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受「達閣阿克阿拉」
守護的地方

達魯瑪克部落

文、圖／容容

▲ 部落的入口矗立著達魯瑪克部落
的守護神「達閣阿克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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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遠古洪水時期，魯凱族的祖先

Taromak為避大海嘯，飄洋過海要找尋

新的理想家園，他們在海上漂流數月後，

被風向和潮流推到一個神奇島嶼，於是他

們登陸了這座島嶼的東部平原，落腳在肯

杜爾（Kindooro）山上，他們相信在高

處居住就不會再遭遇大洪水，然後歷經多

次的遷徙、瘟疫的肆虐，他們終常居於中

央山脈東側、海拔 600公尺的卡帕里瓦

（Kabaliwa）。之後有一部分族人繼續往

西遷徙，過程中他們得到雲豹和老鷹的引

導，最後落腳在中央山脈南端的西側，並

在那裡建立了新的部落，就是今天的西魯

凱族，原來留在中央山脈東側的則稱為東

魯凱族。

這個傳說呼應了臺灣魯凱族為何有東

魯凱群和西魯凱群的原因，這在臺灣原住

民族的分類上是極其特殊的，單一原住民

族因地緣區隔被一分為二，並逐漸發展出

彼此不同的語族方言，連民風特色也略有

不同，其間差距不可謂不大，著實令外界

好奇想一探究竟。

臺灣早期的學者對魯凱族的起源分

類各有說法，最早將魯凱族分類命名的是

著名的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他一生

致力於臺灣原住民人類學研究。伊能嘉矩

自 1895年踏足臺灣後，與另一位日本人

類學家鳥居龍藏相遇，經過長期的鄉野踏

查，他將臺灣原住民分成 8類，稱魯凱

族為澤利先族（Tsarisen），意思為「住

在山地的人」之意。後來另一位日本人類

學者—移川子之藏，改稱其為魯凱族，係

以魯凱語（Drekay，書寫系統制定前慣

以 Rukai表示）來命名，沿用至今。歷史

上，人類學者曾一度把魯凱族放在卑南族

的系統裡面，之後又有學說依人種特質來

分析，把魯凱族併入排灣族的系統中，直

到後來臺灣原住民九族論出現，魯凱族才

被單獨列為一族。

關於魯凱族的起源，史學家經過深入

探究並依魯凱族的口述傳說，再追溯古老

的魯凱聚落，發現這個古老的聚落分佈在

中央山脈南端兩側的下淡水溪支流、隘寮

溪南北流域和臺東大南溪的上游，遂證實

其祖先是從臺東的海岸入境，然後直達中

央山脈南端的肯杜爾山定居。又經過一段

時間後，部份族人在一隻通靈的雲豹和空

中的老鷹的引導，在部落首領帶領下西行

翻山越嶺到了舊好茶區域，此時雲豹便佇

足不再前行，老鷹也消失不見，於是族人

便在好茶建立了新部落，隨後再逐漸向霧

台、阿禮、神山部落發展，因此舊好茶被

魯凱族人尊稱為「雲豹的故鄉」。這一帶

魯凱人發展的模式大同小異，共同的問候

語是「撒包 (Sabau)」，學者稱他們西魯

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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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台東市區進入達魯瑪克部落，會看到一幅幅鮮活的手繪社區導覽地圖。

