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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臺灣各個原住民的聖山，並根據其聖山文化，了解聖

山對族人所代表的意義。最後，透過查詢這些山岳的步道資訊及他人的登山紀

錄，整理出一份關於聖山的登山資訊，可供原住民族作為尋根或學校實施山野

教育課程之用。 

 我們首先大量蒐集並閱讀和原住民族誕生與傳說有關的書籍，並適時搭配

期刊論文、登山書籍與網路資料，一步步抽絲剝繭，將聖山相關的部份整理出

來，並透過與原住民的線上會談，進一步了解當代原住民心中的聖山樣貌。 

 研究結果發現： 

(1) 地域相近的原住民族，其傳說與聖山信仰相當雷同。 

(2) 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神道教的山岳信仰也與聖山有關。 

(3) 聖山通常在傳說中作為避難地或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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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由於學校經常舉辦山野教育課程，在登山的過程中常會與原住民有

接觸。2018 年暑假，我們走瓦拉米步道時，就有布農族的嚮導為我們解

說古道的歷史；2019 年的連假，學校舉辦到蘭嶼的戶外教育，其中一天

的行程是攀登達悟族的聖山—紅頭山。當時我們對原住民的聖山文化很

好奇，為什麼這座山會是達悟族人的聖山？ 

  2020 年時，學校安排在鄒族的部落實施山野教育，我們在走完里美

避難步道後，接駁車把我們載到達邦部落。在那裏，我看到達邦國小的

校門有一幅鄒族族人與玉山的壁畫，老師為我們說明，玉山是鄒族的聖

山，並且說了鄒族中的傳說故事，讓我們更好奇，想要知道為什麼玉山

是鄒族的聖山？除了鄒族以外，還有其他原住民族的聖山也是玉山嗎？ 

而原住民的聖山只有玉山嗎？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們想透過這次的研

究，好好了解並整理臺灣原住民族的聖山。 

  因此，我們的研究目的有： 

一、查詢臺灣現今十六族原住民的聖山，並挑選學校過去及未來可能 

實施山野教育的聖山，了解及其成為聖山的緣由。 

二、這些原住民聖山的步道現況、沿途是否有與該族相關的人文史蹟和 

生態。 

三、透過訪問原住民，了解聖山對當代族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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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世界各國對於「聖山」這個詞的定義不盡相同。在東亞，臺灣的玉山與馬

來西亞的神山、日本的富士山合稱東亞三山，代表在東亞最高的三座山峰，而

這三座知名高山，也都分別代表該國的聖山。 

 日本的富士山海拔 3776 公尺，橫跨日本靜岡縣與山梨縣，在 2013 年時被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一年僅有 7-9 月開放攀登。根據思謐嘉(2016) [1]書中所

述，在日本平安末期，富士山登山道是為了方便修行僧侶登山前往修行之地，

披荊斬棘開闢而成。到了江戶時代，由於信仰富士山的團體「富士講」紛紛登

山朝拜。於是攀登富士山漸漸普及起來，前往神靈居住的山間崇拜、巡禮，也

因此成為日本的文化。此外，李芷姍(2015) [2]、墨刻編輯部(2019) [3]的書中提

到，在佛教傳入日本前，各地都有信仰靈峰山岳的習俗，一般人相信高山上有

神靈，必須對山神存有敬畏之心，並按時祭祀才不會招來橫禍。日本神社中，

富士山本宮淺間大社是富士信仰中心據點，也是日本全國 1300 淺間神社的總

本宮。淺間大社的主神為「木花之佐久夜毘売」，又叫做淺間大神、木花開耶

姬，她是在日本神話中登場的美麗女神，其本尊就是富士山。淺間大社歷史可

上溯至平安時代，一般而言，木花開耶姬被人們視為家庭圓滿、結好緣、安

產、子安，也是消除火災、航海、農業、織造等各領域的守護神。 

  馬來西亞的最高峰—神山，海拔為 4095 公尺，又稱京納巴魯山、中國寡

婦山，位於馬來西亞沙巴州神山國家公園內，並於 2000 年入選為世界自然遺

產。官家岫(2018) [4]的書中說到，最高峰在南島族群所生活的傳統領域裡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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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的，在神山裡生活的南島族群為卡達山杜順族，住家在神山的山腰分布著，

