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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起源問題研探
林政華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臺灣，是在地質學上的古生代晚期（約2億2仟萬年前），由太平洋東海中隆起而
成為海島的。最晚在舊石器時代早期（約5萬年前），大崗山人已出現在臺灣；而約四
萬七千年前，已有苗栗大湖網形文化的存在。至於舊石器時代中期（約2至3萬年前）
的臺南縣左鎮文化、舊石器時代晚期（1萬5千年—2千年）的臺東縣長濱文化，則是比
較常被提起的。
據知在五至六千年前，臺灣高山先住民（泰雅族等）、平地先住民—平埔族已出
現了。
有人類才有文學。臺灣文學究竟起源於何時？歷來說法不一。在不同的說法中，
也受著對文學表現形式的制約而產生岐異；因此，在討論臺灣文學的起源時，不得不
先釐清文學表現形式如何的命題。
本論文即由來自世界學者對文學、文學表現形式的探討談起。這一命題解決之
後，要談文學以至於臺灣文學的起源也就容易多了。

壹、由表現形式來定義文學
一、無固定形式（口傳文學）
文學表現形式，不外固定與不固定二種。但對於臺灣文學，則應採上述二種折衷
的第三種看法：由不固定的口傳文學形式，經田野調查等方式蒐集後寫定，成為固定
形式的書面文學。至於近代先住民作家的創作，則是跨越口傳文學形式直接以書面文
學呈現，雖然，其內容多少存有原始的口傳文學成分。
一般無固定形式的口傳文學的起源，有下列幾種重要的說法：
1.「起源於生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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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文學，在沒有文字記錄它之前，是用口耳相傳的方式表現出來
的，一般稱之為「口傳文學」。
口傳文學最早的形式，可能是歌謠，甚至是舞蹈；古中國《墨子．公論
篇》說：「 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所謂「誦詩」，指徒歌；也就是只用口清唱，不配音樂的唱出詩歌來。
「歌詩」，是指配樂唱詩。誦詩和歌詩，都是用聲音、語言來表達詩意。而
「弦詩」，指用樂器彈奏出詩意。「舞詩」，則是指用跳舞的方式把詩的內涵
表現出來。《詩經．大序》也提及口傳詩歌和用舞蹈表詩意的見解，說：「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以上所述，可以名為「文學起源於生活」說，用口傳、舞蹈等肢體語言方
式呈現。今人朱榮智說：
「一切文學的產生，推其根本，都只是生活的表現，不管是為了工作的需
要，……或是男女間的戀情、家族之間的親情、朋伴之間的友情的交流情思，
或是個人對生命、生活的省思感悟，……都只是真實生命表現，尤其在原始社
會裡，應該是實用的目的先於藝術的目的。」
口傳詩樂文學，正是臺灣先住民文學的大宗！及至目前，各族先住民部落
的生活，以農為生，他們能歌善舞，處處耳聞他們狩獵、耕種與砍伐木材的歌
詞，蘊含濃濃的文學韻味；這不正可證明臺灣文學出自先住民之口嗎？
2.「起源於遊戲」說
初民生活簡單，在漁獵或粗淺農牧之餘，有許多時間和精力，於是從遊戲
的本能活動中，打發過剩的精力，而創造了文學、音樂等等藝術。文學、音樂
等藝術，廣義來說都是遊戲！
德國美學家席勒曾論審美藝術源於力量過剩的遊戲，說：「當缺乏動物活
動的原動力的時候，它是在工作；當力量過剩是這種原動力的時候，它是在遊

