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只有語言
沒有文字的族群
可以
蓬勃發展
源遠流長

超過半世紀
用馬達轉動台灣的「東元」
在二十年前
以設立基金會的方式
支持科技研發創新
推動建置科技時代的人文社會
落實厚實競爭力的創造力教育
同時以「
」教育計畫
協助原民族群
展開永續的紮根工程

號召NPO•企業•個人
組織策略聯盟
建置「供需平衡」的扶植平台
以「認養」的方式
籌措充裕的經費
督促與扶植部落
以「文化」為根•以「教育」為樁
以「人」為本•以「族群」為體
發展適情適性的教育方案
並持續提供延伸學習活動
確保原住民新世代
天賦長才的培養發展
族群文化藝術的傳承發揚
知識技藝的成長
競爭力的提昇
截至2013年
已經為十個族群約2000名兒童
提供長期的支持與服務
扶持歌謠•舞蹈•技藝•才藝•體能等
43個團隊
產出令人驚艷的
「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群永續的能量」
是以定名為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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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步蛇系列 - 找太陽神玩耍
泰武國小 林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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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兒童局



主辦單位：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首都客運 ( 股 ) 公司、采盟文教基金會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國父紀念館



主要贊助單位：法國巴黎銀行



贊助單位：中華電信基金會、台灣高速鐵路 ( 股 ) 公司、錸德文教基金會
麗嬰房、義美食品、浪琴表、禎祥食品、仙豐 ( 股 ) 公司
逢源教育基金會、何美育、何美昌、LEKO 之友、明緯企業 (股) 公司



志工來源：驚嘆號策略聯盟



演出時間：2013/05/24（五）19：30-22：00



演出地點：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



活動形式：1. 原住民兒童傳統歌謠、舞蹈、太鼓的演出
2. 原住民傳統歌謠與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聯合演出



演出團隊：由認養的四十三個團隊中擇八個團隊參加

出場序

團隊名稱

表演學校 / 團體

親愛兒童原鼓隊

南投縣親愛國小

26

9

自行安排

2

東河瓦祿馬拉斯歌謠舞蹈團

苗栗縣東河國小

25

9

金華國小

3

賓茂 VASA 排灣歌謠舞蹈隊

台東縣賓茂國中

35

6

中華電信

4

北埔阿美舞蹈隊

花蓮縣北埔國小

27

5

仁愛國小

5

大王排灣魯凱青少年舞蹈隊

台東縣大王國中

43

7

中華電信

屏東縣青葉國小

28

9

建安國小
中華電信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18

嘉義縣來吉國小

37

32

忠孝國小
中華電信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18

屏東縣泰武國小
屏東縣泰武部落青少年

44

10

三興國小
中華電信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18
67 人

總計 350 人

6

7

8

8

小計

場

休

息

青葉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

來吉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高富村，排灣族名查馬克，出生於泰武鄉佳興部
落工藝世家，作品造型搶眼，他的木雕人像擁
有誇張的五官，手工雕刻，賦與木雕人物炯炯有
神的眼睛與攝人的氣勢，蘊含深厚的排灣族文
化精神，展現對排灣族文化生命的執著與熱愛。
本作品由泰武國小收藏

接待單位

1

中

泰武國寶雕刻師 - 高富村老師

學生人數 教師人數

泰武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

八個節目 ( 跨六個族群 )

九個團隊

283 人

9

節目程序
時

間： 2013 年 05 月 24 日 19:30 - 22:00

地

點： 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

程

序：
開

場

............................................... 19:30

◆

泰雅親愛原鼓
矮靈祭

【親愛兒童原鼓隊】
【東河瓦祿馬拉斯歌謠舞蹈團】

◆

純潔之忌

【賓茂 VASA 排灣歌謠舞蹈隊】

◆

樂舞婆娑舞豐年 【北埔阿美舞蹈隊】

◆

甕之鄉

◆

【大王排灣魯凱青少年舞蹈隊】

中場休息
古謠吟唱

◆

【伴奏 :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

魯凱古謠吟唱

【青葉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

◆

塔山下的祭典

【來吉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

大武山上最美好的聚會 【泰武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

謝

幕

............................................... 22:00

百步蛇系列 - 神秘谷
泰武國小 黃鄞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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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河瓦祿馬拉斯歌謠舞蹈團【苗栗縣東河國小】

泰雅親愛原鼓

矮靈祭

出

娛

征

真正的人，可以輸掉身體，但一定要贏得靈魂，我們是一支信仰彩虹的族群，
我們相信，奮勇出征，誓死捍衛家族即可通過彩虹橋回歸祖靈 ~ 腳踩稜線，
碎石滑落在心中激起巨大的聲響，出征是改變的唯一方式，但那條路猶如稜
線般狹小，稜線兩旁的呼喚更猶如魔鬼般吞噬著我的心，勇士啊，不要放棄
自己，跟著祖靈的吟唱，稜線將會無比的寬廣，任何的聲響都將成為鼓舞的
喝彩，站在稜線上贏得自己的靈魂，出征 !

老鷹之歌
空氣凝結了，老鷹張開羽翼停在空中，擋住了太陽的銳氣，老鷹的雙眼成為

矮 靈 祭

泰雅親愛原鼓

親愛兒童原鼓隊【南投縣親愛國小】

靈

< 歡聚 > 忘記過去的悲傷；忘記過去的仇恨，今日我們歡聚在這裡，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
此段為祭儀的中心，是族人與矮靈共樂之神舞，只有祭歌與之伴隨之祭舞，
此時全無祭獻、祝咒的儀禮，全族人皆參與歌舞活動。

舞神鞭塗泥
惡靈啊！不要接近我們，我舞動神鞭，將你驅離，不要傷害我的族人，我的
身塗上了汙泥，身子已髒了矮靈啊！不要接近我們，不要作弄我的族人。
長老揮舞神鞭，藉以趕走惡靈，身體不適的孩童可由父母背負，至舞神鞭的
長老身邊，重拍其肩膀，可以去除厄運，平安長大。兩名長老用破篩和泥，
塗在舞者背部，有消災解厄，並帶來好運之意。

天空最耀眼的陽光，時間滴答滴答的響起，蓄勢等待著解凍的時刻，滴答滴
答滴答，銳利的雙眼開啟了時間，速度超越了陽光，大地成為他的獵場，萬

等待榛木毀架

物悲的聲響，交織成老鷹之歌。

注意啊！不要無精打采，小心陷阱，心情不好、累了別去，莫勉強。記得綁
上芒草榛木，來了，誰怕榛木，我們不怕，折毀榛木丟向東方。
清晨，族中派青年砍取榛木，矮靈亦會跟隨，因為怕矮靈作祟，所以要在身
上綁上芒草。取榛木、毀架的目的，是要恐嚇矮靈不要再騷擾族人，這時族
人將芒草及折毀的榛木丟往東方棄之，使矮靈斷絕再返之意。

送

靈

謝謝你們參加 ( 矮靈 ) 希望農作豐收，別離吧！不要打擾我再見！再見 ！
用歌舞送別矮靈回其故居，希望祭典之後不要回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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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舞 婆 娑 舞 豐 年

純 潔 之 忌

賓茂 VASA 排灣歌謠舞蹈團【台東縣賓茂國中】

北埔阿美舞蹈隊【花蓮縣北埔國小】

純潔之忌

樂舞婆娑舞豐年

曾經有一段傳說故事發生在舊賓茂部落……

臺灣原住民阿美族舞蹈多元豐富，阿美族社會組織為母系社會，「婦女」除

女生聚會時，都會輪唱情歌表達情愫，但在歡慶之餘一對青年男、女相互產

了是家庭組織的重心外，也是部落「年齡組織」的重要協助者，在一年一度

生好感，不忌諱族人眼光鑄下大錯。少女開心的得到了愛情，已不再是純潔

的豐年祭前，女性更是扮演著重要角色。北埔國小民俗舞蹈隊將演出阿美族

之身，盪上了鞦韆而魂斷鞦韆下，驚動了整個部落。巫師 Balisi 知道少女

不同年齡層之婦女，在部落採集野菜、準備菜餚以迎接豐年節前的舞蹈文化

的這舉動觸怒了祖靈，因此建議族人必須撤掉鞦韆。族人難過不捨的撤掉鞦

傳承，傳達出阿美族樂舞文化之重要資產。

韆，多年後，遷移到新的土地後開始新生活，因豐年祭慶典又再次架起「聖
潔之鞦韆」展現老人家的智慧及接續傳承！族人們銘記於心這次的教訓，相
信天地萬物的存在皆有其意義！共生、共融是大愛，撫慰純潔之心、撫慰逝
去的靈。

《 歌謠一 》
Ha i yo o hai yan 呼喊詞句（有意義的襯詞）
Ha i yo o hai yan 呼喊詞句（有意義的襯詞）
Hey yan hey yan o a ho ay yan 我們一起努力工作完後
I yan o ho a ho ay yan 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Hey yan hey a ho a ho ay yan 你唱歌、我唱和，工作之餘共歡樂
I ya o hay ya ho hay yan 不管如何，不論天晴或雨天
I ya o ho I ye I ye yo o o hay yan
我們都要好好的感謝上蒼與祖靈給予這富庶土地。
Ha hey ha ho hay yan 努力的工作吧！
Hey yan hey ya ho a ho ay yan 盡情的唱歌吧！
I ya o hay ya ho hay yan 感謝祖靈給予我們的豐收的食糧！
I ya o ho I ye I ye yo o o hay yan 感謝祖靈給予我們的豐收的食糧！

《 歌謠二 》
感嘆句（有意義的襯詞）
Na lu wan hi na lu wan na
I ya na a ay na o 感嘆句（有意義的襯詞）
Na lu wan na I ya na 感嘆句（有意義的襯詞）
Hey yo o yan ho I ye yan 感嘆句（有意義的襯詞）
Na lu wan hi na lu wan na
I ya na a ay na o
Na lu wan na I ya na
Hey yo o yan ho I ye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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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舞 婆 娑 舞 豐 年

《 歌謠三 》

《 歌謠五 》

Ho I yo in hoi yan I ya o hoi yan
族人啊！快來啊，快來歌唱啊，快來跳舞啊！
唱給祖靈聽！
hoi yan I ya o hoi yan
跳給長老看哪！
ho i yan ni hay yo o in
Ho I yo in hoi yan I ya o hoi yan
族人啊！快來啊，快來歌唱啊，快來跳舞啊！
唱給祖靈聽
hoi yan I ya o hoi yan
跳給長老看哪！
ho i yan ni hay yo o in

《 歌謠四 》
唱和句（有意義的襯詞）
I yo ye ei yan
唱和句（有意義的襯詞）
I yo ye ei yan
Ho I yan na I yo in 唱和句（有意義的襯詞）
Ho wa I ye yan ho wa I yan ho hay yan
唱和句（有意義的襯詞）
I yo ye ei yan
I yo ye ei yan
Ho I yan na I yo in
Ho wa I ye yan ho wa I yan ho hay yan

I yo in I yo in hay yo in hoi yan 親愛的族人朋友啊！
I yo in I yo in hay yo in hoi yan 親愛的族人朋友啊
Ho I ye yan an hey ya o ho way yan
牽起我們的雙手，踏著我們輕盈的步伐
Haw awu awu hai ye yan 雙手舉高，抬頭感謝上蒼
Ho wa ay yo o o hay yan 共度這一年一度的豐年
Hei ya o ho wa ay ya na I yo in 忘掉疲勞和憂愁
Ho wa ay ya na I yo I yen 大聲引吭高歌吧！
Ho I yo in hoy yan 用力跳舞吧！
I yo in I yo in hoi yan 唱和句（有意義的襯詞）
I yo in I yo in hoi yan 唱和句（有意義的襯詞）
Ho I ye yan an hey ya o ho way yan
牽起我們的雙手，踏著我們輕盈的步伐。
Haw awu awu hai ye yan 雙手舉高，抬頭感謝上蒼
Ho wa ay yo o o hay yan 共度這一年一度的豐年
Hei ya o ho wa ay ya na I yo in 忘掉疲勞和憂愁。
Ho wa ay ya na I yo I yen 大聲引吭高歌吧！
Ho I yo in hoy yan 用力跳舞吧！

《 歌謠六 》
中譯：呼喊詞句（有意義的襯詞）
Ha i yo o hai yan
呼喊詞句（有意義的襯詞）
Ha i yo o hai yan
我們一起努力工作完後
Hey yan hey yan o a ho ay yan
I yan o ho a ho ay yan 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Hey yan hey ya ho a ho ay yan
你唱歌、我唱和，工作之餘共歡樂
I ya o hay ya ho hay yan 不管如何，不論天晴或雨天
I ya o ho I ye I ye yo o o hay yan
我們都要好好的感謝上蒼與祖靈給予這富庶土地
努力的工作吧
Ha hey ha ho hay yan
盡情的唱歌吧
Hey yan hey ya ho a ho ay yan
感謝祖靈給予我們的豐收的食糧
I ya o hay ya ho hay yan
I ya o ho I ye I ye yo o o hay yan
感謝祖靈給予我們的豐收的食糧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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甕
之

大王排灣魯凱青少年舞蹈隊【台東縣大王國中】

鄉

甕之鄉
序曲
我們是一群來自大武山下的排灣勇士，我們用高亢的聲音和力與美的肢體，
做為對天地強而有力的呼應，昭告眾生。
【第三幕】感恩
部落遷移的第二天，原來的地方亦遭洪水沖蝕，族人為了表示對百步蛇的

起

舞 : 甕與百步蛇

【第一幕】誕 生
相傳『甕』裡爬出了一隻百步蛇，頭目和族人非常害怕，經過歲月數日，

感恩與尊敬，族人同心協力做出一個非常珍貴的甕 ( 百步蛇原來的家 )，
象徵是排灣族人的權利與無上的珍貴精神指標，蘊釀百步蛇是地上的王，
獨立、安定、愛好和平，所以彼此不會互相攻擊。

百步蛇生活習性常圍繞在族人周遭，彼此之間也不會互相攻擊，直到有一
天……百步蛇化孕成人身，告訴部落頭目，此地 ( 部落 ) 不宜居住，須盡
速遷移它處，否則將面臨……滅亡。

【第四幕】排灣三寶
甕：視為豐收的甕子、排灣族敬畏的百步蛇。
琉璃 pomatzamatza：意思是「眼睛之珠」，有「看守、守護」的神奇力量。

【第二幕】蛻 變

青銅刀：蘊含祈求保護的意義。

百步蛇帶領族人來到一個依山傍海，溪水常流，四周閃爍無數個石頭的地
方，建立一個部落，從此，族人與百步蛇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族人生活越
來越好，每天過著快樂的日子，百步蛇告訴排灣族人，它的使命已終，四

【第五幕】責任與榮耀

周閃爍的石頭是無價的寶石，它將帶給族人生生不息的希望與安全，今日

甕、琉璃、青銅刀並稱「排灣三寶」，與排灣族社會的關係淵遠流長，我

將回到山林，我任命你們是群英勇善戰的勇士，像天空的雄鷹翱翔在綠野

們冀求自己能夠在族人見證與祝賀下，挑戰與超越極限，證明自己是個善

山林，並駐留一把青銅刀在部落大門，一生捍衛著家園，追求著生命的最

於狩獵、具有英勇與卓越能力的…真正勇士。

高榮耀－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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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凱 古 謠 吟 唱

