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德克族的傳統家屋

回家
文、圖／容容

「玉山高，濁水長，寶島屹立太平洋，

南投位置在中央。物產富，民力強，社會

純樸學風良，以和建縣成樂鄉⋯盧山高，

霧社壯，日月潭中水蕩漾，合歡山上見朝

陽⋯南投好地方，南投好地方。」

這是鮮少人知的《南投縣歌》，輕

鬆卻不失雄偉的歌詞道出了臺灣最高的山

峰、最長的河流，還有臺灣的地理中心，

都在臺灣唯一不靠海岸的山區縣南投縣。

南投，這個臺灣唯一不臨海的地方，充滿

著無限的魅力，山高水長，在地理位罝上

的重要性及其翠綠之美更是不言而喻。

尤其，從歷史課本中跳出來的「霧社

事件」，至今於霧社古戰場舊址，仍矗立

▲ 這是賽德克族的第 1棟傳統家屋，於 2012年 12月 30
日在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眉溪部落文化廣場落成。

YUAN MAGAZINE42

原民
足跡

w
w

w
.t

aip
ower.com.tw



著紀念碑，供後人憑弔。

2011年，導演魏德聖拍攝了轟動一

時的歷史大片《賽德克・巴萊》，將上世

紀 1930年代發生在南投霧社震撼全台的

賽德克族原住民武裝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

「霧社事件」搬上了大螢幕，這部電影留

給觀眾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片中賽德克

族人的驕傲、驍勇善戰與視死如歸，如同

電影中山林間的混戰一樣讓人跟著情緒高

昂，也不禁叫人為這些悲慘壯烈的英靈們

流下眼淚。賽德克族人就如片名《賽德克

・巴萊》，意為「真正的人」，在賽德克

語中，賽德克（Seediq）是「人」的意思，

而巴萊（Bale）就是「真正」的意思。

電影中，除去激烈的戰爭、打鬥畫

面，賽德克族這個世居臺灣島上的高山原

住民族群，向來以恪守祖先訓示，遵循

四季流轉的方式，過著狩獵、農耕、編織

等各式傳統的山林部落生活，也在影片中

一一呈現。

時至今日，再次走進賽德克族的原

鄉部落，雖然很多傳統的生活方式已不復

見，但族人恢復傳統祭儀和保留傳統文化

的用心和努力卻從未停止過，族群認同的

主體意識正在部落年輕一代的身上強烈的

展現出來。

電影《賽德克・巴萊》拍攝完成後，

電影中幾個重要的拍攝地霧社、馬赫坡、

春陽部落等臨時搭建的場景很快就被拆除

而恢復原本的山林樣貌，位於新北市林

口的的片場則一度開放參觀而成為觀光熱

點，片廠內搭建的賽德族傳統家屋、日式

公學校、警察駐在所等景點吸引眾多遊客

駐足拍攝，電影拍攝劇組原本要永久保留

的初衷可惜到最後還是因種種因素難逃拆

除的命運，難道這些賽德克族最後的家屋

也要像電影中風中的緋櫻，從此消逝嗎？

所幸，2012年 12月 30日，賽德克

族的第一棟傳統家屋隨著南投縣仁愛鄉南

豐村眉溪部落文化廣場的揭幕，就在當年

的古戰場遺址上宣告落成。

4年後一個綿綿細雨的早晨，當我踏

進仁愛鄉南豐村眉溪部落，那棟傳聞中的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就靜靜的佇立在眉溪河

畔的山谷間，時空不同的是，離它不遠的

部落中心，又建起了另一棟賽德克族傳統

家屋，陪我參觀的部落導覽解說員曾子郡

先生說，從這裡沿著埔霧公路再往上行到

人止關的古道入口，那裡還有一棟賽德克

族傳統家屋，這些賽德克族傳統家屋，都

是部落裡的族人們群策群力，依照部落耆

老的口述和搜尋歷史文獻資料，遵循傳統

工法與建材，陸續興建完成的，總共在眉

溪部落就建造了 3棟。而當第 1棟傳統家

屋在 2012年完工後，受到原民會的高度

重視，他們認為家屋有很高的保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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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邀集這批建造傳統家屋的部落工匠帶著

