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Tjavualji 部落是位於台東縣太麻里鄉的排灣族部落，於 Panapanayang 發祥

地的南方，Tjavualji部落除了是排灣族邊陲地帶，在地理位置上更是各個族群匯

集混居的地區，在文化上更是多元的呈現，是排灣族與卑南族部分獨立及部分重

疊的過渡型。Tjavualji部落並沒有排灣族部落象徵性的 maljeveq祭儀，主要祭儀

是 masalut（小米收穫祭）及到 Ruvuaqan發祥地祭祖。 

   本文要記錄的這位儀式專家 Vuvu Gaitjang（卓良光先生）現年 90歲，其生命

歷程無異是一本東排灣族的活字典，更是不可多得的祭儀耆老，作者認為其生命

史的重要性，在當地具有特殊意義，作者自 2014年十月即陸陸續續的進行訪談

紀錄，將這些紀錄整理為這篇論文。首先將說明這位男巫的家世與社會背景以及

他由竹占師到祭司的成巫之路，從靈魂概念、空間和方位、崇拜與祭祀的概念一

窺 vuvu的整個宇宙觀；再由 vuvu的實踐過程去分析 Tjavualji部落儀式的分類與

性質，並歸納出儀式執行過程中所依據的原則，最後從儀式實踐的觀察、禱詞結

構的分析及儀式空間的脈絡，希望能為相關文化傳承內容，進行基礎的整理與保

存；並整理出可以成為傳承 Tjavualji部落祭儀的原則和原理的範本。 

     本研究發現太麻里地區在時代的變遷中，發生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滲入，形

成獨特的文化樣貌，是「文化多樣性」保存中十分重要的區塊；排灣族嚴明的階

序，在大麻里部落已經漸漸鬆動瓦解；儀式中的性別分工秩序也被打破了；信仰

系統、宇宙觀與儀式各種象徵意義不可分離，形成太麻里地區獨特的巫術文化， 

也是珍貴的原住民文化遺產。論文亦對於研究方法的使用進行檢討。並對於儀式

禱詞進行「文化復振」提供建議；最後提出未來可以繼續討論的議題方向。 

關鍵字：東排灣群、男巫師、祭司、祭儀、竹占師。 

 



Abstract 

Tjavualji is a Paiwan village which is south of Panapanayang, the place of tribal 

origin. Geographically, Tjavualji village is located in the peripheral area of Paiwan 

tribe, and also the area of ethnic heterogeneity. It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both Paiwan and Pinuyumayan tribes. There is no maljeveq, a characteristic Paiwan 

ceremony, in Tjavualji. Its main ceremony is masalut （millet harvest ceremony） and 

to worship the ancestors in Ruvuaqan, the place of origin.  

This thesis documents the 90-year-old ritual expert, Vuvu Gaitjang （Mr. ZHUO 

Liang Kuang）. His life history could be seen as a dictionary of Eastern Paiwan.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his life history is meaningful to the local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that I have conducted with him successively since October 

2014. In this thesis, I first represent Vuvu Gaitjang’s family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male shaman from a bamboo diviner. W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his worldview by 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spirit, space, direction, and 

worshipping. I then illustrate Vuvu Gaitjang’s ritual practices, analyz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properties of tribal rituals of the Tjavualji village, and summarize 

the principles of ritual practising. Last, I aim to investigate and document this culture 

in basis by observing the ritual practices,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incantations, and 

contextualizing the ritual space, so that we may able to pass down the ritual 

knowledge of Tjavualji village.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 Taimali, in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multicultural blend of 

infiltration, form a unique cultural appearance. Tamali is an important area for the 

preserve of the "cultural diversity". In Tjavualji, the strict social hierarchy of the 

Paiwan people had been collapsed and the order of the gender division in the ritual 



had been broken too. The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mbolic meaning and 

belief system of rituals and ritual objects made an unique witchcraft culture here in 

Tamali. This thesis not only reflects on research methods, but also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cultural revival of the ritual incantation, as well as for the further 

discussion.  

Keywords: Eastern Paiwan; Male Shaman; Shaman; Ritual; Bamboo Div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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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身為一個住在都市的排灣族小孩，我對於任何與排灣族相關的東西都充滿了

興趣，深自感覺自己之所以對於排灣族文化充滿興趣的主要原因，無非是長年遠

離文化母體，缺乏文化養分滋養的部落小孩，對於母體文化養分的極度渴望，也

是對於自己身分認同的積極反射行動。 

在 2013 年 7 月份，有機會參加了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的五年祭祭儀志工訓

練課程，期間巧遇了在筆者小時候因求學而寄居在家中的一位姊姊，她是課程中

講述土坂部落巫文化的講師之一，與這位姊姊又重逢，也開啟了探索巫術旅程的

序幕。 

在 2014 年我參加了達仁鄉公所開設的第二梯次「祭祀人才培訓初級班」的

課程，學習到了一些關於排灣族的巫覡文化。在這個培訓班結業後，因為身為男

性，基於傳統的理由，並沒有參加立巫、成巫儀式的資格，這位姐姐看我醉心於

學習排灣族的巫文化，於是介紹了一位高齡 90 歲的男性巫師 Vuvu Gaitjang（卓

良光先生，接下來文中筆者將以 vuvu 稱呼他。）1，作為接下來學習排灣族巫術

的學習對象，vuvu 是一位具備 kisan qemisaqisaqis（竹占師）、祭司兩種身分於一

身的智者，凡事都會以占卜問事的 vuvu，對於我要學習巫術的事，當然不能免

俗的也為我拉竹占卜一下，詢問祖靈，我是否是適合學習占卜、巫術、祭儀的人

選，拉竹占卜的結果顯示我是個適合學習的人選。 

不知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還是有其他的特殊原因，當天晚上我就

                                                      
1
 卓良光 Lusagasaq Gaitjang，1926 年生。 



夢見媽媽的嬸嬸（vuvu samuakai），這位長輩跟我說她很高興我來學習排灣族的

巫術，接著她帶著我一同翱翔在天際，經過詢問後才知嬸婆是家族中最後一位女

巫師，由於這個夢也讓我更加確定，要踏上習巫的路程。也對於自己學習巫術有

了更深的期許，暗自期許自己能將前人的智慧好好學習，並用文字將它們一一記

錄下來。 

（二）研究目的 

在隨 vuvu 學習竹占、巫術、儀式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所習得巫術中，其實

是融合了其他族群的色彩，為了釐清 vuvu 所教授的巫術類別，試圖以 vuvu 的大

麻里部落的竹占、巫術、儀式，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並提出一窺 vuvu 竹占、

巫術、祭儀的完整面貌為核心的問題。本研究有以下幾個目的：首先融入 Tjavualji

部落族人生活中，為相關文化傳承內容進行基礎的整理與保存；其次，是在祭儀

實踐的經驗當中，整理出可以成為大王部落族祭儀的原則和原理，以作為將來傳

承祭儀時的範本。最後，則是更希望能進一步影響有志之士能加以整理研究，讓

始終被世人所低調討論的傳統信仰和巫術祭儀能淵遠流長。 

 

圖緒-1 台東縣太麻里鄉大王部落現年 90 歲的男巫師 Vuvu i Gaitjang（卓良光先生筆者攝） 



第二節 相關文獻回顧及研究範圍 

（一） 相關文獻回顧 

相關文獻回顧歸類為四個部分：1.排灣族族群通論的文獻 2.關於東台灣排灣

族的文獻 3.其他有關巫術及宗教研究的文獻書籍 4.有關排灣族巫術、巫醫及宗教

的文獻，分述如下： 

1. 排灣族族群通論的文獻 

有關排灣族族群通論的文獻包括：童春發 2001《台灣原住民史 排灣族史篇》，

說明排灣族的部落歷史。內容探討族名「排灣族」之由來、定位、分布及相關排

灣族的來源和居住的生態環境。藉著地圖所表示的排灣族，了解外人如何意會排

灣族聚落的呈現、分布和變遷，本文參考了其中「族群分布」做為田野地的排灣

族族群定位(童春發：2001)。吳燕和 1993《台東太麻里溪流域的東排灣人》，這

篇文獻藉由歷史回顧，檢討人類學研究原住民文化的理論變遷，再回過來解釋「東

排灣人」的存在意義，書中主要是談太麻里溪流域的東排灣人，其中有一些關於

當地排灣族巫術及巫醫的資料，與本研究相關(吳燕和：1993)。《蕃族慣習調查

報告書》主要是談到排灣族的通論，內容提及一些關於巫術、宗教、祭祀的一些

通論。以回顧、閱讀以上排灣族族群通論文獻，期能描繪出田野調查地族群的文

化多樣性及甚麼是東排灣群（Paqaroqaro）之定義及樣貌，有助於探討此一區域

的文化是如何交滲與串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院研究所編譯:2004)。 

2. 關於東台灣排灣族的文獻 

關於東台灣排灣族的文獻包括：凌純聲〈台東的吐舌人像及其在太平洋區的

類緣〉係為本論文之田野地區觀察到的現象，其內容對居住於高山和平地區域，

分別以「青鬼排灣」和「一般排灣」來區分，並做了一些描述(凌純聲：1956)。



《台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台東縣史，漢族篇》之內容含括台東縣之傳

統台東排灣族社會文化的特徵、現代排灣人的社會文化生活、各村記事、族人生

活圈的社會與文化紀實，及一些共同生活的其他族群的狀況等(傅君：2001；林

美蓉等纂修：2001)。至於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 I》則為荷蘭時期東部台灣

的紀實，筒井太郎在《東部台灣案內》中的一篇文章〈台東之旅〉及排蒼生《東

台灣研究叢書四》中的一篇文章〈台東廳下之部〉主要是談日治時代的台東的一

些風俗民情的內容(筒井太郎：1932；排蒼生：1926)。劉克襄《後山探險：19 世

紀外國人在台灣東海岸的旅行》主要是談十九世紀有那麼多洋人來到台灣，而且

還留下文字記錄，記錄了台灣東海岸的一些情況(劉克襄：1992)。千千岩助太郎

《台灣高砂族住家》一書提及了當時他訪問大麻里的些情況（千千岩助太郎：

1960），《高砂族系統所屬調查》中提到了當時東部排灣族的各個系統的遷徙及其

系統所屬內容（移川子之藏，楊南郡譯：2001~2002）。《理蕃：日本治理台灣的

計策》及《日治末期台灣原住民皇民化之研究》主要是談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

回顧閱讀以上的文獻，有助於形塑出關於十七世紀迄二十世紀初的東部台灣的風

土民情及當時政治制度下的樣貌（藤井志津枝：1997；傅琪贻：2006）。 

3. 其他有關巫術及宗教研究的書籍 

《Daramaw 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巫覡文化》這本書中談到了從巫術儀式

的實踐和觀察，來分析呈現當地現代的巫覡文化（林二郎：2009）。劉璧榛在《認

同、性別與聚落：噶瑪蘭人變遷中的儀式研究》則是強調儀式的社會性面向的研

究，探究特定儀式扮演規定或轉變中社會關係的角色，再進一步比較、整理及分

析其他不同種類的相關儀式，來做儀式理論的思考（劉璧榛：2008）。胡台麗及

劉璧榛主編的《台灣原住民巫師與儀式展演》書中集結了 8 個台灣原住民族 12

個聚落的巫師和他們各族儀式展演的研究（胡台麗、劉璧榛編：2010）。《太麻里

堂區簡史》談到天主教在太麻里地區的發展史（黃連生整理編寫：年代不詳）。《真

耶穌教會簡介》介紹真耶穌教會在台灣的傳教記錄（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年代



不詳）。《至善宮十周年紀念特刊》說明了在太麻里建宮的經過。（太麻里至善宮

管理委：2008）以上這些研究係說明太麻里其他宗教發展的簡史。可惜對於神祇

的空間，以及族群的邊界對宗教的影響談及的並不多。 

4. 有關排灣族巫術、巫醫及宗教的文獻 

在有關排灣族巫術、巫醫及宗教的文獻包括：《排灣族古樓村的祭儀與文化》

本文對於排灣族的祭儀、喪葬、人觀、習俗與規範等做了初步分析（許功明、柯

惠譯合著：1998）。《番族調查報告書》該份調查報告中，對於東部排灣族的巫覡

文化及宗教的慣習都有詳細的記載及說明。〈神靈之路：排灣人祭儀經語之研究〉

則研究巫師與神靈溝通的經語（巫化・巴阿立佑司：2010）。邱新雲〈東排灣族

女巫養成研究：以土坂村為例〉研究傳統及現代習巫、成巫的歷程（邱新雲：2010）。

〈排灣族巫文化的延續與變遷：以土坂村 Patjaljinuk 頭目家族為例〉此論文研

究排灣族傳統祭儀、傳統宗教信仰，探討巫文化的變遷與延續（林秀蘭：2015）。

〈排灣族刺球（djemuljat）之研究〉則討論祭司、巫師職掌的分工（李思賜：2003）。

這些論文中都詳實的收錄了排灣族各種有關祭儀的詳細資訊，希望能在回顧閱讀

這些資料後，能整理出有系統關於傳統排灣族祖靈崇拜、宗教祭儀、經語、神祇、

空間方位等的知識。 

大麻里部落從17世紀開始接觸荷蘭的現代文明、歷經了清、日及國民政府，

但並不因為外來的文化刺激而閉關自守，反因為地處位置的關係，而接受並慢慢

的融合改變，且適應狀況良好。所以如何從史料中還原當時的情境及文化融合現

象，再來一窺巫術文化的演進、改變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二）研究範圍 

1. 人  

本研究主要研究的對象區分為三大類： 



    （1）為台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的大麻里部落的祭司、竹占師為研究訪談對

象。 

    （2）是以東部排灣族的巫師為訪談對象。 

    （3）居住於 panapanayan 文化圈及其他族群的巫師、祭司為對象。 

2. 範圍  

本研究主要研究的範圍對應以上的研究對象區分為以下部分： 

（1） 民族宗教的研究範圍則是排灣族靈魂概念、空間、方位、 崇拜祭祀

的概念、神衹執掌、祭儀種類和巫術巫醫的部分，vuvu 所執行的各種儀式

參與和觀察。 

（2） 地理空間主要是為台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的大王部落在擴及到整個太

麻里鄉的區域以及知本等鄰近部落。 

  



第三節研究方法、步驟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係根據論文內容的實際需要，秉持著研究民族志的態度及方法，同

時配合以下幾種研究方法進行： 

1. 文獻分析法 

本論文的文獻資料基本上區分為二大類：正式官方紀錄及非正式個人文件。

本論文文獻資料蒐集以正式官方為主，非正式官方為輔，蒐集資料對象包含了： 

（1）各研究學者出版之相關書籍、報告、會議論文、期刊。 

（2）關於東排灣群的社會文化、階層制度、親屬制度、繼承制度、祭儀 

文化、族群認同、等相關論文及書籍。 

（3）台東縣政府縣史、太麻里鄉鄉誌及大王部落口傳歷史、族譜以及當

地文史工作者之採訪資料、舊部落踏勘資料。 

（4）藉網際網路搜尋引擎，以東排灣族、巫覡文化、民族宗教、族群邊

界、祭儀文化、占卜、巫術等為關鍵字，所找出之相關學術期刊、論文及博碩士

論文等。 

綜合上述，本研究以蒐集歷年來相關文獻，並歸納耙梳整理出前人研究成果，

幫助自己找到研究問題，並探討目前所面臨之困境與問題。再透過前人的研究文

獻，瞭解相關問題的研究發展趨勢。 

2. 訪談法 

本論文另一個資料蒐集方式是訪談，訪談是研究者尋訪被研究者並且和他進

行交談的一種活動。訪談法的特點是樣本數較少，能提供特殊回答的詳細資訊，



獲得受訪者意見、價值、動力、回憶、表情、感覺詳細闡述的資料。方便研究者

與受訪者進行一系列跟研究主題有關的問答。 

基於本論文研究的屬性，以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及「有引導取性的

訪談」（即半結構式訪談）為主，也就是在訪談進行前先擬定訪談主題，但是仍

需依當時的情境與互動方式進行調整，再視情況與受訪者進行開放對話，以求獲

得更完整、更適切的資料，有助於對問題的分析。筆者也會在自然不受問題的侷

限下自在的談天，或在儀式中間休息的片刻或是於結束後與 vuvu 或是辦事主家聊

天，讓受訪者可以自由發揮心之所想，反而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3. 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除訪談紀錄外，也進行參與觀察、紀錄，參與各項儀式與活動，進行參與觀

察法時，其他成員未必知道自己成為被觀察、研究的對象，筆者對當地的方言有

所了解，若有必要，則請族人協助翻譯與溝通，結束後將觀察內容做成文字記錄，

一併與訪談記錄所得資訊整合，進行後續的分析與討論。 

4. 攝錄影像  

收集各種祭儀的攝錄影像，並與被研究者一同觀賞及向被研究者提問，詳細

的記錄、核對影像中的所見所聞，以確保每一項資訊的正確性。 

 

 

 

 

 



論文研究的步驟圖： 

 

圖緒-2 本論文研究步驟圖（筆者繪） 

（二）研究限制 

本論文有以下幾點研究限制，說明如下： 

1. 時間 

筆者在短短的時間（2014.10 ~2016.10）內，收集祭祀經語，時間上略顯匆

促，然而儀式又不能依筆者的喜惡而自訂，只能被動的接受舉辦的儀式項目及時

間。 

2. 語言 

排灣族語言承載了其精深的文化，語言除分為一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白話，

歌謠、祭祀經語或禱詞都是艱澀難理解的文言。筆者雖為排灣族人，能用簡單的

母語交談，聽力的部分約可了解 50%，但對於較為艱澀的語言仍需要向部落的老

人家詢問其涵義，故在採集的過程中，筆者幾乎是聽不懂祭祀經文的意思，筆者



語言程度障礙的問題，將影響本研究進行的內容深度，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二。 

3. 口音的問題 

採集祭祀經文語料時，會因唸祭祀經語的發音人，時有祭祀經語的段落會有

增減的部份，導致收集的語料時前後會不一致的情形發生。且禱詞由口傳的方式

記錄，會因傳承者的發音差異，而會使記音的紀錄及內容意義翻譯產生錯誤，此

為本研究限制之四。 

這篇論文的研究，雖然潛藏著這麼多的研究限制，筆者仍努力去克服解決以上

這些問題，在時間匆促的情況下以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的方式盡己所能

的將祭祀經語做一完整的分析；在語言上遇到的問題只能於事後以逐字的方式記錄，

並尋求其意涵，有助於筆者了解研究主體的真正意義；至於口音的問題，筆者請擅

長經語的族人，為筆者正音校字，並詢問被訪問者艱澀語言的涵義。希望能完整的

將這些一手訪談資料正確無誤的呈現。 



第四節 田野地現況 

大麻里部落行政區域劃分上屬大王村2位於台東縣太麻里鄉中部，主要聯外

道路為新舊省道橫貫本村，北接北里村、東與泰和村接壤，西與金峰鄉為界，南

接太麻里溪。整個大王村又以大王國小為中心點，由四聚落形成之大麻里部落，

每一聚落皆有一定的區域範圍， Qaljapang （加拉邦）部落以 1 至 4 鄰為區域

範圍， Ljiliv （利里武）部落以 5 到 8 鄰為區域範圍，ljagaljeng （拉加崙）部

落則集中於第 9 鄰，Tjavualji （大麻里）部落集中於 9 至 12 鄰為區域範圍。 

（一）自然地形和水文 

太麻里鄉位於中央山麓，東臨太平洋，南北長約 35 公里，東西寬約 6 公里

的狹長地形。山多平地少，海拔平均約 300 公尺左右，平地佔 456.00 公頃，其

餘為山坡地，斜度平均在 30 度，而大王村主要位居全鄉中心位置。 

太麻里鄉大王村主要河川為北太麻里溪（支流：沙崙溪與文里溪、華源南北

坑等水系）及太麻里溪，其中太麻里溪貫穿全村南部地區，發源於中央山脈南、

北大武山，支流有救國救爾溪，地勢西北高聳陡峻，向東漸平緩。主流源長水豐，

水流湍急，上游左岸支流崩塌最嚴重，為砂石主要來源。 

（二）氣候 

太麻里鄉氣候根據桑土緯氏氣候的分類，屬於熱帶潤濕氣候，全年不缺水或

少量缺水，平均年雨量 1500 公厘，溫度平均 23℃，夏季風則自南向北，冬季

風自北向南，五至十月份是雨季及颱風季節是雨量豐沛期，十一月至翌年四月是

乾旱期。 

                                                      
2 民國光復時期，台灣各地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因此太麻里鄉大貓貍部落在民國 35 年（1936）正式命名為

大王村，大王村原轄區跨北太麻里溪南北兩岸，包括今大王和北里兩村，直到民國 57 年（1968）北里村才

獨立成村。 



表續- 1 台東縣大武觀測站平均氣候觀測記錄統計表3 

 

月份 

2010 年每月平均溫度 

（單位：℃） 

月平均 

溫度 

（℃） 

相對 

溼度 

（％） 

降雨量 

（毫米） 

日照時數 

（小時） 

最高 最低 平均 

1 26.5 13.3 19.5 18.9 75.7 67.2 73.6 

2 29.5 14.6 21.4 19.4 77.8 71.8 64.1 

3 29.4 12.1 21.9 21.0 79.1 67.1 79.7 

4 31.0 17.7 22.9 23.2 80.6 89.3 91.5 

5 32.2 20.1 25.7 25.3 81.9 174.3 127.1 

6 33.3 21.8 27.0 27.1 83.0 196.5 174.1 

7 34.6 24.1 28.7 28.1 80.3 246.1 234.3 

8 34.4 24.8 29.0 27.9 80.1 317.6 212.1 

9 33.9 23.4 27.2 26.8 80.0 405.8 154.4 

10 32.2 18.4 25.6 25.2 75.6 265.6 140.1 

11 28.1 16.7 22.5 22.7 74.7 126.6 103.5 

12 27.0 12.6 19.5 20.0 73.4 76.5 85.5 

平均 31.0 18.3 24.2 23.8 78.5 2104.4 

（合計） 

1540 

（合計）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氣候統計查詢網站 

（三）人口和交通 

依據歷年人口統計資料（見表緒-2）顯示，大王村人口部分，26 年間人口數

有些許下滑但趨於穩定，根據太麻里鄉戶政事務所最新人口統計資料（見表緒-3）

顯示，截至民國 104 年 6 月底，大王村分為 20 鄰共 852 戶，總人口數為 2,133

人（近 26 年人口總數大約在 2,130~2,380 人之間）。至於該村居民組成方面，主

要是以閩南人與原住民（排灣族）為主，各佔 40％，外省籍及客籍人士各佔 10%。 

 

                                                      
3
中央氣象局氣候統計查詢網站；http://www.cwb.gov.tw/V6/statistics/dailyPrecipitation/dP.php 

http://www.cwb.gov.tw/V6/statistics/dailyPrecipitation/dP.php


緒-2 太麻里鄉各村最新人口統計表（2015 年 6 月底）4 

村 別 鄰數 戶數 合計人口數 

小計 男 女 

總 計 143 4613 11414 6058 5356 

美和村 13 532 1527 803 724 

三和村 9 275 740 383 357 

華源村 17 306 717 394 323 

北里村 13 300 652 373 279 

泰和村 18 688 1705 874 831 

大王村 20 874 2133 1137 996 

香蘭村 15 358 892 496 396 

金崙村 17 816 2001 1060 941 

多良村 21 464 1047 538 509 

資料來源：太麻里鄉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網頁  

大王村位於太麻里鄉主要行政中心集聚區域，主要對外交通動線是以省道台

9 縣南迴公路及南迴鐵路為主，臺 9 線南北貫通太麻里鄉，往北可通台東市區，

往南則可至大武鄉、達仁鄉，並可轉往屏東各地，行車便捷；至於大王村各生活

聚落的區域交通動線，都利用台 9 線南迴公路及附近縣道。 

（四）田野地地理條件的意義 

田野地位處中央山脈，屬南北長約 35 公里，東西寬約 6 公里的狹長地形，

整體而言，山多平地少，表示農業耕作上的限制，也限制了當地能承載的人口數

目。而東臨太平洋的關係，全年不缺水或少量缺水，平均年雨量 1500 公厘，溫

度平均 23℃，屬於熱帶潤濕氣候，這些條件在農業的發展上有利於水稻耕作，

促成生產型態的變化。此外，本地的地形、氣候也是適合當地特產的作物如釋迦、

洛神、金針等的生產，形塑了地方觀光、特色農產的風貌。本地的地理位置，處

於由南部往東部平原路徑上的必經之地，加上為公路重要樞紐，便捷的交通，以

上這些綜合的地理條件包括地形、氣候、交通狀況等，都是形塑當今原住民部落

                                                      
4
太麻里鄉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網頁，http://www.taimali-house.gov.tw/page1.php 

http://www.taimali-house.gov.tw/page1.php


遷徙移駐以及閩、客族群遷移墾殖樣貌的重要因素。 

 

圖緒-3 田野調查地大王部落的空拍圖（截圖自 Google earth） 

 

圖緒-4 太麻里鄉行政區域位置示意圖5
 

                                                      
5
資料來源：太麻里鄉公所網站，http://www.taimali.gov.tw/ 

http://www.taimali.gov.tw/


第二章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歷史、信仰、族

群的變遷 

第一節 歷史發展的過程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位於平地與山地的交界地區，它控制著台灣西南部

到台灣東部陸路的交通樞紐，因為這個緣故，它在東部排灣族歷史舞台上，佔據

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交通的緣故，它也由於荷蘭人東來尋找金礦、清朝開山

撫番的接觸以及日人的理番教化，使得這個在東部的小小部落，歷經了幾次重要

的歷史變遷，在這幾次的變遷時期裡，它還扮演著守衛後山重要的前哨站之角

色。 

荷、清時期，Tjavualji 是重要的軍事據點，所以一直有軍隊派駐在此地；清

代時期更有漢人來到 Tjavualji 收購物產，再將這些收來的物產與中國進行商業

貿易，由於 Tjavualji 地理位置的關係，它還順理成章的變成了原、漢商品的交

易站。 

日治時期，日本人為了方便管理原住民，在 1931 年特別頒佈了理番大綱，

特別著重在教化部分，因為日本政府認為這是移風易俗最有效的方法。由於

Tjavualji 特殊的地理條件，日本政府有意將此地變成理番的樣板區來經營。 

   國府時期的 Tjavualji 則是以農業發展為主軸，近年更透過金針產業和日昇之

鄉的意象結合，發展出新興的觀光經濟型態。 

Tjavualji 歷經了部落時期、荷清時期、日治時期及民國時期這四個階段，不

同的殖民政府的經營，文化內涵也在這些時期從原有的南島文化，融合了荷、清、

日、漢的文化，逐漸進入現代社會，也滲入了外來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種不

同的元素，而呈現目前多元的文化面貌。以下就 Tjavualji 所經歷上述四個階段

進行說明： 



（一）部落時期的 Tjavualji 

    部落時期的太麻里溪口附近有 3 個原住民部落，分別是 Tjavualji（大麻里）

部落、Qaljapang（加拉班）部落和 Ljagaljeng（拉加崙）部落這 3 個部落，當時

的太麻里溪口附近的自然環境生長了許多野生林木，（排灣族對於地名的命名，

經常就是以當地的地景或是繁茂優勢生長的植物來為這個地方命名），所以這 3

個在太麻里溪口附近原住民部落的名稱也就跟植物脫不了關係；Tjavalj 在排灣族

語中的原意，是指被樹林所覆蓋住的地方；Qaljapang 排灣族語中的原意，則是

指長滿月橘這種植物的地方；Ljiliu 在排灣族語原意是指林木很多的地方。1
 

    現在的 Tjavualji （大麻里）部落主要是由兩個來自不同區域的人所組合而

成的：其一是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的祖先（包含了 Tjavualji、Qaljapang、Ljiliu

三個部落）；其二是 Ljagaljeng（拉加崙）部落的祖先，以下將這兩個部落的來源

分述如下。 

1. Tjavualji （大麻里）部落 

據聞 Tjavualji （大麻里）部落的祖先是航海而來，由大麻里北邊一個叫做

Ravuaqan（陸發安，位置為現在太麻里鄉美和與華源村之間）的地方登陸的，經

過幾次的遷移才遷移至當時的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遷徙的路線依序如下： 

○1 Ravuaqan（陸發安）→○2 Alawayan（阿拉哇樣，位置為現在太麻里鄉秀

山國小附近）→○3 Kazekaljan（卡日卡蘭）→○4 Tjalacuk（加拉就固）→○5 Sinapayan

（西那巴樣，今正興村西方淺山）→○6 Kalulung（佳崙，今至善宮南之佳崙地帶）

→○7 Tjavualji（大麻里）。 

2. Ljagaljeng（拉加崙）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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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良光先生所敘述，2016/04/12，於太麻里家中。 



Ljagaljeng（拉加崙）部落的祖先是由西向東遷移而來，由當時的屏東 Piyuma

（平和）遷徙而來，同樣地經過幾次遷移才遷移至現在大王國小後側靠南迴鐵路

處的位置，遷徙的路線依序是： 

○1 vavikar→ ○2 sapanganan→ ○3 dalumas→ ○4 saulriyan→ ○5 valalanek→ ○6

lragalreng（位置為現在大王國小後側靠南迴鐵路處）。 

 Tjavualji 部落的先祖是起源於 Ravuaqan（陸發安），後來遷徙至 Alawayan

（阿拉哇樣），再從 Alawayan 遷徙至 Kazekaljan（卡日卡蘭），這一段的遷徙路

線是和卑南族石生系的知本部落遷徙路線的口述傳說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可以由

此得知 Tjavualji 部落和 Katipol（知本）部落這兩個部落，是具有相同起源的關

係。於是也就有了 Tjavualji 部落是由 Katipol 部落中 Mavaliw（瑪法琉）氏族所

建立的分支這種說法，但真相如何，仍需要更多更直接的證據來佐證方能支持這

樣的一種說法。 

根據 Tjavualji 部落耆老2的口述歷史，Tjavualji 部落的建立傳說是：Tjavualji

部落的祖先還住在 Kazekaljan（卡日卡蘭）的時期，頭目 Kazanglakan（卡壤拉

幹）的女兒 Tanavas（達娜法斯）招贅 Kumunay（古姆奈）為夫，古姆奈常在 arereng

（意思是地方平坦而小）這個地方狩獵，他發現這個地方平坦又肥沃，於是力勸

他的妻子移居到這個地方來，但是 Tanavas（達娜法斯）並未答應，而是要求要

先看看該地的土壤，於是 Kumunay 在一次狩獵的時後，同時挖了一些 arereng 的

土壤給 Tanavas 看，Tanavas 看到土質很好，於是決定要移居到 arereng。剛移居

此地他們先建造了房屋，又開墾田地，然後試種番薯和黍，後來發現黍長得高又

好，於是就把這事告訴了父親 Kazanglakan（卡壤拉幹）頭目，得到頭目的贊同

才完全移居。這對夫妻在返回臨時住屋的途中，懷孕中的Tanavas突然肚子陣痛，

Tanavas 產下了一個男嬰，當時大暴風雨降臨，於是這個男孩被命名為 Venariwan

（暴風雨之意）。完成移居之後，Tavualji 部落始建立形成，Tanavas（達娜法斯）

                                                      
2卓良光先生所敘述，2016/04/12，於太麻里家中。 



以 Adrangiyan 為家號，承傳到今日。 

    筆者訪問 Tjavualji 部落的文史工作者3說：Tavualji 部落舊址原在今西南一公

里處名為 tjalacuq 的低山腰處，曾是 Tavualji 部落勢力最大者所在，頭目家系傳

至第九代後部落人口驟增，Tavualji 部落相繼分出 Qaljapang（加拉邦）及 Ljiliu

（利力武）兩社之後，Galaigay 頭目在人口增加後，帶領部分族人最早遷移至今

大王村內的位置，Galaigay 頭目延襲了創建時期的部落名稱 Tjavualji，也是為今

日的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也承繼了頭目系統最早的家名 Arangiyan。 

Qaljapang（加拉邦）的建立是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還在 Tjalacuk（加拉

就固）的時期，排灣族的移入與卑南族（知本石生系）混合居住後，人口數變多

耕地變小，於是頭目 Adrngiyan 又帶領族人，往 Sinapayan（西那巴樣）遷徒，

依馬淵東一記錄的系譜來看，Sinapayan部落時期正是太麻里社祖先分立的時期，

Adrngiyan 家在 Tauyung（道義勇）之父 Tanuvak 時，在 sinapayan 分立出來以

Mavaliu 為頭目家名，後因當地水患，旋即領一批族人遷移至 Kalulung（佳崙）

地，此地因為長滿月橘這種植物的地方而稱為 Qaljapang（加拉邦）社，後來再

遷移至今的現址（真耶穌教會附近）與 Tjavualji（大麻里）及 Ljiliu（利力武）

聚合。 

加拉邦的舊址在金峰鄉正興村，舊名叫 Kinaljan（其意為「祖居地」），後

來東遷到現址，故稱舊址為 Kinaljan。加拉邦社在清朝時代就為大社，稱「家條

邦社」，在《台東州采訪冊》中載有：「家條邦社正（副）社長月領銀五（三）圓，

在太麻里西南五里處，男女四百五十六人。」，在日治時期勢力達到最高峰，日

人不得不拉攏頭目 Tauyung 為太麻里區的區長，家條邦由太麻里 Arangiyan 家第

七代分出創立 Mavariu 家，建立新社。 

加拉邦社在 Kinaljan 時期又分立出 Mavaliu 家，而加拉邦部落頭目 Tanuvak

                                                      
3 汪憲忠先生口述，2016/8/22，於太麻里家中。 



的弟弟 Avang 則帶領其餘族人從 Sinapayan 往 Kalulung（佳崙）地遷徒，建立新

社 Ljiliv（利力武），頭目家名為 Vavulengan，後來遷移至今現址。 

利力武社即清代立里社，《台東州采訪冊》一書中載明「立里社正（副）社

長月領銀四（三）圓，在太麻里西南五里，男女四四八人。」。利里武社由太麻

里社 Adrangiyan 頭目家第九代分出，以 Vavulengan 為頭目家名，建立新社。  

日人千千岩助太郎在其著《台灣高砂族番社的住家》一書中寫到：「太麻里

社是台東廳台東郡太麻里溪口北方約一公里，臨太平洋，在太麻里派出所附近的

集團，當時戶數九十八戶，四百六十七人，自稱來自PanaPanayan （亦即Ruvuaqan）。

在口傳中約 1840 年時共二百戶，有人口九百名，已形成現今太麻里社的樣子。」

依上述記載，其所指的太麻里社有九百名人口，應指最早移入到現址的大麻里部

落及靠近至善宮南側佳崙的利里武部落，接著為移入鄰近派出所的加拉邦部落，

根據這個口傳，在 1840 年（清代道光年間），三個部落已合聚在現址了，距今約

一百七十幾年前。 

表 2-1 大王村四部落整理一覽表 

部落名 中文名 頭目家名 傳統位階 起源地 

Tjavualji 大麻里 Arangiyan 最高 Ruvuaqan（路法岸） 

Ljiliu 利力武 Vavelengan 較低 Ruvuaqan（路法岸） 

Qaljapan 加拉班 Mavariu 較低 Ruvuaqan（路法岸） 

Ljagaljen 拉加崙 Tigitigan 較低 Djakalaus（大武山） 

 資料來源：葉一飛，2012：41 筆者改製 



 

圖 2-1 大麻里部落口傳遠古傳說系譜圖（筆者繪） 



 

   