青葉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屏東縣青葉國小】
伴奏 :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魯凱古謠吟唱
搖籃曲
1. e e e e e e kasipelrepelrenga thalralrailraili
ani saracebe ku eape ki tumusu e e e e e e.
睡吧！睡吧！我的寶貝，好讓爺爺種的小米快快長。
2. e e e e e e ilatautavanane uakelakelanga .
ku tinasu si tamasu acbe ku apase eee eee.
我們回家吧！你的父母已在回家的路上，帶著螃蟹當你的禮物。
3. e e e e e e kauvai tumusu uapana ku kisisi
takiraeagai kuteetenenumi e e e e e e.
看哪！你的爺爺獵到山羊，我們歡喜吧！你將得到的寶貝。
4. e e e e e e pacuuna aganeli takiraragai
Kitumusu si tamasu sitinasu e e e e e e
乖孫醒來吧！讓我們歡喜迎接！你的爺爺爸爸媽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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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待
1. lukelaku lalai kililiyanenumi sikaulunai ka lalridavai kamadu pwaculriculri.
當喜鵲飛到你們院子的樹上時，請不要趕走，那是我們的信差。
2. dravane iakinga kudruma paukalrivilisu ainga ku iyalebece
amiyamiyamadu.
縱然你已另有意中人，她是你所愛的，願你記起不知情的我。
※ uhaiyang nalruhaiya iyanaya uhaya hainalruana iyanayau nasilrua
ailrumede. 虛詞

珍 藏
1. uwaulrau lri iyasi uwaulraulri yayae akasini kiapane pakela
lumamilringiyaeuinaru iyanaiyu naasi nirua lrumedeyae.
他們會認為我已經淡忘了，原來我們依然珍藏的如此完美。
2. amani ka vaganumi amani ka vaganumi yae ibalryumudalrane
ibalryumudalraneuinaru iyanaiyu naasi nirua lrumedeyae.
無論是在田間或在家裡，你們總是我們聊天的話題。
3. nalruani naalruana iyanaiya uhaiya nasinilruyu ailalrumedeyae
uinaru iyanaiyu naasi nirua lrumedey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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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山 下 的 祭 典

來吉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嘉義縣來吉國小】
伴奏 :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塔山下的祭典
迎神曲
mayasvi（戰祭）是鄒族重要的祭典，在正典儀式中，吟唱兩遍迎神曲，第
一次迎接戰神，第二次迎接司命神。身軀上下搖擺，象徵恭迎戰神；勇士牽

安魂曲 miyome

安魂曲『miyome』詞意為：「逝去的亡魂啊！歸向天吧！請
天神接納，月亮啊！請照亮亡魂的歸途」。是阿里山北鄒族在傳
統祭儀『mayasvi 』裡，在夜深人靜的時刻，與亡靈對話的歌謠。
最早進行採譜記錄的人是高一生已故的三子高英輝神父。

手，象徵同心；舉步前行，是迎接戰神登上男子聚會所。

小米收穫祭 homeyaya

在鄒族傳統的生活中，小米是主要的作物，也是最重要的糧食。因此，鄒族
的一年，就開始於小米的播種，終於小米的收成。可以說，最重要的生活祭
儀都是圍繞著小米的生長而開展的，從播種祭、除草祭到收穫祭、入倉祭，
儀式繁複而嚴謹，卻也顯示著鄒族對小米的重視。在這些與小米有關的祭儀
中，又以小米收穫祭～ homeyaya 最為重要，這是每年七、八月間小米成熟
時節所舉行的粟作祭儀，也是鄒族人的過年。主要祭祀掌管小米生長的粟女
神，感謝她對農作的照顧，並藉著祭典強化家族的凝聚力。早期的小米收穫
儀式前前後後需一個月的時間，但今天社會生活型態改變了，族人在不斷的
修正之後，改以一～兩天的時間，便完成全部的祭儀。
每年到了小米成熟的時候，大社（達邦、特富野）的長老們就根據該年小米
生產的狀況，決定舉行小米收穫祭的時間，並通知其他的小社部落。相對於
mayasvi 是以大社才能擁有的部落會所 Kuba 為祭儀中心，homeyaya 則是以
部落中各氏族所擁有的禁忌之屋（emoo no peisia）為主要祭祀場所。而小
社各氏族的族人，除了必須在大社之前先完成自己的 homeyaya，也必須回
到大社參加本家的 homeyaya。主要的因素，除了因為小社的海拔高度都比
大社低，小米一定比大社早熟，因此收成時間較早。另一方面，也由於傳說
中，粟女神會先從小社開始巡視小米收成，再巡到大社，所以小社的祭典若
是在大社之後才舉辦，便錯過了粟女神的降臨。

高英輝神父在七○年代後期，即印發記錄和正確詮釋了這首安魂曲，並且藉
由北鄒族旅北同鄉會交給了現在是中生代的族人們。當年曾因此引起耆老們
的恐慌，一再三申五令地要求年輕族人們必須以虔敬之心，並在適當場所才
可練習或開唱。
綜合高英輝的記錄、三十多年前聽自耆老們的說法、文獻的解讀，早年的台
灣原住民族群間，是以馘取敵對方的頭骨之靈做為護守己方的生存空間，
為主要的互動方式。當敵方的頭骨之靈被役使成為社群的一份子後，在
『mayasvi』祭儀中便佔有一席之地。

送神曲
< Mayasvi 祭典結束時吟唱二次 >
第一次恭送戰神升天，第二次恭送司命神升天。

由於每一個家族成員都會回來參加 homeyaya，藉著這樣的互訪，既能歡樂
聯誼，增進情感交流，又能加強氏族之間的向心團結。每個氏族成員彼此拜
訪其他氏族的禁忌之屋，做祝神、道賀、享用傳統食品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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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山上最美好的聚會

泰武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屏東縣泰武國小】
伴奏 :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大武山上最美好的聚會
lua ni mai 最美好的聚會

1. Kinateqatevelan luanimai Ki lalatipi ya nga la lua ni mai
大家相聚歡樂情形，令人回味無窮
2. silivula ne ta numune pu ka ki qa ma va qane lua ni mai
大家彼此間融洽的情感，是難以形容

lalesalan 追求女友之歌

qai-nu a-ya me-ne la, ki-zua a le-ka-le-mu-ne, ki-zua a le-ka-le-mu-ne
我們用心的去喜歡妳們，卻被妳們譏笑我們。
副歌 : qa-a-hai-ya-qe-he qa-hai-ya
ke-mu-da le-ka-le-mu-ne, ma-ya-nga ki-ni-li-va-ka-ne, ma-ya-nga
Ki-ni-li-va-ka-ne( 接副歌 )
怎麼會嘲笑呢 ? 何況我對你們多麼關心。
男：tu-ma u-ri sa de-ma-vai, tu-sa qu la-pu-lu-an tu-sa qu la-pulu-an( 接副歌 )
誰能承擔我的苦處，而來同情我。

Iyai 不要小看我的心

這是一首在山間農田工作時唱的歌，藉以調劑身心，忘記勞動帶來的勞累感；
婦女聚在一起編織刺繡時，也會以此唱出對過去的懷念、對生活的感慨。

I ya i lja avalanga a luwatapitjen i pugemalju tu zuma i yai
不要小看我的心 請看神的旨意 全部人一起唱。
I ya i lja nekuya sa lapulju itjen garang itjen na tima imanga i yai
像我這般孤苦無依平庸的人 沒人會要我們。
I ya i lja tja kai tja parepaqeci maya uri liyumaumalj i yai
請不要改變你對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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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iqai 相思之歌

這是一首在山上採小米，一面工作一面唱的相思之歌。
原先是以一首獨吟的曲子，後來被改變成男女對唱的方式。

ka-va-la su na ve-da-le, nu le-nge-lit si la-tip
好喜歡這些歌，每到想念時就被唱出。
qa-i-qa-i qa-i-la-nu-qa-i
qa-i-qa-i li-a-la-i-mu-a-ve-nu qa-i-qa-i qa-i-la-nu-qa-i
sa-u a ku va-le-ngel, da-lu-nu i se-me-kel
去吧！我由衷的心，傳達給對方的家人。
ka-va-la ki-na le-ma-u-te, nu sa-i-sa-i-va men
但願他們能知道我在傷心哀怨。
qa-i-qa-i qa-i-la-nu-qa-I

lulimai 妳是如此美麗

lju lji mai yin a ya qa qu yi ma lju lja qa yi yi nu wa yi
ti ma su yi na su qa ma qa qu su na sa mi lin
妳是哪一個家族的女孩，為何妳長的如此美麗。
ti ma qu yi na qu qa ma qa qu na sa mi lin
我是來是部落最尊貴的家族。

kizeliulan 輪工歌

男：a-ri ki-ze-liu-lan
走吧 換工
合：a-ri ki-ze-liu-la ni yi lja-tu-a ma-la-lau-la-siw mau li-ka-ya
na-ni-tu-ane ti Ka-lu-mi-yan
想討人喜歡而互相幫忙工作，卻被 Kalumi-yang 取笑。
合：ke-mau-ka qu-re ki-su-a su-ta e e ve, sa ku-a-kuda-nga nungi-da la saKu-a-kuda-nga lja nu-ngi-da
採地瓜、採花生，何時做其它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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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愛 國 小

南投縣 親愛國小
親愛兒童原鼓隊
親愛國小位於南投縣仁鄉村，在北面、濁水溪的上游海拔約 900 公尺，與
1000 公尺以上的林木、群山為伍，保有 原始自然景觀。全校學童只 54 名，
學區包括親愛、松林兩個部落及萬大社區三個聚，分屬泰雅族 ( 擇敖列亞
族 )、賽德克族 ( 太魯閣語系 )。
親愛原鼓隊於 2007 年成軍，在優人神鼓伊苞老師指導、東元基金會支持及
各界協助下，歷經六年洗禮，孩子在練習中會自信、包容合作創造們每天生
活山谷與然學傾聽自然的聲音，所以鼓中流露出人與合諧共存動靜之間由如
風穿梭在樹梢悠游山林。鼓隊除了平常訓練外，伊苞老師還帶領孩子武術、
靜坐讓聽自己的心去體會大地的呼吸，了解那靜止間永恆希望家能在孩子們
鼓聲中發現山壯、樹直鷹翔，風的柔。2009 年及 2010 年皆拿下南投縣鼓藝
大賽冠軍，2011 年拿下全國鼓王盃藝大賽亞軍，2012 年拿下全國鼓王盃藝
大賽團體與個人賽冠軍，近幾年表演邀約不斷 2010 年曾受邀至宜蘭傳統藝
術中心為活動開場表演，2011 年受邀至經濟部表演。

達德拉凡 ‧ 伊苞 Dadelavan Ibau 老師
女，排灣族，屏東縣瑪家鄉青山部落（tuvasavasai）人，漢名塗玉鳳，1967
年 12 月 18 日生。1991 年花蓮玉山神學院畢業，求學期間就對排灣族文化
傳承感興趣，畢業後，進入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工作，從事兒童主日學教材編
輯。1992 年因為憂心原住民文化流失問題，回到部落從事排灣族母語寫作。
1993 年經朋友引薦進入中研院民族所擔任蔣斌先生的研究助理，投入排灣
文化研究，從事部落田野工作的採集與紀錄，與族中長老、巫師多有接觸，
滋養、豐富了伊苞文學創作的題材與內容。
2001 年加入優劇場，從事劇場的表演工作。目前遊走於表演、教學與寫作
之間。著作包括 2000 年＜慕娃凱＞獲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短篇小
說組佳作及 2004 年《老鷹，再見 & mdash; 一個排灣女子的藏西之旅》。

帶隊老師：古秋鳳 校長．陳珮文．王子建 老師
表演學生：洪懷恩．沈上麟．沈上暘．洪佳慧．張郁庭．白叟恩．曾詩芸
蘇婉君．呂芷芸．洪

琳．曾偉華．曾薰漪．曾欣月．曾欣明

白栩慈．沈芳玲．林少齊．高士遠．詹雨晴．乃瑞鴻．周杰倫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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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周子堯．張皓平．洪孝哲．卓宇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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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河 國 小

苗栗縣 東河國小
東河瓦祿馬拉斯歌謠舞蹈團
東河國民小學的前身為大東河番童教育所，創立於民國前二年六月一日。民
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改制為新竹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學校。民國三十九年，
苗栗設縣，改名為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學校。東河國小迄今發展已過百
年，現任校長日智衡本身也是賽夏族人，對於學校特色的建立相當重視，也
針對各年段培養出不同的專長與興趣，低年級配合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計畫
發展校園攝影課程；讓低年級學生探索校園培養主動學習發現新事物的好奇
心，中年級主要發展傳統戲劇與舞蹈；藉由學生主動學習能更快認識自身文
化特色與價值，而高年級主要發展體育競技方面；透過體育校隊的訓練與規
範建立學生基本常規與自信心。
東河國小賽夏舞蹈團成員以三、四年級的小朋友為主，學生在去年與今年已
參加過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的縣賽及全國賽，對於賽夏族語的歌曲與舞蹈並
不陌生；在教導的過程中除了讓學生了解賽夏族傳統祭儀的舉行方式，更進
一步讓學生自行體驗祭儀進行中的規範與禁忌；以傳統舞蹈搭配祭歌的吟唱
再加上特有的樂器“臀鈴”更能表現賽夏族獨一無二的祭典。

日智衡 校長
日智衡校長的舞蹈之路始於 2005 年，當時的日校長任教於蓬萊國小；雖然
在指導傳統舞蹈方面時間不長，但他運用所學將賽夏族傳統與現代改良式祭
歌結合，讓賽夏族的歌舞得以在學校教導與傳承。賽夏族的文化傳統相當神
秘，尤其以巴斯達隘 ( 矮靈祭 ) 的舞蹈與祭歌更是不得在非祭典期間唱跳；
日校長為推展賽夏族傳統舞蹈並加強學生對傳統文化的使命感，於 2001 年
起投入賽夏族祭歌方面的研究，將祭歌可傳唱的部分與較有禁忌爭議的部分
切割；再結合傳統舞蹈讓賽夏族的歌舞可對外表演與傳承，日校長孜孜不倦
地鼓勵與指導學生學習賽夏族的各項傳統祭儀、舞蹈及語言。由改編舞曲、
訓練、道具製作等，都親自參與過程讓每位學生均能感受到校長的用心，日
校長除利用每週二、三課後時間培訓外，也經常犧牲週休假期帶領學生演
出，讓更多的人能夠了解認識賽夏文化。
東河國小全校 71 人；其中賽夏族佔全校的 70%，另外尚有泰雅族與客家族群，
日校長為增進學生對族群的認同與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每年固定會在東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河舉辦原住民傳統文化校慶；並在東河國小校內設立「原住民資源教室」，
另於民國 98 年將「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校本部爭取至東河國小設立；
其目的是希望能藉由成人終生學習機構讓部落居民能與學生一同學習開設文
化課程如；語言、舞蹈及傳統祭儀等文化，建立部落學習風氣樂在生活與原
住民知識體系傳承文化；進而屏除長久酗酒的惡習，使東河學子能在健康的
環境下與家長一同成長。

帶隊老師：日智衡 校長．林肯仲 主任．柳建華 組長
高峰志．劉宛豔．張翠玲．廖貴芳．潘三妹．張秀美 老師
表演學生：酆琨耀．風俊佑．鍾舜麟．風睿凡．何芯慈．風淑玲．高怡婷
高慧珊．風玲瑤．風睿慈．風宜采．風宜滿．風飛采．風宜廷
風宣婷．朱辰新．風光翊．謝允謙．風家予．風彥良．楊媃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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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毓萱．邱雅婷．高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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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 茂 國 中

