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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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一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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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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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已經為十個族群約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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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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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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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1 年以前，「東元」每年為了能圓滿且成功的辦理暑期的兩個營隊，

必須使用龐大的資源訓練志工，但在基金會方案不多且規模不大的 2000 年

初，志工在完成營隊之後，就無用武之地，從效率面來檢視志工培訓投入的

資源，總覺得不理想，感覺也不踏實。當時基於這個理由，再加上 921 震災

音樂會的結餘款服務災區之承諾，前往 921 震災山區部落服務成為一個能讓

志工人力有效運用的方案。2002 年在中央山脈最深處，也是濁水溪最上游

的南投縣合作及靜觀部落的科學教育營隊結束時，孩子以精彩的傳統舞蹈回

謝志工。當時的校長黃進昇很不好意思的把我們請到辦公室，希望「東元」

可以認養合作的舞蹈團隊，因為部落學校通常都沒有舞蹈及音樂老師，要發

展歌謠或舞蹈教育亟需外部專業教師或耆老指導，交通與鐘點費都是學校的

負擔。學有所成出去參加縣賽的交通住宿也要靠校長籌措，而這些基本需求

也成為部落傳習教育的阻力。「東元」於是邀請各界友好，以「策略聯盟」

的方式，展開台灣原住民傳習教育的扶持計畫。

2005 年起成為年度盛事
為了讓部落孩子的練習，有精進的努力目標及對外展現的機會，2005 年在

時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曾志朗先生及洪蘭教授的引介下，於中研院表演廳舉

辦第一屆《原住民兒童之夜》，在台灣最高學術殿堂獲得極熱烈的迴響，長

期學習成就偏低的孩子，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和自信，遂成為「策略聯盟」

每年五月都要盡全力促成的盛事，並安排成三天兩夜的城鄉交流和參觀體驗

行程，充實活動的教育意義。根據各校傳習老師的觀察，許多孩子為爭取北

上參加《原住民兒童之夜》的機會，會積極改善生活習慣，明顯提高專注力

和抗壓性，也加深族群的文化認同。二十年來部落瀕臨失傳的傳統儀典透過

認養計畫得以重現，古謠舞蹈也逐漸的在部落復興。

規模逐年擴大
《原住民兒童之夜》舉辦十屆以來，支持表演的認養團隊師生總人次突破

2,200、累計觀眾人次突破 15,000、動員的志工及接待家庭遠超過萬人，受

邀表演團體從一年兩個到最多的一年十個，年度經費規模從首屆的 32 萬元

擴增到第十屆的近三百萬元，每年零基預算，任何一分一毫都是社會各界的

挹注與支持。歷屆活動場地從中研院、福華文教會館卓越堂、台灣中油大樓國

光廳，到 2010 年第六屆起固定在舞台更深廣、更隆重、作業更專業，觀眾座位

超過 2,500 席的國父紀念館大會堂舉辦。

原菁原粹堅持傳統
2011 年起辦理「原住民歌謠舞蹈傳習師資成長計畫」，三天兩夜的工作坊
提供傳習老師專業學習與經驗交流的課程，並回饋到孩子的傳習教育上。
2011 年起，由海芬擔任主持重任，為活動創造優質的評價；2012 年起聘請
胡健老師擔任舞台總監，今年由擁有田野採集、演出與劇場專業的瓦旦•督
喜 ( 太魯閣族 ) 擔任藝術總監，以新 • 索伊勇 ( 排灣族 ) 擔任排練指導。瓦旦
在 2014 年四月實地走訪「驚嘆號」部落團隊的過程中，提出了以下的觀點：

若一開始就想著要表演，歌謠的味道就會變了。……身體會記憶
生活的樣貌，原住民身體的律動源於歌謠本身，讓所有人一起唱
歌的氛圍來決定節奏。…原住民文化精神強調共享，追求每個人
都能保有自己獨特味道的共鳴，一味要求姿勢整齊反而會少了生
命力。若要在傳統歌舞中加入創新元素，最好要以「對傳統文化
的扎實理解」做為基礎，盡量從原住民真實的生活處境去找創作
元素…

百年傳承，源遠流長
《原住民兒童之夜》是「驚嘆號」上最令人期待的成果，仰賴各界資源的挹

注，及卓越執著的老師，帶領質樸的孩子克服萬難歷盡辛苦而成就之。十

年《原住民兒童之夜》的耕耘，眾志成城，但文化千年流轉，十年只是驚嘆

號願景的起點，我們誠摯的期盼孩子透過抗壓的洗鍊，可以建立承擔學習與

未來的自信，並能持續成為台灣原住民族傳承文化的主力，讓土地河海祖靈

等千百年來孕育的歌舞和儀典…等豐富純粹的珍貴資產，榮景可期，蓬勃發

展，百年傳承，源遠流長。

十年耕耘，百年傳承

照片提供：韓聖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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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

節目程序

節目介紹

射耳祭

紋手留芳

Uyas rudan sbiyaw
Lipahkai a kero 快樂的舞蹈

古謠吟唱
  ◆  Pakulrulrulu 沒有家人的人
  ◆  塔山下的祭典

細雨灑落群山

驚嘆樂舞-太巴塱之歌

表演團隊

霧鹿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介達魯凱排灣兒童歌謠舞蹈團

合作賽德克古調傳唱隊

北埔阿美傳統舞蹈隊

青葉魯凱兒童歌謠團

來吉鄒族歌謠舞蹈團

泰武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附錄

《原住民兒童之夜》十屆總回顧

支持偏鄉的心意

認養團隊傳習成果

認養團隊比賽成果與展演紀錄

特別感謝

08

11

12

32

44

76

目錄

鼓聲‧祭禱‧吟唱

追尋最原始的意境

幽遠‧深沉‧肅穆

應許著祖靈的召喚

這是          的孩子

最貼近祖靈的學習

在這個獨特的夜晚

孩子將展現在血液中流動的族群精神

並伴隨著溯源深遠的弦樂

尋回魯凱‧排灣‧鄒族‧布農‧賽德克及阿美族群

失落的印記

照片提供：韓聖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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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

 主辦單位：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首都客運 (股 )公司 ‧中華電信基金會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國立國父紀念館

 主要贊助單位：法國巴黎銀行

 贊助單位：沈寶島女士‧LEKO 之友‧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采盟文教基金會‧明緯企業 (股 )公司‧錸德文教基金會

              萬國法律基金會‧台灣高速鐵路 (股 )公司

 志工來源：驚嘆號認養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台灣科技大學親善大使團

              建國中學‧長庚科技大學同學

 演出時間：2014/0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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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的演出

              2. 魯凱鄒族傳統歌謠由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伴奏演出

              3. 三天兩夜安排彩排、演出及交流參訪學習活動

 演出團隊：由認養的四十二個團隊中擇七個團隊參加

出場序 團隊名稱 表演學校 /團體 學生人數 教師人數 部落耆老 接待單位

1
霧鹿布農傳統
祭儀歌謠隊

台東縣霧鹿國小
35

17 -

三興國小

霧鹿國小利稻分校 建安國小

霧鹿部落青少年 6 中華電信

2
合作賽德克
古調傳唱隊

南投縣合作國小 31 9 - 吳興國小

3
介達魯凱排灣兒童
歌謠舞蹈團

台東縣介達國小 34 7 - 金華國小

4 北埔阿美傳統舞蹈隊 花蓮縣北埔國小 25 5 - 松山國小

5 青葉魯凱兒童歌謠團

屏東縣青葉國小 30
9 -

光復國小

青葉部落青少年 5 中華電信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 18 - -

6 來吉鄒族歌謠舞蹈團

嘉義縣來吉國小 8
4 10

忠孝國小

來吉部落青少年 17 中華電信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 18 - -

7
泰武排灣古調歌謠
傳唱隊

屏東縣泰武國小 42
9 3

仁愛國小

屏東縣泰武部落青少年 7 中華電信

小計
七個節目
(跨六個族群 )

八個團隊 240 人 78 人 13 人 總計 331 人

群策群力
藝術總監：瓦旦‧督喜

前原舞者團長，2012 年創辦 TAI 身體劇場，現任為 TAI 身體劇場團長兼藝

術總監。原舞者期間曾參與過數次部落的田野調查，舉辦過原住民的樂舞人

才培育及參與國內外多場的演出。劇本創作有

2007《杜鵑山的回憶》、2010《夢》等。編導

作品有 2009《尋回‧失落的印記》、2012《男

歌》、2012《身吟─男歌 x女歌第一版》、2012

《Tjakudayi 你怎麼說》、2013《身吟─男歌 x

女歌第二版》、2013《Tjakudayi我愛你怎麼說─

排灣文學小說》等。

瓦 旦

老人說：我們的心要像水一樣透徹，堅毅無比。瞬息萬變的環境，水
終究知道往哪裡走。

排練指導：以新‧索伊勇

現任 TAI 身體劇場藝術行政。國立東華大學多

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畢，碩士論文《牽手的那一

刻、放手的一瞬間。樂舞著的認同 原舞者》。

2008-2010 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專職舞者

得獎作品：

2010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作品《赤土》

2012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作品《我愛你怎麼

說》

以 新

Tadjalan 排灣語：指走在同一條路上的人。走在文化傳習的路上，孩子
帶著自己的味道，讓風吹著，散佈到山野、海角、平原與都市的心中。

主持人：海裕芬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董事

資深節目製作人

製作過如女人我最大、大明星小跟班等節目

2011 年起參與原住民兒童之夜主持工作

海 芬

一直都在追求讓自己的生活充滿亮點，但
主持原住民兒童之夜後，我發現幫孩子的
童年創造＂驚嘆號＂，不僅是我生命中的
亮點，而且很幸福、很踏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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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韓聖芝

驚嘆十年  ............................................... 19:30

  射耳祭  【霧鹿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紋手留芳 【介達魯凱排灣兒童歌謠舞蹈團】

  Uyas rudan sbiyaw 【合作賽德克古調傳唱隊】

  Lipahkai a kero 快樂的舞蹈 【北埔阿美傳統舞蹈隊】

中場休息

古謠吟唱  【編曲 /指揮 :李哲藝 伴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Pakulrulrulu 沒有家人的人 【青葉魯凱兒童歌謠團】

  塔山下的祭典 【來吉鄒族歌謠舞蹈團】

細雨灑落群山 【泰武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

驚嘆樂舞 -太巴塱之歌【編曲 /指揮 /伴奏 :同上】

謝   幕   ............................................... 22:00

時   間： 2014 年 05 月 16 日 19:30 - 22:00

地   點： 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

程   序：

節目程序

◆

◆

◆

◆

◆

◆

◆

˙

˙



14 15

布

農

祭

儀

歌

謠

Macilumah 呼喊 

呼喚，一聲聲呼喚是獵人告訴家人們：我們捕獸獵物回來了。以狩獵維生的

布農族常在深山狩獵，獵人們在山上都要待好幾天，每當在狩獵回程中，獵

人會揹著幾十公斤的獵物一路哼唱這首歌，愉快的回家。這首歌是在通知部

落的族人們「我們即將返回到部落了！」

族人們聽到山間傳來的 Macilumah 呼喚歌，即可依著歌聲判斷獵人的方位、

遠近，預先在家中準備食物，等著他們歸來，同時派人迎接辛苦歸來的獵人，

並幫忙揹負獵物，也傳達著滿載而歸的心情。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以小米（Cilas）為主食的布農族人，在每年整地到播種之前，會運用一

套嚴肅的祭儀，以 Pasibutbut 的集體演唱方式，把布農族人的心願及祈

求傳達出去，台灣原住民當中，最先被國際人士知曉的，是以「八部合

音」聞名於世的布農族。西元 1952 年日本的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將布農族的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 ) 寄至聯合國的文教組織，當代的知名音樂學

者聽了之後，驚訝於古老的部落為何會有如此繁複的和音，當時西方的音樂

學家，認為音樂的起源是由單音、雙音而發展至和音的理論，不攻自破，從

此重寫了音樂起源說的論點。

由於其演唱的複雜性及禁忌的限制，因此無形中增添了很多外加的神秘感及

不同的解釋。每年二月間，布農族人舉行小米播種祭，為了祈求小米能夠豐

收，因此部落裡的男子圍成一圈，一起合唱「祈禱小米豐收歌」。族人相信，

歌聲越好天神越高興，今年的小米就會結實累累。因此，每一個人都以虔敬

的心情唱著。歌聲一開始，其實只有四部合音，但當音域高到某一個層次時，

會出現八個不同的音階，因此被世人稱之為「八部合音」。這也是目前世界

上獨一無二的和音方式，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堪稱世界音樂的瑰寶。除了「祈

禱小米豐收歌」以外，布農族人和音唱法是無所不在的，凡飲酒歌、祭槍歌

都以和音的方式來表現。雖然布農族人的傳統生活習性已經改變，祭歌之類

的吟唱，只在某些表演場合才聽得到，西方宗教進入布農部落以後，以傳統

曲調配合宗教涵義的歌詞，使傳統歌謠的發展呈現了新的生機。就連四、五

歲的小孩，都能以和音的方式唱誦布農族的歌謠，不禁讓人羨慕上天賦予布

農族人的天賦與才華。

Pasibutbut 是一首無詞的合音，以母音「u」為唯一發音方式，其以「do、
mi、so」為主調，演唱人員分四個聲部：Pandian負責調音；Mahusgas高音；

