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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互動與互動與互動與互動 

第一節 賽德克三族群的地理環境與人口 

一、賽德克部落的地理環境 

賽德克部落若按現今的行政區劃是屬於南投縣仁愛鄉，見圖圖圖圖 1-1-1 仁 

愛鄉位置圖。9由圖中所示仁愛鄉的極東點位於合作村畢祿山南峰，標高 2953 公

尺，與花蓮縣接壤；極西點位於互助村眉令山，標高 886 公尺，與南投縣國姓鄉

接壤；極南點位於法治村卓社大山，標高 3343 公尺，與南投縣信義鄉接壤；極北

點位於榮興村畢祿山，標高 3370 公尺，與臺中縣接壤，仁愛鄉地區總面積為

1307.0312 平方公里，為南投縣第二大鄉，約占南投縣（4106.4360 平方公里）10三

分之一。 

圖 1-1-1 仁愛鄉位置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而成。 

                                                
9 筆者瀏覽自南投縣仁愛鄉農會網頁，並自行繪製而成 http://www.renayvfa.com.tw/indexm.html(瀏 

覽日期：2007 年 9 月 15 日 2：30 pm) 
10 林朝棨〈南投縣地理志地形篇稿〉《南投縣志稿》（三）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 3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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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鄉南北長 40 公里，東西寬 31 公里。11在此區域內共劃分了十五個村落，

於此十五個村落當中按其各村落的族群組成計有泰雅族：翠華村、力行村、發祥

村、新生村以及親愛村一部分；布農族計有：中正村、法治村、萬豐村；平地族

群計有：大同村、榮興村；賽德克族計有：合作村、精英村、春陽村、南豐村、

互助村以及親愛村一部分。這是從村落的劃分來看，但若以部落劃分來看的話；

以賽德克族部落為例，合作村包含靜觀部落與平生部落，精英村包含平和部落、

平靜部落與廬山部落，春陽村為春陽部落，南豐村依族群分布賽德克族主要是為

眉溪部落，互助村包含中原部落與清流部落，親愛村境內則是松林部落，因此仁

愛鄉境六個村落中，實際是包含了十個部落，12見圖圖圖圖 1-1-2 仁愛鄉賽德克部落分

布圖13。 

圖 1-1-2 仁愛鄉賽德克部落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而成。 

仁愛鄉境多高山地形，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峰林立，氣勢雄渾蔚為壯觀。依山

                                                
11

 林朝棨（1983：4）。 
12 賽德克部落於仁愛鄉六個村落的分布中就屬親愛村的族群組成較為複雜，目前親愛村就其民族

認同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群體，分別為泰雅族澤敖列群、萬大群與賽德克群三群，賽德克群主

要分布於今松林部落，係屬賽德克語群中 Truku 語群。至於萬大群是否屬於泰雅族分類下的一

群，就有待考究。 
13 由研究者自行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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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別，分屬三個不同的區塊，東半部為脊梁山脈；西北部為白姑支脈，是雪山山

脈過大甲溪的延續；西南部屬埔里板岩山地。依山勢走向由東部的高山峻嶺逐漸

向西部山麓丘陵遞減。山勢的垂直高度自海拔 400 公尺至 3,605 公尺，形成群山

並起的獨特地理景觀，見表表表表 1-1-1 仁愛鄉境賽德克區域山岳一覽表14。由於多山

的地形地貌，因此仁愛鄉境內有許多瀑布產生，眉溪部落的南山瀑布；又稱夢谷

瀑布，此處因蝴蝶種類繁多，亦稱之為頗負盛名的「蝴蝶谷」。春陽部落的春陽瀑

布，又稱「櫻瀑布」或「麗虹瀑布」，瀑布落差約為四十公尺。廬山溫泉的廬山瀑

布，係日治時期由日本人所發現，現已成為仁愛鄉地區重要的觀光景點。廬山部

落的精英瀑布，靜觀部落的一線天瀑布，此瀑布就位於道路旁。在更深入靜觀部

落便可看到深堀瀑布，此瀑布為日治時期深堀大尉一行人在探查此地時所發現的

瀑布，後便以此命名為深堀瀑布。 

表格 1-1-1 仁愛鄉境賽德克區域山岳一覽表 

山名 地形區域 海 拔 （ 公

尺） 

備註 

合歡山 脊梁山脈 3,417  

奇萊山 脊梁山脈 3,560  

畢祿山 脊梁山脈 3,371  

干卓萬山 脊梁山脈 3,284  

能高山 脊梁山脈 3,262  

知亞干山 脊梁山脈 3,060  

白石山 脊梁山脈 3,110  

安東軍山 脊梁山脈 3,068  

梅松山 脊梁山脈 2,896  

尾上山 脊梁山脈 2,682  

馬海僕富士山 脊梁山脈 2,617 今廬山溫泉 

松嶺 脊梁山脈 2,427  

三角峰 脊梁山脈 2,376  

再生山 脊梁山脈 2,339  

立鷹山 脊梁山脈 2,219  

                                                             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 

                                                
14 參考並整理自林朝棨，1983 年，頁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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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 

武良洋山 脊梁山脈 2,117  

朗土府山 脊梁山脈 1,762  

武令山（花崗山） 脊梁山脈 1,759  

巴蘭山 脊梁山脈 1,243  

白姑大山 白姑支脈 3,341  

守城大山 白姑支脈 2,420 位於今眉溪部落，賽

德克人稱之為 

Porodian。 

關刀山 白姑支脈 2,017  

眉冷山 白姑支脈   

舊武界越山 埔里板岩山地 1,668  

高峰山 埔里板岩山地 1,562  

關頭山 埔里板岩山地 1,536  

埋石山 埔里板岩山地 1,524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林朝棨〈南投縣地理志地形篇稿〉自行製表而成。 

在水文部分流經仁愛鄉境內，南有濁水溪流域上游、中有大肚溪流域上游、

東北則為大甲溪流域的上游，三條主要的河流。其中濁水溪與大肚溪為源自於仁

愛鄉境內的兩條河流。各流域的支流堪稱發達，於此僅整理出仁愛鄉境內之各支

流分布情形。 

1. 濁水溪流域：源自於合歡山主峰（標高 3,417 公尺）與合歡山東峰（標高 3,421

公尺）間的佐久間鞍部15，集結合歡山東坡的水順勢下流，流經靜觀部落、

平靜部落廬山部落，並於今雲龍橋附近與塔羅灣溪會合之後於今春陽溫泉再

向下流，流經今春陽部落並於櫻山（又名花岡山，標高 1,240 公尺）南轉，

匯入萬大溪，注入萬大水庫（又名碧湖），後流經今松林部落至武界攔砂壩。

上游流域主要支流計有馬海僕溪、塔羅灣溪。 

2. 大肚溪流域：源自於仁愛鄉境內的大肚溪流域上游，主要由兩條溪；北港溪

與眉溪匯聚而成。北港溪源自於合歡山西峰（標高 3,145 公尺）聚水而下16，

                                                
15

 林朝棨，1983 年，頁 85。 
16 施添福《臺灣地名辭書》南投縣 卷十，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 12 月，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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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溪在仁愛鄉境內賽德克人稱之為 yayung Qnahaqun（泰雅族的河流）或

yayung paru（大河）。另一條支流眉溪，賽德克人稱之為「yayung Ribaq（山

上的水）」，眉溪源自於北東眼山東坡（標高 2,078 公尺），流經大同村霧社、

南豐村，並於南豐村與南山溪會合而後流下，進入埔里盆地。 

3. 大甲溪流域：在仁愛鄉境內大甲溪源自於畢祿山南坡（標高 3,371 公尺）的

畢祿溪，匯聚合歡谷（標高 3,417 公尺）的合歡溪之後向北流17，因此並未流

經仁愛鄉的部落。 

如前所述，仁愛鄉地區地理景觀為高山地形而在地質上則以黏板岩、板岩、

石英砂岩與硬頁岩為主18，河床劇烈切割之下形成了多處賽德克歷史中著名的峽

谷，例如馬赫坡岩堀、Trqilin 峽谷，同樣的也形成了許多著名的供人休憩的瀑布

景觀。 

二、賽德克部落的人口分佈 

1. 清代 

清代對於臺灣住民的管理某種程度建立在收取番餉這個制度上，因此在清政

府勢力所及之處，對於各番社的人口多有掌握，但一般來說僅止於近山之地的平

埔諸番。根據文獻記載賽德克族在清代歷史的發展歷程中，最早記錄其人口，於

乾隆二年（1738 年）《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戶口〉中的記載，致霧社（今

霧社一帶）地區歸附於水沙連社也成了清政府收取番餉的地區： 

乾隆二年，詔曰：「聞臺地番黎大小，計九十六社，有每年輸納之項，

名約番餉，按丁徵收。……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

水沙連社並咐……致霧社……，共二十四社番丁，共六百八十八丁，共

額徵銀一百三十七兩六錢。 

從上述文獻中可以略知，致霧社於 1738 年的記載中因著清帝國統治管理的力

量由水沙連社深入到致霧社地區，因而被劃編於收取番餉的區域，意即併入水沙

連社共 24 社，總番丁數 688 名，徵收的金額為銀 137 兩 6 錢。但是從這文獻中卻

無法看出賽德克三族群於此時期的人口概況，又文獻中也看不出清帝國是如何將

其統治勢力深入當時所謂的「番界」之內。對此筆者認為清帝國能將致霧社劃分

                                                
17

 《仁愛鄉志》，未出版。 
18 施添福，2001，頁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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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收取番餉的地區，主要是藉由賽德克三族群與埔社及其附近諸社的族群互動

關係，而得以將勢力深入至賽德克諸社。然對於賽德克三族群有概括性的認識，

也已經是清帝國統治末期。胡傳（1892 年）《臺灣日記與稟啟》的日記裏記載： 

「……，又東三十餘里曰巴蘭社（Tgdaya 群），男女約六百餘

口。……，由巴蘭而東六十餘里曰霧社（Tgdaya 群），男女各二、三百

口。由巴蘭而東北五十餘里曰哦哦社（Tgdaya 群），男女五十餘口。又

東北八十餘里曰斗截社（Toda 群），男約一千六百餘口，女約一千五百

餘口。又北百餘里曰多老格社（Truku 群），男約一千八百餘口，女約一

千五百餘口。……。」19
 

在此文獻中對於賽德克三族群的人口分布與社名皆有基本的認識，同時也描

述社與社的空間分布。就文獻中敘述並整理，Tgdaya 群總人數約為 1,150 人；Toda

群總人數約為 3,100 人；Truku 群總人數約為 3,300 人，三族群人口的加總為 7,250

人。然這樣的數據僅供參考，主要原因在於三族群間的人數差距太大，假若 Toda

群與 Truku 群的人口數屬實的話，那 Tgdaya 群的人口數差距就過於太大了些。因

為此數據是在 1892 年，也就是清朝末年的數據，與日治時期的數據差距太大，換

句話說，目前並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賽德克三族群在清朝統治末年至日治初期人口

數據變動如此大的事件。再者，清朝統治時期關於族群調查以及分類並不考究，

對於同一地區不同族群的分類就有很大的問題，因此在顯示出來的數據就必須做

進一步研究。例如在 Toda 群的總人數中是否有包含鄰近 Truku 群與 Tgdaya 群的

人口，這也是必須要釐清的問題。姑且不論三族群人口數的真偽與人口比例，此

文獻卻也提供在當時對於「賽德克三族群」的觀察。 

清代對於賽德克三族群的「統治」並不若在平地亦或近山地帶的平埔番諸社

那般了解，例如黃叔璥對於平埔族的分類與日治時期人類學家經過研究後的分類

大致相吻合。相對於賽德克三族群的認識闕如，考究其因與清帝國管理臺灣「番

界內」與「番界外」的政策有關。番界內等同於「禁地」是一個會危及到生命財

產安全的區域，因此官方對於界內的統治僅止於宣示主權性的收取番餉，並無更

進一步的了解各番社的實際情形。因此此時期對於賽德克三族群人口的掌握並不

能通盤性地做論述，僅能從零稀的、片段的史料中挖掘蛛絲馬跡。 

2. 日治時期 

                                                
19
 胡傳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日記與稟啟》，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中為筆者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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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賽德克三族群在人口上的變化可以從很多面向切入，例如從出生人數與