工具和建材前往位於屏東三地門鄉的臺灣

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在園區內選址復建了

一棟一模一樣的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彌補

了當時園區獨缺賽德族傳統建築的缺憾。

短短數年間，賽德族傳統家屋就從無到有，

而且從部落走出去，落戶臺灣最大的原住

民族文化園區，讓世人看到了賽德克族傳

統家屋之美，這也讓部落族人重現傳統文

化、復舊部落祭典的信心大增。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為省道埔霧公路

自埔里上霧社的第一站，也是仁愛鄉通往

埔里鎮之門戶。霧社事件中，賽德克族對

抗日本人唯一的勝仗就是人止關之役，戰

場也是在眉溪部落。南豐村被山巒環繞，

四周有守城大山、大同山及東眼山；溪流

則有東眼溪、眉溪和南山溪，終年山清水

秀，有夢谷仙境的美名，全村以種植高山

茶、梅、李、花卉園藝及夏季蔬菜為主，

近年則推廣種植高山咖啡，所產的阿拉比

卡咖啡漸漸打響部落名氣。

由於南豐村眉溪部落是進到仁愛鄉的

第一個部落，部落內幾乎都是賽德克族，

所以在此建造賽德族傳統家屋、設置文物

展覽空間，就是希望讓外來遊客從第一站，

便能瞭解賽德克族文化的樣貌。

眉溪部落的 3棟賽德克族傳統家屋建

造形式雷同，第 1棟因建造時幾無圖片可

參考，是邊建造邊修正，花的時間最多，

可說是摸著石頭過河，等到第 2棟和第 3

棟就比較駕輕就熟，不但施作工法更精細，

結構布局也更完整，呈現出來的形式也最

能體現賽德克族最原初的生活樣貌。

曾子郡告訴我，賽德克族的傳統家屋

▲ 這是賽德克族的第 2 棟傳統家屋，坐落在部落的中心，體現賽德
克族最原初的生活樣貌。

▲ 家屋以櫸木或肖楠作為樑柱，防蟲禦獸又堅固，樑與柱
的結著處以黃藤反覆綑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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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依山而建，部落長老們在蓋房之前，

便會先瞭解建築基地的地勢與風向，選一

處較為平坦的山坡，先鑿平一小塊山壁，

然後取石板岩塊為基座，逐層壘疊，到一

定高度，才以質地堅硬之木材如臺灣櫸

木或肖楠作為樑柱，主要作用是防蟲又堅

固，還能防禦野獸，樑與柱的結著處則是

以黃藤反覆綑綁，傳統家屋是不用釘子與

黏膠的。屋頂兩側則留有洞口，這樣空氣

才能對流，即使在屋內烤火，煙霧也會順

著洞口流出屋外。除外柱，還有內柱，兩

層內柱之間橫向以木頭堆砌，一樣以黃藤

做為固定，這些充抵牆壁之用的木頭則就

地取材，即使遭受蟲蟻咬噬，只需抽出再

以新的木頭替換即可，抽換的木頭還可作

為屋內生灶取火之用，這也是賽德克族家

屋與其他原住民族家屋最大的不同。完成

了樑柱，屋頂是將質輕的竹子綑綁在一

起，上面再以白茅草覆蓋，白茅草早期在

溪谷河邊比比皆是，因其不易腐爛防雨性

佳而成為賽德族家屋最重要的屋頂建材，

近年則因過度使用農藥和鋤草機具的盛

行，白茅草已無大面積生長，致使賽德克

族家屋在重建時不得不從南部採割白茅

草。白茅草只需以竹子交相壓抵，便可使

用經年日曬雨淋而不壞，讓賽德克族家屋

成了名副其實的茅草屋。

一般認為遷徙是為了逐水草而居，但

賽德克族的家屋卻建在離水源較遠的山坡

上，這是因為賽德克族家屋的選址最重要

的考量就是安全掩蔽性，藏身山谷才能不

易被外界發現，當青壯男丁外出狩獵，家

中僅餘婦孺，這種安全上的考量就更顯得

重要。也因此，外出揹水這種粗重負遠的

▲ 屋頂兩側留有洞口，這樣空氣才能對流，即使在屋內烤
火，煙霧也會順著洞口流出屋外。

▲ 屋頂是將不易腐爛、防雨且質輕的竹子綑綁在一起，再
以白茅草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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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常落在婦女的頭上，電影中就有這樣的畫面，

