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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者 簡 介 演講影音

經歷



35

回望歷史
輯一 

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摘要

　　歷史可以見證許多豐富的文化，從荷蘭領臺（西元

1624）時代之前，在今臺灣中西部大甲溪以南、大肚溪以北、

大肚台地以西至海岸一帶山坡地與沖積隆起海岸平原，就已居

住著一個臺灣原住民平埔族群，一個被稱為拍瀑拉（Papora）

的族群。

    本文先從臺灣與南島文化、臺灣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起談，

進而分析大肚山台地拍瀑拉族群的歷史與文化，末尾探討大肚

山台地平埔族群的重建與研究。

    大肚山台地平埔族群的研究是透過考古遺址、地名沿革、

碑文銘記、湧泉資源等田野調查、文獻整理、解讀與分析等工

作。藉由拍瀑拉族古文書契字的彙整與解讀，重新建構原漢當

年土地變化關係。

    拍瀑拉族群百年來受戰亂災異、遷徙分散、通婚漢化等影

響，許多人或許也不清楚自己是平埔族的後裔，但目前在臺中

市沙鹿區有著一群人，以「祭祀公業」與「文化促進會」為中

心，勇敢而自覺地住在原鄉，建設並保存著自己族群的文化。  

  大肚山台地平埔族群的重建與研究

關鍵詞：大肚山台地、平埔族拍瀑拉族（Papora）

前言

臺灣一直是多族群的生活空間，在歷史的演進中，漢人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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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島上沿海諸平原已散佈著許多平埔族群的部落。

題名「大肚山台地平埔族群」，是指今臺灣中西部大甲溪以

南、大肚溪以北、大肚台地以西至海岸一帶山坡地與沖積隆起

海岸平原，從荷蘭領臺（西元 1624）時代之前，就已居住於此

的拍瀑拉（Papora）族群。

在今日臺中市行政區劃內的清水、沙鹿、梧棲、龍井、大肚、

烏日與南屯的部分，清代兩百餘年的文獻上雖清晰記載著牛罵

（一名感恩）、沙轆（一名遷善、又名迴馬）、水裏、大肚等

幾個社。1 但直到日治時代與今天，相關拍瀑拉族群的論述仍普

遍不足，難窺全貌。

歷史可以見證許多豐富的文化，本文嘗試將大肚山台地平埔

族群的文化，做一重建與研究，盼能對臺灣史的多元面向，增

添一抹風采，不再烙下感嘆的容顏。

壹、臺灣與南島文化

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超過兩百座，

主要河川十多條，年平均雨量兩千五百公釐上下，平地年平均

溫可達攝式二十二度，地理環境可謂豐富且變化多端。在人文

生態上，族群的分布更顯現著多元又相互影響的風貌。

1. 有關南屯貓霧拺社的相關問題，請參考簡史朗，《貓霧拺社（Babusaga）
的研究－－貓霧拺社非貓霧拺族考》，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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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學者專家多有論文探討著臺灣與南島文化間的關

係，例如澳洲學者Peter Bellwood指出臺灣有可能是「南島語族」

的發源地；臺大教授鍾國芳也研究證實「太平洋構樹」原鄉在

臺灣。2

一、所謂的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

西元 1899 年，學者 Wilhelm  Schmidt 將拉丁文字的字根

「auster」與希臘的文字「nêsos」組合而成，前者為南風之意，

後者意指島。日本語將「Austronesia」翻譯成「南島」，中文在

近代沿用了這個日本語詞彙。
3

「南島語族」範圍龐大，北起臺灣，南抵紐西蘭，西至馬達

加斯加，東至智利復活節島。使用「南島」語系的區域包括有

台灣、菲律賓、婆羅洲、印尼、馬達加斯加、新幾內亞、紐西蘭、

夏威夷、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等各地島嶼

的語言，外加馬來半島上的馬來語、中南半島上越南與高棉的

占語和泰國的莫肯語（Moken/Moklen）。

二、「南島語族」的三大區域

一般而言「南島語族」分為三大區域，如下列簡述：

1、波里尼西亞 (Polynesia)

2. 洪欣慈，＜臺大研究：臺灣是南島原鄉 ?構樹佐證＞，《聯合報》，104
年 10 月 9 日，B版。

3. 維基百科  zh.wikipedia.or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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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 相當於眾多之意，而 nesi 則相當於島。區域內有夏威

夷（美國的一州）、斐濟、東加、美屬薩摩亞，還有與我國有

邦交的吉里巴斯、吐瓦魯等國。 

2、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Micronesia 希臘語字根為「小島」之義  。區域內有威克島、

