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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了解排灣族傳統琉璃珠的由來，以及不同圖案的琉璃珠各

自的傳說與象徵意涵，並希望深入了解傳統琉璃珠在排灣族生活中的應用，最

後並探討排灣族地區學生對傳統琉璃珠的認知情形。 

我們首先用資料蒐集分析得到對傳統琉璃珠的初步了解；接著進行人物訪

談與實地參訪，更進一步深入了解傳統琉璃珠的知識；最後我們設計一份關於

傳統琉璃珠知識的問卷，以屏東縣長榮百合、北葉、地磨兒、屏大附小及臺東

縣嘉蘭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了解排灣族地區學生對傳統琉璃珠的

認知情況。 

研究結果發現： 

1. 關於傳統琉璃珠的來源並沒有非常確定的說法。 

2. 傳統琉璃珠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及人們所賦予的傳說故事與象徵意涵。 

3. 傳統琉璃珠在傳承、編串方式、配戴時機或保存方式上，都有一定的規範。 

4. 學校課程中融入關於傳統琉璃珠介紹的，其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學校

課程中未融入者、原住民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非原住民學生、家中有

傳統琉璃珠者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無琉璃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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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記得電影「海角七號」女主角送每個團員與他們人生故事相符的琉璃

珠嗎？阿嘉拿到的是象徵勇往直前的「勇士珠」；女主角友子是代表愛情

美好的「孔雀珠」；思念老婆的勞馬配戴的是象徵懷念不捨的「眼淚珠」；

馬拉桑拿到的是代表財富的「豐碩珠」……每顆琉璃珠都有不同的傳說與

意義，這引起我們對琉璃珠的好奇；在五上的社會、國語課程中，都上過

有關原住民的介紹，排灣族是其中之一，而組員中有人曾在屏東三地門做

過琉璃珠 DIY，令其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我們小組裡有一個組員就是排

灣族原住民，所以我們決定研究這美麗珠子：它是從何而來？有哪些種

類？有什麼傳說故事？象徵著什麼意義？希望能透過這次的研究，讓我們

更加認識排灣族重要的傳統文化～琉璃珠。 

我們的研究目的包括： 
一、了解傳統琉璃珠的由來。 
二、了解傳統琉璃珠的種類、傳說與意涵。 
三、了解傳統琉璃珠的生活應用。 
四、了解排灣族地區的學生對傳統琉璃珠的認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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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 排灣族傳統琉璃珠的由來 
在尤瑪･達陸、施秀菊與吳佰祿(2015)的書中提到排灣族把琉璃珠稱為

「蜻蜓珠」，因為有一則傳說：排灣族的祖先捉了許多蜻蜓然後取下眼睛

跟木灰混在一起，再用木臼蓋上，第二天把木臼拿起來，看見了亮麗無比

的彩珠，之後族人便稱這些珠子為「qata」，意思是「美麗的果子」。 
在許美智(1992)的研究中提到關於傳統琉璃珠來源的說法有二種：一

種是由歐洲傳到南洋，以前歐洲人到南洋做貿易，用琉璃珠交換南洋當地

的物品，後來排灣族的祖先從南洋帶著琉璃珠遷移來臺。另一個來源的說

法是可能來自荷蘭，因為有排灣族耆老說琉璃珠是由 Balaca 人得來的，而

Balaca 指的是那些十七世紀統治臺灣的荷蘭人，且在荷蘭的報告中，也得

知荷蘭當初與臺灣土著的交易中，曾包含琉璃珠在內。 
排灣族並沒有製造琉璃珠的技術或紀錄，大部分的學者認為排灣族傳

統琉璃珠應是在族人遷臺之前就擁有，最早可能是歐洲人和南洋人交易，

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流傳到南洋，然後再隨著排灣族祖先來臺而帶進來(許雅

芬，2002；楊心豪，2008；楊萍，2010)。 

二、 排灣族傳統琉璃珠的種類、傳說與意涵 
傳統琉璃珠依照形式與用途，可分為大型琉璃珠、小型琉璃珠，以及

細小琉璃珠等三類。大型多彩琉璃珠有特定名稱，且有男珠、女珠之分，

有一定的串組次序和位置，以顯示珠子的價值(許美智，1992)。 
目前琉璃珠的紀錄散見於各個單位及專家學者的田野調查紀錄，其

中，巫瑪斯所紀錄的排灣族琉璃珠珠譜記載每一顆琉璃珠的名字、典故、

和配戴用途等，是目前紀錄內容最為豐富的，雖然部分與地方耆老的口述

歷史或有出入，但大致的意涵與方向卻是相似的(楊心豪，2008)。 
我們依據組員的好奇與興趣，從巫瑪斯(2015)的珠譜圖(如附件一)當

中，選出 12 顆大型彩色琉璃珠來做研究，並依據許美智(1992)、許雅芬

(2002)、尤瑪･達陸、施秀菊與吳佰祿(2015)，以及謝志鴻先生與高靜怡女

士所提供的琉璃珠彙整介紹（如附件二），進一步了解其傳說故事、意涵。

分別敘述如下： 
（一）高貴之珠（mulimulitan）：象徵「高貴、彩虹、曙光」，又稱「日

光之珠」。 
1.傳說故事 
此珠有兩個傳說，其一：在排灣拉瓦爾族的傳說中，族人清晨在煮東

西時，屋內的水氣緩緩升起，在天窗處與照射進來的日光交會，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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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之象。耆老們覺得這是人與上天互打招呼，向神稟告生命的活躍

與持續。另一則傳說：古代有一個勇士是太陽神的化身，擁有呼風喚

雨的本事，此珠正是祂化為人時所專有的配飾，因此象徵頭目的地位，

高高在上，如刺眼的太陽無法直視。 
2.意涵：此珠在排灣族社會中是貴族結婚時的重要聘禮，被視為貴族高

貴地位的象徵。 

 
圖 2-1 高貴之珠 

（二）土地之珠（cadacadaqan）：象徵「擁有地權財富、良田萬頃」。 
1.傳說故事 
從前有個頭目很苦惱他擁有的一大片土地沒辦法確定地界。有天，他

看到一群螞蟻搬運著漂亮的珠子朝著他家去，他好奇地的跟著螞蟻，

發現螞蟻都是從一顆巨石下出來，於是號召部落的青年沿著巨石下的

洞往下挖，最後看見螞蟻圍繞著一堆珠子，頭目下令幫助螞蟻搬運這

些珠子，並為牠們築窩。之後頭目向族人宣布：「巨石旁的蟻窩到我

家的蟻窩之間的土地，就是我的。」。 
2.意涵：珠子上不同的色塊，代表著所有土地和資源都掌握在頭目手中。

在排灣族社會中此珠意味著生生不息的財富。 

 
圖 2-2 土地之珠 

（三）眼眸之珠（macamaca）：象徵「守護、看管、保全」。 
1.傳說故事 
從前有個小偷，偷了別人家裡一串漂亮的項鍊，他不知這是一串有眼

睛之珠的項鍊，更不知自己已招惹到珠靈了，所以珠靈把厄運降在小

偷身上，讓他一生窮困潦倒。 
2.意涵：如果敢偷別人的珠串，就會遭到珠靈的懲罰。意味著人的行為，

都有天、地的眼睛在看著，有警示人們不可偷竊的意義。 

 
圖 2-3 眼眸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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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雀之珠（kurakurau）：象徵「相聚時的纏綿情誼以及愛情的美好」。 
1.傳說故事 
傳說古時候有一個天神，她喜歡上頭目的女兒，最後祂拋下琉璃珠作

為聘禮，帶走頭目的女兒，兩個人一起消失在彩虹的另一端，從此過

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2.意涵：兩性的結合，鍾愛一生。 

 
圖 2-4 孔雀之珠 

（五）男神珠（lukarung）和女神珠（tangiyut）：又稱「公神珠」和「母

神珠」，都是象徵「降福驅惡」。 
1.傳說故事 
男神珠與女神珠是成對的，是皇家、帝王、及頭目的傳家之寶，沒有

配戴的時候放在黑陶壺中。傳說這兩顆對珠每年的一個特殊時段會消

失蹤影，自行出遊巡視人們。 
2.意涵：這兩珠擁有降福驅惡之超強靈力。 

       
圖 2-5 男神珠（左）與女神珠（右） 

（六）太陽之珠（adow）：象徵「永恆誓言，與不變的承諾」。又稱「蜻

蜓眼珠」。 
1.傳說故事 
古早，有個大頭目因獨居深山中，與世隔絕，想要傳遞訊息卻很困難，

因此愁眉不展；有一天，一位仙翁下凡人間，祂聽見了大頭目苦哈哈

的呼喚族人前來聚會；仙翁立刻前往一探究竟，並看出頭目的困境，

立刻賜給頭目一顆琉璃珠，指向太陽高掛山的頂端，光照無所不及之

光，就像蜻蜓複眼般閃爍著，以此順利的幫助頭目召示通告各地族人。 
2.意涵：能使排灣族大頭目得以有效將訊息傳達給族人，是貴族地位的

象徵。此珠感念神靈賜予的恩惠並提醒助人的美德，意味著信守諾言。 

 
圖 2-6 太陽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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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豐碩之珠（Marutamulang）：象徵「米倉充沛、財盈滿庫」又稱「蝶

