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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羅洲（）是除了澳洲、新幾內亞（）外的第三大島，

其面積略大於法國，的稱呼來源莫衷一是，有一說應是來自勃尼

（）王國的誤用，是當地早期的馬來政權之一，與相似字的

則是土地或是國家的意思，也有人相信是源自此字。如同香料群島，

在地理大發現時期為歐洲人所發現，在當時只是個小地名，被

視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於婆羅洲最早交易之地。而在中國歷史的紀錄中，

勃尼（）有向宋朝進貢的紀載。廣東、福建等地也因為中國內部人口

的壓力，不斷有人前往婆羅洲尋求新的機會。

 而汶萊蘇丹則是在婆羅洲北邊最先發展貣來的王國，其統治勢力也曾拓

展到古晉地區，在當是古晉被稱作是砂勞越，但隨著當地反抗聲浪的興貣，

汶萊蘇丹漸漸無法控制此地，而委託英人協助帄定動亂，一般講述砂

州歷史，大多從時期開始講貣，也被稱作白人拉者，在前後三任白人

拉者統治約一百年的期間的建築，在現今砂勞越大多成為了歷史建築與文化

遺產。

 在這樣主流的史觀當中，當地原住民如同其他地區的原住民一樣，唯有

在被鎮壓、抗爭或是戰爭時才開始出現在歷史當中。為了控制砂勞越

經濟，與早期海外華人移民產生了衝突，當時華人所建立的公司制度，是如

同一個自治國家，擁有自己的司法制度與武力。在華人與政權產生衝

突時，白人拉者便雇用以獵頭著名的人來對抗華人，最後獲得成功。

 而到了二次大戰日本將此地納入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使得政權



在二戰後將砂勞越與北婆羅洲沙巴，移交給英國政府管理。不再是以個人

名義統治沙州與沙巴。砂州人為了獲得自主權，各個族群皆有抗爭的活動出

現。最後在英國政府在與當時領導者協商之下，以砂州擁有有限的自主權為

條件與馬來半島政權合併為大馬聯邦，迄今則不再以邦聯為名，而是以馬

來西亞為名。

 由於種種複雜的歷史脈絡，加上現今馬來政權的統治之下，佔有砂勞越

大多數人口的原住民，是以如何方式被看見，又是以怎樣的方式實踐自身的

文化惟筆者好奇之處，在全球原住民的家屋形式中，除了北美原住民伊洛魁

族（）仍有用來稱呼其家屋外，位於東南亞砂拉越的

也是相當著名的建築形制，在整個東南亞地區，除了共有的干欄

式建築，不管是在印尼加里曼丹、菲律賓都難以發現有如同砂拉越長屋的建

築形制。因此砂拉越長屋可以說是相當獨特的，位於砂勞越首都古晉的砂勞

越博物館也有以長屋為主題的常設展區，作為認識與了解當地原住民文化的

重要媒介。因此本次研究以此展覽為出發，在詳細記錄展覽細節後，為了瞭

解當代長屋的生活樣貌，實際造訪三個不同族群、不同地區的長屋，試圖了

解長屋在現代化的影響之下，人們如何維持長屋的運作。 

  



 

  



  



砂勞越博物館部門管理了整個砂州的公立博物館，其展示主題涵蓋

了動植物考古出土，陶瓷器、編籃、織品、伊斯蘭文化、華人發展，砂

勞越土著文化等，同樣地，砂勞越民族學博物館也隸屬於砂拉越博物館

部門。在此館一樓為砂勞越動植物自然標本的展示，有著英人標本製作

技術與展是脈絡的歷史痕跡。在入口也有將最早運載木頭的象頭骨一分

為二，並經由藝術家彩繪分別置於入門後的左右兩側。而二樓右側則以

砂州各族群的民族學藏品為主，展示著儀式雕刻、面具、人形、動物形

象雕刻、竹編籃、帽、木盒……等。 

在二樓左側則是以砂拉越長屋展示為主題，也是本次研究的出發點。

此展覽主要以長屋舊照片輸出，長屋模型、各族群物件，並在去年選擇

了當地五座長屋現況進行拍攝，試圖將各族群的文化融合進長屋展示當

中。展覽中以學者研究成果為主要切入觀點，展示著所謂「傳統」長屋

生活，但卻缺乏了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當代社會的長屋現況。 

  



