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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治文獻及當今部落耆老的口述歷史 

初構賽德克族的口傳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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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名：郭明正（退休教師） 

 

上古時代 

 

一、賽德克族的始祖起源說 

 

前言 

 

台灣原住民族有其族群類別之名稱始於日治時期，台灣光復後逐定為「九大族」。

近年來，隨著台灣政治環境的日益民主、開放，在尊重多元文化並朝本土化發展的潮

流中，於 2001 年 8 月間由行政院頒布邵族（Thao）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十族以來，

相繼有噶瑪蘭族（Kavalan）、太魯閣族（Truku）及撒奇萊雅族（Sakizadya）成為台

灣原住民族的第十一、十二、十三族，台灣原住民族為「九大族」的傳統分類法即從

此走入歷史。 
本賽德克族（以下簡稱本族）於 2006 年 4 月 7 日，派員親赴行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呈送「正名陳情書」及「族人連署名冊」，呈

請核定本族為「賽德克族 Seediq Bale∕Sediq Balay∕Sejiq Balay」之後，在族人的努

力及學術界、宗教界與關懷人士的鼎力相助之下，終於 2008 年 4 月 23 日獲行政院頒

布正名為「賽德克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十四族，自此由「泰雅 賽德克亞族」

的分類系統中分出，恢復本族自古以來就自稱為 Seediq∕Sediq∕Sejiq 的族稱。 
 

日治文獻紀錄中「賽德克族」的起源傳說 

 
（一）天地開闢之初，有一男神和女神，自天而降，來到最高的山上一塊大岩石上，

忽然這個大岩石分裂為二：一變大自然，一變宮殿。二神便把此地叫做

Bnuhun，定居於此，並從此繁衍其子孫。《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落遷徙與拓展。

台北：世界新專觀光宣導科》 

（二）昔日，中央山脈之中，有個叫做 Bnuhun 的地方，長有一棵大樹。其樹名已失

傳，只知道其半邊為木質，另半邊卻由岩石所形成，確是一棵珍奇而難得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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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樹。也許是此樹之精終於靈化而為神吧！有一天樹幹裡走出男女二神來。二

神同衾，生了很多子女，子女又生子女，不出幾代之後，就覺得地方太小了！

《1917，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番族調查報告書 紗績族 前篇》 
 
賽德克族 Pusu Qhuni 的傳說地─「德克達雅群」的說法 
 

上段所引述二則有關賽德克族的口傳故事，第一則流傳於賽德克族的德路固群

（alang Sejiq Truku），屬「石生人」的起源傳說，傳述著賽德克族始祖的誕生與大岩

石爆裂有關；第二則口傳故事則流傳於賽德克族的德克達雅群（alang Seediq 
Tgdaya），由其記載內容可知，賽德克族的始祖是由半木半岩石的奇石異木中，「木」

精化為神而誕生，屬「樹生人」抑或「石、樹生人」的起源傳說。 
有關賽德克族始祖的誕生，究竟是「石生人」、「樹生人」抑或「石、樹生人」一

直以來就被國內的人類學者予以廣泛的討論。約 18 年前，屬德克達雅群的仁愛鄉互

助村中原、清流和南豐村眉溪部落的耆老們（今大多已相繼凋零），幾乎都能完整的、

流暢地傳述賽德克族始祖起源的口傳故事，筆者有幸聆聽他們對賽德克族始祖起源的

口傳故事，以下引述清流部落 Tiwas Pawan 傅阿有女耆老的說法轉述於後： 
「這是非常、非常古老的故事， 

不是近代才廣為流傳的， 
而是我們祖先代代口耳相傳的故事， 
我們的始祖是誕生於 Bnuhun 山區的 Pusu Qhuni； 

    
那 Pusu Qhuni 像一座小山那麼壯大， 

『祂』（Pusu-qhuni）的胸膛呈斑白色， 
祂的右臂已被颶風所摧毁， 

     如今僅剩其左臂； 
      

祂的雙臂是由大樹所形成 
其根基部有天然的大岩洞， 
大岩洞後方有一潭池水， 
那潭池水的水流會流經大岩洞的前面； 

    
     據說有一個女孩和一個男孩在這裡誕生， 
     他∕她們就是我們賽德克人的始祖。」 
在德克達雅耆老們的口述裡，都非常一致的指出 Bnuhun 山中的 Pusu Qhuni 是賽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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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始祖的誕生地。Bnuhun 是指較大範圍的白石山與牡丹山區，Pusu Qhuni 則指賽德