死亡人數為指標、三族群因社會文化因素而產生的互動模式，如出草等為觀察指

標，以上皆能從這些變動的數據中發現賽德克三族群在人口上所產生的變化。但

在日治時期，造成賽德克三族群人口劇烈的變動則可以從與「理蕃」軍警的互動

中做為觀察的指標。然在這一時期觀察人口的變化又以霧社事件做為最重要的觀

察指標，因此本論文對於賽德克三族群於日治時期人口的變化，便是以霧社事件

做為觀察切入點。 

（1.1）霧社事件前 

整理自日治時期初期 1895 年至 1929 年期間，「理蕃」當局與賽德克三族群的

大小衝突，首當其衝的是 1902 年 4 月「人止關之役」，這場衝突中賽德克人據天

險之利而無任何的傷亡。後於 1903 年 10 月日人教唆布農族人設計殺害巴蘭社人，

致使巴蘭社損失慘重，稱「姊妹原事件」。在這場衝突中損失了將近 100 名的部落

壯丁。在此之後所發生的衝突事件，雖然也造成傷亡，但是並不像姊妹原事件般

造成大數量的人傷亡，例如自 1906 年起隘勇線的推進就發生了許多與賽德克人的

衝突事件。 

1905 年理蕃政府進行治臺以來首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但在這次的調查

中並不包括賽德克的區域，根據文獻理蕃政府對於霧社地區一帶人口的統計，最

早出現於昭和三年（1928）的報告中，見表表表表 1-1-2 昭和三、四年能高郡生蕃人口

統計表20： 

表格 1-1-2 昭和三、四年能高郡生蕃人口統計表 

昭和三年 昭和四年  

男 女 男 女 

人口數 4,378 人 4,326 人 4,312 人 4,250 人 

合計 8,704 人 8,562 人 

 

生產 1,536 人 1,610 人 

死產 69 人 125 人 

死亡 792 人 710 人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而成。 

                                                
20

 參考自《昭和三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概要》，頁 22-24、《昭和四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      

   概要》，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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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時期蕃地呈現一片蓬勃發展的景象，從各地大興土木的建築工事便可體

現出蕃地社會「進步、繁榮」的景象，在此時期霧社更是被譽為「蕃人第一都會」。
21霧社地區的行政區劃是在臺中州能高郡之下，然在當時基於管理上的方便在此

區域的族群仍以泰雅族（泰雅亞族與賽德克亞族）與布農族為主，因此在上表 1-1-2

中所呈現出來的數據是包含泰雅族與布農族。由此表雖然不能精確的掌握賽德克

三族群在人口數的數量為何，但是據推估此時期的賽德克三族群佔有三分之一強

的人口數，將近四千人左右的人口數，22在男女比例相近的情況下，男女人口數

大約各 1,500 人左右。 

（1.2）霧社事件後 

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整個人口數的變化，保守估計也有將近 1,300 多人

於事件中死亡；換句話說從以上推估中賽德克三族群於此時期由將近 4,000 人的

人口數驟減至不到 3,000 人，如此的變化是劇烈且影響深遠的。見表表表表 1-1-3 昭和五、

七年能高郡生蕃人口統計表，23此表並不能呈現出此時期人口數驟減的全貌，原

因在於文獻資料中獨缺昭和六年，也就是事件後一年的人口統計資料。但可以比

對昭和四年的資料，發現在總人口數的數據上有將近 1,000 人的差距，若將昭和

六年「第二次霧社事件」罹難者的人數加總，便能夠呈現出此時期賽德克三族群

在人口數上的變化。 

表 1-1-3 昭和五、七年能高郡生蕃人口統計表 

昭和五年 昭和七年  

男 女 男 女 

人口數 3,863 人 3,780 人 3,583 人 3,538 人 

合計 7,643 人 7,121 人 

 

生產 1,002 人 1,624 人 

死產 42 人 78 人 

死亡 416 人 794 人 

                                                
21

 戴國輝《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上》，臺北遠流，2002 年 4 月 1 日，頁 114-116。 
22 照霧社事件發生前的統計，Tgdaya 群在事件前人口數為 2,178 人，Toda 群在事件後移住一半的   

  人（500 多人）到今春陽部落，因此也有將近 1,000 的人口，而 Truku 群也將近有 1,000 人的人 

  口數，因此推估此時期的賽德克三族群總人口數大約 4,000 人左右。 
23

 參考自《昭和五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概要》，頁 22-24、《昭和七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 

   概要》，頁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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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而成。 

自昭和八年起在人口的統計上已將能高郡內的布農族人數區別出來，但原則

上並無將賽德克三族群的人數區隔出來，因此表表表表 1-1-4 昭和八至十五年能高郡生

蕃人口統計表24中的數據是表示泰雅亞族與賽德克亞族十一個部族25的人口數。從

昭和八年能高郡轄內的統計蕃社、戶數以及人口數都呈現穩定的發展。在蕃社欄

位裡有些變動，主要原因為霧社事件後所經歷的強制移居政策，導致蕃社「多部

落一社」和「一社多部落」的現象產生。 

表 1-1-4 昭和八至十五年能高郡生蕃人口統計表 

 

 

蕃社 戶數 人口數 

昭和八年 38 社 1,560 戶 6,488 人 

昭和九年 38 社 1,559 戶 6,570 人 

男 女 

3,308 3,354 

昭和十年 31 社  

 

1,569 戶 

         

       6,662 人 

男 女 

3,359 3,388 

昭和十一年 31 社 

 

1,576 戶 

 

       6,751 人 

男 女 

3,368 3,434 

昭和十二年 31 社 

 

1,555 戶 

 

       6,802 人 

男 女 昭和十三年 31 社 1,530 戶 

3,395 3,433 

                                                
24

 參考自《昭和八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概要》，頁 23-27、《昭和九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    

   概要》，頁 21-25、《昭和十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概要》，頁 19-21、《昭和十一年臺中州管     

   內概況極事務概要》，頁 18-23、《昭和十二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概要》，頁 18-23、《昭和 

   十三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概要》，頁 18-21、《昭和十四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概要》， 

   頁 19-20、《昭和十五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概要》，頁 19-21。 
25 《昭和八年臺中州管內概況極事務概要》，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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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8 人 

昭和十四年 31 社 1,476 戶 6,901 人 

昭和十五年 31 社 1,143 戶 5,308 人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而成。 

3. 戰後至今 

日本戰敗後進入到民國時期，展開新的局面，然在多方制度的輪廓上仍是蕭

規曹隨。日治時期，仁愛鄉被列入臺中州能高郡的轄區。國民政府遷臺後於民國

35 年 4 月 1 日始設立仁愛鄉公所，隸屬於臺中縣能高區署，直至 39 年本省行政

區域重新調整後，才改隸屬南投縣。而仁愛鄉鄉務初期所轄有春陽村、大同村、

力行村、互助村、親愛村、法治村、合作村等七村，爾後發祥村(41 年成立)、中

正村(41 年成立)、新生村(44 年成立)、南豐村(50 年成立)、精英村(56 年 6 月 1 日

成立)、萬豐村(58 年成立)、榮興村(70 年成立)、翠華村(90 年成立)等十五村。仁

愛鄉地區自日治時期就不斷經歷人口數上的內遷外移；「內遷」26意即強制移居時

在日本理蕃當局刻意安排下，由祖居地遷移至新居地，這樣的人口移動並不會對

賽德克三族群總人口數產生影響。「外移」意即進入到民國時期，或因社會環境、

經濟條件等因素造成人口外流至鄰近都市的現象，人口外移現象多少也導致人口

數的波動。 

仁愛鄉地區的人口，自光復以來成呈現穩定的成長，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39 年人口統計，全鄉人口數為 7,619 人（男 3,798 人 女 3,821 人），至民國 90 年

全鄉人口數為 15,485 人（男 8,359 人 女 7,126 人），見表表表表 1-1-5 仁愛鄉歷年人口

一覽表27。人愛鄉地區的總人口數在 59 年度上看 14,000 多人，並於此後人口數呈

現穩定緩慢的成長，總人口數皆介於 14,000 人至 15,000 人上下發展。 

表 1-1-5 仁愛鄉歷年人口一覽表 

年 底 別

（民國） 

性別 人口數 年底別 性別 人口數 

                                                
26 日本政府大致將賽德克族人之各族群遷移安定後，當年再做一次各部落人口調查。將多達社 543   

   名遷移至櫻社（Sakura 社）。林啟三、曾松露譯，1996《日據時期能高郡轄內概況》，頁 102。 
27 南投縣政府主計室編《南投縣統計要覽》，轉引自《仁愛鄉志》，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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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7,619 合計 14,213 

男 3,798 男 7,504 

 

39 年度 

女 3,821 

 

59 年度 

女 6,709 

合計 7,825 合計 15,153 

男 3,936 男 8,388 

 

40 年度 

女 3,889 

 

67 年度 

女 6,765 

 

合計 8,656 合計 15,526 

男 4,351 男 8,565 

 

43 年度 

女 4,305 

 

70 年度 

女 6,961 

合計 9,152 合計 15,512 

男 4,602 男 8,367 

 

44 年度 

女 4,550 

 

75 年度 

女 7,145 

合計 9,727 合計 14,758 

男 4,921 男 8,213 

 

45 年度 

女 4,806 

 

80 年度 

女 6,545 

合計 11,142 合計 14,982 

男 5,716 男 8,291 

 

50 年度 

女 5,426 

 

85 年度 

女 6,691 

合計 13,531 合計 15,485 

男 7,009 男 8,359 

 

55 年度 

女 6,522 

 

90 年度 

女 7,126 

資料來源：筆者轉引自《仁愛鄉志》並稍作修改。 

上表所呈現的是仁愛鄉全鄉人口數，包含有泰雅族、布農族、閩客族群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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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外省族群（含擺夷族群），而此表中看不到賽德克三族群在人口數上的分布情

形。即便如此卻能從表格中得知賽德克三族群與其他族群在人口的發展上同樣處

於穩定的態勢發展著。見圖圖圖圖 1-1-3 人愛鄉歷年人口成長趨勢圖。 

圖 1-1-3 人愛鄉歷年人口成長趨勢圖 

仁愛鄉歷年人口成長趨勢圖仁愛鄉歷年人口成長趨勢圖仁愛鄉歷年人口成長趨勢圖仁愛鄉歷年人口成長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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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據表 1-1-5 製圖而成 

根據 1999 年仁愛鄉境內各村人數統計數據，雖無法精確的顯示三族群的人

數，但是經由推估便可以掌握目前三族群在仁愛鄉地區的人口概數。見表表表表 1-1-6 仁

愛鄉各村人口統計資料表28。 

 

 

 

 

                                                
28 鄒克萬《南投縣綜合發展計畫－仁愛鄉發展綱要計畫》，南投市：南投縣政府，2001 年，頁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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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仁愛鄉各村人口統計資料表 

