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孕育排灣族歷史故事

被譽為「屏東後花園」的泰武鄉，

是很多人一致推薦的地方，「泰武」原住

民人文與大自然之美，正提供國人休閒度

假，探訪原住民風情的好去處。

位處屏東縣八大山地鄉中心地帶的泰

武鄉，隱藏在中央山脈的山嶺林間，亦即

北大武山和南大武山之間的谷地，是典型

的原住民山地鄉，遠避都會的人世塵囂，

放眼高山幽谷絕壁，山頂澗谷雲霧繚繞，

真的令人悠然神往。

遠在清朝時，清廷採取開山撫蕃政

策，「泰武」隸屬於台南府鳳山縣所轄，

設有「泰武辦務處」，在山下置屯兵監

護。日據時期，隸屬於阿猴廳，合併諸社

為「泰武社」，並在各社設置「蕃務官務

派出所」（警察駐在所），以執行地方行

政、教育、衛生等事務，並維持地方治安

的殖民政策，至民國34年終戰成立泰武鄉

公所，遷設於佳平村現址。最初原隸屬高

雄縣，至民國39年，因行政區域調整，

新成立屏東縣，便由高雄縣劃歸屏東縣管

轄，以迄於今。目前，轄有佳平、武潭、

和平、佳興、泰武、萬安等6個村落。

「泰武」地區的命名，原先是由部落

的母語名Kulaluce音譯為「括兒魯使」，

原
民
風
情

■  文、攝影／袁祖銘

後因民國35年泰武村成立鄉公所，需要一

個簡短的地名，由於泰武鄉境內的大武山

為著名的地理景觀，欲取名「大武」，因

鄰近的台東正巧有個「太武」鄉，為便於

區分，故取「大」的古音「泰」，泰武之

名於是而生。

泰武鄉的地勢與周遭的山脈息息相

關，從東邊所鄰為中央山脈，南大武山

平時不容易見到的「雲瀑」景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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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2,841公尺）、北大武山（3,090公

