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林村滅村後，現址仍保持現狀並闢為紀

念公園。

▲

■ 文、攝影／黃芷宜

走過傷害 重新出發

雖然已經過了兩年多，但「八八」風災

的創傷記憶猶新，小林部落的傳統文化，卻

沒有一併被埋沒。

高雄市最具代表性的平埔族文化盛會－

「小林平埔族夜祭」，於10月9日在小林里

五里埔平埔文化園區舉行，這也是小林里遭

受滅村後，在五里埔重建新生，第一次在部

落裡所舉行的夜祭，活動當天由小林里倖存

的耆老及族人，帶領族人與族親一同祭祀太

祖，追思部落故人，同時還有各地的平埔族

親前來共襄盛舉，讓民眾感受平埔族不同部

落間熱情團結的精神。

2009年8月8日下午15時30分許，「莫

拉克」颱風侵襲台灣，風強雨大，高雄市甲

仙區小林里（原合併前的高雄縣甲仙鄉小林

村）聚落旁的小竹溪暴漲，水勢竄出公路護

欄。村民駕駛著怪手，試圖清理出水路，但

黃濁泥流勢不可擋。8月9日清晨，小林里東

北側，海拔1,000多公尺高，尚未人為開發的

獻肚山，因不堪豪大雨勢而走山，挾帶著大

量土石流，滑落衝入楠梓仙溪，楠梓仙溪河

道被土石擋住，形成大型堰塞湖，不幸潰堤

後，洪水沖毀附近的9號橋及8號橋。連同平

埔西拉雅族人祭祀的「公廨」，也一併遭到

土石淹沒。「八八風災」之後，選定在小林

傳承

平埔文化
再現

光輝小林

▲ 平埔族人合力共同立起向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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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下游方向約1公里處的五里埔地區，為