台東縣 賓茂國中
賓茂 VASA 排灣歌謠舞蹈隊

賓茂國中位置就行政區劃分可切割為二鄉三村 ( 太麻里鄉金崙村．金峰鄉賓
茂村．金峰鄉歷坵村 )，部落生活圈緊緊相連。金崙與賓茂其他部落以一號橋
為界．交通路線．集散中心．學區分配，甚至歷史．文化．族群記憶．語言
及生活習慣．文化背景可說部分是一致。但依據文獻及耆老細說過去，各部
落皆有遷徙歷程故事或部落傳說可以論說。由此可知，各部落都有其文化故
事可以發掘及呈現，使之成為社區不同文化特色，各自呈現出繽紛文化色彩。
歌謠舞蹈隊創團於民國 99 年，兩年內曾代表台東縣參加 100 年全國舞蹈比賽
得乙組優等第四名以及 101 年全國舞蹈初賽優等第二名。VASA 的孩子知道傳
承是他們的使命及推廣文化是他們責任，因此從民國 99 年迄今一直都把所
學奉獻給部落，參予金峰鄉溫泉季開幕表演．金峰鄉洛神花季開幕表演．金
崙天主堂聖誕節活動．南島文化藝術季晚會表演以及每年七八月各部落豐年
祭的部落展演。也曾在 100 年參加文化處”藝起展風華”音樂舞台劇的演出
以及跨部落合作”很好ㄋㄟ你們”音樂舞台劇表演，舞蹈團隊的傳習經費於
2012 年起，由禎祥食品支持鼓勵下，在 2012 年首次參予東元科技基金會生命
藝術創意體驗活動中的表演，獲得在場觀眾熱烈的讚美及掌聲。

林彥君．劉睿哲．陳巧儀．蔡漢傑．高麗雯 老師
舞蹈隊是由各個領域的老師協助幫忙而成，由排灣族高麗雯老師．卑南族劉
睿哲老師教原住民傳統舞蹈以及阿美族林彥君老師教原住民傳統舞蹈及現代
舞，學生可多元學習不同族群及不同類型的舞蹈，三位老師的舞台表演經驗
十分充足，自我領域的舞蹈涵養也是令人敬佩，學生在三位老師的教學下除
了得到不錯的成績之外，也對文化認識更深。歌唱的部分由排灣族蔡漢傑老
師教導，蔡老師曾有過多次參賽經驗，且得到優異的成績，舞台演出經驗也
十分多，歌曲是學習文化最快的方法，學生在蔡老師的指導下不僅僅對歌唱
進步也對文化有所體認。舞團行政及表演藝術由陳巧儀老師負責，陳老師將
所學的西方藝術與原住民傳統藝術融合教給學生，使學生更快學會。舞蹈隊
學生在多位老師的教學下，歷年都有優異的成績及令人讚嘆的演出，vasa 孩
子的使命就是將所學傳承分享給部落，他們都是文化傳承的推動者，希望今
晚的演出能帶給您們感動 ! ！
帶隊老師：洪文政 校長．董又瑋．古曉涵．蔡漢傑．陳巧儀．余寧 老師
表演學生：謝文義．曾

妮．周信恩．邱子涵．丁瑞承．朱文翎．杜心祈

陳博文．簡京華．江凱俊．張世偉．丁羽潔．陸玉雲．楊智筠
利佳欣．杜健生．陳怡潔．陳 夣茹．秦忠璟．陳怡安．林華圓
黃

浩．謝勇生．許長榮．林承妮．陳裴萱．邱欣慧．陳孝馨

朱正偉．尤俊邵．李怡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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瓏．周庭萱．劉芷萱．黃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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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埔 國 小

花蓮縣 北埔國小
北埔阿美傳統舞蹈隊
本校地處花蓮縣北方，由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籍學生所組成，屬於一
所多元族群學校。全校原住民學童佔全校學生總人數的 50% 以上。居住此處
超過 80 年以上歷史的阿美族古族群及少數平埔族的噶瑪蘭族群，俾利發展
為阿美族舞蹈教育的傳承活動。
自民國 88 年起，本校即成立民俗舞蹈隊，以追求「多元化．國際化」等為
教育目標。舞蹈隊訓練列為本校多元文化教育系列課程之一。舞蹈隊隊員從
本校四 ~ 六年級中挑選 30~40 位同學組成，利用每週休假日練習。舞蹈隊除
了有阿美族學生外，還有太魯閣族．排灣族及漢族學童，可說是「多元文化
教育」的最佳寫照，同時，本校亦依據學童學習特質與舞蹈教師之專長，多
年來皆致力於「阿美族樂舞」特色的發展。
10 餘年來，本校民俗舞蹈隊，多次獲得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花蓮縣縣賽的代
表權，參加台灣（全區）民俗舞蹈比賽及全國學生舞蹈比賽，連續獲得全國
總決賽特優第一名 3 次、優等第一名 5 次、優等第二名 3 次及優等第三名 2
次，歷年來傑出成績更廣受地方長官以及各界人士的肯定與賞識。本校此次
將演出臺灣原住民阿美族不同年齡層的婦女，在部落採集野菜、準備菜餚以
迎接豐年節前的舞蹈文化傳承，傳達出阿美族樂舞文化之重要資產。

莊國鑫．鄭靜慧 老師
花蓮縣北埔國小莊國鑫老師與其妻鄭靜慧老師同為阿美族教育工作者，於北
埔國小服務十餘年，在阿美族傳統樂蹈的學習培育了無數原住民孩子。年年
獲得優異舞蹈成績背後，代表著北埔孩子認真的努力與學習。莊國鑫老師對
孩子的訓練除了舞技與傳統歌謠的嚴格要求外，他特別重視孩子的紀律，小
至平時練習的準時到達、孩子平時練習時服裝穿著的整齊、指甲的修整、頭
髮的梳理整齊；擴至北埔國小舞蹈隊孩子與同學的相處、對師長的尊敬以及
對家長的敬重感恩；最後昇華至對學校榮譽的要求與全力以赴。也因此，每
每花蓮縣北埔國小舞蹈隊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或受邀至各個場所演出時，
除了常能獲得優異成績外，學生的高水準生活表現、安靜的觀看神情等，總
能吸引眾多師長的目光與讚揚。因為，莊國鑫老師及妻鄭靜慧老師認為，讓
孩子們喜歡舞蹈、尊重傳統樂舞的教育意義，其實就是讓孩子學習最簡單的
做人處世的道理，也讓孩子學習從做中學。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帶隊老師：蔡佩芬 主任．莊國鑫．鄭靜慧．劉錦慧．陳恆鳴 老師
學生名單：溫詩宏．朱幸義．陳意萱．牟晊璇．賴佳伶．林妤婕．朝雅宣
黃安妮．王偉玲．江紫欣．劉佪恩．張

庭．林俞潔．段志誠

余瑄凡．林嘉韋．王祺均．張彤芯．張惠君．劉家寧．林佳芸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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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陳宇柔．黃麗菁．陳靖芸．林睿芸．邱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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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王 國 中

台東縣 大王國中
大王排灣魯凱青少年傳統舞蹈隊
大王國中位於台東縣「日昇之鄉」太麻里鄉的大王村，學區除太麻里鄉之外，
另包涵金峰鄉，共有五個國小：大王．香蘭．新興．介達．嘉蘭等。目前共
有十班，學生 296 位，活潑開朗且健康有禮，原住民學生佔百分之六十八，
地方人士及家長都很重視教育。
舞蹈團隊由張新發校長領軍，古珠妹主任及介達國小陳參祥老師指導，以
七．八．九年級 43 位原住民的小男生所組成，2012 年 11 月 15 日參加全縣
舞蹈比賽，榮獲民俗舞蹈甲組特優第一名；精神總錦標賽全縣第一的殊榮優
異成績，2013 年 3 月份代表台東縣參加全國南區民俗舞蹈比賽，在族人見
證與祝賀下，也以 89.80 優等第 1 的成績呈現。

古珠妹、陳參祥 老師
古珠妹老師的舞蹈之路始於 1988 年，指導學生參加分區假日啦啦隊舞蹈比
賽榮獲國中組第一名，她運用所學，負責社區舞蹈教學及台東縣對外的舞蹈
比賽。1991 年申調大王國中後，因臨近學區國小正推展原住民舞蹈，為輔
導學生升學並加強學生對地方文化的使命感，1994 年起排除萬難，投入與
自身完全不同的族群文化，孜孜不倦地指導學生參加各項舞蹈比賽。由編
舞、訓練、道具製作等，從無到有、從基礎到複雜，過程十分艱困，古老師
除利用每週三課後時間培訓外，也經常犧牲週休假期奉獻心力。
大王國中的學生成員多數為排灣族，為增進學生對傳統歌舞的認識及建立對
族群的認同，除在校內成立「排灣族鄉土資源中心」外，並大力推動傳統民
俗歌舞的學習。古老師指導的舞蹈團隊，在台東縣及全國賽中連霸數年，近
年也負責編導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開幕典禮大會舞表演，2011 年全國南區
民俗舞蹈決賽，古老師榮獲全國編導獎之殊榮。而今年更在年度全國學生南
區舞蹈比賽，榮獲國中甲組民俗舞特優第一名的最高榮譽。
陳參祥老師將指導大王國中視為上帝交付的使命，身為排灣子弟，何不將原
住民的元素融合於歌舞之中，把原住民文化之美發揚光大。陳老師對舞蹈充
滿熱情，近年參與大王國中各項舞蹈展演更是不遺餘力，閒暇之餘，也會傳
達少數民族的文化，加強學生對排灣族群的認識。陳老師對於自己的指導感

帶隊老師：張新發 校長 ‧ 古珠妹 主任
吳昀龍．古明哲．陳參祥．卓新民．曾文宗 老師

到十分驕傲，因學生盡心盡力的學習，在各個演出與競賽中皆展現豐沛的成

表演學生：林哲安．張秉崴．徐旻峰．陳建堯．許韋倫．李紹榮．溫賜恩

果。陳老師認為：原住民及其文化，應由大家共同維護，讓它得以永續傳承。

陳仲霖．溫劭軍．高元紹．李冠廷．陳 吉吉．歐鼎皓．林辰祥
陳凱睿．邱昕偉．卓書豪．李翌瑋．柯志海．杜佳豪．金宏聖
林辰旭．馬中豪．曾皓偉．高瑞恩．黃浩忠．黃子翼．黃翔軍
金宏富．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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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杜佑辰．戴

堯．凌

越

35

青 葉 國 小

屏東縣 青葉國小
青葉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
青葉國小位於屏東縣三地門鄉最北端，民國 66 年獨立，為三地門鄉唯一的魯凱
族群部落。學生人數 42 人，39 位魯凱族人；教職員 15 位，2 位為原住民藉。由
於在三地門鄉具有族群的特殊性，青葉國小一直以傳承魯凱族傳統文化為學校的
本位課程，期望學校不僅可以教授孩子們現代的知識，更可以成為孩子們傳承傳
統文化價值的場域。我們將民族資源教室打造為魯凱藝術多元展示中心、建置原
居地頭目石板屋、校園每個角落種植魯凱族民族植物，喚起青葉村民回憶過往的
情懷，讓青葉的孩子們在充滿魯凱特色的環境中學習。另外，邀請部落耆老、部
落藝術匠師推動學習魯凱歌謠、傳統工藝。歷年師長們的用心經營，將青葉營造
成一所充滿魯凱民族特色的小學。學校不僅成為部落居民文教活動的場所，也吸
引各地前來參觀青葉部落和學校，使學校環境呈現教育多元本土特色。
青葉國小的歌謠舞蹈團是青葉歷經四任校長唯一沒有中斷的團隊，因為語言是文
化的根，學習歌謠等同於學習魯凱語，孩子們更是藉由歌謠的學習感受魯凱文化
含蓄而內斂的民族情懷。八八風災後，青葉成為唯一完整的西魯凱族群國小，師
長們更感受到魯凱文化即將流失的危機。我們開始深刻的體會，魯凱文化的保存
刻不容緩，我們也告訴在青葉的每一位孩子，他們都是傳承魯凱文化的重要種子；
在未來，他人要透過孩子們認識魯凱這個小、少而珍貴的特殊族群。

唐秀月 Kedrekedre 老師

秀月老師是土生土長的青葉人，1956 年出生於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村後山的溪
邊 (kaukarungane)。1987-1995 年因緣際會之下到南投九族文化村擔任文化隊員
開始接觸學習自己的文化，1998 年結婚返鄉在教會擔任幼稚園老師同時因為具
有族語教師的資格開始在青葉國小教授魯凱族語。
青葉村民在 70 年前因為社會變遷的因素自屏東縣霧台鄉大武村遷居至三地門鄉，
由於三地門皆為排灣族群，青葉的魯凱族人總是成為被遺忘的一群。文獻上沒有
記載，一般的原住民也都忘了三地門鄉還有一個村莊住著一群魯凱族人。為了傳
承魯凱文化，讓青葉的孩子喜歡族語愛說族語，秀月老師以輕鬆動感的歌謠搭配
簡單的舞蹈動作入手，讓每一位孩子們在畢業時至少可以唱 20 首傳統歌謠。
歌謠唱多了，那就將它串連在一起編成一支舞吧！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91 年
秀月老師以魯凱族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老鷹與百合》編成一支舞參賽，結果一鳴
驚人榮獲全國民俗舞特優第一名秀月老師更奪得了最佳編舞獎。青葉國小陸續以
《鞦韆下的仙子》、《琉璃珠傳奇》、《小米田的回憶》、《小鬼湖之戀》編成
舞碼參賽皆有特優或優等的表現。96 年，青葉國小獲得亞洲唱片公司的協助出
版《鰲芭，最美的部落》專輯並入圍第 19 屆金曲獎。不只如此，秀月老師在指
導學生魯凱族語也不遺餘力，連續二年榮獲全國語文競賽魯凱族語朗讀第一名。
99 年青葉國小學生人數遞減、男女人數相差懸殊，不適合推動歌舞於是轉型成
歌謠隊並於 100 年初試啼聲，參加屏東縣鄉土歌謠初賽獲得優等第二名的成績。
秀月老師非音樂科班出身、非青葉國小正式編制內的老師，但為了青葉的孩子，
為了傳承魯凱文化，她在青葉國小任課的 10 餘年來總是全力以赴、從做中學，
處處都是她努力耕耘的痕跡。如果青葉國小在文化傳承的成果上有一點表現，那
麼秀月老師絕對是幕後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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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老師：賴維振 校長．杜淑娥．石雅竹．邱世和．陳慧珍．陳美淑
唐秀月．邱瑞蘭 老師
君．巴丞皓．杜

諍．馮佾杰．吳鎮宇．凃 奇恩．林浩緯

蔡祥文．謝祖平．巴

力．莊仁傑．李秋輝．陳佳穎．唐紫馨

鍾紫綺．莊妍晰．顏

寧．謝宇玟．鄭曼靜．謝憶茹．李慧汝

表演學生：顏

賴雅欣．謝子萱．塗珮晨．拉瑪笆琉 .芭撒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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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吉 國 小

嘉義縣 來吉國小
來吉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學區家長均為鄒族原住民，經濟生活以種植茶葉．蔬
菜．竹筍為主，是典型的農村社會。學區最遠處步行到校約四十分鐘，對低年
級學生是一大挑戰，但兒童都能設法克服。學校的教育儘量讓兒童發展天賦本
能，組織球隊．節奏樂隊．合唱團，而且家長均大力支持學校各項教育工作。
除了一般教育外，學校也以成為鄒族傳統文化、歌舞等傳統文化藝術的傳習中
心而努力。
本校於 83 學年度成立學校的原住民兒童合唱團隊，在鄭義信主任於 86 年調
回來吉服務後，結合多位有志一同的老師戮力指導下，學生投入苦練，而在
八十八年度勇奪全縣音樂比賽合唱優等第一名，代表嘉義縣參加台灣南區的比
賽更是大放異彩，榮獲特優第一名。其後一直在嘉義縣的音樂比賽中維持優等
的佳績。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隊由闕菊慧校長領軍，鄭義信主任指導，以學校
2~6 年級學生組成，今年開始也邀請曾參與訓練的畢業校友一起參加練習，舞
蹈團隊的傳習經費於 2009 年起，由錸德文教基金會支持，2010 年及 2011 年連
續 2 年皆參與國父紀念館的「原住民兒童之夜」，此外，參加嘉義縣的音樂比
賽一直維持優等的成績。