	 朱榮智，《文學的第一堂課》（臺北市：書泉出版社，西元 2004 年 4 月），頁 23。本節所引東西洋文學…
理論，多採自伍蠡甫等編，《現代西方文論選》（臺北市：書林出版公司，民國 81 年 8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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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美育書簡》西元1973-1974年）
而德國哲學家康德也說：「藝術…喚做自由的，…人看做好像只是遊
戲，…它是對自身愉快的。」（《判斷力批判》上卷）
中國的王國維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認為其原始是兒童的遊戲，說道：「文
學者遊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於競爭而有餘，於是發而為遊戲。婉孌之
兒，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無所謂爭存之事也，其勢力無所發洩，於是
作種種之遊戲。」（見《文學小言》）
至於成年以後的文學「遊戲」，也是模仿、翻版自兒童的遊戲心理，王國
維接著說：「而成人以後，又不能以小兒之遊戲為滿足，於是對其自己之情感
及所觀察之事物而摹寫之，詠嘆之，以發洩所儲蓄之勢力。」（同上）
按：臺灣各族原住民生活簡單，餘閒很多，尤其達悟族（昔稱雅美族），
更時時可以看到他們從事唱歌、跳舞、雕刻等等藝術活動。
3.「起源於宗教祭典」說
初民茹毛飲血，巢居洞住，頭腦簡單，「以為自然界都和自己一樣－有
生命也有感情：所以殷殷雷鳴，就以為觸犯神怒；鳥鳴花開，就以為春的女神
降臨了。」（日本廚川白村《原始人的夢》）
又：初民面對諸多不可抗拒的大自然災害，或毒蛇猛獸的侵害，感到畏
懼，因而有祀神娛鬼的活動。其巫、覡所作的諸多儀式祝禱詞，演化成後來許
多文體，如：頌、銘等等（劉師培，《左庵集．文學出於巫祝之官說》）；甚
至巫、覡的「偃蹇以像神，或婆娑以樂神」，是後代戲劇的萌芽了。（王國
維，《宋元戲曲考》）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古希臘的詩歌、跳舞、音樂都起源於酒神
祭典。……主祭者和信徒們披戴葡萄及各種植物枝葉，狂歌曼舞，助以豎琴
（lyre）等各種樂器。從這祭典的歌舞中，後來演出抒情詩（原為頌神詩），
再後來演為悲劇及喜劇（原為主祭官和祭者的對唱）。」（見所著《詩學》）
德國大哲黑格爾說：「最早的藝術作品都屬於神話一類。」（《美學》第
二卷）按：近代英文抒情詩lyric，係沿用自希臘文，原義是指彈豎琴（l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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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唱的歌。而原住民崇拜祖靈、大地、動植物等，是泛神論的實踐者；更
多的祭典產生更多的文藝創作。至今各族以各種不同祭典活動不時地舉行，
例如：鄒族的Mayasvi（祭歌）、賽夏族的Pasuteai（矮人祭）、排灣族的
Maluvng（五年祭）、……，其中都可感受到詩文學的成份。
4.「起源於美欲」說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人類天性……求知是最大的快樂，……我
們歡喜看圖畫，就因為我們同時在求知，在明瞭事物的意義。……我們的快感
……是因為畫的手法、顏色等等。」（《詩學》）
日人黑田鵬信也說：「美欲，……是求美的欲望。……美欲的對象有藝
術。…準藝術的盆栽自不必說，就是化妝等，也以美欲為起源。……又模仿、
表現、裝飾的三衝動，也多起於美欲。」（《藝術概論》）
按：目前排灣族、卑南族等，在情歌方面留下許多作品，未始不是他們特
重審美的民族性使然。
以上四種文學起源的說法，均可用來解釋臺灣先住民口傳文學的起源。

二、固定形式（書面文學）
蘇俄文豪托爾斯泰曾說：「藝術，起源於一個人為了要把自己體驗過的情感傳
達給別人，……用某種外在的標誌表達出來。」（《藝術論》）因此，口傳文學不能
算是文學。持這種見解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文學，寫在紙上的字；特具意義的辭
章。……」（美國《韋氏大字典》）
美國Worcester《文學批評史》說：「文學就是學問、知識、想像的結果，保存於
書面。」
英國文學批評家Jebb《聖經文學》說：「文學包含固定的形式。」
美國文學批評家Throdore W.Hant《文學原理及其問題》「文學是思想經由想像、
感情及趣味的書面的表現。」
日本文學研究者本間．久雄更挑明的說：「文學是通過作者的想像、感情，而訴
諸於讀者的想像、感情的。……當然不用說，根本條件是運用文字寫出來的表現。」
「文學有三個條件：第一、文學需要通過語言意象來實現（就是要以語言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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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日本文學研究者中野．好夫）
此種說法後來多成為一般人制式的想法，因為它固定、有具體的文字成品，可觸
可及，較有「安全感」所致。

三、綜合的說法
不過到二十世紀以來，資訊急遽變化，聲音、影像等傳播飛快；從前書本文字蒐
藏才是圖書館的任務，圖書館已偷偷地被改為資訊館了。對於文學的了解，也由固定
形式的要求翻轉為可接納非書資料－口傳文學了。中國近代文學理論家朱光潛說：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談文學．文學與人生》）
已故文學教授王夢鷗先生也說道：「文學，……在歷史上不能單看作文字的法式
或書本的學問……。」（《文學概論》）
因此，文學如果只取書面文字表現者，而無視於口傳創作，將棄失大半的文學遺
產，無疑是人類文化上的最大損失！面對時潮所趨，e化的時代，如：
「資訊館」之名取代「圖書館」之名；吾人豈可無視於「口傳的」文學，應該可
以成為正式「文學」的探討呢？