蛹之珠」。 
1.傳說故事 
有一天，一位勤快的排灣族人，和往常一樣的來到芋頭田裡工作，突

然間他看見了一條綠眼大蟲，驚慌大叫，這一叫卻讓大蟲變成一顆奇

特的珠子，這位族人便將珠子像寶貝一樣收藏，結果那一年讓他意外

的大豐收。 
2.意涵：此珠有「豐收富足」的意味，並提醒族人要勤快。 

 
圖 2-7 豐碩之珠 

（八）手腳之珠（makavaingaw）：指智勇兼備的人，象徵「深明通達、

聰明睿智」。 
1.傳說故事 
傳說有對恩愛夫妻 samuakakai 和 sakulele 新婚，不久便生了他倆的第

一個孩子，未料所生的竟是顆大袖子，兩人暗傷，認為不可讓族人知

道，於是將柚子放置屋角竹簍中。經過一段時間，夫妻探望時發現柚

子旁布滿 cainga 珠，後來這些珠子漸漸化作嬰兒手腳，嬰兒變成健康

可愛的男孩。小男孩長大成為智勇雙全的年輕人，大頭目重用而成為

受族人敬仰的偉大領袖。 
2.意涵：此珠被視為世家望族的象徵。 

 
圖 2-8 手腳之珠 

（九）眼淚之珠（lusqe-naadaw）：即太陽的眼淚，象徵「思念」。 
1.傳說故事 
從前太陽的位置離地面很近，因此人們常被曬得頭昏眼花。有一天，

有位排灣族的婦人跑進廚房拿出五粒小米蒸煮，於是產生蒸氣，緩緩

地將太陽頂上高空，此時太陽發現自己漸漸遠離人間時，傷心地掉下

了許多的眼淚，當這些眼淚掉落地面時，變成了一顆顆美麗的珠子，

這些珠子就像是太陽的眼淚。 
2.意涵：此珠充滿懷念和不捨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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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眼淚之珠 

（十）織女之珠（palic）：也稱織工之珠，象徵「鎮寶、貞潔、技高」。 
1.傳說故事 
排灣女孩從小要學各項家事和藝能，還要潔身自愛。當少女完成學習

並達到適婚年齡時，長輩會送織工織珠手鍊或項鍊，暗示待嫁新娘。 
2.意涵：當少女達到適婚年齡，長輩會送此珠串成的手環或項鍊，希望

她守規矩、清白純潔、受人喜愛，有好姻緣。 

 
圖 2-10 織女之珠 

（十一）勇士之珠（mananigai）象徵「守護保衛、勇往直前與成就非凡」。 
1.傳說故事 
古時，排灣人視百步蛇為守護神，並自稱是百步蛇的後裔。族人常以

菱形蛇紋為勇者的象徵，各排灣男士以擁有菱紋的 mananigai 為最高

榮譽。 
2.意涵：凡在戰場及獵場上有英勇表現者，對部落有卓越貢獻的人，才

能從大頭目獲贈勇士之珠。此珠具有助長智勇之靈能。 

 
圖 2-11 勇士之珠 

（十二）和平之珠（langal）：象徵「舉杯互敬、拋棄前嫌、和諧共生之意」。 
1.傳說故事 
排灣族以連杯為婚喜慶典不可或缺的重要飲酒器，也是敵對雙方達成

戰和後的共飲用杯。其中以連杯間設有通管，表示共飲之酒未下毒。 
2.意涵：此珠具有同歡共苦的決心。 

 
圖 2-12 和平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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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傳統琉璃珠的生活應用 

排灣族珍貴的大型多彩琉璃珠，多串組於項飾下擺中央，其它琉璃珠

為單色，以橙、黃、綠三色為主。琉璃珠在項飾中都有一定的位置與排列

次序，不能隨意擺置，如果排錯，珠子會生氣。珠子有一定的位置就如同

地位有大小尊卑之別，其順序不能亂掉(許美智，1992)。 

項飾的編串結構，有三種類型：（圖片 2-13～2-15 為高靜怡女士提供） 

（一）單串胸飾（一串） 

 
圖 2-13 單串胸飾 

（二）複串胸飾（九至十二串） 

 
圖 2-14 複串胸飾 

（三）複串頸飾（三至五串） 

 
圖 2-15 複串頸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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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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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我們首先蒐集並閱讀圖書、期刊、網路及專家提供

之相關資料，彙整出對琉璃珠的基本認識。 
(二)人物訪談與實地參訪：訪談排灣族耆老與專家並參訪屏東縣蜻蜓雅築

珠藝工作室，長榮百合國小、北葉國小、地磨兒國小，以及山地門串

珠工坊、古琉坊，透過人物訪問與實地參訪，更加深入了解傳統琉璃

珠的內涵。 
(三)問卷調查：為了了解排灣族地區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的現況，我們

設計了一份關於傳統琉璃珠知識的問卷。以國小四、五、六年級的學

生為研究對象，以了解他們對傳統琉璃珠的認識情形。此份傳統琉璃

珠知識的問卷，在編製完成後，我們特地請地磨兒小學的校長及老師

共七位為我們的問卷審閱並提供意見與修正，如附件三所呈現。之後

組員做最後的討論、確認與更正後，定稿為正式問卷，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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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依據研究方法我們分人物訪談與實地參訪，以及問卷調查兩部分來說明： 
一、人物訪談與實地參訪 

(一)訪談排灣族高靜怡女士 
地點：第一次學校教室（104/12/30）、第二次私人會議室（105/3/12） 

1.排灣族的社會有什麼特別的文化嗎？ 
排灣族的男女沒有所謂的嫁或娶，只有兩人結婚，代表在排灣族社會

中男女是平權的。此外，排灣族的社會中，一切家產大部分都是老大

繼承，不論這個老大是男是女，只重出生別而不是性別。另外，排灣

族有很嚴明的階級制度，這種階級是一代傳一代的世襲制度。 

2.排灣族琉璃珠的由來？有什麼意義呢？ 
(1)排灣族傳統琉璃珠的來源，依然是個謎，目前沒有人知道傳統琉璃

珠出現的確切時代，排灣族也沒有製作傳統琉璃珠的技術。它的來

源有人認為可能是當初遷移到臺灣的祖先一起攜帶過來的，在來臺

之前就已經交易到排灣族祖先手中，許多排灣族人始終相信，這些

珠子是來自祖傳。 

(2)愈古老的琉璃珠愈貴重，傳統的排灣族社會只有貴族才可以擁有琉

璃珠，象徵著持有者的特殊身分和地位的尊重。傳統琉璃珠被視為

傳家與婚聘中不可或缺的寶物。琉璃珠被當作傳家寶傳給下一代，

是不能買賣的，但如果真的因為經濟不佳要賣掉的話，也是必須召

開家族會議，經過同意，才可以在家族中交易的。每顆琉璃珠因為

色彩、紋樣不同，流傳著不同的神話傳說與名稱，藉由這些神話賦

予琉璃珠生命與神聖意義。排灣族人相信琉璃珠具有靈異力量，能

祈福保護，也能降禍懲戒。琉璃珠在傳統排灣族社會所代表的宗教

意義與階級性指標，遠遠超過裝飾性意義。 

3.您的琉璃珠是誰傳承給您的？若父母雙方都有來自上一輩的傳統琉璃

珠，會如何傳承給下一代的誰？ 
(1)由祖先傳承來的，公公在他家排行第五，只有一串傳承來自他的媽

媽；我的來自奶奶；丈夫的來自他的媽媽，但他的媽媽是客家人，

並沒有琉璃珠，是以買賣的方式獲得。婆婆的第一顆傳統琉璃珠是

三十多年前，一個下雨天，有一個人因欠缺醫療費想賣琉璃珠，婆

婆以六千元成交，其他的琉璃珠大概都是類似迫於生活所需而買賣

這樣的來源。如家族中繼承琉璃珠的人有生活需求的狀況下，可以

像典當方式賣給同一家族的人。傳承的傳統琉璃珠多是整串整串傳

承下來，也有少數單顆傳承的情況，如可能會在婚禮時以單顆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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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與施秀菊女士合影 