鄭義信 主任
鄭義信主任是鄒族原住民，自小在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部落長大，雖然不是音
樂科班出身，但初任教職時，學校即賦予合唱指導的工作，開啟了義信主任與
樂舞的邂逅。在擔任教職的二十三中，對合唱團的指導從不間斷，剛開始是邊
學邊教，也透過參加研習活動增進自己對樂舞的知識，之後回到故鄉來吉國小
服務後，更將成熟與充滿歷練的智慧奉獻給自己的族群～鄒族。為了學生的學
習，積極進修、不斷求新、認真教學。在部落社區裡，跟著耆老學習鄒族的文
化、語言、智慧，在此期間，我通過了原住民族語言認證，更習得我從未親身
參與過的鄒族傳統祭典歌舞，參與鄒語師資研習，除了加深我自己的族群文化
內涵，更從中領略了先人的智慧，那就是「用整個部落的力量來教育孩子」。
2009 年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及錸德文教基金會的支持，來吉國小的合唱團轉型
為「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主要目標就是透過教學，將鄒族的祭典歌舞集古
調歌謠傳承下去，而這樣的轉型讓義信主任更清楚看見帶領團對前進的方向，
不但讓來吉國小參加每年嘉義縣音樂比賽持續獲得合唱優等的佳績，更讓族群
的領袖（或稱頭目）對我們所做的努力給予肯定及支持，而孩子們對祭典歌舞，
從被動學習到喜歡學習，我們看見了他們對自我的認同及自信，相信這是我們
想看見的鄒族未來。
帶隊老師：闕菊慧 校長．鄭義信 主任．羅聖萍．安淑萍．李詩涵．賴光山
許天龍．鄭玉香 老師
表演學生：陳美余．石雨彤．石

尹．梁瑞宗．莊

鑫．汪勝杰．鄭恆晴

汪鈞唯．汪彥廷．陳玉貞．梁雅竹．梁

淇．陳浩恩．楊俊業

葉子軒．杜凱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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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陳

婷．梁芮綺．鄭郁雯．陳韋廷

過去，部落的力量培育了義信主任，而今，義信主任的力量因著感恩回饋給部
落。懷著謙卑學習的心，義信主任有信心，也有能力去迎接「使命」與「挑戰」，
為傳承鄒族的祭典歌舞文化，創造更多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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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武 國 小

屏東縣 泰武國小
泰武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
武逸群．陳邦彥．汪勝恩．梁鈞堯．梁鈞程
位於屏東縣泰武鄉是全縣最靠近排灣族聖山北大武山的小學，全校學童人數
43 名，另有附設幼稚園 13 名孩童，共計 56 名，全數為泰武村及佳興村之
排灣族學童。由於校址所在之部落交通不便，因此皆保有排灣族原住民傳統
部落之風貌及風俗民情；更難能可貴的是本校鄰近三個排灣族原住民部落的
舊址遺跡，分別是泰武 kulaljuc．佳平 kaviyangan 及與國小遙遙相對的佳興

puljeti 部落。學校設在海拔約七百五十公尺的高山上，四面環繞著北大武山
群及南大武山群各峰，下臨東港溪的源頭之一瓦魯斯溪。受到自然環境之影
響，泰武國小多年來致力於傳承原住民文化，其學區擁有比其他原住民小學
更豐富的文化資產。
泰武村素來是守護北大武山的部落，像似站立在聖山前的勇士，舉凡登山者
都必須路經其領土才能靠近聖山，它的後山就是北排灣（paumaumaq）的
各大部落，因此泰武村保有的歌謠皆以北排灣（paumaumaq）為主，而佳
興村的歌謠以中排（pavuwavuwaq）為主；兩大部落的相異性給予了本校
學童最好的文化學習素材。2009 年莫拉克風災之後泰武校區嚴重受損，在
暫遷佳平分校七個月之後，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遷回佳興部落的校區。泰武
國小歷年來除接受「驚嘆號」的認養支持外，2009 年更在受邀上海演出時，
為莫拉克受創嚴重的大社及達來部落，募集傳習傳統歌謠的經費，並促成大
社及達來兩個傳統歌謠隊的成立。2011 年 2 月參與台北花卉博覽會屏東週
演出，2 月錄製日本 NHK 電視台 Amazing Voice 節目，獲觀眾票選第四名，
月底發行第一張雙 CD 跨界音樂專輯「歌開始的地方」；2012 年 2 月赴日本
參與賑災演唱，6 月榮獲第 23 屆金曲獎傳統藝術類最佳詮釋獎；2013 年 9
月台灣國家國樂團邀請演出。

查馬克 ‧ 法拉屋樂老師
『沒有古調歌謠，就失去歷史，
採集並傳唱排灣族的古調歌謠是自己該做的事，
單純的陪孩子們在排灣族的文化下成長。』
查馬克 ‧ 法拉屋樂老師在泰武國小任教，並組建指導邁入第十個年頭的泰
武古謠傳唱隊。他們天籟般的歌聲征服了國內外歌迷，且曾入圍金曲獎。
對排灣族來說，每一首歌謠都與部落、家族歷史息息相關，連情歌、祭典歌
的傳唱也有一定的規矩。採集古謠的過程雖辛苦，但也有令人振奮時刻：當
他所帶領的泰武國小古謠傳唱出連父母都不會的古謠，『部落裡的人開始省
思，如果連自己的歌都不會唱，要如何將自己的文化傳承下去』。查馬克認
為這正是採集古謠的初衷 - 將文化傳承給下一代，而現在則已看到成果，讓
文化種子生生不息。

帶隊老師：伍麗華 校長．陳美珍．羅淑馨．董芳君．查馬克 . 法拉屋樂
朱清雄．吳聖穎．Adam Rrnc 老師
表演學生：徐念庭．許聖玫．朱瑤君．林雪兒．陳聖慈．鄞妤玟．徐念宗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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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高唯心．陳欣慈．紀

芹．劉藝馨．白梅棋．龔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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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編曲家：李哲藝老師 < 第二十三屆金曲獎得獎人 >
客席指揮 : 馬泰 Gabriel Mattei

台灣高雄人，自從事音樂創作以

< 維也納藝術大學的法國青年指揮家 >

來，累積作曲作品約 1000 首，編

馬泰，出生於 1975 年，指揮家及作曲家，先隨作曲家阿蘭 . 朗格學習，後

曲作品超過 3500 首；自開始其職

來入米盧茲音樂學院跟隨克洛德 . 布恩德爾學習指揮兩年，然後在巴黎繼續

業演奏生涯以來，累積演出經歷

深造，現在斯特拉斯堡定居及工作。現任斯特拉斯堡大都會樂團及柯爾 - 斯

逾 1700 場 次 以 上。 曾 獲 1999 年

特拉斯堡室內樂團指揮。他對音樂演奏要求嚴格，他發展橫向音樂活動，把

美國國際爵士豎琴大賽第三名，

西方古典音樂和各種不同文化融匯在一起。

並為此項比賽舉辦二十一年來第
一位亞洲獲獎者。曾任亞洲青年

2004- 至今 擔任柯爾 - 斯特拉斯堡室內樂團指揮。

管弦樂團首席豎琴手，及國家交

2012 12 月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邀請在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中擔任

響樂團、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

逢源絲竹弦樂團客席指揮，並與泰武國小共同合奏演出。

團……等數十個樂團之客席豎琴

2009-2011 出任德國奧藤瑙爾樂團音樂總監。

手。在指揮方面：現任這個樂（The

2007 創立斯特拉斯堡大都會樂團 (Orchestre M)，主要演奏 20 世紀的樂章。

Music）室內管弦樂團常任指揮、

2004-2008 擔任法國米盧茲《薩爾塔列洛》合唱團指揮。

簧族單簧管重奏團客席指揮，曾

2002-2006 出任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樂團音樂總監。

任高雄市交響樂團客席指揮、高
雄市國樂團客席指揮、廣藝愛樂
交響樂團、徐家駒低音管重奏團客席指揮、桃園交響管樂團客席指揮、台北
縣青少年管弦樂團客席指揮、中國文化大學交響樂團客席指揮、來去弦樂團
常任指揮。現任宙斯愛樂管弦樂團音樂總監曁駐團作曲家。
曾為國家交響樂團、台灣國家國樂團、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新加坡華樂團、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宙斯愛樂管弦樂團、長榮交響樂團、
台北市立國樂團、高雄市交響樂團、高雄市國樂團、廈門交響樂團……等數
十個管弦樂團及室內樂團擔任作曲及編曲；也曾為公共電視、客家電視台、
中國電視公司、香港舞蹈團、國光劇團、愛樂劇工廠、三映電影、紙風車劇
團、蘭陽舞蹈團、體相舞團、肢體音符舞團、全民大劇團、大稻埕偶戲館、
一元布偶劇……等數十個單位及表演團體擔任配樂創作及音樂製作。有聲出
版方面也參與數十張唱片之製作、錄音、創作及編曲，曾九次入圍金曲獎，
並於第二十三屆金曲獎榮獲最佳作曲人獎，兩次獲『中國十大發燒唱片』最
佳古典音樂演奏專輯，入圍 2010 年『華語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演奏專輯。
國際演出經歷包括 2011 亞洲遊藝節、2010 世博會、2010 葡萄牙國際偶戲節、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2010 澳門藝術節、2009 法國國際偶戲節、2009 北京中法藝術節、2008 荷蘭
海牙 Zenith 現代音樂節、2008 法國里昂國際偶戲節、2008 新加坡現代藝術
節、2007 伊士坦堡國際偶戲節、2007 荷蘭國際排笛藝術節、2006 新加坡華
人藝術節、2005 及 2004 澳門藝穗節、2005 倫敦中國藝術節、2005 澳門藝
術節、2005 日本長笛年會、2002 世界豎琴大會、1999 美國國際爵士豎琴大
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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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介紹
附

排灣族

2013 年演出族群介紹前言
錄

排灣族是台灣原住民族中，特色相當明顯的一族，嚴格的階級社會、莊嚴隆

-族 群 介 紹

台灣原住民共有 14 個族群，人口總計 529,281 人，約占目前全台人口的 2%，

重的傳統婚俗、百步蛇崇拜、五年祭、陶壺、琉璃珠、紅黑黃服飾．．．等

比例雖然不高，但卻是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族群，其歌謠舞蹈祭典生活儀式，

極具特色的民族風情，構成了排灣族有別於其它族群的鮮明符號。傳統音樂

極具特色。1991 年至 1994 年間，風潮唱片為了重新喚起大眾對原住民音樂

方面，排灣族有著繁複多彩的演唱方式：齊唱的歌謠、用持續低音與獨唱同

的重視，保存重要的文化資產，在吳榮順老師的帶領下，一群民族音樂學者

時形成的複音歌謠、用同音反覆與獨唱同時形成的複音歌謠、雙管竹製縱笛

及專業人員至全台許多部落，錄製原住民最純樸真摯的聲音，並以各族群之

等，豐富多彩的原始天籟，及生動而富文學、哲學興味的詞意，深深具現了

名發行多張專輯。這些不僅是珍貴的蒐錄，專輯中對於各族音樂特色的介紹

排灣族的人文內涵，是值得典藏的文化音籟。

彌足珍貴，2013 年的「原住民兒童之夜」的節目單，特別摘錄魯凱族、阿美
族、排灣族、鄒族等四個族群音樂特色的介紹，希冀可以在觀賞表演時，對

排灣族的音樂特色

原住民文化內涵有更具體的認識。

排灣族不但是一個善於用藝術來表達生活與杜會制度的民族，更是一個善
於歌舞的民族。從傳統音樂的演唱方式來分類，排灣族音樂可分成齊唱的

註：因風潮唱片無發行賽夏族的音樂，本文中的賽夏族介紹摘錄於行政院
原住民委員會族群文化介紹及許常惠《傳統音樂之美》。

歌謠、用持續低音（OSTINATO）與獨唱同時形成的複音歌謠、用同音反覆
（DRONE)

與獨唱同時形成的複音歌謠。北排灣的拉瓦爾群比較喜歡用同

音反覆與在這些同音反覆之上演唱另一個曲調形成的複音唱法來演唱；然而
南排灣及東排灣則較善於運用持續低音來演唱複音歌謠。
排灣族慣於使用一個聲部演唱持續音或同音反覆，另一個聲部則在其上唱另
一個節奏明顯、旋律性較強的旋律。這種兩聲部形成的複音唱法，過去有一
種說法認為 : 排灣族人喜歡吹奏的雙管式鼻笛或雙管式縱笛，由於其中一支
附有指孔，可以吹奏旋律；另一支則無音孔，持續音及同音反覆於焉產生。
因為這種雙管式的竹笛吹奏出的複音音樂與歌謠複音唱法一致，因此兩者之
間很有可能互有因果關係。
音階使用基本上有二種，若以複音唱法來唱時，是以 DO、RE、MI、FA、

SOL 形成類似西洋音樂體系中的自然音階（DIATONIC) 為主；齊唱時則以
DO、MI、FA、SOL 的四聲音階為主。排灣傳統歌謠除了南排灣布曹爾群及
部份東排灣 PAKALOKALO 群的五年祭（MALUVUG），傳統婚禮使用的歌謠
佔了絕大部份。婚禮上的歌謠及舞蹈也有其嚴格的制約性，婚禮當天半夜之
前是屬於未婚男女的歌舞會，男女雙方家長可趁此機會為自己子女物色好的
對象。半夜之後是屬於新娘家的聚會，女方的長輩們都會圍坐在新娘家內的
石板大廳中，舉行令人感動的「祝福禮歌會」，幾乎整夜排灣族的長輩們都
是以複音性的合唱來祝福這對新人。此外，也有專屬男人狩獵回來後演唱的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誇耀功績的歌謠。過去女巫婆（MALADA）在治病、驅邪、祈雨所唱的祭儀
性歌謠也是傳統歌謠中不可或缺的部份，情歌的對唱更是排灣族音樂的一大
特色。排灣童謠曲調簡潔生動，但歌詞隱喻頗深，必須反推敲始能知曉其中
另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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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阿美族

錄
-族 群 介 紹

阿美族是九大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分佈於中央山脈的東側、太平洋沿岸的

阿美族的音樂內容與特色

狹長地帶，北自花蓮奇萊平原，南到台東以南的太麻里，東南到屏東恆春一

傳統阿美族歌謠可以分成三個部份：

帶，大多居住在平地，只有極少數住在山谷中。

一、 豐年祭歌謠：豐年祭是阿美族一年一度屬於部落中最大的祭典，而

依地域、語言、風俗的不同，阿美族又可分為南勢阿美、海岸阿美、秀姑巒

只 限 於在 這個 祭典 中所 唱且 平時 禁唱 的歌 謠即為 豐年 祭歌 謠。豐

阿美、卑南阿美、恆春阿美五群。其中大部份的阿美人自稱為「pangtsah」，

年祭歌謠的特點為每一首歌都是由領唱與群眾形成的應答式唱法

只有台東成功、東河及池上以南的卑南阿美自稱 amis，但因清代以後的官

(responsorium) 來演唱，領唱者至少一到三、四位，其餘的都是應

方文書大都以 amis 的音譯做為此部族的統稱，因而產生「阿美族」一名。

答者。祭歌必有舞蹈配合，歌詞包含了許多虛詞母音 hai、hin、hoi、

阿美族的母性社會組織及年齡階級制度，向來是原住民族中至為著稱者。其
社會組織以母系繼承制為主軸，一個人出生後便與母親同屬一個家庭、世系
群與氏族，女性在親屬組織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對外事務及氏族的活動仍
以男性為代表，母舅的地位最高，長兄次之。男子參與部落性事務的憑藉，
乃著眼於在年齡階級組織中的地位，因而造就了阿美族部落組織的嚴密性。
幾乎所有的阿美族男性都需經過年齡階級制度的考驗，十三 ~ 十五歲時，便

yan 等，音階的使用以五聲音階居多。
二、 一般性歌謠：這是指平時所唱的歌謠，包括工作歌及生活歌。演唱方
式除應答唱法外，大多是以齊唱的方式來進行，而南部卑南阿美卻時
興以自由對位的複音唱法來自娛。
三、 宴會歌舞：這是宴會時邊唱邊跳的歌舞，阿美族往往在有朋友來訪或喜
宴喝酒興高采烈之時，圍成圓圈唱歌跳舞，類似組曲一般歌舞通宵達旦。

