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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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二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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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已經為十一個族群約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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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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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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聲‧祭禱‧吟唱

 追尋最原始的意境

慕情‧深沉‧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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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回布農‧賽夏‧排灣‧鄒族‧魯凱族人

最古老的記憶

群策群力

節目程序

節目介紹

布農族打耳祭

賽夏族巴斯達隘祭典 paSta’ay
南排灣五年祭 maljeveq
布農族耆老樹上的多族花蕊 lumah
馬卡道狂想曲

驚嘆樂舞
  ◆  就是想念你 (妳 ) ( 排灣古謠 )
  ◆  塔山下的祭典 (鄒族古謠 ) 
  ◆  小米田的回憶 (魯凱古謠 ) 

太巴塱之歌 (阿美族歌謠 )

表演團隊介紹

海端布農歌謠祭儀傳習團隊

蓬萊賽夏族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高士排灣古謠傳唱隊

民族大愛布農歌謠團隊

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排灣族 )

來吉鄒族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青葉魯凱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特別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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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演  胡  健

1970 年出生在南京，1980 年跟家人

移民香港，1990 年以僑生的身分隻

身赴台求學，1995 年與排灣族古老

文明相遇，就深深被排灣族純真、敬

天禮地美好的生活態度吸引。跟著老

人，足跡深入排灣族傳說中生命被創

造的古老遺址，後來在親生父親的同

意下，被排灣貴族 Daugadu 家族媽媽

Malevlev 認養為兒子。從此，胡健有

了排灣族的身分–Gui Daugadu。
致力於保存排灣族文化的胡健，於

2009 年成立米靈岸音樂劇場，2011

年，以製作人身分，製作大型史詩音

樂劇「米靈岸音樂劇場」，同年四月

榮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表演藝術

追求卓越專案」，在台北盛大首演。

目睹文化迅速的流逝，多年來，胡健努力整合臺灣社會各界的資源和力量，

積極推動台灣「原住民文化」的保存與發展，讓原住民敬天禮地的美好生活

態度永遠流傳。

音樂總監 /客席指揮 /編曲 李哲藝

台灣高雄人，自從事音樂工作以來，作曲

作品約1200首，各類編曲作品近4000首，

音樂劇、舞劇、舞台劇、各類跨界劇場、

兒童劇、電影電視廣告配樂及音樂劇場作

品近百部；自開始其職業演奏生涯以來，

累積演出經歷逾 1800 場次以上；曾為上百

個國內外專業表演團體作曲、編曲及配樂；

也曾在數十個國際藝術節表演；唱片製作

數量約 60 張，曾十一次入圍金曲獎，並獲

得第二十三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兩次

獲『中國十大發燒唱片』最佳古典音樂專

輯獎，入圍 2010 年『華語金曲獎』最佳古

典音樂演奏專輯獎。

群策群力

藝術總監 瓦旦‧督喜

五年前，在一次的夢裡聽到了一個聲

音。記得夢裡除了黑色，沒有其他的

了。他對我說：「你要開始把線頭接

起來了。」聲音一消失，我就從睡夢

中驚醒，一直在想那句話的意思。當

天早上，我撥了個電話跟我媽媽詳說

我的夢，她說幫我問問老人家夢的意

思。過了幾天，接到我媽的電話，

她說：「以前逝去的老人家要幫你完

成某些事。」當時的我正在為「原舞

者」創作太魯閣族的文本，文本跟夢

有關。現實與潛意識的交替下，在虛

幻中尋求一些蛛絲馬跡，建立族群認

同。歌謠是我認識自己的一條路徑，

也是人格上的養成。現在我跟花蓮三

棧國小的孩子們一起在將線頭牽起來，希望在傳統樂舞的養成上，建立族群

的那一份自信。雖辛苦，但值得。

技術總監 雷若豪

2013年：8213肢體舞蹈劇場《非關舞蹈3》

舞臺監督、EX亞洲劇團《2013版 -猴賽雷》

燈光設計、世紀當代舞團《愛 _ 遊樂園》舞

台監督、華山藝術生活節 沙丁龐客劇團《一

個人的晚餐》舞台監督 & 舞台技術指導、國

家戲劇院《1+1 雙舞作》世紀當代舞團《蒼

穹下》舞台監督

2014 年 : 二分之一 Q 劇場《風月》舞台技

術指導、第七屆台北藝穗節技術統籌、梵體

劇團《花非花》燈光設計暨舞台監督、8213

肢體舞蹈劇場《視域無度》舞台監督、臺灣

春風歌劇團《我的娘子她她…牠是蛇！》燈光設計暨舞台監督

編導經歷 :命運遊戲、迴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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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控工程師 Michele Paciulli

