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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kai ku kakudrane ki walailai. lacegecege ku lrigu ki ngu dradrekai 
( taugadhu.lrupilriane , 註1 )



打造屏東霧臺魯凱族長跑故鄉

壹、前言

sakakudrulu si bangate la ka masu-

pate le si enemekacaili. sa taulailai ki 

zing si rane, pakelaki kudrulu si ban-

gate la ka pitusi walrus kacaili, amani 

ku taki mati kaikaiyane lulailai kai su-

aredai, tara matulrulu kacaili, ku taki 

mape laelaelane, ku lrigu ki suaredar-

edai, lakamani ka mua talurairai kuraga 

ku amiakai. 「kai taiwang ku cekeleki 

ralailai sra sua redaredai」. lakatakal-

ratu ru muru, ku taria ridarelailai, ai 

ka lrupilriane（杜傳）yakai ku takualri-

aneini, pacungulu, tuadrau ku kakudnane 

ki walailai, tualai kit u cekecekelane, 

akarathudane ki cekele, yakai ku tangi 

babulrua neini i ya kai：「lui cengecen-

gane kau maumase, kai kamani ku taetalane 

madu ku abelenyesi alebe, kaikamani ku 

tacekecekela ne madu si diracane, laku 

tapasikaiya ne madu ki cekele, takili-

bakane suna kamane mane, tarapasi ngia 

ki dremedrememadu, tara makecengemadu ku 

kidremedreme madu, aulu kia ruhuanaku 

kai takaunganeli taramiamadu piki dreme-

drame.」

1946（民國35）年第一屆省運以降，

至1978年（民國67）第五屆臺灣區運動會為

止，是霧臺鄉長跑運動光榮的三十年，因此

有所謂「臺灣長跑之鄉－霧臺鄉」之稱。   

（註2）在眾多傑出選手中，杜傳（taugad-

hu.lrupilriane）先生最能代表霧臺鄉長跑

生命的故事，他平時治家一本孝友、待人接

物謙遜和善，常常鼓勵自己說：「一個人的

生命價值，不在地位的高低、財富的多少和

外在的虛名，而是對社會、國家、同胞有多

少貢獻，所以無論從事任何事，總要持身謹

嚴、治事有恆、克盡職責的面對。」

註1	 魯凱族族名，taugadhu（家名）lrupilriane（人名）。

本文呈現之魯凱族語拼音採用原住民族委員會頒

布之拼音系統為主。

註2	 屏東縣霧臺鄉公所，《古道金牌英雄夢展覽手

冊》，屏東：霧臺鄉公所，2017。

圖1　杜傳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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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suakakau ka suavadavedai, 

tatucekelane ki nyudradrekai, kai cekele-

lini tualui ki 1000 lu ku acepange pakela 

ki ku drulu si drusakaidni ku tabelen-

gane ku lkegelkege, saka kudrulusi bang 

ate kaidai laka mapitulu ku caili, kai-

namatba riri kukada lranune. lukaunya, 

lualulupu. lulri mu babadhane, panyua-

dadarace, lakamani, nuualai ku kecengane 

lini. nuidradlepete ku sakualrialri, 

la tualaikuini, ki thiathingale lailai 

sanakau maumase o la tualaikai ni, tu-

kakudhane, sanakamarida re ku saurarai. 

kiamusakene, lacegecege ku kakadhane ki 

walailoi ku lrigu, lu ma pabebekesu. lu 

pasi malrasu su. ki a pasicirareke ku 

kuka, pasarathane, thiathiu, kalri gu ki 

ma ri dare, sa pa ta thingalane ku mari-

dare.

屏東縣霧臺鄉是臺灣原住民（註3）魯

凱族（drekai）世居之地，平均海拔1000公

尺到1200公尺，在1970年代交通建設尚未普

及，無論農耕、狩獵與對外交易等，全仰賴

步行的方式移動，然而正是在這種刻苦的自

然環境調教之下，塑造了霧臺鄉成為培育長

跑選手的重鎮。同時魯凱族（drekai）對於

擅於長跑的男子傳統慣習上皆授予非常崇高

的敬意，能夠快速傳遞訊息完成任務的男

子，在盛大祭儀之上才有資格配戴精美亮麗

的帝雉羽毛之頭飾而視為英雄。

kadruaku pacaseki kacalrisiane, 

arakaimadu kai nyudui ki vavaya, la pa-

casemadu ku taiyanelini, pelaela ku ta 

nyilribatanelini, aulriulri palaela ki 

muabalrebalrithi, la kamani lu panuuki 

vavagane, mukalra ku kaikapatakelamasu 

o kai tapacasene kai dreleta, panyua ki 

vavagamadu, apamuamua, patualau ki nyu 

dradrakai, lu pathurakai ku palaubu ki 

sauvalai, kai tapacasarukai, tuakucingal-

re papiaki taralailai. ku tamacacapilane 

ki kakuakudhane, kai tapacasarukai, ku 

tamacacapilane ki kakuakudhane,inilringa 

kikai lrupilriane（杜傳）tuapapalra 

kisililange ki kaikita riariaaridare 

lailai ki nyu dradrekai, lai pelaela-

nai ku ta nyi lribataneini, ku bibil-

riringa tualai ki kudrala si bangate 

laka malrimalu ku caili pakela ki ku-

drulu si bangaee kai lai laka mapitulu 

kucaili(1950-1970), amani ku tacenye-

cengne ikai ku tariariaridare lailai ki 

nyadradrekai, ku taki matikaiyanelini, 

anatuanelasiela ganianiake ikai ku mua-

balri thi ku taralailailai laoacunyucun-

yulu ku lrigu ki ngudradrekai. 