要通過成年禮，接受嚴格的體能、戰鬥、捕魚等訓練，方能正式入級，成為

阿美族的歌謠中有一種特殊的複音唱法，其各個聲部旋律的安排與對位的巧

年齡階級的一份子。新人入級後，原來的各級往上順升一級，每一階級皆有

妙運用，在台灣諸原住民族中都是獨樹一格的。此種複音唱法是由六到七位

其特定的社會地位和需負擔的權利義務，級層愈高的老人家愈受尊重。

男女族人分成二到四個聲部，先由一位即興能力最強的男性族人領唱一段，
如示導動機一般，之後族人以不同的獨立聲部形成的自由對位加進來，各個

除了日常生活需奉行階級制度外，豐年祭是另一個行使年齡階級組織的場
所。對傳統上以山田燒墾栽植小米的阿美族人而言，豐年祭是一年中最重要
的社群活動。每年七 ~ 九月，各部落分別舉行傳統祭禮，向族中長老及祖靈
致敬，以歌舞驅禍祈福，同時進行村落的歲合。在如此熱鬧、歡騰的場合中，

聲部的歌詞是截然不同的，中間時而匯集成同一聲部，時而分離成獨立聲部
進行競逐，但最後都會回到同樣的音高上做為結束音或小結尾。這種自由對
位複音的唱法，沒有絕佳的默契及高超的歌唱功力是唱不來的，二十幾年前
就只剩幾位長者能以此種唱法來演唱。

音樂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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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鄒 族

賽夏族

鄒﹝曹﹞族是台灣原住民中人口較少的一族，依語言及文化的差異分為南

錄

鄒、北鄒兩個支群。北鄒即所謂的阿里山鄒，現僅存達邦、特富野兩社仍維

-族 群 介 紹

持著部落的傳統。

賽夏族的社會與文化 - 摘錄自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主要分佈於苗栗縣南庄、獅潭二鄉及新竹縣五峰鄉山區，人口約有 6,019 人
(100 年 04 月數據 )。社會組織以父系氏族組織為主，各氏族團體傳統各有

阿里山鄒族的音樂特色
從歌樂本身的功能和性質上來劃分，目前阿里山鄒族可以分成五個部份：
一、 祭典歌謠：目前鄒人每年 ( 或每兩年 ) 定期所舉行的戰祭 mayasvi 中
所使用的祭典歌謠。也就是鄒人所稱的 pasu mayasvi。

其圖騰象徵物。清領時期紛改漢姓，逐以原圖騰譯為其姓氏之名，如「風」、
「日」、「夏」等姓，祭儀活動以矮靈祭為其中最重要者，而族中歌舞精華亦
以此為主，由於居住地鄰近泰雅族，在物質文化上受其影響較多。南、北賽
夏族各有頭目一名，各家族的長老地位崇高。賽夏族的姓氏非常特殊，大抵
以動物、植物、自然現象作為氏族的名號，每一姓氏又負責主持不同的祭儀。

二、 傳統非祭儀性歌謠：鄒人祖先代代相傳下來，屬於鄒人日常生活中，
個人或集體即興而傳唱的非儀式性的歌謠。也就是鄒人所稱的 pasu

矮靈祭典：

Tsou。

兩年一次的矮靈祭典，是賽夏族最重要的儀式，賽夏人叫這祭典叫做「巴斯

三、 改編歌謠：鄒人很快擷外來歌謠曲調，如東洋小調式的歌謠、西洋名曲、
漢族民歌，配上日常所使用的鄒語，而成為所謂的改編歌謠。
四、 時下創作歌謠：受十年前台灣「校園創作民歌」運動影響，有一部份

答愛」，時間在農曆的十月，每兩年舉辦一次小祭，每十年舉辦一次大祭，
每到這時候，外地的族人都會趕回來，以最虔敬的心慶祝祭典，矮靈祭是賽
夏族流傳至今的少有的原始祭典，保存了他們代代相傳的習俗及追思的美德。

的年輕族人，拿起簡單的樂器如吉他或鍵盤樂器，來自己創作屬於鄒
族青年的歌謠。其音樂風格，有完全創新的曲與詞，也有從傳統的歌

賽夏族的音樂特色 - 摘錄自許常惠《傳統音樂之美》

謠曲調當中，擷取部份動機加以發展與變化的歌曲。

賽夏族的音樂也是相當原始，其基本音組織主要為三音組織，包括：

五、 教會聖歌：指被用於阿里山鄉鄒族教會中的所有聖歌。其中有西洋聖

1. 三音組織：在小三度上方加大二度及三音組織之重疊成五聲音階。

詩、國語聖詩，但最重要的部份是利用傳統鄒人歌謠之曲調，重新改

2. 三音組織：在完全四度上加大二度及三音組織之重疊成四聲音階。

編成以鄒語式的歌詞來演唱的聖詩及彌撒曲。鄒族傳統生活歌謠大多

矮靈祭裡祭典的歌謠，保存了豐富的古老傳統，且透過長篇歌詞，及巧妙的

建構在以 La 調式、Sol 調式、Do 調式形成的五聲音階上。曲調很少超

押韻法，呈現出其美妙的口傳文學。

過八度音程，大多在五度音程之內。節奏的運用，除了一般以「偶數」

例如，「開始播種之歌」（Kakisto-Mokohan）：

拍的基本節奏之外，又以自由散板式的節奏及三拍子的節奏型之使用
最為特殊。玩文字遊戲的歌謠，在鄒族音樂當中也具有相當的普及性。

歌詞：A：Kale Nape Ka Boguru,（意思不明，可能是請神的宣詞）
B：Kahahe Ka Heyur,（一早帶著茅草火把）
C：Kate Solo Rao Ho;（帶著小孩去田裡）
D：Raisaka Mua Ho,（到了山坡地開始播種）
E：Mua Ho O Lahoru 。（順著下坡地往下播種）
矮靈祭共有十五首的祭歌，每一首有一到六段不同的歌詞。賽夏族對矮靈祭
中的歌謠何時演唱、唱些什麼、是否加入舞蹈、甚至是歌唱速度的快慢等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細節都有嚴格規定。且開頭處都會出現植物的名稱，並且以此植物名的尾音
來押韻。除了第五首和第十一首之外，其餘每一首都使用相同的旋律。除第
十二、十四和十五首之外，常由領唱者開頭，爾後再加入齊唱。在矮靈祭典
中也常用一些杵聲、鈴聲等裝飾作為器樂的陪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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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魯凱族

錄
-族 群 介 紹

魯凱族的族群分布

魯凱族的音樂特徵

魯凱族自古以來常和排灣族的拉瓦爾亞族（Raval）及布曹爾亞族（Butsul）

魯凱族的傳統音樂，在樂器的使用方面，是以口簧、弓琴及竹

兩個亞族群合稱為「傀儡番」；而魯凱（Rukai）之名在日據時代已被如是

笛為主。其中又以雙管式的縱笛和鼻笛用的最廣，它的構造與吹孔的

稱呼著，究竟何義？迄今仍不詳。在以前，他們自稱為「澤利先」（Tsarisen）

排列方式也與排灣族的雙管縱笛相同。亦即雙管內的一管沒有指孔，可吹奏

意為「住在山地的人」，那時他們和排灣族的關係還未分得清楚，便共用著

出持續低音。另一管則開三或五孔，其功能是吹奏主要旋律。由於雙管齊吹，

這個名稱。

複音現象因此而生。隨著文明的轉變與時代的更替，魯凱族的所有樂器幾乎

居住在台灣的東南邊上的魯凱族，據說原來都住在台東大南溪上游右岸，舊

已消失迨盡，尤其是弓琴與口簧琴，在魯凱部落早已不見蹤影。

大南部落和知本主山之間，魯凱人稱為「Shkipalicihi」的地方，後來和居處

歌謠方面，魯凱族的歌樂可分成單音性與多音性的歌謠二種。單音性的歌

附近的太麻里排灣族為了某些原因而反目成仇，而被迫西遷，越過大武山定

謠是以獨唱或齊唱來唱，尤其是童謠即是。多音性的歌謠幾乎全部以持續

居於好茶村（舊好茶）。約過三百年，又有一批人自好茶遷到阿禮村；又過

低音（OSTINATO) 及同音反覆唱法形成的二部複音為主，也有三部的情形

百餘年，又有另一部分的人自好茶遷到了霧台村。

出現。分成二部時，上聲部是以獨唱擔任旋律，魯凱族人稱為 AQALAI。下
聲部是以合唱唱出同音反覆或持續低音，這個聲部族人稱為 ZALEBUZBU。

魯凱族主要可分成三個支群：

有三部合唱時，在低音聲部之上還有一個歌者擔任獨唱聲部，族人稱為

一、以台東大南社為中心的大南群，又稱東魯凱群：台東縣卑南鄉的大南村。

WAILUKU。 在茂林鄉的下三群複音合唱的情形較少，齊唱的現象較多。

二、以屏東的霧台為中心的隘寮群，又可稱西魯凱群：屏東縣霧台鄉的好茶、
阿禮、去露、霧台、佳暮及大武村
三、高雄濁口溪沿岸的下三社群，又可稱濁口群：包括高雄縣茂林鄉的茂林、
萬山及多納等村。

魯凱族的傳統歌謠是以魯凱母語形成的歌詞（實詞），及無意義的虛詞形成
的副歌交替演唱為主。進行複音合唱時，一定先由一位歌者先領唱，接著是
眾人齊唱，之後才進行分部合唱。分部合唱時一定是唱以無意義的虛詞形成
的副歌（REFRAIN) 部份，因此每首歌都有固定的副歌，避免造成合唱時歌
詞參差不齊的現象產生。然而實詞的歌詞部份，都是隨獨唱及領唱者的自由

此外，近期由西魯凱群遷移而新建立的村落，如三地鄉的青葉村（原名阿烏
村）、以及瑪家鄉的南三和村。這三群的居住地，都位於東南部的中央山區，
且由於住處的地緣關係，魯凱人早在漢人勢力進入之前，便和居住於附近的
卑南族、排灣族有著密切的來往，甚而通婚。由於如此頻繁的彼此往來，魯
凱族在文化層面上明顯地受到附近族群的影響，尤其在儀典及音樂方面與排
灣族頗多類似。像大南村的魯凱族，因為其周圍都是卑南族的居地，故其在
某一程度上受卑南族的影響很大。而居住在屏東霧台鄉的魯凱族，是較少受

意志而即興變化。
歌謠的種類可分成祭儀性歌謠、生活性歌謠及童謠三大類。祭儀性的歌謠都
與部落性的嚴格社會階級制度有關，例如：專屬於男性的勇士歌及專屬於女
性的炫耀自己身份的歌謠，或平民對頭目的各種讚歌等等。生活性的歌謠最
多，大都與男女之間的愛情活動有關的主題來對唱。童謠的主題很廣，寓言
式的主題最多，通常以獨唱或齊唱演唱。

到他族影響的一支，故而迄今還保存了不少魯凱族的固有文化傳統。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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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起
連結 NPO 組織的力量

本基金會在 921 地震後，以「創造力教育」的專長，於 2001 年起為災區的
部落學童提供科學創意體驗營隊，逐年持續且擴大範圍的服務，對於部落學
校教育和偏鄉兒童的需求，有了具體的認識與了解，同時也建立了互信互賴
的合作關係。2002 年起，「東元」在中央山脈最深處的南投縣仁愛鄉合作
國小的請託下，開始思考如何在符合基金會精神宗旨的原則下，展開「認養
部落傳統歌謠舞蹈訓練計畫」的扶植工作，2003 年以實驗的精神，運用基
金會以外的資源，展開對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的支持計畫，而真正的「策略
聯盟認養作業」是在 2004 年逐步推動，由本基金會郭瑞嵩董事長出面邀請
大眾教育基金會及吳桂蘭文化藝術基金會，聯手扶植當年由南投縣信義鄉的
馬彼得校長所指導的「新鄉布農兒童合唱團」，這是「驚嘆號－原民族群永
續教育計畫」第一個正式扶植的團隊，也是「驚嘆號」最初的策略聯盟扶植
認養模式。

何以稱「驚嘆號」
本策略聯盟由「東元」號召「NPO/NGO」‧「企業」‧「個人」及「學校」
組成，建置「供需平衡」的資源平台，以「文化」為根、以「教育」為樁、
以「人」為本、以「族群」為體，透過「資源整合」、「供需媒合」、「傳
習經費挹注」及「教育計畫實施」的方式，督促與扶植部落學校或社區，發
展新世代適情適性的教育方案，並持續提供延伸學習活動，確保原住民新世
代天賦長才的培養發展、族群文化藝術的傳承發揚、知識技藝的成長、競爭
力的提昇。期盼透過聯盟的努力與各界的支持，讓社會各界認識台灣原住民
文化藝術之精緻與可貴，並產出令人驚艷的「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
群永續的能量」，是以定名為「驚嘆號」！ 並於 2008 年起，與科技人文活
動、創造力教育，並列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三大計畫之一。「驚嘆號 原民族群永續教育計畫」亦於 2009 年起，接受教育部終身學習計劃的支持，
有效的提高策略聯盟的影響力，並擴大族群與部落的服務範圍。

傳習計畫成果豐碩
截至 2013 年 5 月止，接受扶持的團隊計 43 個 ( 遍及 8 個縣市，36 所學校
或部落社區 )，受益學童達 2000 人以上，加上延伸學習方案的青少年及教師，
達 15000 名以上。傳習團隊也積極參加競賽及展演，成果優異，傳統歌謠舞
蹈傳習數量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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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 掌握族群尋根溯源的核心價值

目 標

－

產出令人驚艷的「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群永續的能量」

附
錄
支
- 持偏鄉的心意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資料（2013 年 4 月），台灣原住民目前共有 14