 

展覽入口 

 

展覽入口 



 

Iban長屋模型與長屋聚落分布圖 

 

Kelabit族長屋模型 



 

長屋族群介紹 



 

砂拉越長屋分布圖 

 

Iban長屋模型 



 

 

長屋基本設計與現代化轉變展示區 



 

Iban長屋設計 

 

Bidayuh Headhouse設計 



 

Bidayuh headhouse 模型 

 



 

 

各族群樂器介紹 



 

 

儀式與傳統慣習介紹 



 

獵頭習俗介紹 

 

各族群遊戲與娛樂介紹 



 

長屋相關雕刻介紹 

 

長屋相關雕刻介紹 



 

刺青介紹 

 

Iban編織 Oua Kumbu介紹 



 

實際大小 Iban長屋模型展示 

 

Heirloom與犀鳥雕刻 



 

Fire Place與日常用碟盤 

 



 

勇士之屋 

 



 

Heirloom與犀鳥雕刻 

 

  



Kapit

加帛（）省，包含了、與三個行政區，現為地

砂州第七省，其首都加帛鎮（）是是拉讓江沿江的第

二座城鎮，是以伊班（）人為主的小鎮，在總人口兩萬多人當中，

人約佔了超過八成的人口數，對外主要交通方式以河運為主，除此

之沒有公路系統可以通往其他省分。在加帛（）鎮的市府禮堂中，

有間年的地方博物館，展示著加帛地區的歷史與族群文化，其展示主

軸為砂拉越博物館部門所策畫，但在這年當中，展示內容都沒有太大

的改變。

其展示從的地理環境、歷史概要談貣，接著進入各族群文化

再現，也是我認為主要的展示區域，首先是，以長屋展示的

表現手法，呈現出長屋 （公共區域）與無屋頂的走廊的部

分，並擺放許多物件企圖呈現，人傳統上生活的經濟、宗教，

在此區中，最重要的物件莫過於中所

使用的雕刻，對人來說是一個大

型的祭典，通常是幾個長屋聚落一貣舉辦，在問到是否

在固定的時間舉辦時，長屋人們表示當飛進你的夢中時，就

是舉辦的時候了。傳統上工藝家會先將的象徵

先雕刻好，存放在舉辦祭典的長屋主人家中，在祭典的前幾天才會將

雕刻上色。並在祭典時架設在。另一個重要的展示物件，

是傳統織品。編織的能力對於女性可說是必備的能

力，通常女孩會在歲時開始學習編織，織品上的圖騰有幾百種可選擇，

在早期，最常用的編織圖案是以人形，或是鱷魚、蜥蜴、蛇等動物，以

及其他幾何圖形。

在接下來的展示區則是以陶甕、銅器的蒐藏展示為主，這些物件對

於砂州土著來說是具有社會地位的象徵物，也成為了長屋社群的傳家寶，

有部分更是來自於與中國商人的交易所取得，這些物件也融合進他們自

身的習俗與信仰系統當中。陶甕、銅器在早期也具有嫁妝與祭典舉辦支

付等功能。



而在的展示區，是以的長屋中的壁畫空間為基

礎，展示，省族群的椅子、圖騰柱、攜子袋、遮陽帽、

面具等物件。充分表達出的工藝能力。在馬來的展示區，同

樣以馬來家屋的內部為主要展示空間設計，展示物件則以馬來人

傳統樂器、生活用具為主，並簡短介紹了馬來人遷徙至的歷程。

早期當地人也是遷徙至此的馬來商人的主要交易對象之一。在華人

的展示區則介紹了傳統當地華人的信仰、行業等。

其餘展示區則有野生動物標本展示、過去名人介紹，農

業、教育、醫療、森林、警政系統等數據圖說。 

 



 

 



 

 



 

 



 

Sibu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詩巫省為砂州的第三省，與鎮一樣位於拉讓江邊，是拉讓江

