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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過 彩 虹走 過 彩 虹
「彩虹」是太魯閣族人心靈的圖騰，族人稱
「彩虹」為hakaw utux（hakaw為橋，utux
為祖靈）對於生命的價值在於「走過彩虹」
，因為在太魯閣族傳統的信仰裡，認為在有
生之年遵守gaya（祖訓）者，將來靈魂才有
資格走過彩虹橋，到達極樂世界與祖先相遇
。所以「走過彩虹」是太魯閣族自我價值的
最高實踐。

原舞者/尋回失落的印記．太魯閣族樂舞 ─彩虹橋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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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奇萊主山北峰(海拔高度3,607公尺 )



太魯閣族─Tairoko太魯閣（或稱為Truku德魯

固)，日治時期日本文化人類學者依據語言、風

俗、文化特徵，而將其歸納於泰雅族的賽德克

亞族之一群（另兩群為Toda都達、Tgdaya德克

塔雅）。賽德克族在4、5百年前就已經在濁水

溪及其支流建立許多群落，因為部落分散，交

通不便，各社群社會封閉，所以各自形成部落

文化習俗，並且發展出獨特的語言。而由於語

言的差異，賽德克族就分出3種語系，形成

Tairoko太魯閣、Toda都達、Tgdaya德克塔雅

等3個社群。



起源傳說

神石

白石山牡丹岩



傳說天地開闢之初，有一男神和女神，自天而
降，來到最高的山上一塊大岩石上。忽然這塊
大岩石，分裂為二：一變成大自然，一變成宮
殿。二神便把此地叫做Benubung(意指祖先聖
地)並定居於此，從此繁衍其子孫。傳說中的神
石─位於清水溪上游源頭與壽豐溪支流知亞干
溪上源之間，白石山東側的牡丹岩，為太魯閣
族的發源地，族人稱為pusu (源頭)Qhuni(樹)，
牡丹岩上矗立著一棵似人型的大樹，因此族人
稱牡丹岩為「樹的源頭」，即pusu Qhuni，牡
丹岩的南、北、西三面為灰白色之峭壁岩面，
高約90公尺，東面有岩石高約40餘公尺相連著
，地基直徑約60公尺的寬度。



