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太巴塱部落之歷史發展及其傳統信仰 

 

第一節　 太巴塱部落之地理與人文環境 

 

一、地理位置 

Tapalong（太巴塱）部落位於花蓮縣中部的光復鄉境內（圖一），其為花蓮溪

與馬太鞍溪所沖積的富庶平原地帶。東倚豐濱鄉，西臨萬榮鄉，南銜瑞穗鄉，北

連鳳林鎮，而行政區域包括有東富、西富、南富與北富四個村（圖二），又稱為

「富田地區」，主要是希望這裡「稻作富饒」。Tapalong部落除了其本身的大聚落

外，在其周邊的Sado(沙荖)、 ＇ Atomo(阿德模)、Kalotongan(加禮洞)三個小社亦包

含在其內，前者屬於南富村，後兩者則隸屬於東富村，所以可以說是全台灣最大

的原住民部落之一。至於部落名稱的由來有兩種說法，其一是阿美族語稱「下山」

為Masofolong1，後人訛其首音為Tapalong。另一種則是主要取自阿美語中「白螃

蟹」之意2，主要乃是古早時有許多的白螃蟹在部落裡生存，因而取其諧音來命

名。 

 

二、地形、地質與土壤 

Tapalong 部落之地勢較為平緩，東近海岸山脈，西靠中央山脈，地處兩大山

脈之間，山勢之海拔較低（約 600 公尺以下），而於西部河川地區有較廣且平坦

之河谷平原。 

    在地質方面，根據東部地區地質圖及山地農牧局編印「山坡地土壤調查報告」 

                                                 
1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合著，《台灣原住民史 阿美族史篇》。南投市 :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2001，頁 108。 
2 白螃蟹在阿美語又俗稱「Afalong（阿發朗）」。以往太巴塱部落在Ilisin過後都會到河邊去抓魚，

據說有一年剛好三、四個月都沒有下雨，河水乾枯，魚群死亡，那時只抓到白色的螃蟹，而這

些螃蟹都是靠近河邊濕地挖洞穴居住，且體質上十分耐旱，因此沒有滅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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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花蓮縣光復鄉位置圖。 

資料來源：臺灣省政府民政廳編印，《山胞農村土地利用及社區發展綜合規劃—

　 　     八十二年度花蓮縣光復鄉富田地區》，頁 1-6。 

 

圖二  花蓮縣光復鄉富田地區（亦即 Tapalong 部落）位置圖。 

資料來源：同上，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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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析，本區之地質屬於都巒山層之更新世的台地堆積（以礫石、土和砂為主要

成份）及現代的沖積層（如圖三所示）3。 

 

圖三  富田地區地質分析圖 

資料來源：臺灣省山胞行政局，《八十二年度花蓮縣光復鄉富田地區山胞農村土

地利用及社區發展綜合規劃》，頁 2-6。 

 

                                                 
3 臺灣省政府民政廳，《山胞農村土地利用及社區發展綜合規劃—八十二年度花蓮縣光復鄉富田

地區》，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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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台地堆積 

    台地堆積多屬由未膠結的礫石夾在其中，較平緩的砂質或坋砂質凸體組成，

礫石層一般都呈土黃色。 

２、現代沖積層 

    本地層由粘土、粉砂、砂和礫石組成的沖積層，多分佈於沿海地區及河流的

氾濫平原。 

    本區的土壤以本島火成岩石質土、片岩淡色沖積土及本島火成岩泥岩混合黑

色土為主4。 

 

三、氣候 

　  由表一可知，近三十年之資料顯示看來，Tapalong部落年平均溫約為 23.3℃；

平均最冷月（一月）的月均溫約為 17.8℃，平均最熱月（七月）月均溫約 28.4℃；

歷年來絕對最高溫多出現於 7月，最高溫度約 31.8℃，而絕對最低溫則多出現於

12、1、2 月，最低溫約 15.1℃，平均年溫差為 10.6℃，氣候溫和，因此在氣溫上

大致屬於副熱帶氣候5。 

由表二所示，Tapalong部落全年各月均有降雨，且年平均降雨量為 2157.0 公

釐，全年無乾季存在。4～5 月間會出現驟雨，此為梅雨季節。每年的最大降雨

量多集中於 9、10 月，約為 355 公釐左右，此為颱風季節，而在冬季則較為乾燥。

至於在相對濕度方面約 78%，屬於高濕度地區。因此，此地區也屬於季風型氣候

6。 

                                                 
4 臺灣省政府民政廳，《山胞農村土地利用及社區發展綜合規劃—八十二年度花蓮縣光復鄉富田

地區》，頁 2-7。 
5 當一月月均溫＞18℃，屬於熱帶氣候；0～18℃，屬於副熱帶氣候；＜0℃，屬於溫帶氣候。（引
自：《93 學年度社會科第一冊》，南一出版社，頁 86～87。） 
6 當年雨量＞500 ㎜，為季風型氣候；250 ㎜～500 ㎜，屬於草原型氣候；＜250 ㎜，屬於沙漠型

氣候。（引自：《93 學年度社會科第一冊》，南一出版社，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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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平均溫度（℃） 平均最高溫(℃) 平均最低溫(℃) 

01 17.8 21.0 15.1 

02 18.0 21.1 15.5 

03 20.1 23.3 17.4 

04 22.7 26.0 19.8 

05 24.9 28.2 22.2 

06 27.1 30.3 24.2 

07 28.4 31.8 25.2 

08 28.0 31.6 24.9 

09 26.7 30.3 23.8 

10 24.6 28.0 21.8 

11 21.9 25.1 19.2 

12 19.2 22.4 16.5 

合計 23.3 26.6 20.5 

表一  花蓮測站 1971～2000年每月平均溫度統計表。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花蓮測站 

 

四、風向、日照 

    根據中央氣象局花蓮測站的資料，此處夏季多為西南風，冬季多為東北風，

於 7～11 月會出現較強之東北陣風，這兩季皆為Tapalong部落帶來充沛的雨水。

每月平均日照時數約 147 小時7，因此，一年四季的日照十分充足，農作物四時

皆可生長。 

 

                                                 
7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網頁，http://www.cwb.gov.tw/V4/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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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相對濕度（％） 平均降雨量（㎜） 平均降雨日（天）

01 77 71.9 15 

02 79 99.9 16 

03 80 86.6 16 

04 80 96.1 16 

05 82 195.0 18 

06 82 219.6 13 

07 79 177.3 8 

08 79 260.6 11 

09 79 344.3 13 

10 78 367.4 14 

11 76 170.6 13 

12 75 67.7 12 

合計 78 2157.0 165 

表二  花蓮測站 1971～2000年每月相對濕度與降雨量統計表。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花蓮測站 

 

五、水文 

    富田地區之主要河川為花蓮溪，其餘各溪如巴奴溪、羅莫溪、麗杭溪、馬達

娜溪、麗太溪、達莫溪、馬衛溪、馬佛溪、嘉農溪等，則分別與花蓮溪合流而注

入太平洋。於東富村之東南方有二水庫一浚哪水庫及安富水庫，而南富村、西富

村亦有一些零星水池之分佈8。由此可見，這地區水資源豐富，一方面利於農耕，

二方面利於水力發電，很適合部落的形成。 

                                                 
8 臺灣省政府民政廳，《山胞農村土地利用及社區發展綜合規劃—八十二年度花蓮縣光復鄉富田

地區》，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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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傳統農業 

    糧食作物以稻米、紅糯米、箭竹筍、黃藤心為主，經濟作物是甘蔗、檳榔、

果樹、蔬菜等。依據氣候上的分析，此地區的氣候很適合這些農作物的生長，一

年收穫三次。然而，農作物是部落食物及經濟的來源，因此這些農作物主要分佈

在現今的沖積層平原地區，與 Tapalong 部落主要分佈的地區相當地吻合。 

 

