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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有關「台灣排灣族閣樓膠卷・相片」上映調查的來歷及當地的評價
Regarding the“Taiwan Paiwan Tribe’s Attic Film and Photos” Film Screening
The Process Leading to the Screening and Survey along with Local Reception

林 志仁
LIN Chih-jen

　　　　　　　　　　　　　　　　　　　　　　　　　　　　　　　　　　　　　　　　　　　　

一、前言與背景

　　透過日本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友人野林厚志先生的關係，本人於 2010 年 11 月 9 日接獲日本神

奈川大學小熊誠先生的 e-mail，請求協助 12 月 27.28 日兩天到屏東縣瑪家鄉及泰武鄉，有關 1937 年

日本學者所拍攝影像調查事宜，站在辦理台灣原住民族（1）文化教育業務工作之立場上，本人向機關長

官鍾興華局長轉知此項調查工作必須提供箱型車、吉甫車各一輛及司機２位支援，幸獲得鍾局長重視

並核准全力配合等等指示，本人即刻告知小熊誠先生此訊息，另外，因為本人日語程度不好，為使協

助工作能順利並達到預期目的，本人邀請了研究排灣族自身文化、語言、歷史、社會、自然方面有成

就的民俗學者專家華阿財先生大力協助本項翻譯與協調事項，幸獲鼎力支援。

　　初期在安排將要訪問的部落時，因前一年 2009 年 8 月 8 日台灣南部遭逢莫拉克颱風侵襲（2），造

成高雄及屏東地區水災有些平原鄉鎮淹水，山區土石流災害頻傳，使南部山區多數無法通行，有的成

了孤島甚至人遭活埋，最慘痛的是高雄縣小林村（屬平埔族群靠近那馬夏鄉布農族部落）一夜之間總共

被活埋及失蹤計四百九十七名族人，至今下落不明。計劃中要訪查魯凱族（3）的阿禮及大武部落，因位

居隘寮溪北岸屬危險區域，道路中斷無法到達外，南岸的瑪家、泰武、佳平部落則是可以安全到達的

地區，因此聯絡了當地耆老並安排好訪問的地點，調查工作就只等待日本神奈川大學日本常民文化研

究所所長 佐野賢治博士所率領研究人員到來。

二、實地訪查探勘

　　2010 年 12 月 27 日（第一日）訪查工作開始，上午先到泰武鄉佳平村文化館放映影像，現今之佳

平村是日治末期新遷村地（4），位在大武山西側山脚下離平地萬金村不到一公里，海拔約 100 公尺左

右，當天佳平社周姓頭目及兩位耆老及當地民眾約 6位共同觀賞影片，並進行查證詢問事項，一邊播

放影片一邊解釋說明及答覆，文化館墻上也貼滿了舊佳平社手繪部落地圖，清楚標明每一住家在村莊

位置圖，另外館內也擺了一些文物及手工藝品（5）。

　　簡單中餐後就驅車爬到海拔 900 公尺大武山山麓佳平社原址現勘，由周義男頭目（他去年已過世

享年 63 歲）安排一位族人嚮導，現場探查影片中實景 ；隨即下山到海拔 800 公尺泰武社（村）訪查，

此部落日治時期就在現地，有華安義先生、顔和先生兩位頭目（6）及五位耆老共同調查，因為該地點無

法播放影片，因此以照片內人物、器皿等做為查詢資料。兩位頭目因自己種植咖啡（7）自己烘焙自產自 

銷，所以邊研究邊喝咖啡，傍晚跟著太陽下山而循道返回高雄。

　　12 月 28 日（第二天）上午到北葉舊部落遺址實地探查，由柳基恩頭目及尹姓長老兩位擔任導覽

及探查工作，隨後到達瑪家部落由大頭目徐春美女士及當地耆老接受訪查，下午則到台灣原住民族文

化園區參觀文物館、音樂舞蹈、魯凱族神山社頭目家屋石板復建工程（8），參訪後返高雄結束了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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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工作。