" 白 龍 " Michele Paciulli 於 十 一

歲開始自修管風琴。他在十三歲時初

次在教堂發表多聲部合唱作品，這次

經驗對他的音樂生涯造成非常大的影

響。此後，他加入半專業的流行樂團，

開始舞台表演生涯。十七歲時，他開

始在專業錄音室擔任樂手與編曲師，

沒多久以後也開始從事成音工作。

Michele 步入樂手生涯的時期，恰是合

成器發展的黃金時期，他對於合成器

極感興趣，深入鑽研，後來成了鍵盤

演奏與合成器程序編輯的專家。

Michele 的專業廣受肯定，受到日本

KORG 公司邀請加入研發團隊。由於

Michele 開發的技術，KORG 公司得以

開發出極受歡迎的 M1 合成器，雙方自

80 年代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Michele 在音樂生涯中涉略廣泛，曾經參

與許多專輯製作、電影配樂、音響工程與研發工作，成績斐然。

群策群力

排練指導 以新‧索伊勇

那是住在我家附近的 vuvu( 耆老 )，從小

時候就常看 (聽 )著她，張著嘴巴唱著老

老的歌謠，逢收穫祭傳統圍舞時，一定會

瞧見她的身影牽在尾巴，輕盈活潑地像個

少女般跳著傳統舞蹈。

年紀漸長後我從沒遺忘過她活潑的身影

與清亮的歌喉，近幾年熱切地想學習

屬於自己部落的歌謠，便拿著錄音筆

來到了 vuvu 家錄下第一首古謠《ata 

pitjusaliljing》結婚下聘歌。vuvu 的

身體已不大好，歌聲也顯得疲憊，我奮筆

記下每一句歌詞與 vuvu 講解的意涵。在

當年收穫祭，我跟著部落青年與有心傳唱

古謠的族人們，一同演唱了傳統古謠給耆

老們驗收學習的成果。他們圍坐在青年包

圍的舞圈內，詫異的張大著嘴，驚喜與驚訝之情寫在臉上，他們流出的淚水

給了青年們最大的肯定。

傳習老師的傳習工作究竟要做到甚麼程度？是復甦部落的傳統文化，或是讓

外面的人更知道我們是誰？我只是想著，如果族人都能夠知道自己是誰，知

道自己從哪來，夠了！這就足夠了。

主持人 海  芬

2012-2015「原住民兒童之夜」主持人 

2011-2015「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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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壺

魯凱族的陶壺，大都是從祖先留下來的，這些遺物有許多的傳

說，深信它具有超自然力，為一種神物。擁有陶壺的人，僅限

於貴族階級，是婚嫁時重要的聘禮。

對魯凱族貴族而言，陶壺是無價之寶，也象徵著貴族家的名份、

財力和權利。除了用作婚姻聘物外，絕不隨意贈送給別人家。

陶壺有公母之別、等級之分，現代雖已有製作陶壺的技術，也

可透過金錢購買，但在魯凱族人心中，陶壺所代表的象徵意義

才是最重要可貴的，即使你擁有財力可購買最高等級的陶壺，

但若無貴族的身份匹配，擁有的意義也非常有限。

意涵圖說 :杜淑娥 主任

開    場 ...........................................19:30

打耳祭 【布農歌謠祭儀】 

巴斯達隘祭典 paSta’ay 【賽夏祭儀歌謠】 

五年祭 maljeveq 【南排灣傳統古謠】 

耆老樹上的多族花蕊 lumah 【布農傳統童謠組曲】

 

