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不造作的蘭嶼文化

孤懸台灣東南海面，在太平洋萬頃碧波，浪捲千堆雪的浩瀚中，呈

現出這一塊美麗的島嶼。它那未經雕琢的原始美，依舊扣人心弦。特殊

風韻的純樸習俗，成了縈人心坎，怦然嚮往的桃源鄉。有空走一遭蘭嶼

島，它們的一切，在在不一樣。沒有油煙銅臭，一切呈現著半原始的燦

爛，還有悠閒浪漫的情調。這裡的熱情，

比起文明的熱鬧，更有溫度。這裏的親

切，較諸親人更有溫馨。往往一見如故，

莫逆於心，沒有城廓隔閡，一切情真意

切，使人不忍離去。

生活在蘭嶼島上的達悟族原住民，性

情單純自足，臉上充滿著笑容，習性像是

篇篇的詩章，純樸自然而有餘韻，也洋溢

著青春雀躍的快樂。

達悟族人性格溫和，一身穿著簡單

樸素。中年以上的男子，習慣只著丁字褲

（或短褲），露出古銅色的肌膚，粗獷而

健康。終年享受大自然風花雪月的澤潤，

顯得特別輕巧。即使赤腳裸足，走在礁岩

礫石上，也能健步如飛，如履平地。女人

平時只著遮胸及護裙，但盛裝打扮時，則

是琳瑯滿目，多采多姿。她們毫不造作的

打扮，近乎自然的風韻，顯得婀娜多姿，

體態生動撩人，別有一番氣質與格調。用

「不施胭脂色，別有綺羅香」來形容，是

達悟族女子的最好寫照。

遠近馳名的獨木舟（實際應是「拼板

舟」），是蘭嶼達悟族人的藝術傑作，將

生活與藝術結合在一起。獨木舟的軀殼很

▲ 族人合力將新船放進海中。

▲ 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的傳統土偶。

「美呀！美麗的蘭嶼島，青色山脈，碧草如茵」，正如「蘭嶼小調」

所歌頌，這是海上的樂園，達悟族人可愛的故鄉！

■文．攝影／曾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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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但卻需花費好幾倍的