頂部及東面岩壁長滿草木、高山箭竹、冷杉

、檜木等，從西面觀看巨石形態，像一根巨

大的圓形白色石柱矗立在中央山脈山頂上，

形式類似牡丹而被稱為牡丹岩，從遠處看似

一尊觀音菩薩，又被稱為觀音石。白石山區

也是太魯閣族的獵區，當他們在中央山脈打

獵的時候，牡丹岩是一直護佑著太魯閣族的

神石，因為它高高在上，就像是一盞燈塔隨

時指引太魯閣族人的腳步，不會迷失在廣大

的中央山脈。牡丹岩除了具有神聖的祖先起

源的象徵，同時擁有守護豐收的靈力作用。



神石－牡丹岩位置圖

牡丹岩



白石山&白石池



白石山白石池



白石池夜景



夜間白石池畔覓食水鹿



遠眺神石－牡丹岩



遠眺神石－牡丹岩



牡丹岩下



觸摸神石－牡丹岩



族名由來

從錐麓吊橋上看太魯閣峽谷



太魯閣族祖居地─仁愛鄉合作村平生部落(族

人稱為Truku Truwan德魯固‧托魯萬)，位於

山坡上的台地，自遠處望去，背有向上斜坡、

前有向下斜坡，是由一個平地兩個斜坡所構成

，在族語稱3個叫「Tru」，因此稱此地為「

Truku」，族語意為「山腰的平台」、「可居

住之地」、為防敵人偷襲「瞭望台之地」，太

魯閣族祖先稱住在此地的人為 Truku ，即為

太魯閣族名稱的由來。清朝時期稱為Taroko大

魯閣，日治時期稱為Tairoko太魯閣，國民黨

來台後沿用。



由奇萊山頂眺望太魯閣族祖居地─平生部落



遷徙過程

仁愛鄉合作村靜觀部落



根據部落口傳的說法，太魯閣族由發源地─pusu
Qhuni(牡丹岩)輾轉遷移至靜觀南方之高地(即仁愛

鄉合作村平生部落)，並稱此地為Truku Truwan德

魯固‧托魯萬(意即德魯固人之發祥地) ，由於人口

增加，部分族人遷徙到濁水溪畔的Tkdaya德克達

雅居住(精英村春陽溫泉附近)；大約在17世紀，族

人為了尋找更大更豐饒的耕地與獵區，開始越過

奇萊主山北峰，進入立霧溪，逐漸佔據整個秀林

鄉境內每一可供居住的溪谷段丘與緩斜地。因為

居住地域廣闊，最後分為三個支派；住在立霧溪

中上游者，稱為內太魯閣群；居於立霧溪下游、

三棧溪及和平溪下游者，稱為外太魯閣群。



居於木瓜溪流域者，稱為巴托蘭群(Batoran)，
形成東賽德克族，因族人自稱為Truku德魯固
，所以遷移的居住地區，便稱為「太魯閣地區
」。儘管學術上對於泰雅族各個分支族群有其
客觀上的認定，但是在主觀的民族情感上，由
於經過長期的分化與遷徙，各族群社會由於「
移居山地時間久遠」以及「交通阻塞，往來困
難」，為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遂於生活方式
及方言用語上產生變化，致文化差異性逐漸升
高，最終衍生泰雅族各個亞族，甚至同一亞族
的不同語群之間，皆呈現我族意識上的高度歧
異性，非但沒有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在以往
甚至是相互馘首的敵人。



