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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等，透過口傳方式經過千百年敘說，流傳到

今天。

原住民族群的口傳文學，是族群在面對居住

環境和氣候不同，異族往來互動，逐漸塑造出適

合族人生存繁衍的生活環境和風俗思維，因此部

落口傳的民間敘事文學往往呈現族群的民俗風情

與文化精神。這種沒有文字的溝通方式，使人與

人之間的情感可以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

綿密相依的部落傳播網路。

他者書寫

早期漢人文獻中的原住民族

然而，由於缺乏文字系統，讓原住民族的往

昔狀態與歷史變遷，僅能依靠口傳而難以追索。

於是，作為非原住民族的「他者」，如過往漢

人、日本人的文字記載，就成了解臺灣原住民族

的重要線索。

我在歷史名酒展示區中

陳列著

〈東番記〉、《臺東州采訪冊》、《番社采

風圖》

拿起角落的

從言說到書寫

筆者有一首詩，詩名為〈我在圖書館找一

本酒〉，這是我在念研究所時寫的一首詩，以酒

的意象，來說明原住民族的書寫歷史。那時因為

在研究原住民族的文獻，壓力沈重，於是跑去賣

場想買酒喝，在說酒的過程中，發現一瓶酒的介

紹，就好像酒釀造的歷史，就好像一本書。

我在圖書館

找一本

適合喝的酒

第一人稱模式：早期原住民族非文

字的傳播型態

在還沒有文字的時代，文學是透過口頭傳

承在人類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如史詩、

神話、傳說、祭歌、俗諺、遷徙等，我們可以從

布農語的語彙中，了解到布農族人的口傳文學，

palihabasan（說以前之事）masumsumtuisling

（ 祈 禱 式 歌 謠 ）、lusantuisling（ 祭 祀 歌

謠 ）、pali-inpalivaan（ 神 話 故 事 ）、

mamantuktupalihababasan（ 真 實 故 事 ）、

pakadahvi（比喻）、ishumistutailas（生活智

我在圖書館尋找一本原民書
沙力浪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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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觀音禪寺住持、華梵大學董事長—悟觀法

師。透過天台思想和自我修證，直探眾經之王

《法華經》義髓。學佛四十多年以來，一直在思

考「寂寞的路口」這一件事，我們真正學佛的

人，這件是大事，到我們生命的最後一天，誰幫

我們呢？學佛就是為安頓好生死這件事情呀！這

就值得我們付出精進心來修行，不能做「生命的

俘虜」啊！（有鹿文化）

有鹿文化 /10810/2 冊 /21 公分 /76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818827/221

釋悟觀 著

法華經者的話

本書可說是一本探索生命之旅的導覽書，作者曾

廣志用輕鬆家常的語氣娓娓訴說周遭的生命故

事。每一篇的生命視野讓我們學習如何面對生

死，從日常生活中反思生命的意義，進而能坦然

面對自我以及親人的生死大事，從而及早準備，

期盼瀟灑去來。生命豐富斑斕，各有不同色彩，

接受各種色彩變化，是我們一生的課業。該放

手？還是緊緊把握？每一步都沒有對錯，只有與

生命對話中所體悟學習的人生課題意涵。（香海

文化）  

香海文化 /10811/318 面 /21 公分 /3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96835/197