人口數 原住民 非原住民 區域別 鄰 數 戶 數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力行村 23 443 1,297  723 574 955 507 448 342 216 126 

大同村 20 533 1,743  967 775 393 171 222 1,350 796 554 

中正村 11 228 1,031 530 501 899 464 435 132 66 66  

互助村互助村互助村互助村 22 352 1,323 696 627 1,177  621 556 146 75 71 

合作村合作村合作村合作村 9 187 799  433 366 753 409 344 46 24 22 

法治村 10 187 921 502 419 847 464 383 74 38 36 

南豐村南豐村南豐村南豐村 16 356 1,528 822 706 815 443 372 713 379  334 

春陽村春陽村春陽村春陽村 10 301 1,179 621 558 1,087  577  510 92 44 48 

發祥村 12 271 975 552 423 889  499 390 86  53 33 

新生村 6 119 437 228 209 374 190 184 63 38 25 

萬豐村 10 167 778  433 345 687 381 306 91 52 39 

榮興村 8 59 88 75 13 1 0 1 87 75 12 

精英村精英村精英村精英村 18 422 1,691 913 778 1,503  820 683 188 93 95 

親愛村親愛村親愛村親愛村 21 390 1,488 504 684 1,356 742 614 132  62 70 

總 計 196 4,025  15,278 8,299  5,979 11,736 6,280  5,448  3,542 2,011 1,521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而成。 

由上表 1-1-6 所示，粗體部分為現今仁愛鄉地區賽德克三族群所處之村落，

計有互助村、南豐村、親愛村、春陽村、精英村、合作村六村落。總人口數加總

為 8,008 人，但在這總人口數中扣除掉非原住民以及其他混居於村落中的族群人

數，保守估計三族群在總人口數上有將近 6,000 人左右的人口數，換言之自日治

時期以來賽德克三族群歷經了霧社事件，在絕對人口數上三群都有明顯的銳減，

但從上表數據中便可看出皆有成倍數的成長。以 Toda 群為例，據 1937 年人口調

查的資料顯示，Toda 群在祖居地（多達社）人口數為 395 人，移居地（櫻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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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數為 543 人，總人口數為 938 人29。而根據 1999 年仁愛鄉戶政事務所人口普查

統計的資料來看，平靜部落（多達社）人口數為 827 人，春陽部落（櫻社）人口

數為 1,173 人，總人數為 2,000 人30。Toda 群的總人口數呈現了倍數的成長，即便

成長速率是緩慢的。其他兩群在人口的總數上有同樣是穩定緩慢的成長著。圖圖圖圖

1-1-4 仁愛鄉境賽德克三族群分布圖。從下圖 1-1-4 中 Toda 群分布於平和部落、

平靜部落、春陽部落，Truku 群分布於靜觀部落、平生部落、廬山部落、松林部

落，Tgdaya 群分布於眉溪部落、清流部落、中原部落。 

圖 1-1-4 仁愛鄉境賽德克三族群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而成。 

 

 

 

 

 

 

 

                                                
29 林啟三、曾松露《日據時期能高郡轄內概況》，南投市：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6 年，頁 102。 
30 仁愛鄉戶政事務所 1999 年的人口普查統計資料。 



                                                  第壹章 南投賽德克三族群之分類與互動 

 23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賽德克三族群之形成與分類賽德克三族群之形成與分類賽德克三族群之形成與分類賽德克三族群之形成與分類 

一、學者分類下的賽德克族 

（一）清代 

清代對於臺灣原住民的管理上，原則上是以劃地為界；隔離的方式為主要的

管理策略，有界內、界外之分，其中界內是人生活的空間，而界外則是飛禽走獸

所生活的空間。清政府為了保障界內人生命財產的安全，除了明文規定漢人等，

一律不准跨越界線恣意開墾，並且在與生番交界處設置隘寮，作為防備番人出山

行出草之亂。因此在這樣的生活背景下，一般對於生番的生活區域所能掌握到的

資訊可說是少之又少。因此，僅能從零星的史料記載中一窺當時生番的生活區域

亦或簡單的分類。由此，史料中所記載的族群，得以讓沒有文字書寫系統的生番

一腳躍進由文字記錄所呈現的歷史舞臺，而賽德克族群也就因著民族彼此間的互

動，漸漸地活躍於歷史紀錄當中。 

1694 年（康熙三十三）根據高拱乾纂修官刻的《臺灣府志》中的記載，可以

發現這是賽德克族群最早出現於歷史文獻紀錄之中： 

…諸羅縣所轄的範圍已經擴大到四里、十四莊、四十社，多出的六

個社是康熙三十二年新附的木武郡赤嘴社、水沙連思麻丹社、麻咄目靠

社、挽鱗倒咯社、狎裡蟬戀蠻社、干那霧社，合計共徵銀九十八兩五錢…
31

 

經由水沙連內山的空間分布，可以知道所謂的干那、霧社，意即干

卓萬社（干那）與霧社（霧社）的合稱。而到了 1717 年（康熙五十六）

《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開始以水沙連為中心發現到內山的

生番區域： 

提到水沙連內山有巒蠻、貓丹、毛碎、決裏、哈裏難、斗截、福骨、

平了萬、羅薛、致霧等十社32。 

在這史料中發現了斗截（道澤群）以及致霧（德哥塔雅群），而獨不見位於

更深山的 Truku 群。但是到了 1722 年（雍正元年）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裡頭

賽德克三群正式出現於史料記載之中： 

                                                
31

 高拱乾纂《台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1960 年。 
32 周鍾瑄著《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臺北市：臺北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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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諸番共有十二社：加老望埔、描里眉、斗截、平了萬、致霧、

倒咯嘓、眉加碟、望加臘、福骨、描里八、描里旺、買槽武老等33。 

黃叔璥於《臺海使槎錄》標示出了賽德克三群，斗截（道澤群）、致霧（德

哥塔雅群）、倒咯嘓（德魯固群），關於此我們可以觀看由簡史朗（2005）整理出

對於北港諸番的相對於今的地理名稱如表表表表 1-2-7 北港諸番地名一覽表34： 

表 1-2-7 北港諸番地名一覽表 

黃叔璥社名 比對出的社名  族群歸屬  今地  備  註 

致霧 Tebu Seediq 

賽德克 

霧社地區 賽德克分支， 

屬 Dkdaya 群 

斗截 Toda Seediq 

賽德克 

仁愛鄉精英村 賽德克分支， 

屬 Doda 群 

倒咯嘓 Tuluku Seediq 

賽德克 

仁愛鄉合作村

平生、靜觀部

落一帶 

賽德克分支， 

屬 Tluku 群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簡史朗，2005 年。 

然而黃叔璥於《臺海使槎錄》裡也大概估算出三群之間的位置、距離等： 

…或云水沙連過湖，半日至加老望埔，一日至描里眉，一日至眉加

臘，一日至福骨，一日半至買槽武老，又一日至民仔里武，二日至蛤仔

難。由描里眉，二日至斗截，半日至倒咯嘓，過大山數重，四日夜可抵

崇爻社35。 

史料中出現的描里眉，根據簡史朗的研究認為昔日之描里眉即今日埔里鎮牛

眠山史港、福興、赤崁、小埔社。由文中可以得知從埔里鎮牛眠山出發兩天的行

程可以抵達今平靜一帶，而半天即可抵達今靜觀地區。在此之前清政府對於這一

地區的賽德克族群並沒有實際上的管理，在清政府的版圖上也並未將這個區塊的

土地納為領地，直到 1726 年（雍正四）「水沙連事件」之後才將此地納為領土： 

「水沙連事件」因為自上年起，水沙連社頭目骨宗連絡附近的蛤裏

難等社，連續在東勢、藍興庄、半線社、大武郡、柴裡社、竹腳寮等地

                                                
33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市：臺灣銀行，1957 年。 
34

 簡史朗《水沙連眉社古文書研究專輯》，南投市：南投縣政府文化局，2005 年。 
35 黃叔璥（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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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引起官方的注意；本年冬十月遭到二千名清軍攻擊，骨宗父子三

名被擒，等人被捕殺。當時清軍兵分兩路，一路由今竹山、集集方面，

向水里社所在的日月潭地區進兵，一路則溯烏溪進攻埔里盆地，鎮壓其

他參加的部落，並勸誘此地的「水沙連北港生番」「歸化」。其中包括了

斗截、平了萬、致霧、佛谷、貓里眉內社、外社等，以及哆羅郎、眉加

臘等社，名義上本地區的原住民開始承認清政府的統治36。 

史料中透露原本清軍是要去鎮壓水沙連社頭目骨宗等，但是卻也誘勸水沙連

北港生番的歸順。而其中的斗載、致霧、哆羅郎三社也就是賽德克三族群，但實

際上所謂的歸順並沒有將管理觸及到這個區域，只是在地圖上標上了致霧這個地

點，而當時的致霧是否包含在後山一帶的斗載、哆羅郎等地，由於並無文獻資料

計載，因此就不得而知了。到了 1738 年（乾隆二）《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

戶口〉中的記載，致霧社地區歸附於水沙連社也成了清政府收取番餉的地區： 

乾隆二年，詔曰：『聞臺地番黎大小，計九十六社，有每年輸納之項，

名約番餉，按丁徵收。……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

水沙連社並咐……致霧社……，共二十四社番丁，共六百八十八丁，共

額徵銀一百三十七兩六錢37。 

由於番丁番餉政策，使致霧社地區必須附上繳納稅兩的義務。1831 年（道光

十一年）解除漢人進入番界（埔里）禁令。並於眉溪設「人止關」禁止漢人進入。

由此可知，新的番界由此而生，以「人止關」為界，做為埔里地區漢人與霧社地

區原住民活動的界線。 

1886 年（光緒十二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因開山撫番之政策，始設撫墾局並於

埔里設立撫墾局，致力於原住民地區的山林開發。撫墾總局設於大嵙坎，並於各

個重要地區分設撫墾局，大多設於泰雅族居住區。埔里社撫墾局下轄有蜈蚣崙、

木屐蘭二分局，分掌北港番與南港番事務。此制度日後為「理蕃」政府所沿用，

也是臺灣史上第一個編制中正式成立的原住民事務處理機構。1887 年（光緒十三

年）開山撫番的策略持續進行，清分三路進行道路的修築，中路則是總兵章高元

率兵修築由東勢角水底寮至埔里社道路，此路亦即今之「八番崎越嶺古道」，沿途

並再「招撫」今霧社地區各部族。 

霧社地區各部族部落的分布情況，首先以較完整的面貌出現於胡傳的日記

                                                
36

 《仁愛鄉志》，未出版。 
37 周璽著《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戶口〉，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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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由埔里蜈蚣崙而東，二十餘里曰拔仔煙社男女約四十餘口。又東三

