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盲眼大哥引向音樂路

胡德夫禍外號「KIMBO」禍 1950年生於台東新港禍卑南族禍父親在日治時

期原計劃到日本讀書禍但在原住民的習俗裡禍長子不能出國禍只好考上警察學

校禍畢業後擔任警察職務。胡德夫兩歲時禍父親轉調職務擔任嘉蘭村戶籍課課

長禍即現在的戶政事務所禍那一年禍國民政府強迫 7個原住民部落遷村到台東太

麻里溪進去 5公里處的嘉蘭村禍也就是 2005年海棠颱風禍將靠近太麻里溪的日

落部落民宅與教堂沖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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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蚊麗娟

■圖／鄭恒隆

無論是車水馬龍的台北都會區綠意盎然的大安森林公園秉或是北投溫泉區的

社區廣場秉原住民歌手誠德夫嘹喨、低沉、滄桑的歌聲秉總能激發人們心靈

底層對原始曠野的嚮往篁渴望秉長期參加黨外抗爭、創作控訴社會對自己原

住民族不平等對待的歌曲秉都讓他的歌聽起來益發蒼勁有力秉直擊人心。

2005年出版第一張個人專輯【匆匆】秉滿頭鮸磏秉年過半百笑聲卻依然爽朗

響亮的他秉滑行於礧琴鍵盤的雙手秉每個音符都有故事；誠德夫闔上眼秉頭

隨著旋律擺動秉飽嘗人生況味的歌聲沁入琴音秉隨音符奔向百踢外的台東大

武山、太平洋秉往昔的回憶秉不斷湧上心頭。

面對國內原住民音樂環境的困

窘禍胡德夫一直希望能夠在台灣

籌設原住民母語歌謠學校禍為原

住民音樂發聲。（鄭恒隆攝）

▲



他禍看到火車巨大的車輪、還會冒煙禍嚇得拔腿就跑禍還不慎碅倒在月台上。

好不容易找到位於淡水半山腰上的淡江中學禍留下第一次離家的胡德夫禍盲

眼大哥拄著拐杖離去前禍仍不忘回過頭禍遠遠喊著：「記得在這裡多學多看。」

身為戰後第一代進入都市的原住民青年禍胡德夫開始過著自己洗衣、縫鈕釦的生

活。

「每次放假回部落禍我總是怨嘆離鄉之耞禍媽媽反倒安慰我禍說我天生是

『被寄予夢的人』禍要學習忍耐。排灣族語的『夢』有神祕的宿命或使命的意思禍

也可以說是條件不足、尚未成型的一些事情禍跟漢人睡覺時的『作夢』不同。媽

媽的話給我很深的激勵。」

初次離家禍他不時會想起小時候牽著牛群找青草地禍然後逕自躺在部落上方

平台禍右眺大武山禍左望太平洋禍欣賞翱翔在太麻里溪上空的老鷹。有一回禍他

在學校附近發現一大片遼望無際的青草地禍興奮地寫信回家禍要求父親寄幾頭牛

到學校讓他放牧禍信剛寄出去沒多久禍他偷偷穿過籬笆禍踩在草地上才發現禍草

太短了禍牛根本無法啃食禍他趕緊寫信向父親據實以告禍最後他才知道禍原來自

己發現的綠地是淡水高爾夫球

場。

當時淡江中學的校長是台

灣第一代音樂家陳泗治先生禍

淡江中學從國中到高中禍都有

原住民學生禍這些來自不同族

群的原住民學生經常聚在一起

聊天禍胡德夫也因此學會多種

原住民語。

淡江中學每天早上升旗典

禮結束後禍都會先在大禮堂裡

唱首聖詩才開始一天的課程禍

陳校長每天都根據聖詩內容講

解做人做事的道理禍每天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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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強調禍當初 7個原住民族被迫遷居的嘉