遠眺春陽溫泉



萬大水庫和春陽部落



平生部落

春陽溫泉

清朝時代Truku德魯固群遷徙圖
陶
塞
溪

立霧溪

木瓜溪

內太魯閣群

外太魯閣群

巴托蘭群



經過時代的變遷，在當代族群成員自我主觀的

認同意識下，花蓮地區的東賽德克群發展出要

求族群獨立的「太魯閣族正名運動」，並於

2004年1月14日獲得政府官方認可，成為台灣

第12個原住民族群。雖然政治上的太魯閣族已

經成立，但是在學術及文化界、以及賽德克族

人之間，對於太魯閣族獨立為一個族群的政治

事實仍有諸多爭議。目前太魯閣族人口約2萬

餘人，在南投縣仁愛鄉附近的松林、廬山、靜

觀仍住有少部分族人，大多數族人都居住在花

蓮縣秀林、萬榮及桌溪等3個鄉內。



花蓮布洛灣山月邨入口處原住民石雕

神話故事





相傳遠古時代，地面與天空很接近，烈日

曬得人們苦不堪言，作物無法生長，族人

想要懇求住在太陽後面的「哈默神」把天

空拉高，可是沒有一隻鳥願意冒險幫忙傳

達。只有勇敢的「西雷克鳥」不顧被烈焰

燒死的危險，犧牲生命告訴哈默神人們的

願望，終於讓族人得以生存下去。從此西

雷克鳥就被族人視為「神鳥」，做任何事

之前都會聽取西雷克鳥的叫聲再做決定，

因此「鳥卜吉凶」─占卜鳥（Sisil希希利

）便成了太魯閣族的傳統習俗。



占卜鳥（Sisil希希利） ─粉紅鸚嘴
台語：緣投仔
學名：Paradoxornis webbianus
科別：鸚嘴亞科
身長：10～11公分

為台灣特有亞種，為普遍留鳥，主
要分布於平地至中海拔山區，經常
在草叢、竹林、甘蔗園或灌木叢等
處覓食，以草籽或昆蟲為主食。



射日英雄

花蓮佳山基地─空軍教準部紀念章



很久以前有兩個太陽同時存在，讓族人日

夜受到烈日煎熬，頭目決定派出部落最英

勇的壯士和他們的兒子，一起向東方遠征

射日。經過了數拾年，第一代的壯士已經

死去，第二代壯士繼續向前完成任務，他

們合力將一個太陽射下來，讓失去熱力的

太陽，變成了月亮，強大的火花散落各地

變成星星。這些射日英雄返鄉時卻人事已

非，只有老人認得出他們。因為「射日英

雄」的付出，才讓太魯閣族得以繁衍世代



巨 人 傳 說

原住民石雕



很久以前太魯閣族居住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很

高大的巨人，傳說太魯閣山區就被巨人踏出了

「布洛灣」與「希拉岸」平台，花東縱谷就是

被巨人踩來踩去才會出現這麼多的平原。巨人

經常搶奪太魯閣族人辛苦追捕的獵物，讓族人

挨餓受苦。所以，太魯閣族人決定團結起來反

抗巨人，於是擬定一個計畫，假裝要去打獵。

另外在山上升火燒著事前準備好的圓形水晶石

，當巨大的水晶石燒得通紅時，便合力推下山

去，勇士們邊追趕著巨石邊喊著：「下去了！

下去了！趕快追呀！」假裝真的在追趕獵物。



聽見勇士們的喊叫聲和巨石滾下山的聲音，

巨人很快的伸出頭來，張開他的大嘴巴和舌

頭靠在山路的彎道上，準備一口氣吞下衝過

來的獵物。誰知，突然有一顆燒燙的東西滾

進了他的喉嚨，巨人痛的在地上打滾，最後

滾到花蓮東部的外海，身體淹沒在茫茫的大

海之中，只剩下兩雙腳露出海面，傳說這就

是現在「蘭嶼」和「綠島」的由來。



社會制度

太魯閣族頭目及家人(1910年代)



太魯閣族人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要接受祖靈
(utux rudan)的約束，它不僅是太魯閣族傳統
的規範，也是凝聚族人向心的重要力量。太魯
閣族人的一生，從出生、命名、學習狩獵與織
布、紋面、結婚、生育子女、一直到死亡，都
在祖訓─Gaya 的規範之中。除了個人之外，
部落的農耕、狩獵、歲時祭儀、出草、征戰復
仇、權力繼承等，也都受Gaya 的規範。Gaya
是一個多義性的概念，它是信仰法則、道德標
準、社會規範，也是生活技能與智慧，族人的
生存目標即在遵循祖先的典範，按照祖先的遺
訓而生活，因為遵循Gaya ，就能取悅祖靈進
而使整個族群獲得祖靈的庇祐。



傳統太魯閣族部落社會依循著這樣的模式，在

Gaya的制約下讓整個社會組織順利成形與運

作。在太魯閣族人的部落中，由成員共同推舉

聰明正直的人為頭目。頭目及其他的幹部都是

無給職，其唯一享有的權利是，部落的人家舉

行慶典時總會受到邀請。太魯閣族男子才擁有

分配財產的權力，長男及次男娶妻分戶時可分

到一塊或二塊以上的田地。最小的男孩娶妻，

不得分戶，由他來負責照顧父母的生活，剩餘

的家產則完全歸他所有。



太魯閣原住民夫婦(1910年代)

婚姻制度



太魯閣族為父系社會，實行一夫一妻制，嚴格

禁止近親通婚，婚姻方式通常以「嫁娶婚」為

常態，除非女方沒有男嗣，才有「招贅婚」。

偶爾會發生「搶奪婚」的狀況，傳統上，太魯

閣族男性的婚姻條件，是獵首及具有高超的狩

獵技巧，其次是守規矩與心地好，有財產及身

體強壯則是更次要的條件；女性的首要條件是

會織布，其次則為勤勞、會持家及心地好。而

男女關係之間，在傳統祖靈的信仰及恐懼深植

於人心之約束下，族人有極嚴格的規範，不允

許未婚的青年男女或已婚的人有越軌的行為或

動作。



傳統喪儀

原住民石雕



太魯閣族早期的傳統喪禮儀式，如果是老死或病
死，死者在病重時，家人就要陪伴在側，一直等
到斷氣，才為亡者換上盛裝，屈其手足於胸前做
蹲坐式，以被單緊縛包裹，裝入木製的箱內，如
同回到母胎中的模樣，稱為「屈肢葬」。然後在
死者床下挖一個深約5至6公尺的洞穴，再由近親
將遺體放入洞中，將死者面向西方，連同亡者常
用的物品一起陪葬，覆土後蓋上石板填平，再把
床鋪恢復原狀。埋葬在家中的用意是不讓死者的
靈魂在外遊蕩，並且永遠守護這個家族。如果是
意外死亡則葬在戶外，家族要離開原來的住處，
另覓他處蓋屋居住。家中如有人往生，爐灶必須
更換新火。傳統的喪禮儀式因為日治時期被禁止
而式微，如今已不再舉行室內葬。



八里鄉十三行遺址出土─屈肢葬



「ロ－ドフ」社全景(1913年代)