功夫，來雕琢它們的圖案與

裝飾，以象徵達悟族的傳統

文化與生活特色。這些裝

飾，線條細膩，色調鮮豔，

通常使用紅、白、黑基本顏

色，點綴成「太陽、海浪、

花卉」，把這裡的自然與生

活刻繪出來。

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的

「住」，也極富特色。有些

利用穴地與山洞，砌石塊，

雕石壁。有些居住茅房，或

是空曠簡單的架屋，儘量與

自然和諧。地上搭架的涼棚，是達悟族人

的清涼屋；而地下住穴，則是他們的溫馨

室。白天，婦女的大部份時間，都在涼棚

裡做手工。到了夏夜，涼棚的裡外，則是

清涼好消閒。三五鄰居閒聚，老年人閒著

嚼檳榔，談天說地，一片悠然，小孩子圍

在涼棚的周圍，哼著民歌或嬉戲，年輕人

則唱山歌，賞月夜，數星星，聽海濤。無

論到那兒，都像自個兒的家，累了倒頭就

睡，席地亦可下榻。

大自然賜予蘭嶼秀麗的景色，與豐富

的奇礁怪岩，構成許多自然的偉構。礁岩

圖畫，是蘭嶼最豐富的資產，如雙獅岩、

坦克岩、情人洞、玉女石、龍頭岩、象鼻

岩等，尤其東清灣的日出，嬉水浪濤，山

色水青，構成一幅幅最自然的美麗圖畫！

傳統大事　新船下水祭

對達悟族原住民來說，結合「力」與

「美」表現的傳統達悟族新船下水祭，是

一年或數年中的一件大事。

達悟族新船的主人，在祭祀的一個

月內，早就已經開始著手準備各項工作。

至下水祭的前幾天，即必須下田採集水芋

頭，搬運回家後，堆置存放在家中的工作

房內，等到舉行下水祭前一天，才打開工

作房大門，用桶盆將水芋頭，一盆盆搬運

堆置上船。

被新船主人邀請來參加新船下水祭

典的親朋好友，依照達悟族的傳統習俗，

是只要「空手到」，不需攜帶禮物來贈送

道賀，反倒是漁船的主人還要殺豬宴客，

且倒貼送禮物「豬肉」給客人，因此，在

「有呷擱有掠」的誘惑下，道賀賓客的報

到率，往往是出乎新船主人的意料之外。

當親友到達新船主人的家裡後，便

先走到工作房，查看新船主人水芋頭收穫

的成果，並齊聲歌頌祝賀，此時，主人也

要唱歌回應答謝。新船主人接受親友道賀

後，就走到新船的周圍，劃分堆放水芋頭

的位置，再吩咐幫忙的親戚好友，用桶盆

將工作房內的水芋頭，搬運到新船周邊堆

放，將整個船身全部埋進芋頭堆裡。

新船主人為了這次下水祭典，還把新

▲ 小型的達悟舟手工藝品。

 達悟族原住民的招魚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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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裝飾一番，在船尾、船首處，裝上插有

雞毛的木雕裝飾。而另一批從外地部落遠

道而來的賀客，依據達悟族的傳統禮俗，

得先待在部落外的路邊大樹下等候，等新

船裝飾妥當後，才由船主燃放鞭炮歡迎，

賀客才能趨前向船主道賀。此時，新船主

人與賀客都需穿著配戴傳統服飾，即身上

掛銅片，著丁字褲，頭戴盆狀銀盔。見面

時，彼此先行碰鼻禮，再引導進入船主的

家，聚坐圍著新船高聲歌頌，讚美新船主

人栽種的水芋豐收，新打造的新船華麗美

觀。

獨木舟下水前的禁忌與儀式

達悟族原住民打造船隻，有一定的

傳統規矩，必須嚴格的共同遵守，如剛打

造時，女性族人不得靠近倚靠，新船下水

祭典禮時，也都由族中的壯丁來參與，因

此，現場唱喝祈禱聲，聲勢響徹雲霄，場

面非常壯觀。

蘭嶼達悟族原住民十分迷信鬼神，因

而在新船下水之前，都會有一項莊嚴隆重

的驅鬼儀式，由年輕的族人分別站立在船

舷兩旁，身體朝外極盡裝扮鬼臉的能事，

且嘴裡大聲憤怒吼叫，兩隻腳板也隨著用

力猛跺地面，臉龐狀貌非常兇惡。據說，

臉孔表現愈猙獰兇霸，愈能使魔鬼卻步。

新船由族人合力抬起，向空中猛然拋

擲數回，此時，大家的情緒愈加高昂，下

水祭典禮又邁昇另一個高潮。族人們合力

抬著新船，快速地奔向部落外的海邊。在

新船上，站立著新船的主人，新船尾端的

魚槽內，則放著一隻白色羽毛的公雞，在

下水之前，由船長捧著白毛公雞，遙望著

茫茫大海，嘴中喃喃唸著咒語，一面做出

捕魚的姿勢，族人也跟著動作模仿。剎那

間，船長拔出佩在腰際間的利刃，動作俐

落地刀起刀落，將白毛公雞的頸部割破，

淌流鮮紅的雞血，順勢流進預先準備好的

木製容器內，這時，族人紛紛快動作擁

上，用右手的食指蘸上雞血，再跑到近海

邊，把手指頭上的雞血塗在礁石上，據說

這樣的作法，可以招引魚群入港，讓魚獲

滿載而歸。

在經過一番驅鬼的儀式後，族人突

如其來一窩蜂擁上去，合力將新船抬舉起

來，船長則在船上把緊船舵，然後將新船

放進海中，在親友的祝福下，船長與水手

們合力划著新船出海，結束難得一見新船

下水祭儀式的高潮。

蘭嶼島上的達悟舟，是生活與藝術的

結合，雕造技術非常細緻，是集體創造的

民俗之物，無論是大船小舟，都非常具有

特色。近年來，政府積極輔導年輕的達悟

▼ 達悟舟是生活與藝術的結合。

▲ 新船下水前莊嚴隆重的驅鬼儀式。

▲ 日出時達悟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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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大量雕刻小型的達悟舟，當作手工