Mabugbug 重音；Lakinuz 低音。

射耳祭 -布農祭儀歌謠 八部合音是用較複雜的合唱方式來進行，面向圓心圍成一圈，雙手伸開，穿

插在身旁族人的背後腰際間，演唱時由低音領唱者以「嗚」發出長音，其

他歌者再分成 3 部，接以（ai）約是以三度、五度及八度的音程層層上疊，

緩緩向逆時針方向移動，演唱從屋外慢慢移入屋內，祈禱今年播種的小米能

豐收堆滿穀倉。旋律和諧悠遠，族人和聲唱法，是因為要唱給天神，祈求今

年必然豐收，因此所有人必須以虔誠真誠的態度去吟唱，人人發揮的淋漓盡

致，所以稱「祈禱小米豐收歌」。

Pislai 祭槍歌 

這是祭祀者在狩獵出發前所做的祈禱，祈求呼喚我所要獵的動物都朝槍的方

向來，亦能百發百中，滿載而歸。

祈禱詞：

我們聚集在這裡，希望能用萬能的手，來為獵前祭拜狩獵槍具。

為這些使用者之獵人，祈求，所有的野生動物，都朝著槍口而來。

所有的黑熊都來到我的槍口。

所有的水鹿都來到我的槍口。

所有的山豬都來到我的槍口。

所有的山羊都來到我的槍口。

所有的山羌都來到我的槍口。

所有的鼠類都來到我的槍口，讓獵人們都百發百中。

用萬能的手，祭拜狩獵槍具，所有的野生動物全部聚集，

來到我們所願之地。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台東縣霧鹿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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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ulaung 頌功宴

詞意解說：每個勇士必須將自己的標榜功績公諸於事，讓族人或親朋好友們，

一同分享其榮耀。

過去族人在馘首並凱旋歸來後，會聚集在 lavian 領導者的家舉行慶功宴，

由於這是一種勇士們報告戰功的宴會所以稱「頌功宴」，對族人來說，這是

一個可以公開在眾人面前展現自己功績最好的時機，道出自己在戰場或獵場

上神勇的表現，對從未上戰場的男孩來說，也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當勇士

在報自己豐功偉業時，妻子等家人會從中跳出來，因家族中男人英勇表現，

一起享受自己的男人或孩子受讚頌的榮耀而感到驕傲。

參與者基本上是以男性族人為主，女性族人在旁應和，在最後一句要報上自

己母親的姓氏，讓在場的族人知道彼此的親屬關係。其肢體動作極富力量與

彈性，而鏗鏘的朗誦則充滿節奏的感染力，可以說是布農族樂舞中，唯一可

以用載歌載舞來形容的曲目。

頌功宴是以「領唱 - 答唱」的模式進行，領唱者以富韻律性的語調，以四言

絕句方式朗誦，而眾人齊聲覆誦之，歌詞因功勳而有所異。

頌功宴過程：

參加的男子們蹲下為成圓圈，中間放置獵獲首級以及釀好的小米酒。

圈外則圍著部落所有的男女族人。Lavian領導者會介紹要報頌功宴的勇士。

由長者倒酒，領導者呼喊一句，眾人就覆頌之。之後盛給有功的勇士，勇士

接過領導者手中的酒，先飲下，再敘述自己的英勇事蹟。勇士們一面輪著「報

戰功」以簡潔有利的語調，以四言絕句方式，一段一段念出。

婦女們則以興奮的舞動與聲音回應，最一定要道出「媽媽姓氏」，因為這是

族人最驕傲的時刻，也是娘家最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報戰功」是一家人最感榮耀的時刻，母親會揹著子女，以節奏感的舞步與

音調，附和男主人訴說狩獵英勇事蹟，談到高昂的情結，還會跳躍轉動身體，

完全沉醉在歡樂的氣息裡。

飲酒歌

詞意解說：無意思、都是虛詞。

每當祭儀活動結束，每個人都已有醉意時，所哼出來的歌。

Mudanin Kata 回家

活動慶典已結束了，我們要回家去了，我們走了，我們走了，我們一起走到

山的那一邊去，越過山嶺、經過斷崖、穿過瀑布，帶著歡樂的心情與醉意回

家，希望明年大家能夠再相聚，一起慶祝，一起分享豐收的喜悅，在此也祝

福在場的每個人平安喜樂。

布

農

祭

儀

歌

謠



紋手留芳 - 排灣魯凱古謠與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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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部落中，舉凡德行及才藝兼備之女子，均以紋手彰顯其高尚的情操。本劇

的主角 -Vuvu muakay 是本部落 Sinapayan( 正興村 ) 的最後一位紋手老人，

其中 Vuvu( 祖 ) 與 Arang( 孫 ) 之間深厚的感情更是為人津津樂道。一段真人

真事改編的祖孫情，帶我們了解紋手的意涵………

祖孫情

arang( 男孩名 )一面搗杵臼，一面追憶 vuvu muakay
歌曲 1：aiyanga milimilingan ni vuvu【vuvu 的故事】改編歌謠

部落裡，男女老少都辛勤的工作，而 vuvu muakay 刺繡手藝精湛，又非常疼

愛子孫，極具紋手的資格…

歌曲 2：tivuvu i vuluvulung 【工作遊戲歌】取自排灣童謠

歌曲 3： ailjanaluana iyanayau【歡樂舞曲】　

vuvu muakay 輕柔的唱著搖籃曲，眼神中充滿關愛及期望。村人應和著展現

對新生命的期待…

歌曲 4：musus【搖籃曲】正興部落傳唱歌謠。

紋手？

一群孩童嬉戲著…。 搶人遊戲、搶接福球遊戲

歌曲 5： urimalapamen  tu macizilje【遊戲歌】 

歌曲 6： ali kisamulja iya masengseng【遊戲歌】

vuvu muakay 在一旁看顧 arang，仍不忘繡著要送給 arang 的服飾。此時… 一

顆福球不偏不倚的打到 vuvu muakay 。當孩子們趨前賠禮，卻赫然發現…vuvu
手上的深色紋路！！於是 vuvu muakay 娓娓道來紋手的意義…孩童十分喜愛

vuvu 的紋手，連男孩也興奮的將自己亂塗的紋手展現給部落的成年人看…

歌曲 7： musus【搖籃曲】正興村搖籃曲

排
灣
魯
凱
古
謠
與
喪
禮

情感衝突…

arang 和三五好友一邊唱歌一邊玩著當今最流行的蛇板…正玩得開心時，vuvu 
muakay 出現了…

歌曲 8：tingbuku tingbuku tingrangrang【遊戲歌】正興部落傳唱童謠

arang 揮動的雙手不小心將 vuvu 手中的傳統服飾揮到地上。 vuvu 難過的拾起

傳統服飾，arang 致歉後牽著 vuvu 的手慢慢的走回家。

終  曲

部落正舉辦收穫祭，村中男女手持百合與琉璃珠，讚頌村中的驕傲 --

最後的紋手老人，arang 也參加了收穫祭中的傳統歌謠比賽…

歌曲 9：sinacea ljanetja ya…ine sainu【歡樂舞】正興傳唱歌謠

歌曲 10：nalivana  iyanayau  aiyanali 【歡聚歌】正興部落傳唱歌謠

正當 arang 唱完時，村中的 umi 急忙跑過來告知 arang vuvu muakay 驟世的消

息。arang 難過的不可自抑……

逝．誓

群慟殞落……村中勇士莊嚴的扶柩

歌曲 11：luljemain nanaya…a..u…imalu…lja…a…nginua…i…【追憶歌】古謠新唱

傳承之憂、省思發酵…vuvu 精神的引導在部落族人心中逐漸發酵… 藉著飲水

思源象徵族人的省思及希望，望見曙光…此時傳來 arang 得到最佳族語歌手冠

軍的消息！ 族中長者為 arang 披上肩帶，族人心中燃起希望，頓時…arang 明

白了，這正是 vuvu 對他的期望，於是，arang 當著全體族人的面，arang 引吭

高歌立下傳承文化的誓約，帶領族人，迎向充滿希望的未來。

歌曲 12：vuvu 的追憶 aiyanga milimilingan in vuvu

魯凱排灣兒童歌謠舞蹈團【台東縣介達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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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工歌 Yuas  smbarux
在賽德克族的傳統中有著換工的制度，此種制度秉持著互惠的原則，也敘述

了部落人際關係的建立。據說一個聚落中有任何婚喪喜慶，所有的人都必須

停止工作，來參與這件事，而其他如新蓋房子或開墾荒地，也是由聚落中的

成員參與完成。這種工作方式可謂以力易力，同時也維持著人與人之間的友

誼。

跳舞組曲

1.Uyas  rmgrig ( 輪唱 )

2.Ohnay  ( 齊唱 )

3.Siyo Siyo si( 輪唱 )

這是一首在歡樂時所唱的歌、跳的舞，跳舞組曲其中 ohnay 是一種開頭語，

且可以在歌曲中間反覆地唱，ohnay 含有邀請別人來跳舞的意義，被點到名

字的人就必須加入跳舞行列，另一種說法則是讓互相陌生的人認識你我的一

首歌。

拉蓓諾敏之歌 Uyas  Raby  Nomin
拉蓓諾敏是女子的名，這是名字常在賽德克亞族的歌謠中出現，但是有關這

女子的傳說則是眾說紛紜。其中有個傳說是這位女子十分懶惰，常常抱怨工

作不來，覺得自己活不下去了，而自己卻人像猴子一樣懶惰，太陽還沒下山

就開始找睡覺的地方，這首歌的傳唱是為了提醒孩子們要做個勤奮的人。

Uyas rudan sbiyaw - 賽德克古調傳唱
賽

德

克

古

調

傳

唱

賽德克古調傳唱隊【南投縣合作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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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四

I yo in hoi yan an   襯詞：（工作閒暇歌謠之一）.. 辛苦工作完了

I yo in hoi yan   終於做完了

I ye yan hoi ya na i o in hoi yan   辛苦總是會有收穫的

I yo in hoi ye ei ei yan   種下的秧苗快快長大吧

Hoi ya na i yoi in   灑下的汗水滋潤了秧苗

I ye yan hoi ya na i o in hoi yan   辛苦過後的收穫就是豐收的季節啊

曲目五

Si bei hein  na nar hay yan   擺動著你的身體

Si bei hein hein ein   擺動著你的身體來

Si bei hon hon   趕快擺動啊

Si bei hein  na ro  hay yan   擺動著你的身體感謝著上蒼

Si bei hein  na ro  na  ro   感謝著上蒼給予我們這一切

Si bei hein hein ein   擺動著你的身體來

Si bei hon hon   趕快擺動啊

Ka su yai to ta to kin（ta ma na） 

上蒼給予我們這美味的龍葵菜（第二段：高麗菜）

Ka su yai to ta to kin（ta ma na）  美味的龍葵菜啊（第二段：高麗菜）

So e lin na a wawa no ban chagh   我們真是身為阿美族的一份子而感到幸福

I na ti ren   （同上句）

Si bei hein hein ein   擺動著你的身體來

Si bei hon hon   趕快擺動啊

曲目六

I ya na a lu wan   祖靈啊聽我們唱啊

I ya na a lu hay yan   祖靈啊看我們跳著舞啊

Ho i ya hoi yei yan   我們謙卑的彎著腰

Ho i ya hoi yei yan   我們有力的牽著手

Ho i ya o  hai  yan   就是為了跳給祢看啊

Hon ho I ya o hay yan   祖靈啊祢看到了嗎

Ho i ya hoi yei yan   我們謙卑的彎著腰

Ho i ya hoi yei yan   我們有力的牽著手

Ho i ya o  hai  yan   就是為了跳給祢看啊

曲目七（退場 -曲目一和曲目二重複輪唱）

Hin hin hay ay ho hay ye yan   大家快來喲快來看看喲

Hey ya ho hay yan   我在這裡快樂的歌唱呢

Hey ya ho hay yo in hoi yan   邀請你們一起來吧

Ho i yo in   Ho i yo in  hoi  yai  han   （呼告詞：大家來喲） 來這裡喲

Ho i yai na lu hay yan  ho i ya o hay yan
來看看我們優美的舞姿、聽聽我們悅耳的歌聲

Hin hin hay ay ho hay ye yan   大家快來喲快來看看喲

Hey ya ho hay yan   我在這裡快樂的歌唱呢

Hey ya ho hay yo in hoi yan   邀請你們一起來吧

Ho i yo in   Ho i yo in  hoi  yai  han   （呼告詞：大家來喲） 來這裡喲

Ho i yai na lu hay yan  ho i ya o hay yan
來看看我們優美的舞姿  聽聽我們悅耳的歌聲

阿

美

傳

統

舞

蹈

臺灣原住民族舞蹈多元且豐富，尤其是阿美族舞蹈更是擁有諸多變化，「舞

蹈」在阿美族文化中具備了多重的社會意義，我們可從「娛神、娛人、娛己」

的角度，來加以證明阿美族樂舞的豐富色彩。北埔國小舞蹈隊將展現的是阿

美族人從生活、祭儀、迎賓、工作閒暇，以及賦歸時所展現的敬天知足的優

美舞蹈文化，充分顯現阿美族人樂天知命的民族性格。

進場（曲目一）

Hin hin hay ay ho hay ye yan   大家快來喲快來看看喲

Hey ya ho hay yan   我在這裡快樂的歌唱呢

Hey ya ho hay yo in hoi yan  邀請你們一起來吧

Hey ya o ho ho hay ye yan   我們一齊高聲歌唱

Ho wa i yan hay yo in  hoi yan   將煩惱及疲憊統統忘掉吧

Hey ya o ho hay yan   我來唱你來和

Hey ya o ho hay yan   我來唱你來和

Hey yo hin hin hey ya o ho o hay ye yan   我們一齊高聲歌唱

Ho wa i yan hay yo in  hoi yan   將煩惱及疲憊統統忘掉吧

曲目二

Ho i yo in   Ho i yo in  hoi  yai  han（呼告詞：大家來喲） 來這裡喲

Ho i yai na lu hay yan  ho i ya o hay yan   
來看看我們優美的舞姿  聽聽我們悅耳的歌聲

I yai na lu wan   你可以跟著我一齊唱

I yai na lu hay yan   你可以跟著我一齊跳

ho i ya o hay yan   直到夕陽西下為止

曲目三（曲目一和曲目二以二部輪唱方式呈現）

Lipahkai a kero 快樂的舞蹈

阿美傳統舞蹈隊【花蓮縣北埔國小】
編曲 :陳依婷‧陳映芝‧宋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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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ulrulrulu 沒有家人的人 -魯凱古調吟誦

魯凱兒童歌謠團【屏東縣青葉國小】
伴奏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魯凱族是非常敬重長輩的民族。魯凱族人的長輩在家族事務中也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家中沒有父母長輩的孩子，從小在部落中就面對不公平的對待。

因為傳統的魯凱族社會是有階級之分的，身分地位會影響婚嫁中聘禮的多

寡。每一種聘禮都象徵著女子家庭的階級地位。

失去父母的孩子在議婚的過程中，沒有人會為你爭取應有的待遇，即使親戚

會幫忙，但總不如自己的父母。所以在部落中沒有父母親的孩子是自卑的、

沒有發言的權力的。

這次展演的歌謠是以一位即將邁入婚嫁階段的女子為主要述說對象，因為她

失去了父母親，所以非常自卑，也很想念她的父母親。但她還是非常努力、

堅強，希望贏得部落族人的尊重、為家人爭光。

Pusilrivulu 吟誦

1. itapusilribulru ku nasimamilringanena lrume ai madananeyasi 
nasimamilringanena lrume ai madanane lamalrika silribuna lrume ai 
madananeleini

  我們一起來吟誦那古老恆久的調吧 !