傳統原住民族都採取口述為敘事方式，

將部落流傳下來的人文歷史透過口述方式傳

遞給下一代，因此能被留下紀錄者幾希矣。

例如，每逢久旱未雨的時節，部落領袖就會

召集祭壇舉行祈雨祭，並下達青年勇士前往

井步山祈雨處聖地。第一位抵達祭壇的勇士

成為執行以矛刺祈雨處的儀式，勇士們找尋

山林溪谷中凝聚升起的水氣，一旦發現形成

雲霧自峽谷中上升，勇士們便競相奔跑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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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布，臺灣原住民族目前

核定有16族，其為「阿美族（amis）」、「排灣

族（paiwan）」、「泰雅族（atayal）」、「布

農族（bunun）」、「賽夏族（saisyat）」、「卑

南族（pynuyuman）」、「鄒族（thou）」、「

邵族（shou）」、「噶瑪蘭族（kavalan）」、「

雅美族（yami）」、「太魯閣族（taruku）」、

「撒奇萊雅族（sakiraya）」、「卡那卡那富族

（kanakanavu）」、「拉阿魯阿族（laalua）」、

「魯凱族（rukai）」、「賽德克族（saidiq）」。

族群分布在臺灣本島中央山脈兩側之山地丘陵地

帶，「雅美族（yami）」是唯一分布在臺東外海

「蘭嶼」的原住民族。

註4	 屏東縣霧臺鄉公所，《古道金牌英雄夢展覽手

冊》，屏東：霧臺鄉公所，2017。

回，族人各個屏氣凝神等待勇士衝出森林，

因為能比升起的雲霧搶先到達部落，表示天

神將允諾降下甘霖（註4）。本文主要透過深

度訪談輔以文獻資料蒐集等方式，從魯凱族

（drekai）傳統勇士文化的精神開展，描述

長跑運動和族群文化的關係，其次針對魯凱

族（drekai）霧臺部落培育眾多長跑人才的

簡述，特別是投入長跑文化的杜傳（taugad-

hu.lrupilriane）先生其生平事蹟之撰述，

最後梳理出臺灣1950到1970年代長跑運動在

原住民魯凱族（drekai）上締造的歷史和影

響，希望能夠引出長跑運動在地化的根著性

與其對臺灣體育的貢獻。

貳、生平

魯凱族的男人，生下來即被定位為     

「役人」，意思是「供部落差遣的人」，除

了要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榮耀族人的神聖

使命之外，在精神上更要有堅忍不拔、勤奮

不懈、才德兼備的特質。魯凱族是一個極為

重視家族榮耀的族群，家中的長輩都期望子

孫能在體能的競賽中超越別人而名列前茅。

當男人進入青少年時期，在每年的部落豐年

祭祭儀當中，有一項非常特別的儀式，叫做

「pa sia lrisaisi」（肚子綁腰帶），每

位成年男子都要參加。配戴「lrisaisi」是

象徵部落的保護者，是隨時要被差遣的人。

「lrisaisi」是固定在肚皮上，一直到結婚

生子之後才能卸下。配戴「lrisaisi」之

後，首先要接受成為真正男人的通關教育，

所有配戴「lrisaisi」的男人，要跟隨部落

的長者前往固定的深山處，一連七天六夜的

時間，在沒有人提供飲食之下，接受各種的

野外求生技能以及狩獵、捕獸、建築、砍柴

等技能訓練，倘若自己無法完成七天六夜的

艱難考驗，長者會安排同伴，將無法完成訓

練的男子遣送回部落，由部落婦女迎接，表

示無法成為真正的男人。

「lrisaisi」（腰帶）是象徵男人的

無上榮耀，代表族人的保護者，戴上「lri-

saisi」提醒男人不可過量飲食，不可喝太

多水，避免肚子發胖而失去靈活的身手，祖

先說：「肚子細細小小的，可以訓練出靈活

而矯健的身手。」祖先又說：「不吃太多的

食物，不喝太多的水，會自然而然成為名列

前茅的飛毛腿，可以戴上無比榮耀的公雞、

藍腹鷴、帝雉的尾羽，象徵會跑步的榮耀頭

飾。」於此，珍貴的文化背景涵養之下，從

杜傳先生的成長歷程到他後來回饋鄉里，為

魯凱文化找尋再生的出路，值得我們為他的

精采人生留下美好圖像。

打造屏東霧臺魯凱族長跑故鄉 --- 杜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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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魯凱文化的世家

杜傳（taugadhu.lrupilriane）先生是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人，出生於1943（民國

