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達魯瑪克部落

相傳發源於屏東縣大武山區巴油池一

帶的魯凱族人，於上古時代原居地發生大

洪水，族人遭沖走流落失散，僅剩tsaidiv、

modokaudokan兄妹兩人，漂流到台東縣境內

中央山脈南端東側肯杜爾山（kindoor，海拔

1946公尺）的山區，創社定居，繁衍後代，

其後再沿著大南溪，東遷至kacikela。由於天

花、霍亂流行，人口大量減少，為防止鄰近的

排灣、卑南、阿美等族群爭地與侵擾，乃從卡

阿魯灣社（kaaluwan，今金峰鄉嘉蘭村）、

霧台（在屏東縣）招募與其有婚姻關係的排灣

人、西魯凱人前來共同開墾。

直到約在500年前，部落再遷徙至卡巴里

瓦（kabaliwa，海拔約550公尺），其勢力擴

張達到頂峰，北至鹿野溪與布農族接觸，南至

知本溪與排灣族相鄰，東至台東三角洲平原山

麓與卑南族接壤，西至中央山脈主脊，均為其

獵場範圍。

達魯瑪克正式列入歷史記載，最早出現

於1647年荷蘭人的戶口資料中，將達魯瑪克

列為「敵蕃」。1874年，恆春半島發生「牡

丹社事件」，滿清政府開始注意經營東台灣，

稱達魯瑪克部落為「大南社」。1898年日本

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為研究台灣的原住民族，也

曾翻山越嶺到這個神秘部落，進行人類學調

查，並留下珍貴的照片。

重回

卡巴里瓦
舊部落■ 文、攝影／袁祖銘

▲ 卡巴里瓦舊部落的眺望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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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日人為方便管理原住民部落，

