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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譯、原住民文化傳承與小學民族文化教育的初步思考
1
 

王應棠2
 

 

摘要 

魯凱族好茶搬到瑪家農場（現名禮納里）後，2011 年 2 月初在寒假籌辦山

林小小學文化營，以及同年四月初清明節的舊好茶尋根之旅，引發了新生代的文

化傳承議題。原住民部落在社會文化快速變遷的趨勢下，族語流失嚴重，學生早

已與母語學習環境脫節。於是產生一種怪現象，就是雖然是進行文化傳承的課

程，他們學習的模式卻猶如學習外語和異文化一般。國家透過學校系統的課程設

計，將主流社會的語言文化與價值取向規定為普遍的學習內容，同時卻貶低、甚

至排除了少數族群語言文化的存在空間。這種文化的獨斷與任意取捨過程造成原

住民文化傳統一方面失去活生生的傳承環境，一方面即使在制式教育進行補救措

施，也面臨學習困難的問題。 

本文以文化翻譯的視角，從體認「母文化宛若異文化」的現實困境出發，思

考族群文化傳承課題與策略。一種權宜的策略是以主流社會的資源與語言紀錄與

整理各種族群文化資產，再將這些語言與圖像化了的媒介配合族群內部通曉兩種

文化的教師進行課程設計與實作，也許會在學習過程中重新思考族群文化傳統在

當代的新意義。另外，族人自己用漢語書寫的民族誌小說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教

材，可以作為文化紀錄與傳承的媒介。如將影像及圖文資料視為廣義的文本，則

整個文本生產過程可視為文化翻譯的實踐，是外來專業者與在地原住民對族群文

化的一種「凸出重點的詮釋」，是兩種文化之間的視域融合成果。最後，我進一

步討論原住民文化傳統在小學教育中納入族群文化課程規劃設計，提供小朋友親

身體驗石板屋及其環境與族群文化特質的機會的意義何在。 

 

關鍵詞：文化翻譯、視域融合、原住民文化傳統、小學族群文化課程 

                                                      
1本文初稿曾以〈關於石板屋營造、原住民文化傳承與小學教育的一點思索〉為題，在「原住民

族教育學術研討會」報告。2011年 11月 25日，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 

2
 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博士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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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距初次拜訪魯凱族好茶部落迄今快 20年了，前十年我在那裡工作、研究，

身心都銘刻了難忘的族群經驗。去（2011）年初在淡水的文化研究年會碰到一位

台大城鄉基金會的年輕工作成員，她跟我談起好茶因八八風災搬到瑪家農場（現

名禮納里）後，基金會現正在那裡籌畫一個結合部落文化與現代教育的山林小學

的事。後來又收到通知，他們計畫與部落青年在寒假籌辦山林小小學文化營，其

中列有石板屋的課程（後因故改為烤餅祭），希望我可以參與課程後的分享會。

自 2003年我由於工作關係全家搬到花蓮，空間的距離與現實的條件限制，讓我

跟好茶部落只有朋友間的聯繫，已經許久沒有參與公共事務了。接到邀請，我 2

月初帶著小孩子去參加山林小小學文化營，清明節又跟著社區發展協會與台大城

鄉基金會合辦的「重返舊好茶尋根活動」，上去一趟久違十年的舊好茶，喚起了

一些過去的記憶。這次上舊好茶，很高興看到老朋友奧威尼的房子已完全修復，

並且在下一輩親人的參與下，戶外植栽豐富了許多：增加了果樹，也恢復了菜圃。

而我很驚訝的發現，由朋友贊助鋪設在石板屋頂的小小兩片太陽能板，就解決了

手機通訊電池充電與電腦能源的需求問題，看來奧威尼「回家」的夢想大致已經

完成了。 

 這趟上山，我一方面被沿路地景的巨大改變震驚，一方面也為族人艱辛的修

路所感動，看來回家的力量是不會被外在環境災難完全限制住的。第二天早上我

在舊好茶快速的走了一遍，沿著小徑一一巡禮各戶家屋，邊看邊回想我們十幾年

前在調查時的情景，心情有些複雜。奧威尼最早時借住的郭乾能家，看來後繼無

人；尤大木家因老人過世而逐步解體，而最早辦活動的基地－力大古家－毀損程

度最大，連過去總是人聲吵雜又常有炊煙的戶外坐台與石板柱都不見了。另一方

面則是聚落內的步道都已整理得乾乾淨淨的，學校周遭也因要辦尋根活動而清理

一番。還完好的或重建的家屋比過去多了，小獵人杜義雄家越來越漂亮，旁邊黃

木來以前的家現也有人居住了，而聚落中有幾間還在收集建材準備修復中。這些

景象跟過去相較之下，好像回來的人變多了。當我再進一步了解，他們有幾個人

是因為文建會有計畫經費而在山上工作和生活，而這樣的機會讓他們得以重溫兒

時生活的甜蜜，或許也種下回家的種子？但在大環境的改變下，像奧威尼跟杜義

雄這樣堅定的回家信念並戮力踐行的人大概不多吧。 

我曾在博士論文（王應棠 2003：99-100）中，對好茶部落「重返雲豹故鄉」

現象的探討以下面的話語小結： 

 

回家的行動對個人而言，是家的中心從平地轉到山上老家，完成的石

板家屋成為召喚親人聚集的場所，也成為個人銜接文化傳統的基地，並提

供文學創作的庇護所；而在族群的層次，則是經由相互理解，提供族人一

個另類生活選擇的可能性。至於更廣的社會影響，則是形成一個事件，持

續藉由文學創作與重建行動的傳播在邊地發聲，讓石板屋成為其他族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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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漢人文化工作者的聚會場所，形成一個核心，逐步發揮其影響力。 

好茶的例子提示了我們，儘管有諸多困難與限制，人還是可以追尋屬

己的生存之道，去保護、培養、關照自己的家，使詩意的棲居再度來臨。

同時經由重尋傳統文化歷史的活水源頭，使保存與創造的行動成為家園新

生的起點。回家的人傾聽魯凱先人及土地的召喚，藉著築造家屋及生活實

踐讓自己和族人再度發現舊好茶的適居性。它創造了一個問答的反思過

程，讓人得以追問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存在意義。在族人紛紛離開家園以「改

善生活環境，謀求更高的發展」的潮流下，更加凸顯家園故土之特殊性，

進而將此一深厚的家園與人的親密關係，一種「詩意的棲居」，具現為魯凱

式「在世存有」的屬己存在方式。 

 