圖 2-2 大麻里部落口傳遷徙路線圖（筆者繪、攝） 

（二）荷、清時期的 Tjavualji 部落 

1. 荷蘭與 Tjavualji 的接觸 

Tjavualji 的地理位置在荷蘭時期即被視為重要的軍事據點，這個佔地理優

勢與擁有的武力，是進入後山地區最重要的門戶，早在《熱蘭遮城日記》就有記

載。書中記載了一段 1638 年間，荷蘭軍隊從瑯嶠（恆春）經由陸路前往卑南，

經 Tjavualji（大麻里）時，對這個地方作的描述： 

「Tawaly （大麻里）這個村莊位於瑯嶠的北邊約二十里的地方，戰士不到一百



人，然後要去對付卑南的人，位於再往北六、七里處估計那村莊有一千個戰士，

這兩個村莊的人，都是上述瑯嶠（恆春）的世仇。但是當軍隊走到台東平原的南

西門戶大麻里村莊前，遭遇大麻里部落抵抗，雖然他們頑強抵抗，但經過強烈射

擊之後，終於佔據該地，瑯嶠人割下了大麻里人四十顆頭顱，並俘虜七十個女人

和小孩，而荷蘭人這邊則死了二人，十六個人受傷，隊長 Jan Juriaens 把該村莊

的三百間房子放火燒毀了之後，就繼續率領軍隊向卑南前進，荷蘭人的軍隊除掉

死亡、受傷和生病的以外，還有一百多人…。」。（熱蘭遮城日記 I，2000：377 ），

這一段文字首次記載了荷蘭人與 Tjavualji 的接觸是以武力的方式相遇。 

   加上以下幾個事件的發生，能更清楚勾勒出當時 Tjavualji 附近區域的狀況： 

(1)  1639 年荷蘭人初次進入後山，而荷蘭人的動態，直間接影響這個區域的族

群平衡情勢。 

(2) 太麻里溪流域的東排灣原住民也留有與荷蘭人接觸的傳說：「不知什麼時候，

來了很多 Amelika（應是指荷蘭人），人們看見了都很害怕，逃到山上躲藏。

只有一個村民 Tiakalika，躲在家中祭神。Amelika 比劃著要水喝，Tiakalika 想

他們大概是渴了，就潑一點水出去試試。水潑到地上，Amelika 都爭先恐後

的扒在地上喝。於是 Tiakalika 就開門接納他們，給他們水喝， ......然後

Amelika 就抽煙斗，他們帶來的煙斗有臼那麼大，……我們排灣族就向他們

學吸煙，自此後我們才有了煙草，學會吸煙。」（吳燕和，1993：112） 

(3) 荷蘭人為了維護採金的利益和尊嚴，不惜展現他們的決心，凡是有意阻擾者

不論是什麼原因，必定動用武力來達到遏阻的效果；在 1643 年大麻里社數次

攻擊知本社，帶回 3 顆頭顱。大麻里社的頭目，也違反禁令，去跟瑯嶠社山

區裡的幾個小村社交戰。這些事件也顯示出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並沒有

因為 1638 年被荷蘭人鎮壓後，而減低該部落對附近地區的威脅。（熱蘭遮城

日記 I，2000：80-81 ）即便荷蘭人治理台灣東部的意顧並不高，但是為了達



到目的仍連續於 1652～1655 年間，在卑南社召開了四次的東部地方會議，目

的除傳達政令且繼續著探金的任務。 

(4) 荷蘭人並分別於 1647 年起將 Tjavualji 峽谷（太麻里溪流域）這個區域，納

入戶口統計的項目，這個資料也是該區域，首次出現在荷蘭官方的統計資料

中。（中村孝志，1994：199~205） 

2. 清朝原漢交易站及驛站的產生 

從以下筆者耙梳的文獻內容，可以窺知清代治理後山的情形一二： 

(1) 1879 年出版的《台灣輿圖》中的開山道路南路，記載了從赤山（萬巒）到

卑南（台東）路線，其中大貓貍（大麻里）距知本 25 華里，知本至終點

卑南 20 華里。大貓貍、知本兩地是台東平原的前哨站，而 Tjavualji 就位

在交通要衝重要位置上。（夏獻綸，1984：104-108） 

(2) 胡傳著《台東州采訪冊》中就提到，Tjavualji 是舊通台東六條古道中的據

點，且是仍在使用的唯一道路上的中途站。當時以陸路往返瑯嶠（恆春）

或南部地區的聯絡通道，Tjavualji 就是必經之地。（胡傳，1993：3） 

(3) 清朝政府或許是有鑑於荷蘭人初次抵達大麻里的經驗，在接管卑南社駐地

後，也就派駐軍隊在當地，「荷蘭領有台灣時代，則由荷蘭人屯兵駐守此

地（大麻里）。台灣被中國清朝治理時期，這裡是中國清代守兵的駐屯紮

營地。」（筒井太郎，1932：274） 

(4) 《台東州采訪冊》中就提到「今前、後山相通只三條崙一縷之道。乃光緒

八年以後提督周大發、張兆連相繼開通者也。自鳳山東港東南行三十里至

三條崙，…...又北二十里至大麻里，又北二十里至知本社，又北二十里至

埤南，即光緒元年移駐南路撫氏理番同知今台東卅寄治之處也。」（胡傳，

1993：3） 



(5) 胡傳將「大貓貍」稱為「大麻里」，Tjavualji 堪稱台東州署的前哨，戌守防

衛地位重要，光緒十八年清代駐軍開始駐防太麻里。「親兵一隊及五、六、

七隊駐防大麻里...... 十九年初，前哨亦謂防大麻里等處，與埤南屯換防」

（胡傳，1993：16-17） 

(6) 同時，番社治理也列為要務，以按月發給薪資方式，頭目仍可實質管理部

落：「立里社（正副社長月領銀四、三圓）：在大麻里西五里南；男、女四

百四十八人。家條邦社（正副社長月領銀五、三圓）：在大麻里西南五里，

男、 女四百五十三人。」（胡傳，1993：25），除了在各番社設置社長，

大社還置正副兩社長，另各社置通事一位，由總通事管理各通事，一年分

四季給給予正副社長及通事口糧，每一季也對他們設宴獎賞。如果衙門有

事，則將旨意傳給總通事，在由通事再傳給社長，社長便率社民前來服公

事。如果社中有爭訟等事時，由社長裁決，若由不服社長之裁斷時，則由

通事裁斷之，當通事仍無法處斷時，則訴於撫墾局。 

(7) 大麻里除了驛站功能外，由於它是位於平地進入山地的門戶，很早就具備

有「原、漢交易站」的性質，清代時期，大麻里街上已有漢人來做生意：

最早來的商人，他們向土著收購 kulu（蓪草）與 tialunu（木耳），給付當

時的 paysu（流通貨幣），社民以換得來的 paysu 來購買所需要的獵具、農

具、炊具、djilung 陶甕、karhiljau 布、qatia 鹽、ceris 火柴、djaum 針、kajia

線、vawa 酒等物。（吳燕和，1993：254-255） 

(8) 太麻里部落對外關係接觸頗早，影響其特殊的發展型態，從 Taylor 的記錄

可以進一步加以印證，1887 年 Taylor 到後山探險，進入太麻里部落時受到

頭目熱誠的歡迎： 

太麻里部落是知本的一個分支。人口自然增加下，原有的土地無法容納這

麼多人，早先的部落只有隨時向外拓展，發現新領域。南方排灣族的家庭



規矩都是承襲自知本，太麻里頭目統治的排灣族非常容易接觸。現在的頭

目是位親切的年輕人，曾遠抵過台灣府與安平。他的部落主要從事農業，

但四周也適合打獵。（劉克襄，1992：104 ） 

上述清末時期的文獻記錄說大麻里部落已是安定且強大的聚落了，Taylor 描

寫當時的太麻里部落族人並不十分排外，頭目 Tawyiyong（泰義勇）也是個見過

世面的領導者，重要的是提到：「不論土著或漢人，他們現在與鄰居和平相處，

都獲得好名聲。」（劉克襄，1992：104 ）。對照荷蘭時期，部落與外界接觸的機

會增加，與異族相處起來已經和緩許多。 

荷蘭初入後山對大麻里施予強大的武力，大麻里部落並沒有因為被鎮壓而減

低對周遭部落的侵略及威脅。太麻里位交通要衝位置，它的位置是平地進入山地

的門戶，具備了「原漢交易」的特殊性質，也兼具了驛站、軍事據點的功能。 

這說明了 17 世紀荷、清國家的政治勢力的進入，大麻里生活產生空間的變

異，文化現象也同時引起變化，此地的勢力也起了變化，族群文化的融合也悄悄

地進行著。 

（三）日治時期的 Tjavualji 部落 

1. 理番樣板區的經營 

凌純聲所調查研究的系譜，指出大麻里初期的三個部落Tjavualji （大麻里）、

Qaljapang（加拉班）、Ljiliu （利力武）早年彼此均是同一個祖先。最初僅 Arangiyan

一家，至第八代 Mavaliu 家分出 Qaljapang（加拉班），Tjavualji （大麻里）部落

由於介於平地與山地的過渡地帶，在日人治台初期，Tjavualji 社的頭目 Tawyiyong

（泰義勇）其家系實力最大。（凌純聲，1956：139-142） 

日本政府初期採取安撫政策，依清代制度，由台東廳官員召集了番社頭目、

通事，按月發給薪資口糧，轄內有重大事情，則委請當地公認最有影響力的領導



人一 Tjavualji（大麻里）頭目 Tawyiyong 出面處理，希望各部落和諧相處。根據

大正五年（1916）底警察本署〈蕃社戶口〉調查，東部海岸的東排灣族 Paqalu

番（大麻里番）戶數 1803，男 4022 人、女 3002 人，計 8024 人。千千岩助太郎

曾經在 1936~1946 年這段期間調查台灣原住民的家屋，詳細記錄各族群的家屋樣

貌及建築空間，其中在太麻里社也調查過，千千岩助太郎在出版的《台灣高砂族

住家》一書，記錄了以下這段文字：「太麻里社是台東廳、台東郡太麻里溪口北

方約一公里處，臨太平洋，在太麻里派出所附近的集團，當時戶數 98 戶，467

人，自稱來自 Panapanayan，在口傳中，1840 年時共有 200 戶，人口 900 名，

已形成現今太麻里的樣子。」（千千岩助太郎，1960：60-61）這段話正印證了

Tjavualji（大麻里）在台灣東南海岸沿線上，在當時早已是一個大型的聚落了。 

相較居住於深山地區的排灣族，Tjavualji（大麻里）部落的族人，性格相對

穩定且易於管理，所以當時日本政府有意想將 Tjavualji（大麻里）視為理蕃經營

的樣板區，於是有計劃的推動教育與建立行政轄區制度化，太麻里溪河口地區逐

步邁向現代社區，由排蒼生〈台東廳下之部〉一文可窺知一二：「番社的人口近

五百人，太麻里設置區役場、公學校。蕃社前有廣大水田，當地原住民勤勉持家，

在政府鼓勵蕃人農耕下，成為排灣族中最進化的居所，生活程度與本島入相差不

多。」（排蒼生，1926：67） 

Tawyiyong 繼承了當時 Qaljapang（加拉班）的 Mavaliu（瑪法琉）家族，

同時也擁有了太麻里地區的領導地位。他是頗富盛名、領導能力強及勤於治理部

落的一位頭目。他發動族人及香蘭一帶部份阿美族人，在現今太麻里外環道及香

蘭地區建立了水田溉灌溝渠，開闢了許多良田來增加生產，同時將耕種稻田技術

教授給阿美族人。他除了在自己部落內服眾，對外他也能夠與統治階層溝通，讓

部落經濟得以順利發展。他的傳奇事蹟頗多，他常為族人排解糾紛，妻子常替他

照顧孤苦族人，收養了部落裡的無依無靠的子女。 

排蒼生〈台東廳下之部〉一文中也這樣形容他：「太麻里蕃社曾經有一位有



名的頭目泰武勇，性格頗為狡滑，在族中頗富威望，政府施以懷柔，委以太麻里

最長職務，其頭目資產達到一萬團以上，族人對他十分尊敬。」（排蒼生，1926：.67） 

Tawyiyong 過世時，日本人認為是實施教化的好機會，要求家屬將遺體葬於

新設立的公墓，藉機教育、改善族人墓葬的觀念： 

「大正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泰武勇病逝，享年六十一歲，過了七天後，特別舉辦內

地式的弔唁儀式，同時在蕃社旁選擇墓地安葬，立泰武勇頭目墓碑，藉此機會感

化族人，也改善排灣族室內葬的習俗。」 

Tawyiyong 的家族僅將他剪下來的頭髮及指甲下葬於公墓中，隱瞞了當局將

屍身葬於室內。（排蒼生，1962：67） 

日本理蕃政策核心思想，是在否定台灣原住民的基本人格和尊嚴，而偏重山

地開發的所謂「殖產興業」，因為台灣出產的糖、米、茶及山地農林礦資源，是

日本出兵台灣的一個重大原因，對缺乏天然資源的日本來說，台灣是其渴望殖產

的「寶庫」。（藤井志津枝，1997：6） 

山林資源的開發與部落遷徙是日治時期原住民部落變動極速的主因之一，導

致原住民逐漸喪失了傳統居住與持獵領域的所有權，在新的社區環境中，終於成

了經濟上的弱勢。 

2. 殖民教化 

《理蕃誌稿》中提及早期日本對於「教育原住民的方法」僅是教授簡單

的日語會話教學以利於農業的「授產」教育為主。並不是以培養原住民人才為主

要目標的高等教育。日本政府當時在 Tjavualji（大麻里）的殖民教化作了以下的

努力： 

(1) 大麻里制式教育機構最早是在 1901 年（明治 34 年）5 月 16 日創立的台東國

語傳習所太麻里分教場。（筒井太郎，1932：166） 



(2) 1905 年（明治 38 年）4 月 1 日則改稱為太麻里公學校，成為當地首次出現的

教育設施。（筒井太郎，1932：166） 

(3) 在 1907 年總督府制定「蕃童教育標準」、「蕃童教育綱要」、「蕃童教育費額標

準」，並將當時蕃童教育所分為甲種與乙種兩種等級，當時台東廳設立的多半

是乙種教育所。甲種教育所設備較為完整，乙種教育所僅利用駐在所旁的角

落充當教室而已。（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蕃人教育概況》：8-11）。1917 年（大

正 6 年）改為太麻里蕃人公學校。1922 年（大正 11 年）再改為太麻里公學

校。現在學級數 2，兒童數 101 名、男 57 名、女 44 名、職員 3 名。大王國

小除了是太麻里當地歷史最悠久的學校。（筒井太郎，1932：166） 

(4) 「在番地設置番童教育所，由當地警察充任教師，修業年限最初為 6 年，1917

年（大正 6 年）以後改為 4 年。」（羅頂，1985：620） 

(5) 1928 年 1 月，總督府發布總警第 174 號「教育所教育標準令」，規定蕃童修

業年限為 4 年，並廢止甲種、乙種教育所之別（《蕃人教育概況》：12）。在太

麻里分教場擔任學校教職的皆是駐地警察，學業方面除了基本的國語、數學

教育，還特別強調勞動教育。 

(6) 日本政府在統治台灣時，對於原住民教育的目標是重視勞動，主要是教導原

住民脫離狩獵，走出山林、從事農耕，兒童在教育所內學習種植蔬菜、養蠶

等農耕和日式生活習慣。（傅琪貽，2006:36） 

(7) 1931 年 12 月總督府公布了理蕃大綱，強調「撫育」的重要性，其第一條就

明白表示：理蕃政策要點在於教化蕃人，以圖謀蕃人安定生活，使其深受一

視同仁的聖德沐恩，政策明訂為強化「教化」，於是教化的範園擴大，且其強

制推行「撫育」的項目也隨之變得多樣化；如強化日常生活「常用日語」，放

棄打獵從事定耕集約的水田耕作，推廣現代醫療衛生來達成移風易俗等。（傅

琪貽，2006：15）這階段教育目標，顯然是為了配合日本政府的「理蕃」政



策，管理原住民及開發台灣林產資源，是想要排除原住民和土地的關係，才

能有利日方開發蕃地，引進日本來人壟斷蕃地的資源。 

(8) 警察是地方治安的維護，身兼教師的角色，使得警察擁有的權力在原住民社

會中成了畸型的發展，日本政府認為治理蕃人是「人治」而不適用法律，所

以警察人員是執行任務成敗的主要關鍵。日本政府認為「理蕃」警察，個性

必須沈著敦厚，能獲得蕃人的敬仰與認同。為了這個目的，日本政府給理番

警察相當優渥的待遇，我們可以在以下這段文字中看到，「日方給予理蕃警察

提供優涯的待遇任用，以期盼理蕃警察在某個固定部落中，能作長久性服務

者為優先，提拔擔任警察主管。」（傅琪貽，2006：15） 

住在大麻里部落的排灣族，較山區的排灣族相對穩定好管理，於是日本政府

有意將大麻里視為理番的樣板區，推動教育和建立行政區域制度化，將大麻里漸

漸變成現代化的社區。日本人利用在宣導政令、教化番人、培養部落菁英的方式

下，來改變舊慣習、認同的變遷、社會制度的衝擊。複製早期排灣族移入經驗，

以人口數量的壓力來影響當地「排灣化」的文化刺激，同時在日本人刻意的安排

下，大麻里部落進一步成為東部排灣族群區域文化的匯聚中心。 

（四） 民國時期的 Tjavualji 部落 

1. 新的行政規劃下的大麻里 

台東廳在換民國政府治理後，即改為台東縣，行政區也重新規劃，共設置

了 3 個鎮 13 個鄉，新的行政區劃分，再次衝擊到大麻里部落的傳統領域觀念：

1946 年成立太麻里鄉公所，Tjavualji（大麻里）傳統領域劃為大王、泰和兩個村，

部落聚集的大王村，由於行政轄域的關係，社區組成則納入較晚移入的 Lajagaljen

（鴨仔蘭）部落，形成現在大王村四個部落。 

戰後部份外省人陸續移入太麻里，因平地多半開墾，已無發展空間，只得



移往山坡地區種植生薑。1959 年颱風侵襲台灣，中部地區發生嚴重的「八七水

災」，引發了新一波的移民潮，包括雲林、嘉義、彰化地區的閩南災民，大量的

進入台東謀生，這些人多半集中到太麻里、卑南、關山等地，對於可用耕地狹窄

的太麻里來說，大批的新移民進入，對地方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原漢的人口比例

也產生了變化。原住民由於農業品收入不豐，經濟上常處於弱勢的狀態，無法與

漢人相較；倒是因舉辦地方選舉，是採取原、漢選區分開原則，且原住民還劃分

為平地山胞、山地山胞選區，太麻里鄉被劃歸為平地山胞選區，各自進行選舉產

生民代，有些原住民也就因為選舉取得了政治地位而崛起。 

2. 現代教育 

戰後社會百廢待興，大麻里部落也忙著社會重建、經濟重整，教育環境也從

困境中恢復，現代教育機構，除了原有的小學外，還增設了國中。學校課程與教

育的實施方式，也從日治時期注重的教化，戰後轉為以普及教育為主要目標。 

大麻里部落位於太麻里鄉大王村，擁有大王國中及大王國小，其中大王國小

溯自 1901 年創設太麻里分教場，設校已超過百年，部落舉辦祭儀、社區活動，

學校也都配合提供場地或資源，除了一般課程外，鄉土語言教育及傳統文化也列

為實施項目。 

大王國中創立於 1968 年，學區除太麻里鄉大王、香蘭及新興國小之外，還

涵蓋鄰近金峰鄉的介達及嘉蘭等國小。目前共有 10 班，共約 244 位，原住民的

學生佔百分之 68。學校除了教授一般的課程外，還特別針對地區文化傳承，成

立了「排灣族鄉土教育中心」及「原住民民族教育資源教室」，蒐集了生活工具、

武器、服飾、雕刻、陶器等排灣族文物，並在課程中規劃了推展傳統雕刻、刺繡

及歌舞訓練。 

 



3. 金針帶來的觀光開發   

1959 年八七水災之後有許多人，移民後山的太麻里，移民李盈源、李明忠

兄弟分別從他們的故鄉，嘉義縣梅山、竹崎等地引進了金針，在大王村後山山區

試種。當時國內禁止日本、大陸金針進口，太麻里的金針一度佔了國內市場的百

分之 70，大王村後山幾乎全部種滿了金針。 

1976 年後中國大陸及外國金針紛紛以不同管道走私入境，金針市場價格大亂，

加上花蓮山區金針也陸續進入國內市場，價格暴跌，金針產業開始步入黃昏。2004

年起太麻里鄉公所將這項資源加以開發，配合道路改善，連續舉辦了「金針山忘

憂花季」，打響了太麻里金針山的知名度，已經成為當地的重要觀光資產。近期

金針產業銳減，農民多改種成釋迦及茶葉。     

4. 千禧曙光的社區  

大麻里部落又被稱為 kacedas，意為「太陽升起的地方」。2000 年太麻里鄉

被選定為全台迎接第一道曙光的地點，透過電視轉播與全球同步播出，這項活動

重塑了現代大麻里部落的新意象。此後的十年間，台東縣每年的跨年活動都在此

地舉行。太麻里鄉公所還特意在海濱地區建設了「曙光園區」，結合了金針山的

高山日出，推動日昇之鄕的意象，來帶動觀光旅遊熱潮。藉著產業和觀光的推廣，

太麻里鄉企圖打開經濟困境，推廣最具特色的金針和釋迦。也帶給了原住民在生

計及經濟上某種程度的改善。 

藉著產業及觀光的推廣，企圖打開經濟困境，推廣金針和釋迦作物，也帶給

原住民生計的改善。原住民傳統祭祀文化受到被邊緣化與排擠化而逐漸凋零的今

日，有感原住民的祖靈信仰是重要支柱，而傳統祭祀又是祖靈文化的主幹，因此，

社區營造努力於文化復振這個區塊。 

 



第二節 族群關係的變遷 

（一） 排灣族的族群分類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106 年資料顯示，排灣族目前人數為排灣族 9 萬 7,649 人

占 17.9％，僅次於占 37.2％的阿美族 20 萬 3,377 人。4排灣族主要的分布區域是

在中央山脈的南段，北從大武山，大樹林山，牡丹山，向南直達恆春半島，西自

隘寮，東南則包括山地與狹長的海岸地區。 

不同的學者對排灣族的分群，有不同的劃分方式，例如： 

台灣省通志同冑志中的東排灣，是指太麻里群，主要是指中央山脈南段東部

斜面，台東縣達仁鄉、金峰鄉境內，又東部海岸群主要以東部海岸台東縣大武鄉、

太麻里鄉為主要分布地區，本論文研究的族群主要是指東部海岸群。 

日學者鹿野忠雄把分佈在金峰、達仁、大武、太麻里鄉之所謂的東排灣群中

的東部海岸群，大武鄉及太麻里認為是排灣與卑南族的混血。 

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1935：265）劃分排灣族為兩大亞族：拉瓦爾亞族（Ravar）

及布曹爾亞族（Butsul），又以布曹爾亞族（Butsul）可細分巴武馬群（Paumaumaq）、

查敖保爾群（Caupupulj）、巴利澤利敖群 （Paljizaljizaw）及巴卡羅群（Paqaloqalo）

四群。而移川子之藏则是把大武、太麻里二鄉的東部海岸群列為斯卡羅群

（suqaroqaro），認為是排灣化的卑南族群。 

淩純聲則是對該地區居住於高山和平地區域，分別以「青鬼排灣」和「一般

排灣」區分：「住於高山之青鬼排灣者，與大南番同，一性情慄悍，貪慾心旺，

智識極為發達，頗能奉行社長命令，橫行山嶽間。然自從懲我諸野葛社之後，殺

                                                      
4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9235&page=1，查詢日期：

2016/12/19。 

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9235&page=1


害擾亂之事已完全絕跡。而排灣番中住於平地者已極為進步，如太麻里社。社內

政事嚴明，社長之命令通行無阻，九為轄內第一。其社內規則以社長之訓誠而言，

則依長幼年齡分為三階段，以集會所訓練，唯長老之命是從，不得件逆，且往來

平地時禁止攜帶槍械，怠情者則誡之，使服勞務等，執法頗嚴。」（王學新，1998：

205） 

雖然这兩地區均劃分為東排灣族，但各自祖源與遷徙地域不同，上述的區分

將現今金峰鄉與太麻里鄉排灣族做了族群性格差異的辨別，國民政府則沿續了該

項區域認定，在選區上劃分金峰鄉為山地原住民相當於「青鬼排灣」及太麻里鄉

為平地原住民相當於「一般排灣」。 

   童春發（2001：17-18）對於本論文中研究的族群主要是指東部排灣中的巴卡

羅群（Paqaroqaro）分布區域是分布於台東縣太麻里鄉與達仁鄉、大武鄉境內，

中央山脈東斜面，屬大武溪、大竹高溪、虷子崙溪、及太麻里溪流域。主要的村

落是主要村落有台東縣達仁鄉的土坂、台坂、新化、安朔、南田、森永等村；金

峰鄉的賓茂、新興、介達、比魯、歷坵、嘉蘭等村；太麻里鄉的大王、金崙、多

良等村；大武鄉的大竹、大鳥、大武、尚武等村；以及台東市的新園。（見表 2-4） 

    本論文主要是採用童春發的排灣族族群分類，因為它和筆者在田野看到的狀

況最接近，Paqaroqaro 主要是指已遷徙到了屬於知本（qaro）的統治區域範圍而

受 qaro 文化的影響的排灣人。我們可看出這兩個族群，長時間的融合從語言詞

彙的相互擷取、祭祀、生活習俗、舞蹈、歌謠、服飾等，此 Paqaroqaro 群已發

展出有別於西部排灣群，融合出獨特屬於自己新的排灣文化，尤其大麻里社可說

是巴卡羅卡羅族群中典型之代表。 



表 2-2：排灣族族群分佈概況表 

亞族 族群 分佈區域 主要村落 

拉瓦爾亞族 北部排灣 拉瓦爾亞本群 略 略 

布曹爾亞群 北部排灣 Vucul 本群 略 略 

中部排灣 巴武馬群 略 略 

南部排灣 查敖保爾群 略 略 

巴利達利達敖

群 

略 略 

東部排灣 巴卡羅群

（Paqaroqaro） 

分布於台東縣

太麻里鄉與達

仁鄉、大武鄉

境內，中央山

脈東斜面，屬

大武溪、大竹

高溪、虷子崙

溪、及太麻里

溪流域。 

主要村落有台東縣達

仁鄉的土坂、台坂、

新化、安朔、南田、

森永等村；金峰鄉的

賓茂、新興、介達、

比魯、歷坵、嘉蘭等

村； 

太麻里鄉的大王、金

崙、多良等村； 

大武鄉的大竹、大

鳥、大武、尚武等村；

以及台東市的新園。 

資料來源：（童春發：2001）筆者整理製表。 

（二） 大麻里部落與其他族群的關係 

1. 以時序的接觸來看 

荷蘭與 Tjavualji 的首度接觸是在 1638 年間，荷蘭軍隊從瑯嶠（恆春）經由

陸路前往卑南，經 Tjavualji（大麻里）時，荷蘭人與 Tjavualji 是以武力的方式相

遇。關於太麻里溪流域的東排灣原住民與荷蘭人接觸的傳說：即使有荷蘭人的鎮

壓，在 1643 年大麻里社仍有數次攻擊知本社，也還去與瑯嶠社山區裡的幾個小

村社交戰，並沒有因為荷蘭人鎮壓後，而減低太麻里社對附近地區的威脅。 



清朝治理後山，Tjavualji 位在舊通往台東六條古道中的重要據點，也是交通

要衝清廷便於此地駐屯紮營，在治理番社上則以按月發給薪資、各社置通事並由

總通事管理，頭目仍可實質管理部落。清末時期的文獻記錄上已顯示大麻里部落

已是安定且強大的聚落了，對照荷蘭時期，部落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增加，與異族

相處的情勢已經和緩許多。 

日治時期初期採取安撫政策，日本政府有意想將 Tjavualji（大麻里）視為理

蕃經營的樣板區，於是有計劃的推動教育與建立行政轄區制度化，太麻里溪河口

地區逐步邁向現代社區。日本理蕃政策核心思想，是在否定原住民基本人格和尊

嚴，而偏重山地開發的「殖產興業」，山林資源的開發和部落遷徙，導致原住民

逐漸喪失了傳統居住與持獵領域的所有權，終成經濟上的弱勢。當地的殖民教化

也在 1901 年大麻里制式教育機構成立，1901 年創立的台東國語傳習所太麻里分

教場，1905 年首次出現的教育設施太麻里公學校，在 1907 年「蕃童教育標準」、

「蕃童教育綱要」、「蕃童教育費額標準」，並將當時蕃童教育所分為甲種與乙種

兩種等級，以駐地警察擔任教職，特別強調勞動教育。1931 年教育目標，是為

了配合「理蕃」政策，是想要排除原住民和土地的關係，才能有利開發蕃地，引

進日人壟斷蕃地的資源。日人利用宣導政令、教化番人、培養部落菁英的方式下，

來改變舊慣習、認同的變遷、社會制度的衝擊。 

民國時期治理後，台東廳改為台東縣，重新劃行政區，設 3 鎮 13 鄉，新的

行政區劃分，1946 年成立太麻里鄉公所，Tjavualji（大麻里）傳統領域劃為大王、

泰和兩個村，部落聚集的大王村，形成現在大王村四個部落。再次衝擊大麻里部

落的傳統領域觀念。1959 年八七水災之後移民分別從嘉義梅山、竹崎等地引進

金針在大王村後山種植。戰後現代教育機構，除了原有的小學，還在 1968 年增

設了大王國中。課程及教育的實施方式轉為以普及教育為主。1998 年針對文化

傳承，成立了「排灣族鄉土教育中心」及「原住民民族教育資源教室」，課程中

規劃了推展傳統雕刻、刺繡及歌舞訓練。1990 年代以來，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的



若干傳統宗教祭儀提供了經費，補助一些族群的祭儀活動。2000 年跨年活動都

在此地舉行千禧曙光活動來帶動觀光旅遊熱潮及推廣金針和釋迦，2004 年起以

金針帶動觀光開發。也改善原住民在生計及經濟上的經濟困境。 

2. 以族群的接觸來看 

amelika （荷蘭人）：1638年間荷蘭人與Tjavualji是以武力的方式接觸相遇。 

sqalo（知本人）： 1643年大麻里社數次攻擊知本社，帶回3顆頭顱，該部落

對附近地區的威脅。 

ngaingai（客家人）：1877年（光緒3年）開始有漢人進入猴子蘭地區（也就

是今的香蘭），這些是由新竹新埔、苗栗移入之客籍漢人主要從事農耕和漁撈工

作，或是在太麻里街上經商。 

ludia（清人）：清治末期1892年（光緒18年）清代駐軍開始駐防太麻里。大

麻里街上已有ludia（清人）來做生意，他們向原住民收購蓪草與木耳，給付當時

的流通貨幣，社民以換得來的錢來購買所需要的獵具、農具、炊具、陶甕、布、

鹽、火柴、針、線、酒等物。 

muqami（阿美人）：Tawyiyong繼承了當時Qaljapang（加拉班）的Mavaliu（瑪

法琉）家族，同時也擁有了太麻里地區的領導地位。他是領導能力強及勤於治理

部落的一位頭目。他發動族人及香蘭一帶的部份當地阿美族人，在現今太麻里外

環道及香蘭地區建立了水田溉灌溝渠，開闢了許多良田來增加生產，同時將耕種

稻田技術教授給阿美族人。 

cyukuk（外省人）：戰後部份外省人陸續移入太麻里，因平地多半開墾，已

無發展空間，只得移往山坡地區種植生薑。 

pairing（閩南人）：1959年颱風侵襲台灣，中部地區發生嚴重的「八七水災」，

引發了新一波的移民潮，包括雲林、嘉義、彰化地區的閩南災民，大量的進入台



東謀生，這些人多半集中到太麻里、卑南、關山等地，對於可用耕地狹窄的太麻

里來說，大批的新移民進入，對地方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原漢的人口比例也產生

了變化。 

3. 從附近接壤地區的移入來看 

美和村：美和村1910年被台灣總督府選定為官營移民村，純粹是以本島人為

主的移民村。（鄭全玄，1995：69）1930年馬蘭社與加路蘭社阿美族人各有兩戶

遷入，承租了台東製糖會社的土地來種植甘蔗，陸續又有都蘭和成功、池上、隆

昌、富岡等地的阿美族人移入形成Kanasor（荒野）部落。（鄭全玄，1995：134） 

三和村：1938年日人在美和西北側山坡種植香蕉、柑橘、樹薯、咖啡等作物，

因開墾的需要多量勞動力，於是招募南投、彰化、雲林、嘉義等閩南籍農民入墾，

而漸成華源秀山等聚落。三和村民多是雲林、台中等地閩南人。（趙川明，2002：

19） 

華源村：1940年許多彰化嘉義南投雲林等地人遷居該地開墾，尤以雲林麥寮

人為多，以種植香蕉為大宗。國府時期搬遷到此地的居民以雲林、彰化、嘉義的

閩南人極少數的客家人和外省人。 

北里村：1937年即有漢人移入，1959年後有更多雲林嘉義農民入墾，沿著北

太麻里溪建立聚落（台東縣鄉土史料，1997：140），北里村2~6鄰為排灣人居住，

為Lupakadj（羅打結）部落，Muzekale（木日卡樂）部落是1927年遷入本村，

Seluppakadj（斯魯巴卡茲）部落是1928年遷入本村，Ginabuleke（給拿布樂各）

部落是1928年遷入本村，Tiulitjulik（斗里斗里）部落是1944年遷入本村，主要是

在清治時期，幾個部落的族人陸續遷徙而至（安倍明義，2003： 292），村子以

排灣族人及閩南人為主。 

香蘭村：有漢人、排灣族、阿美族、閩南人和客家人等族群雜居，早在咸豐



年間枋寮漢人入墾，排灣族則是1831年遷入本村居住在12~15鄰的Lalauran（拉

勞蘭）部落；，阿美族人居住在8~11鄰新香蘭的Sasaljak （沙薩拉克）部落，7

鄰舊香蘭的Pirekesay（山下）聚落只有阿美族，於1939年由成功及於1945年由池

上移入新香蘭再搬至舊香蘭；於1961年由屏東、雲林移入閩南人現居住在1~2鄰

的溪頭聚落；客家人於日據時期由新竹苗栗地區移入，國府時期又有屏東、高雄

移入居住現住在3~6鄰的舊香蘭。（太麻里鄉志，2013：351-366） 

金崙村：1919年自新竹遷入的漢人，1959年後有台灣西部閩南人及退伍軍人

入墾，在富山等山區種植生薑。住在南迴公路兩側，主要以經商為主；kalanljeung

（虷仔崙）部落發源地位於三和村與知本的卑南族有著遠親的關係，總共遷居了

14戶，在1940年遷至金崙村，tjaljutjaljum（多良）部落大致為地1~6鄰屬於多良

部落，15~17鄰有3成的多良部落居民，這個部落是日治時期tjuamanges部落和

tjaljutjaljum部落被強遷至此的，tagengen（大武窟）部落是建立1691年又併入九

汶社，第14鄰是則是阿美族的聚落，ciavayay（14鄰）部落是日治末期國民政府

初期之間形成的阿美族部落。（太麻里鄉志，2013：366-387） 

多良村：為漢人、阿美族、排灣族混居的村，漢人多居住在南迴公路西側，

已經商為主；排灣族Calavi（查拉密）部落，有說是從屏東來義Calaabus社遷移

過來的，詳細年代不可考，Tjaskel（大得吉）部落是相傳1781年相傳是由查拉密

社中的一家族遷入的，Tjacikel（下大溪部落）；阿美族於1956年由豐里、關山移

入散居在14~21鄰的下大溪地區，是台東縣境內最南端的阿美族部落。（太麻里鄉

志，2013：387-402） 

由上述內容我們可以從時間、空間、地點的錯綜複雜，交織出一個特殊的三

維空間，這個空間涵蓋了整個大麻里部落，它造就了一個特殊的文化、也因為這

個文化就了一個特殊人物--Vuvu Gaitjang：他的年紀長，經歷的年歲長久，可以

見證歷史的變遷；他居住的區域是各個族群匯集混居的地區有其特殊性；巫術儀

式的特殊性，由執行竹占師的工作到個人儀式的執行再到公眾儀式的轉變；儀式



的效益性遍及各個族群（閩、客、阿美、排灣、魯凱、日、美）；其執行儀式滲

入各族群信仰；他更是一個當代文化復振的實踐者。  

 

圖2-3vuvu與周遭人、時、地的關係示意圖（筆者繪） 

（三）知本部落概述 

知本部落是卑南族的部落，在這裡之所以會另闢一節介紹這個部落是因為

vuvu是跟這個部落的竹占師學習到竹占的技藝，所以我認為有介紹這個部落的必

要，本節會就知本部落的部落傳統組織、部落遷徙、部落歷史及部落歲時祭儀來

做說明。       

卡地布部落原來沒有族名，是以地名代表族名，南方的排灣族人稱卡地布族

人為「seqaloqalo」，日治時納編為廣義的排灣族，光復後國民政府給了他們新的

族名「卑南族」。卡地布（katatipul）依母語之語意是「團結」或「合併一起」，



光復後國民政府依日本人及漢族取「ti-pul」的演變音，音譯為「知本」二字。

知本部落（Katatipul）是一卑南族部落， Katatipul是「在一起」的意思，國民政

府依ti-pul的音，音譯為「知本」。知本地地理位置位於於台東市的西南方，鄰近

太麻里鄉，依出面海，位於知本溪環旁。目前坐落在台東市知本里與建業里的範

圍內。5
 

1. 部落傳統組織 (汪桂蘭：2010) 

部落的社會組織裡，有以下四種團體： 

祭司巫師團 

每一個 samawan（氏族）就有一位 rahan（祭司）掌管著整個氏族的祭祀，

他也是整個氏族 kalumaan（祖靈屋）的管理者，由他來主持所有的歲時祭儀的

相關工作。祖靈屋是各氏族祭祀祝禱的地方，是神、祖靈與人之間的媒介場所，

所以每一氏族都有他們自己所屬的 kalumaan（祖靈屋），舉凡戰爭、農耕、祭典、

醫病及外出，均需經過祭司團的祭祀與占卜，rahan（祭司）可說是部落一切事

務的領導者。 

少年會 

男子約在 12 歲左右進駐到 Takuvakuvan （打孤打孤棒；少年會所），是戰鬥培養

期，是為了猴祭之抓猴、射猴及競技訓練，來培養少年獵敵首的膽識和戰鬥技能，

平時則傳承文化及灌輸長幼有序的倫理觀念，待 15 歲就晉級進入青年會所。 

青年會 

會所制度是部落重要的組織，每一氏族都會有一個 palakuwan（青年會所），

成員是由該氏族的青年組成，這個會所也是部落的政治、文化及教育的所在，在

                                                      
5
資料來源：網路 http://www.tipp.org.tw/tribe_detail3.asp?City_No=18&TA_No=5&T_ID=72（20170204） 

http://www.tipp.org.tw/tribe_detail3.asp?City_No=18&TA_No=5&T_ID=72


會所裡年齡階級低者，必須絕對服從年齡階級高者，且對於年齡階級高者命令不

得提出異議。傳統上男子長至 15 歲即入住 palakuwan（巴拉冠；青年會所），過

著集體的生活、接受訓練、負責對外爭戰、及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關係，隨時能夠

參與戰爭及保衛家園，對內則是維持部落的安定。 

婦女幫團 

農事工作，就由婦女負責，農忙時，需要大量人力投入，於是有了以家戶為

單位組成的「農事互助團」，及由部落 13 歲以上女性及少年組成的「婦女除草團」

統稱「婦女幫團」。 

2. 部落組成6
 

這個部落是由Mavaliw（瑪法琉）、Pakaruku（巴卡魯固）、Ruvaniaw（邏法

尼耀）三個來自不同的地方的家族組成的。 

（1）. Mavaliw（瑪法琉）家族之遷徙路程為○1 陸發安（發祥地）→○2 阿拉哇樣（秀

山分校）→○3 kazekalan卡止卡讓（屯落、位於青林山區）→○4 杜比（青林山下）

→○5 卡地布（知本）。 

（2）. Pakaruku （巴卡魯固）家族徙路程為○1 陸發安（發祥地）→○2 阿拉哇樣（秀

山分校）→○3 阿拉邏怒（北里山麓）→○4 卡拉巴樣（嘉蘭村前）→○5 卡阿麓彎

（舊嘉蘭）→○6 斗里斗里（太麻里溪中游）→○7 斗撒里樣里樣（鬼湖南邊）→○8

魯米岸（知本溪中游）→○9 鹿發鹿發岸（知本森林遊樂區上方）→○10 定巴杜（鎮

樂山區）→○11 卡那魯汎（知本海邊沼澤地）→○12 杜比（青林山下）→○13 卡地布

（知本），有部份族人遷徙至恒春半島，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漸漸同化為排灣

族。 

（3）. Ruvaniaw（邏法尼耀）家族源於今屏東縣來義鄉古樓社→○1 Lungduan（太麻

                                                      
6
 汪憲宗口述，2016/07/13，於太麻里家中。  



里香蘭村南方二公里南迴公路旁之小廟將軍府山麓上）→○2 kaviyang（知本崎

仔頭上方）→○3 卡地布（知本）。 

3. 知本部落的歲時祭儀 

日治初期，Mavaliw（瑪法琉）、Pakaruku（巴卡魯固）及Ruvaniaw（邏法尼

耀）三個家族，遷徙至現今之卡地布（知本）部落共同生活，各自有自己的

Kalumaan（祖靈屋）、Palakuwan（青年會所）及Takuvakuvan（少年會所）。 

有以下各種祭儀： 

Mangayangayaw（少年猴祭）  

祭典的時間是每年 12 月的中旬，儀式舉行的主要空間是 Kalumaan （祖靈

屋）、Takuvakuvan （少年聚會所），這個祭儀是卡地布部落歲時祭儀之首，猴祭

完成後，其他祭典才可以展開。 

在清朝中期以前，部落之間常發生戰爭，為培養戰鬥武士基礎，而以人相類

似的猴子為假想敵，在每年初春，凡年滿 12 歲至 14 歲的少年必須上山抓猴，並

將猴子帶回部落用箭射殺，以訓練少年殺敵膽識及保衛家園的魄力。 

Mangayawa（狩獵祭） 

祭典時間是每年12月29日至翌年1月1日，儀式舉行的主要空間是kalumaan 

（祖靈屋）及獵場，這個祭儀是戰祭完成後衍生的祭儀，在遠古時期，卡地布部

落將戰祭所獵得的敵首，用來祭祀造物者與榖神，以求穀物豐收，但為了感謝敵

人奉獻生命，因而上山捕獵山羌，以最美味的獸肉餵食，於是產生狩獵祭典。1

月 1 日返回部落，部落全體婦女佇立營獵門後，以花環迎接男子的歸來，而後大

家和樂圍圈跳舞，狩獵祭典圓滿落幕。 



Remavaravas （除喪祭） 

祭典時間是每年 1 月 1 日，儀式舉行的主要空間是 kalumaan （祖靈屋）及

當年家中有人去逝者家屋。自遠古卡地布將整個部落視為一個家，每個族人則是

家人，彼此相互照顧。每年 1 月 1 日，是卡地布部落辦理除喪祭的日子，狩獵祭

典結束後，祭司團、長老團及青年會立即到祖靈屋會合，先由祭司團向上蒼、祖

靈祭祀祝禱，而後青年會成員隨著祭司團至部落各喪家（當年家中有人去逝者）

辦理除喪祭儀，祭司長入屋像喪家每一成員驅邪祈福，青年會則依傳統習俗在屋

外展演傳統除喪歌舞，藉以除哀慰問，該除喪歌舞只准在本祭典展現，在歌舞進

行中途，長老邀請喪家入圈共舞，藉由歌詞的安慰，給喪家關懷，儀式結束後，

喪家才可參與部落的活動。 

puangeran kana temuwamuwan i Ruvuwan（陸發岸祭祖祭儀） 

祭典時間是每年 3 月最後一個禮拜六，儀式舉行的主要空間是 kalumaan （祖靈

屋）及 Ruvuwan 發祥地，民國 49 年卡地布部落多位地方熱心人士，在發祥地-

陸發安，豎立「台灣山地人發祥地」紀念碑，並建構祠堂，自始族人每年均到此

祭祖。  

mayakana tu kizuwan na zekalr ta temuwamuwan （聚落遺址尋根） 

祭典時間是每年 3、4 月，儀式空間是 kalumaan（祖靈屋）及聚落遺址，卡地布

部落由三大氏族組成，依據口傳史踏勘祖先曾走過足跡，自 83 年起，每年 3 至

4 月為遺址尋根活動，至今尋訪過的聚落，有屯落社，鹿法路法岸、阿拉哇樣及

嘎娜裡繞。 

Pahudal（潑水祈雨祭） 

祭典時間是每年 3 月 8 月間發生旱災時，儀式空間是 kalumaan（祖靈屋）



及 Ruvuwan 發祥地紀念碑。依傳統習俗，在天氣乾旱缺乏雨水,造成農作物普遍

生長不良時，由祭司長主動召集巫師團及長老團,商討決定祈雨的日期，往年大

多在 4 月至 8 月。祭典當日祭司長先行在祖靈屋祭祀祝禱，然後會同巫師團及部

落族人，依序至水源地祭拜雨神、陸發岸發祥地祭祀上蒼與祖靈、知本海邊積水

區祭拜水神，再返回部落。 

Venarasah（小米收穫祭）  

祭典時間是每年 7 月 11 日至 18 日，儀式空間是 kalumaan （祖靈屋） 、

palakuwan 巴拉冠及卡地布部落文化園區。小米收穫祭是卡地布部落最盛大的祭

典，在遠古，小米是部落的主食，每年 7 月小米收割完成，巴拉冠 （青年會所）

同時也展開斯巴達式的軍事訓練。小米收割後，必須經過司祭長的祈福才能運回

村內，收穫祭才得以開始。至 18 日清晨，吃完早餐後，司祭長走向曠野及溪流，

向祖靈祭祀祝禱，並通報小米收穫祭圓滿結束。  

Misahuy（婦女幫團活動）  

祭典時間是每年 11、12 月杭菊採收期，儀式空間是 kalumaan（祖靈屋）及

卡地布部落文化園區。在日治以前，卡地步部落傳統上是母系社會，但不像阿美

族的婚姻一律已男子入贅那樣嚴格，女性出嫁也算平常，部落男子主要任務在保

衛家園及狩獵，因此農事共作，就由婦女負責，農忙時，需要大量人力投入，於

是有了以家戶單位組成的 （農事互助團），即由部落 13 歲以上女性及少年組成

的婦女除草團，統稱為婦女幫團。 

目前，知本部落的住民除了卑南人之外，尚有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等。

另有一說法：由遷徙途徑以及祭祀種類來看，大麻里的瑪法琉家族極可能是由知

本的瑪法琉家族分支出去的，但未經證實。 

4. 大麻里部落與知本部落祭儀的異同 



大麻里部落與知本部落在傳統祭儀上因地理位置以及社會變遷產生了一些

差異，在社會制度和文化現象下產生了部分差異，例如大麻里部落除喪祭是在死

者過世後3天後即可舉行，而知本部落的除喪祭則是在每年的1月1日共同舉行。

大麻里部落狩獵祭是在收穫祭前舉行，這是排灣族階級制度下部落頭目行使的權

力之一。而知本部落的大獵祭則是部落年齡組織與群體意識下形成的歲時祭儀。

在大麻里部落與知本部落的相似性表現上，例如在陸發岸祭祖祭儀時兩部落都在

相同的地點祭祖。兩部落都有少年及青年集會所的設置，類似的年齡階級，青少

年也同樣在會所接受集體的養成訓練。小米收穫祭的報訊儀式雷同。兩部落的傳

統服飾外觀相近；甚至是在儀式中使用的法器及進行方式都非常雷同。這些雷同

意味著彼此之間的文化，可能有很多的交流，而從本論文的主角身上也可以看到

這一點。關於本論文主角的儀式知識如何受到知本部落的影響，將在下一節開始

做詳述。 

 