蘭村禍在排灣族語裡是「沼澤和野溪沖刷的地

方」禍根本不適合人居住禍因此海棠颱風所造成的

災難禍祖先早已警示。在嘉蘭村禍胡德夫無憂無慮

地在台東大武山下求學、放牛。

長他 18 歲的大哥禍國小三年級時罹患腦膜炎

導致雙眼失明禍大哥 17 歲時經人介紹到花蓮門諾

醫自治療眼腊禍在醫自裡聽到福音禍受洗成為基督

徒禍並在村子裡熱心地傳福音禍但他隨意改變信仰

的舉動禍讓父母相當不諒解禍胡德夫的母親是排彎

族人卻是卑南族任命的巫師禍父親是巫師的翻譯禍

祖靈信仰虔誠的父母禍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自己的

長子禍改信西洋人的宗教禍一氣之下將他趕出家

門。

1954 年禍台東地區長老教會注意到大哥熱心傳教的事情禍經過短期訓練

後禍大哥正式成為傳教士禍胡德夫記得禍自己最早認真學唱歌是在 4、 5歲時禍

剛當傳教士的大哥找來幾個小蘿蔔頭坐在榕樹下禍教他們唱：「來信耶被禍來信

耶被禍來信耶被禍現在！」

從小聽部落長輩們唱歌長大的他禍最感動的一次經驗是：有兩位老人因故失

和禍仲裁者邀他們到河邊對唱禍他們在歌聲中各自表述禍同時憶往禍也慢慢在歌

聲中修補關係禍最後再度把酒言歡禍讓他深為部落歌謠的祪力所吸引。

胡德夫國小畢業後禍被趕出家門的盲眼大哥禍為了他的求學問題禍硬著頭皮

回家找父親禍大哥希望胡德夫到台北縣的淡江中學就讀禍年輕時一心想到日本求

學的父親禍最後首肯的理由是：淡水離日本比較近。

淡江中學 歌唱啟蒙

就這樣禍 12 歲的胡德夫提著一只睍木箱禍裡面裝卡其衣褲禍赤腳禍把鞋子

掛在肩上禍從台東輾轉搭公車到高雄禍準備轉搭火車到台北禍從未看過火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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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盲眼大哥的爭取下禍胡德

夫 12 歲隻身從台東到台北

縣淡水就讀私立淡江高級中

學國中部禍開始過著自己洗

衣、縫鈕釦的生活。（鄭恒

隆翻拍）

▲ 胡德夫（後排左一）與一起住校的同學親如兄弟。（鄭恒隆翻拍）



胡德夫強調：「卑南族是台灣原住民

族中禍第一個學會種米技術的民族禍卑南

族稱單傳的嫡子為『最後一粒米』禍因此

用歌謠描繪稻米時更為傳神動人。」當年

他唱紅《美麗的稻穗》禍這首歌幾乎成了

他的身分認證禍但是現在他再度唱起這首

歌時禍深深期許原住民都能像一棵棵挺

立、飽滿的稻穗禍活得豐實有尊嚴。

最最遙遠的路

當時胡德夫和李雙澤等人開始推動

「唱自己的歌」運動禍開始為社會與族群

創作歌曲禍當時的創作者堪稱「民歌搖籃

始祖」禍他們的創作被稱之為「新民歌」禍

這股風潮後來影響到大學校園禍在 19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禍全面帶動風靡台灣

的「校園民歌」。

這個時期胡德夫寫下《牛背上的小

孩》禍記述到淡江中學求學時的思鄉情

懷； 1973 年禍任職於台灣電視公司的陳

君天禍為了製作除夕三台聯播晚會的節

目禍便將個人的詩作〈匆匆〉交由胡德夫

譜曲禍透過當時最有效的大眾傳播工具電

視的宣傳禍這首歌頓時紅了起來禍儼然成

為他的代表作。

隔年禍「未成年少女雛妓」的社會問

題被揭露禍這些原本應該在山裡跳舞跳的

原住民小姑娘禍應該在學校學習朗朗書聲

以菲律賓華僑身份來台求學的李雙澤

在某次表演中禍唱了一首陳達的《思想

起》禍胡德夫聽後非常感動：「那是一種

極為民謠的曲調禍對於長時間在唱英文歌

的我們禍竟產生了一種純粹的感動。李雙

澤開始碴動大家要唱一首自己的歌禍我便

吟唱當時唯一會哼唱的卑南族歌曲《美麗

的稻穗》禍朋友們竟深深為此感動。」

其實這首歌有著令人心酸的歷史故

事禍 1958 年兩岸爆發第二次台海危機禍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 8月 23日首度向金門開