本基金會以支持偏鄉教育的十年經驗為基礎，持續提出「驚嘆號 - 原民族群

個族群，總人口計有 529,281 人，然而本「策略聯盟」過去受限於資源，所

永續教育計畫」，第一階段 2002 至 2006 年為期四年的建置期，2007-2011 為

支持服務的對象僅佔原住民人口的 1%。雖然原住民傳統文化藝術多采多姿，

期四年的擴展期，2012 年起為永續期， 2013 年接受本平台扶植的偏鄉部落學

是族群尋根溯源與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卻因 32% 的原住民分布在山區交

校或團體，計畫可涵蓋 10 族，遍及南投縣、屏東縣、高雄縣、嘉義縣、花蓮縣、

通、資訊、經濟和教育弱勢的部落，而所有原住民族群皆處在有語言但無文

台東縣、宜蘭縣、苗栗縣等 8 個縣市，認養及發展的教育方案包括傳統歌謠、

字的狀態，使得傳統文化藝術及語言瀕臨失傳的困境。加上山區部落的原住

舞蹈、樂器、技藝、才藝、體能競技與健康等訓練計畫計 43 個，同時執行原

民家庭功能不彰的比例高達 40-90％、部落學校普遍面臨師資流動率高、缺

住民兒童之夜、生命與藝術教育、原住民師資成長、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部

乏傳統文化藝術專業師資、教育相關支持系統嚴重不足等困境，凸顯持續建

落兒童科學創意體驗營、原聲合唱團教學及演出、原鄉兒童傳統文化藝術、攝

置一個長期的認養平台，以擴大媒合社會資源與部落發展的教育需求，傳習

影學習計畫、健康早餐與營養午餐以及其它延伸學習活動等 18 項方案。串連

族群傳統文化藝術，扶持少數族群永續教育的必要性。

的認養資源，共計達 26 個 NPO/NGO 組織、27 家企業、4 個民間社團及百位
以上的善心人士，攜手確保原住民新世代天賦長才的培養發展、族群文化藝術
的傳承發揚、知識技藝的成長、競爭力的提昇。

願 景

－ 以原民族群永續發展為志

原住民族皆有語言，但無文字，在漢文化及國語文教育普及的今日，形成原
住民族語言及文化藝術的傳承，極其不利的環境。因此「驚嘆號」將有利於
台灣原住民永續的教育方案，作為優先支持扶植的計畫，而傳統的歌謠、舞
蹈、技藝、祭典儀式，因為是原住民族的核心價值，因此也成為核心計畫。
另外，因族群永續需要以「文化藝術」為根基外，聯盟成員攜手合作，所提
供的各種增進競爭力的學習方案，都是以原民族群永續發展為使命的計畫。

中長程工作目標
一、共識建立：建立部落重視傳習傳統文化藝術的觀念及行動。
二、能量整合：讓部落具備傳統文化藝術傳承的能力與資源開發整合的能力。
三、尊重珍惜：以族群精確豐富精彩的傳習成果，促進政府與社會整體的尊重、
珍惜與發揚。
四、增能益智：藉長期的教育計畫，增進新世代的生活能力、企圖心與競爭力。
五、消弭惡風：讓每一位家庭功能不彰的學童，也都成為部落社區的中堅（消
弭酗酒惡習）。
六、自給自足：讓每一位部落學童都可以透過學習與引導，成為可以自給自足
的成人。
七、特色民族：透過蒐集、編採及傳習，讓每一個部落達到追本溯源，並成為
擁有傳統精神與特色兼具的族群。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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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 策略聯盟、扶植認養、延伸學習、理念推廣方案

附

策略聯盟

錄

召集 26 家基金會、27 家企業、百名善心人士、都會 18 所學校，透過整合、
互助、合作與尊重，為 43 個被認養扶植的部落教育團隊，提供多元專業的

支
- 持偏鄉的心意

服務
（一）籌措傳統文化藝術蒐集、編採、傳習有關的經費、資源與服務。
2. 民間企業 -

（二）提供與教育、學習有關的服務。
（三）辦理成長工作坊、訪談，共同承擔 18 項教育與學習計畫。

(01) 耐特科技材料（股）公司

(15) 文信電子有限公司

（四）召集傳習團隊經費認養人，配合節慶親訪部落，並提供藝文賞析活

(02) 法國巴黎銀行

(16) 風車生活（股）公司

(03) 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17) 龍代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五）精確的資訊傳輸－發送「驚嘆號時時報」。

(04)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18) 台灣美麗果（股）公司

（六）透過成果發表展演，達到族群文化藝術交流之目的。

(05) 首都客運公司

(19) 展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七）六大類型聯盟成員，形成資源供需平台 :

(06) 南京資訊（股）公司

(20) 台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07) 伊莎貝爾

(21) 豐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 浪琴表

(22) 名日告 企業 ( 股 ) 公司

(09) 曜翰公司

(23) 味留 ( 股 ) 公司

(10) 仙豐藥廠

(24) 紅久國際

(11) 禎祥食品

(25) 東方先進技術開發 ( 股 ) 公司

(12) 麗聖國際（股）公司

(26)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13) 麗思國際有限公司

(27) 明緯企業 ( 股 ) 公司

動，促進部落新世代人文教育。

1. 非營利組織 (01) 安平文教基金會

(14) 中華電信基金會

(02) 錸德文教基金會

(15) 大眾教育基金會

(03) 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16) 光泉關懷慈善基金會

(04)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17) 薛伯輝基金會

(05) 大方廣慈善事業基金會

(18) 國光劇團

(06) 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19) 台灣豫劇團

(07) 光泉文教基金會

(20) 舞工廠

(08) 逢源教育基金會

(21) 采盟文教基金會

(09)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2) 廣達文教基金會

(10)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23) 台灣喜大人協會

(11)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24) 台北市台灣銀髮族協會

(12) 台聚教育基金會

(25) 微遠文化藝術基金會

(13) 大聯大文教基金會

(26)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14) 八方新器（股）公司
3. 民間社團 (01) CFP CLUB
(02) 珍珠會
(03) 惠群聯誼會
(04) 台灣電電同業公會夫人聯誼會
4. 個人支持 沈寶島、洪 蘭、張 洵、顧炳容、何美育、何美昌、劉淑美、錢靖雯、
賴美芳、鄭嘉珮…等近百人
5. 都會學校團體 -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信義、吳興、福德、辛亥、興雅、三興、長安、忠孝、永春、松山、
興德、再興、金華、博愛、民生、建安…等 18 所小學
6. 部落學校團體 36 所學校及部落，共 43 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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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認養
附

類別

支持部落學校傳統文化藝術傳習計畫 ( 歌謠、舞蹈、技藝 )，及與天賦長才有

縣別

關的培訓計畫 ( 才藝、柔道、競走 )，提供相關經費之需求，並鼓勵支持參加

錄

各式展演與競賽。

支
- 持偏鄉的心意

類別

縣別
南投縣

屏東縣

傳
統
歌
謠

嘉義縣

南投縣

所屬學校
台灣原聲
音樂學校

團隊名稱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人數
197

排灣兒童古調歌謠傳唱隊

28

南京資訊 ( 股 ) 公司

泰武部落青少年

排灣青少年古調歌謠傳唱隊

19

浪琴表

青葉國小

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

43

法國巴黎銀行

佳義部落

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30

顧炳容

三地國小

排灣歌謠隊

37

薛伯輝基金會

來吉國小

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27

錸德文教基金會

武陵國小

布農兒童合唱團

54

法國巴黎銀行

霧鹿國小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48

海端國中

海端布農青少年合唱團

50

大王國中

排灣青少年傳統歌謠隊

45

古風國小

布農兒童歌謠合唱團

27

數
量

團隊名稱

人數

支持單位

合作國小

賽德克兒童舞蹈團

55

全球一動 何薇玲女士

平靜國小

賽德克兒童歌謠舞蹈團

28

曜翰公司

大成國中

原住民舞蹈社

50

青山國小

排灣兒童歌舞劇團

56

口社國小

沙卡蘭排灣文化傳承隊

31

耐特科技材料公司

武潭國小

武潭歌舞劇團

35

安排中

萬安國小

排灣兒童傳統歌謠舞蹈

-

安排中

民族大愛國小

歌謠舞蹈團

-

安排中

阿美社區青少年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實驗劇場

20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

銅蘭國小

太魯閣族舞蹈隊

20

大方廣慈善事業
基金會

北埔國小

阿美傳統舞蹈隊

40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三棧國小

太魯閣族布拉旦兒
童歌謠舞蹈團

48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

金岳國小

泰雅兒童歌謠舞蹈團

30

張 洵 女士

南澳國小

南澳國小歌謠舞蹈團

25

大聯大教育基金會

碧候國小

碧候國小歌謠舞蹈團

62

安排中

介達國小

魯凱排灣兒童歌謠舞蹈團

40

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賓茂國中

賓茂 VASA 排灣歌謠舞蹈隊

30

禎祥食品

蘭嶼中學

雅美族青少年歌謠舞蹈團

50

大王國中

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隊

45

數
量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泰武國小

台東縣

花蓮縣

支持單位

所屬學校

屏東縣

高雄縣

12
隊

花蓮縣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
教基金會
安排中
安排中

傳
統
舞
蹈

宜蘭縣

20
隊

台東縣

苗栗縣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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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河國小

東河瓦祿拉馬斯歌謠舞蹈團

25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
LEKO 之友：
麗聖 (股)‧麗思國際‧
豐園實業 ( 股 )‧
名企業 ( 股 )‧
八方新器 ( 股 )‧
文信電子 ‧
風車生活 ( 股 )‧
台灣美麗果 ( 股 )‧
龍代投資顧問 ‧
紅久國際‧味留(股)‧
台北市台灣銀族協會 ‧
台灣喜大人協會 ‧
微遠文化藝術基金會 ‧
展譽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 ‧ 東方先進技
術開發 ( 股 )‧
劉淑美 ‧ 錢靖雯 ‧
賴美芳 ‧ 鄭嘉珮 ‧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61

附

類別

縣別

所屬學校
久美國小

團隊名稱
布農鄒族踢踏舞蹈團

人數
35

錄
支
- 持偏鄉的心意

才
藝

南投縣

支持單位

親愛兒童原鼓隊

54

CFP CLUB、 大 眾 教 育
基金會、洪建全教育
文化基金會

大成國中

打鼓社

50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

泰武國小

排灣木雕藝術文化

22

南京資訊 ( 股 ) 公司

傳
統
技
藝

屏東縣
台東縣

東清國小

拼版舟代代傳習計畫

13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

體
能
競
技

屏東縣

三地國小

柔道隊

30

錸德文教基金會

花蓮縣

松浦國小

阿美兒童競走隊

20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

營
養
午
餐

力行國小

營養午餐

82

台灣電電同業公會
夫人聯誼會

合作國小

活力早餐

70

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蘭嶼中學

營養午餐

174

錸德文教基金會

東清國小

營養午餐

77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

6
大
類
型

36 個學校部落

共 1678 人

台東縣

8 縣市

認養團隊分佈圖

錸德文教基金會

親愛國小

南投縣

數
量

南投
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舞蹈團
平靜國小：賽德克兒童歌謠舞蹈團
力行國小：營養午餐
親愛國小：親愛兒童原鼓隊
大成國中：原住民舞蹈社、打鼓社
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久美國小：布農鄒族踢踏舞蹈團

3
隊

2
隊

苗栗
東河國小：東河瓦祿拉馬斯歌謠舞蹈團

2
隊

宜蘭
南澳國小：南澳國小歌謠舞蹈團
碧候國小(籌備中)：
碧候國小歌謠舞蹈團
金岳國小：泰雅兒童歌謠舞蹈團

嘉義
來吉國小：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4
隊

高雄
民族大愛國小(籌備中)：歌謠舞蹈團

43 個團隊

花蓮

屏東
青山國小：排灣兒童歌舞劇團
口社國小：沙卡蘭排灣文化傳承隊
青葉國小：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
泰武國小：
排灣兒童古調歌謠傳唱隊
排灣木雕藝術文化
泰武部落青少年：
排灣青少年古調歌謠傳唱隊
三地國小：柔道隊
佳義部落:Pasagalan希望兒童合唱團
武潭國小(籌備中)：武潭歌舞劇團
萬安國小(籌備中)：排灣兒童傳統歌謠舞蹈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台東

三棧國小：
太魯閣族布拉旦兒童歌謠舞蹈團
阿美社區青少年：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實驗劇場
北埔國小：阿美傳統舞蹈隊
銅蘭國小：太魯閣族舞蹈隊
松浦國小：阿美兒童競走隊
古風國小(籌備中)：布農兒童歌謠合唱團

蘭嶼
東清國小：拼版舟代代傳習計畫
營養午餐
蘭嶼中學：雅美族青少年歌謠舞蹈團
營養午餐

武陵國小：布農兒童合唱團
霧鹿國小：布農傳統祭儀歌謠培訓隊
海端國中：海端布農青少年合唱團
賓茂國中：賓茂VASA排灣族傳統舞蹈
大王國中：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隊
(籌備中)排灣青少年傳統歌謠隊
介達國小：魯凱排灣兒童歌謠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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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演

延伸學習活動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計畫
在屏東、花蓮、台東縣市文化中心，所辦理的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中，

部落兒童科學創意體驗計畫
由台北科學大魔界的田園老師，以符合人類大腦學習的原則設計課程，將

邀請該縣認養團隊演出，合計參與成果展演的團隊，達 15 所以上。

真實世界經常發生的事件，大量的融入課程，重複的用有意義的經驗突顯

支
- 持偏鄉的心意

課程學習主題，並廣泛使用與學生自身生活經驗有關的例子，提供有效學
原住民兒童之夜
假台北市國父紀念館大會堂辦理「原住民兒童之夜」，於 43 個團隊中擇
8 個團隊正式演出，演出師生達 350 人。

計畫項目

生命與藝術
創意驗計畫

原住民
兒童之夜

內容

傳習團隊生命與藝術
創體驗活動中，呈現
年度傳習成果。

對孩子們傳承及發揚
族群文化的使命給予
支持，孩子從傳統歌
謠舞蹈嚴格的訓練過
程中，建立了各領域
的學習信心，從生澀
到精練，讓美好的藝
術文化，透過展演，
或悠揚或剽悍或精緻
或深沈的精彩呈現。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習的 2 個科學單元課程，引發部落學童對科學的興趣。本計畫跨越宜蘭、
南投、屏東、嘉義、花蓮與台東等六個縣市的 129 個部落學校，為 7,609
位學童，提供 2 個單元共計 4 個小時的課程。

參加對象

主辦單位

1. 台東場 (1236 人 )

1. 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2. 廣達文教基金會
3. 台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4.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5. 台東縣政府教育處・文化處

2. 屏東場 (836 人 )

1. 光泉文教基金會
2. 台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3.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4.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文化處

3. 花蓮場 ( 808 人 )

1. 佛教大方廣慈善事業基金會
2. 台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3.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4. 洪 蘭教授
5. 臺北市遠見 天下文化
教育基金會
6.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文化處

43 個認養團隊中擇 8
個展演
觀眾超過 2500 人

1. 法國巴黎銀行
2.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基金會
3. 國父紀念館
4. 台灣高速鐵路 ( 股 ) 公司
5. 首都客運
7. 錸德文教基金會
8. 浪琴表
9. 采盟文教基金會
10. 禎祥食品
11. 仙豐 ( 股 ) 公司
12. 逢源教育基金會
13. LEKO 之友
14. 麗嬰房
15. 義美食品
16. 何美育 ‧ 何美昌
17.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
18. 明緯企業 ( 股 ) 公司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計畫
以欣賞電影、戲劇、音樂會、舞台劇、傳統原住民表演（認養團隊成果展
演）、台灣民俗文化…等活動，持續為台東、花蓮、屏東三個認養團隊最
多的縣市，在新年及耶誕節前夕，假該縣市文化中心各辦理一整天的體驗
學習活動。人文藝術賞析之外，盼可豐富部落學童人文生活及提昇人文素養。

計畫項目

內容

參加對象

主協辦單位

部落兒童科學
創意體驗計畫

活化部落學校的教學模式，
直接指導學童學習「白努
129 所部落學校
力原理」、「圓周運動」
合計 7609 名學童
等科學原理，引發學童對
直接學習受益
於科學學習之興趣、帶動
科學學習風氣，同時提昇
部落學童科學知能。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科學大魔界
逢源教育基金會