第三節 信仰的變遷 

（一）當地宗教信仰概述 

台灣原住民宗教現象，可歸類為「精靈崇拜」與「泛靈崇拜」，認為大地是

由無數無形的靈所支配的，因此自古以來就以「精靈崇拜」或「泛靈崇拜」的宗

教觀念為崇拜對象，而這種宗教現象，就根深蒂固地傳下，成為最典型的宗教，

亦藉這種宗教現象，來保存和表達自己文化形式及生活特色。 

大王村主要是以排灣族部落與閩南人為主要的人口組成，加上農事生產為主

要經濟活動，因此地方信仰也與部落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主要是以天主教（聖

加祿天主堂）與基督教（真耶穌教會），及閩南人信仰之道教及一貫道寺廟為主

（包括福興宮、順天府、至善宮等等） 

 

 

圖 2-4 大麻里部落宗教團體分布圖（筆者繪） 



（二）當地排灣族信仰   

排灣族認為每個人有兩個靈魂，死後一個會回到北大武山，另一個回

留在死亡的地點，或部落附近地區。這些靈魂會像活人一樣聚集在一起生

活，在鬼神的世界裡，也會有如生前般也區別著頭目與平民。（《蕃族調查

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三冊》：14-15）此外 vuvu 表示，意外過世的人他的

靈魂會留在死亡的地方，危害活人。如果發生意外死亡，被視為凶死，也

被稱為 naguyaguya（不好的）。部落中做忌諱意外死亡之人，所以凶死之人

不能帶回家中進行儀式，必須在部落之外的地方進行儀式，也稱 cacavan。

（卓良光口述） 

表 2-3 大麻里部落祭祀神靈分類表 

分類 空間分布 

神 祖先 Vuvu ivavau 最早開創部落之人 人鬼神是生活

在同一空間

的，有 cemas

存在的空間叫

做 putsmasan，

有鬼神棲息的

地方叫

palisian。 

自 

然 

界 

精 

靈 

Naqemati（生命創造神） 

Qadaw（太陽神） 

地 

神 

Qaljuqaljupen 獵區守護神 

Qinaljan 部落守護神 

Qiljas 月神 

Lauz a 

Naqemati

海神 

Basakaljan 水平面的海神 

Kapadokan 海中央的海神 

Kumukuran 海岸邊的海神 

其餘的一些神祇 

鬼 Cemas 有神力 善死者當神祇祭祀 Patalatalaqa a cemas 

惡死者使人罹病 Inasibaritasi a cemas 

無神力 善死 Lenamo 

惡死 Naquyaquya 

筆者整理自卓良光先生之口述。 

 

 



（三）當地阿美族的信仰 

台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一書將阿美族分為以下五個系統：南勢阿美、秀姑巒阿

美、海岸阿美、卑南阿美、恆春阿美。北部阿美自稱 Pangc’ ah，阿美族的頭目

叫 Katitaan。阿美族也屬於泛靈信仰。認為死亡是靈魂受 Kawas 招喚離開人體。

認為打噴嚏靈魂會隨之飛出去。巫師皆可藉由學習來獲得宗教力量。目前太麻里

鄉有阿美族的部落，就是居住在美和村荒野部落及香蘭村。目前全部族人幾乎改

宗，泰和村 Takidis（德其里）部落 70%以上信奉道教，天主教及基督教徒反而

較少，這部分與其他部落稍有不同。 

 

（四）當地之寺廟、教會 

〈台灣宗教變遷之探討〉一文中提及「以宗教機構，即寺廟教堂歷年在數量

上的變化，可以發現台灣的宗教在 1950 年至 1979 年間有著明顯的變化趨勢。」

（瞿海源、姚麗香，1986：655），大王村中的寺廟及教會，也大多呈現這種變化。

大王村主要人口組成是以排灣族部落與閩南人為主要的，加上農事生產為主要經

濟活動，因此地方信仰也與部落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本地住民的族群分布，也

決定了宗教信仰與寺廟教堂的分佈。主要是以天主教（聖加祿天主堂）與基督教

（真耶穌教會、浸信會、長老教會），及閩南人信仰之道教及一貫道寺廟為主（包

括福興宮、順安府、至善宮等等）依興建年代茲說明如下： 

1. 福興宮（1945） 

福興宮主要是祭祀的是福德正神，廟內有一塊碑文，碑文如下所載： 

「一千年前拜灣族（打馬族）始祖錢搖稿移墾。清朝光緒三年平地人至此撫

墾，稱此地大巴里。民國初年排灣族、阿美族移墾大貓貍，大貓貍就是最早日出



的故鄉。前鄉長羅義雄稱道：其族人長輩女性巫師，至南太麻里溪找著夢境裡一

塊大石頭，撿回供奉為「石頭公」。石頭公供奉在茅屋裡，巫師在石頭公前替人

占卜消災解厄，放蠱醫病。此地亦是太麻里最低窪，山泉是庄人取水休憩之所。

日本人不准台灣人拜土地公，庄人遂將石頭公藏匿林頭樹叢下偷偷膜拜。 

民國二十年間，平地人紛紛自新竹、台中、南投、彰化、雲林、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等縣市遷徙太麻里定居。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黃萬舞先生與庄內

信徒籌募金之土地公金身，建石牆紅瓦厝為廟。土地公玲根據岡山大埔玉皇大奠

下行天宮轉述：來自中和烘爐地。土地公是守護神，求福祿壽喜。曾遭信徒丟棄，

乩童洞穴找著。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又一波雲嘉南移民大巴里。土地公庇蔭太

麻里繁榮：建國、金山戲院、三家茶樓；雲林、泰和、嘉新、東方、東良旅社、

生記、成記、呂天風雜貨店、火旺米廠、信昌百貨、金裕豐五金、建良建材、沈

望磚窯、洪忠鐵牛車、……。入夜時分街上車水馬龍，人潮滾滾，太麻里房地產

飆高成為台東富甲一方之鄉鎮。土地公見證太麻里半世紀興旺，承載太麻里榮耀

與滄桑……。」（廟內碑文）該廟經歷兩次建廟第一次是民國 34 年，二次大戰甫

結束，鄉民黃萬舞與庄內信徒籌募土地公金身，搭建石牆紅瓦厝為廟。第二次建

廟則是在民國 95 年動工興建直至民國 97 年完工。 

2. 聖加祿天主堂（1956） 

《太麻里堂區簡史》中提及聖加祿天主堂的歷史：1956 年白冷會台灣區會

長錫質平神父邀請韓其昌神父、費宏道神父道台灣宣教。韓其昌神父奉派道太麻

里宣教。1957 年初，錫質平神父、龔岱恩神父奉命返國參加總會會議，會外期

間他們像親友和企業家募建堂基金，並認識教堂設計師博野，義務設計了現有教

堂外觀，民國 47 年秋季，開始動工。民國 48 年 7 月 28 日建造落成。聖堂建造

經費由瑞士桑卡崙鎮天主堂教友捐助，故取名為「聖加祿堂」。 

3. 長老教會（1959） 



太麻里長老教會，位於大王村 83 號。民國 49 年 8 月 9 日，在牧師溫榮春及

陳金如、陳金爐、陳振芳三位長老及台東教會長老李萬受帶領下，設立了佈道會。

民國 49 年 10 月長老陳金如奉獻了今教會的用地，1961 年（民國 49 年）建造了

第一間木造教會，後因颱風緣故教會屋舍倒塌，經洪溫柔傳道積極籌募建堂基金，

在民國 58 年 3 月 29 日完成建造了今日的教會，升格成自治堂會。大王村的長老

教會，早期是教友主要以原住民與漢人為主，當時教徒人數相近。時至今日，原

住民教友僅剩下 3~5 位其餘均是漢人，主要原因可能是語言的關係，目前是台東

縣平地最南端的一座長老教會教堂，同時使用閩南語和華語進行傳道工作。 

4. 真耶穌教會（1968） 

真耶穌教會原創於大陸，民國 15 年由廈門傳入台灣，在線西鄉開始成立線

西教會，開展了真耶穌教會在台灣傳教之路。民國 35~49 間將建立教會的工作擺

在山地教會。太麻里鄉有五間真耶穌教會，美和荒野教會是台東地區第一間真耶

穌教會，大王村的真耶穌教會則在民國 57 年（1968 年）建堂開始傳教。（《真耶

穌教會簡介》：7-13。） 

5. 達旺浸信會（1970） 

民國 59 年 6 月，浸信會賜恩堂鄭林造牧師在大王村劉清和自家客廳內設置

達旺佈道所，進行傳福音的工作。民國 80 年（1991 年）3 月，聚會地點搬遷至

大王村 10 鄰 219~9 號，即是現址。民國 91 年（2002 年）7 月，劉正宏傳道自浸

信會神學院畢業後，隨即於達旺佈道所擔任牧師。他積極推動部落與教會合作，

包括部落老人送餐、組青少年樂團、英文夏令營、夏日文化福音演唱會等等。後

來更致力與社區合作，推動大王社區營造工作，並且籌辦大王社區報紙。民國

92 年（2003 年）7 月，台東浸信會接納旺達教會為佈道所，自此正式加入「中

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民國 97 年（2008 年）1 月 13 日，旺達佈道所成立教會。 



6. 順安府（1972） 

順安府位在太麻裡鄉大王村，佔地開闊，除正殿及左右兩殿外，還附設有廂

房、膳房供進香信徒留宿，並有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左偏殿前更有太麻里鄉公所

大王村托兒所，三百多坪大的廣場是太麻里地區辦理社教活動的最佳選擇，廟門

的左前方則是太麻里鄉老人會館。 

順安府係民國 54 年 12 月 3 日，由到太麻里來開墾的雲林縣人丁合及王金發

先生發起的，並向雲林縣台西鄉五條港安西府祖廟請回張、李、莫三位千歲朝拜；

張府千歲即是唐朝忠臣張巡，李府千歲係唐朝忠臣李泌，莫府千歲乃是唐時胡人，

原姓蓋名陀，後投誠唐與張巡結為異姓兄弟，並改漢名為莫英。 

在丁合與王金發提議同時，同為雲林人之李天啟，因身體不適，痼疾纏身，

於是發願若能身體痊癒定覓地予三位千歲建廟，果真李天啟不藥而癒，因此幾經

波折覓得現今順安府之廟地，雖為國有財產局所有，但自民國 56 年起，大王村

之雲林、彰化籍之移民即著手整地開工，硬體建築乃逐步有規劃的由歷任的管理

委員會籌募款項建造完成。 

順安府主祀神明為張、李、莫三千歲，同祀神明則有關聖帝君、九天玄女、

中壇元帥（三太子）、城隍公、觀音佛祖、福德正神、大將軍（鎮守山頭之神明）、

虎爺公。 

順安府採取管理委員會制，委員每三年由全體信徒選舉產生，爐主乃擲筊產

生，信徒包括有大王、泰和、香蘭、北里、新吉、華源等村居民，有本省人、客

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族群之間相處融怡，信徒有或從商、或務農兩種，其中

務農者又以耕種釋迦、金針、茶葉為主。 

順安府每年在農曆元月九日天公生，六月中旬三位主祀千歲（以張府千歲為

主）生日及農曆十月十五日謝平安，各有乙次的祭祀一大拜拜，祭祀中除信徒參



拜外，會邀請一些民俗團隊前來作戲熱鬧酬神。民國 76 年立廟曾辦理乙次謝土

建醮，全庄大普渡，此外，每年會在農曆六月份亦會組團到雲林縣台西鄉安西府

祖廟進香謁祖。 

7. 至善宮（1988） 

至善宮位於台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的半山腰上，面對太平洋，向下可俯瞰太

麻里市街。村內居民原住民與漢人約各居半數，以務農為多。原住民主要以排灣

族為主，世居於此處，漢人則多是近期，由雲林及彰化一帶移民來此拓墾。 

至善宮全部面積約有五分地，五分之二供做建築用，五分之三用為停車場及

花圃等。正殿約三百坪，預計為二層樓建築，屋頂為歇山重簷式。大殿方正寬廣，

功能兼容弘法與參拜，空間可容納至少二百位信徒。至善宮採管理委員會制，經

費來自全省道親之自由捐獻。信徒遍佈台東縣，人數為二百人以上，也有西螺、

斗六、彰化及台中等地的道觀來此參訪。 

至善宮緣起為一貫道羅點傳師來太麻裡開荒辦道，先在太麻里街上設立家庭

佛堂，而後陸續有多位點傳師前來辦道，信徒日增，家庭佛堂容納不下。乃由廖

寶彩點傳師提議，另擇地起造一座大型佛堂，於是擇定現址，於民國 77 年開始

興建，於民國 79 年農曆九月二十日安座。 

一貫道於民國 76 年成為正式宗教後，至善宮是台東地區第一座以廟宇形式

呈現的公共佛堂，與池上鄉的闡德宮，兩宮均屬一貫道的發一崇德組。至善宮主

祀彌勒佛，同祀濟公活佛與月慧菩薩。主要祀典為老中大典，分別是農曆的三月

十五日、六月十五日、九月十五及十一月十五，一年有四次。祭儀為獻香，敬供

水果、行跪拜禮。（《至善宮十周年紀念特刊》：2-14。） 

本節整理了大麻里部落內的各種宗教信仰，包括原住民傳統信仰（排灣族、

阿美族）以及其他教會、寺廟等不同的信仰，在此一區域內各種宗教信仰紛呈，



和當地的人群脈絡一樣是多元、多樣的。突顯 Tjavualji 部落在這樣的地理區域

下，除了是排灣族與卑南族接觸、重疊的過渡型區域以外，各類族群的遷入也引

發多樣的宗教型態。 

 

 



第三章、Tjavualji（大麻里）部落的儀式專家 

第一節 東部排灣族的部落儀式專家們 

本節內容說明東部排灣族儀式專家們的職掌說明。Tjavualji（大麻里）部落

原有 lamaljen（耆老） 1和 pulingaw（女巫師）這兩類儀式專家；同屬於東部排

灣族的達仁鄉土坂部落，儀式專家有以下四種分類：palisilisi a uqaljais（男巫師）

在土坂階序的組織中，專職具有「保護」特徵的儀式、協助祭司與巫師做祭祀的

工作；帶領族人狩獵、戫首、黑巫術的解除等，這個職務是頭目親族中卜選的。

pajlakajlai（祭司）在土坂的階序組織中，專職為大眾主持公共儀式的主司祭者

及處理意外死亡的照顧護持，這個職務是世襲制的。pulingaw（女巫師）在土坂

專職於治病、除喪、招魂、生命儀禮、安魂及部落性的祭儀；kadraringan（首席

女巫師）在土坂部落的階序組織中，專司於五年祭、小米收穫祭及為頭目家族主

持生命儀禮儀式，從巫師中選出法力高強2。（朱連金女士口述） 

但 vuvu 再提到大麻里的儀式專家：則是說在大麻里排灣族之前並沒有

pajlakajlai
3這種職稱的，這是近幾年才出現的。就他知道的，在大麻里並沒有

palisilisi a uqaljais 這種職稱助手職務。大麻里的儀式專家以前部落裡只有

lamaljen 和 pulingaw 兩類（卓良光口述） 

Lamaljen 這個字是專指因為個人的特殊能力，而得到族人的敬重的男性，他

不是常設的階級職稱，也不是部落的男性到了一定年齡就可授此階級。vuvu 說

的是會處理部落儀式，並有親靈體質的這些人，以前部落的人會稱這些人叫

lamaljen。目前在大麻里部落是這個身分的人僅 vuvu 一人。pulingaw 是指在部落

中會做個人儀式的女性，目前（2017 年）在大王村僅存 5 位，由他們各自使用

                                                      
1
 lamaljen 並非祭司的專名，所以筆者在此處以耆老作為中文譯意。 

2
朱連金女士口述，2015/08/21，於家中。 

3
 這是目前部落裡的人對他的職務慣稱。 



的儀式器具來看像是有兩個不同的儀式系統，說明如下： 

（一） pulingaw（女巫師）及她們所執行的儀式 

1. 張春江（1931 生）家名是 Mavaliu，排灣族名叫 Uceko，是屬於 ljagaljeng（拉

加侖）部落。使用的主要法器為 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

（祭珠）等。會執行的巫術有 ljagaljeng 部落的 sman 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

收穫祭）、pailuvat（祖先分享祭祀）、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除病祭）、

papuluqem（增強靈力）；由於年紀已經很大了，所以目前已無執行儀式。 

2. 高女（1941 生） 家名是 Mananigay，排灣族名叫 Saqenge，是屬於 Tjavualj （大

麻里）部落。使用的主要法器為 viyaq （祭葉）、cuqelalj（碎豬骨）及 tinale

（碎鐵片）等。會行的巫術有 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收穫祭）、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除病祭）、papuluqem（增強靈力）。 

3. 李富女（1943 生） 家名是 Palaetjulj，排灣族名叫 cuga，是屬於 Tjavualj （大

麻里）部落。使用的主要法器為 saviki（檳榔）、tinale（碎鐵片）、ruvuc（祭

珠）等。會執行的巫術有：Tjavualj 部落的 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收

穫祭）、pailuvat（祖先分享祭祀）、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除病祭）、

papuluqem（增強靈力）。 

4. 陳秀英（1943 生） 家名是 Tjaluliva，排灣族名叫 Hidiko，是屬於 ljagaljeng

（拉加侖）部落。使用的主要法器為 saviki（檳榔）、tinale（碎鐵片）、ruvuc

（祭珠）等。會執行的巫術有：ljagaljeng 部落的 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小

米收穫祭）、pailuvat（祖先分享祭祀）、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除病祭）、

papuluqem（增強靈力）。 

5. 李蓮妹（1945 生） 家名是 Pawusavan，排灣族名叫 Bimay，是屬於 Ljiliv （里

力武）部落。曾和排灣族及卑南族的巫師拜師學藝過，使用的主要法器為 saviki



（檳榔）、tinale（碎鐵片）、ruvuc（祭珠）等。會執行的巫術有：Ljiliv 部落

的 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收穫祭）、pailuvat（祖先分享祭祀）、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除病祭）、papuluqem（增強靈力）、ipuvunaw（巫師祈

福祭）。 

這幾位 pulingaw 巫師均因老師早逝，所以儀式均未學成，李蓮妹、李富女、

陳秀英、張春江四位曾在 101 及 103 年均參與 vuvu 開的儀式課程，僅高女一人

因病兩次均未參加，其未參加的原因是，高女女士認為自己所學習到的巫術和

vuvu 的系統是不同的。據仍有執業的李蓮妹說：「我們這些 pulingaw 平時除了執

行一般的私人儀式外，也會在較大型的公眾祭儀，例如 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

（小米收穫祭）及 Ruvuaqan（發祥地祖靈祭）時提供支援。」 

筆者在訪問時也發現，大麻里的巫術大致呈現排灣族及卑南族兩種族群的巫

術並融的現象，就法器來說該地區同時，都有使用排灣族系統巫術法器 viyaq （祭

葉）、cuqelalj（碎豬骨）及 tinale（碎鐵片）為主，也有使用卑南族系統巫術的

法器 saviki（檳榔）、tinale（碎鐵片）、ruvuc（祭珠）為主，但在使用的禱詞均

為排灣族語，就整體而言該地區因介於排灣族與卑南族的交界地區，所以該地的

巫術呈現了融合與交織的特殊現象。 

前述這幾位 pulingaw（女巫師）和他們所執行的儀式，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除私人儀式外，公眾儀式 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收穫祭）及 Ruvuaqan（發

祥地祖靈祭）時僅提供支援。這個就凸顯出本論文主角 Vuvu Gaitjang 他的角色

特殊性。 



 

圖 3-1 大麻里部落今昔巫師與祭司稱呼轉變圖(筆者繪整卓良光口述) 

表 3-1 大麻里部落過去耆老及女巫師的職掌分工表（卓良光口述，筆者製表） 

職稱 過去職掌 說明 

 

Lamaljen 

耆老 

1. 帶領族人戫首、解除不好的巫術等。 

2. 主持大眾「公共儀式」4的主司祭者。 

3. 處理意外死亡的照顧及祭儀。 

4. 為家人及部落進行的「賦與祭儀」5。 

無階序世襲，具親靈體質。 

 

pulingaui  

女巫師 

1. 為私人進行的「喪葬祭儀」6。 

2. 為私人及部落進行的「建屋祭儀」7。 

3. 為私人進行的「祈福祭儀」8。 

4. 為部落進行的小米收穫祭儀、祖靈屋遷移祭祀。 

需從師學習，為神靈親選，並

完成了成巫儀式者。 

表 3-2 大麻里部落現在耆老及女巫師的職掌分工表（卓良光口述，筆者製表） 

職稱 現在職掌 說明 

Lamaljen 

耆老 

1.  保護及除穢的儀式。 

2.  帶領族人狩獵、解除不好巫術的等。 

3.  主持大眾公共儀式的主司祭者。 

4.  處理意外死亡的照顧及祭儀。 

5.  為家人及部落進行的「賦與祭儀」 

6.  為私人進行的「喪葬祭儀」。 

7.  為私人及部落進行的「建屋祭儀」。 

8.  為私人進行的「祈福祭儀」。 

9.  為部落進行的「公眾祭儀」。 

無階序世襲頭目親聘，具親靈

體質。目前已不用 Lamaljen 来

称呼祭司，而假借其他排湾族

部落的 pajlakajlai（祭司）名稱

來稱呼。 

                                                      
4 Ruvuaqan 發祥地祖靈祭、emaljup 狩獵祭、similap ta qinaljan 部落除穢祭儀。 
5 paveve tua vinuluwan ta kasiyu 伐木後，祈求新芽再生之祭儀、vaciqaw / qisaqis 竹子/竹占。 
6 nua namacay a palisiyan 殯葬儀式、ilapus ta pinicayan 除喪祭祀、pailuvat 祖先分享祭祀。 
7 lemayi tua san wmaqan a katjunangan 建屋（破土）除穢儀式、venalid ta sinisanumaq 落成酬神祭儀、

paqumaqan a palisiyan ta vuvu 安置屋內守護靈祭。 
8 patjatjengelay kata lusu paputjalan（lusu 舊路）聚合與牽姻緣線、papuluqem 增強靈力。 



pulingaui  

女巫師 

1. 為私人進行的「祈福祭儀」。 

2. 為部落進行的小米收穫祭儀。 

3. 部落除穢祭儀及發祥地祖靈祭時提供支援。 

需從師學習，為神靈親選，並

完成了成巫儀式者。 

    由以上這兩張圖表顯示出，在這個大麻里部落裡面，除了在儀式的分工上，

秩序已經產生了變化，包括儀式專家的名稱也開始借用其他部落的名稱，儀式內

容也吸納了很多不同地區的文化，而竹占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二）唯一的男性竹占師兼祭師 

拉竹占的人排灣語稱作 kisan qemisaqisaqis，qisaqis 原本在排灣語是名詞「磨

擦」的意思，竹占的名稱則是假借這個字來稱呼的，拉竹占卜則是動詞qemisaqis，

請人占卜叫做 paqisaqis。 

排灣族在文獻裡並沒有竹占師的記載，林二郎在其文章中提及竹占的技藝主

要是由馬蘭社傳至卑南族個部落的（林二郎，2005：81）： 

「竹占主要的功能是提供部落重大活動的舉行與否以及時間的決定；另外占

卜判斷居民害病的原因，以及替病人挑選可以作巫儀的巫師。據傳，本項技

藝是由阿美族馬蘭社傳入卑南族各部落，至於何時傳入與由何種路徑傳入，

目前無法從文獻以及目前田調資料作進一步的說明。」（林二郎，2005：81） 

這和 vuvu Gaitjang 的口述是相吻合的：「竹占在早期是花東地區，是極為普

遍的占卜方式，當時從事占卜職業的竹占師也非常多，各部落都找得到，至於凶

吉行止，全憑竹占師所學、所累積的經驗來判斷的。這個竹占術是從 muqami（現

今馬蘭社的阿美族）開始的，我的竹占能力主要是學自知本社（Seqaro）的 Apula

這個人……」 

台坂巫師邱新雲也提到了土坂部落的竹占師：「我的父親 Sakuliyu 也是竹占



師，他是跟 Sulunglung（大得吉社人） 學習的，大得吉社較我們土坂更有機會

接觸外來的族群，我認為竹占這個技藝應該是外來的，如果是舊有的技藝，我的

父親就不需要去外村學習，自己的村子應該就有學習的對象了。」 

1920 年出版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及 1921 年出版的《番族調查報

告書》這兩本書中都還沒竹占師的記載，筆者推論該地區的竹占技藝有可能

是 1921 年後才在這個地區流行起來的。 

 

圖 3-2  竹占師在大麻里部落周遭分布圖（筆者繪）。實心圓點部分是曾經有竹占師做拉竹占卜

的工作，三角形部分是目前有竹占師做拉竹占卜的工作。 

上述的這些談話都說明了竹占師並不是排灣族自身固有的占卜方式，vuvu 

Gaitjang 的占卜方式是採借鄰近族群的。由 vuvu Gaitjang 的訪談中我們歸納：成

為 kisan qemisaqisaqis （竹占師）並沒有特殊的規定，vuvu Gaitjang 的學習對象

Apula 的父親是知本卑南人，母親是排灣族人，Apula 的岳父和 vuvu Gaitjang 的

父親是結拜兄弟的關係，由此可知成為竹占師並不像祭司需是頭目家族，不涉及

身分血統的問題，也不需像男巫師與男祭司一樣要經過神擇或瓢卜的程序，師徒



也不必有親屬關係，也不必經過一個成為竹占師的儀式，綜合歸納出成為竹占師

的唯一條件就是必需是男性。 

  



第二節 從竹占師到祭司之路 

（一）生命經歷 

本章要記錄的是 vuvu Gaijang（卓良光先生，1926 年生）vuvu 現年 90 歲，

其生命歷程就好比是一本東排灣族的活字典，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儀式專家。

vuvu Gaitjang 生命史在當地更具有其特殊意義，vuvu Gaitjang 這一生中擔任過部

落裡的一些重要職務，包括了青年會會長、竹占師、「男巫師」9、部落祭司等，

為了讓大家更了解這些職務，以下就是這些職務職掌內容的概要說明： 

palakuwan（青年會所在大麻里稱巴拉冠，一般排灣族稱 cakal）在排灣族的

組織中，是頭目所特有的社會組織，Tjavualji（大麻里）會所的組成主要是

takubankuban（小學階段的男童）、valisen（國高中的青少年）、maqacuvencuven （已

成年未婚男子）、maketaketan （已婚男子）、或 tjalumaqan（為祖父者）所組成，

青少年加入會時所會受嚴格的體能訓練、生活技能的學習、為人處世的教育和道

德教育的養成，能通曉部落的神話故事和部落歷史遷徙由來，還需擔負公眾事項

的任務。這個 kanciu（青年會長，這應該是日文組長はんちょう hancho 的借用）

的資格通常是由 mazazangiljan（頭目）親自選拔，是由 maqacuvencuven（已成

年未婚男子）這一級當中遴選出來的，主要是負責執行各種任務行動與訊息的傳

達等責任，由此可見 kanciu 是需要一位具領導能力，在道德標準及部落各種掌

故的瞭解程度上都要優於其他青年會的成員，所以擔任這個職務是一項殊榮。（卓

良光先生口述） 

Vuvu Gaitjang 在談到他擔任此項任務時的神情，他那眼中散發出來的精神

奕奕，我可以感受到他以身為這項職務的那份榮譽感，是我一般看到他在祭儀進

行當中的模樣大相逕庭的。 

                                                      
9
 大麻里並沒有男巫師，在這裡之所以稱為男巫師主要是因為，因為他是執行女巫師所執行的儀式，故以

「男巫師」稱呼，以區別他在執行不同的儀式內容時的身分。 



接下來討論一下大麻里的儀式專家和筆者熟悉的土坂部落儀式專家的差異

kisan qemisaqisaqis （竹占師） 在排灣族文獻裡並沒有竹占師的記載，Boyer 神

父在 1955 年在太巴塱所採集到有關竹占的神話，竹占除了用於建造房屋之外

（Bareigts，1976：46），也可以捕魚打獵前占卜，還可以尋求病因和尋求失物。 

Vuvu Gaitjang 出生於 1926 年，父親是大麻里社人，母親是大得吉社（現太

麻里鄉大溪村）的人，兄弟姊妹共 11 人（7 男 4 女）vuvu 排行老七，曾讀過太

麻里公學校至小學四年級。公學校畢業後隨即被聘為太麻里公學校校工一職。並

被徵召修建目前的豐年機場，亦被徵召修卑南大圳。16 歲時向知本社（Seqalu）

的堂姊夫 Apula 學會了竹占問卜。據 vuvu 的大女兒林良子女士口述：「我的父親

在我們小時候，每次到山上打獵時都會先占卜，每次都會有大收獲，他的竹占卜

是非常靈驗的，族人對於他的巫術也相當信服，甚至還有其他族的原住民、漢人、

客家人、日本人、美國人都來請我的父親幫忙。」（林良子口述）10
 

17 歲左右擔任利力武部落的青年會會長，直到 20 歲結婚為止。 

19 歲為日本政府徵招為日本兵，其主要職務為小號手，期間還隨台東另 27

名號手，前往高雄參加比賽，榮獲第一名的殊榮，比賽後就輾轉來到高雄港，準

備上船赴南洋參戰，卻因為日本無條件投降戰事結束，所以 vuvu 就返回了家鄉。 

20 歲與妻林來好女士結婚，林來好女士不是排灣族人，卻因為族群混居的

關係，擅長說排灣族語，他與林來好女士自由戀愛結婚，林來好女士其父親為來

台大陸湖南人士，其母親為屏東潮州遷移來太麻里的第二代漢人，林來好女士為

家中獨女，於是 vuvu 婚入林家而更名為林卓良光，故其兒女均為林姓。夫妻二

人期間共生育了 7 名子女（4 男 3 女），子女皆是 Vuvu Gaitjang 接生，並為 7 名

子女剪臍帶。 

20 幾歲至 50 歲之間做過許多的工作，在 vuvu 20 幾歲「怪手」這些大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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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良子（1953 年生）為卓良光先生的女兒，排行第五， 2016/05/06，於太麻里家中。 



械工具還未盛行的時後，曾 vuvu 曾經承攬做整地的工作，由他承包人工做整地

等工程，vuvu 個性熱心助人、獲得鄰里的愛戴在國府時期也當過幾年鄰長的工

作，日本人在太麻里推廣稻米種植，所以 vuvu 在 30 幾歲時，也曾做過販賣牛隻

的工作，1972 年 9 月行政院長蔣經國宣布「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11，其中推

廣農業機械化、辦理低利農機貸款，作為重要施政目標。由於耕耘機的問世，農

業機械化推廣開始如火如荼展開，使用牛隻來耕田也慢慢的消失殆盡，vuvu 販

賣牛隻的工作也結束了。接下來 vuvu 回歸自己的耕地種植了傳統作物小米，由

於收購價格低於是在 60 年代開始改種植台灣杭菊，台灣杭菊一年只有一收，種

植期多達 7 個月，栽培過程中無論是除草、摘心、採收等工作都需仰賴人力，難

以機械化，又受到國外菊花的進口衝擊，因成本提高，價格卻未上升，所以就改

植了。民國 60 年代中期，柑橘和鳳梨才是台東的重要經濟果樹。然而後來國內

柑橘生產過剩、外銷量逐年遞減，又遇上病害蔓延，鳳梨也因成本提高，果價卻

未能上升，農民種植意願低落，以致這兩種水果的種植面積銳減。這時洽逢台東

區農業改良場推廣釋迦的種植，於是 vuvu 就改植釋迦，夫妻倆人胼手胝足的一

邊勞作一邊把 7 個兒女拉拔長大。 

Vuvu Gaitjang 在 50 歲左右開始習巫，是他的曾祖父的祖父，vuvu 繼承他的

名字，他是在夢中遇到他的祖先（曾祖父的祖父），他的祖先告訴他做儀式的方

法，vuvu 醒來就寫下夢裡的情形，祖先在夢中交代的事情，全部寫下來，從那

時候 vuvu 就學會了一些做儀式的方法。50 歲開始以竹占為職業，為他人施行竹

占祈福。在這之前，他在自己家裡練習，有人生病來找他問卜、醫治。他每次去

山上，都先去問卜，也都如期有收獲，或是去幫別人把山上的死者帶回家，進行

安葬。以上問卜、醫病、祈福、安葬等等儀式，全都是他經由祖先的教導而學會

如何執行的。林良子女士口述：「我的父親在 50 歲左右開始幫人家看病作儀式，

因為種田的收入太少，而且看病的收入慢慢的更好了，像收穫祭、發祥地祖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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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heme.coa.gov.tw/100/view.php?issue=23342&id=23352 農委會網站，日期：2016/12/18。 

 

http://theme.coa.gov.tw/100/view.php?issue=23342&id=23352


都會由部落包紅包給我父親，最後就專門幫族人服務了，我覺得爸爸這樣做很好，

是幫助部落的人。」 

他今年 92 歲了（2017 年），執業已經快超過 40 年，目前還在為別人執行問

卜治病的儀式，並於 2012~2015 年支持部落、社區進行文化復振的工作。分別在

2012、2014 年由台東縣政府文化處挹注經費辦理大王村祭祀文化課程，vuvu 擔

任了兩屆祭祀文化課程主要的授課講師。2015 年台東縣新故鄉社區營造補助辦

理中斷了 70 年的 Ruvuaqan（陸法岸祭祖）儀式，也是因為有 vuvu 主持而得以

順利進行（卓良光先生口述）。林良妹女士12說：「父親一直以來都有想要恢復

Ruvuaqan（陸法岸祭祖）儀式的心願，終於在去年（2014）由部落的文化發展協

會的協助下，完成了他的心願。現在父親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部落有人能來和

他學習這些儀式，不要失傳了，可是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會說母語了，傳承儀式成

了父親最憂心的一件事了。」 

從 vuvu 生命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出許多值得思考的面向，例如 vuvu 的成長

