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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台東縣達仁鄉土坂部落排灣族的祭祀語言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祭祀詞

彙的隱喻運用。因此，筆者先以構詞學研析祭祀詞彙的結構，作為對祭祀詞彙的基

礎認知。而後，再以 Lakoff and Johnson (1980)的概念譬喻理論來解析五年祭、小米

祭、招魂儀式、立巫儀式這四個儀式的祭祀詞彙的隱喻表現，我們會從「實體隱

喻」、「方向性隱喻」、「結構性隱喻」三個隱喻型態去討論祭祀詞彙的隱喻關係。其

中，實體隱喻又分為隱喻和轉喻兩種譬喻形式進行分析祭祀詞彙。筆者希冀藉由概

念譬喻不僅理解排灣族人隱喻的運用，並且梳理出排灣族先人創造祭祀詞彙的思考

模式。 
 
 

關鍵字：排灣語、祭祀語、構詞法、隱喻、轉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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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thesis takes ritual languages of Paiwan Tiuwabar in Daren Township, 
Taitung aiming to analyze the metaphorical usage of its ritual phrases. The aspect of 
morphology is firstly taken into the analysis for the structure of ritual 
language as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hrases of ritual language. After 
the analysis using morphology,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proposed by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is used to analyze the metaphorical performance of 
ritual phrases in Maleveq, Masalut, Malada, kilingedjelj. Ontological metaphor, orientational 
metaphor, and structural metaphor which are included i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re further adopted in the analysis for a more profound discussion. Ontological 
metaphor is distinguished a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the analysis of 
ritual phrases in this study. This thesis aims not only to provide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ical usage in Paiwan through Conceptual Metaphor but also to organize the way 
that the ancestors think while they were creating and inventing the ritual phr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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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fter the conducting the field research, the author realizes that Tiuwabar has never skipped 
or stopped any complicated and complex rituals in their long-time history. The existence of 
rituals does not only mean that the Paiwan still keeps their own traditional belief, 
but also shows that Tiuwabar still preserves abundant and sufficient ritual 
languages. However, when we reviewed the concerned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or references, 
most of them focused on the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rituals concerning its steps performed, 
tools or materials used, ballads or chants created, changes made, and practice taken, 
the aspect regarding of the ritual language itself was rarely discussed. 
Regarding of the issue that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neglected to focus on, 
this thesis detaches the ritual phrases and ge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emantic 
meanings. During the analysis, we could not only understand how 
the ancestors deliver and express the ritual phrases through the substances in daily 
life using metaphorical elaboration, but also organize the way and mode that 
the ancestors think while they were creating the ritual phras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author adopts 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for ritual 
data collection. First of all, the author enters the area for participation and 
observe the rituals. The four rituals that the author has participated are Masalut and 
Maljeveq in 2013, Malada and Kilingedjelj in 2015. The author goes to in-
depth interview after organizing the data collected.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view mainly 
focuses on handwriting, supplied with figures, actual practice or body movement to collect 
the data. On one hand,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conduct the interview without being off the topic; 
on the other hand, it could avoid the time and energy spent by 
the interviewees being wasted. The data used in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from field research, and others are taken reference from Ferrell (1982), 
Egli (1990), elementary textbooks, etc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written format of 
Paiwan language studies. 
After carefully and properly organizing the data collected,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s adopted 
to the structure of ritual phrases. Last,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s used 
to analyze th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of ritual phras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 semantic meanings of ritual phrases. 
 

CONCLUSION 
We have been foreign or unfamiliar to ritual phrases or ritual languages, and most 
of us consider it hard to be understood for a really long time. In order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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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hesis uses morphological analysis for the structure of 
ritual phrases. During th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instead of existing with 
one single meaning, ritual phrases are actually involved with multiple meanings. Therefore, 
chapter three provides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multi-meanings of 
ritual phrases using Conceptual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rough 
the analysis provided, we could not only know that the ancestors construct 
the ritual phrases based on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living surroundings and environment, but also understand the cognition system and 
thinking mode of the Paiwan through the ritual phrases. 
We could not only realize what the ancestors think while they 
were creating, inventing and using the phrases and their linguistic 
meaning during the analysis of ritual phrases, but also witness the wisdom that 
the ancestors have and show. However, due to the insufficiency 
of personal academic ability and achievement, this thesis still has much improvement to 
be made and many aspects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Finally, it would be best if this thesis could 
motivate other studies. This could be shared to people in Tiuwabar to make them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ritual language, and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preserving their own mother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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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教育部按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所頒布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含東排

灣語、北排灣語、中排灣語、南排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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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輔音中捲舌塞音/dr/、舌面清塞音/tj/、舌面濁塞音/dj/及舌面邊音/lj/，在聖經

公會則分別用 r、t、d 及及 l 標示。 
    2.排灣語中表清喉擦音/h/的字母 h，大都出現在借詞中。 
 
二、排灣族語書寫系統語彙基本表 
 

母音 
子音 

a e i u 

p 
palisi 

「祭拜」 
penudek 

「剪臍帶」 
pigay 

「疤痕」 
pulau 

「酒醉」 

b 
balabalar 

「芋頭(濕地)」 
benuqu 

「腫瘤、凸出」 
bibi 

「鴨子」 
bunun 

「布農族」 

t 
tavitavi 

「祭壇」 
teku 

「下」 
tideq 

「間距」 
tuzung 

「連接處」 

d 
dangas 

「邊緣」 
kaledep 
「日落」 

kudikudis 
「香蕉嫩芯」 

gadu 
「山上」 

dr 
draisang 
「國司」 

dremaian 
「跳舞」 

kedri 
「小」 

drusa 
「二」 

tj 
tjagaraus 

「大武山」 
tjevus 

「甘蔗」 
tjinar 

「鐵削」 
tjumalj 

「告訴」 

dj 
djalan 
「路」 

djemalan 
「路上」 

djinekuac 
「跨越」 

djuljat 
「祭竿」 

k 
kai 

「語言」 
kemeljan 
「知道」 

kivadaq 
「詢問」 

kakudan 
「習俗」 

g 
gawgaw 
「接收」 

geruang 
「谷溪」 

patagilj 
「開始」 

ligu 
「榮耀」 

q 
qadaw 

「太陽」 
qemizing 
「推擠」 

qimang 
「運氣」 

qulu 
「頭」 

＇ ‘a 
‘en 

「我」 
‘i 

‘uku 
「人名」 

c 
cawcaw 

「人、人群」 
cepeliv 

「翻轉」 
cinekecekan 

「部落祭壇」 
cun 

「看」 

v 
vavaw 
「上」 

veniyaq 
「排祭葉」 

viyaq 
「祭葉」 

vusam 
「小米種」 

s 
saljemedj 

「祭儀之神」 
sevalitan 

「替換處」 
sizi 

「山羊」 
susuin 

「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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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aqu 

「無患子」 
zemzem 

「黑漆漆」 
zinekatj 

「您所準備的」 
zuwa 

「那裡」 

h 
hana 
「花」 

he 
hikuki 

「飛機」 
husi 

「護士」 

m 
malji 

「不同的」 
cemel 
「草」 

misepi 
「作夢」 

mulusu 
「牲禮官」 

n 
nadjemalan 

「已經在路上」 
qunevulj 
「灰燼」 

niya 
「我們的」 

nu 
「如果」 

ng 
ngadan 
「名字」 

cangelj 
「支撐物」 

ngiaw 
「貓」 

nguaq 
「好」 

r 
rasudj 

「整齊」 
remasudj 

「排整齊」 
rinava 

「已經準備好」 

rugaduwan 
「常於山

上」 

l 
lavut 

「放下的」 
lemukulj 

「放入盒子」 
likuz 

「後面」 
luqem 

「靈力」 

lj 
ljagay 

「酒飲」 
ljeveljeveqan 
「五年祭壇」 

ljikljik 
「麻繩散亂狀」 

ljui 
「葫蘆」 

w 
caquwan 

「技能、熟練」 
we 

kawiyan 
「確實的」 

wu 

y 
zaya 

「上游」 
ye 

kuwadayin 
「該怎麼辦」 

marayu 
「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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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對排灣族而言，儀式是宗教信仰重要的一環。因為排灣族人深信經由一系列完

善的祭儀之下，不易受到有形／無形的人事物干擾、阻擾，並且能獲得祖先們的庇

佑渡過人生任何難關。因此，在排灣族的生活裡能處處可見祭儀的執行，土坂部落

乃是如此。由於土坂部落的祭儀多且繁複，所以筆者將儀式劃分為公、私領域兩個

範疇。公領域儀式是由部落全員參加，如 maljeveq「五年祭」、masalut「小米收穫

祭」等。每個祭典又涵蓋多個小儀式，比方說 masalut「小米收穫祭」它從一開始的

mavacuk「開墾儀式」、kisadjan「初墾儀式」、tjemugud「撒種儀式」、kiqudjalj「祈

雨儀式」、kivaqu「採收小米儀式」、kisadja「收貢品儀式」等。私領域儀式是由家

族、個人的參與，比方說 malada「招魂儀式」、 kisanpulingaw「成為巫師儀

式」、semanluqem「加持儀式」、semusaqetju「治病儀式」等。不管是公領域，亦或

私領域的儀式，這些儀式都有固定的祭祀程序，如從一開始的 qemizing「推

擠 」、 temega 「 喚 醒 」、 pakan 、 paljagay 「 稟 告 」、 pacevung 「 驅 邪 之 儀

式 」、 temangalj 「 贖 罪 儀 式 」、 pasalut 「 檢 核 」、 pasecaciker 「 返 還 儀

式」、pasepuidi，pasekentaljan「在清理一次、總整理」等，雖然儀式的程序不

變，但是女巫則能視儀式情況而因應。祭儀的存在意味著排灣族傳統信仰的依

舊，同時也表示著土坂部落依然保存著豐富的祭祀語言。 
土坂部落雖然擁有著多樣的祭祀語言，但是在過去的文獻裡較多針對儀式的類

型、儀式執行的步驟、儀式的器具、儀式的意涵、儀式的變遷、儀式的實踐、儀式

的歌謠等文化層面的討論。即使有解析祭祀詞，但多半是翻譯祭祀內文的段落大

意，少有從祭祀詞彙的結構來解析。然而，當我們逐一拆解、解析祭祀詞彙和理解

詞彙所隱含的語意之後，我們不僅會發現創造祭祀詞彙的先人，祂們都是賴於對宇

宙、對自然、對生命等的認知，然後再藉由豐富的聯想力、創造力來表達於祭祀

詞。如在 lada「基礎經文」中 kudikudis照字面解釋是「香蕉嫩芯」，其所要表達的卻

是「新生命」，透過香蕉嫩芯的潔白特徵去表達「新生命」的概念；又

如 pakavesungay 照字面解釋是「檳榔花開」，其所要表達的卻是「集體狩獵」，透過

檳榔花開的樣子來表達祭儀期間的禁忌解除，所以獵人們可以到山上狩獵了。土坂

部落擁有不少的祭壇，我們會用人體的動作來命名祭壇名稱，如 vineqacan 詞根

veqac 是指「創造」此動作之意，若加上環綴<in>...-an 衍生為 v<in>eqac-an 字面解釋

是「被某人創造、開創的地方」之意，即部落祭壇。此部落祭壇是當部落要遷移之

時就會搬舊部落的一塊石頭至新的部落來表示我們的故居的象徵物，而我們稱此塊

石板為 vineqacan「部落祭壇」。又如 puigegesan 詞根 igeges「站立」為人體之動

作，附加上環綴 pu-...-an 衍生為 pu-igeges-an 字面意為「某人先佔某處且在此地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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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搖的豎立著」，其衍生意為「部落祭壇」。 
另外，筆者還發現土坂族人很注重自身的 luqem「靈力」，因此時常祈求神靈賦

予於靈力，但是都會很委婉的向祖靈祈求靈力，如以 navuneljeng「茂盛狀

態」、mirazek「植物綠油油的且長的很茂盛」來表示祈求靈力飽滿如同植物茂盛的

狀態。又如以數量表示眾多靈力，如 taiday「數百個」、tapuluq「數十個」等誇飾的

數量詞表達眾多靈力的注入。如以 qemaljayup 字面義為「聲勢浩大」來表示靈力來

源於都是有名、有智慧、有勢力的祖先的神力。有鑒於此我們得知祭祀詞彙的創造

並非任意的，它是先人依據自身的經驗和對事物的瞭解，再通過隱喻的機制，將祭

祀詞彙具體化而衍生許多語意。因此，當我們在解析祭祀詞彙的同時，其實我們是

在梳理先人創造祭祀詞的思考途徑。 
綜觀上述，由土坂的儀式項目來看，我們可得知對一位排灣族人而言，出生入

死儀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然而，當筆者回顧過去有關土坂祭祀語言的研究之

時，雖然蒐集不少相關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內容針對祭祀詞彙的結構、語意、衍生

意等的討論卻是乏人問津，更遑論祭祀詞彙的隱喻研究。是故，筆者先以構詞學解

析祭祀詞彙，作為對祭祀詞彙的基礎的瞭解之後，再以認知語言學的觀點分析祭祀

詞彙中的語意的認知方式和隱喻現象。 
 

1.2 先行研究 

1.2.1 土坂的祭祀語言 

根據童春發(2008：3)一文論述：「巫師「pulingaw」一直是排灣族社群的原生信

仰根底」。因為排灣族人深信經由女巫執行一連串繁複的儀式與唸、唱頌著冗長的祭

祀詞之下，俾能驅除身心靈的疾病、尋找失物、解除災禍以及獲得神祖靈賜予的靈

力等。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女巫在當代的排灣族部落屈指可數，甚至不見蹤影。不

過難能可貴的是土坂部落亙古至今仍然持續著傳統祭儀且未曾間斷過，甚至近幾年

女巫輩出。從文獻和田野資料得知目前土坂部落仍然維續著傳統儀式，如有五年

祭、小米收穫祭、立巫儀式、招魂儀式、治病儀式、出生儀式、喪葬儀式、設立家

屋祭壇儀式等。這些祭儀的留存不僅顯現出土坂族人對傳統信仰的固守，更重要的

是存續了祭祀語言。 
胡台麗(2011：139-186)〈排灣古樓五年祭的「文本」與詮釋〉1此篇雖然與筆者

研究的區域不同，但同樣是針對祭祀語言來討論。作者認為祭儀經語是一種語

言，而且她指出祭祀語言在文化傳承上具有無比的重要性。不過作者也提及即便我

們意識到祭儀語言的重要，但是艱深難懂的祭祀經文是需要長時間的投入才能瞭解

祭祀詞彙的語意。正因為研究祭祀語言是耗時耗力的工作，所以過去有關於祭祀語

言的紀錄與分析是極為稀少且零散。所幸的是筆者已蒐集到不少有關於土坂祭祀語

                                                     
1 引自於《排灣文化的詮釋》，台北：聯經，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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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紀錄資料，如朱連惠(2007)此篇以土坂五年祭為討論，因此文中有記下五年祭

之時所使用的祭祀詞；顏正一(2007)此文收錄不少的祭儀歌謠，並且逐字翻譯祭祀

詞彙；邱新雲(2011)一文詳盡的記載各儀式所使用的祭祀文；鄭漢文等人(2014)集結

各界議論有關於土坂五年祭及其各儀式的研究內容而成書，此書助於筆者從不同視

角觀察祭儀和解析祭祀語言；林秀蘭、包惠玲(2015)兩篇碩論文也都有撰寫到儀式

語言。雖然這些資料都有撰寫到祭祀語言，但遺憾的是研究內容多半是翻譯祭文的

段落大意，少有逐字翻譯祭祀詞。即使有逐字翻譯、解析祭祀彙，卻尚未有針對於

祭祀語言的結構、形式及其詞意進行討論。 
雖然土坂部落擁有豐富的祭儀，但曾一度面臨即將流失傳統儀式文化的窘

境。此現象我們從邱新雲(2011)碩論文可獲知。此篇內容撰述到過去習巫的身分條

件是必須由家中長女、家族中曾有祖先是巫師、必須隔代傳承且是神靈揀選者等基

本條件，而且傳授的方式是師徒一對一的模式。然而，前幾年她察覺到土坂部落的

女巫師逐漸凋零，深恐部落的傳統信仰儀式因此而流逝。於是她撰寫計畫書，然後

呈報於鄉公所，結果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睞並予以一筆經費推行部落的傳統儀式、巫

覡等文化知識。她運用此經費在土坂開班培訓新一代的女巫以及策劃有關傳統儀式

文化等課程，這些課程至今仍然持續實行，並且逐步推廣至鄰近各部落。培訓女巫

課程的誕生，不僅破除過去一對一的教學模式，還解除以往習巫者應具備的基本身

分條件，目地在於能夠讓更多有心學習者一同參與和討論。如此一來既能摒除傳統

祭儀文化流失的擔憂，亦能達其傳承、延續祭儀文化的功效。2015年底筆者也參加

傳統祭儀人才培訓課程，課程中由地方耆老以及邱老師帶領我們解析、唸頌祭祀詞

以及理解各個儀式的程序和內容。從中筆者發現到祭祀詞彙能夠衍生出多種的語

意，不惟是構詞法的關係，它其實還運用譬喻的方式而擴展出許多的詞彙、語意。 
綜觀上述，無論是文獻上的匱乏，亦或是避免祭祀語言消失皆是促使筆者探究

祭祀語言之故。因此本文第二章以語言學的構詞法分析祭祀語言的結構和語意；次

則於第三章以認知語言學的觀點討論祭祀詞彙中譬喻的表現手法。經由解析之

後，一來我們能確鑿的掌握祭祀詞彙的結構，二來便能具體的理解祭祀詞彙一詞多

義及其隱喻的現象。 
 

1.2.2 認知語言學的運用 

在習得祭祀語言之時，筆者發現先人創造祭祀詞彙常以自身的體驗以及對周遭

事物的概念來表達於祭祀語言中，此現象正如 Lakoff and Johnson (1980)所提出的概

念譬喻(conceptual metaphor) 。因此，本文以認知語言學的概念譬喻的實體性隱喻

(ontological metaphor)、方位性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結構性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此三種隱喻模式討論祭祀語言。 

實體隱喻是以物體來理解抽象的概念，而 Lakoff and Johnson(1980)將實體性隱喻

區分為：實體與物質隱喻 (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容器隱喻 (container 
metaphor)、擬人化(personification)。實體與物質隱喻是指我們取物體外在某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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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等來表達抽象的概念，如我們以 viyaq「祭葉」來表示祭儀文化、以

zaqu「無患子」來表達靈力。除了實體與物質能作為隱喻，容器亦能成為隱喻的表

達方之一。在蘇以文(2005：20)一文指出容器隱喻是：「我們將某種過程視為視一個

容器，正在經歷某個過程，我們即視為是存在於某一個概念性的容器中」。舉例來

說，如「在我的生命當中」、「三天內把論文寫完」、「他納入了這個論點」等這些都

是以容器表達抽象的事件或者時間。擬人化是以人類的特質、行為等去理解非人類

的事物，比方說「癌症奪走了他的生命」我們將癌症擬為一個人，它(癌症)強奪他人

的性命，又如「春天悄悄的走了」將春天視為人類走的行為來表示春天剛過，同時

暗含了夏天即將到來之意。 
此外，筆者在整理祭祀詞彙時檢視出實體性譬喻不僅有隱喻，其實還包含轉喻

(metonymy)。Lakoff and Johnson (1980：63)指出所謂的轉喻就是「以一物指涉另一相

關之物」。比方說「公司來了許多新面孔」以人的面孔來代表新人，又如「他是一位

國手」以身體的手的部位來代表國家選派參加某些國際比賽的選手。在謝健雄

(2008：59)一文指出轉喻可分為「以部分代表全部」、「部分代表部分」、「以整體代

表部分」此三種轉喻形式。然而，筆者發現祭祀詞彙通常以人體部位、動作、狀況

來表示祭儀的功能或作用。如以 kiqaung「哭」來表示祈求、哀求祖神靈，而祈

求、哀求是祭儀的一部分，因此 kiqaung 一詞為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又如我們

以 semupaljiq「去除糞」來表示去除汙穢、骯髒的，我們以人的排泄物來表示祭儀的

某個儀式，即為以部分代替部分的轉喻。這些實體性隱喻的表達形式雖各有別，但

它們都是立基於我們的肉身經驗、文化背景等因素而衍生、擴展出豐富的語意。經

過認知語言學的概念譬喻分析祭祀詞彙後，筆者發現實體與物質、擬人化以及轉喻

較多且都有例子可證。相對的容器隱喻在祭祀文中多是祭儀名稱且例子不多，如

kiteveljan「加入」來表示附身、靈魂出竅；又如 lemukulj「放入盒子」來表達入殮儀

式；pakivala「出去走走」來表示除喪。這些儀式名稱沒有出現在祭祀文的段落

裡，因此筆者沒有納入本篇論文討論。 
除了實體隱喻可以運用之外，在認知語言學還有方位性的隱喻。我們可以從

Lakoff and Johnson(1980)該文得知隱喻空間方位並非任意的，而是有一個立基於我們

肉體與文化的經驗。也就是說，我們是透過親身的經驗瞭解了方位，而我們再經由

對方位的認知來理解抽象的概念。比方說快樂是上、悲傷是下；上流社會、下流社

會等例子，此例就是能透過上與下的方位來表示心情和社會複雜的關係。此外，我

們也會因為文化經驗的差異對上下、左右的概念有所不同，如祭祀詞彙

vavaw「上」是神界、teku「下」是冥界；viri「左」是壞、navalj「右」是好等概

念。我們對方位的概念不僅有上下、左右而已，它還包含前後、開關、中心邊

緣、遠近等的認知。 
不只實體和方位能運用隱喻，連結構也能作為隱喻使用。所謂結構隱喻是指我

們透過一個熟悉且完整的結構去建構另一個概念。也就是說，我們對某具體的事物

有通盤性的認知，藉由這個認知來瞭解另一個抽象的結構。比方說「食物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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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我們將對食物(原料、味道、烹調、消化)的概念來對應到人類(內容、品質、形

成、理解)的思維。又如「愛是病人」、「觀念是植物」等。由此可得知，當我們在理

解抽象事物之時，結構遠比實體、方向隱喻來的更能有系統的抽取人的思維經

驗，因為結構性隱喻它所隱喻的並非某部分的概念而是包含所有相關的事物如特

徵、特性、性質、功能等整體性的來表達另一個抽象的概念。 
綜觀上述，雖然隱喻的呈現方式各自不同，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到認知語言的概

念譬喻其實就是將某個具體的、基本的概念來瞭解另一個較為抽象的、不易懂的概

念。唯有不同的是概念的選取是因應不同文化、自身的經驗而有所差異。本文首先

將觀察儀式的資料彙整、分類之後，再進行第二次田野調查，以各別的深度訪

談。然後將祭祀語料以構詞學分析，初步的理清祭祀詞彙的語意、詞彙形式，最

後，從概念譬喻梳理出先人創造祭祀詞彙的思考模式以及背後所隱含的意涵。 
 

1.3 研究方法 

1.3.1.語料來源 

當在觀察一個族群的生活型態、語言、祭儀與變遷等社會現象時，總免不了田

野的踏查，筆者乃是如此。進行的田野觀察方式是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模式。以參

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模式作為蒐集祭祀語料的方法。參與觀察法，目前筆者已參與過

儀式：2013 年的 masalut「小米收穫祭」、maljeveq「五年祭」以及 2015 年的

malada(招魂儀式)、kilingedjelj 「立巫儀式」四個儀式，前兩個是部落性的祭典，後

兩個是家族、個人的儀式。 
深度訪談模式，在訪談前會事先將語料以及過去已有的相關研究資料統整

後，並提出問題詢問部落長者。訪談內容文字書寫為主，圖片、實務或肢體動作為

輔取得語料。一方面，能夠較有效的進行訪談內容，不偏離主題；另一方也可以避

免浪費田調對象者的時間與精力。本文使用的材料來源主要以筆者的田調語料資料

為主，次則是參考 Ferrell(1982)、Egli(1990)、國小教科書等相關排灣語言文獻。 
 

1.3.2.研究區域 

排灣族分為兩大亞族：Raval 與 Bustul。Raval 亞族居住在排灣族最北端的三地門

鄉內，與魯凱族相鄰，在長期的聯姻關係及文化互動下，形成許多相似的特質。另

外，Raval 亞族在社會階層上是以長男繼承制，祭儀上則沒有五年祭此祭典，藉由這

些具體的特點，使能夠辨別出與 Bustul 亞族的不同之處。Bustul 亞族分為：北排灣

(Bustul 群 ) 、中部排灣 (Paumamauq 群 ) 、南部排灣 (Chaobolbol 群、 Sebdek
群、Parilarilao 群、Skaro 群)、東排灣(Pakarokaro 群)。譚昌國(2007)一書提到：「排灣

族的各地域性群體由於在歷史上和其他族群迭有互動，也逐漸形塑出不同的地方特

色。」也就是說，排灣族在地理位置上廣佈於台灣南部，鄰近族群的相互往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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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的魯凱族、卑南族、阿美族、漢人與客家等，文化相互影響，甚至彼此通

婚，塑成每區域的排灣族群各自擁有獨特的地方特色。 
在其他排灣區域仍有持續祭祀儀式的是中部排灣(Paumamauq 群)─來義鄉古樓

村(kulalau)、南部排灣(Parilarilao 群)─春日鄉古華村；牡丹鄉石門村、牧丹村等等區

域。基於這樣的緣故，在此筆者事先指出所要研究的範圍，主要研究的區域是東排

灣(Pakarokaro 群)的達仁鄉土坂(Tjuwabar)部落。為了避免地域上混淆情況，筆者匯

入較詳盡的排灣族地域群圖，並圈起來表示研究區域範圍，如下圖 1-1 所示。 
 

 
圖 1-1 田調區域 2 

 

本篇以台東縣達仁鄉土坂的排灣族為研究對象，土坂村原名 Tjaubar，依據邱新

雲(2010：73)一文提到：「tjua 是指稱處所的前綴詞，bar 是花名，Tjaubar 意即 bar 花
盛開之處，國民政府來台取其音改名為土坂」。土坂隸屬於台東縣達仁鄉，居於海拔

約一、兩百公尺的淺山區內。位於達仁鄉的西北方，大竹高溪中游右方台地上。東

臨台板村，西與屏東縣來義鄉接壤，南邊與新化村相連，北方比鄰金峰鄉歷坵

                                                     
2 此圖為排灣族地域群體的分布，圈起來的部分為筆者蒐集語料之處。資料來源：引自譚昌國(2007:7)
並經作者加筆修正。 

土坂 
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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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依照台東縣政府門牌資料庫加值運用網 3顯示，目前土板村總人數：1026，總戶

數：344，男性人口為：578，女性人口：448，是達仁鄉人口最多也是最大的村

落。土坂村有兩個生活圈：一個是村辦公處所在地，即土坂本部落，另一個是位於

本部落西北方之處的新興社區，兩地相隔約兩公里，但都屬於土坂村內。 
 

1.3.3 研究對象 

本文以台東達仁鄉土坂部落的祭祀語言作為研究對象，目前有四個發音人，年

齡 50 歲以上，且都熟悉排灣語和華語，茲將發音人背景列如表 1-1 所示。前兩位耆

老詳細解析詞彙語意，尤其是董豐山先生。後三位指導筆者的祭祀語言的發音以及

校正筆者祭祀詞彙的紀錄內容，在此十分感激，他們的不吝指教。 
表 1-1 發音人資料 

排灣族名 漢名 職業 年齡 性別 部落 

Aljayup 董文生 退休工友 90 男 土坂 

Quadurh 董豐山 退休公務員 65 男 土坂 

Tjuku 朱連珠 家管 60 女 土坂 

Saualjaljuy 邱新雲 退休老師 * 女 土坂 

Siljedaw 鄭佩芬 技術員 50 女 土坂 
進行訪談時，採用全場錄音的方式完整的收集資料，輸入電腦硬體設備後，不

斷地反覆聽，依照此地區所使用的排灣族語，轉成文字，不僅在內容上不做任何修

改，輸出格式是以華語與排灣語(使用羅馬拼音、參考官方標音後，適時修改以符合

研究對象的發音)並陳相應的形式呈現。最後和發音人一同核對資料，在比對影音檔

後，檢視、修改與補充當中不清楚之處，盡可能保持原有語料的完整性。 
從語料的收集、祭儀的參與紀錄、分析、統整、歸納，來檢視祭儀時祭祀語言

的使用方式以及各祭祀詞彙的隱喻模式。除了將祭祀語料彙整、保存之外，筆者也

爬梳過去的相關研究，作為語料與文獻之間的相互佐證、驗證。希望能夠藉由

此，探究排灣族人祭儀中所運用的語言表達方式，挖掘其背後所隱藏的整體的宗教

知識架構，亦透過詞彙了解排灣族人於信仰的思考模式。 
 

1.4 論文架構 

本文以認知語言學的概念譬喻來討論祭祀詞彙中的隱喻現象和認知方式。本論

文的第一章是緒論，包含研究動機、先行研究、研究方法、研究區域以及對象。第

二章是以構詞學分析祭祀語料作為對祭祀詞彙的基本結構，目前檢視出祭祀詞彙有

單純詞、複合詞、重疊詞、衍生詞這四種詞彙結構，其中衍生詞彙最豐富。單純詞

的部分，分為單音節結構和多音節結構以及疊音節結構討論；複合詞

                                                     
3 引用日期 2017/12/18，網址：http://gis.taitung.gov.tw/public/index.html。 

http://gis.taitung.gov.tw/publi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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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n(u)a、t(u)a、tuwa 四個詞素來討論；重疊詞劃分為完全重疊和部分重疊這兩

種討論；衍生詞在祭祀語言的構詞結構最豐富，因此佔了第二章絕大多數的篇

幅。目前檢視出前綴有 38 種、中綴和後綴各有 6 種、環綴有 4 種。將所蒐集到的衍

生詞綴一一羅列出，並進行細部的討論與分析。第三章討論的是祭祀詞彙中的隱

喻，依據 Lakoff and Johnson(1980)認知隱喻理論來分析祭祀詞彙的隱喻表現，本章分

為實體隱喻、擬人化、轉喻、方位隱喻、結構隱喻此五種隱喻型態去理解祭祀詞彙

的隱喻機制。第四章為結論，回顧全文和研究發現，然後指出文章的優缺失，並且

提出日後繼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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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解析祭祀語言的構詞與語意 

近期在台灣南島語言的構詞學研究可說是不勝枚舉，排灣語構詞學的研究亦是

如此且日新月異，如 Ferrell(1970、1982)、Egli(1990、2002)、張秀娟(2000)、黃緯晨

(2012)等皆是重要參考文獻的依據。這些豐富的先行研究內容各個都是開啟筆者思考

語言的觸角，但可惜的是較少針對排灣族的祭祀語言的構詞學進行解析。 

基於此，本章針對排灣族的祭祀語言的構詞學分兩個小節來討論，第一小節是

梳理出祭祀語料中的構詞類型，並且舉出例子說明。經由第一節的構詞類型分析之

後，發現衍生構詞在祭祀語言最為豐富。因此，筆者在第二小節以衍生前綴、衍生

中綴、衍生後綴以及衍生環綴依序論述，並且部分舉例證加以說明。如此一來，不

僅能瞭解祭祀詞彙的構詞種類的型態，而且還能具體的掌握到詞彙的原意以及衍生

意。 

 

2.1 祭祀語言的構詞 

本節要討論祭祀語料的構詞類型。經由資料蒐集、田調和彙整後，筆者發現祭

祀語言的構詞類型有單純詞 (simple words)、複合詞 (compound words)、重疊詞

(reduplication words)、衍生詞(derivational words)四個詞彙形式，解析後檢視出衍生

詞數量較多。因此筆者將劃分到第二小節進行討論。而本小節主要針對單純詞、複

合詞、重疊詞三種詞彙形式、語意等論述。 
 

2.1.1 單純詞 

所謂的單純詞就是能獨自存在且不需附加任何詞綴的詞根(root)，由於它本身就

是實詞，所以不能再進一步分析為更小單位的實詞詞素，這個詞根(root)可能是名

詞、動詞、副詞等詞彙。如英文的 boy、desire、gentle 和 man 這些詞彙都能單獨純

在，不像其他詞素如-ish、-ness、-ly、pre-、un-等，無法單獨構成一個詞。透過田野

調查蒐集語料，筆者發現祭祀語的單純詞結構形式，可分為單音節結構和多音節結

構及疊音結構 4，以下茲舉例如 2-1 和 2-3 表所示。 
 

 

                                                     
4 疊音結構和重疊結構兩者不同之處，前者是單純詞，如 vuvu 兩個音節分開 vu 就無語義，所以

vuvu「祖字輩的，包含祖先、祖父母、孫子女」它是一個疊音結構的詞素。如果華語的太太

的「太」分開來就無意義。重疊結構是重複的部分不同，可分成「詞根完全重疊」與「詞根部分重

疊」。如 patjumalj「告知、稟告」→patjuma-tjumalj「告知、稟告」；sacemelj「野生動物」→saceme-
cemelj「已死不久的野生動物所發出來的腐屍味」。在重疊構詞中，有些詞根會因為重疊而衍生一個

新的詞彙，有些重疊則表示強調作用。 



10 
 

表 2-1 單音節單純詞 5 

No. 詞彙 形式 語義 

1 i V 在 

2 puk CVC 樹豆 

3 kan CVC 吃 

 
表 2-2 多音節單純詞 

No. 詞彙 形式 語義 

1 aya VCV 某人這樣說 

2 lada CVCV 經文 

3 ligu CVCV 名譽、榮耀 

4 djalan CVCVC 路 

5 luqem VCVCV 靈力、神力 

6 lingaw CVCVC 靈魂 

7 ljamecaw CVCVCVC 清澈 

8 tavelak CVCVCVC 接收 

9 quljimamaraw CVCVCVCVCVC 彩虹吉丁蟲 

10 quljipapuduan CVCVCVCVCVVC 髮漩 

 
表 2-3 疊音結構 

No. 詞彙 形式 語義 

1 vuvu CVCV 
祖字輩的 

(祖先、祖父母、孫子女) 

2 susu CVCV 沿著、依循 

 yaya CVCV 摘、採(水果、植物) 

3 leklek CVCCVC 苧麻繩 

4 viqviq CVCCVC 波、波浪、水溢出來 

5 tjangtjang CVCCVC 
小的鐵容器 

(裝檳榔或石灰) 

6 tjawtjaw CVCCVC 呼喊、喊叫 

7 cengceng CVCCVC 剛剛好 

8 likelike CVCVCVCV 糾纏不清 

 
單純詞是基本詞彙核心，亦是衍生新詞彙詞幹的基礎。比方說我們觀察到祭祀

詞彙常以事物的特性來表示某件人事物，如女巫在幫某個人執行 seman luqem(加持

                                                     
5 表格內的 C 表示 consonantal(子音)，亦稱輔音；而 V 是指 vowels(母音)的縮寫，亦稱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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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力)的時候，常聽到 vatjuljayan 一詞，原意為「金屬製的、鐵」，若放置在祭祀詞裡