七、人口 

Tapalong 部落現有 67 個鄰（表三），四個村加起來實際住戶有 1450 戶，總

人口數 5093 人，平地原住民約佔五分之四，僅有少部分的山地原住民與漢人居

住於此，四個村以東富村人口略多。部落內溝通主要以阿美語為主，甚至連居於

此地的漢人也會說阿美語。 

阿美族傳統上屬於母系氏族的社會制度，以往都是女重男輕，生女孩的現象

多於男孩，但根據下表中之男性、女性的人口數來看，男性比女性人口數約多四

百五十人，這顯示出受到漢族父系社會的影響，已漸漸擺脫早期的傳統文化觀念。 

 

村里別 戶數 鄰數 人口數 
男性 

人數 

女性 

人數 

平地 

原住民

山地 

原住民 

北富村 343 14 1192 662 530 974 5 

西富村 400 18 1334 713 621 917 15 

東富村 380 21 1421 800 621 1193 11 

南富村 327 14 1146 597 549 1005 15 

總計 1450 67 5093 2772 2321 4089 46 

表三  九十三年八月富田地區戶數、人口數統計表。 

資料來源：係整理自「花蓮縣光復鄉戶政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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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根據光復鄉戶政事務所的資料，從民國八十四年至九十二年止，將

Tapalong 部落的出生率、死亡率與自然增加率整理如下（表四）： 

　  出生率＝（每年出生人口數 ／ 人口總數） ×1000 

　  死亡率＝（每年死亡人口數 ／ 人口總數） ×1000 

　  人口自然增加率＝ 【（出生數－死亡數）／ 人口總數】 ×1000 

 

年別 出生數 死亡數 出生率 死亡率 自然增加率 

84 114 55 19.0 9.1 9.8 

85 97 64 16.1 10.7 5.5 

86 124 57 20.8 9.5 11.2 

87 65 46 11.2 7.9 3.3 

88 70 59 12.5 10.6 1.9 

89 71 55 13.0 10.0 2.93 

90 66 50 12.4 9.4 3.0 

91 42 63 8.0 12.0 -4.0 

92 32 30 6.1 5.7 0.4 

表四  太巴塱部落歷年人口出生率、死亡率及自然增加率。 

資料來源：花蓮縣光復鄉戶政事務所 

由此觀之，在民國 86年時，出生率達到最高峰（20.8％），但在後來就一直

呈現下降的趨勢，在 92 年更降至歷年的最低點（6.1％），這現象和經濟不景氣

有相連帶的關係；死亡率大致上趨於平穩，但在 91年比例大增（12.0％），經筆

者田野調查研究之詢問下得知當年有許多的意外事件而導致死亡率攀升，92 年

後又降至最低（5.7％），這顯示部落裡對於健康的觀念已有上昇的趨勢；其人口

自然增加率在 86年到達顛峰後，就有逐漸降低的趨勢，但在 91年時呈現負成長

的比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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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濟型態 

傳統上，山地農村的經濟來源，主要是靠狩獵與耕種，屬於刻苦耐勞且自給

自足的生活模式，甚少與外界有經濟上的往來。現今資訊交通之便利，與外界的

接觸頻繁後，造成部落裡年輕人都大量地外流，而留在部落裡的男子主要以農

業、木工為多，在工廠工作者也有一些；女子大多是跟隨丈夫一起工作或在工廠

當女工。因此，主要住在部落內的以老人、婦女與小孩居多，主要乃靠水稻種植

為生活的主食，但經濟的來源主要還是靠年輕男女的工資所得。 

 

九、文化特色 

Tapalong在工藝方面的特色，主要有木雕、陶藝、藤編、布編與皮雕，在木

雕與製陶方面頗為尤重。木雕主要是記錄生活與表達情感的憑藉，特別在Kakitaan

（祖祠）上面的雕飾9，有部落的神話傳說、遷移歷史等故事，而文化藝術者則

將這些文化藉由雕刻出來的圖飾、花紋予以呈現出來。 

至於在陶藝方面，其歷史頗為悠久。大約在 50～70 年代時，是這裡的窯業

高峰期10。傳統上，這裡的陶器製作方法有兩項特徵：第一，完全以拍打成型，

沒有拉坯的技巧。第二，燒製陶器是婦女的傳統工作，男人不得參與，作品崇尚

自然、樸實、純真的人性表現11。之前在部落裡的Saksakay（文化發祥地）中挖掘

出許多的陶片遺跡，可證明其先祖就已有此技術而流傳至今。陶器的成品多為酒

甕、陶瓶與祭器等，尤其以Cikawasay（巫師）的祭器最為多種12。 

                                                 
9 關於Kakitaan（祖祠）的介紹，在後面的論述會加以說明。詳細說明請參閱：任先民，〈花蓮縣

太巴塱阿美族的祖祠〉《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期。台北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1958，頁 79～106。 
10 有關太巴塱陶藝之詳細說明，請參閱：石磊，〈太巴塱的製陶工業〉《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集刊》，第 10期。台北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0，頁 85～126。 
11 《太陽伊娜的故鄉—太巴塱部落文化導覽手冊》，未出版，頁 23。 
12 Cikawasay（巫師）一詞主要由三個字根結合起來。ci-表示「有、擁有」之意；kawas表示「神

靈」之意；-ay表示「一件事物或行動的人」。整個意思也就是「擁有神靈的人」，是神靈與人類

的中界者。（參閱：顧向前、博利亞合著，《O CITIG NO AMIS 阿美語—漢語字典》。花蓮：未出

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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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太巴塱部落之歷史發展 

 

一、阿美族概說 

在現今台灣定名的十三個原住民族群中，阿美族是人數最多的一個民族，人

數大約有十五萬左右，其主要分佈在台灣東部的花蓮和台東兩大平原上，分佈的

地域面積約有二千九百平方公里。種族歸類上其屬於馬來族的一支；文化上屬於

印尼文化型；語言上則屬於南島語系。 

在族群的分類上，早期日籍人類學家鹿野忠雄等人將阿美族由北而南分為北

部阿美群、中部阿美群與南部阿美群這三個部落群。後來人類學家衛惠林又依其

語言、習俗和地域間的差異，將北、中、南這群阿美族細分為五個族群，依次是

南勢阿美（花蓮市附近一帶）、秀姑巒阿美（秀姑巒溪上游一帶）、海岸阿美（海

岸山脈東側）、卑南阿美或馬蘭阿美（台東一帶）與恆春阿美（屏東恆春一帶）。

因此南勢阿美又稱為北部阿美群，秀姑巒阿美與海岸阿美合稱為中部阿美群，卑

南阿美與恆春阿美合稱為南部阿美群。 

由於阿美族大都居住在平原、沿海地區，在歷史的洪流中，因為漢人的大量

移入，同時北面有太魯閣族，附近有布農族，南面有卑南族的襲擊，在文化上受

到漢化的情形較深，也夾帶了一些異質性的文化在內，這是與其他的原住民比較

起來較少有的差異。 

對於自己族群的稱呼，各地區有些不同，像是北部與中部阿美群中，大都稱

自己為〝Pangcah〞13，在南部阿美群則為〝Amis〞14。由於筆者所選定的研究地

點是秀姑巒阿美的光復鄉Tapalong部落15，因此這裡的族人也都以Pangcah來自稱。 

台灣諸原住民族中，阿美族是典型的母系繼嗣的親屬組織，以及由男人所組

                                                 
13 Pangcah主要的意思是「平原」，也有同族、人種的意思。 
14 Amis原是「北方」的意思，這是位於南部的卑南族對於他們的稱呼，久而久之，也就以Amis

來對這個族群的定名。 
15 在秀姑巒阿美中，有四個古老的部落：光復鄉的Fata ＇ an（馬太鞍）、Tapalong（太巴塱）；瑞穗

鄉的Pa ＇ ilasen（拔仔）、Kiwi（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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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Sral（年齡階級）之社會組織基本要素16。女人在家中握有相當大的權力，主