尺）2座主峰屹立其中，與台東縣金峰鄉

為界，泰武鄉地勢便由東邊的高山一路緩

下，到西南邊與客家族群住居的萬巒鄉為

鄰，北以隘寮溪銜接瑪家、霧台2鄉，南邊

與來義鄉為鄰，因此境內的6個村落，也都

位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

泰武鄉境內多為排灣族原住民，早

期排灣族是靠著狩獵維生，但隨著經濟發

展及受制於山林漁牧的保護法令，部落

民族漸漸轉型以農耕為主，根據泰武鄉公

所之資料，泰武鄉主要栽種的作物包括芒

果、鳳梨、粟（小米）、樹薯、芋頭、玉

米、樹豆、落花生、山藥等；特用作物則

有檳榔、可可椰子、食用美人蕉、甘蔗、

月桃、洛神葵、生薑，以及新興的咖啡作

物。其中泰武鄉得天獨厚的氣候，使得在

此處生產的芒果量多且品質優良，因而使

泰武鄉擁有「芒果之鄉」的盛名。

185號沿山公路是泰武鄉對外聯絡

的主要道路，由185號公路至鄉公所起，

前往攀登大武山唯一道路的佳泰（屏106

號）公路，從佳平村至泰武村，全長約15

公里，平時為眾多民眾喜愛晨間登山、自

行車運動之處。蜿蜒平坦的路面，在6至9

月的雨季中，沿路的瀑布由高聳的山壁傾

瀉而下，聲勢很是壯觀，瀑布的水流聲和

山林的鳥唱聲，相和演奏出美妙的山水樂

雙重奏。

當行至舊武潭部落時，回顧公路彷如

一條巨蟒，攀爬在山林間；若向西遠眺，

可俯瞰山腳下的屏東平原，農田村舍一覽

無遺，視野十分開闊，尤其是黃昏時分，

台灣海峽灑落萬道金光與夕照彩霞，及至

入夜後的萬家燈火美景，更是令人心曠神

怡；回首向東仰望，巍巍大武山，孕育著

排灣族歷史或神話故事，令人肅穆景仰，

而泰武、來義2鄉之間的山谷，山靈氣韻迥

盪，讓人心靈深動不已。

途中的武潭休閒農業區，目前是在開

發階段，觀光局計劃興建停車場，熱愛飛行

運動的人士，亦正積極開發飛行傘起降落

場，區內已有大武山休閒農場，供應餐飲

（風味餐）及合法民宿，逍遙山莊亦提供景

觀咖啡及餐飲服務。喜愛大自然山野風光，

但體力不適合攀登大武山的民眾，最適宜到

此享受森林浴，吸收林木芬多精。

攀登北大武山必經的泰武村，民國50

年時，族人自舊泰武遷村至現址，迄今己

有50年。部落內，現有居民20多戶，約

700多人。由於位居大武山西側，西北靠

山，西南走向溪谷，地勢陡峻坡度極大。

部落的最大特色，為空氣新鮮，溪流清

澈，群山環繞的「森林村」，近年來，隨

著「台灣咖啡」時代風潮，大力推廣種植

咖啡樹，面積多達200公頃，且已開始量

產採收，所生產的極品高山咖啡豆，是很

多「咖啡族」的最愛，計劃營造成為台灣

原住民的「咖啡村」。

境內的神秘谷瀑布，沿途風光秀麗，

景致氣象萬千，美不勝收，而聞名的北大武

山，為排灣族成年禮之勝地，均是著名的風

景據點。原有的舊泰武遺址，是日據時代鄉

治中心，每年舉辦排灣族的成年禮，一定要

到舊泰武遺址巡禮，不僅是懷舊尋根，也讓

年輕族人瞭解早年祖先胼手胝足，為延續族

群命脈而努力，惟因已頹廢多時，實有待整

理修護，供族人追根尋源。

佳泰公路彷如巨蟒盤纏爬升。▲

以「祥和」聞名的北大武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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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屏障－北大武山

在台灣山嶽界中，以「山海大觀」、

「落日晚霞」而馳名，且以「祥和」聞

名，鮮少發生山難事件的北大武山，全年

四季都很適合登山，是一座「親民」的高

山，喜愛大自然的民眾絕不可錯過。

北大武山位處屏東縣瑪家鄉、泰武鄉

及台東縣金峰鄉的交界處，海拔高度3,090

公尺，為中央山脈最南端的主脊。北大武別

名「大武山」，在清初地圖上，載名為「傀

儡山」，當地的排灣族原住民，也因而被稱

為「傀儡番」。在南台灣魯凱族與排灣族的

傳統裡，大武山是祖先靈魂居住的聖山，也

是南台灣唯一超過3,000公尺以上的山峰，

有一顆一等三角點，長久以來，屏障著屏

東平原的子民，免受颱風侵襲之損害，而有

「南台灣屏障」和「屏東的母親」之雅稱，

是屏東縣最明顯的地標。

凡是熟悉台灣中央山脈脊峰的山友

都知道，中央山脈從北部延伸到南部，總

共綿延270多公里長，位於南部的北大武

山，山形巍峨壯麗，峭壁絕立，氣勢雄

偉，是地理學上的地壘地形，與玉山、雪

山、南湖大山、秀姑巒山合併稱為台灣島

上的「五嶽」，它以雄踞南疆之姿，與中

北部高山分庭抗禮。

由於北大武山的高度只有3 ,090公

尺，在五嶽中排行「老么」，雖然與其他

的四嶽高度差了一大截，但卻是南台灣的

名山。其間原始林蒼翠蓊鬱，林相多樣複

雜，除少數登山步道外，人跡罕至，為各

類野生動物提供絕佳的棲息環境，政府

於民國77年1月公告為「大武山自然保留

區」，是南台灣最重要的物種基因保存

庫，在民國75年，針對台灣全島進行的調

查顯示，台灣原生最珍貴的瀕臨絕種保育

動物雲豹，最後的棲息地就在這個山區，

推測也是台灣唯一可再發現雲豹的地區。

北大武山在自然景觀上，以日出、落

日、晨曦、晚霞、雲海、霧林等最為著名。

由於台灣南部的天氣大都晴朗，登上3,000

公尺的高山峰頂，可以眺望台灣海峽、巴士

海峽、太平洋等「海洋大觀」，是台灣所有

高山的山嶽中，都無法相比的視覺感受，尤

其落日餘暉、日出晨曦與雲海相互輝映，景

致美得和諧，讓人嘆為觀止。

自登山口起，步行至主峰約需18公

里，從此地開始，就需各自揹負重裝健

行，約4個小時的腳程，即可抵達檜谷山

莊。由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屏東林管處打

造的檜谷山莊，是攀登北大武山途中，唯

一提供住宿、飲水的地方，山友們大多

以山莊作為中繼站。檜谷山莊雖名為「檜

谷」，卻不見檜木成林，反倒是眾多的樹

種匯聚成林，各具姿態，爭奇鬥妍。從檜

谷山莊到三角點途中，有一株需要10多個

成人環抱的神木，高約50公尺，是難得一

枯木兀立在晨曦中。▲

神祕谷瀑布由山壁傾瀉而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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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老紅檜，樹幹粗壯，拔地撐起，生機