十餘里曰巴蘭社，男女約六百餘口由巴蘭而南五十餘里曰萬社，由巴蘭

而東六十餘里曰霧社，男女各二、三百口。由巴蘭而東北五十餘里曰哦

哦社，男女五十餘口。又東北八十餘里曰斗截社，男約一千六百餘口，

女約一千五百餘口。又北百餘里曰多老格社，男約一千八百餘口，女約

一千五百餘口。又北百餘里曰合骨社，男約一千五百餘口，女約一千二、

三百餘口。又五十餘里約眉毛納社…。埔里之北港，源出諸社山中，故

俗統名約北港番。現唯眉毛納、白毛等社以受撫；於皆野番，時出殺人38。 

在這則史料中對於社名、各社距離、各社男女人口以及當時的族群關係皆有

描述，算是首次揭開北港內山諸番神秘的面紗，也可作為賽德克三族群珍貴的民

族誌資料。 

清代對於賽德克三群的分類並沒有系統性的分類、記載，只是藉由一些事件

而將這些地區的社名標示出來，即便如此，我們卻可以從清代的文獻中得知賽德

克人確實是曾經活躍於歷史當中的。 

（二）日治時期 

自 1895 年，臺灣本島39納入日本殖民統治，於統治之初遂著手進行蕃人蕃地

的調查，「理蕃」當局為了要有效控制住蕃情，便展開官方與學術相互結合40進行

島內蕃人的社會文化調查。此調查的初衷在於為了統治、管理上的方便，遂將臺

灣原住民經由學術的研究調查而進一步加以分類。關於分類的標準莫衷一是，往

往因著學者的學術背景，而有所增替刪減。然而關於「泰雅族」的分類更是容易

產生不同的聲音，乃至於現今的「泰雅族」分類仍然受到各方的挑戰。在此筆者

試著跳脫「泰雅族」舊有的分類框架，嘗試以「賽德克族」的觀點來重新回顧日

本學者在其分類時，對於「賽德克族」的定義與定位。 

                                                
38 胡傳著《臺灣日記與稟啟》，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39

 日治時期依日本理蕃政府的管理觀點，對於所統治的殖民地臺灣以本島稱呼之。而日本則稱之 

   為內地。因此本論文中出現的本島人與內地人不同的稱呼係根據此觀點而來，特此說明。 
40

 1985 年 11 月伊能嘉距以陸軍省雇員身分來到台灣，任職於總督府民政局。將台灣原住民分成

8 類﹝泰雅、阿美、布農、曹、賽夏、排灣、漂馬（即卑南）、平埔﹞，打破以往籠統的生熟

番劃分，而其中平埔族再分成十族﹝馬卡道、西拉雅、魯羅阿、貓霧涑、阿里坤、巴布蘭、巴

則海、道卡斯、凱達格蘭、噶瑪蘭），堪稱是台灣原住民分類的第一人。1898 年 4 月任「蕃政

研究」調查員，發表《台灣土番開發狀況》。1900 年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成立，任命伊能為幹

事（兒玉源太郎為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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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堪稱臺灣原住民分類的第一人伊能嘉矩41與粟野傳之丞於 1900 年發表

的《臺灣蕃人事情》中即開始對所謂的「泰雅族」做一個分類，見表表表表 1-2-8 伊能

氏等分類表： 

表 1-2-8 伊能氏等分類表 

時間 分類者 主要分類依據 出版品 備註 

1900 伊能嘉矩、粟

野傳之丞 

依語言、風俗習慣的

異同而分為：以埔里

社為中心點，東アタ

イヤル以埔里社為中

心點，東アタイヤル族

以及西アタイヤル族 

《臺灣蕃人事

情》，臺北，

臺北總督府 

 

資料來源：轉引自鄭光博，2006 年，頁 3。 

在這個分類當中「泰雅族」是在一個以埔里社為中心而分東、西，以東者稱

之為東アタイヤル族，主要範圍在今之南投縣、花蓮縣為主。以西以北稱之為西ア

タイヤル族，主要範圍在今之南投縣、苗栗縣、新竹縣、桃園縣、臺北縣、宜蘭縣

等分佈之地。如此的分類雖然很難看的出來「賽德克族」實際的分佈情形，再者

與泰雅亞族之間的差異又沒有明顯的突顯出來。但是在這個「泰雅族」的概念中，

它是包含著「賽德克」的要素在裡頭，只是因為實際踏查的地區有限。雖然伊能

氏與栗野氏在其 192 天的踏查行程中，一度有經過埔里地區42，但是對於埔里以

東的山區就沒有實際進行踏查的工作，也因此無法清楚的標示出「賽德克」這個

群體。大致上這樣的分類一直到 1917 年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 前篇》《砂績

族》篇這本著作問世以來，對於「泰雅族」的分類沒有多大的改變。但是值得注

意的是，在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 1912 年所發表的《理蕃概要》一書中雖然

將蕃人區分成北蕃、南蕃，然而在其北蕃分佈的地圖上標示出 Sajiq（賽德克）的

相對位置43。而在 1914 年小島由道《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中對於「賽德

克」的處理方式似乎也等同於間接承認「賽德克族」這個概念，見表表表表 1-2-9 小島

氏分類表： 

表 1-2-9 小島氏分類表 

                                                
41 陳茂泰《台灣原住民族族群與分佈之研究》1994，台北：內政部，頁11。 
42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臺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 年 10 月。 
43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編《理蕃概要》，不詳，19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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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類者 主要分類依據 出版品 備註 

1914 小島由道 認 為 過 去 被 分 類 為

tayal 族支派的霧社、

troku、tawsai、太魯閣、

木 瓜 等 部 族 自 稱 為

Sajiq，而非 tayal，且聽

其語言、風俗及關於祖

先的傳說也與純粹 

的 tayal 族不同，故將

其報告以 Sajiq 族之名

稱呼以示區別。 

《蕃族慣習調

查報告書第一

卷 第 一 編

（Tayal）族》 

 

資料來源：轉引自鄭光博，2006 年，頁 4。筆者整理分類依據製表而成。 

在小島由道的分類裡頭所謂的 tayal 族已經是一個抽離 Sajiq 族這樣的處理

方法。雖然對於 Sajiq 族，小島氏並沒有將其單獨列為一族而出版相關調查報告

書。但是 Sajiq 族在小島氏的分類裡頭，因著與 tayal 族的差異性而在其調查報告

書中僅納入「純粹」的 tayal 族44作為其對於「泰雅族」的分類。 

先前提到的佐山融吉對於「泰雅族」的分類有自己的一套論點。佐山融吉在

《蕃族調查報告書砂績族（Sedeq）篇》（1917）與《蕃族調查報告書大么族（Tayal）

族前／後篇》（1917）中將「泰雅族」分為大么族（Tayal）、砂績族（Sedeq）兩

族來處理，而砂績族（Sedeq）又可分為霧社蕃、韒佗蕃（Tauda）、卓犖蕃（Toroku）、

太魯閣蕃、覔卓蘭蕃（Tatolan）、韜賽蕃（Tausai）、木瓜蕃45，本族共有七十二個

部落，見表表表表 1-2-10 佐山氏分類表。 

表 1-2-10 佐山氏分類表 

時間 分類者 主要分類依據 備註 

                                                
44 森丑之助《台灣蕃族志》1996，台北：南天書局，頁2。將純粹的tayal 族分為20部族。 
45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砂績族（Sedeq）篇》，1983，臺北：南天書局，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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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佐山融吉 砂績族一向被視為（Tayal）族

的一支族，但是考其族稱的由

來，（Tayal）乃係「人」之意，

同樣「砂績」（Sedeq）也是「人」

之意。大部分的蕃族風俗大同

小異，因此，若是根據其習俗

而劃分其部族，實是一件至難

之事。可是學界對於蕃族體格

等種種研究未臻完善，所以就

此區分亦難。為今之，筆者的

調查尚未遍及（Tayal）族的每

一個地方，不敢斷言這是完全

不同的兩族，或係一個族的兩

個支族。如今為了編纂調查報

告書之便，而設一「砂績族」

之標題而已。 

 

資料來源： 轉引自鄭光博 2006 年，頁 5。筆者整理分類依據製表而成。 

佐山融吉在其「泰雅族」的分類過程中，雖然已經可以掌握住「大么族」與

「砂績族」之間的差異而將之分開處理。但是卻也承認因為所調查的區域或收集

的資料不足，因而也不敢斷定「砂績族」為一個完全不同於「大么族」的一個族。

但是從佐山氏的調查報告可以清楚的看出所謂的「砂績族」在其調查的結果中是

包括花蓮地區的賽德克人。 

森丑之助（Mori Ushinosuke）的《臺灣蕃族志》（1917）與佐山融吉的《蕃

族調查報告書砂績族（Sedeq）篇》（1917）、《蕃族調查報告書大么族（Tayal）族

前／後篇》（1917）同為同年出版的。但是在森丑氏對於「泰雅族」的分類當中，

卻呈現出與佐山氏完全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認為這兩者之間的「大同小異」，而

將其認定為同一族。並且將其中因自稱（Tayal）族的人多過（Sedeq）族的人，

而建議總督府採取（Tayal）族做為該族的族稱46。由森丑氏的分類來看，確實是

有其考量之處，因為如此的分類標準，確實是可以讓總督府在管理蕃人上，就蕃

人分類上減輕負擔，見表表表表 1-2-11 森丑氏分類表。 

表 1-2-11 森丑氏分類表 

                                                
46 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1996 年臺北：南天書局，頁 2。 



霧社事件影響賽德克三群間族群關係研究 

Pptasun Ndaan Mqraqil Alang Paran lmnglung pngluban dSediq 

 30 

時間 分類者 主要分類依據 備註 

1917 森丑之助 ……明治四十五年，總督府查定

以 Tayal 為族名，意為「人」的意

思，或是指稱同種族。然而其中

一部份並不以（Tayal）自稱，而

是以（Sedeq）自稱，意思與（Tayal）

為自稱是一樣的。使用（Sedeq）

為自稱的系統包括南投方面的霧

社蕃、（Tauda）蕃、（Toroku）蕃，

和花蓮港方面的（Taroko）蕃、

木瓜蕃、斗史蕃等六部族。兩者

之間大同小異，而種族中佔多數

者為 Tayal，所以臺灣總督府在調

查之下，採（Tayal）為該族族名。 

共區分 Tayal 族各

部 族 共二 十 三 個

部族。 

資料來源：轉引自鄭光博，2006年，頁4。筆者整理分類依據製表而成。 

隨後藤崎濟之助提供了自己的分類標準，在其著作《臺灣の蕃族》，藤崎濟

之助認為，若是以語言作為分類時的標準則建議將Atayal 與Seediq分為兩族，倘若

是以文化人類學的文化特徵與地理區域做分類，則應將兩者合為一族47。在藤崎氏

的分類中所傳達的意思為，如果單單以語言作為分類指標，即可突顯出Atayal 與

Seediq之間的差異性。但是若是以文化特徵與地理區域作為分類指標時，誠如上學

者佐山氏、森丑氏等則認為應該將兩族合為一族指稱較恰當。此外以語言作為分

類指標的學者如1935年小川尚義、淺井惠倫在其發表的論著中《原語による臺灣

高砂族傳說集》將生蕃對於語言的使用度加以分類，總共區分出十二族，而Seedeq

也列為其中之一族。另外，根據Seedeq語的使用若按其地理分佈及音韻之差別，粗

分為霧社及太魯閣兩個方言群。小川氏、淺井氏的論點不約而同的強化了藤崎氏

的另一個分類論點，亦即「若是以語言作為分類時的標準則建議將Atayal 與Seediq

分為兩族」。 

1935 年另一批學者合力完成了一部無論是在深度與廣度都遠勝於之前等著

作的論著。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合著的《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の研

究》更是顯示出，日治時期以來所建立的「殖民地人類學知識」已經隨著「理蕃」

當局政權的逐漸穩固，而建構出較為全面的「蕃人蕃地知識」，見表表表表 1-2-12 宮本

                                                
47 藤崎濟之助《台灣の蕃族》，1988 年，臺北：南天書局，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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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等分類表。 