關島（美國的海外屬地）、以及與我國有邦交的馬紹爾群島、

諾魯、帛琉等共和國。 

3、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Melanesia 意為「黑人群島」 區域內有摩鹿加群島（印尼）、

斐濟、東帝汶，以及與我國有邦交的所羅門群島。

貳、臺灣原住民族群的歷史

臺灣原住民（Aborigines），或謂屬於馬來 / 波里尼西亞系

統，被規劃為「南島語族」，但彼此之間仍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他們仍屬不同語群，彼此之間不能以各自的語言相互溝通，何

時從何地而來多無定論。

一、「臺灣原住民」之正名

1980 年代，居住在臺灣的這些族群開始以「原住民」一詞

做為族群認同、民族識別的訴求，開始在社會運動中表現出強

烈的政治意涵。經過一番爭取，政府終於在 1994 年 8 月 1 日正

式通過臺灣的土著族群叫做「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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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臺灣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試從康熙 22 年（1683）

清朝政府來到臺灣後，就其漢化程度（輸賦徭役）談起。

1、清朝政府來臺（1683）後，就「輸賦徭役」（納稅、服

勞役與出草與否）等辦法，將原住民分為「生番」、「熟番」、

「化番」諸名詞稱呼，頗有汙名化之嫌。

2、日本政府在臺五十年（1895－ 1945），將臺灣這些原住

民分為「高砂族（たかさご）」與「平埔族」的稱謂，或簡稱「蕃

人」，更見歧視。

3 國民政府來臺（1945）後，依據「臺灣省山胞身份認定標

準」暨行政區劃將臺灣原住民分為「山地山胞」（山山）與「平

地山胞」（平山）兩種，通稱做「山胞」，也為不妥。

 1984年（民國 73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確定「原

住民」一詞做為臺灣境內這些族群的通稱，經歷十年的努力，

到了 1994年（民國 83年）的 7月，國民大會修憲會議決議將「山

胞」正名為「原住民」，同年 8 月 1 日，總統明令公佈，而後

為人們通用。

二、臺灣原住民之分布

今日在文化復振的聲浪中，不論是否被政府認定「原住

民」，都有其自我的民族尊嚴與傳統領域，僅附圖致意，不做

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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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政府認定之原住民（ Aborigines）有 16族：（圖一）

泰雅族 Atayal 、賽夏族 Saisiat、布農族 Bunun、鄒

族 Tsou、魯凱族 Rukai 、排灣族 Paiwan、卑南族

Puyuma 、阿美族 Ami、達悟族 Tao ─ 雅美族 Yami 

、邵族 Sou、噶瑪蘭族 Kavalan、太魯閣族 Taruku、

撒奇萊雅族 Sakizaya、賽德克族 Sediq、拉阿魯哇族

Hla`alua、卡那卡那富族 Kanakanavu。

圖一：政府認定之臺灣原住民分布圖（資料出處：www.tnecq.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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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尚未被政府認定者，多為平埔族（ Pingpu），亦有十多

個族：（圖二）

   凱達格蘭族 Ketagalan、馬賽族 Basai、雷朗族

Luilang、噶瑪蘭族 Kavalan、猴猴族 Qauqaut、道卡

斯族 Taokas、巴則海族 Pazeh，Pazzehe、拍瀑拉族

Papora（亦稱巴布拉族 Vupuran）、貓霧捒族 Babuza

（亦稱巴布薩族 Poavosa）、洪雅族 Hoanya（亦稱

和安雅族）、西拉雅族 Siraya、馬卡道族 Makatao、

噶哈巫族 Kahabu、箕模族……等。

圖二：臺灣原住民平埔族群分布圖（資料出處：劉還月、陳柔森、李易蓉，《我

是不是平埔人 DIY》，臺北市，：原住民文化事業，2001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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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肚山台地平埔族群的歷史與文化