東魯凱群自認與西魯凱群不同，他們

是在祖先自臺東入境後，沒有跟隨進中央

山脈西側的人，而是在臺東建立了舊大南

部落，他們長久以來都居住在大南溪流域

的山林中，在荷蘭據臺時即已列名，自稱

「達魯瑪克 (Taromak)，意指一群勇敢的

人。日治時期，總督府實施「理蕃集團移駐

政策」，1923至 1928年強迫魯凱族人遷

離山下，從此離開了卡帕里瓦祖居地，經過

幾次集體遷村，最終落腳利嘉溪畔的臺東

縣卑南鄉東興村，成為臺灣東部唯一的魯

凱族部落。東魯凱群人數不過千餘人、百餘

戶，與西魯凱群上萬人的規模差距甚大。

由於達魯瑪克部落三面被阿美族包

圍，另外一面緊鄰卑南族的建和部落，東

魯凱族不得不吸收他族文化漸漸演變成自

己的特色。因此，東魯凱卑南化或東魯凱

阿美化的情況無法避免，逐漸形成與屏東

縣茂林鄉和高雄縣霧台鄉的純粹魯凱人有

些不同的民風文化，但正是因為達魯瑪克

部落是魯凱族在臺灣東部唯一的分支，又

是存在於以阿美族為主的聚居區內，所以

也形成了今日獨具特色的部落文化。而東

魯凱族能夠生存下來實屬不易，除了自身

的勇敢和不屈不撓，他們堅信有守護神庇

佑著部落族人，這個守護神就是「達閣阿

克阿拉 (Takeake ala)」，是部落族人的精

神象徵，族人凡是要出遠門或出征，都會

向守護神祈求平安賜福，他們認為這樣就

不會在路途中招惹到邪靈，從而戰無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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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歸來。

由臺東市區沿台 9線往知本方向，行

到利嘉溪上的新園橋，右邊有東興村的入

口指標，傳說中的達魯瑪克部落就由此進

入。這裡雖是臺東市郊，但卻是被大山和

溪水環抱的部落，車流聲在此竟消失得無

影無蹤，剩下的只有雞犬相聞。一條筆直

的道路通往山裡面，這是部落唯一的聯外

道路，沿著利嘉溪圍築起一道部落的導覽

地圖，一幅幅馬賽克或油畫拼貼的部落印

象也躍入遊人的眼簾。

百合花、陶壺、頭目家屋、吊橋、大

南圳⋯⋯，手工描繪的社區一草一木就這

樣鮮活了起來。造訪原住民部落，大都會

看到入口處有一座高大的牌樓，部落的文

化和圖騰都可以在這座牌樓上彰顯出來。

達魯瑪克部落也不例外，一座鐵灰色以石

板堆砌裝飾的牌樓就高高矗立在村子的入

口，由於魯凱族的主要建築是石板屋，所

以牌樓所呈現的正是魯凱族石板屋所用的

石材，牌樓兩側則有石刻的人形雕像和白

色的百合花。

穿過牌樓進入部落，數步之遙便遇到

一個 V字型叉路，雖然是兩條小路，族人

卻習慣稱之為內環路和外環路，叉路口最

醒目的位置立著一座人形的石碑，下面層

層疊疊用石頭和石板堆砌而成的基座，這

就是達魯瑪克部落的守護神—「達閣阿克

阿拉 (Takeake ala)」。在部落裡，守護神

的地位是極其崇高的，將其立於部落入口

▲ 毗鄰東興村大南國小校門的達魯瑪克部落火災紀念碑。 51 May 2017



的要衝，自然有守護一方、阻擋外侮的意涵。

距離守護神不遠處有一個小亭狀的紀

念碑，正面書寫著「東興村」3個大字，碑

前有一塊巨石，刻著「歡迎蒞臨魯凱的故

鄉」，還有「茅拉呢納」4個字，巨石上

下盤繞著百步蛇和百合花。向部落的耆老

詢問，原來「茅拉呢納 (maelanenga)」是

魯凱語「謝謝」的意思。從這座紀念碑的

碑文上可知，達魯瑪克部落的傳統建築原

本是石板屋，但因為遷到山下後石板取得

不易，所以就將家屋蓋成了茅草屋。1969

年中秋之夜，遷居此地的達魯瑪克部落因

颱風所帶來的焚風釀成火災，當時部落都

是茅草屋，所以在風助火勢之下，部落家

屋盡數燒燬，無數的傳家之寶如琉璃珠、

陶壺等皆毀於一炬。災變之後，因「大南」

音似「大難」而改名「東興村」。1997年

政府推動社區營造計畫，部落居民希望回

歸「達魯瑪克」舊名，並獲得政府善意回

應，採行政區計劃名稱與部落舊名併行，

而部落也成立了社區發展協會、東魯凱文

教協會、男女青年團、婦女會等組織，重

新落實魯凱族傳統的會所制度，族人紛紛

投入，為自身的文化保存竭盡全力。

魯凱族中，會所是分布頗廣的一個文

化特質，在魯凱族的會所制度中，又以臺

東大南社的會所制度最為發達。由於東魯

凱群在歷史上僅臺東大南一社，面對人數

眾多的阿美族、卑南族和排灣族勢力環繞，

必須發展出強大的軍事組織才能力求生

存，會所便因此而生。另外，也可能是受

到鄰近阿美族或卑南族的影響，一般言之，

▲ 部落裡唯一的學校大南國小嶄新的教學樓外牆上，是以
馬賽克拼貼的百步蛇、陶壺和魯凱族男女的頭像。

▲ 魯凱族以巧於木雕著名，也是魯凱族男子擅長的工藝藝
術，尤以裸像木雕風格最為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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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某一會所參加了成年禮以後，就不