32）年，自幼秉性敏慧，抱負不凡，父親杜

成發（taugadhu.tamanuane）與母親杜秀蘭

（lebetai）都是霧臺村的魯凱族人，為杜傳

取名為lrupilriane有「慎選」的意思（註5），

希望身為家族長子的他能夠肩負重任。早年

霧臺村民風純樸，傳統文化保存依舊濃厚，

他時常聽到部落長輩鼓勵男孩子要有kulai-

lailaimadu ka sauvalai. Pakai ku alrane 

ku civake.（註6）（魯凱族男人跑步的目

的，是為了爭取榮譽）的精神，杜傳接受訪

談時表示：

在傳統魯凱族社會中，一旦有婦女妊

娠之後，人家前去探望看到小孩，如

果是男孩，他會直接說出「辛苦啊！

」、「役人」等話語，所以男孩子辛

苦是為了保衛部落，接受部落的差遣

使喚，舉凡狩獵、捕魚、跑步傳遞訊

息、建築房子等等，都必須兢兢業業

以整個部落集體合作為主，以爭取配

戴榮耀頭飾為目標。例如打獵獵得5頭

公山豬，就可以配戴1朵百合花；獵得

1頭臺灣黑熊，可以配戴五節芒頭飾；

善於跑步的（例如鄰近部落發生災

難，發出求救的聲音），每一個男人

聽到訊息都要跑，不論你所在的位置

在哪裡，只要聽到呼喊聲，必定以最

快的速度前往救援。第一個到達的男

人就能夠配戴羽毛（公雞、藍腹鷴、

帝雉）頭飾（往往是在事成之後大家

聚會討論時達成共識，並在公開場合

配戴以示表揚讚許）。（註7）魯凱族

的榮耀要被保留，男子會打獵的才有

資格配戴百合花頭飾，會跑步的才有

資格配戴公雞尾羽或藍腹鷴的羽毛頭

飾，所以魯凱族男孩子最重要的追求

的榮耀就是狩獵和長跑。（註8）

生長在充滿傳統文化氛圍的霧臺部落，

從小時候就耳濡目染在男孩子被部落託付的

任務和期待之下，深深影響杜傳的為人處事

及人生抱負。尤其霧臺部落早期經濟發展緩

慢，要能在部落出人頭地，非得要有過人的

專才，而長跑既符合部落傳統文化的期待，

也是當時日常生活上男孩子必要的參與的活

動，於此之故，逐漸形塑了杜傳在成長過程

中對自己立下生命中各階段目標。

二、文武兼修為自持

杜傳接受訪談當天，原本充滿了疑惑，

他說：「現在我已經退休，專心照顧我的妻

子和孫子，對於以前的事情，有些已經不太

記得，不過，我們可以談看看！」，話語中

可以感受到目前他淡然處事，雖有輝煌的人

生過往，卻能謙虛以對，在談話過程中能夠

顯露他真誠、善解人意、樂於助人的一面。

以下即訪談內容記錄（註9）：

問：你是32年出生的，滿6歲就讀霧臺國

小？

答：沒有沒有，我是真正8歲入學，我們

留級，因為颱風沒有教室。

問：那個時候就有霧臺國小了嗎？

答：我們霧臺國小是日據時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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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所以那個時候你是讀國民小學了

嗎？

答：霧臺國民學校！第一名畢業。

問：畢業之後讀瑪家初中嗎？

答：屏東縣山地初級農業學校。

問：這個就是現在「內埔農工」的前

身？

答：對的！我是甲班畢業第一名，全校

實習獎（種樹、養花、種瓜、養

雞）第一名。

問：以前小學畢業就有保送升學嗎？

答：哪裡有！還要聯考，第1名到第15名

是雄中，但是我是第16名。

問：初級農校畢業之後呢？

答：當時有考上屏農（屏東農校），可

是我不想讀，因為我目標一定要考

上屏師，後來我去霧臺鄉公所當工

友，因為家裡很窮，要賺錢啊。民

國51年進入屏東師範學校讀書，54

年畢業全校體育成績第一名。

問：在讀師範學校就是選手嗎？有得過

全國性的比賽名次嗎？

答：對啊！省中上我都沒有得名，但是

我參加屏東縣縣運每一年都打破紀

錄，尤其是1500公尺跟3000公尺。

因為那個時候屏師還有留級制度，

沒有優待體育優秀選手，所以都以

課業學習為主。坦白說，如果我以

當時破紀錄的成績參加省中上，我

一定是第一名，但是要當老師被留

級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訪談之中杜傳先生非常強調個人名聲的

重要，事情如果沒有做到最好，將會被他人

輕視嘲笑，這種感受在他成長學習過程中，

一直導引他以正直、負責、重榮譽不怕艱苦

的態度持續努力。

註5	 杜傳，面訪，屏東市華二街杜宅，2019年9月5

日，訪問人為郭東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助理教

授。

註6	 杜傳，面訪，屏東市華二街杜宅，2019年9月5日。

註7	 杜傳，面訪，屏東市華二街杜宅，2019年9月5日。

註8	 杜傳，面訪，屏東市華二街杜宅，2019年9月5日。

註9	 杜傳，面訪，屏東市華二街杜宅，2019年9月5日。

圖2　60年代代表霧臺鄉打破屏東縣運紀錄

打造屏東霧臺魯凱族長跑故鄉 --- 杜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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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傳先生身為長子，在背負傳統文化

的壓力下，早年考入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   

（今國立屏東大學）就讀，奮發自勵，夙夜

苦學，遂以體育優異的成績畢業。畢業後即

回鄉服務，曾任國小教師、主任、校長等職

長達32年。在教育的生涯，作育後進，誨人

不倦，課業之外，兼顧德教，循循善誘，以

身作則，春風桃李，蔚然滿門。1974（民國

63）年與同村相戀已久的巴順花小姐結婚，

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值得記載的事蹟是投入

教育工作的初期，杜傳先生仍代表屏東縣參

加臺灣區公路接力賽連霸12年的主力選手，

同時也在學校指導學生田徑（尤其是長跑）

的技術訓練，引進現代訓練方式，讓霧臺國

小在1980年代，稱霸屏東縣及全國性的越野

長跑比賽優勝，也培育相當出色的男女長跑

選手。

圖3　60年代就讀屏東師範學校練習跨欄技巧 圖4　1974年與霧臺村巴順花小姐結婚

圖5　59-72年代表屏東縣參加臺灣區

公路接力賽第一名（連霸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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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民服務的信念