大肚山位於臺灣中部西海岸，大甲溪以南，大肚溪以北，筏

仔溪以西，總長約 20公里，平均寬約 7公里。4此一狹長台地今

為臺中市轄域，四周圍分別為清水、沙鹿、梧棲、龍井、大肚、

烏日、南屯、西屯、大雅、神岡等十個行政區。

在地形上屬台地地形，此處原為古代大甲溪與古代大肚溪形

成一處廣大的聯合沖積扇，生成於中更新世（距今約一百萬年

前），由於受到來自東南板塊造山運動的推擠力，而發生了清

水逆斷層，其間同時產生背、向斜褶皺構造及平行性的副斷層。5

台地的西坡係一斷層崖，主斷層線（清水斷層）經過台地西

側的山麓，因此順此斷層線有許多泉水湧出，例如「埤仔口」（今

清水靈泉里）、「番婆井」（今沙鹿洛泉里）、「龍目井」（今

龍井龍泉里）、「過洋仔」（今沙鹿六路里）等。這些泉水周

邊自古以來就吸引著人們在此生活居住，可惜近年來人口和工

廠增加，自來水公司抽水量大量增加，以致諸湧泉水位降低，

目前已不見自噴井。

一、存在的未知

大肚山台地西麓一帶，早在 1942 年（昭和 18 年）日本學者

就在大肚溪沿岸及大肚山丘陵西麓一帶，發現有頂街、牛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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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及營埔等多處考古遺址。6

藉由近年來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何傳坤、屈慧麗、劉克竑

等教授研究發現，就其分布範圍與器物種類看來，大肚山台

地西側為新石器時代中期（約 4500－ 3500 年前）、晚期（約

3500－ 2000 年前）、到金石並用時代到金屬時代（約 2000－

400 年前）以後的歷史。

由考古遺址的確認，遺物種類如陶器、石器，還有許多生態

遺留的獸骨（如梅花鹿、野豬、山羌、山羊、狗獾、鼠類、鳥類、

魚類與各種貝類），加上「俯身葬」的墓葬模式，似乎可銜接

到臺灣原住民平埔族拍瀑拉族沒有文字的早期史前時代。
7

二、文獻與田野的建構

臺灣的歷史時代歷經荷西時期（1624－ 1662）、明鄭時期

（1662－ 1683）、清領時期（1683－ 1895）、日治時期（1895－

1945），到現今國民政府時期，四百年來大肚山台地上平埔族

群的歷史與文化似乎未竟詳盡，但可確定的是這裡住著一群名

為 Papora（拍瀑拉）的原住民人們。

在這大肚山台地，有關平埔族的記載，首推十七荷蘭時代留

下的一些史料（諸如 1630年的《熱蘭遮城日誌》、1644年的《巴

6.（日）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中縣營埔遺跡調查豫報＞，《臺灣文化》，
五卷一期（民 38），頁 33。

7. 計文德，＜大肚山台地西側史前文化探討＞，《臺灣源流》，72/73( 民
國 104 秋冬刊 )，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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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維亞城日記》，與＜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等），據 1650

年（明永曆四年）「全臺灣村落戶口表－北部地方議會區部落」

指出，這裡有 Gomach（58戶 193人）、Salach（30戶 106人）、

Bodor（20 戶 121 人）、Tatuturo（7 戶 24 人）8
，這可說是今日

所見拍瀑拉族最早的文獻紀錄。

明鄭時期在臺 22 年，採恩威並行主義，若遇不服，即行剿

滅，治理可說是相當嚴厲。甚至相傳「沙轆社」被劉國軒殺戮

殆盡「只餘六人，潛匿海口」，這段令人震驚又被廣為引用的

一段文字，來自清代巡臺御史黃叔璥《臺海使槎錄》（1724）

一書＜番俗六考＞中的記載。
9

接著清朝兩百一十二年的統治間，就官方的文獻、私家撰述

的文字紀錄等，都清楚的記載著「牛罵社」、「沙轆社」、「水

裏社」、「大肚社」諸多部落名稱，前者如《臺灣府志》（1694）、

《諸羅縣志》（1717）、《續修臺灣府志》（1764）、《彰化縣

誌》（1836）；後者有《裨海紀遊》（1697）、《臺海使槎錄》

（1724）、《番社采風圖考》、《臺灣地輿全圖》等，不勝枚舉。

日本時期在大肚山台地有關平埔的拍瀑拉族人少有研究，尤

其大正九年（1920）全臺行政區劃重新調整，本來舊有地名「牛

罵頭」改稱「清水」、「沙轆」改稱「沙鹿」，人們許多的記

8.（日）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戶口表＞，《南方土俗》，四卷一號，
1935，頁 55。

9.（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見《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臺文
叢》），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第 4種（民 46），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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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往會因地名的更動而不復記憶。不過在明治 34 年（1901）