可再變換會所。而會所裡的各種階級也有

不同的權力、義務和應遵守的事項，會所

訓練非常嚴格，一個人只要參加了會所，

他的時間就等於全部獻給了會所。

雖然現今的部落中，會所制度已經式

微，但部落族人仍會透過各種集會、慶典

等儀式來凝聚部落的向心力與傳承團結互

助精神。

在紀念碑的旁邊，是部落唯一的學

校—大南國小。近年由於部落年輕人口的

外移，肩負原住民鄉土教育和文化傳承的

國民小學，其功能與責任就愈顯得重要。

跟很多偏鄉的部落小學一樣，大南國小為

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教育之需要，提高鄉土

教學成效，設立了「魯凱族鄉土教育中

心」，並闢建了「魯凱族生活文化史記

館」，藉以保存魯凱族文物並推廣文化教

學。從校門進入校園，濃濃的魯凱風情就

充斥在校園各個角落，操場司令台和看台

兩側裝飾著魯凱族的圖騰和紋飾，嶄新的

教學樓外牆上，也是以馬賽克拼貼的太陽

紋、百步蛇、陶壺和魯凱族男女的頭像，

木雕工藝在校園內更是比比皆是。

魯凱族以巧於木雕著名，這也是魯凱

族男子擅長的工藝藝術，尤以東魯凱達魯

瑪克部落的人像木雕為原住民中最具特

色者。魯凱族木雕常見於頭目家屋內之中

柱，或屋外廣場上的柱子及部落集會所中。

人首、百步蛇、陶壺等圖案是屬於貴族階

級的，平民階層所使用之圖案大多以日常

生活為主題，如狩獵、耕作等，且雕刻師必

須遵守著有相關的事蹟才能刻上某類圖

案的傳統。惟其紋樣與排灣族略有不同，

喜用兩蛇相背紋與太陽紋，舉凡木梳、煙

斗、木臼、木杵、木碗、木匙、酒杯、木箱、

針線板、佩刀、長槍、木盾、手杖、警鈴、

桌椅、連杯、床、家屋樑柱、橫樑、及石板

門等，均雕有象徵圖紋和日常生活圖象等

文化基本母題，巨型穀桶與方板的雕飾，

被認為是魯凱族最具特色之木雕器物。

魯凱族的裸像木雕也異於他族，這些

裸體的木雕像，風格很特別，讓人一眼就

可以看出是魯凱族的作品。而雕刻師通常

▲ 位於大南國小校園內的魯凱族生活文化史記館蒐集、
保存及展示了眾多魯凱族的傳統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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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於貴族或頭目家系，因為象徵圖紋的