是祈求這個人能夠像鋼鐵一樣的「堅硬、堅強」。因此 vatjuljayan 一詞是具

有「鐵、堅強、堅硬」之意。由此可見，祭祀詞中的單純詞具有「一詞多義」的現

象，它不僅呈現了原意，也隱含了其它的語意。  
下一小節我們將討論祭祀詞裡的複合詞彙，希望能以複合詞的形式和語義更理

解祭儀詞彙的內部結構。 
 

2.1.2 複合詞 

所謂的的複合詞是由兩個或多個詞素而形成的詞彙，亦稱為合成词。如華語的

車 馬 、 矛 盾 、 海 嘯 、 跳 高 、 城 牆 、 乾 乾 淨 淨 等 詞 彙 ； 又 如 英 文

的 sundown、overtake、pickpocket、online、facebook 等詞彙。其實排灣族語的複合

詞並非其他語言(如布農語、太魯閣語)來的這麼豐富，更遑論祭祀詞語。目前從祭祀

語言檢視出的複合詞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地名+qinaljan(部落 )」、「動詞+名
詞」、「名詞+名詞」、「形容詞+名詞」、「副詞+形容詞」、「指示代名詞+名詞」；另一種

是以連接詞來連繫兩個詞而成為複合詞。在張秀娟(2000：72)一文也論述到：「北排

灣語似乎沒有合成詞，因為它需要有 a 的連接詞，才能構成一個詞，例

如：kakavic(曾祖父母) + vavayan(女人)→kakavic a vavayan(曾祖母)」。若這是排灣族語

的合成詞現象，那在祭祀詞中就有不少此現象，而且不僅有以 a 作為連接詞，還

有 nua、tua、tuwa 來聯接兩個詞彙。以下筆者以這兩個現象分述祭祀語的複合詞的

內部結構。 
 

2.1.2.1 複合詞結構 

若要細分複合詞會有：並列式、聯合式、述補式、偏正式、述賓式和重疊式等

多種的形式可討論。但是在祭祀語料複合詞彙不多，因此不再去細分這些詞彙的形

式，而是以複合詞的內部結構進行分析。目前從祭祀語內部結構檢視出六種詞性組

合，呈現於 (1)至 (6)，例句各詞性縮寫：名詞 (N)、動詞 (V)、形容詞 (Adj)、複詞

(Adv) 、Pron(指示代名詞)。另外，例子中的衍生詞為詞根附加詞綴後所衍生的詞

性。 
 

(1) N(地名) + N(qinaljan「部落」) 

 a. 
parivengay 
巴里夫艾 

qinaljan 
部落 

→ 
parivengay 
巴里夫艾 

qinaljan 
部落 

 
 

 b. 
ljalegleg 
震動地帶 

qinaljan 
部落 

→ 
ljalegleg 
震動地帶 

qinaljan 
部落 

 

 c. 
tjuwabar 
土坂 

qinaljan 
部落 

→ 
tjuwabar 
土坂 

qinaljan 
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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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kuljaljaw 
古樓 

qinaljan 
部落 

→ 
kuljaljaw 
古樓 

qinaljan 
部落 

 

 e. 
kaljabi 
富山 

qinaljan 
部落 

→ 
kaljabi 
富山 

qinaljan 
部落 

 

 f 
qeceljin 
加津林 

qinaljan 
部落 

→ 
qeceljin 
加津林 

qinaljan 
部落 

 

 
(2) V(衍生) + N(原形) 

 a. 
palisi-lisi 
palisi-RE 

正在執行祭儀 

uqaljay 
男生 → 

palisilisi 
正在執行祭儀 

uqaljay 
男生 

 (男祭司) 

 b. 

palisi-lisi 
palisi-RE 

正在執行祭儀 

vavayan 
女生 

→ 

palisilisi 
正在執行祭儀 

vavayan 
女生 

 (女巫) 
 (成為首席女巫) 

 
(3) N(衍生) + N(衍生) 

 a. 
ka-kiqayam-an 
ki-qayam-環綴 
聆聽鳥聲 

i-navalj 
在-右邊 

→ 
kakiqayaman 
聆聽鳥聲 

i-navalj 
在-右邊 

 (部落右邊的占卜祭壇) 

 b. 
ka-kiqayam-an 
聆聽鳥聲 

i-viri 
在-左邊 

→ 
kakiqayaman 
聆聽鳥聲 

i-viri 
左邊 

 (部落左邊的占卜祭壇) 

 c. 
ka-kiqeceng-an 

遮蔽處 
i-navalj 
在-右邊 

→ 
kakiqecengan 

遮蔽處 
i-navalj 
右邊 

 (部落右邊的抵擋祭壇) 

 d. 
ka-kiqeceng-an 

遮蔽處 
i-viri 

在-左邊 
→ 

kakiqecengan 
遮蔽處 

i-viri 
在-左邊 

 (部落左邊的抵擋祭壇) 

 e. 
ka-kiqeceng-an 

遮蔽處 
i-lauz 

在-下方 
→ 

kakiqecengan 
遮蔽處 

i-lauz 
在-下方 

 (部落下方的抵擋祭壇) 
 (獵到數千隻的獵物) 

 
(4) Adv(原形) + Adj(原形) 

 a. 
tja 

較(早) 
sangasangas 

最先的 
→ 

tja 
較(早) 

sangasangas 
最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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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先) 

 b. 
tja 

較(早) 

se-valivalit-en 
從-被輪替-PF 
被輪替的 

→ 
tja 

較(早) 
sevalivaliten 
被輪替的  

 (輪替者) 

 c. 
tja 

較(早) 

sumusumus-en 
被依循- PF 
被依循的 

→ 
tja 

較(早) 
sumusumusen 
被依循的  

 (接續者) 
 
(5) Pron(原形)+N(衍生) 

 a. 
uza 
這是 

su-ljagay 
你的-酒 

→ 
uza 
這是 

su-ljagay 
祢的-酒  

 (這是敬祢的酒) 

 b. 
uza 
這是 

su-tjakilj 
你的-份 

→ 
uza 
這是 

su-tjakilj 
祢的-份  

 (這是敬祢的份) 

 c. 
uza 
這是 

su-viyaq 
你的-祭葉 

→ 
uza 
這是 

su-viyaq 
祢的-祭葉  

 (這是祢的祭葉 
 
(6) Adj(原形) + N(衍生) 

 a. 
malji 
不同的 

na-quljaw 
顏色、膚色 

→ 
malji 

不同的 
na-quljaw 
顏色、膚色 

 
 

 (漢族) 

 b. 
malji 
不同的 

na-lidu 
容廓 

→ 
malji 

不同的 
na-lidu 
容廓  

 (漢族) 

 c. 
malji 
不同的 

sa-sekez-an 
休息站 

→ 
malji 

不同的 
sa-sekez-an 
休息站  

 (其他部落) 
 
綜觀上述，祭祀詞彙的複合詞的內部結構多以「中心語+修飾語」，較少是「修

飾語+中心語」的形式。簡言之，多半是以中心語在前，而修飾語在後的方式呈現。 
 

2.1.2.2 連接詞的複合詞結構 

上述引張秀娟(2000：72)一書所言，詞素與詞素需要 a 才能構成一個複合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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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祭祀詞中發現不只有 a 這個連接詞，還有 n(u)a、tua、tuwa 的連接詞，共有

四組分別為 a、n(u)a、t(u)a、tuwa：a 和 n(u)a 同樣後接名詞，如(7)和(8)。由(7)的例

子得知是「名詞 + nua + 名詞」的形式；例(8)是「形容詞 + a/n(u)a + 名詞」的形

式。t(u)a 和 tuwa 的連接詞，一是「動詞 + tua/tuwa + 名詞」的形式，如(9)；另一

則是「形容詞 + t(u)a/tuwa + 名詞」。如下茲(7)至(10)所示。 
 
(7) N(名詞) + a/nua + N(原形、衍生) 

 a. 
ljakaraw 
藤環 

nua 
 

parakaljay 
男祭祀 

→ 

ljakaraw 
藤環 

nua 
 

parakaljay 
男祭祀 

 (男祭祀的藤環) 

 b. 
cakar  
刺球場 

nua 
 

mareka-
cuvucuvung 
青少年們 

→ 

cakar 
刺球場 

nua mareka- 
cuvucuvung 
青少年們 

(五年祭前祭 10/22 先給青少年

們(神)刺球) 

 c. 
qadjay  
繩子 
祭壇 

nua 
 

cangelj 
支撐物 

→ 
qadjay 
繩子 

nua 
 

cangelj 
支撐物 

 (繩子祭壇和地基祭壇) 
 
(8) Adj(形容詞) + a/n(u)a + N(名詞) 

 a. 
qaca 
大的 

a 
 

sepi 
夢 

→ 
qaca 
大的 

a 
 

sepi 
夢 

 (好運勢) 

 b. 
kedri 
小的 

a 
 

sepi 
夢 

→ 
kedri 
小的 

a 
 

sepi 
夢 

 (壞運勢) 
 
(9) Adj(形容詞) + t(u)a/tuwa + N(名詞) 

 a. 
na-ngauaq
狀態-好的 

ta 
 

sepi 
夢 

→ 
na-ngauaq
狀態-好的 

ta 
 

sepi 
夢 

 (好的運勢)  

 b. 
na-kuya 

狀態-壞的 
ta 
 

sepi 
夢 

→ 
na-kuya 

狀態-壞的 
ta 
 

sepi 
夢 

 (壞的運勢) 
 
(10) V(衍生) + t(u)a/tuwa + N(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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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serem 
遮蔽 

tua 
 

qinaljan 
部落 

→ 
paserem 
遮蔽 

tua 
 

qinaljan 
部落祭壇 

 (遮蔽部落祭壇) 

b. 
paserem 
遮蔽 

tua 
 

pana 
河 

→ 
paserem 
遮蔽 

tua 
 

pana 
河祭壇 

 (遮蔽河祭壇) 

c. 
cevud 
湧出來 

tua 
 

tutu 
乳房 

→ 

cevud 
湧出來 

tua 
 

tutu 
乳房 

 (催生奶汁祭儀) 

d. 
temega 
喚醒 

tua 
 

izi 
肉體的靈魂 

→ 

temega 
喚醒 

tua 
 

izi 
肉體的靈魂 

 (喚醒身驅的靈) 

e. 
parutavak 

領唱 
tua 

 
pulingaw 
女巫 

→ 

parutavak 
領唱 

tua 
 

pulingaw 
女巫 

 (首席女巫帶頭唱祭歌) 

f. 
pucemel 
看病 

 

tua 
 
 

pinu-aljak-an 
被放置-孩子-

的地方 

 
→ 

pucemel
看病 

tua  pinu-aljak-an 
  已獲得-孩子-地方 

 (嬰兒出生禮儀) 

g. 
pakazelju 
給神的稅 

tuwa 
 

cemas 
神 

→ 
pakazelju 
給神的稅 

tawa 
 

cemas 
神 

 (7/12 給祖靈慶豐收) 

h.. 
papevaquwan 

重新 
tua 

 
qinaljan 
部落 

→ 

papevaquwan 
重新 

tua 
 

qinaljan 
部落 

(重新整頓部落。如 7/12 給神過節

當天會要到部落祭壇祭拜和整

理，此動作也表示“重新”的一

年開始) 
 
綜觀上述，我們得知祭祀語言複合詞的結構能區分成兩種模式：一是由兩個或

更多個自由詞素構成，內部成分的詞素一定都是實詞，且都屬於自由詞彙，詞幹

(stem)可能是詞根或者衍生詞，如(1)至(6)例。二是以 a、nua、tua、tuwa 這四個聯連

接詞連接不同的詞彙而組合成的複合詞，如(7)至(10)例。上述兩種組合模式簡單且

語意不易改變的複合詞，它們差別在於量的多寡，前者的複合詞形式於祭祀語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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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少，後者的詞彙量較多。 
 

2.1.3 重疊詞 

我們從過去的文獻中得知重疊詞在排灣語是很普遍的現象，依目前的研究來

看，例如有 Ferrell(1982)、張秀娟(1998、2000)、曾士芬(2003) 、葉詩綺(2011)、黃維

晨(2012)等分別從音韻、語意以及句法三方面來探討排灣重疊詞。筆者則是針對音

韻和語義來分析，也就是說從祭祀語言的重疊形式和重疊後的衍生語意進行討

論。從祭祀語料中檢視出兩種重疊的結構，第一種為完全重疊(full reduplication)，第

二種為部分重疊(partial reduplication)，將下茲分別論述。 
 

2.1.3.1 完全重疊 

所謂的完全重疊，即是原詞根重疊使用，如 kedri「小」重疊後 kedri-kedri「小

小的、一點點」；qaca「大」重疊後 qaca-qaca「大的，如身高很高」等詞彙。依照

祀語料來看，完全重疊的詞彙僅有四個而且都是名詞，重疊之後有複數的語義，如

表 2-4 所示。 
表 2-4 完全重疊詞彙 

No. 詞彙 重疊詞 語意 詞性 

1 drava 閨蜜 drava-drava 很多女性朋友 名詞→名詞 

2 lingaw 靈魂 lingaw-lingaw 完整的靈魂 名詞→名詞 

3 caw 人 caw-caw 很多人 名詞→名詞 

4 tavi 壁櫥 tavi-tavi 泛稱祭壇 名詞→名詞 
No.1 詞根 drava「閨蜜」是指要好的且無話不談的女性朋友，重疊詞為「drava-

drava」指很多女性的朋友，在祭儀中是指歷代女巫師們，而這些歷代女巫師們是女

巫靈界的好友，她們都會在靈界協助女巫執行任何的儀式。No.2 不論是 lingaw 或者

lingaw-lingaw 都是指「靈魂」，差別在於 lingaw-lingaw 是強調已離開肉體的真正且完

整的靈魂。No.3 單詞根 caw 是指「人」，但是重疊 caw-caw 卻具有「很多人」的意

思。No.4 詞根 tavi「壁櫥」指的是放置管家神的小木盒，重疊之後為 tavi-tavi 指的土

地祭壇、繩子祭壇、河祭壇、石墊祭壇、狩獵祭壇、聖水祭壇等泛稱祭壇。從上述

詞彙得知這些詞彙表達「很多、整體、全部」之意，也就是說全部重疊詞彙具有複

數的概念。 
 

2.1.3.2 部分重疊 

部分詞根重疊，顧名思義就是詞彙中某個部分出現重疊的現象，這種結構於祭

祀詞彙卻有不少，按音節形態分成下列八種： (1) CV-， (2)-CV-， (3)CVV-， (4)-
CVV-，(5)CVCV-，(6)-CVCV-，(7)-CVCV，(8)-CVCVC，這八種當中重疊詞彙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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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5)、(6)、(7)。重疊詞基本上可以歸納成兩類：重疊一個音節 6和重疊兩個

音節，重疊不包含結尾尾音，僅有(8)-CVCVC 是有包含結尾尾音，下表 2-5 排列出部

分重疊形態並且例舉詞彙加以說明。 
 

表 2-5 部分重疊音節形態及例子 
部分詞根重

疊型態 
例子 

 
 
 
 
 
 

CV-／Ca- 

①CV-，如下： 
pa-pagawgawvan「專門去接收的地方」 
pa-patavelakan「專門去承接的地方」 
pa-patjeljesung「滲(穿)透您全身，然後摒除身上所有病痛」 
pa-pasaliwsaliw「儀式有做錯」 
va-vadisan「納貢給頭目的地方(部分)」 
②Ca-，如下： 
ma-pa-taretarev「聯姻關係的祖靈」 
pa-ta-tegatega「互相告知」 
pa-sa-sa-na-ngau-nguaq「把它弄好」 
pa-ca-cukecukes「某兩物互相支撐住的狀態」 
pa-ka-keljakeljang「讓祂們知道」 
pa-tja-tjumatjumalj「告知」 

-CV- 
susu-su-in「被依循著」 
kini-pa-parangezan「能夠依賴、依靠的對象」 

CVV- 
tai-tailj「一對，指一對一對的靈」 
lau-laung「樹蔭之處」 

-CVV- 

ka-vua-vua-n「真正的田園」 
pasasana-ngau-nguaq「把它弄好、整理好」 
ma-ngau-nguaq「某個狀態很好」 
sika-ciu-ciur「一起，表示我們一起跟隨祖靈。」 

CVCV- 

sala-saladj「很多夥伴，指歷代女巫師群」 
sumu-sumusen「被延續著，指延續這些祭儀的祖先」 
qalju-qaljupen「被獵到，指狩獵祭壇」 
cuvu-cuvung「青少年」 
vulu-vulung「元老」 
sanga-sangas「最先的，指祖先」 

                                                     
6  一個音節一定含有一個元音，因此通常我們會以有多少個元音來表示多少個音節。例如

kedri「小」，就有兩個音節，因為它有兩個元音，依此類推來驗算重疊詞有幾個音節。但在祭祀語言

最多兩個音節的重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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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ju-taljuman「古頭目家神名」 
qalju-qaljupan「獵區」 
mili-milingan「可編造、自創的傳說故事」 
ljeva-ljevak「海、海岸，用在治病儀式中的詞彙」  
ljeve-ljeveqan「五年祭壇」 
sele-selem「黑暗、暗處」 

-CVCV- 

se-vali-valiten「被交替者」 
su-ngipi-ngipic「您的一點點」 
si-qale-qalev「抹上肥油」 
sipa-lavu-lavut「用水滴沾」 
pa-ceva-cevak「犯錯」 
sipa-ngetje-ngetjez「來到這裡的原因是...」 
nave-neqa-neqac「創造部落之神」 
kisan-u-qalja-qaljay「成為真正的男生」 
ku-sumu-sumus-en「我們沿續祖先的祭儀」 
lja-meca-mecaw「使成為清淨的水」  
mapa-tare-tarev「聯姻關係的祖靈」 
ka-qepu-qepu-i「讓我們聚在一起！團結在一起！」 
seman-lapu-laput「撫摸您的疾病，使病痛清除掉」 
kina-cava-cavan「我們的身體」 
kipa-ljaga-ljagay「向神敬酒」 
paca-cuke-cuker「竹子互相撐住、互相幫忙」 
sa-yali-yalim「頭目、當家」 
ka-vulu-vulung「真正的長者、元老」 
nat<em>eve-tevelj「把某個東西加在一起」 
ka-maya-mayan「恆久不變的祭儀」 
sepa-lilja-liljaw「來自南排灣」 

-CVCV 

palisi-lisi「正在執行祭儀」 
naqemati-mati「創造宇宙萬物之神」 
mapakaljava-ljava「正在等待，指我們正互相等待著祖靈道來」 
sikuda-kuda「風俗習慣，指我們所有的祭儀儀式」 

-CVCVC 
ramaljeng-maljeng「年長者，指年長的祖先」 
masudjalaw-djalaw「去除快的，表示只講大綱，遺漏細節」 
kipasaliw-saliw「做錯，指在儀式中有做錯的地方」 

 
由上表2-5的CV-，表示全部重疊前面一個音節重疊，而Ca-則表示部分重疊，也

就是說元音重疊而輔音不重疊。如 pa-tja-tjuma-tjumalj「告知、稟告」，兩個輔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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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都是 a 元音，又如 ma-pa-ka-ljava-ljava「互相等待」，三個輔音都不同，但

都是a元音；另有CV-／Ca-不僅前綴元音是重疊，就連後面的詞彙也是重疊詞彙，如

mapaka-ljava-ljava、patjatjuma-tjumalj、papasaliw-saliw 等詞彙。 
另外，我們從祭祀語料中不難發現部分重疊大多以名詞和動詞為主，形容詞僅

有數個。名詞部分重疊後具有動詞化、複數、地名、稱謂的語義；動詞部分重疊之

後表示強調、互相、地名、物的名稱、稱謂等語義；形容詞部分重疊後構成名

詞。筆者以重疊後衍生的語義分析，分為形成地名、動作處所、稱謂、物的名

稱、相互，以下分述： 
 

2.1.3.2.1 形成地名 

這類的重疊詞是由動詞和名詞部分重疊後衍生新的名詞。如 2-6 表所示。 
表 2-6 形成地名 

No. 詞彙 重疊詞 衍生語義 說明 

1 
sepaliljaw 

自某個地方的山芋 
sepa-lilja-liljaw 來自南排灣 動詞→名詞 

2 
sepaqalu 
抬過來 

sepaqalu-qalu 來自東排灣 動詞→名詞 

3 
sepazaya 

自上游、上方 
sepazaya-zaya 來自中排灣 動詞→名詞 

No.1 動詞 sepaliljaw「從某個地方來的山芋」重疊後「sepa-lilja-liljaw」指南排

灣，如獅子、牡丹等區域。據董豐山耆老說：「為什麼我們說 sepaliljaliljaw 是南排

灣，詞根 liljaw 是指如同山藥的芋頭，這個山芋是南排灣族人帶到土坂部落，因此日

後我們以 liljaw「山芋」代稱為南排灣」。No.2 動詞 sepaqalu「抬過來」重疊後衍生

為 sepaqalu-qalu 表來自東排灣。No.3 動詞 sepazaya「來自上游」的人，重疊

後 sepazaya-zaya「來自中排灣」，這是依照土坂部落居位來分辨上下游位置。 
 

2.1.3.2.2 動作處所 

這類的詞彙是以動詞或名詞加上後綴-an 表示「做...的地方」，亦或者「真正...的
地方」之意。若詞彙重疊並加上處所焦點的-an 則是強調「這裡是做...的地方」、「這

裡是真正...的地方」，如下表 2-7。 
表 2-7 重疊詞強調作用 

No. 詞彙 重疊詞 衍生語義 說明 

1 pagawgawvan 
接收的地方 

pa-pagawgawv-an 專門去接收的地方 名詞→名詞 

2 patavelakan 
承接的地方 

pa-patavelak-an 專門去承接的地方 名詞→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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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adisan 
給頭目稅的部分 

va-vadis-an 納貢給頭目的地方 名詞→名詞 

4 kavuan 
田園 

kavua-vua-n 真正的田園 名詞→名詞 

5 semanmulit 
製作項鍊 

seman-muli-mulit-an 重新您的生命 動詞→名詞 

No.5 根據董豐山耆老說：「mulit-mulitan，是一種很漂亮的頸飾，semanmulit 字

面意是製作項鍊，在祭祀語言中意旨青少年儀式，此祭儀主要是針對少女的儀

式；另一個是指除喪儀式，將此頸鍊配戴於喪家象徵解除喪事，引申意為喪家能快

點恢復元氣、重新他／她的生活，而新的生活能像這條頸鍊一樣完美、圓滿，因

此 seman-muli-mulitan 衍生意有「重新您的生命」之意。 
 

2.1.3.2.3 稱謂 

由動詞、名詞和形容詞重疊後衍生為稱謂詞，目前檢視出的稱謂有針對頭

目、各年齡層的神靈和各種不同的靈魂稱呼方式，如下表 2-8。 
表 2-8 重疊的稱謂 

No. 詞彙 重疊詞 衍生語義 說明 

1 
mapatarev 

互為婚姻關係 
mapa-tare-tarev 聯姻關係的祖靈 動詞→名詞 

2 
kiniparangezan 
能夠依賴、依靠 

kini-pa-parangezan 
能夠互相依賴 
依靠的對象 

動詞→名詞 
(強調) 

3 
tailj 

各一方 
tai-tailj 成雙成對的的靈魂 名詞→名詞 

4 
sumus-en 
被輪替 

sumu-sumusen 接續者 動詞→動詞 

5 
sangas 
最先的 

sanga-sangas 祖先 形容詞→名詞 

6 
sevaliten 
被更換 

se-vali-valiten 更換者 動詞→名詞 

7 
saladj 
夥伴 

sala-saladj 歷代女巫群們 名詞→名詞 

8 
naqemati 
創造神 

naqemati-mati 創造宇宙萬物神 名詞→名詞 

9 
maruqalu 
如同山脊 

maruqalu-qalu 居在山脊間的靈魂 名詞→名詞 

10 ramaljeng ramaljeng-maljeng 年長的祖先 名詞→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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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者 

11 
se-pa-tja-paling 
來自門那一邊 

se-pa-tja-tja-paling 
自門縫混進來的靈

魂 
動詞→名詞 

12 
cuvung 
青壯年 

cuvu-cuvung 青壯年神靈 
名詞→名詞 

(複數) 

13 
vulung 
長者 

vulu-vulung 元老祖靈 名詞→名詞 

14 
kaqunuwan 
青少年 

ka-qunu-qunuw-an 青少年神靈 
名詞→名詞 

(複數) 

15 
naveneqac 

創始 
nave-neqa-neqac 創造部落之神 動詞→名詞 

16 
sayaljim 
忙碌 

sa-yali-yalim 頭目 動詞→名詞 

17 
selamu 

突然出現 
selamu-lamu 突然出現的靈 動詞→名詞 

從上表得知祭祀稱謂詞常以動作來指涉祖靈、神靈或者靈魂，如

No.1、2、4、6、11、15、16、17 等詞彙。特別說明如 No.16 詞彙 sayaljim「忙

碌」重疊後 sa-yali-yalim「頭目」，按字面意為「我很忙」之意，引申意為「就算我

再怎麼忙我也要去幫忙頭目」，因此 sa-yali-yalim 衍生為「頭目」之意。 
 

2.1.3.2.4 物的名稱 

物的名稱僅有兩個詞彙分別為名詞和動詞，重疊後都表示某個祭壇，如下表 2-9
所示。 
表 2-9 物的名稱 

No. 詞彙 重疊詞 衍生語義 說明 

1 
qaljupen 
(被)獵到 

qalju-qaljupen 狩獵祭壇 動詞→名詞 

2 
ljeveq 
五年祭 

ljeve-ljeveqan 五年祭壇 名詞→名詞 

No.1 詞根 qaljup「打獵、狩獵」加上後綴-en 構成 qaljupen「(被)獵到」，重疊後

qalju-qaljupen 表示「狩獵祭壇」。No.2 詞根 ljeveqan「執行五年祭的地方」重疊後

ljeve-ljeveqan 衍生為「五年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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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5 互相 

依據戴佳豪於〈再探排灣語前綴 pa-〉7一文指出：「使役前綴詞 pa-與動態動詞

構成使役結構，能帶有 pa-Ca 的加綴形式，表達互相(reciprocity)的語義」。也就是

說，pa-後字首的輔音加上 a 會形成 Ca 重疊的形式，然後與使役前綴 pa-構成為 pa-
Ca-的形式，這樣的現象於祭祀語料也有，如下表 2-10。這種使役前綴 pa-加上 Ca-的
重疊前綴詞具有「互相...」之意，而且後面接的都是重疊的詞彙。 
表 2-10 互相(reciprocity)  

No. 詞彙 重疊詞 衍生語義 說明 

1 
pategatega 
去告知 

pa-ta-tegatega 互相告知 動詞→動詞 

2 
pacukecukes 

支撐住 
pa-ca-cukecukes 

互相支撐著 
引申為互相幫忙 

動詞→動詞 

3 
pakeljakeljang 
讓它知道 

pa-ka-kelja-keljang 互相知道 動詞→動詞 

4 
patjumajtumalj 

去告知 
pa-tja-tjumatjumalj 互相告知 動詞→動詞 

無論是完全重疊，亦或部分重疊，這兩種重疊形成的詞彙都是名詞、動詞、形

容詞。完全重疊全是名詞，而且重疊後有複數的概念。部分重疊有八種形式，重疊

後有動詞化、複數、地名、稱謂、強調、互相、物的名稱等語義。本篇論文主要是

針對祭祀詞彙和語意進行分析，因此沒有討論重疊在句法上的變化。 
 

2.2 衍生詞 

衍生詞就是詞根附加詞綴而形成的詞彙，而加上詞根後能衍生出新的語義或詞

性的詞綴，稱之為衍生詞綴(derivational affixes)。詞綴依附在詞根的位置分別為前綴

(prefix)、中綴(infix)、後綴(suffix)以及環綴(circumfix)，筆者依此順序依序介紹。由於

本文主要針對於祭祀詞彙的結構和詞綴語意分析，所以本中的詞綴數量並不代表排

灣族語的全部的詞綴量。文章中所有的例句皆援引於祭祀時所唸的內容，然而本篇

是解析詞彙的結構，並非句法的結構，所以句子的結構於不納入為內文討論。另

外，在祭祀語言中有些詞綴加上詞彙衍生的新詞彙是某儀式的名稱，如 seman-
luqem(加持靈力)、pakiyavang(祈求儀式)等儀式名目，因此並非所有的詞綴都有例

句。 
 

                                                     
7 戴佳豪，〈再探排灣語前綴 pa-〉，發表於「2012 年第十三屆全國語言學研討會」，台南：南台科技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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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衍生詞的形式 

土坂祭祀語的衍生詞綴有四種結構，依照附加詞綴的位置可分為前綴

(prefix)、中綴(infix)、後綴(suffix)以及環綴(circumfix)四種，如下：  
 

(11) a. 前綴，附加在詞根之前的詞素，如使役前綴 pa-，加上動詞

kan「吃」衍生為 pa-kan 表示「餵、獻祭」之意。 
 b. 中綴，附加在詞根中間的詞素，如主事焦點的 <em>加上動詞

kan「吃」衍生為 k<em>an「吃」，主事者執行吃這個動作。 
 c. 後綴，附加在詞根後方的詞素，如 puzaljum「取水」附加上後綴

-an 衍生為 puzaljum-an「取水處」，即聖水祭壇。 
 d. 環 綴 ， 附 在 詞 根 前 後 的 詞 素 ， 也 叫 做 不 連 續 詞 素

(discontinuous morphemes)(黃宣範，2011：58)，如環綴 ka-...-an「真

正的」加上 vuluvulung8「年長的」衍生為 ka--an「真正的年長，即元

老祖靈」。 
 

依照目前祭祀語言的詞綴數量上是呈現著：「前綴>後綴>中綴、環綴」。前綴包

含單語素前綴和多語素前綴，究目前的語料前綴有 38 種，但不包含複合詞綴形

式，如 pa-sa-sa-na-ngau-nguaq 就有四個前綴詞但是仍以最前面的 pa-為討論的範圍

內並加以說明；中綴在祭祀語料中有 4 種，<ar>和焦點系統<em>、<en>、<in>。後

綴檢視出有 6 種，分別為-a’en、-anga、-angata、-an、-en、-itjen 當中衍生能力最豐

富 的 是 處 所 焦 點 -an ； 環 綴 檢 視 出 有 4 種 形 式 ， 分 別 為

ka-...-an、<in>...-an、pu-...-an、sa-...-an。以下分別說明。 
 

2.2.2 衍生前綴 

衍生前綴為祭祀語言中量最多且最豐富的詞綴，目前檢視出的前綴

有：i-、ika-、ka-、kamaru-、katja-、kasi-、ki-、kisan-、kisu-、kitju、ku-、lja-、lje-、
ljiya-、ma-、maljiya、mareka-、maya-、masu-、mi-、na-、niya-、nu-、pa-、pi-、pu-
、qa-、sa-、seman-、semu、se、si-、su-、ta-、tja-、tjalju-、tju-、tu-，共 38 個前綴

詞，其中又以多語素的前綴佔多數。由於每一個衍生詞綴的語義和使用範圍都不大

相同，因此我們以下分別討論。 
 

2.2.2.1 前綴 i- 

前綴 i-附加在方向、處所、位置的名詞之前，表示「在 ....地方、位置、處

                                                     
8 vuluvulung 不僅指年老的人，它可以指涉任何最年長的人事物，如房屋中最老舊的橫柱、動物中年

紀最老的以及最高聳的山等泛稱為 vuluvu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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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意，如表 2-11。 
表 2-11 前綴 i- 

No. 詞綴 詞彙 語義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i- vavaw 上方 i-vavaw 在上方 

2 i- kanavalj 右方 i-kanavalj 在右方 

3 i- vineqaca 創始地 i- vineqacan 在創始地 

4 i- kacauwan 人間 i- kacauwan 在人間 
No.1 詞根 vavaw，「上方」附加上前綴 i-衍生為 i-vavaw「在上方」，指出某人事

物位於上方。No.2 詞彙 kanavalj9「右方」附加上前綴 i-衍生為 i-kanavalj「在右

方」，指某人事物位於右方。No.3 詞彙 vineqacan「創始地」加上前綴 i-衍生為 i- 
vineqacan「在創始地」之意。No.4 詞彙 kacauwan「人間」附加上前綴 i-衍生為 i-
kacawan「在人間」之意。方位對祭祀者 10而言是極為重要的空間概念，因為不同的

方位各自有象徵的意涵，將在下章節討論。 
 

2.2.2.2 前綴 ika- 

ika-是 ini ka 的縮寫(Ferrell，1982：100)。在祭祀語言中，它是否定的前綴

詞，表「不、不要」之意，通常加在靜態動詞之前構成「不要有....行為」之意。另

外 ika-它能附加多個前綴的形式，如 ika-ki-、ika-na-、ika-ma-、ika-na-ma-、ika-na-se-
等。這些複雜的前綴詞，加上詞彙之後，語意仍然表示「不要做...」、「不要有...」等

之意，如表 2-12。 
表 2-12 前綴 ika- 

No. 詞綴 詞彙 語義 衍生詞 衍生後語意 

1 ika- maruwa 好 ika-maruwa 
不好 
不準確 

2 ika- pacengceng 恰如其分 ika- pacengceng 
不恰當 

不夠格 

3 ika- namavangavang 玩 ika-namavangavang 
不要猶豫不

決、不要優

柔寡斷 

4 ika- namaljikljik 
散亂、纏亂

的樣子 
ika-namaljikljik 

不要糾纏不

清 

5 ika- nakitaliduwan 感到驚奇 ika-nakitaliduwan 不要感到驚

                                                     
9 kanavalj，詞根：navalj「右邊」加上前綴：ka-衍生為 kanavalj「右邊」凡是在右邊的人事物皆稱為

之，如右手、右面、右側、右邊的靈魂等。 
10 在儀式中，mamazangiljan「頭目」、pulingaw「女巫」、palislisi uqaljay「男巫」、parakaljay「男祭

司」各有職司祭拜的人事物，但是大多的儀式如 qemizing「推擠」、kicevung「迎靈」、seman-
luqem「加持靈力」、semu-paliq「除穢」等儀式都是由女巫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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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興趣

的 
奇、不要感

興趣的 

6 ika- izua 在那裡 ika-izua 不該在那裡 
No.1詞彙ma-ruwa「好」附加上 ika-衍生為 ika-maruwa表示「不好、不準確」之

意。No.2 詞彙 pa-cengceng「恰如其分」加上 ika-構成為 ika-pacengceng「不恰當、不

妥 」 之 意 。 No.3 詞 彙 namavangavang 指 「 玩 」 附 加 上 ika- 衍 生

為 ika-namavangavang「不要猶豫不絕、不要優柔寡斷」之意。No.4 詞根 ljikljik「麻

繩散亂」加上前綴 nama-「...狀態」衍生為 namaljikljik「纏繞、散亂的樣子」，附加

上 ika-構成 ika-namaljikljik「不要糾纏不清」。No.5 詞彙 nakitaliduwan「感到驚奇

的、興趣的」附加上 ika-衍生為 ika-nakitaliduwan「不要感到驚奇、不要感興趣

的」。No.6 詞彙 izua 是 i-「在」和 zua「那裡」的衍生為 izua「在那裡」的詞彙，它

付加上 ika-構成 ika-izua「不該在那裡」。在祭祀語中，我們發現都是由成雙成對的詞

彙呈現一個句子，依據董豐山耆老說：「一對一對的同義異詞呈現於祭祀詞中，用意

在於不斷的強調、不斷的提醒神祖靈某件事情」。也就是說希望祖先、神靈們有接收

到我們的請託或請求之意。我們舉前綴 ika-為的例句，請看下例(12a-b)： 
 

(12) a. saka ulja ika- maruwa a ika- pacengceng 
  然而 但願 不 好 聯接詞 不 恰如其分 

  (祈求祖靈保佑我們，不要讓那些不好、不恰當的靈，干擾儀式) 
 b. saka ulja ika- namavangavang ika- namaljikljik 
  然而 但願 不 猶豫不絕 不 糾纏不清 
  (但願在唸祭詞時能夠順暢，不要有猶豫不絕、不要有糾纏不清的心) 

 
由上述(12)例得知 ika-不但是否定前綴詞，而且在祭祀語言具有「驅趕、排除某

人事物」之意。 
 

2.2.2.3 前綴 ka- 

前綴 ka-附加在動詞詞彙之前，表示「起初的、發端的、開始的動作狀態」之

意。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 前綴 k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後語意 

1 ka- pasausegesege 搖醒 ka-pasausegesege 開始去搖醒 

2 ka- patategatega 叫醒 ka-patategatega 開始去喚醒 

3 ka- ciuciur 跟隨 ka-ciuciur 一同跟隨 

4 ka- cedas 昇上來 ka-cedas 日出、東方 

5 ka- ledep 落下 ka-ledep 日落、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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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13 表格的 No.1 詞彙 pasausegesege「搖醒」附加上前綴 ka-衍生為

ka-pasausegesege「開始去搖醒」，指開始去搖醒祖先們。No.2 詞彙 patategatega「叫

醒、喚醒」加上 ka-衍生為 ka-patategatega「開始去喚醒」，指指開始去喚醒祖先

們。No.3 詞彙 ciuciur「跟隨」附加上 ka-形成 ka-ciuciur「一同跟隨」，指一同跟隨祖

靈們執行祭儀。No.4 詞彙 cedas「昇上來」加上 ka-衍生為 ka-cedas 指光線開始昇出

來，即日出。No.5 詞彙 ledep「落下、沉下」加上 ka-衍生為 ka-ledep 指光線逐漸消

失，即日落。在祭祀詞裡，通常 No.1 和 2 會同時出現在喚醒儀式，如下(13)所例： 
 

(13) a. ka-patategatega ka-pasasaugesegeseg a mareka niya 

  開始喚醒 開始去搖醒 聯接詞 這些 我們的 
  vuvu mareka niya matjaljaljak....  
  祖先 這些 我們的 雙親  

  (要開始去喚醒、搖醒這些我們的祖先、我們的雙親們...) 