傳統住屋



太魯閣族傳統住屋主要是由主屋及附屬建築所

構成，而附屬建築則包括倉庫、穀倉、工寮、

曬架、瞭望台及牲畜舍等。太魯閣族主屋特徵

為「堅穴居」，積木似構造，並且以斜撐來補

強主屋的構造，「堅穴居」就是將主屋內部地

面再往下挖取約60～120公分的深度，這種形

式的房屋冬暖夏涼，並且擁有防禦攻擊的機能

，就算屋頂因遭受攻擊而塌下來，族人還是可

以躲在地穴裡保命。太魯閣族住屋以硬木及蛇

木為樑柱，牆壁以竹片對壘，屋頂則以茅草樹

皮或桂竹建造，庭外建有一個撐高防潮、防鼠

的倉庫，各部落較高處建有瞭望台防敵人侵襲



太魯閣族住屋─主屋(1932年代)



霧社蕃巴蘭社的穀倉及雞舍(1918年代)



べルモアン社的住屋及瞭望台(1913年代)



農業飲食

太魯閣族人開墾耕地(1923年代)



傳統太魯閣族人係以「山田焚墾」的粗耕方式

種植，種植的作物以地瓜、栗(小米)、樹豆、

芋頭為主。開闢農地是男人的職責，播種則是

婦女的工作，早期的農具只有刀、鋤頭及掘棒

。太魯閣族人收割小米時要非常專心，不可以

說話，也不可以排氣，而且要注意不能超越他

人的田地。小米收成時要先由祭司採收一把，

不然吃了身體會不適。同時他們也視穀倉為聖

潔之地，因為穀倉內的食物，都是狩獵時的存

糧，如此尊敬的做法，才能讓獵人獲得豐收。

太魯閣族以地瓜、芋頭及栗(小米)為主食，狩

獵與捕魚所獲得的肉類為主要的副食品。



太魯閣族的傳統爐灶為─只用石頭堆砌而成

的「三石灶」，用火石相擊出火星點燃芭蕉

根纖維或木棉絮條取火，烹調方法只有水煮

、火烤、石燜及竹蒸，因為取火不易，所以

族人有保持火種的習慣。太魯閣族非常講究

飲食禮儀，平常家人可以一起用餐，但是一

定要先等客人食畢，小孩子才可以上桌，同

時必須把最好吃的內臟，獻給最年長的人。

吃飯前要向祖靈獻祭，如敬酒儀式，吃完飯

也要從嘴巴到肚臍擦上灰燼，以表達感謝祖

先賜給我們豐盛的食物。



搗粟 (小米)中的原住民家庭(1912年代)



炊事中的太魯閣族人(1914年代)



用餐中的太魯閣族家庭(1923年代)



太魯閣族全家福(1935年代)

傳統服飾



太魯閣族傳統服飾屬於「
方衣」系統，將織成長條
形的布，不經剪裁而以簡
單的方法縫製成衣服，外
觀類似無袖背心，沒有領
子，也沒有袖子。傳統太
魯閣族服飾常以白底夾茶
褐色條紋的麻布製成，紋
飾以多變化的菱形花紋為
主，其意含為祖靈的眼睛
，具有保護作用。長條形
的白色套袖是其服裝的特
色，係在工作時穿戴於衣
服上方的雙臂上。



太魯閣族的男子服裝配件大

致包括額帶、頭飾、胸兜、

披肩、方布、無袖長衣、無

袖短衣、遮陰布及綁腿、刀

袋等等。男性的衣著簡單，

通常上身穿著胸兜、無袖長

衣與套袖，下身穿著遮陰布

，遮陰布是只用一條二尺長

一尺寬的布摺成對摺﹐於前

面遮其私處﹐族人稱之為

habuk。為了禦寒的需要，

會加穿一件披肩。部分配件

如胸兜只有領袖或獵首英雄

才有資格穿著。



女子服裝則有額帶、頭飾、
胸兜、披肩、無袖長衣、無
袖短衣、腰裙及綁腿等。通
常上身是穿著白色無袖短衣
，再套上袖套，下身穿著白
色為主的一片式長裙與護腳
布。片裙穿著時從左、右各
圍一片，並以腰帶繫綁固定
於腰間。在披肩與片裙上，
常會有以黑、紅或桃紅、青
藍二色挑織成錯落分隔的小
菱形，上面織有多個各色菱
形紋飾，代表「祖靈的眼睛
」，綁腰帶。小腿綁白色護
腳布。