貳、臺灣文學初起與文學表現形式之關係
如果以口傳文學為準，來追溯臺灣文學的起源，幾乎可以上溯到臺灣史前時代，
即四、五千年前，或更早的臺灣先住民原始神話、傳說。
但是，若以書面文學來看，則臺灣文學的上限，可推到十七世紀漢人和荷蘭人來
到安平，帶來漢字及羅馬字，結束了臺灣的「史前時代」。西元1624年後，荷蘭東印
度公司最後一任總督揆一，在所作回憶錄《被遺忘的臺灣》中，載有許多荷蘭牧師，
如：伊尼亞士牧師等所寫有關臺灣的散文，是臺灣重要的文學遺產。而在胡婁特（J、
A、Grothe）西元1886年至西元1887年，於Utrecht用荷蘭文出版的六冊《古荷蘭海外
宣教檔案史》，其中也可以找到若干資料。
不久，明朝遺臣沈光文在西元1651年被颶風吹到宜蘭起，到西元1688年客死臺南
為止，歷經荷蘭、明鄭、滿清三個殖民政權，留下一百多首詩；他又曾與清朝官員多
位創立「東吟社」，對臺灣漢詩有很大的帶頭作用，有人稱他為「臺灣文獻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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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光文以後的臺灣古典漢文學，乃至西元1920年代以來的臺灣新文學，一般人
都比較了解，不必贅述。本論文擬集中在臺灣先住民口傳文學文字化的前後種種探討
上，證明臺灣文學的起源早於臨近的國家，其文學資產殊為珍貴。

一、臺灣先住民歌謠書面化紀錄
臺灣先住民固然是臺灣最早的居民，但由於他們迄未發明文字，與外界接觸相對
的也較少，其生活地域多半被逼到高山深谷之中，一般人又難以到達，以致他們早期
的資訊，尤其是音樂、歌謠等時間藝術的作品，不易為外界所知所傳。
好在由清初以來，有若干人類學者、音樂工作者等，陸陸續續作了不少田野調
查、搜集整理的基礎工作，讓我們知道先住民的音樂、歌謠，其實比漢族等都要多；
已故的民族音樂、文化學者史惟亮說：「如同不經琢磨的寶石，原住民音樂量的豐
富，超過人口佔百分之九十八強的漢族民間音樂。（甚至量之豐富包羅了整個歐洲的
歌唱型式）」
許常惠教授也認為：「臺灣民謠中，原住民民謠的數量之多是驚人的。」
可惜臺灣先住民過去很少有人能利用漢字記錄音樂、歌謠，只有求之於清代、日
治以來的臺、日人士了。但它們後來仍為臺灣河洛語歌謠的創作所取資，成為臺語歌
謠重要的來源之一。茲依時代先後，列述清代以來學者們蒐集的成果如下：
清康熙時巡臺御史黃叔玉敬《臺海使槎錄》（西元1722年出版）卷7〈番俗考〉、
卷8〈番俗雜記〉中，以漢字拼音方式，記錄了諸羅（今嘉義以北）、鳳山縣地方（今
高雄縣市及屏東縣一部分）的先住民歌詞34首，如：新港社〈別婦歌〉、下淡水社
〈頌祖歌〉等就是。
黃氏所記34首平埔族歌謠，依其內容分類為：一、勞動歌：蕭壠社〈種稻歌〉等
8首。二、慶典歡樂歌：南社〈會飲歌〉等11首。三、情愛思念歌：新港社〈別婦歌〉
等6首。四、祭典頌祖歌：大度社〈祀祖歌〉等6首。五、勸戒歌：灣裏〈社誡負歌〉
等2首。六、敘事歌：搭樓〈念祖被水歌〉1首。
胡臺麗在於西元1995年在古樓社排灣族採集到清朝的民歌〈荷蘭歌〉歌謠，經學
者考證是西元1887年「開山撫番」時期，河洛族人通事奉劉銘傳之命，所寫的七字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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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誡歌」，教給原住民朝夕歌唱的；留傳至今。
日本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合著二部書：《臺灣番人事情．臺灣土番的時令
歌》、《臺灣番人事情．臺灣土番的歌謠和固有樂器》（西元1907年）。
張福興是臺灣人中首位田野採譜者，他在西元1922年出版《水社化番的杵音及其
歌謠》有歌曲13首。
早年，日本學者對臺灣先住民音樂、口傳文學，包括歌謠、神話、傳說等等的田
野調查、整理乃至研究，都極盛於一時。茲敘述歌謠部分如下：
若草（雜誌）專刊臺灣山歌、民謠等。由日本小林忠文編輯，臺北若草會大正6年
（西元1917年）印行
田邊尚雄著有：《島國的歌與舞》。（西元1922年）
一條慎三郎著有：《阿美族之歌》、《排灣、布農、泰雅族之歌》（均於西元
1925年）。
移川子之藏著有：《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頭社熟番的歌謠》（西元1931
年）、《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蘭陽平原的原住民－－卡瓦蘭的歌謠》（西元
1936年）。按：卡瓦蘭，即轕瑪蘭。
伊藤文一著：《大社庄之番歌》（西元1934年）、《排灣族的歌謠》（西元1936
年）。
竹中重雄著有：《臺灣蕃族之歌》（西元1935年）、《臺灣內地尋找番歌》（西
元1937年）。
國分直一著：《排灣族的即興歌－大武山之春》（西元1940年）。
日本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將西元1943年所採錄的高山族原住民歌謠，分為七類22
項：一、祭典歌：狩獵祈願歌等5項。二、咒詛歌：乞雨歌等3項。三、勞動歌：農耕
歌等3項。四、相思歌：戀愛對歌等2項。五、飲酒歌：款待客人之歌等3項。六、慶典
歌：未成年之歌等3項。七、敘事歌：敘述英勇事蹟等3項。可見原住民無時不歌，無
事不歌，生活中充滿著音樂。

