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里山鄒族
戰祭 & 生命豆祭
■ 文、攝影／李家儒

▲ 族人歡樂歌舞為新人們慶賀。

「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

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一首朗朗上口的

「高山青」，正是阿里山鄒族人的最佳寫照。

沈穩內斂的個性，輪廓高聳的鼻子，帶著幾分

驕傲與自信，是鄒族原住民給人的印象。

以農業、授獵為生的父系社會

台灣原住民族中的鄒族，分佈於中部中央

山脈西側，即嘉義縣阿里山鄉至高雄縣那瑪夏

（原「三民」）鄉之狹長地帶，和布農族同樣

居處海拔較高之山區。

由於鄒族的北部族群與南部族群，在語

言、文化風俗上差異性很大，常以「北鄒」、

「南鄒」稱之。「南鄒」指的是高雄縣那瑪

夏鄉及桃源鄉的「卡那卡那富」與「沙阿魯

阿」族；「北鄒」又稱「阿里山鄒」，有「特

富野」、「達邦」、「伊姆諸」與「魯富都」

社，而四社中的伊姆諸社與魯富都社，都於20

世紀初，因惡疾、部落首長絕嗣而廢社。近幾

世紀以來，受到來自東部山區布農族領土擴

張，以及來自西部平埔族和漢人的入侵，加上

傳染病之流行，使得鄒族人口數銳減。目前，

阿里山鄒族有8個部落，來吉、樂野、特富野

屬於特富野社，新美、茶山、山美、里佳、達

邦屬於達邦社。

鄒族原住民的傳統生計，以農業及狩獵

為主，因政府禁止狩獵的法令限制，迫使鄒族

人口嚴重外流。由於阿里山區為高山茶及山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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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戰祭前幾天要修建會所屋頂。