遷村安置村民的地方。而遭土石掩埋之原

址，則保持現狀並開闢為紀念公園。

小林里已有90戶入住五里埔社區，展

開重建的新生活，小林國小、里民活動中

心、平埔文化園區、小林北極殿等，都將

於五里埔社區重生。另有120戶，選擇在

杉林區的月眉農場，由紅十字會興建的日

光小林社區，60戶入住杉林慈濟小林大愛

社區，各自展開新生活。他們以最堅強的

力量走出傷痛，目前，以賣梅子、麵包、

手工香皂、芋餅等食品營生，並用一部分

所得，回饋於日本震災捐款，象徵走出災

害傷痛，獲得社會的迴響與鼓勵。

每年農曆9月15、16日，原本是小林

里平埔西拉雅族人一年一度的主要祭祀活

動，採取夜祭型式，遙祭遠方祖靈。但自

蒙受天災巨變後，倖存的居民覺得人數不

足，加上氣氛不宜，原本不打算舉辦夜

祭，然而，在外界的支持及鼓勵下，認為

災後重建小林部落，不但是社區的重建，

更是平埔族文化的重建，由於重建的核心

是文化，透過文化的復興，不僅可以延續

民族命脈、文化傳統，更可凝聚人心，有

助於族人走出災難的陰霾，迎向新的未

來。

小林部落的災後重建，除硬體的建設

外，更重要的是讓族人能夠延續生命的力

量，希望小林部落無論以任何形式，都要

延續夜祭文化的傳承，一方面安慰過世的

亡靈，一方面讓小林人藉此相互凝聚，激

發鼓舞小林災後振作的力量。於是，一場

感人肺腑的平埔族夜祭，在五里埔的夜空

下展開。

位於楠梓仙溪河谷沖積扇的小林里，

北部為高雄市那瑪夏區、西鄰台南市南化

區、南靠高雄市甲仙區、東依高雄市桃

源區，是平埔族西拉雅大滿亞族的主要居

住地。此地的平埔族人大多從事農業，特

色產物為芋頭、生薑、竹筍、梅子、番石

榴、香蕉和水蜜桃等。

甲仙區的平埔族，大約是在清朝中葉

移入，再遷徙到甲仙北、南部山區落地生

根，在與後來遷入的客家人、閩南人、日

本人、光復後的外省族群相後，逐漸漢化

為在地的民族之一。

而小林地區居民移入的時間，相傳

可能是在清光緒12年（1886年），隨劉

銘傳「開山撫番」政策遷徙而來。當時由

章高元派兵打通南橫通道，軍隊由嘉義大

埔經西阿里關進入小林，駐軍於五里埔。

但多數士兵水土不服或感染瘧疾而病逝，

於是立碑草葬於五里埔，即為「鎮海軍墓

園」。目前「鎮海軍墓園」已列為三級古

蹟，是台灣開發史的史蹟之一。

祖靈是信仰的中心

平埔族人對神明的觀念，大多來自於

祖靈，公廨祭祀的主神，是平埔族人的祖

先「阿立祖」，但不供拜神像，這也是平

埔族人與漢人信仰最大的差異。由於平埔

族人不供奉神祇，而是象徵性的祀壺，尤

其馬卡道族及大滿族人，更將祀壺視為祖

靈的圖騰，平埔族也因而被稱為「拜壺民

族」。

甲仙區小林里的平埔族人，是大滿族

的後裔，約在清朝中葉，即遷徙至小林一

帶，由於地處偏遠，與外界交通不易，因

此，得以保存較完整的大滿族文化。

傳統大滿族人的生活型態，以漁獵

為主，每一位子弟從小就得接受捕魚和打

獵技術的訓練，在《番社采風圖考》中，

即記載：十齡以上，即令演弓矢；練之既

熟，三、四十步外取的必中。

高雄市的甲仙、阿里關、小林、內門

等地區，仍保存有平埔族人精神寄托的公

廨，其中，以甲仙區小林里因地處偏遠，

▲ 美麗的小林國小已遭土石流覆滅。

▲ 鎮海軍墓園已列為三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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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外來文化影響較小，保留相當完整的傳

統平埔族祭儀與平埔文化資產，每年農曆9

月15日舉辦小林平埔族夜祭活動，以歌舞

遙祭祖靈，吸引許多愛好歷史文化的民眾

參與，充分感受平埔族敬重祖先的傳統，

也能體會平埔族人樂天知命的性格，是非

常值得保存發揚的平埔文化資產。

母系社會 祭拜祀壺

平埔族為相信祖靈之母系社會，在

部落中有位具有法力的女性，名為「尪

姨」，因其特殊的能力，因此在部落中占

有相當程度的地位。平埔族人平日祭祀族

人的祖先，如「阿立祖」、「番太祖」。

平埔族人沒有祖靈的牌位或雕像，而是以

「祀壺」取代，在平埔族的「公廨」（祭

祀祖靈的場所）中總是擺放著各種樣式的

祀壺用以祭祀，不論容器的造型、材質，

只要將其裝滿清水、插上青葉，稱「平安

水」、「向水」進行祭拜，作為對祖靈之

尊敬及感念。因此「公廨」除了是祈求平

安、祭祀問卜之處，因時常聚集眾多族

人，「公廨」也成為居民的活動中心，許

多重要聚會都會選擇在「公廨」舉行。

公廨中除了祖靈之外，尚有神靈太祖

與老君。太祖是大滿族人的守護神，或稱

「阿立祖」、「阿立母」，族人共有的太

祖，供奉於公廨中，不拜神像，而是以拜

象徵物，如向神座、豬頭殼、將軍柱等代

表。

大滿族人為了個人信仰，以及工作、

旅行的需要，可將太祖分靈供人私祀。供

奉在家中的太祖，都奉祀在神龕左側的角

落，大滿族人認為這裏是最大位，由於就

在牆壁的一角，俗稱為「壁腳佛」（或作

「壁角佛」）。壁腳佛雖是大滿族人的守

護神，但禁忌也相當多，例如不能穿草鞋

進客廳，不能有不敬的舉止，更不能隨意

放屁，否則會遭受處罰。

大滿族人崇祀的祀壺，除了是祖靈的

象徵，公廨中的較大祀壺，也是阿立祖向

壺，有些子弟家中，也供奉一只祀壺，祀

壺實可謂是大滿族人的圖騰。

祀壺中，盛裝的清水稱「向水」，具

祖靈神力，有治病、驅魔的功能，同時，

也是善靈、祖靈洗淨靈魂休憩之處。所

以，西拉雅族人對著壺體膜拜，所崇信的

是代表祖靈力量的向水，而非像漢人把神

明塑造出神體來膜拜。也因為如此，公廨

▲ 祀壺可用小甕與羊頭殼代替。 ▲ 公廨內最重要的擺設就是祀壺。

在五里埔重建的平埔社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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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壺甕，沒有一定的型制或數量，若有