聘禮；或是將複串拆成多串傳承。雖然是長嗣繼承，但部落裡仍有

些家族會選擇男生來傳承。 

(2)雙方當初就會說好，哪一方的要留在家裡，就會傳承給老大，另一

方的就傳承給老二。 

4.您如何收藏傳統琉璃珠？ 
收藏在布包裡或是用月桃葉做成的盒子，另一種方式就是拿來打扮陶

壺，放在陶壺的。 

5.琉璃珠的形式？珠串有一定的串組位置和次序嗎？配戴琉璃珠的場

合？ 
(1)傳統琉璃珠都是拿來做成飾品(耳環、手環、項鍊—頸鍊、長鍊，其

中長鍊又分很多種)。也有身分很高的人曾經拿橙珠等單色珠來裝飾

衣服。 

(2)有，但很複雜，通常有顏色的珠子放中間，愈高貴的放愈中間，如

高貴之珠。單色的珠子放旁邊，至於單色珠哪一種用的多就依不同

區域有不同的情形，有些地區會用橙珠，有些喜歡用綠珠。 

(3)參加婚禮的時候，會穿婚禮的禮服，然後配戴項鍊等，有些老人家

平常也會把項鍊、手鍊等戴在身上。 

  
圖 4-1 第一次訪談高靜怡女士 圖 4-2 第二次訪談高靜怡女士 

(二)訪談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施秀菊女士（105/3/30） 
地點：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 

1.請問琉璃珠的故事和對族人的意義？

配戴琉璃珠需有什麼階級或特別慶

典？ 
琉璃珠是神話時期的文物，它的神話內

容是記述排灣族人的宇宙觀、生命觀及

審美觀，可以說是排灣族人的活字典；

琉璃珠充滿了神話故事，早期的排灣族

社會只有貴族才能擁有琉璃珠，代表擁

有者特殊的身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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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琉璃珠有什麼類型？ 
傳統琉璃珠有很多種，像目光珠、眼眸珠、蝶蛹珠、孔雀珠、土地珠、

淚痕珠、勇士珠等，都有不同的意涵。 
(三)實地參訪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受訪者蔡國興主任（105/3/30） 

地點：長榮百合國小 
1.「長榮百合」校名的由來（學校背景簡介） 
在八八風災之後，大社、瑪家、好茶等部落就遷移過來，並由張榮發

基金會資助建立這間學校。學校的命名是由部落長老提出的，最後選

了「長榮百合」。 

  

圖 4-4 與蔡國興主任合影 圖 4-5 介紹學校的特色 

2.特別的「部落學歷課程」 
學校除了原本要上的九年一貫課程外，還發展出一套關於部落文化

的「部落學歷課程」，此課程是以融入領域的方式進行，例如：社會課

加上原住民建築的課怎麼建造石板屋；藝術與人文加進編串琉璃珠的規

則與實作。103 年更以「部落學歷，看見未來」的方案獲得教育部教學

卓越金質獎。 

  

圖 4-6 學校刊版部落學歷課程的介紹 圖 4-7 部落學歷「火燒琉璃」課程 

  

圖 4-8 介紹琉璃珠編串與實作課程 圖 4-9 介紹琉璃珠編串與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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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中的琉璃珠圖像 
琉璃珠對排灣族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在這處處可見到琉璃珠

的身影。一走進美麗的校門口，幾顆大型的琉璃珠裝置藝術便映入眼

簾；再走到戶外的小型廣場，各種琉璃珠的圖案就畫在階梯上，做為引

導路線的標示；抬頭一看，瞭望臺上也見到它的身影；他們製作的各種

健康促進標語旁邊的裝飾還是琉璃珠；甚至連一些老師身上都掛有琉璃

珠。由此可見琉璃珠在生活上對他們的重要性。 

    

圖 4-10 校門進來

的琉璃珠裝飾 
圖4-11 階梯上琉璃

珠圖案的路線引導

標示 

圖 4-12 瞭望臺的

琉璃珠裝飾 
圖 4-13 海報標語

用的琉璃珠邊框 

(四)實地參訪屏東縣北葉國小，受訪者陳再興校長（105/3/30） 
地點：北葉國小 

1.請問您身上所配戴的琉璃珠有什麼意涵？ 
我配戴的琉璃珠叫做土地之珠，因為排灣族擁有土地權的只有頭目，

所以有土地代表一種權利、一種地位，也代表一種生命。 

  

圖 4-14 校長身上配戴的琉璃珠 圖 4-15 與陳再興校長合影 

2.學校中的琉璃珠圖像：學校中處處可見到琉璃珠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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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主建築中牆面的琉璃珠圖騰 圖 4-17 校園一隅的琉璃珠圖騰柱 

 
 

圖 4-18 校園牆面上的琉璃珠圖騰 圖 4-19 建築物裝飾中融入琉璃珠圖騰 

(五)實地參訪屏東縣地磨兒國小，受訪者伍麗華校長（105/3/30） 
地點：地磨兒國小 

1.請校長為我們介紹一下學校中有哪些關於琉璃珠的課程？ 
我們有一套由教育部找到一群耆老及老師共同設計的文化課程，包括

部落禮俗、歷史、生活、狩獵文化、山林智慧等，其中部落禮俗就包

含傳統琉璃珠，目前從幼稚園到六年級的學生都有相關的課程。 

2.學校中的琉璃珠圖像：學校中處處可見到琉璃珠的身影。 

  

圖 4-20 迎面而來的琉璃珠項鍊裝置 圖 4-21 與武麗華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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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校園空地上的琉璃珠圖案 圖 4-23 穿堂的琉璃珠圖騰串鈴 

  

圖 4-24 圖書館的琉璃珠裝飾藝術 圖 4-25 洗手臺也有琉璃珠串裝飾 

 (六)實地參訪山地門串珠工坊，受訪者巫瑪斯與江雅蕾老師（105/3/30） 
地點：山地門串珠工坊 

1.請您為我們介紹勇士之珠？(因巫老師時間有限，僅介紹一種) 
勇士之珠是以前如果有人在打獵的時候有很好的成績，或是在戰場上

有英勇的事蹟時，部落裡的大頭目就會賜給他一顆勇士之珠，所以勇

士之珠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 

2.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排灣族的階級制度？(巫瑪斯老師) 
排灣族的階級制度是一個同心圓不是三角形，就像太陽系以太陽為核

心往外擴散。這個同心圓責任階級制度，頭目貴族在核心，我們稱作

太陽的孩子，負責傳遞文化的部分；第二圈叫作士，主要是處理部落

事務，像是貴族的家臣；那麼周邊是大地的孩子就是庶民。 

3.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琉璃珠在生活中的應用？(江雅蕾女士) 
琉璃珠可以串成頸鍊、胸飾、手環、耳環、臂手環等，還有腳鍊喔。

可是耳環只有未結婚的少女可以戴，臂手環只有貴族可以戴。少女手

環，通常 8 排，還沒結婚的少女要常常戴，象徵純潔。若是結婚後就

要將手環反轉過來戴，這樣大家就可以知道妳結婚了沒；現在的年輕

人很多都不知道，所以要老人家教。另外，貴族的琉璃珠胸飾，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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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要放高貴之珠，這顆最重要只有貴族才有，往兩旁的珠子也有一

定順序，不能亂串。 

  