 
例(13)的句子通常出現在 temega「喚醒」、semagese「搖醒」儀式的第一句

話，儀式主要目的是喚醒和搖醒已故的祖先們和已故的雙親們。 
 

2.2.2.4 前綴 kamaru- 

前綴 kamaru 附加在詞彙之前，表示「如同....」之意。在祭祀語料只蒐集到一個

詞彙，出現於 lada「基礎經文」的第一段，如表 2-14 所示。 
表 2-14 前綴 kamar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後語意 

1 kamaru- patjesusuin 
順著...達到

某個程度 
kamaru-patjesusuin 

順著過去的經

文唸 
No.1 詞彙 patjesusuin 的前綴 patje-指「達到..某個程度」之意，而 susuin 表

示「沿著、依循著」之意，合起來為 patjesusuin 指遵循著某個人事物達到一定的程

度，附加上前綴 kamaru-衍生為 kamaru-patjesusuin 意指「就如同遵循前人所唸的經

文一段一段的唸唱」。  
 

2.2.2.5 前綴 katja- 

前綴 katja-附加在詞彙之前，表「比....更...」之意，常用在比較兩者之間的程

度，如表 2-15 所示。 
表 2-15 前綴 katj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後語意 

1 katja- macaqu 有能力 katja-macaqu 您比我更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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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tja- uzayu 就在那裡 katja- uzayu 您比我更有才智、更聰明 

3 katja- izuwa 在那邊 katja-izuwa 您比我還要在那邊 

4 katja- isanga 在前面 katja-isanga 您比我還要在前面 
由表格 2-15得知祭祀語的前綴 katja-表示「祖先比我們....」之意，如在祭祀語中

會這樣唸，例(14)： 
 

(14) a. katja- i sanga katja- uzayu timun a kiljivak 
  比我們 在 前面 比我們 就在那裡 您們 聯接詞 守護.. 
  (您們比我們前面、比我們早就在那裡，守護、保護我們....) 

 
在祭祀詞中，前綴詞 katja-不但能呈現對比的概念，如「您比我們還要好、比我

們還聰明、比我們還有智慧，比我們還前面」等語意。更重要的是它以你我程度的

差異，表達出「正因為我跟你比起來我相差甚遠，所以我祈求您保護我們、守護我

們的儀式」之意。 
 

2.2.2.6 前綴 kemasi- 

前綴 kemasi-附加在名詞、處所、方位之前，表示「從...來」的動詞，如表 2-16
所示。 
表 2-16 前綴 kemasi-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後語意 

1 kemasi- ivavaw 在上方 kemasi-ivavaw 從上方來 

2 kemasi- seleselem 黑暗 kemasi-seleselem 從黑暗來 

3 kemasi- qumaqan 家裡 kemasi-qumaqan 從家裡來 

4 kemasi- kacawan 人間 kemasi-kacawan 從人間來 
前綴 kemasi-是指「從某處來的人事物」，如 No.1 詞彙 ivavaw「在上方」加上前

綴 kemasi-衍生為 kemasi-ivavaw「從上方來」。又如 No.4 詞彙 kacawan「人間」加上

前綴 Kemasi-衍生為 kemasi-kacawan「從人間來」。kemasi-不僅有來自哪個方位的用

法，還可以藉由方位判斷出祭拜的對象是神靈亦或親戚的靈等靈魂。如例(15)： 
 

(15) a. papisepisepi kemasi- seleselem kemasi- lizenglizeng nakituluin 
  讓..做夢 從...來 黑暗 從...來 陰間 指導 
  nakitjumalj...  
  告訴...  
  (從冥冥之中，指導、告知....) 

 
這段話雖然沒有唸到任何神靈的名字，但我們可以由 kemas-seleselem、kem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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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englizang 以及後方的動詞推敲語意。這段話意在祈求「那些在黑暗處、在陰間好

的神靈們從夢境指導我們、告訴我們」之意。 
 

2.2.2.7 前綴 ki- 

前綴 ki-若附加在動詞前，表示「自己去做....」之意；若附加在名詞之前，表

示「獲得 .... 」之 意，如表 2-17 所示。常於其他前綴附加 在一 起，如

ki-na-、k-in-i-、ki-pu-、ki-na-ma-、ki-na-pa-等形式。 
表 2-17 前綴 ki-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ki- vaqu 小米 ki-vaqu 採收小米 

2 ki- kasiw 木柴 ki-kasiw 採木柴 

3 ki- tuqulj 頂在頭上 ki-tuqulj 事先禮儀 

4 ki- qaung 哭 ki-qaung 低聲哭求 

5 ki- lingedjelj 豎著 ki-lingedjelj 女巫封立儀式 
No.1 和 2 都是名詞，附加上 ki-衍生為動詞；No.3 至 5 為動詞，附加上 ki-不改變

詞性。No.3 詞根 tuqulj 指某個東西放置在頭上的樣子，附加上 ki-衍生為新詞 ki-
tjuqulj「預先、事先」之意 11。No.4 詞根 qaung「哭」附加上前綴 ki-衍生為 ki-
qaung「低聲哀求」時常與 kiyaljing「祈求」、kiteku「謙卑」的詞彙出現在祭祀

語，如例(16)。No.5動詞 lingedjelj「豎著」附加上前綴 ki-衍生為 ki-lingedjelj表示「用

自己的雙腳站立著」其引申為「習巫者完成基礎巫者所學，而晉昇成為一個女

巫」的儀式，即「女巫封立儀式」。 
 

(16) a. saka ulja nu pinakiciyuran nu pinakiseljangan a 
  然而 希望 您們 一起跟隨 您們 一同在旁 聯接 
  tja-palisiyan a yaken a kiqaung a kipakateku a 
  我們-祭儀 聯接 我們 聯接 哀求 聯接 謙卑 聯接 

  kiyaljing.      

  祈求.      

  (我們謙卑低聲的祈求您、哀求您們一起跟隨、一同於我們的祭儀) 
 

2.2.2.8 前綴 kisan- 

前綴 kisan 表示「成為」附加在名詞之前，衍生為「成為...」通常指某個儀式的

名稱或者某個身分，如 2-18 所示。 
                                                     
11 在舉行儀式之前，需要先告知、知會，此稱之為 kituqulj 事先禮儀。比方說 kisatja「收貢品」的前

一晚，頭目和重要家臣們會到 qeziqezipen「秘書」家詢問明天收貢品的順序以及至哪一戶人家用膳

等相關事項；又如部落有要執行重大儀式，如五年祭，頭目就會到首席女巫師家商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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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前綴 kisa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彙 衍生後語意 

1 kisan- aljak 孩子 kisan-aljak 重生 

2 kisan- luqem 靈力 kisan-luqem 加持、賜福 

3 kisan- kadraringan 首席女巫 kisan- kadraringan 成為首席女師 

4 kisan- pulingaw 女巫 kisan-pulingaw 成為女巫 
No.1 詞根 aljak「孩子」附加上前綴 kisan-衍生意為「重生」意指去除病痛蛻變

宛如新生兒一樣之意思。No.2 詞根 luqem「靈力」附加上 kisan-衍生為「加

持」。No.3 詞根 kadraringan「首席女巫」加上前綴 kisan-衍生為「成為首席女

師」。No.4 詞彙 pulingaw「女巫」加上 kisan-衍生為 kisan-pulingaw「成為女巫」。前

兩者為儀式名稱，後兩個是成為某個身分、角色。 
 

2.2.2.9 前綴 kisu- 

前綴 kisu-附加在動詞之前，表「去除....」之意。如 2-19 所示。 
表 2-19 前綴 kis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後語意 

1 kisu- paljiq 糞 kisu-paljiq 除穢 

2 kisu- pasaliw 做錯 kisu-pasaliw 更正 

3 kisu- pacevak 錯誤 kisu-pacevak 除錯 

4 kisu- matjangatjang 憂慮 kisu-matjangatjang 解除煩惱 

5 kisu- rengerenge 障礙物 kisu-rengerenge 移除障礙 
通常 kisu-用在去除儀式中污穢的、擔憂的、錯誤等的事情，比較常出現於治

病、除錯的儀式。No.1詞根 paljiq「糞」也可以指不好的東西，附加上前綴 kisu-衍生

為 kisu-paljiq「去除糞、髒東西」引申為「除穢」之意。No.2 詞彙 pasaliw 錯誤，附

加上 kisu-衍生為 kisua-pasaliw「去除錯誤，即更正」之意。No.3 詞彙 pacevak「錯

誤」附加上 kisu-衍生為 kisu-pacevak「除錯」。No.4 詞彙 ma-tjangatjang「煩惱」附加

上 kisu-衍生為 kisu-matjangatjang「解除煩惱」之意。No.5 詞根 rengerenge「障礙

物」加上 kisu-衍生為 kisu-rengerenge「移除障礙」之意。在繁文縟節的儀式中，我

們深怕詞彙唸錯或者順序錯誤等因素導致祖先們的不滿意，因此整個儀式

remasudj(整理)之後，就會接著做 kisupasaliw(更正)和 kisupacevak(除錯)等儀式，去除

整個儀式錯誤的地方。No.4、5 例子是在身體不舒服時，女巫時常會唸 kisu-
matjangatjang「解除煩惱」、kisu-rengerenge「移除障礙」，表示去除鬱悶的心和造成

身體不便的病。 
 

2.2.2.10 前綴 kitju- 

前綴 kitju-附加在名詞之前，表示，「不同的....」之意。如 2-20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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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前綴 kitj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後語意 

1 kitju- djalan 路 kitju-djalan 不同的路線 

2 kitju- kakudan 習俗、作為 kitju-kakudan 不同的習俗 

3 kitju- aqas 祭祀場 kitju-aqas 不同的祭場 

4 kitju- sasekezan 休息站 kitju- sasekezan 不同的休息站 
在祭祀語中不會直接稱呼對方，而是用不同的詞彙表達。如 No.1 和 2 為

例，No.1 是詞根 djalan「路」加上 kitju-衍生為 kitju-djalan「不同的路線」；No.2 是

kakudan「風俗慣習」加上 kitju-衍生為 kitju-kakudan「不同的習俗」之意。兩組詞彙

引申意為那些不同路線和不同習俗的靈，通常在儀式執行時，我們會先祭拜祖

靈，然後才會再祭祀給非神祖靈之魂，獻祭給那些靈的原因在於希望祂們用膳

後，便立刻離開祭祀之地，不要干擾整個儀式，祭祀文如例(17)所示。No.3 詞

根 aqas「祭祀場」加上 kitju-衍生為 kitju-aqas「不同的祭場」。No.4 詞彙

為 sasekezan「休息站」附加上 kitju 衍生為 kitju-sasekezan「不同的休息站」。No.3 和

No.4 兩者指不同部落的人，像這種以處所轉化名稱的形式在祭祀語中不少。 
 

(17) a. kitju- kakudan nakitju- djalan timun sepaqedat 
  不同 習俗 不同 路 祢們 從邊界來的 
  saka ulja ika mun napatjingkaw....  
  然而 但願 不要 祢們 跳越....  
  (祢們不同習俗、不同路線的，希望祢們不要跨越邊界.... 

 

2.2.2.11 前綴 ku- 

前綴 ku-是人稱代名詞屬格第一人稱單數的附著形式。若加在名詞前，表示「我

的...」，若附加在動詞之前，表「我去執行....」，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前綴 k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ku- saladj 同伴 ku-saladj 我的同伴 

2 ku- kiqayaqayam 鳥 ku-kiqayaqayam 我去探聽鳥聲 

3 ku- pasaliwtan 錯誤 ku-pasaliwtan 我做錯的地方 

4 ku- sumusumusen 被輪替 ku-sumusumusen 我被輪替 
No.1 詞根 salja「同伴」加上 ku-衍生為 ku-saladj「我的同伴」，這裡指的是女巫

非人界的夥伴，這些同伴都會跟隨女巫在旁和女巫一同執行祭儀。若前綴 ku-加上動

詞意為「我去做....事」之意。如 No.2 詞彙 qayayam「鳥」，kiqayaqaym「獲得鳥

(聲)」其意指去聆聽鳥的叫聲，附加上前綴 ku-衍生為 ku-kiqayaqayam「我去探聽鳥

叫聲」。根據田調者說過去上山打獵前，會到部落左右方探聽鳥叫聲，如果鳥叫聲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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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且平穩表示吉日，如果這個鳥叫聲很急躁表示不宜之日。所以 kiqayaqayam可以

引申為「占卜鳥」之意。No.3 詞根 pasaliwtan「錯誤的地方」再附加上前綴 ku-衍生

為 ku-pasaliwtan 表示「我做錯的地方」之意。No.4 重疊詞 sumusumus「輪替」之

意 ， 加 上 受 事 焦點 的 -en 衍 生為 「 被 輪替 」 之意 ，再 加 上 ku- 衍 生 為

ku-sumusumusen「我被輪替」其引申意為「被接續的祭儀」。 
 

2.2.2.12 前綴 lja- 

前綴 lja-附加在專有名詞之前，比方說加在神的名、部落名、家名、親屬名稱等

名詞，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前綴 lj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lja- ljumedj 水神 lja-ljumedj 水神 

2 lja- vililjan 後方處 lja-vililjan 最後我的話 

3 lja- vuuv 祖先 lja-vuvu 祖先 

4 lja- ljisukan 抽出的地方 lja-ljisukan 改朝換代處 
No.1 詞根 ljumedj「水神」附加上前綴 lja-形成 lja-ljumedj「水神」。No.2 詞彙

vililjan「後方處」附加上前綴 lja-衍生為 lja-vililjan「最後面」引申意為「最後我的

話」。No.3 詞根  vuvu「祖先」加了 lja-衍生為 lja-vuvu「祖先」。No.4 詞根

ljisuk「抽」加上後綴-an「抽出的地方」附加上 lja-衍生為 lja-ljisukan「改朝換代

處」。根據董豐山耆老說：ljaljisukan 是抽取石塊為碑之處，此石碑放在部落祭壇的

旁邊，當頭目過世之後，就會去翻轉那個石頭，代表已經改朝換代，由不同的頭目

帶領族人之意。 
 

2.2.2.13 前綴 lje- 

前綴 lje-附加上詞彙，表示「朝向....」之意。通常會用在指向身體某個部位或者

方位、方位。如表 2-23 所示。 
表 2-23 前綴 lje-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lje- ljetekeu 至下方 lje-ljetekeu 朝至下方 

2 lje- ljecevung 至會面 lje- ljecevung 前往會面 

3 lje- matapiculan 大關節 lje- matapiculan 到大關節 

4 lje- mataregregan 小關節 lje- matarenregan 到小關節 
No.1 詞 ljetekeu「至下方」附加上前綴 lje-衍生為 lje-ljetekeu「往至下方」，No.2

詞彙 ljecevung「至會面」加上 lje-衍生為 lje-ljecevung「往至會面」之意，No.1 和

No.2 詞彙引自於基礎經文的第一段。No.3 詞彙 matapiculan「到大關節」加上前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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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e-引申為 lje-matapiculan「到大關節」，No.4 詞彙 mataregregan「小關節」附加上前

綴 lje-衍生為 lje-mataregregan「到小關節」。No.3和 4詞彙常使用於治病儀式，如(18)
所例。 

 
(18) a. i sazazatj i qumaqan i taquvan ljeljeteku ljecevung... 

  在 開始 在 家裡 在 屋簷下 朝下方 會面... 
  lja kusaladj..      
  指稱 我的夥伴..      
  (我們開始了，在家屋、在屋簷下，即將與下至人間的歷代巫師們會面) 
 

 b. avan-anga uri remasudj anga a lje-matapiculan  
  正是-了 將要 整理 了 連接詞   到大關節 

  a lje-matarenregan...   
  連接詞   到小關節...   
  (正是，將要整理您，從大關節、到小關節....) 

 

2.2.2.14 前綴 ljiya- 

前綴 ljiya 附加上方位、位置，表示「往....地方、方位」之意。如 2-24 表所示。 
表 2-24 前綴 ljiy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ljiya- vavaw 上方 ljiya-vavaw 往上方 

2 ljiya- kacedas 日出、東方 ljiya-kacedas 往東方 

3 ljiya- qumaqan 家裡 ljiya-qumaqan 往家裡面 
前綴的 ljiya-表示已經在某個空間裡面，但是還要再往裡面去、再上去之語

意。No.1詞根 vavaw「上方」附加 ljiya-衍生為 ljiya-vavaw表示「往上去、再上去」之

意，如 19 例子。No.2 詞根 kacedas「日出、東方」加上 ljiya 衍生為 ljiya-kacedas「往

東方」引申為迎向東方之意。 
 

(19) a. ari tu ljiya vavaw kitaliduwan i tjai tjagaraus 
  走吧！ 向 往 上方 看戲的地方 在 我們的 大武山神 

  (我們走吧！往最高的地方，高至我們的大武山神看戲之處...) 

 
例句(19)這段是基礎經文第七段的一小段，這裡的 kitaliduwan「看戲的地方」並

非是真的看戲的地方，而是指涉人間執行祭儀的地方，如五年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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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5 前綴 ma- 

ma-是主事焦點的前綴詞，它通常用於描述人身心理狀態、感覺或者是物狀態的

靜態動詞，如 ma-pulaw「酒醉」、ma-salu「相信」、ma-zeli「累」、ma-siaq「害

羞」、ma-djaq「月經」這些都表示人的心理情緒、身體狀況；表事物的狀態如 ma-
vaday「分開」、ma-sulem「暗」、ma-peteq「破掉」、ma-kelu「成熟」、ma-vuk「腐

爛」等詞彙。在祭祀語中，前綴詞 ma-表描述人事物的靜態動詞，如表 2-25 所示。 
表 2-25 前綴 m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ma- lada 經文 ma-lada 招魂儀式 

2 ma- ljeveq 五年祭 ma-ljeveq 舉行五年祭 

3 ma- rasudj 整齊 ma-rasudj 排整齊 

4 ma- pakaljavaljava 等待 ma-pakaljavaljava 等待 

No.1 詞根 lada「經文」附加上 ma-衍生為 ma-lada「招魂儀式」。No.2 詞根

ljeveq「五年祭」加上 ma-衍生為 ma-ljeveq「舉行五年祭」。No.3 詞根 rasudj「整

齊」加上 ma-表示某個東西的狀態很整齊。No.4 詞彙 pakaljavaljava「互相等待」附

加上 ma-衍生為 ma-pakaljavaljava 表示互相在等待的狀態。從上述例子得知前綴 ma-
具有陳述某個人事物狀態的功能。 
 

2.2.2.16 前綴 maljiya- 

前綴 maljiya 加在名詞之前，表示「不一樣於....」，如下表 2-26 例。 
表 2-26 前綴 maljiy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maljiya- ljiqu 容廓、容貌 maljiya-naljiqu 他族 

2 maljiya- quljaw 顏色、膚色、特色 maljiya-quljaw 他族 
No.1 詞彙 naljiqu「容廓、容貌」附加上 maljiya 衍生為 maljiya-ljiqu 不同的容貌

的人。No.2 詞彙 quljaw「顏色、特色」加上 maljiya-衍生為 maljiya-quljaw 不同的顏

色、膚色、特色的人。在祭祀語言中，我們通常不會直接用詞彙表達，而是用其他

詞彙來形容我們所想陳述的人事物，如下(20)例句： 
 

(20) a. tisun nakitju aqas a nakitju sasekezan  
  你 不同的 祭場 連接詞 不同的 休息站  
  maljiya naljiqu a maljiya quljaw   
  不一樣 容廓 連接詞 不一樣 膚色   
  (你，不同的祭場、不同的休息站，不一樣的容廓、不一樣的膚色) 
 
這段話雖然沒有指出誰，但是以 aqas、sasekezan、naljiqu、quljaw 這些陳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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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特色以及物的外在性質間接的指涉不同族群、不同部落之意。 
 

2.2.2.17 前綴 mareka- 

前綴 mareka-附加在稱謂名詞之前，衍生為複數的語意，表「這些....」之意，如

表 2-27 所示。 

表 2-27 前綴 marek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mareka- lingawlingaw 靈魂 mareka-lingawlingaw 這些靈魂 

2 mareka- izi 靈魂 mareka-izi 這些靈魂 

3 mareka- dravadrava 閨密 mareka-dravadrava 這些女性朋友們 

4 mareka- saladjsaladj 夥伴 mareka-saladjsaladj 這些夥伴們 

5 mareka- qacuvucuvung 青少年 mareka-qacuvucuvung 這些青少年們 

6 mareka- tjavuvu 祖先 mareka-vuvu 這些祖先們 

7 mareka- tjaljaljak 親屬們 mareka-tjaljaljak 這些親屬們 
從 2-27 表格我們得知前綴 mareka-大多是附加在重疊名詞前，如 1、3、4、5 的

例子。另外，還有一種形式是不加 ka，直接 mare-附加在親屬關係的詞彙，如 mare-
vuuv「祖父母或孫子」、mare-kaka「兄弟姊妹」等詞彙。mare-較少用在祭祀詞

中，要不然就是和前綴 ka-或 ta-衍生為 mare-ka、mare-ta 的形式。我們可以

從 pakiyavang「祈求」的儀式瞭解前綴 mareka-使用放式，如下(21)例。 
 

(21) a. avan anga pakiyavang anga tu mareka izi mareka 
  正是 了 祈求 了 向 這些 靈魂 這些 
  lingawlingaw       
  靈魂       
  (正是了，要向這些肉體的靈魂和已故的靈魂祈求了....) 

 
 b. avan anga uri paljagay anga itjen a kemasi 
  正是 了 將 獻祭 了 我們 聯接詞 從..來 
  i-qumaqan i-kakiyavangan i-papucevuljan tu mareka 
  在-家屋 在-祈求處 在-會面處 向 這些 
  tjaljaljak tu mareka tja-vuvu tu dravadrava 
  親屬們 向 這些 祖父母 向 歷代女巫師們 

  
(正是了，要從家屋、祈求的地方、會面的地方，向這些親屬們、祖父母

們以及歷代巫師們) 
 
從上(21) a-b 例子得知在祭祀詞中，前綴 mareka-和稱謂名詞結合在一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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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我們獻祭、稟告、祈求的對象。 
 

2.2.2.18 前綴 maya- 

前綴 maya 附加動詞前，表示「不要受.....」之意。如表 2-28 所示。 
表 2-28 前綴 may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maya- mingetjus 驚嚇 maya- mingetjus 不要受驚嚇 

2 maya- penuwalj 責備 maya- penuwalj 不要受責備 
No.1 詞彙 mingetjus「震驚」附加上 maya 衍生為 maya-mingetjus「不要受驚

嚇」之意。No.2 詞彙 mingetjus「責備」附加上 maya 衍生為 maya-penuwalj「不要受

責備」之意。若儀式中有觸犯或者有不妥當的地方，希望祖靈原諒且不受驚嚇。如

(22)例所示。 
 

(22) a. saka maya mingetjus a maya penuwalj  
  然而 不要受 驚嚇 聯接詞 不要受 責備  
  (然而，不要受驚嚇、不要受責備)  

  

2.2.2.19 前綴 masu- 

前綴 masu-附加在詞彙之前，表示「去除....」之意。如表 2-29 所示。在祭祀詞

中 masu-呈現方式，如(23)所例。 
表 2-29 前綴 mas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masu- djaljawdjaljaw 很快的 masu-djaljawdjaljaw 不因過快而遺漏 

2 masu- qacaqaca 很大的 masu- qacaqaca 不遺漏細節 

3 masu- vaqu 小米 masu-vaqu 收穫節 
No.1 重疊詞的 djaljawdjaljaw「很快的」附加上前綴 masu-衍生為 masu-

djaljawdjaljaw 在祭祀詞中表示遺漏的，因為速度太快導致於遺漏細節的地方。No.2
重疊詞 qacaqaca 附加上 masu-衍生為 masu-qacaqaca 去除大的，引申意為只注意大的

部分，而疏漏了小的部分。兩個詞彙時常一同出現在祭祀詞，如(23)例子。No.3 詞

根 vaqu「小米」附加上 masu-衍生為 masu-vaqu 表示去除小米，意思就是收割完

播，即收穫節。 
 

(23) a. avan-nanga saka nu aya nanga itjen kauljavan 
  正是-了 然而 如果 說 了 我們 忘記 
  nanga nu mareka-vuvu mareka-tjaljaljak tu-sinumusan 
  了 你們 這些-祖先 這些-親屬們 向-接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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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sinevalitan tu tja palisiyan tu tja 
  向-接續者 向 我們的 儀式 向 我們 
  viyaq a masuqacaqaca a masudjaljawtjaljaw nanga 
  祭儀 聯接 去除大的 聯接 去除快的 了 
  (如果我們在儀式有遺漏、疏漏的地方，請求祖先們、親屬神靈見諒) 
 

2.2.2.20 前綴 mi- 

mi-是主事焦點前綴詞，附加在物動詞之前，表示「某個動作的狀態」，如 2-30
所示。 
表 2-30 前綴 mi-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mi- sepi 夢 mi-sepi 做夢 

2 mi- razek 茂密、茂盛 mi-razek 
綠油油 
很茂盛 

在祭祀詞檢視到兩個詞彙，一是 No.1 詞根 sepi「夢」附加上前綴 mi-衍生為

mi-sepi「作夢」，通常是說話者自述夢境的時候使用。二則是 No.2 詞根 razek「茂

盛」加上mi-構成mi-razek「很茂盛」，指某個植物長的很茂盛的樣子，巫者透過祈求

儀式，祈求受加持者的靈力能如同這個茂盛的植物一樣繁茂且盛大。 
 

2.2.2.21 前綴 na- 

前綴 na-是主事焦點完成式，通常用在動詞之前，表達動作的完成形式，如 2-31
所 示 。 在 祭 祀 詞 中 ， na- 常 和 其 他 的 詞 綴 組 合 成 複 合 詞 綴 ， 如 na-
ma-、na-se-、na-semu-、na-se-pa-、na-se-pu-等形式。 
表 2-31 前綴 n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na- kigawgaw 接收 na-kigawgaw 我接收 

2 na- kisizazaw 看護著 na-kisizazaw 眷顧我 

3 na- kizang 保護 na-kizang 保護我 

4 na- makitavelak 承接 na-makitavelak 我承接 

No.1 詞彙 kigawgaw「接收」附加上 na-構成 na-kigawgaw「我已經接收了」之

意。No.2 kisizazaw「看守著某樣東西，如看守著田園」加上 na-衍生為 na-
kisizazaw「看守著我」之意。No.3 kizang「保護」附加上 na-構成 na-kizang「守護

我」。No.4 makitavelak「承接」加了 na-構成 na-makitavelak「我承接」。詞彙於祭祀

詞中的呈現，如(24)例所示： 
 

(24) a. kemasi vavaw i-paraluqem ulja mare ta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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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 上方 吸收祖先好的靈力 希望 這些 數百個 
  mare tapuluq a nakizang a nakitjavang 
  這些 數十個 聯接詞 保護我 聯接詞 守護我 
  a nakizazau.     
  聯接 看守我     

  
(希望那先從上面來的數百個、數十個優秀的祖先的靈力能依附到我這

裡，保護我、守護我、看守我) 
 

 b. uri patagilj-anga uri djemaljun-anga ta patjara- 
  將要 開始了 將要 到了 聯接詞 到了..時候 
  kisatja saka ulja namakigewgaw namakitavelak 
  納貢 然而 希望 已接收 已承接 
  a nu sikudakuda a tja  
  聯接詞 您們的 風俗慣習 聯接詞- 我們的  
  palisiyan a tja viyaq.   
  儀式 聯接詞 我們的 祭儀.   

  
(將要開始了，到納貢的時候，期望得到祢們的助佑，使祢們留下的祭

典能圓滿結束並有效傳給下一代。) 
 

2.2.2.22 前綴 niya- 

前綴 niya-是人稱代名詞屬格第一人稱複數的附著式，通常附加在名詞之前，表

示「我們的....」之意。如表 2-32 所示。 
表 2-32 前綴 niy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niya- qaqumu 聖水祭壇 niya-qaqumu 我們的聖水祭壇 

2 niya- cavilj 年 niya- cavilj 收穫節 

3 niya- kimanguaqan 取好處的地方 
niya- 

kimanguaqan 
我們專門採好處

的地方 

4 niya- vuvu 祖先 niya-vuvu 我們的祖先 
No.1 詞彙 qaqumu「聖水壇」附加上前綴 niya「我們的」衍生為 niya-

qaqumu「我們的聖水祭壇」。No.2 詞根 cavilj「年」附加上 niya-衍生為 niya-cavilj 我
們的年，即收穫節。No.3 詞根 kimanguaqan「取好處的地方」附加上 niya 衍生為我

們專門去取好處的地方。No.4 詞根 vuvu 對存者或已故的祖父母、祖孫的稱呼，附加

上 niya衍生為 niya-vuvu「我們的祖先」。在祭儀中，通常使用於我方的祭拜對象，如

(2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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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 tu12 niya qaquman tu niya kimanguwaqan 
  和 我們的 田園 和 我們的 專門取好處的地方 
  (向我們的田園、專門取好處的地方...) 
 b. tu niya cavilj tu niya kaciyuciyur 
  向 我們的 年 向 我們的 跟隨 
  (向屬於我們的年、屬於我們該跟隨的...) 
 c. mareka niya vuvu a niya sevalivaliten 
  這些 我們的 祖先 聯接詞 我們的 替換者 
  (這些我們的祖先、我們的替換者...) 

 

2.2.2.23 前綴 nu- 

前綴 nu-是人稱代名詞屬格第二人稱複數的附著式，通常附加在名詞之前，表

示「您的....」之意。如表 2-33 所示。 
表 2-33 前綴 n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nu- qarut 部份 nu-qarut 您的份 

2 nu- sikudakuda 習俗 nu- sikudakuda 您的習俗 

3 nu- viyaq 祭儀 nu-viyaq 您的祭儀 

4 nu- ljagay 酒 nu-ljagay 您的酒 
在祭祀語中，以物來代表祭儀，如No.3詞根 viyaq「祭葉」附加上 nu-衍生為 nu-

viyaq「您的祭儀」。在土坂執行祭儀之時，我們時常用 viyaq「祭葉」和 cuqelalj「豬

骨」附在一起並且 qemas「哈一口氣」然後拋出去，表示獻祭給祖靈們，因此我們

將祭葉，引申為祭儀。時常出現句子，如(26a)例子。不僅獻於祖神靈，還會賄絡給

那些不好的靈，祈求祂們不要搗亂儀式的進行，如(26b)例子。 
 

(26) a. uri cemevulj- anga uri patagilj-anga tuwa 
  將要 會面-了 將要 開始-了 和 
  nu sikudakuda tuwa nu palisiyan tuwa 
  您的 習俗 和 您們的 儀式 和 
  nu viyaq.      
  您的 祭儀.      
  (即將開始了，您們的儀式...) 

 
 b. uza nu ljagay a nu qarut nisun-likuz 
  這個 您的 酒 聯接詞 您們的 份 你-後面的 

                                                     
12 在祭祀語言中，tu 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向」之意；另一個是「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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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vuwaseng a puvaljaw.. a  
  聯接詞 難產的 聯接詞 找作伴的.. 聯接詞-  
  nakitju-kakudan         
  不同的行為         

  
(您們這些難產的、找作伴的、不同方向的靈，這是您們的酒、您

們的份...) 
 