經歷中的身份轉換，營生的職業，以及對部落事物的投入、文化認同等。 

身份的轉換，例如 17 歲左右擔任部落的青年會會長，19 歲被徵召為士兵，

卻因為日本無條件投降戰事結束，從高雄港返回了家鄉。20 歲臺灣光復，此時

與林來好女士自由戀愛結婚，林來好女士其父親為來台大陸湖南人士，其母親為

屏東潮州遷移來太麻里的第二代漢人，vuvu 婚入林家而更名為林卓良光，更是 7

名子女（4 男 3 女）的父親。從這一段生命歷程便發現 vuvu 的生活由年少時的

以部落為重心，轉為國家中心為日本國效命，但沒多久便經歷了不同政權的更迭，

這也是大時代下部落處境的轉換，由部落青年轉為日本士兵再轉換為中華民國人

民。vuvu 的婚姻也突顯了大麻里當地族群混雜的狀態，而婚入也是深受當地風

俗民情的影響。 

                                                      
12
林良子（1964 年生）為卓良光先生的女兒，排行老么，2016/07/13，於太麻里家中。 



在營生職業的轉換上，從 20 歲承攬整地的包工、30 幾歲販賣牛隻，基本上

是從事承包、商販的職業，到 1972 年（47 歲）農業機械的引入，使得整地或牛

隻的勞動力被機械取代，因而轉為農作生產，種植過的包括有小米、杭菊、柑橘、

鳳梨等本地作物，最後改以栽植釋迦來養家活口。到了約 50 歲以後改以竹占和

行巫為主業。vuvu 的職業轉換，受到時代進程，科技進步推移的影響而改變，

在進行農作期間，所選擇的物產除了深受大環境的影響之外，也受到大麻里地區

性的物候、產業的影響，例如小米、杭菊和釋迦。 

Vuvu 生命中在文化認同的發展上，年輕時擔任部落青年會會長，顯示他是

完全沈浸於部落醞釀的文化素養之中，這期間（16 歲）也習得了竹占，到了 50

歲因農作的收入不穩定，甚至入不敷出，因而轉為以行巫為業，文化認同的實踐

也成為財務資源，也改變了他的職業。 

Vuvu 的一生伴隨時代歷史洪流的過程而推移，也受到當地地理環境、物候

的影響。他的生命經驗扣合著當地歷史、科學發展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歷程，創

造了獨特的生命經歷。這些經歷充分反映了大麻里這地方的特色，包括族群融合、

文化的交融發展，產業的興衰更替，大麻里這個地方有各種不同的文化聚集在這

裡，而 vuvu 精彩的生命經歷就是一個跨時代、跨歷史、跨地域、跨文化的縮影，

呈現出大麻里地區，甚至是本地相關文化圈之中，極為重要的、鮮活的見證。 

（二） 成為 kisan qemisaqisaqis （竹占師）  

Vuvu Gaitjang 是如何成為一位 kisan qemisaqisaqis（竹占師），詢問 Vuvu 

Gaitjang 他是如何習得拉竹占卜的，他說： 

「這個竹占術是從 muqami（現今馬蘭社的阿美族）開始的，我的竹占能力主要

是學自知本社（Seqaro）的 Apula 這個人，他是我堂姊的丈夫，他在日治時代參

加竹占比賽，當時有 7 名選手競逐，有阿美族、布農族、排灣族，知本卑南族人，

日本警察要測驗這 7 個人占卜的準確性，故意將要找的錢藏起來，然後問這些測



驗的人是誰拿走的，他們每個人只可以用 3 支竹片來占卜，看誰可以準確占卜出

拿走錢的人，只有 Apula 占卜到是警察把錢藏起來的，所以 Apula 在竹占比賽中

獲得第一名，我們都很開心是我們的親戚得到第一名，他就被我的父親召喚到

Tjauvalji 部落這裡，有時 3 天，有時 5 天，住在我家裡，他被長輩們強迫訓練我，

那時我大概是 16 歲，後來我學會了之後到 50 幾歲，我才開始專門為族人做竹占

問卜的工作。」 

Vuvu Gaitjang 說了這段話，說明了他的竹占師父神乎其技的竹占技藝，這

也是當時 Vuvu Gaitjang 之所以想學習竹占的最大原因。但在這段話當中筆者看

到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日治時期，在「皇民化運動」的政策下，不只是漢人宗

教，連基督宗教也同樣受到壓抑，日本神道教於此時期廣建神社，在原住民社會

裡，日本神道教應該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與影響。1923 年大武支廳太麻里和「タ

リリク（大里力）」兩處，設立社祠，奉祀台灣神社及明治神宮神符（太麻里鄉

志，2013：100），神道教進入原住民社會裡，理當會是對原住民的傳統信仰多加

壓抑，怎麼還特地辦理競賽？我認為這一段由日本警察主導舉辦「把錢藏起來」

的占卜比賽，其目的應該是要讓占卜者不能順利占卜，進而告訴當地原住民，占

卜是件迷信的事。豈知雖然做了手腳，然而竹占師 Apula 還是拔得頭籌，準確的

占卜出錢的所在，日本警察這樣的行動適得其反，原本是要打擊原住民信仰，卻

是好好的宣揚了一番，反而讓大家對竹占的準確性更加深信不移，反而導致了

Vuvu Gaitjang 後來繼續學習竹占，最後成為竹占師的最大助力！ 

（三） 成為 lamaljen（祭司） 

    傳統是如何成為 palisilisi ta uqaljais（男巫師）的呢？排灣族男巫師的習巫

條件在文獻裡並沒有太多著墨的地方，根據前土坂首席女巫朱連金說明：土坂的

Palisilisi ta uqaljais 是從頭目親族中選出，而《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提到的

選任的方法則有以下 4 種： 



1. 從一定家族系統中選任； 

2. 從他番社熟習祭事者中招聘； 

3. 從社民中選任，選善於祭事者擔任，由頭目與長老協議選定即可； 

4. 夢占方式選任。（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2004：39） 

    東排灣族的傳統的男巫師稱為 palisilisi ta uqaljais（許功明、柯惠譯，1998：

31），是由 pulingau（女巫師）問神卜選而定，不需要接受冗長的經語練頌訓練，

也無養成過程；男巫的教授則是由前一任男巫或是由女巫師負責指導。（朱連金

女士13口述） 

胡台麗也在其文章中提及，「在排灣族社會中，巫師皆為女性。」（胡台麗，

2010：23），她主要討論的巫種是 pulingau（又稱 malada）；《番族慣習調查報告

書》中也提及：「巫皆為女性，應諸家之請，為一家人或個人祈禱，或個人祈禱……。」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2004：21），然書中也提到了一個特種的巫：「kuvulj 番，

近來從 paqalu 番方面，傳來一種施行某巫術的人。稱之為 qemaluan（seqalu 之

意）。通常之巫限婦女，該巫則是男性亦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2004：21）

筆者現在訪談的 Vuvu Gaitjang 似乎比較像是這個巫種的。 

    在土坂部落男巫師主要的工作職掌是在排灣族的階序的組織中，專職舉行具

有保護特徵的儀式、協助 pajlakajlai（祭司）與 pulingau（女巫師）做祭祀的工

作，除了上述的工作外，男巫師主要是帶領族人狩獵、戫首、解除黑巫術的工作

等，這個職務通常是女巫師在頭目親族中瓢卜選的（朱連金口述）。 

Vuvu Gaitjang 是如何學會 pulinqau 巫師的巫術的？Vuvu Gaitjang 是這樣說

的：「最早是我祖父的祖先，曾祖父的曾祖父，他叫 zaitan，跟我的名字一樣也

叫 zaitan，我繼承了他的名字，大概在四代以上，因為我是繼承他的名字，我是

                                                      
13朱連金女士口述，族名為 dremedreman，2015/08/21，於家中。 



在夢中遇到他，他說他是我的 vuvu zaitan 叫我靠近他，咦？這不就是通靈祖先

zaitan 嗎，我們是看不到他，但是他召我過去，說我是他的後代，他說孫子啊來

到我這裡，我就去，他問我忙哪些事，我一一告訴他，他告訴我占卜的方法，我

醒來就寫這些夢裡的情形，我醒來就馬上寫下來，好幾次在夢中交代，我全部寫

下來，從那時候我就開竅了。」（卓良光先生口述） 

Vuvu Gaitjang 告訴我，他是經由一個和他同名的祖先來夢中教導他，學習巫

術的，然後他將夢境學習到的巫術，用文字記錄了下來，Vuvu Gaitjang 成巫的方

式，符合了傳統的成巫方式（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2004：39），vuvu 是經由自

己做夢而習巫成巫的，這是他比較特別和其他儀式專家不同的地方。 

而 Vuvu Gaitjang 是怎麼描述他自己的身份和執行內容呢？ 他說道：「我除了

平時代表家族領袖，對神明膜拜占卜和祈禱，小米祭時，也需要我領導部落群眾，

向諸神拜祭。我現在九十歲了，我為別人竹占，是五十歲的時候開始的已經快超

過四十年了，在這之前，我只在自己家裡練習，有人生病來找我問卜，就醫好了，

那個時候我每次去山上工作或打獵，都會先問卜，也都如期有收獲。也去幫別人

把山上的死者帶回家，安葬儀式也是我執行，從那時候開始持續為人家治病，我

的智慧也愈來愈多，我的能力就被訓練出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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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良光口述，，2016/03/21，於太麻里家中。 



 

表 3-3 Vuvu Gaitjang 會的儀式與鄰近土坂、大巴六九、卡撒發干和卡大地布部落的

儀式比較表： 

儀式名稱 Vuvu 

Gaitjang 

會的儀式 

排灣族 

土坂 

卑南族 

大巴六九 

卑南族 

卡撒發干 

卑南族 

卡大地布 

發祥地祖靈祭（路法岸） ♂有﹫ X X ♀♂有﹫ ♀有﹫ 

歲時祭儀儀式（1 月 1 日） X X ♀有﹫ ♀♂有﹫ ♀有﹫ 

狩獵祭 ♂有﹫ ♀有﹟ ♀有﹫ ♂有﹫ ♂有﹫ 

部落除穢祭儀 ♂有﹫ ♀有﹟ ♀有﹫ ♀有﹫ ♀有﹫ 

★收穫祭 ♂有﹫ ♀有﹟ ♀有﹫ ♀有﹫ ♀有﹫ 

成巫儀式 X ♀有﹟ ♀有﹫ ♀有﹫ ♀有﹫ 

＊★加害作祟儀式 ♂有﹫ X ♀有﹫ ♀有﹫ ♀有﹫ 

★返折防制儀式 ♂有﹫ ♀有﹟ ♀有﹫ ♀有﹫ ♀有﹫ 

回饋巫術15
 ♂有﹫ ♀有﹟ ♀有﹫ ♀有﹫ ♀有﹫ 

斷竹占卜 ♂有 ♂有﹟ ♂有 ♂有 ♂有 

★祖靈屋遷移祭祀 ♂有﹫ ♀有﹟ 無 ♀有 ♀有﹫ 

伐木後，祈求新芽再生之祭儀 ♂有﹫ X X X X 

★殯葬儀式 ♂有﹫ ♀♂有 ♀有﹫ ♀有﹫ ♀有﹫ 

★除喪祭祀 ♂有﹫ ♀有﹟ ♀有﹫ ♀有﹫ ♀有﹫ 

￭★祖先分享祭祀 ♂有﹫ ♀有﹟ ♀有﹫ ♀有﹫ ♀有﹫ 

★建屋（破土）除穢儀式 ♂有﹫ ♀有﹟ ♀有﹫ ♀有﹫ ♀有﹫ 

★落成酬神祭儀 ♂有﹫ ♀有﹟ ♀有﹫ ♀有﹫ ♀有﹫ 

★安置屋內守護靈祭 ♂有﹫ ♀有﹟ X X X 

★起靈招魂 ♂有﹫ ♀有﹟ ♀有﹫ ♀有﹫ ♀有﹫ 

★除病祭 ♂有﹫ ♀有﹟ ♀有﹫ ♀有﹫ ♀有﹫ 

★除重病祭祀 ♂有﹫ ♀有﹟ ♀有﹫ ♀有﹫ ♀有﹫ 

★增強靈力的巫術 ♂有﹫ ♀有﹟ ♀有﹫ ♀有﹫ ♀有﹫ 

★聚合與牽姻緣線 ♂有﹫ ♀有﹟ ♀有﹫ ♀有﹫ ♀有﹫ 

★斷因緣 ♂有﹫ ♀有﹟ ♀有﹫ ♀有﹫ ♀有﹫ 

資料來源：林二郎、邱新雲16、包惠玲17、林洪金蓮（Tayna Miyoko）18、詹陳彩蓮19，筆者整理

列表。￭代表五個部落均有的儀式。＊代表唯有土坂部落没有的儀式。♀女性執行的儀式。♂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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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財產處理好以後，敬謝祖先的儀式。 
16 土坂女巫師。 
17 土坂女巫師。 
18 建和女巫師。 
19 知本女祭司、女巫師。 



執行的儀式。﹫執行儀式的主要法器是檳榔、祭珠、鐵屑。﹟執行儀式的主要法器是祭葉、豬骨、

鐵屑。★vuvu 執行的儀式在卑南族是由女巫師執行的儀式。 

     由以上的表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 Vuvu Gaitjang 所執行儀式的特殊之處： 

1. 除了執行男性的儀式外，大部分執行的儀式都是女性執行的儀式。 

2. 執行儀式所使用的法器，都和卑南族女巫師儀式所使用的法器相同。 

3. 執行儀式所使用的語言是排灣族語。 

4. 會的儀式中，有辨識排灣族巫師和卑南族女巫師兩者區隔非常重要的加害作

祟儀式20。 

5. 會的儀式中，所擺放祭壇的方式與卑南族女巫師擺放祭壇的方式大同小異。 

6. 會的儀式當中，有伐木後，祈求新芽再生之祭儀，是排灣族及卑南族女巫師

所不會的巫術。 

7. 不會的儀式當中，成巫祭儀是排灣族及卑南族女巫師都會的巫術。 

由於 Vuvu Gaitjang 會的儀式和女巫師們會的儀式內容幾乎相同，所以筆者

認為 Vuvu 是具巫師能力的祭司。 

傳統是如何成為 pajlakajlai（祭司）？「主要職掌一社之祭祀者，指的 pajlakajlai

（祭司）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2004： 37） 

在許功明、柯惠譯《排灣族古樓村的祭儀與文化》一書中對於 pajlakajlai（祭

司）是這樣說的：「專為負責五年祭祭儀時執球工作而選出，現在是女巫師在眾

多的男巫師中卜選出來一個男祭司和一位助理來執行。但按過去傳統據說原則上

pajlakajlai 都由大頭目家中排行較小的弟弟來擔任。」（許功明、柯惠譯，1998：

31） 

                                                      
20 Vuvu 雖會該類儀式卻未曾使用過，也不願意教學生。 



在排灣族的階序的組織中，專職於為大眾主持公共儀式的主司祭者及處理意

外死亡的照顧護持，這個職務是世襲制的。（朱連金女士口述）           

Vuvu Gaitjang 是如何學會部落的公眾儀式的？Vuvu Gaitjang 是這樣說的：

「我們大王村有知本（家族）的祖靈屋，也有我們排灣族的祖靈屋，有 2 種，所

謂的 se-qaluquqalu
21就是指從大王到南王，都是 qaluquqalu 的族人，太麻里過去

（指往南），才是所謂的排灣族，pajlakajlai 在排灣族的祭儀中，扮演著主持祭

儀的重要角色，除了平時代表家族領袖，對神明膜拜占卜和祈禱，emaljup（狩

獵祭）、similap ta qinaljan（部落除穢祭儀）、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收

穫祭）、qinaljan a palisiyan（祖靈屋遷移祭祀）這幾個儀式是我之前就跟我的祖

先 Zaitan 在夢裡學的， Ruvuaqan 發祥地祖靈祭的儀式是我在做完竹占詢問是

否可以到發祥地祭祖，祖靈答應後，在那天晚上我的祖先 Zaitan 就來到我夢裡

教我到發祥地祭祖的儀式。」22（卓良光口述） 

  

                                                      
21

 se-qaloqalo 卡羅卡羅，目前卡大地布部落有族人主張自己為「斯卡羅族」這樣的分類。 
22
卓良光口述，，2016/11/13，於太麻里家中。 



第三節 Vuvu Gaitjang 的宇宙觀 

（一）靈魂概念 

〈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說明了「這些靈魂會像活人一樣聚集在一起生活，

在鬼神的世界裡也會有如生前般也區別這頭目與平民。」（2004：14~15） Vuvu 

Gaitjang 認為每個人都有兩個靈魂，死後一個會回到北大武山，另一個會留在死

亡的地點，或部落附近地區遊走，他們還是有像生前一樣的身分。 

此外，意外過世的人的靈魂會留在死亡當時的地方，危害活人。如果發生意

外死亡，在排灣族來說是視為凶死，也被稱為 naguyaguya（不好的）。部落中最

忌諱意外死亡之人，所以凶死之人不能帶回家中進行儀式，必須在部落之外的地

方就舉行儀式，也稱 cacavan。（卓良光先生口述） 

有關於 vuvu 如何看待鬼神：「鬼神靈會對人的情緒是會產生影響的，祂又分

為神（nagmati）和鬼（cemas）兩類，神（nagmati）是太陽的兒女，是住在 ivavaw

的。鬼（cemas）又分為有神力與無神力，並且兩者又各有善惡之分，cemas 中

有神力且善良的則被成為祭祀的對象，有神力且惡的則是造成罹患疾病的原因，

請求神祇的力量袪除惡靈，即可以治癒疾病。」（卓良光先生口述） 

一般除了治病的部份以外，Vuvu Gaitjang 還認為靈魂被鬼神帶走或是受到驚

嚇的人，包含失竊的、就醫後仍是無效，這些都可以經由儀式而解決。 

（二）空間和方位 

    空間與方位在信仰儀式中是非常重要環節之一，藉由信仰祭儀的思維建構，

可以進而理解一個族群的宇宙觀及其生命基調。所以為了要討論排灣族施巫者的

宇宙觀，空間和方位是必須說明清楚的，因此以下內容將說明空間和方位的定義

以及代表的意義。 



1. ivavau（在上面） 和 iteku（在下面）的概念 

Vuvu Gaitjang 常在祈禱文之起始都會這樣召喚： 

「sun a qinaljan ， sun a ruvuaqan ， sun a vuvu ， sun aqadaw ivavau ， sun 

a qemati ， sun a qaca igawgaw ， si ta mazelay aicu ………。部落守護神，

登陸地的祖先們，祖靈們，在上天的太陽（神）、生命創造神………。」 

  在 Vuvu Gaitjang 的觀念中 Ivavau（在上面）是指施巫者所在的地方之上空，

亦是指稱為上天的意思，也是 qadaw（太陽）qemati（生命創造神）和 vuvu（祖

靈）居住的地方。Iteku（在下面） 是指施巫者所在的地方之下方 makalizeng（冥

界）的意思，而記錄 Iteku（在下面）僅在 Vuvu Gaitjang 執行 lumuyi ta sanumaqan

（建屋前除穢祭才有唸到這個 iteku（在下面）。 

2. inavalje （在右邊） 和 iviri （在左邊）的概念  

   在 Vuvu Gaitjang 的觀念中 inavalje 是指施巫者的右手邊，即是右；iviri 是指

施巫者的在左手邊，即是左。同 inavalje 還具有是指正面的、好的、善靈的，而

iviri 是指負面的、壞的、惡靈的。 

3.kacedasan（日昇之處）與 kaledepan（日落之處）的概念 

qadaw（太陽）昇起來的地方稱為 kacedasan，落下去的地方稱為 kaledepan。

qadaw 是排灣族人的力量來源，所以 kacedasan 是力量來源的方向，也就是所有

生命的起源，所以具「初始」之意義，所以在做很多儀式時都是面對太陽升起的

方向來做。包括「Maljeveq 的 djadjulatan （刺球場）的門口位於東方，以迴避 palisi

（禁忌）或是 nakuyakuya（不好的、壞的）」（李恩賜，2003：76）；排灣族對 kaledepan

概念則為神或靈之歸向，是指日落處，也就是太陽下山的地方，所有生命的終點。 

 



4. zaya（漸高之處）與 lauz（漸低之處）的概念 

   在大麻里排灣人的空間方位概念裡，zaya 和 lauz 也常是方位的象徵標的物，

不過這是視部落的地理環境而定的。lamaljen（耆老們）說 sezayazaya 是指背後

山區，祖居於屏東，以大武山為創始傳說地的排灣族，zaya 是指地勢漸高的地

方。在大麻里社海神叫 tisun a i laws a naqemati，而 lauz 則是指地勢漸低的地方

也就是海的意思。zaya 是指往山，往地勢漸高的方向走的空間概念，而 lauz 則

是指往海，往地勢漸低走的空間概念（圖 3-3）。 

圖 3--3 大麻里排灣人的空間方位概念圖（筆者繪圖） 

（三）崇拜與祭祀的概念 

圖 3-2 中這些 Vuvu Gaitjang 禱文中常出現的神靈，並沒有明顯的階續區分，

相互間也沒有從屬的關係，在儀式中筆者發現，神靈的類別在個別儀式中其順序

大同小異，似有一定規律，所以將 Vuvu Gaitjang 常召喚的神靈羅列於下，個別



說明：  

1. qadaw（太陽神）的概念 

「qadaw 是所有神靈間位階最高，並且創造世界上的一切生物（吳燕和 1993：

167）。」Vuvu Gaitjang 也是這麼認為，他還說 qadaw 昇起來的地方稱為 kacedas，

落下去的地方稱為 kaledep。Vuvu Gaitjang 在做儀式大部分都會面向 kacedas，甚

至連取竹占用的竹子時，都需挑選竹梢面向 kacedas 方向的竹子，Vuvu Gaitjang

說 qadaw 是人類的保護神及生命之神，也是排灣族人的力量來源，kacedas 是力

量來源的方向，所以在做很多儀式時都是面對太陽升起的方向來做。 

2. naqemati （生命創造神）的概念 

邱新雲在她的碩士論文這樣提到：「師父 dremedreman 指出 qadau ana qemati，

創造萬物時，第一個為 katjunangan （土地）；第二個是 dupuce（作物）；caucawu

（人）則是最後一個，所以 qadau ana qemati 掌控宇宙萬物的生滅禍福」（邱新雲，

2011：33）。 

就內涵而言，Vuvu Gaitjang 對於 naqemati 看法是指超自然界存有也是指

qinaljan（部落）的創始者。認為 naqemati 就只有一位，祂是一直存在的；天下

萬物的人、樹木、河流等都是祂創造製作的這和邱新雲的說法較雷同。 

3. qaljuqaljupen 的概念 

在大麻里排灣族巫術信仰概念中，每一片土地都會有一個 qaljuqaljupen，性

質與權責相當於是閩南人常說的「土地公」或是「地基主」這一類的神祇23。祂

是獵區守護神靈。 

                                                      
23

 Vuvu 是這樣稱呼的，而胡台麗老師在〈儀式與影像研究的新面相〉一文中也提到，qinaljan 是有靈力的

護衛者、人╱神格化的元老，所以筆者認為稱呼獵區守護神靈可能更為恰當一些。 



qaljuqaljupen 主要是指，在部落範圍以外的任何地區的土地山川，這些地方

都會有一個司職的神靈；但是族人所居住的部落內的守護神靈，就有別於剛所說

的 qaljuqaljupen，部落內的守護神靈另有稱呼，叫做 qinaljan。 

當部落居民因為農作、狩獵、祭祀、遠行而禮敬祝禱時，這時祝禱對象就是

這個「qaljuqaljupen 獵區守護神靈」，qaljuqaljupen 祂是擁有土地上所有東西的。 

4. qinaljan 的概念 

相對於上面提到的qaljuqaljupen部落內的守護神靈另有稱呼，叫做qinaljan，

他是族人所居住的部落內的守護神靈。在部落範圍內做的任何儀式，召喚的守護

神靈是要召喚 qinaljan 的。在部落以外的地方做儀式時所要召喚的守護神靈則是

上述的 qaljuqaljupen。 

5. vuvu（祖靈）的概念 

Vuvu Gaitjang 說儀式中所指的 vuvu 是指供奉在家裡 adrung
24（祖先座席）

的祖靈們，通常要做任何私人祭儀，主人家都會先禀報 vuvu 今天在家中要做什

麼儀式，之後才由施巫者向該家祖靈說明來意，這裡說的 vuvu 有別於排灣族稱

謂中的 vuvu（祖父母），當禱詞中提到的 vuvu ivavau 則是指稱在天上的祖靈 。 

                                                      
24

 位置通常安置在整個房子的中心位置的最高處，原則是，家中如果有安置神龕，必須至於神龕之後，不

能在廚房內或是在廁所前。 



 

圖 3-4adrung（祖先座席，筆者攝） 

（四）其他 

1. 「我群」與「他群」在儀式空間的展現 

下圖中的黃色線條是 similap ta qinaljan（部落除穢祭儀）的路線依循逆時針

方向在 6 個藍色的除穢點上做儀式。除穢路線框起來的區域是 Tjavualji、Liliu、

Qaljapan 與 Ljagaljen 的傳統活動區域，而並不是整個大王村的居住區域，在

黃色路線以內的區域，是 qinaljan（部落守護神）掌管的部份，紅色部分以外是

qaljuqaljupen（區域守護神）掌管的部份，在除穢點舉行儀式外，並設置象徵性

的防禦武器弓箭，箭的方向都是朝部落外，有不希望被外來惡靈侵擾的意思。 

我們或許會問：為何部落的人要在 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收穫祭）

的前夕，以潔淨聚落空間的方式來停止部落裡不好的事情的的發生呢？這涉及排

灣族文化概念中人和空間的關係，我們可由時間及空間兩方面來探討。排灣語

seman cavilj（seman 是做….的意思，cavilj 是年）意思是「過一個年」。並做為一

個年度的終止或開始的分界。所以在大麻里部落做 similap ta qinaljan（部落除穢

祭）會由祭師帶領女巫師群以及青年會行走整個祭拜的路線，包涵了部落族人的

傳統居住區域以及一些禁忌區，整個除穢儀式的團隊是不能有女性參與的，儀式



的時間點是安排在排灣族的年終時間，主要是要由這些強悍具武力及巫術的一群

人將不好的東西去除並同時也防衛邪靈的入侵。整個圖中所繪的空間，涵括在線

內是 qinaljan（部落）線外則是 qaljuqaljupen（獵區）而在這 6 個除穢點，就位

於傳統進入部落的出入口處，出入口就是一切不好的、邪靈入侵的地方，所以祭

司會在這些出入口安置 pana（弓箭）象徵性攻擊力的意象物，而且方向都是指

向外不希望被惡靈侵擾。而這些由點構成的線就是將大王村整個空間分為「內」

與「外」，它既是「我群」與「他群」的劃分，也是「人間」與「非人間」做了

區別。 

圖 3-5 部落除穢祭除穢路線及除穢點圖（依 vuvu 口述筆者繪製）。 

2. 儀式空間的轉換 

ilapus tua pinacayan（除喪祭祀）首先會在家裡祭告祖先（內）在轉到做儀

式的地方25（外），palisiyan 主要的目的是與善靈（具神力、好的 camas）保持

聯繫，同時也是和杜絕惡靈（具神力、壞的 camas）的侵擾，所以會先和由內而

                                                      
25 偏僻靠溪流之地點，人湮較少的地方，將喪事中所有不好的晦氣去除，把它棄置在偏僻的地方或是放諸

水流。 



外的方式進行。而這整個儀式中總共三道空間轉換： 

首先，是 lawang（蘆葦草搭成的拱門）主要是用於意外亡故的 papaavang 

apinahawa 穿越拱門轉換的儀式中，這個拱門是用來轉換的空間，穿越這個空間

就可以將汙穢轉化為潔淨的，也是劃清幽明兩界的一道門，讓凶死的亡者清楚知

道陰陽殊途的事實，不要在踰越界線遊盪在人世間。其次，是跨越過綁上祭珠的

乾蘆葦草點燃的火把，過火屬於除穢祛厄、消災禳禍的儀式，跨過火把就是完成

潔淨並解除厄運。其三，所有儀式結束後要回去的途中地上有設置的三道蘆葦草

的屏障，跨過就不可再回頭，這個蘆葦草主要是阻擋惡靈不讓惡靈跨過非靈界的

空間跟隨受巫者來到人間。就這一次又一次的空間轉換，來達到潔淨與阻擋惡靈

跟隨的目的。限於篇幅的關係，本論文僅以 similap ta qinaljan（部落除穢祭儀）

及 ilapus tua pinacayan（除喪祭祀）的部份做儀式空間的討論，大麻里部落其他

的祭儀空間脈絡將另以專文討論之。 

 

第四節 Vuvu Gaitjang 的工作性質 

    由 Vuvu Gaitjang 的整個學習儀式的過程，可以看出他學習成為的過程是：

依序由 kisan qemisaqisaqis （竹占師）進入到 pajlakajlai（祭司）之路。所以筆

者在說明其工作性質時，亦依順序來加以說明： 

（一） Vuvu Gaitjang 在大麻里部落的職掌 

表 3-4 Vuvu Gaitjang 職掌分工表： 

職稱 現在職掌 階序承襲 

kisan 

qemisaqisaqis

竹占師 

1. 提供部落重大活動的舉行與否以及時間的決定。 

2. 另外占卜判斷居民害病的原因。 

3. 建造房屋之占卜，也可以捕魚打獵前占卜，尋求病

因和尋求失物。 

無階序世襲 



pajlakajlai 

祭司 

1.  保護及除穢的儀式。 

2.  帶領族人狩獵、解除不好巫術的等。 

3.  主持大眾公共儀式的主司祭者。 

4.  處理意外死亡的照顧及祭儀。 

5.  為家人及部落進行的「賦與祭儀」 

6.  為私人進行的「喪葬祭儀」。 

7.  為私人及部落進行的「建屋祭儀」。 

8.  為私人進行的「祈福祭儀」。 

9.  為部落進行的「公眾祭儀」。 

無階序世襲頭目親

聘 

    排灣族的 palisilisi主要的工作職掌是協助 pajlakajlai和pulingau做祭祀的工

作及帶領族人狩獵、馘首及解除黑巫術的巫者（林秀蘭，2015：64）；至於 pajlakajlai

的職掌部落大祭如 Maljeveq（人神盟約祭）及意外死亡族人的照護的工作。這是

個終身的職志，但目前 Vuvu Gaitjang 在部落要負責以下的任務： 

1. 為家人及部落進行的「賦與祭儀」 

vaciqaw / qisaqis（竹子/竹占）及 paveve tua vinuluwan ta kasiyu（伐木後，祈

求新芽再生之祭儀）：部落的宗教崇拜除祖靈外，還有天神、太陽神、土地神、

農事神、山神、河神、狩獵神…...等等，因為部落原始宗教信仰萬物皆有靈，因

此對萬物採取崇敬的態度而不逾越規矩和禁忌。「竹子和樹木的產生，乃是天神

所為。」（蕃族調查報告書，2015：100）所以伐木或取竹時都必須先敬告當地土

地神靈，並以 kiveli（請求賜與使用的權力）的方式為之，並重新種植樹苗，作

為償還來延續樹木的生命。vuvu 深信沒經過請求賜與使用的權力而取拿的竹子、

樹木是不具法力效力、不被祝福、不被庇佑的，並還要取之還之。這個態度不僅

是敬畏的態度，補植也才可源源不絕的使用的概念。 因此，有這樣的態度及概

念，取用才懂得節制，不會任意攫取、破壞或超過其所需，原住民族傳統的信仰

文化是現代社會中極為珍貴的價值，現在常討論的自然資源永續利用，這個機制

早在原住民的生活中不斷地實踐著。 



       

圖 3-6 採竹占用的刺竹（汪憲忠攝）    圖 3-7 樹砍斷後敬禱（汪憲忠攝） 

2. 為私人進行的「喪葬祭儀」 

nua namacay a palisiyan（殯葬儀式）：這個儀式是族人善終後，為其所作之祭

祀儀式，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死者，他已經死亡業已經離開人世間了，祈求他能

回到祖靈的聚集處，不要再留在人間危害世間的親人。 

圖 3-8 除喪祭祀時的一道 lawong 門關（汪憲忠攝） 

ilapus ta pinicayan（除喪祭祀）：通常家裡有喪事在出殯後的第三天，後續

事情處理完之後就能為喪家及其親戚或摯友。舉行除喪祭儀，除喪祭祀時，會選

擇比較偏僻靠溪流，人平常較少去的地方，將喪家所除之晦氣棄置隱藏於此。 

pailuvat（祖先分享祭祀）：祭儀目的是每年年終前私家施食給祖先的一項祖

靈祭祀，原住民傳統文化中沒有掃墓的文化，但分享、施食於先人卻有與漢人掃

墓慎終追遠、緬懷祖先相同意義。 



 

圖 3-9 祖先分享祭祀（汪憲忠攝） 

3. 為私人及部落進行的「建屋祭儀」 

lemayi tua san wmaqan a katjunangan（建屋（破土）除穢儀式）：建屋前在建

地施行除穢的祭祀。施行這個儀式的主要目的，不只是在藉以清理、掃除建地上

的不潔、不淨與不祥的一種除祟儀式。 

venalid ta sinisanumaq（落成酬神祭儀）：建屋完成後所作致謝的祭祀。施行

這個儀式的主要目的，是對於在建屋期間受到各方神靈的庇祐，而答謝他們的一

種禮敬儀式。 

 

圖 3-10 建屋致謝祭（汪憲忠攝） 

paqumaqan a palisiyan ta vuvu（安置屋內守護靈祭）：建屋後則施行安置屋內

「守護靈」之祭祀，這種祭祀行為在現代原住民族中仍是一項重要的巫術祭儀。

安置屋內「守護靈」祭其施行其主要目的是後家中獲得祖靈、神靈護佑得到平安。 



 

圖 3-11 放置於 adrung 祖先作席（汪憲忠攝） 

4. 為私家進行的「治病祭儀」 

papigacalj（起靈招魂）：其儀式主要運用在巫師對一般人受到驚嚇、失神或

因車禍情緒、心理不安或魂魄離身的現象或是因病患自我感覺受到不明原因的神、

靈碰觸，產生的心理或情緒不安寧，這以上這些情況下會施行「收驚安魂術」用

來種召喚離身的靈魂歸位，並做靈力的增強，使不安的情緒減緩或使人感覺獲得

安寧。 

 

圖 3-12 收驚安魂的儀式（汪憲忠攝） 

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除病祭）和 saqetjuwan ta palisiyan（病情嚴重除

病祭祀）：除病祭儀的施作之前要先透過竹占來判斷病因之所在，有時病因並非

真正出自身體生病的不適，而出在自家祖先的暗示或其他不善之靈所侵擾，使身

體不舒服或呈現類似生病的狀態，經由占卜找出病因是巫師一般常做的，其醫治

的方法則依其占卜來做必須的祭祀，例如給病人做 ilapus 解脫來自外在的侵擾，

或給祖先做 pailuvat 的施食等，對於身體出毛病除了醫藥治療外，會施以護身符

請求善靈給於護佑，使得病人早日康復。 



 

圖 3-13 除病祭的儀式（汪憲忠攝） 

5. 為私人進行的「祈福祭儀」 

papuluqem（增強靈力）：利用祭祀禱文來祈請神靈庇佑，製作附加了靈力的

護身符授予受巫者，護身符通常懸掛在胸前或可置於器物上。製作護身符整個祭

祀儀式過程繁複，其過程中還包含了對人身或器物之「除穢、阻隔」的祭儀，阻

絕不善的力量，其中還包含他人之妒忌心在內，使受巫者免於受到侵擾與傷害等，

主要目的就是在保護人及物之內在靈力，屬於增強靈力的祭儀。 

  

圖 3-14 幫物作增強靈力的祭儀（筆者攝） 

patjatjengelay kata lusu paputjalan（lusu 舊路）（聚合與牽姻緣線）：此項巫儀

使用的情事，牽涉男女雙方之間的感情狀態，當男女雙方有意成雙，但有一方卻

遲遲不明確表態表時，或單獨一方有意與另一方交往；或夫妻雙方，其中一方感

情轉淡，為了避免產生嫌隙，進而發生不幸分離等，其中一方可藉「姻緣聚合巫

術」使彼此雙方感情之事得到進展，或更加合好。 



6. 為部落進行的「公眾祭儀」 

Ruvuaqan（發祥地祖靈祭）：這是到發祥地祭拜祖靈的儀式，是每年七月七日

至發祥地供奉施食給祖先的一項祖靈祭祀，原住民傳統文化中沒有掃墓的文化，

但分享及施食給先人卻有與漢人掃墓慎終追遠、緬懷祖先的相同意義。這項儀式

已中斷七十餘年，於 2015 年又重新恢復舉辦。 

 

圖 3-15 發祥地祭祖（筆者攝） 

emaljup（狩獵祭）：Tjavualji 部落的傳統狩獵祭儀，時間一般都是在小米收穫

祭之前舉行，emaljup（狩獵祭）結束後緊接著的就是 venarasa（小米收穫祭），

在過去這一連串的祭儀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舉行，由於時代的變遷，族人生活

方式相異於過往，如今所舉辦的狩獵祭活動只有短短數日就結束了，目前

Tjavualji 部落仍保存著傳統狩獵的祭祀儀式。 

similap ta qinaljan（部落除穢祭儀）：部落除穢祭是一種為公眾所施行的祭儀，

這個儀式是在每年的狩獵祭與收穫祭之間進行。此祭儀除了掃除過去一年中部落

的不平靜外，祭司並且在部落的六處入口立下祭壇和設置弓箭，作為防護的無形

力量，藉著召請神靈及念誦禱詞的力量，來啟動所設置的弓箭，形成象徵性的反

制力量，對於想侵入部落的惡靈及作祟物形成反制，使這些不好的東西能避而遠

之，來達到驅邪、避祟、禳災的作用，讓收穫祭的進行及部落未來一整年都可以

獲得庇佑。 



 

圖 3-16 部落除穢以徒步繞行部落六處界址（汪憲忠攝） 

 

圖 3-17 祭屋旁豎立弓箭（汪憲忠攝） 

seman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收穫祭）：小米收穫祭是 Tjavualji 部落一年中最

大的祭典之一，村子裡各家頭目皆各自先舉行聚落的收穫祭，結束後再舉行聯合

的部落收穫祭活動。早期小米是部落的主食，每年二月是小米播種的季節，播種

時會舉行「播種祭」，祈求小米發芽茁壯，長期不下雨影響小米的生長時，會舉

行「祈雨祭」，收割後的小米曬乾後要儲藏會舉行「入倉祭」。這項祭儀維繫著部

落傳統文化生命的根源，他更象徵著部落文化生生不息地傳承下去。 

qinaljan a palisiyan（祖靈屋遷移祭祀）：排灣族是時常遷移的族群，當換一個

地方建立部落時，通常會進行部落祭壇及狩獵祭壇的遷移祭祀，所以 qinaljan a 

palisiyan 這個祭儀在公共性部落祭儀算是非常重要的儀式之一，通常部落祭壇遷

移時也會同時 qayaqayaman a palisiyan（狩獵神祭壇遷移祭儀）。 



 

圖 3-18 狩獵神祭壇遷移祭儀（汪憲忠攝） 

由於時代的變遷有許多儀式被捨棄而消失，也有許多儀式因此而有了新的意

義。從 1990 年代開始，戒嚴法的解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等因素，

原住民自覺意識高漲，傳統宗教也有了復振的跡象。為了因應時代的變遷 Vuvu 

Gaitjang 也對於其擅長的儀式做了轉變，甚至採借及交滲了其他族群的宗教儀式，

因此產生許多新的儀式來因應時代之需。 

大麻里部落原住民目前並不完全是新興宗教的信仰者，但是這些傳統信仰者

也受到了其他族群信仰的影響。以 vuvu 的例子來看，vuvu 在家中有供奉漢人傳

統宗教的神祇及設置神龕，使用線香來敬拜祖先神祇，也採農民曆擇日26的習慣；

在 vuvu 進行的除喪儀式中也有「過火」這個儀式。vuvu 使用阿美族的斷竹占卜

的技藝來問事，和鄰近的卑南族一樣，在祭儀中使用檳榔和祭珠。可以看到 vuvu

的宗教生活層面中不僅保有原有的原住民信仰，也隨著時代變遷有了變化；vuvu

會日文書寫，這讓他方便將儀式內容文本化（見附件二），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勝

枚舉。但是，綜觀 vuvu 的儀式中，也會依照自己的宇宙觀邏輯，學習吸納不同

族群的信仰文化，這些都印證了大麻里部落在變遷中多元文化交融滲入的現象。

而太麻里鄉這樣的區域呈現出獨特的文化內容樣貌，值得特別的關注與研究，也

是文化多樣性保存中十分重要的區塊。 

 