	 呂鈺秀，《臺灣音樂史》（臺北市：五南出版公司，西元 2003 年 10 月出版），頁 64。
	 黑澤隆朝，《臺灣高砂族の音樂》（東京：雄山閣，西元 1973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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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臺灣終戰後，漢族的音樂文明進步，但並不去了解先住民音樂，以致把它視
為「化外的噪音，拒之於音樂研究的門外」。但是，有眼光的音樂工作者，經過辛苦
的田野調查，仍能證明「山地各族音樂埋藏的豐富，……因為他們仍過著較少被都市
文明侵襲的部落生活，乃能保持了他們民歌的純；因為他們長時期音樂生活的繁衍，
乃能使他們的民歌多姿多彩」。
可是，隨著新舊時代的更替，加上年邁長者的離世，民謠也因此而逐漸流失。
茲列述所知見之漢人所蒐集整理的總集資料（分先住民族群者後列）如下：
〈臺灣蕃歌四首〉 容肇祖 《民間文藝》11/12期 中國廣州 西元1928年
〈臺灣生蕃歌〉 羅香林 《民俗週刊》68期 中國廣州 西元1929年
《臺灣山胞歌選》(1、2) 張人模、汪知亭 臺北市臺灣書局 西元1951年
〈高山族頌祖歌〉 洪永固 北京《民間文學》 西元1962年
〈臺灣山地民歌調查研究報告〉 史惟亮 《國立藝專學報》 西元1966年
〈臺灣山地民歌調查研究報告〉 史惟亮 《藝術學報》第3期 西元1967年
〈臺灣山地民歌調查研究報告〉 史惟亮 《論民歌》 幼獅雜誌 西元1967年
〈臺灣山地民歌調查研究報告〉 史惟亮 《愛樂》第10期 西元1968年
《臺灣民謠研究》 許常惠 臺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西元1969年
《臺灣高山族民謠集》 史惟亮、許常惠等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 西元1976年
《臺灣高山族民謠集》 史惟亮等 臺中臺灣省山地建設學會 西元1978年
《臺灣歌謠精選》 山地服務社 臺南世一書局 西元1978年
〈臺灣高山族民歌初探〉 蘇琴 中國北京《音樂論叢》4期 西元1981年
〈高山族民歌初探〉

張佩吉

中國北京《全國民族音樂學第二次年會論文集》

西元1981年
《臺灣高山族民歌合唱集錦》 陳伯白、駱秀超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西元1984年
〈高山族民歌初探〉 張佩吉《音樂研究文選》 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 西元1985年
〈高山同胞話俚歌〉 樊祖蔭、孫星群 《中國音樂》2期 西元1985年

	 史惟亮，〈臺灣山地民歌調查期研究報告〉，《藝術學報》，西元 1968 年，頁 3、90。
	 同前註，頁 93。

71

臺灣學研究通訊

€

第二期

〈臺灣原住民民俗歌曲〉 謝貴利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西元1991年
〈臺灣原住民民謠與教材〉 林道生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鄉土教材》 西元1995年
〈後山原住民之歌〉 林建成 臺北玉山社 西元1996年
〈臺灣山胞民謠與平地民謠比較〉 顏文雄 《臺灣文獻》17卷4期 西元1966年
《山棕月影》 伊斯瑪哈單．卜袞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8年（詩歌、諺語）
以下再根據先住民之族群別，敘述自來有關的各族歌謠資料：

◎平埔族
〈本縣最古平埔歌五首〉 臺南縣政府《南瀛文獻》第一期 西元1953年
平埔歌二則 郭慶堂、鄂朝來 《南瀛文獻》4期 西元1956年
新港社祭祖歌曲 宋文薰《臺大考古人類學刊》7期 西元1956年
〈平埔阿立祖之祭典及其詩歌之研究〉

駱維道

《東海大學民族音樂學報》1期

西元1974年
〈巴則海族的祭祖歌曲及其他歌謠〉

李壬癸、林清財《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資料彙編》第3期 西元1990年
〈從歌謠看西拉雅族的聚落與族群〉