中    場

馬卡道狂想曲 【編曲 /指揮 :李哲藝 演奏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驚嘆樂舞

    就是想念你 (妳 ) 【排灣古謠吟唱】

    塔山下的祭典 【鄒族古謠吟唱】

    小米田的回憶 【魯凱古謠吟唱及勇士舞】

太巴塱之歌 【阿美族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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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2015 年 05 年 29 日〈五〉 19:30-22:00

地   點： 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

程   序：

節目程序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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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農

歌

謠

祭

儀

Macilumah 呼喊 

呼喚，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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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是給在通

知部落的族人們：他們即將返回到部落了！

族人們聽到山間傳來的 macilumah 呼喚歌，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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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味著滿載而歸的心情。

Baciputput 八部合音

是布農族溝通天神的祭歌。借 Baciputput 來傳達給天神與族靈，表達感恩

並祈求庇佑部落平安及小米豐收。（每年 11 至 12 月之間，布農人舉行小米

播種祭，為了祈求小米能夠豐收，因此社裡的男子圍成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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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聲中可模仿蜜蜂（linmo），展翅嗡嗡作響，幽谷中飛

瀑流瀉造成的迴響，或小鳥振翅疾飛而過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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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s tapang 報戰功

誇功宴又有人叫「報戰功」，打獵歸來誇耀自己此次的收獲，先說出自己母

親的姓氏，接著誇耀祖先和自己的勇猛事蹟。

Manaskal 快樂歌

今天我們很高興能聚集在此一起歡樂，大家不分男女老少一起歡樂。真的非

常快樂，現在真正非常的快樂，真正的現在非常的快樂。布農族人一年到頭

的生活作息，都圍繞在小米的生長時節裡，少有休閒娛樂，所以，一旦慶典

來臨，族人聚集在一起，除了滿心的快樂與滿足之外還是快樂，歌詞內容盡

是快樂、快樂，反覆的快樂，布農生活心情寫照可見一般。

布農族打耳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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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達隘（paSta’ay，又稱為「矮人祭」、「矮靈祭」）是賽夏族全族參與

的重要傳統祭儀，每兩年舉辦一次、每十年舉行大祭。關於巴斯達隘的由來，

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一種說法是久遠以前，在河的對岸住著身高不滿三尺的

矮人族，他們和賽夏族共同相處，教導賽夏族農耕技術。矮人擅長歌舞，每

年賽夏族豐收祭儀都會邀請他們參加。然而矮人喜好漁色，常藉祭典時調戲

賽夏族婦女，賽夏族人雖然不滿但一直忍耐。有一次，一位青年看見矮人又

在調戲賽夏族女子，終於忍無可忍，決定召集族人進行報復。賽夏族人將矮

人平常回家途中休息的山枇杷樹樹幹鋸斷一半，塗泥掩飾，等到矮人們爬到

樹幹休息時，樹幹無法負荷重量斷裂，樹上的矮人全數墜落溪谷死亡，只留

下兩位老人。他們教導賽夏族人有關巴斯達隘的歌舞和儀式規矩，只有朱姓

全部學會，便由朱姓負責主祭，之後兩人向東方離去。矮人死後賽夏族作物

歉收饑荒，為了平息矮靈的作祟，舉行巴斯達隘祈求原諒。

巴斯達隘 paSta'ay 祭典是賽夏族最重要的祭儀活動，整個祭典程序分成迎

靈 raraol、延靈 kisirinaolan、娛靈 kisitomal、逐靈 papatnawasak、送

靈 papaosa 五個階段，本舞碼涵蓋了主要的祭典儀式同時包括豐收及感謝祖

靈等內涵。

賽夏族巴斯達隘 paSta'ay賽

夏

祭

儀

歌

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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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祭典歌