圖 4-26 現代琉璃珠之父巫瑪斯老師 圖 4-27 江雅蕾老師介紹珠串原則 

(七)實地參訪古琉坊，受訪者排灣族耆老謝榮祥（105/3/30） 
地點：古琉坊 

1.傳統琉璃珠的由來？ 
基本上原住民沒有文字，所以無法從記載上看到，現在學術界的記載

和老人家傳述的，多少會有一些出入。傳統琉璃珠不是只有排灣族才

有，特別是在荷蘭也能看到，而我們曾被荷蘭統治過，是不是在那個

時候引進來的，這也是探究的一個脈絡，我們只能猜測，因為沒有人

可以告訴我們答案在哪裡。琉璃珠可能是祖先隨船漂泊或出海打魚帶

回來的；當然跟不同族群互動，琉璃珠也會必然存在。所以大致有二

種現象：1.從外地以物易物的過程中得到的。2.祖先的一個高度智慧，

有可能是當時會做的人，就有那樣的智慧，做出不同的色彩並賦予不

同的意義、故事，還有不同的價值。我沒有聽過具體的答案，有些時

候是老人家硬套一個來源，可能也編了一個故事，但是我們希望以客

觀的角度去看琉璃珠，我願意用這樣一個方向來說明琉璃珠的由來。 

2.什麼人會配戴琉璃珠？配戴的場合？ 
(1)只要是頭目隨時都會配戴，因為要顯示身分、地位，掛在身上就表

示頭目的一個權威。以一般的老百姓來說，比較愛美的女孩子，想

讓自己更美，可能會戴，有「妳沒有我有」的那種炫耀。 

(2)結婚和祭典會配戴。喪禮，是任何人都不適合配戴的，只要有人辦

喪事，部落裡就沒有任何娛樂，即使是頭目也會刻意把平常配戴的

琉璃珠拿下來。另外打獵不可能戴，因為到山上可能會不小心掉了

或造成破損，破損的琉璃珠就沒有價值了。 
3.琉璃珠傳承的原則？ 
琉璃珠是「傳家之寶」，但有一種現象是會跑到別人的家庭，就是「以

物易物」的方式，比方說我的家庭需要一頭牛或一支獵槍，雙方談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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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就拿琉璃珠交換，基本上是以次等的琉璃珠做交換；不屬於平

民的高檔珠寶是不可能拿出來交易的，如果拿最權威代表頭目身分的

珠寶換，就算取得了，沒有那個身分也不敢戴。排灣族是一個平權的

民族，男女平權，不分性別，只要是家中的老大，就由他接掌整個家

族，哪怕是女生也一樣；有長幼之分，是長嗣繼承琉璃珠。另外女孩

子可能會出嫁，當然也要嫁妝，最有價值的就是琉璃珠，所以父母親

比較疼愛的女兒，大概也會分一些珠寶給她，這代表一種身分，嫁過

去後對方才會尊重；如果要證明自己是頭目的子女，就是以琉璃珠來

證明的。 
4.琉璃珠有男、女珠之分嗎？ 
有，但我真的沒有去研究；可是老人家很清楚，他們一看就能鑑別這

個是公的或是母的。比方說「土地珠」就有分公的、母的；同一個圖

案有男、女珠之分，而且有分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的。 

5.如何保存傳統琉璃珠？  

和珍藏黃金的方式一樣，以珠寶箱保存後，刻意隱藏在一個不被偷竊

且我們自己的人知道的地方。 
6.珠串有一定的串組位置和次序嗎？ 
有特定的串法，以價值的高低做區隔；最重要的、最昂貴的那顆彩珠

在中間，左右兩邊的珠子愈到後面價值愈低。彩珠的價值比單色珠高；

同一色彩、同一圖案，愈大顆價值愈高。 

  

圖 4-28 訪談謝榮祥爺爺並認真記錄 圖 4-29 與謝榮祥爺爺合影 

 
  

圖 4-30 爺爺收藏的琉璃珠頸鍊特寫 圖 4-31 組員親眼見到傳統古琉璃珠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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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琉璃珠知識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為了了解排灣族地區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的現況，我們設計了一份

關於傳統琉璃珠知識的問卷，將問卷發送到屏東長榮百合國小、北葉國小、

地磨兒國小以及臺東嘉蘭國小等四所，以排灣族及魯凱族學生為主的原住

民小學。此外，為了知道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學生對傳統琉璃珠了解的差異

性，還請屏大附小的學生幫我們填寫問卷。 
問卷第一部分是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是關於傳統琉璃珠知識的問題，

答對 1 題得 1 分，滿分為 10 分。問卷共收回 377 份，其中有 11 份因填答

不完整，列入無效問卷，最後以 366 份問卷為本次研究的樣本，整理如表

4-1。 
表 4-1 問卷人數一覽表 

       年級 
學校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合計 

長榮百合 19 16 12 47 
北葉 13 14 21 48 

地磨兒 30 15 18 63 
屏大附小 58 53 50 161 

嘉蘭 14 17 16 47 
合計 134 115 117 366 

（一）五校平均分數的差異 
表 4-2 為五校學生問卷第二部分關於傳統琉璃珠知識的結果。五校學生之平

均分數最高的是地磨兒國小，接下來依序是北葉國小、長榮百合國小、嘉

蘭國小，最低的是屏大附小。 
表 4-2 五校問卷分數統計表 

 
 
 
 
 
 
 
 

 
 
五校之中平均分數較高的三所學校，在我們的參訪中知道學校課程中

都有融入關於傳統琉璃珠的介紹，如地磨兒國小有「部落禮俗璀璨琉璃」、

長榮百合國小「部落學歷課程—原藝工法火燒琉璃」、北葉國小「學校本位

民族教育課程」等，不僅都有琉璃珠課程，而且他們將許多琉璃珠圖騰，

裝飾在學校建築裡或裝置藝術，所以分數都較高。 

年級 
學校 

人數 平均分數 序位 

長榮百合 47 4.62 3 
北葉 48 4.98 2 

地磨兒 63 5.76 1 
屏大附小 161 4.06 5 

嘉蘭 47 4.57 4 
合計 366   



 

- 19 -  
 

此外，我們從表 4-3 可知平均分數最高的地磨兒國小，家中有琉璃珠人

數 45 名，佔該校問卷人數 63 名之 71.43％；最低分屏大附小 4.06 分，家中

有琉璃珠人數僅 3 名，佔該校問卷人數 158 名之 1.86％。由此我們研判，

若該校家中有琉璃珠比例較高者，對琉璃珠基本常識較有認識機會，整體

平均分數較高。 
表 4-3 五校學生家中有無琉璃珠統計表 

 
 
 

 
 
 
 
 

（二）原住民學生與非原住民學生在平均分數上的差異 
我們將父或母任一方為原住民或部分原住民者，族群歸類為原住民，

父及母皆為非原住民者列為非原住民。經統計後，如表 4-4 所呈現，可知原

住民學生分數高於非原住民學生分數。我們認為原住民學生因為族群的關

係，在生活中、家庭裡長輩會有機會提到關於琉璃珠的事情，非原住民學

生就少了對琉璃珠認知的機會。 

表 4-4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學生分數統計表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原住民學生 206 5.01 
非原住民學生 160 4.06 

（三）家中有無琉璃珠在分數上的差異 
經過統計後，如表 4-5 所示。由此可看出家中有琉璃珠的學生分數高於

家中無琉璃珠的學生，顯示家中有琉璃珠的學生對傳統琉璃珠的了解較

多。我們認為因為家中有琉璃珠，家裡的長輩可能會有很多的機會提起關

於琉璃珠的事情，因此家中有琉璃珠的學生就會多一份對琉璃珠的認知。 

表 4-5 家中有無琉璃珠分數統計表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家中有琉璃珠 122 5.09 
家中無琉璃珠 244 4.35 

 

年級 
學校 

總人數 家中有琉璃珠人數 家中有琉璃珠比率 序位 

長榮百合 47 27 57.45％ 3 
北葉 48 25 52.08％ 2 

地磨兒 63 45 71.43％ 1 
屏大附小 161 3 1.86％ 5 

嘉蘭 47 22 46.81％ 4 
合計 366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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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依據研究結果，我們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 關於傳統琉璃珠的來源並沒有非常確定的說法 

因為排灣族沒有文字，無法從記載中知道，有人說是從歐洲傳來，有

人說來自荷蘭，推測琉璃珠可能是在排灣族人遷臺之前就有，後來隨

著族群遷移而進入臺灣。 
二、 傳統琉璃珠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及人們所賦予的傳說故事與象徵意涵 

依學者田野調查每顆傳統琉璃珠都有其獨特的典故與意涵，但因不同

耆老的口述歷史或許內容有些出入，但大致相似。不同珠子有珍貴之

分，彩珠較色珠珍貴、大顆較小顆珍貴，而類別中地位最珍貴的是高

貴之珠，只有頭目才能擁有。 
三、 傳統琉璃珠不僅在傳承、編串方式、配戴時機或保存方式上，都有一

定的規範。 
(一)作為傳家寶，由長嗣繼承不分男女。亦有少數因經濟因素在家族內

買賣交易。 
(二)傳統琉璃珠通常拿來做成飾品，如耳環、手環、項鍊—頸鍊、單串

或複串長鍊、臂手環、腳鍊等。 
(三)編串時彩珠放中間，色珠在兩旁，愈高貴的彩珠放愈中間。 
(四)琉璃珠配戴的時機通常是有婚禮、慶典時。 
(五)收藏方式通常是用布包後，放置在木箱或月桃葉編織的盒子裡，也