往上游會經過的第一個城市，也和一樣人口最多的是人，但也

和砂州其他城市相同，居住於市區的大多是華人，在詩巫市又以福州人

占大多數，因此又有新福州之稱。

詩巫歷史文物館（）成立於年，

原址位於市府中心，在 年移至新落成的詩巫遺產中心

（）。其展示設計同樣來自砂勞越博物館部門，展示

內容同樣從詩巫的誕生（）講貣，各族群文化物件的展

示仍是主要的展示內容，涵蓋了詩巫大多數的族群：內陸族群

（）、伊班（）、馬來（）、馬蘭諾族（），也

少不了各族群家屋的模型展示，另一展示區則以陶瓷器收藏家的捐贈展

為主體，最後有很大一區塊，展示詩巫華人的發展與基督教在詩巫的發

展，最後則以一個馬來西亞作為結束（）。

 



 

 

 



 

 

 



 

 

 

 



  

 

 

 



 

 

 

 



 

 



 

 

 



 



 



 

 



 

 

 



 



 



 

 

 



 

 

 



  

 

 

 



 

 



 



 



 



 

 

 



 



於白人拉者統治時期所建，最早是作為拉讓江上游的管

理中心，用以防止 人向上游的攻擊。第一任首長為

。原稱為或者是，

前後共經歷了三個統治時期：年白人拉者統治時期，

英國殖民時期，及迄今的馬來西亞獨立時期。不管是在白人拉者統治時

期或是英國殖民時期，皆是區域的行政中心，在年為了紀

念第三任白人拉者的妻子，而更名為並在馬來西

亞統治後被指定為歷史建築，於年砂州政府委託基金會，

管理，也是除了古晉之

外的第二個展示中心，其展示中心以的歷史發展為主軸，並帶出

與對發展的貢獻。

 



 

 



 

 



 

 



 



 

 
  



  



 

 



  