他們稱神山為京納巴魯山（Aki Nabalu，Aki 意為先人，Nabalu 意指山），Aki 

Nabiu 就是靈魂安息之處。傳統的卡達山杜順族人怕會觸犯祖靈，視攀登神山

為禁忌，直到 1851 年有位來自英國的修羅爵士（Sir Hugh Low）是首先率領攀

登神山的團隊，並在班那拉班（意思為祭地）由卡達山杜順族的女祭司舉行安

撫山神儀式，祭品有一隻白公雞及七顆蛋，之後每年此刻此地都得舉行祭

祀 。 

 

圖 1、日本最高峰富士山(圖片來源：富士田山 [5]) 

 

圖 2、馬來西亞最高峰神山(圖片來源：Mout Kinabalu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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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古道與原住民研究專家楊南郡老師 [7] 在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

大辭典中提到，山岳信仰自古迄今普遍於世界各國，無論是哪一個民族，都把

山當作心靈的故鄉。連綿的山峰、巍峨的群山，自古便是住在其山下子民敬畏

的對象，作為部落屏障的高山，族人便視其為聖山。山對原住民來說是誕生、

發祥地，也是祖靈集體安息之所。 

  因此，研究一個原住民族的聖山，同時也能了解該族的信仰及文化。我們

憑藉著老師豐富的登山經歷，以及相關書籍與網路資訊的輔助下，蒐集並整理

出各族的聖山及其緣由。 

 

2-1 阿美族 

根據楊南郡老師的撰述 [7]，古代阿美族祖先原居於南洋某處，一次風雨不

斷，海水淹沒大地。其中有一對姊弟在緊急之下，跳進方臼順著海水漂流數

月，待海水退潮時，他們看到一座小山峰，便以此為目標努力划水登陸，後來

取此山名為奇拉雅山(或稱吉拉雅山)。凡有此傳說的阿美族部落都以奇拉雅山

作為聖山，是他們的發祥地。 

崔祖錫、古庭維等人(2017) [8]的書籍裡提到，吉拉雅山亦稱八里灣山，原

名貓公山。日本時代因貓公山狀似日本的富士山，因此又有貓公富士山之稱。 

另外，都蘭國中退休老師林正春 [24]則提出阿美族都蘭部落視都蘭山為聖

山的傳說：傳說很久以前，一對兄弟和族人乘風破浪，從綠島渡海來台，在富

岡上岸，弟弟長相俊俏且才華洋溢，哥哥則是其貌不揚且心懷妒意。他們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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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山尋找食物的過程中，弟弟提議彼此從高處互推巨石，誰能接住就能證明誰