日人施行理蕃政策，以砲擊威嚇強迫達魯

瑪克族人，從山上的卡巴里瓦部落，遷徙

至利嘉溪下游溪畔的兜（Doo）與比利良

（Irila）地區建立新社，並逐漸在附近推

展水稻耕作。昭和16年（1941年），又因

比利良易遭受水患，再遷徙到河流對岸的

現址定居，但比利良、卡巴里瓦仍為大南

族人最主要的耕作拓墾區。

魯凱族人建造石板屋居住，以狩獵、

採集及種植小米、芋頭、蕃薯維生，過著

自給自足的生活。原本以為從此可安穩過

日，但在民國58年的中秋節深夜，「艾爾

西」颱風來襲，颱風所帶來的焚風，從中

央山脈吹襲而下，星星之火卻釀成嚴重的

火災，部落內都是茅草搭建的茅草屋舍，

在一夕之間全數燒燬，許多家庭痛失親

人，共有200餘人受傷，36位族人死亡，

部落幾乎全毀。許多珍貴的魯凱文物與傳

家之寶，也在大火中付之一炬。這場大

火震驚社會各界，隨後在政府及各界的協

助下災後重建，於原地展開重建家園的工

作，原有茅草木屋改建為磚砌水泥房屋，

費時經年始告完成。

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重回祖靈之地

達魯瑪克族人從遷社、被迫遷離家

園，再歷經水災、火災、被殖民、被同化

的磨難，定居於今日的東興村，因地處溪

岸平地，與漢人社會接觸容易，再加上民

國52年東部警備總隊拓墾大南墾區，許多

外省籍退除役官兵，因婚姻關係而入住大

南村，族群融合與接受外來宗教的影響，

使得傳統部落文化逐漸流逝，面臨日趨消

逝的危機。直到十餘年前，族人開始覺醒

「部落尋根」意識，發起恢復部落傳統文

化運動，於1996年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

畫，在地方熱心學者的協助下，族人決定

打破政府設下的禁忌，重返山腰祖靈地舉

行「懷念的母親，kapaliwa（卡巴里瓦，

真正部落之意）尋根之旅」活動，從此展

開一連串的部落尋根之旅。

1997年底，從達魯瑪克部落小學以65

歲屆齡退休的部落女婿林富德老師（阿美

族人），退而不休邀請部落長老林得次、

謝秀連等人，成立達魯瑪克部落教育文化

協進會，發起重返祖靈地原鄉部落的運

動，對部落文化重建工作觀念的灌輸與推

廣，甚具功勞與貢獻。

所謂「文化重建」，不同於復古，

是基於文化根源，但著眼於未來，讓既有

文化能隨著時代環境變遷而持續發展，並

邁向世界和平、民主人權、永續發展等普

世價值。這項部落文化重建活動，逐漸得

到台東大學、南島社區大學、國際珍古德

協會、行政院文建會、行政院原民會、林

務局、行政院青輔會、行政院勞委會等支

持，儼然是部落文化重建運動的火車頭。

台東大學理工學院劉炯錫院長指出，

台東大學自1995年參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社區總體營造後，即長期參與達魯瑪

克部落的文化重建。從開始調查其自然資

源與生態文化，完成部落地圖、200多種

植物文化，並建立常見動物文化。期間發

現達魯瑪克部落在19世紀末時，約有1000

位族人，其傳統領域約2萬公頃，幾乎完全

保留在原始自然的狀態。

傳統的達魯瑪克部落族人，將山巒

的頭胸地區，稱為babulen，是神靈居住

地，不可開墾、狩獵；山巒的胸部至腰

部，稱為tadekai，是可以耕種、狩獵及

建聚落的區域；而低海拔的山腳，則稱

為labulabu，是炎熱、多瘟疫、多蚊子之

地，甚少開發利用。達魯瑪克部落可以維

持傳統領域，在幾乎完全自然的狀態，存

續發展至少數百年，在全球環境急遽惡化

的今天，值得人們學習其「生態智慧」。

▲ 開始重建的卡巴里瓦舊部落。

▲ 達魯瑪克部落的祖靈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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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重建獲國內外單位重視