貝珠條束

硨磲貝

以貝珠為衣飾是太魯閣族

的特殊文化，貝珠係以「

硨磲貝」磨成綠豆顆粒般

大小的白色圓柱狀而成，

硨磲貝珠是一種珍珠的天

然代用品，硨磲貝俗名「

五爪貝」，是海洋中的大

型貝類。殼貝可加工研磨

成飾品，殼夠大、夠厚的

硨磲貝才可以打磨成珍珠



無袖貝珠長衣

貝珠裙

將貝珠橫綴或縱綴於

衣服上，並排對齊，

為部落頭目或獵首英

雄於凱旋賦歸參與盛

會時之穿著，亦是結

婚時重要之聘禮，另

亦可用貝珠串成珠裙

、珠帽、綁腿。珠裙

常用於訂婚或女子生

產後，男方送給女方

家長之謝禮，珠帽則

為頭目所佩戴。



紡織藤編

織布中的太魯閣族婦女(1923年代)



苧麻

苧麻纖維

織布是太魯閣族女子婚前必

備的才藝，織布的原料取自

「苧麻」的樹皮，經剝麻、

刮麻、取線、煮麻、染色等

繁瑣手續後才能織布。女子

在13、14歲時必須學會織布

，才有資格紋面。織布的技

術精湛與否，是部落中評斷

女子能力與社會地位的標準

，女子織布技藝超群，便會

在部落中受到崇敬，也成為

部落勇士競相追求的對象。



黃藤

黃藤編器

藤編器物早期在太魯閣族生

活中佔極重要的地位，也是

太魯閣族工藝文化的特色之

一，是傳統太魯閣族男子最

拿手的工藝，藤編以黃藤為

藤材，編器大多為生活實用

的工具，如藤簍、藤包、魚

籠等。男子大都從11、12歲

便開始跟著長輩學習。編織

技術可分為編織法、起底法

和修緣法。技法中有方格、

斜紋、六角、柳條、交編、

絞織及螺旋等編法。



樂器歌謠

原舞者/尋回失落的印記．太魯閣族樂舞 ─呼喚族人(木琴演奏)

太魯閣族的傳統樂器以「木琴」及 「口簧
琴」為主。傳統木琴大多取材油桐(聲音最
厚實 )或山鹽木(聲音最清脆 )，一組木琴只
有四條木棍，及二支敲擊的小木棒，首先
將木琴調出Re、Mi、Ｓo、La四個基礎音
階，再視其長短粗細之不同，調出不同的
音域。木琴的敲擊用於召喚親友共享美食
或運用於舞蹈伴奏及重要節慶。



口簧琴是太魯閣族最古老的樂器，

係以桂竹片中間切空，鑲入一金屬

片(以銅片為主)，或就竹片本身切

割時，不完全切斷，留置中間細長

竹片並予以削薄，兩側繫以細繩，

左手指纏住左側細繩固定，右手指

拉扯右側細繩，使其震動發音，竹

片置於嘴巴前緣，以口部作為音箱

，並由口腔內空間的大小轉換來區

分音階。太魯閣族傳統口簧琴分為

單簧、二簧、四簧及五簧。主要是

用於傳達愛意、聯絡感情或呼喚族

人來共享獵物。

原舞者/尋回失落的印記．太魯閣族樂舞 ─情歌(單簧口簧琴演奏)



太魯閣族的傳統歌謠大多由一個人自
編自唱，鮮少以輪唱或合唱的方式呈
現。音域主要以中低音為主，常用的
音只有Re、Mi、So、La。雖然只有四
個音階， 但是太魯閣族人與山林為伍
，學習大自然中的風聲、鳥聲、水聲
及各種自然界發出的聲音，譜出優美
的歌謠，並且配合歌謠發展出不同形
式的舞蹈。傳統歌謠以「英雄歌」、
「暗戀歌」及「秘密歌」為主。