的力氣較大。哥哥趁著弟弟不備時將巨石推下，意外壓死了弟弟。心生歉意的

哥哥死後化作天上的星星，照亮著都蘭的夜空，而弟弟化為都蘭山山靈，兄弟

倆共同守護著部落族人。崔祖錫、古庭維等人(2017) [8]的書籍中則提到，阿美

族都蘭部落為了紀念祖先從馬蘭遷移至此開荒拓土的艱辛，故視都蘭山為其聖

山。 

2-2 泰雅族 

李岱融(2010) [9]的文章中寫到，太古時在大霸尖山有一大石突出，內藏一

男一女。一日，大石裂為兩半，出現一男一女。兩人結婚，繁衍子孫，成為今

日的泰雅族。另外還有一種說法，請見 2-3 賽夏族。 

2-3 賽夏族 

劉育玲(2010) [10]提到大霸尖山與賽夏族、泰雅族的關聯。太古時發生大海

嘯，陸地全變成海洋，只露出大霸尖山山頂，當時織布機的主體部分隨著海水

漂流而來，有一個神把它撈起來，發現裡面有一個孩童，隨即將該孩童殺死，

把他的肉、骨頭及胃腸切成碎片，包在樹葉裡丟入海中，之後肉片轉化成人

類，即為賽夏族的祖先，而骨頭變成的人類則為泰雅族的祖先。 

 在崔祖錫、古庭維等人(2017) [8]的書中則提到鵝公髻山為賽夏族人的聖

山，在健行筆記 [11] 中也僅提到賽夏人稱鵝公髻山為「ngangihaw」，意思是

高山。除此之外並未在其他書籍或網站看到鵝公髻山之所以成為賽夏族聖山的

緣由，若要證明，宜找新竹縣五峰鄉及苗栗縣南庄鄉當地居民訪問，也許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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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進一步的資訊。 

2-4 排灣族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2003) [12]的田野調查研究採集到關於排灣族聖

山的傳說。古時候，洪水來襲時，族人逃到大武山避難，洪水退去後，族人分

成好幾路下山散去，有一支往台東走，有一支往屏東走，這正是為什麼如今排

灣族散佈在台東、屏東兩地，而且以大武山為分界區的由來。 

同書中提到，排灣族發祥於大武山，一般人叫慣的「大武山」指的是其中

最高的北大武山。這裡是排灣、魯凱、卑南三個原住民族的發源聖山，是原住

民族的祖靈所在地，而且流傳著不少神話。傳說排灣族的始祖之神靈會每五年

出巡一次，保佑其子孫農耕、狩獵都順利平安，這也是排灣族祭儀五年祭的由

來。 

  李岱融(2010) [9]的著作中提到另一個說法：在北大武山，日神生下石卵兩

個，卵破裂成為男女兩人。兩人結婚後成為排灣族的祖先。 

前述日本神道教亦有山岳信仰，陳嫺若(2020) [13] 對臺灣的日本神社進行

田野調查時提到，當時高雄州為紀念皇紀 2600 年，決意於排灣族的聖地、靈

山北大武山建造神社。據當地長老所言 [14]，日本當時想要在大武山上蓋神

社，耆老得知消息後紛紛前往勸阻，但大日本帝國一意孤行強行施工，結果每

當日本人建好神社後，卻都遭來雷擊破壞，最後日本才反省並採信排灣族人的

話，將神社移到現今的大武祠後才沒有被雷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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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北大武山大武祠現況 [15] 

2-5 魯凱族 

賴阿忠 [7]在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提到，魯凱族稱北大武山、

霧頭山為聖山，是因為 (1)魯凱族是泛靈信仰，神明中有山神，北大武山、霧

頭山是山神主要居住地，即魯凱族的殿堂。每逢豐年祭向各神明祭祀時，都會

指向大武山和霧頭山的神明。(2)北大武山西向山麓有個部落叫巴達茵

(Padaini)，部落附近住了創造人的神明。可見大武山無論是山頂或山腰，皆為

神明居住的地方。(3)大武山為魯凱族的守護神，和霧頭山作為城牆圍繞並保護

魯凱族的部落。魯凱族人認為大武山是天下最高的山峰，如果貴族的頭目過

世，負責念哭歌的人，常以大武山的偉大喻作貴族頭目的偉大身世，加以歌

頌。魯凱族人也常以大武山為人生追求的目標，以其最高、最遠、最強的比喻

來互相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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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鄒族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2010)[16]是鄒族學者，他的研究提到：古時候