現在，在這個新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時空條件，以及全球氣候變遷的環境狀況下

反思上述話語，似乎過度強調個人意志主觀的力量，也未討論文化傳承若無新生

代的延續，是否此一「重返雲豹故鄉」運動對重尋傳統文化歷史的活水源頭的

努力將煙消雲散。好茶人在里納禮的新家重新建立的生活，他們想要培育出什麼

樣的下一代，他們如何在這個新的地方與舊好茶產生什麼樣的連結，在在都牽涉

族群文化傳承的與教育的議題，是需要族人及台灣社會今後共同持續關注的。 

本文藉由重新檢視我在 1998年籌劃「二級古蹟魯凱族舊好茶傳統營造修復

人才培育研習班」的計畫實施過程及個人的體驗出發，從文化翻譯的視角探討族

群文化傳統的保存策略，再從山林小小學的文化傳承課程實施經驗中，進一步討

論原住民文化傳統在小學教育中納入族群文化課程規劃設計，提供小朋友親身體

驗石板屋及其環境與族群文化特質的機會的意義何在。 

 

二、重新思考「二級古蹟魯凱族舊好茶傳統營造修護復人才培育研習班」的經驗 

這個計畫源自我 1997 年對好茶作家奧威尼在他舊好茶石板家屋旁蓋浴室兼

廁所的經驗與紀錄。我在整個營造過程一一記錄步驟：第一是整地，就是把基地

整平，第二是放樣，用尼龍線來定兩個牆的位置，第三步挖基礎溝，大概是六十

公分寬、二十公分深，第四步是填基礎石，把比較大的石塊鋪滿整個基礎溝，再

填一些小石頭，填到跟地面平了以後，第五步就開始疊石牆。疊牆花了不少時間，

疊出足夠高度的山形牆面以後就開始把簷桁、橫樑擺上去，第六步就在樑上鋪屋

頂面板，第七步是在面板上鋪屋頂石板。奧威尼開始工作五天之後進入疊牆階

段，由於這是相當耗時費力的工作，他找一位七十幾歲的老人家幫忙，進度就快

多了。老先生的技術精湛，速度又快，而且從天亮吃完早餐就開始工作，中午用

餐後也不太休息，繼續工作到天黑。後來是奧威尼自己受不了，老人家才將工作

時間縮點一些。他們一起工作時不太需要討論技術性問題，這種實作的技能似乎

就儲存在身體中。只有在做到屋頂時，奧威尼要留一個天窗，但他忘了怎麼做，

要我幫他去尤大木家看看。等我跑下去仔細看了回來，他已經想起來在做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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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拍照記錄資料後來經由夏鑄九老師引薦，到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報

告，向文建會申請經費舉行「二級古蹟魯凱族舊好茶傳統營造修護人才培育研習

班」3，於次年（1998）6/28-7/12在舊好茶進行，做了更詳細的研究紀錄4並製作

成錄影帶。籌備過程中，奧威尼成為研習班的「教務主任」，是整個活動的課程

策劃人，而我則幫他們爭取到不錯的講師費與學員生活津貼，被學員戲稱為「校

長」。二十幾名好茶人在山上共同生活十幾天的熱鬧情景，使另一名講師林大山

（當時的村長）欣慰的說已經有二十年沒有這樣活絡了，舊好茶好像從一個廢墟

重生一般。 

在舊好茶的實作部分分別在林大山、郭金丁及奧威尼等三戶石板屋基地進

行。營隊開始進行的祝禱儀式是基督教的禱告，顯示西方宗教在長期宣教過程中

已融入好茶人的日常生活了。接下來有一幕印象很深，是在林大山家屋整地過程

中，他為了確認石牆的位置，取了一根竹竿，以張開手臂的寬度為基準，重複兩

次再加半，即 2.5倍作為石板屋的寬度。這在我們之前均習慣以公尺為度量基準

測量石板屋實體與遺址的經驗來說，是一個不小的震撼。雖然之前閱讀過陳奇祿

在霧台調查石板屋的紀錄（陳奇祿 1957），文中已述及魯凱人以身體（主要是

手掌與手臂）作為蓋屋的度量，不過總以為那已消失久遠了，沒想到這個傳統的

量測方式卻活生生出現在我們面前。 

 接著到郭金丁長老家進行屋頂部分的研習時，他拿出一捲寬約一米的薄鐵

片，在蓋屋頂石板前，從下到上先鋪在橫樑上的木質擱板上，在水平方向由低到

高一片一片依次蓋滿整個屋頂，然後一邊鋪石板一邊用鋼釘穿透鐵片將石板固定

在屋頂木板上。這種作法是想要保護屋頂木板免受雨水侵蝕腐朽，以因應偶而回

舊家的現實，並不見於其他石板屋。施工時因石板與鐵片之間的摩擦力不夠，不

能不以鋼釘固定屋頂石板。但鋼釘須穿過石板與鐵片才能固定在屋頂撲板上，增

加了施工的難度。學員之一的翁國棟就在用鐵鎚釘鋼釘時數度滑動而打到自己的

手指。 

那時的課程主要是奧威尼找幾位老人家設計的，結束時有一段經驗分享及檢

討的安排，學員邱懷哲在分享心得時說到，從這十五天在山上的生活體驗中感受

到石板屋它為什麼是活的，因為它會呼吸（牆與屋頂均透氣），而且它的格局可

以應合著生活上的需要而改變。每一塊石頭都可以因應生活上的需要而做改變的

巧妙特性，給他的感覺是像一個立體的拼圖，就看個人要怎麼去迎合著它的形狀

而去拼它，尤其是在牆壁的部分。而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學習過程的感想：

「我覺得應該是除了實做以外，還要把它的意思講出來，每一個格局，每一個作

法的意思，那樣子的話，（才）可以感覺到我們祖先的用心在哪裡」。他覺得老

師們都是用做給他們看的方式教他們，但卻很少說明這些技術的細節與空間相關

的實際使用與象徵意義。從這個例子可以稍稍看出，老人家本身所擁有的文化知

識與技能是在實作中活出來的，但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當生活與學

                                                      
3
 實施要點見附錄一（資料來源：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1998）。 

4
 營造過程見附錄二（資料來源：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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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的方式與環境改變時，他們雖然是最重要的文化資產的持有人，但是這些文