炮禍 44 天內共發射 48 萬顆炮彈禍戰役持

續到 1959 年 1 月禍戰況之慘烈禍在人類

戰爭史上可占一席之地。

國民政府為抵禦攻擊禍徵召全國的後

備軍人禍當時卑南族總人數約 8000 人禍

現役和後備的壯丁人數約 2000 人禍有四

分之一的族人被徵召到金馬地區參與

「823 炮戰」禍那一年禍適逢卑南族部落稻

米豐收禍但部落裡只剩老弱婦孺禍為了表

達對戰場上年輕族人的思念禍在台東農校

擔任音樂老師的陸森寶先生禍自譜詞曲寫

下這首《美麗的稻穗》禍隨即在部落間傳

唱禍這首卑南族語的創作曲禍大意是：

今年是豐年秉

家鄉的水郝將該收割了秉

願以我們豐收的歌聲秉

報信給在前線金馬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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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吟唱禍胡德夫歌唱的天賦受到啟蒙也開始接觸樂器禍還在校內和原住民同學組

成四重唱禍頗受歡迎。

1968 年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就讀禍後因中學和大學時長期打橄欖球造成運

動傷害禍兩年後辦理休學禍在台灣第一家鐵板燒店「失落的城市」工作期間禍開

始密集訓練自己自彈能力禍「彈磚琴是無師自通禍所以只會自彈自唱禍無法彈演

奏曲。」胡德夫當時大多演唱 JOAN BAEZ的歌曲。

自己的歌 美麗的袸穗

位於祟北市哥倫比亞大使館所附屬的商業推廣中心禍裡面有個提供演唱的咖

啡館禍早期演唱西洋歌曲禍當時在哥倫比亞駐唱的胡德夫與李雙澤、楊弦、許瑞

仁、潘瑞如、韓正皓、吳楚楚、鍾少蘭、王勃等音樂青年與文藝界的羅門、張

杰、席德進、碬孝德、陳君天、張木養形成了一股催促創作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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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中學時期禍胡德夫（左一）

是橄欖球隊的一員禍但該項運動

所造成的傷害禍也讓胡德夫日後

深為病痛所耞。（鄭恒隆翻拍）

▲ 胡德夫（前排右一）在淡江中學求

學時禍經常和來自不同族群的原住

民學生聚在一起聊天禍因此學會多

種原住民語。（鄭恒隆翻拍）

▲ 由於家住台東禍胡德夫每次回家總

是抱怨思鄉之耞禍母親總是以他是

「被寄予夢的人」來安慰他。（鄭

恒隆翻拍）



最最遙遠的路程秉

來到以前出發的地方秉

這是最後一個山坡秉

引向家鄉絕對的美麗秉

你我需穿透每場虛幻的夢秉

最後才能走近自己的田秉

自己的門……

1984 年禍海山煤礦爆炸禍胡德夫當

時在爆炸現場幫忙整理罹難者的屍體禍回

到家禍回想那些燒焦的屍體以及家屬悲慟

的畫面禍一想到自己的同胞在勞工問題及

原住民的政策上禍被忽視邊緣的事實禍胡

德夫坐在磚琴前寫下《為什麼》：

為什麼瘌！這麼多的人秉

湧籦昏暗的礦坑秉

呼吸著汗水和污氣……

為什麼瘌！這麼多的人秉

離開碧綠的田園秉

飄蕩在都市的邊緣……

當時政府將吳鳳的故事編入教科書禍

污衊原住民族禍引發原住民一連串的反對

事件禍促成中央研究自開始著手調查禍遷

台後 40 多年來的山地政策禍促使原住民

以行動爭取自己的權利禍所以才有同年年

底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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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禍被販賣為雛妓禍胡德夫親赴風化區援救這