2.2.2.24 前綴 pa- 

前綴 pa-使役動詞，附加在動詞之前，表示「使／讓某件事情發生」，如表 2-34
所示。 pa- 常和不同的詞綴搭配在一起，如 p-in-a- 、 pa-ka- 、 pa-ki- 、 pa-
lja-、pa-pa-、pa-pu-、pa-sa-、pa-se-...等多層加綴的形式。  
表 2-34 前綴 p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pa- kan 吃 pa-kan 獻祭 

2 pa- ljagay 酒 pa-ljagay 敬酒 

3 pa- tjumalj 告知 pa-tjumalj 稟告 

4 pa- kavusuan 檳榔的果實剛萌芽 pa-kavusuan 集體狩獵 

5 pa- gawgaw 接收 pa-gawgaw 接收 

6 pa- tavelak 承接 pa-tavelak 承接 
表格 2-34 的 No.1 詞根 kan「吃」附加上 pa-衍生為 pa-kan「餵某人吃」13。No.2 

ljagay「含有酒精的飲料」加上 pa-衍生為 pa-ljagay「敬某人酒」14。No.3 tjumalj「告

知」附上 pa-衍生為 pa-tjumalj「告知」15。No.4 詞彙 kavesungay「檳榔的果實剛剛

萌芽、開花的樣子」加了 pa-衍生為 pa-kavesungay「集體狩獵」 16。No.5 詞
根 gawgaw「接收」加上 pa-衍生為 pa-gawgaw「去接收」，指去接收某個物。No.6 詞

根 tavelak「承接」加上 pa-形成 pa-tavelak「我去承接」之意。前綴 pa-於祭祀詞中

的運用方式，如(27)例所示。 
 

(27) a. avan -anga uri paljagay -anga uri pakan-anga 
                                                     
13 pa-kan，餵某人吃。在祭祀詞中指「餵給神吃」，這個吃的東西包含 vawa「酒」或者 qavay「小米

糕」、vuyu「肉」等熟食。 
14 pa-ljagay，獻敬的東西只有酒，沒有其他食物。 
15 pa-tjumalj，表示告知某人什麼事情。但在祭儀中 pa-tjumal「稟告」表示秉告祖先們，而這個祭告

儀式在祭儀中這是不可缺少的程序，因為我們稟告神靈們，讓祖先們知道今天為什麼要執行儀

式？儀式內容是什麼？最後，祈求祖靈們庇佑我們完成整個儀式，讓儀式更順暢並且修正、補齊疏

漏之處。 
16 在執行祭儀時有很多的禁忌，比如在小米祭的時候是不能上山狩獵的。pa-kavesungay 雖然是指檳

榔的果實剛剛花開的樣子，其實它所指涉的意思是說「某件事剛剛開始」。其引申意為「小米祭儀已

經結束了，所有的禁忌已經解除了」，即禁忌解除了，獵人們能夠開始上山打獵了。因此這裡譯

為「集體狩獵」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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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 了 將要 獻祭 了 將要 獻祭-了 
  kemasi i qumaqan...     
  從..來 在 家屋....     

  (正是要獻祭了，從家屋...) 
 

 b. uri kipagawgaw anga itjen uri kipatavelak  
  將要 接收 了 我們 將要 接收  
  anga itjen tu tja viyaq tja parhisiyan 
  了 我們 和 我們的 祭儀 我們的 儀式 
  (將要去接收、承接我們的祭儀和儀式....) 

 

2.2.2.25 前綴 pi- 

前綴 pi 有三種解釋，一是附加在名詞之前，表示「放置 ...」之意，如 pi-
teku「放置下方」。二是附加在身體的某個部位名稱之前，表示清洗身體的某個部

位，如 pi-lima「洗手」；三是指沒有經過他人的允許而任意的做某件事情，如 pi-
keman 指「無經過他人的允許，直接吃」之意。不過在祭祀語檢視出是第一種的形

式，如表 2-35 所示。 
表 2-35 前綴 pi-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pi- izi 肉體的靈魂 pi-izi 安您的置靈魂 

2 pi- lingawlingaw 靈魂 pi-lingawlingaw 安置您的靈魂 
No.1 詞根 izi 是指生者的靈魂，附加上前綴 pi-衍生為 pi-izi 表示把靈魂放置身體

裡，即安某人的靈魂置身驅。No.2 詞彙 lingawlingaw 指已故的靈魂，附加上前綴 pi-
衍生為 pi-lingawlingaw 表示安置亡者的靈魂之意。 

 

2.2.2.26 前綴 pu- 

前綴 pu-，表示「擁有/持有....」之意，附加在名詞衍生為專有名詞或者衍生為

動詞，如表 2-36 所示。 

表 2-36 前綴 p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pu- lingaw 靈魂 pu-lingau 女巫 

2 pu- kanen 食物 pu-kanen 糧食神 

3 pu- luqem 靈力 pu-luqem 靈力者 

4 pu- valjaw 夫妻 pu-valjaw 作伴者 

5 pu- qeceng 圍籬 pu-qeceng 遮蔽 

No.1詞根 lingaw「靈魂」附加上pu-衍生為pu-lingaw持有靈力者，即女巫。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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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根 kanen「食物」加上 pu-衍生為名詞 pu-kanen「糧食神」。No.3 詞根 luqem「靈

力」附加上 pu-衍生為 pu-luqem意為持有靈力的人，即靈力者。No.4詞根 valjaw「夫

妻」附加上 pu-衍生為 pu-valjaw「結婚」，但是在祭祀語的意思是指某些靈魂想找陪

伴者，因此我們稱 puvaljaw 引申意為「惡靈」之意。No.5 詞根 qeceng「圍籬」附加

上 pu-衍生為 pu-qeceng 有圍籬，引申為遮蔽之意。 
 

2.2.2.27 前綴 qa- 

前綴 qa-本身沒有語意，但是它通常附加在名詞之前，如植物名、小動物明、器

具名稱、重要的祭拜場所等名詞，如 qa-tjuvi(蛇)、qa-qerengan(床舖)。土坂祭祀語也

是放置在名詞詞彙之前的結構，如，如 2-37 所示。 
表 2-37 前綴 q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qa- rizang 豆類 qa-rizang 長豆 

2 qa- qumu 嘴裡含著水 qa-qumu 聖水祭壇 

3 qa- quma 田園 qa-quma 頭目的田園 

4 qa- lada 經文 qa-lada 真正的經文 

例子 No.1 詞彙 rizang「豆」加上 qa-形成 qa-rizang「長豆」 17。No.2 詞根

qumu「嘴裡含著水」附加上 qa-形成 qa-qumu「聖水祭壇」 18。No.3 quma「田

園」加上 qa-衍生成 qa-quma「指頭目的田園」19。No.4 詞根 lada「經文」加上 qa-
形成 qa-lada「真正的經文，不是假的或者別的經文」。 

 

2.2.2.28 前綴 sa- 

前綴 sa-附加在神的名字前，表示尊敬之意。如表表 2-38 所示。 
表 2-38 前綴 s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sa- ljumedj 水神 sa-ljume 水神 

2 sa- ljemedj 祭儀之神 sa-ljemedj 祭儀之神 

3 sa- ljangausan 口吃之神 sa-ljangausan 口吃之神 

4 sa- tjakuakuljing 
管理所有動物

之神 
sa-tjakuakuljing 

管理所有動物

之神 

                                                     
17 temugut「撒種」，約在 1-3 月期間。venusam「撒種小米」完後，就是 miquma「間作豆類或雜

糧」，如 qarizang「長豆」、puk「樹豆」、puday「玉米」、mekuy「瓜類」等農作物。 
18 qaqumu「聖水祭壇」，位於土坂段 26 號，鄰近於 katjunangan「部落祭壇」和 qadjay「繩子祭

壇」。據長輩們說 qaqumu 的水是用在祭儀，例如歲時祭儀、成長祭儀、治病等皆需要從此地取得

水。 
19  因為唯有頭目的田園是有 palisi「祭拜」過的且有固地的人耕種農地，因此頭目的田園稱為

qaquma「真正的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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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祀語中時常看到格位系統的主格 ti 與前綴 sa-組合呈 ti-sa-的形式，具有指定

對象且都用附加在神的名字之前，表示尊敬之意。 
 

2.2.2.29 前綴 seman- 

前綴 seman-表示「製作、做」之意，附加在名詞之前，具有「執行.....儀式」之

意，如 2-39 所示。 
表 2-39 前綴 sema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seman- luqem 靈力 seman-luqem 增強靈力 

2 seman- qinatiyan 
被指定的

地方 
seman-qinatiyan 

重生儀式 
治病儀式 

3 seman- qinatiyan 財產 seman-sauzayan 
對某人的財產

增強靈力。 

4 seman- cavilj 年 seman-cavilj 紀念日 

5 seman- kakakaka 
影子 
洋娃娃 

seman-kakakaka 以人偶施咒 

6 seman- cawcaw 人 seman-cawcaw 成為人的儀式 
No.1 詞根 luqem「靈力」附加上 seman 衍生為 seman-luqem 指女巫幫某人加強

靈力。No.2 詞彙 qinatiyan 是從 qati「煮東西剩下的水，附加上中綴<in>衍生為

q<in>ati，被創造之意，再加上處所焦點-an 衍生為 q<in>ati-an，被神創造的地方，引

申為被指定的地方，再加上 seman 衍生為 seman-qinatiyan 在這被製造的地方，即重

生儀式、治病儀式之意。No.3 詞根 sauzayan「財產」附加上 seman-衍生為 saman-
qinatiyan 製作財產，指增強您的私有財產的靈力，如新車、新房子等。No.4 詞根

cavilj「年」附加上 seman 衍生為 seman-cavilj「做年」，意指忌日、生日等特別的日

子舉行儀式，稱為之。No.5 詞根 kakakaka「影子、洋娃娃」附加上 seman 衍生

為 seman-kakakaka 製作洋娃娃，根據田調者說：過去我們除了生命禮儀式、祭典儀

式這些儀式之外，還有一些比較不正當的儀式，如 seman-kakakaka 就是拿人偶像傷

害它人，我們稱這種具有害人的巫術為黑巫術。No.6 詞彙 cawcaw「人」附

加 seman 衍生為 seman-cawcaw 製成做人，即成為人之儀式。 
 

2.2.2.30 前綴 semu- 

前綴 semu-附加在動詞或名詞之前，表示「去除....」之意，如表 2-40 所示。 
表 2-40 前綴 sem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semu- saqedjuwan 病痛 semu-saqedjuwan 除病、除蟲 

2 semu- paljiq 骯髒 semu-paljiq 除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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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mu- paceva 錯誤 semu-paceva 修正 

4 semu- tjangatjang 猶豫不絕 semu-tjangatjang 
去除猶豫不決

的心 

5 semu- rengreng 障礙 semu-rengreng 去除束縛 
No.1 詞彙 saqedjuwan「病痛的地方」附加上 semu-衍生為 semu- saqedjuwan 去

除人的病痛，也可以指去除農作的蟲害，即除蟲。No.2 詞彙 paljiq「糞」指涉為不好

的東西，附加上 semu- 衍生為 semu-paljiq 除掉污穢的，即除穢。 No3. 詞
彙 pacevak「錯誤」附加 semu-構成為 semu-pacevak 去除錯誤，因為在儀式中我們可

能有很多唸錯的地方，因此祈求祖先幫我們修正這些錯誤，No.4 和 5 是用在身體不

適的儀式，如例(28)。根據上述例子得知前綴 semu-在祭祀詞彙中表示除掉某些不利

於儀式的事情或者除掉某人身上不好的東西。 
 

(28) a. ava-anga semu paljiq nanga tu mareka izi 
  正是-了 去除 污穢 了 向 這些 靈魂 
  tu mareka lingawlingaw... semu rengreng semu 
  向 這些 靈魂.... 解除 束縛 去除 
  tjaljivuljuta....     

  施加身上的咒語...     

  
(正是了，要執行除去污穢了，向這些靈魂，去除束縛、去除施加身

上的咒語) 
 

2.2.2.31 前綴 se- 

前綴 se-附加在動詞或者名詞之前，表示「從....地方來」、「從....獲得...」之

意，如表 2-41 所示。 
表 2-41 前綴 se-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se- patavelak 承接 se-patavelak 從您那裡承接來 

2 se- pagawgaw 接收 se-pagawgaw 從您那裡接收來 

3 se- zayazaya 上游 se-zayazaya 中排灣 

4 se- valitan 替換處 se-valitan 接替者 
No.1 詞彙 patavelak 表示我去接收，附加上前綴 se-衍生為 se-patavelak 表示從神

靈那裡接收而來的。No.2 詞根 pagawgaw「接收」附加上 se-衍生為 se- pagawgaw 表

示從您那裡接收。在祭祀語，時常用來承接神所給的靈力、運勢，如(29)例。No.3
重疊詞 zayazaya「上游」附加上 se-衍生為 se-zayazaya 表示從上游來的，依照土坂的

地理位置看，上游的地方就是古樓、來義等部落，因此我們稱上游為中排灣。No.4
詞根 valit「替換」加上後綴-an 衍生為 valitan「替換處」，再附加上 se-衍生為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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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tan 從替換處、交替處，引申為延續文化者之意。 
 

(29) a. ika- maljikljik a sepagawgaw a sepatavelak 
  不要-糾纏不清 聯接詞 從您那裡接收 聯接詞 從您那裡承接 
  a sicun a sipaquliqulid.. ulja  
  聯接詞 專門給予的 聯接詞 真正的... 希望  
  mapaingadanan ulja mapaliguan...   
  有名譽地方 希望 有榮耀的地方   

  
(不要糾纏不清，從您那裡接收、從您那承接，這專門給予真正的榮

譽、名譽的地方) 
 

2.2.2.32 前綴 si- 

前綴 si-是焦點系統的工具焦點，表示方法、手段、工具。若 si-後面所接的是動

詞衍生意為「做這件事的原因、理由」，但若是名詞表示「做事情的手段、方法」之

意。如下表 2-42 所示。 
表 2-42 前綴 si-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si zazau 看守 si-zazau 守護神 

2 si qunu 切 si-qunu 
小刀 

女巫專用小刀 

3 si kudakuda 慣習 si-kudakuda 風俗、習俗 

4 si qaleqalev (豬)油脂 si-qaleqalev 用豬油 
No.1 詞根 zazau「看守」附加上前綴 si-衍生為 si-zazau 意為用來看守，引申為看

守神。No.2 詞根 qunu「切」附加上 si-衍生為 si-qunu「小刀」，每個女巫們都有各自

的小刀，用於執行儀式的器具。No.3 詞彙 kudakuda 指「我們的事情」附加上 si 衍生

為 si-kudakuda 意為一直以來的事情，即我們的風俗、習俗之意。No.4 詞彙 qaleqalev
指「豬肉油脂」附加上 si 衍生為 si-qaleqalev 用豬油之意。五年祭在刺球場，一直刺

不到福球之時，女巫會用 qaleqalev 用「豬油脂」撫摸祭竿，表示加持祭竿的靈

力，因此 si-qaleqalev 引申為加持之意。前綴 si-的例子，如下(30)例所示： 
 

(30) a. nu sikudakuda tuwa nu palisiyan tuwa 
  您們的 風俗習慣 和 您們的 儀式 和 
  nu viyaq.     
  您們的 祭儀     
  (您們的風俗習慣和您們的儀式和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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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aka ulja mare taiday mare tapuluq a 
  然而 希望 這些 數百個 這些 數十個 聯接詞 
  nakizang a nakitjavang a nakizazau.   
  保護我 聯接詞 守護我 聯接詞 看守我  

  
(希望那先從上面來的數百個、數十個優秀的祖先的靈力能依附到我這

裡，保護我、守護我、看守我) 
 

2.2.2.33 前綴 su- 

前綴 su-是人稱代名詞第二人稱單數屬格的附著式。su-後接名詞，形成「祢

的....」之意。 
表 2-43 前綴 s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su- ngipingipic 一小塊 su-ngipingipic 
順著祢們一點點

的心意 

2 su- qarut 部份 su-qarut 這是祢的份 

3 su- tjakilj 有盛酒的杯子 su-tjakilj 這是祢的酒 

4 su- ljagay 酒 su-ljagay 這是祢的酒 
No.1 詞彙 ngipingipic「一小塊」附加上 su-衍生為 su-ngipingipic「您們的一小

塊」指我們做的儀式只順著您們一點點的心意。No.2 詞根 qarut「份」附加上 su-衍
生為 su-qarut 表示這是祢的份。No.3 詞根 tjakilj 有裝滿酒的杯子，附加上 su-衍生

為 su-tjakilj 表示這是獻給祢的酒。No.4 詞根 ljagay「酒」附加上 su-衍生為 su- ljagay
意指這是您的酒。這些詞彙常與格位系統的主格 ti 組合一起，形成 tisu 的形式，如

(31)例，此例句表述指定的祭拜對象。 
 

(31) a. uza su- ljagay  
  這是 你的 酒  
  (這是祢的酒)  
 b. uza su- tjakilj  
  這是 你的 份  
  (這是祢的份)  
 

2.2.2.34 前綴 ta- 

前綴 ta-附加在名詞、數字之前，具有「全部、雙倍」的意思，如 2-44 所示。 
表 2-44 前綴 t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ta- puluq 十、零 ta-puluq 十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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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 iday 百 ta-iday 百位數 

3 ta- qinaljan 部落 ta-qinaljan 子民 
由 2-44 表的 ta-puluq、ta-iday 常出現在祭祀語言中，尤其是在加持靈力的儀式

中，如(32)，呈現很多之意。 
 

(32) a. mare20 taiday mare tapuluq a nakitjavan..... 
  這些 數百個 這些 數十個 聯接詞 保護我 
  (有數百個、數十個祖先在保護我) 

 
 b. mare taitailj mare tareterev   

  這些 一對 親戚 婚入   
  (這些聯姻關係的親屬祖靈們) 

 

2.2.2.35 前綴 tja- 

前綴 tja-附在動詞、名詞之前，在祭祀語言有兩個意思一個單純的指「我

們」，另一個是指「比我們還要...」。如表 2-45 所示。 
表-2-45 前綴 tj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tja- kiljivak  謹慎 tja-kiljivak 比我們還謹慎 

2 tja- kemeljan 知道 tja-kemeljan 比我們還瞭解 

3 tja- sikudakuda 習俗 tja-sikudakuda 我們的風俗習慣 

4 tja- qepuan 聚集的地方 tja-qepuan 我們團結在一起 

No.1 詞彙 kiljivak 指「謹慎、小心」附加上 tja-衍生為 tja-kiljivak 比我們較謹

慎、小心。No.2 詞根 kemeljan「知道」附加上 tja-衍生為 tja-kemeljan 比我們還要瞭

解。No.3 詞根 sikudakuda「風俗習慣」附加上 tja-衍生為 tja- sikudakuda 指我們的風

俗習慣。No.4 詞根 qepuan「聚集的地方」附加上 tja-衍生為 tja-qepuan 指我們聚在

一起的地方，引申為團結在一起。雖然在祭祀語言 tja 兩種解釋都附帶有我們，但居

多使用「我們」的語意於祭祀語言中，如(33)例所示。 
 

(33) a. ulja naljemelay na-ljemeceg a tja palisiyan 
  希望 很順利 很直很順 聯接詞 我們的 祭儀 
  a tja viyaq a tja sikudakud 
  聯接詞 我們的 祭儀 聯接詞 我們的 風俗習慣 
  (希望我們的各儀式中因祢們的保佑，而使各祭典儀式順利、完美結束) 

                                                     
20  mare 表 親 屬 關 係 的 前 綴 詞 ， 通 常 附 加 在 親 屬 名 詞 之 前 ， 如 marekaka 「 親兄 弟 姊

妹」、marevuvu「祖父母、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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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masalu tuwa tja qepuan    
  感謝、感恩 和 我們的 聚在一起    
  (謝謝，您們聚集在我們這裡) 

 

2.2.2.36 前綴 tjalju- 

前綴 tjalju-附加在名詞之前，表示「延伸到／擴張到....」之意。如 2-46 表所

示。在祭祀語言中，此前綴詞常出現於 remasudj(整理)儀式和 semu-saqedjuwan 治病

儀式，如(34)例。 
表 2-46 前綴：tjalju- 

No. 詞綴 詞根 詞彙 衍生詞 衍生語義 

1 tjalju- kuzekuze 腳後跟 tjalju-kuzekuze 延伸到腳後跟 

2 tjalju- ljaregregan 小關節 tjalju-ljaregregan 延伸到小關節 

3 tjalju- piculan 大關節 tjalju-piculan 延伸到大關節 

4 tjalju- cungal 膝蓋 tjalju-cungal 延伸到膝蓋 

 
(34) a. ulja ika na-kisugarang ika na-kisuluqem a 

  希望 不要 去除力量 不要 去除靈力 聯接詞 
  ljemetapiculan a ljemetaljaregregan tjalju-suva  
  朝向大關節 聯接詞 朝向小關節 延伸到踝關節  
  tjalju kuzekuzan       
  延伸到腳後跟       

  (希望力量和靈力不要消失，從大關節到小關節，然後延伸到踝關

節和後腳跟) 
 

2.2.2.37 前綴 tju- 

前綴 tju-附加在地名之前，標示地名的前綴詞。通常我們會以這個環境的特色來

命名地名，如 2-47 所示。前綴詞 tju-會加上 a 或 ru 衍生為 tju-a-/tju-ru-的形式。 
表 2-47 前綴 tju-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tju-a ljavilu 植物名：假酸漿 tju-a-ljavilu 土坂地名 

2 tju- sangasanga 前面 tju-ru-sangasanga 土坂地名 

3 tju- vuavua 山上 tju-ru-vuavua 土坂地名 

4 tju- (u)maq 家 tju-(u)maq 原家 
No.1 詞彙 ljavilu「假酸漿」一種植物的名稱，附加上 tju-a-衍生為 tju-a-ljavilu 土

坂的地名字。No.2 詞彙 rusangasanga「習慣在前面」附加 tju-ru-衍生為 t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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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angasanga 也是一個土坂的地名稱。No.3 重疊詞 vuavua「山上」附加上 tju-ru-衍
生為 tju-ru-vuavu 土坂的地名。No.4 詞根 umaq「家」附加上 tju-之時，會除掉一

個 u 而衍生為 tju-maq 指「原家」之意。在祭祀詞中，地名代表祭祀的方位，而我們

也可以從祭拜的方位得知親疏遠近的關係以及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關聯。 
 

2.2.2.38 前綴 tu-/tua- 

前綴 tu-/tuwa-附加在祭拜對象或事物的名字之前，表示「向....致敬」之意，如

2-48 所示。在祭祀詞中，有時候 tu-/tua-出現在名稱與名稱間，表示「向..致敬

和..」之意。如(35)例。有時候為了唸的順暢 tua 會在 a 前面加上 w 衍生為 tuwa 的形

式。也就是說，不管是 tu、 tua、 tuwa 這三個相同意，它都表示「向 ....致
敬」、「向..致敬和..」之意。 
表 2-48 前綴 tu-/tu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tu-/tua- marekavuvu 歷代祖先們 tu-marekavuvu 
向歷代祖先致

敬 

2 tu-/tua- marekatjaljaljak 
近期已故的

親屬們 
tu-marekatjaljaljak 

向近期已故的

親屬們致敬 

3 tu-/tua- pauljes 包妹仔 tu-pauljes 向包妹仔致敬 

4 tu-/tua- tjuku 董蘭妹 tu-tjuku 向董蘭妹致敬 

 
(35) a. avan anga uri pajagay anga itjen a kemasi 

  正是 了 將 獻祭 了 我們 聯接詞 從..來 
  i-qumaqan i-kakiyavangan i-papucevuljan tu mareka 
  在-家屋 在-祈求處 在-會面處 向 這些 
  tjaljaljak tu mareka tja-vuvu tu dravadrava 
  親屬們 向 這些 祖父母 向 歷代女巫師們 

  
(正是了，要從家屋、祈求的地方、會面的地方，向這些親屬們、祖父

母們以及歷代巫師們) 
 

 b. patategatega patja tjumatjumalj tuwa tja  
  稟告 告知 和 我們的  
  i-sangasangas a tja sevalivaliten a  
  祖先 聯接詞 我們的 替換者 聯接詞  
  tja sumusumusen.       
  我們的 接續者       
  (稟告、告知，向我們的祖先、替換者以及接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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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衍生中綴 

中綴(infix)，附加在詞根中間的詞素，如主事焦點的<em>加上動詞 kan「吃」衍

生為 k<em>an「吃」，主事者執行吃這個動作。在祭祀詞中，筆者檢視出 4 種中綴結

構，分別為<ar>和焦點系統<em>、<en>、<in>，下茲分別介紹。 
 

2.2.3.1 中綴<ar> 

中綴<ar>表示有某個特徵、性質，最常發現是插入於前綴詞間，衍生為新的前

綴詞的形式。如表 2-49 所示。 
表 2-49 中綴<ar>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

意 

1 <ar> tja-pacengcengceng 
比較剛

剛好 
tj<ar>a-pacengcengceng 

一定恰

如其分 

2 <ar> tja-djaljan 路 tj<ar>a-djaljan 
一定是

這個路 

3 <ar> se-kuya 不好 s<ar>e-kuya 不舒服 

4 <ar> patjakivaqu 
採收小

米 
patj<ar>a-kivaqu 

到了採

收小米

的儀式 
由No.1和No.2得知<ar>與前綴 pa-合成為 p<ar>-的複合前綴詞，表示「一定、肯

定」的語意，附加在詞彙前構成「一定....的」之意。No3.前綴 se-與<ar>合成為 sare-
表示「感到 ....」，通常用在人體的感受，如 sare-nguaq「感到舒服」。No.4 是前

綴 patja-附加上<ar>衍生為 patj<ar>a-表示「到了....時候」，如 patj<ar>a-kisatja「到了

納貢的時候」、patj<ar>akazelju「到了給神過節的時期」。在祭祀詞，使用中綴<ar>的
例子，如下(36)所示： 

 
(36) a. a namapatataretarev a tjarapacengcengceng  

  聯接詞 已經是聯姻關係的 聯接詞 一定是恰如其分的  
  uri deljemalananga ta patjarakisatja   
  將要 開始了 聯接詞 到了納貢的時候   

  
(那些聯姻關係的、一定是恰如其分的先人們，將要開始納貢的時候

了)  
 

 
 b. tu namatimtim tu nasarekuya tu ika izua  
  向 意外的 向 不好的 向 不要 在那裡  
  a nasepaljaljuv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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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接詞 碰巧遇到猝死的      
  (向意外的、向不好的靈、向不該在那裡和碰巧遇到猝死的...) 

 
 c. uri patj<ar>akivaqu -anga     
  將要 到了小米祭典工作時期 了     
  (採收小米祭典工作時間到了)     

 

2.2.3.2 中綴<em> 

中綴<em>是主事焦點，通常附加在動詞或名詞間，表示執行某一件事情。由張

秀娟(2000：97)一文指出：「中綴<em>是可以預測的。當動詞的詞根第一個字是子

音，則在起首的這個子音與第二個音之間嵌入中綴<em>」，我們從祭祀詞彙中驗證

出同樣的結果，如表 2-50的 No.1-3所示。另外，筆者發現中綴<em>不僅嵌入動詞詞

根，還能插入名詞詞根，衍生為動詞，如表 2-50 的 No.4-6 所示。 
表 2-50 中綴<em>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em> kan 吃 k<em>an 吃 

3 <em> ruqu 滾動 r<em>uqu 占卜 

3 <em> rasudj 整齊 r<em>asudj 排好、團結 

4 <em> tapau 工寮 t<em>apau 架棚 

5 <em> djalan 路 dj<em>alan 走在路上 

6 <em> cevulj 煙 c<em>evulj 煙燻 

 

2.2.3.3 中綴<en> 

中綴<en>是主事焦點，它附在詞根開頭是 p、t、v 的唇音間，如表 2-51 所

示。No.1 詞根 pudek「肚臍」加上中綴<en>衍生為 p<en>udek「剪臍帶」之意。No.2
詞根 pualj「殘缺」嵌入<en>衍生為 p<en>uwalj「批評」之意。中綴<en>於祭祀詞中

的表現，如(37)例所示。 
表 2-51 中綴<e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en> pudek 肚臍 p<en>udek 剪臍帶 

2 <en> pualj 殘缺 p<en>uwalj 批評 

 
(37) a. saka maya mingetjus a maya penuwalj  

  然而 不要受 驚嚇 聯接詞 不要受 責備  
  (然而，不要受驚嚇、不要受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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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中綴<in>/-in 

中綴-in-受事焦點完成式，或者嵌入在動詞中或者後方的結構，如表 2-52 的 1-4
所示。 
表 2-52 中綴<in>/-i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in susu 沿著 susu-in 被依循著 

2 <in> kigawgawvan 接收的地方 k<in>igawgawvan 已接的地方 

3 <in> sikisepi 獲得到夢境 s<in>ikisepi 
已獲得到夢

境、部落祭壇 

4 <in> pusuwadan 道歉的地方 pus<in>uwadan 聖水祭壇 
No.1 詞根 susu 附加上 -in 衍生為 susu-in「被依循著」之意。No.2 詞彙

kigawgawvan 嵌入<in>衍生為 k<in>igawgawvan 已被接收的地方。No.3 詞彙 sikisepi 獲
得夢境，嵌入<in>衍生為 s<in>ikisepi 已獲的夢境，在祭祀語言中表示部落祭壇之

意。No.4 詞彙 pusuwadan 道歉之處，嵌入<in>衍生為 pus<in>uwadan 意旨聖水祭

壇。從表格中我們不難發現祭祀詞彙，會以<in>....-an 這樣的形式，表達這個地方曾

經發生過什麼事情，引申為某個祭壇名字，如 No.3 與 No.4 的詞彙。 
 

2.2.4 衍生後綴 

後綴 (suffix)，附加在詞根後方，如 puzaljum「取水」附加上後綴 -an 衍生

為 puzaljum-an「取水處」，即聖水祭壇。筆者在祭祀詞彙中檢視出有 6 種，分別為

-a’en、-anga、-angata、-an、-en、-itjen，當中衍生能力最豐富的是處所焦點-an。以

下分別介紹。 
 

2.2.4.1 後綴-a’en 

後綴-a’en 人稱代名詞主格附著式「我」之意，通常加在名詞之後，表示「我

是....」之意，如表 2-53 所示。 
表 2-53 後綴-a’e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a’en saljemedj 祭儀之神 saljemedj- a’en 我是祭儀之神 

2 -a’en tjagaraus 大武山神 tjagaraus- a’en 
我是大武山之

神 

3 -a’en naqemati 宇宙創造之神 naqemati- a’en 
我是創造宇宙

之神 

4 -a’en qadaw 太陽神 qadaw- a’en 我是太陽神 
在土坂說「我是...」的詞有兩種唸法一種是-a’en，另一種-aken，根據田調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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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說：「-a’en 是土坂的原口音，而-aken 是土坂古樓系的音」。雖然現在部落大多唸

-aken 的音，但筆者是紀錄土坂部落，因此選擇-a’en 作標記。 
 

2.2.4.2 後綴-anga 

後綴-anga 附加在動詞之後，表示動作完了或者動作進行的階段，如表 2-54 所

示。在祭祀語言裡，通常會和表未來式 uri-組合成 uri-...-anga「將要....了」之意，如

例(38)。 
表 2-54 後綴-ang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anga patagilj 開始 patagilj-anga 開始了 

2 -anga djemalan 路上 djemalan-anga 走在路上了 

3 -anga avan 正是 avan-anga 正是...了 

4 -anga djaljun 到達 kivaqu-anga 採收小米了 

 
(38) a. uri- pakan -anga  

  將要 獻祭 了  
  (將要獻祭了)   
 b. uri- qemizing -anga  
  將要 推擠 了  
  (將要推擠了)   
 c. uri- patjumalj -anga  
  將要 稟告 了  
  (將要稟告了)   
 d. uri- patjumalj -anga  
  將要 搖醒 了  
  (將要搖醒了)  
 

2.2.4.3 後綴-angata 

後綴-angata 附加在名詞之後，表示「的確是...」、「確實是...」之意，如 2-55 所

示。 
表 2-55 後綴-angata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angata palisiy 儀式 palisiy-angata 確實是儀式 

2 -angata viyaq 祭儀 viyaq-angata 確實是祭儀 

3 -angata mapiligu 放置榮耀 mapiligu-angata 確實是有榮耀 

4 -angata mapingada 放置名譽 mapingada-angata 確實是有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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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 saka tja viyaq-nangata tja napalisiyan-angata  

  然而 我們的 確實是祭儀 我們的 確實是儀式  
  (然而，確實是我們的祭儀、確實是我們的儀式) 

 

2.2.4.4 後綴-an 

後綴-an是處所焦點，常附加在動詞之後表動作處所而衍生為名詞，由表 2-56得
知在祭祀語言中後綴-an 的使用方式。 
表 2-56 後綴-a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an kiljivak 小心、注意 kiljivakan 守護的地方 

2 -an rarakac 勇敢 rarakac-an 很勇敢的人/神 

3 -an qecengelj 真的黑 qecengelj-an 山豬 

4 -an rudangas 常常走在峭壁邊 rudangas-an 山羊 
No.1 詞彙 kiljivak「小心、注意」附加上後綴-an 衍生為 kiljivakan「保護」之

意。No.2 詞彙 rarakac 加上後綴-an 衍生為 rarakac-an 很勇敢的人或神。No.3 詞彙

qecengelj「真的黑」附加上-an 衍生為 qecengelj-an 真正的黑，即山豬。No.4 詞彙

rudangas「常常走在峭壁邊」附加上-an 衍生為 rudangas-an 常常走在峭壁邊的地

方，即山羊。從上述詞彙得知在祭祀中常以處所焦點衍生為祭祀的專有名詞，如

kakiqayaqayaman「占卜祭壇」、qaljuqaljupan「狩獵祭壇」、cinecekecekan「部落祭

壇」、qinaljan「部落祭壇」、kakiqecengan「抵擋惡靈祭壇」、puquluan「敵首安靈祭

壇」、vineqacan「部落神」等詞彙。 
 

2.2.4.5 後綴-en 

後綴-en 是受事焦點，強調參與者是受事者。它是-in 的自由變體，能呈現「完

成式」也可以呈現「未完成式」，如表 2-57 所示。No.1 和 2 在祭祀詞時常使用，如

下(40)例句。 
表 2-57 後綴-e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en sumusu 輪替 sumusus-en 改朝換代 

2 -en sevalivalit 替換 sevalit-en 被替換者 

 
(40) a. patategatega patja tjumatjumalj tuwa tja  

  稟告 告知 和 我們的  
  i-sangasangas a tja sevalivaliten a  
  祖先 聯接詞 我們的 替換者 聯接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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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a sumusumusen.       
  我們的 接續者       
  (稟告、告知，向我們的祖先、替換者以及接續者) 

 

2.2.4.6 後綴-itjen 

後綴-itjen 人稱代名詞複數主格包含附著式，通常附加在動詞後方，表示「我

們...」之意，如表 2-58 所示。在祭祀語中，常附加在-anga 之後，表示「我們做

了....」之意，如下(41)例句。 
表 2-58 後綴-itje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itjen patagilj-anga 開始了 patagilj-anga- itjen 我們開始 

2 -itjen aya-anga 說了 aya-anga-itjen 我們這樣說 

3 -itjen tavelak-anga 接收了 tavelak-itjen 接納我們 

 
(41) a. uri patagilj-anga itjen      

  將要 開始-了 我們      
  (我們將要開始了)      

 
 b. saka nu aya-anga itjen     
  然而 如果 說-了 我們     
  (然而，如果我們這樣說)     

 
 c. uri kipatavelak-anga itjen      
  將要 接收-了 我們      
  (我們將要接收了)      