本首曲子是南排灣牡丹鄉特有的祭典儀式歌曲，在重要的慶典上，召喚族人

前來聚集參與慶典同樂。同時，也具有感謝祖靈的意味。非洲鼓及小朋友純

真音域的結合更賦予這首曲子更旺盛的生命力，象徵文化的脈絡蓬勃發展。

i ma za tjen  a ma puljat matjaljun  na  a  cavilj  
我們所有的人都在這裡已來到年度慶典上

u ri  ke  lja ke lja nga  a ti ma nga i na pu se pi yan 
看看今年的好運將會降臨在什麼人身上 

i ma za u ma puljun nga a tu tima i na ma le va 
我們的祖靈也來到這裡看看什麼人將得以召喚 

南
排
灣
傳
統
古
謠

A na lja
a na lja masalu a tjen na ya namaqepu imaza 
感謝所有人的到來 ,在這個我們相聚的地方 

a nalja puvarung nga men kakedriyan ta tjasi kacu pauwan 
我們孩童雖年紀小 ,卻非常關心原住民的未來發展 

u i na lu an na i ya na ya u  ( 虛詞 )

u i na si lu a lu ma de ya e  ( 虛詞 )  

a ~ya~u~hali~halja~hani~catei  ( 虛詞 )x2

huwa i yai a i yai ae  ( 虛詞 ) 

masalu ta ina qaqepuwan na ya  感謝所有人的參與 

u lja tjen na talivak a mapuljat  祈求上蒼保佑所有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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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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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趣

歡樂歌 /拍手歌 /小螞蟻 /水蛭歌 /螢火蟲一連串回家的旅程

對山林的呼喚

拍著生命的律動

看著小螞蟻回家的路

水蛭爬滿腳底下

夜晚螢火蟲的微光

沿著乾淨的溪水

回到冒著煙白的家

呼喚著我輕快的腳步

耆老樹上的多族花蕊 lumah Cina 媽媽

傳達媽媽關注我們

是孩子生命中向上的泉源

雖然每天勞心勞力

但是心中依舊充滿喜悅

每天不停地工作不歇息

想念我那媽媽的眼神

sima iskadaiza 是誰在那裏
sima iskadaiza 是誰在那裏
sima iskadaiza 是誰在那裏
sima iskadaiza azaaza minnanual 是哪些人在那裏無理取鬧

katutupa naulaan 不要理會以免招惹

tupatamacina 爸爸媽媽說

masiaal malkabunun 要好好處事待人

nasauhabas malinaskal 會不斷的獲得很多的喜樂

ho hai he ya he ya ha，ho hai he ya he ya ha 心念爸媽、感念爸媽

ho hai he ya he ya ha，ho hai he ya he ya ha 心念爸媽、感念爸媽

ho hai he ya he ya ha

ho hai he ya he ya ha

ho hai he ya he ya ha

ho hai he ya he ya ha

sima iskadaiza azaaza minnanual 是哪些人在那裏無理取鬧

katutupa naulaan 不要理會以免招惹

tupatamacina 爸爸媽媽說

masiaal malkabunun 要好好處事待人

nasauhabas malinaskal 會不斷的獲得很多的喜樂

ho I ya ha  ho I ya ha

ho I ya ha  ho I ya ha

cina tu mata hai masisivit  媽媽的眼睛關愛著我們

itu uvaztu sinihumis  是孩子生命中努力向上的泉源

kaupahanian mihdihaitu  雖然每天勞心勞力的工作

manaskal saiciaisang  心中依舊充滿著喜樂

kaupahanian nituislunghu  每天不停地工作不歇息

ukaislunghuan 工作不歇息

cina tu mata hai masisivit  媽媽的眼睛關愛著我們

itu uvaztu sinihumis  是孩子生命中努力向上的泉源

kaupahanian mihdihaitu  雖然每天勞心勞力的工作

manaskal saiciaisang  心中依舊充滿著喜樂

manaskal saiciaisang  心中依舊充滿著喜樂

he ya I do-o

he ya I do-o

he ya I do-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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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卡道狂想曲

編曲 /指揮 :李哲藝 
演奏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台灣的原住民屬於南島語系，依來台先後有『高山族』及『平埔族』的分別；

