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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那山林裡的傳唱

屏東                          部落
■ 文化工作者　魯　郡

「喂！『
禮納里』

在哪裡？
」

「禮納里」、「你那裡」的諧音，時常

讓人誤會產生笑果。事實上，「禮納里」位

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後方，是由排

灣族與魯凱族共同組成的部落。

「我這裡是『禮納里』。」

禮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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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光明媚的禮納里部落。

恩典之地

它位在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上方，最

早是排灣族的傳統領域。2009 年 8 月 6 日

至 10 日間發生莫拉克風災（又稱「八八

水災」），嚴重創傷屏北地區，造成瑪家

鄉、霧台鄉及三地門鄉重大災情，過後，

分屬魯凱族與排灣族的霧台鄉好茶村、瑪

家鄉瑪家村、三地門鄉大社村的居民，在

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之下遷村來此，並由

世界展望會協助建造永久屋，以「禮納里」

（Rinari）部落為名。

在排灣族的用語，「Rinari」的意思為

「我們一起走，大家一起往那兒去，等待

恩典的地方」，也是充滿天使祝福的地方。

走入禮納里部落，彷彿置身於異國情境，

具有歐洲風格的小木屋建築，是遊客對禮

納里的第一印象。另外值得朝聖的地方，

就是分別坐落於 3 個部落內的 9 座教堂，

其分布密度之高，堪稱是全臺灣教堂最密

集的地區，是重要的精神信仰中心，使居

民在新居地心靈依然有所寄託。

新家生活安定後，仍需面臨現實的經

濟問題，為維持經濟生計，讓部落青年回

流就業，禮納里部落根據 3 個部落的獨特

性，建立了一套特色產業發展方向，諸如

瑪家部落推動風味餐、農特產品、原鄉生

態旅遊為發展主軸；好茶部落推展接待家

庭住宿、文化旅遊，以及香草產業；大社

部落則發展原住民工藝與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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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相伴的好茶部落、排灣族聚居的瑪家部落、居家圍牆彩繪傳說的大社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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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傳說

「穿山甲的部落―大社」、「向上走

的部落―瑪家」、「雲豹的故鄉―好茶」3
個古老部落分別擁有自己祖先的故事、部

落的傳說。

三地門鄉大社部落屬排灣族，由世襲

頭目掌管社內祭祀。部落中流傳著穿山甲

與兔子的古老傳說故事，因穿山甲能鑽地，

接觸土壤大地，跟土地有密切關係，禮納

里的部分公共建築景觀，也融入部落風情，

例如大社部落的「穿山甲藝文休閒廣場」，

遠遠望去就像是一隻穿山甲趴在部落裡。

瑪家部落的瑪家穀倉及青少年會所。

瑪家鄉為排灣族―瑪卡札亞札亞社

（Makazayazaya）的居住地，在排灣族語中，

是指「傾斜的山坡地」，意指其部落是居

住在溪流坡地上。早在北宋朝代，瑪家部

落就已經存在，位高權重的瑪家社大頭目，

更名列排灣族五大頭目家系之林。

而興建於瑪家部落的「瑪家穀倉」，

不僅是推廣部落農特產品的地點，也是排

灣族傳統文化的展現，「kubav」在排灣

族文化是「穀倉」之意，是部落物產儲存

的重要糧倉，且禮納里本是瑪家的傳統領

域，是瑪家人古時候前往平地交易的重要

轉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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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鞋子的好茶部落。

霧台鄉好茶部落是魯凱族語―古茶布

安（Kochapongane）的音譯，意為「雲豹的

傳人」，在原住民神話傳說之中，好茶部

落的祖先帶著一頭雲豹外出打獵，當雲豹

走到舊好茶原址時，就停下來休息，不想

再繼續行動，祖先認為這是象徵良好棲息

地的徵兆，於是召集族人遷村至此，至今

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由於保存完整石板

屋部落建築，被列為二級古蹟，是臺灣唯

一的原住民聚落古蹟。如今在部落永久屋，

很多好茶人都會在自家畫上家鄉，或是擺

上雲豹的圖騰，代表自己難忘高山上的家，

充滿思鄉心情，也希望部落傳統精神能傳

大社部落百合花精神堡壘。 

給子孫，不要忘卻那塊曾孕育部落千百年

之久的「古茶布安」。

百合花是魯凱族的重要圖騰，象徵

工作勤勞、高貴純真。在慶豐收後和當

家頭目用小米酒、阿粨（Abay）等傳統

食物交換，由當家頭目瞭解男人是否為

勇士，女人是否守節後，才有資格佩戴

百合花冠冕。

進到好茶部落魯凱族的屋子內，有

一項特殊規定，必須脫掉鞋子，赤腳踏上

石板地，因此，他們自稱為「脫鞋子的部

落」，這是體驗魯凱生活的方式，也是引



聽那山林裡的傳唱

72 清流雙月刊

導遊客走進部落的第一步。因為

脫去鞋子，也脫去城市喧嘩與生

活煩惱，一起打赤腳體驗魯凱族

的原鄉文化。

重新出發

莫拉克風災中，已被沖毀的

三地門鄉三地國小大社分校，異

地重建於此。長榮集團創辦人張

榮發先生，得悉部落孩童亟需一

處安全的學習場所，特別指示認

養援建該校，並將部落元素融入建築中，

諸如配戴百合花，是排灣族及魯凱族頂尖

男女的象徵，校園多處設計均採用百合意

象，以鼓勵學子努力向學。校舍興建也根

據地形高低差，規劃行政、文化探索等區，

更設置兩側皆附有看臺之操場及戶外劇

場，提供學校及社區舉辦部落慶典、表演

與集會使用，落實傳承部落文化。

下次來到禮納里部落，記得要到「禮

納里生活工坊」參觀體驗。部落工藝是由

木石鐵雕、陶藝、金石皮雕和刺繡編織工

坊集結而成，部落中的知名工匠群聚於此，

思考如何應用藝術品保留部落文化，讓更

多人認識最原始的美好。

長榮百合國民小學圍牆學童彩繪。

部落裡的皮革工作室。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聽那山林裡的傳唱

73No.15 MAY. 2018. MJIB

位於臺中市和平區境內的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曾是臺灣著名的森林採伐區，也是日據時期臺灣八
景之一；經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規劃為遊樂區後，
以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開啟了第二春，成為民眾前
來森林浴、避暑、賞景、賞花、賞鳥、攝影、登山
的最佳場所。