天神降落玉山，該地有棵楓樹，天神搖動楓樹，楓樹果實落下，落地後成為男

人。天神再搖楓樹，楓樹葉烙下，落地後成為女人，他們就是人類的祖先。 

另外一則鄒族傳說，古時候鰻魚橫臥河中，大地開始有了大洪水。布農族則傳

說，古時候大蛇堵住河流，引起洪水氾濫，人和動物都跑上玉山。 

玉山是鄒族的生命起源地，也是躲避洪水的庇佑之地。而塔山則是生命結

束後的歸往之地，那裏有類似人間的部落，離開世間的祖先都在那裏。 

陳嫺若(2020) [13]書中也提到，日本治理臺灣時，因玉山測量結果比富士山

還高，因此命名為「新高山」，成為當時超越日本富士山的第一靈山。當時在

山頂打造了一座小小的神社─新高祠，並豎立新高神社的標誌。 

山頂的神社歷經朝代更換，曾由于右任先生的銅像取代之，如今神社及銅

像已無遺跡可尋，山頂則立一塊天雷玉石，上頭題「玉山主峰」。 

 

圖 4、昔日的新高神社，今已不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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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達悟族 

  臺東縣蘭嶼鄉公所的網頁 [18]指出：很久以前，有位來自南方的神跑到達

悟人居住的海域，他先造了小蘭嶼，再造出蘭嶼島後便離開了。沒多久，他又

跑到紅頭山觸動山裡的岩石，忽然間巨石一分為二，從裂縫中走出一位男孩。

而後，神又觸動山林裡的巨竹，又一位男孩從竹中出現。兩位男孩感情很好，

某天他們一起睡覺，從巨石中出來的男孩覺得膝蓋很癢，便用手去抓，結果右

膝碰出一位小男孩，左膝碰出一位小女孩。從巨竹中出來的男孩有樣學樣，也

從膝蓋中生出一男一女。他們讓各自生出的男女結為夫妻，沒想到卻生出肢體

殘缺或盲啞的嬰孩，後來改成交換婚，才生出健康的嬰兒，這些孩子長大成人

變成當今達悟人的祖先。這則故事是蘭嶼人普遍流傳的生命起源，族人至今仍

遵守著紅頭山的岩石不能觸動、不需要竹子不可亂砍伐、避免近親結婚等禁

忌。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2003) [19]有另一種說法：有一孕婦想要吸取海

氣，便去到海邊，可是沒有海水。她就翻開一塊石頭，出現了少量的海水，此

時海嘯突然來襲，淹沒族社，動物都遭滅頂，只有逃上大森山和紅頭山的人暫

保性命，不過也都一一地餓死。最後只剩下兩個男子，他們各自將自己的膝部

相摩擦，感覺癢癢的，就從膝部誕生嬰兒，從此人口漸增，繼續繁衍至今。 

2-8 邵族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2003) [20]的書中提到：傳說遠古時代邵族的祖

先，從阿里山追逐一隻白鹿，一直追到河邊，白鹿突然消失了，族人看見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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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許多未曾見過的許多魚群，也有許多動物。；而在白鹿消失的地方，長出

了一株茄苳樹,邵族人定居後，茄苳樹茂密的葉子，就象徵著族人的人口數。 

人們在長老的帶領下，從此在這塊土地上落腳生根起來,這就是位於日月潭的

拉魯島 Lalu，為邵語「心中聖島」之意。 

拉魯島是邵族最高祖靈駐守的地方，在邵族的傳說中，為免祖靈遭侵犯，拉魯

島上不可有任何建築物，同時全島僅能種植代表邵族子孫繁衍茂盛的茄苳樹。 

關於拉魯島，達西烏拉彎．畢馬也提及最早漢人稱「珠仔嶼」，日本時代稱

「玉島」，戰後改稱「光華島」，直至邵族族人強烈要求下，才改回原先的「拉

魯島」。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在拉魯島(時稱玉島)上蓋了一座神社「玉島祠」，祭

祀日本的水女之神「市杵島姬命」，自日本廣島縣的嚴島神社分靈而來。這點

在陳嫺若的書中也有提到(2020) [13]。 

 

圖 5、日本時代在拉魯島上的玉島神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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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卡那卡那富族 