高山族多居住於高山地區或丘陵，而平埔族則居住於平地及丘陵地，接受漢

化的程度也不同，於是早期有『生番』及『熟番』的區別。目前台灣的高山

族共分十六族，而平埔族則眾說紛紜，未能有比較肯定的族群分類，不過每

一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及文化，尤其是音樂更是獨具一格，大多由族中長老以

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本曲之創作取材自台灣馬卡道族的兩段傳統旋律，分

別是用於祈禱及祭祀。

qudra qudra ljan 下雨歌

qudra qudra ljan  ljisuljisuan  pucavalj ti pali  ta vulivuliqan
詞意 :下雨了，穿著獸皮衣的 pali 去採桑葉，哇！他的獸皮衣有花紋，

      真是帥氣。〈大社部落〉

Lalesalan 追求女友之歌

〈獨唱〉qai nu a ya mene la kizua alekalemune kizua a lekalemune
〈副歌〉qa a he ya e qa a he ya
        我們用心地去喜歡你們，卻被你們譏笑我們的用心。

〈獨唱〉kemuda lekalemune mayanga kinilivakane mayanga kinilivakane
        我們哪有譏笑你們呢！我們對你們是關心的。

〈獨唱〉tima uri sa demavai tusa qu lapuluan tusa qu lapuluan 
        像我這樣貧窮的人，誰會來同情我呢！

〈獨唱〉kilapulu a timangala ta kina alu mamav
                  ane  ta kina alu mamav ane 
        我們的處境和你一樣呀！

Naluwan 情歌

naluwan na i ya na ya e
na si ni lu wa lu me de ya e
u i naluwan na i ya na ya e
i ya na si naluwan na i ya na ya e
詞意 :排灣族的情歌，通常不會直接表達情意，在歌曲裡，會使用借物喻

      情婉轉表達情愛。

kavala nga qazung a ya
ai la nu me vulung kiva lud aya
u i naluwan i ya na ya e 
i ya na si naluwan na i ya na ya e
詞意 :為何我不是昆蟲，當年老時，退殼宛如新生，真希望我們的愛情能真

      摯到永遠。

就是想念妳（你）
排
灣
古
謠
吟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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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山情歌

tu u sike ljan tja nusu au kaka matu itjaiaya su apalalaulaut
tjavava ta gadu tatalad ta vaung sau tjenge la ya tanusun ukaka
tu tja zua kavaivaik sun kisankuyaken emaung aken
catjasu inaljan nguangua e sa iljas padje a ngu anan pacunu tja iljasvaikaen 
djutjatjekuac kisaselja a u luseg sausau anga likaka
pinadja liman ika u alialimen setukudaen saqetu sauvarun pinasavidan sakaki 
nungidanga ljecikel asu vinanarunga
akaw ta kinasinlitan pinui makazayazayan sekulabu amimi 
atjengelayaensakaki nungi danga ljecikel sun sema tanuaen

曲詞 :羅萬斗

詞意 :自從和你認識了以來，好像你在我的身邊永遠永遠不分離，青青的高

山，茫茫的大海，你像山海那樣深，當你要離別的那一天，我為你掉

下了眼淚，遙遠的故鄉，圓圓的月亮，請你抬起頭看看那個星月光，

走了一步眼淚掉下來，再會吧！我的心上人，心上人我難忘的心上

人，離別了妳，心裡非常難過呀心上人，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夠回

心轉意，屏東縣是懷念的故鄉，瑪家鄉涼山村的小姐呀我愛妳，不知

道甚麼時候才能夠回到我的身邊。

排
灣
古
謠
吟
唱

就是想念妳（你） 塔山下的祭典

e ho i 迎神曲（古調‧古語）

mayasvi 祭典開始時所吟唱之迎神曲，無固定拍子，依據領唱者呼吸快慢

及身軀擺動的節奏，全曲肅穆、莊嚴、敬虔。

miyome 安魂曲（古調‧古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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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yasvi no poha’o 戰歌（慢版 /古調‧古語）

mayasvi 祭典進行中必唱的曲目，描述鄒族自發源起至祖先征戰狩獵的歷

史，是鄒族史詩。

tohpungu 戰歌（快版 /古調‧古語）

mayasvi 祭典進行中必唱的曲目，描述鄒族自發源起至祖先征戰狩獵的歷

史，是鄒族史詩。

toiso 歷史頌（古調‧古語）

歌頌祖先英勇事蹟之歌。

nakumo 勇士頌（古調‧古語）

族人一起快樂唱之歌。

鄒
族
古
謠
吟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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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田的回憶