　　第二次調查時間為 2011 年 12 月 18.19 日兩日，因有先前之經驗協調事項較為順利，參與受訪調

查人數也比前一年多，這次則由高誠玲先生負責與我聯絡，此次前來目的是延續前一年尚未完成的查

證工作，因高誠玲先生請求本人推薦下榻飯店，就選擇在屏東市富光飯店，距離調查地點只有三十分

鐘車程，所以往返便利時間比較充裕。2011 年 12 月 18 日（第一日）上午在本人服務機關台灣原住民

族文化園區會議室放映影片，邀請瑪家大頭目徐春美女士及地方耆老受訪調查，下午則到北葉舊部落

遺址及瑪家村實地探查。

　　12 月 19 日（第二日）上午前往泰武鄉佳平村老人會館，與四十多位泰武鄉老人會會員共同觀看

影片並接受訪問調查，相互印證影片內人物、物品、器皿名稱、族語發音等等，因下午須趕回去日

本，所以至中午一時結束第二次訪查工作。

三、受訪人員感想建議與評論

　　綜合以上 2010、2011 年兩次訪查工作，對於被受訪查人員反應與感受，以及神奈川大學常民文

化研究所研究主題內涵，感想與評論茲分述如下：
一、觀看影片之後，被訪問者對影片拍攝日期已那麼久遠，自 1937 年至今，還能保存如此清晰

完好，以及當時日本學者為了研究工作不辭辛勞，不怕危險深入北大武山麓各排灣族部落拍攝珍

貴的 動畫影片，深感欽佩與尊敬，感佩之心無以言喻。

二、北大武山是排灣族之聖山，相傳祖先發源之地（9），因此受調查之各個部落都互有姻親關係與

結盟之約，尤其在二戰結束前二十年理蕃政策大致已有重大進展與成果，各部落間之爭戰消弭

中，鹹首習俗逐漸革除，另外對於台灣各地土著蕃地的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在影片中所呈現的

生活用品、器皿、狩獵用補獸器與農耕器具、鐵器、滕製品等等物品，或是農作物的栽植與收成

如蕃薯、小米、芋頭、及燒耕技術等，因地處在大武山西麓大生活圈區域內，所表現的形式樣式

上都是相類似的，極少不同之處，包含衣、食、住行、娛樂、舞步、狩獵方式等，物質文化及祭

典儀式都呈現出以北排灣 vuculj方式呈現之樣貌。

三、自 1896 年起，居住於日本德島之鳥居龍藏博士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邀請赴台灣研究並拍攝

動物、植物、地質、人類學方面影像，台灣原住民族（土著蕃族）研究才正式開始受到日本學者

專家重視，五十年來的大量研究、記錄、並發表出書，奠定了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的深根基礎與

權威，當中有不少學者專家，其研究成效足以傲視學術界，另外有學術團體及政府機關部門之大

量投入，整合了所有資源與研究方向，才有今天的輝煌成果。譬如：上述鳥居龍藏先生的「台灣

原住民文化研究與影像」；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先生的「二戰前之語言研究」；伊能嘉矩先生的

「台灣文化誌蕃語調查」；馬淵悟先生的「台灣原住民各族人像、體質測量」；湯淺浩史與賴川孝

吉先生的「鄒族影像」；千千岩助太郎先生的「蕃族住屋測繪圖與影像」；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

慣調查會研究調查編著的「蕃族慣習調查」；以及鹿野忠雄先生、馬淵東一先生…等等，學者專

家所研究發表的論文不勝枚舉，此乃關係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化後備者，以及族人後代研究自己本

族文史、文獻深具正確研究方向之無限參考價值。

　　但不可諱言，由古至今有些對台灣原住民族之研究調查，因時代背景轉移、資料蒐集不足、

方向不明確、另外，因挑選的報導人誇大解釋文化現象而脫離主題，亦或是語言上之隔閡，因而

造成研究結果偏頗而被批判的也不在少數，此乃學術研究美中不足地方，尤其在 16 至 18 世紀歐

洲人對台灣原住民的描述、記錄、繪畫中都充滿異族（他族）想像而受到極大批判與質疑。

　　貴所之研究、調查、記錄、整理等各項工作並無上述現象， 足見貴所優秀團隊受貴國重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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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地方，在學術領域與業界一定有深厚地位與權威。

四、以台灣南部就排灣族原住民之居住地而言，在日本大正年間 日本研究學者將其族群分佈分

為 ravar、paumaumaq、tjakuvukuvulj、paliljaliljau、paqaluqalu等五個大區域部群，除 ravar
部群外其餘四個部群都被統一稱為 vuculj系部群。

　　關於貴所兩次來臺灣屏東之民族及人像之現地查訪都有相當的調查與成就，唯因調查時間短

促，所提供的昔日照片，族人在辨認上尚有欠詳或不足之處，或許是問題在於參與受訪查的族人

中其祖先是由其他部落者遷移同住現在的部落，是以不能也無法任意的辨認影片之人名，以致留

下不少未記錄原名之照片，實感遺憾，此後倘若尚有機會，建議請改變展示照片的方法轉為普遍

化及充分性，使族人及耆老能完全詳細審閱討論以致臻於完全與完成。

　　此外，所展示之所有相片中有不少係其他（上述所述）部落有關係及關聯者，但未能一同前

來參與訪問調查以致有遺漏之憾，本案可以在另一訪查階段可以與國內「台灣博物館」、「台灣文

學館」或其他著名之圖書館、博物館之類研究機構取得聯繫後，採取「分區查訪」方式進行較

妥，只因在大武山的某一部落呈現的是不能代表其他排灣族各部群、部落之各別生活寫照，現代

人對於人類文史研究的發展化是以「在地化」方向為根基，並輔以尊重被研究者尊嚴「回饋式」

研究方向及做法，目前針對全球原住民族研究漸漸以此為潮流（10），故大館要結合小館並普及至

小鄉村供族人分享，實在是有其必要性。

五、此次兩年來的調查針對「閣樓影片照片中所見物品、身體、象徵」，在相隔 73 年後再次返回

原拍攝地點（部落）調查訪問工作，實有其重大意義及價值，可見貴所對研究調查工作是如此慎

重，稟持了做學問講求真實呈現及正確的詮釋，確認再確認鉅細縻遺，受訪的排灣族頭目與耆老

真的是深深地被感動，他（她）們被貴所的精神感動，願意盡其所能全力配合本研究案之調查提

供最真實的回應，本人認為是成功的一次訪問調查。

　　眾所周知，台灣土著蕃族（原住民族）具有正式學術價值的研究，始自日治時期，在這之前

（如中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等）記錄台灣人文研究的文獻不多，「影像」幾乎更少，原住民