有裝飾在陶壺上。 
四、 排灣族地區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情形如下： 

(一)學校課程中融入關於傳統琉璃珠介紹的，其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

高於學校課程中未融入者。 
(二)原住民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非原住民學生。 
(三)家中有傳統琉璃珠者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無琉璃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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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附件一 巫瑪斯的排灣族琉璃珠珠譜圖（2015.12.10 巫瑪斯） 

排灣族琉璃 珠圖譜(排灣語) 

    

001 rukarung 002 tangiyut 003 adau 
004 

Mulimulitan-nasi 

    
005 

Mulimulitan-lami 
006 

mulimulitan-maca 
007 

mulimulitan-likulau 
008 

mulimulitan-mui 

    
009 a-lis na kuti 010 palic 011 makacaingau 012 mananigai 

    
013 cadacadaqan 014 ulimamarau 015 rangau 016 palalivak 

    
017 luseq na adau 018 marulangal 019 kurakurau-1 020 kurakura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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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aqung-vituan 022 aqung-picul 023 kalazuazung 024 maruaris 

    
025 garamugam-1 026 garamugam-2 027 ruqu 028 tagaraus 

    
029 marutamulang 030 vacalan 031 kerengec 032 paelaela 

    
033 marulacuna 034 macamaca 035 zauq 036 kigaruc 

  

  

037 tangayu 038 malamala   

    
01 Amatak 02B pula 03C vurau 04D ba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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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排灣族謝志鴻與高靜怡提供之傳統琉璃珠介紹彙整表 

 
綠珠 

talimantzan（綠珠）：傳說以前有一條河流很深，其中有個大石

頭，三更半夜時，會變成一位男人，帶著 talimantzan，移動到屋

邊，天亮再回到河中。他想娶頭目的女兒，頭目家因為喜歡

talimantzan，所以其女兒願意嫁他，兩人就變成百步蛇游到水

中，珠子遂留在大頭目那裡。 

 
黃珠 

malutsualan（護身之黃珠）：malutsualan 的意思代表與骨頭一樣

硬，不怕別人的欺負。傳說昔日在山上有吃人的怪物，但看到

malutsualan 會害怕，不敢傷人，因此頭目須配戴此珠以護身。

項飾中常見綠珠與黃珠。 

 
橙珠 

bakulu（橙珠）：排灣族最貴重的琉璃珠之一是一種暗橙色的古

珠，最貴重的種類稱為 bakulu，長而粗，色澤古老，因數量有限，

一般項飾中並不多見，是排灣族極為珍視的古琉璃珠。 

 
男神珠 
女神珠 

lukarung(男神珠)與 tangiyut(女神珠)都是象徵「降福驅惡」，是

排灣族拉瓦爾族地一家族－達裡馬勞所擁有的兩顆靈性珠玉，兩

顆珠玉長年藏於神聖的黑陶壺之中。據傳此兩顆對珠每年的某一

特殊時段會消失蹤影，自行出遊巡視人們，行使降福與除惡行

為，之後便自動回來。此珠擁有降福驅惡之靈力。 

 
太陽之珠 

adow 象徵「永恆誓言 與不變的承諾」。傳說有大頭目因偏居山

中與世隔絕，因傳遞信息不易而愁眉不展，一位仙翁到來看出頭

目的困境，並指說太陽高掛在天光照無所不及，仙翁願代頭目與

太陽奠定契約，太陽承諾以起暉方式幫助頭目召示通告各地族

民，大頭目甚悅並盛舉手中晶瑩亮麗的彩虹珠朝太陽敬拜。此珠

具有承諾兌現之靈用。 

 
高貴之珠 

mulimulitan 象徵「高貴、彩虹、曙光 」。在排灣拉瓦爾族間傳

說，人們早起在石屋內煮食，屋內瀰漫的水氣裊裊升起，日光過

天窗照射，並在天窗處與日照呈現虹彩之象，耆老說：這是人間

與上天交會互打召喚，每日向神明稟報生命活躍 
，也昭示生命永續中。mulimulitan 也是貴族結婚時不可或缺的

種要聘禮。此珠被視為皇家貴族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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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之珠 

alisna-Kuti 象徵著「母儀天下、長命富貴」。傳說有一傾城美女

samuakakai 天下豪門勇士追逐的對象，samuakakai 履次結婚，但

每次於洞房花燭夜後新郎都暴斃喪命，後來有位聰敏新郎施展妙

計，讓新娘宴飲喝酒入醉不醒人事，並趁洞房時暗地檢視新娘私

處竟發現其陰處帶牙，經予拔除而逃過一劫。所拔除陰牙後來被

稱為月牙。此珠具有健壯長命之靈力。 

 
織女之珠 

palic 象徵「鎮寶、貞潔、技高」。傳統上排灣女孩從小就要在

母親、阿姨薰陶下，學習家事和各種藝能，也要潔身自愛，未經

大人讚同不可任意和異性交往。當一個少女完成學習及達適婚年

齡，老人們會贈予 palic 手鍊或項鍊配戴，以示待嫁女兒身。失

去貞操的女孩不得配戴，否則將被視為恥辱。此珠具有鎮定保安

之靈效。 

 
手腳之珠 

makavaingaw 指智勇兼備的人，象徵「深明通達、聰明睿智」。

傳說有對恩愛夫妻 samuakakai 和 sakulele 新婚，不久便生了他兩

的第一個孩子，未料所生的竟是顆大袖子，倆人暗傷認為不可讓

族人知道，於是將柚子放置屋角竹簍中。時過一段，夫妻探望時

發現柚子旁佈滿 caingaw 珠，後來這些珠子漸漸化作嬰兒手腳，

嬰兒變成健康可愛的男孩。小男孩長成為智勇雙全的年輕人，大

頭目重用而成為受族人敬仰的偉大領袖。此珠被視為士家望族的

象徽。 

 
塊寶之珠 

ulimamarau 象徵「純真善良、聰慧美好、熱情開朗與精采璀璨」。

傳說，男士們為贏得少女心，經常爭相爬樹尖，尋找世上最美麗

的蓋頭蟲，此蟲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樣美麗，裁在少女頭上就如同

夜裡閃爍的星星和高貴的珍珠。此珠有美麗玲瓏之靈性。 

 
勇士之珠 

mananigai 象徵「守護保衛、勇往直前與成就非凡」。古時，排

灣人視百步蛇為守護神，並自稱是百步蛇的後裔。族人常以菱形

蛇紋為勇者的象徵，各排灣男士以擁有菱紋的 mananigai 為最高

榮譽。凡在戰場及獵場上有英勇表現者，對部落有卓越貢獻的

人，才能從大頭目獲贈勇士之珠。此珠具有助長智勇之靈能。 

 
土地之珠 

cadacadaqan 象徵「擁有地權財富、良田萬頃」。傳說有大頭目

擁有一大片土地，苦於無法確定地界。一日在巡視土地看到一群

螞蟻正忙碌地搬運稱作 cadacadaqan 的珠玉，後來大頭目宣稱螞

蟻所經之地域皆屬他土地勢力範圍。此珠具有廣進財富之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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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之珠 