要是從妻、從母居，婚姻制度行「入贅婚」。在部落內的公眾事物上，女性就不

得參與，因此男人的政治權利就只有在這個年齡階級中得以實現。某些社會學家

分析這種社會組織，主要乃是對抗女性的強大勢力而順勢而生的，男性只好以此

為發展而來掌握部落的習俗。 

目前 Tapalong 部落共有 13 個年齡階級組織，五年為一個階層，每個階層都

有其特殊的含意與所賦予的使命（見表五）。1～8 這個階級者稱為Kalas（長老），

9～10 稱為壯年，11～14 則稱為 Kapah（青年）。 

 

級號 年齡階級名稱 年齡別 出生年次(民國) 內涵及意義 

1 Ladio 95 歲以上 前 01～05 一次再一次的努力

2 Maorad 91～95 歲 01～05 像雨一樣滋潤大地

3 Latorom 86～90 歲 06～10 具有領導有所作為

4 Latotoh 81～85 歲 11～15 似火一樣照亮別人

5 Ladiwas 76～80 歲 16～20 負有正義感的精神

6 Lawaw 71～75 歲 21～25 做事秉著正直之心

7 Lawic 66～70 歲 26～30 對事物聰明、敏捷

8 Latomay 61～65 歲 31～35 似熊一樣勇往邁進

9 Lakowa 56～60 歲 36～40 像木瓜般心胸寬大

10 Kalafi 51～55 歲 41～45 當在休閒時要警醒

11 Lacls 46～50 歲 46～50 似小米穗團結一心

12 Lafowa 41～45 歲 51～55 似沸騰之水般熱忱

                                                 
16 「年齡階級」就是當男子到了成年的時候，他必須加入部落的社會組織，主要是以年齡來區

分每一階級。有些部落以七、八年為一個階級，有些則是以五、六年為一個階級。詳細說明請

參閱衛惠林，〈台灣東部阿美族的年齡階級制度初步研究〉《考古人類學刊》，第 1期，1953；劉

斌雄，〈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第八期，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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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way 36～40 歲 56～60 似黃藤般具有韌性

14 Ladio17 30～35 歲 61～65 一次次的接受磨練

表五  太巴塱部落年齡階級表 

資料來源：花蓮縣光復鄉 92年 Tapalong Ilisin 手冊。 

 

雖然部落裡的年輕人大量地外流，但主要其社會組織系統中的年齡階級仍然

持續地運作著，不因為時代的變遷、人口之外流而將其寶貴的傳統文化喪失。大

概從Lakowa以下的階級成員都在外地謀生，平時要全體聚集也不甚容易，每一年

大概只有在Ilisin的時候18，外地工作的族人才會回鄉參加這一年一度的慶典，也

只有在每年的Ilisin時，才會穿上傳統服裝。這時候的階級制度就十分嚴格，若不

穿上傳統服飾，則會被上一階層所指派的Kaka holol（教育者）嚴厲訓斥
19，並用

竹條加以懲罰，同時不能參加Ilisin的舞蹈。所以，在階級制度內的成員大多不敢

不遵守規定，唯恐自己的不服從，而破壞了部落的社會制度。 

 

二、太巴塱部落阿美族之族源歷史 

Tapalong的歷史其實是相當地久遠，是一個小型的文化遺址。從Saksakay那裡

挖掘出來的石棺、石斧、石輪、石錛等來看，大約有三千年左右的歷史。據當地

耆老吳政德先生所記錄的傳說與當地文史工作者的介紹20，Tapalong的祖先是早期

居住在Arapanaypanayan（在今台東市南方）那裡的天神，那是最早一代的神人。

                                                 
17 此階層和第一個階層的名稱是一樣的，因為這一個階層的長者所剩無幾，所以希望新的階層
成員多向第一個階層的長者學習。此外，這個階層主要屬於 30～35 歲的年齡，但 30 歲以下的也

包含在內，主要是更小的成員人數不夠且能力不足，無法Pasafa（劃分）出新的年齡階層。 
18 Ilisin意指Ilisin，多半是中部阿美族普遍採用此名稱。其他各地的稱呼卻有些不同，北部阿美族

多稱Malalikit，東海岸的阿美族稱Malikoda，南部阿美族稱Kaluma ＇ an。而在日據時代，也有不同

的稱呼，日籍學者小泉鐵稱此祭典為「月見記」，古野清人則稱之為「正月季」，台灣省通志將

之稱為「新年祭」，但民國以後則改為「Ilisin」。 
19 Kaka holol在阿美語的本意是「哥哥教育」。這是由上一個階層中選兩位具有領導能力且熟悉文

化的人來擔任教育下一個階層之責任。 
20 吳政德先生，阿美族本名為Looh Lata，年齡階層為Latotoh（81～85 歲），是當地史料記錄的耆

老之一，同時也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友，筆者在田調時的恩人暨重要報導人之一。 

 24



到了第四代有一位名叫Keseng的男人和一位名叫Madabidap的女人生了六個兄弟

姐妹，大哥Dada-kiyolo，二哥Tadi-dafo，三哥Apotok，大姊Doci，小弟Lalakan以及

最小的妹妹Tiyamacan。但是Tiyamacan長得十分漂亮而被海神Vulalakas看上，家人

為了不讓小妹被海神帶走，到處躲躲藏藏，但凡人終究難逃神的控制，最後依然

被海神發現，海神一怒之下興起洪水向陸地沖來，將房舍沖毀將么妹帶走。 

    母親因捨不得離開Tiyamacan，遂化身成aroyay（一種海鳥）每天在海邊盤旋，

父親也爬上山崖的絕壁變成Kadokitakit（蛇木中的一種）守候著大海。這時候

Dada-kiyolo逃往深山避難，後來成為泰雅族的祖先；Tadi-dafo則橫越過中央山脈

到了台灣的西部平原，變成了平埔族的祖先；Apotok遂往南方走，因此成了布農

族的祖先；Doci和Lalakan乘坐著dodan（木臼）在大海中漂泊，漂流到Cilangasan

（位於海岸山脈豐濱至大港口中間最高的山峰）
21。 

    大地這時候只剩下Doci 和 Lalakan，兄妹倆為了繁衍後代，遂結為夫妻。但

婚後卻生出了大蛇、山蛙、蜥蜴、烏龜等爬蟲類動物，夫妻倆非常地傷心。天神

聽到了他們的禱聲，於是便前來幫助他們，使他們生下了三個女兒和一個男孩。 

有一天最小的弟弟外出狩獵時發現新的地方，於是大姊 Cihcih-cidal、三姐

Dadikayan-cidal 以及最小的弟弟 Tahtah-cidal 三位搬遷到 Tapalong 的 Saksakay；二

姐 Pahpah-cidal 因不想往那地方去，於是自己朝向Kiwi 的地方，也就是現在的奇

美部落，成為了當地的祖先（見表六）。由於 Tapalong 的族人和 Kiwi 的族人關係

密切，因此每一年舉行 Ilisin 前，都會派最小的階級到 Kiwi 那裡 Patakaus（報信

息）。 

    後來人口日增，原來的土地耕作已無法供應更多的食物，且居住的地質欠 

                                                 
21 關於高山的發源傳說，各部落的稱呼略有不同。Kiwi與Tapalong皆稱Cilagansan，薄薄社、荳 

　 蘭社稱做 Tatiforacan，Fata ＇ an 稱 Cacora ＇ an。此外，Cilagansan 為 Tapalong 族人而言是祖先的

源頭，所以每年的 Ilisin 前幾天一定要到此山上告知祖先，並在山上立一新火帶回山下，Ilisin

的第一天以此聖火來開始一連串的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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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太巴塱部落族源歷史表 

資料來源：係整理自吳政德先生口語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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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不適合耕種作物，於是在Piharaw時代，族人又從Saksakay之地遷居光復溪右