在日常生活上，達魯瑪克部落居民食

用甚多蔬菜，但族人不耕地種菜，而是靠

人工野外採集。林務局在2002年至2005年

間，委託台東大學執行「魯凱族達魯瑪克

部落植物資源永續採集試驗研究計畫」；

行政院勞委會在2005年至2008年間，輔助

達魯瑪克部落「從祖靈土地上站起來─永

續利用傳統領域自然資源多元就業開發方

案」；經濟部則在2009年，輔助發展生態

拜訪旅遊，轉化重建的祖靈地，推廣部落

成為旅遊據點。

2005年寒假，台東大學活動中心與南

島社區大學合作，將達魯瑪克部落學院的

在地文化課程，轉化為大專生的成長活動

「部落留學」，重返深山祖靈地體驗學習

19世界的智慧，引起廣大的迴響。隨後，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推動「青年遊學台

灣」活動，達魯瑪克部落就成為青年多元

成長的基地，一直施行至今；2009年，更

成為青年輔導委員會精選「30歲前一定要

去的29個壯遊點」之一；2009年底，交

通部觀光局舉辦「世界最棒的旅遊─旅遊

達人台灣走透透」百萬獎金競賽，馬來西

亞華人黃文明、劉鎧毅組成的「肉骨茶」

隊，獲得100萬元首獎，即透過網站來到

達魯瑪克的kapaliwa祖靈地遊學；2010

年，更成為青年輔導委員會國際青年Tour 

Buddy 7條推薦路線之一。

黑猩猩之母─珍古德

從民國89年起，達魯瑪克族人在祖

靈的呼喚下，克服千辛萬難，逐步重回荒

煙蔓草的卡巴里瓦舊部落，陸續完成青年

集會所、頭目家屋、祖靈屋及常民家屋之

興建，並獲得「黑猩猩媽媽」珍古德博士

（Dr.Jane Goodall）三度造訪祝福。

珍古德協會透露，在1934年4月3日

出生於英國倫敦的珍古德女爵士，DBE

（Dame Jane Goodall），又名珍‧范羅

伊克‧古德，為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動

物行為學家和動物保育人士。因長期致力

於黑猩猩的野外研究，而取得豐碩的成

果。她的工作糾正許多學術界對黑猩猩物

種，長期以來的錯誤認識，揭示許多黑猩

猩社群中鮮為人知的秘密。

除了對黑猩猩的研究，珍古德還熱心

投身於環境教育和公益事業，由她創建並

管理的「珍古德研究會」（國際珍古德協

會），是著名的民間動物保育機構，在促

進黑猩猩保育、推廣動物福利、促進環境

和人道主義教育等領域，進行很多卓越有

成效的工作。此外，由珍古德研究會創立

的「根與芽」（Roots and Shoots），是

目前全球最活躍面向青年的環境教育計劃

之一。由於珍古德在黑猩猩研究和環境教

育等領域的傑出貢獻，在1995年，獲得英

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榮封為皇家女爵士，

2002年時，更獲頒為聯合國和平使者。

珍古德從學校畢業後，曾嘗試過許

多工作，擔任過秘書、電影製片助理等工

作。1957年，為完成進行動物研究的夙

願，珍古德前往東非的肯亞，而遇到當時

名氣很大的人類學家李基博士，李基博士

給珍古德一份旨在揭示原始人類行為模式

的靈長類動物研究計劃。3年後，珍古德接

受李基博士對她進行的野外技能考察後，

在母親的陪同下，啟程前往坦尚尼亞坦干

依喀(Tanganyika)湖畔的貢貝河自然保護

區進行黑猩猩的研究計劃。

▲ 現今卡巴里瓦舊部落的守護神。 ▲ 今（99）年9月7日舉行珍古德lavaosu家屋祭儀。

 石板屋是魯凱族人的智慧建築。▲

68 69

台灣原民YUAN Magazine



 lavaosu家屋旁使用太陽能板以利發電。▲

珍古德深入非洲叢林，取得驚人的發

現，她在坦干依喀湖野外研究顯示，黑猩

猩能夠選擇和加工製作工具，用以從蟻巢

中釣取螞蟻，這一驚人的發現，打破長久

以來「只有人類才會製造工具」的觀點，

為人類學和動物行為學的研究，引導輸入

全新的資料。由於珍古德在這一領域的突

破發現，於1965年獲得劍橋大學頒發的動