生命與藝術
創意體驗計畫

欣賞豫劇 : 王月英鬧殿 <
台灣豫劇團 >、京劇 : 美猴
王 < 國光劇團 >、芭蕾舞蹈
賞析 < 首督芭蕾舞團 >、林
伯儀老師藝術賞析 < 藝術
之神 - 米開朗基羅、尋找
畢卡索的老師 >、古典音樂
賞析 <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
團 >、民族管絃音樂會 < 逢
源民族管絃樂團 >、精選影
片賞析、原住民傳統歌謠
舞蹈 .. 等一整日的學習活
動。

光泉文教基金會
大方廣慈善事業基金會
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洪蘭教授
臺北市遠見 ‧ 天下文化教
育基金會
廣達文教基金會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文化處
台東縣政府教育處、文化處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文化處

部落師生 3000 人
1. 屏東縣
2. 台東縣
3. 花蓮縣

部落學校師資成長計畫
以提昇教學職能為目標，為教師規劃系列成長課程。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
傳統歌謠舞蹈傳習師資成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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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為原民族群創造令人驚嘆的感動
建置以「文化」為根、「人」為本、以「族群」為體，以「教育」為樁的

錄

教育公益平台。
創造 15000 名部落新世代的學習成長資源。

支
- 持偏鄉的心意

發展 18 種以上部落學校適情適性的教育方案。
部落學童傳習約 151 首傳統歌謠、34 支傳統舞碼、2 項傳統技藝、3 項才

展 望－連結民間與政府的力量創造“驚嘆”

藝與 2 項體育。

號召非營利組織、企業或社團，共同承擔計畫經費及資源所需的 89%，剩餘的

創造多元的校際、部落與族群交流模式。

11%，發揮聯盟影響力，及方案效益的說服力，每年持續向政府部門爭取支持。

學者專家的智慧融入原住民教育。
創造專業的展演機會及文化展現的機會：
•支持團隊參加縣賽、區賽、全國賽、社區展演。
•參與兩廳院等大型演出。
五月泰武排灣古謠隊雪兒與台北愛樂青年管弦樂團於國家音樂廳演出。

以有效運作的扶植平台，確保政府經費的穩定挹注，並發展創新的服務方式，
強化「驚嘆號」的效益。
以「策略聯盟」的形式，強化組織間的合作，讓更多非營利組織與企業透過本
策略聯盟的扶植互助，成為支持部落族群永續發展的專業組織。

九月泰武排灣古謠隊與國家國樂團於國家音樂廳演出。
•孩子們藉展演建立自信、文化認同、文化呈現，同時拓展生活視野與豐

為了持續增進「原民族群永續」的效益，持續辦理「原住民傳統歌謠舞蹈的
師資培訓」、「新世代的傳承種子培育計畫」…等可以立即產生效應的計畫，

富生活體驗。
•培訓過程中毅力的培養、抗壓性的鍛鍊、價值觀的建立、人生志向願景的

並說服其他基金會專案支持。

發展、孩子的成長改變…，皆是「驚嘆號」可以持續努力創造且令人驚

以成為原住民族群永續的典範計畫為目標，以整合更多資源、滾動更充裕的經

嘆的感動。

費、提供更多元的服務方案為己任，讓「驚嘆號」為台灣的原住民族群，締造

為傳統的族群文化藝術留下完整紀錄：

美好的族群發展願景。

•傳統歌謠篇
（含簡譜、歌詞、歌謠的故事〈內容、背景介紹〉、歌謠 CD…）
•傳統舞蹈篇
（含簡譜、舞蹈的故事〈內容、舞步的介紹、背景介紹〉、影音光碟…）
與世界接軌對話：
•以原住民各族的傳統文化藝術的傳習為起點，開啟與世界對話的窗。
•以精練的傳統歌謠舞蹈為國際交流的語言，與世界對話、接軌。
五月 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赴德國參加「第 34 屆國際韓德爾
兒童合唱藝術節」。
五月 泰武排灣古謠隊赴愛沙尼亞演出。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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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團體與認養人對照表
縣
市

學校

團隊名稱

24.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實驗劇場

2008.10

銅蘭國小

25. 太魯閣族舞蹈隊

2011.01

佛教大方廣慈善事業基金會

北埔國小

26. 阿美傳統舞蹈隊

2012.01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全球一動 何薇玲女士

三棧國小

27. 太魯閣族布拉旦
兒童歌謠舞蹈團

2012.02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古風國小

28. 布農兒童歌謠合唱團

2013 年

安排中

金岳國小

29. 泰雅兒童歌謠舞蹈團

2009.09

張 洵 女士

南澳國小

30. 南澳國小歌謠舞蹈團

2013.01

大聯大教育基金會

碧候國小

31. 碧候國小歌謠舞蹈團

2013 年

安排中

介達國小

32. 魯凱排灣兒童舞蹈團

2007.12

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武陵國小

33. 布農兒童合唱團

2007.12

法國巴黎銀行

錸德文教基金會

台灣原聲
音樂學校

02.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2008.05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親愛國小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花
蓮
縣

2003.03

05. 賽德克兒童歌謠舞蹈團

06. 親愛兒童原鼓隊

07. 原住民舞蹈社

2009.10

2007.03

曜翰公司
CFP CLUB
大眾教育基金會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宜
蘭
縣

2009 年

大成國中

認養單位

阿美社區青少年

2006.04

平靜國小

認養時間
2009.01

01. 布農鄒族踢踏舞蹈團

04. 活力早餐

團隊名稱
23. 阿美兒童競走隊

認養單位

久美國小

合作國小

學校
松浦國小

認養時間

03. 賽德克兒童舞蹈團

南
投
縣

縣
市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08. 打鼓社

2010 年

力行國小

09. 營養午餐

2009.09

台灣電電同業公會夫人聯誼會

霧鹿國小

34.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2008.10

青葉國小

10. 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

2007.08

法國巴黎銀行

海端國中

35. 海端布農青少年合唱團

2009.07

11. 排灣兒童古調歌謠傳唱隊

2007.09

36. 排灣青少年傳統歌謠隊

2009.07

37. 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隊

2009.07

38. 拼版舟代代傳習計畫

2011.07

39. 營養午餐

2011.01

40. 雅美族青少年歌謠舞蹈團

2009.07

41. 營養午餐

2011.01

錸德文教基金會

42. 賓茂 VASA 排灣歌謠舞蹈隊

2012.02

禎祥食品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泰武國小

南京資訊 ( 股 ) 公司
12. 排灣木雕藝術文化

泰武部落青少年

屏
東
縣

13. 排灣青少年古調歌謠傳唱隊

2007.10
2009.10

浪琴表
采盟文教基金會
錸德文教基金會
珍珠會

14. 柔道隊

2007.12

15. 排灣歌謠隊

2013.04

薛伯輝基金會

青山國小

16. 排灣兒童歌舞劇團

2008.10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口社國小

17. 沙卡蘭排灣文化傳承隊

2009.09

耐特科技材料公司

佳義部落

18.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2012.08

顧炳容先生

武潭國小

19. 武潭歌舞劇團

三地國小

台
東
縣

東清國小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蘭嶼中學

賓茂國中

安排中
2013 年

萬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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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排灣兒童傳統歌謠舞蹈

安排中

高
雄
縣

大愛國小

21. 歌謠舞蹈團

2013 年

安排中

嘉
義
縣

來吉國小

22.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2008.11

錸德文教基金會

安排中

大王國中

苗
栗
縣

東河國小

43. 東河瓦祿拉馬斯歌謠舞蹈團

8
縣
市

36 所學校或部落

43 個團隊

2012.09

LEKO 之友：
麗聖 ( 股 )‧ 麗思國際 ‧
豐園實業 ( 股 )‧ 名企業
( 股 )‧ 八方新器 ( 股 )‧
文信電子 ‧ 風車生活 ( 股 )‧
台灣美麗果 ( 股 )‧ 龍代投
資顧問 ‧ 紅久國際 ‧ 味留
( 股 )‧ 台北市台灣銀髮族
協會 ‧ 台灣喜大人協會 ‧
微遠文化藝術基金會 ‧ 展譽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東方先
進技術開發 ( 股 )‧ 劉淑美 ‧
錢靖雯 ‧ 賴美芳 ‧ 鄭嘉珮 ‧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69

認養團隊傳習成果一覽表
縣
別
苗
栗
縣

南
投
縣

嘉
義
縣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傳統舞蹈

舞名

傳統歌謠

東河國小

東河瓦祿馬拉斯歌謠舞蹈
團

6支

迎神、迎靈、娛靈、舞神鞭塗
泥、等待榛木毀架、送神

1首

矮靈祭 ( 共 15 章 )

久美國小

布農鄒族踢踏舞蹈團

1支

布農之音

2首

布農之子

大成國中

原住民舞蹈社

8首

泰雅古調、舞頌、歌謠、工作歌、舞頌、織布歌、歡樂收割、鼓動泰雅琴

平靜國小

賽德克兒童歌謠舞蹈團

9首

endutudi tada 起來工作了、ugi agox 來聚集、sumibaluh 收割換工、tlamay mu dumadas 我
試著帶領、ohnay 朋友、isuku sudugiyan 我很憂愁、wa ku saqoyaw 我在沙歌謠、tlamay mu
dumadas 帶領、sama tahanulis 青菜微笑

合作國小

賽德克兒童舞蹈團

親愛國小

親愛兒童原鼓隊

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來吉國小

泰武國小

屏
東
縣

70

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2支

戀戀賽德克、生命之歌
2首
( 鼓樂 )

9支

歌名

mayasvi 戰 祭、easmoyuska
成 年 禮、ehoi 迎 神 曲、 團 結
祭、patkaya 兒 童 祝 福 禮、
easmoyusku 成 年 禮、tu`e 讚
頌過去的事、物、人、地名、
payasvi no poha`o payasvi
nomayahe 吟 唱 史 歌、 詩 歌、
eao 送神曲

排灣兒童古調歌謠傳唱隊

出征、老鷹之歌

10 首

十八姑娘 ( 客語 )、月光光 ( 客語 )、點仔膠 ( 台語 )、心肝寶貝 ( 台語 )、毋通嫌台灣 ( 台語 )、
若是你佇我的生命 ( 台語 )、獵者之歌 ( 布農語新曲 )、古馬路哈 ( 布農語新曲 )、我們的桃
蛙源 ( 國語 )、月光派對 ( 國語 )、讓生命圓滿 ( 國語 )、愛情樹 ( 國語 )

4首

miyome 安魂曲、eya yongo 捉螃蟹、pasu aulu 勸勉歌、pasu nanac'o 孤兒怨

15 首

lalualumedan 孤 獨 之 歌、 sipiapili 情 歌 對 唱、qiaudali 戀 歌、kizeliulan 思 念 之 歌、
lalesalan 追 求 女 友 之 歌、lulimai 換 工 歌、qaiqai 相 思 之 歌、lainalaina 感 傷 之 歌、
uljanaluwan、malulangi 慕情之歌、quniu 情歌、lalegean 追求女子之歌、iyai 諷刺歌、
lumamadan 歡聚歌、puqaliu 送別歌

18 首

Gelu gelu / Idu 迎祖靈之歌、Lu lje ma (sipucavicavilje) 豐年祭歌、au 送祖靈之歌、
kemasi uljaluc a senay.Qayiyauqi 勇士歌、Uwanaiyui 婚禮之歌、Pulje qa 榮耀生命之歌、
Lemayuz 為什麼、Aiyaui 歡樂歌、Asi lizuk ti ljegeay 慕情之歌、Laqinasilumudan 我的
處境 . Iyai 不要小看我的心、Yinalayina 我們的思念、Nalivan 是誰要出嫁、uniyu、Niyu
感謝母親、Ljiliyangasidaladelu 織帕在哪裡、yuqai 妳在我心中、Matjani qa qaljak ni
kaluwaki 孩子跌倒、Tima sula jialen jun jun 誰在敲敲打打

4首

歌頌祖靈《排灣古謠》、頭目婚禮《排灣古謠歌舞劇》、排灣童謠、九族禮讚

泰武部落青少年

排灣青少年古調
歌謠傳唱隊

口社國小

沙卡蘭排灣文化傳承隊

佳義部落

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3首

那魯灣情歌組曲（qaiqai、naluwan、涼山情歌）

青葉國小

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5首

apasinikipane 珍藏、kidremedreme ki kaka 哥哥的心意、ulranane 遺憾、 maswavagay 離別、
madha pu cu lri cu lri

青山國小

排灣兒童歌舞劇團

9首

qa~i yanga 懷念之歌、tjingangadrui 遊戲歌、djavadjavai 感恩歌、naluwan nalja 歡樂歌、
sapu~~~lju 思念歌、qitalesali 情歌、paljailjai 英勇禮讚、siki qeciqeciyan 戰歌、ai
ti kaka 祝福歌

1支

勇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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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團隊傳習成果一覽表
縣
別

花
蓮
縣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傳統舞蹈

舞名

銅蘭國小

太魯閣族舞蹈隊

3支

紋面的女孩、乘風之箭、
山谷的回音

北埔國小

阿美傳統舞蹈隊

1支

太巴塱部落 ilisin 歌謠

三棧國小

太魯閣族布拉旦
兒童歌謠舞蹈團

1支

紋面 ‧GaYa‧ 彩虹橋

排灣青少年傳統歌謠隊

傳統歌謠

歌名

7首

Uyas Smalu Puyan 做炊具歌、 Psdka Mgrig 比舞歌、Uysa Smalu Tutu Hlama 作竹筒飯歌、
Uyas Mhada Tutu Hlama 竹筒飯煮熟歌、Gnqbubur 聘禮歌、Swayay swayay ta han 再會歌、
除草歌 Uyas Msudu

1首

報告本事歌之一 ( 排灣、魯凱歌謠組曲 )

2首

女生歌謠的曲目、男生歌謠的曲目

8首

Macilumana（收工歌）、Baciputput( 八部合音 )、Malas tapang（報戰功）、Bisuslin（飲
酒歌）、Cimaiskadaza（勸善歌）、manaskala（歡樂歌）、Kuisa tamalaug（織布歌）、依阿！
嗨阿！（古調）

16 首

a i yaui、katalidulidui、luljemain、uatinitinunu、ljainana-inaljaina、
cekeljetasinapaian、udaudaudalja、senaiamapuljat、aiyangamilimilingan、uanaiui、
udaudaudaljusiasiange、ucacumai、izualjaupacucunan、naluanana、uauaiiya、
katagauangari

3首

起床了，快來參加射耳祭、與月亮的約定、快樂的童年

12 首

ku-isa Tamaluang Tamalaung ( 去 那 裡 )、manaskalin ( 快 樂 吧 )、madaidaz bunun ( 愛
人如已 )、Sima cisbung bav ( 誰在山上放槍 )、mapulaung <malastapang> ( 報戰功 )、
Pisusling ( 唱好聽的歌 )、Pislai ( 祭槍 )、macilumah ( 負重回家 )、Masuhaulus ( 嬰兒祭 )、
Pasibutbut ( 祈禱小米豐收歌 )、Toktok tamalung ( 公雞鬥老鷹 )、Hanhan laibulaibu ( 尋
找狐狸洞 )

3首

歡樂歌、種菜歌、豐年祭之歌

9首

字母遊戲歌、泰雅勇士工作歌、婦女工作歌 1、婦女工作歌 2、木琴演奏曲、Limuey so la
limuey yo、泰雅勇士工作歌、勇士歌、泰雅歌謠 3

大王國中

台
東
縣

宜
蘭
縣

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隊

1支

甕之鄉

蘭嶼中學

雅美族青少年歌謠舞蹈團

2支

蘭嶼傳說、神人時期的社會

海端國中

海端布農青少年合唱團

介達國小

魯凱排灣兒童舞蹈團

霧鹿國小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1支

祈雨祭

武陵國小

布農兒童合唱團

賓茂國中

賓茂 VASA 排灣歌謠舞蹈隊

3支

歡 樂 歌 謠 舞 蹈、 勇 士 戰 舞 舞
蹈、傳情歌舞蹈

南澳國小

南澳國小歌謠舞蹈團

2支

泰雅的味道、賽考利克泰雅語

金岳國小

泰雅兒童歌謠舞蹈團

1支

雅孟織夢

合
計

34 支

151 首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百步蛇系列 - VUVU 的琉璃珠
泰武國小 古本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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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團隊比賽成果與展演紀錄
縣
市