岸與沙荖溪匯合處另建一聚落，稱Cifangian。住了一段時間，因遇颱風來襲、溪

水暴漲、耕地流失，乃向較高的地方居住，另建一社，名太巴塱，這就是Tapalong

歷史的開始22，也是現在的Tapalong部落現址。 

曾經在經過另一次的洪水之後，天神指示過族人要興建Kakitaan和建立

Sapalngaw（大祭司）制度23，屆時祖先可以保護他們，降福給當地的人平安幸福，

然族人並未聽從天神的指示。此外，剛開始的時候，由於居住分散，無政治上的

領袖與嚴密的組織系統，面對其他部落侵襲也沒有抵抗的能力。後傳到了

Mayaw-kakalawan、Onak-kakalawan兩兄弟時，為使族人團結，以聯合對付外來的

侵略，乃設置頭目，當時稱為Kakitaan 24 。當Cofongan社的人進攻Tapalong，

Mayaw-kakalawan與Onak-kakalawan兩兄弟運用計謀將Cofongan社的人殲滅，砍下

敵人的首級來祭祀祖先、太陽神、月亮神等天神，以祈求部落避免入侵與農作物

的豐收，而主持祭祀的人也稱為Kakitaan，這也就是早期Kakitaan主要兼有政治（頭

目）與宗教（祭司）的職務。這種把世俗權力與神性權力作結合的現象，無論在

東方的古希臘或是西方的古羅馬中是相當普遍的。 

人類學家Frazer在其《金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中指出，當一位巫師從舉

行「個別的巫術」進而轉為舉行「公眾的巫術」時25，那麼即表示這位巫師已經

不完全是個別巫術的施行者，在族人的意識裡他已經是一個公眾巫術的施行者

了。當部落的福利被期望且仰賴執行這些巫術儀式時，那麼巫師就上升到一個非

常有影響力和有聲望的地位，而且可能很快地得到一個領袖或國王的地位和權力

                                                 
22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合著，頁 108。 
23 Sapalngaw因各地不同而有不同的解釋，在Fata ＇ an部落稱為「大頭目」的領袖制度，他身兼政治

與祭司的兩種職位；在Tapalong部落則僅稱為「祭司」之職位。此字主要是由sapaloma種子與lenggaw

新芽出長兩個字合起來的，意謂著領導者猶如種子剛發芽般的欣欣向榮、充滿生機，將帶領族

人有一番新的景象。 
24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合著，頁 109。 
25 所謂「個別的巫術」即是為了個人的利益而施行一些好或不好的巫術儀式或法術；而「公眾

的巫術」即是為了部落裡的共同利益而施行的巫術儀式或法術。諸如：部落裡久未下雨，全體

人民皆需要雨水的滋潤時，施行者代表部落向神靈祈求所施行的法術時，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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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比方在東非班圖人種裡的Wambugwe人當中，其原始的政府型態是家庭共和，

但繼承傳統龐大的巫師權力後，他們很快地上升到小領主或領袖的地位中27。由

此我們可以假設，當時的Mayaw-kakalawan與Onak-kakalawan兩兄弟就是先舉行祭

儀，祈求神靈給予神力，而將Cofongan社的敵人殲滅。因此，早期Kakitaan其握有

政治與宗教的權柄，主要乃是族人們相信統治者對大自然及其它現象擁有控制的

能力，並非一般行儀式的祭司而已，有可能是神靈的代表；同時他也具備有領導

部落的能力，能讓大家免於受到外患的威脅。 

    當時除了有鄰近的小社侵襲外，盤居深山的布農族、泰雅族也經常下山出

草。到了光緒元年（1875）二月，清兵羅大春遣陳輝煌駐吳全城，招撫Tapalong

社。九月，北路棧道開至Tapalong，不久，這一帶設壘駐兵，諸社漸平安無事。

及至清朝末葉與日據時代，Tapalong社人遂向秀姑巒溪岸的大嵙寮及璞石閣（今

玉里）、沙荖擴張，而馬太鞍阿美族亦先後遷入Tapalong區建立Cidawasan及馬佛；

向北移居蕃薯寮坑、加禮洞與下阿德模三社。近年來，又移居山興或磯崎、森阪、

馬里勿、豐山等零星的分佈。因此，Tapalong社人分佈於Tapalong、沙荖、大耕寮、

璞石閣、下阿德模、加禮洞、山興、蕃薯坑寮及磯崎等地
28。由上述的神話傳說

與歷史來看，Tapalong部落的歷史是十分久遠的，其部落的史實是不容忽視地。 

 

 

 

 

 

 

第三節　 太巴塱部落之傳統信仰與祭儀 

                                                 
i26 James George Frazer,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 on. 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2,p.52. 
27 James George Frazer, p.97. 
28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合著，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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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信仰 

台灣原住民的傳統信仰
29，與許多世界上的各個少數民族一樣，都是和他們

的現實生活緊緊地聯繫在一起。而這些神話傳說、諸神系譜（theogony）的系統

制度30，為現代人來說相當地不可思議、難以理解，但只要深入其生活當中，便

可以發現他們與現實生活有強烈結合的一體感，充分地顯示出巫術宗教的禮儀與

現實生活密不可分地絕對性。其傳統信仰是屬於「泛靈信仰（animism）」或稱為

「唯靈論」。亦即生活周遭的神靈、祖靈、精靈、死靈等都十分崇拜，且深信不

疑。 

阿美族人對於所有的神靈、祖靈、精靈、惡靈等都稱之為「Kawas」，這是從

台灣東部的北到南（花蓮至屏東）任何部落皆共通的觀念。Kawas的範圍相當地

廣泛，凡是眼睛所見的大自然景象，無論是有生命或是無生命的，都相信其本身

有一個靈存在著，且將這些靈予以人格化，包括太陽神、月亮神、司命神、守護

神與祖靈等等。所以，在祈求時，大多向神靈、祖靈來祈禱；對於避免惡靈的打

擾，則以Paysin（禁忌）來加以約束。此外，他們亦深信Kawas寄宿在人的雙肩，

右肩是善靈，左肩的是惡靈
31。所以，人們不可以作惡，也不可以違反Paysin，否

則會招致厄運纏身，甚至導致死亡。然而，對於神靈、祖靈或死靈等的Kawas觀

念，族人也經常是混淆不清。 

筆者在部落中訪問許多Matoasay（耆老），他們都相信早期的族人視太陽為

創造天地的女神，月亮是創造五穀的神，一切的禍福都掌握在這些神靈的手中，

必須特別的祭祀與祈求。所以，對於阿美族的守護神，每一男子各有一神，女性

則統一為太陽神，正與古羅馬宗教之genius與juno之關係相符合，genius象徵男性

                                                 
29 這裡指的「傳統信仰」是以日據時代以前的信仰為標準，當時的社會生活屬於自給自足的方

式，與外界的互動機會甚少。 
30 古野清人著，葉婉奇翻譯，《臺灣原住民的祭儀生活》。台北市：原民文化，2000，頁 19。 
31 古野清人著，葉婉奇翻譯，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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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之生殖力，juno 則象徵女性個人之受孕力32。因此，這裡的族人特別將太陽

神視為母親，月亮神視為父親，幾乎人人都以「太陽Ina（伊娜）的故鄉」來自

稱其居住之地33。 

太陽為女神Doci的本體34，月亮是男神Malataw的本體35，二神共同主宰宇宙的

運作和生生不息的生命。女神主管人類的生死、性別、壽命、健康、民族的類別。

因此，人在生時，其Adingo（靈魂）主要是由Doci與Cidal二神所守護36，人死後

則回到Kawas祖先那裡去。男神主管礦物、水氣、非人類動物、植物、氣候37，祂

位於進家門的正南方的大柱上，會為家人帶來幸福，是穀物的Kawas。又讓山川

物產豐富，保佑族人與木瓜社作戰時不受傷38。 

在阿美族人的神觀當中，有各種的神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每個神都有自己的

稱呼，茲以方敏英所記錄的神名羅列如下： 

 