                                                      
26
 他選擇了農民曆中，日子裡的「宜」、「忌」儀式內容來做為其占卜的依據。 



（二） qisaqis（竹占）是所有儀式的核心部分 

1. qisaqis（竹占）功用 

    占卜是古老的傳統習俗，依占卜徵兆的顯示，而知其吉凶禍福。世界上各民

族依其生活環境和傳統習慣的差異，產生出各種占卜。遊牧民族多以獸骨為占卜

工具，採集森林植物為生的民族則多以草木做為占卜工具。 

    由於疾病的發生視為靈對人的喻示，因此占卜之術可說是巫醫的診療方法。

原住民的占卜術主要有鳥卜、夢卜、瓢卜及竹占這幾種，Tjavualji 部落常用的占

卜方式以夢占（蕃族調查報告書，2015：p100）以及本文中 Vuvu Gaitjang 所擅

長的拉竹占卜的方式，竹占也是 Vuvu Gaitjang 治療疾病時慣用的方法。 

2. 竹占的吉凶判斷方法 

    占卜時巫師聽取求卜人描述的相關情境後，設下出問題的原因，通常是問一

事，最多使用一根竹片，通常扯斷二次，最多三次的細竹片即能判讀是否出於所

設的問題。如所涉問題不成立，則會設下另一個問題，重新敬告祝禱直到找出問

題之原因，找出原因後即採取適合的祭祀儀式來進行治病驅邪。 

    根據 Vuvu Gaitjang 的說明，占卜是從細竹片因磨擦斷裂，竹子纖維產生的

分岔與捲曲的狀況來進行判斷，其判斷方法如下： 

1. 判讀時，手持的細竹片帶竹皮的面要朝向著自己。 

2. 竹子的中央是代表祖先的意思，再依細竹纖維斷裂捲曲的方向來判斷祖

先的旨意。 

3. 右邊與中間的竹子纖維若高高揚起，表示平安無事。 

4. 如果右邊的竹子纖維捲曲，分岔處的纖維很細，就表示這個病情是非常



嚴重的。 

5. 如果右邊的竹子纖維若與中央主支分離的太開，或是完全分離，就表示

這個占卜失敗，必須再取另一支細竹片重新占卜。若是用在占卜病情上，

則表示將會死亡。 

6. 如果左邊的竹子纖維越過中央向右邊捲曲，就表示詢問的疾病或是不吉

利的事因是正確無誤的。 

7. 如果左邊的竹子纖維高高揚起，而右邊的纖維則是下垂的，即表示有不

好的事物。 

3. kivaciqaw（採竹）時需注意以下事項 

(1) 採取一年生的刺竹（kavayan），竹子的口徑約一個成人拳頭的大小。 

(2) 這些竹占用的竹子需由男性來砍伐。 

(3) 挑選的竹子末梢需是朝向東方的竹子才可採摘。 

(4) 砍竹前先須向當地之土地神敬告祝禱，並在祝禱時同時擲鐵屑，並告知

以 kiveli（請求賜與使用的權力）的方式取竹，且以右手 3 個指頭取較

多的鐵屑以示 kiveli。 

(5) 砍竹子時從接近根部起，取每竹節之間長度約 30 公分長，取第五、七、

九節的竹子。 

(6) 在取回的竹子竹節處鋸斷，並用刀剖開成每片帶皮寬約 4 公分長約 30

公分的竹片，其中若竹子表面有損傷者則棄之，因為損傷處可能影響占

卜的準確性。 

(7) 在上述處理過後的新竹子，取已剖開四公分長約 30 公分的竹片一片，

削成約 0.5 公分寬、長約 30 公分，頌念禱詞，卜新採回的竹能否可用



於占卜。若經過占卜後可使用即可以下步驟，反之則重新再去採擷新的

竹子來占卜，直至可以使用為止。 

(8) 經占卜可使用的竹片，再用繩子吊掛曝曬 3 至 5 天，曝曬期間不能被雨

水或夜間露水淋濕。 

(9) 製作這些占卜用的竹子時，女生是不能跨越或是碰觸的。 

（三）儀式性質和分類 

根據儀式實施的對象、領域和性質來劃分部落的 palisi 為兩大種類，一是「公

眾祭儀」，一是「私人祭儀」。做以上的區分是為了方便進一步討論這些實踐儀式

的不同面向。 

私人祭儀：是指個別性的、無特定時間、屬於私人服務性質的、解決私人的

需求，儀式專家處理完儀式後，會接受餽贈和酬勞，都是私人祭儀的範疇。（屬

於巫師的職掌） 

公眾祭儀：Fraze 佛雷澤曾經定義，公眾祭儀是「為了整個部落裡的共同利

益而施行的巫術」（Frazer，1991，汪培基譯：P66），筆者則認為，凡是涉及部

落整體的、具備公眾服務性質的、為多數人的、儀式專家處理完儀式後，不接受

任何餽贈和酬勞，都是公眾祭儀的範疇。（屬於祭司的職掌） 

筆者又將目前大麻里部落經常施行的私人祭儀分成：喪葬祭儀、建屋祭儀、

治病祭儀、祈福祭儀、占卜祭儀這五小項目。將祭儀分類製表如下：  

表 3-5 大麻里部落祭儀分類表： 

 祭儀概要 祭儀名稱 目的說明 

 

 

 

 

賦與祭儀 

vaciqaw / qisaqis 竹子/竹占 在大麻里部落裡，認為竹子和樹木的生

產，乃是天神所為，所以要取用，都必須

經過賦予的儀式才可取用。 paveve tua vinuluwan ta kasiyu 伐木

後，祈求新芽再生之祭儀 



 

私 

人 

祭 

儀 

 

 

喪葬祭儀 

nua namacay a palisiyan 殯葬儀式 這些儀式主要是和亡靈有關的祭儀。亡靈

祭族人善終後，為其所作的祭祀儀式；除

喪祭儀將喪家所除之晦氣棄置隱藏於此；

祖先分享祭祀年終前私家施食給祖先的一

項祖靈祭祀。 

ilapus ta pinicayan 除喪祭祀 

pailuvat 祖先分享祭祀 

建屋祭儀 

lemayi tua san wmaqan a katjunangan

建屋（破土）除穢儀式 

建屋祭儀是一系列的建屋前需先掃除不淨

不祥之物，建屋完成則需感謝這些在建屋

時協助的神靈，最後在致謝神靈後，再安

置供奉在家裡 adrung（祖先座席）的祖靈

們。整個建屋才算完整完成。 

paqumaqan a palisiyan ta vuvu 安置屋

內守護靈祭 

安置屋內守護靈 paqumaqan a 

palisiyan ta vuvu 

 

治病祭儀 

papigacalj 起靈招魂 papigacalj 召喚離身的靈魂歸位，並做靈力

的增強，使不安的情緒或感覺獲得安寧。

有時病因並非真正出自身體生病的不適，

而出在自家祖先的暗示或其他不善之靈所

侵擾，使身體不舒服或呈現相似生病的狀

態，經由占卜找出病因是巫師一般常做

的，其醫治的方法則依其占卜來做必須的

祭祀。 

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 除病祭 

saqetjuwan ta palisiyan 病情嚴重除病

祭祀 

 

 

祈福祭儀 

papuluqem 增強靈力 papuluqem 就是在保護人及物的內在靈

力，這個祭儀是用來增強靈力的。 

patjenglay，這是運用相互交感作用的模擬

原理來行之，藉這個祭儀使彼此雙方感情

之事得到進展或更加好合。 

patjatjengelay kata lusu paputjalan

（lusu 舊路）聚合與牽姻緣線 

公 

眾 

祭 

儀 

 

公眾祭儀 

Ruvuaqan 發祥地祖靈祭 公眾祭儀的範疇包含了歲時祭及部落事務

性有關的祭儀，此地主要的祭儀包括 7 月 7

日的發祥地祖靈祭，7 月份的收穫祭，狩獵

祭和部落除穢祭儀是收穫祭的前祭，這三

個祭儀是一系列的，祖靈屋遷移祭祀是部

落事務性的祭儀。 

emaljup 狩獵祭 

similap ta qinaljan 部落除穢祭儀 

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 小米收穫祭 

qinaljan a palisiyan 祖靈屋遷移祭祀 

 

  



（四） 施作儀式時常用法器種類及使用方法 

     原住民族所有的信仰都是來自於古老的自然崇拜，自然信仰會隨著當地的

環境、人、文化而產生不同的信仰，進而形成不同的形式的巫術。而各種不同形

式的巫術就是儀式。儀式就是結合思想與行動，以達成某樣目的。儀式可以說是

為了將受巫者調整到最好狀態的行為。    

這些在施用儀式的過程中，和禱詞一併使用的輔助器材，這個由巫師本人

攜帶的輔助器材，像是 ruvuc（祭珠）、tinale（碎鐵屑）、lekelek （苧麻線）、siqunu 

（祭儀專用小刀）、lalisayan（竹占器）等等，或是為了特定儀式所製作的臨時

一次性器材，在本文中筆者將它們統稱為「法器」。這些物的功能，並就其特性

而有其象徵的使用意義。分述如下： 

1. ruvuc（祭珠）27
 

    ruvuc 有兩個種類，分別是大孔目和小孔目兩種，小目是指祭儀中所使用的

祭珠主要是使用陶土所燒製而成的，祭珠是由土所燒製而成，土更是萬物滋養的

根本，在經過烈火燒製後，變的堅硬不摧，使用陶製祭珠更蘊含著對生命之源的

至高崇敬。通常是將祭珠嵌入已經切開的檳榔中，嵌入檳榔中的祭珠數量，通常

是奇數量的，最少 1 顆，至多 7 顆，其嵌入的祭珠數，主要是隨祭祀對象的位階

高低及在祭儀中祭祀對象的主從關係來決定，大目珠主要是使用在 ilapus ta 

pinicayan（除喪祭儀）以及 similap ta qinaljan（部落除穢祭儀上）。祭珠在功能

上主要是拿來當成敬拜迎請神靈的輔助工具，就像是漢人在祭祀時燃香來連由結

神靈的世界一樣的作用。28
  

                                                      
27 目前 vuvu 所使用的 ruvutj 祭珠因為取得的方便，已不是陶土材質，而是以琉璃材質的珠子取代。 
28 卓良光先生所敘述。 



 

圖 3-19ruvuc（祭珠）有大目孔及小目孔之分（筆者攝） 

2. tinale（碎鐵屑） 

碎鐵屑的使用，據說是由煮食用的陶鍋碎片的運用而來的，而後鐵取代陶，

鐵鍋主要是拿來煮食物用的，而食物則是維持生命所必需的，相形之下它在家用

品中是具較重要地位的，所以當時損壞的鐵製鍋，常被敲碎拿來使用在儀式中，

鐵的金屬性質與及當時的稀有性來說，被賦予了是具力量的、神聖的意義，這也

是它常被使用在巫術的原因。29
 

碎鐵屑是不規則的細碎狀的金屬材質，被認為它是「luqem 力量」的承載物。

在其他的排灣族部落（例如台東縣達仁鄉土坂部落），碎鐵屑常被運用在需要較

大「luqem 力量」的祭儀上或是比較神聖的祭儀上，通常這時會與碎豬骨、祭葉

一起合併使用。 

在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祭司或女巫在祝念禱詞或面對象徵祭祀對象時，

會以碎鐵屑來丟擲或是將碎鐵屑放置在當成祭壇的石塊上，通常這時是與檳榔、

陶珠一起合併使用。 

                                                      
29卓良光口述，2016/09/24，於太麻里家中。 



 

圖 3-20  tinale（碎鐵屑） 它是「luqem（力量）」的承載物（筆者攝） 

3. saviqi（檳榔果實） 

檳榔果實的用途在排灣族中，除了作為傳統結婚、訂婚的聘禮外，也是日

常生活中送往迎來的禮敬物品，除了上述的用途外，在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

檳榔還被拿來在巫術上使用，這個時候檳榔果實被賦予兩種意義，其一，是被當

做為敬禱時的輔助物，其二，是被當成施巫對象的模擬物。為什麼會選擇使用檳

榔果實呢？ Vuvu Gaitjang 說是，檳榔樹主幹不分枝的，若是砍斷就不能再生，

故取其寓意，使用檳榔施行巫術，代表施巫者內心忠誠不二禮敬神靈之意。另需

注意是檳榔的果托需是完好無脫落者，方可使用在祭儀中。30
 

             

  圖 3-21  saviqi（檳榔果實）（筆者攝）             圖 3-22 小檳榔主要是 Ruvuaqan（發

祥地祖靈祭）及 seman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收穫祭）時使用。（汪

憲忠攝） 

                                                      
30
卓良光口述，2016/09/24，於太麻里家中。 



4. lekelek （苧麻線） 

Vuvu Gaitjang 認為 ileile 苧麻纖維是原住民使用的纖維植物中最為堅韌且不

易斷裂的，故取其寓意，代表人與神之間堅實強固的連結及維繫。常使用在綁繫

ruvuc（祭珠）時使用。31
 

 

圖 3-23  lekelek （苧麻線）常使用在綁繫 ruvuc（祭珠）（汪憲忠攝） 

5. siqunu （祭儀專用小刀） 

siqunu是執行儀式的必備物且不得離身，也是竹占時削竹片的用具。平時，

它僅用在切獻祭用肉、剖saviqi置入祭珠，及拔除別人施咒或在收驚安魂時使用，

不得隨意用於其他非祭儀以外的事務上。 

 

圖3-24 siqunu （祭儀專用小刀）（筆者攝） 

                                                      
31卓良光口述，2016/09/24，於太麻里家中。 



6 .lalisayan（竹占器） 

lalisayan 是由 qaljapang（月橘樹）製成，前端高起處有凹槽，凹槽的地方

主要作為摩擦與拉扯斷竹片時的著力點。當竹占準備就緒以後，取出一枝竹片，

雙手緊緊抓牢並置於腳踩的硬木頭前端凹槽的下緣，左右摩擦幾回後用力拉扯將

竹子拉斷。 

             

圖 3-25 lalisayan（竹占器）、siqunu        圖 3-26 lalisayan（竹占器）、siqunu  （祭儀專用小

刀）、vaciqaw（竹片）（筆者攝）            （祭儀專用小刀）（筆者攝） 

7. vutjuvulj（乾蘆葦）  

是乾枯的蘆葦草（Phragmites communis）一把，截斷成約 30 公分長，在

此一把乾枯的蘆葦草上用三條細繩綁有 5、3、1 等不同顆數的大孔目祭珠。最常

使用在 ilapus ta pinicayan（除喪祭祀）時過火時使用，用來去除汙穢不潔。 

 

圖 3-27 vutjuvulj（乾蘆葦）點燃作為過火時使用，用來去除汙穢不潔。（汪憲忠攝） 



8. ljaljingis（細竹枝） 

   在細竹枝上用細苧麻線綁上祭珠，在將它插入檳榔中，通常會使用在增強靈

力 papuluqem 的儀式中，只要是在增強受巫者靈力時的儀式時都會使用。使用的

原則是，將檳榔之中夾放的祭珠數再加上兩顆，即是 ljaljingis 竹枝上需綁上的祭

珠數目。 

 

圖 3-28Ljaljingis（細竹枝）（筆者攝） 

9. ljaviya（蘆葦草，Phragmites communis） 

主要用途是阻擋各方惡靈進入部落， ljaviya 二支尾處對打死結，製成3串，

放在部落入口處執行，以防止所有惡靈進人部落。另外在ilapus ta pinicayan除喪

祭祀儀式中，三支蘆葦草取草心各穿入大孔目ruvutj（祭珠）有5、3、1等不同數

量的ruvutj，是為祭祀的第二道關卡，作為灑淨除穢用。 

 

圖 3-29 ljaviya（蘆葦草） 灑淨除穢用。（筆者攝） 

10. vuljangaw（花） 

使用 vuljangaw（花）主要是取花朵漂亮，受人喜愛的寓意，通常會使用在



讓別人對受巫者能夠產生好的印象時的巫術時，例如在 patjenglay kata rusu 

paputjalan（聚合與牽姻緣線）這個巫術時使用，通常這個花需是無刺的紅色花

朵為佳。 

 

圖 3-30 vuljangaw（花）讓別人對受巫者能夠有好的印象。（筆者攝） 

11. rusu paputjalan （姻緣線）  

是一條細的麻繩約 30 公分長，此條麻線裡面穿有祭珠，將祭珠分成三段，

每段的距離約 6 公分，第一段為 7 粒祭珠，第二段為 5 粒珠，第三段為 3 粒祭珠，

成一直線，擺放在求法者的家屋外面，選擇一處人人欲進入家屋時所必經的路上，

有象徵引路、造路、牽姻緣線之意，這個法器主要是使用在 rusu paputjalan（牽

姻緣）的儀式上。 

 

圖 3-31rusu paputjalan （姻緣線） 象徵引路、造路、牽姻緣線之意主要是使用在牽姻緣的儀式

上（汪憲忠攝）。 



12. aljuwalju （黑糖）  

使用黑糖主要是取糖甜美的寓意，通常會使用在讓別人對受巫者能夠有好的印

象時的巫術時，例如在 patjenglay kata rusu paputjalan 聚合與牽姻緣線這個巫術

時使用。  

 

圖 3-32aljuwalju （黑糖）取糖甜美的寓意（筆者攝） 

13. djaum （針） 

巫術中使用 djaum 主要是取其刺之意，通常會使用在，讓受巫者受到詛咒

傷害的黑巫術時。這是屬於傷害別人的黑巫術。 

 

圖 3-33 djaum （針）（筆者攝） 

14. tjaluvu （五節芒）32
  

  進行除穢祭儀時，在溪岸採擷五節芒 9 株，在每一株五節芒中間最細嫩的葉

片穿入大目祭珠 ruvuc 3 粒，右邊選一葉片穿入 7 粒大目祭珠 ruvutj，左邊選一

葉片穿入 5 粒大目祭珠 ruvutj，然後將 3 株五節芒用膠布綁成為一束，共製做 3 束，

                                                      
32 拉丁學名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Schum. et 



再將 3 束的五節芒用膠布在草莖上全綁在一起，之後再以細線穿入九粒大目祭珠，

繞綁五節芒的硬莖上，如此即成為除穢祭儀時的除穢法器。 

 

圖 3-34 tjaluvu （五節芒） 除穢祭儀時的除穢法器（汪憲忠攝） 

15. pana（弓箭）  

儀式所使用的弓箭以竹子製成，竹高約 160 公分，最上端的竹節處剖去大

半僅留約 10 公分寬，上方繫有 7 粒祭珠，這支高約 160 公分的竹子頂端，為尖

形繪以紅色，是用來固定其弓箭的模型。弓身與箭矢皆用竹片製作，以麻繩

作弓弦，弓長 50 公分、寬 3 公分，箭約寬 2 公分長 60 公分，繫有祭珠 7 粒，

箭頭為三角形並繪以紅色，弓箭以拉弓的形態固定著。這組弓箭實際是無法

順暢射出的，但在儀式作為是借用的是弓箭的形狀與實際在日常生活的功能

達成象徵性攻擊力。 

 

圖 3-35 pana（弓箭） 象徵性攻擊力（汪憲忠攝） 

 

 



（五）由 Vuvu Gaitjang 的工作性質可得以下結論 

1. vuvu 的生命經歷反映出研究地點在時代中的變遷 

自 17 世紀，荷蘭人、漢人與 19 世紀日本人相繼來到東部台灣，Vuvu Gaitja

居住地大麻里部落也隨之有了極大的改變，現年 92 歲的 Vuvu Gaitjang 他所職司

的儀式內容也在政權的更替中做了不少的改變。當然，大麻里部落原住民目前並

不完全是基督徒，還是有像 Vuvu Gaitjang 這樣堅守著傳統信仰的人，仍在替人

治病解惑，也有受其他族群信仰影響的人。從 Vuvu Gaitjang 的生活經歷中，他

娶了林來好女士這個遷移來大麻里的第二代漢人，Vuvu Gaitjang 的信仰也滲入了

漢人的習慣，vuvu 也在家中有供奉漢人的神祇，也有接受了來自漢人的影響，

在家裡也拿香拜拜，更特殊的是，他有使用農民曆的習慣，來選擇較好的日子，

再用竹占來占卜，哪天才是適合做儀式的日子。事實上在 Vuvu Gaitjang 原住民

宗教生活的層面中，不僅原有的信仰隨著時代變遷有了變化，Vuvu Gaitjang 也會

依照自己的認知與思考邏輯，學習不同族群的文化與生活，並將其納為自己宗教

生活的一部分。 

2.從進行私人儀式轉變為同時職司公眾儀式的意義 

Vuvu Gaitjang 同時兼具巫師及祭司的雙重身分，他其實打破了排灣族大部分

的私人儀式是由 Pulingau（女巫師）執行及大部分公眾儀式由 pajlakajlai（祭司） 

執行的藩籬，以一位 kisan qemisaqisaqi （竹占師）的身份跨足了巫師與祭司的

職司，這明顯說明了排灣族嚴明的階序以及性別分工秩序，在大麻里部落已經漸

漸鬆動瓦解，特別在沒有人從事祭儀的年代，因為需要的緣故，Vuvu Gaitjang

身上必需肩任巫師與祭司的角色，反映了當代原住民祭儀與時代交會的樣貌，原

住民地方社會、個人是如何調適與改變來呼應當代社會生活的景況。 

1990 年代以來，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的若干傳統宗教祭儀提供了經費，補助



一些族群的祭儀活動，例如大麻里部落的 semancavilj nu palisiyan（小米收穫祭）

從農業祈福祭儀搖身一變成為具有族群意涵的祭典。又如大麻里部落的 

Ruvuaqan（發祥地祖靈祭）到發祥地祭拜祖靈的儀式，在原住民傳統文化中並沒

有掃墓的文化，這項已中斷七十餘年的儀式，於 2015 年又重新恢復，這原本屬

於傳統的公眾祭儀，也在公部門經費的挹注下，也起了變化。首先，原本不會接

受任何餽贈和酬勞的祭儀執行者，也因為核銷的緣故開始接受餽贈和酬勞；其次，

原先已無執行儀式者的儀式，也因為該祭典具有族群意涵的儀式，因為需要的緣

故，Vuvu Gaitjang 雖未具傳統祭司的身分，亦跨足了原本不屬於其職掌的祭儀範

疇了。 

3.各種儀式和器物的象徵意義及和信仰系統的連結 

任何器物都有形、有義。原本形的有限性決定了義的有限性。但是，器物

一旦被視為象徵的符號，其義便和形分離，擺脫了形的有限性，而無限延伸昇華

成為神聖。在 Vuvu Gaitjang 使用的祭儀器物的象徵意義、如何使用、與儀式及

宇宙觀之關聯作一個分析敘述如下表： 

 

 

表 3-6 物的象徵意義、如何使用、儀式及宇宙觀之關聯分析表。 

祭儀器物名稱 象徵意義 如何使用 與儀式、宇宙觀之

關聯 

Ruvuc 

（祭珠） 

敬拜迎請神靈的輔

助工具，就像是漢人

在祭祀時燃香來連

由結神靈的世界一

樣的作用。 

在使用上都會以丟擲或

是放置在檳榔裡 

敬拜迎請神靈 

Tinale  

（碎鐵屑） 

鐵的金屬性質與及

當時的稀有性來

說，被賦予了是具力

量的、神聖的意義 

在使用上都會以碎鐵屑

來丟擲或是碎鐵屑放置

在當成祭壇的石塊上 

被運用在需要較大

「luqem 力量」的祭

儀上或是比較神聖的

祭儀上 



Saviqi 

（檳榔果實） 

檳榔樹主幹不分枝

的，若是砍斷就不能

再生，故取其寓意，

使用檳榔施行巫

術，代表施巫者內心

忠誠不二禮敬神靈

之意。 

其一，是被當做為敬禱

時的輔助物；其二，是

被當成施巫對象的模擬

物。 

被大量運用在各種儀

式上 

 

Lekelek 

（苧麻線） 

堅韌而且不易斷裂 常使用在綁繫 ruvuc（祭

珠）時使用。 

代表人與神之間堅實

強固的連結及維繫。 

Vutjuvulj 

（乾蘆葦） 

 

最常使用在 ilapus ta 

pinicayan（除喪祭

祀）將草束點燃火，

火能去除汙穢邪佞。 

這個巫術時過火時使

用。 

用來去除汙穢不潔。 

Ljaljingis 

（細竹枝） 

 

通常會使用在增強

靈力 papuluqem的儀

式中，用。 

使用的原則是，檳榔之

中夾有的祭珠數加兩

顆，即是 ljaljingis 竹枝

上需綁的祭珠數。 

只要是在增強受巫者

靈力時的儀式時都會

使。 

Ljaviya 

（蘆葦草） 

 

取其葉片會割人，阻

擋各方惡靈。 

主要用途是阻擋各方惡

靈進入部落， ljaviya 二

支尾處對打死結，製成

三串，放在部落入口處

執行。另外在 ilapus ta 

pinicayan 除喪祭祀儀式

中，三支蘆葦草取草心

各穿入大孔目 ruvuc（祭

珠）有 五、三、一 等

不同數量的 ruvutj。 

 

是為祭祀的第二道關

卡作為灑淨除穢用。 

以防止所有惡靈進人

部落。 

Vuljangaw 

（花） 

 

主要是取花漂亮受

人喜愛的寓意。 

通常會使用在讓別人對

受巫者能夠有好的印象

時的巫術時。 

在 patjenglay kata 

rusu paputjalan（聚合

與牽姻緣線）這個巫

術時使用，通常這個

花需是無刺的紅色花

朵為佳。 

Rusu 

paputjalan （姻

緣線） 

有象徵引路、造路、

牽姻緣線之意。 

成一直線擺放在求法者

的家屋外面一處人人進

入其家屋所必經的路上 

主要是使用在 rusu 

paputjalan（牽姻緣）

的儀式上 

 



Aljuwalju 

（黑糖） 

 

取糖甜美的寓意 通常會使用在讓別人對

受巫者能夠有好的印象

時的巫術時。 

在 patjenglay kata 

rusu paputjalan 聚合

與牽姻緣線這個巫術

時使用。 

Djaum 

（針） 

取其刺之意  通常會使用在，讓受巫

者受到詛咒傷害時。 

黑巫術 

Siqunu 

（祭儀專用小

刀） 

 

銳利可刮除異物 執行儀式的必備物且不

得離身，也是竹占時削

竹片的用具。平時，它

僅用在切獻祭用肉、剖

saviqi 置入祭珠、及，不

得隨意用於其他非祭儀

以外的事務上。 

拔除別人施咒或在

papigacalj（收驚安

魂巫術）時使用 

Tjaluvu 

（五節芒） 

取其葉片會割人，阻

擋各方惡靈。 

主要用途是阻擋各方惡

靈進入部落。 

在 similap ta qinaljan

（部落除穢祭儀）這

個巫術時使用。 

Pana 

（弓箭） 

借用的是弓箭的形

狀與實際在日常生

活的功能達成象徵

性攻擊力。 

主要用途是阻擋各方惡

靈進入部落。 

在 similap ta qinaljan

（部落除穢祭儀）這

個巫術時使用。 

    在 Vuvu Gaitjang 使用的祭儀器物的象徵意義及使用方法，其實是跟他的宇

宙觀緊緊的相扣在一起的。例如：挑選的竹子末端需是朝向 kacedasan（日升的

地方）的竹子才可採摘。因為 kacedasan 是力量來源的方向，也是所有生命的起

源，所以挑選竹占用的竹子必須是朝向日升的地方。 

    又如：要挑選的刺竹所在地是在部落裡，在部落範圍內，所以在 kiveli（請

求賜與使用的權力）的方式取竹時，則需要召喚的土地神靈，是要召喚 qinaljan

而不是 qaljuqaljupen。由這些小細節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Vuvu Gaitjang 在執

行任何儀式時，都會圍繞著 Vuvu Gaitjang 他祭祀、空間、方位、靈魂等概念的

宇宙觀進行的；這再再都說明了 Vuvu Gaitjang 的宇宙觀，無時無刻都體現在他

的每一個儀式中。由本章內容來看，可以發現 vuvu 的信仰系統、宇宙觀具有獨

特的地域性，而儀式使用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儀式內容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這些獨特的組合，形成了太麻里地區獨特的巫術文化，也是珍貴的原住民文化

遺產。 



第四章  實踐的觀察、結構的分析及理論的驗證 

為了瞭解 Tjavualji（大麻里）Vuvu Gaitjang 的祭儀是如何構成的，本章的

第一節會記錄 Vuvu Gaitjang 目前仍有在執行的儀式，記錄了祭儀的目的、步驟、

器物種類祭壇擺設方式等，至於禱詞的部份則整理匯集於附錄中。 

本章的第二、三節，則是以記錄一個完整的除喪祭祀的儀式，由占卜開始

到儀式的結束整個階段，將這個儀式的實踐觀察、禱詞的結構分析、儀式的實

踐和理論的驗證完整而詳實說明。 

目前筆者記錄到 Vuvu Gaitjang 執行的祭儀，在前章分為私人祭儀及公眾祭

儀兩大類，又將私人祭儀分成：賦予祭儀、喪葬祭儀、建屋祭儀、治病祭儀、祈

福祭儀這五小項目，共計有 18 種，當然還有許多隨著時代因應而生的新型祭儀

內容例如 seman luqem ta senkyu（選舉的祭儀）、seman sivitai（服兵役的祭儀）、

去除小三斷緣份的儀式、甚至一些削弱對方能力的加害性的黑巫術，不再此文中

詳加敘述。 

    本研究發現 vuvu 會執行一些過去並不存在的儀式，例如 seman sivitai（服兵

役的儀式）、seman luqem ta senkyu（選舉的儀式），還有「去除小三斷緣份」的

儀式，這些其實是隨著時代因應而生的新型祭儀，我發現在某種程度上是引申過

去舊有的儀式並加以變化，例如上述 seman sivitai 的儀式就是 papuluqem（增強

靈力）的變形，差異只是在禱詞中會告知某某人是為了要去服兵役，請求賜與力

量保護其平安。而 seman luqem ta senkyu（選舉的祭儀）也是 papuluqem 的變形，

差異上是再加入了「讓人喜愛」及「支持」的儀式。而「聚合與牽姻緣線」的儀

式則是使用舊有的 patjatjengelay kata lusu paputjalan（lusu 舊路）轉化為聚合與

牽姻緣線的儀式，讓夫妻的感情更加穩固。至於「去除小三」的部分則是將「聚

合與牽姻緣線」的儀式採逆向操作，並且加入了「讓人討厭，不喜歡」的儀式。

這些看起來是「新」的儀式其實都是在處理我們生命中的一些基本的命題，例如：



我們需要一些勇氣、需要感情、需要力量或需要得到支持，這些都是基本的情感

需求，上述的案例都反映了在新的社會情境中所產生的一些新的事情，但仔細分

析，人類生命中的這些核心的價值並沒有改變（需要勇氣、感情、力量或得到支

持），所以新的儀式本質上仍是延續了人類情感的核心價值，僅在操作上稍作改

變，我認為 vuvu 活用了這些儀式來因應現代社會的需求，所以 vuvu 執行的這些

都是「活的儀式」。 

第一節 儀式的性質與分類實踐觀察 

分為公共性部落祭儀及私人性的祭儀兩大類，筆者目前共記錄了 5 種共公

性部落祭儀及 13 種私人性的祭儀（見表 3-1）： 

（一）paveve tua vinuluwan ta kasiyu 伐木後，祈求新芽再生之祭儀  

祭儀目的： 

    部落的宗教崇拜除祖靈外，還有天神、太陽神、土地神、農事神、山神、河

神、狩獵神...等等，因為部落原始宗教信仰萬物皆有靈，因此對萬物採取崇敬的

態度而不逾越規矩和禁忌。像伐木或取竹時都必須先敬告當地土地神靈，並以

kiveli
1（請求賜與使用的權力）的方式為之，並重新種植樹苗，作為償還來延續

樹木的生命。 

祭儀步驟： 

1. 敬禱要祭祀的對象，依序是第區的 1.qinaljan 部落、2.ruvuaqan 發祥地、3.vuvu

祖靈、4.qadaw 太陽、5.ivawaw 天上、6.naqemat 造物主、7.qaljuqaljupen 獵

場，由 1.至 7.放置 tjinale 於石塊上。 

2. 等到樹砍倒後，接著誦念禱詞。 

                                                      
1 胡台麗老師認為 kiveli 是「買」的意思。2017/01/24，於筆者口試會場。 



3. 重新將樹苗種回原地，並向第 II 區的 1. puvusam（種籽所有者）、2.putalem 敬

禱。 

祭儀器物種類：tjinale（碎鐵片）。 

祭儀器物製作：無需製作 

祭壇擺設： 

 

 

 

 

 

 

 

圖 4-1 伐木祭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二）vaciqaw / qisaqis 竹子/竹占 

占卜目的：在大麻里部落竹占叫做 qemisaqis，Vuvu Gaitjang 是部落裡唯一會使

用竹占來占卜的人，他在執行斷竹占卜時，詢問求卜人想要詢問的內容後，會拿

出已經削好的竹片來掙斷。經由斷裂的竹子產生細細的纖維，纖維在摩擦產生熱

度下，會形成不同的捲曲或是分岔，在依據這些纖維所造成的不同方向及捲曲程

度來判斷所詢問的問題所獲得的答案。 

占卜的步驟： 



一、伐採竹子：以 kavayan（刺竹）2為主要竹種，選取竹子應注意事項如下： 

1. 在採竹誦念禱詞，祝禱的對象是以採刺竹所在地的土地神靈為主，在祝禱時

同時擲鐵屑，並以 kiveli（請求賜與使用的權力）的方式取竹，且以右手 3 個指

頭取較多的鐵屑來 kiveli。 

2. 採取一年生的 Kavayan，竹子的口徑大約一個成年人拳頭的大小為宜。 

3. 這些竹占用的竹子需由男性來砍伐。 

4. 挑選的竹子末端需是朝向 kacedas（日升的地方）的竹子才可採摘。 

5. 砍竹子時從接近根部起，取每竹節之間長度約 30 公分長，取 5、7、9 節長度

的竹子。 

6. 帶回的竹子從第二竹節下方處鋸斷，依此類推，並用刀剖開成每片帶皮寬約 4

公分長約 30 公分，其中竹子表面有損傷者即棄之不用，以免影響占卜的準確度。 

7. 在上述處理過後的新竹子，取已剖開約 4 公分長約 30 公分的竹片一片，削成

約 0.5 公分寬、長約 30 公分，頌念禱詞並占卜新採回的竹能否可用於占卜。若

經過占卜後可使用即可以下步驟，反之則重新再去採擷新的竹子來占卜，直至可

以使用為止。 

8. 經占卜可使用的竹片，再用繩子吊掛曝曬 3 至 5 天，期間不能被雨水或夜間

露水淋濕。 

9. 曝曬過後的竹片則削成削成約 0.5 公分寬，長約 30 公分竹肉削起但未與竹片

分離，削至剩薄薄的竹皮占卜時備用。 

祭儀器物種類：tinale（碎鐵片） 

                                                      
2刺竹，英文名稱： Thorny Bamboo。學名：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el，禾本科（Gramineae）竹亞科蓬

萊竹屬（Bambusa）。別名：鬱竹、坭竹（台灣竹亞科植物之分類），大勒竹、烏藥竹、雞爪簕竹（竹的種

類及栽培利用），苦竹。原產地：中國東南各省。分佈：原生種，普遍栽植於台灣各地低海拔平地、丘陵，

灌溉溝渠、水塘、住家旁邊栽植。（摘錄自網路：kplant.biodiv.tw/刺竹/刺竹.htm） 

file:///I:/余明旂-碩士論文/4.第四章/kplant.biodiv.tw/刺竹/刺竹.htm


祭儀器物製作：無需製作 

祭壇擺設：無祭壇擺設 



（三）  nua namacay a palisiyan（Smangpoliu）殯葬儀式  

祭儀目的：這個儀式是族人善終後，為其所作的祭祀儀式，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

死者，他已經死亡業已經離開人世間了，祈求他能回到祖靈的聚集處，不要再留

在人間危害世間的親人。 

祭儀步驟： 

1. Pakaljava（kemaljava）儀式:準備一顆帶果托剖開的 saviki（檳榔果實），

裡面要夾有 5 粒 ruvuc（祭珠）用於 pakaljava 的祭祀。並誦念禱詞。 

2. Pakeljan（祭告）儀式: italang ta qinaljan a ljisasaw，使用的檳榔裡面夾有 

3 粒祭珠。並誦念禱詞。（祭告祖靈祭壇 qumaqan、部落祭壇 qinaljan） 

3. Papigacalje（起靈）儀式:qelengan 處，此處使用一個檳榔裡面夾有 5 粒祭

珠。並誦念禱詞。 

4. Patjuamalje tua cacavalje（祭告部落路口祭壇）儀式:诵念禱詞。 

5. Zemepulje（覆土儀式）: i caceveljaveljan 在墓地诵念禱詞。 

6. i depele 回家門祭告儀式:誦念禱詞。 

7. kiqeceng（阻擋邪靈）儀式： pakitjawla tua nakuyakuya 阻擋邪靈。 

8. ljay tu macay imaza ， ljace anavanga cu 儀式:誦念禱詞之後返家。 

9. kisan luqem 運勢儀式：加持儀式。 

10. semuwalap tua palisiyan 儀式：拆除亡者祭壇之儀式。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祭珠）、siqunu （祭

儀專用小刀） 



祭壇擺設：無 

（四）ilapus tua pinacayan 除喪祭祀  

祭儀目的：通常家裡有喪事在出殯後的第三天，後續事情處理完之後就能為喪家

及其親戚或摯友。舉行 ilapus 除喪祭儀，除喪祭祀時，會選擇比較偏僻靠溪流，

人平常較少去的地方施行，將喪家所除之晦氣棄置隱藏於此。 

祭儀步驟： 

1. 首先敬禱 qaljuqaljupen（獵場守護神）。 

2. 在地上擺上 3 塊小扁石，再依祝禱的神靈第 I 區（1）.vuluvulung（元老祖靈）、

（2）.maljaquljaquy（亡魂）、（3）.pusatjang（pukatjunangan 土地所有者）依

序放置 tinale（碎鐵屑）於扁石上。 

3. 接著擺置七塊小扁石於地上，依祝禱的神靈（1.qaljuqaljupen 獵場守護神、

2.vuvu 祖靈、 3.qadaw 太陽、4.ivawaw 在上者、5.naqemati 造物主、6.igawgaw

接納、7.namaljelay 順利）次序放置 tinale（碎鐵屑） 於扁石上。而成的將三顆

檳榔放置在編號 5 的扁石上面，並且在檳榔下方放置 tinale（碎鐵屑），在祭祀

祝禱前所分給參與這次除喪儀式的所有家屬及親人3，握在左手的 tinale（碎鐵屑），

此時依序以左手將 tinale（碎鐵屑）放在此一的石塊（編號 5）上。  

4. 接著 papavanga pinahawa（穿越蘆葦草門 lemawang）的儀式4；除喪祭祀中會

豎立一道用蘆葦草門，接著成一列走至拱型的蘆葦草門前。拱門，喪家在拱門前

排成一列，地上有一道由兩支蘆葦草打過結並在蘆葦草上綁上了祭珠，蘆葦草門

前面擺有剖開且嵌入祭珠的三顆檳榔，檳榔前面則放三塊扁石，除了 ljaljingis

（乾蘆葦草把），用三條細繩綁，分別綁上 五、三、一 顆不同數目的大祭珠），

                                                      
3 親人若無法前來參加 ilapus 除喪祭儀，則可以貼身衣物代替。 
4 papavanga pinahawa（穿越蘆葦草門 lemawang）的儀式，喪者需凶死者才可有蘆葦草門，善終者不需用。 