物行為學博士學位。之後，珍古德又回到

坦干依喀湖畔的貢貝河自然保護區，利用

獲得的獎金捐助建立貢貝研究中心，專門

進行黑猩猩的研究。

1977年，珍古德博士成立「珍古德

研究會」（Jane Goodall Institute），致

力於推廣和促進全世界範圍的野生動物保

育和環境教育計劃，研究會相繼資助貢貝

河研究中心、動物庇護所、黑猩猩動物園

等動物保育項目，並於1991年啟動「根與

芽」環境教育項目，是目前最具影響面向

青少年的環境教育項目之一。

1984年，珍古德又主持成立動物庇護

所和黑猩猩動物園，前者用於收養由政府

沒收被走私的幼年黑猩猩，後者則主要收

留遭到非法捕獵的黑猩猩，是世界上最大

的一個類人猿研究基地。

「根與芽」計劃  達魯瑪克

部落與珍古德的相遇

近年來，珍古德將她的全部時間，用

於宣導講述黑猩猩的行為和環境保護，巡

迴於世界各地進行演講。她曾經多次到中

國大陸、中國香港和台灣，進行動物保育

的演講。1996年，她第一次來到台灣，宣

講動物保護協助相關機構，加強各地的動

物保護工作。

珍古德博士與達魯瑪克部落的淵源，

「根與芽」計劃（Roots & Shoots 

Program）是國際珍古德協會全力推動，

以行動為主軸的國際性環境教育計劃，對

象包括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學子，鼓勵大家

以實際的行動關懷環境、關懷社區及關懷

動物。珍古德博士說：「唯有瞭解，才會

關心；唯有關心，才會採取行動；唯有行

動，生命才有希望」。珍古德博士更親自

蒞臨達魯瑪克頭目家屋的落成典禮，將台

東的達魯瑪克部落和珍古德協會的理念，

緊緊結合在一起，因此，「遊學台灣」計

劃以這個理念為軸心概念，以達魯瑪克部

落為藍圖，結合當地古老造屋技藝及得天

獨厚的部落文化。

從2005年7月開始，達魯瑪克部落青

年已回到卡巴里瓦舊部落集訓；2006年，

頭目家屋招靈入厝；2007年冬，部落留

學播下小米， 9月祖靈屋啟用，小米也入

倉，恢復vugas山林奔跑比賽；2008年5

月常民家屋落成，11月部落守護神重立典

禮，象徵達魯瑪克部落已重新回歸魯凱山

腰發展。

為「家人」建立居住的地方

現任達魯瑪克部落大頭目古明德表

示，達魯瑪克部落率先重返祖靈地重建部

落，具有領頭羊的意義。重返部落祖靈地

可追溯珍古德在全世界推動「根與芽」計

劃，號召年輕人投入關心動物、環境及文

化時，在2002年11月10日首度到台東，參

加支持原住民生存權的活動，希望傳統與

保育可以共存，隨後並參加達魯瑪克部落

重返祖靈地，重建男子會所活動。

珍古德當初參加達魯瑪克部落尋根活

動時，曾一度被族人排拒於聚會所門外，

但她隨和親切的作風，很快就擄獲部落

族人的心。在卡巴里瓦舊部落百年雀榕樹

下，珍古德向達魯瑪克魯凱族小朋友述說

生平的故事，講述她和黑猩猩相處的點點

滴滴，而小朋友們聽說她吃素，便帶著她

在山上採集野菜，建立彼此初步的情誼。

珍古德博士後續於2006年10月29

日，來祝福達魯瑪克部落祖靈地頭目家屋

祭儀；2008年11月24四日，卡巴里瓦舊

部落守護神重新立碑典禮，珍古德博士也

在現場，儼然是達魯瑪克部落的族人，如

今，獲得部落長老同意，賜贈魯凱族名

「拉娃歐絲」（lavaosu），即很有智慧的

女性家人之意，同時也贈予公主封號，成

為達魯瑪克部落的一員。

達魯瑪克部落也因推動環境保護與生

態保育的理念，與國際珍古德協會一致，

成為第一個加入國際珍古德協會「根與

芽」小組的原住民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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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明德頭目致贈珍古德以lavaosu家屋為
圖案的刺繡作品。

