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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賽德克族分布於今日南投縣仁愛鄉，目前人口約 10,568 人（民國 109 年 (2020
年) 8 月）1。族人相傳的發源地為「Pusu Qhuni」（樹根之意），在今日的中央山脈白石

山區（Bnuhun），「Pusu Qhuni」現在則被稱作牡丹岩（Dakis Pawan 郭明正，2008）。

今日賽德克族的分布位置如下圖 1~10 標號處： 

 
圖 1. 賽德克族今日分布位置，取自宋麗梅（2016）。 
 賽德克族人使用的語言為賽德克語（Kari Seediq/Sediq/Seejiq2），賽德克語同時為

賽德克族及太魯閣族的民族語言，惟太魯閣族人將其稱為太魯閣語（Kari Truku）。 
 本文使用的方言為賽德克語當中的德固達雅（Tgdaya）方言，現今分布在仁愛鄉

互助村及南豐村為主，花蓮的大加汗部落（Alang Thdagan）亦有德固達雅的移居族

人。此方言共有18個輔音，5個元音（宋麗梅，2016），列舉如下： 
  輔音字母： b c d g h k l m n ng p q r s t w x y 
  元音字母： a e i o u 

 
1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賽德克族

（www.cip.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F1E889410A51BD5F），瀏覽日期：2021 年 1 月 6 日。 
2 今日賽德克族人常使用 3S3T 作為簡寫，取自 Seediq/Sediq/Seejiq 中的三個 S，以及 Tgdaya/Toda/Truku

中的三個 T 作為來源。 



 而在倒數第三音節（含）以前的元音皆會中性化為 u，重音則落在倒數第二音

節，加上後綴後則以新詞彙為準做調整。 
 本文架構如下：第二節將列舉 20 個賽德克族的地名，包含部落名、子部落名／小

地名、放牧地地名及其他（如外族地名、重要地名等），若其含有較複雜的形態結構則

分析之，同時亦描繪其文化背景。第三節則將 20 個地名重新依命名原則進行排列整

理。最後再給出總結及展望。 
  



二、賽德克族地名例舉、形態結構及文化背景 

 本段地名相對位置： 

 
 
（一）部落名 
 本部分地名相對位置： 

 
  
 1. (Alang3) Mhebu 
  其餘名稱：馬赫坡（中）、マへボ Mahebo（日）。 
  約略位置：今日廬山溫泉。 
  名稱由來： 
  Mhebu 此地逢清晨或傍晚，整個部落會籠罩在霧氣當中，而這些熱蒸汽

遇冷凝結成小水珠後，會有如下毛毛雨一般的感覺。故以此地的特色

 
3 alang 為部落之意，可略。 



「mhebuy（漏水）」調整部分發音（mhebuy → Mhebu），稱此地為 Mhebu
（Dakis Pawan 郭明正，年代不明）。 

  
  2. (Alang) Gungu 

其餘名稱：春陽部落、固屋部落、史努櫻部落（中）、ホーゴ Hōgo 
、櫻 Sakura（日）。 
約略位置：今仁愛鄉春陽部落。 
名稱由來： 
  此部落在霧社事件前為德固達雅群居住地，因其地形貌似動物的尾巴，