2. ila kuvaganumi si tiayakuiyanumina lrume  ai maneyasi 
   Taiyakuiyanumina lrume ai madanane lamalrika silribuna lrume ai 

madananeleini
  讓我們把心裡的話表達出來吧 !

3. tharepane ku lalai si akulalrivulruna lrume ai madananeyasi 
   aku lalrivulrivuna lrume ai madanane lamalrika silribuna lrume ai 

madananeleini
  今天的鳥聲是那麼的優揚 ,誰意料到我們又相聚。

Matyasepele 孤獨

1. lukidremddrekaku ngyabalai matyakuruaku,muwalanginga ku ina ama
     mailuku ku kilibakane mailuku peravane matyakuruaku. 
     aiinga ina ama ailalritumanaku siulrau ku samananeli.
  當我慢慢地想，我實在很可憐，我的父母已離開我

  帶走我的歡樂，帶走了對我的愛

  別了 爸爸 媽媽，我該如何忘卻對你們的不捨與不諒解

2. kiyatulalakaku pikai auba.kadua ku marudraudrang,
   taangeangea ku cekecekelane,kadruaku bitakane kadruaku retesane 

matyasepele.
  我出生在 auba 部落，沒有了雙親，家裡只有我一人

  沒有兄弟姊妹、沒有歡樂，非常的寂寞

  別了 爸爸 媽媽，我一定會堅強，並找到屬於我的幸福

永遠難忘

1. aiinganumi  ka laina ka laamayae,madiyabarengernumi lwkikaurivaneyae.
aii la lielebenga ku suvai la  lakaina ku thingaleyae 

2. lri ikainga ku laina lamiyalinga ku laama yae  lripulrivalrivale la lu 
tubitubiyaku.

  別了我的父母，好想再跟你們說說話，雖然太陽已下山，我還是不明白。

勉勵

1. aneane kwini wavilringivi alalrizu uwakane ki kidredremeli aiilari izukane.
     ludalridalri ku vai watetese ki tuku ulalri pukupuku ananesi ianane.
  到底是誰讓我的心思這樣煩亂，每當夕陽西下時，常讓我心生失望、傷痛!

2. adravane udale si valrivalrigi ipatukelretaku ku samadraneli aiilari izukane.
     lu lraulrau ku dramare lrikaulrunga ku samadraneli ananesi ianane. 
  無論是雨天或颱風，喪志的我就此停住吧!當月亮升起時，憂傷將換成勇氣。

*  anane si ianane wilasi tama kitaatalrau aingaku vaga nuyayae aila lupasu 
lrivaivaisu.  大家互相勉勵，勿忘祖先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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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ahe 青年頌 之二

1. i ya he to pen to pe la ma mo
    o hei yo  o  i ya he 
    e to pen to pe la ma mo
2. i ya he a o ma ne ma ‘u ya
    o hei yo  o  i ya he 
    e a o ma ne ma ‘u ya
3. i ya he yu pa ni ya na ci ma e
    o hei yo  o  i ya he 
    e yu pa ni ya na ci ma e
4. i ya he va ta le na va na to
    o hei yo  o  i ya he 
    e va ta le na va na to 
勉勵青年人要努力不懈之歌。

‘ananasi ‘anane 確實如此

起：maitan’e nouteuyunu
眾：maitan’e nouteuyunu
acuhu kokaekaebu 
teto’so la bumemealu 
‘ananasi ‘anane o ‘ananasi ‘anane
ine noana’o acuhu bitotonu 
teto’sola momaemaezo 
‘ananasi ‘anane o ‘ananasi ‘anane

歌詞內容教導年輕人要學習老年人刻苦耐勞的精神。

鄒 

族 

古 

調

塔山下的祭典 -鄒族古調

來吉鄒族歌謠舞蹈團【嘉義縣來吉國小】

Nahocu minocu 朋友歡聚歌

起：maitan’e
眾：maitan’e , te asonu meoino 
peistotothomu i’e hah’o.
ho tetona’a ausvusvutu momaemaezo ho pah’icocvo.
nahocu minocu nate nahocu minocu nateto 
pasunaeno ho bua mangeci
maitan’e na’no kokaekaebu 
maitan’e na’no kokaekaebu 
tetona’a pasunaeno ho bua mangeci
（口白）coni yuso tuyu suptu ta’upa ‘o a’ki he
ho mitona’a yu’fafoinana
teto’sola bumemealu 
ho mitona’a yu’fafoinana
nahocu minocu nate nahocu minocu nateto 
pasunaeno ho bua mangeci
maitan’e na’no kokaekaebu 
maitan’e na’no kokaekaebu 
tetona’a pasunaeno ho bua mangeci
讓我們大家歡聚一堂，快樂的唱歌跳舞。

Lalingi 青年頌 之一

A : o  lalingi  ta  kamu  o
B : o  ipeu a sa  peu a sa
     1. o  sa’a lua  vae ya 
     2.kana  masu  ‘aya ne
     3.hama  nasu  hama e
C : to yu nga ne to lei so

歌頌祖先英勇事蹟之歌，簡短有力，充分表現出鄒族勇士的英雄氣慨。

伴奏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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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qai  有愛

1. kilivak na dja qina kizuwa dja sivalide inu
    qu li a lja qauri si ka leva inu
  該如何報答母親對我們的關愛，讓她歡心快樂。

    qu li qa lja yi yu yi yi ya yi nu qu
2. kivalisaked tu ngadau tu selem inu
    quli a lja i pu si ki sasasan inu
  母親日夜不停照顧我們，從來不得清閒。

    qu li qa lja yi yu yi yi ya yi nu qu
3. yi qaung yi da lemas sanu qana sulivad  inu
    qu li a lja sanu qana sulivade  inu
  祈求祖靈保佑母親，生活一切平安。

    qu li qa ljayi yu yi yi ya yi nu qu

排灣傳統歌謠中，描寫母親的歌並不多。這首感謝母親的歌詞，被套在北排

灣情歌曲調中，是常見的一種歌謠即興方式，舉凡生活上的敘事及分享都可

唱出，有時一人獨唱，有時加入其他人呼應。

同樣是複音唱法，古謠隊在低音部的詮釋以不同方式呈現，第三句新編了和

聲，在原來兩個聲部上增加了另一個不同聲線，讓和聲聽來更具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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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灣

古

謠

吟

唱

細雨灑落群山 -排灣古謠吟唱

Pulje qa  榮耀生命之歌 

Kitagau qa yi selem tuku ljanguta mulitane  敬告祖靈

Venadrengedranaken tuku padramalutjamulang  我要用歌謠描述我的尊貴

這是佳興部落貴族的婚禮歌謠，描述新娘從出生到出嫁的成長過程，讓新郎

瞭解所下的聘禮絕對值得。這首清楚呈現排灣族人生命禮俗的歌謠，需以坐

式演唱，結構較為嚴謹，歌詞的鋪陳有如禮聘物件皆為配對贈與般，均以對

句型態呈現。全曲共三十五句，分為五大部分，完整唱出需要一整夜。

第一部分  宣布 -- 一個上達天庭、下達陰間的榮耀式宣告

第二部分  孕育 -- 從母腹就眾所皆知的尊貴出身

第三部分  嬰孩 -- 集榮華富貴於一身的美麗表徵

第四部分  疆域 -- 表達我是主而君為客的意象，要君認同

第五部分  位階 -- 身分價值貴重的提醒，要君認識與認同

Lalesalan 追求女友之歌

1. qai-nu a-ya me-ne la, ki-zua a le-ka-le-mu-ne, ki-zua a le-ka-le-mu-ne
我們是如此喜歡妳們，卻被妳們嘲笑。

副歌 : qa-a-hai-ya-qe-he qa-hai-y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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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呢？我們是多麼關心你們。

3. tu-ma u-ri sa de-ma-vai, tu-sa qu la-pu-lu-an tu-sa qu la-pu-lu-an
誰能瞭解我的苦楚，誰來同情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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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貧困，我們也有同樣的困境。

這首流傳在北排灣部落的情歌，是一首男女間互相追求時坐著唱的對歌，起

源於大社部落 (PALIDAAN)，隨著嫁娶而傳到三地族群。

泰武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屏東縣泰武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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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i qai  相思

1.   kavala ngan su na vedale nu lengelit si latip
好喜歡這些歌，每當思念你時，你唱過的歌就會被唱起。

qai qai qai lanu qai, nu lengelit si latip
qai li qa la yi mu qa ve nu qai qai qai la nu qa i

2.   sau  qaku valengel da lu nu i semekel
請將我的心意傳達給你家人，讓他們瞭解我是如此看待你。

qai qai qai la nu qai, da lu nu i semekel
qai li qa la yi mu qa ve nu qai qai qai la nu qa i

3.   kavala  kina lemaute nu saisaiv  qamen
但願他們瞭解我的哀傷和思念。

qai qai qai lanu qai, nu saisaiv  qamen
qai li qa la yi mu qa ve nu qai qai qai la nu qa i

4.   maya mi silivulane, maya nu ginarangan
不要假裝喜歡我們，你們也不是心甘情願的。

qai qai qai lanu qai, maya nu ginarangan
qai li qa la yi mu qa ve nu qai qai qai la nu qa i

故意以相反意思要對方表態，是排灣情歌中耐人尋味的一環。這首以複音唱

法唱出的相思之歌，原是一首工作時獨吟的歌調，後來成為男女對唱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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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 venga 充滿回憶的舞歌

Yi lja si na ce qe qa  qa ljan na ya tja ya qa yin
sa tja qu se qe lja se lja na yi sa ce qal
qa nan tja yi in ne  sa tja qu se  lja se lja an
qa ne lja lje ma yi  yi na na ya qu lja
yi sa ce qa nan tja yi in 
1. 領唱：yi lja lja lji gim yi  yivina lji tjuk 

      lja qung i na  qa va lji vi  ri.
      為著圓圈跳舞的是部落裡最美的女人

齊唱：yi lja lja lji gim yi  yivina lji tjuk 
      lja qung i na  qa va lji vi  ri lja yi sa ce qal
      qa nan tja yi in ne sa tja qu se  lja se lja an
      qa ne lja lje ma yi yi na na ya qu lja
      yi sa ce qa nan tja yi in

2. 領唱：yi lja ku ru ta qa da qa  qa lja na saiv  
      qapitjayi yinavanavalj.
      看著心儀的男人列隊而來

齊唱：yi lja ku ru ta qa da qa  qa lja na saiv  
      qapitjayi yinavanavalj lja yi sa ce qal .
      qa nan tja yi in ne sa tja qu se  lja se lja an
      qa ne lja lje ma yi yi na na ya qu lja
      yi sa ce qa nan tja yi in

3. 領唱：yi lja tji na nge tja nga  qen ni lja ceng 
      vi na li man qa ne tu pu va lun 
      妳來卻沒有帶著真心誠意而來

齊唱：yi lja tji na nge tja nga  qen ni lja ceng 
      vi na li man qa ne tu pu va lun lja yi sa ce qal .
      qa nan tja yi in ne sa tja qu se  lja se lja an
      qa ne lja lje ma yi yi na na ya qu lja
      yi sa ce qa nan tja yi in

這是中排灣唯一一首圍圈跳舞時唱的情歌。豐年祭或結婚跳舞時，眾人圍圈
站立，一邊輕輕搖擺身體，一邊跟隨領唱者吟唱。領唱時旋律較慢，全部人
一起應合時帶著舞蹈，節奏清楚、速度較快是其特點。

排

灣

古

謠

吟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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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巴塱之歌」屬近代阿美族歌謠，由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部落祭司林正治

先生作曲並填詞，原曲名為「引思」。整首曲子是以阿美族太巴塱部落的「襯

詞」為主的歌謠，整首曲子旋律優美，琅琅上口，尤其曲子後半段逐漸上升

的音階，更能表達演唱者的內心情緒激昂的起伏。

祭司林正治先生當初作曲時，內心有感於自身對部落及族群之重責大任，以

及思索著該如何引領族人突破現狀，才能保存太巴塱部落傳統歌謠、舞蹈等

充滿祖靈智慧的文化，遂製作此曲。之後多位原住民歌手皆有翻唱傳唱之，

卑南族歌手陳建年先生也以此曲做為「很久沒有敬我了你」音樂舞台劇的最

終曲目。

將「太巴塱之歌」放在十週年「原住民兒童之夜」最後的全體大合唱，代表

著「驚嘆號傳習計畫」的源遠流長及其影響，藉由歌曲末段的不斷高昂曲調，

以表達「驚嘆號」所有師生們秉持再學習、再創造的學習進取心，將瑰麗的

臺灣原住民傳統文化持續遠颺！

太 

巴 

塱 

之 

歌

太巴塱之歌

編曲 /指揮 :李哲藝 
伴奏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領唱：ho hai yan~ hei yo i ya o hai yan