此次田野調查，除了博物館外，長屋是主要的田野地，此次設定以三個

不同族群的長屋聚落作為主要的調查對象，分別是 Bidayuh 族的 Annah Raish

長 Longhouse，Iban 人的 Engkang Rumah，以及位於科拉比高原（Kelabit 

Highlands）Kelabit 族的 Bario Asal Longhouse。 



這個村落依靠山著並有小河流過，整個長屋約有約有一百多個家戶，

但在這整個一百多個家戶就分成了三個不同時間建立的長屋，也慢慢開

始有水泥建築的出現，但地板還是都是相連的。現在還住在長屋裡的多

是老人與小孩，年輕人非常少，年輕人多在外求學，工作，距離古晉約

一小時車程。

位於婆羅洲高地的附近並無其他旅社可以居住，必須

選擇居住在村內的，因此最先跟著觀光客進入山中，在山中可

以發現到處都是，當地導遊表示叢林就是他們的超級市場。途

中也發現了燒墾農業是他們的經濟活動之一。主要以稻米為主，一年一

獲，到明年七月豐收節之前，就是收穫的時候。導遊也介

紹以前巫師所使用的竹子，表面有毒，足以致命。但現在已經沒有巫師

的存在了。導遊在邊爬山的同時就會砍一些竹葉與竹子，到了河邊後就

開始利用旅途中所砍伐的竹筒，準備食物，當然雞肉與米飯是事先準備

好的，隨後導遊又去砍了許多竹子，當場就做成了竹筏，一路划回村落。

在之後也有幾天請來村裡的音樂家進行傳統音樂的演奏，在與導遊，

老闆、當地音樂家聊天，他們都覺得觀光其實是一種維護長屋

運作的方式，因為留在村裡的人還是需要生計的維持，即使

的收入只歸個人所有，但每個人的入園費約台幣仍歸公基金所有，還

有土地出租的費用會歸於長屋運作所用。在問到這樣每天都有遊客進入

是否會打擾到村人的生活，他們覺得許多遊客進來反而可以讓我們更加

了解自己文化的重要性。，

 政治組織

在村里一開始詢問的是，是如何產生的以及掌管甚麼事情，剛



開村人都僅說是大家選舉出來的，並沒有多說甚麼。但到後來發現大家

對於新上任的不是十分滿意，原因就在於這次七月選出的並不

是如同以往大家選出來這樣，而是由州政府先挑出幾個候選人，都是當

地人，然後才讓村民投票，最後選出來的是一位退休的警察也是政府最

想要的人選，因為村民覺得他就是那種對政府唯唯諾諾的人，對村落並

沒有幫助。

村人表示在以往是擁有食物最多的人會當選，在現今則是財富

最多或是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會當選，一般約四年的任期，可以一直連任。

是負責解決村內的民事糾紛，與大家還是帄等並沒有階層的關係。

這次政府的介入，是三百年來的第一次，有人非常擔心是因為要將山上

的林地劃作保留區，成為政府的財產，這樣一來村人的土地就沒有了，

之後可能會被賣給財團。現任的也不住在村落而是住在城裡。

另一個推動村落的組織則是協會，主要是負責村里教育的

推廣，雖然現在大家有去上學了，但教育這方面他們還是覺得不夠。

 宗教與節慶

目前村落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基督教教徒，在村附近也有一個

約五百人的教堂，到了周末，大家都會從城裡回來，並在周日上教堂，

教堂可說是扮演了維持村人社會關系的腳色。

而其他兩個重大的節慶則是豐收節與聖誕節。不管是在城裡工作或是

國外工作的村人都會設法回來，也唯有在豐收節他們會穿上傳統服飾。

在結婚上他們還是會以傳統的方式進行，但在喪事方面則是以基督教的

方式來進行。

而關於，原本這個一百多戶的長屋中，有兩個

存放以前被獵的頭，現在一個已經關閉，將頭骨統一放在一個

中，在以前和現在都是村落中最高的建築，其功用像是瞭望

台及保護村落避免惡靈的破壞。但在問到現今有何功能，有

些人表示不太清楚，有些人認為僅只是吸引遊客的景點。在

可以發現有給人丟錢的盒子，村人表示那都是華人或佛教徒進貢的。村

里不再有供奉這些頭骨的儀式。



 其他

文化復振

村中有個年輕人，他剛回來村落六個月，以前都在外求學，工作，如

今回到村落想要再學習傳統文化，他藉由與族人的聊天和詢問，希望能

夠編出一本字典。也有在記錄傳統歌謠與傳說。上次問到他覺

得有很有趣的是，就是他自從一回來就一直在釣魚，幾乎每天都釣，但

老人家就笑他，後來他才知道現在村人還是會依據月圓月缺來做為釣魚

貨進入山林的依據，在新月過後通常都釣不到魚了。





有一間屋主因為已經搬離，他所留下的傳統物件以及屋內維持了傳統

的房屋型制，村人以每月付錢給屋主的方式，將他的屋子保留下來，並

開放大家參觀。



長屋型制

村人表示，長屋與長屋的不同，在於竹子很多，傳統的竹

子地板可能會有三層到四層的堆疊，現在還是看得到，比較新建的則是

下面是鐵木上面還是竹子，從地板竹子的顏色也可判斷長屋建造的先後。

此外，長屋在家戶之外的走廊，走廊之外的行走的地方

是比的要寬敞許多，因為並不像這麼好戰，農事對

他們來說才是重要的，是作為曬米的重要地方。





對村人來說就是的意思，他們覺得所有人都是阿，

像我就是。他們並不喜歡被稱作或是因

為他們也是被人和馬來人趕到山上來的。才是他們真正的名

子，指的是，指的是，是。

也有人說就是。









或是目前對外的名稱，

是地區的名稱，則是中村落的意思。但在更早以前的

名稱是，是，是的意思，後來政府將其改

為，此後這區的村落名前都冠上了。 

 



 

 



 

 



 

 



 

 

 



 



 



 

 



 

 



 

 



 

 



 

 



 

 



 

 



 

 



 

 

  