魯
凱
古
謠
吟
唱
及
勇
士
舞

pusilrivulu 吟誦

pusilrivulu 是魯凱族人相聚時一定會演唱的古謠。古時交通不便，相聚不

易，每逢部落有重要事件，族人聚集在一起，男女生分坐一方，歌聲特別好

聽的人就會起頭，按著當時的情境、心情唱出心中的感覺，其餘的人很自然

的就會回應，其他的人跟著應和，形成一種特殊的景象。以往信仰傳統宗教

時，魯凱族人敬天畏神，非常重視生活中自然的各種現象，鳥叫聲便是其中

之一。歌詞中的鳥叫聲代表吉祥的徵兆，表示會有好事發生，族人的聚首豈

不是好事一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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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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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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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譯：在這個晴朗的天氣，我們歡聚在這裡，盡情說出你心裡的話語，互相

鼓勵，互相打氣。誰能意料，下次我們是不是能像現在這樣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珍惜現在歡樂的時光。傾聽！聽那樹林裡傳來的鳥叫聲，

如果從左邊飛來，我的朋友，千萬不要出門，因為會有災難發生。如

果從右邊飛來，那就盡情的去做你想做的事吧！我也會衷心的祝福你！

Palailai 

1. Pailai~ tinukucingalrane twalai ku na druma
    Kalalrisiyane kalabecenge luiya
  小米豐收祭是我們魯凱族人從過去到現在最重要的祭典

2. enemea luiya ka latumwita tinucucingalrane ku parathudane
    Pa si kai ki cekele 
  從過去一直到現在，祖先們每年持續辦理小米豐收祭典，維繫部落的團結 

  和諧。 

3. aparuakaya ku pathagithagili kunadruma amani kai cekele ta 
  各位年輕人啊！

  從現在開始，你們要學習前人的美德，團結合作，負起保護

  部落的責任，讓魯凱族人團結的精神讓人稱許，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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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田的回憶

勇士舞

這是屬於魯凱族男士們的歌。魯凱族是歌唱的民族，常常用唱歌方式表達自

己內心的話，魯凱族人是極重視榮譽的民族，為凸顯自己的優點，有一些場

合會給在場每一個人製造表達自己功績的機會。在喜宴上、舞場上，有男士

們聚集在一起，如果有人唱「ila tamakitatalraw」，意即一同比一比，誰

最強的時候，很自然地，大家輪流唱出自己的成就，每一個人都要唱；唱誇

功歌的時候，大家都會聆聽所說的每一句，若確實不誇張，別人會認同，誇

大其詞的則會受議論，甚至責備。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唱誇功歌，除非是那

些部落的英雄人物。舞場皆盛裝戴上自己的榮譽冠帽，明顯可看出那一位是

英雄人物。他在舞場上極為風光。英雄舞即專為他們唱報功歌的舞，男士可

自由參加，但不一定要唱，只能陪著跳舞，跟著誦唱，誇功歌具有認同和肯

定自己社會價值。

palai  lai   alrengaku  ilregelrege  ala twalainumi  hi hingi hipalai lai.*2
在同輩中我是一隻停在最頂峰的鳥。我當差時沒有人能比的上我的勤勞。

para thudane katumuane malaum tagarausu  a i  aui iyuhi tama kitaatalrau 
ku asilangiyaneta hi tama kitaatalrau ku asilangiyaneta hi hi hi hi tama 
kitaatalrau ku asilangiyaneta i yu hi
霧頭山。大姆山。大武山是三足鼎立，同等的高呀。魯凱族之意是猶如最頂