▲ 達魯瑪克小朋友以傳統歌舞為lavaosu家
屋慶賀。

 古明德大頭目邀請珍古德一起為家屋埋

石立基儀式。

▲

家屋，外觀看起來保留傳統型式，屋內卻

有現代化的設備，衷心的感謝也感到很滿

意，預定2年完工，屆時她會回來住宿、喝

咖啡，親身體驗魯凱族人的山林生活。

東魯凱文化教育協進會理事長潘王文

賓指出，珍古德家屋由謝英俊建築師根據

部落長老之構思設計，部落工班施工，並

加入太陽能光電板與熱水器等設施。達魯

瑪克部落以珍古德協會「根與芽」組織從

「根發芽」的意義，來興建珍古德家屋，

守住傳統文化的精神與感覺，但也迎合永

續發展、綠色能源、綠色建築的價值觀

念。因此，在外觀上與建築結構上，仍以

傳統住屋文化為依歸，包括祖靈與獸靈祭

祀處的保留，廳、床、廚、倉的格局，室

內地板與庭院採用石板；但屋頂或屋旁，

使用太陽能板以利發電；室內使用省電燈

泡，廚房使用氫氣爐。此外，在家屋旁，

另設有環保廁所與浴室，並配有太陽能

熱水器，家屋配備家電、電腦、網路等設

施。珍古德家屋的設計，是原住民重返深

山原住地實踐部落永續發展，交通即使不

甚方便，但仍能保持與世界接軌的未來想

像。

達魯瑪克部落的階級制度

達魯瑪克部落因人類學者和歷史學

者為研究方便，一般將之歸納為「東魯凱

族」，並認為是中央山脈以東唯一的魯凱

族部落；然而，

達魯瑪克在語言和風俗習慣上，跟

西部高屏地區的魯凱族部落，並不完全相

同。

古明德大頭目說，魯凱族除信奉祖

靈，還施行階級制度，達魯瑪克原為階級

社會，分為貴族、士族、平民三大階級，

貴族享有粟租、獵租、漁租等經濟特權。

在部落中，共有六大貴族，以拉巴留斯

（Labalius，古姓）為最大，地位最受尊

崇，為部落大頭目與大祭司，所以，古家

的長子（古明德）即為部落的頭目。大頭

重建家園的舉動，甚具文化重建、環境倫

理、生態保育、綠色環保、在地產業及文

化教育等多重價值。

達魯瑪克部落文化重建，從「根發

芽」的故事，值得向國際原住民社會分

享，因此，珍古德博士於2008年11月

間，卡巴里瓦舊部落守護神啟用祭儀，

部落相約她再訪，於致贈「拉娃歐絲」

（lavaosu）公主封號後，提議「她已經是

我們的家人，家人不是客人，當然要有居

住的地方」，於是，族人們決議為珍古德

（lavaosu）公主，興建採用結合傳統石

板屋文化與現代科技太陽能板等，具備永

續概念的「綠建築」家屋，並仿照傳統男

子會所（alagoal）格局，興建珍古德博士

「根與芽」計劃的「原住民文化國際交流

中心」，以利後續向世界推廣台灣部落重

建經驗，將台灣原住民部落重建的故事，

分享給世界的原住民年輕朋友，因此，在

原住民文化國際交流中心，也提供簡單住

宿，邀請國內外原住民「根與芽」組織，

來達魯瑪克部落及其他文化重建有成的部

落交流。

2010年9月7日上午吉時，達魯瑪克

部落族人回到卡巴里瓦舊部落，盛裝歡迎

部落新成員─珍古德（lavaosu）公主，

並隆重舉行lavaosu家屋招靈入厝祭儀。

家屋動土典禮先在即將興建的原住民文化

國際交流中心，舉行原住民文化國際交流

中心埋石立基儀式，隨後再到lavaosu家

屋，舉行招靈入厝祭儀，接著由古明德大

頭目向神明、祖靈祝禱，然後邀請珍古德

（lavaosu）公主一起「埋石立基」，即把

以紅紙墊著的家屋基石一起埋好，簡單而

嚴肅地完成招靈入厝儀式。

珍古德對達魯瑪克部落族人建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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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古明德為保存與傳承傳統祭儀，至今仍