曾廣志 著

貪生不怕死
念念分明 來去自如

一本標示著：《裨海紀遊》

「釀於十七世紀

成份：『竹枝詞』、『硫磺』、『漢俗』、

『番俗』

濃度：40％

口味：飲入喉後隨之而來的香純飽滿，餘韻

散發柔順芬芳、誘發出的荒誕、神秘、奇詭

的酒息，讓人彷彿置身山林，展開一趟原始

異境文化且豐富奇幻的冒險旅程。」

首先是來自漢人的書寫。漢人的文獻中，早

在元朝就有相關原住民族的記載。明清以後，這

類書寫紀錄就更多了。分析這些文字，有的是為

了獵取奇風異俗，有的在宣揚其教化之功；有的

直斥原住民族為未開化的野蠻人，有的卻浪漫地

將原住民族想像成葛天氏之民。而好歌舞、善飲

和野蠻的圖像，深中人心，直到今天仍是原住民

族無法擺脫的刻板印記。

日治時期，日人便於管理之道，因此日本時

期臺灣總督府，除了派員進行大規模的調查、採

錄與研究，長期生活於「蕃界」的理蕃警察，地

緣之便及政策需求，進行觀察書寫、再現臺灣原

住民族的口傳文學、慣習。日治時期有關原住民

族的調查、採錄與研究，留下相當的文獻史料。

透過「他人之眼」所書寫的文獻，儘管與真

實有所差距，卻可以帶領讀者返回歷史當下，顯

現出部份側影。而與此同時，這些書寫本身也再

現了書寫者與原住民族的交會，提供了後人更多

理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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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眼中的原住民族

走到異國風味烈酒區

展示著

《巴達維亞城日記》、《熱蘭遮城日誌》

隨手翻閱

一本標示著：《東方主義》

「釀於西元一九九九年

成份：『他者』、『建構』、『文化霸權』

『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濃度：55％。

酒香：具有『一頭大型野獸』的獨特風味

屬性：蒸餾酒

出產地：美國」

16 世紀前後，荷蘭、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來到

臺灣後，寫出了遊記式、描述性關於原住民族的

記載。但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們對原

住民族圖像拼湊的背後，還是以自己的觀點、利

益來著手。就好像 1629 年來臺的荷蘭籍猶尼烏

斯（R.Junius）傳教士，他曾報導西拉雅人以拉

丁字母拼寫新港語。然而這一切努力，主要還是

為了讓當地人，能聽到「清楚地以他們的話語說

出基督福音美妙的奧蹟」。最主要不是文字的傳

播，而是信仰。

自我書寫

當我在求學的過程，尋找各時代的文獻，充

滿著他者的書寫，卻找不到自己族人書寫自我的

書籍，我這樣寫出我的想法：

各式各樣的酒類

卻找不找一本

「成份：『射耳祭』、『祭典』

『點酒』、『敬拜』」

無法標示出酒精濃度

具有『流連忘返在霧中』的香味

用族人的感覺

釀製而成

的《小米酒》」

圖書館工讀生

輕輕地說著：

「要去部落分館找喔！」

80 年代以後由於整個臺灣政治、社會、經

濟、文化環境的轉向多元化，以及本土意識抬

頭，使得相關原住民族的傳播活動開始與動態的

社會現象連結在一起。在這段時間，第一人稱

的主體，又開始說話了，只是它不再僅是「言

說」，而是進入「書寫」的活動中了。那我們要

以什麼文字來展現主體呢？有族語書寫及漢語書

寫的發展現像。

族語主要是聖經的翻譯，可說是原住民族

「族語書面文學」的雛形。運用羅馬字的力量，

開始用族語書寫。原民會跟教育部在 2005 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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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文化 /10902/224 面 /21 公分 /2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4575381/221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木村清孝專研中國華嚴思想，