為了要擴展對鄉里服務的機會，於1998

（民國87）年自霧臺國小校長退休後參選霧

臺鄉鄉長，並高票當選，連任兩屆，掌理鄉

政共八年，期間雖艱辛萬苦，但為了鄉親同

胞生活幸福，仍然兢兢業業，勤廉從政，殫

精竭慮，只為不辜負鄉親期待，以堅定的信

念，貫徹杜絕魯凱文化凋零、傳承百合精神

的施政主軸。

杜傳先生於訪談中提及他在鄉長及議員

任內推動體育文化的重點如下：

問：請問你在擔任鄉長及議員任內，如

何推動原鄉體育活動？

答：我當鄉長任內積極推動體育文化事

務，我們最主要是要喚起後人對於

長跑運動的重視。因此我們對於每

一個曾經獲得部落傳統領袖認可，

可戴羽毛頭飾榮譽象徵者，做一個

特別的展覽。

問：你是運動員出身也在教育界服務多

年，在擔任兩任鄉長期間，如何去

推展鄉內的體育運動政策發展？

答：推動體育運動在教育界比較容易，

因為當鄉長所要關照的面向很廣，

可是每年的鄉運，我當鄉長的時

候，都製作美麗的羽毛頭飾，當作

優勝者的獎勵。同時我在任內也透

過部落舉行豐年祭的機會，提供各

村辦理經費，由各村自行製作羽毛

頭飾以公開表揚推動體育運動。

問：關於鄉長任內推動體育運動，有沒

有比較特別的回憶？

答：有啊！我記得有一年我們代表屏東

縣參加全國運動會長青組的比賽，

為了鼓勵長青組選手認真參加比

賽，尤其是沒有得到過傳統領袖贈

與的羽毛頭飾的老選手，鄉公所特

別製作羽毛頭飾希望他們在比賽中

能得到好名次，結果真的讓我們獲

得全國運動會長青組第三名。（註

10）

註10	 杜傳，面訪，屏東市華二街杜宅，2019年9月5日。

圖6　80年代擔任阿禮國小校長培訓國小越野賽跑隊

成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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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化生活衝擊山村，傳統魯凱族

文化瀕臨失落之際，杜傳先生在兩任鄉長任

期屆滿（1998-2006）之後，於2009年轉戰投

入屏東縣議員選戰，雖未能當選，但於2012

年遞補進入議會，為民喉舌，延續其對家鄉

文化建設以及民眾福祉的目標，積極爭取各

項經費辦理魯凱文化傳承以及對外宣揚發表

的活動，尤其是固有長跑運動的重視，體現

於他自身的親力親為，不論是鄉運、部落民

俗活動、縣運代表等運動賽事，杜傳仍不懼

年歲已高，主動參與長青組的比賽，讓部落

民眾對於長跑運動持續傳承並且結合傳統文

化精神，希望此一優良的民族性格能持之久

遠。

杜傳先生對於未來魯凱族體育文化的想

法非常關心，以下就是他對於原住民社會體

育文化發展的看法：（註11）

問：羽毛頭飾的精神是什麼？

答：那是給予一個男子非常高的榮耀，

就好像打獵獵得一頭山豬可以得到

配戴一支百合花，兩頭可以配戴兩

支等等，我要用羽毛頭飾和百合花

的數量壓過與我競爭的勇士，讓我

在部落裡頭受到大家敬重。尤其傳

統部落舉行豐年祭的時候，頭目會

召集所有勇士到他家報戰功，他會

準備一杯酒，每個參加的勇士輪流

以傳統歌謠方式說明今年的戰功，

如果大家認可所唱的內容，演唱者

就可以接受頭目賞酒；但是，今年

沒有任何貢獻而誇大不實，則會遭

受勇士嘲笑並且被趕出聚會的場

合。

圖7　2017年歷屆霧臺長跑選手為鄉運聖火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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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	 杜傳，面訪，屏東市華二街杜宅，2019年9月5日。