經過巫師念誦禱詞將 tinale（碎鐵屑） 放在這三塊扁石頭，手持 vutjuvulj 上下擺

動然後將 vutjuvulj 點燃後放在拱門中央，喪家及親屬依序從拱門穿過，並跨過地

上綁有祭珠的蘆葦草心及 vutjuvulj 點燃的火，之後手持檳榔對著喪家畫圈，做潔

淨的儀式。 

5. 潔淨的儀式：在跨過 vutjuvulj 乾草點燃的火之後，喪家及親人排成一列接受

巫師的潔淨儀式，喪家及親人正視前方不可再回頭，此時巫師會拿起穿有五顆、

三顆、一顆祭珠的三支蘆葦草心，向神靈祝禱時，不斷上下揮動，並在蘆葦草灑

上清水，巫師念起禱詞先手持穿有五顆祭珠的蘆葦草從右至左繞著喪家邊念禱

詞邊向著喪家揮動蘆葦草掃除汙穢，將這支蘆葦擲向喪家隊伍的右側身後丟棄，

再取穿有三顆祭珠的蘆葦草由左至右繞回象徵灑淨除穢，將這支蘆葦擲向喪家隊

伍的左側身後丟棄，之後喪家及親人隊伍將雙腳打開，巫師會手持穿有一顆祭珠

的蘆葦草站在喪家隊伍前方念禱詞，手不斷揮圈做整個的除穢最後儀式，再禱

詞誦唸結束前將蘆葦草從喪家及親人的胯下向後丟擲。 

6. 整個儀式才算結束，此時所有喪家及親人都不可以回頭離開祭祀現場。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大小孔目祭珠）、

ljaljingis（細竹枝）、ljaviya（蘆葦草）、vutjuvulj （乾蘆葦草把）、清水。 

祭儀器物製作： 

1. 帶果托的檳榔果實剖開以嵌入小孔目 ruvuc 五粒並夾綁有七粒 ruvuc 的

ljaljingis 共二顆檳榔。 

2. 帶果托的檳榔果實剖開以嵌入小孔目 ruvuc 三粒並夾綁有五粒 ruvuc 的

ljaljingis 共二顆檳榔。 

3. 帶果托的檳榔果實剖開以嵌入小孔目 ruvuc 一粒並夾綁有三粒 ruvuc 的

ljaljingis 共二顆檳榔。 



4. 帶果托的檳榔果實，剖開嵌入小孔目 ruvuc 五粒，需要三顆檳榔。 

5. ljaviya（蘆葦草）共九支，其中兩支較長，其餘六支較短。 

（1） ljaviya 準備兩支較長的，祭珠的使用以大孔目 ruvuc，將此兩支尾端打個

結並將它直立起來形成一道拱門，右邊一支蘆葦草以細繩綁有七粒 ruvuc，左邊

一支綁有三粒 ruvuc，中間打結處綁有五粒 ruvuc。 

（2）再用較短的蘆葦草以兩支為一組，在尾端相互打個結，需要兩組完全相同

的樣式，此兩組蘆葦草的右邊那支以細線綁有七粒 ruvuc，左邊則綁有三粒 ruvuc，

打結處則綁五粒 ruvuc，在祭祀時平放作為第一及第三道的關卡。 

（3）另外三支蘆葦草取草心各穿入大孔目 ruvuc 有 五、三、一 等不同數量的

ruvuc，是為祭祀的第二道關卡作為灑淨除穢用。 

6. vutjuvulj（乾蘆葦草把）一把，約 30 公分長，在此一把乾枯的蘆葦草上用三

條細繩綁有五、三、一 不同顆數的大孔目 ruvuc。 

祭壇擺設： 

圖 4-2 除喪祭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五） pakiluvat 祖先分享祭祀   

祭儀目的：祖先分享祭祀是每年年終前各家獻饌祭拜祖先的一項祖靈祭祀，原住

民傳統文化中沒有掃墓的文化，但分享、獻饌於先人卻有與漢人掃墓慎終追遠、

緬懷祖先的相同意義。 

祭儀步驟： 

1. 手擲 tinale（碎鐵屑）向 qumangan、qinaljan、ruvuaqan、vuvu、aqadaw、ivawaw、

naqemati 敬禱。 

2. 分享祭依祭祀對象一一擺放祭祀獻品 。 

3. 至祭祀處先向 qinaljan 誦唸禱詞並丟擲 tinale（碎鐵屑）。 

4. 第 I 區的祭祀對象 1.pagawgaw vuluvulung 2.maljaquljaquy3. pusaljang 依序

放置 tinale（碎鐵屑）於扁石塊上。 

5. 第 II 區的祭祀對象依序放置 tinale（碎鐵屑）於石塊上。向 qinaljan 等敬禱。

接著，手持 tinale（碎鐵屑）提高手臂向 sinvaitan 祝禱。paqiladjan，在 8 至 19

的祭祀石塊上先全部放置 tinale（碎鐵屑），再一一念出祭祀的對象（包含以前

的四部落頭目）。 

6. 第 III 區的祭祀在祭祀石塊上依序念出祭祀對象並放置 tinale（碎鐵屑）。 

7. 獻饌：將串有切丁之生豬油肉、生豬肝共五塊的竹籤，先在第 I 區（1）依順

序插在 1 至 7，祭祀對象的位置上 。取一串手持上下擺動，誦唸禱詞。接下為

第 I 區的第（2）部分把串肉一一插在 8 至 19。 

8. 在第 III 區及第 IV 區的祭祀石塊上依序插上獻品。 

9. 雙手捧起已柔成圓狀之糯米團敬禱，之後一一放在祭祀對象的石塊上。并念

禱詞。 



10. 獻幣：接著取出一元硬幣握在右手上向祭祀對向敬禱告知後，將一元 paysu

一一放在所有祭祀的石塊上（I 至 IV 區）。 

11. 獻酒：取出一瓶米酒倒些在杯中，一開始對所有祭祀對象右手食指沾酒與拇

指彈酒，並誦禱詞。然後以酒瓶蓋當杯子，一一乘酒放置在所有象徵祭祀對象之

石塊上。 

12. 至最後祭祀禱詞，最後以口中發出「啾」一聲來結束 。 

祭儀器物種類：vawa（酒）、vutjulj kata qacay a lily（生肉肝串）、paysu（錢幣）、

djuadjuway a payday akinesa（糯米飯）、tinale（碎鐵片）。 

祭儀器物製作： 

1. 生三層豬肉、生豬肝切丁，以每支竹籤串有肉與肝間隔串以三、五、七塊為

主的獻品，將分別一一插在象徵祭祀對象的石塊前。 

2. 糯米飯揉成十元硬幣大小的圓球狀備用。 

祭壇擺設： 

 

圖 4-3 祖先分享祭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六）lemayi tua san wmaqan a katjunangan 建屋（破土）除穢儀式 

祭儀目的：建屋前在建地施行除穢的祭祀。施行這個儀式的主要目的，不只是在

藉以清理、掃除建地上的不潔、不淨與不祥的一種除祟儀式。 

祭儀步驟：將一顆帶果托的檳榔以刀剖開，裡面崁入五粒祭珠，主要用途是在建

屋前將此建地及周圍不祥作祟物、晦氣等，經過除穢祭祀，第五步驟 numelak tjen 

alapu ta tjeqenu 時以祭儀專用小刀將祭祀時放置於地上的碎鐵片刮起來集於此

顆檳榔，並腳踏三下，然後將它放置在隱密之處，使所有不祥作祟物無法干擾而

達到驅邪、避祟的平息作用，並使未來的工程進行平安順利。整個祝禱過程除了

祭珠是崁入檳榔中間之外，其祭 祀步驟中祭祀使用的法器皆以一般認為力量最

強的 tinale（碎鐵屑）配合禱詞祝禱來使用。 步驟依序如下： 

1. pasatjang（vuaqan naqemati）祭告創世者 

2. patjumalje tua qinaljan 祭告部落祭壇 

3. papigacalje tua kucukucu nua katjunangan 除去土地上的污穢 

4. venelic tua pinapigacalje 丟棄穢物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祭珠）、siqunu （祭

儀專用小刀）。 

祭儀器物製作：無需製作 

祭壇擺設：無祭壇擺設 

（七）venalid ta sinisanumaq 落成酬神祭儀 

祭儀目的：建屋完成後所作致謝的祭祀。施行這個儀式的主要目的，是對於在建

屋期間受到各方神靈的庇祐，而答謝他們的一種禮敬儀式。 



祭儀步驟： 

祭祀主要分為兩大方向:  

1. i lauze 下方所祈請的對象為下列四類：ljaveljave 水陸邊界、vuluvulung 元老祖

靈、tjemangiyangiya 海浪中間、makalauze 下方祭祀時將 tinale（碎鐵屑）置

於地上四個位置，象徵上述的四個對象。 

2. qaljuqaljupen 上方其祭祀祈請的對象分為：qaljuqaljupen（獵場守護神）、

pulalauljan（保留區）、puvusam（種籽所有者）。 

（1）第 I 區將 tinale（碎鐵屑）先依祝禱的對象 1.ljaveljave（水陸邊界）、

2.vuluvulung、3.tjemangiyangiya（海浪中間）、4.makalauze 下方分別排列於地上

做 venalid 的祭祀繼續誦唸禱詞。 

（2）第 II 區接著於右側依禱詞祈請的對象 1.qaljuqaljupen、2.vuvu、3.qadaw、

4.ivawaw、5.qemati 一一擺置 tinale（碎鐵屑）成一列，接著此右列左上 與右上

各一處擺置 tinale（碎鐵屑）做祈請對象 :6. aqadaw igawgaw、7.vunulay 繼續誦

唸禱詞。 

（3）第 III區接下來另一處接著再依排列祈請四個對象 : 1.ljaveljave、2.vuluvulung、

3.tjimangiyangiya、4.makalauz 繼續誦唸禱詞。 

（4）此時將 tinale（碎鐵屑）放置在以上四個排列祈請對象的下方 5，將砂石、

磚塊放置在下方的 tinale（碎鐵屑）上面，繼續誦唸禱詞。 

（5）再向第 IV 區 qaljuqaljupen 祝禱並丟擲 tinale（碎鐵屑），接著向四個神靈

祝禱續念， 1.qaljuqaljupen、2ruvuaqan、3.vuvu、4.qadaw ivawaw、5.pugusam。 

（6）放置 tinale（碎鐵屑）於上面五處 tinale（碎鐵屑）的下方 6.，並將建材木

等放在 tinale（碎鐵屑） 的上面，繼續誦唸禱詞。  



（7）接著設置家屋祭壇  nu ma tjumaq，puqumaqan tua vuvu sipakaljava tua sapuy

火災、valy 風災、celalaq（zung）雷電。繼續誦唸禱詞即完成祭儀。 

（8）設置家屋遮護 sipakaljava tua nakuyakuya 在家屋門入口阻擋邪氣，留住好

運。繼續誦唸禱詞即完成祭儀。 

祭儀器物種類：tinale（碎鐵片） 

祭儀器物製作：無需製作 

祭壇擺設： 

 

 

 

 

 

 

 

 

 

圖 4-4 建屋致謝祭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八）paqumaqan a palisiyan ta vuvuv 安置屋內守護靈祭 

祭儀目的：建屋後則施行安置屋內「守護靈」之祭祀，這種祭祀行為在現代原住

民族中仍是一項重要的巫術祭儀。安置屋內「守護靈」祭其施行其主要目的不只

在藉以清理、掃除建築物之不潔、不淨與不祥的一種除祟儀式更是透過巫師口頌

祝禱以檳榔作為象徵物來祈請祖靈、神靈賦予力量，使建屋的材料能發揮本身的

力量，並使得建屋後家中獲得祖靈、神靈護佑得到平安。 

祭儀步驟： 

1. 安置守護靈之前先做攘拔除穢（kemitjing ; papiljacad）祭祀，patjumalj 敬禱

告知祈請的神靈：qinaljan （部落守護神）、ruvuaqan （陸發岸發祥地神靈）、

navuvu（祖靈）、qadau（太陽神）、vawaw（在上之靈）。 

2. 屋內祖先座席 adrung 處，做祖靈的安置 paqiladj，在此邊將右手握 tinale（碎

鐵屑）反時間方向轉三圈，並拋擲 tinale（碎鐵屑）祈請，並誦念禱詞。 

3. 然後將一顆已剖開的檳榔裡面夾又三粒祭珠和綁有五顆祭珠的 ljaljingis 放置

於 adrung 祖先作席裡面，續念禱詞。 

4. 面向 adrung，禱詞念誦至尾時漸走至 adrung 下方，續念禱詞。 

5. 向 qinaljan 祝禱，面向門前外，續念禱詞。 

6. 向四部落頭目亡靈 paqiladj，續念禱詞。 

7. 於屋簷上安置 paqiladj，將四顆模擬象徵部落頭目的檳榔，依禱詞唸及頭目名

稱按序擺在屋簷上，祈請庇佑，念畢禱詞即結束。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祭珠）、ljaljingis 

（細竹枝）、adrun（祖先座席）。 

祭儀器物製作： 



1. 家屋門檻外兩側：由裡向外，右側地上置一個已剖開的檳榔，其中放入祭珠

ruvuc 三粒，檳榔中夾有一支 ljaljingis，ljaljingis 是由細短竹支約三公分長，上

端剖有裂縫，由五粒祭珠經細線穿起繞綁於竹支的上端使餘線夾在竹支裂縫固定

之。左側亦放置一顆檳榔，其中放入祭珠一粒，檳榔夾一支穿有三粒祭珠的

ljaljingis。檳榔在門檻兩邊的擺置上其檳 榔的果蒂皆朝向門的入口。 

2. 屋外入口大門：由裡向外，右側地上置一顆檳榔夾有五粒祭珠及繞有七粒祭

珠的 ljaljingis 一支，左側為一顆檳榔夾 3 粒祭珠及繞綁 5 粒祭珠的 ljaljingis 一

支，兩側中央置一顆 檳榔夾有 1 粒祭珠及綁有 3 粒祭珠的 ljaljingis 一支。屋外

入 口大門檳榔的擺置其檳榔果蒂朝向大門外。 

3. 置一個 adrung 固定於屋內正廳高處的牆角，為迎請祖靈的重要處。adrung 為

一竹製約 十公分高，直徑比製作的竹杯較寬，上端鑿有孔方便吊掛，裡面置有

一顆檳榔，之中夾有祭珠三粒及上端綁有五粒祭珠的 ljaljingis 細竹枝一支。 

4. 家屋屋簷上方是祈求上蒼庇佑最重要之位置，其使用的祭珠亦最多，此處置

一顆檳榔其中夾有五粒祭珠及綁有七粒祭珠的 ljaljingis 一支。另外，有四顆檳榔

夾有祭珠各五粒，作為祈請村內四部落頭目亡靈。祭祀儀式中檳榔顆數及祭珠的

使用隨建築物的通道與進出路口擺置之方位而異，剖開的檳榔所崁入的祭珠及

ljaljingis 使用的祭珠數量以一、三、五、七等奇數，權衡擺放位置的重要性其使

用之顆數也互異。 

祭壇擺設：無祭壇。 

（九）papigacalje 起靈招魂 

祭儀目的：papigacalj 指的是「起靈招魂的巫術」，在部落這是一種常見的巫術，

其儀式主要運用在巫師對一般人受到驚嚇、失神或因車禍情緒、心理不安或魂魄

離身的現象或是因病患自我感覺受到不明原因的神、靈碰觸，產生的心理或情緒



不安寧，這以上這些情況下會施行「收驚安魂術」用來種召喚離身的靈魂歸位，

並做靈力的增強，使不安的情緒或感覺獲得安寧。 

祭儀步驟： 

1. 受巫者離開事故現場在家中的祭祀，念祝禱的禱詞，並同時丟擲碎鐵屑。 

2. 至事故現場施巫與受巫者同行。 

3. 第 I 區依圖上次序將碎生鐵置放於祭祀對象的石塊上，念祝禱的禱詞。 

4. 第 II 區依圖上次序將碎生鐵置放於祭祀對象的石塊上，念祝禱的禱詞。 

5. 在念祝禱詞的同時，將碎生鐵至於第 II 區前空位。 

6. 取出祭儀專用小刀剛將置於空位之碎生鐵刮起，放入一顆已剖開的檳榔裡。 

7. 刮起碎生鐵後，施巫者右腳在地上踏三下。此時返回受巫者家中，途中受巫

者不可回頭。 

8. 返回受巫者家中，手握帶回的檳榔，口誦禱詞，最後對車禍事故人發出四次

噗的聲音，讓在事故現場帶回的魂魄得回歸身體。 

9. 對受巫者兩肩及前額施行 semangluqem 增強靈力的儀式。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siqunu （祭儀專用小刀）。 

祭儀器物製作：無需製作。 

 

 

 

 



祭壇擺設： 

 

 

 

 

 

圖 4-5 收驚安魂祭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十）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 除病祭   

祭儀目的：除病祭儀的施作之前要先透過竹占來判斷病因之所在，有時病因並非

真正出自身體生病的不適，而出在自家祖先的暗示或其他不善之靈所侵擾，使身

體不舒服或呈現相似生病的狀態，經由占卜找出病因是巫師一般常做的，其醫治

的方法則依其占卜來做必須的祭祀，例如給病人做 ilapus 解脫來自外在的侵擾，

或給祖先做 pailuvat 的施食等，對於身體出毛病除了醫藥治療外，會施以護身符

請求善靈給於護佑，使得病人早日康復。 

祭儀步驟： 

一、去除病兆 

1. 向 patjumalj ta qumaqan 屋內祖先及 palisiyan 祭祀神位告知。 

2. 向 qinaljan 部落神靈，於門口外，祝禱時並以 tinale（碎鐵屑）丟擲。 

3. 誦念禱詞之後，拿起象徵祈請對象之所有檳榔於門口外祝禱。 

4. 接著轉至屋內告知祖先及祭祀神位接下來要做 ilapus 的儀式。誦念禱詞。 



5. lemapus 對病人除去病症：此時手握之所有檳榔按在病人頭上然後順著左肩向

下至手背，在順右肩向下至手背處做 ilapus 卸除的動作。然後再邊念禱詞，邊以

手握的檳榔從頭部開始再下來至胸部 再至腹部來卸除病兆。之後取出祭儀專用

小刀先念禱詞，再以祭儀專用小刀順著病人左手中指而作 alapu na caviljuqan（去

除的動作）。嘴吸氣發出「啾」一聲，象徵已除去病兆。 

6. 做完去除病兆的動作立即將檳榔一併帶至偏僻處作祭祀。 

二、祭祀的步驟與禱詞 

第 I 區的祭祀  

1. qemizing tua qinaljan 驅除部落障礙。 

2. qemizing tua katjunangan 驅除土地障礙。 

3. patjumalje 祭告。 

4. paljatjuljalj 禱詞。 

5. venuljuqan ta itjunganan 禱詞，qimitjing 三次。 

6. 接著是上方 I 之 B 區三塊扁石，依祝禱對象 1.pagawgaw、2.vuluvulung、3.imaza 

maljaquljaquy 在此亡者一一放置 tinale（碎鐵屑） 於三個石塊上。續念禱詞。 

7. 接下來是下方 I 之 A 區七塊扁石，祝禱時依祝禱的 1.qinaljan , 2.ruvuaqan , 

3.vuvu , 4.qadaw ,5. ivavaw ,6. qemati ,7.qadaw saigawgaw 順序一一放置 tinale（碎

鐵屑）於七個石塊上並續念禱詞。 

第 II 區的祭祀 

1. 接下來取第一顆檳榔 aicu sinapitju cu 這一顆為第七顆，念完禱詞。將此第一

顆檳榔由右至左放在 II 之 B 區的較大石塊上。 



2. 然後取第二顆檳榔 na patalatalaq，念完禱詞。將第二顆檳榔依序擺在 II 之 B

區的石塊上。 

3. 繼續取第三顆檳榔 nasepaljing，念完禱詞。將第三顆檳榔依序擺在 II 之 B 區

的石塊上。 

4. 第四顆檳榔 aicu tinulima， aicu linave tjinatjulu，念完禱詞。將第四顆檳榔依

序擺在 II 之 B 區的石塊上。 

5. 第五顆檳榔 aicu linava，念完禱詞。將第五顆檳榔依序擺在 II 之 B 區的石塊

上。 

6. 第六顆檳榔（將第六顆帶果脫其下沿綁有五粒祭珠） a vuvu ataman miniyala cu，

念完禱詞。將第六顆檳榔擺放在 II 之 B 區的石塊下排右側。 

7. 此時對 II 之 A 區石塊 qimitjing 三次，右手持 tinale（碎鐵屑）速左傳三圈。

將 II 之 A 區石塊立起緊貼放在 II 之 B 區石塊的下方。再取三塊扁石排列在 II 之

A 區石塊的下面。 然後將 tinale（碎鐵屑）放在 II 之 A 區石塊上，續念禱詞。 

8. 此時在 II 之 A 區石塊下的三個小石塊依禱詞念誦放置 tinale（碎鐵屑）。（放

置的次序為 1、3、2。） 

三、禱詞結束，再做返家後的祭祀。 

1. 返回至 cacavalj maqcuvucuvung，續念禱詞。 

2. 返回至 tingting vayvay（paljeng）屋簷，續念禱詞。 

3. 在屋內 palisiyan（神龕）前置一張椅子，使病人坐下，巫師手持 tinale（碎鐵

屑）在病人額頭祝禱。此時巫師手勢從額頭像戶外將 tinale（碎鐵屑）丟棄。 

4. Qumaqan 屋內祝禱。 

5. sitavacalj cawcaw 祝禱。 



6. 手丟擲 tinale（碎鐵屑），手持 tinale（碎鐵屑）先點右肩再點左肩，並停住

於左肩上手移至頭部。 

7. 睡房 qalengan 祝禱。完成儀式。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祭珠）、siqunu （祭

儀專用小刀）。 

祭儀器物製作： 

1. 用於 napatalaq 儀式中的檳榔帶果拖，剖開且嵌入七粒祭珠。  

2. 用於 qumaqan、sinvalidan、layalj 儀式中的檳榔帶果拖，剖開嵌入三粒祭珠。  

3. 用於 paljeng、inilumuwan 儀式中的檳榔帶果拖，剖開且嵌入五粒祭珠。 

4. 用於 qinaljan 儀式中的檳榔帶果拖，剖開且嵌入五粒祭珠。檳榔果拖的下沿

則用細繩穿入五粒祭珠繞綁固定。 

祭壇擺設： 

 

 

圖 4-6 除病祭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十一） 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 除重病祭祀  



祭儀目的：與上一個祭儀相同，差異在疾病程度的輕重。 

祭儀步驟： 

一、去除病兆 

1. 向在地安立之神位或靈位祝禱 （病人住家則向神龕）手執 tinale（碎鐵屑）

向 palauwan 丟擲。 

2. 面向神位或靈位續念禱詞，手擲 tinale（碎鐵屑）。 

3. 將七顆檳榔用紙張依序排列包起成橫向（紙張開口處檳榔一一排列） 雙手握

住紙包的檳榔朝向神位或靈位，雙手邊上下擺動，口邊念禱詞。 

4. 將上述之紙包之七顆檳榔，移至病人所在處。 

5. 雙手握持著檳榔放在依序放在病人額頭、右肩、左肩、喉嚨、腹部、右手臂、

左手臂、最後在病人的左手中指將檳榔與祭儀專用小刀同時拔出。 

6. 接著誦念禱詞： 雙手握持著檳榔放在病人右肩慢慢向下滑至右手指尖，邊念

禱詞，雙手轉至左肩，慢慢向下滑至左手指尖，邊唸著禱詞，雙手轉至額頭，

續念禱詞，移至喉部，續念禱詞，由喉部向下滑至腹部，移至右手臂向下滑，

移至左手，取出祭儀專用小刀後右手持之，刀口朝外側壓在紙包上，紙包之七顆

檳榔用雙手之拇指與食指在左手背壓住，同時抓住病人之左手中指上下輕擺，口

續念著禱詞，將病兆順中指將祭儀專用小刀與紙包的檳榔一同拔出，同時口中發

出「啾」的拔出聲。 

7. 做完去除病兆的動作立即將檳榔一併帶至偏僻處作祭祀。 

二、祭祀的步驟 

第 I 區的祭祀： 

念禱詞拇指與食指抓 tinale（碎鐵屑）轉圈三次共兩次且依序代表之神祉對象



paigawgaw、 vuluvulung、maljaquljaquy、pusatjang（pukatjunangan）土地神，

位置之石塊上放置 tinale（碎鐵屑）第 1~3 個第 I 區石頭上。 

第 II 區的祭祀： 

接著在第 II 區的石塊代表的神靈對象依序 1.qinaljan、2.ruvuaqan、3.vuvu、4.qadaw、

5.ivawaw、6.qemati、7.kasaigawgaw ，放置 tinale（碎鐵屑）第 1~7 個第 II 區石

頭上，雙手舉起紙包之檳榔上下擺動，並繼續念禱詞。 

第 III 區的祭祀： 

1.先將 tinale（碎鐵屑）放在兩個石塊上，右手取第一顆嵌有七粒祭珠的檳榔，

上下擺動邊念禱詞將此顆檳榔放在第 1 個石塊。 

2.取第二顆嵌七粒祭珠的檳榔，上下擺動邊念禱詞將此顆檳榔放在第 2 個石塊。 

3.取第三顆嵌七粒祭珠的檳榔，上下擺動邊念禱詞將此顆檳榔放在第 3 個石塊。 

4.取第一顆嵌五粒祭珠的檳榔，上下擺動邊念禱詞將此顆檳榔放在第 4 個石塊。 

5. 取第二顆嵌五粒祭珠的檳榔，上下擺動邊念禱詞將此顆檳榔放在第 5個石塊。 

6. 取第三顆嵌五粒祭珠的檳榔，上下擺動邊念禱詞將此顆檳榔放在第 6個石塊。 

7. 取嵌有五粒祭珠的檳榔，上下擺動邊念禱詞將此顆檳榔放在第 7 個石塊。 

第 IV 區的祭祀： 

1. 此時手握住 tinale（碎鐵屑）向第二區前滑撒 tinale（碎鐵屑），並手取 tinale

（碎鐵屑）右轉三圈，另取一塊稍大石塊置於第 III 區前，大石塊前再擺三個扁

的小石塊。  

2. 先將 tinale（碎鐵屑）放在大石塊上面，然後口誦禱詞的同時取 tinale（碎鐵

屑）放在第 1~3 的小扁石上，最後取 tinale（碎鐵屑）向前丟擲。然後返回病人



處。 

三、返回病人處之祭祀 

1. 第一次右手取 tinale（碎鐵屑），將手放在病人頭上腦門並念禱詞，將 tinale

（碎鐵屑）向左側丟擲，續念禱詞，第二次取 tinale（碎鐵屑）擲向神位，續念

禱詞，第三次右手取 tinale（碎鐵屑） ，將手放在病人頭上腦門，再向神位擲 tinale

（碎鐵屑），續念禱詞，第四次右手取 tinale（碎鐵屑），將手放在病人頭上腦

門，再向神位擲 tinale（碎鐵屑），續念禱詞，第五次右手取 tinale（碎鐵屑），

將手放在病人頭上腦門，病吹上一口氣，再向神位擲 tinale（碎鐵屑），續念禱

詞。 

2. 病人換另一座位，祭司向 ruvuaqan， qadaw，qemati 敬禱續念禱詞，回到病

人處，手執 tinale（碎鐵屑）由左肩轉向右肩，再轉至腦門祝禱，最後口中發出”

噗”一聲而完結。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小孔目祭珠）、

siqunu （祭儀專用小刀）。 

祭儀器物製作：檳榔七顆，其中三顆剖開且嵌入七粒祭珠，並在尾部中央削掉作

為記號。其中三顆剖開且嵌入五粒祭珠，並在尾部側邊削掉作為記號。最後一顆

則不做任何記號的檳榔嵌入三粒祭珠。 

祭壇擺設： 

 

 

 

圖 4-7 除重病祭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十二） papuluqem 護身符（增強靈力的巫術）  

祭儀目的：luqem 這個字的主要有兩個意思：一指，源出於自身，也就是一般所

謂靈魂的力量；另指的 papuluqem，乃是經由巫師在繁複的祭儀中，利用祭祀禱

詞來祈請神靈庇佑，把附加了靈力的護身符，製作並授予受巫者，護身符通常懸

掛在胸前或可置於器物上。製作護身符整個祭祀儀式過程繁複，其過程中還包含

了對人身或器物之「除穢、阻隔」的祭儀，阻絕不善的力量其中還包含他人之妒

忌心在內，使受巫者免於受到侵擾與傷害等，主要目的就是在保護人及物之內在

靈力，來增強靈力的祭儀。 

祭儀步驟： 

1. 首先向屋內所拜神明及祖先牌位（qumaqan）祝禱，祝禱的同時也一邊丟擲碎

鐵屑，祝禱結束也要擲碎鐵屑。 

2. 向室外之部落神靈（qinaljan）、發祥地神靈、祖靈、太陽神、在上之靈、造物

者等，祝禱的同時邊丟擲碎鐵屑，祝禱結束也要擲碎鐵。 

3. 再至屋內祖先牌位及所拜之神明，取出準備當護身符用的檳榔（裡面夾有 3

粒祭珠及 1 枝 ljaljingis），向祖先及祭拜的神明祝禱。 

4. 再走到戶外拿著這顆檳榔向部落神靈、發祥地神靈、祖靈、太陽神、在上之

靈、造物者等祝禱。 

5. 右手持碎鐵屑對紅色袋子左轉三圈將碎鐵屑丟擲，接著將夾有 ljaljingis 的檳

榔再持碎鐵屑左轉三圈，將護身符置於紅色袋子。 

6. 增強人身的靈力並將護身符碰觸著受巫者並祝禱。 

7. 進入車內，對護身符的吊掛處祝禱，並持碎鐵屑對吊掛處左轉三圈，然後將

護身符掛於車內。 



8. 對車身做除穢的祝禱，並手持碎鐵屑進入車門內轉一圈。 

9. 將汙穢集於檳榔中，並誦念禱詞，手持碎鐵屑左轉三圈，再持碎鐵屑左轉三

圈三次，把除穢之檳榔塞入隱蔽的洞孔之中，儀式即完成。 

祭儀器物種類：aviq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小孔目祭珠）、

ljaljingis（細竹枝）。 

祭儀器物製作：帶果托二顆檳榔剖開後分別嵌入三粒、五粒小孔目 ruvuc，嵌入

三粒的檳榔再夾綁一支有五粒 ruvuc 的 ljaljingis（作為護身符用）另一顆則用來

除穢和阻隔用。 

祭壇擺設：無祭壇擺設。 



（十三） patjatjengelay kata lusu paputjalan（lusu 舊路）聚合與牽姻

緣線  

祭儀目的：「姻緣聚合巫術」稱 patjenglay，這是運用相互交感作用的模擬原理

來行之。而此項巫儀使用的情事，往往是男女雙方之間的感情因素，當男女雙方

有意成雙，但有一方卻遲遲不明確表態表時，或是單獨一方有意與另一方交往，

或夫妻雙方，其中一方感情淡卻為了避免產生兩者之間的嫌隙進而發生不幸分離

等，其一方皆可藉「姻緣聚合巫術」使彼此雙方感情之事得到進展或更加好合。

此項巫術通常會與另一巫儀「rusu papudalan 」合併使用。此祭儀只使用珠子

ruvuc，只祭告 qinaljan 

祭儀步驟： 

1. 邊丟擲 tinale（碎鐵屑）邊口誦禱詞，稟告 qinaqljan、 ruvuaqan、 vuvu、 qadaw 、

ivawaw、 naqemqti。邊念禱詞邊丟擲 tinale（碎鐵屑）、取 tinale（碎鐵屑）順

時鐘轉三圈共三次擲出。 

2. 祭祀第 I 區並念禱詞敬禱要祭祀的對象，依序是 1.siingpaqagawven、2.tjisalan 

gulugulung、3.maljaquljaquy、4.pusaljang 由 1 至 4 放置 tinale（碎鐵屑）於石塊

上。 

3. 祭祀第 II 區並念禱詞敬禱要祭祀的對象，依序是 1.qinaljan、2.ruvuaqan、3.vuvu、

4.qemati、5.qadaw、6.qadaw saigawgaw、7.maljelay、由 1 至 7 放置 tinale（碎鐵

屑）於石塊上。 

4. 祭祀第 III 區並念禱詞，先置 tinale（碎鐵屑）於石塊中央，取第一顆夾有紅

色花瓣（象徵施法的對象）的檳榔上下擺動，口唸禱詞，之後把它放在石塊中間。

取第二顆檳榔，頌念禱詞，唸畢將檳榔放置在第 I 區的 4 石塊上。取第三個檳榔，

續念禱詞，唸畢將檳榔放置在第 I 區的 5 石塊上。取 tinale（碎鐵屑） 丟擲，



向 qinaljan、ruvuaqan、qemqti 等敬告祝禱。取第四顆檳榔，手上下擺動，誦唸

禱詞，之後將 tinale（碎鐵屑）放置在第 III 區夾花瓣的檳榔周圍，手上下擺動，

繼續誦唸禱詞，之後將第四顆檳榔放置在夾有花瓣的檳榔旁 2，取第五顆檳榔，

誦唸禱詞放置第五顆檳榔於在夾有花瓣的檳榔旁 3，取第六顆檳榔，誦唸禱詞將

最後一顆檳榔放置於夾有花瓣的檳榔旁 4。 

5. 第 IV 區的祭祀取起 rusu paputjalan 法器上下擺動，唸完禱詞將 rusu 

paputjalan 擺放於進入住家主要通行路線之側邊，七粒祭珠朝屋外方向，即完成

儀式。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小孔目祭珠）、

ljaljingis（細竹枝）、vuljangaw（無刺紅花）。 

祭儀器物製作： 

1. 共使用六顆 saviki，其中五顆剖開裡面崁入五粒 ruvuc，另外一顆則在剖開的

檳榔裡面夾有一朵 vuljangaw（無刺紅花）瓣及七粒祭珠，此夾有花瓣的檳榔象

徵被施法的對象。 

2. rusu paputjalan 是以一條細的麻線約三十公分長，穿有 ruvuc 將 ruvuc 分成三

段，每段的距離約六公分，第一段為七粒祭珠，第二段為五粒祭珠，第三段為三

粒祭珠，成一直線擺放在求法者的家屋外面一處人人進入其家屋所必經的路上，

有象徵引路、造路、牽姻緣線之意。 

  



祭壇擺設： 

 

 

 

 

 

圖 4-8 聚合與牽姻緣祭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十四） Ruvuaqan 發祥地祖靈祭  

祭儀目的： 

希望後代子孫，緬懷艱辛創建 tjavualji 部落的開基先祖，以及 Ruvuaqan 發

祥地石生系統的祖先，並祈求祖靈對部落族人的庇佑。 

祭儀中斷原因： 

根據 vuvu 的口述，具體的時間已經不可考，以前部落收穫祭前都會前往

Ruvuaqan （陸發岸）發祥地祭祖，最後一次到陸發岸祭祖時，在回程時走到北

里溪北岸的 palamupang 之地時，有個叫 Venariw（芬那流）的族人不知何故猝

死在這個地方，這種猝死在外地，屬於兇死，依部落的習俗須採取野葬，在這個

突發事件之後，部落內就未有人再提及前往陸發岸發祥地祭祖之事，小米收穫祭

向陸發岸發祥地的報信祭祖從此中斷5，報信活動有一段時間只到北里橋為止就

折返部落，現在的收穫祭報信活動更是縮限到只在部落的內部範圍。 

                                                      
5
 根據陳利友女士口述，她年輕時聽長輩說當初會不去發祥地祭祖儀式的終止原因，是因為卑南族的祖靈

不願意讓排灣族到發祥地祭拜祖靈，所以才會有 Venariw猝死事件，有這一種說法， 2016/10/21，於太麻

里家中。。 



祭儀復振緣由： 

透過大王社區發展協會參與 104 年台東縣新故鄉社區營造點徵選「大王部落

恢復陸發岸發祥地祭祖活動」計畫案獲台東縣政府的補助，大麻里部落主席林正

秋乃要求 vuvu 以拉竹占問卜，詢問重返發祥地祭祖是否可以成行，獲祖靈同意，

在 2015 年 5 月 30 日先在北里溪北岸 Palamupang 設置祭祀 Venariw 的小祭壇，

同年 6 月 6 日 vuvu 在發祥地拉竹占卜來確定石碑位置，同年 6 月 20 日豎立起祭

祖及部落遷徙路線圖的石碑，同年 7 月 5 日先做幫祖靈安座的祭儀，同年 7 月 7

日大麻里部落族人，前往發祥地祭祖。並定於每年 7 月 7 日為祭祀發祥地祭祖的

日子。 

祭儀步驟： 

1. Venariw（芬那流）6的小祭壇。 

2. Ruvuaqan
7發祥地祖靈祭屋。 

3. qadawayan
8祖靈祭屋。 

4. qaljuqaljupen
9
 發祥地該地獵區神靈祭屋。 

5. vuvu（ivawaw）10
 在上之祖靈祭屋。 

6. ljamljam
11界神（山與海神靈路線）祭屋。 

7. 祭祀右臨的知本部落（sqalo）及建和部落（kasavakan）的小祭壇。 

祭儀器物種類：vutiti 幼小檳榔 （祭祀獻品）、大粒檳榔（老且硬不食用）、小

                                                      
6 最後一次到陸發岸祭祖時，在回程時走到北里溪北岸的 palamupang 之地時，有個叫 Venariw （芬那流）

的族人不知何故猝死的立碑處。 

7 主要是供奉發祥地祖靈，祭祀登陸時期的祖先。  

8 是石生系從發祥地遷徙的第二個地點，在陸發岸後面山石生系的部落，大麻里部落族人，則叫該地為

alawayan，這個祖靈屋是祭祀 alawayan 地的祖先。 
9 qaljuqaljupen 土地神祭屋，此祭祀該地的區域土地神靈。 
10 vuvu （ivavaw） 指的是祭祀在上之祖靈。 
11 ljamljam 界神 vuvu 說是山與海間的路是神靈走的路線。 