kurakurau 象徵「相聚時的纏綿情誼以及愛情的美好」。傳說天

上飛來孔雀王子，下凡追尋世間最美的女孩為妻，歷經一段艱辛

追尋，終於看上大頭目的女兒，隨即表示來意並提親遭拒，但經

孔雀公子苦苦哀求感動了大頭目，並約定以一百串孔雀珠玉鐲、

一百串孔雀珠項鍊、一百只孔雀珠戒指、一百支孔雀髮叉作聘

禮，乃完成盛況空前的人天婚禮。此珠具有情人終成眷屬之靈氣。 

 
天牛之珠 

aung 象徵「謀略、 智慧」，像昆蟲天牛一樣。排灣耆老指說，

上天只允許人們起爭議公平打架，鼓勵以謀略取勝，空手打贏對

方。最禁忌使用刀槍、木石等工具當武器。鼓勵要學習天牛以小

搏大的真功夫，小小天牛鑽進大樹幹，不用一刀一斧大樹無形枯

萎而倒。此珠具有助長智力之靈力。 

 
幸運之珠 

rangau 象徵「上升前進、運勢」。排灣拉瓦爾族依傳說得知其社

會組織作同心圓劃分為大地所生的 aetitan 大地之子、太陽所生

的 macangilan 太陽之子和士家的後裔 pualu 三個區域，這三個區

域的族民以婚氏做為區別，姓氏嚴格不能亂取，也不得贈與。只

能透過婚姻傳至下一代，姓氏尊貴按自外圈向內圈越為尊貴。太

陽生之族民與大地生之族民或士家後裔結婚時，太陽生族民得賜

贈 rangaw 以是將來所生子女可使用其所屬姓氏。此珠有攀升晉

級之功效。 

 
豐碩之珠 

marutamulang 象徵「米倉充沛、財盈滿庫」。排灣人最善長於

看天象觀地貌斷世事，其中之一認為芋田裡芋葉長滿惹眼綠蟲為

大豐禧年。marutamulang 是惹大綠蟲之意，此有豐收豐年之象。 

 
結盟之珠 

palalivak 象徵「結盟、友誼、緣份 」。傳說有大小兩部落隔一

條小溪為鄰，千年相安無事。不料有一代大部落大頭目野心勃

勃，總是想盡辦法欲吞噬小部落。徒增兩方不安。小部落睿智的

頭目，從旁打聽到大頭目喜愛珠玉，乃派遣祭師，帶著一串等身

長 palalivak 拜見大頭目，相告和平相處之意，獲首肯並以結盟

珠為世代憑證。此珠有相和為貴之靈氣。 

 
和平之珠 

langal 象徵「舉杯互敬、拋棄前嫌、和諧共生之意」。排灣族以

連杯為婚喜慶典不可或缺的重要飲酒器，也是敵對雙方達成戰和

之後的共飲用杯。其中以連杯間設有通管，表示共飲之酒未下

毒。此珠具有同歡共苦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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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蝶之珠 

puka 象徵「動作神速、敏捷以及熱誠」。排灣族民間說動作最

敏捷的人有鳳蝶身段，這是一種稱讚。鳳蝶飛行以截彎取直著

稱。指遇有部落急難或急迫事件時，往往會是現場第一位出現的

人被讚為身段如鳳蝶，並賜封 tiativ 之殊榮。此珠有勤快之靈氣。 

 
宇宙之珠 

tagaraus 即宇宙之意，象徵「無窮無盡、浩瀚無極、週而復始的

神秘力量」。排灣耆老談天地時指出，宇宙是由無窮無盡的圓圈

圈構成，一切生物和人類都住在圈圈的裡面和外面，除了

tagaraus(上帝)的靈，沒有人能夠走出圓圈，而他們深信，tagaraus
掌理天上地下、陽界陰間的萬物源頭，擁有完全的智慧、絕對的

慈悲、無邊的神能，就像太陽一樣每日給予所有生命體光明和熱

愛。此珠擁有汲取宇宙能量之意，是祭壇祭司重要的法器珠。 

 
眼淚之珠 

lusqe-naadaw 即太陽的眼淚，象徵「思念」。古時太陽就懸在屋

脊不遠之空中，熾熱的日照使地上生物難予承受，河床乾涸，農

作長不出來。人們紛紛討論如何把太陽推向高空，卻找不到不會

被熔化的物體。後來有一聰慧婦人提議煮三粒小米，用小米煮開

的蒸汽把太陽推向上空，解除了熾熱災難，大地清涼萬物復甦。

不久蒸汽結成水滴掉落地上，後來大家看水滴就說是太陽思念的

眼淚，也稱作情人的眼淚。 

 
避邪之珠 

marulacuna 象徵「驅邪辟厄、逢凶化吉、轉危為安」。傳說溪谷

有一堆石頭，每到夜晚會變作鬼怪並自溪谷爬上來到部落作怪，

害得部落人一到夜晚都不敢出門，後來族人以略黃的獸骨或稱為

marulacuna 的珠子繫在身上，出獵的勇士、一般人及孩童都繫上

黃骨或此珠做護身符，具防止鬼怪即趨吉避凶的功效。 

 
許願之珠 

garamugam 象徵「水到渠成、時來運轉」。古早時，排灣族人將

一顆 garamuga 用細線吊起，小心的揮動拋出，看看珠子掉落的

方位，以預占願望實現的機會有最大有最快。此珠具有願望達成

的助力。 

 
髮仙之珠 

kigaruc 有平常、梳理、修護之意象徵「和氣穩健、安然順利」。

相傳在一處幽靜的小溪流，經常出現上天下凡髮仙游耍水。一日

一群頑皮小孩惹火髮仙，降下怪膠雨把大家的頭髮都黏住了，後

來經大祭師祭拜請髮仙息怒，髮仙於是吩咐分取三顆 kigaruc 配
戴在身上可免於遭受怪雨禍害。此具有自守者平順之作用。 

 
眼眸之珠 

maca 就是眼睛，擁有看守和保護的作用，象徵「守護、看管、

保全」。老人們說，若有人膽敢偷竊人家的珠串，必遭受惡靈眼

睛的詛咒而生病或遭遇厄運。此珠有警示不可偷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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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之珠 

riuqu 象徵「監視、懲處、報償」。老巫婆喜歡說鬼怪的故事，

並提醒人們堅守作人倫理，若違背則必遭上天懲處。她說：在沒

有人的地方，總有無盡眼睛在偷窺，riuqu 便是兒時父母常說的，

一千個眼一千個耳的精靈，天下無人犯行而不被知曉。此珠有促

進善良能量。 

 
水潭之珠 

vacalan 象徵「自由滿足、如魚得水」。有位大頭目的女兒每天

愁眉苦臉。大頭目心急召告天下誰能帶給女兒歡笑就許配嫁女

兒，雖各方英豪爭先恐後找靈感依舊不得要領。一日，有水潭小

子帶來各樣水產生物，少女看到帝王蟹橫行模樣最可笑，終而許

配郎君。此珠擁有水產豐碩之能量。 

 
占卜之珠 

malamala 象徵「泰然處之、無庸煩惱」。部落小孩自幼被告知

在檳榔葉下找出綠色小蛹，誠意對它求答問卜，小蛹的尾巴將應

聲搖啊搖擺，管他靈不靈驗，大夥看了樂趣無比。此珠有隨處行

樂之靈能。 

 
黑蜂之珠 

tangayungayu 是一種獨處竹子裡的凶悍黑蜂，象徵「戒護倫理、

守禮遵規」。 黑蜂堅守蜂窩出口，對任何碰觸者將不含糊地立

即蜚刺攻擊，不得讓他人略犯其雷池一步。老人叮嚀：所有祖先

的戒律及倫理不可違逆，否則必禍從天降不得好運。此珠有堅定

守法之意。 

 
祈福之珠 

zaqu 象徵「祈禱願望、無災無難」，又稱無患珠。巫師的「祈

禱箱」內經常放置包括碎鐵片、乾獸皮、無患葉、小刀子及黑眼

珠（zaqu），是祈福治病時少不得的法具。串兩三粒繫於小孩的

搖籃用品，都有避邪驅惡的靈力。 

 
鳳花之珠 

paelaela 象徵「多采多姿、保身舒暢」。傳說一群少女集體上山

耕作，一群山鬽前來作弄時，被鳳凰樹上的毛毛蟲看到，叫大家

趕緊頭上裁上鳳凰花，可以驅除山鬽作怪，從此少女們以鳳花護

身。此珠具有清涼止怪之靈氣。 

 
五榖之珠 

dineremucan 象徵「山水美好、五穀豐收」。老人們說“好山有山

神，好水有水神”，祂們只為那些工作勤快努力的人們準備豐盛

的美好產物，好吃懶惰的人永遠沒有機會獲得盛禮。此珠有豐收

之靈動。 

 
熊鷹之珠 

maruaris 象徵「步步高升、萬無一失」。凡對部落或個人有偉大

貢獻者，將獲部落人及大頭目所肯定並賞賜雄鷹羽毛冠以表殊

榮。此珠具有攀登高層之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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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傳統琉璃珠知識問卷專家審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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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傳統琉璃珠知識問卷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下面各題中，請依你的情況寫出答案，並選出適合的選項，在□內打「」： 

 

1. 我的學校：                  國小 
 

2. 我的年級：□(1)四年級 □(2)五年級 □(3)六年級 
 

3. 我的性別：□(1)男     □(2)女 
 

4. 我的族群背景： 

父親是: □(1)原住民：              族(請寫出族名) 

 □(2)非原住民  

 □(3)部分原住民(如父親的爸爸是原住民，而媽媽不是原住民) 

母親是: □(1)原住民：              族(請寫出族名) 

 □(2)非原住民 

 □(3)部分原住民(如父親的爸爸是原住民，而媽媽不是原住民) 
 