克族始祖的誕生處所。 
 
賽德克族裔相繼登臨 Pusu Qhuni 
 

祖居地─南投縣的賽德克族裔 
 

現居住於祖居地南投縣及移居地花蓮縣境內的賽德克族裔，近年來不約而同的相

繼登上 Bnuhun 探訪口傳的始祖發源地。2002 年（民國 91 年）12 月間，於南投縣仁

愛鄉公所舉辦的「尋根」系列活動中，仁愛鄉境內的賽德克族裔，包括德路固、都達

及德克達雅各語群的族人組成了一支尋根隊伍，由當時仁愛鄉公所民政課長孫登春

（都達人）先生擔任領隊前往中央山脈牡丹山區尋訪 Pusu Qhuni。於第四天的行程中

不幸有隊員發生高山失溫症狀，因狀況危急只得放棄尋根之旅而功敗垂成，當時他們

已登至知亞干山（dgiyaq Cneexan）的基點附近，雖未能親訪 Pusu Qhuni 卻拍得「祂」

的近照而回。值得慶幸的是，發生意外的隊員獲仁愛分局空中救難隊的緊急救援，送

醫急救後並未發生令人遺憾的事。 
 

移居地─花蓮縣的賽德克族裔 
 

1997 年（民國 86 年）間，現居住於移居地花蓮縣屬德路固群的楊盛涂先生（國

中校長退休），曾兩度試著登上 Bnuhun 山區尋訪 Pusu Qhuni，第二次在祖靈的庇祐

下終能踏上我賽德克族人視為聖山的 Bnuhun，以下摘錄楊校長在實地勘查後對 Pusu 
Qhuni 的珍貴記錄： 

「為實地瞭解傳說中的發祥地…，於是在民國 86年，約數位志同道合者兩次探

勘〝神石〞（Pusu Qhuni）活動。第一次於民國 86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1日，由東

部花蓮縣萬榮鄉西林上山，因氣候不佳，20 餘年前的獵徑不明，登至第四天就折回

不成功。第二次於民國 86 年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9 日，由西部霧社上山就順利完成。 

牡丹岩（神石）位於花蓮縣秀林鄉文蘭村最西南方，在木瓜溪的支流清水溪上源

與萬榮鄉西林村的岸豐溪支流恰堪（知亞干）溪上源之間，由中央山脈主脊於能高山

南峰約 7公里處；屬光頭山脈（3100 公尺，舊稱知亞干山）往東延伸與牡丹山脈（3005

公尺）往東南方的連綿脊線上，距光頭山約 3公里，海拔 2814 公尺。 

神石的南、北、西三面為灰白色之峭壁岩面，高約 90 公尺，東面有岩石高約 40
餘公尺相連著，地基直徑約 60 公尺的寛度，頂部及東面岩壁長滿草木、高山箭竹、

冷杉（台灣鐵杉）、檜木等。…由西方觀看〝神石〞正好光面白色的部份完全看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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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像一根長的圓形白色石柱矗立在山頂上，…」。 
對於楊校長所描述的本族發源地─「像一根長的圓形白色石柱矗立在山頂上」，

與本族都達群的族人（Sediq Toda）稱 Pusu Qhuni 為 Rmdax Tasin 可互為印證，因 Rmdax 
Tasin 有「光亮、白色的巨石」之意。另由楊校長稱 Bnuhun 為「聖山」、稱 Pusu Qhuni
為「神石」的用心，可說充分表達了賽德克族人對其始祖起源地的崇敬與渴慕。 

在本族語中，Pusu 是「源頭、根基、原由」之意，Qhun 是樹的統稱，Pusu Qhuni
就是一般所謂的樹頭、樹的根基部，若直譯成漢語即為「樹根」的意思，但係指長出

地面或最接近地面的一截根基部，而非指埋在地面以下的紥根（gamin）。但正如楊校

長實地勘查後所描述的，Pusu Qhuni 是一座矗立在中央山脈牡丹山鞍部的巨大岩石，

而不是一顆巨大的神木，〝祂〞高約 90 公尺、根基部最大圍徑約 60 公尺，今被稱作

「牡丹岩」，因此有關我賽德克族始祖的誕生，應屬「石生人」的傳說是不言可喻的。

德路固群與德克達雅群的族人都稱該始祖的誕生地為 Pusu Qhuni，都達群的族人則稱

之為 Rmdax Tasin，雖然在稱謂上的用語略有差異，但事實上他們所說的是同一件事

物，所指的是同一個地方。（註：Pusu Qhuni 海拔 2750 公尺；約位於 東經 121゜18'；北緯 23

゜57） 

 

二、紋面的由來 
 

綜合賽德克族德克達雅群（Seediq Tgdaya）族老的說法，本族紋面的原因有： 
（一）為繁衍後代 
    於上文起源傳說章節中所引述的第二則文獻寫道：「昔日，中央山脈之中，有個