米糕（祭祀獻品）、小米水（小米浸泡過的水）、draur 樹葉（為必用的辟邪葉

子，祭祀時已小米水倒入葉子上）、香蕉葉 （墊小米糕用）、檳榔葉（祭祀時

用於圍繞 ljaljingis 及小米糕獻品）、ljaljingis（分為 三、五、七顆 等不同數量

的祭珠）、祭珠（大目、小目）、tinale（碎鐵屑，靈力較強且必備的祝禱法器）。 

祭儀器物製作： 

1. 採取幼小檳榔 vutiti 剝下帶果托的完整顆粒，將每顆小檳榔用祭儀專用小刀

剖開，然後崁入小目祭珠一粒作為祭祀用途。 

2. 小米煮熟後做成扁形約一個手掌的大小的小米糕，準備的數量共六個小米糕，

將它放在以香蕉的葉片上，其中五個小米糕上面擺放七顆嵌入一粒祭珠的小檳榔

排成一列，第六個小米糕則擺置九粒小檳榔，來作為在祭祖石碑處的最崇高之祭

祀，小米糕在祭祀時的擺放檳榔果托朝向自己。 

3. 採刺竹細竹枝截斷成每支約十五公分長，共準備十八支用來製作 ljaljingis。

其製作過程：先削出細長竹片十八支，然後穿入大目祭珠，將之分成三組， 穿

入七顆祭珠的細長竹片有六枝、穿入五顆祭珠的六枝、穿入三粒祭珠的六枝，如

此共十八支。之後，把所有十五公分長的 ljaljingis 的另一端微微剖開，分別將已

穿入祭珠的細竹片繞綁於剖開的那端固定之，成為祭祀用的 ljaljingis，然後將三

組七、五、三等祭珠顆數的 ljaljingis 分別放好，透過祭祀禱詞在獻品的右（七

顆）、左（五顆）、中（三顆）祭珠等，發揮阻隔其他邪靈異類搶食的作用。 

4. 檳榔樹葉摘取完整長條葉片共六片，祭祀時作為圍繞小米糕及 ljaljingis 用，

具有阻隔的用途。 

5. draur（宜梧）12樹葉是為小米收穫祭典儀式時必定要用的植物葉子， 不可以

                                                      
12
宜梧，英名 Oldham elaeagnus。學名 Elaeagnus oldhamii Maxim. 。別名：銀梧（台灣名）、椬梧、山雞脖、

俄氏胡頹子、豎叢宜梧仔、雞合頭、柿糊、軟枝椬梧、白葉刺、福建胡頹子、鍋底刺、蒲頹。 原產地：臺

灣及中國東南各省。分布在台灣多生長於平地到中海拔 2,000 公尺山區之河床、海濱、丘陵地及山坡地之

再生林中。 



用其他樹葉替代，祭祀時供奉的小米糕前面將此樹葉 剝下擺置成圓形狀，小米

水倒入 draur 的樹葉上作為供奉。 

6. vutjulj kata qacay a lily 煮熟的豬肉及肝等內臟。 

祭壇擺設： 

圖 4-9 發祥地祖靈祭祭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十五）emaljup 狩獵祭  

祭儀目的：Tjavualji部落的傳統狩獵祭儀，時間一般都是在小米收穫祭之前舉行，

狩獵祭（emaljup）結束後緊接著的就是小米收穫祭（venarasa），在過去這一連

串的祭儀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來舉行，由於時代的變遷族人生活方式相異於過往，

如今所舉辦的狩獵祭活動只有短短數日就結束了，雖如此但 Tjavualji 部落目前

仍保存著傳統狩獵的祭祀儀式呢。 

祭儀步驟： 

1. 男子上山狩獵前所有人員皆集合在巴拉冠（palakuwan）前的廣場，參與活動

的年齡層級是青少年級（valalisen）以上的層級。 

2. 出發前祭司在廣場中先行祭祀，首先行「祭告祖靈與善神」的儀式，祭祀過

程中祭司預備有近 30 顆剖開的檳榔，檳榔中置有 ruvuc（小孔目祭珠），祭祀時

按祭祀的對向由上至下，左右兩邊，先放置 tinale（碎鐵屑）然後擺上檳榔，擺



置的檳朗顆數或三或四或五或七等皆不可錯亂，祭祀時祭司專注而誠敬，聲音時

而低沉時而高昂，邊口唸經咒，邊手擲 tinale（碎鐵屑）以 mialjup 善神為先。 

uli    vaikanga  men  a muli  inavang  a maletiyatimalji  a quljavan 

將要   前去     我們   尋找  蘊育的    不同的        顏色 

a quvaljan  a  qimang   ulja   su  si pavai  su sipakicacevung 

毛髮      珍貴獵物  希望    祢   賜予      送上            

tjanuamen  

我們 

2. 然後向 qaljuqaljupen，ruvuaqan，vuvu，qadaw，puqayam 神祇以及頭目先祖

等做有秩序的祭祀，接著手持葦草對上山狩獵的人員進行 semapalra，patjal（隔

離、淨灑）的祭儀，以蘆葦草先做圓形圍繞行「阻隔」，然後對槍枝行「除穢隔

離」儀式，整個祭祀過程結束後，獵人才集體出發上山。 

3. 獵人上山時改為帶著經過祭司加持具保佑力量的檳榔放置於山中所搭建的寮

房內，獵人上山不僅僅只是狩獵，而是一項教育與訓練。 

4. 獵人狩獵歸來， 在接近部落的入口處時，會大聲的以 ho 聲呼喊，部落族人

聽見呼聲的次數便能立刻知曉所獲得的獵物，vuvu 與男性族人會在入口處迎接，

在入口處祭司會對獵人行 pacacier，paitjala（阻隔祭儀），然後與獵人一起回巴

拉冠，在巴拉冠廣場門口，婦女們早已列隊等待迎接，獵物置於 palakuwan 廣場，

在男人狩獵的期間婦女則是在家製做 qavay（小米糕），將做好的 qavay 置於

palakuwan 廣場中，然後祭司行（回饋）祭儀，頭目及所有族人於青年會廣場中

共同分享。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果實）、tinale（碎鐵片）、ruvuc（小孔目祭珠）、

qavay（小米糕）、ljaviya（蘆葦草）。 



祭儀器物製作：無 

（十六） similap ta qinaljan 部落除穢祭儀  

祭儀目的：部落除穢祭是一種為公眾所施行的祭儀，這個儀式是在每年的狩獵祭

與收穫祭之間進行。此祭儀除了掃除過去一年中部落的不平靜外，祭司並且在部

落的六處入口立下祭壇和設置弓箭，作為防護的無形力量，藉著召請神靈及念誦

禱詞的力量，來啟動所設置的弓箭，形成象徵性的反制力量，對於想侵入部落的

惡靈及作祟物形成反制，使這些不好的東西能避而遠之，來達到驅邪、避祟、禳

災的作用，讓收穫祭的進行及部落未來一整年都可以獲得庇佑。 

祭儀步驟： 

一、出發前手持 tjaluvu 蘆葦草念禱詞，ㄇ型祭屋的檳榔擺置，祭屋設置於六處

入口地點。 

1. puqumaqan：小型祭屋裡面的扁形石塊放置一顆檳榔，檳榔之中嵌有五粒祭珠 

ruvuc 並夾有五粒祭珠的 ljaljingis 一支。念禱詞時，右手將靈力強的 tinale（碎

鐵屑）放入 puqumaqan 祭屋裡的檳榔前。 

2. 祭屋頂上 caljup ： 放置一顆檳榔，這顆檳榔剖中夾有五粒祭珠及七粒祭珠

的 ljaljingisu 一支。 

3. 門檻 cacavalj：由祭屋裡向外，右邊一顆檳榔夾有五粒祭珠及七粒祭珠的

ljaljingis 一支。左邊一顆檳榔夾三粒祭珠及五粒祭珠的 ljaljingis 一支。 

4. 屋簷下 paljeng（tenten vayvay），右邊一顆檳榔夾有五粒祭珠及七粒祭珠的

ljaljingis，中間的檳榔夾一粒祭珠及三粒祭珠的 ljaljingis 一支，左邊的檳榔為一

顆夾有三粒祭珠及五粒祭珠的 ljaljingis 一支。 

5. ㄇ型祭屋的祭祀步驟，邊念禱詞而右手邊向祭屋丟擲 tinale（碎鐵屑），右手



持 tinale（碎鐵屑）向祭屋速左轉三圈，然後將 tinale（碎鐵屑）置於祭屋裡的

一塊扁石上，之後在祭屋前地上左側三處擺置 tinale（碎鐵屑）1、2、3，祭祀

對象 1.為 vuluvulungan、2 為 maljaquljaquy、3 為 pusaljang，然後依順序續念禱

詞。祭屋左側之禱詞誦完，接著於祭屋右側擺置八處的 tinale（碎鐵屑），其排

列方式為，邊念禱詞邊照排列的順序放置 tinale（碎鐵屑）。部落守護神祇的祭

祀，右手取一顆檳榔，上下擺動，續念禱詞此時，將此顆其中嵌有三粒 ruvucru，

並夾有五粒祭珠的 ljaljingis 一支的檳榔，放入祭屋內的扁石頭上，之後將 tinale

（碎鐵屑）放在檳榔的上面，接著續唸禱詞。祭屋門檻的祭祀，取出三顆檳榔雙

手捧著上下擺動，口念禱詞將其中一顆檳榔裡面夾有五粒祭珠及一支七粒祭珠的 

ljaljingis，放置於祭屋的頂上，檳榔果托 部位亦即 ljaljingis 部位朝前方，同時

祭屋門檻右、左兩側， 依右後左順序各放一顆檳榔，右側為一顆夾有祭珠五粒

及一支七粒祭珠的 ljaljingis，左側放一顆夾三粒祭珠與五粒祭珠 的 ljaljingis 

的檳榔，兩粒檳榔果托方向皆向門。之後，續念禱詞，念禱詞時會丟擲 tinale

（碎鐵屑）於右、左兩側。 

6. tenten vayvay 的祭祀： 

接著取出三顆檳榔，雙手捧著上下擺動，續念禱詞，將三顆檳榔分別放置於 tenten 

vayvay 的右、左、中三處，右邊為夾有五粒祭珠及綁七粒祭珠 的 ljaljingis ，

左邊為夾三粒祭珠及綁五粒祭珠的 ljaljingis，中間為夾一粒祭珠及綁三粒祭珠的 

ljaljingis 的檳榔。續念禱詞此時手持弓箭，將弓箭豎立在地上，並將 tinale（碎

鐵屑）在念誦禱詞的同時丟擲與放置豎立的弓箭處。向祭屋內丟擲 tinale（碎鐵

屑），續念禱詞，時而取 tinale（碎鐵屑）丟擲。 

7. vaitjin i pana’ ljemetjatjid ta qaciljay 至溪岸除穢後放流的祭祀： 

（1）敬禱 patjumalj 的神靈，在溪岸的地上取扁石於左手側 方向依敬禱的神靈

由右至左依序排列四個扁形小石，並依禱念的順序放置 tinale（碎鐵屑）  如下： 



A. timun a ljamljam ljaveljave 河岸、海岸。 

B. timun a pakawatjar vuluvulungan。 

C. timun a maljuquljuquy，timun a pusaljang maljaquljaquy。 

D. tjanumun na mipelaw， tjanumun na minqiyuc  （aicen patjumatjumalj 

cen）。 

（2）敬禱 patjumalj 的神靈，右手側方向則依下列順序排列八個扁形小石，並

依禱念的順序放置碎鐵 tinale（碎鐵屑）如下：ljavljave、qaljuqaljupen 獵場、qadaw

太陽、ivawaw 在上 、tjavulungan 長者 、puzaljum 水 、putjuljecung 河水、海水

匯流處、tjuavuqele、piyuma。 

唸完禱詞後將已除穢的五節芒 tjavulu 棄之於溪流，使流入大海，而後返回部落。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 檳榔、ruvuc 祭珠、ljaljingis 細竹枝、tinale 碎鐵片、tjaluvu

五節芒、pana（vuvuq）弓箭、qumaqan（六處界址 cacavalj）祭屋。 

祭儀器物製作： 

1. saviki 檳榔：整個部落居住範圍的界址六處入口，各部落皆有 兩處，每一處入

口設置由三個磚塊疊∩型的小型家屋祭壇， 使用檳榔數量皆為七顆，其中共三

顆檳榔剖開之中嵌入五粒祭珠及夾有一支七粒祭珠的 lja;jingis，也有三顆檳榔

之中嵌入三粒祭珠及夾有一支五粒祭珠 ljaljingis 的，檳榔之中嵌入一粒祭珠及

三粒祭珠的 ljaljingis 為一顆。六處入口使用的檳榔顆數及方法皆相同。 

2. ljaljingis 細竹枝： 細竹枝一支約三公分長，一端以祭儀專用小刀從中剖開， 然

後以線穿入祭珠，使之繞於竹枝剖開端的上方，餘線夾在竹支上端剖開處固定之

是為 ljaljingis。 

3. ruvuc（祭珠）：在溪岸採擷五節芒九株，每一株五節芒中間最細嫩的葉片穿



入 ruvuc 大孔目祭珠三粒、右邊選一葉片穿入七粒 ruvuc 大孔目祭珠、左邊選一

葉片穿入五粒 ruvuc 大孔目祭珠， 然後將三株五節芒用膠布綁成為一束，共製

做三束，再將七束的蘆葦草用膠布在草莖上全綁在一起，之後再以細線穿入九粒

大孔目祭珠，繞綁五節芒的硬莖上，如此即成為除穢祭儀 時的除穢法器。 

4. pana（弓箭）：儀式所使用的弓箭以竹子製成，竹高約一人高，最上端的竹節

處剖去大半僅留約十公分寬，上方繫有七粒祭珠，頂端為尖形繪以紅色，是用來

固定其弓箭的模型。弓身與箭矢皆用竹片製作，以麻繩作弓弦，弓長將近五十公

分、三公分寬，箭矢約兩公分寬繫有祭珠七粒，箭頭為三角 形並繪以紅色，弓

箭以拉弓的形態固定著。這組弓箭實際是無法順暢射出的，但在儀式作為是借用

的是弓箭的形狀與實際在日常生活的功能達成象徵性攻擊力。 

5. Qumaqan（ㄇ型祭屋）： 是由三個磚塊疊ㄇ型的小型家屋祭壇，設置在部落

界址外圍六個入口處的祭壇，為巫師實施行除穢 祭祀儀式的地方，也是弓箭設

置來驅邪的地點。 

祭壇擺設： 

 

 

 

 

 

圖 4-10 部落除穢祭儀祭壇擺設圖（筆者繪） 

（十七） seman cavilj nu palisiyan 小米收穫祭  

祭儀目的：小米收穫祭是 Tjavualji 部落一年中最大的祭典之一，村子裡各家頭



目皆各自先舉行聚落的收穫祭，結束後再舉行聯合的部落收穫祭活動。早期小米

是部落的主食，每年二月是小米播種的季節，播種時會舉行播種祭，祈求小米發

芽茁壯，長期不下雨影響小米的生長時，會舉行祈雨祭，收割後的小米曬乾後要

儲藏會舉行入倉祭。 

隨著時代的變遷如今小米已不是主食，亦非經濟作物，部落中仍然在種植小

米的人寥寥可數，播種祭、祈雨祭等祭儀隨時代的變遷而消失不再舉行。但是，

傳統小米收穫祭儀仍是部落長久以來每年必定施行的一項重大祭儀，收穫祭期間

伴隨著部落的狩獵活動及巴拉冠（男子集會所）傳統的倫理教育，收穫祭凝聚了

全體族人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精神，所以小米收穫祭可說是部落文化的核心，

這項祭儀維繫著部落傳統文化生命的根源，他更象徵著部落文化生生不息地的傳

承下去。 

祭儀步驟： 

1. 向 kaurasan 的祭祀：手拿三粒大顆的檳榔在供奉男神的 kaurasan 四方形竹枝

架前誦唸禱詞。完後，將此三顆檳榔帶至部落祭壇祭祀並擺列在祭壇裡。續念禱

詞，之後轉入部落祭壇，並以 tinale（碎鐵屑）丟擲祝禱將大顆檳榔放置於部落

祭壇中。 

2. 然後是 ivaqu 的祭儀新栗入倉儀式，接著是 remawa 儀式、pavadis 儀式，接著

為 kimilja 的祭儀，kimilja 祭儀地點為利里武部落舊址，向遷徙至此的 avang 頭

目及土地神祭祀。此處也是部落長年流水不斷的水源地。 

3. kimilja 的祭儀：此地點是利里武部落的舊址，在水源地的地方，祭壇設在大

茄苳樹下，為紀念頭目avangen而遷徙此地。巫師在祭壇前先擺兩個稍大的扁石，

左側擺四塊小扁石，前右方擺七個小扁石。  

4. 邊念祭祀禱詞邊丟擲 tinale（碎鐵屑），手持 tinale（碎鐵屑）迅速的左轉三

圈三次後丟擲來 qimitjing .接下來在四塊扁石上依禱念的神靈依序放 tinale（碎鐵



屑）。 

5. 接下來在右側的七個扁石塊上祝禱，依祝禱對象在石塊上依序放置 tinale（碎

鐵屑）。接下來，手持兩個小米糕上面擺有七粒 vutiti 的獻品並同時念祝禱詞。 

6. 接著把 tinale（碎鐵屑）放置在兩塊較大的石塊上，一為qinaljan，二為avangen。

再手持一塊小米糕先對 qinqljan 祝禱之後再向 avangen 頭目祝禱。將小米糕放在

石塊的 tinale（碎鐵屑）上面，然後以七粒祭珠的 ljaljingis 插在小米糕右側，五

粒祭珠的 ljaljingis 插在左側，三粒祭珠的 ljaljingis 插在中間。然後以檳榔葉將

此三支 ljaljingis 及小米糕圍起來，隔除其他異類來搶食。接著向 avangen 頭目

的靈祭禱。之後同上一個步驟，將小米糕放在石塊的 tinale（碎鐵屑）上面，然

後以七粒祭珠的 ljaljingis 插在小米糕右側 ，五粒祭珠的 ljaljingis 插在左側，

三粒祭珠的 ljaljingis 插在中間。然後以檳榔葉將此三支 ljaljingis 及小米糕圍

起來，隔除其他異類搶食。 

7. 再將 draur 樹葉擺在小米糕的前方成圓形狀，將小米水倒入樹葉上三次後再

做最後的禱詞。祭祀即完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temapau 儀式→2.ivaqu 儀式→3.rumawa 儀式→4.pavadis 儀式

→5.kimilja 儀式→6.palimasedu 儀式→7.mavasuan 儀式

→8.semasasuuljan 儀式→9.qulung 儀式→10.dimilaq 儀式→11.ipuvuit 儀

式→12.isanalja 儀式→13.puvunaw 儀式 

祭儀器物種類：vutiti （幼小檳榔）、saviki （檳榔）、qavay （小米糕）、小

米水、tjaluvu （蘆葦草）、draur （宜梧樹葉）、香蕉葉、檳榔葉、vaqu （小

米）、ljaljingis（細竹枝）、ruvuc （大小目祭珠）、tinale（碎鐵片）。 

祭祀法器及材料的製作： 



1. 採取幼小檳榔 vutiti 剝下帶果托的完整顆粒，將每顆小檳榔用祭儀專用小刀

剖開，然後崁入小目祭珠一粒作為祭祀用途。大粒檳榔共六顆剖開嵌入三粒祭珠，

在 qinaljan 部落及 emaljup 土地神的祭壇以各三粒做來祭祀，然後再更換為七顆

小檳榔來祭祀。 

2. 小米煮熟後做成扁形約一個手掌的大小的小米糕，準備的數量共七個小米糕，

將它放在以香蕉的葉片上，其中六個小米糕上面擺放七顆嵌入一粒祭珠的小檳榔

排成一列， 第七個小米糕則擺置九粒小檳榔，來作為在 puit 處所的最崇高之祭

祀，小米糕在祭祀時的擺放檳榔果托朝向自己。 

3. 採刺竹細竹枝截斷成每支約 15 公分長，共準備 21 支用來製作 ljaljingis。其

製作過程 ：先削出細長竹片 21 支，然後穿入大孔目祭珠，將之分成三組， 穿

入 7 顆祭珠的細長竹片有 7 枝、穿入 5 顆祭珠的 7 枝、穿入 3 粒祭珠的 7 枝，如

此共 21 支。之後，把所有 15 公分長的 ljaljingis 的另一端微微剖開，分別將已穿

入祭珠的細竹片繞綁於剖開的那端固定之，成為祭祀用的 ljaljingis，然後將三組

七、五、三等祭珠顆數的 ljaljingis 分別放好，透過祭祀禱詞在獻品的右（七顆）、

左（五顆）、中（三顆）祭珠等，發揮阻隔其他邪靈異類搶食的作用。 

4. 檳榔樹葉摘取完整長條葉片共六片，祭祀時作為圍繞小米糕及 ljaljingis 用，

具有阻隔的用途。 

5. 採取蘆葦草覆蓋祖靈屋屋頂象徵除舊布新之意。 

6. draur （宜梧）樹葉是為小米收穫祭典儀式時必定要用的植物葉子，不可以用

其他樹葉替代，祭祀時供奉的小米糕前面將此樹葉 剝下擺置成圓形狀，小米水

倒入 draur 的樹葉上作為供奉。 

  



祭壇擺設： 

圖 4-11 小米收穫祭儀祭壇擺設圖-1（筆者繪） 

圖 4-12 小米收穫祭儀祭壇擺設圖-2（筆者繪） 

（十八） qinaljan a palisiyan 祖靈屋遷移祭祀  

祭儀目的：排灣族是時常遷移的族群，當換一個地方建立部落時，通常會進行部

落祭壇及狩獵祭壇的遷移祭祀，所以 qinaljan a palisiyan 這個祭儀在公共性部落

祭儀算是非常重要的儀式之一，通常部落祭壇遷移時也會同時 qayaqayaman a 

palisiyan（狩獵祭壇遷移祭儀）。 

祭儀步驟： 

1. 先至部落最初遷移至此地時所豎立之部落祖靈棲居處的部落祭壇 qinaljan a 



palisiyan 祭祀，將祖靈位遷移至新的棲居處。 

2. 向敬禱對象 qinaljan 丟擲 tinale（碎鐵屑），誦念禱詞的同時，之後， 蹲向

部落祖靈棲居處祭壇敬禱丟擲 tinale（碎鐵屑）。 

3. 繼續誦念禱詞，取裡面置入祭珠的檳榔一顆放在祭壇上面石板備用，請頭目

先將 tinale 碎鐵置放於祭壇裡面的位置，並將稍多的 tinale（碎鐵屑）置於石板

中央，以祭儀專用小刀刮取放在已安置的檳榔上。 

4. 續念禱詞，此時頭目手握檳榔上下擺動手，把檳榔放置於祭壇裡的 tinale（碎

鐵屑）之上，檳榔果托朝外，以祭儀專用小刀刮起 tinale（碎鐵屑） 放置在剛剛

安置的檳榔之中，然後取起檳榔，喊起祖靈，gacalju ! gacalju! gacalju ! 腳踏地

三次，準備帶往新棲居處。 

5 qayaqayaman 是主掌狩獵的神靈，其祭壇祭祀也會同時遷移，將神靈位遷移至

新的棲居處。續念禱詞，取置有祭珠的檳榔一顆，手上下擺動，續念禱詞，將

tinale（碎鐵屑） 置入於祭壇內。將檳榔放置在剛置入祭壇內 tinale（碎鐵屑）

之上，再以祭儀專用小刀刮起石板上的 tinale（碎鐵屑）三次放在祭壇內之檳榔

上，喊起神靈，gacalju ! gacalju! gacalju ! 腳踏三次，帶往新棲居處。 

6. 至部落祭壇祖靈新棲居處祭祀，潭內中心處置一扁形石塊，石塊上置放 tinale

（碎鐵屑），帶回之檳榔安置於新祭壇內部左角處之石塊為祖靈棲居處。續念禱

詞，將帶回的檳榔請頭目安置於新置的祭壇內部左角處石塊上。 

7. qayaqayaman 狩獵神靈的新置祭壇祭祀，續念禱詞，將檳榔取 tinale（碎鐵屑）

反時間方向轉三次，再取稍多 tinale（碎鐵屑）放置在狩獵神靈祭壇中央的扁形

石塊上，手停滯在石塊上，續念禱詞 ，念祭屋頂上祭祀禱詞，取檳榔上下擺動，

後置於祭壇上石板中央。然後 qimizing 三次後置碎鐵於中央處，將檳榔 

paqilagjan 安立。 



8. 念祖靈棲居處祭祀禱詞把檳榔擺置在祭壇正門右前角，檳榔果托朝外，右 手

取 tinale（碎鐵屑）按置在檳榔上，續念禱詞，再取一檳榔，續念禱詞，之後取 

tinale（碎鐵屑）做 qemizing 三次將檳榔置於祭壇正門左前角，檳榔果托朝外，

右手取 tinale（碎鐵屑）按置在檳榔上，續念禱詞，禱詞結束「噗」一聲結束。 

9. 獻祭牲口，以豬頭、豬肉及米酒為供品，祭司先將一塊肉切成為小塊狀，然 後

在桌上擺起 tinale（碎鐵屑），之後將切塊的肉一一擺在 tinale（碎鐵屑）  的

上面，念起禱詞。 

10. 第 I 區：1～8 是為頭目家往生的祖先 

1.cinvaitan、2.vui aqsazanga、3.vui qiper、4.kaavangen、5.qintjang、6.muamuwan、

7.sizing、8.hilutjang。 

第 II 區：1～5，為 1.qinaljan、2.ruvuaqan、3.vuvu、4. qadaw、5. ivawaw。6～7，

為 6.qadaw igawgaw ，7.mazalay。 

第 III 區 1～2，為 1.maljaquljaquy ， 2.minqiyuc。 

念禱詞然後倒一杯酒，向祭祀對象手指沾酒彈指，續念禱詞。然後將酒倒在每

一個象徵祭祀對象的扁石上面。 

祭儀器物種類：saviki（檳榔）ruvuc（祭珠）、ljaljingis（細竹枝）、tinale（碎

鐵片）。 

祭壇擺設： 

 

 

圖 4-13 祖靈屋遷移儀祭壇擺設圖 



祭儀分類、祭儀器物及祭壇擺設關係  

綜合以上十八項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祭儀，整理出祭儀的分類及祭儀

器物種類、祭壇擺設的關係表： 

表 4-1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祭儀的分類及祭儀器物種類、祭壇擺設關係表 

 祭儀概要 祭儀名稱 祭儀器物種類 祭

壇 

 

 

 

 

私 

人 

祭 

儀 

 

賦與祭儀 

paveve tua vinuluwan ta kasiyu 伐木後，祈求新

芽再生之祭儀 

tinale（碎鐵片） 有 

vaciqaw / qisaqis 竹子/竹占 tinale（碎鐵片） 無 

 

 

喪葬祭儀 

nua namacay a palisiyan 殯葬儀式 saviki（檳榔果實）、tinale

（碎鐵片）、ruvuc（祭

珠）、siqunu （祭儀專用

小刀） 

無 

 ilapus tua pinacayan 除喪祭祀 saviki（檳榔果實）、tinale

（碎鐵片）、ruvuc（大小

孔目祭珠）、ljaljingis（細

竹枝） 、ljaviya（蘆葦

草）、vutjuvulj （乾蘆葦

草把）、zaljum（清水）。 

有 

pailuvat 祖先分享祭祀 vawa（酒）、vutjulj kata 

qacay a lily（生肉肝串）、

paysu（錢幣）、djuadjuway 

a payday akinesa（糯米

飯）、tinale（碎鐵片）。 

有 

建屋祭儀 

lemayi tua san wmaqan a katjunangan 建屋（破

土）除穢儀式 

saviki（檳榔果實）、tinale

（碎鐵片）、ruvuc（祭

珠）、siqunu （祭儀專用

小刀）。 

無 

venalid ta sinisanumaq 落成酬神祭儀 tinale（碎鐵片） 有 

paqumaqan a palisiyan ta vuvu 安置屋內守護

靈祭 

saviki（檳榔果實）、tinale

（碎鐵片）、ruvuc（祭

珠）、ljaljingis （細竹

無 



枝）、adrun（祖先座席）。 

 

治病祭儀 

papigacalje 起靈招魂 saviki（檳榔果實）、tinale

（碎鐵片）、siqunu （祭

儀專用小刀）。 

有 

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 除病祭 saviki（檳榔果實）、tinale

（碎鐵片）、ruvuc（祭

珠） 、siqunu （祭儀專

用小刀）。 

有 

nua saqetjuwan a palisiyan 除重病祭祀 saviki（檳榔果實）、tinale

（碎鐵片）、ruvuc（小孔

目祭珠） 、siqunu （祭

儀專用小刀）。 

有 

 

 

祈福祭儀 

papuluqem 護身符（增強靈力的巫術） aviqi（檳榔果實）、tinale

（碎鐵片）、ruvuc（小孔

目祭珠）、ljaljingis（細竹

枝）。 

無 

patjatjengelay kata lusu paputjalan（lusu 舊路）

聚合與牽姻緣線 

saviki（檳榔果實）、tinale

（碎鐵片）、ruvuc（小孔

目祭珠）、ljaljingis（細竹

枝） 、vuljangaw （無刺

紅花） 

有 

公 

眾 

祭 

儀 

 

公眾祭儀 

Ruvuaqan 發祥地祖靈祭 Vutiti（幼小檳榔）、 saviki

（檳榔）、小米水、 ljaviya

（蘆葦草）、draur （宜梧

樹葉）、香蕉葉、檳榔葉

及小米糕、小米、tinale

（碎鐵片）、ruvuc（小孔

目祭珠）、ljaljingis（細竹

枝） vutjulj kata qacay a 

lily（肉肝、內臟）、vawa

（酒） 

有 

emaljup 狩獵祭 Saviki（檳榔）、ruvuc（祭

珠）、ljaljingis（細竹枝）、

tinale（碎鐵片）、ljaviya

（蘆葦草）。 

有 

similap ta qinaljan 部落除穢祭儀 saviki 檳榔、ruvuc 祭珠、

ljaljingis 細竹枝 、tinale

碎鐵片 、tjaluvu 五節

有 



筆者製表 

在上述關係表格中，筆者歸納出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的祭儀有以下幾點

規則： 

1. 所有的儀式均會使用到 tinale（碎鐵片）來招請各路的神靈必備的祝禱法器。 

2. 除了賦予儀式以外，其他的儀式均需要使用 Saviki（檳榔果實），而這個檳榔，

檳榔果實被賦予兩種意義，其一，是被當做為敬禱時的輔助物，另一，是被當成

受巫對象的模擬物，在 papigacalj 收驚安魂祭儀中檳榔是受巫者的象徵物，用來

承載是落在外的靈魂；patjenglay kata rusu paputjalan 聚合與牽姻緣祭儀中檳榔是

要被聚合的兩個受巫者的象徵物。 

3. 除了請求賦予 kiveli（請求賜與使用的權力）的 venuru pavuvu 伐木祭祀和

ivasiaw qisaqis 採竹兩個儀式外，其他的儀式都要使用到 ruvuc（祭珠）。根據 vuvu

的說法是，祭珠在功能上主要是拿來當成敬拜迎請神靈的輔助工具，就像是漢人

在祭祀時燃香來連結神靈的世界一樣的作用，所以賦予 kiveli 的儀式所要招請的

就是當地的土地神靈，所以不需再用 ruvuc 迎請。 

4. ljaljingis （細竹枝）的使用邏輯是用在庇護祈福上，在所有的公眾祭儀時皆需

芒、pana （vuvuq） 弓

箭、qumaqan （六處界址 

cacavalj） 祭屋。 

semancavilj nu palisiyan 小米收穫祭 vutiti 幼小檳榔、 saviki

檳榔、、小米水（小米浸

泡過的水）、 ljaviya 蘆葦

草、draur 樹葉、香蕉葉、

檳榔葉 ljaljingis 及小米

糕、小米、tinale（碎鐵

片）、ruvuc（小孔目祭

珠）、ljaljingis（細竹枝）   

有 

qinaljan a palisiyan 祖靈屋遷移祭祀 saviki（檳榔）ruvuc（祭

珠）、ljaljingis（細竹枝）、

tinale（碎鐵片）。 

有 



使用，私人祭儀則使用在部分關於請求庇護（如：ilapus ta pinicayan 除喪祭祀、

paqumaqan a palisiyan ta vuvu 安置屋內守護靈）或是祈福（如：papuluqem 增強

靈力、patjenglay kata rusu paputjalan 聚合與牽姻緣）的儀式上。 

5. ljaviya（蘆葦草）主要用途是阻擋各方惡靈、灑淨除穢及除舊布新的功用，例

如：在狩獵祭時槍枝行「除穢隔離」儀式，小米收穫祭時將蘆葦草覆蓋祖靈屋屋

頂象徵除舊布新，另外在除喪祭祀儀式中穿越蘆葦草門象徵將惡靈阻擋在門外，

又將穿有 ruvuc 的蘆葦草心當成灑淨除穢的工具，乾的蘆葦草則過火時使用，用

來去除喪家的汙穢不潔。 

6. 所有的公眾儀式都會擺設祭壇，私人儀式經制表（表 4-2）歸納出一個原則，

只要有招請到 qemati（生命創造神）儀式就會要有祭壇的擺設。 

 

第二節  禱詞（zanlau）結構的分析 

（一）「祭儀禱詞（zanlau）」的定義 

由於 vuvu 禱詞的數量龐雜，故本論文僅以一個案例來做說明禱詞的分析，

以後再以專文將這些禱詞一一分析。原始宗教的巫者、靈媒在儀式進行中，通常

都會口誦言詞，通常這些語言是用來與鬼神溝通的，所以通常會被認為是具有神

力、法力或是靈力的，有些文獻中會把這些語言稱為咒語、咒文、祝詞、經文等

等。筆者觀察 vuvu 在儀式中使用的語言是具強制的、重複的、有節奏的、命令

的，再加上了他使用的法器和動作，而達到驅使、催動和限制神靈鬼怪。這些可

以起到特殊效果的詞語，也可以幫助法術施行的口訣，筆者認為稱做「禱詞

（zanlau）」是較適當的。所以接下來我們將對於本論文中提到的儀式語言，將

以「禱詞（zanlau）」一詞稱之。 



（二）儀式實踐案例說明    

受巫者：A 女士   年齡：63 歲（1954 年） 族群別：阿美族  病症：牙疼數年

未癒。記錄日期：2016.08.14~08.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是一個夏天的早晨，清晨下了一場雨，太陽出來後雨水被蒸發後，空氣中

瀰漫一股濕黏讓人不舒服的熱，今天我約了去 vuvu 練習削竹占用的竹片，這個

時候已經八點十分，當我踏進 vuvu 的小院子裡，就看到了兩位婦人剛坐定在 vuvu

的面前，其中一位身形較胖的婦人開口和 vuvu 寒暄，順道介紹了和他一道來的

婦人，這個婦人身形顯得清瘦很多，膚色黝黑但還是可以看出她深陷的眼窩外，

有一圈顏色更深的黑眼圈，身形憔悴，看是很久睡眠不足的樣子，身形較胖的我

就暫且稱她是 B 女士，我們的這位故事的主人翁我們就稱她 A 女士，A 女士是

B 女士弟弟的妻子，vuvu 問 A 女士有什麼事，A 女士說她牙齒痛，vuvu 說牙痛

去找醫生呀！A 女士說他的牙痛的毛病已經有五、六年也看過許多牙醫師，可是

還是沒有起色，她聽從大姑的建議來看 vuvu，經由 vuvu 的女兒翻譯了，A 女士

的說法，於是 vuvu 緩緩起身，佝僂著慢慢的走回他的房間，不一會他拿這他那

個顏色斑剝的黑色人工皮的公事包，肩上還背了個山羊皮製的巫師袋，緩緩坐回

他的位置。 

            

圖 4-14lalisayan（竹占器）和 vaciqaw            圖 4-15siqunu （祭儀專用祭儀專用小刀）

（竹片）（筆者攝）                           （筆者攝） 



這個時候，vuvu 從他的公事包裡哪出了他的小筆記本，問了 A 女士的名字，

住址和電話，用他擅長的日文片假名記錄在小筆記本裡，又相繼拿出了 lalisayan
13、

vaciqaw
14和一小瓶 vawa

15、siqunu
16，vuvu 拿著整把的竹占用的小竹片，倒了一

小杯酒，喝了一口並且噴向手中的 vaciqaw，並口中開始敬告 qemati （創造神）： 

au tisun  a vuvu、 tisun  a qadaw、 a i vavau、 a pupina gaugavan， nu sauni  uli 

pakivadaq  a paka tua  saqetjuwan，nuca ti matju a men  nu  niya  si  qisaqis  

maya  zemaqau  ljelayu  a patjumalje  a kitjau sangas「ini」 ayau  nu「ui」，

ui  ayau  paquliqulidu。 

說明 A 女士要詢問什麼？說完拿起細竹片將多餘的一端捲起，雙手拿著細竹

片兩端，竹片的正面向下，放入踩在腳上的竹占器凹處，左右來回磨擦後，就用

手勁將竹片掙斷，拉断的细竹片纖維產生的分岔和捲曲，這個時候 vuvu 拿起掙

斷的竹片靠近眼前觀看，這時他把帶竹皮的面朝向自己，仔細地端詳手中竹片的

纖維捲曲的方向，vuvu 又問了 A 女士一些問題，關於她的信仰、鄰居、朋友及

家人，vuvu 又來回做了幾次斷竹的動作，最後他告訴 A 女士她的病因是因為她

的祖先在作祟，解決的方式是要做 ilapus ta pinicayan 除喪的儀式，A 小姐想了

一下就請求 vuvu 幫她做除喪儀式，這個時候 vuvu 又從公事包裡拿出了一本紅色

的農民曆，他從裡面挑選出適合的好日子，vuvu 挑了三個日期讓她挑選，A 女

士選了後天的日子，vuvu 又用拉竹占的方式詢問後天是不是適合去舉行儀式，

占卜的結果是那後天適合做除喪的儀式，於是決定了後天早上去 A 女士家，為

他們全家做除喪的儀式。而我也和 vuvu 約了後天早上出發的時間。 

當天，由我開車載送，出發後 vuvu 突然要我將車子開進附近的小路，開進

了小路她就叫我把車子靠路邊停一下，待車子停好 vuvu 走下車到路邊的草叢，

                                                      
13 竹占器 
14 竹片 
15 酒 
16 祭儀專用小刀 



從他的巫師袋拿出他慣用的小祭刀，割了六枝 80 公分蘆葦草和兩枝約 150 公分

的長蘆葦草，交代我放到旅行車的後座，尤其是那兩枝較長的蘆葦草不能壓斷，

裝好後我們就繼續往受巫者 A 女士家前進，開車沿途問了 vuvu 關於除喪祭祀施

行的時機及有哪些注意事項： 

   「通常家裡如有喪事，在出殯後的第三天，所有的事情都處理完之後，就可

以為喪家舉行除喪的祭儀，在舉行除喪祭祀的時後，通常是會選擇比較偏僻靠溪

流之地點，人煙較少的地方，將喪事中所有不好的晦氣去除，把它棄置在偏僻的

地方或是放諸水流。參與這個儀式的人，除了是喪家家人外，還有喪家的親戚或

摯友都可以參加。」「喪家如果未做除喪的儀式不管經過多少年，仍常會受到去

世的先人前來作祟。要在作完整個除喪儀式才能不受到逝去先人的干擾。」 

    Vuvu 記憶力超好的，鉅細靡遺的一一跟我敘述了做除喪儀式時的一些法器

的製作方式及用法，真是讓我不得不佩服這個老人家，他的記憶一點都不像 90

歲老人家該有的。就在愉快的談話中，轉眼我們來到了 A 女士家。 

     A 女士是個阿美族的原住民朋友，他的丈夫也是阿美族族人，他們是居住

在一個原住民及客家人混居的部落裡，A 先生的丈夫在家裡的大廳經營了一個私

人的神壇，主要供奉的主神是張李莫三位千歲17，一走進整間被煙燻得漆黑的神

壇，我就感受到無比的壓迫感，vuvu 首先拿出了竹片，再為這位 A 女士拉了一

次占卜，再次確認一次是否真是前天占卜時的卦象， A 女士的病痛是與祖先關

係的，這次拉竹占卜所得的卦象除了逝祖先作祟外，更明確的占卜出是她的老公

在作祟，當時我覺得非常奇怪她先生不是就在旁邊，難倒是 vuvu 的占卜失準了

嗎？vuvu 為什麼會這麼堅稱呢?我問 vuvu 是否要再多拉幾次，但占卜出的結果都

是相同的答案，A 女士的病痛都源自於她過世的老公，於是我便委婉的詢問 A

女士，她之前是否還有其他婚姻關係，A 女士才娓娓道來：目前這個婚姻關係之

                                                      
17 張李莫三位千歲朝拜；張府千歲即是唐朝忠臣張巡，李府千歲係唐朝忠臣李泌，莫府千歲乃是唐時胡人，

原姓蓋名陀，後投誠唐與張巡結為異姓兄弟，並改漢名為莫英。 



前還有跟另外一個外省籍老公，這個老公已於十幾年前因車禍過世了，目前這個

老公是她第二次的婚姻關係，這時讓我不得不欽佩 vuvu 的占卜是如此的靈驗。 

    Vuvu 開始製作這次 ilapus ta pinicayan（除喪儀式）要使用的法器首先製作

潔淨受巫者穿越用的蘆葦草門，他將準備好的兩支較長的 ljaviya（蘆葦草），

將此兩支蘆葦草尾端打個結並將它直立起來形成一道拱門，並使用以大孔目的

ruvuc（祭珠），右邊一支蘆葦草以細繩綁有七粒祭珠的，左邊一支綁有三粒祭

珠，中間打結處綁有五粒祭珠。 

    再用較短的蘆葦草以兩支為一組製作兩組，在尾端相互打個結，這兩組蘆

葦草的右邊那支以細線綁有七粒大孔目祭珠，左邊則綁有三粒祭珠，打結處則

綁五粒祭珠。 

    另外三支蘆葦草取草心各穿入有 五、三、一 等不同數量的大孔目祭珠，

作為潔淨除穢用。 

    接下來他製作了要敬獻用的檳榔共分為四個種類：首先製作，二顆帶果托的

檳榔果實剖開以嵌入五粒小孔目祭珠並夾綁有七粒祭珠的 ljaljingis（小竹枝）共

檳榔。依序再製作了嵌入祭珠三粒及夾綁有五粒祭珠的小竹枝；嵌入祭珠三粒及

夾綁有五粒祭珠的小竹枝各兩顆。最後製作了三顆，剖開嵌入小孔目祭珠五粒的

帶果托檳榔。 

   最後製作了要過火用的 vutjuvulj （乾蘆葦草把）一把，約 30 公分長，在此

一把乾枯的蘆葦草上用三條細繩綁有五、三、一 不同顆數的大孔目祭珠。 



     