的《臺灣日日新報》清楚的報導著沙轆的拍瀑拉族人在農曆八

月二日盛大而隆重的舉辦「番仔走躔」的事蹟。
10    

如同絕大多數平埔族群一般，百年來的戰亂災異、遷徙分

散、通婚漢化，許多拍瀑拉族人或許也不清楚自己是平埔族的

後裔，但目前在臺中市沙鹿區有那麼一群人，以祭祀公業為中

心，勇敢而自覺地住在原鄉，建設並保存著自己族群的文化。

肆、大肚山台地平埔族群的重建與研究

重建平埔族史、找尋平埔族後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

位居臺灣中西部沿海平原的拍瀑拉族人。

一、拍瀑拉族古文書契字的彙整與解讀

清代，可說是漢人移民開發臺灣的一個關鍵時代，也可說是

「臺灣漢人社會建立與轉型的一個重要階段」
11
，因為在移民的

過程中，取得土地所有權的時刻，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法律文

契（古文書），這是研究一個地方重要的材料，更可為沒有文

字的臺灣原住民們留下不少真實且珍貴的血淚史料。

就大肚山台地的平埔拍瀑拉族而言，各鄉鎮志書中多有古文

10.《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9 月 24 日。

11. 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
理解》，臺北市，臺大文學院，民 80，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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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採錄，另外《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1963）、《臺灣中部

平埔族古文書研究與導讀》（2002）、《楊雲萍藏臺灣古文書》

（2003）、《梧棲古文書史料專輯》（2000）、《大肚社古文書》

（2000）（圖三）、《臺灣古文書專輯》（1997）、《臺灣社會

生活古文書專輯》（1996）等諸多專書。

此外，一般民間人士暨收藏家如鐘金水、郭雙富先生等人亦

多有典藏。現今網路數位典藏「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

中之「古契書」，更有不少資料可供檢索。

 一紙古文書契字，雖是依

漢人「慣例」而訂，但就臺灣

舊慣的契字內容來看，約略有

目的物的名稱、立字人署名、

中人及保人署名、在場知見人

及族親署名、代筆人及公親署

名、花押、相關之年月日、訂

約原因、土地之界域、契字之

種類、業主之界定、所有權之

性質、所有權之取得與消滅、

價銀、番租之關係等十多項要

件，是一項非常寫實的重要史

料，在現今研究方法上是相當

重要，可重建當年生活上的種種故事。

圖三：劉澤民編撰，《大肚社古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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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瀑拉（Papora）文化園區的籌建

目前各界普遍對原住民文化有著一份熱情，政府近年來也修

正不少相關的原住民政策，總統且都向原住民們道歉。

今日大肚山台地上，臺中市政府相關局室雖在清水鰲峰山建

有牛罵頭文化園區與大肚王國部落廣場；沙鹿區公所內設有拍

瀑拉時光迴廊故事館；龍井區龍泉里有座拍瀑拉公園等建設，

可惜相關說明與整體族群關係的介紹卻嫌不足，遊客甚至居民

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個人做拍瀑拉族群相關研究已有多年，相關論著亦有數篇。

對於大肚山台地平埔族群的重建與研究，有個文化園區籌建的

理想，僅條列於下，有待更多的討論，盼能有實現的一天。

1、成立「臺灣平埔族拍瀑拉（Papora）族文化研發中心」

2、設立「臺灣平埔族拍瀑拉（Papora）族文化博物館」

3、培訓平埔族拍瀑拉（Papora）族文化的導覽解說員

4、開設臺灣原住民族有關拍瀑拉（Papora）新的課程並融入 

   臺灣史課程

5、地方現有文史性社團多加拍瀑拉（Papora）族文化的研究

   與互動

6、協助平埔族拍瀑拉（Papora）族舉辦民俗祭典

7、平埔族拍瀑拉（Papora）族文創商品的推廣

8、平埔族拍瀑拉（Papora）族語言與文化的復振

9、現有大肚山拍瀑拉（Papora）族旅遊景點的整合發展

10、擴大政府部門的相關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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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1、考古遺址之保護：

