住民） 

100.00 37.14 33.82 29.04 

阿 美 族 100.00 34.83 36.65 28.52 

資料來源：八十四年台灣地區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分析，內政部，

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整理而得。 

 

    整體來看，阿美族移入都市的人口頗多（將近一半），這

些都市阿美族有一半以上使用國語為日常生活語言，並以「基

督教」為信仰中心，這可能跟西方殖民時代，由於西方當時十

分重視「傳教」結果。因此「教會」成為都市阿美族心靈寄託

的場所，這種狀況更可說明，在都市中的阿美族並無一個屬於

自己聚會地方，讓他們能透過許多活動，接近自己的文化及族

人。 

總之，阿美族都市中生活適應，除了有和一般原住民共有

的問題外，更由於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特殊性，而

產生異於其他族群或比其他族群更為嚴重的問題（譚光鼎，

1997：59）。表 8（見下頁）為整理出都市阿美族當前十項主

要的生活適應問題。 

由上可知，阿美族於都市生活適應問題，不外乎為心理、

就業（經濟）、教育文化方面，也由上述現況可知，其適應狀

況仍非十分理想，如何改善其現況，使其儘快適應都市生活，

實為當務之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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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阿美族當前十項主要的生活適應問題 

問題內容 主管機關

1.佔都市原住民比例最高，高達三分之二（人口問題） 內政部 

2.外籍勞工進入本國後，原住民勞工失業率最高的是阿美

族（就業問題） 

勞委會 

3.土地流失為原住民中最為嚴重的一族（經濟狀況） 地政 

4.流動人口最多，工作較不穩（就業問題） 戶政 

5.教育部全國國小國語、數學兩科抽考成績最差的是阿美

族（教育問題） 

教育部 

6.山地行政特考錄取名額最低的是阿美族（擔任公職機會

較少）（就業、教育等問題） 

內政部 

7.原住民中擔任軍公教人數最少（就業、教育等問題） 內政部 

8.民族語言流失嚴重（文化、教育問題） 山 地 行 政

局 

9 輟學人數最高一族（教育問題） 教育廳 

10 最喜於都市中群居的一族（心理適應問題）  

資料來源：譚光鼎，阿美族的教育及其問題之探討，山海文化雙月刊，第17期，1997，

p60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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