名稱 阿美族語 名稱 阿美族語 

山神 Tfi＇ 藤神 Tomirmir 

火神 Matadidil 竹神 Harawhaw 

風神 Toi ＇ iraw 雨神 Makosem 

水神 Laladay   

樹神  ＇ Dokaraw   

表七  諸神名稱一覽表 

資料來源：方敏英編，《阿美族文化》。中華民國聖經公會，1993，頁 64。 

還有一些會傷害人，使人生病的惡神Kawas，像是Kaliyah、Arikaya、Tofotofo、

                                                 
32 《山胞農村土地利用及社區發展綜合規劃—八十二年度花蓮縣光復鄉富田地區》，頁 2-11。 
33 Ina在阿美語中乃「母親」之意。 
34 Doci是女神的化身，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 
35 Malataw是阿美族人對神的總稱，是男性的化身，也是統治宇宙萬物的主宰者。 
36　Andigo本來是影子的意思，但同時亦包含靈魂之意。
37 李景崇編著，《阿美族歷史》。台北：師大書苑，1998，頁 220。 
38 古野清人著、葉婉奇翻譯，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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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m ＇ imay、Lalomilang、Cikiciki等39。而上述這些神明都是Cikawasay祈求的對象，

一般族人大都是呼求Malataw或Doci，尤以前者為多。 

由此可知，阿美族人對於諸神的觀念是相當進步地，而且是相當地有系統

化。這裡也包括了對祖靈的崇敬，然而崇敬的對象是集體性的祖靈，並沒有指定

對某個個別的祖先來崇敬。所以他們每做一件事，都得向神靈、祖靈祈求，祈願

農作物豐收，遠離惡靈的侵擾等。倘若沒有祭祀Kawas 的話，即便人為的小心謹

慎，也可能會有厄運的纏身，就很像是閩南語中的一句：「有拜有保佑，沒拜心

不安」。 

然而，受到漢化與基督宗教的影響下，現今族人對於各種神靈的名字已不復

記憶，頂多老人家尚有依稀的記憶，剩下的只剩部落裡的 Cikawasay，因其職責

所在，還有些許的神靈名字仍被使用中。一般的族人對於Kawas 的觀念相當地淡

薄，但許多人仍然十分怕鬼。就筆者 92年 7～8 月田野調查時，在部落參加了三

個天主教的葬禮，當他們在教堂舉行完彌撒，將亡者的棺木抬到墓地後，所有的

人都不從原路回來，且都盡量繞來繞去，避免一些Kawas 會尾隨其後而跟來。同

時，筆者也在離墳墓不遠處發生車禍時，族人也聲稱那裡有很多的Kawas，所以

會造成災禍。而這些死者若生前作許多好事，那麼他們相信這些人一定會到祖靈

所居住之地；反之則會成為惡靈危害人類，這和基督宗教的善人升天國觀念有點

接近，也使得族人較容易接受基督信仰的教義。關於此一部分，在第三章第三節

將會有完整性地介紹。 

 

二、傳統祭儀 

族群的歲時祭儀是人際關係、社會地位、角色的延伸，而人與神之間的互動，

主要是透過中界人來舉行。前已述及，Kakitaan 同時肩負著政治與宗教的領袖，

是終身世襲制，父親傳給兒子，若無兒子繼承，才傳給女兒或是妻子等，僅僅這

                                                 
39 方敏英編，《阿美族文化》。中華民國聖經公會，1993，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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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家族的人才可以主持這類的工作。但到了後來，為了使部落的組織更加系統

化，於是另立「祭司」的制度，將政教予以分離，祭司主要就負責掌管祭祀的職

務，是神和人類的中界者，代表神向人類發言或是代表人類向神祈求一切，同時

唯有他才能公佈祭祀的時間，規定或解除一些祭祀禮儀上的禁忌。因此在

Tapalong 部落裡，政治上的公眾事物就落在Kakitaan 身上，Sapalngaw 也就舉行部

落裡的宗教上的公眾儀式，至於一般性的個別的巫術實行者，則由 Cikawasay來

舉行。 

這樣的演變在傳統部族的文化中也有類似的情形。例如在東印度島嶼的

Timor某些地方就有認定兩個Rajahs40：一個是普通的或世俗的領袖，管理人民；

另一個是被當作神靈崇拜的或禁忌的領袖，控制有關大地及其出產的所有事物。

後面的領袖其有權力宣布任何事物為禁忌，當開墾新地必須事先得到他的允許，

且工作完成前必須由他來主持一定的儀式
41。  

在這裡或許會有一個疑問，那就是當遇到一些事物涉及到政治與宗教上的問

題，那麼到底是部落的首領權限大抑是祭司的權限大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在南非

的部族裡普遍地說法：「求雨師在人們的心中是被尊重的，絕不是一個小人物。

他所擁有的權力甚至超過國王，同樣地國王被迫要聽從這第一長官的命令」。42由

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傳統部族社會中，宗教上的權威遠大於政治上的權威，因為他

是和神靈溝通的人，是神所揀選的一位。筆者針對此一問題訪問現任頭目王成發

先生，他說：「從很早以前，只要部落上有任何的重大事件時，一定會先詢問祭

司的意見，再來是詢問部落耆老們⋯⋯。」所以，身為一個政治領袖者，雖然擁

有掌管部落公眾的大小事物，然而並非繫獨裁專政於一身；相對的，他必須謙虛

地請教宗教上的精神導師，使其有智慧地帶領部落團結一致。 

當代的宗教社會學家Peter L. Berger說：「宗教是人類建立神聖（sacred）宇宙

                                                 
40 Rajah 這是印度部族中對王公、首領的稱呼。 
41 James George Frazer, p.206. 
42 James George Frazer, 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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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圖心」43，也就是說在人類社會的歷史中，是先有宗教的原型（archetype），

進而去建立一有意義的秩序。那麼當人類建立起這有秩序地社會時，必須為其本

身之存在給予一合理化的答案與地位，如此維繫社會的價值。所以，「宗教是歷

史上最普遍且有效的合理化之手段」44。 

在 Tapalong 部落其傳統信仰生活上呈現一致性地特點，那就是傳統信仰創造

了族人生活的秩序與方向，宗教儀式佔了大部分其生活的重點。特別是歲時祭儀

的儀式通常是和部落的生活模式息息相關，兩者難以分離。所以傳統的歲時儀式

大多圍繞著小米的播種、收割與除草等工作來行祭祀，只有在農閒時才行

Mangayaw（狩獵）等工作。其目的乃希望 Kawas 保佑部落農作物豐收、族人生

活平安，遠離各種災禍等訴求。在這裡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於生活中的各項事物

都會尋求宗教上的協助，也因此傳統信仰不僅僅是生活的重心而已，同時也對生

活的秩序提供了合理化的解釋。 

歲時祭儀可分為定時的與不定時的祭儀，像下面所述的祈晴、祈雨、驅蟲祭

都屬於不定時的，其餘皆是定時的祭儀。茲將其一連串的歲時祭儀陳述於下： 

大約在二月份的時候舉行Misaomah（播種祭），在播種時有Misararar（下鋤

儀式）及割粟時禁止使用（Misapo ＇  ot）小刀等的特殊儀式45。六月舉行收割Mihafay

（小米祭），在三、四、五月中則主要視小米的生長情形來做不同的祭儀，以幫

助其順利的生長，像是遇到乾旱時，則舉行Pakaorad（祈雨祭）；遇到久雨時，就

舉行Pakacidal（祈晴祭）；而遇到蟲害時，舉行Mifahfah（驅蟲祭）。在收割小米

祭之後，會舉行Mali ＇  alac（捕魚祭）。七月舉行小米放入Misiga（穀倉祭），是要

將小米將之儲藏，以準備不時之需。接著就視部落的Kakitaan來決定何時要舉行

Ilisin。根據陳萬順先生說46：「在以往舉行Ilisin的時間是〝十月份〞。因為阿美族

                                                 
l  43 Berger L. Peter, The Sacred Canopy：e 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Garden City:New York, 

Doubleday＆Company, 1967, p.26.  
44 Berger L. Pete, p.32. 
45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合著，頁 74。 
46 陳萬順先生，本名 Namoh Lata，年齡階層為 Ladiwas（76～80歲），是現任的 Sapalengaw、前
副頭目，同時也是熱心的天主教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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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時候十月份的月亮最圓，月圓就是Tapalong阿美族人舉辦Ilisin的時間」47。