化知識與技藝常常留存、閉鎖在他們的身體與記憶中，不一定是最適當的老師。

只有具有魯凱文化與主流文化雙重視域的人，才能勝任這個教育傳承的工作。而

作為族群重要文化資產的石板屋，它的當代命運究竟會如何？則更進一步讓人深

思。 

 

三、山林小小學營隊的文化傳承課程的觀察與討論 

 山林小小學營隊的文化傳承課程5，主題包括「認識部落」、「編織」、「認

識土地母親」、 「Wa Capi
6」（烤餅祭），由「台大城鄉基金會 88風災重建計

畫」執行，作為遷村新設小學的前導性活動營隊，相關資訊見附件三。2009 年

八八風災後，因安置及遷村工作艱辛複雜，教育在部落社群中所扮演的文化、社

會甚至經濟角色，尚未受到足夠重視。台大城鄉基金會期待透過政府與民間合

作，拉開原住民小學教育的實踐空間，一方面建立原住民自立教育體系，一方面

透過教育活動來連結新家園和傳統部落文化實踐的連結（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

展基金會 2011）。課程的進行，其中「認識部落」和「認識土地母親」主要是

由擔任老師的部落青年以漢語進行，「編織」課由女性耆老搭配中生代幼兒園教

師操作示範及講解，而最具有魯凱族生命禮儀與文化意義的「Wa Capi」（烤餅

祭），則由兩位耆老擔綱，兩位部落青年帶領整個儀式的實作7。由於參與人數

最多及實作的複雜程度最高，以下集中於此一祭儀課程的觀察、討論與反思。 

 根據台大城鄉基金會（2011b）的說明資料： 

Wa Capi是魯凱族部落每一年都會進行的祭儀，部落長老會透過這個儀

式來預知部落未來一年的情況，同時也透過此儀式對部落即將成熟的種子們

祈福。此祭對象以部落之中所有的男性為主，所以除了還在母親懷裡的幼兒

外，部落之中所有的男性都須參加(連患重病者也要背負來參加)。過去小男

孩參加此儀式之後，即為可擁有自己的佩刀，成為一個男性。  

此課程希望讓學生了解 Capi的意義與內涵，過去女生不能參與此祭

儀，現在編排成一門課程，希望學生不分男女皆能了解此祭儀之過程及意

義，並在學習中達到分工合作的目的及分享的精神。 

 

Wa Capi是傳統的獵人祭其中一項重要儀式，是魯凱男孩的成年禮。此一課程設

計凸顯了Wa Capi的族群傳統文化意涵與男性性別專屬特性，因此安排一位男性

蔣耆老用魯凱語解說（老先生只會少量漢語）並示範操作，過程中同時由一位從

小學老師退休的女性藍耆老翻譯成漢語。藍耆老由於在好茶教書多年，她的漢語

                                                      
5
 營隊資訊見附錄三（資料來源：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2011b）。 

6
 烤餅祭的拼音在下一節略有差異，本文均沿用原資料而不予統一。 

7
 烤餅祭課程研習步驟見附錄四（資料來源：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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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完全可以勝任口頭翻譯的傳達工作。不過由於此一儀式過去是男性專屬的，

她自己並沒有親身參與過，因此只能在語言層面傳達蔣耆老的解說。倒是兩位部

落青年不時用魯凱語及漢語和兩位耆老溝通確認，場面相當忙碌。由於快速的社

會變遷與外來宗教的進入，這一儀式已數十年未曾舉辦了，即使是男性的部落青

年也未曾參與過，他們或許是課程中最迫切想要理解其中文化意涵的族人吧？！ 

 另一方面，由於烤餅祭需要動員的人力物力相當可觀，兩位部落青年與其他

工作人員相當慎重準備，在正式課程前一日，即預先搬運儀式所需石板及薪柴等

材料演練實作，唯恐出差錯。他們具備族語漢語雙語能力，又是儀式實作的主要

參與者，對儀式的文化象徵意義及身體操演的知識體會最深，是課程中收穫最多

的人。 

 而因營隊學童來自魯凱排灣，男女都有，這項魯凱男性專屬的儀式在面臨學

員族群性別多元的現實處境，也引發未來新設小學在族群文化課程設計所要面對

的課題。 

 

四、文化翻譯與權力關係 

不論是在石板屋營造研習營或是在山林小小學，多數擔任文化課程講師的耆

老只能使用族語，或以身體實作進行示範，學員卻大多聽不懂看不懂，必須搭配

翻譯教學。這突顯出一個現實的處境，即原住民部落在社會文化快速變遷的趨勢

下，族語流失嚴重，學員早已與母語學習環境脫節。於是產生一種怪現象，就是

雖然是進行文化傳承的課程，他們學習的模式卻猶如學習外語和異文化一般。從

語言文化與權力關係的角度來看，存在於原住民語言與主流漢語之間具有不對等

的支配關係。主流社會透過學校系統的課程設計，將主流社會的語言文化與價值

取向規定為普遍的學習內容，同時卻貶低、甚至排除了少數族群語言文化的存在

空間。這種文化的獨斷與任意取捨過程（Bourdieu & Passeron 2002）造成原住民

文化傳統一方面失去活生生的傳承環境，一方面即使在制式教育進行補救措施，

也面臨學習困難的問題。 

若要正視族群文化傳承此一學習困境，關於語言與文化翻譯的相關討論或可

提供我們思考此一現象的新視角（王應棠 2012）。不同文化與民族的空間間距、

強勢傳統對弱勢傳統的視域覆蓋、弱勢文化的傳統斷裂或文化殖民等議題正是當

前世界關於現代/傳統關係討論中的核心議題（李河 2005：141-142），而這些都

是要透過翻譯與權力關係的視角才能開展討論的空間，這就需要藉助於當代人類

學與文化研究論述對翻譯研究的啟發。 

人類學的反思顯示，若將翻譯視為跨文化理解的模式或隱喻，要進一步考慮

到「“文化翻譯”被當作根據不平等社會的更廣泛關係產生的制度化實踐時可能牽

涉的問題」（Asad 2006：190）。民族誌作為書寫異文化的文本，“文化翻譯” 的

過程不可避免地陷入權力的條件中，最基本的課題即是語言之間的不平等。由於

第三世界的語言與西方世界的語言(尤其是英語)相比較為弱勢，後者更容易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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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傳播人們想得到的知識（ibid.：200）。文化翻譯的人類學事業，可能在被統治