原舞者/尋回失落的印記．太魯閣族樂舞 ─堅強的婦女



歲時祭典

原舞者/尋回失落的印記．太魯閣族樂舞 ─感恩祭歌

太魯閣族傳統的祭典儀式是族人與神靈溝通
的重要管道，太魯閣族的歲時祭典稱為Mgay
Bari（感恩祭），部落耆老傳述人是由Utux
Tmninun(織造的神)所織造出來的，感恩祭意
即感恩Utux Tmninun的賜福與保佑，並祈求
明年神靈給予更多的獵物及豐碩的收成。祭
典儀式有助於促進族人的認同感及凝聚力，
無形中也讓太魯閣族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及生
根。



儀式開始，由各部落派數名
男女手提祭品，在總頭目、

祭司、長老、部落頭目引導

下抵達會場。會場中由祭司

負責一切事物，呼喊著先祖

父母、先父母，祈求神靈護

祐族人，唸誦祭詞並將用月

桃葉包裹的祭品丟到野外，

表示給utux rudan(祖靈)吃。
祭儀完畢後，由總頭目領唱

，群眾齊唱並跳舞。各家將

酒菜、米糕帶到部落頭目家

前廣場共享，除了感謝神靈

的護祐，更期望來年興旺平

安。秀林鄉富世村感恩祭



獵首文化

原住民部落展示的獵首人頭
國家地理雜誌1920年3月號─「日本國的台灣」



太魯閣族的獵首(出草)習俗由來已
久，象徵家族及部落的團結，一
旦發生流行惡疾或不祥的事情，
便會以出草儀式驅趕惡靈，取得
敵人的靈力，為部落祈福。出草
的目的大致可分為：復仇、爭得
英雄之名、通過祖靈橋、婦女受
到凌辱、族人受到欺負、證明清
白、解決紛爭。太魯閣族獵首的
紀律非常嚴謹，出發前祭司將清
水灑在勇士身上，表示獵首者能
夠毫髮無傷地歸來，祈求祖靈賜
予神力順利獵得人頭，而且前一
天要特別注意夢境的預兆及Sisil希
希利鳥的占卜。

獵首者
尖石鄉司馬庫斯部落石雕



中間穿著胸兜者表示
曾經獵得敵人首級

出草返家時，勇士會先在山頭

大喊「哇噢，哇噢！」，表示

凱旋歸來，這時勇士受到族人

簇擁，頭目為他穿上「英雄裝

」，接著立即進行祭神的儀式

，英雄必須與人頭同杯共飲一

杯酒，並且以食物餵食人頭，

獵得首級的人，對於所獵得的

人頭，會以對待賓客的方式招

待，並且好好供養及祭拜，因

為他們深信這些人頭將會為族

人及部落帶來幸運。



紋面文化

游德龍先生Galau Langau
(1903年生) 

陳金玉女士Labai Ciwang
(1905年生) 

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泰雅族、太魯閣族紋面文化─太魯閣族紋面耆老



太魯閣族人到了14 、15歲就要接
受紋面的儀式，男子必須狩獵多
次成功，女子則須學會織布後才
能紋面，大部分的男女在前額及
下巴中央，刺一條或數條縱紋，
女子還要在兩頰紋面，從耳根到
嘴部四周，刺上大片的平行斜紋
，完成紋面者，方可論及婚嫁(太
魯閣族婦女的紋面，看起來和泰
雅族差距不大，但他們的頤紋寬
闊而接近平行，顏色為淺綠色)每
個少男少女，在紋面前必須遵循
祖先的遺訓，不得做姦淫及其他
傷風敗俗之事，這樣才能得到祖
靈之眷顧。

太魯閣族紋面少女
(1920年代)



紋面實況(1920年代)

紋面的道具是一支帶針的

木耙、敲打用的木槌、刮

血的木勺及染色用的布條

，紋面的顏料是以木炭泡

水而成的染液，紋面時將

沾滿染液的布條覆蓋在紋

面的部分，用來突顯條紋

的顏色，紋面後，整個臉

馬上就腫起來，連嘴巴都

張不開，吃東西也難以下

嚥，需要臥床休養一周，

只能吃稀飯類的清淡食物



紋面對於太魯閣族男子，代

表具備勇士與英雄的精神，

女子紋面代表擅於紡織及美

德，紋面尤其是女子論及婚

嫁的必備條件。紋面圖案會

因紋面師的觀念及技術而有

所差異，因此各部落的紋面

就出現不相同的紋路。太魯

閣族紋面的傳統習俗代表族

群認同、成年、成就及美觀

，也是通過祖靈橋必備的「

通行證」，因此紋面習俗可

說是太魯閣族特有的傳統文

化。太魯閣族紋面婦女(1927年代)