■ 文史工作者　黃玉山

部落裡的皮革工作室。 

初夏來八仙山看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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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務局結束伐木作業後，由東勢林

區管理處規劃為森林遊樂區，轉朝森林遊

樂區的觀光事業發展，而以保留原始自然

風貌為特色。區內包括八仙山、佳保臺、

十文溪、佳保溪等據點。林管處在十文溪

與佳保溪的匯流處規劃多功能的休閒遊憩

區，並在林中以原木搭成小木屋，供民眾

體驗山中居住逸趣。

八仙山於日據時期即展開伐木作業，是臺灣三大林場之一。 八仙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圖。

地理歷史

八仙山是中央山脈合歡山支脈的最高

峰，介於北港溪與大甲溪之間，海拔 900
公尺至 2,400 公尺，全區面積１萬 6,000 公

頃；在日據時期有很多巨木直插雲霄，景

致非常壯觀而被選定為臺灣八景之一，也

是臺灣三大林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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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八景紀念石、八仙山登山步道、日本神社遺址與竹林森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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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雙人合抱的檜木、清幽的竹林、臺

灣八景紀念石、日本神社遺址等景觀。遊

客沿步道漫步登臨八仙山眺望九仙山、佳

保臺及附近的大小山丘，回程再欣賞孟宗

竹林。孟宗竹及桂竹林相整齊優美，竹林

內並設有森林浴步道，漫步林下，令人心

曠神怡，舉目回望頗有「前不見古人，後

不見來者」之悠思。

天籟步道與水質清澈、充滿奇形怪石的溪流。

步道景點

森林浴步道是八仙山森林遊樂區的遊

憩重點之一，區內有新山登山步道，全長

約七公里。新山海拔 2,100 公尺，為早期八

仙山林場最大的一個土場，並設有國小分

校、招待所及辦公廳；沿途有天然林及人

工造林，林木茂密，林相整齊。八仙山登

山步道通往八仙山主峰（海拔 2,424 公尺），

全長約六公里，來回約八小時，可直達八

仙山主峰之三角點。登山步道旁有高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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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留鳥 59 種、候鳥 5 種，儼然成為鳥類天

堂，也是愛鳥人士賞鳥的最佳場所。據東

勢林管處的最新調查，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境內較常見的鳥類，包括赤腹山雀、大冠

鷲、鳳頭蒼鷹、竹雞、藍腹鷴、領角鴞、

紅嘴黑鵯、紫鴞鶇、鉛色水鶇等；沿著十

文溪及佳保溪修築的天籟步道，常可見鉛

色水鶇配合著溪水聲上下擺尾跳躍；在茂

密的竹林步道裡，亦可見山雀類的鳥兒高

聲歌唱著。兩條步道各有不同的景觀與風

貌，讓人有不一樣的森林新體驗。

赤腹山雀與黃山雀。（Photo credit: John&Fish,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ohnfish/3758685368/in/photostream;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ohnfish/4440753665）

順著十文溪、佳保溪畔下山，兩溪的

水質清澈、冷冽，水中的石頭不長青苔；

經林務局委託環保局檢驗水質結果，均為

濁度 1.0、色度 0、酸鹼值 7.3，水質之佳獲

列為臺灣兩大名泉；溪中並遍布奇石，讓

奇石愛好者留連忘返。

鳥語花香

八仙山為中部地區極佳的賞鳥區，漫

步在林下或山間，清風徐來，同時享受蟲

鳴鳥叫的自然原音。區內有 64 種鳥類，其



78 清流雙月刊

聽那山林裡的傳唱

此增進親子、家人或朋友之間的情感。在

仲夏星空裡迷人耀眼的銀河下，述說著牛

郎、織女浪漫的愛情故事，模擬古代詩人

所述的「臥看牛郎織女星」美景。

八仙山的美好百聞不如一見，邀請您

一同暢遊八仙山自然森林之美，歡迎您閤

家來體驗，適合安排一、二日遊行程。

仲夏星空夜。

五月桐花雪。（圖片來源：林務局，https://www.
forest.gov.tw/forest-news/0060739）

八仙山森林遊樂區內的油桐花，每年

約在 5 月間綻放，樹梢的雪白花朵，就像

在山林中下了一場雪，非常美麗；桐花飄

落時，幻化如雪片紛飛的詩情畫意，故此

處成為民眾賞桐花的最佳地點。區內到處

可見染滿片片白雪的桐花林，相映在藍天、

綠林之間，彷彿不經意被打落的油彩，讓

初夏的山區鮮活起來。尤其漫步在林間小

徑裡，偶而飄落的細碎桐花，更令人油然

生起滿懷詩意，憑添些許追憶思古的幽情。

夏日銀河

夏季是一年之中銀河最燦爛明亮的季

節，在八仙山遙看天際可見天蠍、人馬星

座倘佯在銀河中；透過專業解說員教導認

識夏季大三角，了解宇宙的奧秘，更可藉

（本文未註明來源之圖片為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提供）


	聽那山林裡的傳唱
	屏東禮納里部落
	初夏來八仙山看銀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