社會和統治社會的語言中存在的不對稱趨勢和壓力的事實所損害。為了弄清楚它

們在界定有效翻譯的可能性和侷限性問題上的關涉程度，人類學家需要探究這些

過程(ibid.：208)。這種語言之間的不對等關係同樣存在於原住民語言與主流漢語

之間。李河（2005：140）在討論“語內翻譯”與“語際翻譯”中的文本差異現象時，

認為“語內翻譯”描述的是一個文本在“同質語言共同體”內部進行歷時性流傳的

過程，“時間距離”成為“語內翻譯” 的重要條件。而在“語際翻譯”，“原本”和“譯

本”則分屬兩個不同的語言共同體，它們之間不存在共享的傳統在流傳過程中的

“時間距離”，而是橫亙著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空間間距”，所涉及的不只是語

言間的關係，更是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前者的翻譯活動呈現的是同一傳統

內的“文本流傳”，而後者則是在當代現代化與全球化過程中，讓“文本流通”成為

最基本的文化生存狀態，它甚至決定了文本能否得到流傳的問題。Bourdieu

（2005）則透過“語言交換的經濟學”視角來處理。“文本流通”指的是文本在不同

語言之間實現的空間中的單向或雙向流動，成為以“語際翻譯”為基礎的文本的跨

文化活動。 “文本流通”的概念，促使我們要不斷進入與“他者”的對照之中，刻

畫著不同語言文化共同體之間的隔閡因素。它是以產地性為前提的超地域性活

動，表現了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位勢和力量。它需要以接受地的需求

或需求製造為前提，同時也是文本流通機制的再生產（李河 2005：143），這就

涉及文化生產場域的運作了。Bourdieu認為文本的 “流通”特性為：文本（text）

脫離其語境（context）而流傳，這意味著它與那個使自己成為一種產品的文化生

產場域相脫離。對文本的再詮釋由於必須依據接受場域的結構，因此誤解

（misunderstandings）勢在難免，但其影響是好是壞則不一定。由此會有這樣的

結果：來自異域的判斷會有些類似於來自後代的判斷（the judgment of posterity），

讀者會依其所處場域的社會條件而獲得一個間距（distance）與自主性（Bourdieu 

1999：221），只是在此一狀況下，空間間距替換了時間距離。 

將上述的討論放在族群文化傳承的課題時，必須從體認「母文化宛若異文化」

的現實困境出發，並對於要如何因應並採取何種策略等課題進行思考。一種權宜

的策略是以主流社會的資源與語言紀錄與整理各種族群文化資產，再將這些語言

與圖像化了的媒介配合族群內部通曉兩種文化的教師進行課程設計與實作，也許

會在學習過程中重新思考族群文化傳統在當代的新意義。 

Fischer（2006）指出，少數族群自傳和自傳體小說，也許可以在多元化的後

工業社會，成為一種作為文化批判方式的民族誌實踐的關鍵形式。他認為，乍看

之下「似乎是個人主義的自傳式尋求，其結果是對傳統的揭示，對擴散的身份和

身份的容器碎裂時那神聖閃光的重新匯集」（ibid.：244）。Fischer 檢視了幾份少

數族群自傳和自傳體小說，他認為「它們中沒有一部作品僅僅是控訴，也…沒有

一部作品只譴責了自我和族群之外的壓迫者；所有人都想像性地描述了新的身份

和世界的創造。並非幼稚地致力於直接再現，而是暗示或召喚文化的生成

（emergence）」（ibid.：248）。對文化傳統的書寫與認同的探詢不再只是懷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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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哀悼，而是指向未來。這些作品能讓人意識到，那些被理所當然地接受下來的

方式，其實是社會文化的建構。而促使文化批判成為強有力的形式路徑，應把讀

者置於相似性和差異性的開放本質中，讓其展開不斷的辯證對話（Marcus＆

Fischer 1998：222）。透過此一視角，我發現族人自己用漢語書寫的民族誌小說

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教材，可以作為文化紀錄與傳承的媒介。我曾在舊好茶參與觀

察奧威尼教導小獵人杜義雄有關烤餅祭的儀式並親身操作，並沒作太多說明。但

在他的小說《野百合之歌》（奧威尼 2006）中卻可發現詳細的情節描述。他在書

中第六章的獵人祭（頁 140-145）如此書寫： 

    他們到達現場，營火像瘋狂的山豬在燃燒，小石頭在熊熊地火燄下

不時地爆裂出嚇人的星火。 所有參與獵人祭的少年們都編排在最靠近

營火的地方，每位少年人都有成年男丁家屬陪伴。 

    長老宣佈成年禮開始，並令少年每一個人折一中指長度的樹枝交給

長老之後，長老數一數樹枝多少，便知道有多少新生的獵人，捆成一束

放置在皮雨帽（Tapungane 皮帽子當祭板）的右方，左邊四等份量獻給

祖靈的豬肉和鐵屑，兩隻箭、一支弓、一條鉤、一捆小米梗、一支小切

肉刀。 

長老令壯丁開始喳比（Chaapi，用燒熱過的石片烤小米餅糕以象徵

獵物，分給所有凡是參加獵人祭的人），把營火的柴火移開，把熾熱的

石片鋪在地下，用香蕉葉再鋪一層，然後把已經準備好的粟米糕放下

去，再把豬肉放上去，又再用香蕉覆蓋，再用熱石片壓起來，最後用泥

土埋起來，悶熱完成之後長老便開始祭拜。 

長老帶著套具走向營火東方幾步，先點燃米梗，用雙手端著當祭板

的獸皮雨帽，面向東方聖地巴魯谷安和魯敏安的地方，也就是我們祖先

的靈魂永恆的家鄉在那裡站立著，搖著祭板和煙火，禱詞念著說；       

 

Kusu ka yia beleng, ka amani ko ua bekace ki niake nai, ma lhibalhibate nai 

kai taka chailane 

在天之神，創造我們生命的祖神，我們正在度過這一年的年終 

la paki tu valavalane nai kai pa tarumara so kai ki kavicengelhe nai. 