卡那卡那富族和拉阿魯哇族在以前被歸為鄒族的一個分支，稱為南鄒，近

年來則透過正名獨立成為一族。陳英杰、周如萍(2016) [22]著作中，拉阿魯哇

族和卡那卡那富的始祖，古時候住在 Natsunga(註：似為臺東新武路溪上游的山

地)，因為洪水氾濫，拉阿魯哇族的始祖逃到 Tanungintsu(疑為卑南主山)避難，

卡那卡那富族始祖則逃難於藤包山，洪水退後，卡那卡那富族才下山居住。其

中，關於洪水氾濫的原因，也是一隻大鰻阻擋溪流而造成，最後是靠著山豬把

大鰻咬斷，洪水才退去。 

林修澈、黃季平、郭基鼎 [23]著作的拉阿魯哇部落史中提到：拉阿魯哇族

的洪水傳說與鄒族、卡那卡那富族雷同，有過共同避難玉山的口碑，老一輩的

人相信這三族在玉山上原本就是同胞兄弟。不同的是，鄒族以與山為發祥地，

而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族的傳說中，玉山並非發祥地，而是避難地。 

多方查詢下，目前僅查詢到拉阿魯哇族視貝神祭祭場為聖地，尚未查到拉

阿魯哇族有聖山文化。 

2-10 卑南族 

 卑南族起源可分為兩大系統，一個是竹生說的普悠瑪系統，一個則是石生

系統，而這兩個系統的聖山也有所不同。 

竹生系統的傳說中，祖先來自南方島嶼。有一年，颱風吹毀了部落，大水

久九不退，有一對夫妻乘坐竹筏，在海上漂流了好幾天，最後被蘭嶼的居民救

起。由於在蘭嶼島上生活習慣不同，這對夫妻無法適應，便商議遷往他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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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人造了一條小船離開。 

向北方航行數天後，發現一個島嶼，於是夫妻兩人登岸探個究竟，結果他

們非常喜歡，便在現在的都蘭山下定居下來，也因為這樣的緣故，每年的海祭

時，總要遙望蘭嶼，祭拜祖先的靈魂，並且視都蘭山為聖山。 

而在石生系統的傳說中，祖先從發祥地「陸發安」經過不斷的遷徙，曾經

遠達大武山、大小鬼湖，和排灣族有來往，也對後來卑南族的文化產生了影

響。在石生系統傳說中，部份卑南族子孫南移，成為排灣族的祖先。 

在日本時代，都蘭山因山形像富士山，因此也被稱作「臺東富士山」。 

 

圖 6、從特定角度看才狀似富士山的都蘭山 [24] 

上述文獻探討中，除了拉阿魯哇族沒有聖山外，我們在查詢資料的過程

中，也尚未查到噶瑪蘭族有聖山文化。撒奇萊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的聖

山因地理位置較遠，且後兩者的聖山均為相當有難度的百岳，不列為學校山野

教育實施場域，在此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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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一、資料蒐集：老師根據他的登山經歷及所讀書籍告訴

我們資料蒐集的方 

向，我們透過以下管道尋找本篇研究所要的資料。(1)臺南市立圖書館

新總圖有原住民書籍專區，我們相約去新總圖，從原住民的神話傳說

相關書籍中一本一本翻閱，從中找出有關聖山的記載。(2)在網路上搜

尋相關的期刊、研討會論文，以及相關的原住民資料。(3)學校在實施

山野教育課程中有購買許多和山、原住民相關的書籍，我們便從中尋

找所要的資料。 

  