叫做 Bnuhun 的地方，長有一棵大樹。…也許是此樹之精終於靈化而為神吧！有一天

樹幹裡走出男女二神來。…」；而當今德克達雅群的族老們，常於傳述本族「起源傳

說」的口傳故事中會繼續說道： 
․當這一男一女長大成人後，因自幼相依為命已情同手足，猶如兄妹或姐弟。 
․女者左思右想，世上的人類就只有他倆而已，倘若他倆年邁逝去，那麼世上就

沒有人類了，他倆該如何繁衍後代這件事讓她十分苦惱。 
․某日，她萌生一計，她對男者說：「我明天要出一趟遠門，為你尋找能為我們

繁衍後代的伴侶，約十天後你到 Qtelun 之地的路上等她，你一定要娶她為妻。 
․十天後，男者依約前去等候，果然遇見一位臉上擁有文面的女子，二人相逢，

相顧相惜並結為夫妻。 
․原來臉上擁有文面的那位女子，就是與男者朝夕相處多年且情如兄妹的女者，

我賽德克族自此即繁衍至今。 
    以上德克達雅群的口傳故事，在《番族調查報告書 紗績族 前篇》的「歷史傳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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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Toda 都達及 Truku 德路固二群也有類似的文獻紀錄，都達群的部分寫道：「…

母親心生一計，走進老遠的深山裡，取樹汁染臉，若無其事的回家去。」；德路固群

則寫道「…母親則逕自離家，踏入深山裡，自取樹汁塗臉，換一個相貌回家去…」。

雖然故事的情節不盡相同，但故事中的女者，都為了繁衍人類的後代而絞盡腦汁改變

自己的容貌，達到與故事中的男者結為夫妻綿延後代。 
 
（二）懲罰欺瞞背信者 
 

․當本族在人口自然的增長下，祖先誕生繁衍之地已無法提供族人一般生活的需

求，如耕地、築屋地都已不敷使用，逐有人提議要分出一半的族人遷離繁衍地，

並往平地遷徙。 
․於是，部落族老者們依族人所願分別登上甲、乙兩座小山林，族老們圍坐兩座

小山林之間，讓雙方族人輪番以最高的音量齊聲相  互呼喊著。 
․族老們藉雙方呼喊音量的大小，來辨識雙方人數多寡的均等與 否，若甲（或

乙）山林的音量較大，則分出一些人添補到乙（或甲）山林，如此反覆聽辨音

量以求均分雙方的人數。 
․在冗長的反覆聽辨音量之進程中，終於獲得族老們認定雙方的人數已相同；此

時甲山林一方的族人則極力要求往平地遷移，在大家的協議、互道別離與祝福

之下，甲山林一方的族人即開拔往山下移動。 
․當他們走到山腰之際，他們再次向山上齊聲呼喊時，其聲量卻能響徹雲霄，聲

量的音波竟將樹葉也振落，留在山上的族人為之震駭與驚愕，心知他們被遷往

平地的族人所矇騙。 

․震驚之餘，留在山上的族人即從此紋面以與遷往平地者有所區別，並囑咐其子

孫們對不誠實、欺瞞狡詐者，進行嚴厲的懲罰手段─ 予以「獵首」。 

    雷同的故事亦出現於《番族調查報告書 紗績族 前篇》的「歷史傳說」篇中，都

達群：古有二社，中隔一河，有一次互以喊聲比較人數的多寡。結果，喊聲較大的一

方告訴另一方說：「我們不願意跟你們共居一地，現在就要下山到平地去了！」說完，

真的就走。臨行時，他們又撂下話說：「你們就刺青吧！以免以後分不清彼此。還有，

反正我們的人比較多，你們隨時來砍走我們的頭都悉聽尊便！」這些去到平地的人，

我們現在稱之為漢人。 

德路固群：「自此之後，他們的子孫不停地增加，…終於分成願意前往平地者和

仍希望續留山上者兩批人馬，個走各的路。擬下山赴平地者就要開拔了！這時有人

說，兩者的人數尚有不均，…於是兩對分別齊聲大喊，結果顯得續留山上者的聲音太

大了，所以又撥出一批人給要下山者。下山者去到山下的時候，兩隊的人馬又再度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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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一次，說來也真豈有此理，原來聲弱的一邊此次反而聲勢浩大…。續留者知道上了

一個大當，忿恨難消，心想對方既然使出如此欺詐的手段，從此非去砍他們的頭，來

削減他們的人口不可，於是紛紛刺青以別於平地人…」。 

 