我們正在奉獻予禰 分享予禰我們這一年來禰賜給我們的一切 

Kauvai la tu-agagane nomi amani ko ngi papao balhithi nomi,i 

在這裡有禰們的子孫，是一群要永續禰們的生命的， 

lala ani myia ki paolhikolao 

注入禰們的運氣 讓他們增長像雲豹 

Pa banava ani kai ki sangukaikai ki ngia lisiane . 

洗滌他們的污穢 使疾病不易侵入 

pa tarumara ku makaelaela ko ubale miyia ki oa lesai miyia ki ngua tukadre. 

賜給他們各種不同的獵物 猶如瀉水 也依如山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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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 ikai ki amatikuruane si akualhiane ikaiyia si pa ngo thathithili, 

他們若遇到苦境和艱難 牽引他們避免過 

Lo sorarimirimoane lo ka opopngo pa sagathima na.pasa selebana. 

若心思衝動 或迷惘 給予他們鎮靜 

Kikai mosoane ka dralhemane ka oa rakace 

這一份 是你們守在曠野的祖靈 

「kai du adredrelane kai du oa chobochobong，」 

不宜出現 更不能正視 

lo yiasi patarumara nomi kai du oa lalalabane, 

若要賜予福氣 絕對避免直接面對面 

arakaianga ko vanale nomi taale ko sa paki dresengane nomi ko aki 

ragathane ki la 

用你們仁慈的右手伸出福氣---獵物 

to-gane nomi. 

予你們的子子孫孫 

 

Kikai nomiane ka takii ka taki athamane nai ka taki vagane nai， 

這一份是獻給我們的聖鳥，是為我們傳達信息的使者 

amani nomi ko poaelaela si pa thingale ko lhika apanianiakane nai， 

你們是傳達(告訴)信息者，讓我們知道如何生存        

ko kaika aki padradresengane nai ko amatikoroane, 

並且不教我們遇到危險 

lo pelaela nomi lo saroro nomi ko ni chonane 

你們傳達(傳遞)信息，  

kai do pa lhilhilhipiane 

要明確，要清楚，以免誤解。 

 

Kikai, sa paokelhetane nai， 

這個一份是，是補求或圓滿若有我們的缺失(饒恕) 

loiyia si ikai ko kaika matikai nai, 

假如有一些重要而我們沒有疏漏 

loyia si ngilholai nai ko ta yiayiane soso, 

尤其，當我們因為幼稚而有錯誤時。 

 

作者不但詳細描述獵人祭的各種細節，也直接記錄了文辭優美的禱詞，這些資料

將成為重要的儀式文獻。我曾就奧威尼寫作的動機與寫作主題進行一次訪談，他

說：「從日據時代、國民政府到西洋宗教進入後，外來文化侵入造成好茶人不夠

認識這塊土地，基於這個理由，我就去探討，再重新看一遍這塊土地有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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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銷給這些已經忘記了的人，所以就像小孩子一樣，幫他們打開天窗」。…

最保守的想法是我能不能把這些已經走過的歷史痕跡傳給下一代，讓他們瞭解一

點點他們祖先走過的路。將它們文字化，讓孩子讀一讀，這塊土地有些什麼東

西」。寫作的行動是為自己族人及下一代小孩子們留下一些歷史的記錄，由於好

茶的孩子現在都學習漢語，他使用漢文寫作（附加部分重要魯凱語拼音），同時

也為有興趣瞭解魯凱文化的其他人搭一座溝通的橋樑（王應棠 2000：158）。由

於奧威尼的創作依據絕大部分係其對自身文化之採集與詮釋之成果，以及個人遭

遇與社會文化變遷撞擊下的感受，他的所有作品均可視之為自我書寫之民族誌來

閱讀（王應棠 2012）。因此，奧威尼以漢語書寫的各種類型的文本（詩歌、小說、

散文、札記）作為跨文化理解的媒介，都可視為族群文化的珍貴資料，也契合當

代好茶魯凱孩童「母文化宛若異文化」的現實處境，提供一條迂迴的回溯線索。 

 

五、族群文化傳承、小學教育與舊聚落空間的再思考 

回到好茶具體的文化傳承議題。除非家長堅持讓小孩在家自學，屆齡兒童進

小學學習大概無法避免。如何將新的聚落連上舊好茶，這條文化的臍帶要怎麼銜

接，的確是未來好茶人的迫切議題。我在「山林小小學」文化體驗營強烈感受到

每一位老師對母文化的熱情，與對小朋友的熱切期許，努力要讓他們懂得祖先的

智慧與技藝。透過小朋友實際的操練過程，不管是兒歌教唱、花環與月桃蓆編織、

認識民族植物，還是更為勞師動眾而費工費時準備的烤餅祭，年輕人與老人家合

作無間的帶領小朋友親身體驗，這些過程相信都會成為他們學習母文化的一段重

要經驗與感受。 

不過此次全程參與進行深度報導山林小小學活動的立報記者提出一個讓人

深思的觀察：「（部落）年輕人一廂情願懷抱熱情想培育小朋友認識部落文化，

可是，並非每個地方都歡迎他們。最大的反挫不是外界的冷嘲熱諷，而是內部的

自信不足。部落家長擔心小孩沒有競爭力，要求孩子去補習；當他們寒暑假舉辦

活動的時候，家長會覺得，這些文化活動擠壓了小孩補習用功的時間。」（立報

記者呂苡榕：2011-2-13
8）原住民家長的顧慮並不能很簡單的用認不認同族群

文化來思考，將族群文化傳承的重大使命歸諸個人或家庭的選擇非常不公

平也太沈重，國家透過義務教育的實施及相關的研究機構也應該擔負起此

一責任。族群文化的研究與記錄是最基礎的工作，例如上述的石板屋營造

技術的書面記錄與影像、研究者對特定族群的個別論述，以及族群內部成

員的各種紀錄與相關創作資料，都能成為有心走上回家之路者的各種路

標，開啟一步步重新學習的道路。  

另一方面，從石板屋營造研習的經驗可以看到，要傳授一門被理解為

「沒有理論的純粹實作」的社會「藝術」，需要一種特殊的教學方法。社

會學家 Bourdieu 指出：「在那些沒有文字、沒有學校的社會裡，我們能明

                                                      
8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4347. 2011.10.28 查閱。  

http://www.lihpao.com/space.php?uid=14&op=news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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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地發現有許多思維方式和行動類型，經常還是些重要的東西，是以教授