關於陳萬順所說的時間，部落的耆老都十分認同，然而現今為了配合政府的觀光

化活動，同時許多年輕學子在外求學，因為放暑假的緣故，此時都已回到部落來，

所以改而選擇在八月中旬舉辦Ilisin。 

在 Ilisin 的這個時候，族人認為是農閒期，是迎接新的一年的開始，值得全

部落一起來慶祝，並祈求來年的平安順利，同時也將這一年中的體力展現在舞蹈

上。以往慶祝 Ilisin 的時間大約都十二日之久，現今縮短為五天。在這五天當中，

各年齡階級的成員必須要奮力的跳舞，那怕是豔陽高照或是傾盆大雨，都得興高

采烈地舞蹈。為族人來說，越是跳得盡力，農作物就會長得茂盛，來年就有好的

收成；反之，則農作物欠收。此外這時候也是男女互動的最好時期，由於平日都

忙於工作，鮮少有兩性之間的互動，此時為出嫁的女性可以看看男性是否勇猛、

有智慧；而男性則觀察女性跳舞跳得如何，是否是自己喜歡的對象。在原住民的

社會裡，很少有父母媒妁之言，都是男女互相對眼為原則，如果合意的話，則女

性會帶回去和家人見面，這時候男性得先在這一家服役，此即所謂的「女方家庭

觀察期」。這時女性要努力維護這個男性，避免其家人反對或不喜歡。所以，Ilisin

為阿美族人來說是全部落的事，其重要性是不容忽視之，茲引用〈92 年太巴塱

豐年祭手冊〉內文，同時加上筆者於民國 92年 7～8 月及 93年 7～8 月在田野調

查時所觀察的現象，將 Tapalong 的 Ilisin 傳統祭典形式與現在的情況摘錄如下： 

　  當小米收割後且月圓之時，部落的族人、耆老紛紛至 Kakitaan 的家中商討

Ilisin 的事宜，經過一番討論後，族人皆認為今年農作物豐收，沒有遇到天災、

人禍等重大事件，於是選定日子來決定舉行 Ilisin，藉此感謝 Malataw（天神）、

Kawas（祖靈）的庇佑。 

當一切都決定後， Kakitaan中的代表就會選定一個日子爬到高台上宣佈即將

「舉行Ilisin」的訊息。這時，奇舅（相當時下的鄰長）立刻將這些訊息轉達給各

                                                 
47 陳萬順口述、阿道‧巴辣夫整理，〈太巴塱 Ilisin 祭典中對青年的訓練〉《山海文化月刊》，第

19 期。1998，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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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階級。當最小的Sral聽到後，立刻以最快最紮實的技巧，在sulalatan搭蓋集會

所供老年人座鎮48，指揮年輕人做各項籌備工作。就在這個時段，當各年齡階層

得到了舉行Ilisin的訊息時，立刻就得maoc49。老年人住進集會所，年輕人開始

misuwac50，砍柴給老人家取暖，提水給老人家解渴，料理老人家的用餐，年輕人

接受一個交代、一個吩咐就是一個動作，無嘮叨、無怨言，忙裡忙外無閒人。 

第一天：年長者日夜坐鎮 sulalatan 來策劃，指揮一切 Ilisin 的事宜。現今此

策劃活動已交給各年齡階層來主辦，但仍然有頭目、耆老等重要人員提供意見。

92年承辦的是 Lakowa 階層，93年則換下一個階層Kalafi來主導，在來年（94年）

以交棒給 Lacls來主辦。 

第二天：活動內容如同第一天，但更縝密地計劃祭典事宜，年輕人無時無刻

接受機會教育，並且更勤奮地扛柴火、提水，準備餐食服侍孝敬年長者。此傳統

教育至今仍然維持下去，但僅限於在 Ilisin 的五天當中。 

第三天：同 Sral 的伙伴指派三、五個人為一組前往未到 sulalatan參加祭典的

伙伴家中去喚醒去邀請。也就是說，高一級的 Sral 的領導人得知凡有某 Sral 的伙

伴未出席參與時，就指派該 Sral 的三至五位不等的人前往未參與者的家去拜訪邀

請。時間在已入睡的深夜，倘若受邀者的家人回應：「不知何事，出去而未歸。」

而喚醒組（邀請組）覺得是「無故缺席」時，不必經過該受邀者的同意，將其家

裡的木柴一把把的扛到集會所，當作是懲戒其兒子，這一天就是mibalalu，有警

告不可缺席的意義。此部分現今依然保持下去，唯獨處罰的方式已取消，改為積

極地鼓勵年輕人參與屬於部落的重大節慶。 

第四、五天：活動內容與第三天略同，但年長者依然是坐鎮集會所，勞心費

神地計畫，指揮年輕人做事，年輕人只是服從命令執行任務，上下一條心，積極

                                                 
48 sulalatan 為男子會所。此名詞會因地域的不同而有不同的稱呼，通常在南勢阿美稱 talo ＇ an，秀

姑巒阿美稱 ＇ adwang 或 sulalatan，海岸阿美則以 sefi來其稱呼。 
49 maoc 乃是「團結」之意。希望各年齡階級成員一起為準備 Ilisin 而團結一致。 
50 misuwac 意旨「聽取教訓」。老年人坐鎮於集會所指揮年輕人做事，考驗年輕人勤勉、忠實、

有禮，訓練其服從、謙遜、敬老尊賢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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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奮地辦好為感恩、為祈福的 Ilisin 而努力。 

第六天：mibahok：是動員全部落人清掃部落裡裡外外的大環境，並挖掘疏

通水溝以利排水。此部分現今也有保持下去，但幾乎都是最小的 Sral來擔任此任

務，用以訓練其謙卑、服從的態度。92、93年都是 Ladio 此階層負責，因為其下

面沒有新的階層接棒。 

第七天：這一天全部落除婦女、子女外，全數到集會所進行這一年來生活總

體的檢討會，並提出建言。最後由總頭目做公正的講評、說明、裁定與勉勵，使

Tapalong 迎接新的一年時，更有所作為，這一天也叫做maoc。此部分現今有些改

變，並非全體人員聽取總檢討，頂多各 Sral 的代表、部落裡的耆老、重要幹部等

人員才參與。 

第八天：pakaranam，亦即「奉進早餐」。這一天可說是進入豐年歌舞的日子。

首先，各階級的首長及有權勢者，齊聚在Kakitaan家中，在祭祀的小屋前跳舞。

在這之前，要將自己所帶來的酒、麻糬、小豬和雞，將雞與小豬的肝臟拿出，分

三次獻給祭屋，這叫做miftik，這時候才開始向Malataw獻上新粟穀
51。由於第七天

一整天的maoc，自然辛勞中有所收穫，於是一則是慰勞與會的團體，並分享給家

家戶戶，同時有慶豐收的意義。因此指派幾個中下層Sral的年輕人連夜宰殺牛隻，

指派最低Sral的年輕人連夜入山mipahko（採野菜）。第八天的清晨，年輕人將煮

好的豬肉及菜餚分送給老人。在這同時，奇舅早已算得正確的各戶人口數，同樣

地挨家挨戶分送豬肉菜餚，全部落同時共享早餐。到了中午，年輕人將坐鎮在

sulalatan集會所，指揮的老年人則換至安頓在搭好的Talo ＇ an（草棚）內用午餐，

休息一陣子過後，各Sral的年輕人，穿著整齊的舞服開始圍圈，以嘹亮的歌聲、

整齊的舞步，掀起Ilisin的高潮。 

    在這個時段中，老年人又製造考驗年輕人的機會，老年人備妥大小不等的豬

肉，不定時中突然大聲呼叫 nanom 要水喝。有經驗而且設想週到的年輕人，早早

                                                 
51 古野清人著，葉婉奇翻譯，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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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備妥盛滿水的葫蘆，一聽到年長者要水喝時，他就會迅速地將葫蘆送到長者前

