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一只魚筌，看到了噶瑪蘭族對於河海的生

活智慧。

花蓮新社部落座落於海岸山脈與太平洋之間

的狹長土地間，噶瑪蘭族的他們，有著相當長遠

的種稻文化，而同時也因為靠海的緣故，族人也

頗善於捕撈，對海草、貝類瞭若指掌，更因此有

著一套獨特的生食習慣。

魚筌的

古老與現代

噶瑪蘭族魚筌

巴特虹岸光織屋
X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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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u 與 Sanku

「海洋呀、溪河，對我們噶瑪蘭族來說都很重要，因為

是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食物來源。」部落族語老師謝棕修

表示，噶瑪蘭族從宜蘭遷徙到花蓮新社後，這個環境靠山

同時也靠海，海洋海因此成為重要的生活領域，族人在農

忙之後就會下海去捕撈魚獲，捕到之後幾乎都是加上辣椒

水便直接生食，因而也發展出多種不同的生食吃法。

除了大海之外，族人也善於在平原或山中的溪流來捕捉

魚類，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有兩種：分別為體積較小的魚筌

Bubu，以及看起來頗為巨大的魚筌 Sanku。

噶瑪蘭族的 Bubu 與阿美族的魚筌頗為類似，都有著雙

層的出入口，內層則有著竹籤倒刺的設計，讓魚跑進去之

後便無法脫身。為了吸引魚兒進入，族人通常會放些誘餌，

例如把米糠與米飯混在一起烤過，味道就會吸引魚兒過來，

「魚蝦也很喜歡腥臭味，所以我們也會把蚯蚓、青蛙、魚

頭、魚腸等包起來放入魚筌中，還蠻有效的。」

Bubu 通常都是放置在平順的溪流當中，過一段時間再

去檢視有無收穫，這種捉魚方式不少原民族群都有使用，

因此不算是噶瑪蘭族的特色；不過體積大的 Sanku 可不同

了，外型與使用方式都只有噶瑪蘭族有，可說是除了香蕉

絲之外，最能代表部族的文化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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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ku 的製作歷時頗長，做出一個完整的成品，至少需要三個月

的時間。Sanku 製做相當需要經驗與手感，考驗著老師傅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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滂沱大雨中的 Sanku

「Sanku 啊， 並 不 是 平 時 放， 而 是 在 颱

風、或下大雨時放的，與 Bubu 大不相同。」

Sanku 製作工作者潘金水表示，這是因為在連

續大雨後，溪水的水勢會變得強勁暴漲，這時

族人會選在一個有高低落差的地方，於低處將

石頭排成 V 字型，中間再放上 Sanku，而為

了讓 Sanku 不被大水沖走，石頭縫間還要以泥

土、月桃葉、芒草葉等填上，圍得密不通風的，

同時也可防止魚類從旁溜掉。

就這樣，位於低處的 Sanku，承接了由上

面沖刷而下的強勁溪水，很容易便抓到順流而

下的鰻魚或其他較大尾的魚，不像 Bubu 在平

靜的溪流中只能捉到一些小魚。

這種獨特的捉魚方式只有噶瑪蘭族有，其

他部族沒有，這是為甚麼呢？「因為我們所

居住的海岸山脈相當陡峭，而這邊的溪流也是

又短又急，我們祖先才會想出這種方法來捉

魚。」+
+
+

+
+
+

噶瑪蘭族的傳統魚筌 Sanku，用來捕

捉較大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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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成形的造型

Sanku 除了捉魚方式特別之外，製作方式也與一般魚筌不同，是由一整根竹子一體成形所製

成的，以這種方式做出的魚筌較為堅固，即使在強大的水流衝擊下也不至於損壞。

製作 Sanku 時，族人所選用的通常是刺竹或烏葉竹，因為這兩種竹類較有韌性。而在選竹時

也是有訣竅的，在地藝術工作者杜瓦克．都耀表示，「最好是找 4、5 年左右，色澤偏黃、竹頭

還有青苔附著的竹子，因為這種外型的竹子表示它正逢壯年，是韌性最佳的時候。」

製作方式是以大刀從竹子的頭部直直剖下來，但留一段尾部沒有動，並依竹子的粗細，可剖

成 12、14、16 片不等。這時所選竹子的品質就看出其重要性了，「只有用到健康、長得很直的

竹子，剖片時才會剖得很順。」剖成條狀後，接著再以黃藤條以「一壓一」的方式綑綁塑型，並

撐開不同位置的肚腹，這部分亟需經驗與手感，考驗著老師傅的技巧。

不是這樣就編完了。塑型之後，大約還要再剖開 3 根竹子，加上個別的竹條來強化 Sanku。

不要看這只是一只魚筌，其製作由於需經歷砍竹、剖片、編織、日曬、海水浸泡等數個過程，歷

時頗長，做出一個完整的成品，至少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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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但留一段尾部沒有動，因此可說是竹子

本身的一體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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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燻、泡海水