而賽德克語中的尾巴為「ngungu」，但或許同時因「m-ngungu」亦為「膽

小」之意，故亦調整部分發音，而唸作「Gungu」（ngungu → Gungu）

（Awi Nokan 吳永昌，2005） 
 

3. (Alang) Drodux 
 其餘名稱：羅多夫社、督洛度呼部落（中）、ロードフ Rōdohu  

 （日）。 
約略位置：今「霧社東北方，由霧社街坊往清境農場方向，沿臺十四線約十

五分鐘車程的地方，亦即今日南投縣仁愛鄉仁愛國中現址及鄰近

茶園的腹地。」（Dakis Pawan 郭明正，2012：184） 
名稱由來： 
  此部落在霧社事件前為亦德固達雅群居住地，其地名有兩種可能，其一

為「ludux（尖端）」的音變（ludux → Drodux），其二為「rdrodux（雞

群）」的音變（rdrodux → Drodux）（Dakis Pawan 郭明正，2012）。可能都

與地形有關，單就地形而言前者較有可能，但後者就發音來說較為相近。 
 

4. (Alang) Paran 
 其餘名稱：巴蘭社、霧社（中）、霧社Musya（日）。 

約略位置：今霧社地區。 
名稱由來： 
  Paran 地區據傳有眾多苦楝樹，而苦楝樹的賽德克族語即為「baran」，

故亦調整發音，稱該地為 Paran（baran → Paran）。 
 

5. (Alang) Tongan 
 其餘名稱：東眼、眉溪部落、南豐村（中）、眉渓 Baikei、 

      トガン Togan（日）。 
約略位置：今南豐村眉溪部落。 
名稱由來： 



  賽德克族有一個關於火種的傳說，火種、或燧石稱為「ptungan」，字面

上是「點火處（putung-an）」之意。據說今日的東眼部落即為當初紅嘴黑鵯

尋獲火源之處，故 Tongan 一名即來自 ptungan 的音變（ptungan → 
Tongan）。（Dakis Pawan 郭明正，2008） 
 

6. (Alang) Nakahara 
 其餘名稱：中原部落（中、日）。 

約略位置：今互助村中原部落。 
名稱由來： 
  此地族人原住在 Paran、Qacuq、Tkanan 三社，因日人建立萬大水庫而將

其遷居至今日中原部落。而該部落地理位置在川中島 Kawanakajima（清流、

Gluban）及眉原 Baibara部落（Mbgala）中間，故日人將其取名為「中原

Nakahara」，並沿用至今。 
 

（二）子部落名、小地名 
 本部分地名相對位置： 

 
  
 1. Ucuucik 
  其餘名稱：馬赫坡富士（中）。 
  約略位置：今日馬赫坡富士。 
  名稱由來： 
  字面意義為「許多辣椒」，其形態結構為 u-cu-ucik，採重疊形式造詞，

重疊作用為複數或多數。由此可知，當地早期可能佈滿相當多的野生辣椒。 
  
  2. Qqahur/Qqahun 



其餘名稱：固卡混（中）。 
約略位置：今廬山溫泉對岸的山鞍腰部。 
名稱由來： 
  字面意義為「多石之地」，其形態結構為 q-qahur，採重疊形式造詞，重

疊作用應為加強程度。依照字義來看，當地早期應即為一「多石之地」。 
 

3. Phdagan 
 其餘名稱：哈達康高地（中）。 

約略位置：Truwan附近的高地。 
名稱由來： 
  若我們解構其構詞結構，可分為以下部分：(1) p- 使動前綴。(2) hido 太

陽，其底層形式為/hidag/。(3) -an 處所後綴。故字面上的意思即為「使太陽

（照射）之地」。 
 

4. (Qpupu) Skredan 
 其餘名稱：花岡山、聖山、斯固列旦（中）、花岡山 Hanaokayama（日）。 

約略位置：今花岡山。 
名稱由來： 
  Qpupu 為山丘、山頭之意，族人在稱呼該地時常省略。而拆解 skredan，

可分為以下部分：(1) s-，功能尚不明，可能與周邊焦點有關。(2) k-，更加。 
(3) heruc，下坡之意，其 UR 為/hered/4。 (4) -an 處所後綴。故組合起來為