圖 4-16 蘆葦草所作的門（汪憲忠攝）            圖 4-17 祭祀時使用的檳榔（汪憲忠攝） 

圖 4-18 蘆葦草作為隔離汙穢不好的東西（筆者攝）  圖 4-19 串了大目孔祭珠的蘆葦草（汪憲忠

攝） 

 

           圖 4-20 串了大目孔祭珠的乾蘆葦草作為過火儀式時使用（汪憲忠攝） 

    在這些儀式法器製作完成後，vuvu 叫 A 女士請所有家人驅車一同前往部落

郊外偏僻靠溪流之舉行儀式的地點，未能同行者就攜帶他平常穿著的衣物前往即

可。一行人開著車，沿途周折最後來到部落外的一處靠近溪流旁，在儀式開始前



vuvu 分 tinale（碎鐵屑） 給參與除喪的所有家屬及親人讓他們握在左手。 

 

 

圖 4-21 將 tinale（碎鐵屑）分給參與除喪儀式的所有受巫者，讓他們握在左手。（汪憲忠攝） 

於是 vuvu 開始執行這次的 ilapus ta pinicayan（除喪）儀式： 

（步驟一）、敬告 qaljuqaljupen（ 區域守護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uvu 開始唸起了禱詞。 

一邊丟擲 tinale（碎鐵屑） 一邊念著敬禱區域守護神的禱詞。 

再丟擲 tinale（碎鐵屑） 。 

（步驟二）、vuluvulung、maljaquljaquy、pusalja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個時候 vuvu 在堤防的坡道旁，尋了一處較偏平坦的地方大小大概有 30

乘 30 公分，他將地上的髒東西、泥屑和雜草清除乾淨，然後在這塊地上地上擺

放了三塊直徑約 5 公分的扁石。 

 



 

圖 4-22 ilapus ta pinicayan（除喪）儀式祭壇分布圖（筆者攝） 

vuvu 開始唸起了禱詞： 

vuvu 依他祝禱的神靈的次序 1.vuluvulung、2.maljaquljaquy、3.pusaljang 依上圖

I 區序，放置 tinale（碎鐵屑）於扁石上。 

 （步驟三）、敬告 qaljuqaljupen（區域守護神）、vuvu（祖靈）、qadaw（太

陽神）、ivawaw（天上神靈）、qemati（創始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著 vuvu 在上圖所示的 II 區擺置，直徑約 5 公分的小扁石七塊於地上。 

vuvu 又開始唸起了禱詞： 

tisun a qaljuqaljupen， tisun a vuvu， a qadaw， ivawaw， a qemati， tisun a 

igawgaw， petjapetjani。  

依他祝禱的神靈的次序 1.qaljuqaljupen
18、2.vuvu、3.qadaw、4.ivawaw、5.qemati、

6.igawgaw、7.petjapetjani（如圖 4-23），放置 tinale（碎鐵屑）於 II 區扁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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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這個儀式都會在部落以外的郊外舉行，所以要招喚的土地神是 qaljupeljupen（區域土地神）。 



所有受巫者以左手將碎

鐵屑放置於此石 

vuvu 手持檳榔繼續念著禱詞。 

vuvu 手持檳榔對著受巫者畫圈圈。 

此時，將三顆檳榔放置在編號 1 的扁石上面，並且在檳榔下方放置 tinale（碎鐵

屑），參與儀式的所有家屬及親人在祭祀祝禱前，將之前所分給他們握在左手的 

tinale（碎鐵屑），此時依序將左手的 tinale（碎鐵屑）放在此一石塊上。接著排

成一列走至拱型的蘆葦草門前。 

 

 

 

 

 

圖 4-23 所有受巫者以左手將 tinale（碎鐵屑）放置於此石的示意圖。（汪憲忠攝） 

（步驟四）、papaavang apinahawa 穿越拱門轉換的儀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喪祭祀有一道用蘆葦草豎立的拱型門，喪家在拱門前排成一列，地下有一道

由兩支蘆葦草打過結，並綁上祭珠，蘆葦草的前面擺有三顆檳榔並夾有祭珠及 

ljaljingis，檳榔前面有三塊扁石，經過 vuvu 念誦禱詞將 tinale（碎鐵屑）放在這

三塊石頭上。 



    

圖 4-24所有受巫者等待通過蘆葦草所搭       圖 4-25蘆葦草門下方讓受巫者跨越的蘆葦草結

的門（汪憲忠攝）                        （筆者攝） 

vuvu 依他敬禱的對象們，依序將 tinale（碎鐵屑）放在小石塊上。 

vuvu 手持 tinale（碎鐵屑）朝扁石丟擲。 

手持乾蘆葦草上下擺動並繼續念禱詞。 

vuvu 將 vutjuvulj 乾蘆葦草點燃，放置在蘆葦拱門地上中央。 

受巫者一貫從拱門穿越，並經過綁上祭珠的蘆葦草及點燃的火把，然後接下來

做以下潔淨的儀式。 

（步驟五）、潔淨儀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跨過 vutjuvulj 乾草點燃的火之後，喪家及親人成一縱列接受 vuvu 潔淨除穢， 

Vuvu 此時開始念起了禱詞： 

vuvu 向神靈祝禱時，手持三支蘆葦草不斷上下揮動。 

接著 vuvu 向 puzaljum 祝禱，手取 tinale（碎鐵屑）並將蘆葦草上下揮動。 

手持 tinale（碎鐵屑）按在杯水上。 



再轉面向 qaljupeljupen，取出其中穿有 5 粒祭珠的蘆葦草以水灑之，從右至左

繞著喪家邊念禱詞邊向著喪家揮動蘆葦草。 

vuvu 向著受巫者揮動串有 5 粒祭珠蘆葦草，最後向受巫者隊伍的右側身後丟擲

出去棄，接著拿著串有 3 粒祭珠的蘆葦草由受巫者隊伍左邊繞至右邊，並揮動蘆

葦草邊念禱詞做出驅趕的模樣。 

禱詞念到這裡 vuvu 將串有三顆祭珠的這枝蘆葦草，拋向受巫者排列隊伍的左側

後方處，接著 vuvu 繼續手持著串有 一粒祭珠的蘆葦草，站在喪家隊伍的最前方，

面向隊伍邊念禱詞邊畫圈的手勢對整體除穢，最後將此蘆葦草由受巫者排列隊

伍的胯下向後擲棄。 

 

圖 4-26 潔淨儀式-1 （汪憲忠攝）              圖 4-27 潔淨儀式-2（汪憲忠攝） 

    

圖 4-28 潔淨儀式-3（汪憲忠攝）               圖 4-29 潔淨儀式-4（汪憲忠攝） 



（步驟六）、 nu mulapusanga atavalja aicu ;papuluqe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uvu 蹲在地上替蘆葦草做了屏障的儀式禱詞唸完後，受巫者們依序跨過 vuvu

為他們設置的第三道蘆葦草的屏障，他們遵循著 vuvu 的叮囑直接返回家，跨過

就不可再回頭。 

 

圖 4-30 施巫者正在替蘆葦草作設置屏障      圖 4-31 受巫者們依序跨過蘆葦草的屏障的儀式

（汪憲忠攝）                                （汪憲忠攝） 

步驟七、cacavan 禱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個時候 vuvu 邊念禱詞邊丟擲 tinale（碎鐵屑），祝禱的聲音漸漸的小了，乾蘆

葦燒出的煙霧，瀰漫了整個空間，我感受到的是受巫者一家人，一股安詳平安的

氛圍包圍在他們的身邊……。 

其家人漸漸離開，,之後 vuvu 回到車上，慢慢地駛向剛來時的路，整個儀式就

這樣落幕。 

其他觀察 

在研究 vuvu 的儀式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就是遇到會有人來找



vuvu 作選舉、外遇、當兵這種在傳統中所沒有，但是因為時代演進而衍生出來

的儀式，在我看過實際的操作和了解之後，發現這些儀式的內容是由傳統儀式中

解構出來，再重新結構來的。 

我就以「去除外遇」來說明我的發現，去除外遇儀式主要是由這個傳統的

patjatjengelay kata lusu paputjalan（lusu 舊路）聚合與牽姻緣線儀式解構出來的，

本來是「姻緣聚合巫術」使彼此雙方感情之事得到進展，或更加好合，儀式中會

有將代表來作這個儀式的受巫者的檳榔裡加了花和黑糖，並將代表對方的檳榔用

麻線綁在一起，而去除外遇的儀式則是將代表第三者的檳榔裡加了狗屎，並它將

代表對方的檳榔用麻線綁在一起，儀式進行中用祭刀將綁著象徵這兩一起的麻線

割斷，在將兩人的檳榔綁在一起，並在祭壇的空間上，將它和代表第三者的檳榔

放在兩端，象徵割斷及空間阻隔來去除外遇雙方的情緣。 

這個儀式我們看到 vuvu 使用了聚合的一部分儀式，並把象徵不好汙穢令人

討厭的狗屎，加在代表第三者的檳榔裡，又把原先代表聚合的麻線用祭刀割斷和

空間的阻隔；在禱詞中祈求的內容也改變成祈求神靈將第三者的情緣去除，整個

儀式是與聚合的方式反其道而行。這讓我看到了 vuvu 在面對新的問題它從原有

儀式中去解構出一些原則，並重新結構發展出新的儀式，來因應環境改變隨之帶

來的新問題，這種重新排列組合的儀式，這也讓我看到 vuvu 的儀式其實是活的，

可以因應時代的轉變能發展更多的儀式來解決各種的疑難問題。 

要完整記錄大麻里部落的儀式內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儀式更不是

每一場都有時間可以參與，儀式分項又多再又加上在自然環境下的干擾太多，

並不能好好的收、錄音及仔細的紀錄，上述這個案例也都是經過好幾場的儀式，

才能拼湊出完整的儀式步驟內容。 

以上儀式中有幾個部分可以討論： 

1. 「過火」屬於除穢祛厄、消災禳禍的儀式，是一種常見的漢族民間潔淨儀式。



漢族民間信仰者認為通過這個儀式可以達到除穢、袪邪、解厄的效果。在排灣族

傳統的儀式中並沒有過火這一項儀式，推測 vuvu 的以上案例中過火儀式，極有

可能是滲入了漢族除穢儀式的影響。 

2. 「papaavang apinahawa 穿越拱門轉換的儀式」，這道 lemawang（蘆葦草門），

除了是一道潔淨除穢屏障，筆者認為它其實也是劃清幽明兩界的一道門，讓凶死

的亡者清楚知道陰陽殊途的事實，不要再踰越界線，遊盪在人世間。 

3. 大麻里部落的除喪儀式叫 ilapus ta pinicayan、土坂部落的除喪儀式叫

semupuljuwan 和卑南族的大巴六九部落 gilabu，大麻里部落的除喪儀式和卑南族

的禳祓除崇的巫儀在名稱上是音較相近，所以如果將大麻里部落、卑南族大巴六

九部落和其他排灣族部落的除喪儀式程序步驟作個比較，相信會是一件非常有趣

的課題，留待以後專章討論。 

（三）儀式禱詞案例說明 

受巫者：A 女士，年齡：63 歲（1954 年） 族群別：阿美族  病症：牙疼數年未

癒。 

記錄日期：2016.08.14~08.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qemisaqis ta kai 拉竹占卜的禱詞 

tisun a qadaw、tisun a vuvu、a i vavau、a pupina gaugavan，nu sauni  uli 

pakivadaq a paka tua saqetjuwan，nuca ti matju a men nu niya si qisaqis  

maya zemaqau ljelayu a patjumalje 

a kitjau sangas a kitjauqayau paquliqulidu a pakeljang a papaulingau 

mayaqemilja。Nu ini ini ayau nu ui，ui ayau paquliqulidu。 



譯文： 

祖先、太陽、在天上、被獻祭者；今天要卜問關於病症，是此位（名

字）女士要卜問我們，當我們占卜時不要隱瞞，順勢告知，搶先在前面

告知，使知曉，真的不要隱藏 ，如果不是請說不是，如果是請說是，請

誠實告知。 

2. 敬告 qemati （創造神）的禱詞：  

Naqemati ulja ika vangvang ulja ika likelik uli timun a naqemati ; ulja ika 

vangavang；nu kitarangan anga , nu kiljakevan anga ,nu kidjadutam 

anga…………。 

譯文： 

創造神但願祢們不受干擾，但願祢們不受動搖，當我請求依靠你們、庇護

你們、被你們靠近時，祢們是有朝氣的，祢是有靈氣的，是有光亮

的…………。 

3. 敬告 qaljuqaljupen（區域守護神）的禱詞：  

Ah tisun a aqaljuqaljupen , ulja ika vangavang；nu kitarangan anga , nu 

kiljakevan anga ,nu kidjadutam anga；ulja ika vangavang lja ika 

likelik,…………。 

譯文： 

祢區域守護神，但願之後，當我請求依靠你們、庇護你們、被你們靠近

時，祢們是有朝氣的，祢是有靈氣的，是有光亮的。但願祢們不受動搖，

但願祢們不受干擾,…………。 

4. 敬告 vuluvulung、maljaquljaquy、pusaljang 的禱詞： 



Ah,tisun a imaza pagawgaw vuluvulung , timun a maljaquljaquy, timun 

imaza  pusatjang, a ti paigawgaw patalaq imaza laimun mipelaw minqiyuc , 

izua laimun patjumatjumalj tjnumun matavung timun a vuluvulung, timun a 

maljaquljaquy , timun a pusaljang. 

譯文： 

袮在此地的元老祖靈接納，你們亡魂，你們在此地的土地所有者，

接納 ，你們呀元老祖靈，你們呀亡魂，你們呀土地所有者。 

5. 敬告區域守護神、祖靈、太陽神、天上神靈、創始神的禱詞： 

Ah tisun a qaljuqaljupen ， sun a vuvu，a qadaw ，ivawaw ，a qemati，

sun a igawgaw，petjapetjani， ulja ika vangavang ulja tisun anga medjediek 

a pivililj a katje galangan a katje luqen；nu kitarangan anga nu kiljakevan 

anga,nu kidjadutam anga；ulja ika vangavang lja ika likelik。 

譯文： 

           我們仍然要告知區域守護神、祖靈、太陽神、天上神靈、創始神，

但願不受干擾，願祢們不受干擾，但願之後，當我請求依靠你們、庇護

你們、被你們靠近時，祢們是有朝氣的，祢們是有靈氣的，祢們是有光

亮的。但願祢們不受動搖，但願祢們不受干擾。 

6. papaavang apinahawa 穿越拱門轉換的儀式的禱詞： 

tisun a vuvu,a qadaw,ivawaw ,a qemati,sun a igawgaw,kitja ljemeceg 

；lja ika likelikelik lja ika vangavangavang nu seksi djemekuwac anga,lja 

kidjaljudjaljun anga ,lja su tinaleang anga,lja su lja su ljinakev agan,lja su 

ciniul anga;sa ljakevukevn………。 



譯文： 

祖先、太陽、在天上、創始神,願更為清楚，願不會受到動搖，願不會受

到干擾，當未來跨越過的時候，願正在抵達，願祢為之庇佑，願祢讓之

依靠，願祢領路了，希望祢一直庇佑著………。 

7. 潔淨儀式的禱詞 

Ah tisun qaljuqaljupen , a qadaw a vuvu ,ivawaw ,a qemati，sun a qemati a 

kitjatjengelai，kitjatjuteku；a kalja kemudan，lja sun na a kitarangan anga, 

lja sun na kakiljakevan anga ,lja sun na kakisa luqem anga  ai sepasalisaliv 

ai sepacevacevak lja zamalezalezal anga lja mindjendjek anga a kini 

aungan , a kini aeljing sun a qaljuqaljupen ， sun a vuvu，a qadaw ，

ivawaw ，a qemati，sun a igawgaw。 

譯文： 

我對區域守護神、祖靈、太陽神、天上神靈、創始神哭求，希望被喜歡，

居於下位。在有事情發生或舉行的時候，願祢們讓依靠，讓祈求靈力，

讓祈求庇佑的。就算是正在進入犯錯，就算是正在做犯過的事；願火焰

已經閃耀著，願火焰已經熊熊燃燒著，我對區域守護神、祖靈、太陽神、

天上神靈、創始神哭求，哭求你們的拯救。 

8. cacavan 的禱詞： 

Au tisun a qadaw、tisun a vuvu、a i vavau、a pupina gaugavan，ulj tjumumaij 

anan i tjen sika a ulja ini a sini kilikelikelik ika sini kavangvang……..。 

譯文： 

祖先、太陽、在天上、被獻祭者；我們仍要告知，但願祢們不會因此把

這個當做小事，但願祢們不會因此把這個當做是干擾……..。 



9. kisupasariu 祈求寬恕的過程的禱詞： 

avan nanga uri semutangtang nganga tu mareka izi tu mareka lingalingau tu 

mareka lingalimgau tu ika na mava ngavang tu ika na malikeli ke a tja 

lasutjen a tja ljecegen。 

譯文： 

要袪除心靈神智上之障礙及干擾，使其神清氣爽，沒有罣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禱詞結構分析 ： 

VuVu 的儀式禱詞時都會從 patjumalj（敬告）的儀式開始，這是整個儀式開

始前的禀明，為了減少儀式因錯誤所產生的焦慮，有了事前的告知，因為施巫者

謙卑恭敬的態度，就覺得會受到更多神靈的支持，而更具自信心。所以在禱詞中

通常會具謙卑、期望的詞句，這些詞句在儀式中是相當具創造性的，禱詞除了基

本的結構及規律外，其他部分則是視每一位巫者自行發揮創意了。 

 

圖 3-32 儀式禱詞的結構圖（筆者繪） 

 

an tisun 

點名神靈tisun a qaljuqaljupen ， 
sun a vuvu，a qadaw ，ivavaw ，a 
qemati，sun a igawgaw...... 
                                                         

我將要作什麼事uli ～；  我要做什
麼事，請不要怎樣怎樣a paka tua
～，maya～ 
 

.... tu ika na mava ngavang tu ika na 
malikeli....., 如上述禱詞8  

以tinar碎鐵屑和ruvutj                           
祭珠來召請神靈 

敬告求助的神靈 

說明施巫者所要做的事                                                 

 

請求寬恕的禱詞 



1. 禱詞中常有疊韻（雙聲）同義詞的出現，即是相同意義的兩個不同念法的字，

常出現在禱詞中。（例如：禱詞中的一句 ai sepasalisaliv ai sepacevacevak lja 

zamalezalezal anga lja mindjendjek anga） 

2. 儀式程式化，基本的儀式程序是相同的，但是禱詞內容會因為不同的地域而

有些許的不同。 

3. 禱詞的內容常是充滿即興的色彩，非固定版本的，是視當下情境產生的。 

4. 禱詞的誦唸過程中，充滿了音樂性，而動作上又帶有舞蹈性。（例如：儀式中，

取出其中穿有 5 粒祭珠的蘆葦草以水灑之，從右至左繞著喪家邊念禱詞邊向

著喪家揮動蘆葦草） 

5. 儀式是集體的意識，而禱詞又呈現非常個人的經驗。 

 

 



第五章 結論 

本論文主要章節，是由 Tjavualji（大麻里）部落的歷史、信仰和族群變遷探

討開始，試圖重現 17世紀至今整個 Tjavualji部落在歷史、信仰和族群的演化過

程。由 vuvu生命史來解析他如何由 kisan qemisaqisaqis （竹占師）到 pajlakajlai

（祭司）之路的整個歷程。從 vuvu 的靈魂、空間和方位、崇拜與祭祀的概念一

窺 vuvu的宇宙觀；再由 vuvu的實踐過程分析 Tjavualji部落儀式的分類與性質，

並歸納出儀式執行過程中所依據的原則。最後從儀式實踐的觀察、禱詞結構的分

析、理論的驗證及儀式空間的脈絡，希望能為相關文化傳承內容，進行基礎的整

理與保存；並整理出可以成為傳承 Tjavualji 部落族祭儀的原則和原理的範本，

讓世人低調討論的原住民傳統信仰和巫術祭儀得以淵遠流長。 

（一） 研究發現 

1.作為竹占師與祭司的獨特性 

Vuvu 身兼竹占師和祭司的雙重身份，由他所執行的儀式內容之中，有些是

可以看出族群交融的痕跡，例如把排灣族和閩南人、卑南族的儀式內容加以融合

在一起。他執行的儀式內容和儀式身分並非「傳統」的典型。這很可能是由於他

學習儀式的過程，而造成他個人的特殊性。大麻里地區是各個族群匯集的地方，

在歷經現代社會洗禮之後，包括國家政權的治理、西方外來宗教、本地佛、道教

信仰的興起，種種原因導致本地儀式專家的秩序瓦解了，本來應該由女性儀式專

家執行的儀式，由於人才凋零、儀式失傳等原因，而改為男性的他來執行，當代

文化斷層的困境使得他必需自學才能去填補或扮演這些儀式專家的角色。也就是

說，倘若大麻里地區仍存有「傳統」的巫術秩序，這些工作應該是由女巫師來執

行，而非身為男性的 vuvu來進行。然而 vuvu的存在是如此的獨特而珍貴，這樣

的經歷十分罕有，也促成地方珍視他的文化傳承價值，政府和鄉公所因而舉辦相



關的祭儀人才研習，期待有人學習、傳承相關的文化記憶、語言和儀式。這也點

出了本論文的核心價值之一，除了記述 vuvu 的生命歷史以外，也著重於東部臺

灣當代巫術文化的保存與發展，期待系統化的記述儀式內容及將禱詞文本化。此

外，Vuvu 的一生伴隨時代歷史洪流的過程而推移，也受到當地地理環境、物候

的影響。他的生命經驗扣合著本地歷史、科學、社會經濟發展的歷程，以及文化

生活圈的交融，創造了獨特的生命經歷。vuvu 的生命經驗塑造他獨特的儀式知

識，這些細微的生命經驗也反映了大麻里這個地區的特性及族群關係複雜的程。 

2.儀式的傳統與創新 

本研究紀錄了一些過去並不存在的儀式，例如 seman sivitai（服兵役的儀式）、

seman luqem ta senkyu（選舉的儀式），還有「去除小三斷緣份」的儀式，這些其

實是隨著時代因應而生的新型祭儀，這到底是「傳統」還是「創新」呢？深究之

下這些儀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引申過去舊有的儀式並加以變化而來的。這些看起來

是「創新」的儀式其實都是在處理我們生命中的一些基本命題，一些基本的情感

需求（例如需要勇氣、感情、力量或得到支持），所以這些「創新」的儀式本質

上仍是延續了人類情感的核心價值，僅在操作上稍作改變，我認為 vuvu活用了

這些儀式來因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如此的關係，亦可以映照在當代原住民文化上；

許多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似乎是改變了，但是仔細推敲，它可能只是沿用了舊的

傳統中的某些元素加以改良、變形來呼應當代的情境。這樣的結論也值得身處於

當代社會的原住民借鏡，當面對當代社會情境中的一些核心價值觀、情感意識等，

採用傳統的文化概念來加以「創新」因應，以這樣的想法是可能找到解決之道的。 

3.多元文化的交融形成大麻里地區獨特的文化樣貌 

自 17世紀以降，荷、清進入，19世紀日人殖民、國民政府的接管，相繼進

入東部台灣，vuvu 居住的大麻里部落也隨著政權的改變而有了極劇的變化。現

年九十歲的 vuvu 他所職司的儀式內容，也在政權的更替中做了不少的改變。當



然，大麻里部落原住民目前並不完全是新興宗教的信仰者，堅守著傳統信仰的人，

仍大有人在，但這些傳統信仰者也受到了其他族群信仰的影響。就 vuvu 的例子

來說，vuvu 在家中有供奉漢人的神祇及設置神龕，滲入了漢人的習慣，也使用

線香來敬拜祖先神祇，也有使用農民曆擇日1的習慣；民間信仰中的過火儀式，

通過這個儀式可以達到除穢、袪邪、解厄的效果，在 vuvu 的除喪儀式中也有這

個儀式，認為跨過乾蘆葦草火把，可去除喪家的汙穢不潔乾。；並使用阿美族的

斷竹占卜的技藝來問事，也像卑南族在祭儀中使用檳榔和祭珠；。vuvu 的宗教

生活層面中不僅保有原有的原住民信仰，隨著時代變遷有了變化；vuvu 由於受

到日人的殖民教化學會了日文書寫方式，讓他方便將儀式內容文本化，類似這樣

的例子不勝枚舉。綜觀 vuvu 的儀式中，也會依照自己的宇宙觀邏輯，學習吸納

不同族群的信仰文化，這些在在都印證了該地區在變遷中多元文化交融滲入的現

象。太麻里這樣的區域呈現出獨特的文化內容樣貌，值得特別的關注與研究，也

是文化多樣性保存中十分重要的區塊。 

4.過去儀式中的秩序鬆動瓦解 

文化的斷層，根源於日治時期殖民教化、皇民化、神道教的進入、禁止室內

葬等政策及國民政府的現代教育，1963 年的「台灣省改善民間習俗辦法」同時

禁止占卜、印刷迷信書刊、神符醫療等九項所謂迷信的活動等等的這些原因，而

造成原住民傳統信仰受到壓抑，傳統文化也急遽流失。 

由於文化斷層的緣故，原需要祭師的祭儀例如 Ruvuaqan（發祥地祖靈祭），

因為部落需要一個在現代具有強烈族群意義的祭典邁向文化復振之路，因此儘管

在部落已沒有祭師的情況下仍然恢復辦理了。vuvu 雖未具傳統祭司的身分，亦

跨足了原本不屬於其職掌的祭儀範疇了。vuvu 同時兼具執行巫師及祭司儀式的

雙重身分，打破了排灣族大部分的私人儀式是由 pulingau（女巫師）執行及大部

                                                      
1
 他選擇了農民曆中，日子裡的「宜」、「忌」儀式內容來做為其占卜的依據。 



分公眾儀式由 pajlakajlai（祭司）執行的藩籬，以一位 kisan qemisaqisaqis （竹

占師）的身份跨足了巫師與祭司的職司，這明顯說明了兩件事，一是排灣族嚴明

的階序，在大麻里部落已經漸漸鬆動瓦解，另一是儀式中的性別分工秩序也被打

破了。特別在沒有人從事祭儀的年代，因為復桭的緣故，vuvu 身上必需肩任巫

師與祭司的角色，這反映了當代原住民祭儀與時代交會的新樣貌。  

 

5. 儀式的象徵與信仰、宇宙觀高度的連結 

任何器物都有「形」、有「義」。原本形的有限性決定了義的有限性。但是，

器物一旦被視為象徵的符號，其義便和形分離，擺脫了形的有限性，而無限延伸

昇華成為神聖。在 vuvu Gaitjang 使用的祭儀器物的象徵意義及使用方法上，其

實是跟他的宇宙觀緊緊的相扣在一起的。例如：挑選的竹子末端需是朝向

kacedasan（日升的地方）的竹子才可採摘。因為 kacedasan是力量來源的方向，

也是所有生命的起源，所以挑選竹佔用的竹子必須是朝向日升的地方。 

    又如：要挑選的刺竹所在地是在部落裡， 在部落範圍內，所以在 kiveli（請

求賜與使用的權力）的方式取竹時，則需要召喚的土地神靈，是要召喚 qinaljan

而不是 qaljuqaljupen。由這些小細節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vuvu Gaitjang在執

行任何儀式時，都會圍繞著 vuvu Gaitjang 祭祀、空間、方位、靈魂等概念的宇

宙觀進行的。這些內容都形成了太麻里地區的巫術文化。 

 

（二）研究建議 

排灣族傳統祭祀儀式多樣且精深，大麻里部落的儀式及禱詞只是占極小的一

部分，冀望後續可以進一步以宗教學、文化人類學及影像人類學的研究方式做其

他排灣族分群的各項儀式與禱詞的分析。將排灣族的傳統祭祀儀式做更精細、詳



盡的保存，進而建構出整個排灣族完整的宗教理論基礎。 

   在進行論文研究時，深切的感受到傳統信仰岌岌可危的狀態，當務之急是如

何保存跟維護這些原住民文化遺產。傳統的宗教之所以會在部落中漸漸的式微，

開始走向成為歷史記憶的主因，除了政治的壓迫和信仰多樣性外，我個人認為真

正沒落的原因不脫離以下幾點原因，而這些要素是相互牽引、連結，彼此息息相

關，也唯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真正做到信仰文化復振： 

1.巫術文化的保存與發展的建議 

（1） 語言的部分 

排灣族祭祀文化繁瑣且禱詞多深奧難懂，這也讓我在這次的研究上的確吃了

不少苦頭，對於祭儀的進行要相當程度的瞭解，首先要瞭解禱詞的內容，而瞭解

禱詞的要務就是需要瞭解這些禱詞的意義。新一代的靈媒要學習祭祀經文與祭祀

禱詞其首要及根本的要求是需要流利的排灣語能力；其次還要對祭祀文化用語專

門的訓練。 

目前族語搶救的速度遠遠不及流失的速度，儀式性的詞彙有很多是和一般日

常用語不一樣。若沒有流利的排灣語能力與熟稔排灣族文化，進行巫術研究是相

當困難的。因此語言能力會直接影響祭祀儀式禱詞的傳承，所以要振興祭祀文化，

語言的訓練是當務之急。 

（2） 經濟面的問題 

經濟面的問題也是祭儀傳承一項重要問題，光是就祭儀舉行的普及性、方便

性、時間問題及酬金等問題，它所涉及的問題及範圍既大且廣。排灣族的祭儀是

相當瑣碎且繁複的，如此會影響儀式的普及性，再加上需要很多的祭品便利性就

被受限，目前族人們的生活作息大多跟隨大環境的脈動再進行，所以舉行儀式的



時間較不能配合，而時間通常是占卜而得，並不能隨便找一個日子來舉行，加上

舉行儀式需要高額的酬金，一個儀式下來常常是勞民傷財的，這也大大減低族人

舉行傳統儀式的興趣。因此很多族人為求便利轉而改用其他信仰簡單方便的祭祀

儀式，直接影響了傳統祭儀的推行，建議可以有公設的儀式專家，他們向公部門

支薪，各個需要舉行儀式的主家能到當地公部門申請，由公部門抽籤指派儀式專

家前往執行儀式。 

（3） 儀式內容及禱詞文本化 

    排灣族祭祀文化繁瑣且禱詞多深奧難懂，每個部落都會有自己祭祀儀式的步

驟及禱詞內容，公部門可比照寫鄉誌或部落誌的模式，挹注經費，由部落族人偕

同一起來書寫各個儀式的步驟，及進行到甚麼儀式的時候，需要誦唸甚麼禱詞，

若已經沒有儀式專家的部落，則委託學者專家調查該部落的脈絡，是屬於哪個系

統的，和那些有儀式專家是相同脈絡的，採借用的方式。 

    至於查不出的，就由該部落召開部落會議由部落的人決定，儀式內容及禱詞

文本化是為方便學習使用及記錄，也可成為當地民族教育的教材的參考資料。這

只是個人淺見，事關重大，所以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專家學者一同來參與討論及規

劃。 

（4） 儀式專家的養成 

每一位儀式專家產生都是經由神擇或是夢擇的步驟而成的，所以可以先選擇

有興趣的族人，成立儀式專門學校，先從初步的經語、儀式專用語及禱詞的結構

開始學習起。等這些學員都經測試通過測驗後，再用瓢占或竹占是否為神擇的儀

式專家。儀式專家之所以養成的困難之處是外來宗教侵入導致自身文化的弱化，

如若自身都不珍視自己的文化，新文化就因應而出並將自身文化吞噬殆盡。 

傳統信仰會逐漸式微的主要原因，除了上述所說的之，還有非常多的因素是



蘊藏在底層不易被察覺的地方。這些建議無非是要族人們反省排灣族的傳統信仰

存在的重要性，它是排灣族所有制度的根基，若要使排灣族傳統制度復甦，首要

之務就是部落中仍要有祭祀儀式在執行，而儀式要存活就須有儀式專家的存在，

這兩者不可偏廢，才能讓排灣族的傳統信仰持續在部落中活著，文化復興才指日

可待。 

2. 後續研究方法與主題的建議 

（1）研究方法的建議 

我在寫這篇論文時主要用了一些研究方法，同時發現做這些研究時還是有些

死角，一併在這裡提出來供以後想做類似研究的人，能夠有更寬廣的視野來安排

自己的研究方法 

本論文的文獻資料以蒐集歷年來相關文獻，並歸納耙梳整理出前人研究成果，

幫助自己找到研究問題，並探討目前所面臨之困境與問題。在透過前人的研究文

獻，瞭解問題的研究發展趨勢，採質的研究，無法做量化的分析，必須大量引用

相關文獻資料及實地探訪以資佐證。而目前國內有關排灣族男巫師的相關研究不

多，因此相關文獻之蒐集相當不容易，所以這個分析法再該研究上其實是幫助有

限的。 

訪談法首要是能夠熟習該研究對象所擅用的語言，自己是否熟悉，免得在驗

證時要處理語言的部份就會花費很多的時間。我在訪談方法中，使用了「焦點訪

談」及「有引導取向的訪談」（即半結構式訪談）這些發法都必須建立在訪談者

及受訪者雙方有信任基礎的狀態下才可能獲得受訪者意見、價值、動力、回憶、

表情、感覺詳細闡述的資料。但也必需視情況與受訪者進行開放對話，依當時的

情境與互動方式進行調整，以求研究者獲得更完整、更適切的資料，有助於對研

究者問題的分析。筆者也會在自然不受問題的侷限下自在的談天，在儀式中間休



息的片刻或是於結束後與受訪者聊天，讓受訪者可以自由發揮心之所想，反而有

意想不到的收穫。 

另外，參與各項儀式及活動的觀察、紀錄，缺點是只能對於所專注的觀察對

象的動作或反應做觀察，而忽略了周遭正在進行的事物，所以攝影周遭也是件非

常重要的工作，這些紀錄常可以彌補一些觀察上的死角。攝影後也可和當天同時

參與儀式的人，或是也可以收集過去影像，並與被研究者一同觀賞及向被研究者

提問，詳細的記錄、核對影像中的所見所聞，以確保每一項資訊的正確性是非常

好的方式。我想如可以改善這一些研究限制，定可以更方便容易達到研究的效

果。 

（2）研究主題的建議 

我認為本研究仍有一些值得未來可以具續討論的議題： 

第一、大麻里部落的除喪儀式叫 ilapus ta pinicayan、土坂部落的除喪儀式叫

semupuljuwan 和卑南族的大巴六九部落 gilabus；大麻里部落的除喪儀式和卑南

族的禳祓除崇的巫儀在名稱上是音較相近，所以如果將大麻里部落、卑南族大巴

六九部落和其他排灣族部落的除喪儀式程序步驟作個比較，相信會是一件非常有

趣的課題，有待日後研究討論。 

第二、大麻里部落的 Ruvuaqan a palisiyan （發祥地祖靈祭），是在台東縣太

麻里鄉三和村及華源村交界處公路邊的這個 Panapanayan 「台灣山地人祖先發

祥地」祭祀地點，它同時也是卑南族 Kasavakan（射馬干）部落、Katratripul（卡

地布）部落、Likavung利嘉部落三部落及阿美族 Atolan（都蘭）部落的人都會前

來祭祖的地點。所以對於發祥地（Panapanayan / Ruvuaqan）這個地點的這些族

群的祖源傳說、拓展、信仰、文化特徵、特性與差異等等都是後續值得好好研究

的題目。 



本研究係筆者以個人淺薄的民族學知識進行祭儀、巫術研究，期待對孕育自

己的族群文化，貢獻一份綿薄力量。願祖靈能夠庇佑，讓始終被世人所低調討論

的傳統信仰和巫術祭儀能淵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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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陸發安發祥地祭祖活動程序表1
 

104 年 7 月 7 日陸發安發祥地祭祖活動 

【程 序 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活動地點 

09：00～09：20 環境整理與佈置 （青年會） 

 

陸發安發祥地 

（ruvuaqan） 

 

09：20～10：10 部落傳統祭祖儀式 （祭司 、女巫團、頭目） 

10 ： 10 ~ 10 ： 15 全體族人脫帽行三鞠躬禮 

10：15～10：30 介紹貴賓級貴賓致詞 

10：30～10：40 口述史講述 （母語部分）  卓良光 

10：40～10：50 口述史講述 （國語部分）  林正秋 

10：50～11：00 獻唱傳統歌謠  （林金花  李永善） 

11 ： 00 ~ 11 ： 30 獻舞 （青年會領舞 全員參加） 

11 ： 30 ~13 ： 30 用餐聯誼及餘興節目 

13 ： 30 ~ 回程細心開車 平安抵部落 

 

                                                      
1
 資料提供：汪憲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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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Vuvu Gaitjang 的儀式筆記2
 

 

筆者攝影 

 

                                                      
2
 資料提供：卓良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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