李壬癸、林清財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 西元1994年
〈從歌謠看西拉雅族的聚落與族群〉

李壬癸、林清財《平埔研究論文集》

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西元1995年
〈高雄縣木柵平埔族傳說與歌謠零拾〉

機榮特

高雄縣政府《高雄文獻》11期

西元1991年

◎噶瑪蘭族
〈噶瑪蘭的歌謠〉

李壬癸、吳榮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9期，

西元2000年

◎賽夏族
〈賽夏族矮靈祭歌詞〉

林衡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期，西元

1956年
〈五峰賽夏族矮人祭歌的詞與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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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編第》8期 西元1993年
〈矮人祭之歌〉

胡臺麗策劃

胡臺麗、李道明編導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 西元1988年
〈現階段賽夏族民族祭典與民歌的保存〉 《民俗曲藝》35期 西元1985年
〈臺灣客家山歌與賽夏儲矮靈祭歌研究〉

謝俊逢《復興崗學報》43期

西元

1990年

◎達悟族
〈從雅美族對歌謠的分類法試論雅美族音樂形態〉

許常惠

臺北《中華民俗藝

術69年刊》 西元1980年

◎鄒族
〈阿里山的曹族民謠〉 顏文雄 《中國一週》 西元1964年
〈臺灣鄒族民間歌謠〉 浦忠勇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西元1993年
〈山崖之歌—來自阿里山的鄒族歌謠〉 浦忠勇 《表演藝術》12期 西元1994年

◎阿美族
《阿美族之歌》 一條慎太郎 西元1925年
〈阿美民歌分析〉 史惟亮《音樂學報》5期 西元1967年
〈哪魯灣之歌：阿美族民謠選粹120〉 吳明義 臺東縣觀光局東海岸 西元1993年
〈臺灣阿美族歌謠研究〉 林信來 花蓮 西元1979年
〈臺灣阿美族民謠詞研究〉 林信來 臺東 西元1983年
〈阿美族的兒童遊戲歌與搖籃歌〉 林信來 《民族音育樂論集》大陸書店

西元

1994年

◎泰雅族
《和平鄉泰雅族故事．歌謠集第一集（神話8篇、傳說12篇）》

胡萬川主編

臺

中縣立文化中心 西元1995年
《天狗部落之歌》 田敏忠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5年

◎布農族
〈談祈禱小米豐收歌〉 呂炳川 《呂炳川音樂論述集》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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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79年
〈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 吳榮順 《臺灣文獻》12卷6期 西元1986年
《布農族傳統歌謠與祈禱小米豐收歌的研究》

吳榮順

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西元1988年
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Pasibutbut)之發微明立國臺北《中國民族音樂學會第一
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西元1991年
〈臺灣的布農族歌謠—民族音樂學的考察〉

許常惠

《中國音樂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 香港中文大學 西元1988年
〈臺灣的布農族歌謠— 民族音樂學的考察〉

許常惠

《民族音樂論述稿

(三)》樂韻 西元1988年

◎卑南族
《臺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 林信來 臺東自印本 西元1985年

◎排灣族
《排灣族傳統童謠》 錢善華等 行政院文建會 西元1991年
〈排灣族傳統童謠〉

錢善華

臺北《第五屆國際民族音樂學會議論文集》

西

元1992年

◎邵族
《水社北蕃的杵音及歌謠》 張福興 臺北市臺灣教育會 西元1922年
〈日月潭邵族民謠〉 顏文雄 《中國一週》756期 西元1964年
由上述為數不算少的資料，可證明臺灣先住民豐富的音樂文學遺產，是臺灣詩歌
等韻文文學的源頭無疑。吾人不能因為過去人的忽略而否認其歷史地位。