▲ 由勇士爬上樹幹砍除樹枝象徵為戰神整
理路徑。

的種植區，許多鄒族的族人開始在保留地

上種植山葵，並跟平地的茶農學習種茶的

技術，這兩項高經濟作物，終於使少數年

輕人回流至部落。除茶葉與山葵外，桂竹

筍、轎篙筍、高麗菜也是經濟作物之一。

近年來，更有族人研究花卉的種植，尤其

高單價的香水百合，更是新興的精緻農

業，受到族人的青睞。

鄒族的社會組織，以嚴格的父系氏族

組織，以及大、小社分脈聯合之政治性組

織為主，部落事務及祭儀，都以男子會所

（稱為「庫巴」Kuba）為中心，結婚前的

青少年，必須居住於此，同時接受訓練。

過去僅該部落之男性可以進入男子會所，

非該部落者及女性皆禁止進入，現在已成

為舉辦戰祭（瑪雅斯比mayasvi）祭儀活

動中心。

鄒族重要祭典─傳統戰祭

鄒族部落的大型傳統祭儀，每年有

3個祭典，分別是播種祭、小米豐收祭

（Homeyaya）、戰祭，而以戰祭最為重

要，其中，整修會所、修砍神樹、迎靈、

娛靈、送靈之祭儀過程繁複，最為人稱

道，尤以歌舞的階段性、節奏性配合，

頗值得人們深究。和賽夏族矮靈祭（pas-

taai）相同，有著神秘色彩及繁複祭典程

序的阿里山鄒族戰祭舉行之際，總是吸引

無數文化工作者、新聞傳播媒體及遊客上

山研究觀禮。

 鄒族一年一度的戰祭，是鄒族最隆

重的祭典，主要是向天神表示族人們的

敬意，古時並有祈求征戰勝利與部落團結

的涵意。舉行鄒族傳統戰祭儀式的時間，

原本不固定，皆由頭目決定舉辦與否及時

間，但大致上，以獵獲敵首之後的mee-

hangu儀式和小米收成祭之後的儀式為

主，目前，因為鄒族社會生活型態的變

遷，沒有獵敵首的征戰，也不再從事以小

米為主的農業耕作，宗教信仰亦被西洋宗

教所取代，所以，現今戰祭舉行的時間和

方式，均迥異於以往的儀式，目前則改由

達邦、特富野二社輪流擔任祭典儀式，日

期多訂於每年國（陽）曆的2月15日。

戰祭的起源與神話傳說有著密切的關

聯。傳說，在很久以前，有一個小孩突然

失蹤，經多年後的某一天，這個小孩竟然

在男子會所（庫巴，Kuba）從天而降，

說他到天上去，跟天上的神明學習許多事

情，後來天上的神明告訴他，要他回到父

母的身邊，他遵照天上神明交待的事，教

導人們祭祀的儀式，也教導族人編製藤

筐、藤簍。部落裡的族人，也相互叮嚀

著，要牢記天上神明傳下來的技藝，還要

從幼小的兒童就開始傳授，好讓他們也能

早早嫻熟所有技能，並一代代傳承下去。

以特富野部落為例，在舉辦戰祭的

開始前幾天，部落裡的壯丁就要上山打獵

及採集木槲蘭神花（fiteu）備用，並整理

男子會所內的聖物，修建會所屋頂；而婦

女們則要開始準備祭典所需之祭品，如釀

酒、做糯米糕等。全社的族人都要把特富

野部落清理乾淨，特別是各個重要的道

路，會加以特別整理一番，尤其男子要將

通往獵區路徑（出征之路）除草，象徵出

獵、出征順利，最重要的「庫巴」也會在

戰祭舉行之前整理更新。

戰祭五部曲

戰祭的整個祭典儀式，包括迎神祭、

團結祭、送神祭、路祭及家祭等5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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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老揮甩風笛向族人們報信。 ▲ 婦女穿著鄒族傳統服裝。

共同用腰刀及槍茅刺殺，之後每個參與祭

典的男子，都要把身上佩掛的腰刀沾上豬

血，再將腰刀上的豬血，塗抹在神樹上引

誘敵靈，豬肝則供戰神饗食，並向著神樹

舉刀呼嘯5次，向戰神報告祭典已完成準

備。接著砍除神樹（赤榕樹），由5位勇

士爬上樹幹砍除樹枝，象徵為戰神整理路

徑，作為戰神降臨會所之階梯，樹株上只

留下3根枝葉，藉以引導天神降臨，也象徵

著生命的更新。在留存的3根枝葉中，1枝

朝向頭目家，1枝向男子會所，1枝向石氏

家（鄒族特富野社有陳氏、石氏、汪氏、

高氏、杜氏等5大氏族），此3枝均有其維

護部落生命的重大意義。

在用豬血、豬肉祭神後，頭目及長老

會帶領隊伍在祭典廣場圍成半圓形，引唱

莊嚴厚重、沉穩內斂的ehoi迎神曲，進行

迎神儀式，吟唱兩遍，第一次迎接戰神，

第二次迎接司命。當迎神曲連唱2遍後，男

子就全部陸續登上男子會所。此時，部落

內若有初生之男嬰，則由其舅父抱至男子

會所，並以小酒杯祈神祝福。之後，眾勇

士唸誦凱旋誦文，唸畢，長老訓勉勇士，

以砥礪勇士志氣。而其他族人在此時，奔

跑至各家，攜回各種食物，並在男子會所

庫巴內舉行成年禮、部落團結祭、初登會

所祭、勇士誇功祭等，直到送神儀式展

開，族裡女性才可以進入廣場。

成年禮係將成年之男子，在會所舉行

成年儀式，經由長老訓勉後，再為他們戴

上皮帽。之後，帶他們至頭目家，給他們

喝少量的酒，表示已成年，可允許喝酒，

同時也要負起更多的責任。

團結祭是由各氏族將米酒、糯米糕、

豬肉等供品攜至會所內，摻合後共食之，

象徵求戰神賜予征戰力量，各氏族團結禦

敵。

祭典進行到送神儀式時，參與祭典的

男子，會再度聚集到廣場，排成半圓形舞

隊，逆時針方向自男子會所走向神樹，唱

送神曲，恭送戰神升天。唱戰歌時，先唱

慢版再快版，唱快版時，由汪氏、石氏婦

女持火把入場，此火代表氏族之火，要與

會所的聖火合而為一，亦表示勇士征戰的

力量，因婦女協助而更加充實。婦女持火

把進場後，便可開始加入舞隊，再唱一次

送神曲，恭送司命神升天。

鄒族勇士開始往村外移動，沿路展

開路祭，一邊用刀砍下路邊象徵生命的茅

草，一邊捆草代表族人生命的團結。行至

社口處，沿路取茅草，在社口束茅草，並

祭典儀式開始時，鄒族男子需著鄒族勇士

裝，頭上戴皮帽，配木斛草作為戰神認識

之標記，配樹皮籤條於胸前，以作為護身

符，可防止惡靈於祭典時入侵。

儀式開始前，頭目在會所內向參與祭

典的男子，講述戰祭的主要涵意，且訓勉

族人在祭儀當中，應該留意的事項。祭典

一開始，由鄒族婦女從庫巴持著燃燒的聖

火，走至男子會所旁的祭儀廣場，將聖火

放置廣場中央，會所之火象徵族人生命之

火，經年不熄，並做祈神儀式的動作，接

著所有參加祭典的男子，穿著鮮紅或皮質

的傳統服飾魚貫入場，腰際佩帶著鋒利的

刀子，威武地聚集在神樹前。

緊接著，兩位婦女把山豬（代替傳統

敵首）抬出來，是儀式的祭品，壯丁把山

豬放在神樹前，號令之後，由長老及壯丁

 到送神儀式時女性族人才可進入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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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族勇士搭起的長茅陣。▲