堅持不信外教，為保存純正貴族血統，甚

至不畏辛苦，翻山越嶺遠赴高雄縣茂林

鄉，迎娶西魯凱貴族之女為妻。但晚近受

社會變遷影響，貴族不再享有經濟特權，

但地位仍很崇高，部落祭儀都須由其主

持，族人逢娶親婚禮，都會邀請頭目參

加。

達魯瑪克魯凱族人稱「會所」為

alagoal，為部落青年訓練中心與獨身青年

男子宿舍，主要目的為部落戰士的養成，

當男子年滿15歲時，就要進入部落的會

所，接受嚴格長達6年的「斯巴達式」訓

練，尤其三年一度的成年禮，所有晉級青

年，必須接受禁食、長跑及使用毒草（蕁

麻枝）鞭打等訓練，此亦為早期魯凱族大

南社，得以稱霸後山的主要原因。

在卡巴里瓦舊社時期，即設有三座

宗廟（通稱「祖靈屋」），遷至比利良之

初，曾建有大頭目家的宗廟與部落的宗

廟，後來為集中力量合併為一，在部落入

口處附近重建新宗廟。此外，宗廟為部落

集會中心，重大的會議都選在宗廟舉行，

是部落的決策中心；宗廟也管轄山林、田

地、魚場、獵區，這些都算是部落的公共

財產，其經營的收入，都使用於處理部

落的公共事務，所以，宗廟也是部落的經

濟中心。往昔大頭目古家的宗廟，曾是族

人的生活重心，任何狩獵物與收成，都必

須在頭目家的宗廟中，舉行祭祀後才能儲

存。

魯凱族大南社在與荷蘭人戰爭後，

即建有祖靈屋，為最大貴族拉巴流斯的祖

祠，祖靈屋內設有祭台，擺置有陶甕等

物。古明德大頭目唯恐傳統的祭祀文化會

流失，因此，決定重建祖靈屋。新建的祖

靈屋，只有原來的1/10（約2坪），中央供

祀著雕刻百步蛇紋飾的陶壺，是原有宗廟

在火災後唯一的遺存物。雖然現今族人多

不再信奉祖靈，古明德為肩負延續魯凱族

傳統文化的使命，仍堅決守著祖靈屋。

達魯瑪克在卡巴里瓦舊社時，貴族家

屋門庭上，都立有石雕男女祖先神像，遷

至比利良後，曾在部落入口設置部落守護

神（塔安阿那），為每年收穫前祭祀祖靈

之聖地，族人祈福精神所在。民國86年，

族人集資重建，由族人潘明定設計建造，

於現今達魯瑪克部落入口處重豎守護神。

特色石板屋

魯凱族的石板屋，所使用的石材係以

當地出產之黑灰板岩和頁岩，先經過簡易

加工成規則片狀石板後，再堆砌成具有民

族特色之住屋。建築的石材，可依石板的

性質、硬度、大小等，分成柱子、牆面、

地板、屋頂等材料，不需要用到鋼筋，亦

不用任何石灰泥，即可建造出魯凱族獨特

又堅固的石板屋。

相傳，魯凱族人建築石板屋的智慧，

是黑矮人所教導，也有人說是樹的精靈教

導。至於石板屋的建築方法，則有一則傳

說：古代的魯凱族人建造石板屋，都不會

成功，直到有一天，出現一條巨人的百步

蛇，牠把身體展開，讓族人看身上鱗片的

排列後，族人才恍然大悟，原來蛇的鱗片

是由下往上疊。以往族人建造石板屋，都

是由上往下疊，所以，每逢下雨時，雨水

就會順著石板縫隙滲進屋內。經模仿百步

蛇鱗片疊列的方式後，所砌蓋的石板屋，

從此不再會滲水，且還冬暖夏涼，非常堅

固。

魯凱族群居的達魯瑪克部落，為歷史

悠久的古老部落，也是台東縣內唯一魯凱

族生活區，有特殊的族群文化藝術展現。

重建卡巴里瓦舊部落，除能夠找回人與土

地及文化的連結，更可以體現先民的生

活。

站立在重建的卡巴里瓦舊部落上，仰

望肯杜爾聖山，俯看悠悠大南溪，讓人遙

想80餘年前的達魯瑪克，男人馳騁山林狩

獵，婦女在山坡地耕種，小孩在屋前玩耍

的生活寫照。（感謝台東大學理工學院劉

炯錫院長、國際珍古德保育與教育協會、

達魯瑪克古明德大頭目、台電公司、台電

台東營業處等提供相關資料、老照片與採

訪工作的協助，謹致萬分謝意。）

▲ 珍古德隨身抱著猴子布偶「希望先
生」。

▲ 珍古德以lavaosu家屋為圖案的刺繡作
品贈予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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