答唱：hau wai yai 

領唱：ho hai yan~ hei yo i ya o hai yan

答唱：hau wai yai 

領唱：hei yo 

答唱：hei yo wan hai yo i yan o wan hau wai yan

領唱：hei yo 

答唱：hei yo wan hai yo i yan o wan hau wai yan 

領唱：ha hei yan 

答唱：hau wai yan

領唱：ha hei yan

答唱：hau wai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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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 

鹿 

國 

小

霧鹿國小創校於 1927 年，屹立於景觀壯麗的中央山脈，係當時日本人為推

行皇民化政策及便利統治此地之高山布農族而建立。學生皆為布農族，校區

包括霧鹿本校及利稻分校。

學校教育從教授布農族傳統歌謠祭儀、狩獵及祭典文化等著手，並致力於推

動布農文化傳承。霧鹿國小的傳統祭儀、歌謠、本雕、編織及陶土等傳習計

畫，2008 年起由周美青夫人的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贊助。

邱榮義

邱榮義主任任教於利稻分校，身為教育者的布農族人，自

年輕便選擇回到家鄉服務，用滿腔熱血來深耕自己的家

園，致力於傳統布農文化的傳承，在學校中積極推廣布農

文化，是布農文化的推手。

胡待明

胡待明老師是優秀的排灣族青年，也是台東縣十大傑出原

住民族音樂家，在音樂領域有極高的成就，曾獲得全世界

聲樂比賽亞太區第一名，音樂造詣深厚的他，將音樂的熱

愛散播於校園中，多年來不辭辛勞的在偏遠地區灑下音樂的

種子，培育出許多藉由音樂而熱愛自己文化的原住民學子。

帶隊老師 :

表演學生 :

台東縣 霧鹿國小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吳耀仁 ‧ 邱榮義 ‧ 余文君 ‧ 潘倩瑜 ‧ 田淵碩 ‧ 余恩溥

何靜茹 ‧ 黃瑜珮 ‧ 游玄光 ‧ 高正一 ‧ 余坤邦 ‧ 曾馨慧

邱韻菁‧邱惠美‧胡待明‧馬美鳳‧段皓元

邱文乾 ‧ 王奕豪 ‧ 邱正義 ‧ 邱芝蘭 ‧ 余芷嫻 ‧ 余邦豪

余邦睿 ‧ 余畢勇 ‧ 余子芸 ‧ 余香蘋 ‧ 余畢將 ‧ 邱政男

邱  郡 ‧ 余皓誠 ‧ 胡欣潔 ‧ 邱心儀 ‧ 邱采妮 ‧ 邱玉婷

余喬娟 ‧ 古函修 ‧ 余家海 ‧ 邱偉倫 ‧ 胡晟豐 ‧ 邱杰皓

高士哲 ‧ 余家翔 ‧ 邱淑婷 ‧ 邱義傑 ‧ 邱  雨 ‧ 邱貞綺

余翎禎 ‧ 邱心慧 ‧ 戴心樂 ‧ 古翰偉 ‧ 林瑋喆‧ 邱杰倫

余家文‧王鼎文 ‧ 余喬恩 ‧古思琦 ‧邱祖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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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達 

國 

小

美麗雄偉的大武山蘊育了排灣、魯凱族千百年來的文化命脈，亙古傳薪的日

子裡，辛勤拓荒的祖先們運用他們的智慧，創造出許多優美的神話、動人的

歌舞及莊嚴的祭儀。金針山下南迴路旁依山傍海的介達（正興）小村莊，住

著排灣、魯凱族的子民。

 
介達國小原住民傳統舞蹈團成立以來，迄今，多次代表台東縣參加全國南區

競賽，進而代表台東縣參加全國全區競賽，七次榮獲全國第一，其餘亦皆獲

得優等佳績。去年首次參加 E 起舞動原住民歌舞比賽榮獲東區冠軍，進軍全

國總決賽。舞蹈團的傳習經費於 2011 年起，由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支持。

介達孩子們都愛「唱歌」，也愛「跳舞」，我們的「歌舞」鮮明活躍的展現

排灣族、魯凱族鄉土民情，生活化的舞出傳統、唱出原音，表現延續了排灣、

魯凱二族千古不渝的文化特色。

陳叁祥

每當第一道曙光升起前，有一個身影，

踏著愉快的腳步，頭上總戴著原住民特

色的頭巾，好似宣告魯凱族男子勤快的

形象與神聖的使命，正以鋪天蓋地之勢

將排灣族及魯凱族的文化深耕於金峰鄉

的每一個校園裡。

這個奇男子就是 -- 服務於本校介達國小

的陳叁祥老師，原住於屏東縣霧台鄉，

經由父親開疆闢地的艱辛遷徙過程，最

後決定定居於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從

小接受父母深刻的文化薰陶，在勵志苦

讀多年之後取得師專學歷，如願走上教

職之路，並能實現傳承文化之夢。

叁祥師教職的開始就是傳承文化的開始，尤其致力於排灣族及魯凱族歌舞的

教學，曾指導嘉蘭國小、介達國小等，參加各項比賽，得到許多殊榮，並於

102 年以「臺德文化交流回顧」為主題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靜態展覽，呈現叁
祥老師在歌舞文化的深度。

叁祥老師極盡心思，32 年的每一天，為族人、為孩子、為學校建構一個屬

傳統文化的美好聖地，沐浴每一個崇敬文化的靈魂，也昇華自己傳承文化的

神聖使命，是傳承原住民文化的國寶。

台東縣 介達國小
魯凱排灣兒童歌謠舞蹈團

帶隊老師 : 田桂香 校長‧松淑惠‧溫巧盈‧林蘭莉‧陳叁祥‧黃政榮‧陳雪蘭

表演學生 : 

          

陳百合 ‧ 林宗漢 ‧ 陳祈恩 ‧ 曾聖言 ‧ 賴義誌 ‧ 賴敬誌 ‧ 巴瑋涵

孫楷安 ‧ 范湄宜 ‧ 廖羽媗‧ 陳鈺晰 ‧ 歐  文 ‧ 沙煥庭 ‧ 黃俊稀

吳少安 ‧ 許  辰 ‧ 孫楷欣 ‧ 吳子琳 ‧ 陳恩妮 ‧ 林宗頡 ‧ 歐亞瑈
歐崇宇 ‧ 陳少勤 ‧ 謝承恩 ‧ 陳品泓 ‧ 余彥霆 ‧ 陳祈聖 ‧ 樊  穎

林家泓‧孫楷彥 ‧ 陳繹如 ‧ 諶子欣 ‧ 陳趙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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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仁愛鄉合作國小位於奇萊山西側海拔一千四百公尺的山腰上，是賽德

克族發源地，驅車到埔里車程需2小時，是中央山脈中的偏遠山地部落小學，

全校八十三位學生，全是賽德克族原住民。身處於賽德克族發源地的孩子

們，擁有原住民天賦的良好歌喉及韻律感 , 個個能歌善舞。偏遠部落的家庭

在照顧孩子的生活起居及餐飲方面，較不完善，新翎印刷的辛智秀董事長於

2005年起持續支持孩子的早餐，十年來從未中斷，補給了孩子最需要的營養；

舞蹈團的傳習經費於 2013 年起，由洪蘭教授支持，給合作的孩子在學習與

文化傳承上最大的鼓舞。

    合作的孩子因跳舞而豐富原民文化素養 !

    合作的孩子因跳舞而拓展生活視野 !

    合作的孩子因跳舞而有幸匯集來自四方的愛 !

    這份關愛的力量鼓舞合作的孩子向前邁進、向上提升 !

余秀英

南投縣仁愛鄉靜觀部落的賽德克族，於 87 年至 88 年協

同吳榮順教授與楊曉恩小姐在仁愛鄉各部落採集傳統歌

謠約 100 首，在採集傳統音樂過程中學習祖先們的智慧

及規範 (gaya)，每一位耆老傳統歌謠的傳唱是非常即興

的，在歌詞中訴說他們的生命史。透過音樂表現豐富人

生的喜怒哀樂，傳統歌謠就是生活寫照。

帶隊老師：黃淑芬 校長‧林慧錚 主任‧高文海‧蘇小曼‧林伊珊

           林淑惠‧林郁鑫‧巫明義

表演學生：

合 

作 

國 

小

南投縣 合作國小 
賽德克兒童舞蹈團

阮劭恩‧何  勳‧廖維杰‧高譽愷‧游少風‧余恩琦

余安琪‧南佩均‧馬妤婕‧阮建維‧高以辰‧邱景新

巫玟琳‧余安妮‧余鑫蕾‧楊采妮‧邱佳瑜‧許子敬

何旼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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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位於花蓮縣北方，是由閩南、客家、外省及原住民籍學生所組成的多元族

群的學校。全校原住民學童佔全校學生總人數的 50% 以上。最珍貴的是居住此

處有超過百年以上歷史的「阿美族古族群」、少數的噶瑪蘭族群與撒奇拉亞族

群，都有助於發展為一個原住民族群舞蹈教育的重要傳承學校。

自民國 88年起，以追求「多元化、國際化」等為教育目標，成立民俗舞蹈隊，

傳承訓練列為多元文化教育系列的重點課程之一。隊員從四至六年級學生中，

挑選 30~40 名同學組成，利用週休假日練習傳統樂舞。舞蹈隊中除了阿美族學

生外，也歡迎太魯閣族、排灣族、布農族及閩南的同學的參與，是「多元文化

教育」的寫照；學校亦依據教師的專長，致力於「阿美族樂舞」的特色傳承發

展。舞蹈隊的傳習經費於 2012 年起，由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支持之外，基金

會工作團隊亦以無微不至的愛，照顧團隊師生。

莊國鑫‧鄭靜慧

兩位老師服務於花蓮縣北埔國小迄今十五年，鄭靜慧老師

於音樂教育學系畢業，專長為音樂教育，以教導孩童學習

兒童管樂及直笛樂為主，並指導學生榮獲多次多項的全國

性音樂比賽優等佳績。而莊國鑫老師擁有舞蹈碩士學歷，

在各個比賽榮獲多次的全國性及國內外藝術節演出佳績。

兩位老師為原住民族孩童付出多年的心力，尤其近年更培

育無數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孩童在傳習阿美族傳統樂舞上獲

得更多的肯定，讓兩位老師更堅守一重要態度，就是不論

獲得了多少個優異成績，對孩子的生活常規的更是嚴厲要

求，他們尤其特別重視孩子們的紀律，要求練習的準時、

練習時服裝的穿著要求、指甲及頭髮的梳整等等；再擴及

到與同學的相處、對師長的尊敬和對家長的敬重與感恩；最後昇華到對學校榮

譽的全力以赴。

這些是他們共同認為在獲得優異成績背後最重要的東西！也因此，每當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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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隊除

了獲得優異成績外，學生的高水準生活表現與紀律；以及安靜的觀看神情與態

度等，皆獲得外界高度的肯定與讚揚，因為，兩位老師始終認為，要讓孩子們

喜歡傳統舞蹈．並進而尊重及瞭解阿美族傳統樂舞文化的內涵與意義，就是要

從最簡單的「專注」、「負責」與「服從」的學習開始。

北 

埔 

國 

小

花蓮縣 北埔國小
阿美傳統舞蹈隊

帶隊老師 :丁嘉琦 校長‧莊國鑫‧鄭靜慧‧劉錦恵‧謝美慧

表演學生: 陳承銘‧簡俊傑‧古浩育‧江紫欣‧林俞潔‧ 黃若萱 

陳宇柔 ‧ 張  庭 ‧ 黃麗菁 ‧ 陳靖芸 ‧ 林睿芸 ‧ 邱薇亦 

吳宣葶 ‧ 曹偲敏 ‧ 李芝宜 ‧ 游啟如 ‧ 劉禹荷 ‧ 黃育鳳

林芷玄 ‧ 王佳芯 ‧ 游婕安 ‧ 鄭旻瑄‧ 張彤妤 ‧ 陳慈恩

蔡何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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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葉國小位於屏東縣三地門鄉最北端，為三地門鄉唯一的魯凱族群部落，

學生人數 38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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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葉國小的歌謠舞蹈團是民國91年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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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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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要透過青葉的孩子認識魯凱這

個小、少而珍貴的特殊族群。

期望我們的努力讓魯凱昂揚律動的歌舞、渾然天成的天籟美聲，生生不息、

永遠迴盪。

青葉歌謠舞蹈隊於民國 91 年由潘明福校長成立，成立之因肇因於青葉部落

為一僅 70 年的魯凱族部落，在文獻上幾乎沒有青葉的名字。再者，青葉國

小位於屏東縣三地門鄉，為 10 個部落中唯一的魯凱族群學校。為了讓孩子

們認識自己的族群、口說魯凱族語，於是藉由歌、舞推動族群語言文化的傳

承，並聘請了部落在地的藝術家 - 唐秀月 (Kedrekedre) 老師擔任族語及歌

舞指導老師。

民國 96 年，青葉國小學生人數逐漸減少、男女比例懸殊，為了配合學生組

成的屬性，當時的曾有欽校長毅然決然的將青葉以舞蹈為主歌謠為輔的團

隊，轉型成以歌謠為主舞蹈為輔的歌謠隊，並參加每年舉辦的鄉土歌謠比

賽。

轉型成歌謠隊，不僅學生要適應由動轉為靜的表演型態，指導老師也必須花

費時間向部落耆老請益、田野調查。在這段期間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

協助及法國巴黎銀行的支持，不僅獲得經費的挹注，在學校教師指導、學生

舞台表現等提供專業的指導，讓青葉歌謠隊師生在舞台展演上、比賽中逐年

進步，103 年 4 月參加全國歌謠比賽，獲得第一名的好成績。

魯凱族是含蓄內斂的民族、是吟唱的民族，族人透過歌詞即興的吟唱表達內

心深層澎湃的情感。但，50 年前的國語運動剝奪了族人使用族語的權利。

青 

葉 

國 

小

屏東縣 青葉國小
魯凱兒童歌謠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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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葉孩子的父母是失去魯凱族語的一群，所以我們必須要從父母的上一代去