二、臺灣先住民歌謠與文學的關聯
臺灣先住民大別為平埔族和高山族；高山族中又分為泰雅族、賽夏族……等十數
族。平埔族後多被漢化，其音樂頗不易查考；其歌謠，則上述黃叔玉敬所記34首之情
況已詳。而高山各族的樂曲風格內涵，大致如下述：
泰雅族：曲調蒼涼。
賽夏族：詞意豐富，但音調冗長、沉緩而又哀痛。歌詞內容具有文學價值；以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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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祭歌為代表。
鄒族：音樂豪邁雄壯。歌詞多古語；以祭歌、戰歌為代表。
布農族：以八部音合唱。重歌詞節奏，少情歌；以祈禱小米豐收歌為代表。
排灣、魯凱、卑南族：歌曲富有田園氣息，柔和不刺耳。排灣以情歌最為豐富。
魯凱具單音性與多音性歌謠。
達悟族：半唱半誦，語多典雅，樸實和善，殊具生活化；以船祭之歌為特色。
阿美族：歌謠豐富，旋律、形式均多變化，曲調簡潔，旋律動人，節奏明朗有
力，熱情開朗；以祭儀性、休閒性歌舞為多。
至於先住民歌謠見之於史書文獻資料的，其例證頗多，在在都是臺灣文學源頭的
證明：
(一)隋書卷81東夷傳流求國（指臺灣）說：「凡有宴會，……歌呼蹋蹄，一人
唱，眾皆和，音頗哀怨。」呂鈺秀《臺灣音樂史》謂：「歌唱時，領唱和腔
的性質，則在今日原住民歌唱中仍常見。」
(二)黃叔璥「文獻中有關歌唱情景的描述，有許多與今日原住民歌唱情景相仿。
（按：舉西拉雅、洪雅、巴布薩、沙轆社，並清人周鍾瑄《諸羅縣志》、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等5例）……」
(三)在荷治時期，宣教師尤紐士曾以《聖經》詩篇130篇，作新詩數首。
(四)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田調記述新港社平埔族的祭祖，說：「族人全部會
齊，飲酒歌唱，而歌詞內容多半是追頌祖先的英勇事蹟。」10
(五)西元1935年，日本考古學家國分直一描述排灣族說：「蕃社入口處，已經聚
齊了一群排灣族少女，……圍成一個圓圈跳聯手舞。……她們似乎在邊跳邊
歌詠小米豐收與耕作之樂。11

	
	
	
	
10
11

林二、簡上仁，《臺灣民俗歌謠》頁 225。
（五南出版公司，西元 2003 年 10 月出版），頁 39。
呂鈺秀，《臺灣音樂史》，（五南出版公司，西元 2003 年 10 月出版），頁 64-65。
同註 8，頁 54。
楊南郡譯，《臺灣踏查日記》，（遠流出版公司，西元 1996 年），頁 111。
森丑之助，楊南郡譯《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遠流出版公司，西元 2000 年），頁 233。

75

臺灣學研究通訊

€

第二期

(六)日本人類學家佐藤文一謂平埔族也有與漢族統治者相關的歌詞，如：送公
文、納稅；又有水患不幸等內容。12
(七)西元1935年，日本考古學家國分直一描述排灣族談情說愛道：「未婚男女互
相以歌唱表達愛慕，……尤其是女子為了挑動自己鍾愛的男子，吟出詩歌一
般美妙的詞句，這是排灣族傳統習俗中最精緻的示愛方法之一。」13
(八)捕魚歌（白浪滔滔我不怕）是據阿美族曲而填歌詞的。14
這八則先住民歌謠已見之於古文獻，頗為珍貴。賢者如能取資利用，或
受其啟發，未始不是一股臺灣文學的活水呢！

三、臺灣先住民神話、傳說與文學的關聯
神話、傳說不論其為口傳或已書面化，都是文學的重要內容；對世界各先住民
族來說，更為重要，有時且是某族文學的全部了。音樂學者呂鈺秀在所著《臺灣音樂
史》中說：「原住民先祖許多的傳說，……。許多音樂活動，更和這些傳說有著密切
的關聯。傳說……產生自各民族的實際經驗，轉化成故事形式，……仍可反映出此民
族的歷史生活。」15
只可惜過去的臺灣文人很少了解及此，以致除了兒童文學家之外，較少受到先住
民神話、傳說之啟發，用為創作的參考，以致影響他們對臺灣文學起源於先住民口傳
文學之看法，有持否決態度者。
先賢考察先住民先祖傳說，大約可分為七類：人類起源的傳說、血族結婚的傳
說、發祥地的傳說、太陽月亮的傳說、洪水的傳說、巨人的傳說、女人國的傳說。16傳
說與音樂、舞蹈有關，呂鈺秀曾舉泰雅族的石生說為例，加以說明，道：「泰雅族的
石生說，更有相關音樂舞蹈的配合。……黑澤隆朝1943年的泰雅族音樂調查中，就有
一種腰舞……為具有男女交合性暗示的舞蹈。……這種由口簧琴伴奏的舞蹈，舞者手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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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府志所見熟番的歌謠〉，《民族學研究》2 卷 2 期，西元 1936 年，頁 135。
森丑之助，楊南郡譯，《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遠流出版公司，西元 2000 年），頁 219。
見林二、簡上仁，《臺灣民俗歌謠》頁 237。
（五南出版公司，西元 2003 年 10 月出版），頁 44。
林衡道，〈臺灣山胞之研究〉，《文獻專刊》3 卷一期，（西元 1952 年），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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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腰，前後左右搖擺腰部。」17
以下則是日治時期日本學者田野調查記錄、整理研究神話、傳說的成績：
《臺灣風俗誌》 片岡巖著 臺北眾文書局（陳金田、馮作民合譯 臺北大立出版
社，1981年） 西元1921年
《生蕃傳說集》 佐山融吉等編 東京杉四書店 大正12年 （西元1923）
《朝鮮臺灣アイヌ童話集》 西岡英雄編 日本近代社 （西元1929年）
《蕃人童話傳說選集》