1900年3月台東廳長─「相良長綱」巡視太魯閣外社報告資料



1900年3月台東廳長─「相良長綱」巡視太魯閣外社報告資料



歷史事件─太魯閣戰役

合歡山武嶺瞭望台左側─「太魯閣戰役」說明牌



日治初期，日本政府對原住民採取「封鎖

圍堵」政策，並沿用清朝之隘勇制度，將

遺留之數條隘勇路予以修復，或略為推進

，作為消極防禦之用。直到台灣全島抗爭

活動漸趨平息後，始開始專注於原住民事

務，並於1906年，任命曾參與牡丹社之役

(1874年)，對台灣原住民有一定程度認識與

瞭解的「佐久間左馬太」為第5任總督。

1910年佐久間左馬太擬定5年「理番計畫」

，企圖以武力鎮壓手段，迫使全台灣原住

民歸順。



隘勇線為日本沿襲清末的制度設置，隘為關隘、隘口的意
思，而勇則是指在隘口下防禦的勇士們，隘勇線是為了區
隔原住民而設的一種防禦建築，以紅色的磚疊成牆,因此又
稱為紅線,另外設置隘勇監督所，隨時掌握監控原住民的情
況，照片為隘勇線的隘路以及隘勇監督所支所(1912年代) 



圖中為隘勇線的一個出入口，左側有日本士兵，
故知此側是線內，屬於原住民情況較穩定的區域
，右側有兩名原住民婦女，可能是到線外工作。



巡視隘勇線的日警



佐久間左馬太（1844年11月

19日－1915年8月5日），長
州藩出身（今山口縣），台

灣日治時期第5任總督（1906
年4月11日—1915年4月30日
） ，任內發生林圯埔事件（

1912年3月23日）、土庫事件

（1912年6月），被稱為「鐵

血總督」，是台灣總督中在

任最久的一位。獎勵移民，

在花蓮港廳設「吉野村」「

豐田村」「林田村」；設置

台北市主要街道的下水道，

普及郵政、電信事業。佐久

間左馬太於1915年4月卸任，

因「太魯閣戰役」時負傷的

舊疾復發，於1916年8月過世



「理蕃計畫」預定在第1、2年完成北部地區

原住民的掃蕩(泰雅族)，並置重點於部落間

聯絡道路的整理、拓寬、增建，以方便軍隊

及火砲深入山區，並將12條隘勇線前推，封

鎖原住民後勤補給，同時完成地理調查及地

圖測繪。在南部地區，則先進行安撫及調查

(布農族)，第3年置重點於全力討伐「太魯閣

族」。第4年起，針對南部、東部進行全面

掃蕩，並打通東西向橫貫道路，建立開發東

部的運輸幹線。第5年將隘勇線改建成永久

性道路。



在日治以前(甚至初期)台灣原

住民是地球上槍枝最密集的

地區，平均每個壯丁擁有1.19

把槍，而且槍枝多半為歐洲

原裝進口而非清朝仿製品，

性能相當精良。

溫徹斯特M1887霰彈槍，是一

枝由美國著名的槍械設計師

「約翰·白朗寧」設計，美國

溫徹斯特連發武器公司，於

1887年生產的槓桿式霰彈槍

，發射12號口徑霰彈。

太魯閣族勇士&溫徹斯特霰彈槍



日軍士兵服裝與配備



日軍第1聯隊準備出發前的點閱儀式



日軍第1聯隊準備出發前的分列儀式



日軍警察砲兵隊搬運三吋野戰砲



日軍在險峻山地開闢急造道路



日軍在高山峽谷架設橋樑



1914年(大正3年)，佐久間左馬太發動20世紀台灣
島上規模最大的「太魯閣討伐之役」。動用軍警
役共2萬多人，從東部花蓮溯立霧溪、木瓜溪，
及從西部埔里越合歡山、能高山，兵分四路，東
西夾擊，太魯閣族雖以赫赫斯社頭目─「哈魯克
．那威」為首，率領2,500勇士與日軍對抗，並僵
持了80幾天，但終因兵力太過懸殊，最後戰敗被
迫繳械投降。戰爭結束後，佐久間總督於9月19
日返回日本，向明治天皇報告「理蕃」事業，不
久即卸下總督一職。繼任的台灣總督「安東貞美
」廢除「蕃務本署」，將山地行政改歸警察本署
的「理蕃課」管轄，結束以武力討伐原住民的理
蕃政策，同時勸誘原住民遷居平地以利管理。