破損，只要經阿立祖同意後即可更換，無

損族人對阿立祖的崇敬。

祀壺中的向水，必須至固定的河川請

來，平常每逢農曆初一、十五日，都有換

水禮，以保持水的清淨，避免冒犯祖靈。

開向之後，平埔族尪姨或巫師，先在祀壺

中做法，向水可供善信們飲用，傳可治療

各種疑難雜症。小林和阿里關的役男，

在當兵之前，都要向太祖求取向水，裝在

水壺中，在水還沒喝完前，就要添加新的

水，如此能保佑軍旅平安。

越晚越高潮  平埔夜祭

平埔夜祭在牽曲夜祭之前，還有準

備、祭祀的階段，從早上的立向竹，正式

進入祭祀階段。在向竹搬回祭場時，族人

為公廨舖蓋茅草頂，在早期是修繕公廨換

新竹、蓋新茅，現今以舖蓋新茅草頂，作

為象徵意義。

向竹為召請太祖神靈下凡所使用的天

梯，由尾端留有細枝與竹葉的竹子製成，

竹桿繫上7束等距的茅草桿，形狀類似梯子

故名向竹。另有一說法，是7捆茅草桿，

代表小林太祖信仰中的太祖7姐妹，相傳

為渡海來台的罹難先祖，不同平埔族群，

有不同傳說對象。向竹是人與神之間的通

道，任何人不能跨越褻瀆，不然會被族人

責罵。

空地上立起的向竹前方，祭祀放置

7個竹杯，也可只放4個竹杯，族人說可

以共喝。供奉的食物，右起為雞酒、

（mai，有點類似平地人的米糕）、湯

圓，以及7個竹杯倒酒，還有平埔族祭品

中，最重要、特有的檳榔，也是擺放7顆。

大滿族人習慣用生肉泡酒祭祀祖靈，

另有用米炊成的 、煮熟的蕃薯、檳榔等

物，如今，大部分的傳統祭品仍在，但酒

肉改成麻油雞酒，在祭祀之後，族人就在

公廨前分食，共享歡樂氣氛。

平埔夜祭中的重要人物－尪姨，是

平埔族的女巫，主要負責公廨的整潔與祭

典，也是族人求巫問醫的最好管道，舉凡

闢路、驅邪，以至於問姻緣、卜事業、占

米卦等，尪姨都可透過巫術力量，為族人

指點迷津。尪姨的產生方式，因時因地而

異，有的從小訓練產生，有的則在老尪姨

退休前，起乩指定而生。也有人是為了謀

生，自習巫術而成為尪姨。

歌聲加舞蹈 猶如大型音樂劇 

在平埔夜祭的現場，都可見到平埔

族人頭戴花環的畫面，這種花環是平埔族

許多族群，舉行重要祭典或牽曲時，必需

佩帶的飾物。由於各族編製的材料不大相

同，以小林及阿里關祭典中的花環為例，

是以甘蔗（或芒草）葉為材，上面再綴飾

澤蘭葉及圓仔花和雞冠花，俗稱「圓仔花

環」。

牽曲為平埔夜祭的壓軸好戲，為渡

海來台之初，阿立祖傳授給族人的祈雨之

歌，是一種由未出嫁的少女或婦女頭戴圓

仔花環擔任，赤腳、雙手交叉牽圍成圈，

哼唱古老的祭歌，配合簡單的二進一退舞

步，平埔尪姨或巫師，則手持茅草葉在圓

圈中，攪動祀壺內的向水，替族人大眾解

厄，是西拉雅族「夜祭」祭典中，不可或

缺的一項儀式。

平埔族人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於

夜祭中所吟唱的平埔傳統牽曲古調「荷ㄡ

嘿」、「搭母落」，在整個平埔夜祭的

祭儀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些歌調大

▲ 平埔文化祭祀喜愛車鼓陣熱鬧參與。 ▲ 族親「牽田」表演助興。

公廨上豎立7支竹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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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屬於生活歌謠，演唱方式可由尪姨（女