者和學習者之間直接的、長期穩定的接觸為基礎的，通過整體全面、實踐

可行的傳遞方式，從實作到實作地傳遞，這些技藝被傳承下來（「照我的

樣子作！」）」（Bourdieu＆Wacquant 2009：327，文辭略有修改）。這

有賴於學員要有一段持續的時間與傳授者共同生活和學習，並不斷透過實

作的熟稔與默會來達成。日前聽說行政院原民會正規劃在學校實施「第三

學期」的課程，也許可以試試。  

我對新設的長榮百合小學未來在文化課程與學習的一點看法是，部落完全自

主的文化傳承方式畢竟已經過去了，文化傳統也逐步加入新的因素；以基督教為

代表的西方文化與主流漢人社會文化在長期族群互動過程中，也逐漸成為部落文

化的一部份了，這讓我們不能也不可以將族群文化傳統當成具有特定實質內涵的

具體樣貌。一個活生生的的傳統會淘汰舊的不合宜的東西，吸納新的因素進來，

成為一與時更新的文化傳統。如果不這樣看，而是以一種懷舊的方式學習文化傳

統，將文化凍結成一件件考古的「原初」知識與技藝，這就會掉進「自我博物館

化」的陷阱，成為台灣主流社會在強調多元文化時，用來操弄的方便符碼，反而

阻礙族群的多元發展與活力。舊好茶作為小學生學習山林生活技能與石板聚落空

間體驗的基地，或許是它最初步可以發揮的作用。奧威尼在石板屋營造技術研習

營最後的討論中曾說過：「體驗總是非常重要，…他必須回到歷史回到這個痕跡

這個脈絡的時候，這是要非重要的動力。…小孩子們有時候在生活裡的步調很散

漫的時候，我從來不絕望也不失望，我知道你們的心裡在工作，連這些空間，連

這些空氣、這些陽光、月光，這些個看得到的東西，都在跟我們說話，比我們這

些老師教的還更清楚，更徹底更深入，這讓我很安慰。我想我們下一次的時候，

我們會更努力的去體驗，連睡覺都會感覺那種輕鬆、安慰的體驗。我覺得那個是

或睡覺或醒來都是老師呢！」這段話清楚的表明，舊好茶作為文化母體的空間，

在文化傳承的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必須在小學教育中納入族群文化課程規劃

設計，提供小朋友親身體驗石板屋及其環境與族群文化特質的機會。至於如何讓

這些小雲豹孕育文化的認同感，成為族群文化的傳人，也許路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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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二級古蹟魯凱族舊好茶傳統

營造修復人才培育研習班」實施要點 

 

壹、研習名稱：「二級古蹟魯凱族舊好茶傳統營造修護復人才培育研習班」 

 

貳、研習目的： 

魯凱族好茶社自民國六十八年全村遷至新好茶，舊聚落以石板屋之自然及

文化特質於民國八十年被指定為二級古蹟，並由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

基金會完成規劃送審通過。基於傳統營造工匠迅速凋零，為搶救二級古蹟

舊好茶傳統營造技藝，儲備傳統營造人才，爰研提本研習計畫。 

 

參、研習宗旨： 

〈一〉藉由計畫性的古蹟修護人才培育研習，由熟悉傳統營造技藝之好茶人組

織工作營，結合老、中、青三代工匠，藉由實際研習石板屋營造來傳承、

活化傳統營造技藝。 

〈二〉藉由計畫性的古蹟修護人才培育研習，儲備原住民古蹟修護人才庫。 

 

肆、辦理單位： 

〈一〉策劃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三〉協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 

〈四〉執行單位：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好茶社區發展協會 

 

伍、實施期間： 

        民國八十七年 6/28-7/12，為期十五天。 

 

陸、培訓對象： 

        以對魯凱族舊好茶傳統營造修護技藝具有熱誠，有意願留在部落發展 

        的好茶年輕學員為培訓對象十名。 

 

柒、研習〈及參觀〉地點： 

        魯凱族新舊好茶聚落。 

 

捌、實施方式： 

        以研習營造實務為主，配合保存維護相關資料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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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 

 上午 下午 晚上 備註 

第一天  學員報到 課程一 

「舊好茶古蹟保存－為

何保存？為誰保存？」 

新好茶 

第二天 前往舊好茶 學員住宿安置及環境整

理 

 舊好茶 

第三天 課程二 

「舊好茶聚落特質」 

課程三 

「石板屋的特質」 

 舊好茶 

第四天 課程四 

「石板屋建材簡介」 

研習一 

整地、放樣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五天 研習二 

挖基礎溝、放基礎石 

研習三 

石牆〈一〉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六天 研習三 

石牆〈二〉 

研習三 

石牆〈三〉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七天 研習三 

石牆〈四〉 

研習三 

石牆〈五〉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八天 聚落巡禮 聚落巡禮 舊好茶生活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九天 研習四 

簷桁、橫樑、中柱〈一〉 

研習四 

簷桁、橫樑、中柱〈二〉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十天 研習五 

屋頂、天窗〈一〉 

研習五 

屋頂、天窗〈二〉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十一

天 

研習五 

屋頂、天窗〈三〉 

研習五 

屋頂、天窗〈四〉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十二

天 

研習六 

室內〈一〉 

研習六 

室內〈二〉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十三

天 

研習六 

室內〈三〉 

研習六 

室內〈四〉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十四

天 

研習七 

前庭〈一〉 

研習七 

前庭〈二〉 

經驗交流 舊好茶 

第十五

天 

學習心得綜合座談 

 

下山、賦歸  舊好茶 

 

〈二〉師資 

奧威尼〈好茶作家、文化工作者，二級古蹟好茶聚落保存規劃顧問〉 

林大山〈好茶傳統營造匠師〉 

郭金丁〈好茶傳統營造匠師〉 

蔣  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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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習基地與石板屋營造研習步驟9
 