表 1-2-12 宮本氏等分類表 

時間（年） 分類者 主要分類依據 備註 

1935 移川子之藏、宮

本延人、馬淵東

一 

（Atayal）居住的區域非常

廣泛，而自稱為（Sedeq）的

這群人主要是居住在東南

部。（Sedeq）與（Atayal）

對照起來，雖然說在土俗語

言上有一點小差異，但是還

是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把他

們視為大的（Atayal）族的

一部份是可以想見的事情
48。 

雖 然 依據 發 祥 地

之 傳 說可 以 歸 類

出 三 個不 同 的 發

祥地，但是在這本

書 中 還是 將 其 納

入 為 同一 族 之 中

的 三 個系 統 來 看

待49。 

資料來源：轉引自鄭光博，2006 年，頁 6。筆者整理分類依據製表而成。 

然而筆者認為《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の研究》此本專著對於「泰雅族」的分

類有一些矛盾之處，倘若（Sedeq）與（Atayal）在語言上只是有一點小差異的話，

那對於同年所出版的《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說集》在語言使用度的分類上做

為分類指標的論點，似乎就有點站立不住。對於（Sedeq）與（Atayal）在語言上

的差異性，其實是每個進行分類的學者最能輕易觀察到的一項分類指標。然而，

諸多學者對於擺盪在（Sedeq）與（Atayal）之間的族屬問題或許就屬文化人類學

中的文化特徵與地理區域最難將其切割為兩個不同的族稱。 

1939 年鹿野忠雄對於「泰雅族」的分類問題，他贊同森丑氏的意見，應將

（Sedeq）與（Atayal）合為一族看待。但是因為鹿野氏本身亦專攻生物地理學，

因此在面對（Sedeq）與（Atayal）分類時特別強調，兩者之間不但在於所居住的

地理環境有所差異之外，其它如體質、語言、風俗習慣上也有相當的差異。因此

鹿野氏認為對於（Sedeq）與（Atayal）應該給予亞族會是比較適合的族屬稱謂50。

從此時，區分出所謂的 Sedeq Proper（賽德克亞族）與 Atayal Proper（泰雅亞族）

之稱謂，也直接影響民國以來至今，學者對於「泰雅族」的分類依據。鹿野氏對

                                                
48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の研究》，1935，臺北：臺北帝國大

學，頁 24。 
49

 同上註，頁 23-25。 

50
 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台灣考古民族學概觀》1955，台北：台灣省文獻會，頁13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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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賽德克亞族分類中因為地理環境因素，又以中央山脈為界分成西 Sedeq 群（霧

社蕃、Tauda 蕃、Toroko 蕃）與東 Sedeq 群（Teroko 蕃、Tausa 蕃、木瓜蕃）。

此外，鹿野氏於 1952 年《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二）》認為： 

通用於西北部的族稱 Atayal、Tayal，而東南部則是稱之為 Sedeq 或

Sajiq 以上皆是「人」之意，也等於是自稱。後者的自稱有別於前者，因

而曾被當作另一個種族「砂績族」。對於 Tayal 族深有研究的森丑氏，把

「砂績族」納入 Tayal 族，遂成定案而一直延續至今。筆者也贊成森丑

之助的看法，不過 Tayal 與 Sajiq 兩者的差異不僅在於分佈之地，，而在

於體質、語言、風俗等各方面，都有相當的出入。如以體質來說，Sedeq

系統就比 Tayal 系統長的高，尤其在霧社一帶，身高超過 160 公分者很

多。頭形方面 Sedeq 亦比 Tayal 長，Tayal 頭形指數為 80，Sedeq 則為 78…。

總而言之，Sedeq 與 Atayal 彼此在各方面都顯示相當的地區特性。因有

上述多方的差異，所以依筆者所見，各給予亞族的地位最為正確，亦即

Sedeq 亞族和 Atayal 亞族51。 

鹿野忠雄的分類法，對於「賽德克亞族」來說提供了更多客觀的參考指標，

以往的學者對於「泰雅族」的分類大多止於語言而未能提供其他可參考的分類指

標，鑑於鹿野忠雄專業的生物地理學知識，也為「賽德克亞族」於日治時期人類

學者對於「泰雅族」的分類法上提供出不同視野的參考依據，而此分類法也明顯

影響到光復後的一些學者，例如「賽德克亞族」廖守臣先生的分類法。 

3. 民國時期 

臺灣光復之後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分類問題，自日治時期累積的成果直接影響

到光復後的學者，在這些研究基礎上持續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的分類問題進行研

究。但是大抵上脫離不了日治時期所留下來的分類框架。在這當中首推衛惠林於

1954 年發表的《臺灣土著族的源流與分類》作為銜接日治時期的分類研究。衛氏

對於「泰雅族」的分類，基本上是根據鹿野忠雄的分類法而再做修正。關於「泰

雅族」的分類，衛氏仍以《理蕃概要》中的「北蕃」的概念進行分類，統稱北部

諸族（Northern Tribes）。除了根據地理因素區分，以南投埔里花蓮以北之北部山

地為分佈範圍，更掌握了以紋面、織貝、祖靈崇拜等為共同文化特徵作為區分指

標。其分類中於「泰雅族」底下分為泰雅亞族與賽德克亞族，而賽德克亞族中又

依照地理因素區分為東 Sedek 群與西 Sedek 群，從此分類的架構上可以看出，顯

                                                
51 鹿野忠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二）》，1952，東京：矢島書房，頁 1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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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在鹿野忠雄的分類架構的基礎下進行「再詮釋」。由衛氏的分類之下也奠定

了「賽德克亞族」進入民國時期後的「泰雅族」分類下的定位與位置，見表表表表 1-2-13

衛氏分類表52。 

表 1-2-13 衛氏分類表 

時間（年） 分類者 主要分類依據 備註 

1954 衛惠林 第一級單位是以文化類型為基

礎；第二級單位為自然民族集團

（Ethnic Group），有人種、語言、

文化的三重基礎；第三級單位為

第二級單位的次級單位，性質相

當；第四級單位為地方語言群與

社群。分類的根據有三種證據可

以佐證。（一）地理關係（二）

歷史關係（三）社會關係。 

 

資料來源：轉引自陳俊男，1999 年，頁 17。筆者整理分類依據製表而成。 

1960年7月13日，有別於學術界的民族分類，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由自稱為Saejiq 

Truku/S’diq Toda/Seediq Tgdaya 的信徒代表於花蓮吉安教會組織並定名為太魯閣

中會。且其後1962年，於南投縣仁愛鄉春陽部落，成立太魯閣中會南投區會53。此

一動作最主要的訴求是希望透過教會的力量將原本以來「泰雅族」的族屬分類問

題能夠以泰雅爾族/太魯閣族認定之，見表表表表1-2-14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之分類表。 

表1-2-14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之分類表 

時間（年） 分類者 主要分類依據 備註 

196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透過教會的力量將一群自

稱 為 Saejiq Truku/Sediq 

Toda/Seediq Tgdaya 的 信

徒組織成有別於泰雅爾族

的一群。 

首 度 出現 非 官 方

的分類。 

                                                
52

 參考自陳俊男《奇萊族（Sakizaya 人）的研究》，1999，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頁  

   17。 
53

 姑目‧荅芭絲《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II），臺北：翰蘆圖書出版，2004年5月，頁

37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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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參考姑目‧荅芭絲，2004 年，頁 370-371，並自行製表而成。 

自衛惠林以來對於「泰雅族」的分類架構基本上都是呈現出「泰雅族」之下

分為「泰雅亞族」與「賽德克亞族」，而在「賽德克亞族」之下又因地理因素區

分東賽德克群以及西賽德克群54。1967年費羅禮（Ferrell）於臺灣光復後首度認為

關於臺灣原住民的分類問題，認為根據語言作為分類的指標是最為恰當的。因此，

在他的分類當中將「泰雅族」區分成泰雅群（Atayalic），而其底下區分出泰雅族

（Atayal）與賽德克族（Sedeq）55。而到了1972年衛惠林、林衡立《臺灣省通志卷

八，同冑志第五冊》的分類之中於「賽德克亞族」的分類56時，將自鹿野忠雄以來

因地理環境的影響所區分的東、西賽德克群將之合併。 

廖守臣（1978）《泰雅族東賽德克羣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上）、（下）與（1984）

《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所發表的這兩篇文章，對於「泰雅族」的分類

也有自己的一套論點。首先，在其分類的架構上承襲移川子之藏及李亦園之研究

成果，按語言-方言為分類階序，並於其下對應地域群。在賽德克亞族的分類當中，

雖然看不到有關地理上的空間分佈狀況，但是，卻清楚的標示出以語群做為分類

的方法，亦即將以往的（霧社蕃）改成（德奇塔雅群），在如此的分類階序中比較

能夠清楚的表現出賽德克亞族之間因著地方方言別的差異，見表表表表1-2-15 廖氏分類

表。 

表1-2-15 廖氏分類表 

時間（年） 分類者 主要分類依據 備註 

1978 廖守臣 承襲移川子之藏及李亦園之研究

成果，按語言-方言為分類階序，

並於其下對應地域群。 

比 較 能夠 清 楚 的

表 現 出賽 德 克 亞

族 之 間因 著 地 方

方言別的差異。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自廖守臣，1978年，頁8-9，並自行製表而成。 

在此之後許木柱也於 1995 年發表《重修臺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志同冑篇第一

冊》在這一篇專書中，許木柱將承襲廖守臣的分類法將「泰雅族」分別為「泰雅

亞族」與「賽德克亞族」。除了將賽德克亞族中的語群別標示出來之外，有別於

                                                
54

 李亦園《南澳的泰雅人》1963，南港：中研院民族所，頁7。 
55 費羅禮（Ferrell）《臺灣土著族的文化、語言分類探究》〈中研院民族所專刊十七〉，南港：中研 

   院民族所，1967 年，頁 436-438。 
56 衛惠林、林衡立《台灣省通志卷八》同冑志第五冊，台中：臺灣文獻委員會，1972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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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守臣的分類法，更在語群別底下在附記當代行政區劃下的村落名稱，以示各語

群之當代分佈現況，但是，根據鄭光博的研究卻有不同評析57。 

至此，關於學術上「泰雅族」的分類似乎已經平息了。但事實上，在學術以

外的分類卻是暗潮洶湧。自從 1960 年以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所主導的民族自我認

同依舊持續在進行著，因此，到了 1997 年 11 月 23 日，假南投地區的賽德克人同

樣在教會的帶領之下跳脫於先前所組織的「太魯閣中會」而自行於南投春陽教會

成立「瑟基克區會」以別於「泰雅爾中會」與「太魯閣中會」。見表表表表 1-2-16 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分類表。隨後於 2000 年 8 月 22 日假親愛教會將「瑟基克區會」改

成「賽德克族群區會」，至今「賽德克」一詞就一直在南投地區仁愛鄉境蔓延著。 

表 1-2-1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分類表 

時間（年） 分類者 主要分類依據 備註 

1997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依循設立「太魯閣

中會」之模式，於

南投春陽教會成立

「瑟基克區會」，

做為族群認同之名

稱。 

因太魯閣中會執

意要以太魯閣族

做為族稱，而使

得南投地區之賽

德克人抵制。 

200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後因「賽德克」比

較易於社會大眾辨

識，因此又於南投

親愛教會將其改為

「 賽 德 克 族 群 區

會」。 

 