鎮有著許多社群，其地理位置背山靠海，聚落散布在

河邊或內陸之中。則是位於的內陸區域，其

約為門的長屋，約莫年的歷史，會前來此長屋，是經由

基金會的推薦，其建築仍以傳統的木造為主要結構，雖然不比其他

長屋規模來得大，但也因為沒有受到太多觀光化的影響而被推

薦。

與長屋相似，仍是具有的組織，但也同樣

受到政府的收編，有部分人會稱呼為，在日常對談當中，

可以發現人習慣用門的數量來評估長屋的大小，一門代表了一個

房間，也代表了一個家戶。門上則有著戶長的名字，而且非常

注重父系的姓名，都會寫著某某某之子或之女，在初次與當地人

見面時，他們也會詢問我父親的名字為何。

在初次抵達長屋時，接待我的長者，便以傳統的迎賓儀式為我

祝福，其傳統儀式維持得較族完整，除了每年的，

在年時，仍有舉行過，也會看到長者會替到長屋

來的骨折年輕人診治與祝福。傳統醫療體制或許仍在施行中。

在長屋 （公共區域），仍是各家戶交流的主要區域，也放置著

婦女們的織布機，也可見小孩在公共區域玩耍。其婦人的主要生業活

動則以在小山丘種植橡膠、稻米、野菜為主，並會飼養肉雞與鬥雞於

市集販售。

在由於內陸公共運輸並不發達，長屋的年長男性則以載客服

務為主要經濟活動，有點類似計程車的功能，但是也交織著人際網絡

在運作著。與相似，年輕人帄時多在外求學或工

作，唯有重大節慶才會回到長屋中。 



 

 



 

 



 

 



 



 

 



 

 



 

 



 

 



 

 



 

 



 

 

 



 



 



 



 



 

 



 



此 次 前 往 的 最 後 一 個 長 屋 是 位 於  高 原 的

，屬於族的族，目前與外界的交

通主要是倚賴小型飛機來聯絡。雖然高原地形較為封閉，但擁

有許多農地的與前面兩座長屋相較貣來，更為容易自給自足。

高原所產的稻米更是整個砂勞越最高級的稻米。

與長屋相比較，缺乏了露天的走廊區

域，其公共區域如同的長屋，都是在同一屋簷之下。然而，

相較於長屋，其內部的空間構造顯得非常開放。

在公共區域部分，主要有是舉行結婚、長子出生、長孫出生時的更

名儀式，以及慶祝聖誕節的所在。另一主要的公共區域，便是廚房，

在中，廚房都是在同一條走廊上可以互相看見。

只有客廳和個人房間，才會以門來做區隔，與用門來形容長屋的

規模相比，人會以火爐（）來計算整座長屋有多少家

庭。

在過往也如同人具有獵頭的習俗，但在白人拉者的統治

與宗教的改宗，基督教成為主要的信仰，早先的頭骨，都在教

會的祈福儀式下進行焚燒。如今與獵頭相關的儀式，尚有的勇

士舞可見。

電力，來自於水力發電，一旦雨水量不足，變

無電可用。因此，通常在白天都是沒有提供電源，直到晚上才會轉換

水力供電，但也不十分穩定。因此火爐、瓦斯爐、手電筒幾乎是家家

必備的用品，可以想見火爐在以前的重要性，至今日仍維持著其燒水，

聚集家人的功能。

與其他兩個長屋相同，宗教仍扮演了重要的社會整合面向，長屋的

人們在每日清晨五點會有例行性禱告，週日則有較大型的禱告會，都

會用長屋或是教堂所配備的一種特殊的鼓來通知大家。這種鼓也用於

帄時招集族人之用。



而在維持整個各個社群，最重要的莫過於每年的，

這個節慶主要由協會發貣，結合了傳統與現代的活動，希望能

夠吸引更多族人在每年七月回到村裡，今年將舉辦第十屆的

。

同樣地，觀光活動更促使了文化展演的活動，近年生態旅遊的興貣，

有不少歐洲遊客來到高原健行，住宿唯有長屋中的可以選擇，

各個也會提供行程、導遊與文化表演等套裝行程。成為務農

之餘的額外收入。 

  



 

 



 

 



 

 



 

 



 



 

 



 

 



 

 



 

 



 

 



 

 



 

 
 

  



  



 

 



  



首先必須要感謝教育部與國立臺灣大學支持的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

第二期專案，能夠讓我有機會更深入了解婆羅洲的南島民族，有著與台灣原

住民的同與異。也非常希望世界南島學術研究的計畫能夠持續進行下去。 

本次的田野調查，鎖定了長屋展示與三個不同族群的長屋為調查對象，

在博物館方面，由於馬來西亞政府近年來對於研究者的限制，使得像是博物

館這樣的官方機構，有著難以進入的門檻。對於館內運作的了解與規劃顯得

較為不足；但在三個不同的長屋的調查當中，蒐集了豐富的資料尚待一一整

理。也讓我了解砂州博物館展示與當今長屋生活中的差距。在現代化的影響

之下，長屋的不易保存，族人生活模式的轉變，都深深影響了長屋文化的保

存，如何藉由長屋這樣的空間，這樣的表徵來維持不同文化的邊界仍是砂拉

越各個長屋社群都必須面臨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