盎然。

北大武山的山容景致之美，在於山

勢蜿蜒，經常雲霧縹緲，遠眺如同國畫潑

墨般地神奇高聳，然而，真正置身在山

頂時，卻又是天雲清朗，視野極佳。尤其

在秋冬季節交替之際，氣候的變化相當劇

烈，氣象景觀變化也異常豐富，運氣好的

話，還可觀賞到平時不容易見到的「雲

瀑」景觀。

在天氣晴朗時，站在北大武山峰頂

上，雄視3,000公尺底下的巴士海峽、台

灣海峽以及太平洋，欣賞落日晚霞，當真

是山空天入海，大地歸虛無。落日餘暉，

天邊彩雲，極目處雲煙四起，滌盡心中塵

埃，其美極之處，令人不可言喻。

排灣族三珍寶－陶壺

排灣族的傳統文化中，有所謂貴族

階級的傳家之寶的「三珍寶」：陶壺、青

銅刀及琉璃珠等，既富有藝術價值，又

是排灣文化的象徵。排灣族對於祖先的崇

敬以及文化的傳承相當重視，生活中可見

的陶壺、青銅刀、琉璃珠，更充滿著濃濃

的部落傳說。排灣族社會有著明顯的階級

之分，可分為頭目(mamazangilan)、貴

族、勇士、平民四個階級。而陶壺、青銅

刀、琉璃珠這些代表上層階級的寶物，多

半是身分地位的象徵，且多半是祖傳流傳

數代的寶物，更是視為無上的珍貴。不僅

代表自家身份地位的正當性，更強化自家

與祖靈的連結程度，其中以陶壺、青銅刀

及琉璃珠的擁有，最具有象徵意義：陶壺

代表的是身分地位；青銅刀則是權威的象

徵；擁有琉璃珠，則是財富的象徵。這些

跡象由排灣部落所留傳的故事內容可得知

一二。

「三珍寶」之所以珍貴，主要是數量

稀少，當然價值不凡。在排灣族社會中，

舉凡婚姻嫁娶、身份象徵或糾紛賠償排解

中，是必備的重要饋贈禮物。

陶壺的功能可分為祭祀、聘禮及盛物

3種，一般而言，祭祀及當作聘禮的陶壺

具有較高的價值，但又以沒有任何紋飾的

圓形陶壺，價值為最高，只有部落核心貴

族，才能擁有珍藏。單純作為祭祀用的陶

壺，常可在壺中看見做為祭品的琉離珠或

其他祭祀用的物品；而作為聘禮的陶壺，

在外觀上就相對的較有變化，常可看到一

些雕刻的圖樣及花紋，陶壺是排灣族婚禮

中重要的物品之一，由於陶壺代表著身份

和地位，因此傳統上僅有頭目及貴族才能

夠擁有，數量越多，則表示身份地位更為

崇高；盛物用的陶壺，多半放置糧食、種

子、醃肉、盛水或釀酒類。

根據傳統，排灣族人會在陶壺上雕刻

不同紋飾，用途不同的陶壺，也會有不同

的雕刻。據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對古陶壺

的調查，排灣族的陶壺可分為公壺、母壺

及陰陽壺3種。一般而言，公壺的壺上多

半以蛇紋、太陽紋及人紋為主；母壺壺身

▲ 大武山峰頂的山神土地小廟。

則是有乳狀凸出，兩旁有耳並在壺中央有

個凹入點；另一種陶壺，則是融合了公、

母壺的特徵，壺身上既有蛇紋、人紋等雕

飾，兩旁也有耳，將兩種性別的特徵融於

一體，陰陽結合，故稱陰陽壺，也是目前

排灣族陶壺種類數量最多的一種。

青銅刀

排灣族是重是打獵的民族，在族中若

擁有青銅刀，則是成年的象徵，表示該男

子具有謀生的能力。因此青銅刀也代表排

灣族男性的力量與權利，也因能夠擁有青

銅刀之人多半為貴族，因此其社會地位的

意義更勝實質意義。

青銅刀的銅鑄刀柄紋飾是富有排灣族

特色的，刀柄裝飾皆以人像為主題，因此

在刀柄上可看見人頭、人像及百步蛇的裝

飾紋樣。

目前青銅刀的製作方法幾乎已失傳，

大型的青銅刀，多為單面鋒刃，為貴族祭

司祭祀所使用的法器之一；小型青銅刀，

陶壺象徵在部落中的身分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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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巫師的重要法器，因此排灣族的宗教