（三）為易於辨識敵我 
    ․在本先祖的爭戰經驗裡，族中勇士於奮勇對敵之間，常因混戰而誤傷或誤殺我

方的戰士，為了能夠清楚地分辨敵我，本族即以文面來區分我方與敵方。 

    ․另亦有族老表示，文面乃基於本族的審美觀，認為擁有文面的男女才會更美

麗、更漂亮。 
 
三、兩個太陽的故事 
 

上古時期有兩個太陽，非但酷熱難當且天地間沒有日夜之分，五 

穀生長不易、牲畜難以飼養，族人們共商對策認為必須射下其中一個太陽，決定推舉

身強體健、驍勇善獵的優秀青年執行射日行動。 

某日，一位強健的青年除備妥弓箭、食物之外，揹負網袋中（tokan）還背著一

個小男孩，起程前往日出的處所（hreyan hido），族人們認為日出時（hani pkriyak hido）

較不炙熱，得手的機會最大。那位青年在走過的「射日」路上種植柚子（或說是橘子），

日復一日、年復一年地走著，那位青年未到達目的地就衰老身亡，而他曾背著且一路

教導的小男孩已長成，他承繼「射日」大業繼續向日出處行進，當他抵達日出處，見

太陽緩緩升起，他拿起弓箭拉滿弓弦射向晨曦的太陽，太陽中箭迸裂四散成為天上的

月亮和星星。 

射日成功後，那男孩順著原背負他的那位青年所種植的柚子樹返回故里，但那時

他已是白髮蒼蒼的老人，部落的族人都已不認得他了。另一說是，被射中的太陽血流

如柱，流到地面造成洪水，地表原是平坦的，經此太陽血水的沖擊才形成今日有山巒、

有山溝的樣貌。 

 
四、「人類與飛禽走獸」可以相互溝通的年代 
 

1. 取一粒或半粒小米下鍋即可煮得一鍋小米飯。 
     《紗績族 前篇》於「歷史傳說─霧社蕃」說道：...那是神的時代，所以

無需現代人這麼麻煩，只要吞風便能果腹。有時，他們想要享受一下美味的時

候，只要把一粒粟切成幾份，把其中一份放下去煮，就能煮成三尺直徑大鍋滿

鍋子的粟飯。因為是這種情形，所以無需開闢耕種大片粟田，只要耕耘兩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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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地，得粟一穗，即能夠養活全社的人。 

 
2. 拔下一根獸毛下鍋即可煮得一鍋獸肉。 
 
      同《紗績族 前篇》於「歷史傳說─霧社蕃」中又說道：想吃肉的時候也

很簡單，只要把野豬叫來，拔其一毛，切成幾段，將其一段投入鍋裡，便能

煮成滿鍋子香噴噴的野豬肉。 

 
3.「靈鳥」─Sisin（繡眼畫眉） 
 

有關繡眼畫眉（靈鳥）的傳說故事，以下是德克達雅群（霧社群）族老們

的說法，經筆者整理後於 2007 年間，以「Kari Pnqtaan Na Beyax Sisin 繡眼

畫眉 靈力展現的傳說」投稿至教育部舉辦的「第一屆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

獎」，僥倖於賽德克語的「散文類」中獲為優選，願與大家分享。族老們表示，

「Sisin（繡眼畫眉）」是賽德克族人與 Utux 溝通的橋樑、媒介，舉凡有關族

務、家務及個人私事都要透過「祂」與 Utux 溝通。故事情節如下： 
     

這是一則非常非常古老的故事， 

究竟有多久遠至今已不可知， 

在那個年代裡所有的飛禽走獸都能夠以言語與人類相互溝通。 

     
有一次， 

我們的祖先遭逢久旱不雨的災難， 

致使作物枯死而陷入飢荒狀態， 

族人們也因而感染疾病， 

先祖們乃舉社遷離吐魯灣古聚落； 

    
沿著斯固溪向東北方尋找遷移地， 

族人們逐集結於濁水溪上游稱 pttingan（布渡堤岸）的溪畔， 

求助於他們的益友─飛禽走獸們， 

當牠們得知我先祖們的遭遇後也非常難過， 

除感同身受外更為我先祖們共同思索消災除厄的方法。 
    

他們的益友─飛禽走獸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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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祖們因沒有 Gaya（祖訓，族律/族規、社會規範）之故， 