「更為下坡之處」。而霧社事件後，花岡一郎（Dakis Nobing）、花岡二郎

（Dakis Nawi）等人於此自殺身亡。 
 

5. (Alang) Ruco 
 其餘名稱：鹿沼部落、鹿草部落（中）。 

約略位置：今霧社一帶。 
名稱由來： 
  ruco即為「沼澤、泥濘」之意，故取該地特徵命名。 
 

6. Rbeyuk Spite 
 其餘名稱：人止關（中）、人止の關（日）。 

約略位置：今人止關。 
名稱由來： 
  人止關是進入賽德克族傳統領域的一個險要關卡，而本地名主要由

「rbeyuk（峽谷）」及「spite（守備隊）」組成，其中 spite 為日語借詞，來

源為「守備隊（しゅびたい shubitai）」，後進入賽德克語則轉為

 
4 h 在組合起來之後消失，賽德克語有些許此類案例：如 qhedu/qhede/ + un → qdeun。 



「spitay」，約莫近代（90 年內5）才轉為「spite」。而使用「守備隊」一詞

的原因為 1902 年時，日本守備隊在此被族人殲滅。 
 

7. Strengan 
 其餘名稱：無。 

約略位置：今眉溪部落一地名。 
名稱由來： 

 
  如圖所示，該地為兩條河流「相遇」之處，故族人將其命名為

「Strengan」，亦為相遇之處，其形態結構為：sterung（相遇），UR 
/stereng/，加上表地點的 -an所構成。 
 

（三）放牧地地名 
 本部分地名相對位置： 

 
 

5 根據淺井惠倫 1927 年的田野紀錄，德固達雅賽德克語的詞尾雙元音單元音化尚未發生。 



 
 1. Snapo 
  其餘名稱：思那坡。 
  約略位置：今日清境農場一帶。 
  名稱由來： 
  此地為德固達雅群早期的放牧地。字面意義為「鋪好的床」，其形態結

構為 s<n>apo，<n>中綴作為「已然.受事語態」之用，此處同時有名物化的

功能。因該地地勢相對平坦，形似鋪好的床，故得名。 
  
  2. Ule 

其餘名稱：烏列。 
約略位置：近Mhebu。 
名稱由來： 
  本處同樣為德固達雅群的放牧地。字面意義為「溫泉」，可見當地含有

溫泉的分佈。另外，現今南投的賽德克語「溫泉」一詞已經轉變為

「qheding/qhding/qhjing」，而花蓮的太魯閣語依然保留「ulay」的用法，與

泰雅語亦大抵相同。 
 

（四）其他地名 
 本部分地名相對位置： 

 
 

 1. Plngawan 
其餘名稱：Plngawan（Itar̠al）、萬大地區、奧萬大（中）、萬大 Bandai

（日）。 
  約略位置：今日奧萬大一帶。 



  名稱由來： 
  對比萬大群泰雅族人口述歷史及語言證據上推測，此一地名／群體名應

來自賽德克語的「prngawan（使說話、討論之處）」，其結構為 p-rengo-
an。因賽德克族人過往打獵時，會經過萬大群泰雅族人的領域，必須找萬大

的族老諮詢同意，方可通過，故稱該地為 Plngawan（prngawan 音變），後被

泰雅族人轉化為自稱。 
  
  2. Breenux Mktina 

其餘名稱：Sima'un（Bunun）、姐妹原（中）。 
約略位置：今曲冰沿河兩側。 
名稱由來： 
  字面意義為「平原+布農」，就是指「布農族的平原」。此地曾有重大事