將神花、豬肉置其上，供奉出征之卜鳥，

佑助勇士出征。

路祭回程，須到各大氏族家屋，以

祭拜土地神及粟神（家祭），象徵戰神所

賜之力量，延伸至各氏族，各家族也會準

備好小米酒，請眾人暢飲，祭拜結束後，

再折回男子會所，開始舉行熱鬧的聯歡舞

會。

聯歡舞會通常在下午3、4點開始，族

人以歌舞頌讚戰神及祖先的英勇作為，一

連3天通宵達旦歌舞狂歡，歌舞時沒有性

別、種族之分，有興趣的賓客亦可加入，

惟須以誠敬之心與會。族人在祭歌中學習

族人的長幼之序、歷史文化、社會倫理等

智慧。第2天或第3天午夜前，由頭目帶領

勇士再唱迎神曲和送神曲，而後將廣場火

堆熄滅，祭典正式結束。

鄒族戰祭以往是在有戰事發生時，

為祝賀戰士凱旋歸來而舉行，舉行時間不

定，有時一年可以有好幾次，也有時一

年都沒有舉辦。後來漸漸進入現代化社會

後，族群之間改以和平相處，不再有戰事

發生，因此，目前特富野社的戰祭，已經

不再是頌讚戰事的祭典，而是為維持傳統

文化與精神的傳承，將重點的儀式保留，

改以祝頌族人新生男子周年禮與成年男生

的成年禮，成為加入新的意義所舉行的祭

典。

傳承薪火的生命豆祭

阿里山鄒族原住民傳統祭典中，充滿

幸福與熱情的「生命豆祭」，在每年農閒

時節舉行，整個祭儀活動現場，除瀰漫在

「高山青」歌曲當中，美如水的姑娘與壯

如山的少年，在會場中完成終生大事，共

譜鄒族戀歌外，還動員阿里山鄒族各部落

族人，以百人傳統歌舞的熱鬧場面，慶祝

莊嚴又浪漫的愛情派對。 

在鄒族「生命豆祭」祭儀開始前，

先由鄒族長老揮甩風笛，向族人們通報信

息，召集族人們歡喜來「逗陣」。鄒族風

笛是一種通風報信的工具，以前鄒族人發

現有外敵侵入或異常動靜時，就會甩動風

笛通知族人防禦或避難，演變至今，形成

鄒族的傳統文化。

傳統盛裝打扮的鄒族長老們，在觀

禮台前依循古禮舉行祈福儀式，緊接著是

邀請與會的貴賓，一起手持象徵鄒族生

命力延續與族群融合的火把，啟動鄒族傳

統「生命豆祭」的文化薪火傳承，點燃象

徵原漢民族融合為一的生命之火，熊熊燃

燒台灣新希望，也意味台灣的多元文化特

性，唯有在學習鄒族「生命豆祭」的尊重

與包容之生命課題下，才能讓台灣不同族

群的文化共生存在，足以展現台灣豐富多

樣的生命力，因此，鄒族「生命豆祭」的

傳承意義，不止於鄒族、台灣家族，甚至

也是追求國族生命力綿延不斷的啟示。

阿里山地區鄒族的人口，早年醫學不

發達時期，鄒族人時常遭受到天花、瘟疫

及傳染病的侵襲，而從數十萬人口銳減到

現今約3,000人，讓鄒族部落內的長老們憂

心族人滅絕，有鑑於族內人口日漸減少，

而提出人口增產的計劃，鼓勵年輕族人結

婚生育，辦理婚配等事宜。

鄒族傳統祭儀中的「生命豆祭」，

即是鄒族原住民的傳統婚禮，一直是鄒族

傳統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祭典，

曾因停辦多年而幾近失傳，幸好在鄒族有

心人士追根尋源努力下，經鄒族長老多次

商議，在阿里山鄉公所及地方政府相關單

位的協助下，特別從民國91年起，配合

推動地方休閒旅遊，由觀光局阿里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嘉義縣政府等單位共同加

以包裝，聯合舉辦鄒族「生命豆祭」傳統

婚禮集團結婚儀式，配合創新歌舞暨文化

系列活動，將傳統「生命豆祭」重新搬上

舞台，再度於婚禮祭典中登場，藉著「生

命豆祭」的活動，鼓勵族內青年男女踴躍

參加，學習生命豆之超強生命力，早日成

家立業，建立幸福家庭，為鄒族綿延新生

命，並為新人舉行祈福儀式，具有鼓勵族

群生命綿延傳承之意。

重新登場的阿里山鄒族「生命豆

祭」，其實已不是原汁原味的傳統鄒族祭

儀，而是為配合「愛情」與「新生」兩大

主題，將源自鄒族的傳統婚禮，再注入現

代巧思改編而成的新祭典儀式，以鄒族集

體婚禮為主軸，並結合阿里山部落人文、

觀光、產業等資源，具有鼓勵族群生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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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手父母攜帶小米酒與糯米糕為小豆豆
們報戶口。