動輒得咎於祖靈才會頻受天災人禍所困， 

飛禽走獸們提出建議說， 

牠們之中倘若有誰能搬動布拉尤（Brayo）對岸山頂上的巨岩， 

且將巨岩搬移到我們現在所聚集之處， 

誰就成為你們族規、社會規範的根源， 

並要你們世世代代的子孫們恪守遵循， 

所有今日在此聚集的（人眾獸群）都是你們訂立族規的見証者。 

    
就這樣，飛禽走獸們即展開搬移巨岩的競賽， 

各類飛禽與走獸們輪番上陣競技 

但都沒能搬動分毫， 

最後尚有烏鴉、紅嘴黑鵯及繡眼畫眉等三組人馬尚待試舉， 

烏鴉試著去搬移， 

之後換紅嘴黑鵯試著去搬移， 

但牠們都無法搬動， 

最後僅存繡眼畫眉待試試， 

在場的族人們噤聲不語， 

臉上顯出絕望之色， 

因繡眼畫眉屬體型很小的鳥類子呀， 

族人們自忖繡眼畫眉怎麼有能力搬移巨岩呢， 

但繡眼畫眉不以為意。 

    
繡眼畫眉飛向布拉尤（Brayo）對岸的山頂上， 

沒過多久， 

眾觀者（人及鳥獸）聽到 唏-唏-唏…的繡眼畫眉鳴叫聲由山頂而下， 

那是既吵雜又喧嚷的鳴叫聲， 

誰料想得到， 

牠們竟然抬起了那座巨大的岩石， 

牠們抬著那座巨岩由布拉尤對岸的山頂凌空越過杜路固（Truku）溪面上， 

並將那座巨岩搬移到人獸聚集的杜路固溪畔。 

     

從眼看著繡眼畫眉抬著那座巨岩凌空渡溪飛向人獸聚集的溪岸， 

到繡眼畫眉將那座巨岩安放在人獸聚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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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圍觀且等候結果的族人和飛禽走獸們一片的鴉雀無聲， 

猶如驚嚇過度頓時著魔似的目瞪口呆， 

僅聽見繡眼畫眉不曾間斷地喧鬧鳴叫聲， 

以及見到無數的繡眼畫眉合作無間地搬移著那座巨岩， 

當牠們安放那座巨岩時地面都會震動， 

眾觀者直至驚覺安放巨岩所產生的震波後才歡聲雷動， 

並上前簇擁著凱歸的繡眼畫眉。 

     

此時，當繡眼畫眉剛安放那座巨岩之際， 

又有好幾波陸續趕抵現場的鳥獸， 

牠們表示，實在是非常的遺憾， 

我們沒能趕上搬移巨石的競賽， 

而後來者又懇請繡眼畫眉是否能夠再搬移一座巨岩來， 

繡眼畫眉不置可否的又飛上山頂， 

同樣地再搬移另一座巨岩， 

將它搬移到第一次所搬來的巨岩旁。 

    
時至今日，繡眼畫眉搬移的那兩座巨岩， 

依然並列在杜路固溪的溪畔， 

自此繡眼畫眉成了我們賽德克族中規範的依歸。 

    

我們的祖先親眼目睹繡眼畫眉能夠兩度搬移巨岩後， 

咸信其神奇之能力是神靈所賦予的， 

神靈是透過繡眼畫眉來傳遞〝祂〞對我們關愛的訊息， 

因此我們的祖先再次向繡眼畫眉懇求， 

說道：「我們是否因生吃食物之故， 

而容易受到各種疾病的侵襲與感染， 

這該如何解困呢？」， 

於是繡眼畫眉委託烏鴉和紅嘴黑鵯， 

委託她們去尋覓火之源， 

因牠們也驚服於神靈賦予繡眼畫眉的神力， 

所以牠們二話不說就即刻起程去尋覓火之源。 

     

聚集在那兒的眾觀者等了一段時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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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嘴黑鵯卻已先行飛返， 

只見其頭部前端及腹部底下呈兩團鮮紅狀， 

落地前將鮮紅之物先放下， 

地面上乾枯的樹葉和雜草竟然燃燒了起來， 

眾觀者無不為之振撼與驚奇。 

     

待乾的樹葉及枯草燒盡熄滅之後， 

那鮮紅之物卻成了晶瑩雪白的堅硬石塊， 

族人們感到萬般婉惜， 

大家為著何以會如此地議論紛紛， 

這時候有一位族人， 

或許是經繡眼畫眉之指點吧， 

將晶瑩堅硬的石塊拾起並相互擦擊時， 

竟能迸出火花， 

族人們才恍然大悟地驚呼─「原來如此！」， 

族人們可以欣喜若狂來形容， 

並向紅嘴黑鵯表達能為他們尋得火源的誠摯感佩， 

我們的祖先從此就懂得利用燧石點燃火源。」 

     
當 Tiwas 耆老說完本族「觀悟〝繡眼畫眉〞啟示的祖訓」故事之後， 

又教導我有關烏鴉與紅嘴黑鵯的故事，她是這麼說的： 

「在本族的傳說中紅嘴黑鵯原為黑嘴黑腳， 

自從協助我們賽德克人尋得火源後， 

牠的嘴腳才變為紅色狀， 

因當時牠為我賽德克人所尋獲攜回的火源是赤熱的， 

而且牠攜回火源的行程也很久， 

當時牠是以嘴啣與腳爪抓握將火源攜回的， 

牠的嘴腳就如遭受了長時間的高溫導熱， 

因而逐漸由黑色變為紅色， 

即使時至今日牠的嘴腳部位依舊鮮火不退。」 

     