5. 我的家裡有傳統琉璃珠嗎？ □(1)有，請續答第 6題。 

 □(2)無，請跳答第二部分傳統琉璃珠知識題。 
 

6. 家裡的傳統琉璃珠是誰的？（可複選）由誰傳承給他的？ 

□(1)爸爸的，是由我的               傳給他的(請寫出稱謂)。 

□(2)媽媽的，是由我的               傳給她的(請寫出稱謂)。 

□(3)其他人：我的                   擁有的(請寫出稱謂)， 

是由我的               傳給他的(請寫出稱謂)。 

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份問卷，主要是我們想要了解你對傳統琉璃珠的認識。請你幫忙回答

下面的問題，你的回答對我們的研究報告幫助很大。這不是一份考卷，不必

填寫姓名，也不會影響到你的學業成績，請放心的作答。謝謝你的幫忙。 

祝福你  身體健康！ 

 ○○國民小學○年○班 傳統琉璃珠研究小組  敬上 

請翻到背面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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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傳統琉璃珠知識】 

下列各題中，請選出一個你認為最適合的選項，並在□內打「」： 

1. 請問象徵愛情的傳統琉璃珠，它的傳說和哪一種動物有關？ 

□(1)百步蛇   □(2)蜻蜓   □(3)山豬   □(4)孔雀  
 

2. 關於排灣族傳統琉璃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傳統琉璃珠被視為傳家之寶，不可隨便交易 

□(2)每顆傳統琉璃珠都有特定的名稱及代表意義 

□(3)排灣族有傳統琉璃珠的製作方法 

□(4)傳統琉璃珠代表擁有者的身分地位 
 

3. 關於族裡傳統琉璃珠的傳承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只能傳承給長子 

□(2)只能傳承給長女 

□(3)傳承給第一個出生的孩子，不分性別 

□(4)喜歡哪個孩子，就給哪個孩子 
 

4. 使用傳統琉璃珠做成項鍊時，有什麼編串的原則，請選出正確的答案。 

□(1)色珠在中間，彩珠在旁邊 □(2)彩珠在中間，色珠在旁邊 

□(3)依珠子大小排列順序 □(4)依喜好而定，沒有固定的原則 
 

5. 請問下列哪一顆傳統琉璃珠象徵頭目(mamazangiljan)地位高高在上？ 

□(1)mananigai(勇士珠) □(2)cadacadaqan(土地珠) 

□(3)mulimulitan(高貴珠) □(4)makacaingaw (手腳珠) 
 

6. 請問下列哪一顆傳統琉璃珠代表著「永恆的誓言與不變的承諾」？ 

□(1)qadaw(太陽珠) □(2)palic (織女珠) 

□(3)kurakurau(孔雀珠) □(4)luseq-na-qadaw (眼淚珠)  
  

7. 請問下列哪一顆傳統琉璃珠傳說故事與動物沒有關係？ 

□(1)marutamulang(豐碩珠) □(2)maca(眼眸珠) 

□(3)kurakurau(孔雀珠) □(4)cadacadaqan(土地珠) 
 

8. 下列哪一項不是傳統琉璃珠的收藏、保存方式？ 

□(1)用報紙包裹起來 □(2)以月桃葉編織的盒子收藏 

□(3)藏在屋子底下 □(4)裝飾在陶壺上 
 

9. 在哪個場合通常不會看到族人配戴傳統琉璃珠？ 

□(1)婚禮    □(2)豐收祭 □(3)喪禮    □(4)打獵  
 

10. 傳統上，下列哪一種人，可以配戴傳統掛耳式的琉璃珠耳飾？ 

□(1)純潔的未婚女子 □(2)溫柔賢慧的媽媽 

□(3)努力工作的爸爸 □(4)強壯善獵的勇士 

 