資料來源：參考自姑目‧荅芭絲，2004年，頁371-372，並自行製表而成。 

「泰雅族」於歷史脈絡中的分類中，因著不同的學者所持有的學術背景，而

產生出不同的分類架構。然而，在這些分類架構中變的是「賽德克亞族」於每次

的分類中所定位的位置，有時因著學者「獨到的見解」而將之視為獨立的一族來

                                                
57 許氏並於各群之下對應現代行政區劃下「鄉」與「村」22，似乎與 Tayal/Seediq 傳統上 Llyung/Ayu 

 （河川）之分類概念漸行漸遠，再者當代行政區劃下之「村」常非單一聚落，其下成員之家族遷     

  徙背景更非單一，因此其表容易有所疏漏或誤植。鄭光博，《Sm’inu Puqing Kinhulan na Tayal— 

  從祖源觀念爭議論當代「泰雅族」歷史記憶的建構》，2006，國立政治大學族學系碩士論文，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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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有的因著大方針下的前提而歸附於「泰雅族」之中，可以說，分分合合的

局面不斷於每時期的分類中上演。但是這樣的局面，似乎一直到2004年1月14日經

由行政院委員會認定「太魯閣族」為官方認定之第十二族為止，「泰雅族」學術

分類上的問題得到了最終的解決之道。這樣的結果代表著歷史中所爭論的「賽德

克亞族」的存在與否，似乎也劃上了句點。然而，這樣的想法當然是所謂的外部

觀點的想法。因為，對於南投地區的Sediq
58（賽德克人）來說，因為「太魯閣族」

的正名而激起了以往民族認同較為鬆散的霧社地區的「賽德克人」。換句話說，

「賽德克」一詞對於南投地區的「賽德克人」已經漸漸在形成一股集體的「族」

的概念。 

端看歷史中賽德克族的發展脈絡，就分類問題上一直都存在著泰雅族與賽德

克族分合與否的糾葛問題。但是自2004年行政院宣布太魯閣族為第十二個民族

時，關係越形複雜，導致南投地區的賽德克人擺盪於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

族認同混淆的問題之中。但由於太魯閣族正名的成功，更是凝聚不認同太魯閣族

名的賽德克人積極從事「賽德克族正名運動」。終於在2008年4月24日由行政院院

長張俊雄宣布賽德克族為臺灣原住民第十四族。對於如此的發展結果，筆者認為

這是Sediq Toda、Seejiq Truku、Seediq Tgdaya三族群最不樂見的結果。因為中央山

脈可以阻隔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因地理空間不連續的分布情形，但是卻不能阻絕

因血脈相承連續的臍帶關係。在共祖、共源以及共同信仰（Gaya/Waya）之下，太

魯閣族與賽德克族必須要共同研擬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否則後代子孫便要迷失在

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認同泥沼中的論戰。 

二、賽德克族觀點下的民族分類 

就學術分類日治時期以來對於賽德克族的定位，一直擺盪在於泰雅族之間。

但就其研究的成果來看呈現出官方與學術對於民族分類不同調的情形，例如在賽

德克族的研究中早在 1915 年小島由道的研究中就因起源地的不同而區分賽德克

族與泰雅族，又 1917 年佐山融吉便因自稱與語言的差異將泰雅族與賽德克族加以

區別，最後 1939 年鹿野忠雄的研究中便把泰雅族分類為「泰雅亞族」與「賽德克

亞族」兩個支族。而在「賽德克亞族」這個部分，鹿野氏又因地理因素的關係將

「賽德克亞族」分為「東賽德克」與「西賽德克」見圖圖圖圖 1-2-5 賽德克族分類架構

                                                
58

 Sediq 一詞由於地方性的方言不同，例如，Truku 群稱之為 Seejiq、Tgdaya 語群稱之為  

  Seediq，其意皆是此族「人」之自稱詞，而因筆者屬於 Toda 語群的人，所以為了在使用上 

   比較順口，因而用 Sediq 代替其他語群的 Seejiq、Seediq 之意。但如遇需要加以區別 

   各語群中關於「人」的意思時，則一併加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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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圖 1-2-5 賽德克族分類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彙製而成。 

自此進入到民國時期，學者對於泰雅族的分類研究，不外乎建立在日治時期

的研究成果。因此在學術的研究脈絡中賽德克族確實有異於泰雅族的事實存在。

本研究根據學術研究的脈絡整理出關於賽德克族在日治時期民族分類的定位。見

圖圖圖圖 1-2-6 泰雅族與賽德克族分類組織架構圖 

圖 1-2-6 泰雅族與賽德克族分類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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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彙製而成。 

根據學術的研究脈絡並將日治時期對於泰雅亞族與賽德克亞族所做的研究做

進一步的比較與分析，如上圖 1-2-6 所示，便可以清楚的比對出兩者之間的差異，

由此也可進一步反問，假若確立了日治時期對於泰雅族的分類系統的話，那麼賽

德克族在這個分類系統中是否也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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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賽德克三族群傳統社會關係賽德克三族群傳統社會關係賽德克三族群傳統社會關係賽德克三族群傳統社會關係 

一、賽德克部落的傳統信仰與生活 

賽德克族的傳統信仰核心建立在對於祖靈（Utux）的崇拜以及社會生活規範

（Gaya/Waya）的恪遵之上，換句話說賽德克人的信仰觀是將對於祖靈的敬畏之

心實際履行於日常生活中所遵守的社會規範，是一種將信仰具體實踐的信仰觀。

在探討傳統信仰之前，就必須要對 Utux 與 Gaya/Waya 有基本的認識。 

1. Utux 

最早對於德賽德克族的 Utux 提出論述的學者為日治時期的人類學家森丑之

助。森丑氏於 1914 年即認為 Utux 即是「靈魂」，又是「神」，也是「妖怪」之看

法，可見 Utux 在賽德克的社會中是以多元的面貌呈現。59其後 1915 年《番族慣

習調查報告書》這本研究報告書中對於 Utux 的觀點有以下的論述： 

Tayal 族雖尚無可視為宗教之物，但一般說來他們只相信靈魂不滅，

並且對此有祭祀祈禱之儀式，可見宗教已開始萌芽。但是本族只有敬畏

靈魂、祭祀靈魂之習俗，還不至於祭祀天地、日月、星辰、雲雷、山川

等等。也就是說其宗教的對象，僅有唯一的鬼靈。 

番語所稱之「Utux」主要使指死者之靈魂，但有時候似也指稱無形

之神。……番人認為「Utux」不只一個，而認為其中既有遠古之祖先，

也有新近死亡的，有勢力強的，也有勢力弱的，有能帶給人吉凶禍福的

和完全無此能力的等等，這些全都是「Utux」60。 

從上述文獻中便可得知賽德克人的傳統信仰觀，相信靈魂不滅並且對於靈魂

有絕對的敬畏以及有祭祀靈魂之習俗。在文中也透露出 Utux 是讓賽德克人具有敬

畏與崇拜的雙重特性，端看賽德克人此時所敘述的 Utux 影射的是甚麼，例如當談

到 Utux Tmninun（編織神靈）時，就呈現絕對的敬畏61。當提到 Utux 的話，就會

                                                
59 關於 Utux 的轉譯在各研究成果中多有論述，歸納其意義具有崇拜以及敬畏之意雙重意意，因 

   此在漢字轉譯上研究者認為很難將其意義框架於單一名詞中，有鑑於此，本研究中以保留原音 

   拼音的方式表示之。 
60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一卷泰雅族》，中研院民族所，頁 39-40。 
61

 Walis Ukan＜霧社事件七十周年回應文＞《霧社事件 臺灣人的集體記憶》，臺北市：前衛出版 

   社，2001 年，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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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地懼怕、畏懼62。 

對於賽德克族有關 Utux 的研究最詳細者為小泉鐵（Koizumi Tetsu），在其 1928

年針對霧社地區進行了調查工作，整理為下： 

Utux 是永遠存在而不會滅亡，人屍體旁會有 Utux，人的命運 Utux

所掌控，善的 Utux 會保護人，但不會庇佑不獵首的男人及不會織布的女

人。邪惡的 Utux 具有怨氣，它會使人受到傷害甚至面臨死亡。對於破壞

傳統習俗或 Waya（祖先遺訓）的人，會受到 Utux 的懲罰63。 

從這段文獻資料來看可以發現 Utux 在賽德克人日成常生活中具有完全宰制

的作用，賽德克人的命運以及生活所作所為都在 Utux 的管理之下，並且具有賞罰

分明的制裁能力。  

對於小泉鐵的研究久部良和子（Kubura Kazuko）有做比較詳細的歸納與整理： 

（1） Utux 的樣子就是人被埋葬的樣子。 

（2） 人的命運完全受到 Utux 的支配。 

（3） 夢是 Utux 的顯現，藉著夢境可以判斷命運。 

（4） 善良的 Utux 會向人顯現訓戒的夢，不會讓人受苦。他們一定會守護

人，不會讓人被殺。然而，善良的 Utux 不會庇護不狩獵、不織布的人。

Utux 會因人的善惡而分別賜福降禍。 

（5） 邪惡的 Utux 會讓人做喝毒藥、殺人的夢，而且會在半夜掐住人的咽

喉，使人受窒息之苦。邪惡的 Utux 會生氣，碰到生氣的 Utux 的人會

死去或受傷。 

（6） Utux 是永生不滅的。 

（7） 不論白晝黑夜，走到深山林中，即使沒有風，也會有樹葉的沙沙聲或

是聽到說話的聲音，那就是 Utux。Utux 會跟人講話，但不會回答人的

問題。 

（8） Utux 代表先人的遺訓，憎恨破壞傳統習俗的人。對男女通姦的事特別

憤怒，Utux 一定會予以懲罰。 

（9） 看到 Utux 的人會生病死去。半夜看到人的影子的話，那就是 Utux。

常供祭物品的人不需要怕 Utux。如果在半途中遇到了 Utux，要趕快回

家殺一頭豬做 smappo 以驅邪。晚上走在路上會遇見 Utux，但只要拿

                                                
62

 國分直一《山と高砂族》，臺灣時報，1937 年，8 月號，頁 46。 
63 小泉鐵（Koizumi Tetsu）＜霧社番社會組織とガザの研究＞《民族雜誌》，1928 年，頁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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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火把就沒事。Utux 會躲在在草叢、森林中，半夜出來嚇人，如果遇

到了，只要丟石頭趕走 Utux 就行。 

（10） 夜晚會看到忽明忽滅的火光，這是 Utux 之火。看到的人會生病。 

（11） 飆風是 Utux 在作祟，遇到的人會生病。 

（12） 屍體的旁邊一定會有 Utux，所以不敢靠近屍體。尤其是意外橫死的屍

體，他們絕對不靠近。連橫死的地點也絕對不敢靠近，更不用說走過

該地或在那裡耕作。 

（13） 用手指彩虹是禁忌。如果手指了彩虹的話，手指會彎曲，甚至會斷掉。 

（14） 邪惡的 Utux 會依附在家中物品或工具上。如果把附了 Utux 的東西賣

給別人，這東西會再回身邊。如果別人買了這樣的東西而遭遇不測的

話，要負賠償之責64。 

在以上的歸納整理，其中（2）（4）（5）（8）（9）（10）（11）（12）（14）便是

規範賽德克人於日常生活中甚麼該做甚麼不該做，體現出 Utux 另賽德克人敬畏的

一面。因為在這些規範之中，只要違反了 Utux 便會招致懲罰，甚至導致死亡，因

此賽德克人無一不遵守這些規範。這些規範都是實際表現於日常生活中賽德克人

之間的互動。例如在（14）項中，就規範賽德克人在生活中交易物品的時候，不

能抱有陷害他人之心，因為如果販賣或交換有 Utux 的物品時，Utux 並不會因此

易主，而是會回到原來物品持有者身邊。用這樣的方式來規範賽德克人在交易物

品時有此警惕之心。Utux 賞罰分明的特性於此展現。 

在掌握了 Utux 的基本特性之後，根據上述對於 Utux 的整理中以及賽德克部

落中關於 Utux 的辭語做一比較研究，以期從生活中理解 Utux 在賽德克人的信仰

中所扮演的角色。 

（1）Utux Rudan 

「Utux」是靈的意思；「Rudan」是指老人的意思，在此 Utux Rudan 意旨部落

中已過世的老人、長輩，特別是指自己的親友。姑目‧荅芭絲在其口述資料中對

於 Utux Rudan 有這一段敘述： 

突然，我的女 Taka 不知道怎麼樣？我發現她的眼神似乎有些失常的

狀態！她對我說：「我的頭正在發痛啊！」我則回答說：「我想，不是頭

痛，一定是我的父親想念（kmdamac）妳的記號，風而來與你相知相繫

在一起，讓妳知道他是在想念妳。」……。 

                                                
64 久部良和子（Kubura Kazuko）《賽德克人霧社群的祖靈觀》，臺大人類研究所，1991 年，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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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沒有感覺到父親想念我的記號，然而，當我的女兒被風擁