奉水喝。這時長者為嘉勉這位年輕人，就賞肉塊，因此勤快的年輕人得到肉塊；

相反的，漫不經心、教化不深者，自然不光彩。這就是 pakaranam 的機會教育。

此部分現今依然保持下去，特別是在祭祖後，最小的 Sral 要服侍所有的長者都用

完餐後，才可輪到個人進食。 

第九天：進行 kasiloma ＇ an。其用意在悼唁、慰問從去年 Ilisin 後到今年的 Ilisin

前逝去的同 Sral 的家人，同時悼慰的時候，不論過世的人數多寡，務須於正午前

結束。同時 kasiloma ＇  an 的歌詞是針對喪家的子女、妻子、父母而歌，喪家除了

舉家大小之外，也邀請該家的伯、叔、舅等親族，這項活動猶有「事之以禮，喪

之以禮」的教化。此部分在 Ilisin 當中仍然運作著，喪家必須拿著該階層去世的

人的遺像於內圈，外圈的階層人員則手牽手共舞，藉歌聲來安慰家屬，同時也讓

這個階層的人員知道此亡者已不在此階層內了。 

第十天：進行了九天 Ilisin 典活動，也接受了層層的考驗與教化，低一層階

級的青年帶著禮物（三瓶酒、一束檳榔）覲見上一階級的長輩去感恩、去接受訓

示與勉勵。因此低階層青年要進行覲見儀式之前，必須先在該階層挑出幾位對於

應對進退有節、才德能力經驗較優秀者。當低階層的人來到上一階層的聚會處

所，他們必須從後門悄悄地進入，不能直接光明正大地由門口進去，此乃表示出

他們的謙恭有禮。這時候高階層的長輩會誠懇、殷切地接待覲見者入內。之後會

以嚴厲的口吻詢問許多為鄉謀幸福、為家、為他人、為己等問題，也會提出一年

來低階層的種種得失加以訓戒。這時覲見者要沈得住氣，要誠懇、恭敬地聆聽訓

示，接著覲見者向高階層的長輩敬酒，長輩也會向覲見者注酒。這時覲見者務須

婉轉地謝絕多喝，以免誤事，這是 pa-alodo 的儀式。隨後上、下階級的人一起在

戶外共舞。在跳舞當中，上一階級的可以打罵下一階級，在回去後也要接收一頓

打罵，且不得反抗。此儀式至今仍然保存，讓上一階層的人認識下一階層的幹部，

加深族人的情感。同時藉此磨練下一階層的謙遜、服從的傳統精神，倘若遇到任

何狀況時能按照上面的長者的命令來聽命行事，維繫部落的團結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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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天：早上依然進行kasiloma ＇  an直到中午，接著頭目會宣佈全部落的每

一戶男士們正午以後一律到廣場歌舞，每一戶要有一位女性到會場敬酒，這儀式

稱之palimo52，它含有「敬老尊賢」的意義，是由女性帶著自釀的酒或沽於市的酒、

汽水等進入會場。首先先向頭目敬酒，其次向Kalas no niyaro （長老）敬酒，再

敬給自己的父親、先生或兄或弟，而後是親族、朋友、來賓的順序敬酒。確實有

著敬重長者、親愛家人、恭敬他人的內容，狂歡到傍晚，人人皆醉心歡慶，這時

大家在相互道賀，祝福和勉勵中結束了十一天來的祭典活動。此部分現今仍然維

持下去，許多的女孩子大多搶第一個頭彩給頭目祝福，希望今年能得到更多的福

氣。 

第十二天：至此，所有的歌舞祭典都算是結束。依 Tapalong 的禮俗，這一天

是要到河川下游捕魚，用意是辛勞了十一天，喝了許多酒、流了不少的汗水，趁

Mali ＇  alac 的今天，洗淨身體振作精神。捕到的魚，在晚餐時舉行共享，並為全

部落、全家祈福。學者認為這樣的儀式，正是「脫聖」，表示結束所有的祭祀活

動。Sapalengaw 這時也會到河邊去洗手和腳，表示舊的一年將像流水一樣逝去。

Tapalong 一年一度盛大的 Ilisin 到此全部結束。此部分至今依然保存著，並且一

定要到有河的地方來吃魚，才是圓滿的結束。 

    綜上所述，Tapalong 的傳統信仰和其他阿美族部落的人一樣皆相信 Kawas，

而歲時祭儀和其生產型態有密切的關連性，特別是小米的祭祀禮儀。小米的播

種、收割、開倉、入倉都有一定的禮儀，當中伴著為了促使小米生長順利，而有

祈晴、祈雨、驅蟲祭。然而，在所有的禮儀當中，特別是以「豐年祭」最為隆重。

祭祀時的供品主要是以酒、糯米糕、檳榔、豬肉為主。在此期間仍有許多的禁忌

必須遵守，比方是祭典當中不可工作、不許吃青菜、魚類，kakitaan 不能有性方

面的行為等。等到所有的儀式結束後，他們還有解除禁忌、結束禮儀的捕魚活動，

                                                 
52 palimo 此種活動因各部落之不同風情而有所不同，比方在宜灣部落主要是在豐年祭當中由

Mato ＇ asay 在 Kapah 中選出才幹出眾又勤勞刻苦者，由頭目（顧問）公開表揚，重點是給他們

酒喝，並請顧問 Miftik 賜福給對方。（引自劉斌雄、胡台麗計劃主持，《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

民俗活動之研究》。南投縣：臺灣省政府民政廳，198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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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和其他族群所不同之處。 

現今阿美族的母系氏族社會和年齡階級組織在和異文化的相互接觸下，多少

都受到衝擊，已慢慢的轉向父系社會，但唯一僅靠著年齡階級來維繫著部落的傳

統制度，特別在 Ilisin 的形式上展現出來。雖然現在的 Ilisin 也和傳統有些差距，

有簡化的現象，內容方面也有些不同，像是在以往都是以「村」的方式來舉辦

Ilisin，現在則是「聯合各村」落共同舉辦「聯合豐年祭」。歌舞方面也夾雜著現

代的流行伴奏樂與現代舞姿，而聯絡族人的感情大過於傳統的神聖祭儀性。難怪

阿美族的耆老李來旺無奈地說到： 

 

原始的祭禮儀式在歷經日據時代、台灣光復以後的變化，其祭典的名稱及意

義皆在許多外力主觀的干預下，發生極為嚴重的扭曲。原本為了紀念傳說中戰役

勝利，所舉行的「年齡階級競技大賽」和「團結慶功舞祭」，褪去了嚴肅的戰鬥

意義的教育性質，而被張冠李戴為「Ilisin」。⋯⋯傳統的祭儀受到大量文明及

政治的污染，在外人看來竟只是狂歡歌舞慶豐年的奢華習俗而已，殊不知這其間

包含了多少的辛酸苦難和血淚呀！53

 

雖然如此，Tapalong縱然受到現代化的衝擊，在理念上、文化層面上以及社

會價值上等，有了很大的改變，但是有多元文化教育功能的misuwac的活動及歷

程仍然強烈地存在Tapalong部落。同時也有感謝天神的降福，並穿插著娛樂休閒

的意義於其內。因此，Ilisin的功能並非只有慶祝農作物的豐收而已，它蘊含著社

會、教育的功能。Tapalong前頭目萬仁光表示：「Ilisin的意義有三：一、紀念阿美

族的祖先，是阿美族最盛大而隆重的活動，足以代表阿美族的族性。二、是表現

阿美族男人的活動，使部落能繼續繁衍下去。三、表示一年已經逝去，要迎接新

的一年開始」54。 

 

                                                 
53 李來旺、吳明義、黃東秋，《牽源—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阿美族民俗風情》。臺東市：交通部

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理處，1992，頁 152。 
54 明立國，《台灣原住民族的祭禮》。台北市：臺原出版社，1989，頁 33。 

 39



 

第四節　 太巴塱部落目前之宗教型態 

 