【問卷到此結束，記得再檢查一下有沒有漏寫，非常謝謝你！】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了解排灣族傳統琉璃珠的由來，以及不同圖案的琉璃珠各自的傳說與象徵意涵，並希望深入了解傳統琉璃珠在排灣族生活中的應用，最後並探討排灣族地區學生對傳統琉璃珠的認知情形。
	我們首先用資料蒐集分析得到對傳統琉璃珠的初步了解；接著進行人物訪談與實地參訪，更進一步深入了解傳統琉璃珠的知識；最後我們設計一份關於傳統琉璃珠知識的問卷，以屏東縣長榮百合、北葉、地磨兒、屏大附小及臺東縣嘉蘭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了解排灣族地區學生對傳統琉璃珠的認知情況。
	研究結果發現：
	1. 關於傳統琉璃珠的來源並沒有非常確定的說法。
	2. 傳統琉璃珠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及人們所賦予的傳說故事與象徵意涵。
	3. 傳統琉璃珠在傳承、編串方式、配戴時機或保存方式上，都有一定的規範。
	4. 學校課程中融入關於傳統琉璃珠介紹的，其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學校課程中未融入者、原住民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非原住民學生、家中有傳統琉璃珠者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無琉璃珠者。
	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記得電影「海角七號」女主角送每個團員與他們人生故事相符的琉璃珠嗎？阿嘉拿到的是象徵勇往直前的「勇士珠」；女主角友子是代表愛情美好的「孔雀珠」；思念老婆的勞馬配戴的是象徵懷念不捨的「眼淚珠」；馬拉桑拿到的是代表財富的「豐碩珠」……每顆琉璃珠都有不同的傳說與意義，這引起我們對琉璃珠的好奇；在五上的社會、國語課程中，都上過有關原住民的介紹，排灣族是其中之一，而組員中有人曾在屏東三地門做過琉璃珠DIY，令其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我們小組裡有一個組員就是排灣族原住民，所以我們決定研究這美麗珠子：它是從何而來？...
	我們的研究目的包括：
	在尤瑪･達陸、施秀菊與吳佰祿(2015)的書中提到排灣族把琉璃珠稱為「蜻蜓珠」，因為有一則傳說：排灣族的祖先捉了許多蜻蜓然後取下眼睛跟木灰混在一起，再用木臼蓋上，第二天把木臼拿起來，看見了亮麗無比的彩珠，之後族人便稱這些珠子為「qata」，意思是「美麗的果子」。
	在許美智(1992)的研究中提到關於傳統琉璃珠來源的說法有二種：一種是由歐洲傳到南洋，以前歐洲人到南洋做貿易，用琉璃珠交換南洋當地的物品，後來排灣族的祖先從南洋帶著琉璃珠遷移來臺。另一個來源的說法是可能來自荷蘭，因為有排灣族耆老說琉璃珠是由Balaca人得來的，而Balaca指的是那些十七世紀統治臺灣的荷蘭人，且在荷蘭的報告中，也得知荷蘭當初與臺灣土著的交易中，曾包含琉璃珠在內。
	傳統琉璃珠依照形式與用途，可分為大型琉璃珠、小型琉璃珠，以及細小琉璃珠等三類。大型多彩琉璃珠有特定名稱，且有男珠、女珠之分，有一定的串組次序和位置，以顯示珠子的價值(許美智，1992)。
	目前琉璃珠的紀錄散見於各個單位及專家學者的田野調查紀錄，其中，巫瑪斯所紀錄的排灣族琉璃珠珠譜記載每一顆琉璃珠的名字、典故、和配戴用途等，是目前紀錄內容最為豐富的，雖然部分與地方耆老的口述歷史或有出入，但大致的意涵與方向卻是相似的(楊心豪，2008)。
	我們依據組員的好奇與興趣，從巫瑪斯(2015)的珠譜圖(如附件一)當中，選出12顆大型彩色琉璃珠來做研究，並依據許美智(1992)、許雅芬(2002)、尤瑪･達陸、施秀菊與吳佰祿(2015)，以及謝志鴻先生與高靜怡女士所提供的琉璃珠彙整介紹（如附件二），進一步了解其傳說故事、意涵。分別敘述如下：
	（一）高貴之珠（mulimulitan）：象徵「高貴、彩虹、曙光」，又稱「日光之珠」。
	1.傳說故事
	此珠有兩個傳說，其一：在排灣拉瓦爾族的傳說中，族人清晨在煮東西時，屋內的水氣緩緩升起，在天窗處與照射進來的日光交會，呈現彩虹之象。耆老們覺得這是人與上天互打招呼，向神稟告生命的活躍與持續。另一則傳說：古代有一個勇士是太陽神的化身，擁有呼風喚雨的本事，此珠正是祂化為人時所專有的配飾，因此象徵頭目的地位，高高在上，如刺眼的太陽無法直視。
	2.意涵：此珠在排灣族社會中是貴族結婚時的重要聘禮，被視為貴族高貴地位的象徵。
	（二）土地之珠（cadacadaqan）：象徵「擁有地權財富、良田萬頃」。
	1.傳說故事
	從前有個頭目很苦惱他擁有的一大片土地沒辦法確定地界。有天，他看到一群螞蟻搬運著漂亮的珠子朝著他家去，他好奇地的跟著螞蟻，發現螞蟻都是從一顆巨石下出來，於是號召部落的青年沿著巨石下的洞往下挖，最後看見螞蟻圍繞著一堆珠子，頭目下令幫助螞蟻搬運這些珠子，並為牠們築窩。之後頭目向族人宣布：「巨石旁的蟻窩到我家的蟻窩之間的土地，就是我的。」。
	2.意涵：珠子上不同的色塊，代表著所有土地和資源都掌握在頭目手中。在排灣族社會中此珠意味著生生不息的財富。
	（三）眼眸之珠（macamaca）：象徵「守護、看管、保全」。
	1.傳說故事
	從前有個小偷，偷了別人家裡一串漂亮的項鍊，他不知這是一串有眼睛之珠的項鍊，更不知自己已招惹到珠靈了，所以珠靈把厄運降在小偷身上，讓他一生窮困潦倒。
	2.意涵：如果敢偷別人的珠串，就會遭到珠靈的懲罰。意味著人的行為，都有天、地的眼睛在看著，有警示人們不可偷竊的意義。
	（四）孔雀之珠（kurakurau）：象徵「相聚時的纏綿情誼以及愛情的美好」。
	1.傳說故事
	傳說古時候有一個天神，她喜歡上頭目的女兒，最後祂拋下琉璃珠作為聘禮，帶走頭目的女兒，兩個人一起消失在彩虹的另一端，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2.意涵：兩性的結合，鍾愛一生。
	（五）男神珠（lukarung）和女神珠（tangiyut）：又稱「公神珠」和「母神珠」，都是象徵「降福驅惡」。
	1.傳說故事
	男神珠與女神珠是成對的，是皇家、帝王、及頭目的傳家之寶，沒有配戴的時候放在黑陶壺中。傳說這兩顆對珠每年的一個特殊時段會消失蹤影，自行出遊巡視人們。
	2.意涵：這兩珠擁有降福驅惡之超強靈力。
	（六）太陽之珠（adow）：象徵「永恆誓言，與不變的承諾」。又稱「蜻蜓眼珠」。
	1.傳說故事
	古早，有個大頭目因獨居深山中，與世隔絕，想要傳遞訊息卻很困難，因此愁眉不展；有一天，一位仙翁下凡人間，祂聽見了大頭目苦哈哈的呼喚族人前來聚會；仙翁立刻前往一探究竟，並看出頭目的困境，立刻賜給頭目一顆琉璃珠，指向太陽高掛山的頂端，光照無所不及之光，就像蜻蜓複眼般閃爍著，以此順利的幫助頭目召示通告各地族人。
	2.意涵：能使排灣族大頭目得以有效將訊息傳達給族人，是貴族地位的象徵。此珠感念神靈賜予的恩惠並提醒助人的美德，意味著信守諾言。
	1.傳說故事
	有一天，一位勤快的排灣族人，和往常一樣的來到芋頭田裡工作，突然間他看見了一條綠眼大蟲，驚慌大叫，這一叫卻讓大蟲變成一顆奇特的珠子，這位族人便將珠子像寶貝一樣收藏，結果那一年讓他意外的大豐收。
	2.意涵：此珠有「豐收富足」的意味，並提醒族人要勤快。
	1.傳說故事
	傳說有對恩愛夫妻samuakakai和sakulele新婚，不久便生了他倆的第一個孩子，未料所生的竟是顆大袖子，兩人暗傷，認為不可讓族人知道，於是將柚子放置屋角竹簍中。經過一段時間，夫妻探望時發現柚子旁布滿cainga珠，後來這些珠子漸漸化作嬰兒手腳，嬰兒變成健康可愛的男孩。小男孩長大成為智勇雙全的年輕人，大頭目重用而成為受族人敬仰的偉大領袖。
	2.意涵：此珠被視為世家望族的象徵。
	（九）眼淚之珠（lusqe-naadaw）：即太陽的眼淚，象徵「思念」。
	1.傳說故事
	從前太陽的位置離地面很近，因此人們常被曬得頭昏眼花。有一天，有位排灣族的婦人跑進廚房拿出五粒小米蒸煮，於是產生蒸氣，緩緩地將太陽頂上高空，此時太陽發現自己漸漸遠離人間時，傷心地掉下了許多的眼淚，當這些眼淚掉落地面時，變成了一顆顆美麗的珠子，這些珠子就像是太陽的眼淚。
	2.意涵：此珠充滿懷念和不捨的含意。
	（十）織女之珠（palic）：也稱織工之珠，象徵「鎮寶、貞潔、技高」。
	1.傳說故事
	排灣女孩從小要學各項家事和藝能，還要潔身自愛。當少女完成學習並達到適婚年齡時，長輩會送織工織珠手鍊或項鍊，暗示待嫁新娘。
	2.意涵：當少女達到適婚年齡，長輩會送此珠串成的手環或項鍊，希望她守規矩、清白純潔、受人喜愛，有好姻緣。
	（十一）勇士之珠（mananigai）象徵「守護保衛、勇往直前與成就非凡」。
	1.傳說故事
	古時，排灣人視百步蛇為守護神，並自稱是百步蛇的後裔。族人常以菱形蛇紋為勇者的象徵，各排灣男士以擁有菱紋的mananigai為最高榮譽。
	2.意涵：凡在戰場及獵場上有英勇表現者，對部落有卓越貢獻的人，才能從大頭目獲贈勇士之珠。此珠具有助長智勇之靈能。
	（十二）和平之珠（langal）：象徵「舉杯互敬、拋棄前嫌、和諧共生之意」。
	1.傳說故事
	排灣族以連杯為婚喜慶典不可或缺的重要飲酒器，也是敵對雙方達成戰和後的共飲用杯。其中以連杯間設有通管，表示共飲之酒未下毒。
	2.意涵：此珠具有同歡共苦的決心。
	排灣族珍貴的大型多彩琉璃珠，多串組於項飾下擺中央，其它琉璃珠為單色，以橙、黃、綠三色為主。琉璃珠在項飾中都有一定的位置與排列次序，不能隨意擺置，如果排錯，珠子會生氣。珠子有一定的位置就如同地位有大小尊卑之別，其順序不能亂掉(許美智，1992)。
	一、研究過程
	二、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我們首先蒐集並閱讀圖書、期刊、網路及專家提供之相關資料，彙整出對琉璃珠的基本認識。
	(二)人物訪談與實地參訪：訪談排灣族耆老與專家並參訪屏東縣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長榮百合國小、北葉國小、地磨兒國小，以及山地門串珠工坊、古琉坊，透過人物訪問與實地參訪，更加深入了解傳統琉璃珠的內涵。
	依據研究結果，我們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 關於傳統琉璃珠的來源並沒有非常確定的說法
	因為排灣族沒有文字，無法從記載中知道，有人說是從歐洲傳來，有人說來自荷蘭，推測琉璃珠可能是在排灣族人遷臺之前就有，後來隨著族群遷移而進入臺灣。
	二、 傳統琉璃珠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及人們所賦予的傳說故事與象徵意涵
	依學者田野調查每顆傳統琉璃珠都有其獨特的典故與意涵，但因不同耆老的口述歷史或許內容有些出入，但大致相似。不同珠子有珍貴之分，彩珠較色珠珍貴、大顆較小顆珍貴，而類別中地位最珍貴的是高貴之珠，只有頭目才能擁有。
	三、 傳統琉璃珠不僅在傳承、編串方式、配戴時機或保存方式上，都有一定的規範。
	(一)作為傳家寶，由長嗣繼承不分男女。亦有少數因經濟因素在家族內買賣交易。
	(二)傳統琉璃珠通常拿來做成飾品，如耳環、手環、項鍊—頸鍊、單串或複串長鍊、臂手環、腳鍊等。
	(三)編串時彩珠放中間，色珠在兩旁，愈高貴的彩珠放愈中間。
	(四)琉璃珠配戴的時機通常是有婚禮、慶典時。
	(五)收藏方式通常是用布包後，放置在木箱或月桃葉編織的盒子裡，也有裝飾在陶壺上。
	四、 排灣族地區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情形如下：
	(一)學校課程中融入關於傳統琉璃珠介紹的，其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學校課程中未融入者。
	(二)原住民學生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非原住民學生。
	(三)家中有傳統琉璃珠者對傳統琉璃珠認知高於無琉璃珠者。
	柒、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