由於荷西時期以後臺灣才有詳盡的歷史文獻記錄，臺灣的史

前文化就得靠考古的挖掘與發現。考古世界地下的材料，了解

過去人類的遺留。這些遺留本身包含次序性，這是空間上的、

時間上的、組合的和相關的，歷史學正可以藉著考古的方法，

根據實物史料來做研究，以補充文字時代歷史的不足。

大肚山台地上目前發現有牛罵頭、營埔、中社、社口、沙鹿

高工、鹿寮、南勢坑、龍泉村等二十餘處的考古遺址，數量可

謂不少。但目前僅清水牛罵頭文化園區有設置博物館供民眾參

觀與學習，殊屬可惜。

2、古今地名之尋覓：

地名的發生，猶如人的命名，必有其來自。大肚山台地上有

著「牛罵頭」、「沙轆」、「番婆橋」、「大肚」、「番仔井」、

「茄投」、「水裡社」、「麻豆崙」、「武鹿」、社口、社腳、

番仔寮、番仔城、番社埔等非常明確與原住民有關的傳統地名，

洪敏麟教授指出「或記聚落所在地的景觀、或記居住者的故鄉、

或記與當地關係至大的人事物等，於是地名可說是一個歷史的

代言者。」
12

這些個地名，有些或謂有汙名之嫌，但畢竟是歷史的過程，

12. 洪敏麟，《臺中縣地名沿革專輯》，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民 82，編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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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顯現在那個年代裏有著這樣的一個稱呼，有著這麼一段漢

人撰寫的故事，不宜忽視。

3、碑記銘文之價值：

古碑記就文徵的意義而言，視為第一手史料。前清時代每於

重要諭示、訴訟、示禁時，除頒書面指示外，另在勒石立碑於

相關民人來往處所，以示知警。

在大肚山台地周邊區域裡有

「感恩社民番諭業佃諭示碑」、「遷

善社示禁碑」、「沙轆牧埔示禁

碑」（圖四）、「沙轆牛埔示禁碑」

等四塊與平埔拍瀑拉族有關的古石

碑。

它們從乾隆四十三年（1778）

到光緒十二年（1886），訴說著

一百多年來現今清水、沙鹿、梧棲

一帶原漢之間的關係，上頭還有著

清楚的地名與人名。如今這四塊石

碑分別在清水紫雲巖、沙鹿玉皇殿、

梧棲浩天宮內外，也算保護的不錯。
圖四：沙轆牧埔示禁碑

（資料出處：1995 年 3 月，計

文德攝於梧棲浩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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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湧泉資源之運用：

人類生活離不開水源，以致平埔族早期聚落的發生多在取用

水方便的地方。據《彰化縣誌》所列寓鰲頭泉、井仔陂、龍目

井等處「泉湧數尺，如噴玉花」、「街民資汲，灌田千餘畝」、

「泉湧山麓，滾滾不竭」的描述，
13 令人神往。

這些個湧泉今日或自來水公司的抽取，或因地質的變化而有

了不同的景觀，例如清水靈泉里的陂子口、龍井龍泉村的龍目

井僅剩觀光景點，水源不見往日盛況，殊屬可惜。沙鹿的番婆

井、王爺井遭加蓋成停車場，反觀鹿峰（圖五）、鹿寮有著不

少私人土地上的湧泉，熟知者才會光臨欣賞取用。

如何彰顯上述這

些史料與田野生活樣

貌的重要性，實在是

今日重建與研究不可

忽略的幾項要件，我

們是否該趕緊努力，

畢竟這也不過數百年

而已 !

13.（清）周璽，《彰化縣誌》，見《臺文叢》第 156 種（民 51），頁 17 －
19，56 － 58。

圖五：沙鹿地區湧泉（資料出處：2015 年 10 月，

計文德攝於沙鹿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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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臺灣是多族群多文化生活的空間，不論是原住或先來後到，

或者是史前、史後（歷史）已迄今，現在的我們祇不過是這塊

土地當下的主人，在這千百年的歷史上可說是淺短到不足為道。

拍瀑拉族群百年來受戰亂災異、遷徙分散、通婚漢化等影

響，許多人或許也不清楚自己是平埔族的後裔，但目前在臺中

市沙鹿區有著一群人，以「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與「臺中市

沙轆社文化促進會」為中心，勇敢而自覺地住在原鄉，建設並

保存著自己族群的文化。

相信在各界依循不同途徑的尋訪與努力，透過田野調查、文

獻整理、解讀與分析等工作，辦理論壇、學術發表、祭典與走

鏢活動等生活形式展現，加上公部門的資金，活化原住民文化

園區而不只是個公園、廣場孤立在那兒的好。

一個即將失落的族群文化，一個臺灣原住民平埔族在大肚山

台地上的史實族群生活，不會因我們的研究獲得釐清，但卻因

為我們今日的用心重構而獲得尊重。

豐富的族群文化是由每一個族群扮好每一個角色，每一個族

群快樂的在自己土地上有尊嚴地延續著自己的香火，好讓人類

的歷史不再落下感嘆的容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