 

2.2.5 衍生環綴 

從 祭 祀 語 言 中 筆 者 目 前 檢 視 出 有 4 種 衍 生 環 綴 的 形 式 ， 分 別 為

ka-...-an、<in>...-an、pu-...-an、sa-...-an。以下分別說明。 
 

2.2.5.1 環綴 ka-...-an 

環綴 ka-...-an 可附在名詞或動詞前後，表示「真正的....」之意，如表 2-59 所

示。 
表 2-59 環綴 ka-...-a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彙 衍生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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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an sasav 外面 ka-sasav-an 前院 

2 ka-...-an vuluvulung 年長的 ka-vuluvulung-an 元老 

3 ka-...-an ligu 先知先覺 ka-ligu-an 女巫 

4 ka-...-an zaqu 無患子 ka-zaqu-an 女巫 
No.1 詞根 sasav 附加在 ka-...-an 前後衍生為 ka-sasav-an 真正的外面，即前

院。No.2 重疊詞 vuluvulung 附加在 ka-...-an 前後衍生為 ka-vuluvulung-an 真正的年

長，即元老。No.3 詞根 ligu「靈力」加上環綴 ka-...-an 構成 ka-ligu-an 真正的先知先

覺，即女巫。No.4 詞根 zaqu「無患子」附加上環綴 ka-...-an 衍生成 ka-zaqu-an 真正

的無患子，即女巫。 
 

2.2.5.2 環綴<in>-...-an 

環綴<in>-...-an 附加在動詞或名詞前後，表「已經 ...的地方」或者衍生為名

詞。如表 2-60 所示。 
表 2-60 環綴<in>-...-a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彙 衍生語意 

1 <in>...-an parutavak 領唱 p<in>arutavak-an 帶領者 

2 <in>...-an patagilj 開始 p<in>atagilj-an 開始之地 

3 <in>...-an kigawgaw 獲得接收 k<in>igawgawv-an 接收之地 

4 <in>...-an kitavelak 獲得接收 k<in>itavelak-an 接收之地 

5 <in>...-an sikaulj 受請求 s<in>ikaulj-an 使者 

6 <in>...-an kilaljing 用水管取水 k<in>alaljing-an 巫師 

7 <in>...-an kiserenguaq 獲得舒服 k<in>iserenguaq-an 舒服之處 

8 <in>...-an kiludjaq 得到唾液 k<in>iludjaq-an 巫師 
由上表格得知 No.1、5、6、8 是專有名詞，而其他 No.2、3、4、7 是處所動

作。No.1 詞彙 parutavak「領唱」附加上<in>-...-an 衍生為 p<in>arutavak-an 帶領

者。No.5 動詞 sikaulj「受請求」附加上<in>-...-an 衍生為 s<in>ikaulj-an 在小米開墾之

時，會選頭目和首席女巫的御用開墾者，我們稱之為 s<in>ikaulj-an，即使者。No.6
名詞 kilaljing「用水管接水」附加上<in>-...-an 衍生為 k<in>alaljing-an 已經用水管接水

的地方，即巫師。 No.8 動詞 kiludjaq「獲得唾液」附加上 <in>...-an 衍生為

k<in>iludjaq-an 已經獲得到唾液，即巫師。因為我們在向老師學習的時候，會不小心

且不斷的沾到老師的口水，因此以 k<in>iludjaq-an此現象，引申為學習的對象、學習

的典範、巫師即可。表示處所動作的詞彙，如 No.2 詞彙 patagilj「開始」附加上

<in>...-an 衍生為 p<in>atagilj-an 開始之地，即創使之地。No.3 詞彙 kigawgaw「接

收」附加上<in>...-an 衍生為 k<in>igawgawv-an 即接收之處。No.4 詞彙 kitavelak「接

收」附加上<in>...-an 衍生為 k<in>itavelak-an 即接收之處。No.7 詞彙 kiserenguaq「獲

得舒服的地方」附加上<in>...-an 衍生為 k<in>iserenguaq-an 即舒服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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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 環綴 pu-...-an 

環綴 pu-...-an 表示「放置/持有....之地」附加在名詞前後，衍生為祭儀的專有名

詞，如表 2-61 所示。 
表 2-61 環綴 pu-...-a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pu-...-an zaljum 水 pu-zaljum-an 聖水祭壇 

2 pu-...-an qulu 頭 pu-qulu-an 敵首安靈祭壇 

3 pu-...-an sekam 草蓆 pu-sekam-an 故物祭壇 

4 pu-...-an qumaq 家 pu-quma-an 家屋神 
No.1 詞根 zaljum「水」附加 pu-...-an 形成 pu-zaljum-an 放置水的地方，即聖水祭

壇。No.2 詞根 qulu「頭」附加在 pu-...-an 前後構成 pu-qulu-an 放置頭顱的地方，即

敵首安靈祭壇。No.3 詞根 sekam「草蓆」附加在 pu-...-an 前後構成 pu-sekam-an 放置

故人托夢家屬，所需要物品的地方，即故物祭壇。No.4 詞根 qumaq「家」附

加 pu-...-an 前後衍生為 pu-quma-an 放置家屋的地方，即家屋神。 
 

2.2.5.4 環綴 sa-...-an 

環綴 sa-...-an 附加在動詞或者名詞前後，衍生為處所或者專有名詞，如表 2-62
所示。 
表 2-62 環綴 sa-...-an 

No. 詞綴 詞彙 語意 衍生詞 衍生語意 

1 sa-...-an sekez 停止 sa-sekez-an 
休息處 
部落 

2 sa-...-an ljingaw 聲音 sa-ljingaws-an 口吃之神 

3 sa-...-an tjuviy 留滯在樹洞的水 sa-tjuviy-an 神名 

4 sa-...-an sekaulj 要求、請求 sa-sekaulj-an 御用者 
No.1 動詞 sekez「停止」附加上 sa-...-an 衍生為 sa-sekez-an 休息之處，即某個部

落。No.2 詞彙 ljingaw「聲音」附加上 sa-...-an 衍生為 sa-ljingaws-an 口吃之神。出現

在基礎經文的第八段，口吃之神，主要是製造聲音的神靈，但是因為它在歡送祂的

情人時，不小心滑了一跤，舌頭被咬斷，而成為了口吃之神。No.4 詞彙 sekaulj「要

求、請求」附加上 sa-...-an 衍生為 sa-sekaulj-an 頭目和首席女巫田園的御用者。 
 

2.3 小結 

本章是從土坂祭祀語言探討構詞結構，分別討論單純詞、複合詞、重疊詞以及

衍生詞依序討論，並且以列表格方式例舉詞彙說明，而不細部討論例句，原因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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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表達時並非以一句話即能傳達語意，而是需要一整段的話，一整段話包含：將

要執行的內容、稟告的地點、稟告的對象、事情、收尾詞。如(41)例的小米收穫祭

祭告儀式，①是稟告動作；②是祭告對象；③今日執行的工作開始了；④要執行的

內容；⑤、⑥祈求祖靈庇佑；⑦收尾語，通常任何儀式詞的結尾都會唸這句話。整

個完整的儀式句子必須如此呈現，而祭祀詞彙的運用由女巫們自己增減。這樣的句

子才能算是真的向祖靈或其他靈表達語意、心意。即便我們故意的拆解一句一

句，它所呈現的句法並非是一般的正確句法 VOS、VSO 的結構，如(41)的①句

的 patategatega、patjatjumatjumalj「告訴、告知」之意，這是由兩個動詞所構成的

一句話，究句法來看它是無法成立的句子，但是在祭祀語它的用法是正確的。另

外，從(41)得知祭祀句是一組由不同詞彙而所組合一個句子，比方說(41)-②句中的

tjai sangasangas、tja sumusumusen、tja sevalivaliten 三種不同詞彙，但都是指「先

人、祖先」之意。 
(41) 

① 
patategatega  patjatjumatjumalj 
(告知、告訴) 

 
② 

tuwa tjai sangasangas a tja sumusumusen a tja sevalivaliten 
(我們的歷代祖先們) 

 
③ 

uri djemalan-anga men、uri patagilj-anga men 
(我們將要開始了) 

 

④ 

tuwa nu sikudakuda a nu tjinaulan 
(執行您們所遺留下來的習俗) 
tu niya cavilj tu niya kaciyuciyur 
(我們的年度工作) 

 
⑤ 

saka ulja nu kinizangan saka nadjemalan 
nama susu a tja sikudakuda 
(然而祈求您們能保護我們並且守護我們的祭儀) 

 
⑥ 

saka ika nama vangavang ika nama likelike 
(然而使祭典不會被干擾，不會不順利) 

 
⑦ 

a tja palisiyan a tja viyaq 
(我們的祭典儀式) 

 
由上(41)祭祀例句瞭解祭祀句不但是冗長且是兩至三種詞彙所組成的句子，基

於此筆者並非所有的詞彙都放例句，即便有放入詞彙例句也是擷取有運用詞彙的部

分並非全文，正因此筆者不深入討論祭祀句法，僅於祭祀詞彙的結構論述。 
我們透過解構祭祀詞彙，追溯到詞彙的最基本單位，即詞根，並且瞭解當中衍

生路徑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衍生後有哪些語意，如圖 2-1 所示。此圖為語言學家以樹

狀圖(tree diagrams)來表示詞(以及句子)的階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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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kizaquan「女巫」一詞的階層結構 

 
這個樹狀圖顯示運用了兩個構詞規則： 

1. ki- + 名詞 → 動詞 
2. ka-...-an + 動詞 → 名詞 

 
在梳理祭祀詞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祭祀詞有單純詞、複合詞、重疊詞以及衍

生詞的結構。在單純詞的部分，分為單音節結構和多音節結構以及疊音節結構討

論，一方面是對詞根(root)的構造有個基本認知，另一方面是從祭祀詞中得知單純詞

並非僅有一個語意，它所隱含了多種語意，即「一詞多義」的詞彙現象。次則是複

合詞，亦稱合成詞，我們分為兩個部分討論一則是複合詞內部的結構以及連接

詞 a、n(u)a、t(u)a、tuwa 形成複合詞的結構。經由分析後瞭解這兩種不同形式的複

合詞，組合構成新語意，語意簡淺易懂。但前者的形式在祭祀語合成的詞彙量較

少，後者的合成的詞彙量較多。在重疊詞的部分，祭祀語的重疊詞分為完全重疊(full 
reduplication)和部分重疊(partial reduplication)兩種。前者都是名詞而重疊後有複數的

語意，後者重疊的形式有八種，重疊後有衍生為動詞化、複數、地名、稱謂、強

調、互相、物的名稱等語義。最後部分則是討論衍生詞，它在祭祀語言的構詞結構

最豐富，因此佔了第二章絕大多數的篇幅。目前檢視出前綴有 38 種、中綴和環綴各

有 4 種、後綴有 6 種。將所蒐集到的衍生詞綴一一羅列出，並進行細部的討論與分

析。 
總觀上述，我們無論是針對單純詞、複合詞、重疊詞以及衍生詞詞彙的形

式、語意以及衍生語意討論之外，在進行調查中還發現祭祀詞彙它的語意並非只有

單一的語意，而是能擴展、延伸更多的語意。如單純詞的djalan「路」在祭祀詞彙並

名詞 

ki zaqu 

kakizaquan 
名詞 

kizaqu 
動詞 

ka- 
環綴 

-an 
環綴 

前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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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有「路」之意，它含有「經文、路徑、開始」之意。又如在祭祀語時常出現的

重疊詞 se-vali-valiten 包含了「被交替、祖先、接續者」的語意。又如衍生詞的 i-
vavaw 它包含「在上方、神所居住處、上界」之意，它不僅表示祭祀的空間方

位，也顯現出排灣信仰的宇宙層次觀。其實，在祭祀語料我們不難發現有很多詞都

是由原意而擴展出來許多個語意，如祭祀詞的 kilaljingan「典範、巫師、學習對

象」而原意為是「用水管取水處」。這些「一詞多義」的祭祀詞現象，它是如何透過

一般較熟悉的、較具體的概念域裡的範疇(如水管)映射到較不熟悉、抽象的、不好掌

握的概念(如典範)域裡的範疇以便後者理解，而原意以及衍生語意它們每一個詞彙的

每一個語意緊密的相互扣合起來的關聯又為何？將在下一章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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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祭祀語言的隱喻 

一直以來，人們視譬喻為文學修辭技巧的語言使用方式。不過，當 1980 年
Lakoff and Johnson 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問世之後，不僅打破我們繼

往對譬喻僅限於文學語言使用的格局，並且文中引證許多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為

例，用來佐證和說明隱喻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無所不在，乃至於我們習而不察。更重

要的是，本書揭櫫詞彙背後所潛匿著某種隱喻，而人類又是如何借助隱喻的方式來

建構世界抽象的、不易理解的概念。譬喻它並非雜亂無章的，它具有普遍性、有系

統性的、概念性的特性。它行徑的過程如圖 3-1 所示，它射取的譬喻角度(來源域)是
憑依我們自己的切身經驗以及對事物的認知去理解一個截然不同的經驗事物(目標

域)。 
 

 
圖 3-1 隱喻映射途徑 

 
在 Lakoff and Johnson(1980)一文提及認知語言學常以實體譬喻 (ontological 

metaphors)、方位性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概念性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s)
三個隱喻模式來討論認知隱喻。筆者發現在祭祀語言中，實體譬喻有兩種形式：一

種是隱喻，另一種是轉喻。前者是以實體表達抽象的概念，如我們常聽到的：「時間

是金錢」，我們透過對金錢有限且寶貴的認知來隱喻時間是有限的資源，因此必須珍

惜光陰之意；而後者轉喻指的是由一個實體代替一個實體，根據謝健雄(2008)與邱

湘雲(2012)兩篇文章獲知轉喻它可以細分為：部分代替全部、全部代替部分，亦或

部分代替部分此三種轉喻形式。比方說漢語的「黑手」一詞是以人體手的部位代表

職業身分-修車人員，又如「沒帶錢包」意旨沒帶錢，以錢包代表錢包裡的錢。這些

句子都是轉喻的使用方式。至於，方位隱喻是指以空間方位來表示抽象的概念，最

常看到的是快樂是上/悲傷是下，上流社會/下流社會等例子。另外，結構隱喻是以

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構來表達抽象的概念，例如我們常聽到「人生是旅行」一句。按

我們所知在前往旅行的目的地之前，我們要事先規劃好旅行的方向和選擇所要搭乘

的交通工具，還有要預算旅程需要花費的時間以及設想途中會碰到的人事物等狀

況，這些情形就好比人生一樣，我們必須先訂定好未來的方向，為了避免徒勞無功

映射(Mapping) 
來源域 

source domain 
具體概念 

目標域 
target domain 

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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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慎選最正確、最快速的方式達成目標，而在這過程中我們可能會遇上千奇百怪

的人事物等情況。這即是典型的以具體「旅行」來表達抽象的「人生」之例。 
在祭祀詞彙中的隱喻同樣有以實體表達抽象的概念，如以植物本體的

kakizaquan「獲得真正的無患子」來表示「巫師」；以 viyaq「祭葉」來表示「祭

儀、儀式」等例子；而祭祀詞中的轉喻表達形式，比方說以 paljiq「糞」代表祭儀中

不潔的事物，又如以 ljiqu「容貌」來代表他族、異族之意等例子。我們也會藉由空

間的概念來理解巫者的宇宙觀，比如 i vavaw「在上方」一詞是創造宇宙萬物之

處、神靈界等概念、tjari teku「較下方」一詞低於冥界，此處皆是指不好的、意外身

亡、難產而故之靈，因此我們稱作為「下界」等詞彙。另外，比起實體和方位譬喻

的結構來的清楚明瞭的隱喻，無非是結構隱喻了。結構隱喻是以一個清晰可見的結

構去建構另一個含糊不清的概念，如 kitju-djalan「不同的路」以路線的不同來表示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習俗之靈。由上述例子得知隱喻不僅能讓我們理解這些祭祀語

言中抽象的概念所想表達的核心意義，並且它能擴張和衍生許多的語義。因此，倘

若我們純粹單以構詞法來理解這些祭祀詞彙的語義，筆者認為是不足於完善的表達

祭祀詞彙的詞意，如 kazaquan 以構詞法拆解後，得到的結果是「真正的無患子」的

字面語意，我們無法闡釋到 kazaquan 它在祭祀語言裡含有「女巫、巫師」等其意。 
基於上述，筆者以 Lakoff and Johnson(1980)認知語言學的概念譬喻的實體隱

喻、方位隱喻、結構隱喻這三大部分討論祭祀詞彙的隱喻概念。是故，在 3.1小節是

針對實體譬喻為討論，此一小節劃分為實體隱喻和轉喻兩個部分；3.2 小節則以方位

性隱喻分析祭祀的空間概念以及人神界觀；3.3 小節以 djalan「路」討論結構隱

喻；最後 3.4則是結論的部分。本章透過解析祭祀詞彙的隱喻理解排灣族人如何借助

親身的經驗、文化環境的認知來表達於祭祀詞彙中抽象、籠統的概念，並且從概念

譬喻中梳理出族人的思考與賴以理解的途徑。以下將逐一分別介紹祭祀詞彙的隱喻

表現。 
 

3.1 實體譬喻 

在認知語言學的概念譬喻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隱喻，另一種是轉喻。筆者也發

現在祭祀詞彙中實體兼具兩種譬喻形式，一種是「隱喻」，在 Lakoff and 
Johnson(1980：98)一文提及：「實體隱喻是將抽象概念建築在與我們本身經驗有關的

周圍的實體上，即將抽象、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狀態等化為有形的實體」。也就

是說，我們以一個具體可感的實體去理解某一抽象的概念，即是實體隱喻。土坂部

落族人常以動物、植物、大自然和物品等以及人體的動作等實體來理解祭儀抽象的

概念。本節筆者分兩個部分討論實體隱喻，在 3.1.1 小節是討論實體與物質隱喻

(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而 3.1.2 小節則是擬人化(personification)的隱喻。另

一種則是「轉喻」，在邱湘雲(2012：29)一文指出「轉喻是相近或相關的同一認知域

中以一物指涉另一相關事物，用一凸顯的事物來代替另一事物」。簡言之，轉喻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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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概念底下來表達不同的實體。在祭祀詞彙中，筆者發現常以人體來表達。因

此，筆者在 3.1.3 小節將論述轉喻在祭祀語言中的表現，以下逐一討論祭祀詞彙的實

體譬喻。 
 

3.1.1 實體與物質隱喻 

所謂的實體與物質隱喻是人們透過物體的形狀、顏色、產地、功能、材料、性

質、特徵、方式、目的等進行分類物的範疇，而我們還可以借助這些外在特徵去理

解抽象的概念。如 Lakoff and Johnson(1980：69-70)一文以玫瑰這個植物(具體)來映射

到愛情(抽象)的概念。一般我們對玫瑰的認知是：花色艷麗、花香甜美、莖多刺易傷

人、花瓣質感如綢緞等，這些對玫瑰外在特性的瞭解都是經由身體的經驗而獲得的

概念。然後，我們再從不同的角度攝取與愛情產生本體對應。這樣的對應方式就是

將來源域(具體-玫瑰的特色)映射到目標域(抽象-情感)，此映射的過程也就呈現了實

體譬喻表達的方式。祭祀語料的實體隱喻通常是以植物、動物、自然物、物品、顏

色、數量等來源域映射到祭祀中抽象的概念，以下我們分別說明。 
 

3.1.1.1 以動物隱喻 

排灣族人們經由與動物漫長接觸之下，從動物的形象、習性以及與動物之間的

互動等引發相關聯想，正因這些的聯想而擴展和延伸不少祭祀詞彙的語義，以下分

述介紹。 

3.1.1.1.1 qayam「小鳥」 

qayam 一詞是「小鳥」之意，該詞彙衍生詞有包含有加綴詞也有重疊詞，如圖

3-2 呈現。 
 

 
圖 3-2 qayam「小鳥」的衍生詞彙及其語義關係 

 

pu-qayaqayam 

kakiqayaman ki-qayam 

qaya-qayam 

ku-qayaqayam 
qayam
小鳥

占卜
鳥

鳥經
文

占卜

祭壇
探聽

我去
聆聽
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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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3-2 中，qayam「小鳥」是最核心、最原型的意思，其他向外延伸出去的有

加綴詞也有重疊詞。如 ki-qayam 獲得鳥叫聲，即「探聽」之意。ku-qayaqayam「我

去聽聽看鳥的叫聲」過去族人出草、狩獵、耕作、辦理喜慶等是之時，從聽鳥鳴來

判斷好壞之日。假設鳥的叫聲很急躁表示不好的日子不適合上山打獵等之事，即不

宜之日；反之，若是鳥叫聲很平穩且清脆表示今日可以上山打獵，即吉日。所以 ku-
qayaqayam「我去探聽鳥叫聲」此舉隱含著「辨別好壞之日」之意。因此在我們的認

知裡聆聽鳥叫聲是能預測未來的作用，另外也就產生了 qayaqayam「占卜鳥」的重

疊詞。聆聽占卜鳥叫聲之處，我們統稱為 kakiqayaman「占卜祭壇」。如位於部落左

邊稱為 kakiqayaman i viri 「在左邊的占卜祭壇」，而位於部落右邊稱為

kakiqayaman i navalj「在右邊的占卜祭壇」。由上述得知小鳥是開始狩獵的重要一

環，獵人們依據聽小鳥叫聲來辨別是否能上山狩獵，所以小鳥具有占卜的功能。在

土坂九段 lada「基礎經文」裡的第五段便以鳥命名為經文名稱 pu-qayaqayam「有放

置鳥聲」之意，即「鳥經文」，亦稱為「狩獵經文」。根據田調者所言，這段經文主

要跟狩獵、獵區、動物神靈等相關。另一位訪談者董豐山耆老說：此段經文是

tjakakuljing「掌管山林所有事情之神」祂會化作小鳥，用鳥聲提醒獵人是否能上山

狩獵的經文。筆者擷取某一小段與 qayam「小鳥」相關的詞彙，例(1)所示： 
 

(1) tu kuqayaqayam a maretimaumalji a  
 向 我去探聽鳥聲 連接詞 各種不同 連接詞  
 kaiyan a quvaljan .....   
 語言、話語 連接詞 毛髮 .....   

 (我去探聽鳥叫聲和那些各種不同話語、毛髮....) 
 
例(1)文中以不同的 kaiyan「話語」、不同的 quvaljan「毛髮」來比喻野生動物之

意。因此，這一小段意思是我去上山探聽鳥聲來辨別好壞之日和觀察其他的獵

物。綜合上述，這些擴散出去的詞彙都來自於 qayam「鳥」一詞。我們攝取鳥本體

的特質-鳥鳴來映射到探聽、占卜鳥、占卜祭壇、鳥經文、狩獵經文的目標域，如下

表 3-1 所示。也就是說，在祭祀語中 qayam「鳥」一詞，對我們而言不單僅有動物類

別的概念而已，它隱含著的意味是：鳥是預兆未來、鳥是辨別好壞之日的依據、鳥

是祭祀場域、鳥是祭祀經文等概念範疇。 
 

3.1.1.1.2 quljimamaraw「彩虹吉丁蟲」 

筆者於 2013 年的五年祭之時，在包家祖靈屋內曾聽過董豐山耆老唱頌有關

Patjalinuk(包)家族的「報戰功」的經文歌，短短的五段句子中，精簡有力的把所有

Patjalinuk 家族歷代頭目的英勇事蹟、豐功偉業一字不少的傳述。五行祭歌最後一句

唱到 quljimamaraw「彩虹吉丁蟲」一詞，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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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 yo i～ lja kana tisa-rutjadrepan quljimamaraw 
虛詞 lja 如同 tisa-包頭目祖先的家族名 彩虹吉丁蟲 
peljiq ～i yo～ .   

 目標、對象 虛詞 .   
 (包頭目的英勇事蹟就如同彩虹吉丁一樣，令人尊敬崇拜的對象) 

 
例(2)以昆蟲 quljimamaraw「彩虹吉丁蟲」比喻為包家的英勇事蹟，究我們對彩

虹吉丁蟲的認知是牠的背甲有如彩虹一樣有多種顏色，牠的翅鞘不僅深綠色而且還

會發散出強烈的金屬光澤。因此，我們攝取彩虹吉丁蟲身上的特質，隱喻包氏家族

的光榮事蹟如同彩虹吉丁的背甲一樣五彩繽紛、一樣的豐富，使人既敬佩又崇拜之

意。由上述可知 quljimamaraw「彩虹吉丁蟲」一詞，不僅只是昆蟲的概念，牠還隱

含著：「光榮事蹟、名譽」等概念。也就是說，彩虹吉丁蟲是光榮事蹟、彩虹吉丁蟲

是名譽之意。 
經由上述分析，這種隱喻是基於我們對動物、昆蟲擁有深刻地體驗和認知，所

以我們運用這些動物、昆蟲外在鮮明地特徵、習性，然後適切得放入祭祀詞彙中來

表達語意，表3-1所示。是故，我們才能更具體的理解祭祀詞彙背後所暗含的語意。 
 

表 3-1 以動物隱喻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qayam 
「鳥」 

鳥聲 實體隱喻 

預知未來 
祭祀場域 

辨別好壞之日 
鳥經文 

quljimamaraw 
「彩虹吉丁蟲」 

背甲色彩 實體隱喻 
光榮事蹟 
名譽 

 

3.1.1.2 以植物隱喻 

土坂族人因居住的環境關係，所以與植物有密切地接觸。我們透過對植物的特

性、特徵、功能、生長的過程來瞭解祭儀抽象的人事物。筆者以祭祀詞中所使用的

植物名稱為討論，目前檢視出的有：viyaq「祭葉」、zaqu「無患子」、taquv「蘑菇

帽」、ljivakung「文珠蘭」、kudikudis「香蕉嫩芯」、tjeves「甘蔗」、pakavesungay「檳

榔花開的樣子」，以下依序討論。 
 

3.1.1.2.1 viyaq「祭葉」 

viyaq 一詞原意為「祭葉」，加上中綴-en-衍生為動詞的 veniyaq「排祭葉」之

意。ka-viyaq-an「真正的祭葉」，亦有手掌之意。依照不同的儀式活動而使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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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葉，祭葉的種類包含有 djaraljap 「榕樹葉」、 ljisu「桑葉」、 kudic「杜虹

葉」、ljivalek「臭梧桐」等，不過筆者依據田調發現土坂在儀式中較常使用 kudic「杜

虹葉」，次則是 ljisu「桑葉」。訪談者說過去 seman qinatiyan「治病儀式，亦稱重新生

命儀式」會使用有 djaraljap「榕樹葉」、 ljivalek「臭梧桐葉」執行儀式。由此可

見，祭葉在各儀式裡是不可或缺的器具，所以我們時常聽到祭祀詞最後末段會說： 
 

(3) a tja viyaq a tja palisiyan 
 連接詞 我們的 祭葉 連接詞 我們的 祭儀 
 (我們的祭儀、祭典文化) 

 
例(3)是以 viyaq「祭葉」一詞隱喻為祭儀文化。綜合上述，viyaq「祭葉」一詞它

涵蓋著：「儀式器具、榕樹葉、桑葉、杜虹葉、臭梧桐、祭儀文化」等的認知範

疇。而我們是攝取 viyaq 在祭儀的功能來隱喻我們的祭儀文化。 
 

3.1.1.2.2 zaqu「無患子」 

zaqu「無患子」，形是圓形，色為黑色。它是重要的儀式器具，用於占卜儀

式，占卜內容依照家族所想要 kivadaq「詢問」神靈的事情，而由女巫用 zaqu「無患

子」以及 siniqaleqalev「沾上豬油」於 ljui「葫蘆」底部一邊轉動無患子，一邊唸著

祭祀詞，此舉我們稱為 remuqu「滾動」，即占卜儀式。據包惠玲(2015：51)一文提

及：「zaqu 對 pulingaw 而言則是神靈揀選的印記，從天而降，非自己撿來的，而且每

一位 pulingaw至少都會有一棵 zaqu(神珠)。」也就是說，zaqu「無患子」它是神靈所

賜予女巫的信物，所以無患子是具有神力、靈力的。因此我們會說 kazaquan「真正

的無患子」亦或「真正的靈力」，即女巫之意。另外，女巫群又可分

為：kadraringan、pasaladjan「首席女巫、女巫師」和 pulingaw「女巫」這兩個身

分。當中首席女巫是女巫群法力和靈力高強者，法力和靈力的高低鑑定於女巫擁有

多少個無患子。因此，我們稱女巫師、首席女巫稱為：kakizaquan 您是「獲得真正

的無患子」、「擁有真正的靈力」，即首席女巫之意。綜合上述，zaqu「無患子」對我

們的認知是：「儀式器具、占卜、神靈揀選的印記、女巫、首席女巫」等概念。若我

們仔細得觀察這些認知的概念，我們不難發現到它們都與靈力、神力密不可分、習

習相關的人事物。取 zaqu「無患子」的功能以及作用來理解抽象的靈力，這即是祭

祀語言中最具體的實體隱喻例子。 
 

3.1.1.2.3 taquv「蘑菇帽」 

在祭祀詞中，有以植物的葉、花、色等特徵來作為來源域，用來隱喻祭儀抽象

的人事物。如例(4)引自基礎經文的第一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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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sazazatj i-qumaqan i-taquvan ljeljeteku ljecevung ..... 
 在開始之處 在家屋 在蘑菇帽下處 往下 往會面 ..... 
 (所有的祭儀將在家屋、在屋簷下開始了，神靈也至家屋與我們會面.....) 

 
其中，i-taquvan 詞根 taquv「蘑菇帽」之意，附加上後綴-an 衍生意為「磨菇帽

下處」，而後加前綴 i-衍生為 i-taquvan「在蘑菇帽下處」。如圖 3-3 所示。 
 

 
圖 3-3 i-taquv-an 在蘑菇帽下處 

 
按 3-3 圖片我們可以觀察得出來蘑菇的外型就如同家的樣貌，而蘑菇帽底下的

部分就猶如在家屋裡面。我們任何儀式都是從家開始，所以家屋有隱含儀式開始的

地方。因此，先人以如同家屋之形的磨菇帽來表示儀式開始之處。 
 

3.1.1.2.4 ljivakung「文珠蘭」、kudikudis「香蕉嫩芯」 

第四段基礎經文主要唱頌的是賦予人類生命和宇宙萬物相關的祭祀經文，筆者

擷取某一小段，內容於例(5)： 
 

(5) 
tja-i redaw a naqemati i-ljinauljak a ljivakung 

較-在 宇宙創造神 在-被遺留下來的 連接詞 文珠蘭 

 kudikudis i veljevelje ....   

 香蕉嫩心 在-香蕉 .....   

 (被創造宇宙萬物之神所遺留下來的生命如同文珠蘭、香蕉嫩心...) 

 
由上例(5)檢視出 ljivakung「文珠蘭」、kudikudis「香蕉嫩芯」兩個植物於祭祀詞

中。根據田調者解釋 ljivakung 植物名「文珠蘭」它的花是白色，葉子綠色，如圖 3-
4，以 ljivakung「文珠蘭」外在的特色來表示新生命如同文珠蘭一樣的潔白無瑕之

意；而 kudikudis「香蕉嫩芯」它是 veljevelje「香蕉」的葉子，香蕉葉為深綠色，而

香蕉嫩芯是長在香蕉葉的最中心的位置，它的顏色是青綠色，如圖 3-5，以

此稱為： 
i-taquvan 

「在蘑菇帽

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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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dikudis「香蕉嫩芯」的外在特色來隱喻新生命如同香蕉嫩芯一樣光滑圓潤、細皮

嫩肉之意。兩種植物的葉片都是長寬型、葉面向外散開狀，就如同新生命剛孕育出

來的狀態。 
 

 
綜合上述，例(5)此一句大意為：「在孕育宇宙萬物的地方，那些被太陽神、創

造神所製造下來的新生命如同文珠蘭和香蕉花葉心一樣潔白無瑕、光滑圓潤，無受

任何汙穢染習」之意。 
 

3.1.1.2.5 tjeves「甘蔗」  

在基礎經文的第八段唱頌有關 ti-sarukuman「創造祭儀聲音之神」的祭歌，完整

內容如下： 
 

(6) ljiya kacacedasi madjaraljap pinakatjinevus tjinavariguay 
 往 太陽升起地方 榕樹葉 已放置紅甘蔗 白甘蔗 

 kiniljitac tu i-kauljadan tu i-makarizeng  i ya i. 
 取一小節一小節 向 在-天庭 向 在-冥間 虛詞. 