追溯祖先的語言、重新尋回那個時代即興表達情感的真實流露。這是一條漫

長艱辛的道路，是一種明知會失敗卻仍須往前行的沉重心情，有捨我其誰的

民族使命感。

我們告訴孩子，學習傳統歌謠最重要的不是你唱的好或不好，而是透過歌謠

學習魯凱族人面對天地萬物、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方式；透過歌謠認識魯

凱族群深層的民族精神內涵。當孩子認識、了解自己所屬族群的美好後，才

能以自己的祖先為榮、才能認同自我的民族身分。我們的孩子未來才能更昂

然的在世界上自信的、盡情的展現自我；台灣這塊土地是因為多元而顯得更

加美好。

唐秀月 Kedreke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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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參加屏東縣鄉

土歌謠初賽獲得優等第二名的成績，今年成績更是大幅躍進獲得全國特優第

一名並代表屏東縣參加全國鄉土歌謠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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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葉 

國 

小

帶隊老師 :賴維振 校長‧杜淑娥 主任‧石雅竹 主任‧邱世和

          陳慧珍‧陳美淑‧唐秀月‧羅安欣‧蘇坤木

表演學生 :王熙胤‧唐姿燕‧陳  奕‧潘  龍‧凃培恩‧王  珈‧杜婀稜

巴哈哪‧林聖平‧蘇梓欽‧蔡玟毓‧陳佳穎‧唐紫馨‧顏  君

巴丞皓‧杜  諍‧莊妍晰‧芭撒羔‧馮佾杰‧杜浩勳‧顏  寧

謝宇玟‧凃奇恩‧ 林浩緯‧謝瑞祥‧謝孟偉‧蔡祥文‧李秋豪

謝憶茹‧李慧汝‧賴雅欣‧胡郁寧‧唐雨婕‧杜以斯帖

拉瑪笆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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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老師 :鄭義信 主任‧羅聖萍 老師‧安淑萍 老師‧李詩涵 老師

表演學生 :

   （大學）武珈琦‧武辰翃‧武呈翮‧葉佳馨

   （高中）莊  琪‧陳  婷‧梁芮綺‧武逸群‧葉佳玲‧陳彥邦

   （國中）汪勝恩‧鄭恆毅‧石  尹‧梁瑞宗‧石雨彤‧陳美余

           吉馨文

   （國小）莊  鑫‧汪勝杰‧鄭恆晴‧汪鈞唯‧汪彥廷‧陳玉貞

           梁雅竹‧梁  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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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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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成為鄒族傳

統文化、歌舞等傳統文化藝術的傳習中心而努力。

83 學年度成立原住民兒童合唱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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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投入苦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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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更是榮獲特優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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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及國高中學生組成，今年也

有少數大學生及部落耆老一起參與練習，歌謠舞蹈團的傳習經費於2008年起，

由錸德文教基金會支持，2010 年、2011 年及 2013 年皆獲得挑戰「原住民兒童

之夜」在國父紀念館演出的機會。

鄭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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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信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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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了原住民族語言認證，更習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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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起獲得錸德科技文教基金會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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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鄒族的祭典歌舞及古調歌謠傳

承下去，而這樣的轉型讓義信主任更清楚看見帶領團隊前進的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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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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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 來吉國小 
鄒族歌謠舞蹈團

來 

吉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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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帶不走山  帶不走水

帶不走風  帶不走石板屋

但可以帶走口傳歌謠

排灣族人說，好聽的男人歌聲，必須像百步蛇唱歌般動人；

好聽的女人歌聲，必須像蟬鳴般悅耳。

雄偉的男人要像檜木；美麗的女人要像彩色叩頭蟲。

散發光彩的男孩與女孩，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以歌唱彼此分享、愛戀、生活。

唱歌，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也是生命的必須。

從出生到死亡，沒有一個階段可以沒有歌聲。

尤其是成就一個美妙家庭前的婚戀階段，歌，更是無可取代。

每到傍晚，頭目家屋前就是歡唱的場所。

成群男孩與女孩分坐兩旁，用歌聲進行團體式的談情、說愛、結誓、嫁娶。

只談會成功的戀愛，只談會成功的婚禮。

不傷害感情，不破壞關係，也不隨便給人希望。

用充滿文雅、詩意、讚美、隱喻的即興歌詞，接受或婉謝另一方的情意。

直到婚配之後，一起對唱歡舞、孵育愛情的載歌歲月，才逐漸褪去。

時值荳蔻年華的男孩女孩，在情歌對唱的日子裡，唱出自己這一生最美好的年

代。所有關於情感抒發、人生智慧的光華，都在情歌對唱的歲月裡達到的巔峰。

2003 年，歌謠終於再被唱起。從五個孩子到十三個孩子，從十歲到十五歲，

透過不間斷的田野調查、一字一句的口傳心授、一音一調的反覆習唱，唱歌的

孩子們穿越了時空，來到祖先曾經站立的瀑布前，回到那水分子浸染的甬道

中。古老的優美歌調和詞語，讓部落老人再次和自己的 VUVU 一起唱歌，讓回

憶與思念落下快樂的眼淚。純真天籟和喜愛唱歌的意念，讓 88 水災中受創的

部落心靈，重建了世代傳承的斷橋。唱歌之必須，是為了把祖靈帶在身邊。

泰武古謠傳唱。

以部落之名，唱自己的歌。

以音樂之名，說自己的故事。

查馬克‧法拉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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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組建指導已邁入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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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入圍金曲獎及葛萊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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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典歌謠的傳唱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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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古謠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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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 泰武國小
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

泰 

武 

國 

小

帶隊老師 :伍麗華 校長‧查馬克 主任‧阮金福‧陳美珍‧呂志鴻 老師

表演學生 : 

    ( 高中 ) 林雪兒‧朱瑤君‧許聖玫‧徐念庭

    ( 國中 ) 徐念宗‧鄞妤玟‧陳聖慈

    ( 國小 ) 陳欣慈‧高唯心‧劉郡苓‧白玫棋‧龔品芳‧劉藝馨

            紀  芹‧呂子安‧鄞好杰‧鄞魏鈞‧池婉嬟‧陳芯筠

            邱紫玲‧潘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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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2013 年起推動台灣原民歌謠與弦樂團結合，藉以拓展

原住民兒童未來更廣闊的舞台可能及發展性，故由黃義方老師及基金會副執

行長蘇玉枝女士力邀台灣音樂界年輕音樂家，共同組成「逢源愛樂室內弦樂

團」，並委託知名作曲家李哲藝老師執筆編譜，為”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

原民歌謠留下樂譜紀錄，使其原粹更加得以保存並延續，有鑒於原民對於

音樂的學習天份，跨界合作展演之可能亦可增加原民孩童在音樂學習的過程

中，除了人聲外亦增添與古典音樂相關的合聲概念；促進歌謠傳承並增添層

次，為台灣原住民音樂傳承奉獻一己之力。

小提琴 第一部 :吳尚謙‧陳秋年‧張育耀‧蕭陽德‧楊峻傑

       第二部 :陳珮綾‧王卉欣‧陳君威‧許罡愷‧林崇倫

中提琴 :何佳臻‧游家輔‧曾怡嘉‧李沛儀

大提琴 :陳念頡‧戴宛平

低音大提琴 :許舒涵

逢
源
愛
樂
室
內
弦
樂
團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客席指揮 /編曲：李哲藝 老師

< 第二十三屆金曲獎 傳統暨藝術音樂最佳作曲得獎人 > 

台灣高雄人，自從事音樂創作以來，

累積作曲作品約 1200 首，編曲作品超

過 3500 首；自開始其職業演奏生涯以

來，累積演出經歷逾 1700 場次以上。

曾獲 1999 年美國國際爵士豎琴大賽第

三名，並為此項比賽舉辦二十一年來

第一位亞洲獲獎者。曾任亞洲青年管

弦樂團首席豎琴手，及國家交響樂團、

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等數十

個樂團之客席豎琴手。在指揮方面：

現任這個樂（The Music）室內管弦樂

團常任指揮、簧族單簧管重奏團客席

指揮，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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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亞堤斯特藝術有限

公司音樂總監。

曾為國家交響樂團、台灣國家國樂團、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韓國釜山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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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丹麥偶戲藝術節、2012 臺北國際藝術節、2011 亞洲

遊藝節、2010 世博會、2010 葡萄牙國際偶戲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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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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兒童之夜》十屆總回顧

2005

在時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曾志朗先生引介下，第一屆《原住民兒童之夜》到

中研院表演廳舉辦，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大眾教育基金會、桂蘭文化藝術

基金會共同認養的南投縣新鄉國小布農兒童合唱團、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舞蹈

團，將原住民族群千百年來孕育的傳統歌舞，展現在台灣最高學術殿堂，不但

讓國際訪問學者對台灣原住民文化萬分驚艷，滿堂喝采和超乎預期的迴響也讓

事前緊張不已的部落孩子，獲得前所未有的自信。

為充實本活動的教育意義和部落學童的長途跋涉發揮最大效益，結合創造力教

育師資安排成四天三夜的豐富行程，承蒙台北胡適國小協助安排寄宿家庭，節

省大筆住宿開銷並促進成功的城鄉交流。特別感謝廖達珊老師的號召，讓建中

當屆確定推甄上大學的同學成為《原住民兒童之夜》的志工主力來源。

2006

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行、禎祥食品、錸德文教基金會加入認養贊助單位，東元

支持偏鄉兒童教育的「策略聯盟」方案成形。新鄉國小合唱團因馬彼得校長調

任東埔國小而解散，在小朋友幾乎不會講布農母語、對傳統歌謠也毫無概念等

種種客觀條件困難的環境下，馬校長終究接受東元策略聯盟成員的積極勸進，

秉持教育理念再組東埔布農兒童合唱團，與合作賽德克兒童舞蹈團繼續擔綱在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卓越堂舉辦的第二屆《原住民兒童之夜》演出。

由於新認養的南投久美國小布農鄒族踢躂舞蹈團成軍過短無法展現足夠成果，

轉邀請指導久美的「舞工廠踢踏舞團」示範，充實節目內容之餘也給予另外兩

個國小觀摩專業演出的機會，是《原住民兒童之夜》唯一由指導老師演出的場

次。三天兩夜的教育、參訪和彩排演出行程，成為往後每屆固定模式。

12月《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在南投縣首度開辦，從此認養團隊每年有兩

次大型展演的機會。

2007

第三屆轉到場地更大的台灣中油大樓國光廳舉辦，東埔國小布農兒童合唱團、

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舞蹈團為固定班底，久美國小布農鄒族踢躂舞蹈團則首次

在《原住民兒童之夜》演出。久美孩子深知去年底的生命與藝術活動演出尚屬

生澀，半年來卯足全勁練習，終於展現撼動全場的精采節奏感，讓贊助人共同

見證「給孩子必要的機會，就有無限可能性」。

特別感謝「CFP CLUB 理財規劃顧問師俱樂部」提供 50 ～ 60 萬元挹注《原住民

兒童之夜》，成為當屆辦理活動亟需的關鍵大筆經費。時任吳興國小校長的瞿

德淵先生（現任金華國小校長）高度肯定，除了說服自校家長會，也主動聯繫

博愛、三興國小加入接待家庭行列，更成為本計劃後來演出團隊倍增的一大助

力。

2008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成立屆滿十五週年，原住民兒童認養平台正式建立並廣獲

認同，來自個人與機構的多方贊助資源讓認養團隊大幅增加到十一個，認養區

域從中部擴及到東部和南部，獲邀到第四屆演出的七個團體除了固定班底東埔

和合作國小，還有南投親愛國小泰雅兒童擊鼓隊、台東縣介達國小魯凱排灣兒

童舞蹈團和東區職訓中心阿美 KAPA 打擊樂團、屏東縣泰武國小排灣兒童古調

歌謠傳唱隊與南和國小排灣兒童舞蹈團。

阿美 KAPA 打擊樂團由台東縣中輟生組成，這群熱血好動的青少年大多來自功

能失調的家庭，練團過程難免有不少需要磨合之處，但當他們認真敲打阿美族

傳統竹鐘捆成的樂器，展現出獨樹一格的精湛風采，不但贏得如雷掌聲，也令

不少觀眾為他們人生的進程落下感動的眼淚。

特別感謝首都客運自本屆起，出車贊助各團隊到台北後的所有行程交通，有效

減輕原本的龐大交通費用負擔，也感謝台灣高鐵贊助，大幅縮減屏東學校的來

回時間。

2009

以「文化」為根、以「教育」為樁、以「人」為本、以「族群」為體的《驚嘆

號-原住民族永續教育計畫》」正式申請為教育部終身學習圈的一環，更是《原

住民兒童之夜》的主計畫。第五屆從十五個傳統文化認養團隊挑選六個展演，

包括南投縣親愛國小泰雅鼓隊、久美國小布農鄒族踢躂舞蹈團、合作國小賽德

克兒童舞蹈團；屏東縣青山國小排灣族兒童舞蹈團、青葉國小魯凱兒童歌謠舞

蹈團；台東縣霧鹿國小布農傳統祭儀歌謠培訓隊，並特別邀請宜蘭縣金岳國小

表演泰雅歌舞劇，是首次有非驚嘆號認養團隊加入演出的場次。

特別感謝總統夫人周美青女士領導的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自本屆起

贊助所有演出團隊的高鐵和台鐵交通費用，久美踢躂舞團多人練舞練到鞋子破

洞，也由她出錢購置新鞋。東元電機董事長夫人沈寶島女士和移居美國西雅圖

的張洵女士，看完第四屆演出後深受感動，自本屆起成為每年提供 10 萬元以

上經費的個人贊助者。名書法家周月雲義寫具有深度美感的「驚嘆號」、「天

韻舞影」七字，成為往後歷屆舞台和節目手冊的主視覺。

2010

確立「讓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族群，可以蓬勃發展，源遠流長」為《原住民兒

童之夜》的計畫願景。

考量台灣中油大樓國光廳的舞台深度不足以原住民族的舞蹈盡情展演，第六屆

移到具備國家級舞台規模、觀眾座位超過 2,500 席的國父紀念館舉辦，獲邀演

出團隊高達十個、演出人數包括帶隊老師在內超過 300 人，規模為歷屆之冠。

表演團隊包括：南投縣台灣原聲音樂學校童聲合唱團、久美國小布農鄒族踢躂

舞蹈團、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舞蹈團；嘉義縣來吉國小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屏東縣青山國小排灣族兒童舞蹈團；台東縣蘭嶼中學雅美族青少年歌謠舞蹈