抱（qrapan bihul）的時候，我確實知道，我的父親現身（sasaw）享受遲

來的含飴弄孫之樂，這樣，我的心裡就感到心滿意足65。 

從上述的口述資料中可以發現幾個觀察點，第一 Utux Rudan 的現身是藉由風

的方式，這在賽德克族的說法為 qrapan bihul；意即被風靈抓住。第二賽德克人知

道自己的 Utux Rudan 會用甚麼方式來表明對於子孫的思念，這也印證了小泉鐵的

研究 Utux 是永生不滅的，他就隨著風向著自己的子孫表示對他們的思念。 

（2）Utux Tmninun 

「Utux」也是指靈的意思；「Tmninun」在賽德克語是為編織的意思，Utux 

Tmninun 意指編織賽德克人生命的神，在賽德克的社會中，對於 Utux Tmninun 必

須要絕對的敬畏，絲毫不得冒犯，否則會帶來生活中的不幸。Walis Ukan 對於 Utux 

Tmninun 有這樣一段的論述： 

編織神靈掌握著人的生命，人才有生命氣息。唯獨祂編了人的生命，

祂是賽德克族裡至高的神靈，無人曾看過祂的臉面，無人能描繪或製作

編織神靈的形象，也無法用男性與女性的性別來形容祂66。 

上述的資料中可以很明顯的發現，敘述中對於 Utux 的概念與小泉鐵中的概念

有很大的區別，這是因為在賽德克的社會中 Utux Tmninun 就代表著至高的靈、至

高的神，祂不像 Utux 一樣會躲在草叢間出來嚇人，Utux Tmninun 的形象是不會

讓人看見的，祂就是賽德克人世界觀中創造這個天地的至高神，祂會來到賽德克

人之間但卻不會讓人看見祂。 

（3）Hakaw Utux 

「Hakaw」在賽德克的語意中意指橋的意思，Hakaw Utux 在翻譯上有人譯成

「神靈橋」、「靈魂之橋」，但探究其意，Hakaw Utux 在賽德克人的認知中祂是一

座當賽德克人死後所必經的一條路，是一條通往祖先之地的路。因此筆者認為譯

成「祖靈之橋」較為恰當。Hakaw Utux 所聯繫的便是賽德克人的生命觀，人死後

都必須要走過這道橋，才能抵達與祖先相會的地方。 

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Utsusikawa Nenozo）所蒐集的「靈魂之國的傳說」這

則賽德克族的神話故事，便可知道 Hakaw Utux 在賽德克人的觀念中所蘊藏的意

                                                
65

 姑目‧荅芭絲《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臺北：翰蘆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182-183。 
66 Walis Ukan（2001：206）。 



                                                  第壹章 南投賽德克三族群之分類與互動 

 43 

涵： 

凡是地上出生的人，死後都要到「靈魂之國」。在往「靈魂之國」的

路上有一座「靈魂之橋」，橋口有一隻看守的蟹，會要求：「把你的手給

我看看」，然後摸一下，如果手上的紅顏色摸了不會脫落的話，可以通過。

因為藩是獵過人首的人手上沾的血摸了不會脫落，或是會織布的女人手

上沾的紅色染料也不會脫落，這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女人」67。 

另一則是劉育玲所採集關於 Hakaw Utux 的神話故事： 

人死之後，他的靈魂一丟要通過靈魂橋。所以靈魂橋，就是靈魂走

的橋。當人的靈魂要經過靈魂橋的時候，橋頭會有祖靈守護著，準備要

檢查人的手。男人如果是一個善於狩獵或曾經砍過很多人頭的英雄，則

他的雙手會流有紅色的血痕；而女人精於織布的話，雙手也會指滿厚厚

的繭。因此，指有擅獵能織的紋面男女才能通過檢查，順利走過靈魂橋

與歷代祖靈在一起。至於沒有通過的人則會掉至橋下，進而被橋下的大

螃蟹所吞噬68。 

分析以上兩則傳說故事，大體上結構相同，所敘述的內容也大致相同，都是

在敘述賽德克人的生命觀，皆認為死後賽德克人都要接受審判，以確認是否能通

過 Hakaw Utux 抵達祖先之地。不同之處在於兩則故事中守護 Hakaw Utux 這座橋

由螃蟹變成祖靈，以及由紅色的染料變為厚厚的繭。如此的轉變若從傳說故事的

蒐集年代來看，便可看出這之間的變化。第一則是日治時期日本學者所採集的故

事，而第二則則是劉育玲於當代所採集的故事。在賽德克的社會中對於螃蟹的深

層意涵已經不可考，而在日治時期所採集的資料中，對於螃蟹的社會意涵也沒有

做深入的詮釋。因此筆者認為由螃蟹轉變為祖靈便是一種試圖將神話傳說合理化

的一個過程。即便如此，在這兩則故事中都指向一個焦點，就是賽德克人死後必

經過 Hakaw Utux，經過 Hakaw Utux 時要經過審判，之後才能回到賽德克人終身

所寄託之處；祖先之地。 

2. Gaya/Waya 

Gaya/Waya 簡單來說就是維繫賽德克人對於 Utux 的崇拜與敬畏，並且將之付

諸於日成生活之中的生存法則。對於 Gaya/Waya 的研究長久以來不乏有人做相關

的論述。衛惠林（1972）在《臺灣省通志》一書中便以「同祖世系，同出自一祖

                                                
67

 久部良和子（1991：46）。 
68 劉育玲 ＜臺灣賽德克族口傳故事研究＞，花蓮師範民間文學研究所，2001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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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地，或共同生活相比鄰之住區者，無論在其一社以內或跨及兩社以上之社地，

共同舉行祭祀，保守其傳統習慣，……屬最大之血親團」69來論述，用社會組織

的概念來理解 Gaya/Waya 的社會功能。余光宏則認為「Gaya/Waya 真正的內涵除

了一般的風俗之外，尚包含法律、道德、禁忌、儀式、禮俗、規範等，……於是

形成一個共作、共祭、共守禁忌、共赴罪責的群體」70。余氏對於 Gaya/Waya 多

元複雜性提出了看法，但在其總結的部分依舊以「群體」的概念做總結。廖守臣

認為「Gaya/Waya 一詞，為『風俗習慣』或『習俗』的意思，一個泰雅族人一生

中須依照傳統習俗所支配的生活規範、價值判斷等，以維繫該族群人的生存，並

與以傳承與維護」71。廖氏將對於 Gaya/Waya 觀察的視點轉向作為部落生活規範

的社會功能。沈明仁則認為「此一族群生活與生命中的信仰基礎」72，沈氏認為

Gaya/Waya 已作為族群的信仰內涵加以論述。因此從各研究者對於 Gaya/Waya 不

同切入的觀察研究，對於 Gaya/Waya 的理解重點也就呈現出不同的論點。由此也

顯示出 Gaya/Waya 研究的複雜性以及多樣性，很難用單一定義來總括，因為這些

觀察確實都呈現出 Gaya/Waya 的社會現象與其功能。 

接下來根據賽德克社會中實際運行的 Gaya/Waya，觀察在實際運行中

Gaya/Waya 是如何規範賽德克人的社會成為一個共作、共祭、共守禁忌以及共負

罪責的生活共同體。但由於所涉及的種類繁多，在此僅提出幾點觀察的點，來檢

視其有關的社會功能。 

就 Gaya/Waya 的社會組織來看。一般研究者對於 Gaya/Waya 的概念會從「集

團」、「群體」的概念去探討 Gaya/Waya 的社會組織模型，誠如上述衛氏與余氏的

論點，認為 Gaya/Waya 是構成賽德克社會集團形成的重要因素，然就小泉鐵對於

賽德克族的觀察，認為： 

「就部落的構成型態，筆者曾努力嘗試找出幾個社會性的要素來，

但是不管在 Parlan 社也好，在此地（Hogo 社）也好，終究無法掌握其

社會組織脈絡。為依其更作地的關係，只能說他們是因地緣關係而形成

『集團』，同時也是為了利益所趨，才加入一個強勢集團受其支配。除此

理由之外，已看不出現在的『集團』具有甚麼特別的意義了。」73
 

                                                
69

 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編著《臺灣省通志卷八同冑志泰雅族篇》，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72，頁 10。 
70

 余光宏 ＜東賽德克人的社會組織＞，南港：中研院民族所，1981，頁 101。 
71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蓮：私立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1998 年，頁 50。 
72

 沈明仁《崇信祖靈的民族賽德克人》，臺北：海翁出版社，1998，頁 19-22。 
73 小泉鐵（Koizumi Tetsu）《蕃鄉風物記》，東京建設社，1932 年，頁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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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敘述是小泉鐵自 1927 年以來對於賽德克社會所作的觀察，其論點認為賽

德克族的社會組織就當時的觀察看來，並無法用「集團」等概念加以理解。因為

當時構成集團的條件要素是很薄弱的，並不像以血緣等要素所構成的集團來的穩

固。換句話說，Gaya/Waya 是構成賽德克社會組織的精神總則，但是自日治時期

以來 Gaya/Waya 在部落中呈現的卻不如概念中「血族集團」那樣穩固，如此的觀

察點拉到當代也同樣能有此現象。同一個 Gaya/Waya 的部落彼此在關係連結的部

分，幾乎是看不到。因此與其說 Gaya/Waya 是「血族集團、祭祀集團、共食集團」，

不如說是有一共同但不明確的「習慣」和「遺訓」來的恰當。久部良和子（1991：

55）。 

關於出草的 Gaya/Waya。在賽德克的社會中出草的意義在於維持部落與部

落、族群與族群社會互動關係而發展出來的互動機制。Gaya/Waya 作為維繫出草

行為準則；是一套嚴密且繁瑣的儀式性行為，其中必須要透過夢占、鳥占等儀式

後始能進行出草。並不是隨心所欲就能進行的，況且在獵取首級之後，獵得首級

者必須要宴請部落裡的人共襄盛舉，有時便要耗盡畢生積蓄只為舉辦獵得首級的

宴會。 

二、賽德克三族群的傳統社會關係 

賽德克部落的傳統社會關係建立在賽德克族兩類五道關係74。以 Sediq（人）

為中心點，Sediq 對 Utux 崇拜與敬畏的關係；Gaya/Waya 在人日常生活中所規範

的關係；Sediq 與 Sediq 互動關係；部落與部落的互動模式；族群與族群的互動關

係，這是一道一層又一層交相互疊的關係，見圖圖圖圖 1-3-7 賽德克傳統社會關係原形

圖。 

 