知識主要為貴族和頭目家系所掌握，許多

雕刻師從小耳濡目染，聽家中長輩講述關

於象徵圖紋的傳說故事和意義，因此自然

而然即成為其創作的靈感來源。裸像木雕

大多是祖先或頭目的雕像，主要雕刻在家

屋中的主柱上，為族群象徵的圖騰，凸顯

在原始藝術的表現當中，裸像木雕代表著

魯凱族的精神，也是最直接的象徵。在屋

內它是家人心目中的重心，也是貴重的裝

飾品；在屋外它被當成祖先的化身，用這

種藝術來緬懷先人。

在大南國小的魯凱族生活文化史記館

裡，就蒐集、保存及展示了眾多魯凱族的

傳統文物。其中有一張老照片吸引了我的

注意，那是 100多年前日本人類學者鳥居

龍藏造訪達魯瑪克時拍下的珍貴畫面，畫

面裡的族人都很有自信地展現出自己的服

飾，男子身穿豹皮背心、山豬牙製成的頭冠

及雄鷹的羽毛，由達魯瑪克的服飾可看出

有階級分別亦有個人功績的彰顯。流連於

這些珍貴的歷史照片，彷彿穿越了時空，東

魯凱群的歷史容顏一一呈現在眼前。除此

之外，館內的陶甕區、立柱區和屋舍區展示

著最具魯凱族特色之文物，陶甕是族人重

要的傳家之物，在部落的傳說中，陶甕是

孕育祖先的所在。而頭目家屋中的中央位

置或屋前，會豎立祖靈神像，以感念祖先

▲ 在魯凱族頭目家屋的中央位置或屋前，會豎立祖靈神像，
以感念祖先及做為祭典時祭祀用。

▲ 魯凱族的各種木雕器物，均雕有象徵圖紋和日常生活圖
象等文化基本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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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做為祭典時祭祀用，祖靈像以石板或木

頭做為質材，上刻圖紋以祖靈像、百步蛇

或太陽。縮小版的魯凱族傳統屋舍立體模

型，如石板屋、茅草屋等可讓參觀者了解

舊時屋舍建築樣式及周圍環境景觀特色。

小小的史記館，將人們最熟悉、也是

最有特色的魯凱族木刻、織品和刺繡完完

全全的呈現出來，這些色彩濃厚的圖騰、

服飾從畫裡走到畫外，充斥在大南國小校

園的各個角落。

循著這樣的軌跡，我與大南國小的曾

校長不期而遇，簡單的認識之後，曾校長

就快人快語地說，學校正舉辦尋根活動，

這是每年六年級畢業生一定要參加的體驗

磨練之旅，今年還加入了五年級的新血，

現在這些小朋友正在山上呢。所謂「尋

根」，就是請部落裡的族人帶領高年級的

小朋友前往舊部落卡帕里瓦，那裡有復建

的魯凱族傳統家屋、祖靈屋，小朋友要跟

著族人採摘野菜、認識植物、學習簡單的

狩獵技巧，晚上則在大山裡面露營，讓學

童融入族群的歷史、祭儀及生活文化，透

過體驗活動學習，增進學童的自我認同，

提高孩子的自信心。

於是，我跟著曾校長驅車往山裡面出

發。沿途所見，部落的家屋雖已無石板屋

的蹤跡，但很多院落的牆壁上仍彩繪著各

式拙樸的陶甕、百步蛇、太陽等魯凱族裝

飾圖紋，鮮明的部落印象呼之欲出。

出了村落，會看到利嘉溪的上游支流

大南溪，大南溪的源頭為巴油湖，亦稱小

鬼湖，流入臺東沖積扇後才稱為利嘉溪。

▲ 走在達魯瑪克部落裡，隨處可見院落牆壁上彩繪著各式拙樸的陶甕、百步蛇、太陽等魯凱族裝飾圖紋，鮮
明的部落文化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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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南溪上有一座紅色欄杆的比利良橋，

橋雖年代久遠，但橋身堅固，這裡是進出

舊部落的重要通道。當年的比利良舊遺址

就在橋的對面，可惜荒煙蔓草，舊聚落已

不復見。

值得一提的是這裡有東部地區最早之

水力發電廠—東興發電廠，該電廠興建於

1941年日據時代，當時的裝置容量僅 200

瓩，也是全臺規模最小的水力發電廠。東

興發電廠原名為「大南」發電廠，後因居

住在「大南」村落的魯凱族，於 1967至

1969年連續 3年之間，相繼發生水、火、

土災等 3次大災害，且在 1969年中秋節

夜晚因遭逢祝融肆虐，燒死全村甚多居民，

由於村名「大南」音似「大難」，故於

1979年 10月 5日正式改村名為「東興」，

電廠也因此更名為「東興發電廠」，以祈

祥泰民安。

東興發電廠為小型川流式水力電廠，

其設計係在上游築一道攔水壩，再鑿一條

長達 283公尺長的引水隧道，貫穿高山於

前池蓄水，再利用河水沖下落差產生的能

量發電。其發電量完全受天候及季節水量

之控制，在豐水期若以滿載運轉，最高可

發電 900瓩（1985年 7月）；枯水期最低

發電量僅為 33瓩（1991年 4月），最近

10年年平均發電量約 310萬瓩，雖然發電

量不多，但當年東興發電廠曾為達魯瑪克

部落帶來黑暗中的一線光明，留下最早的

「光明印象」，其存在可視同「古蹟」供

▲ 大南圳是達魯瑪克部落一處重要的水利工程。 ▲ 長僅 80公尺的日式吊橋已在大
南溪上懸掛了超過 80年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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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觀懷舊思古，頗具紀念價值。再加上