註12	 巴唐志強、朱美銀、袁愈光，〈魯凱族運動文化

探究：以達魯瑪克部落山林奔跑活動為例〉，				

《大專體育學術專刊》99年度（臺北，2010.05）

：57。

問：就你觀察目前部落勇士文化有什麼

問題存在？

答：我認為最大的影響力就是宗教問

題，因為以前大家把傳統文化當作

迷信，而現在從事神職工作的人比

較年輕，漸漸地能夠從部落文化保

存的角度發展宗教事務。

問：你當鄉長任內，和宗教的關係是怎

樣？

答：我競選鄉長第一個政見就是「基督

霧臺，霧臺基督」，因此擔任鄉長

後隨即籌組神職人員聯誼會，每年

規劃神職人員到外地做文化交流，

也在每年12月辦理各宗教聯合復活

節活動，2000年是聯合復活節最活

絡的一次，當時我們樹立了石頭雕

鑿的十字架，安置在井步山頂。聯

合復活節活動一直延續至今都沒有

間斷，歷任鄉長也都以「基督霧

臺，霧臺基督」作為重要的政見之

一。因此你可以發現，霧臺鄉境內

沒有一座廟，都是有信徒在把關。

問：你用什麼方式讓基督教能夠與傳統

文化並行？

答：我擔任鄉長的時候就規定每年8月15

日就是我們霧臺鄉的豐年節，如果

遇到禮拜日，請基督教信徒以參與

全鄉的豐年節為主，但是我們也會

在豐年節活動開始前請牧師禱告，

如同例行的基督教禮拜一樣。

問：對於部落傳統文化的推行，你在鄉

長任內如何協助？

答：我和部落相關人士討論達成共識，

傳統文化上如果是部落自行舉辦的

活動，例如豐年節，鄉公所可以補

助經費，由各部落自行辦理。而比

較現代活動性質的，例如鄉運、敬

老活動等，就由鄉公所主辦。如此

一來，各部落能夠掌握傳統文化辦

理的主體性，鄉公所則扮演協助和

參與的角色。

參、在體育運動的特殊成就或貢獻

根據巴唐志強等在2000年的研究，臺

東縣達魯瑪克部落（同屬魯凱族）指出「經

由不斷的訓練過程與演進，現今的長跑文化

融入現代科學訓練的技術範圍，山林奔跑活

動不但是競技活動，也是運動技術的演化與

提升。最後，從山林奔跑活動中所獲得的榮

耀，將提升個人在部落的地位，而sanga賦

予勇士羽毛的象徵，也是運動文化物的範疇

中最精緻與精華的呈現。」（註12）杜傳先

生是文武兼備的跑者，除了在各項田徑賽事

表現優異，他長年任職於教育界的經驗，以

及後來經歷鄉長、縣議員的從政生涯，讓他

的「運動員之榮譽感」有一個適當著力點以

發揮其影響力。例如梅花長跑俱樂部的成

立，成員就是由他培養新一代選手為了繼續

延續霧臺魯凱族長跑精神所發起的組織，其

中成員在歷年各級長跑運動競賽中成績非常

亮眼。以下從杜傳先生自小濡染於魯凱文化

以致身體力行到終身推廣長跑運動做詳盡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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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跑的故鄉－霧臺鄉

霧臺長跑團的輝煌紀錄始於1946至1966

年光復初期的臺灣省運動會（表一；表二；

表三），參賽得名者有杜忠義、杜報律、康

良夫、柯蘭流、杜傳等人。其中杜傳先生參

加第21屆省運會（於屏東縣）男子3000公尺

障礙賽，獲得第四名。

問：這張大概是59-72年代，我都沒有記

年代的。我們最風光的時候是59-66

年。

問：就是前面那幾屆。

答：我們連霸12年，59…70連續12年，

連霸12年。

問：12年喔！

答：我是教練兼選手呢！哈哈哈。

問：所以連霸12年，你是教練也是選

手？

答：對啊！

問：但是每年的選手都不一樣嗎？

答：多多少少不一樣，但是主力選手都

沒有變。

問：都是我們霧臺鄉的嗎？

答：全部。

圖8　60年代代表屏東縣參加臺灣區

公路接力賽（杜傳前排右一）

圖9　60年代霧臺鄉長跑選手合照

（杜傳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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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傳在3000公尺障礙項目有非常突出

的成績，並且結合霧臺鄉其他長跑健將在國

內外長跑競賽中連霸多年，更代表中華民國

參加1984（民國73）年中華民國、日本、韓

國、泰國等國家於高雄舉行的田徑邀請賽，

表現非常優異。

表一：1950-1980年代霧臺鄉10000公尺成績表

年代 名稱 項目 姓名 成績 備註

1952 第七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羅  昇 第一名 破大會紀錄

1953 第八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羅  昇 第一名 破大會紀錄

1955 第十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羅  昇 第二名

1956 第十一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羅  昇 第三名

1957 第十二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羅  昇 第二名

1964 第十九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杜報律 第三名

1965 第二十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杜報律 第一名

1966 第二十一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杜報律 第一名

1967 第二十二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杜報律 第二名

1967 第二十二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柯瑪林 第三名

1968 第二十三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杜報律 第一名

1968 第二十三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康良夫 第二名

1969 第二十四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康良夫 第二名

1970 第二十五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康良夫 第二名

1971 第二十六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康良夫 第一名

1971 第二十六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杜  傳 第二名

1972 第二十七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康良夫 第二名

1973 第二十八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柯瑪林 第二名

1973 第二十八屆臺灣省運會 10000公尺 巴勇男 第三名

1974 第一屆臺灣區運會 10000公尺 巴勇男 第三名

1975 第二屆臺灣區運會 10000公尺 麥金安 第二名

1977 第四屆臺灣區運會 10000公尺 巴勇男 第二名

1978 第五屆臺灣區運會 10000公尺 麥金次 第一名

資料來源：屏東縣霧臺鄉公所，《古道金牌英雄夢展覽手冊》，第8頁。

表二：1967-1978霧臺鄉馬拉松成績表
年代 名稱 項目 姓名 成績 備註

1952 第七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謝  成 第二名

1953 第八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謝  成 第一名

1960 第十五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杜報律 第一名

1964 第七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杜報律 第一名

1964 第七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柯蘭琉 第二名

1965 第二十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杜報律 第一名

1965 第二十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柯蘭琉 第二名

1966 第二十一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杜報律 第一名

1967 第二十二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柯瑪林 第一名

1968 第二十三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康良夫 第一名

1969 第二十四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柯治雄 第一名

1969 第二十四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包清祥 第二名

1969 第二十四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杜報律 第三名

1970 第二十五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柯治雄 第一名

1970 第二十五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葉榮民 第二名

1970 第二十五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麥山岳 第三名

1971 第二十六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巴松治 第二名

1972 第二十七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巴松治 第一名

1973 第二十八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巴勇男 第一名

1973 第二十八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麥山岳 第二名

1973 第二十八屆臺灣省運會 馬拉松 巴松治 第三名

1974 第一屆臺灣區運會 馬拉松 巴勇男 第一名

1974 第一屆臺灣區運會 馬拉松 巴松治 第二名

1975 第二屆臺灣區運會 馬拉松 巴松治 第一名

1976 第三屆臺灣區運會 馬拉松 巴松治 第一名

1976 第三屆臺灣區運會 馬拉松 麥正吉 第二名 破區運紀錄

1978 第五屆臺灣區運會 馬拉松 麥金次 第一名 破區運紀錄

年代 名稱 項目 姓名 成績 備註

資料來源：屏東縣霧臺鄉公所，《古道金牌英雄夢展覽手冊》，第8頁。

表三：1950-1980年代霧臺鄉代表屏東縣參加
臺灣區公路接力賽成績表

年代 1968-1977

名稱 臺灣區公路接力賽

選手姓名

杜報律、康良夫、巴松治、柯蘭琉、柯瑪林、麥金安、

盧光明、柯廣一、麥泰山、杜  傳、杜森夫、麥金次、

巴男雄、巴清男、徐立幫、柯治雄、包清祥、包高山、

羅達成、唐正益、杜山水、禹正夫、葉榮民、柯純夫、

許忠男

成績 第一名

備註 榮獲總冠軍長達10次

資料來源：屏東縣霧臺鄉公所，《古道金牌英雄夢展覽手冊》，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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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霧臺長跑文化的推手