「至於烏鴉呢， 

也緊追在紅嘴黑鵯之後飛抵眾觀者的面前， 

但烏鴉落地後卻左右搖擺地跛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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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族群的傳說中烏鴉行走原非如此， 

原來烏鴉的跛行是慘遭紅嘴黑鵯所尋獲的火源所灼傷， 

傳說中說，牠們去尋覓火源的當時， 

紅嘴黑鵯先找到了火源， 

烏鴉思量著又將輸給紅嘴黑鵯而心有不甘， 

便一路欲搶奪紅嘴黑鵯所攜帶的火源， 

怎奈，牠無法搶奪紅嘴黑鵯所攜帶的火源， 

不但沒能如願其雙腳反被火源所灼傷， 

所以才造成今日烏鴉著陸行走時仍搖擺跛行的模樣。」 

     

本族群的另一則傳說是， 

紅嘴黑鵯所尋獲的火種， 

據說就在多岸巴洛（Tongan Baro）部落（今仁愛鄉北東眼山附近）， 

本族人為何以 Tongan 做為多岸部落的部落名， 

因那一帶就是紅嘴黑鵯所尋獲火源的位置之故， 

本族語將那白色晶瑩的火源稱為 ptungan（意指以燧石點火） 

當我們的族人在那兒建立部落時， 

他們就以 Tongan（多岸）為部落名， 

Tongan 一詞即本族語 ptungan 的音變（訛音）， 

即使是日治時期的〝トガン〞與今日漢語的〝東眼〞， 

都取自本族 tongan 一語的譯音。 

 
中古時代 
 
一、洪水的故事 
 

不知族中是否有觸犯 gaya（祖訓、族規、社會規範）的人。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天下著大雨，接連數日其雨勢不減，雨水逐漸聚集終成

洪水氾濫，淹沒了族人們居住的地方，大地是一片汪洋大海，僅剩稱作 dgiyaq Rqeda

（指今南投與花蓮交界處的能高山）的山頂未被淹沒，族人便往該山頂避難。 

因洪水滯溜不退，於是族人們集思商討退水的方法，首先將一對未曾交配過的中

雞（rodux giyas）丟入洪水中，但洪水卻絲毫未退；接著丟入一對也是未曾交配過的

中豬（babuy giyas），洪水依然不退；無可奈何之下，將一對族中聾啞的青年男女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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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中，洪水不退還將那對聾啞的青年男女沖向岸邊。 