團、東區職訓中心阿美 KAPA 打擊樂團、台東縣霧鹿國小布農傳統祭儀歌謠培

訓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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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中學需先坐船到台東，換火車到高雄再換高鐵到台北，當日風浪相當大

且長途舟車勞頓，導致雅美族青少年歌謠舞蹈團表演體能無法處於最佳狀

況，最後在全場兩千多名觀眾共同助唱下完成演出，展現本活動給予孩子最

高鼓勵的精神。受到八八風災重創的嘉義來吉國小則是《原住民兒童之夜》

首次有鄒族的演出，最傳統的古謠和聲令全場動容。

面對歷屆活動最大規模的挑戰，特別感謝台大 EMBA 基金會慨然捐助 70 萬，

補足總經費需求超過 200 萬元的關鍵缺口，也感謝中央警察大學副教授葉毓

蘭號召一批訓練有素的警大學生擔綱志工協助掌控場面。演出當天用餐靠周

美青女士牽線，由開平餐飲學校派員製作西式自助餐，每人僅算100元費用，

不足處由開平吸收吸收，讓 323 人享受到歷屆演出最豐盛的一餐。

東元基金會新進員工曾文志從本年度起成為《原住民兒童之夜》的專案執行

至今，盡心盡力的工作態度讓本活動獲得可貴的穩定專案人力。從 2005 年

起就以志工身分隨東元上山下海服務原住民小朋友的蘇蘭老師，第一次和瞿

德淵校長共同擔任本活動主持人。

2011

第七屆繼續在國父紀念館舉辦，觀賞演出的觀眾達 2,283 人，創下歷屆最高

記錄。

九個表演團隊包括：南投縣親愛國小泰雅兒童鼓隊、平靜國小賽德克兒童歌

謠舞蹈團；嘉義縣來吉國小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屏東縣泰武國小排灣兒童

古調歌謠傳唱隊；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實驗劇場 -花蓮縣阿美青少年；台東縣

海端國中布農青少年合唱團、東區職訓中心阿美 KAPA 打擊樂團；台東縣公

益平台基金會贊助的比西里岸 PawPaw 鼓樂團，由美青阿姨引介，以非認養

團隊身分受邀參與的團隊。

嘉義來吉國小的指導老師武山勝是鄒族的國寶級文化導師，卻在《原住民

兒童之夜》演出前不幸病逝，來吉學生將最肅穆的演出獻給武山勝老師以

茲紀念，讓全場共同感懷。南投平靜國小重現 800 年前賽德克族幾近失傳的

「（祖）靈之眼」舞步，讓現場其他原住民族的老師看到心領神會、熱淚盈眶，

盛讚這才是真正的原住民傳統。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實驗劇場提供花蓮縣北埔

國小學生畢業後，能繼續學跳原住民現代舞蹈的去處，帶來的專業精緻創作

演出令人耳目一新。台東海端國中展現氣勢十足的布農八部合音，贏得滿堂

喝采。

特別感謝洪蘭教授和羅秀月女士各捐贈 27 萬和 35 萬元，補足經費缺口。

2012

第八屆起邀請專業劇場人士擔任《原住民兒童之夜》舞台總監，第一任總監

為「米靈岸音樂劇場」藝術總監胡健，在台北正式演出前，胡健先隨東元基

金會到各部落進行舞台表現指點，演出當晚調校現場的燈光音響效果，讓《原

住民兒童之夜》的藝術表現水準更上一層樓。

十個表演團隊包括：南投縣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舞蹈團、久美國小布農鄒族

踢躂舞蹈團；屏東縣青葉國小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口社國小莎卡蘭排灣文

化傳承隊；花蓮縣北埔國小阿美傳統舞蹈隊、三棧國小太魯閣兒童舞蹈團；台

東縣介達國小魯凱排灣兒童舞蹈團、大王國中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隊、東區職

訓中心阿美 KAPA 打擊樂團；台東縣比西里岸 PawPaw 鼓樂團第二度以非認養團

隊身分受邀參與。

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曾志朗先生特別邀請來台灣訪問的各國人文社會

科學院士到場觀賞，外國院士深深為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深度與美感震攝，直誇

台灣擁有可貴文化珍寶。

法國巴黎銀行總行今年首次派員隨東元到部落了解驚嘆號計畫實況，決定讓此

成為法巴總行的永續支持計畫，每年贊助《原住民兒童之夜》40萬元。活動持

續辦理的成效也獲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肯定，自本屆起開始補助每年 20 萬

元，隔年原民會主委孫大川首度親自到場觀賞，盛讚《原住民兒童之夜》的品

質高超。

曾任前兩屆主持人的蘇蘭老師在活動前夕過世，改由 TVBS-G《娛樂新聞》前主

播海裕芬擔綱主持，帶動全場在謝幕前共同感念蘇蘭老師。

2013

在國際知名小提琴家黃義方建議下，第九屆表演首度嘗試搭配樂團現場演奏，

由「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為屏東縣青葉國小魯凱兒童歌謠舞蹈團、泰武國小

暨泰武部落青少年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嘉義縣來吉國小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等三個團隊伴奏，法國籍指揮家馬泰免費義演，團員也僅領取微薄車馬費。另

五個表演團隊為：苗栗縣東河國小東河瓦祿馬拉斯歌謠舞蹈團；南投縣親愛國

小泰雅兒童鼓隊；花蓮縣北埔國小阿美傳統舞蹈隊；台東縣賓茂國中 VASA 排

灣歌謠舞蹈隊、大王國中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隊。

苗栗縣東河國小為《原住民兒童之夜》首次有賽夏族演出，由於賽夏矮靈祭有

諸多忌諱，歷經部落內部激烈討論後才同意以部分內容展演。嘉義來吉國小的

鄒族古調演唱在重新編曲和弦樂伴奏下，獲得額外加乘的效果。

特別感謝采盟文教基金會主動臨門贊助 22 萬元，及明緯公司贊助 5 萬元，如

及時雨補足經費缺口。

2014

第十屆首度邀請具有原住民血統的瓦旦‧督喜（太魯閣族）擔綱藝術總監，瓦

旦從 18 歲加入「原舞者」，累積十年表演經驗後升任團長，在任原舞者團長

五年後離團自創「Tai 身體劇場」，擁有近 20年的原住民歌舞田野採集觀察和

演出經驗。在《原住民兒童之夜》演出前一個月，瓦旦隨東元到各部落觀看團

隊練習情況，額外注重演出內容是否能適當傳遞傳統文化氛圍。

今年表演團隊包括：南投縣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舞蹈團；嘉義縣來吉國小鄒族

兒童歌謠舞蹈團；花蓮縣北埔國小阿美傳統舞蹈隊；屏東縣青葉國小魯凱兒

童歌謠團、泰武國小暨泰武部落青少年排灣古調歌謠傳唱隊；台東縣霧鹿國小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培訓隊、介達國小魯凱排灣兒童舞蹈團。其中介達國小的演

出，是十屆舞台首次有「喪禮」儀式呈現，藉由 vuvu（奶奶）的生平故事，表

現魯凱族特有的紋手文化。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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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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及「政府部門」組成，建置「供需平衡」的扶植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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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四月止，接受扶持的團隊計四十二個 ( 遍及八個縣市，三十七

所學校及部落 )，受益學童達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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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 起

照片提供：韓聖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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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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會以支持偏鄉教育的十四年經驗為基礎，管理運作「驚嘆號 - 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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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為期四年的擴展期，2012 年起為永續期，2014 年 4 月接受本平台支持

的部落學校或團體，計畫可涵蓋十族，遍及南投縣、屏東縣、嘉義縣、花蓮

縣、台東縣、宜蘭縣、苗栗縣、高雄市等八個縣市，認養及發展的教育方

案包括傳統歌謠、舞蹈、樂器、技藝、才藝養成、體能長才與健康訓練等計

畫計四十二個，同時執行原住民兒童之夜、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計畫、傳統

歌謠舞蹈傳習師資成長計劃、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部落兒童科學創意體驗

營、原聲合唱團教學及演出與部落音樂會等十四方案。串連的認養資源，共

計達二十五個 NPO/NGO 組織、三十三家企業、三個民間社團、十九所都會學

校、百位以上的善心人士及三大政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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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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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 值 － 掌握族群尋根溯源的核心價值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資料（2014 年 2 月），台灣原住民目前共有

14個族群，總人口計有534,585人，然而本「策略聯盟」過去受限於資源，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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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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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習族群傳統文化藝術，扶持少數族群永續教育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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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族群永續需要以「文化藝術」為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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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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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耐特科技材料（股）公司

(2) 法國巴黎銀行

(3) 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4)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5) 首都客運 (股 )公司

(6) 南京資訊（股）公司

(7) 伊莎貝爾

(8) 浪琴表

(9) 曜翰公司

(10) 禎祥食品

(11) 麗聖國際（股）公司

(12) 麗思國際有限公司

(13) 八方新氣（股）公司

(14) 文信電子有限公司

(15) 風車生活（股）公司

(16) 龍代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17) 台灣微米科技 (股 )公司 

(18) 醫行天下健康管理顧問(股)公司

(19) 展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0) 台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1) 豐園實業 (股 )公司

(22) 名晧企業 (股 )公司

(23) 味柔 ( 股 ) 公司

(24) 紅久國際有限公司

(25) 福田娜有限公司

(26)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27) Betty Lee
(28) 明緯企業 ( 股 ) 公司

(29) 京都念慈菴 (股 )公司

(30) 鈺德科技 (股 )公司

(31) 安德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2) 新凱國際 (股 )公司

(33) 菁典獅子會

2. 民間企業 -

3. 民間社團 -

(1) CFP CLUB    (2) 珍珠會     (3) 惠群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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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斯宏、曾錦煙…等近百人

5. 都會學校團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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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仁愛…等 19 所小學

6. 政府部門 -

(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 教育部    (3) 衛生福利部

7. 部落學校團體 -

三十七所學校及部落，共四十二個團隊。

辦 法 － 策略聯盟、扶植認養、延伸學習、理念推廣方案

策略聯盟

召集二十五家基金會、三十三家企業、三個民間社團、都會十九所學校、

百名善心人士及三大政府部門，透過整合、互助、合作與尊重，為四十二

個被認養扶植的部落教育團隊，提供多元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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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供與教育、學習有關的服務。

（三）辦理成長工作坊、訪談、祭典觀摩、教學交流，共同承擔十四項教    

育與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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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豐富部落新世代人文教育。

（五）精確的資訊傳輸－發送「驚嘆號時時報」。

（六）透過成果發表展演，達到族群文化藝術交流之目的。

（七）七大類型聯盟成員，形成資源供需平台 :

(1) 安平文教基金會

(2) 錸德文教基金會

(3) 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4)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5) 大方廣慈善事業基金會 

(6) 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7) 光泉文教基金會 

(8) 逢源教育基金會

(9)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10)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11)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12) 台聚教育基金會

(13) 大聯大文教基金會 

1. 非營利組織 -

(14) 中華電信基金會

(15) 大眾教育基金會

(16) 光泉關懷慈善基金會 

(17) 薛伯輝基金會 

(18) 國光劇團

(19) 台灣豫劇團 

(20) 舞工廠 

(21) 采盟文教基金會

(22) 廣達文教基金會 

(23) 台灣喜大人協會 

(24)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25) 萬國法律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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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縣
別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人數 支持單位 認養時間
數
量

傳
統
舞
蹈

南
投
縣

合作國小 賽德克兒童舞蹈團 55 洪 蘭 女士 2003.03

16
隊

平靜國小 賽德克兒童歌謠舞蹈團 28 曜翰公司 2009.10

大成國中 布農歌謠舞蹈團 50 中國國際商
銀文教基金會

2009 年
屏
東
縣

青山國小 排灣兒童歌舞劇團 56

口社國小 沙卡蘭溪歌謠團（舞） 31 耐特科技材料公司 2009.09

花
蓮
縣

東昌部落
莊國鑫原住民
舞蹈實驗劇場

20 張 洵 女士 2008.10

三棧國小
太魯閣族布拉旦
兒童歌謠舞蹈團

48
中國國際商銀
文教基金會

2012.02

銅蘭國小 太魯閣族舞蹈 20
大方廣慈善事業
基金會

2011.01

北埔國小 阿美族傳統舞蹈隊 40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2012.02

宜
蘭
縣

金岳國小 泰雅兒童歌謠舞蹈團 30 張 洵 女士 2009.09

南澳國小 南澳國小歌謠舞蹈團 25 大聯大教育基金會 2013.01

台
東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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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

蘭嶼中學 雅美族青少年歌謠舞蹈團 50
中國國際商銀
文教基金會

2009.07

大王國中 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隊 45
中國國際商銀
文教基金會

2009.07

賓茂國中 排灣族傳統舞蹈 30 禎祥食品 2012.02

苗
栗
縣

東河國小 賽夏族歌謠舞蹈 25

LEKO 之友：          2012.09  
麗聖國際 (股 )公司
麗思國際有限公司
豐園實業 (股 )公司
台灣喜大人協會
名皓企業 (股 )公司
八方新氣 ( 股 ) 公司
文信電子有限公司
風車生活 ( 股 ) 公司
芙甜娜有限公司
台灣微米科技 (股 ) 公司
龍代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紅久國際有限公司
展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安德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醫行天下健康管理顧問(股) 公司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新凱國際 (股 )公司
菁典獅子會
味柔 (股 )公司
錢靖雯女士‧劉淑美女士
許斯宏先生‧曾錦煙先生

類
別

縣
別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人數 支持單位 認養時間
數
量

傳
統
歌
謠

南
投
縣

台灣原聲
音樂學校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197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08.05