些已被揉躪得不成人形的女孩禍有些被搶救出來的

少女甚籸已經子宮糜爛禍仍被強迫從事性工作禍胡

德夫悲憤之餘禍寫下《大武山美麗的媽媽》禍想給予

這些不幸的少女些許安慰與呵護：

哎呀……山谷 的聲音秉是那麼的美麗秉

哎呀……唱呀大聲的唱秉山谷裡的聲音秉

你是帶不走的聲音秉是山谷裡的聲音秉

有一天我們會回去秉為了山谷裡的大合唱秉

我一定會大聲的唱歌秉牽著你的手秉

naruwan na iyanaya hoiya ho hai yan

胡德夫痛心指出禍「原住民雛妓」問題禍追究原因禍主要是因為父母酗酒不工

作而貧窮、離婚、雙親之一或全部不存在而無家可歸；在部落中禍經由不肖警察、

學校教職員或公務員的利誘與遊說禍並勾結外界人口販子禍把自己未成年的女兒、

孫女、外甥女等禍以若干年多少錢的價格禍輾轉賣給私娼館的老鮢當做搖錢樹。

最讓他無法釋懷的是禍原住民少女被賣從娼的問題禍在過去 30年間禍透過媒

體廣泛報導禍已經成為困擾台灣原住民婦女的問題禍因為外界每每以「隨便」、

「沒有耿操觀念」的錯誤刻板印象禍來歧視原住民女性。這樣的刻板印象禍到了今

天依然沒有消失。

就是在這種族群意識鞭策之下禍 1982年他開始推動「黨外編聯會少數民族委

員會」任召集人禍並創作控訴社會對自己原住民族不平等對待的歌曲。當時在北區

有旅北山地大專學生聯誼會禍大學生的言論被大環境所控制禍那時候的原住民學子

在時代覺醒的過程中禍遭受到強大的壓力禍並對自己族群的前途禍憂心忡忡禍胡德

夫於是寫下《最最遙遠的路》來激勵學子們禍在複雜的環境中禍要耐心推敲、探

索禍最後要找到自己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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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德夫 1977年參與洪建全文教基金

會《我們的歌》民歌唱片錄製。

〈鄭恒隆翻拍〉

▲ 進入社會工作的胡德夫禍面對原住民族在社

會上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禍 1982年開始創作

控訴社會對原住民族不平等對待的歌曲。

（鄭恒隆翻拍）

同年禍胡德夫領導創立「台灣原住民

權利促進會」禍任一、二屆會長禍並強力

主張社會不能再以「山地人」、「山胞」

來稱謂自己的民族禍並統一其稱謂為「原

住民族」。

這段時期禍正是台灣黨外抗爭運動最

熾熱的時候禍為了要求解除戒嚴、爭取百

分百言論自由禍各種街頭抗爭運動在全台

各地展開禍但是許多受教育的年輕族民禍

開始驚覺禍這些抗爭其實都是「漢民族」

的反對運動禍原住民族的部落文化只有自

己才能關心禍於是許多年輕族民在 1990

年代重返部落禍辦報紙、推廣文化產業、

從事原住民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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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原住民文藝復興熱潮禍奠基於族

群意識的覺醒與熱切的尋根渴望禍原住民

的文學運動禍也從激烈的控訴禍轉為紮根

性質的原民神話傳說整理禍再到文化特殊

性、主題性的呈現禍提供台灣文學另類美

學禍出版的刊物包括： 1989 年第一份原

住民報紙《原報》創刊、 1990 年《獵人

文化》雜誌創刊、 1993 年發行《山海文

化》雙月刊。

重返部落 一切歸零

1993 年禍胡德夫因長期運動傷害造

成脊椎長出多個骨刺禍當時「月亮歌后」

李珮菁手術失敗變成下半身癱瘓的案例禍

致使醫師不敢為他動刀禍剛結束婚姻的

他禍雙手扶著U形柺杖禍撐著因疼痛難耐

無法行走的雙腳禍帶著兩個小孩禍回到孕

育他的部落。

回想那段身體因長骨刺痛徹心肺禍一

切歸零的歲月禍胡德夫坦言禍當時甚籸想

了結生命禍還要求在林班工作的朋友禍將

炸林道的炸藥綁在他身上禍引信已點燃禍

原想就此告別生命禍朋友卻在最後關頭把

引信踩熄禍要他勇敢地活下去。

他決定用最自然的方式自己治療禍在

知本鹿野自己挖野溪溫泉禍利用泡溫泉時

自我伸展身體禍持之以恆兩年後禍骨刺居

然不藥而癒。在那段自療、蟄居的時期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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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純淨水源禍有段時期靠賣水維生。