圖 7、(左)從新總圖的原住民區找出我們要的資料，學長協助部份 

(右)找到資料後，馬上打成電子檔，並將其納入參考文獻 

二、實際訪談：原先預計訪談對象有花蓮縣卓溪鄉的布農族人、花蓮縣豐 

濱鄉的阿美族人、以及屏東縣獅子鄉及牡丹鄉的排灣族人。後因時間

上無法配合，僅訪問到花蓮卓溪的布農族資深山域嚮導，訪問內容以

布農族的聖山觀點為主。在訪談前，與老師討論好要訪談的問題。和

布農族人的訪談概要請見下頁人物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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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在新總圖中擬定要訪問的內容，並與老師討論 

 

圖 9、與布農族人進行有關聖山的訪談。 

 

訪談花蓮縣卓溪鄉布農族人，受訪人屬布農族五大社群中的郡社群 

地點：Google Meet(線上會議) 

1. 玉山對你們布農族有什麼意義？ 

答：布農族有個傳說：有一隻大蛇堵住了水，所以造成了洪水。四處躲避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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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現玉山山頂有火源，所以就到玉山上面，在上面躲了很久。直到洪水消

退，他們看到地面時，才開始去工作。所以玉山對布農族的象徵性就是家。 

2. 布農族人會常常去爬玉山嗎？ 

答：老人家能爬的剩下沒有多少，比較多都是年輕人去爬，尤其是在南投的布

農族，住花蓮的布農族太遠了，要去爬的機會不高，除非是當玉山國家公園的

志工，才比較有機會去爬。 

3. 阿里山地區有一座大塔山，相傳是鄒族人去世後好的靈魂會去的地方，你們

會去爬嗎？ 

答：比較不會，以前是有區分的，就像自己有自己的祖居地，可能會有阿公阿

嬤的靈魂，所以就比較不會去。 

4. 布農族除了玉山外還有別座聖山嗎？ 

答：沒有。布農族都是在中央山脈，玉山比較高，所以就以玉山為主。 

5. 所以你很喜歡玉山囉？ 

答：當然！ 

6. 爬聖山會有禁忌嗎？ 

答：如果是帶隊的話，入山前會有個淨山儀式，在爬山過程中如果想要尿尿或

是大便的話，就要跟神明打個招呼，說聲對不起。因為有可能你大小便的地方

有人埋在下面，有這樣的心態的話就比較不會出狀況。 

 

從訪談中可知，玉山對花蓮布農族人來說，是神聖的、也是像家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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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根據貳、文獻探討中，我們對原住民的聖山有更深入的了

解，下表整理如出各個原住民族的聖山及其涵義。 

表 1、臺灣原住民族及其聖山 

原住民族 該族聖山 傳說及當代涵義 

阿美族 吉拉雅山 

(八里灣山) 

洪水傳說。 / 阿美族人尋根祭祖會登此山，並在

山頂立碑。 

都蘭山 兄弟在都蘭山找食物爭鬥，最終共同庇佑的山。/ 

尚未有資料。 

泰雅族 大霸尖山 石生說、洪水傳說。 / 尋根、認識泰雅祖靈文

化。 

賽夏族 大霸尖山 洪水傳說。/ 尋根。 

鵝公髻山 尚未有資料。  

排灣族 北大武山 洪水傳說、石生說。/ 每年族人會登北大武山作為

成年禮、現今仍有五年祭。 

魯凱族 北大武山 發祥地、祖靈所在地。/ 尚無資料。 

霧頭山 洪水傳說。/ 尚無資料。 

布農族 玉山 洪水傳說。/ 尚無資料。 

鄒族 玉山 洪水傳說。/ 阿里山鄉鄒族進行文化尋根。 

(大)塔山 祖靈地。/ 鄒族小米豐收祭會祭拜住在塔山裡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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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女神。 

達悟族 紅頭山 竹生說、石生說。/ 尚無資料。 

邵族 拉魯島 白鹿傳說。 / 每年只有選出先生媽(女巫)時才可以

到拉魯島去。[19]、伊達邵國小在拉魯島上舉辦畢

業典禮，向祖靈行禮。 

卡那卡那富 藤包山 洪水傳說。/ 尚無資料。 

卑南族 都蘭山 竹生說。/ 族人仍會到普悠瑪祭台祭拜。 

北大武山 石生說。/尚無資料。 

 