▲ 長老在新人臀部上象徵性鞭打2次。

遠流長的意義。也因此，細心的外族人或

許會發現，這個活動截然不同於鄒族的戰

祭和小米豐收祭般具有濃厚宗教的肅穆氣

氛，而是張燈結綵，喜氣洋洋，備好小米

酒、烤山豬肉，像似嘉年華會一般，歡迎

外地遊客上山來，盡情參與共同歡樂。

整個「生命豆祭」的主軸－鄒族傳

統婚禮，除有鄒族內的新人參與，也歡迎

一般民眾事先報名，甚至曾經吸引一對外

國新人參加。由於舉辦時間為期長達2至

4週，只要遇到週末假日，就是活動的高

峰，吸引形形色色的伴侶們牽手同行，從

熱戀情侶、新婚夫婦到老夫老妻都有，在

集體婚禮的氣氛催化下，更讓「生命豆

祭」的活動現場，飄溢愛情的香甜氣味。

將愛注入生命之豆

美好的婚姻關係，是鄒族「生命豆

祭」的一大訴求，至於「生命豆祭」，之

所以取名為「生命豆」，採用「豆」來

作為生命繁衍的象徵，是因為鄒族長老發

現，在鄒族居住的部落週邊，有一種蔓藤

豆科植物－「生命豆」，鄒族語稱之為

「fo'na 」，也就是台灣人俗稱的「肉豆」

（學名雀豆），在惡劣環境、貧瘠的土壤

上，依舊可以發芽生長良好，在每年11

月開花，當花朵凋謝後會長出豆莢，且結

果纍纍，由於可口美味，成為鄒族人的傳

統美食，是一種具有強韌生命力的豆科植

物，所以，族人為效法生命豆堅韌的生命

力，便以它作為勉勵族內青年男女生命傳

承與種族延續的象徵，期許子孫像生命豆

一樣，賦予堅韌的生命力，讓世代子孫延

續下去，其涵意深遠且高貴聖潔。

在「生命豆祭」的祭儀中，先前曾舉

辦「生命豆祭」時，所繁衍的幾位「小豆

豆」，也來見證延續鄒族生命力的祭典，

現場並為他們舉行隆重的鄒族傳統「抓

週」儀式。

鄒族「生命豆祭」的婚禮過程，巧思

結合鄒族傳統，首先一對對新人，穿著鄒

族的傳統服裝依序進場，接受鄒族的成年

禮儀式，分別由男性與女性的長老耳提面

命訓話後，由長老在每人彎身的臀部上，

象徵性的鞭打二次，象徵已經長大成年，

且必須擔負起更多的責任，而後由長老分

別為男方戴上傳統皮帽，為女方戴上傳統

頭飾，完成「成年禮」的儀式，象徵新人

們都已經長大成人，可以共組幸福家庭，

延續傳宗接代的任務。

隨後，新人們穿過鄒族勇士搭起的長

茅陣，男女雙方彼此交換定親（情）的信

物－新娘將手中的生命豆種子交給男方，

並放入男方的火器袋內，男方則將手中的

信物交給女方，並放入女方的披掛袋內，

在圍觀親友的歡呼祝福聲中，倆人偕手共

飲「同心酒」，並互給對方深情一吻，手

牽手通過充滿喜氣的拱門，由族中長老分

別為每一對新人祈福，同時接受族人們鼓

掌歡呼，祝福每對新人都能白頭偕老，百

年好合，早生貴子。而後，族人們便開始

歡樂的舞蹈，為新人們慶賀。

在「新版」的「生命豆祭」活動過程

中，除傳統婚禮體驗外，主辦單位也融入

時下的愛情詮釋觀點，推出各種不同於傳

統婚禮的規劃，如嘻哈婚禮、趣味婚禮，

或是以棒球跑壘的遊戲設計，讓新人一同

體驗同心協力的喜悅，打出愛情全壘打，

甚至貼心地提供免費拍攝婚紗照的服務，

見證這越冷越開花的高山愛情。

鄒族「生命豆祭」活動連續舉辦下

來，令鄒族人感到欣悅的，是曾經在「生

命豆祭」中，宣示牽手共度一生的新人

們，也紛紛不負眾望，有了小豆豆的誕

生。這些「新手」父母們，必須攜帶小米

酒、糯米糕回到部落，為小豆豆們報戶

口，並接受部落長者的祈福，也為鄒族注

入新的血脈，承續祖先的傳統文化。

 長老為女方戴上傳統頭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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