直到 1997 年禍「黑名單工作室」的

王明輝禍邀他重回台北錄製歌曲禍當時胡

德夫還撐著一支柺杖禍他告訴王明輝自己

連走路都成問題禍王明輝只告訴他：「你

的聲音會走路就好」禍就這樣禍他再度來

到台北展現歌喉禍錄製《不不歌》、《搖

籃曲》禍並在「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以

部落服務與傳唱禍重新出發。 1999 年

「921地震」後禍他和飛魚雲豹音樂工團在

仁愛相中原部落舉辦「原鄉重建」演唱

會。

流著排灣族與卑南族血液的胡德夫禍

自然地融合了創作與原住民歌謠禍擅長使

用各種語言禍更將英文詞填入原住民的曲

調之中禍豐富其創作內容禍也成就了他在

音樂上獨特的「Haiyan blues（海洋藍調）」

世界音樂風格。

「我的歌多是在走路中完成的。我喜

歡走路禍大量的走路禍走到突然『腶』一

聲禍什麼都聽不到了禍只剩自己的呼吸

聲禍那時心中有話禍口中就自然成歌了。

我常走進山裡就在山裡過夜禍走到海

邊就在海邊過夜禍點點滴滴的往事都記錄

在樹木、沙石和風雨雲霧裡。」紐約電台

知名DJ  Timothy Thomas聽過胡德夫的

歌聲後禍稱讚他是：「遼闊沙漠中的那片

綠洲！」

籌設原住民音樂學校

「我一直在想禍」胡德夫拿下老花眼鏡說：「以前部落根本沒有『演唱』這回

事禍我們說唱歌是『gi snai』禍 gi 是擷取禍 snai 是歌詠禍唱歌是一件跟神有關的

事禍我們希望神來擷取我們的歌詠禍收納我們的獻聲。我們沒有音蓖、五線譜或所

謂的音樂老師禍就是自然的歌唱禍幾個虛詞禍就能夠表達喜怒哀樂、任何一種感

覺。那是經過幾千年操練才形成、口語能發出的最美的音禍真的禍沒有一個字或形

容詞比它還美。」

胡德夫強調禍部落裡的歌多是 na－ lu－wan－ hai－ yan這種虛詞音蕩禍這

種超越文字的無字文化是何等光亮、潔白、偉大、有力禍用全心全意的歌聲就能唱

出一隻蒼鷹在大武山頂展翅盤旋禍然後俯衝向大海禍不必用歌詞唱出一座山、一隻

鷹、一片海。

「黑人靈歌多是向神控訴人的悲耞禍但我們的海洋藍調不同禍我們大量地盡情

地頌讚大地萬物禍包括生活中的喜怒哀樂禍千古以來就 na － lu － wan － hai －

yan----幾個虛詞就無盡豐富了！但是禍國民政府來了以後禍卻說我們沒文化禍還要

教原住民上音樂課學 do－ re－mi禍在這個過程中禍已經糟蹋、折損了大地最美妙

的瑰寶。」

面對國內原住民音樂環境的困窘禍胡德夫一直希望能夠在台灣籌設原住民母語

歌謠學校禍為原住民音樂發聲。不過禍在夢想完成之前禍只要有出國演唱的機會禍

他總不忘帶著部落裡的青年與國

外接軌禍這是胡德夫自許的使

命禍就像 40 幾年前禍盲眼

大哥用心指引他走向音樂

的路一樣。

甫於今年 4 月再婚的胡

德夫禍和新婚妻子深情

合影。（鄭恒隆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