 
(榕樹葉朝向東方，祭告創造祭儀聲音之神，習巫者即將踩您已放置的一節

一節的甘蔗，至天庭與冥間。) 
 

djaraljap 「 榕 樹 葉 」 是 我 們 用 來 祭 拜 的 葉 子 之 一 ， 所 以

ljiya kacacedasi madjaraljap「榕樹葉往向太陽升起的地方」亦可以譯成「祭葉朝向太

陽 升 起 的 地 方 」， kacacedasi 「 太 陽 升 起 的 地 方 」 即 是 東 方 之 意 。 因

此，ljiya kacacedasi madjaraljap 此句意是：「祭葉朝向東方」之意。東方在我們的認

知是：好、善、神靈等概念，由此可推敲得知祭葉朝向東方是祭拜好的神，這裡所

圖 3-4 ljivakung「文珠蘭」 圖 3-5 kudikudis「香蕉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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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神是 tisa-rukuman「創造祭儀聲音之神」。此段有提到兩種植物名一個是

tjinevus，詞根 tjevus「紅甘蔗」，而 tjinavariguay「白甘蔗」，不管是紅甘蔗、白甘蔗

皆是長條型狀且有鮮明的節間。藉由甘蔗一節一節的外在特徵來表達一段又段的經

文。因此，第八段的整段大意是為：「祭葉朝向東方，祭告創造祭儀聲音之神，習巫

者將唱頌著祂所創造的一段一段的經文，而這經文的聲音將會繚繞於天地之間」之

意。 
 

3.1.1.2.6 pakavesungay「檳榔花開的樣子」 

除了用植物的外在顏色、花葉、功能等特徵用以隱喻祭儀的人事物之外，還可

以用植物的生長過程隱喻祭儀所指的人事物。也就是說，我們將植物生根、發

芽、開花、結果等生長過程，來隱喻某個儀式從開始、結束等過程。如「pa-
kavesungay」詞根 vesungay 檳榔花剛剛開花樣；加上前綴 ka-衍生為 ka-vesungay 指檳

榔果開花的狀態；再加上 pa-衍生為 pa-kavesungay 使檳榔花剛剛開花的樣子，具有

讓某一件事開始之意。根據田調者董豐山說：「pakavesungay 一詞指的是集體狩獵之

意，在小米祭期間我們有很多的禁忌，最重要的是不能上山狩獵，必須待至小米祭

整個儀式結束之後，所有禁忌才會解除，一切又將重新開始。而那個時候獵人們才

能開始上山狩獵」。因此，pakavesungay 一詞衍生為開放集體狩獵之意。綜括前

述，我們以開花的狀態來表達解除、解放所有祭儀期間的禁忌，同時也表示另一件

事即將開始執行的意思。 
總觀上述，人類經由長期與植物共生在一起，因而善用對植物的特徵、特性以

及生長的過程等認知來理解複雜的祭祀詞彙。表 3-2 是上述以植物作為來源域映射

於祭祀的任何的人事物。 
 

表 3-2 以植物隱喻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viyaq「祭葉」 功能 實體隱喻 祭儀文化 

zaqu「無患子」 功能 實體隱喻 靈力 

taquv「蘑菇帽」 形狀 實體隱喻 祭儀開始之處 

ljivakung「文珠蘭」 特徵 實體隱喻 新生命 

kudikudis「香蕉嫩芯」 特徵 實體隱喻 新生命 

tjeves「紅甘蔗」 特徵 實體隱喻 一段一段的經文 

pakavesungay「檳榔花開的樣子」 特徵 實體隱喻 開放集體狩獵 

 

3.1.1.3 以物品隱喻 

生活中有各式各樣的物品，我們會透過物品具體的外在特色來理解祭祀詞彙的

隱含語意。從祭祀語蒐集出的有：leklek「麻繩」、 laljing「水管」、tuzung「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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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vatjuljayan「鐵」、ratip「火柴棒」、qumaqan「家裡面」、tavitavi「祭壇」，以下

依序分別講解。 
 

3.1.1.3.1 leklek「麻繩」 

leklek 麻繩是由 zakilj「苧麻」此一植物的所製成的線。leklek 是神靈揀選女巫時

重要物件。巫師握住麻繩的兩端，一邊搖動麻繩，一邊念祭祀詞請求神靈賜於

zaqu。若 zaqu 無患子能夠順利通過麻繩，表示習巫者通過神靈揀選，成為真正的女

巫。反之，若無患子沒有通過麻繩表示無獲得神靈的揀選，便無法成為女巫。由此

可得知麻繩對女巫而言不只是個物件，而是一個神聖的驗證物。在基礎經文的第一

段也有出現相關的詞彙，筆者擷取某一小段，如下例(7)所示： 
 

(7) lja- kusaladj sevalitan sevuradan nu leklek nu 
 lja- 我的夥伴 交替處 散亂處 您的 麻繩 您 
 pulingaw ......      
 女巫       

 
(我的歷代女巫夥伴們，祈求您祢們能攤開那散亂的麻繩，好讓無患子能順

利的穿過麻繩.....) 
 
例(7)的大意是：習巫者誠心祈求歷代女巫者能協助她將那混亂的麻繩攤開來擺

放整齊，好讓 zaqu 無患子和麻繩交替處之時，能夠順利的從天而降下來，而獲得

zaqu 無患子，便成為真正的女巫。另外，我們也用麻繩混亂的樣子來隱喻經文，如

下例(8)： 
 

(8) ika- namavangavang ika- namaljikljik    
 不要 猶豫不決 不要 糾纏不清    
 (不要猶豫不決、不要糾纏不清)    
 
例(8)一文詞彙 ika-namaljikljik 指麻繩不要混亂的樣子，以麻繩的狀態隱喻女巫在

執行儀式和唸祭祀詞之時，思緒沒有任何含糊混亂不清的狀況，使儀式能夠順利的

完成。 
 

3.1.1.3.2 laljing「水管」、tuzung「連接處」 

我們通常對首席女巫、女巫師稱為：kadraringan、pasaladjan「首席女巫、女巫

師」、kakizaquan 您是「獲得真正的無患子」、「擁有真正的靈力」等的稱呼法。但是

依據筆者田調在祭祀詞彙中發現對巫者的稱呼方式會用管狀物稱為女巫師，如例

(9)a、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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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ti-sun na kakilaljingan.  

  ti-您是 已經 真正接水管之處  
  (您是真正獲得水管的地方) 
 b. ti-sun na kakituzungan.  
  ti-您是 已經 真正聯接手柄之處  
  (您是真正獲得手柄的地方) 

 
由例(9a)的 kakilaljingan一詞，詞根為 laljing是水管，就如同我們學習的管道，加

上 ki 衍生為 ki-laljing 用水管接水，表示我們向某人學習；加上環綴的 ka-...-an 其衍生

為 ka-kilaljing-an 表示真正的接水處，引申為真正的學習對象，即女巫師、首席女巫

之意。例(9b) kakituzungan 詞根 tuzung 任何物的聯接處，如刀柄、水瓶口的連接

處，就如同與智慧的連接，加上前綴 ki-衍生為 ki-tuzung 兩個實體相互連接起來，就

猶如習巫者去主動與智慧連接；再附加 ka-..-an 其衍生為 ka-kituzung-an 表示與真正

的智慧相連接，即學習到真正的巫術，因此 ka-kituzung-an 一詞的衍生意為女巫

師、首席女巫。由上所述得知管狀物它隱含著「學習的管道、與智慧的連接」的認

知概念，基於這些認知概念才能延伸出許多我們對女巫、巫師的稱呼方式。 
 

3.1.1.3.3 vatjuljayan「鐵」、ratip「火柴棒」 

鐵與火柴棒是我們的生活中處處可見的事物，我們使用鐵器耕種、犁田，使用

tjinar「鐵削」驅邪。在 seman luqem「加持」儀式鐵的作用卻有所不同，如例(10)所
示： 

 
(10) maru vatjuljayan maru kaljasikas maru cinaljuwa 

 如同 鋼鐵 如同 火煉的石頭 如同 經過火爐燒的石頭 
 (您的靈力如同鐵、如同火煉的石頭、如同經過火爐燒的石頭) 

 
上例(10)內容是女巫正在為某個人 seman luqem「加持靈力」，祈求這個人的靈

力能夠如同火燒、火煉的石頭的鐵那樣般的堅實強硬、無人能敵之意。也就是

說，我們以燒製鐵的過程來隱喻女巫幫某人 seman luqem 加持的儀式過程。由於靈

力是一個抽象的事物，因此以鐵作為比喻這個靈力，指人的靈力猶如鐵一樣需要經

由火煉(儀式)燒製後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鐵器(靈力)。增強靈力之後，緊接著將靈力

擺放整齊，便注入人體內。在祭祀詞彙以火柴棒作來隱喻擺放整齊的靈力，如例

(11)： 
 

(11) tu maka izi tu maka lingawlingaw a 
 向 這些 肉體靈魂 向 這些 靈魂 連接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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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kemaljaup a navuneljeng saka sikasusuwan 
 茂盛的樣子 連接詞 茂盛的樣子 希望 遵循著...之處 
 sipakaratipan .....    
 用來排列火柴之處 ....    

 
(這些已被加持者的靈，靈力變得如同植物一樣長的茂密且盛大，我將

把這些好的靈力按照祖靈所排的那樣，如同火柴棒一樣一根一根的把

您的靈力排列好) 
 
例(10)中 sipakaratipan 詞根 ratip「火柴棒」加上環綴 ka-...an 衍生為 karatipan 真

正的火柴棒，附加上前綴 pa-衍生為 pa-karatipan 使它真正的火柴棒的狀態，再加上

工具焦點 si-衍生為 sipakaljatipan 用真正的火柴棒，即排列成像真正的火柴棒如此整

齊。祭祀詞以火柴隱喻抽像的靈力，祈求這些靈力能像火柴棒一樣被擺放整齊，然

後注入人體。 
 

3.1.1.3.4 qumaqan「家裡面」 

qumaqan 詞根 qumaq「家」加上處所焦點-an 衍生為 qumaqan「家屋裡面」之

意。qumaqan 一詞在時常出現在我們的祭祀詞，比方說在基礎經文第一段，如例

(12a)；又如祈福經文第一段，例(12b)所示；當儀式要開始之前，我們會從家屋開始

祭告，如(12c)例。 
 

(12) a. i-sazazatj i-qumaqan i-taquvan ljeljeteku ljecevung 
  在開始之處 在家屋 在蘑菇帽下處 往下 往會面 
  (所有的祭儀將在家屋、在屋簷下開始了，神靈也至家屋與我們會

面.....) 
 

 b. au ki-tiaken nanga cu ti qumaqan aken. 
  虛詞 是我 了 這個 Nom. 家屋神 我 
  (這個就是我了，我是家屋神) 

 
 c. avan anga uri paljagay anga itjen a kemasi 
  正是 了 將 獻祭 了 我們 聯接詞 從..來 
  i-qumaqan i-kakiyavangan i-mapucevucevulj tu mareka 
  在-家屋 在-祈求處 在-會面處 向 這些 
  tjaljaljak tu mareka tja-vuvu ...  
  親屬們 向 這些 祖父母 ...  

  
(正是了，我們將要獻祭了，要從家屋、祈求的地方、會面的地

方，向這些親屬們、祖父母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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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12a)例子是從 lada「基礎經文」第一段所擷取的一小段，此一小段意旨所

有的儀式即將在家裡面開始。例(12b)是擷取 cacuna「祈福經文」的第一段的第一

行，完整的句意為：我就是家屋神。由此可得知 qumaqanu 一詞神格化為家屋

神 。 家 屋 神 指 的 是 marekavuvu 「 祖 靈 們 」、 marekatjaljaljak 「 親 屬

們 」 、 marekataitailj 、 marekataretarev 「 聯 姻 關 係 的 親 祖

們」、a tja sangasangas、a tja sevalivaliten、tja sumusumusen「這些先人、替換者、接

續者的祖先們」等祖先。這些祖靈們都是過去曾居住在這個家或與這個家有相關係

的人。而我們設置一個 tavi「小壁龕」放置家屋梁柱後，此小壁龕我們稱

qumaqan「家屋祭壇」。而這家屋祭壇主要是祭拜我們歷代的祖先，所以 qumaqan 又

能稱為「家屋神、管家神、家神」。在例(12c)此一句我們可以清楚得知祭告者在對著

qumaqan 家屋祭壇的祖靈們 pakan、paljagay「祭拜、祭告」，因此我們瞭解

qumaqan 是祈求的地方、祈福處。由上述可得知 qumaqan 不單只是「家裡面」的語

意，它在祭祀詞裡還包含了：「儀式在家裡面開始、家屋祭壇、家屋神、祈求之

處、與神會面處、祭告之處」等語意。也就是說，我們以 qumaqan 實體來表示儀式

的起始處和人神匯聚處這兩個地方的空間，同時也指涉屬於此空間的神靈。 
 

3.1.1.3.5 tavitavi「祭壇」 

若把家屋放大整個部落的概念，其實部落的四面八方也有很多的祭壇，我們稱

此祭壇稱為 tavitavi 是 tavi 的重疊詞，某些的祭壇也都用實體來表示。如 cangelj 指用

某個東西來支撐住某個搖晃物，依據對它的基本認知而衍生 cangelj「石墊祭壇」，表

示撐住整個部落，不讓部落因搖晃而產生災難。又如 kakiqecengan 的詞根是

qeceng「障礙物、籬笆、柵欄」之意，qeceng 是具有圍住某個物品，並且隔開不同

的區域的人事物的作用。基於對此物的概念，kakiqecengan 也就產生了「阻擋祭

壇」的語意，它設置於部落的左、右、下方，它的功能是用來防止不好之事進入部

落，例如瘟疫、蟲害、不好的靈等。又如 pusekaman 的詞根是 sekam 草蓆，加上前

後綴 pu-...-an 衍生為 pusekaman 有放置草蓆的地方，它的功能是放置任何物品，其

引申為放置亡者遺物之處。如 qadjay「繩子」，繩子具有把某兩樣東西綑綁、繫緊在

一起，依據我們對它的基本認知而衍生為 qadjay 是「繩子祭壇」，表示繫縛部落，不

使部落鬆落之意。另外，也表示繫住部落族人，使部落族人團結一致。 
綜合前述，每個祭壇各自都有功能，而這些功能是我們依據對日常生活物品的

特性來理解的。如 qumaqan「家屋祭壇」不僅是家屋祭壇，而是隱含著：「家屋裡

面、家屋神、祈求之處、守護」等概念。而 qadjay「繩子祭壇」它不再只是繩子單

一的概念，它所隱含著：「繩子、綑綁、繫縛、繫住、團結」的認知概

念。cangelj「石墊祭壇」一詞，它隱含著：「支撐物、撐住、穩固部落、防範災

難」的認知概念。而 kakiqecengan「遮蔽祭壇」一詞，它隱含著：「障礙物、籬

笆、遮蔽、阻擋」等概念。pusekaman「放置亡者還有所需要的物品的祭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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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它所隱含著：「草蓆、遺物、追補」等認知概念。從祭壇衍生出去的語意有來

看，其包含團結、穩固、防範、阻擋、追補等這些延展出去的詞意都與「守衛、保

護」的特性相似性，以此可推知，祭壇即是守護之意。另外，我們在祭祀詞彙中也

發現將祭壇神格化來祭拜。如我們會說：tisun a kakiqecengan「祢，遮蔽祭壇」，又

如 tisun a cangelj「祢，石墊祭壇」等例子。 
總觀上述可知，人類時常以兩種不同的事物，尋找它們之間的相關性而聯想成

同一種事情。也就是說，我們運用日常生活熟知的物品來解釋我們不熟悉、模糊的

人事物。就好比我們會以生活熟識的物品的特徵和特色來理解複雜祭祀詞彙，祭祀

詞中以物品隱喻表現於下表 3-3 所示。 
 

表 3-3 以物品隱喻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leklek「麻繩」 麻繩混亂的樣子 實體隱喻 
思緒 
祭祀詞 

laljing「水管」 
tuzung「連接處」 

接水管 
聯接處 

實體隱喻 
學習的管道，即巫師  
智慧的聯接，即巫師 

vatjuljayan「鐵」 
ratip「火柴棒」 

鐵的堅硬 
整齊的火柴棒 

實體隱喻 
靈力的強度 
靈力擺放好 

qumaqan「家裡面」 功能 實體隱喻 
儀式起始處 
人神匯聚處 

tavitavi「祭壇」 功能 實體隱喻 
守護、祭祀空間 

神格化 

 

3.1.1.4 以自然隱喻 

人類從出世到離世無不依靠著自然而生存，因此我們會依據對大自然的特性和

萬物間的變化等等的認知，適切的運用於祭祀詞中。如小孩出世時我們放在走廊

kipaqadaw「曬太陽」，此舉意旨將這個剛出世的嬰兒給太陽神看見，希望太陽神能

夠認識這個幼兒，然後可以眷顧這個新生兒，讓他/她平平安安的長大。又如我們以

kiteljay tjagaraus 字面意「跨越大武山」之意。對我們來說，大武山是座高崇的

山，所以若我們要形容獵人獵到不少的狩獵，就會說您狩獵到的獵物多到連大武山

都跨越過去了，即獵到一千隻之意。由此可以得知先人正是根基於對自然的認

知，再以隱喻的方式來表達於祭祀詞，舉凡水、日、路、山等皆可用來隱喻，以下

分別說明。 
 

3.1.1.4.1 tjagaraus「大武山」、qedat「邊界」kadjunangan「土地」、kalevelevan「天空」 

土坂是居於四面環山的聚落，長期的相處之下我們對土地的特性以及山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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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瞭解。因此我們依據對山、土地的認知適切的運用在祭祀詞彙中。比方說將

tjagaraus「大武山」神格化為 ti-sa-tjagaraus「大武山之神」，筆者擷取基礎經文的第

七段某一小段，例(13a)所示： 
 

(13) a. ari tu ljiya vavaw kitaliduwan i tja tjagaraus.. 
  走吧！ 向 往 上方 看戲的地方 在 我們的 大武山神.. 

  (我們走吧！往最高的地方，高至我們的大武山神看戲之處...) 

 

例(13a)此句意為：我們往高處去，高至大武山神從高處鳥瞰人間執行祭儀的地

方。根據田調者所述：「大武山是我們最高的山，是我們人死後靈魂歸依之處，所以

這座山聚集了很多我們的祖靈，也因此我們祭拜或者召請祖靈的時候都會往大武山

的方向」。由此段可得知大武山對我們而言是一個「聖地、祖靈居所處、祭祀空

間」等概念，這些概念都是我們對神祉居所的認知概念，因此我們將大武山神格化

為大武山神，由它來鎮守我們、保護我們的儀式。在祭祀中還以邊界來表示惡

靈，如例(13b)所示： 
 
(13) b. tisun nakipaqedat ika maruwa ika pacengceng 

  祢 已獲得邊界的 不要 好的 不要 恰如其分 

  (祢，在邊界的，不要有不好的、不應該的行為) 

 
例(13b) qedat「邊界」對整個領土來說它是屬於旁邊的且是用來區別相鄰國土

的界線，同樣的惡靈在我們的整個儀式是在旁邊的且與祖靈、神格是有區別的，基

於此概念所以我們以邊界來表示惡靈之意。另外，我們以 kadjunangan「土地」來表

示時間，如(13c)例： 
 

(13) c. tua mapavalitan anga nua tja kalevelevan 
  連接詞 使替換的地方 了 連接詞 我們的 天空 
  a tja kadjunangan    
  連接詞 我們的 土地    
  (我們的天空和土地替換的地方....) 

 
例(13c)句意是指我們的天空變化和土地翻動了。kalevelevan「天空」，人類依據

天空的變化來判斷天氣，天氣它是變化無常的，有時候烏雲密布、有時候又艷陽高

照等氣候。我們從氣候的變化得知一年有四季的概念，然而一年四季的輪替其意味

著時間的流動的概念。是故，天空即是時間。kadjunangan「土地」，我們會在土地

上開墾、撒種、間種、收割等，這些撒種、間種、採收、收割的過程其隱含著時間

變動的概念，而這些時間變動的概念是立基於土地變化而形成的。也就是說，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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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動、轉變是影響著整個農作物的運作。由此推知，土地即是時間之意。綜觀上

述，kalevelevan「天空」、kadjunangan「土地」是時間的概念，基於此概念嵌入例

(13c)來看，該句便表示：我們的「時間」變動了，即到了某個時間了之意。 
 

3.1.1.4.2 qemuvulj「自然湧出」、veniqeviq「波浪」 

眾所周知，水是萬物生命之源，人類必須仰賴水而生存，動植物必須依靠水分

而生長。然而，水不單是生存的來源，亦是我們祭儀重要的器具。因此，我們時常

在聖水祭壇祈求部落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水資源，如例(14)： 
 
(14) a. tisun a pusinuadan a tjaretjare a 

  您是 連接詞 放置道歉的地方 連接詞 水神 連接詞 
  tjaumas pumilimilingan ulja qemuvulj ulja veniqeviq 
  水神 有放置故事處 希望 湧出來 希望 波浪 
  (你是放置原諒的地方、水神、故事源頭，希望湧出、希望波浪。) 

 
上例(14a)一文是針對 pusinuadan「聖水祭壇」 21和水神的祭祀詞，全文語意

為：祈求水神能讓聖水祭壇的水波濤洶湧而湧出地面上。veniqeviq 指海浪撞擊海岸

或岩石的狀態。我們以海浪衝撞的特色來表示地底下的水能像海浪一樣衝撞地面然

後湧出大量的水，供我們使用。qemevulj 原意指「從地面湧出來的水」之意，其擴

展的語意為「水源地、聖水祭壇」。從 qemevulj一詞原意得知水是自然的從地面湧出

來的，並非是刻意的。也就是說，它不是因為外在因素而產生的，它「原本、本

來」就是那個狀態。因此，qemevulj 一詞就衍生了「水源地」的語意。水源地的水

是自然湧出來的，它勢必是天然的、乾淨的且無受污染的水，所以我們取水源地水

使用於儀式中，比方說治病儀式時用水源地的水淨化、除穢各疾病；又如在小米成

長時用水源地的水來淨化並且加持小米，祈求小米成長順利並且結實纍纍使農作物

大豐收。由上述得知我們水源地的水具有「淨化、除穢、加持」等作用，而這些作

用是針對非自然的現象而使用，因此 qemevulj 由地面湧出來的水我們亦稱「聖

水」，而湧出聖水的地方其引申為「聖水祭壇」。綜合上述，qemuvulj 一詞對我們而

言具有「從地面湧出來的水、水源地、聖水祭壇」等的認知概念。另外，我們亦能

以 cemevud「從岩縫中流出來的水」以此水狀態來表示聖水祭壇、水源地。綜合上

述，我們以水的狀態、功能來表示聖水祭壇。 
 

                                                     
21 pusinuadan 詞根 suad 道歉、致歉之意。付加上前後綴 pu-...-an 衍生為 pusinuadan 表示放置道歉的

地方。當我們向他人致歉意時頭都是低下的，而在開挖洞水井的時候頭也是低低的，因此以致歉身

體行為隱喻「聖水祭壇」，其亦可稱：qaqumu「聖水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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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3 qadaw「太陽」 

引述董豐山耆老所言：「太陽創造我們、給我們能量。小孩子一出生我們就要

kipaqadaw「曬太陽」，讓他(新生兒)給太陽照射，讓這個新生兒有能量、讓太陽神知

道，讓太陽神守護這個生命。沒有太陽我們(包含大自然)便無法生存...」。由上述可

得知 qadaw「太陽」它是創造了萬物者(神)、它能賦予生命能量以及守護生命。根據

此段話我們在基礎經文的第四段一小段可以獲得理解，如例(15a)所示： 
 

(15) a. i pidi naqemati pucinunan pusinanaljakan maljiyu 
  在創造生命處 創造神 放置擅於 有放置孩子 不同的 
  a ljinuqeman kaljipau qaqavasen i 
  連接詞 靈力 專有配件 頭目專用的東西 在 
  puljiljing i puljaqui satja pakiligu 
  陰影 在 瑕疵 然後 使..榮耀 
  tja redau a naqemati.....  
  我們的 太陽 連接詞 創造神......  

  
(在創造生命處，創造神祂擅於製造新生命，此新生命不同靈力、有自

己專屬配件、專用東西，無任何陰影、瑕疵且使我們榮耀，我們的太

陽神、創造神) 
 
上例是擷取基礎經文的第四段的前半部，文中的 redau，即 qadaw「太陽」。由

此段文大意可推知太陽是「創造宇宙萬物者」它能創造完美無瑕的生命且使此生命

具有非凡的靈力、榮耀。又如，在任何儀式都會唸到 qadaw「太陽」一詞，例句

(15b)所示：  

 
(15) c. tisun a qadaw a naqemati a 

  您是 連接詞 太陽 連接詞 創造神 連接詞 
  naveneqac a kadjunangan a pulami 
  創始者 連接詞 土地 連接詞 很有糧食 
  a mamazangiljan    
  連接詞 頭目    

  
(您是，太陽、創造者、創始者、掌管土地神和擁有糧食神，歷代的頭

目神...) 

(15) b. tisun a qadaw a naqemati a naveneqac 

  祢是 聯接詞 太陽 聯接詞 創造神 聯接詞 創始神 

  (您，太陽神、創造神、創始神) 



77 
 

 
由 上 例 內 容 得 知 qadaw 「 太 陽 」 一 詞 時 常 連 帶 者 naqemati 「 創

始」、naveneqac「創始者、祖先」一起出現於祭祀詞中。naqemati 詞根 qati 煮食物

剩下的水，附加上<em>衍生 qemati「創造、創建」再附加上完成貌 na-衍生為 na-
qemati「已經創造、已經創建」即創始，而在祭祀詞引申為「創始神」之

意。veqac「創造」附加上完成貌 na-和<en>衍生為 naveneqac 已經被創造，即祖

先、創始者之意。由上述兩個祭祀詞彙不難發現它們兼具：「開基、開創、創始」等

語義。綜觀上述，我們可以更加確認的說 qadaw「太陽」一詞並非僅是太陽的概

念，它在祭祀詞是「太陽神、創造宇宙萬物之神、開創、創始、開始」等的認知概

念。 
 

表 3-4 以自然隱喻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tjagaraus「大武山」 特徵 實體隱喻 神格化 
qedat「邊界」 特徵 實體隱喻 惡靈 

kadjunangan「土地」 土地的變動 實體隱喻 
時間 

祭儀的時間 

kalevelevan「天空」 天空的變化 實體隱喻 
時間 

祭儀的時間 

qemuvulj「地面湧出的水」 水的狀態 實體隱喻 
水源地 
聖水祭壇 

veniqeviq「波浪」 水的狀態 實體隱喻 源源不絕 

cemevud「岩縫的水」 水的狀態 實體隱喻 
水源地 
聖水祭壇 

qadaw「太陽」 太陽的功能 實體隱喻 
創造宇宙萬物之

神、開創、開始 

 

3.1.1.5 以顏色隱喻 

人類透過視覺來辨別世界的色彩，我們以顏色來表達抽象的概念。如漢語有金

碧輝煌、金口玉言、灰衣粗布等表達方式。筆者從祭祀詞彙中發現有以顏色來表示

動物靈，如(16a)例： 
 

(16) a. tisun na-qecengel-an.     
  祢 已-黑色-處     
  (祢，山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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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16a)的 naqecengelan 詞根 qecengel「黑」之意，附加上完成式 na-以及處所

焦點-an 衍生為 na-qecengel-an 意指已經是黑色處，即山豬靈。山豬非祭祀語言我們

稱為：vavuy。但是在祭祀詞裡我們不稱祂 vavuy 而是以山豬的黑毛髮色去表示山豬

靈。又如 quljizaljizar「黃色」在祭祀詞是指山羌，由此可推知祭祀詞是以山羌的毛

色來表示山羌靈。並不是以山羌 takec 出現於祭祀詞。另外，還有以顏色來表示他

族，如(16b)所示： 
 

(16) b. tisun nakitju aqas a nakitju sasekezan  
  你 不同的 祭場 連接詞 不同的 休息站  
  maljiya naljiqu a maljiya quljaw   
  不一樣 容廓 連接詞 不一樣 膚色   
  (你，不同的祭場、不同的休息站，不一樣的容廓、不一樣的膚色) 

 
例(16b)一文以 aqas、sasekezan、naljiqu、quljaw 這些陳述人的外在特色以及物

的外在性質來指涉不同族群、不同部落之意。其中 quljaw 是指某個人或物的顏

色、膚色、特色的意思。由這些語意得知它都是跟「色彩」有關係。我們在進行分

類某些東西時也是依據色差來區分，同樣的我們在辨別不同族群時都是先根據外在

膚色而辨識人種。基於此概念祭祀詞的 maljiya quljaw「不同的膚色」，即不同的族群

之意。 
 

表 3-5 以顏色隱喻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naqecengelan「已是黑色處」 黑色 實體隱喻 山豬靈 
quljizaljizar「黃色」 黃色 實體隱喻 山羌靈 

quljaw「顏色、膚色、特色」 膚色 實體隱喻 不同族群 

 

3.1.1.6 以數量隱喻 

我們時常在漢語聽到一心一意、三不五時、一不做，二不休等具有表示可數的

表達方式。在祭祀詞中，也有以數量來表示靈力的強弱，如例(17a)：  
 

(17) a. kemasi vavaw i-paraluqem ulja mare taiday 
  從..來 上方 吸收祖先好的靈力 希望 這些 數百個 
  mare tapuluq a nakizang a nakitjavang 
  這些 數十個 聯接詞 保護我 聯接詞 守護我 
  a nakizazau.     
  聯接 看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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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那先從上面來的數百個、數十個優秀的祖先的靈力能依附到我這

裡，保護我、守護我、看守我) 
 
在祭祀詞中會將靈力進行量化，如用 mare「這些」taiday「數百個」來表達有

數百個靈力；又如 mare「這些」tapuluq「十位數」來表達有數十個靈力。如(17a)的
例子，雖然沒有講到「luqem」靈力一詞，但是它以百、以十來表示眾多靈力之

意。又如，我們會以 taitailj「一對」來表示聯姻關係，我們時常會說一對夫妻，不

會用一把、一個等來表示夫妻。因此，在祭祀詞彙用一對量詞來表達聯姻關係的祖

靈，如(17b)所例。 
 

 b. mare taitailj mare tareterev   
  親戚 一對 親戚 婚入   
  (這些聯姻關係的親屬祖靈們) 

 
另外，在祭祀詞還會以 ita「一」、kedalj「一」來表示整體、全部、總結等。比

方說當女巫在幫某人執行「最後一次」身體的 remasudj「清理、整理」儀式，我們

會稱 pasepu-ita「從那再放一次」、pase-kedalj-an「從那地方再一次」來表示最後一

次的總整理、總結之意。 
 
表 3-6 以數量隱喻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tapuluq「十位數」 數十個 實體隱喻 強大的靈力 
taiday「百位數」 數百個 實體隱喻 強大的靈力 

taitailj「一對」 一對 實體隱喻 姻親靈 
pase-pu-ita「從那再放一次」 一 實體隱喻 全部 

pase-kedalj-an「從那地方再一次」 一 實體隱喻 全部 

 

3.1.1.7 以尺寸隱喻 

夢是一種主體經驗，它於睡眠間自然產生的，並非人自願的行為。部落在未開

明的時代，對萬物宇宙充滿了畏懼與恐懼，因此需要透過巫術、巫醫來安撫人

心。不僅如此亦可透過巫占來理解未知的事情。關於巫占在我們部落就

有 ： kivadaq 、 remuqu 「 問 占 」、 kukiqayaqayam 「 鳥 占 」、 qemisaqis 「 竹

占」、papisepisepi「夢占」等占卜方式。當中僅有 papisepisepi「夢占」是每個人都

擁有的，我們透過解析 misepi「作夢」的夢境來預知未來即將發生的事情。若我們

對生活中有所困惑不解的事情，我們會祈求神靈、祖靈們從夢中指引，如例(18)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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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 ulja macaqu papisepisepiyan kemasi lizelizeng kemasi 
  希望 很會 讓他做夢的地方 從 冥間 從 
  seleseleman ulja nu-kitulutuluin ulja nu-kitjumatjumalj 
  黑暗處 希望 您-已被指導 希望 您-已被告知 
  tua tja sikudakuda...   
  連接詞 我們的 習俗文化   
  (祈求祖靈從陰暗處、夢境指導、告知我們的習俗文化) 

 
例(18a)一文的 papisepisepiyan，詞根 sepi「夢」重疊並加上 pa-pi-...an「使放

置...的地方」衍生為 papisepisepiyan 表示有刻意放置夢境的地方，即從夢中告知某些

事情之意。此外，我們的部落祭壇也跟夢有關，我們常在儀式上聽到女巫唸

到 sinikisepi 一詞。該詞詞根 sepi「夢」，附加上 siniki-「已經得到...」兩詞彙組合

為 sinikisepi。字面意為「已得到夢境」，但它在祭祀語言中亦可稱為「部落祭

壇」。因為當我們要遷居到某個地方開墾、居住時，若我們在夢中夢到祖靈們惠

允，那表示那個地方適宜居住、開拓之處。綜括言之，sinikisepi 一詞它包含：「已得

到夢境、部落祭壇」此兩種語意。另外，我們透過夢境來表示運勢，而運勢的好

壞，我們是以尺寸(大小)的概念來表示運勢，如(18b-c)： 
 

(18) b. kedri ta sepi.      
  小的 連接詞 夢      
  (小的夢，即惡運)      
 c. qaca ta sepi      
  大的 連接詞 夢      
  (大的夢，即好運)      

 
上例(18b)指小的夢來表示運勢小，其意味著將來可能發生不太好的事情。而

(18c)是指大的夢來表示運勢大，意味著未來即可能好事連連不斷。綜合上述，從這

些擴展出去的詞彙可得知 sepi「夢」一詞在祭祀是包含著：「預知未來、運勢好

壞、部落祭壇」的認知概念。 
 
表 3-7 以尺寸隱喻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sepi「夢」 大 尺寸 好運、好運勢 
sepi「夢」 小 尺寸 厄運、壞運勢 

 

3.1.2 擬人化 

Lakoff and Johnson(1980：99)一文指出：我們最熟悉且顯而易見的莫過於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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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人類的動機、特性與活動表達非人的實體，使我們得以理解經驗的廣泛多

樣。也就是說，人們透過身體的行為、動作、性格等特徵去描述抽象的概念。比方

說漢語常以身體的部位來比擬，如山頭、山腰、山口等詞彙，這些都是以人的身體

來比擬山的位置。筆者在祭祀語言中也發現常以行為、身體器官來表示祖靈、惡

靈、動物靈三種靈的概念，茲舉下例祭祀詞彙並說明擬人隱喻在祭祀詞彙中的運用

情形。 
 

3.1.2.1 sevalivaliten「被替換」、sumusumusen「被輪替」 

謝健雄(2006：51)一文所言：「擬人從人的領域應召非人的領域，將人的屬性推

及非人的實體(例如動物、植物)，或將人的屬性推及自然或非自然的現象(例如神話

或宗教中的神明)。」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人的行為、動作去表示神靈、靈魂

等。在祭祀語言中，對神靈的稱呼有很多種，其中以動作來表示祖靈的，如例(19)
所示： 

(19) a. patategatega patja tjumatjumalj tuwa tja  
  稟告 告知 和 我們的  
  i-sangasangas a tja sevalivaliten a  
  祖先 聯接詞 我們的 替換者 聯接詞  
  tja sumusumusen .      
  我們的 接續者       
  (稟告、告知，向我們的在前面、被替換、被輪替) 

 
sevalivaliten「被替換」、sumusumusen「被接替」這兩個詞彙。sevalivaliten 詞根

valit 表示「替換某個東西」之意，附加上前綴 se-衍生為 se-valit 指替換某人，重疊並

且加上後綴-en構成 sevalivaliten強調某人被替換之意。sumusumusen詞根 sumus「兩

個人輪流做某一件事情」，重疊並且加上後綴-en 衍生為 sumusumusen 強調某人被接

替做某一件事情。綜合上述，無論是「替換、接替」此兩個詞彙語意都是人的行為

且具有「循環、接續」的概念，因此我們以此動作來表示一直以來接替、輪替我們

文化的先人，即祖靈、祖先之意。 
 

3.1.2.2 puvaljaw「結婚」、puljivak「留心」、kakudan「行為」 

在儀式中，我們以身體動作來表示祖靈，當然也有表示非祖靈、不好的靈。如

小米祭儀時祭拜不好的靈，如(20a)所示： 
 

(20) a. tisun na-puvaljaw a puljivak a  
  祢是 已-結婚 連接詞 留心 連接詞  
  na-kipaqedat a ika maruwa ika paceng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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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獲得邊界的 連接詞 沒有 好的 沒有 恰如其分 
  (祢，做惡陪伴者、惡搞者、在夾縫裡的、那不應該的、不夠格的...) 

 
由上例(20a)整段在敘述那些不是祭典主要的靈魂，祭詞中以 puvaljaw「結

婚」的動作來表示找作伴的惡靈；也以 puljivak「有留心」的動作表示有觀察、有在

注意這個祭儀的且準備來搗亂的惡靈。又如，我們會以 kuda「行為」來表示不同的

行為的靈，即惡靈。如(20b)所示： 
 

 b. nakitju- kakudan nakitju- djalan timun sepaqedat 
  已不同 真正的行為 不同 路 祢們 從邊界來的 
  saka ulja ika mun napatjingkaw....  
  然而 但願 不要 祢們 跳越....  
  (祢們不同習俗、不同路線的，希望祢們不要跨越邊界.... 