 

 

 

 

 

 

                                                
74 筆者認為賽德克社會關係可以分為兩類五道關係。第一類關係為賽德克人的超自然關係；人與 

   靈的關係、人與社會規範的關係，第二類關係為賽德克人的社會關係；人與人的關係、部落與 

   部落的關係、族群與族群的關係。這五道關係是同時進行於賽德克社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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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7 賽德克傳統社會關係原形圖 

 

資料來源：由筆者自行繪製而成。 

圖說 ：a. 中心圓點表賽德克人 

  b.上圖橢圓處表靈的位置 

  c.第一圈表人與人的互動圈 

  d.第二圈表部落與部落的互動圈 

  e.第三圈表族群與族群的互動圈 

 

上圖所示便是賽德克傳統社會關係圖，是一套嚴密的關係圖，每一層的關係

都是建立在恪守 Gaya/Waya 的基礎上。換句話說，在賽德克的社會裡 Gaya/Waya

具有維繫每一層關係之間的穩定作用，不論是對靈或是對人，Gaya/Waya 都起了

規範的作用，賽德克人就在 Gaya/Waya 的世界觀之下進行不同層面的互動關係。 

賽德克族歷經了不同的統治政權，直接衝擊到的是自亙古以來維繫賽德克社

會秩序的 Gaya/Waya 機制，導致社會關係失衡的情況層出不窮，在面臨這樣的衝

擊究竟賽德克社會產生了些甚麼樣的變化？又 Gaya/Waya 在這一波又一波的無情

衝撞下所產生的結果是徹底瓦解？還是轉化適應？便是筆者所最關注的焦點。 

（一）清朝時期的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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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時期對於賽德克族的紀錄零星、片段為其特點，此時期多記錄關於賽德

克部落的位置等基礎的敘述，對於賽德克三族群的社會關係並無直接的記載。但

可以從與鄰近族群的互動中看出此時期賽德克族群的社會關係，簡史朗對於中部

平埔族的研究中記錄著： 

中部地區各社的平埔族開始移入埔里盆地，其中巴宰族或因大批一

入的時間較晚，在原居地又以武勇著稱，有不少被分配居住於靠近「泰

雅族」領域的山邊充當屯丁，不但時常與「泰雅族」交戰，也與他們通

婚，其中又以蜈蚣崙庄與守城份庄最著名。特別是蜈蚣崙，在日人勢力

進入此地之前，幾乎所有入山者，都是藉由嫁入此地的泰雅婦女為嚮導，

才能進入霧社山區。Tgdaya 群即有數名婦女嫁給 Kahabu，日劇初期遊

說 Tgdaya 群讓日本人進入霧社山區的 Iwan Robo 即是其一。75
 

以及： 

埔里所屬有南番，有北番。南番歸化久，出亦不滋事。北番出，則

軍民爭殺之；即官欲招撫，民亦不從，…。民殺番，即屠而賣其肉，每

肉一兩值錢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後，頃刻而盡；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

膏』，價極貴。官示禁，而民亦不從也。76
 

第一則的資料記錄於 1823 年（道光四）關於平埔族大遷移的記載，但就其全

文的敘述，似有經後人加以補述的痕跡，因其敘述是從平埔族的遷徙一直到 1895

年日殖政府進入之後。文中記述著當中部平埔族遷移至埔里盆地時與「泰雅族」

的互動關係，文中的「泰雅族」筆者認為就是包含霧社地區一帶的賽德克族群。

此時期社會關係可以看出其劍拔奴張衝突一觸即發的危險關係。平埔族與賽德克

族群的關係維繫在相互制衡與通婚的微妙關係之上，並且也可以看到 Kahabu
77（平

埔族）居中所扮演角色，作為內山與平地的緩衝地區。文末並且敘述 Tgdaya 人與

Kahabu 人通婚的情形，至今賽德克族仍稱今蜈蚣里地區為 pokan drodux（註：pokan

為吃，drodux 為雞，此為 Tgdaya 語），根據語意上推測，似乎是因為彼此通婚的

關係，使得來此地會受親戚招待，而有這樣的稱呼。 

                                                
75

 簡史朗（2005）。 
76 同上註。 
77

 Kahabu 一詞為賽德克族群稱呼埔里地區平埔族群的總稱，平埔族群的遷移北至苗栗通霄、南 

  至雲林斗六廣大區域內的平埔五大族群，包括道卡斯、巴宰、巴布拉、貓霧拺、洪雅諸族，透 

  過屯制的聯繫，組織成大規模的集體移墾行動，遷移至埔里盆地。Kahabu 一詞在賽德語裡並無 

  貶低等負面之意，然語意無可考，意指埔里地區之平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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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資料則是記載於 1892年（光緒十八）的敘述，敘述中透露出當時在埔

里地區閩客族群與「北番」的互動情形，文中的北番似是指稱包括霧社地區的泰

雅族與賽德克族群。此資料既血腥又寫實的紀錄著當時平地與內山之間的互動關

係。 

清時期或因政策的關係對於內山族群的紀錄闕如，此時期的賽德克族群互動

關係，只能從這些零星的記錄中拼湊當時的社會關係。整理歸納此時期的社會關

係，與外族之間已建立通婚的關係，並且此時的社會氛圍是處於隨時都有衝突產

生，至少從上述的文獻資料都指向這樣的互動模式。此時期受限於資料的闕如，

因此無法進一步分析賽德克三族群於此時期的社會關係為何，僅能從與外族的互

動中粗略的了解此時賽德克社會的發展情形。 

（二）日治時期的互動情形 

進入到日治時期，此時期對於賽德克社會來說衝擊最大的莫過於衝撞固有的

Gaya/Waya 系統。或許在清末 Gaya/Waya 已受到了外族的挑戰，但可以想見的是，

衝擊不會很大，因為即便清政府於文獻中記載致霧社地區已納入了清政府的管轄

區，但是實際上賽德克族群依舊過著由 Gaya/Waya 系統所規範的社會關係。 

當日殖勢力進駐之後，起初，賽德克社會所面臨到的是與日本「理蕃」政府

的互動，例如 1897 年的「深堀大尉事件」、1902 年的「人止關事件」。因著理蕃

政府居中策應導致與鄰近族群的互動，例如 1903 年的「姊妹原事件」。至 1908

年 4 月，日警在霧社地區設置霧社警察官吏駐在所之後，逐漸發展為賽德克族群

之間以及與外族的社會互動關係，這可以從日治時期的文獻記載中看到。這之中

不單單表現在武力的衝突，同時也表現在文化的衝突，此部分筆者將另闢章節深

入討論與分析，於此以圖 1-3-7 賽德克傳統社會關係原形圖概念性論述。經由圖

1-3-7 中所示，賽德克族群的社會關係互動模式依原形圖所示是建立在 Gaya/Waya

的社會規範模式中，但「理蕃」政府進來之後，便將 Gaya/Waya 維持社會秩序的

功能團團包圍並以警察統治取而代之。因此在日人統治框架下無所不用其極的衝

撞與破壞 Gaya/Waya 的社會功能，直接導致箝制賽德克人的社會觀，Gaya/Waya

的功能於此逐漸式微，見圖圖圖圖 1-3-8 賽德克傳統社會關係變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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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8 賽德克傳統社會關係變形圖 

 

資料來源：由筆者自行繪製而成。 

圖說：a. 依圖 1-1-6 為基礎。 

      b. 壟罩於日治時期框架下。 

      c. 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等因素衝撞 Gaya/Waya 建立的穩定社會機      

        制。 

依據日治時期賽德克三族群的互動模式歸納出此時期三族群的組織結構圖

表，見表表表表 1-3-17 賽德克族組織結構表與圖圖圖圖 1-3-9 賽德克族組織結構圖。第一層級

為 Sediq Toda、Seediq Tgdaya、Seejiq Truku（賽德克人）；第二層級為 Alan（部

落），此時期觀察到的為在日治時期的賽德克部落關係，同時也是此時期發展最為

熱絡的互動關係；第三層級為 Kluwan dsediq(族群)，這層級的組織比較少出現於

賽德克的落之中，主要原因在於此時期以 Gaya/Waya 為連結的族群亦或語群同盟

是非常鬆散的，誠如小泉鐵對於霧社地區 Gaya/Waya 於社會組織中的觀察認為此

時期的三族群聯結並不若「集團」來的穩固，或因自身的利益而加入此群體時有

所聞。況且此時期賽德克人的認同仍以部落認同為主，每個部落就等於每個獨立

的政治實體，彼此牽制但卻不隸屬於誰。於此時期出現族群的概念，來自於「理

蕃」警察在動員「味方蕃襲擊隊」時，便會以「霧社蕃」、「Toda 蕃」、「Truku 蕃」

的概念加以分類。第四層級為 Sediq Balay(賽德克族)，第四層級自日治時期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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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以來可說是不曾出現於官方的分類系統之中。但筆者認為，若是根據日治時期

的人類學者所認定一個民族的客觀指標時，第四層級的組織結構是存在的，即便

只是「認同雛型」78卻已經具備形成「族」的客觀條件。 

表 1-3-17 賽德克族組織結構表 

第一層 Sediq(人) 包含三語群的人。 

第二層 dAlang(暫譯：部落) 在神聖空間概念下的

一群人，認同最大邊

界。 

第三層 Kluwan dsediq(族群) 日 治 時 期 強 化 其 認

同，史料中不時出現

「 霧 社 蕃 」、「 Toda

蕃」、「Truku 蕃」的概

念。 

第四層 Sediq Balay(族) 自 1997 年至今持續推

動的「族」的概念。 

資料來源：由筆者歸納整理。 

 

根據上表係為筆者整理歸納自日治時期以來賽德克三族群於理蕃政府管理下

所產生的不同概念。筆者便從賽德克人的個體、群體以及集體等概念將之歸納為

四個組織層級。然值得留意的是，每個層級並非穩定、固定，端視理蕃當局如何

運用操縱三族群為依據，而有所變更。 

 

 

 

 

 

 

 

                                                
78

 若以當代對於民族認定的法則來看，認定一個族群為民族時必須要同時具備客觀條件與主觀認 

同兩項重要的指標，始能被認定為一個具有法律明文保障的民族。然而於此時期的賽德克族群 

雖然具備了客觀條件，但是由此時期賽德克族群的互動關係來看，很明顯的由於部落認同為此

時期最大的認同邊界，因此研究者將之稱之為「認同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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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9 賽德克族組織結構圖 

                  

資料來源：根據表 1-3-17 繪製而成 

 

根據上圖所示，為賽德克人於日治時期以來，經由理蕃當局的分類以及在管

理上所出現的對於賽德克三族群的概念，亦或三族群自我認同的群體概念。筆者

觀察在這時期三族群因著被管理以及本身的認同，在我群與他群的邊界時有所變

更。Sediq（賽德克人）作為基本單位，因著對於部落神聖空間的認同，使得賽德

克人的部落認同為其主要邊界。但自理蕃當局的管理策略，跨部落的認同逐漸取

代單一部落的認同，這從理蕃當局移居部落集中管理便可發現其認同邊界的變

遷。再者，從事件中理蕃當局編組襲擊隊所分類的「霧社蕃」、「Toda 蕃」、「Truku

蕃」的概念，而使得出現 Kluwan dSediq（族群）的概念。最後則為筆者所關注的，

日治時期「賽德克族」集體的概念。雖然在官方的認知上並無這樣的概念出現，

但是根據筆者的研究，認為可以歸納出「賽德克族」集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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