前已述及，阿美族人因為地形上的山勢阻絕，與外界互動甚少，對於Kawas

的信仰深信不疑。然歷經了清朝統治，後又遭受到日本皇民化的統治，規定所有

的廟宇都應廢止，改為祭祀日本的「天照大神」，無論在生活上、文化上、傳統

信仰上，都有極大地改變。有很多的部落之傳統信仰、祭儀等活動都因此而逐漸

地消逝與邊緣化，僅有一點點的文化保留了下來55。 

然而，到了民國三十四年台灣光復後，政府對於宗教上的信仰自由，基督長

老教會與天主教就開始進入 Tapalong 部落來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基督長老教會

於民國卅二年（1943年）進入部落傳教，是最早進入 Tapalong 傳教的的教會。

而天主教於民國卅九年（1950年）進到部落裡傳教，比基督長老教會還晚到。

兩地的教會都經過兩次的翻新，現在這兩座教堂已成為部落中最為重要的教會活

動中心。 

部落內共有三間大的教堂，一為天主教的聖母諸恩惠保堂，一為基督教的長

老教會，另一為基督教的安息日教會，這三間都是Tapalong族人「主日天」的主

要聚會場所56。由於天主教的神父進入當地傳教後，就設立了幼稚園給小朋友就

讀，還有發放美援的救濟物資、衣物，使得阿美族人的生活得到不少幫助，所以

信仰的族人也相當的多。據筆者在此所做的調查，Tapalong族人信仰天主教人數

的比例約 60﹪，信仰基督教長老教會者約佔 30﹪，至於 10﹪則信仰基督教的安

息日教會、傳統信仰或是漢人的民間信仰。因此，部落內主要都還是以天主教為

佔大多數的人口。顯而易見地，當外地人進入當地族人的家裡時，皆會發現客廳

                                                 
55 筆者訪問部落的頭目時，頭目回答：「其實，這豐年祭原本日本人要禁止的，但當時的頭目騙

日本的警察說：『Ilisin是維繫我們部落裡的團結，如果我們團結的話，我們就會聽你們的話，

如果我們不團結的話，你們會很辛苦的。』日本人聽了之後，好像覺得豐年祭很不錯，所以

才沒有禁止豐年祭的舉行。」 
56 主日天：意指星期日的時間屬於神的日子，那個時間主要用來朝拜、感恩至上神的一切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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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放著耶穌或聖母瑪麗亞的聖像，足見深受基督文化的洗禮。由於在Tapalong

部落裡，較多人信仰的是天主教與基督長老教會，因此將這兩個教會簡略如下： 

 

一、聖母諸恩惠保堂 

這是天主教的神父與教友們合蓋的聖堂，通常在部落裡稱天主教為Desikio，

是用日語來發音的。這座聖堂興建於民國五十年，早在民國三十九年時，先以北

富國小的校長宿舍為其簡單的傳教場所，後到了四十三年八月八日即建造了簡陋

的木造小教堂，民國五十年才改建為鋼筋水泥的教堂，也就是現在所看到的聖

堂。這座聖堂的傳教司鐸（神父）乃屬於花蓮教區的巴黎外方傳教會所管轄，其

下兼管聖安德堂（東富村加禮洞內）、聖母升天堂（南富村沙荖），但因轄區太大，

且牧者缺乏，目前這些小堂都荒廢在山上，僅見到十字架豎立於聖堂的屋頂上，

裡面已蛛絲結網，殘破不堪。 

    最早來Tapalong部落開教的是中國籍的王步融蒙席
57，其後歷經了法國籍莫德

明神父（民國 44 年～45 年）、中國籍鄭鴻聲神父（民國 45 年～46 年）、法國籍

白光明神父（民國 43 年～45 年、66 年～76 年）、博利亞神父（民國 45 年～59

年）、中國籍曾俊源神父（民國 60 年～65 年）58、法國籍顧向前神父（民國 65

年～66年），現任是法國籍的陸達義神父（民國 66年～至今）。另外有一位協助

神父處理教堂事務的傳教老師—孫梅花，在孫老師之前有吳盛發、趙顯讓、王照

福等傳教老師，這些都是本地虔誠熱心的阿美族人。 

在教友組織方面有祈禱會（老人團體）、聖母聖心會（婦女團體）、唱詩班（現

改為聖歌隊）、男女青年會、男青年聖樂隊以及現在多數人的義務使徒團等，這

些組織皆依照不同的年齡所組成之團體。另外，為了幫助部落的人度過經濟的危

機，且避免為漢人所剝削而成立的「儲蓄互助社」。還有傳教協進會，這是由教

                                                 
57 王步融蒙席是天主教一位神父，「蒙席」乃是副主教之意，其地位僅次於主教，稍長於神父。
王蒙席於民國五年三月十六日生（1916年），是《花東教聞》的創刊元老，創刊號民國 64年

5 月第一期，於民國 91（2002年）年去世。 
58 曾俊源神父是首位被中國主教團祝聖的原住民神父，同時也是阿美族中第一位神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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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當中選出一些人來加入這個組織，為幫助本堂神父與傳教老師，共同討論禮儀

或教會重大的節日活動。平常時日，這些傳教協進會的成員就會到各教友家中慰

問，或是和傳教老師一起做簡單的家庭祈禱。現任會長王成發先生，他同時也是

Tapalong 部落現任的頭目。 

每星期日早上九點舉行彌撒聖祭，凡是部落裡的天主教教友都會準時參加禮

儀。本堂神父主持阿美語夾雜國語的彌撒，因為部落裡仍有許多的老人家聽不懂

國語，也有一些年輕人或小朋友聽不懂母語。因此，形式上是彌撒中常用的經文

用阿美語來說，教友也以阿美語來回答，在神父證道的部分則說國語，由傳教老

師翻譯。以上是天主教的簡單概況59。 

 

二、基督長老教會 

部落裡稱基督教為 Ciwlo，也就是日語中的「長老」之意。Tapalong 教會的

開始並非是牧師來此宣教，而是部落中一位Kacaw pay（余連生）先生得了一場

嚴重的怪病，鄉下醫療設備不足，於是到台北的馬偕醫院接受治療，奇蹟似地得

到康復，因此接受了耶穌基督的福音，並願意將其所聽到的好消息分享給部落裡

的族人。因著這份信念使得一些人深受感動，慢慢地信仰人數漸多，遂於 1946

年搭建第一座用茅草屋蓋的禮拜堂。現今在部落裡所見的乃是 1969 年 12 月 23

日另選一地用鋼筋水泥重新建造的教會。 

由於余連生先生的初傳，加上第一批接受福音種子的高靜蘭、高銀妹及鄭建

成等人努力下，信徒日益增多。長老教會見此豐碩的成果，遂派遣王玉信牧師（民

國 43年～47）任此第一任牧師，其後吳清雲牧師（民國 52年～72年）任第二任

的牧師，林春治傳道（民國 73～75 年）協助教務，接著是阿美中會海外宣道會

的張英華牧師（民國 76年～77年），僅一年的時間在此宣教，直到 1991年吳鐵

晃牧師（民國 80年～今）任 Tapalong 教會的第三任牧師至今日。 

                                                 
59 關於聖母諸恩惠保堂的史蹟請參閱：孫梅花，1994，《花蓮教區富田聖母諸恩惠保堂開教 40

週年紀念特刊》，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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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along教會從民國三十二年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之久。在教會組織方面有

婦女團契、青年團契、主日學校、詩班以及弟兄會等組織，可謂相當的有系統。

每星期天早上九點做禮拜，由吳鐵晃牧師全程用阿美語來主持，禮儀結束後有小

朋友的主日學，學生的青年會，以及各年齡層的聖歌隊。以上是基督長老教會的

簡單概況60。 

前已述及，天主教的人數在 Tapalong 部落屬於較多的一群，因此本論文的對

象也特別以此部落內的天主教教友為研究的對象，以求更完善地呈現 Tapalong

部落阿美族人皈依天主教的經驗。 

                                                 
60 關於基督長老教會太巴塱教會的源流請參閱：吳鐵晃，1993，《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太巴塱教會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太巴塱教會設教 50 週年紀念特刊》。花蓮市：雁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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