賽德克婦女以背簍裝著粗大的竹筒外出汲水，來回

要走上好幾哩山路。

在注重安全隱蔽的情況下，賽德克族家屋的門

是內縮且及狹小的，進出都要躬身。我看到門外掛

著、擺著數個頭骨，有些駭人，子郡讓我猜猜它們

是哪種獸骨，看獸骨的前端有兩顆尖尖的獠牙，我

猜那是山豬。子郡說賽德克族會把獵物的頭骨置於

屋外，藉以炫耀家中男人狩獵的技能，同時也有不

可侵犯的意味。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採半穴居設計，這從進入的

那一霎那就能明顯感受得到，室內地面陡降，砌以

高高的石階，這也有一種防禦的功能，外明內暗，

外面看不到屋內狀況，裡面卻能看得到外面，如突

遭陌生人闖入，入口狹小，來者必須彎腰進入，屋

內地面低可能一腳踏空，屋內主人便可先發制人，

過去發生戰爭時，屋主還會在室內挖陷阱，讓闖入

的敵人束手就擒。

子郡告訴我賽德克族傳統家屋是沒有門的，因

為賽德克族的社會體系與文化、制度以「Gaya」與

「Waya」（譯作族律）為優先與最高標準，部落意

識為輔之生活系統，從而建構起來的傳統農獵社會

型態。賽德克族的社會制度屬父為主、母為輔的特

殊社會制度，賽德克族的家庭乃至部落社會的互動

模式中，即使同一部落，男人也不可隨便進入別人

的家屋，任意闖入會被視為是侵犯而將遭受到嚴格

處罰的，這其實也跟賽德族的婚姻制度有關。在婚

姻制度上，賽德克族是堅持一夫一妻制的族律，在

▲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採半穴居設計，具有防
禦功能。

▼ 賽德克族家屋懸掛獵物，顯示男人狩獵的技
能，同時也有不可侵犯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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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恪守族律之下，賽德克族的社會杜絕

同居、婚外情、未婚生子等違犯祖訓的男

女異常關係之亂象。

進入家屋，我好奇的四處張望，子郡

已經升起了炭火，火焰瞬間竄起，屋內頓

時變得溫暖亮堂。子郡說，傳統家屋內火

是從早燒到晚不能熄滅的，一來火可以取

暖烤熟食物、驅趕蚊蟲、讓屋子保持乾燥；

二來火在賽德克族裡有特殊的涵義，意味

著家族興旺和生生不息，這與賽德克族從

事農耕狩獵的生活型態密不可分。

柴火熊熊燃燒，幾乎炙烤到懸在上方

的竹架，子郡告訴我那是炭火架，以竹藤

編結而成，作為保存食物之用，將狩獵而

來的生肉置於架上，長時間的煙燻可防止

肉品腐敗，是賽德克族的天然「冰箱」。

家屋內的陳設很簡單，入口左手邊是

一張大通鋪，這是家中子女的床，父母的

床則在左手邊，卻是分床而睡，中間隔著

火架，一般父親的床會對著門，目的也是

一有異常動靜就能第一時間反應。其實賽

德克族男人在家屋裡待的時間是很少的，

狩獵一出去動輒就是 5到 10天，回到家，

即使睡覺，男人也是半睡半醒。屋內無論

大床小床，都以圓木為架，綁上竹片，再

鋪一層芒草桿，芒草桿圓潤光滑，試躺一

下十分舒服，而且冬暖夏涼，枕頭則以大

木削成，那就不敢嘗試了。

在傳統賽德克族家庭中，紡織工作由

女性為主力、較為粗重的工作及狩獵等庶

務則以男性為主。賽德克族的織布藝術與

泰雅族和太魯閣族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

講求精緻和色彩，以苧麻為原料，利用植

物染料如薯榔可將苧麻漂染成暗紅色、黑

色則是將苧麻在黑泥巴中反覆搓揉，目前

因毛線材料的便利性及色彩多樣性，許多

族人都樂於使用，反而使傳統的原料逐漸

沒落。織布的工具有理經台，可將染色好

的苧麻線照順序纏繞在上面，然後才用傳

統手工織布。

傳統賽德克族男人也負責編，他們

▲ 傳統家屋內的炭火是日夜不熄的，長時間的煙燻可
防腐敗，是賽德克族的天然「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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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苧麻，賽德克族的織布藝術便以苧麻為原料，利用植物染料
如薯榔可將苧麻漂染成暗紅色。

▲ 這是織布的工具理經台，染色好的苧麻線照順序纏繞在上面，然
後才用傳統手工織布。

▲ 傳統賽德克族的背簍，方形是男人採集或狩獵之用，圓形有支架
的背簍則是女人揹負竹筒或糧食之用。

▲ 拉出佩刀時與木鞘及鐵絲摩擦而發出刺耳的嘎
嘎聲響，有威嚇獵物的作用。

▲ 賽德克族的織布藝術與泰雅族和太魯閣族有異
曲同工之妙，同樣講求精緻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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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黃藤或苧麻編成方形或圓形的背簍，方