 

壹、林大山家屋 

一、整地 

清理坍塌的屋樑及長年無人照顧而長起的雜草樹木，將散置的石板、腐朽的屋樑

與祖靈柱堆往牆邊。 

二、放樣 

取一根竹竿，以屋主手臂張開 2.5倍寬度來定石板屋開間寬度。 

三、疊牆 

1. 依放樣定出的牆位先立一石板（Parotaleve）做為牆壁厚度的依據。挖出深約

一尺的凹洞，拉線對齊左右兩邊之牆來確定石板的位置，對好位置後，在石板兩

側底部壓石塊固定。 

2.立牆兩側石板 

調整後以鐵絲及樹枝固定。立此二塊石板時，需略微向外側傾斜，待後續屋頂蓋

好後，其水平推力及向下的重力會使石板逐漸垂直。 

3.立室內通道兩側石板 

留出室內通道，由於現場不易尋得等長之石板，故石板長度不一，在後續疊牆時

將另行處理。 

4.挖基礎溝、填基礎石 

挖一深一尺、寬二尺的溝槽，接著把比較大的石塊填滿基礎溝，石塊間需互相卡

緊；如不穩，須用小石塊墊穩。 

5.疊牆 

基礎石疊好後，開始往上疊牆，疊牆的方式為靠牆兩側放置較大的石片或石塊，

中間填補小石片；逐漸疊高時間或放置大的石板壓穩。牆面必須保持垂直，如稍

有傾斜，重心容易偏移而倒塌。石片有凸出時需以木槌敲平，如凹入則需將石板

拉出。如有空隙，盡量用小石頭補塞。 

6.搭工作台 

石牆疊至約人胸部的高度時，搬運石板已頗為吃力，此時在兩側以樹幹與廢木樑

等搭設工作台，以方便工作人員在牆邊或牆上工作。 

7.加強固定 

在室內通道兩邊的石板上各敲出一個洞，以鐵絲拉住垂直石板以加強牆的結構。 

8.室內通道兩側石牆細部處理 

當石牆疊至與通道側石板等高時，覆蓋與牆等寬之平整石板以準備置樑，但由於

通道兩側所立石板不等高，因此較短的一側需再往上疊至兩邊等高，選擇較大而

平的石板，以維持美觀。 

9.置室內通道橫樑、定斜度 

將三根等長之木樑安置於通道之上。疊於通道正上方的石板，需選擇大而平的石

                                                      
9
 這一部分的紀錄與資料整理由以前同事趙日新與我共同完成，特別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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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此為防水之用。以兩側石牆為參考，以竹竿拉線定出牆頂位置，牆頭需預留

未來放置檐桁的空間。 

10.完成與善後 

石牆疊好後，在牆脊覆蓋石板，以防風雨吹襲以及穩定牆身，最後將工作台拆下，

與剩餘石板整齊堆放，即告完成。 

 

貳、奧威尼家屋 

第一階段 

第一步：上檐桁 

此檐桁底部未挖溝槽，為定位之用。 

第二步：拆後側屋頂、補牆 

由於目前做為居室的後側屋頂有點過斜，藉此次同時調整，掀開屋頂面石板，以

準備置樑，疊牆先抓大概之坡度，待疊至一定高度，再對照現有居室，以竹竿拉

線定位，再逐步修正。 

第三步：置最高樑 

放置最高的樑時，以水平尺與垂線（以線綁石）調整樑之水平與垂直，垂線垂下

的位置需與坐台邊緣切齊，再以竹竿檢查兩邊樑至檐桁長度是否相等。 

第四步：置樑 

在預定置樑的位置留出缺口，用平時背東西所用的繩子（亦稱萬能繩）搬樑，樑

置入後，以鐵棍調整妥當，間隙填塞小石板固定。同時兩端均拉線定位，以確定

樑高不會超過屋坡，依此原則，逐步將 6根樑安置完成。 

第五步：修正居室後側屋頂 

掀開屋頂石板與面板，調整牆的高度，在安置最靠山坡的樑時，先鋪一平坦的底

座再置樑，然後再以石板補滿。 

第六步：鋪屋頂石板 

鋪屋頂石板之原則大略為：第三塊與第一塊重疊約 3寸（非固定數值），第四塊

與第二塊同樣重疊約 3寸，以此類推，每一行的石板大致對齊，不互相重疊，每

一塊石板都與前一行石板交會處錯開，以增加防雨效果，屋脊長坡面石板需超過

屋脊線，最後壓上石塊，即可防雨。 

 

第二階段－立中柱 

第一步：搬移中柱 

由於大頭目家屋之中柱甚為沈重，人力徒手搬運非常困難，乃砍竹子以為支架，

由全體老師學員合力方得搬運。 

第二步：立柱 

在預定立柱處挖一深洞，由於中柱柱頭原就留有穿繩洞，穿繩入洞，繞過最高之

橫樑，將中柱拉起，置於定位，立柱時並以垂線定垂直，待確定後，於中柱周圍

立三面高約 1尺之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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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立坐台垂直向之石板 

拉線定水平，並以水管裝水測定兩側石板高度是否相等，高出水平線之部分畫

線，待日後鋪設水平石板時，再沿線敲齊。 

 

第三階段－立面、室內、工作台與斜支撐 

第一步：挖溝、立石板 

挖約一尺乘一尺的溝，拉線定位，立石板。 

第二步：立木柱 

此次所立的木柱為暫時性的，未來要換成高度可頂到梁的柱子，由於尚未固定，

暫以木棍支撐。 

第三步：門與走道 

走道與坐台間以石板相隔。 

第四步：立坐台邊緣石板 

靠窗一側將多一階，作為靠窗坐台，故兩邊不等高。 

第五步：填土，鋪水平石板 

土填滿後，鋪坐台水平石板，待鋪好後，以掃把在坐台上掃動塵土，以填補空隙，

最後放置作為衣櫥用的石板。 

第六步：工作台 

分為兩種作法，第一種示範的是當大片石板不易取得時的作法，第二種作法則是

創新的功能，當作鞋櫃使用。 

第七步： 

斜支撐，立斜支撐並在其上敲出階梯以方便至屋頂工作。 

 

參、郭金丁家屋 

第一步：拆屋頂石板與面版 

將拆下的石板與木板整齊堆放，拆門窗與正面石板。 

第二步：更新正面石板 

立正面石板時先挖一寬約一尺深亦一尺的溝，先立靠牆一側的石板，同時對準未

來檐桁要放置的位置。 

第三步：置檐桁、換樑 

檐桁之溝槽先以電鋸切割，再以鑿子修整，檐桁之溝槽尺寸如圖所示。置樑及定

位置的方式與前所述大約相同。 

第四步：屋頂 

在鋪好屋面板後，嘗試一種新的作法，先鋪上一層鋼板再鋪石板，希望能更有效

的防雨，但此種作法容易讓石板滑動，需以鋼釘故釘在屋面板上，所需工時較傳

統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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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山林小小學營隊資訊 

 

2011山林小小學+青年工作坊+部落教育紀錄片放映 

 

山林小小學相約在這年冬天，山櫻花花開的時候! 