  

圖 10、(左)吉拉雅山上阿美族子孫尋根所立石碑 

(右)都蘭山山腰的普悠瑪祭台（圖片由老師提供） 

從表 1 可知，臺灣原住民的發源多數與其聖山有關，且大多數脫離不了洪

水傳說、石生說及竹生說。而各族聖山所代表的當代意義，近期多數族人會為

了尋根，去攀登該族聖山。此外，攀登聖山也會用於畢業典禮、成年禮等象徵

人生某個階段開始或結束的重要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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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各族的聖山中，玉山、北大武山、拉魯島在日本時期

皆設有神社，日本更以「日本第一靈峰」的字眼來稱呼玉山，且神社內均有祭

拜大山祇神，即日本神話裡的山神，可見日本人也將之作為聖山，只是意義不

同。 

透過健行筆記 [7] 的系統，我們查詢並歸納整理出這些聖山的步道資訊，

以供未來學校實施山野教育時作為參考。 

表 2、臺灣原住民聖山步道資訊 

聖山名稱 地理位置 步道全長 海拔高度 岳界意義 

玉山 高雄市桃源區 

南投縣信義鄉 

嘉義縣阿里山鄉 

單趟 

10.9 公里 

3952 公尺 臺灣/東北亞第一高峰 

臺灣百岳五嶽之一 

別稱新高山 

大霸尖山 新竹縣尖石鄉 

苗栗縣泰安鄉 

單趟 

31 公里 

3492 公尺 臺灣百岳之一 

北大武山 臺東縣金峰鄉 

屏東縣泰武鄉 

屏東縣瑪家鄉 

單趟 

9 公里 

3090 公尺 臺灣百岳五嶽之一 

霧頭山 屏東縣霧臺鄉 

臺東縣卑南鄉 

單趟 

9.5 公里 

2736 公尺 無 

大塔山 嘉義縣阿里山鄉 單趟 2663 公尺 臺灣小百岳之一 



21 

 

5.8 公里 

鵝公髻山 新竹縣五峰鄉 

苗栗縣南庄鄉 

8 公里 

 

1579 公尺 臺灣小百岳之一 

都蘭山 臺東縣東河鄉 單趟 

3.8 公里 

1190 公尺 臺灣小百岳之一 

別稱臺東富士山 

吉拉雅山

(八里灣山) 

花蓮縣豐濱鄉 

花蓮縣瑞穗鄉 

單趟 

5.2 公里 

924 公尺 臺灣小百岳之一 

別稱貓公富士山 

紅頭山 臺東縣蘭嶼鄉 單趟 

2.4 公里 

552 公尺 臺灣小百岳之一 

別稱芬蘭峰 

藤包山 高雄市那瑪夏區 單趟約 

9.5 公里 

1684 公尺 今稱大竹溪山 

 

在這次的研究過程中，得到結論如下：(1) 地域相近的原住民族，其傳說與

聖山信仰相當雷同。 

(2) 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神道教的山岳信仰也與聖山有關。 

(3) 聖山通常在傳說中作為避難地或發源地。 

(4) 這些聖山多數入選為臺灣百岳或臺灣小百岳。 

而在本次研究後，我們認為未來還可以朝以下方向繼續深入探討，將這篇

研究更趨完整； 

(1) 將臺灣原住民十六族的聖山或發祥地做完，不限於只探討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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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上未提及的聖山或發祥地的起源傳說，可透過實地採訪當地族人獲得

資訊。 

(3) 有部份聖山沒有或僅有及少數的攀登紀錄，未來可透過與登山隊合作，試

圖攀登，並提供給當地族人參考。例如卡那卡那富族的藤包山，幾乎沒有書籍

提到，而網路上就有 4 種以上不同的資訊，若能深入探究，也能給社會大眾一

個正確的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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