什麼，還需要經過海水浸泡嗎？這是由於竹製品放久了會長蟲，而海水中的鹽分可以防腐，

所以 Sanku 做好之後通常都會綁在海邊，讓它泡在海水中 3~7 天，以此方式來殺青。「因為竹

子裡的醣分高，容易長蟲，吸收了海水之後反而可以替代原有醣分，就不易長蟲了。」杜瓦克解

釋。

族人防蟲方式還有另外一妙招，就是在平常使用完之後，將 Sanku 放置於火爐上方的架子上、

或是掛在廚房裡，讓不間斷的煙燻來自然地防蟲，這樣做還能夠延長使用期限，一舉兩得。這種

方式並不是刻意的，而是巧妙運用生活中的資源，可說是一種生活智慧。

由於上述這些一體成形、天然殺青的特點，都使得 Sanku 成為噶瑪蘭族中的一項特色，有別

於其他族群的生活文化特質。

Sanku 的藝術身影

看到了這種獨特，纖維藝術工作者陳淑燕巧妙運用 Sanku 的造型，製作出了各種形態的裝置

藝術，使得 Sanku 跳脫傳統，變換出各種不同的面貌。以她首件創作「捕捉內在之光」系列為例，

便可看到光影在 Sanku 中透露出迷濛的變化。

經常受到國外展覽邀請的陳淑燕，創作過程中並不侷限於 Sanku 的原型，而是不斷的挑戰竹

材運用的極限，將原本用來捕魚的 Sanku，換化成可以讓人進入的帳篷大小 ( 見圖「漫遊者之

屋」)，或者改造了原本內部圓形圍繞的形狀，拉出渦旋狀的貝殼造型，甚至讓人可以躺睡其中 ( 見

圖「沉睡的呼吸」)，完全跳脫了 Sanku 的傳統形式，而進入了藝術的境界。

+
+
+

+
+
+

右 ) 沉睡的呼吸 ( 陳淑燕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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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者之屋 ( 陳淑燕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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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流失的焦慮感

陳淑燕與創作伙伴杜瓦克．都耀，共同於新社海邊打造了「巴特虹岸」，又稱為「光織屋」

的藝術空間。(Paterongan 的噶瑪蘭族語，意思為船舶靠岸的地方 )，兩人在這靠海的小屋，開

創出屬於他們的創作藝術。

這是一個與一般短期駐點不同的藝術家，身為漢人的陳淑燕，幾乎已在新社部落落地生根，

一邊創作、一邊還推廣著部落傳統文化，經常在光織屋舉辦著各種部落傳統手工藝課程。

如此投入的機緣是 2005 年，部落的香蕉絲工坊成立之初，邀請她來輔導營運，沒想到就此一

頭栽入噶瑪蘭文化當中。而當她在看到原住民文化的精彩之餘，同時也看見了文化的快速消失，

「當我看到古老文化流失的嚴重情況時，甚至會有焦慮感產生…。」這樣的她，在心中埋下了文

化保留的種子，之後不但以噶瑪蘭族的傳統工藝來做為創作藍本，空閒之餘還到處做田野調查，

想要為部落保留下傳統手工藝的蛛絲馬跡。

而後，「捕捉內在之光」系列出現了，這是 Sanku 創作的首發，光線的流轉迷茫，讓 Sanku

散發出與傳統用途完全不同的氣質出來。「最早魚筌的作用是用來捕魚，有著『捕捉』的概念。」

緩緩描述著自我創作理念的陳淑燕這樣說道，「但我想將這種捕捉，變成是『靈魂的捕捉』，希

望精神層面也能因而被洗滌。」

是由於竹製品放久了會長蟲，而海水中的鹽分可以防

腐，所以 Sanku 做好之後通常都會綁在海邊，讓它泡在海

水中 3~7 天，以此方式來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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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ku 製做相當需要經驗與手感，考

驗著老師傅的技巧，Sanku 的製作歷

時頗長，做出一個完整的成品，至少

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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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式的文化保留

不過我們可以注意的，即使 Sanku 在她手中如何地變形變化，卻始終脫離不了它原有的材質，

並未添加其他的現代素材，傳統的製作工法也留下來了。「沒錯，我們所做的是在挑戰竹子的運

用極限，但完全不想改變原有的素材及製作方式。」創作伙伴杜瓦克說道，「因為老祖宗的智慧

我們想盡量保留下來。」

因此他們的作品與其說是商業化的創作產品，比較接近的應該是藝術性商品，因為即使是以

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現，還是希望人們在看到作品之後，可以回頭追尋到 Sanku 最初工法與它背

後的文化。

這是一群有心的藝術工作者，所做的是以現代化的新面貌，來保留下傳統的古老技藝。「因

為只有文化讓外界看見，傳統的技藝才保留得下來啊！」新社海邊的海浪，不分晝夜不斷地拍打

著，而噶瑪蘭文化也因為有心人的留戀，而一點一滴地持續的被紀錄了下來。

在「捕捉內在之光」之後，陸續出現的「漫遊者之屋」及「沉睡的呼吸」系列，則是進一步

的挑戰竹製材質的可能性，將 Sanku 給變形、變大化，讓人驚嘆於原來再傳統也不過的 Sanku，

也能有這樣一個完全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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