屏東縣霧臺鄉境內多山深谷，早期現

代交通還沒有到達霧臺村時，無論是農耕、

狩獵、買賣交易等都是步行為主，於此地理

條件和傳統魯凱族文化的塑造，1950年代的

霧臺村族人在長距離體能上有非常傑出的表

現。

圖10　60年代代表臺灣參加國際田徑邀請賽

圖11　60年代參加霧臺鄉運終點衝刺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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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傳先生回憶到傳統魯凱族男人對長跑

的觀念是：

答：魯凱族的榮耀要被保留，男子會打

獵的才有資格配戴百合花頭飾，會

跑步的才有資格配戴公雞尾羽或藍

腹鷴的羽毛頭飾，所以魯凱族男孩

子最重要的追求的榮耀就是狩獵和

長跑。

問：這一段話，可不可以用魯凱族語來

講？

答：kulailailaimadu ka sauvalai. 

Pakai ku alrane ku civale. （魯

凱族男人跑步的目的，是為了爭取

配戴羽毛頭飾的榮譽）。

問：傳統上魯凱族男女之間在社會身分

上有沒有區別？

答：傳統上女孩子不會追求在部落社會

中具有什麼身分，因為傳統社會

中，女孩子出生代表「分享」象

徵家族財產，男孩子則是代表「役

人」為部落服務使用。因此，女孩

子的榮耀是人家贈與的，不要自己

拿，她必須被保護，由部落男子所

庇護。

問：為什麼是公雞的羽毛？

答：因為它比較長啊！看起來比較明

顯。

問：這一句話為什麼你記得這麼清楚？

是誰跟你說過？

答：在傳統魯凱族社會中，一旦有婦女

妊娠之後，人家前去探望看到小

孩，如果是男孩，他會直接說出「

辛苦啊！」、「役人」等話語，所

以男孩子辛苦是為了保衛部落，接

受部落的差遣使喚，舉凡狩獵、捕

魚、跑步傳遞訊息、建築房子等

等，都必須兢兢業業以整個部落集

體合作為主，以爭取配戴榮耀頭飾

為目標。例如打獵獵得5頭公山豬，

就可以配戴1朵百合花；獵得1頭

臺灣黑熊，可以配戴五節芒頭飾；

善於跑步的（例如鄰近部落發生災

難，發出求救的聲音），每一個男

人聽到訊息都要跑，不論你所在的

位置在哪裡，只要聽到呼喊聲，必

定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救援。第一個

到達的男人就能夠配戴羽毛（公

雞、藍腹鷴、帝雉）頭飾（往往是

在事成之後大家聚會討論時達成共

識，並在公開場合配戴以示表揚讚

許）。

問：這些榮耀內容包含，打獵、報訊、

打仗……

答：以前最高的榮耀是殺人頭，用姑婆

芋包裹人頭，並且以熊鷹羽毛致贈

勇士。在傳統部落年代，這個是部

落男子認為最英勇的行為，只是現

代這個行為已經無法再被認同。

問：魯凱族男孩子目前都沒有配戴熊鷹

羽毛？

答：只有王才能配戴，但是那不是榮

耀，因為天生俱有王的身分，代表

著權力和身分。所以參加跳舞你沒

有插頭飾，是很丟臉的一件事。魯

凱族豐年祭男人們也會聚集報戰

功，以歌唱方式陳述今年個人戰

果，如果沒有任何戰果，有些男人

就會編了一些理由不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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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年輕時在霧臺部落生活，當時部