2011年冬季，將是三部落搬入新家園的第一個寒假，我們要把農場變成山林！

雖然「回家的路」還在修，但是我們要把山林的故事和身體的記憶邀請到這片新

的共同家園，從童言童語開始新的生命和文化延續，共譜山林課程的第一篇章。 

 

一、時間 

2011年 2月 8日星期二~12日星期六，共五天，下午一點半至五點半。 

報名截止日：2011年 1月 27日  

 

二、對象與學費 

學員：好茶、瑪家、大社部落的小孩，約 30-50人。 

學費：每個學生酌收點心費，五天共 100元（同一家庭三人以上參加可八折優惠）。 

 

三、課程講師及工作人員 

講師：瑪家、大社、好茶部落青年、三個部落的耆老們 

志工群：由台大城鄉所、魯凱青年行動小組、東華大學排灣族學生自治會、好茶

青年會協助，陸續增加中...... 

台大城鄉基金會山林小學工作計畫總籌辦 

 

四、地點 

瑪家農場，詳細集散地點和上課安排另詳報名之後的參加手冊。 

 

五、課程主題 

A. 小小學： 

 認識你我他/ 編織我的家/ 聽聽土地母親/生命祭/山林小小學分享會 

B. 青年工作坊＋部落教育紀錄片映演： 

 2/9 部落產業怎麼做？聽部落 ina分享產業推動課題，一起腦力激盪！  

 2/10「司馬庫斯的吶喊」巡迴影展：部落教育是這樣從部落開始的  

 2/11 山林小(小)學行動方案工作坊 

http://handcraftskucapungane.blogspot.com/
http://www.blogger.com/goog_835555931
http://www.blogger.com/goog_83555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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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目的 

1.部落托育、假期學習：實驗部落托育、假期學習，促進新聚落生活穩定，並且

藉由小小學營隊籌備，促成有意義的部落學習行動，藉由不同角色的活動教師參

與教學，具體實踐、展現部落參與教育的能力。 

2.展現部落教育主張：藉營隊過程拉近三部落青年與部落耆老，促進三部落人

士、家長認識、交流，認知教育議題。營隊最後一天將有公開分享會，透過影像

記錄、課程成果等等來讓展現部落教育可以和部落記憶和日常生活具體結合，引

發部落教育方式的想像開展。我們期待藉由小小學營隊來嘗試山林小學教學模

式。營隊成果之展現，也可展現部落對於教育的積極主張。 

3.促進部落公共空間討論：期望此次課程活動的具體成果可帶動部落空間的小小

改變，促進不同年齡層的人也開始對於公共空間、學習空間的積極參與。 

4.完成 RINARI地圖小孩版：由孩子合作共同編織出 RINARI生活空間中的家庭

關係脈絡，將關係位置畫在地圖上，並將 RINARI的故事、人物、動植物也在大

地圖上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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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山林小小學營隊烤餅祭課程研習 

 

主題：Ｗa Capi 魯凱生命祭儀  

 

Wacapi是魯凱族部落每一年都會進行的祭儀，部落長老會透過這個儀式來預

知部落未來一年的情況，同時也透過此儀式對部落即將成熟的種子們祈福。此祭

對象以部落之中所有的男性為主，所以除了還在母親懷裡的幼兒外，部落之中所

有的男性都須參加(連患重病者也要背負來參加)。過去小男孩參加此儀式之後，

即為可擁有自己的佩刀，成為一個男性。  

此課程希望讓學生了解Capi的意義與內涵，過去女生不能參與此祭儀，現在

編排成一門課程，希望學生不分男女皆能了解此祭儀之過程及意義，並在學習中

達到分工合作的目的及分享的精神。教學對象：５～１０歲孩童約５０名。  

 

時間：2小時  

 

流程：  

一、準備（分男女兩大組）30分鐘  

１）製作小米餅（女生）  

說明：由老師帶領女學生製作準備即將要烤的小米餅。  

２）準備木材生火，烤石板（男生）  

說明：老師帶領男學生撿木材生火，並備好石板加熱。  

 

二、悶小米餅 20分鐘  

說明：把加熱過的石板翻開，鋪上香蕉葉，放上小米餅後再把加熱的石板蓋上。  

 

三、悶小米餅等待期間的活動30分鐘  

１）歌謠敎唱  

 

四、揭開capi的秘密 30分鐘  

步驟１：長老說明capi對部落的意義及重要性。  

步驟２：翻開石板。  

步驟３：長老檢視小米餅悶熟的情況藉此判斷部落未來的運勢，並對學生說明。  

步驟４：取出悶熟的小米餅，由長老來進行分配小米餅的動作。  

 

五、問答時間 10分鐘  

舉例問題一：今天我們在做什麼？  

舉例問題二：我們用到了哪些東西？  

舉例問題三：為什麼要悶熟小米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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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問題四：祭儀過程中有哪些是要大家一起來分工合作的呢？  

 

六、準備器材  

 

１）食材:  

芭蕉葉(bele bele) 、小米糕(leveke) 、豬肉(butulu) 、油(abura) 、給小朋友及老

人家喝的飲料。  

 

２）器具  

石板塊(reneke) 、 木材(an nga to) 、  

竹簍(balaku) 、木夾(kacipi) 、水(acilai)(通常場地都是靠水  

邊進行) 、刀(labu)  

 

３）娛樂器材  

吉他、大字報、擴音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