 
上例(20b)一文以 nakitju-「已不同」kakudan「真正的行為」兩個詞彙組合起來

表示不同於我們行為的靈，即惡靈之意。 
 

表 3-8 擬人化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sevalivaliten「被替換」 行為 擬人化 祖先、祖靈 
sumusumusen「被輪替」 行為 擬人化 祖先、祖靈 

puvaljaw「結婚」 行為 擬人化 尋找陪作伴的惡靈 
puljivak「留心」 行為 擬人化 搗亂的惡靈 

nakitju-kakudan「已不同的行為」 行為 擬人化 不同行為的惡靈 

 

3.1.3 轉喻 

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 (2006：104)此書指出轉喻的功能是：「在於提

示，人們常採用某一事物易理解或易領悟的方面，來代表該事物的整體或該事物的

其他部分或方面。」也就是說，轉喻就是在同一框架(領域)內由兩個不同的實體或概

念的映照，而應照是單一的(只有一個映照)。雖然是兩個不同的實體，但是它們具有

相關聯的和鄰近性的關係，以便讓我們直接且快速的理解某個概念。我們究圖3-6來
看，筆者以外部的框來表示一個概念，而由來源域(實體)以甲代稱，目標域(實體)以
乙來代稱，即甲代表乙的概念。 

 
 



83 
 

 

 
圖 3-6 轉喻映射途徑 

 
「甲代表乙」又可區分為：「部分代表部分」、「部分代表全部」以及「全部代表

部分」此三種轉喻形式。然而，筆者從在祭祀詞彙筆者檢視出前兩種形式，「部分代

表部分」，如 vangavang「玩」、nakizazaw「看守」等；另一個是「部分代表全

部」，如 susuin「沿著」等，以下逐一解說並且舉例說明。 
 

3.1.3.1 vangavang「玩」 

我們以身體的動作的 vangavang「玩」一詞來表示猶豫不絕的心，玩是身體的部

分，而心也是身體的部分。因此，vangavang「玩」這裡是以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形

式。在祭祀詞時常聽到：vangavang「玩」一詞，如(21)所示： 
 

(21) a. saka ulja ika- namavangavang ika- namaljikljik 
  然而 但願 不 猶豫不絕 不 糾纏不清 

  (但願在唸祭詞時能夠順暢，不要有猶豫不絕、不要有糾纏不清的心) 

 
上例 ika「不、沒有」na-ma-vangavang「玩的狀態」，指不要有玩的狀態。我們

以玩此行為來表示猶豫不決的心。也就是說，女巫祈求執行儀式時沒有猶豫不絕的

心，能夠讓儀式進行的順暢之意。 
 

3.1.3.2 zazaw「看守」、ljizaw「觀看」 

人類不僅透過視覺觀察事物，也以眼睛瞭解世界。比方說我們常以眼睛來表示

我們的能力，如漢語的眼光、眼力、眼見等詞彙都是出自於視覺而衍生的詞彙。然

而，在祭祀詞以「看守」來表示保護、守護的概念，如(22a)所示： 
 

( 22) a. avan nanga seman luqem nanga ulja cuqisan 
  正是 了 做 靈力 了 希望 特別的靈力 

映射(Mapping) 
代表 

具體概念 具體概念 

來源域-甲 目標域-乙 

概念框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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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ja uljedan kemasi vavau a kemasi 
  希望 特別的靈力 來自 上方 連接詞 來自 
  paraluqem ulja mare taiday ulja tapuluq 
  很多靈力的地方 希望 這些 數百個 希望 數十個 
  a na-kizang a nakitjavang a 
  連接詞 已經-注入 連接詞 已-投靠 連接詞 
  nakizazaw.     
  已獲得看守     

  
(要執行加持儀式了，祈求來自上方、來自很多靈力的地方，有數百

個、有十個靈力，降福並且看守、守護) 
 
上例(22a)是 seman luqem「加持」儀式的內容，文中以 nakizazaw 詞根 zazaw 是

指某人看守田園之意，附加上 ki-衍生為 kizazaw 表得到看守，再加上完成貌 na-衍生

為 nakizazaw 指已獲得到看守之意，即保護、守護。另外，在 cacuna「祈福經文」的

第二段的前一行，例(22b)所示： 
 

 b. avan-anga saka nu aya (a)nga ijten uri  
  正是-了 然而 如果 說 了 我們 將要  
  kipapaljizaw uri kipapatadalj ...     
  使看見 將要 使模糊的看見 ...     
  (正是了，如果我們這樣說，將要被看見、隱隱約約的看見....) 

 
此句意為習巫者將被祖靈看見、模糊的被看見。kipapaljizaw、kipapatadalj 兩個

都是指「看」的動作，kipapaljizaw 詞根 ljizaw 意旨在高處的地方看，附加上前綴

ki-pa-pa-衍生為 kipapaljizaw某個人站在高處看見某個狀態；而 kipapatadalj詞根 tadalj
梯子，附加上前綴 pa-tadalj 隱隱約約的看見某個人走過來，加上 kipa-pa-tadalj 使模

糊的看見之意。上述兩個詞彙都表示「看」之意，差別在於看的狀態不同，一個是

由高度看，一個是很模糊的看。而在這段經文裡所指的是習巫者被祖靈們看到之

意，即讓祖靈們「看見」習巫者學習巫術的決心和誠心、祖靈們「模糊的看見」習

巫者學習巫術的決心和誠心。以看見、模糊的看見來表示神靈們知道、瞭解之

意。此為以部分代部分的轉喻 
 

3.1.3.3 qaung「哭」 

哭是人類反應情緒、宣洩情的的一種行為。在祭祀詞彙中，以人的動作哭來表

示儀式的祈求與哀求之意，如例(23a)所示。以哭的行為來表示祈求，而祈求是儀式

某個動作，因此這為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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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 saka ulja nu pinakiciuran nu pinakiseljangan 
  然而 希望 祢們 已放置跟隨處 祢們 已放置相同處 
  a tja palisiyan aya-(a)ken a kiqaung 
  連接詞 我們的 祭祀 我這樣說 連接詞 哭求 
  kipateku.       
  低聲祈求.       
  (我低聲的哭求、哀求能祖靈與我們一同執行祭祀儀式) 

 
上一文 kiqaung 詞根 qaung「哭」附加上前綴 ki-衍生為 ki-qaung 得到哭，即祈求

之意。由此可得知，在祭祀詞中哭不僅哭之意，它衍生為：「哭、祈求」的語意。 
 

3.1.3.4 quljis「顛倒」、cepelivan「翻轉」、venelikadan「翻轉」 

在祭祀詞常以動作表示錯誤，比方說我們會以 quljis「顛倒」一詞來表是祭祀詞

錯誤，如例(24a、b)。從例句可以發現 quljis「顛倒」附加上 pasasu-「到您那一

邊」衍生為 pa-sa-su-quljiquljis 把某個物品「顛倒(翻轉)」到您那一邊，表示祭祀詞有

說錯的地方請神靈們顛倒(修改)一下。例(24b)前綴 semu-「去除」附加上 su-以及重

疊詞 quljiquljis 衍生為 semu-su-quljiquljis「除掉您的顛倒」之意，即祈求祖靈們除掉

有顛倒的祭祀詞彙。由此可得知 quljis「顛倒」一詞在祭祀詞彙包含著：「翻轉、顛

倒、修改、修正」等語意。 
 
(24) a. pa-sa-su-quljiquljis.     
  顛倒(翻轉)到您那邊   
 b. semu-su-quljiquljis.     
  除掉您的顛倒     

 
cepelivan 的詞根 cepeliw 返回、回歸、折回，附加後綴-an 衍生為 cepelivan「翻

轉到某個地方」之意。在祭祀詞以翻轉動作來表是改變命運、翻轉運勢，如例(24c)
所示。例(24c)是 cepelivan「返回到某個地方」附加上前綴 si-衍生為 si-cepelivan 意旨

我把您整個返回過來，即我改變您的運勢、重新您的命運。cepelivan 若附加上環綴

ka-..-an 衍生為 kacepelivan 表示儀式結束又重新開始，亦可說改變某人的命運。從這

些衍生出去的詞彙可推知 cepelivan在祭祀中隱含著：「返回、回歸、改變、重新」等

的語意。 
 
 c. u-si-cepelivan sun    
  我-使用-翻轉之處 您    
  (我把您整個返回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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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lidan 詞根 velid「翻轉」加上中綴<en>以及後綴-an 衍生為 venelidan 指已經

被翻轉的地方。在祭祀詞中，以翻轉動作來表示改變運勢，如例 (24d)所
示。venelidan 一詞附加上 si-衍生為 sivenelidan 使用翻轉之處，即改變命運之意。這

些從 venelidan 擴展出去的詞彙於祭祀語言中具有：「翻轉、改變」之意。 
 
 d. u-si-venelidan sun    
  我使用翻轉的地方 您    
  (我使用翻轉您的地方)    

 
綜觀上述，雖然三者都是「翻轉」，但是翻轉的程度都不同，如圖 3-7、圖 3-

8、圖 3-9 所示： 

 
圖 3-7 是 quljis「顛倒」指物品錯誤的方向，若我們以平面 180 度翻轉，即可矯

正原來的樣子。而 3-8 圖是 cepeliw「折回原點」的概念，也就是說把某個物品翻轉

到原本的狀態。圖 3-9 是 velid「翻轉」，我們將某個立體物由正面翻轉到背面，亦或

由背面翻轉到正面。不管是把顛倒的東西翻轉回來、折回原點，亦或是前後翻轉位

置，這些都是由人體動作才有「轉」的概念。若我們將翻轉動作者視為巫師，而被

翻轉物視為平面或者立體的器具，巫師一邊唸祭祀詞彙一邊翻轉某人事物，其代表

著女巫正在轉動著空間的磁場，而磁場的轉變也就影響人的運勢。所以在祭祀詞的

cepeliw「折回」、velid「翻轉」具有「改運、轉運」的認知概念。 
  

平 
面 
物 

圖 3-7 quljis「顛倒」  

180 度 

圖 3-8 cepeliw「折回」 

平 
面 
物 

360 度 

立體

物 

(前) 

立

體

物

(後) 

圖 3-9 velid「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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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 quljis「顛倒」、cepelivan「翻轉」、venelikadan「翻轉」這是以身體動

作來表示修正唸錯的祭祀詞、翻轉命運、翻轉運勢等概念。由此可得知，這是以身

體部分動作來指涉某個儀式，即是以部分代替部分的轉喻模式。 
 

3.1.3.5 pulaw「酒醉」、vusuk「檳榔暈眩」 

人類有很多的身體狀況會發生，比方說疲倦、失眠、頭暈、頭痛、腰酸背痛等

任何的生理狀況，這些狀況都源自於身體的本體。然而，我們以身體的感受而去表

達另一件事情。如基礎經經文第一段的末段句，例(25a)所示： 
 

(25) a. a qadaw a naqemati kipulavan kivusukan 
  連接詞 太陽神 連接詞 創始神 酒醉之處 暈眩之處 
  au kipatengeteng-anga i ya i.    
  虛詞 低聲啜泣-了 虛詞.    
  (祈求太陽神、創造萬物之神能帶領習巫者決心於巫術之事) 
         

 
上述(25a)一文 kipulaw「酒醉」、kivusuk「檳榔暈眩」，前者是喝酒醉狀況，後者

是吃檳榔所導致臉紅暈眩感。根據田調者所言：「立巫儀式有一個過程是習巫者必須

繞 cepeng「竹籃」，通常繞完習巫者都是頭暈目眩的狀況，我們以此狀況稱為

kipulaw 得到酒醉 (暈眩 )、kivusuk 得到臉紅頭暈 (暈眩 )。」所以，基礎經文的

kipulaw「酒醉」、kivusuk「檳榔暈眩」這兩個身體狀況的詞彙是來表示習巫者決定

從巫之心。我們以身體某個狀況來比擬習巫的決心，這是以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 
 

3.1.3.6 ciruq「懷孕」、paljiq「糞」 

這兩個詞彙時常一同出現於祭祀詞彙中，而且都加上前綴詞 semu-「去除」衍

生為 semu-ciruq、semu-paljing。如巫師執行習巫者 semu ciruq tua kai「驅除習祭祀語

言的任何障礙」的儀式，祈求習巫者能增進學習的能力。祭祀詞內容如例(26a)所
示： 

 
(26) a. tu tja sipatagiljanga a semu ciruq a 

  向 我們 用來開始的地方 連接詞 去除 障礙 連接詞 
  semu tangtangan tu kai tu ljavaran 
  去除 束縛 向 話 向 對話的地方 

  
(在開始學習的地方，我們祈求習巫者的基礎經文能唸的順暢，無任何

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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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u「去除」ciruq「懷孕」，就字面意來看意旨去除懷孕，但是祭祀語言來表

示去除障礙之義。根據董豐山耆老所言：「過去老人家很不喜歡聽到有懷孕這件

情，因為他們如果知道家裡有人懷孕的話，便很多事情不能做了。比方說男人不能

上山狩獵、女人不能碰織布工具，更不得參加部落的祭儀等禁忌，這些禁忌讓他們

感到綁手綁腳，好像做什麼事情都不對……。」從這段話可得知懷孕是會影響整個

家族在執行任何事情，不管是生產力上、部落的活動上等都是寸步難行。這種現象

就好比受了很多的阻擾、阻礙。由此我們可以推敲 ciruq 一詞它在我們的概念裡不僅

是「懷孕」它還具有「綁手綁腳、障礙」等之意。因此，semu-ciruq 在我們的概念

裡是「去除綁手綁腳」，即去除障礙、去除阻礙之意。 
另外，paljiq「糞」常以前綴詞 semu-「去除」組合為 semu-paljiq「去除糞」之

意。在祭祀詞以 semu-paljiq「去除糞」來表示去除身體不乾淨的和去除不好的

靈，即除穢之意，如例(26b)所示。由此可得知，paljiq 一詞在我們的認知裡是包含

著：「糞、不乾淨、污穢」之意。 
 

(26) b. avan -anga semu- paljiq tu mareka izi mareka 
  正是 了 去除 糞 向 這些 靈魂 這些 
  lingawlingaw       
  靈魂       
  (正是了，要去除身上不乾淨的靈……) 
          
上述例句是以人體某個狀態來表示某個儀式程序，此現象為轉喻的部分代表部

分的形式。 
 

3.1.3.7 susuin「沿著」 

詞根 susu「沿著、按照」之意，它附加上後綴-in 衍生為 susuin「沿著什麼東西

走…」，譬如沿著動物的路徑走，沿著溪流走等等。在祭祀詞以此動作表示遵循、依

循我們的風俗習慣，如例(27a)所示： 
 
(27) a. saka nadjemalan namasusuin a tja sikudakuda 

  然而 已經在路上了 已經依循 連接詞 我們的 事情 
  (然而，我們已經在依循祖先祭儀文化的路上) 

 
又如(27b)詞根 susu 加上前綴的 si-ka-以及後綴的-an 衍生為 sikasusuwan 表

示「用…來按照的地方」，即遵循祖先擺放的方式把靈力擺放整齊之意。 
 

 b. tu maka izi tu maka lingawlingaw a 
  向 這些 肉體靈魂 向 這些 靈魂 連接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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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kemaljaup a navuneljeng saka sikasusuwan 
  茂盛的樣子 連接詞 茂盛的樣子 希望 用…來按照的地方 
  sipakaljatipan tu viyaq tu palisiyan.    
  用來排列火柴之處 我們的祭儀文化.    

 
 (這些已被加持者的靈，靈力變得如同植物般長的茂密且盛大，我將把

這些好的靈力按照祖靈所排的那樣，如同火柴棒一樣一根一根的把您

的靈力排列好，向我們祭儀文化) 
 
上述這些衍生詞的語意都是來自於 susu「沿著」的概念，而沿著是人類的行

為，我們以此行為於祭祀詞裡表示「遵循、依循」我們的祭儀之意。也就是說，我

們以人的某個動作來表示整個遵循、依循整個祭儀，即部分代全部的轉喻形式。 
 

3.1.3.8 naljiqu「容貌」 

容貌是人類外在具體的象徵，我們透過容貌辨識族群、辨識身分、辨識出生第

等，同樣的在祭祀詞以容貌來表示不同的部落族人，如(28a)例所示。 
 

(28) a. tisun nakitju aqas a nakitju sasekezan  
  你 不同的 祭場 連接詞 不同的 休息站  
  maljiya naljiqu a maljiya quljaw   
  不一樣 容廓 連接詞 不一樣 膚色   
  (你，不同的祭場、不同的休息站，不一樣的容廓、不一樣的膚色) 
 
上例 (28a)naljiqu 詞根 na-ljiqu「容貌」附加上 maljiya-「不一樣」組合成

maljiya-naljiqu「不一樣的容貌」，即不同的族群之意。由此可得知，我們以人體的容

貌來表示不同的族群，即為以部分來表示全部的轉喻模式。 
 

3.1.3.9 quvalj「毛、頭髮」 

毛髮是人身體的一部分，在我們生活常以毛髮作隱喻，如漢語的毛病、毛

躁、毛骨悚然等。而在祭祀詞是以毛髮來表是動物靈，如例(29)所示。此例擷取基

礎經文第五段某一小段，文中 quvaljan 詞根 quvalj「身上的毛、頭髮」附加上後綴

-an 組合成 quvaljan「身體有毛的地方」之意。在加上 maretimaumalji「各種不同

的」衍生為「各種不同的毛髮」，即動物靈。也就是說，祭祀詞以毛髮，比擬於不同

種的生物。由此可推知 quvalj 一詞在我們的認知概念具有：「毛髮、不同種的生

物、動物靈」的認知概念。 
 

(29) tu kuqayaqayam a maretimaumalj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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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我去探聽鳥聲 連接詞 各種不同 連接詞  
 kaiyan a quvaljan .....   
 語言、話語 連接詞 毛髮 .....   

 (我去探聽鳥鳴叫和那些各種不同話語、毛髮....) 
 
表 3-9 以人體轉喻表現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vangavang「玩」 行為 轉喻 猶豫不決 
zazaw「看守」 行為 轉喻 瞭解、知道 
ljizaw「觀看」 行為 轉喻 瞭解、知道 
qaung「哭」 行為 轉喻 祈求 

quljis「顛倒」 行為 轉喻 修改 
cepelivan「翻轉」 行為 轉喻 轉運 

venelikadan「翻轉」 行為 轉喻 轉運 
susuin「沿著」 行為 轉喻 遵循、依循 
pulaw「酒醉」 狀況 轉喻 從巫決心 

vusuk「檳榔暈眩」 狀況 轉喻 從巫決心 
ciruq「懷孕」 狀況 轉喻 障礙 
paljiq「糞」 狀況 轉喻 污穢 

maljiya-naljiqu「不同的-容貌」 人臉 轉喻 異族 
quvaljan「毛髮」 頭髮 轉喻 動物靈 

 
綜觀上述，關於祭祀詞的實體譬喻的討論。雖然隱喻與轉喻的運作過程不一

樣。不過兩者均採取於我們的身體經驗、文化經驗來譬喻。經由解析祭祀詞彙中的

實體隱喻的使用途徑，不但瞭解祭祀詞彙裡抽象的概念，更能理解原意與擴展語意

之間的相關性。另外，我們也能從中釐清艱深難懂的祭祀詞，並且得知排灣族人對

事物的認知概念。 
 

3.2 方位隱喻 

從 Lakoff and Johnson(1980)《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此書的第四章得知人類透過

肉體與社會文化等基礎來解析空間的概念。Lakoff and Johnson(1980)逐條且簡潔的舉

例，讓我們理解人類對上下的概念，如快樂是上，悲傷是下；有意識是上，無意識

是下；好是上、壞是下等等方位的表達方式。在祭祀詞彙也有用方位來表達好、壞

之靈與宇宙觀這兩個抽象的觀念。如祭祀詞中會以 i vavaw「在上面」，即神靈居

所；iteku「在下面」，即冥界、下界等諸如此類的例子。本節將從祭祀語料的方位詞

來理解土坂人的靈和宇宙觀，下茲依序說明並且舉出例證加以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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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好、壞之靈 

蘇以文(2005：9)提及：「方位性隱喻是由我們所賴以維生的身體出發，與我們

生存的環境互動所產生的認知機制。」也就是說，方位性隱喻是我們透過身體經驗

和文化背景而所產生的結果。筆者從祭祀詞彙的方位詞來理解排灣族人對於靈區分

的方式。如在 seman luqem「加持」儀式、pakiyavang「祈求」以及基礎經文的第七

段某一小段可得知 vavaw「上方」一詞來理解靈，如(30)a、b、c 所示： 
 

( 30) a. avan nanga seman luqem nanga ulja cuqisan 
  正是 了 做 靈力 了 希望 特別的靈力 
  ulja uljedan kemasi vavau a kemasi 
  希望 特別的靈力 來自 上方 連接詞 來自 
  paraluqem ulja mare taiday ulja tapuluq 
  很多靈力的地方 希望 這些 數百個 希望 數十個 
  a na-kizang a nakitjavang a 
  連接詞 已經-注入 連接詞 已-投靠 連接詞 
  nakizazaw.     
  已獲得看守     

  
(要執行加持儀式了，祈求來自上方、來自很多靈力的地方，有數百

個、有十個靈力，降福並且看守、守護) 
 

 b. avan-anga pakiyavang-anga tu mareka izi tu 
  正是-了 祈求-了 向 這些 靈 向 
  mareka lingawlingaw a nakemaljaup a 
  這些 靈 連接詞 陣容浩大樣 連接詞 
  navuneljeng a niya vavaw a  
  植植茂盛樣 連接詞 我們的 上方 連接詞  
  sepagawgaw a sepatavelak...   
  從那裡接 連接詞 從那裡接...   

  
(要祈求了，我從我們的上方，承接那些歷代有才幹的、有名望的、有智

慧的祖先的靈力，使我...). 
 

 c. ari tu ljiya vavaw kitaliduwan i tja tjagaraus.. 
  走吧！ 向 往 上方 看戲的地方 在 我們的 大武山神.. 

  (我們走吧！往最高的地方，高至我們的大武山神看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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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30)a、b、c 例的分別是 kemasi「來自」vavaw「上方」、niya「我們

的」vavaw「上方」和 ljiya「往」vavaw「上方」，這些 vavaw「上方」衍生出去的詞

彙都是附加「來、我們的、往」這些具有移動性和標誌方向位置的前綴詞。然

而，若我們仔細觀察這些祭祀詞彙的前後文，我們會發現都是在說上方有：「數百個

的靈力、接收茂盛靈力、大武山神看我們的地方」。由此可推知在排灣族人的認知

裡：「上是多、上是茂盛、上是靈力、上是神靈居所處」等的認知概念。另外，我們

也可以用 sangasangas「前面」、likuz「後面」來辨別好壞靈，如(30d、e)所示： 
 

 d. patategatega patjatjumatjumalj tuwa tja  
  稟告 告知 和 我們的  
  i-sangasangas a tja sevalivaliten a  
  在-祖先 聯接詞 我們的 替換者 聯接詞  
  tja sumusumusen.       
  我們的 接續者       
  (稟告、告知，向我們的在前面、被替換、被輪替) 

 
 e. katja i-sangas katja- uzayu timun a kiljivak 
  比我們 在-前面 比我們 就在那裡 您們 聯接詞 守護.. 
  (您們比我們前面、比我們早就在那裡，守護、保護我們.... 

 
 f. uza nu ljagay a nu qarut nisun-likuz 
  這個 您們的 酒 聯接詞 您們的 份 你-後面的 
  a vuwaseng a puvaljaw.. a  
  聯接詞 難產的 聯接詞 找作伴的.. 聯接詞-  
  nakitju-kakudan         
  不同的行為         
  (這是祢們的份、你在後面的、難產的、找作伴的、不同行為的..) 

 
由上例(30)d、e 一文 sangas 是指「前面、前方」重疊詞 sangasangas「前面的前

面」，通常會與前綴詞的 i-和 tja 組合出現於祭祀詞彙中。如例子(30d)是 tja「我

們」附加上 i-sangasangas衍生為 tja-i-sangasangas「較在前面」。如例(30e)是katja「比

我們」附加上 i-sanga「在前面」衍生為 katja-i-sangas「比我們還要前面」。從這些衍

生出去的詞彙語意若仔細推敲其實都是與祖先的特質有關。如祖先是較早的，祖先

會在前方護衛我們等這些特質。因此 sangas 一詞就具有了「前面、前方、祖先、祖

靈」之意。方位不僅能表達祖靈，亦能表達惡靈，如例(30f)所示。從(30f)祭祀詞得

知都是唸到意外的、難產死的、尋找作伴的等相關的詞彙，這些詞彙都表示不好的

靈，由此可得知，nisun「你的」likuz「後面的」一詞是具有表示不好的之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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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 likuz 表示「不好的靈」之意。 
筆者在祭祀詞彙並沒有發現以左右的方位詞來表示靈的概念，但是從訪談中以

及觀察儀式得知左右在土坂人的認知概念為何。田調者董豐山耆老所述：「當我們在

外 面 受 傷 時 ， 如 果 是 左 邊 受 傷 我 們 會 說 su-kiniqatiy-an ， 若 是 右 邊 su-
kiniqatiljan」。su-kiniqatiy-an「你-已經被創造的地方」，即「天生的、刻意的」，也就

是說你的受傷是刻意讓你受傷的，通常會讓我們受傷的靈都是非善類的靈。因此左

邊在我們的概念是「創造的、天生的、無法控制的、不好的靈」。而 su-
kiniqatilj-an「你-自己創造的地方」即「後天的、自己創造的」，也就是說你是自己真

的不小心受傷的，不是有別的靈者要刻意傷害你的」。另外，我們若仔細觀察女巫職

司祭儀時，我們不難發現她們的手會依據不同方位而變換左右手來祭拜，比方說在

屋內一定是用右手祭祀，因為屋內祭拜的對象都是祖先、家屋神等靈，而這些祭拜

的靈都是善的、好的靈，有此可推知，右邊即是善的靈、好的靈。相對的，若女巫

到屋外祭拜非善終的靈、意外的靈、難產死的靈、夭折的靈時會用左手，由此可推

知左邊是：惡的靈、不好的靈。綜合上述，無論是祭祀詞唸的方位、女巫者執行的

儀式的動作的左右手或者身體受傷的左右邊這些都是由身體經驗的方位來瞭解

好、壞靈，如圖 3-10 所示。圖 3-10 所示可得知左邊是不好的靈；右邊是好的靈；上

方是靈力、神靈；前面是好的、祖先；後面是不好的、意外的、難產生死的等。 
 

 
圖 3-10 以方向隱喻「靈」 

 

3.2.2 人神界觀 

Lakoff and Johnson(1980：83)一文論及「觀念」這個無法直接觀察和感受到的抽

sangas(最前面) 
善的、好的方向、祖先 

vavaw(上方) 
善的、好的、靈力、神靈 

力 

viri (左方) 
su-kiniqatiy-an 

(天生的) 
惡的、不好的方向 

navalj(右方) 
su-kiniqatilj-an 

(後天的) 
善的、好的方向 

likuz (後方) 
惡的、不好的方向 teku(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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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概念，必須透過實體來表達，所以它以植物來表示觀念、以食物表達觀念等隱

喻。因此，若我們要討論排灣族抽象的宇宙觀就必須找具體的、不難理解的概念來

表達。有關排灣族人的宇宙觀念我們可以從先行研究可有初步的瞭解，如邱新雲

(2011：29)一文從儀式理出土坂人的宗教觀有：「上界 ivavaw 為神界 ipidi，是

qadaw a naqemati「創世神」所在空間；中界為人界 ikacawan 為大地萬物及活人所存

在的空間；下界 itjariteku 冥界 iljizeng，人死後不論善終或凶死，其靈魂皆歸冥

界 ....」。又如林秀蘭 (2015：120-121)也是從儀式中得出土坂人的宇宙層次分別

有：ipidi「神界」、ivavaw「上界-眾神靈居處」、「上界-祖神居所」、ikacawan「在人

界」、idjaljan「在路途」、imakaljizeng「冥界」共六個層次。 
由上述文獻我們可以得知排灣族人以上 /下方位來理解宇宙觀，我們把

vavaw「上」表示 ipidi「創始萬物之地」、 redaw a naqemati「創始萬物宇宙之

神」。teku「下」是指 makaljizeng「冥界」、itjariteku「下界」。i-kacawan 則是「人

間、中界」。這些以方位表示宇宙的概念我們也可以從祭祀辭彙中獲得相同的理

解，如例(31a)所示：  
 

(31) a. i pidi naqemati pucinunan pusinanaljakan maljiyu 
  在創造生命處 創造神 放置擅於 有放置孩子 不同的 
  a ljinuqeman kaljipau qaqavasen i 
  連接詞 靈力 專有配件 頭目專用的東西 在 
  puljiljing i puljaqui satja pakiligu 
  陰影 在 瑕疵 然後 使..榮耀 
  tjai redau a naqemati.....  
  我們的 太陽 連接詞 創造神......  

  
(在創造生命處，創造神祂擅於製造新生命，此新生命不同靈力、有自

己專屬配件、專用東西，無任何陰影、瑕疵且使我們榮耀，我們的太

陽神、創造神) 
 

上述例(31a)是擷取基礎經文的第四段一小段，主要說太陽神、創造之神在 ipid
創 造 萬 物 。 經 文 內 容 雖 然 沒 提 及 vavaw 「 上 方 」 一 詞 ， 但 是 有 提 及

redaw a naqemati「太陽、創造萬物之神」來表示上方位。因為在我們的概念裡太陽

都是在上方的並不會出現在下方，由此可推斷 ipidi 是指 ivavaw。我們更可以進一步

的瞭解 i-vavaw「在-上方」是 ipidi、太陽神、創造萬物之神等的概念。另外，i-
kacawan「在-人間」、i-makalizeng「在-冥間」也有相關的祭祀詞，如例(31b)所示： 

 
 b. u─u─u-u-u saka au ti aken nanga cu 
  噓聲 然而 虛詞 主格 我 了 這個 
  tisavuluvulung aken pinakacacuna pinakaza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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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元老創始巫神 我 設置祈福經文 設置聲音  
  pinakasemeketj nu ikacawan nu imakalizeng.   
  放置某處 您們 在人間 您們 冥間   

  
(元老的噓聲，我是元老神，我創造祈福經文、創造經文的聲

音、我創造休息(學習)的地方，你們人間，亦或你們冥間) 
 

例(31b)祈福經文第八段全文，文中出現 i-kacawan 詞根 caw「人」附加上環綴

ka-...-an 衍生為 kacawan 真正的人，再加上前綴 i-組合為 i-kacawan 在-真正人的地

方，而在祭祀詞彙中以 ikacawan 表示「在人界」，這裡的人界並非只有人而是包含整

個世界上所有的有機體。由於它夾於神界與冥界間，因此我們亦可稱 i-
kacawan 為「中界」。因此，i-kacawan 是包含「人界、中間」之意。imakalizeng 一

詞，makalizeng「蔭涼處」附加上前綴詞 i-衍生為 i- makalizeng 在蔭涼處。蔭涼處是

指在某遮蔽物之下而感到的涼爽的地方，而這個地方長期被覆蓋住無任何光照

射。就「蔭涼處」一詞它表示：某物是位在遮蔽物之下、涼爽、無光的地方等特

性。而這些特性如同靈所居住的地方的特色，因此我們可以稱 imakalizeng「在蔭涼

處」為 iteku「在下界」、「在冥間」。imakalizeng「在冥間」所居住的靈都是善終的

靈，因此我們也會祈求祂們，如例(31c)祭祀詞中可以獲得理解，此例子是祈求祖先

從陰暗處指導我。由此可推知，冥間是善靈所居住的地方。 
 

 c. ulja macaqu papisepisepiyan kemasi lizelizeng kemasi 
  希望 很會 讓他做夢的地方 從 陰涼處 從 
  seleseleman ulja nu-kitulutuluin ulja nu-kitjumatjumalj 
  黑暗處 希望 您-已被指導 希望 您-已被告知 
  (祈求祖靈從陰暗處、夢境指導、告知我們) 

 
在冥間之下，還有一個地方我們稱為：i-tjari-teku「在較下方」，此處是非善終

的靈、未安置的靈，如難產、意外、猝死等靈魂。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得知排灣族

人區分各界並非全是以上與下的方位來界定，如我們以太陽的所處的位置，稱為上

界；而人間是以位於神界與冥界之間而定為中界；又如我們以陰涼處而稱為下界

等。也就是說，我們在擬定方位之時，都是藉助外在事物的特性來理解方位的概

念，然後我們透過這個方位概念來理解整個宇宙觀，這樣的過程也就是實體隱喻以

及方位性隱喻的概念。當我們釐清排灣族人的宇宙觀之後，便才能更確切的劃分出

(圖 3-13)：ivavaw 是 ipidi「創造宇宙萬物之處」、太陽神、創造宇宙萬物之神、各神

靈所居住處；ikacawan 是人界、中界；iteku 是 imakalizeng「冥間」、善終靈、祖

靈、祖先；itjari teku 是未善終靈、意外身亡者等。不但從方位能理解人、神、靈界

之外，我們亦能從上下方位得知排灣族人的出生入死的觀念，如出生是在 ipdi 被創

造，而 ipidi 是處於上方，因此「出即上、上界」；出生後我們來到 ikacawan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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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指的是人界、中界，因此「生即中、中界」。離世之後的靈，因應我們死亡的

狀況至下界或者下下界，因此「死即下、下界」。 
以上是從祭祀詞和儀式動作檢視出土坂族人的方向性隱喻，從這些方向詞來理

解排灣「靈」、「宇宙」的抽象概念。筆者在此統整出於表格 3-10，從此表格我們除

了知道儀式中排灣族人方向的認知觀念之外，亦能瞭解在祭儀中方向的語意並非僅

有單一的解釋，它可擁有不少的詞彙意。而這些詞彙擴展出去的語意是透過我們對

方向的體認和觀察的結果。另外，No.10雖然在文中並未提出，但是筆者在田調有關

狩獵經文時，訪談者有提到相關的動物靈，其中山羊「sizi」在祭祀詞彙中是以

rudangasan 詞根 dangas「邊緣」附加上前綴 ru-「時常...」和後綴-an「處所」衍生為

rudangasan「時常在山的邊緣的地方」即山羊靈，它將山羊的習性以方向詞來隱喻

山羊靈。 
 
表 3-10 以方位性隱喻 

No. 來源域 目標域 

1 vavaw「上」 多、靈力、榮耀、力量、神界、出、神靈 

2 teku「下」 陰暗、陰涼、下界、死、祖靈、惡靈 

3 viri「左」 先天、本來的、故意的、惡靈 

4 navalj「右」 後天、可創造的、自己造成的、善靈 

5 sangas「前」 最先的、祖先、祖靈 

6 vililj「後」 不好的、惡靈 

7 taladj「裡」 好的、家神、祖靈 

8 sasaw「外」 不好的、意外身亡靈 

9 vecekadan「中」 ikacawan 人間、人界、生 

10 dangas「邊緣」 ru-dangas-an「山羊靈」 

 