苗
栗
縣

學校

東河國小

久美國小

大成國中

團隊名稱

東河瓦祿馬拉斯
歌謠舞蹈團

布農鄒族
踢踏舞蹈團

原住民舞蹈社

南
投
縣

參加項目
101 年度全縣族語戲劇競賽

國小組特優

2011 年『戲說母語』

1 特優、3 優等
1 甲等、2 佳作

賽德克兒童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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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投
縣

學校

台灣原聲
音樂學校

團隊名稱

台灣原聲
童聲合唱團

參加項目

成績

2012 年 2 月台南奇美博物館
演藝廳及樹谷園區演藝廳

專場演出

2012 年 3 月北京柏萊沃古典音樂俱樂部
於金融家年會「寶島之夜」

專場演出

2012 年 8 月「愛築家園」音樂會

募款專場慈善演出

2012 年 11 月南投縣政府之全民運動會

開幕演出

2012 年 12 月新竹「築愛慈善音樂會」

展演

2011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100 年度 6 月阿里山鄉八八感恩活動

展演

100 年度全縣音樂合唱比賽

優等

101 年來吉部落感恩祭活動

展演

101 年來吉部落感恩祭活動

展演

展演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1 年南投縣政府
「2011 年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展演

2011 年台北
「2011 全國原住民產業博覽會」

閉幕表演

2011 年南投縣溫泉季信義鄉
「玉山戀 - 布農情活動」

展演

2011 年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2 年 3 月台中南門扶輪社社慶演出

展演

2012 年 4 月新益美亞洲國際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社慶活動

展演

101 年 10 月參加阿里山鄉
生命豆祭「藝起舞動」

展演

2012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101 年度全縣音樂合唱比賽

優等第二名

100 年到四川文化交流、
到日本推廣南投縣農產品

展演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南投初賽民俗舞

國中團體甲組特優

2011 年 7 月
發行音樂專輯 - 歌開始的地方

音樂專輯

102 年 2 月
擔任本校 101 學年度班親會開幕演出

展演

2011 年 10 月美國紐約台灣書院開幕

展演

102 年 3 月參加本校新生招生宣導

展演

2011 年 11 月第十八屆東元獎頒獎典禮

展演

2013 年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國中 B 團體甲組

特優第一名

2011 年 12 月份華山特區自然聲活節

展演

2011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100 年 10 月仁愛鄉莫那魯道追思音樂會

展演

2012 年 2 月赴日本參與賑災演唱

展演

100 年 10 月南投縣全縣運動會開幕式

展演

2012 年 3 月國家音樂廳—
吳蠻與原住民朋友

展演

2012 年 3 月專屬音樂會
傳遞夢想與希望 - 自由廣場

展演

2012 年 6 月榮獲第 23 屆金曲獎
傳統藝術類最佳詮釋獎

展演

嘉
義
縣

來吉國小

鄒族兒童
歌謠舞蹈團

排灣兒童
古調歌謠傳唱隊

優等
屏
東
縣

泰武國小

100 年度合作村 . 校 . 區聯合運動會

展演

101 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決賽

優等

2011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展演

2012 年 10 月擔任中華民國
101 國慶晚宴表演團體

展演

2012 原住民兒童之夜
2013 年 3 月全國南區舞蹈比賽

優等

2012 年 11 月參加香港新視野藝術節表演

展演

101 年全國社會組合唱比賽決賽

開幕表演

2013 年 5 月
青少年雪兒 x 黃義方 & 台北愛樂

展演

101 年全國社區發協會頒獎典禮

開幕表演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101 年全國泰雅運動會

開幕表演

展演

101 年全國鼓王盃

個人與團體組冠軍

2013 年 9 月與國家國樂團
於國家音樂廳演出

101 年新北市辦理金鼓王爭霸賽

最佳跨界融合獎

2011 年全國原住民木雕獎

優選、佳作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親愛國小

縣
市

2012 年 10 月苗栗縣瓦祿部落
東河吊橋啟用典禮

100 年 11 月南投縣國小
B 團體 甲組民俗舞
合作國小

成績

排灣青少年
古調歌謠傳唱隊

親愛兒童原鼓隊
排灣木雕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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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團隊比賽成果與展演紀錄
縣
市

學校

口社國小

團隊名稱

沙卡蘭
排灣文化傳承隊

參加項目

成績

100 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屏東縣初賽

直笛合奏優等
第一名

101 年度口社國小音樂會

展演

2011 年三地門鄉國小聯運開幕

展演

2012 年南京大學 110 週年校慶演出

展演

2012 年妙光禪寺浴佛大典

展演

2012 南島族群婚禮

展演

2012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2012 中國國際合唱節比賽

縣
市

學校

佳義部落

屏
東
縣

青葉國小

青山國小

魯凱兒童
歌謠舞蹈團

參加項目

成績

101 年學生舞蹈比賽 花蓮縣國小現代舞丙組

甲等

101 年 1 月花蓮縣建國百年教育展開幕

展演

101 年 6 月全縣
藝術與人文深耕教學計畫成果展

展演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101 年度花蓮縣舞蹈比賽
榮獲國小組甲組民俗舞

優等

展演

101 年度花蓮縣舞蹈比賽
榮獲國小組乙組現代舞

優等第一名

兒童組金獎第一名
最佳指揮獎

101 年度花蓮縣舞蹈比賽
榮獲國小組丙組兒童舞

優等第一名

銅蘭國小

北埔國小

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團隊名稱

太魯閣族舞蹈隊

阿美傳統舞蹈隊

2012 年 4 月全國鄉土歌謠全國決賽

特優等第一名

2011 參加國資會主辦
「百年教育風華展」

展演

2012 年 7 月第 11 屆中國國際合唱節

兒童組金獎第一名

2012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2 年 5 月德國德勒斯登
國際兒童合唱節

展演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2 年 7 月第四屆原住民嘉年華

展演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2 年 7 月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

展演

101 年度花蓮縣舞蹈比賽
榮獲國小組甲組民俗舞

優等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第 34 屆國際韓德爾兒童合唱藝術節

競賽

101 年度花蓮縣舞蹈比賽
榮獲國小組乙組現代舞

優等第一名

101 月 03 月青葉全國文化季

展演

101 年度花蓮縣舞蹈比賽
榮獲國小組丙組兒童舞

優等第一名

101 月 05 月三地門鄉聯合音樂會

展演

2012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101 月 06 月「文學魯凱音樂會」

展演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2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101 年第七屆全國競走錦標賽 2 公里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女生組第 3、5、7 名
團體組亞軍
男生組第 4、6、8 名
團體組亞軍

101 年度屏東縣族語戲劇競賽

亞軍

101 年 Mizuno 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女生組第 2、7 名
男生組第 2、8 名
接力第 7 名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活力 2011 E 起舞動全國
原住民青少年歌舞劇大賽

最佳指導
最佳服裝獎
南區及全國冠軍

2011 年 e 起舞動聯合公演

展演

活力 2012 E 起舞動全國
原住民族母語歌舞劇大賽

總冠軍
最佳場景獎
最佳服裝獎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1 年 E 起舞動聯合公演

展演

花
蓮
縣

三棧國小

松浦國小

太魯閣族布拉旦
兒童歌謠舞蹈團

阿美兒童競走隊

排灣兒童歌舞劇團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百步蛇系列 - 永遠的好朋友
泰武國小 朱邵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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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團隊比賽成果與展演紀錄
縣
市

學校

大王國中

蘭嶼中學

台
東
縣

海端國中

介達國小

團隊名稱

排灣青少年
傳統舞蹈隊

雅美族青少年
歌謠舞蹈團

海端布農青少年
合唱團

魯凱排灣
兒童舞蹈團

參加項目
傳統歌謠比賽

第四名

100 學年度全國舞蹈比賽
台東縣初賽甲組

優等第一名
( 八連霸 )

100 學年度全國舞蹈比賽南區決賽

特優第一名

101 學年度全國舞蹈比賽
台東縣初賽甲組

特優第一名
( 九連霸 )

2011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2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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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傳統
祭儀歌謠隊

縣
市

學校

團隊名稱

參加項目

成績

2012 年 4 月南京大學傳統歌謠展演

展演

2012 年 5 月
慶祝母親節暨學習成果發表會

展演

2012 年 6 月臺東縣政府
合唱補助學校展演活動

展演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101 年度 3 月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南區決賽

優等第二名

101 年度 4 月武陵村射耳祭活動

展演

展演

101 年度 5 月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到校參訪

展演

2011「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開幕表演

101 年度 5 月延平鄉公所
布農之夜歌謠比賽

第一名

2011 年 12 月朗島天主教
聖誕節活動展演傳統舞蹈

展演

101 年度 5 月延平鄉射耳祭活動歌謠比賽

展演

2012 蘭嶼朗島全島活動收穫節

展演

101 年度 6 月小米收穫祭典

展演

100 年度台東縣鄉土歌謠比賽

優等第二名

2012 年 7 月延平鄉公所辦理
亮點計畫選手之夜

展演

100 年度 5 月台東縣海端鄉
打耳祭開幕式百人八部合音

展演

2012 年 10 月受邀參加
哈雷機車哈雷狂熱搖滾之旅

開幕演出

101 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優等

2011 原住民兒童之夜天韻舞影

展演

2012 年 11 月參加鹿野區合唱比賽

優等

2011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101 年度台東縣全國舞蹈初賽 - 民俗舞蹈

第二名

100 年度 11 月台東縣舞蹈比賽祈雨祭

優等

2011 年
＂校園薪傳－藝起展風華＂音樂劇表演

展演

2011 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展演

2011 年 { 很好ㄋㄟ你們 } 音樂舞台劇

展演

2011 年受邀參加
{ 南島文化藝術季 } 表演團隊

展演

2011 年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101 年 1 月郭元益基金會至南澳鄉
舉辦關懷偏鄉活動

展演

101 年 2 月至西門紅樓為
本土語傑出貢獻頒獎典禮展演

展演

101 年 3 月至故宮博物院
羅浮宮西方神話展開展

展演

101 年 4 月金岳村校聯運為部落舞蹈展演

展演

101 年 7 月至日本北海道
進行泰雅傳統舞蹈交流

文化交流

2011 年 1 月建國百年教育展

展演

2011 年 11 月文建會藝起展風華

展演

2011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2 年 4 月赴江蘇省無錫市
吳文化節演出

展演

2012 年 5 月金峰鄉運開幕式表演團隊

展演

2012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2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2 年 6 月第四十五屆
畢業音樂會成果發表

展演

2012 年 3 月救星教養院服務學習展演

展演

2012 年 3 月南京大學教育處行前記者會

展演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霧鹿國小

成績

霧鹿國小

武陵國小

布農傳統祭儀
歌謠培訓隊

布農兒童合唱團

台
東
縣

賓茂國中

宜
蘭
縣

金岳國小

賓茂 VASA 排灣
歌謠舞蹈隊

泰雅兒童
歌謠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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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特別感謝

法
- 國巴黎銀行

法國巴黎銀行簡介
法國巴黎銀行是全球最穩健的國際銀行之一。集團的業務遍佈近 80 個國家，聘
用約 190,000 名員工。旗下三項核心業務備受業界高度推崇：零售銀行、企業
及投資銀行和資產管理，而財富管理業務是資產管理業務的一環。於 2012 年，
金融雜誌《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Review 》 評選法國巴黎銀行為年度最佳
銀行。在台灣，法國巴黎銀行集團成立於 1981 年，至今已逾 30 年，員工人數
約 650 人。
自 1984 年以來，法國巴黎銀行透過法國巴黎銀行基金會 French Foundation
Centre，致力履行企業及社會責任，包括推廣教育、促進醫學和科學研究、提
倡環保、藝術創作、以及社會和諧。在法國基金會 Foundation of France 的贊
助下，法國巴黎銀行基金會致力促進銀行業與社會和文化組織之間的溝通。基
金會鼓勵法國巴黎銀行在業務所在的所有地區推行更多有關措施。
法國巴黎銀行積極整合亞太區的內部與外部策略，務求加強社會凝聚力，增進
區內的公共利益。法國巴黎銀行與當地不同慈善團體合作，支持各類環保及社
會共融活動，同時推行僱員義工服務計劃，與員工一同體現本集團的承諾，致
力推動經濟、社會及環境的永續發展。

法國巴黎財富管理銀行簡介
法國巴黎財富管理銀行是一家全球領先的私人銀行，業務遍佈 30 多個國家。本
行聘用超過 6,000 名投資專業人才，其中 1,000 名派駐亞太區，為私人投資客戶
提供所需的方案，致力優化和協助管理其資產。旗下管理的資產總值約為 2,770
億歐元／ 3,550 億美元（截至 2013 年 3 月）。
法國巴黎銀行在 150 多年前進駐亞洲，在亞洲擁有優越的業務傳統，其私人銀
行業務在區內首屈一指，遍佈香港、新加坡、台灣、中國及印度（透過其分行
或法國巴黎銀行集團的其他實體）。 於 2005 年，法國巴黎銀行開辦台灣財富
管理私人銀行業務 – 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行財富管理，並於 2007 年延伸財富
管理業務至高雄分行，一直為高資產淨值人士、非上市公司和非營利機構提供
財富管理方案。
法國巴黎財富管理銀行透過創新和個人化的資產管理服務，為客戶的未來提供
有效的保障。我們的專才團隊匯聚全球各地，專責建構和挑選產品，致力協助
客戶管理資產。法國巴黎財富管理銀行的產品和服務包括財富管理方案、投資
方案及融資方案。我們的客戶不單受惠於其專責私人銀行客戶經理的專業知識，
亦獲享法國巴黎集團所有業務的優勢：房地產、藝術品、慈善捐款服務顧問、
企業及投資銀行、保險和資產管理。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法國巴黎銀行
首都客運 ‧ 采盟文教基金會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 國父紀念館
中華電信基金會 ‧ 台灣高鐵 ‧ 錸德文教基金會
浪琴表 ‧ 麗嬰房 ‧ 義美食品 ‧ 禎祥食品
明緯企業 ( 股 )‧ 仙豐 ( 股 ) 公司 ‧ 逢源教育基金會
何美育 ‧ 何美昌 ‧LEKO 之友【麗聖 ( 股 )‧ 麗思國際
豐園實業 ( 股 )‧ 八方新器 ( 股 )‧ 文信電子
龍代投資顧問 ‧ 名晧企業 ( 股 )‧ 風車生活 ( 股 )
台灣美麗果 ( 股 ) ‧ 紅久國際 ‧ 微遠文化藝術基金會
東方先進技術開發 ( 股 ) 台北市台灣銀髮族協會
味留 ( 股 )‧ 台灣喜大人協會 ‧ 展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劉淑美 ‧ 錢靖雯 ‧ 賴美芳 ‧ 鄭嘉珮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大眾教育基金會 ‧ 南京資訊 ( 股 )‧CFP CLUB
台北市金華國小 ‧ 忠孝國小 ‧ 三興國小
仁愛國小 ‧ 建安國小

攜手克服所有困難
讓孩子們努力的成果
得以精采呈現

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憑著多項優勢，榮獲業界的肯定，連續於 2012 及 2011
年《亞洲私人銀行家》卓越大獎榮獲台灣最佳私人銀行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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