之後，族人們挑選了族中俊美的一對青年男女，將他倆盛裝打扮後拋進洪水中，

此時洪水就開始退潮，那一對俊美的青年男女隨著退却的水流流向他方，岸上的族人

卻聽到他倆愉悅的歌聲伴隨著口簧琴聲漸漸遠去。當族人們由山頂回部落時，卻遇見

一位老者正忙著曝曬因退潮擱淺下來的魚蝦，有人好奇地問他：「你是如何避過洪水

的呢？」，老者回答說：「我是將 Btuku（圓箕）翻轉過來蓋住自己，我躲在裡面避過

洪水的」，接著他將已曬乾的魚蝦分送給回部落重建家園的族人們。直到今天，當德

克達雅部落的族老在傳述「洪水的故事」時，對故事中這位老者的奇遇仍然不得其解；

而對何以會釀成如此的大水患，咸認有部落族人違犯了 Gaya 所致。 

《番族舊慣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泰雅篇》記載： 

從前台灣的地勢全都平坦是一片大平原，然而有不守祖先之遺訓而敢做出亂倫行

為的人，終於觸怒祖靈，一夜突然發生暴風兩。此風兩連續數日，而造成洪水，樹木

折倒浮在水面，房屋流失不見踪影。人畜溺水的求救聲與狂風暴雨聲交加在一起，極

為悽慘。tayal 族的一部分好不容易由此慘劇中逃出，登上 papak waqa；然而山下充

滿泥水，一望無際，何時水退難以預測。因此族人向祖靈祈求早日水退，却都無效。

於是次日捉住私通的男女，將他們投入水中，向祖靈謝罪後，方見水勢漸退，天氣轉

晴，回復原狀。然而因連日的暴風雨及洪水，形成土地高低起伏，如今日般山嶽隆起

各方，以致不能再看到大平原。 

 
二、德克族進入吐嚕灣（Truwan）時期 
 

於此筆者要大膽地推測，「賽德克族」與「泰雅族」最有可能一分為二的時段，

就在洪水氾濫成災的年代，自此賽德克族即進入吐嚕灣（Truwan）時代，泰雅族則

進入斯巴揚（Sbayan）時期。由賽德克族的傳說故事及口說歷史的脈絡中，其始祖誕

生於 Pusu Qhuni 並繁衍後，不知過了多少年代才遷徙到吐嚕灣（Truwan）之地綿延

茁壯，在抵達「吐嚕灣」之前的遷移史是，賽德克族歷史的灰色地帶，幾乎可說是空

白一片，銜接困難、循述不易。德克達雅的耆老，除本族 Pusu Qhuni 的起始傳說外，

就常以吐嚕灣時期做為本族口傳歷史的參考點，以下是德克達雅群吐嚕灣的三則歷史

典故： 
 
（一）Mahawang 馬哈旺─布農族與杜固達雅人之初次戰役 

布農族（Bunun）、鄒族（Tsou）、泰雅族（Tayan）及本賽德克族堪稱台灣原住民

中的高山民族。因此，不論是為了族群的遷徙或是為了開拓新獵區，常於交錯的領域

裡引起衝突是無可避免的。今信義鄉的布農族同胞與阿里山鄉的鄒族同胞，過去多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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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戰是大家所耳熟能詳的實例。其實，我賽德克族德克達雅群與布農同胞之間亦曾

有類似之交戰經歷，只因戰事都沒有繼續蔓延擴大，以致被後世的兩方族人所淡忘，

馬哈旺（Mahawang）戰役即為其中之一。 
當本族居住於吐嚕灣地區而尚未擴散的年代裡。有一天，布農族的同胞一行近

50 人來到吐嚕灣部落附近之馬哈旺山頭，不知是獵首隊或是獵場新領域的探勘隊，

他們白晝時遠離部落而藏匿著，夜裡則潛入部落裡四周查探（rumuyuk）。我原住民

之間攻擊對方的策略，雖然不曾交流切磋，雙方卻都心知肚明；我方不動聲色，但禁

止族人外出並停止一切日常工作事宜，尤其不得往對方的隱身處招搖挑釁。一來時間

拖的愈久愈對其愈不利，因遠攻能攜帶的食物有限；二來我方對地形地物瞭若指掌，

因這裡是我們生長的地方，再說他們是長途跋涉而來，我們是以逸待勞。    
果然，第三天破曉時分對方發動攻擊，交戰至當天正午左右（mbeyax hido），布

農同胞已招架乏力，主要是後援無力之故。雙方除各有人員傷亡之外，我首當前其衝

的路固達雅部落，有五、六間住屋遭焚毀，但我方站盡地利之便及可戰鬥人員數倍於

對方，在採用包抄戰術之下，結果是略勝一籌。 
經此一役，我德克達雅人初識布農族同胞的強悍難鬥，尤其布農同胞所穿戴的毛

皮衣物（lukus benac），弓箭不易射穿、長矛難以刺破，猶如盾甲一般。這種現象令

我先祖們嘖嘖稱奇、印象深刻，因而近身搏鬥的場面多於使用武器為該戰役較為特殊

之處。另外，來自被族人們隔離的固那果合部落（alang kunaguh）之壯士們，在此戰

役中表現出勇猛過人的戰鬥力，戰績遠勝於其他部落的族人。因此，經馬哈旺之役，

「固那果合」部落的族人不再受隔離制約的約束，重新融入吐嚕灣社會的正常作息。

當時所謂的隔離制約包括：1.不與之通婚。2.不與之共用同一水源。3.不與之共用同

一出入部落、耕作地的道路。4.不互借一切日常生活用具。 
 
（二）「Dame Dorig」（達美多列）－「藍眼珠者」一詞之由來 

很久以前，我們霧社地區來了一位（有稱兩位者）宣教師，傳教之餘並教導我族

人們農具鍛造之術，另又指導傳統獵槍改造及彈藥之製作。在當時族人們皆以 gaya
為依歸的社會規範之下，對宣教師傳播福音之事興趣缺乏，唯獨對狩獵用的火藥、子

彈之製作情有獨鍾。 
據說，族人們經那位宣教師之苦心指導後我族始擁有扣板機式的獵槍（halung 

baang），之前所使用的是點火式的獵槍（halung putungun）。點火式獵槍使用起來，

常常會發生彈未射出獵物早已不見蹤影之窘態，因當你瞄定獵物後，得賴助手以火苗

點燃引信；若不幸火苗熄滅，重新以燧石生火來點燃火苗，獵物是不會從旁觀賞的，

而以燧石摩擦點火之卡擦、卡擦聲，野生動物也不會將它當作古典音樂來駐足聆聽

的。即使順利點燃引信後，射擊者又須顧及引信爆烈之火花傷到眼睛，不但對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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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意外傷害，其命中率亦無法提昇。 
因此，我先祖們對那位宣教師的感激之心是難以筆墨來形容的。怎奈，他來到霧