瀨野尾寧等編 自印本（魏素貞華譯《臺灣山地故事》，

西元1987年9月，國語日報出版部） 昭和5年 （西元1930）
《朝鮮臺灣支那神話と傳說》 中村亮平編 東京大洋出版社 昭和9年 （西元
1934）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分共同神話、各族傳說二輯）
語學研究室編（小川尚義教授等調查紀錄）

臺北帝國大學言

東京召江書院（西元1991年2月，陳千武

華譯《臺灣原住民母語傳說》，臺原出版社） 昭和10年（西元1935）
附：臺灣地方傳說集 黃啟木等 臺灣藝術社 昭和18年（西元1943）
終戰後，這一方面的工作，有賴臺灣乃至中國學者的努力了；以下先述總集部
分：
〈臺灣及東南亞的同胞配偶型洪水傳說〉

陳正希

載於西元1955年《中國民族

學報》第1期
〈臺灣省高山族的始祖創生傳說〉

許世珍

載於西元1956年《中研院民族學研

究集刊》第2期
《臺灣山胞神話故事》 韓逋仙譯
《臺灣土著社會始祖傳說》 陳國鈞

臺北市東方書局 西元1960年
幼獅書店 西元1964年

《臺灣神話》 廖毓文 國峰出版社 西元1972年
《高山族神話傳說》 中國陳國強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西元1980年
《山地神話（2冊）》 陳天嵐等著 西元1980年11月臺灣書店
《山地故事（含神話、傳說）》 蘇樺著 幼獅文化公司 民國71年
17 同註 8，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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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山族傳說與風情》（2冊）

中國劉清河等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西元

1984/民國85年
《高山族民間故事選》（含神話、傳說）

中國蔡鐵民編

上海文藝出版社

西

元1987年
《太陽的孩子》 郝廣才主編 遠流出版公司 西元1988年
《征伐太陽》 張良澤著，宋少瓔譯 上仁文化公司 西元1988年
《原住民神話故事》（39篇） 杜傳等編 屏東縣泰武國中 民國80年
《臺灣原住民族口傳文學選集》（各族神話18篇、傳說65篇）

林道生編著

花

蓮縣立文化中心 民國85年
《原住民神話大系》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

晨星出版公司（泰雅族神

話與傳說、賽夏族神話與傳說、鄒族神話與傳說、布農族神話與傳說、排灣族神話與
傳說、魯凱族神話與傳說、卑南族神話與傳說、阿美族神話與傳說、達悟族神話與傳
說、 邵族神話與傳說） 西元2003年
以下再依先住民之族群別，敘述自來有關的神話、傳說資料：

◎平埔族
〈北部平埔族的傳說〉 王一剛 載於西元1958年《臺北文獻》6卷3期
〈高雄縣木柵平埔族傳說與歌謠零拾〉 機榮特 高雄縣政府《高雄文獻》11期
西元1991年
《謎樣的歷史－臺灣平埔族傳說》 陳千武 臺原出版社 西元1993年
《臺南地區平埔族民間文學集》 顏美娟 高雄師大國文系 西元1996年

◎噶瑪蘭族
〈三個噶瑪蘭族的故事〉 阮昌銳 載於西元1968年《臺灣風物》20卷1期

◎賽夏族
〈臺灣矮人的故事〉 陳正希 載於西元1952年《臺灣風物》3卷1期
〈向天湖賽夏族的故事〉 陳春欽 載於西元1966年《中研院民族學研究集刊》21期

◎達悟族
〈雅美族紅頭社傳說一則〉 許世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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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美族漁人社的始祖傳說〉 劉斌雄

載於西元1980年《中研院學術研究所集

刊》50期
〈雅美文化故事〉 曾銀花等

蘭嶼國中社會教育工作站 西元1986年

《八代灣的神話》（18篇） 夏曼．藍波安著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2年
釣到雨鞋的雅美人(神話集) 夏本奇伯愛雅（周宗經）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3年
《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 夏本奇伯愛雅 （周宗經） 西元1996年 常民文化公司
《雅美族神話故事》 周宗經 臺灣省教育廳兒童讀物出版部 民國85年