落傳統榮耀觀念如何？

答：魯凱族本身對於公雞羽毛、藍腹

鷴、帝雉等頭飾，奔喪要拿第一

名、報信要拿第一名就可以插羽毛

頭飾，所以部落每一個男人隨時隨

地每天都要注意狀況，主要是魯凱

族男人發現災難或是遭遇困難，都

會到地勢遼闊適於報信的地方呼

喊，嗚……（約5-10秒）一長聲求

救。

問：所以當時霧臺村對於傳統榮耀觀念

仍然重視？

答：對啊！我有一次就是第一名啊！隔

壁吉露村的頭目死掉，當時我是屏

東師範學校一年級的學生，跑步還

不是很厲害，因為我家比較上面，

我爸爸聽到報訊的聲音，就罵我「

你去跑啊！」，當我跑到半山腰的

路上，當時有一個很厲害的國手，

從部落下面出發，但是他沒有追到

我，當他抵達喪家的時候，非常訝

異的問「你什麼時候進來的？」這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跑步經驗。魯凱

族男孩子非常重視跑步，通常青少

年時期會舉行「訂腰帶」儀式，腰

帶是木頭做的，到了青少年父親就

會製作木頭腰帶（綁縛在腹部留約

1指的空間），目的是讓你能吃東

西，但不能吃太多，會影響跑步的

速度。

問：現在霧臺部落還找得到這種腰帶

嗎？

答：找得到啊！用做的也還可以。腰帶

形式有兩種，從儀式開始後，一直

要到結婚之後才能解除腰帶束縛。

因為傳統觀念就是希望男孩子為了

爭取榮譽，發揮部落「役人」的精

神，因此訂腰帶象徵著「你不能吃

得太飽」，吃太飽就會跑不動了，

所以當時魯凱族的人人大概吃飯只

吃五分飽而已。

問：每一個人都這樣子嗎？

答：是啊！因為你沒有按照部落的規

矩，那是很丟臉的事情。傳統部落

「訂腰帶」儀式前大約有7-8天的時

間，讓青少年接受野外求生訓練，

部落不會供應食物，所有成員都必

須忍受挨餓辛勞，如果沒有辦法渡

過考驗，你的同伴會將你擡回部

落，由部落女孩子接你，那將會是

很丟臉的一件事。

問：這些部落傳統對男孩子的要求，大

約是什麼時候逐漸削弱？

答：我想大約是民國60年代以後就沒有

了，有車子了以後就用車子去跑

了。

杜傳先生長年生活在原鄉部落，對於霧

臺鄉的教育、經濟、文化都非常關注，尤其

霧臺鄉培育眾多長跑人才（如表四），深感

這些選手當年叱咤田徑場的風光歲月之後，

因為年歲漸長體力無法負荷，眼見選手將失

去生活目標，因此極力建言相關單位重視運

動選手退場的機制。果然，當時屏東縣為運

動績優的選手們提供回鄉服務的管道，於此

之故，杜傳先生在體育政策方面極力呼籲，

霧臺人早先藉由長跑傳遞訊息，魯凱勇士擅

於長跑的專長才得以被發掘，政府提出鼓勵

措施，全國性比賽入選前三名會安排出路，

興起子弟練跑風氣，選手從霧臺跑到屏東

市，自我訓練和要求，就是為了能夠在比賽

中爭取到好成績，進而謀得穩定的工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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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因為獎勵措施停辦，導致選手失去動力，

霧臺長跑傳奇就此畫下句點。為了霧臺魯凱

族長跑精神風華再現，這也是杜傳先生一直

到目前仍舊極力推動的重要事件。

問：師範學校畢業後，當老師的第一間

學校是那一所學校？

答：54年畢業後派任是好茶國小。

問：所以你當老師都在霧臺鄉？

答：除了最早2年在好茶國小，其餘都在

霧臺國小服務。

問：當時還在舊好茶嗎？

答：是啊。

問：隔2年就調回霧臺國小服務？當時結

婚了嗎？

答：是的回到霧臺國小，當時還沒有結

婚。

問：在霧臺國小一待就20年嗎？

答：是的，當老師和主任都在霧臺國

小。

根據報紙報導「霧臺國小校長杜傳是全

縣唯一的魯凱族籍的小學校長，從小在霧臺

長大，也是霧臺國小畢業生，…為留住學童

在山區就讀小學，杜傳每天開車上山到霧臺

國小上學，…杜傳說，再不努力搶救魯凱文

化，恐怕會被現實生活淹沒，搶救魯凱文化

得從留住新生代做起，把小朋友留在山區，

魯凱族文化紮根才有希望。」（註13）

註13	 〈霧臺國小找回流失學生，校長兼司機〉，《聯

合報》，1997.9.9；2版。

表四：1970-1980年代霧臺鄉女子馬拉松成績表

資料來源：屏東縣霧臺鄉公所，《古道金牌英雄夢展覽手冊》，

第9頁。

年代 名稱 項目 姓名 成績 備註

1979
全國（臺灣區）  

女子馬拉松
馬拉松 巴蘭花 第一名 教練：杜傳

1979
全國第三屆      

女子馬拉松
馬拉松 巴蘭花 第一名 教練：杜傳

1980 全國越野錦標賽 越野賽 巴翠霞 第一名 教練：杜傳

1985

中華民國田徑協

會觀光盃馬拉松    

錦標賽

馬拉松 巴翠霞 第一名 教練：杜傳

三、以長跑精神百年樹人

刻苦中磨練出來的杜傳先生，身為家中

長子與傳統文化中保衛部落勇士的信念，根

植在心中對自己人生定位早已開闢出一條清

晰的路線，那就是「堅毅之心、投入杏壇」

，志願用畢生心力，為故鄉傳統文化與族群

發展而努力。

杜傳先生因為長跑運動傑出，進而努力

讀書進入屏東師範學校就讀，展開長達三十

餘年的教職生涯，在擔任校長任內深入了解

魯凱文化面臨嚴重流失，於是積極參與推動

魯凱文化的復振，並且主導編撰鄉土教材，

頗受教育單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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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耐心毅力服務鄉民

臺灣時報報導「昔日運動場上的殊榮，

只能作為回憶，當上鄉長後發現，推動鄉政

的工作不比在田徑場上得獎輕鬆，他打算把

霧臺變成觀光大鄉，讓全省的遊客到屏東都

想到山上走一走，只要像慢跑一樣有耐力地

推動，霧臺成為高山花園的計畫不再是一場

夢。」（註14） 

杜傳先生以一生為體育人的態度，無畏

懼困難，刻苦中求突破，以其傳承魯凱族文

化的使命推動屏東霧臺鄉體育文化之發展，

從以下訪談內容即可體會到他對於霧臺鄉魯

凱族社會的看法：

問：除了鄉公所可以推動體育運動發展

之外，還有其他社團組織成立嗎？

答：有啊！霧臺鄉體育會成立時間很

早，主要是希望透過體育會組織推

展霧臺鄉各項體育運動發展，當時

還曾經募款設立「中正獎學金」，

鼓勵表揚在體育運動表現優異的學

生。非常可惜，霧臺鄉體育會近幾

年運作中斷，致使鄉內體育運動的

風氣呈現低靡的景象。

問：是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答：我認為「選舉」是破壞組織的重要

因素，不同派系的人當選之後，壟

斷資源分配，讓既有的社團組織隨

著主事者的喜好留存或是自然的消

失。

圖12　2002年杜傳先生獲選屏東師範學院傑出校友 圖13　杜傳先生投入魯凱族族語文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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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4	 〈長跑健將杜傳換跑道不輕鬆〉，《臺灣時