件「姊妹原事件（姉妹ヶ原事件、霧社蕃膺懲事件）」。 
 

3. Puqan Rodux 
 其餘名稱：Tauvin（Kaxabu）、Giâ-kang-lūn（臺）、蜈蚣崙（中）。 

約略位置：今日埔里蜈蚣崙。 
名稱由來： 
  Puqan 意為「吃⋯⋯之處」，結構為 puq-「吃」+ -an「處所」，rodux 則

為「雞」。賽德克族人過往會在蜈蚣崙吃雞肉，故稱之為「食雞處」。 
 

4. Slme'an Lukus (Slmeyan Lukus, Slmaan Lukus) 
 其餘名稱：Suwanlukus（Kaxabu）、守城份（中） 

約略位置：今埔里守城一帶。 
名稱由來： 
  此地名為今日埔里守城一帶，據耆老口述表示，賽德克族原先居住在臺

中、苗栗一帶，受 Kaxabu 族人攻擊後，遷入埔里，再沿著眉溪上山，而

Slme'an Lukus 即為一停留之處。slme'an 的語意為「製作⋯⋯之處」，結構為

smalu-an；lukus 則是衣服，若直譯的話應為「製衣廠」。而據 Kaxabu 族工

作者表示，經訪問耆老，該地過往為 Seediq 及 Kaxabu交易衣服之處。 
 

5. Pico 
其餘名稱：小埔社 siau24pu53sha33（海陸客）、鐵枝尾 Thih-ki-bué（臺）、廣

成里（中）。 
約略位置：今埔里鎮廣成里。 
名稱由來： 
  Pico 為「綠畫眉」之意，可能族人於該地觀察到一定數量的綠畫眉，故

稱該地為 Pico。 



三、命名原則整理 

 本節將整理上述 20 個地名，並將其分為以下幾種命名原則：(1) 當地特徵（音

變）。(2) 當地特徵（未音變）。(3) 當地功能、事件或屬地者。(4) 外來語。 
 
 以下將列表比較： 
編號 地名 中譯 地名分類 命名原則 

1 Mhebu 馬赫坡 （一） (1) 

2 Gungu 荷戈／固屋 （一） (1) 

3 Drodux 羅多夫 （一） (1) 

4 Paran 巴蘭／霧社 （一） (1) 
5 Tongan 東眼／眉溪 （一） (1) 

6 Nakahara 中原 （一） (4) 

7 Ucuucik 富士 （二） (2) 

8 Qqahur 固卡混 （二） (2) 
9 Phdagan 哈達康 （二） (2) 
10 Qpupu Skredan 花岡山 （二） (2) 
11 Ruco 鹿沼 （二） (2) 

12 Rbeyuk Spite 人止關 （二） (3) 

13 Strengan 眉溪 （二） (2) 

14 Snapo 思那坡 （三） (2) 

15 Ule 烏列 （三） (2) 

16 Plngawan 萬大 （四） (3) 
17 Breenux Mktina 姊妹原 （四） (3) 
18 Puqan Rodux 蜈蚣崙 （四） (3) 
19 Slme'an Lukus (愛蘭) ~・~ (蜈蚣崙) （四） (3) 

20 Pico 小埔社／廣成里 （四） (2) 

 
 可以注意到，地名分類（一），主要的部落名除了 Nakahara屬外來語以外，其餘

都為命名分類(1)，透過音變描繪當地特徵的手段命名，且其餘地名類別皆無此一命名

分類。會有這樣的原因，可以推測是因為主要的部落名是他人相當常詢問的訊息，若

採用原發音，則可能引人譏笑，如：若問：「Seediq su inu?（你是哪裡人？）」，

答：「Seediq ku mhebuy.（我是會漏水的人。）」、「Seediq ku ngungu（我是膽小的

人。）」、「Seediq ku ptungan.（我是拿來點火的人。）」等，皆會產生歧義或有較

為負面的意涵，故可能為主要部落名發生音變的原因。 



 另外，本族地名如分類（二）、（三）者，則非主要部落名，大多是一些小地

名，較傾向直接採原意的發音，命名原則分類屬第(2)類的「特徵+未音變」。與

（一）不同的是，可能部落內都會知道所指地名為何處，亦較不會有外人嘲笑的問

題，故會比較直觀地呈現該地特徵原意。 
 而若稱外族地名，則可能是依族人前往該地的目的或是當地的相關事件等做命

名，因若前往該處，則可能帶有較強的目的性，會傾向如此命名。 
  



四、結語 

 本文就兩部分分析了賽德克族語中的 20 個地名，第一部分以地名的分類為主，共

分為四類：（一）主部落。（二）小地名。（三）放牧地。（四）其他外地。第二部

分亦分為四類：(1) 當地特徵（音變）。(2) 當地特徵（未音變）。(3) 當地功能、事

件或屬地者。(4) 外來語。 
 最後可發現，（一）與 (1) 的重疊程度相當高，（二）、（三）也與 (2) 高度重

疊，而（四）則跟 (3) 較有關聯性。惟本文的地名數量略少，若能有機會進行所有地

名的分類研究，相信能得到較為全面及清晰的結果，此處僅能先做初步參考。 
 在研究的過程當中發現，臺灣原住民族的地名相對語言、傳統技藝等相對較不是

顯學，但地名一定程度地承載著歷史或文化足跡，期望未來能有更多有志之士投入相

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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