巫或男巫）、乩童或向頭，用接近朗誦的

吟唱；或眾人在牽曲、牽戲時，接近民歌

唱法的歌曲與歌舞音樂。這二類歌謠的用

途，可用於祭神，當族人在牽曲、跳戲迎

接阿立祖時，在公廨內吟唱的歌謠；或用

於娛樂性，於各項節日慶典，眾人聚會時

飲酒作樂歌謠。

平埔夜祭中的「牽曲」，是以西拉雅

族古調來唱，現今已無人能瞭解其意義。

但一般的說法有二：一是緬懷「七年饑

荒」的調子，是紀念先祖渡海來台後，連

續遭遇7年旱荒，尪祖太上李老君向上蒼祈

雨時所唱的歌調。一是「望母調」，為感

懷先祖對後代子孫的庇祐，希望先祖不要

遺忘子孫，能繼續庇蔭後代子孫。

由於「牽曲」的曲調哀怨悲悽，尤其

在山區寂靜深夜，肅穆而神秘的祭典時，

以低沉的音調，踩著小碎步，一句一字

吟唱出對阿立祖虔誠的感恩與祈求曲音，

一聲聲縈迴在靜謐的夜空，聞之無不令人

心酸動容。也因「牽曲」有其無上的神聖

性，平時是不可以隨便哼唱。

傳統平埔族每年有兩大慶典，一為

每年3月15日「禁向」日，半年內不得嫁

娶、唱歌、打獵，直到農曆9月15日「開

向」之日才解禁。另一則為9月15日「開

向」日，因禁向後有許多民俗不得進行，

今多不舉行禁向大典，以免觸犯禁忌，自

2006年起，甲仙恢復平埔開向大典，通常

典禮均在夜幕低垂之際，採夜祭型式遙祭

祖靈，故稱之為「夜祭」，白天則必須先

「走標」，優勝者為向頭，負責準備明年

向竹、立向竹的工作。

夜祭活動開始由女性尪姨或男性

祭司「開向」，恭請諸神和列祖列宗回

來，經過他的法咒，普通的水就帶上神秘

的威力，平埔族人稱之為「向」。所謂

「向」，在西拉雅族中是一個相當特殊的

概念。「向」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鬼

神，也就是精靈，或甚至是祖靈；另一種

則是指作法、詛咒，例如「開向水」儀

式。

在夜祭活動當天，除傳統的公廨修

整、立向竹、換向水、茅草、色布、祭祀

太祖及平埔會親等儀式完整呈現，當天也

設置「平埔美食呷平安區」，邀請社會大

眾一起品嚐 、雞酒等多樣平埔族傳統美

食，現場還展出平埔族文物及傳統手工技

藝品，讓參與盛會的民眾，更瞭解甲仙及

小林平埔族的人文、文化及風俗。

小林部落家園重建期間，為凝聚族

人的心，並讓文化得以延續，小林部落族

人每年仍會在五里埔臨時公廨舉行夜祭活

動，而今年的平埔夜祭活動，首次移到五

里埔永久屋基地進行，並以剪綵儀式象徵

平埔文化園區的公廨正式啟用，讓屬於小

林部落族人的平埔夜祭，能夠在自己的家

園中舉行。同時，今年擴大舉行「平埔會

親」活動，邀請南投縣埔里鎮噶哈巫族四

庄部落、台南市白河六重溪部落、台南市

東山貝吉耍部落、屏東縣高樹加蚋埔部落

等平埔族親，一同聚集在五里埔的永久屋

部落，透過此次盛會及文化、族親交流的

機會，展現平埔族的熱情及團結的精神，

讓珍貴的平埔族文化，能夠繼續世代傳

承，共同守護平埔，重現小林光輝。

參考資料：

1. http://content.edu.tw/local/kaushoun/

chinnan/9/menu204.htm

2. http://content.ks.edu.tw/pingpu/song.

htm

3. 小林社區網站http://www.xln.org.tw/jia/

jia-Overview.htm

4. h t tp : / /www.sou lang.org . tw/new_

page_10.htm

▲ 男性祭司是族人求巫問醫的最好管道。

▲ 族人們牽手繞圈「牽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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