本身又無文字，只有口傳歷史代代相承，平埔族熟蕃活動也只在荷蘭據台 1624-1662 年間，由荷

蘭東印度公司於台南新港書院，用羅馬併音記載傳教及學校教學情形與生活的記錄文獻，這檔

案目前典藏在雅加達「印尼國家檔案館」內，因年代久遠或人為因素，日積月累已損毀不少，

目前本機關正與該國合作，翻譯編號第 4450、4451、4043 等三巻書與平埔族（熟番）或原住民

族（生番）（11）有關之文獻，不久即可問世，這又可再深入研究、了解台灣原住民族與平埔族 300

年前之文化與生活。內文中有記載平埔族力力社部落人數 753 人、受洗 80 人、學童學習情形如

下：能書寫 5人、能閱讀 0人、能拼字 12 人、學習 ABC 16 人、學童數 33 人等等（摘錄自檔案

4451pp64-65，查忻/譯）。

四、結論

　　雖然兩次調查工作都在短短的兩日中告一個段落，但部落耆老與頭目們皆希望有機會能再次協助

貴所對排灣族研究提出協助與配合，本人在此代表所有族人長輩向貴所致十二萬分謝意，並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貴所長官及研究人員大家平安如意，本次發表會圓滿順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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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依人口數來統計：目前台灣官方認定的台灣原住民族至目前為止有 14 族，依照人口數排列為：阿美族 192,295

人、排灣族 92,528 人、泰雅族 82,880 人、布農族 53,782 人、太魯閣族 27,906 人、卑南族 12,653 人、魯凱族 12,363

人、賽德克族 7,887 人、鄒族 6,922 人、賽夏族 6,132 人、雅美族 4,279 人、噶瑪蘭族 1,290 人、邵族 719 人、撒奇萊

雅族 648 人、未登記 19,961 人、

合計 522,245 人；（族別下劃橫線者近十年內新成立族名）

　　居住在原住民族地區293,517人，佔 56.2％，居住都市地區228,728人，佔 43.8％；男性255,719人，佔 48.96％，

女性 266,526 人，佔 51.04％。（以上統計資料截止時間為 2012 年 4 月止）。

　　依照教育程度來分：博士72人、碩士987人、大專21,158人、高中10,707人、高職10,043人、國中（初中）

27,029 人、國民小學 47,255 人（以 2011 年 9 月止普查統計資料 )以上由中華民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調查發佈

注�

（ 1）「原住民」一詞係 1994 年 8 月 1 日，台灣政府修改「山胞」稱呼，日治時期稱「高砂族」。

（ 2）颱風豪大雨侵襲台灣南部及台東，距五十年前中部八七水災後之大災害至少 697 人罹難。

（ 3）當時「高砂族」九族之一，同卑南族為隸屬排灣族支系；賽夏族為隸屬泰雅族支系。

（ 4）遷村計畫是當時理蕃政策之一，目的為了安全及方便管理。

（ 5）文物及手工藝品多為日常生活用品，工藝主要是陶藝、琉璃珠、刺繡、雕刻等。

（ 6）「頭目制度」係排灣族社會結構上層階級，如菱型最高層為大頭目次為二等頭目，三等頭目等等（以上統稱貴

族，由家屬、親屬系所組成，擁有獵場、河川、土地管轄、支配、收租權）， 再次為勇士、隨從、平民、貧戶、下

層賤民、受處罰人等所組成部落社會圈。

（ 7）日治時期引進之阿拉比卡品種咖啡，在當時以德文部落及泰武、佳平部落推廣種植。

（ 8）石板屋復健工程係台灣政府為避免即將失傳之傳統工藝技術，及因為現代文化侵入原住民部落，文明便利生活

改變居住建物因素，造成石板屋急速消失而採取之施政措施。

（ 9）北大武山自亙古時期就被排灣族人認定為發源地，遠古時期人與神共同生活時 PADAING 部落之傳說故事在文史

研究文獻即已記載（蕃族慣習調查排灣族篇）。

（10）現今原住民文化學術研究者已經不再是只研究學問，或利用到部落作田野調查完成論文取得學術地位為唯一目

的，而是附帶地自身主動在其能力範圍內，協助解決部落困難。

（11）中國清朝在台統治時期，將土著分為「生蕃」及「熟蕃」兩種，生蕃是生活在台灣山區未接受統治與感化之蠻

荒人之稱，日治時期稱「高砂族」；熟蕃則是居住山脚下平原地區已接受統治、編戶、納稅之半開化漢化人之稱，

亦稱「平埔族」，設有隘口、隘線或木柵、 欄杆等區隔兩者以防爭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