天然水資源缺乏及環境保護意識急速升高

的時代趨勢下，小型水力電廠仍是極為珍

貴的電力資源，亦可做為無污染電力的樣

本，並轉型成為當地新觀光景點，故台電

公司特別加以維護保存至今，提供教學觀

摩外，亦見證著那些曾歷經滄海桑田的遠

年歲月。

不過，要進入東興發電廠，僅有一座

日式吊橋（長約 80公尺、荷重 1,000公

斤）可資通行，為安全起見，平常並不開

放，往來遊人只能隔著溪谷吊橋，遙望這

座小巧卻深藏在山中 76年的迷你電廠。

對電廠匆匆一瞥後繼續趕路，之後的

路況變得崎嶇不平，路不好走似乎也意味

著舊部落的沒落。缺少路標的指引，好在

天色尚明，再經過半個多小時的顛簸，終

於柳暗花明，一幢石板砌牆、茅草覆頂的

巨大屋舍赫然出現，這裡是部落的文化廣

場，也是大南國小的「秘密基地」，曾校

長說讓部落的孩子們夜宿傳統家屋，本身

就是一種極特殊的體驗。

那祖靈屋呢？

曾校長指了指上面，我小心翼翼的攀

上去，此處山路陡狹，車輛根本不能通行，

約莫幾分鐘，一幢真正的魯凱族石板屋現

身眼前。仔細觀察，發現其所用的石材，

是以黑灰板岩和頁岩，先經簡易加工後成

為趨於規則片狀之石板，然後堆砌而成。

所有建築的石材依石板的性質、硬度、大

▲ 在部落舊址上重建的石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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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等，分作柱子，牆面、地板、屋頂之用，

即建造出魯凱族獨特又堅固的房子。

魯凱族的家屋為長方形的石板建築，

內部的結構依其利用功能可分做 3部分：

一是進門的夾道，兼放置工具；中間是臥室

和起居室，內有一根中柱，為家屋內最神聖

的地方；另一邊是廚房兼穀倉。據說每一

個家屋都有一個家名，一經命名就不再變

更，而家屋的名字不僅代表了這棟建築物

本身，更是居住其中的人的象徵姓氏，對外

均是以家名自稱。一般來說，無論家宅怎

麼改建或移居，家名是不會隨之改變的。

有所不同的，頭目家屋前立有獨石、

種榕樹，以彰顯階級制度和尊貴。

家屋旁還有一間較小的石板屋，屋前

石階上豎立著幾個石板祖靈像，部落族人

說這就是祖靈屋，由於祖靈屋是極為神聖

的地方，平常一般人是不可隨意靠近的。

怕驚擾祖靈，我於是遠遠的看著，並在心

中默默祈禱著。

下山時，天色已暗，部落裡一間間燈

火亮了起來。途經一家麵攤，看老闆娘甚

是忙碌，於是點了一碗麵來吃，老闆娘看

我是外人便熱心跟我聊天，不意透露出她

阿美族的身分，令我頗為好奇。她說部落

裡兩族通婚並不鮮見，這就像魯凱族的社

會階級制度早已時移勢易，如今貴族、世

家和平民並無太大分別，既然傳統的部落

社會型態已經式微，那保存魯凱族精神的

來源與神話又將如何延續呢？

或許，答案就在達魯瑪克部落仍維繫

著東魯凱族人堅持傳統的天性吧。

▲ 刻有裸像的中柱，為家屋內最神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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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靈屋前會豎立石板祖靈像，這裡是極為神聖的地方，平常一般人是不可隨意靠近的。

▲ 魯凱族頭目家屋前還會立獨石，以彰顯階級制度和
尊貴。

▲ 夜宿傳統家屋，對部落的孩子們來說也是極特殊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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