◎鄒族
〈臺灣鄒族的幾個神話〉 杜而未 載於西元1960年《大陸雜誌》20卷10期
《臺灣鄒族的風土神話》（含傳說）

巴蘇亞．博伊哲努（蒲忠成） 西元1993年

6月 臺原出版社
《臺灣原住民族口傳文學》 蒲忠成 常民文化

西元1996年

《庫巴之火—臺灣鄒族部落神話研究》 浦忠成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6年

◎阿美族
〈馬太安阿美族的故事〉 王崧興 戴於西元1962年《中研院民族學研究集刊》14期
《阿美族神話故事》 林生安 臺灣世界展望會 西元1988年
《阿美族傳說》 林淳毅 晨星出版社 西元2001年

◎泰雅族
〈南澳泰雅族的神話傳說〉 李亦園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集刊》15期 西元1963年
《臺灣土著社會始祖傳說》 陳國鈞 幼獅書店 西元1964年
《泰雅傳說－祖先的故事》 呂美容等編撰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西元1997年
《番刀出鞘》 瓦歷斯．諾幹 稻香出版社 西元1992年
《和平鄉泰雅族故事．歌謠集第一集》（神話8篇、傳說12篇）

胡萬川主編

臺

中縣立文化中心 西元1995年
《戴墨鏡的飛鼠》 瓦歷斯．諾幹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7年
《泰雅的故事》 游霸士．撓給嚇（田敏忠） 晨星出版社 西元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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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
《布農族的獵隊》 馬雨辰 臺灣書店 西元1967年
《玉山生命的精靈》(口傳神話故事) 霍斯陸曼‧伐伐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8年
《祖靈的腳步》 曾建次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8年
《走過時空的月光亮》 林太、李文甦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8年
《布農族口傳神話傳說》 田哲益‧全妙雲 臺原出版社 西元1998年

◎卑南族
《臺東卑南族口傳文學選》（含神話、傳說）

金榮華編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 西元1989年
《臺灣原住民的母語傳說》 陳千武 臺原出版社 西元1991年

◎排灣族
《美麗的稻穗：臺灣少數民族神話與傳說》

春風叢刊編委會 前衛出版社 西元

1984年
《美麗的稻穗》 莫那能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89年
排灣族的一年 馬筱鳳 常民文化公司 西元1996年
臺灣原住民族口傳文學選集（各族神話18篇、傳說65篇）

林道生編著

民國85

年6月 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排灣族的神話傳說》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6

年
《紅嘴巴的VuVu》 利格拉樂．阿女烏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7年
《排灣族神話故事》 陳枝烈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西元1997年
《排灣傳說集》 小林保祥編著、謝荔譯 南天書局 西元1998年
《山豬．飛鼠．撒可努》 亞榮隆．撒可努（漢名柯欣傑） 耶魯大學 西元1998年
《頭目出巡》

林建成

晨星出版公司 西元2002年

◎魯凱族
《魯凱族口傳文學》 金榮華 中國文化大學 西元1995年
《雲豹的傳人》 邱金土 晨星出版社 西元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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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資料的臚列，雖僅是書目，但已可見其內涵的豐富了。臺灣先住民神話、
傳說，真是臺灣以至世界重要的文學寶藏！何況，尚有其他無法計數的「口傳」文學
精品，在現今先住民耆老的腦海中，有待吾人再去作田野調查，加以記錄寫定。

參、結論
本論文旨在探討臺灣文學的起源，而且應該是臺灣先住民的口傳文學。它經過田
野調查，已經被記錄下來；但是，尚有更多還未被傳述出來的，仍可能是臺灣文學創
始期的文學遺產。
田野調查已經被記錄下來，或已被寫定，以及少數見之於古書文獻的歌謠、神
話、傳說等，確實可作為臺灣文學應起源於臺灣先住民口傳文學的明證。本論文的重
心，在敘述文學創作形式由非固定的口傳方式，而記錄成固定的書面形式討論起；再
臚列眾多相關的歌謠、神話、傳說等的書目資料，以及若干的推論，來加以證成。
臺灣文學應起源於臺灣先住民口傳文學的說法，在文學前輩葉石濤的《臺灣文學
史綱》18和陳芳明的〈臺灣新文學史．臺灣文學的起源〉19中已被提及，惜未作詳細的
論證。也是臺灣文學研究者、評論者，如：張良澤 20、游勝冠 21等，也曾加認定。由
本論文採用文學發展理論，加上豐富的實物－－田野調查記錄的作品作為佐證，相信
『臺灣文學起源於臺灣先住民口傳文學』這一命題，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18 葉氏早在西元 1977 年所發表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中，已有此主張。
19 《聯合文學》178 期，（西元 1999 年 8 月出版）。
20 張氏在真理大學的「原住民歌謠－口傳文學」課程大綱中，也明言：「日治五十年間，（日人）幾乎
把所有各族的口傳文學都整理下來了。」
21 游氏於西元 2005 年 3 月 18 日，在高雄市圖書館專題演講「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時，談到
「口傳文學」，即以「如排灣族的古調，是他們對先人的千古呼喚」為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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