19
隊

屏
東
縣

泰武國小 排灣兒童古調歌謠傳唱隊 28 南京資訊 (股 )公司 2007.09

泰武部落
青少年

排灣青少年古調
歌謠傳唱隊

20
浪琴表、
采盟文教基金會

2009.10

佳義部落
PUZANGALAN 希
望兒童合唱團

30 顧炳容 2012.08

青葉國小 魯凱兒童歌謠團 42 法國巴黎銀行 2007.08

佳義國小 排灣歌謠隊 - 徵求中 2012.08

萬安國小 排灣兒童傳統歌謠舞蹈隊 - 徵求中 2014 年

武潭國小 排灣兒童傳統舞蹈團 - 徵求中 2014 年

高士國小 排灣歌謠隊 - 徵求中 2014 年

賽嘉國小 排灣古謠隊 - 徵求中 2014 年

三地國小 排灣歌謠隊 37 薛柏輝基金會 2013.04

嘉
義
縣

來吉國小 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27 錸德文教基金會 2008.11

台
東
縣

武陵國小 布農兒童合唱團 54 法國巴黎銀行 2007.12

霧鹿國小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培訓隊 48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
基金會

2008.10

海端國中 海端布農青少年合唱團 50

鸞山國小 布農歌謠傳習隊 27 台聚教育基金會 2014.01

南王國小 卑南傳統歌謠傳唱隊 30 台聚教育基金會 2014.01

高
雄
縣

民族大愛國小 布農歌謠舞蹈團 - 徵求中 2014 年

花
蓮
縣

古風國小 布農兒童合唱團 27 徵求中 2014 年

扶植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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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的培訓計畫 ( 才藝及競走 )，提供相關經費之需求，並鼓勵支持參加各式展

演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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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團隊分佈圖

南澳國小：南澳國小歌謠舞蹈團
金岳國小：泰雅兒童歌謠舞蹈團

宜蘭

南投

花蓮

蘭嶼

台東

嘉義

屏東

三棧國小：
太魯閣族布拉旦兒童歌謠舞蹈團
東昌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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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中)：布農兒童歌謠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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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歌謠舞蹈隊
大王國中：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隊
介達國小：魯凱排灣兒童歌謠舞蹈團
南王國小：卑南歌謠舞蹈隊
鸞山國小：布農歌謠傳唱隊

蘭嶼中學：
雅美族青少年歌謠舞蹈團
活化傳統飲食工藝計畫(徵求中)

三地國小：排灣歌謠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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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義部落：Pasa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武潭國小(徵求中)：排灣兒童傳統舞蹈
                          跆拳道
萬安國小(徵求中)：排灣兒童傳統歌謠舞蹈
佳義國小(徵求中)：排灣歌謠傳唱隊
高士國小(徵求中)：排灣族古謠傳唱
賽嘉國小(徵求中)：排灣族古謠隊  

來吉國小：鄒族兒童歌謠舞蹈團

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舞蹈團、活力早餐
平靜國小：賽德克兒童歌謠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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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
東河國小：東河瓦祿拉馬斯歌謠舞蹈團

高雄
民族大愛國小(徵求中)：歌謠舞蹈團

類
別

縣
別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人數 支持單位 認養時間
數
量

才
藝

南
投
縣

親愛國小 親愛兒童原鼓隊 54 洪建全文教基金會 2007.03
2
隊

大成國中 打鼓社 50
中國國際商銀
文教基金會

2010 年

傳
統
技
藝

台
東
縣

蘭嶼中學 活化傳統飲食工藝計畫 28 徵求中 2014 年

2
隊屏

東
縣

泰武國小 排灣木雕藝術文化 22 南京資訊 (股 )公司 2007.10

體
能
長
才

花
蓮
縣

松浦國小 阿美兒童競走隊 20
中國國際商銀
文教基金會

2009.01

2
隊屏

東
縣

武潭國小 
佳平分校

跆拳道隊 - 徵求中 2014 年

活
力
早
餐

南
投
縣

合作國小 活力早餐 70 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2003.03
1
隊

6
大
類
型

8
縣
市

37個
學校部落

共 1454 人  42 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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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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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學習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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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個部落學校，為八千餘位學童，

提供兩個單元共計四個小時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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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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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
全反射」、「比重」等科
學原理，引發對力學向量
與螺距觀念、光的分析等
主題科學學習之興趣、帶
動科學學習風氣，同時提
昇部落學童科學知能。

140 所部落學校
8000 餘名學童
直接學習受益

逢源教育基金會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科學大魔界

生命與藝術
創意體驗計畫

欣賞優質電影、音樂會、
原住民歌謠舞蹈表演、戲
劇、民俗、兒童劇，一整
日的學習活動。

部落師生 3300 人
1. 屏東縣
2.台東縣
3.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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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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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征式學習教師工作坊

傳統歌謠舞蹈傳習師資成長計畫

成果展演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計畫

在台東、屏東、南投縣市文化中心，所辦理的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中，邀

請該縣認養團隊演出，合計參與成果展演的團隊，達十五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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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個團隊中擇 7

個團隊正式演出，演出師生達 313 人。

計畫項目 內容 參加對象 主辦單位

生命與藝
術創意體
驗計畫

傳習團隊生命與藝術
創體驗活動中，呈現
年度傳習成果。

1.台東場 (1300 人 )   
1. 臺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2.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3. 台東縣政府教育處 ·文化處

2.屏東場 (1000 人 )
1. 光泉文教基金會
2.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3.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文化處

3.南投場 (1000 人 )

1. 佛教大方廣慈善事業基金會
2.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3.洪  蘭教授
4.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文化處

原住民
兒童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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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個認養團隊中
擇 7個展演
觀眾超過 2500 人

1. 法國巴黎銀行
2.中國商業銀行基金會
3.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4.中華電信基金會
5.首都客運 (股 )公司
6. 國立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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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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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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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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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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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說服其他基金會專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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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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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族群發展願景。

展 望－連結民間與政府的力量創造“驚嘆”

建置以「文化」為根、「人」為本、以「族群」為體，以「教育」為樁的

教育公益平台。

創造 15000 名部落新世代的學習成長資源。

發展 14 個以上部落學校適情適性的教育方案。

部落學童傳習約 212 首傳統歌謠、59 支傳統舞碼、2 項傳統技藝、2 項才

藝與 2項體育。

創造多元的校際、部落與族群交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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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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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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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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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嘆的感動。

為傳統的族群文化藝術留下完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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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泰武國小古謠傳唱隊將角逐葛萊美獎並受邀至日本九州演出。

預期效益－為原民族群創造令人驚嘆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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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別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傳統歌謠 /舞蹈 曲目 /舞碼

苗
栗
縣

東河國小
東河瓦祿馬拉斯
歌謠舞蹈團

7支
迎神 (2首 )、迎靈、娛靈、
舞神鞭塗泥、等待榛木毀架、送靈

南
投
縣

久美國小
布農鄒族
踢躂舞蹈團

2支 布農族報戰功、元氣舞

大成國中 原住民舞蹈社 6支
百合、鷹揚、大武山、躍動的臀鈴、
勇士、花環  

合作國小
賽德克兒童
舞蹈團

2支 生命之歌、祭天祈福

親愛國小 親愛兒童原鼓隊 2首 (鼓樂 ) 出征、老鷹之歌

台灣原聲
音樂學校

台灣原聲童聲
合唱團

12首

四季紅 ( 台語 )、西北雨直直落 ( 台
語 )、心肝寶貝 (客語 )、花樹下 (客
語 )、桃花開 ( 客語 )、讓生命圓滿
(國語 )、今年夏天 (國語 )、我們的
桃蛙源 (國語 )、月光派對 (國語 )、
如鹿渴慕溪水 ( 國語 )、We are the 
world( 英語 )

嘉
義
縣

來吉國小
鄒族兒童
歌謠舞蹈團

8首
迎神曲、送神曲、安魂曲、
小米收穫祭、塔山之歌、確實如此、
朋友歡聚歌、歷史頌

4支
mayasvi 祭典
迎神曲、小米收穫祭 homeyaya、
安魂曲 miyome、送神曲

屏
東
縣

泰武國小
排灣兒童
古調歌謠傳唱隊

20首

Gelu gelu/Idu 迎祖靈之歌、Lu lje 
ma (sipucavicavilje) 豐 年 祭 歌、
Yau送祖靈之歌、Qayiyauqi勇士歌、
Uwanaiyui 婚禮之歌、Qiyuljaljayi
祝 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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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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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跌倒了、
Tima sula jialen jun jun 誰在敲敲
打打

泰武部落青少年
排灣青少年
古調歌謠傳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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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養團隊傳習成果

縣  
別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傳統歌謠 /舞蹈 曲目 /舞碼

屏
東
縣

口社國小
沙卡蘭溪歌謠團
(舞 )

8 首

lu mi ta sa 眷戀、qi lja naqi nae 
感 恩、hi yu hi lja hi、lja lja 
hi、cu li si、lu an ne ne 期盼、
hi yu hi lja hi、i sa ceqal

3 支
結婚舞、勇士舞、童謠律動、
頭目婚禮

佳義部落
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7首

Cakenu 接 尾 歌、Hikuki 飛 機 歌、
Qudra 下 雨 歌、Druku drukuli 螃
蟹 歌、Tiqitiqi luilui 蜥 蜴 歌、
Aliyan 朋友歌、Yuai

1 支 排灣歡樂舞

青葉國小
魯凱兒童
歌謠舞蹈團

5首
apasinikipane珍藏、歡樂在一起、
maraurathudu、ualaiiyui 思念、
nalruuwana lrumedeyae 思念

2支
臼夢杵情
1. 工作歌 mawaungu ( 杵舞 )
2. 歡樂在一起 taelre kiraaragai

青山國小
排灣兒童
歌舞劇團

16首

qa~i yanga 懷念之歌、djavadjavai 
感恩歌、naluwan nalja 歡樂歌、
sapu~~~lju 思念歌、sapu~~~lju 情
歌、paljailjai 英 勇 禮 讚、siki 
qeciqeciyan 戰 歌、ai ti kaka
祝 福 歌、 祈 福 歌、ljaljahei 謝
恩 歌、paljailjai 勇 士 歌、siki 
qeciqeciyan 戰歌、 vangau 天窗、 
dukudukuli 搗芋泥、 qemauqauqau 
呼叫、 qudalj/cenglau 大雨/晴天、
tjingangadrui 遊戲歌

3支
迎賓舞（aliyan）、歡樂舞（qeyai）
歌舞劇

花
蓮
縣

銅蘭國小 太魯閣族舞蹈

10首

女子工作歌謠 1、女子工作歌謠 2
女子工作歌謠 3、女子工作歌謠 4
展示衣服的歌謠、男子的正氣歌
彩虹橋 1、彩虹橋 2、結束歌曲
再見歌曲

3支
金黃色的稻穗、山谷的回音
山地小姑娘

北埔國小
阿美族
太巴塱部落
ilisin 樂舞

6首 太巴塱部落 ilisin 歌謠

8支 太巴塱部落 ilisin 舞蹈

三棧國小
太魯閣族兒童
歌謠舞蹈團

12首

懷念山裡的故鄉、迎賓曲、織具歌、
織布歌、獵首笛吹奏、英雄歌、比舞、
家族之歌、家族二、看 !他們的舞、
木琴打擊及別忘了祖先的訓誡

1支 烈焰‧獵焰

東昌部落
莊國鑫原住民
舞蹈實驗劇場

1支  黃昏的祭師



72 73

縣  
別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傳統歌謠 /舞蹈 曲目 /舞碼

台
東
縣

大王國中
排灣青少年
傳統舞蹈隊

15首 魯凱族及排灣族歌謠

2支 甕之鄉、榮耀與祝福

蘭嶼中學
雅美族青少年
歌謠舞蹈團

3首
Minas bang 孤兒淚、頭髮舞之歌、
精神舞之歌

2支 頭髮舞、精神舞

海端國中
海端布農青少年
合唱團

11首

Macilumana 收工歌、manaskala 勸
樂歌、Basiputput 八部合音、Kuisa 
tamalaug 織布歌、Malas tapang 報
戰功、依阿！嗨阿！古調、Bisuslin 
飲 酒 歌、ho do I yo ye 古 調、
maiskadaza 勸善歌、布農族古謠組
曲、祭槍歌

介達國小
魯凱排灣兒童
歌謠舞蹈團

12首

aiyanga milimilingan ni vuvu vuvu
的 故 事、tivuvu i vuluvulung 工
作 遊 戲 歌、ailjanaluana iyanayau 
歡樂舞曲、musus 搖籃曲、遊戲歌
urimalapamen  tu macizilje、 遊戲
歌 ali kisamulja iya masengseng、
musus 搖籃曲、tingbuku tingbuku 
tingrangrang 遊 戲 歌、sinacea　
ljanetja ya…ine sainu 歡樂舞、
nalivana  iyanayau  aiyanali 
歡 聚 歌、luljemain nanaya…
a..u…imalu…lja…a…nginua…
i… 追憶歌、vuvu 的追憶 aiyanga 
milimilingan in vuvu

1 支 楔子

霧鹿國小
布農傳統祭儀
歌謠培訓隊

24首

Macilumah 呼 喊、Pasibutbut 祈
禱小米豐收歌、pislai 祭槍歌、
mapulaung 報 戰 功、 飲 酒 歌、
manaskal 歡樂歌、AISKA  LAUPAKU、
namiminag ma duh 播種祭、ku isa 
tama-laug LAUG 叔叔去哪裡呢、sima 
chisbun bavchia 是誰在山上放槍、
dianin kata 出 發 了、tamatama、
apanka 嬰兒過滿月、kabu maila 智
慧 的 婦 女、tastu pain sa nan、
toktok tamalug 公雞鬥老鷹、bunuaz 
lahzan lahzan 成熟的李子、tasa 
dusa tau pat 數 字、ia za tasa 
halua 螞蟻搬豆子、kipahpah ima 
大家來歡唱、cina tu mada 媽媽
的眼睛、Iskadaidaz 勸勉歌、nuin 
tapuskuan 螢火蟲、masiala buan 月
亮好圓、han han laibulabu 尋找狐
狸洞