3.3 結構隱喻 

Lakoff and Johnson(1980：100)提及：「結構隱喻卻使我們得以將談論一種概念的

各方面詞語用於談論另一概念」。也就是說，我們經由一個結構清晰且界定分明的概

念各方面的詞語來談論另一個抽象、模糊的概念。而這個結構概念是我們自身肉體

和所處文化互動產生的結果。例如「時間是金錢」這個概念相關的詞彙用法有：「時

間寶貴、節省時間、浪費時間、用光時間、失去的時光、把握時間、你可以給我十

分鐘準備嗎？花這麼多時間得到這一點東西，值得嗎？」等。無論是寶貴、節

省、浪費、用光、失去、把握等詞彙都是我們對金錢(具體)所認知的概念，而我們將

這些詞語用於時間(抽象)一詞的概念。由上例我們得知，「時間」和「金錢」本質上

是不同的概念，但它們依據有限的資源、非常重要、不容許浪費等相似的結構概

念，而把乍看不相干的兩個詞彙產生了關連。又如爭辯是戰爭，它是以我們對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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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概念的成分(參與者、兩個陣營、策略、攻擊、防衛、撤退等)加到爭辯的概念之

上的結構隱喻。這些由多成分組成為有結構的整體之方式，使我們更了解抽象的概

念。基於此，筆者從祭祀詞彙的 djalan「路」一詞的各方面詞語用於談論儀

式、靈、習巫這三個抽象的概念，以下分別說明。 
 

3.3.1 儀式是 djalan「路」 

這節是要針對路的結構隱喻來理解祭祀詞彙，djalan「路」不僅是供人馬舟車等

行走的道路，它還有指路線、方法、途徑等語意。在祭祀語料中，筆者發現

djalan「路」一詞的結構隱喻較豐富，其中一個是我們藉由路的固定的特性來理

解「儀式」。當我們要前往某地時，我們會規劃從哪裡出發，路線是什麼，去的目的

地，這樣才是一個很完整的路程概念。也就是說，每路程勢必有「始點─路徑─終

點」才是一個完整路程的型態，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路徑圖 

 
圖 3-11 中的 A 作為起點，終點作為 B，而達到目的過程則稱為路徑。在祭祀詞

彙檢視出以「路程」概念結構隱喻「儀式」順序的概念，如例 32 所示： 
 

(32) a. uri djemalan anga men tuwa nu sikudakuda 
  將 走在路上 了 我們 連接 您們的 風俗習慣 
  (我們將要上路了，您們的風俗習慣)→儀式開始 

 
 b. saka namakigawgaw nadjemalan tu tja-palisiyan tu tja-viyaq 
  然而 已經接收了 已經在路上 向我們的祭儀文化 

  
(然而，我們已經接續您們留下的祭儀並且已經走在路上了，我們的祭

儀文化)→執行中 
 

 c. saka nadjemalan namasusu a tja-sikudakuda  
  然而 已經在路上 已經延續 連接詞 我們的-習俗  
  (然而，我們已經延續您們的路，我們的習俗)→完成 

 
上述例 (32a)是 uri-djemalan-anga「將要上路了」，即開始之意，其意為我們將

要開始了您們的習俗、祭儀之意。例(32)b、c 都是 na-djemalan「已經在路上了」，但

A-起點 B-終點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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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細心觀察 b、c兩例，其大有不同。在(32b)例的 nadjemalan 一詞的前面的動詞是完

成式的動詞，整句祭祀詞語意是說：我已經接收完您留下來的事情(祭儀文化)並且走

在路上了，其表示已正在執行祭儀中，即為路途中。至於，(32c)例的 nadjemalan 一

詞的後面的動詞也是表完成式，整句意旨我們已經沿著先人的路而走完，其表示某

個儀式的結束，即為路的終點。 
 土坂族人儀式多且繁複，如小米祭，從商討開墾直到慶祝小米祭要祭告祖

先、神靈等，而種植小米的過程中還有各個儀式如播種祭、祈雨祭、收小米祭、小

米豐收等，這些都要祭告知祖靈。這些繁文縟節的儀式，易使我們對儀式的順序混

淆不清。不過我們會從祭祀詞中不斷的聽到 uri-djemalan-anga「將要上路了」、na-
djemalan「已經走在路上」這兩個 djalan「路」的衍生詞彙。依據這兩個關鍵詞彙來

判斷儀式的先後，自然地順序就出來了。由此可得知，路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具體且

清晰的實體結構，我們借助對「路」的固定特性「起點─路徑─終點」的結構來表

示祭儀的「開始─執行─結束」的結構，如表 3-11 所示。如此一來，我們既能釐清

且能掌握這些繁文縟節的儀式。 
 

表 3-11 儀式是 djalan「路」 
來源域 結構形式 目標域 隱喻語言表達 

路  祭儀  

起點 路的啟程→儀式的開始 開始 
uri-djemalan-anga 
「將要上路了」 

路徑 路的路徑→儀式的過程 執行 
namakigawgaw nadjemalan 

「已接收您們的曾走過的路」 

終點 路的終點→儀式的終點 結束 
nadjemalan namasusu 
「已經延續的路上」 

 

3.3.2 靈魂是 djalan「路」 

排灣族人認為萬物皆有靈，如河神、山神、家神、太陽神、穀物神、祭儀之

神、水神等舉凡萬物都有神。不過從祭祀詞彙中得知土坂人對靈有更細膩的劃

分，例如最高的神靈是：太陽神和創始神；次則是眾神(如大武山神、穀物神、口吃

之神等)；再來是我們近代離去的親屬；再過來是人類活著時候 izi「靈」；然後冥間

的 lingawlingaw「靈」；最後則是不應該的、意外身亡的等靈，這些都是我們對靈的

認知，不過在儀式裡並不會依序唱名，而是以 tjalan「路」一詞的衍生詞彙來表

示。比方說以主要道路和非主要道路來表示好、壞之靈，如例(33a、b)所示： 
 

(33) a. sa-nu-pakiciyuri sa-nu-pakitadjalan a 
  希望祢們一起跟隨 希望祢們與我們在同條路上 連接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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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eka niya-matjaljaljak a mareka niya-vuuv aya-ken 
  這些我們的親屬們 連接詞 這些我們的-祖先 說-我 
  a kiyaljing kipakateku.    
  我這樣的祈求    
  (我謙恭的懇請祖先們可以跟我們在同一條路) 

 
 b. nakitju- kakudan nakitju- djalan timun sepaqedat 
  不同 習俗 不同 路 祢們 從邊界來的 
  saka ulja ika mun napatjingkaw....  
  然而 但願 不要 祢們 跳越....  
  (祢們不同習俗、不同路線的，希望祢們不要跨越邊界.... 

 
上述例(33a)的 pakitadjalan「使我們在同一條路上」，而(33b)nakitjudjalan「不同

的路線」。前者是祈求祖先們、祖靈與我們在同一條的路上，後者是希望那些不同路

線的靈不要搗亂。圖 3-12 得知祖先與祖靈是主要的儀式祭拜的對象，而且祂們能夠

替我們消災解厄，並且帶給我們好運和許多的靈力，因此我們會希望祖先祖靈與我

們在「同條的路上」。那些不好的靈，不但不會帶來好運且還會在暗中干擾儀式進

行，因此我們以「非主要路線」來稱呼。由此可得知，主要的、正面的都是指祖

靈、神靈這一類的靈，而非主要的、負面的都是指不好的靈。我們從主要的和非主

要的路線得知神、人、惡靈於儀式的排序為「神、祖靈>人的靈>惡靈」。我們以路線

的結構來理解祭儀中各個靈的階層結構概念，即是結構隱喻的形式。 
 

圖 3-12 路線圖 
 

綜合上述，djalan「路」是一個具體而明顯的實體，我們透路線的結構隱喻祭儀

的過程，亦藉助路線來隱喻靈的階層的結構，下表 3-12 所示。 
表 3-12 靈魂是 djalan「路」 

來源域 結構形式 目標域 隱喻語言表達 
路  祭儀  

主路線 主要路線→主要祭祀對象 
神靈 
祖靈 

djalan 
「路」 

同路線 同條路線→依循者 
人的 
靈魂 

pakitadjalan 
「使我們在同條路上」 

tadjalan「同路」，人的靈魂 

djalan「路」，祖神靈 

kitjudjalan「不同的路」，惡靈 

儀式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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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路線 不同路線→非主要的祭祀對象 惡靈 
nakitjudjalan 

「不同的路線」 

 

3.3.3 習巫是 djalan「路」 

除了能以路程和路線隱喻儀式和靈之外，亦能以djalan「路」的結構來隱喻習巫

的過程。在習巫的過程我們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kipatengteng「宣示習巫之決

心」儀式；(2)kilingedjelj「昇立女巫」儀式；(3)kisan tjinganguruc「另立門戶」儀

式；(4)kisan kadraringan「成為首席女巫師」儀式。這四個階段順序是：宣示→成為

女巫→離開巫師父，能夠獨當一面執行儀式→成為首席巫師。每個階段各有規定的

條件，唯有第四個階段是需由頭目與家臣來訂定，前三項都是每個女巫必經的過

程。在祭祀詞彙中，我們發現常以 djalan「路」結構來隱喻「習巫的過程」，如在

kipatengteng 的階段，執行 semu ciruq tua kai 字面意為「去除障礙的話」，即為驅除

語言學習障礙之意。從 semu ciruq tua kai「驅除語言學習障礙」儀式的祭祀語言可得

知 djalan「路」的運用，如(34a)所示。 
 

(34) a. tu tja sipatagiljanga a semu ciruq a 
  向 我們 用來開始的地方 連接詞 去除 障礙 連接詞 
  semu tangtangan tu kai tu ljavaran 
  去除 束縛 向 話 向 對話的地方 

  saka ulja nu senusu nanga nu djemalan 
  然而 但願 您們的 受遵循 了 您們的 路上 
  anga tu tja palisiyan ika vangavang ika 
  了 向 我們的 祭儀文化 不要 猶豫不決 不要 
  namaljikljik aya ‘en i-qumaqan…  
  糾纏不清 說 我 在-家裡面…  

  
(我在家裡面這樣的說：在開始學習的地方，我們依循您們的祭儀

文化的道路，祈求神靈們能在儀式過程驅除所有障礙) 
 
從這段話的 nu-djemalan-anga 字面意為「您們的-路上-了」，若我們仔細看後文

有一段話是 tu tja palisiyan「向我們的祭儀文化」，這裡的祭儀文化是指習巫儀式。由

此可得知祭告者的意思是說：「我們依循您們曾走過的路」，即我們走在您們曾習巫

的過程。此例我更可以瞭解 nu-djemalan「您們的-路上」，即習巫的過程。經過宣示

習巫決心之後，接著就是 kilingedjelj「昇立女巫」儀式，在昇立女巫儀式之前，女巫

必須會背頌九段基礎經文和祈福經文。我們在基礎經文的第六段和第九段也會聽到

djalan「路」一詞的運用方式，如(34b、c)所示： 
 

(34) b. ari tja su-cikel-ay nu tja djalan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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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們 您返回去 若 我們的 路 若 
  tja tjatjuladan    
  我們的 經文的順序    
  (走吧！我們返回去您、若我們的路、若我們的經文順序) 

 
例(34b)是基礎經文的第六段的一小段，此一小段意旨重返前人的所經歷的道

路，由這條路瞭解前人所經歷的事情。也就是說，它以djalan「路」一詞來表示「經

文」，指習巫者順著這些先人所創造的經文唸頌，經由唸頌的過程回顧、理解這些先

人所創造的經文的含意。當習巫者在唸頌、回顧、理解的同時，其意味著習巫者正

走在與先人同一條的路上，因此在第九段的前一小段出現 kitadjalan「同一條路

上」一詞，例(34c)： 
 

(34) c. tja patjekauljadan nau ticinunan i yamaya kitadjalan 
  較 到達天庭 連接詞 巫師 在祂說的 同一條路上 
  (依照先人巫師祂所說的經文到達天庭...) 

 

例(34c)是基礎經文的第九段的某一小段落大意旨我們依循先人巫師所指的道路

而到達天庭。習巫者依照歷代巫師唸的經文，表示習巫者與先人巫師是在同一條道

路上。於是先人巫師將這位同道路上的習巫者帶至天庭，奉告天庭，其引申為初學

習巫的階段的完成，即立巫儀式的背誦儀式完成之意。另外，第三階段的

kisan tjinganguruc「另立門戶」儀式和第四階段的 kisan kadraringan「成為首席女巫

師」儀式，筆者未參與過此儀式，因此無搜集到在該儀式所使用的語言。不過，從

上面的論述我們可得知 djalan「路」一詞在習巫當中可表示「經文」和「習巫的過

程」之意。而習巫的過程和經文都如同「路」一樣有：起始地─路途中─目的

地，如表 3-13 所示： 
表 3-13 習巫是 djalan「路」 

來源域 結構形式 目標域 隱喻語言表達 
路  祭儀  

起始地 起始地→經文的開頭 
宣示 
儀式 

nu-djemalan-anga 
「走在您們的路上了」 

路途中 路途中→經文的內文 
背誦 
經文 

tja-djalan 
「我們的路」 

目的地 目的地→經文的結尾 
昇立 
女巫 

kitadjalan 
「得到同一條路」 

 
綜合上述，其實我們不難發現 djalan「路」一詞是不斷出現於祭祀詞中，如 tja-

djalan「我們的路」、kitadjalan「取得同條路」、nakitju-djalan「已經是不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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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djemalan「走在路上」以及 nadjemalan「已經走在路上了」等詞彙。這些祭祀

詞彙都是字面語意，當我們從路的結構來解析會得知 djalan「路」，從中得知路不單

只是路的概念，它包含著：儀式、靈魂、習巫、經文等衍生語意。也就是說，在祭

祀詞彙中，路是儀式、路是靈魂、路是習巫、路是經文等認知的概念。 

3.4 小結 

本章節是從實體隱喻、方位性隱喻、結構性隱喻等三個認知型態去分析祭祀詞

彙中一詞多義的現象。在實體隱喻的部分，筆者劃分實體、擬人、轉化三個部分為

討論。在祭祀語言中，常以植物、動物、自然物、物品、顏色、數量等實體的特性

來表達祭祀詞彙；也用人的行為、人的情緒以及身體狀況來理解祭祀詞彙的運

用。除了實體隱喻之外，筆者還發現以轉喻來表達祭祀詞彙的抽象概念。經由對實

體譬喻解析的過程之後得知祭祀詞彙的語意建構不僅來自於人類的身體經驗之

外，它還根基於人類對生活周遭的認知與體認。人們在面對龐雜的世界萬物進行瞭

解之時，不僅限於實體的特性而已，我們還能從方向的概念來理解這世界抽象的概

念。然而，我們對方位的概念是立基於肉體的經驗以及文化背景所產生的結果。因

此，我們才能借由對方位的體認來表示祭祀詞彙抽象的概念，如以上、下、左、右

的方向來理解祭祀詞彙中的好與壞、生與死等抽象的概念。另外，當我們進行對抽

象的概念進行理解之時，亦可經由一個結構清楚且界定分明的概念來理解，如時間

是金錢、食物是思維等。筆者在祭祀詞彙中以實體djalan「路」的結構來理解祭儀的

順序以及祖神靈的排序。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從祭祀語言得到一個結果，如圖 3-13 所示。那就是人的身

體經驗和外在社會環境歷經漫長的接觸後，我們會將抽象的概念賦予形體化，因此

一個詞彙它會產生有許的語意，即一詞多義的現象。所以當我們在分析祭祀詞彙之

時，我們不但能觀察排灣族人對生活環境的認知，亦能理解排灣族人對儀式的思維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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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土坂宇宙觀 

【i kacawan 人界、中界】 qumaq(家) 

kadjunangan 土地 
ljaveq、tagaw 海 

cawcaw(人) 

qadu(山) 

vukid(森林) 

qadaw a naqemati 

創造宇宙萬物之神 

 【i pidi 創造生命處】 
 

Tjagaraus(大武山神)  

Saljemedj(創造祭儀之神) 

Saljangausan (口吃之神) 

Ljaljumedj(水神) 等等眾神 

【創造人間的眾神】 

kusalasaladj (我的靈界巫友) 

kudravadrava(我的靈界巫友)  
【謹有巫者有這兩種朋友】 

    

【 
i vavaw 

上
界
、
神
靈

【tjari teku 最下方】 

未安置的靈 

ika-pacengceng(不應該的靈 )、 ika-

maruwa(不對的靈)、namatitim(意外

死的靈)等靈魂。 

【非善

靈、惡靈

 

【自己的爺爺奶

奶、爸爸媽媽等親

屬】 

mareka vuvu(這些祖先們) 

mareka matjaljaljak(這些親屬們) 

已安置的靈 

a tja sangasangas、a tja sevalivaliten
、tja sumusumusen 

【先人、替患者、依循

者→祖祖靈、祖先】 

【i makalizeng 冥界】 
 

【
 iteku 

下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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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本研究是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的實體隱喻、方向隱喻、結構隱喻三個隱喻去解

析祭祀詞彙抽象的概念，並且去解釋這些語言現象。以下分三個小節分別討論第一

節是針對研究的內容作一個回顧與整理；第二節是指出本篇論文的貢獻與缺失；最

後第三小節則是提出往後可能研究的方向。 
 

4.1 回顧與發現 

本論文的第一章，主要說明研究的動機和目的，然後回顧過去研究排灣族的祭

儀、語言兩個區塊的相關研究，經由文獻的爬梳筆者發現過去的資料多半是針對儀

式的內容、歌謠、演變等討論，較少針對祭祀詞彙進行討論。基於此，促使筆者長

期間隔的回到土坂部落蒐集、調查、紀錄祭祀詞彙。 
在第二章的部分，筆者把蒐集和紀錄的祭祀語料彙整後，以構詞學解析祭祀詞

彙，解析過程中得知祭祀詞彙有單純詞、複合詞、重疊詞、衍生詞這四種構詞形

式，其中衍生詞最為豐富。從分析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先人創造祭祀詞彙並非任意

武斷的，他們會採用對植物的形狀、顏色、特色的認知，適切的表達於祭祀詞

彙，如 taquv「蘑菇帽」來表示家屋，又如 pakavesungay「檳榔花開的樣子」來達開

放 集 體 狩 獵 等 ； 會 以 動 物 與 昆 蟲 牠 們 外 在 的 特 色 來 表 達 祭 祀 詞 ， 如

quljimamaraw「彩虹吉丁蟲」來表示榮耀、名譽等，甚至以人類身體的情緒、狀況

等使用於祭祀詞，如 semupaljiq「去除糞」來表示除穢之意等。因此，產生詞彙多義

的現象，然而要理解構成祭祀詞彙一詞多義現象的因素，若僅以構詞學的角度去理

解是有限的，如祭祀詞彙的 kakizaquan 一詞，起先我們會知道它的詞根是 zaqu「無

患子」加上前綴 ki-衍生為 kizaqu「取得無患子」，再加上環綴 ka-...-an 衍生為 ka-
kizaqu-an「真正獲得無患子」。經由解析之後，我們得知 kakizaquan 的是「真正獲得

無患子」之意，可惜的是構詞法它無法解釋到在祭祀詞彙的「巫師、女巫」等的語

意。因此，筆者將祭祀詞彙的結構視為對於排灣族詞彙的基本的認識，然後再從認

知語言學的角度解析詞彙多義的現象。 
因此，在第三章的部分，以 Lakoff and Johnson(1980)的認知語言學的實體譬喻

(包含隱喻與轉喻)、方向隱喻以及結構隱喻等三種型態來分析土坂祭祀詞彙的隱

喻。經由三個隱喻分析後得知詞彙的語意、定義以及擴展義等全出自於人類自身的

經驗、人與環境長期的互動之下的結果。如祭祀詞彙的實體隱喻的 viyaq 一詞，它具

有「祭葉、儀式」的兩種語意，「祭葉」是它基本的語意，viyaq 是我們在祭儀不可

缺少的祭祀器具，不管儀式的大小都是要有 viyaq 才能夠執行，所以我們以它在祭儀

不可缺法與功能性來表示儀式之意。又如祭祀詞彙的 ljivakung「文珠蘭」是一種植

物，但是我們取它外在的特徵來表示新生命，因此， ljivakung 一詞包含「文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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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新生命」等語義，這些都是由我們對實體外在的特色、特性等的概念來表示抽

象的概念。祭祀詞彙還會以方向來表示抽象的宇宙、靈的概念，如左是壞、右是

好、上是祖靈、下是惡靈等這些都是方位性隱喻。另外，也運用實體的結構來表示

抽象的概念，如djalan「路」一詞，以我們對路的結構來理解儀式、靈的結構。透過

祭祀詞的隱喻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隱喻是普遍的運用在祭祀詞彙中，而我們賴於身

體的經驗以及對任何事物的理解來表達祭祀詞彙。另外，筆者也發現我們會以身體

的動作來表示祭儀的名稱，如 kilingedjelj 「豎立著」來表示晉升女巫儀

式、pacemavu「包起來」來表示女生成年禮、ljemamecaw「用清澈、乾淨的水」來

表示重生儀式等。由此可見，先人創造祭祀詞彙的都是根基於我們所處的生活環境

以及自身經驗而形成的，因此當我們以概念隱喻解析祭祀詞彙的同時，我們也在理

解排灣族人的思維模式。 
 

4.2 貢獻與缺失 

一直以來我們都對祭祀語言感到陌生且難以理解的，因為祭祀語是部落特定身

分-女巫所使用的語言，女巫們透過這祭祀語言進行任何儀式。然而，為了解除大家

對祭祀詞彙的艱深難懂的認知，所以本文先以構詞學的方式解析祭祀詞彙的構

造，在解析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祭祀詞彙不僅只有單一語意，而是有多種的語

意。因此，在第三章以認知語言學的概念譬喻解析祭祀詞彙的一詞多義的現象，從

中我們不僅得知先人所建構的祭祀詞彙都是立基於自身的經驗與生活周遭來表達於

祭祀詞彙中，我們還能透過祭祀詞彙中理解出排灣族人對事物認知系統和思維模

式。 
從祭祀詞彙分析的過程中，不但理解先人創造、運用詞的思考方式以及語言義

涵，在這當中也見證了先人的智慧。但是礙於自身語言學識能力不足，論文內容還

有很多待改善的地方，待日後繼續專精深入討論。最後，希冀本篇論文的完成有拋

磚引玉之用，不但能分享給部落族人，可以使族人更瞭解祭祀語言背後所隱藏的文

化義涵，並且能引起大家對母語的重視然後保存下來。 
 

4.3 後續的研究方向 

由於研究時間、研究方法的限制，故本篇論文仍有繼續研究的空間，以下筆者

提出三點可供後續研究的方向： 
 
(一)、本論文在解析祭祀詞彙的構詞時，發現並非僅有詞素構成詞彙變化的原由，它

有 可 能 是 音 韻 關 係 才 構 成 的 ， 如 kaki<y>avang 「 祈

求」、kaqunuqunu<w>an 等。還有祭祀詞的句子與排灣族的句法完全不相

同，如祭祀詞常以兩個相近的詞彙構成一個句子，這是有別於我們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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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表達的方式。由此可得知祭祀詞彙與非祭祀詞彙是有所差別的，因此筆

者後續將以語言學討論祭祀詞彙的音韻、詞序、格位標記、人稱代名詞、句

法結構、焦點系統等。 
 
(二)、在田野調查時，根據耆老們所言有很多祭祀詞彙已經逐漸消失不見了，舉例來

說以 siniqaleqalev「用豬油沾到某個物品」來表示增強靈力、加持之意；以

vunavun「穀類或牧草的苗」來表示頭目的親屬；以 veqveq「防風林」來表示

頭目的忠心家臣；以 tarang「保護武器」來表示祭拜過的護身符等，這些詞

彙都是以實體來隱喻，這將是筆者後續將朝向採集語料和分析的方向。 
 
(三)、對土坂人的祭祀語言各方面的理解之後，嘗試與非祭祀詞彙相互比對兩者之間

相同與差異處，如此一來能更具體的掌握排灣族語。對排灣語言有通盤性的

認識之後，再進行跨語言的對比研究，相信能發現更多有趣的語言現象。 
 

  



107 
 

參考文獻 

一、外文 

Raleigh,Ferrell(1982). Paiwan Dictionary.pacific linguistics C-73.Canberra:Pacific 

Linguistic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gli, Hans(1990).  Paiwangrammatik《排灣語法》 . Ph.D.thesis, Germany：university of 

Wiesbaden. 

Egli, Hans(2002). Paiwan Wörterbuch: Paiwan-Deutsch, Deutsch-Paiwan [Paiwan dictionary: 

Paiwan-German, German-Paiwa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in German] 

Tang, Chih-chen Jane,Yung-li Chang, and 

Dah-an Ho(1998). On noun phrase structures in Paiwa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28(3):335-384. 

Tang, Chih-chen Jane(1999). On clausal complements in Paiwan. I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ed. by 

Elizabeth Zeitoun and Paul Jen-kuei Li, 529-578. Taipei: Academia Sinica. 

Tang, Chih-Chen Jane(2002).  On nominalization in Paiw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2):283-333. 

 

二、中文 

(一)專書 

陳康、馬榮生，《高山族語簡志(排灣語)》，北京：民族，1986。 

喬治·萊科夫著、梁玉玲等譯，《女人、火與危險事物：範疇所揭示之心智的奧秘

上、下》，台北市：桂冠，1994。 

張秀娟，《排灣語參考語法》，台北：遠流，2000。 

童春發，《台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曹逄甫、蔡立中、劉秀瑩，《身體與譬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台北：文鶴，

2001。 

吉村公宏，《シリーズ認知言語学入門(第２巻)認知音韻‧形態論》，日本東京：大

修館書店，2003。 

黃應貴，《物與物質文化》，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4。 

蘇以文，《隱喻與認知》，台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5。 

周世箴譯，《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台北：聯經，2006。 

譚昌國，《排灣族》，台北：三民，2007。 

戴慶廈，《社會語言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蘇以文、畢永峨，《語言與認知》，台北：台大出版中心出版，2009。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北：聯合文學，2010。 



108 
 

洋介籾山，《認知言語学入門》，日本東京：研究社印刷株式會社，2010。 

胡台麗、劉璧榛主編，《台灣原住民巫師與儀式展演》，台北：中研院民族

所，2010。 

胡台麗，《排灣文化的詮釋》，台北：聯經，2011。 

鄭漢文，《傾聽、發聲、對話：Maljeveq：2013 台東土坂學術研討會記事》，台東

市：東台灣叢刊，2014。 

 

(二)博碩士論文 

朱連惠，《排灣族五年祭與文化認同》，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

所，2007。 

唐翎，《臺灣南排灣族 pulingau(巫師 )動作分析研究–以屏東縣春日鄉古華

村 sawais (馬芳蘭  女士 )為例》。台中：國立台灣體育大學體育舞蹈學

所，2008。 

潘君瑜，《屏東縣牡丹鄉排灣族祭祀經文語言結構及文化意涵之研究》，高雄：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2009。 

巫化‧巴阿立佑司，《神靈之路：排灣人祭儀經語（kai）之研究》，國立台東大學南

島文化研究所，2009。 

黃緯晨，《佳興排灣語動詞構詞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2012。 

林秀蘭，《東排灣巫文化的延續與變遷：以土坂村 Patjalinuk 頭目家族為例》，台

東：國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所，2015。 

包惠玲，《當代東排灣族 patjaljinuk 頭目家一位 pulingau 傳人的儀式實踐》，台東：國

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所，2015。 

 

(三)期刊、研討會 

鄧育仁，〈生活處境中的隱喻〉，《歐美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第三

十五卷第一期，頁 97-140，2003。 

譚昌國，〈袓靈屋與頭目家階序地位；以東排灣土坂村 patjalinuk 家為例的研究〉，發

表於「物與物質文化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111-169，2004。 

童春發，〈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現：排灣族為例〉。發表於「當代情境中的巫

師與儀式展演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  

謝健雄，〈當代台灣漢語慣用轉喻：認知語言學取徑〉，《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第

四卷，第一期，頁 55-57，2008。 

譚昌國，〈當代排灣族頭目權威的建構：以土坂村Patjalinuk頭目家為例〉，《原住民自

然人文期刊》創刊號，頁 145-176，2009。 

胡正恆、何德華，〈達悟魚名的生態體現和認知語意〉，發表於「跨國原住民研究與

生態研究工作坊」，台中：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頁 187-228，2012。 



109 
 

邱湘雲，〈客家話人體詞語隱喻及轉喻研究〉，發表於「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

究計畫」，2012。 

素伊‧多夕，〈從 inlungan 看復興鄉賽考列克泰雅語的隱喻〉，發表於「2014 全國原

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嘉義：國立嘉義大學，頁 77-116，2014。 

許韋晟，〈太魯閣語方位詞的空間概念研究─以意象圖式和原型範疇理論圍分析觀

點〉，《清華學報》，新 44 卷，第二期，頁 317-350，2014。 

羅沛文，〈賽德克語身體詞彙的概念隱喻分析研究─以認知觀點出發〉，發表

於「2015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入選論文」，嘉義：嘉義大學，頁 87-

113，2015。 

 


	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動機
	1.2先行研究
	1.2.1土坂的祭祀語言
	1.2.2認知語言學的運用

	1.3研究方法
	1.3.1.語料來源
	1.3.2.研究區域
	1.3.3 研究對象

	1.4論文架構

	第二章 解析祭祀語言的構詞與語意
	2.1 祭祀語言的構詞
	2.1.1單純詞
	2.1.2複合詞
	2.1.2.1複合詞結構
	2.1.2.2連接詞的複合詞結構
	2.1.3重疊詞
	2.1.3.1完全重疊
	2.1.3.2部分重疊
	2.1.3.2.1形成地名
	2.1.3.2.2動作處所
	2.1.3.2.3稱謂
	2.1.3.2.4物的名稱
	2.1.3.2.5互相

	2.2 衍生詞
	2.2.1衍生詞的形式
	2.2.2衍生前綴
	2.2.2.1前綴i-
	2.2.2.2前綴ika-
	2.2.2.3前綴ka-
	2.2.2.4前綴kamaru-
	2.2.2.5前綴katja-
	2.2.2.6前綴kemasi-
	2.2.2.7前綴ki-
	2.2.2.8前綴kisan-
	2.2.2.9前綴kisu-
	2.2.2.10前綴kitju-
	2.2.2.11前綴ku-
	2.2.2.12前綴lja-
	2.2.2.13前綴lje-
	2.2.2.14前綴ljiya-
	2.2.2.15前綴ma-
	2.2.2.16前綴maljiya-
	2.2.2.17前綴mareka-
	2.2.2.18前綴maya-
	2.2.2.19前綴masu-
	2.2.2.20前綴mi-
	2.2.2.21前綴na-
	2.2.2.22前綴niya-
	2.2.2.23前綴nu-
	2.2.2.24前綴pa-
	2.2.2.25前綴pi-
	2.2.2.26前綴pu-
	2.2.2.27前綴qa-
	2.2.2.28前綴sa-
	2.2.2.29前綴seman-
	2.2.2.30前綴semu-
	2.2.2.31前綴se-
	2.2.2.32前綴si-
	2.2.2.33前綴su-
	2.2.2.34前綴ta-
	2.2.2.35前綴tja-
	2.2.2.36前綴tjalju-
	2.2.2.37前綴tju-
	2.2.2.38前綴tu-/tua-
	2.2.3衍生中綴
	2.2.3.1中綴<ar>
	2.2.3.2中綴<em>
	2.2.3.3中綴<en>
	2.2.3.4中綴<in>/-in
	2.2.4衍生後綴
	2.2.4.1後綴-a’en
	2.2.4.2後綴-anga
	2.2.4.3後綴-angata
	2.2.4.4後綴-an
	2.2.4.5後綴-en
	2.2.4.6後綴-itjen
	2.2.5衍生環綴
	2.2.5.1環綴ka-...-an
	2.2.5.2環綴<in>-...-an
	2.2.5.3環綴pu-...-an
	2.2.5.4環綴sa-...-an

	2.3小結

	第三章 祭祀語言的隱喻
	3.1實體譬喻
	3.1.1實體與物質隱喻
	3.1.1.1以動物隱喻
	3.1.1.1.1 qayam「小鳥」
	3.1.1.1.2 quljimamaraw「彩虹吉丁蟲」
	3.1.1.2以植物隱喻
	3.1.1.2.1 viyaq「祭葉」
	3.1.1.2.2 zaqu「無患子」
	3.1.1.2.3 taquv「蘑菇帽」
	3.1.1.2.4 ljivakung「文珠蘭」、kudikudis「香蕉嫩芯」
	3.1.1.2.5 tjeves「甘蔗」
	3.1.1.2.6 pakavesungay「檳榔花開的樣子」
	3.1.1.3以物品隱喻
	3.1.1.3.1 leklek「麻繩」
	3.1.1.3.2 laljing「水管」、tuzung「連接處」
	3.1.1.3.3 vatjuljayan「鐵」、ratip「火柴棒」
	3.1.1.3.4 qumaqan「家裡面」
	3.1.1.3.5 tavitavi「祭壇」
	3.1.1.4以自然隱喻
	3.1.1.4.1 tjagaraus「大武山」、qedat「邊界」kadjunangan「土地」、kalevelevan「天空」
	3.1.1.4.2 qemuvulj「自然湧出」、veniqeviq「波浪」
	3.1.1.4.3 qadaw「太陽」
	3.1.1.5以顏色隱喻
	3.1.1.6以數量隱喻
	3.1.1.7以尺寸隱喻
	3.1.2擬人化
	3.1.2.1 sevalivaliten「被替換」、sumusumusen「被輪替」
	3.1.2.2 puvaljaw「結婚」、puljivak「留心」、kakudan「行為」
	3.1.3轉喻
	3.1.3.1 vangavang「玩」
	3.1.3.2 zazaw「看守」、ljizaw「觀看」
	3.1.3.3 qaung「哭」
	3.1.3.4 quljis「顛倒」、cepelivan「翻轉」、venelikadan「翻轉」
	3.1.3.5 pulaw「酒醉」、vusuk「檳榔暈眩」
	3.1.3.6 ciruq「懷孕」、paljiq「糞」
	3.1.3.7 susuin「沿著」
	3.1.3.8 naljiqu「容貌」
	3.1.3.9 quvalj「毛、頭髮」

	3.2方位隱喻
	3.2.1好、壞之靈
	3.2.2人神界觀

	3.3結構隱喻
	3.3.1儀式是djalan「路」
	3.3.2靈魂是djalan「路」
	3.3.3習巫是djalan「路」

	3.4小結

	第四章 結論
	4.1 回顧與發現
	4.2 貢獻與缺失
	4.3 後續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