報》1997.	》1997.09.19.6版。

問：霧臺鄉有非常自然美好的景觀和觀

光景點，當時你擔任鄉長有沒有規

劃結合體育運動來推展霧臺鄉的發

展特色？

答：當然想過利用霧臺鄉內各景點，結

合戶外休閒活動的發展性，但是歷

經莫拉克風災的衝擊，讓鄉內許多

基礎設施損壞，遊客也因為當時災

害的恐懼印象還未消除，所以並無

具體可行的運動結合自然觀光的規

劃。

問：現階段針對培養原住民族體育運動

人才，你有什麼建議？

答：我希望現階段原住民族體育運動人

才的資源分配需要合理調整，例

如，中小學資源投入非常足夠，應

該考慮將合理的資源分配到現役選

手訓練的協助，以及未來退役之後

就業輔導的策略，唯有讓體育運動

選手安心接受訓練，無經濟和就

學、就業等壓力，才能發揮潛能，

創造佳績。尤其是企業長期贊助的

部分，能夠鼓勵優秀運動員設立

目標，並且全心投入在成績提升的

訓練上，這個是我希望能看到的結

果。

肆、結語

kai taiwang tai ruburubane ku mak-

alra ku kakudhaney kai sua ka calrisil-

risiane la kaulainga tu ramuru ku tai 

kaiyanelini cekecekele, la ki nyi tha 

lrinuulu ki lregelrege si acilai, kikai 

la kakuzuku, ku taikaiyanelini, ceke-

cekele kikai ki kadaengane. la makaelae-

la ku ku tadkelane, ku tamacacapilane, 

kukakudhane, ki kadaengane, lakai ngu-

dra drekai（魯凱）kunadrama tuacaili, 

pikailu kata tulrisisisiane, kia pasil-

risaisi, lamulalasune makanaelre, sape-

laelane sanaka sauvalai, itatakaridakesu 

lailai, lai tapapalrasu mapabekeyakai ku 

taiyane, la kasapatathingalane, ku kai 

ki pakualriane, laikai ka supapokai, la 

tualaikuini, nyi papadulra sanakausauva-

lai, nau tarakariduke, lanikai ku lrig-

uli laiya.

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匯聚的地方，原

住民族在這片土地存在已久，生活在山林河

海之間，其各族群傳統文化與大自然環境、

歲時節氣等構成特有的自然觀、生命觀和宇

宙觀，例如魯凱族（drekai）早期會在豐年

歲時祭中，辦理成年男子配戴lrisaisi（腰

帶）儀式，是為彰顯部落男子為爭取榮譽在

山林中競相奔跑，象徵為部落族人爭取生存

與自然對話的想像，由此發展成為考驗長跑

選手速度、耐力及追求榮譽的運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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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kai lrupilriane（杜傳）ka ta nyi 

lribataneini, yakai ku tamulrivilaneini, 

nyukai ki kakudnane ki sidrumane, unu ma-

tiakaru si kualri turamuyu sa taupatha-

githagili, ai galralrauthu kai sarake ku 

akibulruane, kadruku pathimithimi, ta-

ruamara sanaka akibulruane, la kamuni ku 

kakudhune ki ngudradrekai kukai ka aka 

retegane, langakai mltane ka suakacal-

risilrisiane, lakani takucingalane tura-

muru laka arakaiyane ta ka sua taiwang 

tasaceacebe ki yakaumasane.

【杜傳先生在其生命歷程中，展現出

臺灣原住民族特有的魯凱族勇士文化精神，

雖然早年刻苦成長，但是他能與時俱進的不

斷自我學習，從來不排斥接受現代文化的挑

戰，讓魯凱族（drekai）被世界看見，同時

也努力建構魯凱族文化持續性發展的願望，

這是原住民族在臺灣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更是臺灣給世界的禮物（Taiwan’s gift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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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杜傳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43 32 10月12日出生於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

1951 40 8 就讀霧臺國民學校，全校第一名成績畢業。

1957 46 14 就讀山地初級農業學校，全校實習獎第一名畢業。

1962 51 19 就讀屏東師範學校，校內田徑賽常勝軍。

1965 54 22
屏東師範學校畢業。

派任為霧臺鄉好茶村好茶國小教師。

1967 56 24 派任為霧臺鄉霧臺村霧臺國小教師。

1968 57 25 開始參加臺灣區公路接力賽，並榮獲總冠軍達十次（1968至1977）。

1971 60 28 參加第26屆臺灣省運會一萬公尺榮獲第二名。

1974 63 31 與霧臺村巴順花小姐結婚。

1976 65 33 大兒子出生。

1977 66 34 通過國小主任甄試，派任為霧臺國小教導主任。

1979 68 36 培訓巴蘭花參加全國女子馬拉松榮獲第一名。

1980 69 37
女兒出生。

培訓巴蘭花參加臺灣區運會越野賽跑榮獲第一名（破大會紀錄）。

1985 74 42 通過國小校長甄試派任至霧臺鄉阿禮國小。

1990 79 47 調派為霧臺鄉霧台國小校長。

1998 87 55 參選霧臺鄉第13屆鄉長高票當選。

2001 90 58 當選內埔農工傑出校友。

2002 91 59 參選霧臺鄉第14屆鄉長高票連任。

2004 93 61 當選屏東師院傑出校友。

2012 101 69 遞補就任霧臺鄉選區之屏東縣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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