與青銅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琉璃珠

排灣族的琉璃珠，每個不同的圖案，

都富有不同的涵意和祝福。在曾轟動一時

的「海角七號」影片中，男主角阿嘉配

戴的「勇士之珠」，是當部落裡的男子打

勝仗凱旋回來時，頭目所贈的勇士之珠，

表彰勇士們的英勇功績。女主角友子所配

戴的「孔雀之珠」，為摯愛之珠，代表

美麗、定情之意。茂伯配戴的「日光之

珠」，為高貴光明之珠，是排灣族頭目身

分的代表與證明。馬拉桑配戴的「蝶蛹之

珠」，為富裕豐收之珠。大大所佩戴稱為

「祖靈眼睛」的「蜻蜓之珠 」，為往日情

懷典藏之珠。勞馬配戴的「淚痕之珠 」，

充滿懷念和不捨的涵意。水蛙所配戴的

「手腳之珠」，為精明睿賢智慧之珠。

排灣族人相信穿戴琉璃珠，可獲得祖

先的保佑，琉璃珠在排灣族人心中的象徵

意義遠大於本身的價值。族人將其視為珍

寶，和陶壺一樣琉璃珠也可用來當作結婚

的聘禮及傳家的寶物。且貴族與平民也以

不同珠子區分，是身份與階級的象徵。如

要區分族內頭目地位之高低，就可示其所

擁有的琉璃珠頸鍊數量多寡來判斷。

近代社會變遷，以往視為傳家之寶

的琉璃珠、陶壺甚至青銅刀等，都能夠透

過買賣的機制獲得，擁有「三珍寶」所代

表的身份地位也隨著市場交易而瓦解。但

「三珍寶」所代表的意義，是來自祖先、

神靈的庇佑，也是排灣族文化的信仰。族

人家中所擁有的祖傳老陶壺、舊青銅刀、

古琉璃珠，是先人一代代所傳承的精神力

量，財富及地位的多寡及高低，已不是擁

有的數量多寡所能衡量的。

香醇濃郁－大武山咖啡

近年來，在台灣本土文化覺醒與抬

頭意識下，人們對台灣本土的產品重拾信

心，強調本土性「台灣咖啡」的泰武鄉

「大武山咖啡」，替山區原住民村鄉經

濟，注入一股新的活水源泉，也豐富前往

北大武山登山健行、生態觀察、休閒旅遊

等活動民眾的旅程。

泰武鄉大武山栽種咖啡的歷史，早在

日據時代，日人便在大武山區設立「奎寧

研究事務所」，除在山區大量種植金雞納

樹，剝其樹皮曬乾後提煉奎寧，作為治療

瘧疾的藥劑外，並栽種咖啡樹生產咖啡生

豆，再全數運回日本供皇室使用。台灣光

復後，這些咖啡樹便任其荒蕪生長。咖啡

樹每年依照季節開花結果，成熟咖啡果實

吸引棲息在樹林間的鳥類、松鼠等前來覓

食，當牠們吃下咖啡果實後，隨著各自棲

息活動環境，將咖啡種子四處散播繁殖，

如今已馴化成為大武山的野生樹種，在高

山森林生態中，扮演一定地位的角色。

大武山區的咖啡園，多數栽種在海拔

700至1350公尺的原生樹林間，海拔高度

適中，加上原住民採用自然農法管理，咖

啡樹成長良好，生產出來的咖啡豆，品質

香醇濃郁，不酸不澀，咖啡因也低，其濃

香甘醇度，深獲消費大眾的肯定與讚賞。

到大武山地區登山、旅遊，優遊山水之

間，有大武山的美麗景色，又有咖啡香為

繚繞身側，可謂人生之樂事。

泰武鄉有著美麗的自然景觀，起伏雄

偉的大武山，傳統又別具特色的排灣原民

文化，無怪乎被稱為「屏東的後花園」，

有機會造訪南台灣時，別忘記到泰武鄉品

嘗一杯香醇濃郁的大武山咖啡，欣賞壯闊

的大武山美景，更別忘記探訪排灣族的部

落風情。

▲ 原生樹林下的咖啡園。

參加排灣族婚禮的賓客，身上都佩帶著

琉璃珠。

▲ 

從泰武鄉的高山俯瞰屏東平原夕照美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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