社地區宣教或許尚不滿一年，卻偏逢久旱不雨之災，致使農作物全面性的欠收，族人

們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在 gaya 的壓力下，縱然族中的領導人、長老及祭司們經過

幾番激烈的爭辯，族人們終究無奈的犧牲了那位宣教師。理由是，放任她在部落裡妖

言惑眾（宣教）觸怒了祖靈，旱災即為對祖靈不敬的一種懲罰。 
這位堪稱對我德克達雅人有恩同再造之誼的宣教師，擁有一對藍色的眼珠及白皙

的皮膚，是否為棕髮即不得而知。德克達雅語：dame 係指如貓眼珠般的，dorig 眼

睛；dama dorig（達美多列）即指藍眼珠的人。日後族人們凡遇到眼珠是藍色的人，

一律稱之為達美多列，不論他們是美國人、德國人、俄羅斯人…等等，今則多指美國

人。 
 
（三）Pucahu（不查服）－水源毒害事件 

吐嚕灣水源毒害事件的歷史典故，在德克達雅的社會裡是非常普遍的故事，對今

80 歲上下的族中長者們而言，可說是無人不知無人不曉的歷史事件，亦常被當作德

克達雅群由吐嚕灣擴散的原因之一。 
據云：當時，吐嚕灣地區的人口已愈來愈多，多到其住屋之間的屋簷幾乎相連著

（asilux so muquqayu dunamux daha sapah）。某一天，不知何故，突然之間部落有孩

童死於不知名的病症之下，其症狀會發高燒、嘔吐不止，終至身體腫脹且臉色發青而

亡，屍體的狀態有異於一般病故者。  
起初約隔 4～5 天即有小孩因而身故，之後亦有成年人因同樣的症狀相繼身亡，

並且是時隔 2～3 日甚或 1～2 日部落中即有身亡者。在本族巫醫各各束手無策之下，

吐嚕灣地區的族人陷入空前浩劫之恐慌中，於是，部落的族人們陸續舉家遷居於各自

耕地住屋以避禍。值得慶幸的是，移出吐嚕灣後疫情並未隨之蔓延開來，本族始得以

續延族命。 
經此巨變，吐嚕灣部落曾一度形同廢墟無人居住。直到有一天，族人們於吐嚕灣

飲用水之水源頭內，赫然發現被人埋以各類不知名的金屬製品（hiluy），因金屬銹蝕

所造成水質變化，被族 
人一致認定是該疫情的禍源。但究竟是何人所為，迄今眾說紛紜莫衷一是。以這般鄙

劣、陰狠的手段去毒害他人，我們稱之為 pucahu（不查服）。於族人們拔除了水源頭

之金屬製品的數年後，     部分的遷出者又重回吐嚕灣部落居住，與遷居各耕作地

者逐發展成日治時期所謂的「霧社番 12 社」。本賽德克族之所以分別定居於 Truku、

Toda、Tgdaya 等三個地區，逐形成後來賽德克族三語群並立的現況，是否與德克達

雅吐嚕灣時期的歷史典故有關，是賽德克族裔們值得探討的議題。 

 14



2008 年水沙連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 
劉枝萬先生與水沙連區域研究 

2008 年 10 月 18-19 日 
 

 
約 400 年前賽德克族掀起東遷大風潮 
 

約 400 年前本族大舉東遷是學者專家的推論，但筆者可以斷定的是本族東遷是在

「吐嚕灣時代」之後，因移居地花蓮的族人都說─「他們的祖居地是南投縣境內的『吐

嚕灣』之地」，雖然 Toda 群的族人並不能明確地指出屬於他們的「吐嚕灣」。 
    賽德克族三群的族人，於相近的年代不同的時段，翻越中央山脈逐次向今花蓮

以及宜蘭地區擴散，其遷徙的路線不同、遷住的地區也不相同，這足以說明賽德克族

東遷之前已「三群鼎立」的態勢。賽德克族大舉東遷的歷史與發展，應由移居地的族

人來敘述，筆者無從置喙，於此謹誠摯地呼籲，移居地與祖居地的族人能夠攜手建構

─「賽德克族」的文字歷史版本。 
 
伍、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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