日軍於山頂部署砲兵準備對原住民部落實施砲擊



日軍砲兵前進觀測所



日軍對原住民部落砲擊



日軍對原住民部落實施砲擊



日軍指揮官在山頂觀戰



原住民部落遭日軍砲擊後景況



原住民部落遭日軍焚燬



日軍檢視原住民棄置的穀倉



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督戰



日軍攻抵合歡山舉杯慶賀



遭日軍壓制原住民



日軍對降服原住民實施繳械作業



戰敗降服的原住民



遭日軍俘獲綑綁的原住民



遭日軍拘禁的原住民



南投廳長對降服原住民講話



日軍舉行原住民歸順儀式



佐久間總督返回台北



太魯閣─佐久間神社(今文天祥公園)



1930年霧社事件肇生後，為避免太魯閣族群

再次串聯反抗，自1931年起至1937年，除赫

赫斯、砂卡礑以及西拉岸等三個部落，因耕

作考量外，餘皆強迫遷離原居地，至淺山或

平地，並採取混居方式，以破壞原住民部落

社會結構，致傳統文化盡失。1979年，赫赫

斯及砂卡礑遷居於秀林鄉富世村，是最後一

批移住平地的太魯閣族部落。



花蓮縣秀林鄉三棧村(溪)布拉旦遊憩區

結語



• 太魯閣族是最後一個降服日本的台灣原住民
族，日本統治台灣50年，但統治太魯閣族才
32年。

• 台灣歷經荷蘭、西班牙、鄭成功、清朝、日
本和國民黨之殖民統治。清朝稱台灣原住民
為「生蕃」和「熟蕃」。日本早期稱為「蕃
」，後來改稱為「高砂族」。國民黨則稱為

「山地同胞」，這些稱呼皆抹煞了原住民的
獨立象徵，也無法認定原住民是一個民族。
1996年，李登輝總統設立「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使「原住民」含蓋於憲法之中，
是原住民族去殖民化的重要一步。



• 2002年10月9日，陳水扁總統，代表政府與原
住民族完成「新夥伴關係協定」再肯認的儀式
，為原住民族去殖民化提供更實質的效力，同
時基於聯合國原住民人權宣言草案第33條─「
原住民有權根據共同的文化和傳統決定自己以
及族群的認同」之精神，於2004年1月14日，
通過「太魯閣族」正名。
•正名對原住民族而言，已被認為是基本人權和

普世價值，國際血型專家─林媽利教授從血型
、基因研究，台灣人的基因有一半是來自於原
住民與東南亞島嶼族群，另外一半來自於東南
亞及亞洲大陸，經驗證，台灣人85%是「漢化
番」的後代。



• 從閩客族群基因的高共通性及85%台灣原住民基
因的呈現，證明唐山過台灣，並不是來自於中原
的漢人，而是一群居住在中國東南沿海，被漢化
的原住民─「越族」的後代；從血緣上研究，平
埔族不僅與高山族相近，還帶有源於數千年前古
代移民獨特的亞洲大陸血緣，平埔族群並未消失
，只是漢化溶入「台灣人」之中。台灣高山原住
民族雖同屬南島語系，但體質各異，係於不同時
期，由東南亞各地循多重路徑遷移至台灣，所以
先後來到台灣的各族群，包括1949年遷移來台的
「新台灣人」，外籍新娘衍生的「新住民」，都
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所以台灣中國，一邊一
國，台灣唯有正名才能脫離殖民統治的制箍，台
灣人才能真正當家做主。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學研究中心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記憶高雄」
•台灣原住民文化知識網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泰雅族太魯閣族紋面文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源─特藏資料庫
•輔仁大學原住民服務中心
•臺灣踏查旅遊史
•達文西的部落格
•太魯閣巴萊
•阿欽仔的旅遊日記
•原舞者/尋回失落的印記．太魯閣族樂舞
•台北全景電台─ 「原野的心跳」邱春珠專訪太魯閣的部落

文史工作者─許通益牧師(Yydaw Dang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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