藝品販售，以改善達悟人的生活經濟。

小米祭典慶收成

蘭嶼達悟族原住民的「小米祭」，又

稱為「小米豐收季」，是達悟族的3大祭典

之一，通常是在每年的小米收成後，由各

部落的長老開會擇期舉行。

傳統的小米祭，舉辦期間長達7天，

且只准許男性參加，婦女僅能在遠遠的地

方觀看。「小米祭」舉辦的地點，多會選

擇在集會所或活動中心前的廣場，主要的

儀式有祭神、跳搗米祈禱舞，由穿著傳統

服飾的勇士，手握小米樁杵，圍著小米樁

臼，一面吟誦感謝豐收的古老歌謠，一面

圍繞著木製樁臼，依序趨前搗打小米。但

時至今天，不但祭典日期縮減為1、2天，

莊嚴的祭典也變成輕鬆的表演場面，歌舞

的場面貫穿整個祭典，就連婦女也可以出

現在祭典會場上。

小米，就是正名為「粟」的一年生禾

本科作物，穀粒細小，所以，成語「滄海

一粟」，用來形容人在天地間的渺小。往

昔，小米一直是原住民的主食，被視為最

神聖的農作物，因而有「粟祭」和共同搗

粟的祭儀。

小米採收時，比稻米的人力收割還要

費工，揹著簍筐的達悟族人，在小米田裏

一行一行、一穗一穗地採割，然後將數穗

紮綑成束，放在路邊或屋頂曝曬。曬乾後

先祖的敬仰之熱忱。隨後展開小米豐收的

歌舞節目，首先登場的是達悟族勇士們的

搗米舞，身著丁字褲的勇士們，表演起來

生動粗獷，展現著力與美。接續表演的還

有婦女的頭髮舞、壯丁的勇士舞等節目，

一一呈現在觀眾的眼前，教人心神激盪。

捕捉「阿里捧捧」

每 年 的 春 夏 季 節 ， 正 是 蘭 嶼

達 悟 族 原 住 民 捕 捉 「 阿 里 捧 捧 」

（ALIBANGBANG）的季節，也是達悟

族人最忙碌的時候。所謂「阿里捧捧」，

是原住民達悟族語「飛魚」的意思。飛

魚，是一種體型呈流線狀的魚，是達悟

族人最重要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之一，

捕捉飛魚己經變成達悟族傳統文化的部

分。在每年的春夏季節間，飛魚族群會隨

著黑潮大量湧向蘭嶼附近海域。此時，達

悟族原住民會舉行招來飛魚的「招魚祭」

（MIVANWA），祭典過後才開始捕捉飛

魚，剛開始僅限於在夜間以燈光（點火

把）誘捕，至夏季時才可以在白天捕捉飛

魚，在這段飛魚汛期內，達悟族人通常不

捕捉別的魚類，因而入夜後，達悟族人

划舟操槳出海捕捉「阿里捧捧」的呼叫

▲ 東清灣的日出美景。

▲ 船長與水手們合力划著新船出海。

的脫粒，大多用木杵木臼來樁搗。由於穀

穗較易保存，所以，達悟族人都是要吃多

少才搗多少，樁小米就幾乎成為每天的例

行工作。

據說小米採收時，達悟族有些傳統

禁忌，諸如不能刷牙漱口，或洗臉洗澡，

凡是必須接觸到水的動作，都必須嚴加

避免。小米富有黏性，原住民都用來煮飯

熬粥、製粿釀酒，尤其是小米酒，香甜濃

烈，後勁十足，包管讓人回味無窮！

小米豐收祭由部落長老吟唱祭歌揭開

序幕，低沉而凝重的歌聲，是為了接引祖

靈回來參加祭典，充分流露出達悟族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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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隨著海風此起彼落，樂不可支！至夏