形是男人採集或狩獵之用，圓形有支架的

背簍則是女人揹負竹筒或糧食之用，有一

條帶子可以固定在頭部，也有小孩子的背

簍，有雙肩的背帶。還有一種以苧麻編織

的袋子，一般打獵都背這種，輕巧方便在

山林間奔跑，小型獵物可置於其中。

賽德克族男性外出狩獵只要攜帶油柴

（二葉松）、鹽和一把較短的佩刀這 3樣

東西，便可在野外生存數天沒有問題。佩

刀有木鞘、一面以鐵絲穿洞固定，當佩刀

拉出時，會跟木鞘及鐵絲摩擦而發出刺耳

的嘎嘎聲響，藉此聲響可嚇跑黑熊等大型

野獸。

賽德克族男生 9歲就要跟隨父輩兄長

上山學習打獵，先要從辨識樹木開始，如

找尋青剛櫟，這種樹木的果實是飛鼠和山

豬的最愛，找到青剛櫟就在樹下設陷阱，

夜晚埋伏才有機會捕到獵物。辨識樹木還

有一個用途，就是找到臺灣櫸木後先在上

面做記號，幾年後要蓋新家屋上山伐木，

做記號的樹木已成材便可砍伐了。蓋屋是

部落中的大事，要集合眾人之力，叫做「共

工」，當別人家在蓋屋時，你也要去幫忙，

因為在部落裡蓋一棟家屋所需要的建材十

分龐大。

在家屋中也有禁忌，女人不可動男

人的佩刀，男人也不可碰觸女人的織布器

具。賽德克族並非一年四季都狩獵，一

般狩獵季是在進入冬季之後，春夏之季則

以種植穀栗為主，這樣也是為了給山林中

的動物休養生息的時間，而且抓捕到幼獸

也會放生。賽德克族男女都耕種，一般是

燒墾，把一塊林地火燒後，在土地上撒下

小米的種子，採較自然的放種方式任其生

長，收成時會用劈開能發出啪啪聲響的竹

筒作為趕鳥的器具。

▲ 這是燭台，點燃上面的油柴（二葉松），便可起到室內
照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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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屋中擺放著陶製甕缸，這些器皿是

賽德克族與漢人以物易物交換而來的，作

為貯存糧食和釀造小米酒之用，賽德克族

打獵回來分享獵物和祭典時才會飲酒，並

不如外界以為的天天喝酒。

賽德克族也有紋面的習俗，紋面除了

美觀、避邪，更代表了女子的善織和男子

的勇武善獵，也是死後認祖歸宗的標誌。

賽德克族傳統家屋還會有穀倉，一般

都會跟家屋保持一定的距離，以防家屋失

火波及穀倉。穀倉的設計有點類似高腳屋，

木頭支柱上墊上Ｔ字形或圓形木塊，這種

簡單的設計，具有有效防範鼠輩入侵的功

能。穀倉雖屋頂也是竹子加白茅草，但四

壁和底部都以不易腐爛的樹皮層層包覆，

這樣既能防風防雨，又能阻隔濕氣和蟲鳥

的侵入。穀倉外還豎立著一隻高高的竹竿，

中間也是劈開的，頂端綁一根繩子一直拉

到家屋內，家屋主人隨時可拉動繩子，竹

竿發出劈啪聲響，藉以驚嚇小鳥。賽德克

族傳統家屋所使用的建材相當簡單原始，

但細微之處卻融入很多賽德克族先民的智

慧，相較於現今的建築仍有其獨特的功用

和將建材的功效發揮到極致，看了不禁令

人嘖嘖稱奇。

如今，每年的 12月底，南豐村的眉溪

部落都會舉辦盛大的賽德克族年祭暨播種

祭，這已經是仁愛鄉最具規模的傳統祭典，

祭典活動結合村校聯合運動會，再進行了

獵人隊圍獵會議、火占、鳥占儀式後，就

展開年祭的主題活動，由部落耆老和長老

帶領族人依傳統儀式進行祭典，讓年輕族

人和遊客瞭解祭典的過程及涵義，緬懷過

去部落祖先的生活方式及傳統祖訓，並從

中學習祖先們的生活智慧，以傳承賽德克

文化，族人還會以山裡的竹子與藤蔓，搭

起「彩虹橋」，一如電影中所描述的，傳

說通過彩虹橋，便能與祖靈會合，進入擁

▲ 穀倉四壁和底部都以不易腐爛的樹皮包覆，這樣既能
防風防雨，又能阻隔濕氣和蟲鳥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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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數獵物的獵場。儀式結束後，族人會

帶領遊客參觀傳統家屋和穀倉，祭典現場

設有狩獵文化體驗區，讓遊客學習射箭，

體驗賽德克族原汁原味的文化。

眉溪部落南豐社區文化協會理事長王

佳勳表示，近年來，有越來越多部落的年

輕人回來，成為部落的生力軍。為我導覽

的曾子郡就是這群年輕人之一，他從文化

大學畢業後就回到部落，擔任社區文化協

會的理事，也是臺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

基金會的導覽解說員。巧的是，他的祖母

是目前部落中少數還會賽德克族傳統織布

技藝的女師，平常也積極的在部落中推廣

傳統織布技藝。毫無疑問，當越來越多的

部落年輕人藉由參與祭典儀式的過程，會

對部落祖先的生活方式及傳統祖訓越來越

瞭解，而祖先們傳承的生活智慧也將會成

為他們的精神支柱。

▲ 穀倉的設計有點類似高腳屋，木頭支柱上墊上Ｔ字形或圓形木塊，這種簡單的設計，
具有有效防範鼠輩入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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