認養團隊傳習成果

縣  
別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傳統歌謠 /舞蹈 曲目 /舞碼

台
東
縣

武陵國小 布農兒童合唱團 11首

祈禱小米豐收歌、報戰功、背負重物
之歌、愛人如己、公雞鬥老鷹、收小
米歌、歡樂歌、尋找狐狸洞、拍手歌、
快樂的聚會、向主唱樂歌

賓茂國中
賓茂 VASA 排灣
歌謠舞蹈隊

5首
祈雨歌、工作傳情歌、小米豐收歌
歡樂歌、種菜歌、豐年祭之歌

5支
歡樂歌謠舞蹈、祈雨祭儀舞蹈、傳情
歌舞蹈、採收小米舞蹈、勇士戰舞舞
蹈。

宜
蘭
縣

南澳國小
南澳國小
歌謠舞蹈團

3首
泰雅古調新唱、泰雅打擊樂曲 2、
泰雅創作曲 1-感恩歌

3支 泰雅的味道 (戲劇 )、戀 戰、庫巴博

金岳國小
泰雅兒童
歌謠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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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支 雅孟織夢 (Ya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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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學校 團隊名稱 參加項目 成績

嘉
義
縣

來吉國小
鄒族兒童
歌謠舞蹈團

2013 年 2月特富野社「戰祭」體驗 展演

2013 年 5月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3 年 10 月阿里山鄉「生命豆祭」 展演

2013 年 11 月嘉義縣「打造運動
島‧鄒族歌舞展演活動」

展演

2013 年 11 月參加嘉義縣音樂比賽
同聲合唱

甲等

屏
東
縣

泰武國小

排灣兒童
古謠傳唱隊

2013 年 5月
青少年雪兒 x黃義方 &台北愛樂

展演

2013 年 5月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3 年 8月發行音樂專輯 -歌飛過群山 音樂專輯

2013 年 8月赴美與葛萊美獎得主
Daniel Ho 舉辦首場售票演唱會

展演

排灣木雕藝術文化 2013 年全國原住民木雕獎 優選、佳作

口社國小
沙卡蘭溪歌謠團
(舞 )

2013 南島族群婚禮 展演

2013 三地門鄉收穫祭 展演

2013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佳義部落
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2013 年 5月德國韓德爾國際兒童合唱節
合唱比賽

最佳指揮獎

2013 年 5月德國韓德爾國際兒童合唱
藝術節

展演

2013 年 7月第五屆原住民合唱嘉年華 展演

2013 年 7月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 展演

2013 年 9月台南市黃家古厝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11 月排灣好聲音感恩音樂會
(高雄市夢時代 )

展演

2013 年 12 月排灣好聲音感恩音樂會
(台北市新光三越信義區 )

展演

青葉國小
魯凱兒童
歌謠舞蹈團

2013 年 1月
「AUBA遊童玩.青葉FUN科學」五校聯運

展演

2013 年 5月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3 年 7月青葉部落豐年祭 展演

2013 年 10 月屏東縣藝術與人文深耕
成果發表會

展演

2013年11月參加鄉土歌謠比賽屏東初賽 第一名

2013 年 12 月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2013 年 12 月國泰世華人壽
歲末寒冬送暖展演

展演

認養團隊比賽成果與展演記錄

縣
市

學校 團隊名稱 參加項目 成績

苗
栗
縣

東河國小
東河瓦祿馬拉斯
歌謠舞蹈團

2013 年 5月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3年11月苗栗縣原住民傳統話劇競賽 特優

2013 年 11 月南庄遊客中心
「南庄山水節活動」

展演

2013 年 12 月國泰人壽聖誕節活動 展演

2014 年 1月國泰人壽春節送暖活動 展演

南
投
縣

大成國中

原住民舞蹈社

2013 年 3月全國舞蹈比賽
全國賽民俗舞團體甲組

特優

2013 年 11 月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南投縣初賽

特優第一名

2013年12月南投埔里喜裂克原舞團發表 展演

2014 年 2月南投燈會開幕表演 展演

打鼓社

2013 年 4月星夜話管弦聯合音樂會開幕 展演

2013 年 10 月日月潭紅茶文化季 展演

2013 年 10 月南投溫泉祭記者會 展演

合作國小 賽德克兒童舞蹈團

2013 年 3月全國南區舞蹈比賽 第二名

2013 年 11 月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決賽 第二名

2013 年 12 月村校聯合運動大會 展演

2013 年 12 月仁愛鄉賽德克族歲時
祭儀典禮

展演

親愛國小 親愛兒童原鼓隊

2013 年新北市鼓王盃團體組 優勝

2013 年 5月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3 年 7月南投縣仁愛鄉清靜風車 展演

2013 年 11 月第一屆全國泰雅運動會 展演

台灣原聲
音樂學校

台灣原聲
童聲合唱團

2013 年 1月玉山天籟樹谷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1月南投縣音樂優異團隊
聯合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3月第四屆玉山星空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4月玉山天籟雲品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5月玉山天籟慈恩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7月玉山天籟北加州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7月玉山天籟南加州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8月聽玉山天籟港都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9月愛的合鳴慈善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10 月國慶典禮領唱 展演

2013 年 11 月長榮交響樂團聯合音樂會 展演

2013 年 12 月總統文化獎頒獎典禮 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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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學校 團隊名稱 參加項目 成績

台
東
縣

介達國小
魯凱排灣兒童
歌謠舞蹈團

2013 年 10 月全國原住民兒童
E起舞動歌舞劇決賽

最佳音樂獎
最佳服裝獎

2013 年 12 月台東縣音樂比賽國小組 展演

2013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霧鹿國小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
培訓隊

2013 年全國布農族運動會 展演

2013 年 5月台北京華城 babyboss 活動 展演

2013 年 5月海端鄉射耳祭 展演

2013 年學生音樂比賽 -
原住民語系國小團體組

優等

2013 年 9月亞洲會展產業大會晚宴 展演

2013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武陵國小 布農兒童合唱團

2013 年 4月參與武陵社區村射耳祭活動 展演

2013 年 5月參加延平鄉布農之夜
傳統歌謠競賽

第一名

2013 年 7月參與武陵水上音樂節
演出活動

展演

2013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賓茂國中
賓茂 VASA 排灣
歌謠舞蹈隊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3 年活力 E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
母語歌舞劇競賽

優選
最佳指導

2013 年赴日本青森縣國際蘋果節活動 展演

2013 年參加溫泉季演出 展演

2013 年全國學生舞蹈比賽縣賽 優等第二名

2013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東清國小
拼板舟代代
傳習計畫

2013 年 5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附小
【課程介紹】

展演

2013 年 5月朗島國小

【蘭嶼海洋季課程成果展演】
展演

宜
蘭
縣

金岳國小
泰雅兒童
歌謠舞蹈團

2013 年 3月鄉公所植樹節活動開場 展演

2013 年 4月屏東原住民文化園區表演 展演

2013 年 4月國泰世華大樹計畫捐贈
活動表演

展演

2013 年 5月村校聯合運動會表演 展演

2013 年 5月花蓮縣觀音國小到校 
文化交流舞蹈表演

展演

活力 2013E 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
母語歌舞劇競賽

總冠軍

南澳國小 泰雅樂舞隊
2013 年第四屆全國族語戲劇 第二名

2013 年 11 月宜蘭縣舞蹈比賽 展演

縣
市

學校 團隊名稱 參加項目 成績

屏
東
縣

青山國小 排灣兒童歌舞劇團

2013 年 2月參加全國原住民
戲劇競賽全國賽

季軍

2013 年 3月妙光禪寺參加佛誕節活動 展演

2013 年 7月青山村豐年節 展演

2013 年 12 月全國原住民戲劇競賽初賽 冠軍

2013 年 12 月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花
蓮
縣

銅蘭國小 太魯閣族舞蹈

2013 年 1月與國台體大舞蹈研究所交流 展演

2013 年 3月赴泉州 展演

2013年 5月國泰人壽50周年慶植樹活動 展演

2013 年 12 月花蓮縣原住民文化館
太魯閣族歌謠比賽

第二名

北埔國小 阿美傳統舞蹈隊

2013 原住民兒童之夜 展演

2013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全國決賽 優等第四名

2013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花蓮縣賽 優等第一名

2013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展演

東昌部落
莊國鑫原住民
舞蹈實驗劇場

2013 年 5月參加全臺灣大專盃運動會 展演

2014 年 1月黃昏的祭巡迴演出 -花蓮場 展演

2014 年 1月黃昏的祭巡迴演出 -台北場 展演

2014 年 1月黃昏的祭巡迴演出 -高雄場 展演

松浦國小 阿美兒童競走隊

2013 年 Mizuno 全國國小田徑錦標賽
女生組第3、5、7名
男生組第 4名

2013 年花蓮縣縣長盃田徑
錦標賽 2公里競走

女生組第1、2、3、
4、5、6名
男生組第1、2、3、
4名

2013 年 11 月全國競走錦標賽

女生組第1、2、7名
男生組第1、2、3、
7名
團體組男、女生組
冠軍

台
東
縣

介達國小
魯凱排灣兒童
歌謠舞蹈團

2013 年 4月天華之聲兩岸兒童藝術
交流晚會

展演

2013 年 6月台灣史前博物館
「百合花開藝起飛揚」兒童畫展

展演

2013 年 8月台灣史前博物館
「紋手之愛」vuvu 的畫展開幕

展演

2013 年 10 月全國原住民兒童
E起舞動歌舞劇初賽

冠軍
最佳音樂獎

認養團隊比賽成果與展演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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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銀行業務遍及 75 個國家，僱用逾 180,000 名員工，其中超過

140,000 名駐守歐洲。法國巴黎銀行在零售銀行、資產管理和企業及投資銀

行三大業務範疇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集團於歐洲的比利時、法國、義大

利及盧森堡擁有四個本地市場，而法國巴黎銀行個人融資亦為消費信貸的龍

頭企業。法國巴黎銀行現正著手於地中海盆地國家、土耳其及東歐等地推出

零售銀行整合業務模式，並在美國西部建立龐大網絡。在企業及投資銀行與

資管理業務方面，法國巴黎銀行不但享譽歐洲，在美洲據點林立，在亞太

區的業務亦正平穩迅速發展。

法國巴黎銀行在台灣僱有超過 650 名員工，提供一系列金融方案，包括企業

及投資銀行、財富管理、資產管理及保險服務。集團的全球網絡協助台灣客

戶連接國際市場，而其台灣分行亦協助客戶於台灣及亞太區發展業務。法國

巴黎銀行早於 1981 年率先於台北開辦分行，現時於高雄及台中亦另外設有

兩間分行。

在台灣，本行致力傳承本土的文化傳統，推廣藝術欣賞，並透過知識傳授提

升教育水準。2011 年，為慶祝本行駐足台灣 30 年，法國巴黎銀行及法國巴

黎銀行基金會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聯袂修復收錄於《西清續鑑》的清代銅鏡鏡

匣。本行也贊助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呈獻全球首演的穆哈‧莫蘇奇「有機體」

舞蹈演出。2013 年，本行贊助臺北市立美術館與法國里昂國立音樂創作中

心合作的「迫聲音 -音像裝置展」。

法國巴黎銀行台灣分行全力支持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負責的「驚嘆號 - 原民

族群永續教育計畫」，透過教授原住民兒童傳統歌謠及舞蹈，保存台灣原

住民族文化。「驚嘆號 - 原民族群永續教育計畫」是法國巴黎銀行基金會轄

下全球教育項目 Smart Start 計劃的一部分，旨在透過藝術幫助弱勢社群

的兒童及青少年融入社會。連同其他 12 個在歐洲及亞洲贊助的專案，估計

Smart Start 計劃每年嘉惠超過 7,100 名兒童及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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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感 

謝



榮耀的冠冕

蝴蝶代表靈巧、速度，在傳統

魯凱族的社會裡，資訊不發達，

部落之間的聯繫需要靠奔跑速

度最快的勇士來傳遞。於是，

被部落認可總是用最快的速度

傳遞訊息的勇士會在公開的場

合中被頭目、部落長老賦予配

戴蝴蝶裝飾的華冠，讓族人看

見他偉大的功績，成為勇士一

生無可抹滅的榮耀！

照片提供 /意涵說明 :杜淑娥 8180

洪 蘭教授‧ 沈寶島女士

法國巴黎銀行‧ 首都客運 ( 股 ) 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中華電信基金會‧國立國父紀念館 

錸德文教基金會‧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采盟文教基金會‧ 明緯企業 (股 )公司

萬國法律基金會‧ 台灣高速鐵路 ( 股 ) 公司

原住民族委員會‧ 教育部

吳興‧ 松山‧ 仁愛‧ 金華

三興‧ 忠孝‧ 光復‧ 建安國小

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南京資訊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浪琴表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鈺德科技 (股 )公司

台灣科技大學親善大使團‧建國中學‧長庚科技大學同學

- Leko 之友 -

麗聖國際 ( 股 ) 公司‧麗思國際有限公司

豐園實業 ( 股 ) 公司‧台灣喜大人協會

名皓企業 ( 股 ) 公司‧八方新氣 ( 股 ) 公司

文信電子有限公司‧風車生活 ( 股 ) 公司

芙甜娜有限公司‧台灣微米科技 ( 股 ) 公司

龍代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紅久國際有限公司

展譽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德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醫行天下健康管理顧問 ( 股 ) 公司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新凱國際 ( 股 ) 公司

菁典獅子會‧味柔 ( 股 ) 公司

錢靖雯女士‧劉淑美女士‧許斯宏先生‧ 曾錦煙先生

 

攜手克服所有困難
讓孩子們努力的成果

得以精采呈現

特別感謝

Uninang mihomisang 布農族

Maelanenga 魯凱族

Mhuway su balay 賽德克族

Aray  han nako ko ulah namol 阿美族

 ‘aveoveoyu 鄒 族

Malji-Malji‧Masalu 排灣族

< 誠摯的向您說聲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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