季時，會再舉行另一次的儀式，停止捕捉

當年的飛魚，改捕捉別的魚種，至中秋節

後，即不再食用飛魚。達悟族人將魚分

為：老人魚、男人魚、女人魚三大類。老

人魚是只有老人家才可食用的魚類，男人

魚指皮粗、肉腥的魚種，通常僅供男人食

用，女人魚則是味道較鮮美，肉質細膩的

魚。

飛魚原產於印度洋，當游行在蘭嶼海

面上時，可以用「飛騰躍進」的速度來形

容，大約每秒鐘10碼左右，此起彼落的場

面非常壯觀。

自古以來，達悟族原住民即將飛魚

視為是上天所賜予的美食，因此，在捕捉

時，充滿了神秘的禁忌。捕獲的飛魚，除

少數供作新鮮煮食外，大部份都簡單宰殺

處理後，便吊掛在棚架上曬成飛魚乾，儲

存作為秋、冬季節的三餐主食，其經濟價

值不下於芋頭和地瓜。

在達悟族人傳統的習俗中，每年在

捕捉飛魚之前，必須要舉行「飛魚祈禱

祭」，由族中的長老擇定良辰吉日，召集

壯丁穿著全副武裝，唸咒作法，儀式莊嚴

隆重，場面浩大熱鬧。

在海面上，達悟族人運用高超的捕魚

技巧，只見網起魚落，不用半天的時間，

即可滿船而歸。捕魚用的長網，外形似捕

蝶網，是由一根長竹竿，加裝一只袋狀魚

網而成。捕撈飛魚時，全靠眼明手快的功

夫，當飛魚竄入魚網後，仍活蹦亂跳，非

常地刺激。

在達悟族的社會中，流傳一個故事，

曾經有一位蘭嶼達悟族的青年，於某一天

的夜晚睡覺時，做了一個夢，在夢中見

到一條體型呈黑色的飛魚，對他說：「飛

魚都喜歡在夜晚活動，只要用蘆葦做成

火把，點著燃燒引誘，即可以輕易捕捉

到」。因此，時至今日，老一輩的達悟族

原住民，仍習慣選擇在晚上出海捉飛魚，

但年輕的一代，已經引進現代捕魚設備，

捉起飛魚，輕鬆愉快多了。

相傳，達悟族原住民捕捉飛魚時，有

各種應遵行的禁忌，例如不能使用水槍射

魚，或在海邊釣魚，也不能在海邊丟擲石

頭。萬一捕不到飛魚時，便將島上的土雞

▲ 達悟族原住民把飛魚乾、芋頭、地瓜視
為主食。

▲ 捕捉到的飛魚一串串地掛在竹竿上曬乾。

帶上漁舟一同出海，因為他們都相信，土

雞的啼叫聲，可以喚來一群群的飛魚。

捕捉到的飛魚，由各部落的長老，在

海邊平均分給每一位參與捕魚的族人，大

家都不得有異議。分得到的飛魚，都用特

製的大型木盤盛裝著，有的便宜賣給當地

的軍公教人員，但大部份都曬成飛魚乾，

作為主食或佐膳佳餚。而達悟族原住民曬

飛魚乾，也有很多規矩，諸如家家戶戶都

用竹籬笆圍起來，飛魚一串串地掛在竹竿

上，別人都不能靠近，否則會受到懲罰。

蘭嶼的達悟族原住民，把飛魚乾、芋

頭、地瓜視為主食。對於飛魚乾的吃法，

從煙燻、火烤到煮湯，可說十分原始簡

單。

當時序過了中秋後，達悟族原住民

便不再吃飛魚乾，他們都相信，天氣轉涼

之後，魚兒要回故鄉過冬，不能將牠們留

著，以免為自己帶來噩運。

達悟族人樂天知命，使得飛魚的捕獲

量受到限制，每當夕陽西下時，族人結夥

操舟出海捕捉「阿里捧捧」，已經變成蘭

嶼達悟族人的特殊人文景觀，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充份顯示達悟族原住民堅忍不

拔的恆心與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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