他以親切易懂的語言說明《華嚴經》架構，運用

夢幻歌劇之喻闡釋華嚴篇章。內容有「七處八

會」舞臺、輪番上陣的菩薩及天人、沒有一句台

詞的主角—盧舍那佛，以及配角們上台歌唱、

演說、表演，場面熱絡！本書分 12 講，作者從物

理、哲學的視角，帶領讀者重讀《華嚴經》，領

略該經思想要旨。字裡行間無不在引領世人走進

富麗的華藏世界，讓重重無盡的佛國世界有最佳

的現代解讀。（佛光文化）

木村清孝 著；劉聯宗 譯

華嚴經的現代

解讀

學佛有沒有循序漸進的方法、次第？生活中逆境

來時怎麼辦？脾氣來時如何自處？煩惱來時怎樣

消解？作者以其多年的經驗、學養，為現代人釋

疑解惑，本書內容有：佛門禮儀、佛事懺儀、生

活修行、人生儀禮等，計三十四講，是一套實用

的佛教修持書。閱讀此書能對佛教各種禮儀，以

及僧團、在家居士的生活起居、生老病死、修行

次第等，有進一步的認識，依此實踐，就能擁有

莊嚴幸福的人生。（佛光文化）  

佛光文化 /10812/2 冊 /22 公分 /600 元 / 精裝
ISBN 9789574575206/224

慈容法師 著

自覺人生‧莊嚴

身行

會銜發布原住民族 16 族的文字書寫系統，為了

推廣書寫系統，教育部也從 2007 年開始辦理原

住民族族語文學獎，每兩年辦理一次，至今已辦

理 7 屆。並且將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活動，將「新

詩」、「散文」、「翻譯文學」及「短篇小說」

類別之得獎優選作品及佳作作品，編輯成冊並出

版。

1987 年晨星出版社開闢臺灣原住民族文學

系列，並於 1 月出版《悲情的山林：臺灣山地小

說選》（吳錦發編選），至此晨星出版社成為原

住民族出版的重鎮，此系列叢書目前已出版 54

本，其中文學作品集佔半數之多。以後受完整漢

文教育的臺灣原住民族青壯年一代，對漢語使用

的能力已臻成熟，可以漢文進行「主體」的書

寫。禁錮了百年的主體，終於找到了新的工具來

傳播自己的觀點、感受。

南天、臺原、晨星、稻鄉以及若干出版社，

開始主動出版有關原住民族的作品，其中不少是

原住民族創作者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書寫的。田雅

各、莫那能、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夏

本．奇伯愛雅、黃貴潮、浦忠成、阿道等人，都

是傑出的作者。

我們期待，我們在自己的部落中，釀造出屬

於自己味道的書寫，與人分享。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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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彙輯阿德仁波切一生的非凡故事及其開示教

法，時間著重在橫跨 1999 到 2006 年間，呈現出

他所傳授的教法不僅甚深，且不凡方式中的一小

部分。他所給予的教導，不但精確、細節豐富，

而且簡單直接；此一風格也反應了他對佛法的體

驗、了悟及慈悲的深度。我們可以從本書中看到

阿德仁波切在任何境遇下都展現出真正修行人的

風範，他把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視為業力的顯現，

同時作為一種契機，將生活中如實展現的面向都

融入佛法中而得到圓滿成就。（眾生文化）

眾生文化 /10812/183 面 /21 公分 /36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85969/226

阿德仁波切 作；多傑圖滇 中譯

束縛中的自由
阿德仁波切不凡的一生與
教導

故事從明就仁波切的溜出自己寺院的大門，朝向

未知旅程的那晚開始。此舉的動機是想要拋開界

定其人生的各種頭銜和地位，並探索自己存在的

最深層、最隱藏面向。然而，就在四年半閉關剛

開始的第三個星期，仁波切生了一場重病，這場

病使得仁波切處於生與死之間的「間隙」，並經

歷中陰的各個階段。在這個瀕死經驗之後，他的

旅程再次充滿熱忱地展開。（眾生文化）

眾生文化 /10810/331 面 /22 公分 /399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85945/226

詠給．明就仁波切 作；妙琳法師 中譯

歸零，遇見真實
一位行腳僧，1648 個「向內
朝聖」的日子

《摩訶止觀》是天台宗智顗大師晚年所講述，由

弟子灌頂大師筆錄而成，共十卷，後世將此書論

為智顗大師著作中最圓熟的論書，並與法華玄

義、法華文句合稱法華三大部。作者長年深耕於

佛學院的教育，接引學僧無數，對於天台宗、禪

宗、佛教經典等皆有深入的研究與體悟。此書以

淺顯易懂的白話字句，循序漸進的次第逐步解析

《摩訶止觀》的脈絡，願讀者能依著章節字句的

延伸，而能進入《摩訶止觀》的內文，與一代天

台宗大師接心。（香海文化）

香海文化 /10809/368 面 /21 公分 /3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22988/226

永本 著

課堂上的摩訶

止觀‧參

真正的覺醒，從迴照自身開始。菩提伽耶的第一

場禪七，一場場精彩絕倫的生死探問，洪啟嵩禪

師首本禪七完整修行開示。無論今日或昔日，世

間或禪堂，於每個壯闊的生靈而言，此刻，都是

開悟之前。開悟需要多少時間？每一個日升月沉

都是一場生死的輪轉，每一天從生到死，從死到

生，是否曾有一念覺悟，一念反觀自心。（全佛

文化）

全佛文化 /10901/288 面 /21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13880/225

洪啟嵩 著

開悟之前
七個日夜迴照自性的印度
禪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