尖的民族。

hi ngudradrekai luiya si takituwalravane ala una i yu hi
ngudradrekai luiya si takituwalrawane iyu iyu hi hi iyu iyu hi hi
魯凱族是優秀民族，是其他族群的榜樣。

aiaui cipiraku ngiyava ku musasalravi yane aiaui
我是狸貓我是雲豹，專門走在懸崖峭壁中。

意譯：親愛的朋友，今天我們要用歌聲讚揚自己的勇敢，看看誰是魯凱最厲

害的勇士。戴上象徵榮耀的熊鷹羽毛，穿上雲豹的衣裳，盡情展現你

的勇氣。我是一隻站在山巔的熊鷹，走在危險的懸崖邊上，儘管前途

艱難，危機重重，我是雲豹的子孫，我是狸貓的後代，我是最優秀的

魯凱族，是魯凱最頂尖的勇士。

魯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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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豐收

收穫祭之前，魯凱族人上上下下都要為了慶祝準備各樣物品，男生要上山打

獵、女性要在家裡做 abai、釀酒…，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繁雜，耗費很多天。

魯凱族人非常重視這個重要的日子，在外工作的族人都要回來參與，每逢辦

理收穫祭，部落都會聽到這樣的歌聲…

kauvai lrikela ku waalupu takirimu makanaelre tasilribu tatubava 
tatuabai ku satulrisiisiyaneta tulrisiki ngudradrekai kailrika amuduyae 
ipakelalumamilringi yahui yahuhi
iyanalrua iyanalrwa nalruwana iyanayahi nasilrua lrumedeyae
看哪！打獵的人就要回來了，姑娘們我們一起搗小米。釀米酒做米糕，慶祝

男士的歸來，魯凱的祭祀是不可遺忘，直到永永遠遠

意譯：小米已經收成，豐年祭的日子已近，魯凱的男子上山打獵去，女人們

用收成的小米。趕緊製作阿拜，讓我們的豐年祭，有豐富的食物可以

拿來祭拜。打獵的人就要回來，我們要趕快打小米，做好禮食，迎接

我們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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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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原住民兒童之夜」將此曲放在晚會最後的全體大合唱，代表著「驚嘆

號傳習計畫」的源遠流長及影響，藉由歌曲末段的高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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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美 

族 

歌 

謠

太巴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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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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端鄉為南橫公路與花東公路的交會點，背倚雄偉的中央山脈，面臨遼闊的

花東縱谷，風景秀麗、民風淳樸，家長大多以農工為業。學生有 65 人，大

部分為布農族原住民及少數的一般生。住校生約佔全校學生數百分之六十，

性格純樸、善良，充滿熱情，學習態度佳。本團隊成立於民國 98 年 9 月，

由「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以認養傳習經費的方式，支持學生的傳統歌謠祭典

儀式的學習。讓海端布農青少年熟悉及熱愛族群文化，並積極參加演出或比

賽，增加舞台經驗及走出部落向外增廣見聞的學習機會，102 學年度參加全

國鄉土歌謠比賽，榮獲原住民族國中組優等第一名。

指導老師 :胡金娘

胡金娘老師為台東縣海端鄉霧鹿村布農族人，曾任

台東縣海端鄉鄉長，任教於海端國小、初來國小、

霧鹿國小等校，民國 91 年 12 月自霧鹿國小退休，

退休後獲聘為台東大學美教系兼任講師及海端鄉鄉

土語言教材編輯委員。目前擔任海端國中、武陵國

小布農族傳統歌謠合唱團指導老師。

胡老師長年來致力於母語教學及文化傳承工作，退

休後積極回饋自身所學於教育界和部落。對教育充

滿熱忱，對布農族孩子的付出不求回饋，經常來回

部落間指導學生合唱團演唱傳統歌謠，傳承布農精神，讓學生能對自身文化

更加瞭解並產生認同。近幾年來更將布農文化推展至部落及老人，參與台東

縣海端鄉樂齡學習中心的不老樂團培訓指導，比賽屢建佳績，並讓許多有病

痛的老人家重拾信心與健康。

海 

端 

國 

中

海端布農歌謠祭儀傳習團隊

帶隊老師：高清德 校長‧趙意如 主任‧鄭新和‧許詩訪‧鄭毓靜

黃正中 ‧ 王薇雅 ‧ 胡金娘 ‧ 林玟杏 ‧ 郭芳蘋

表演學生：王  扉 ‧ 王玉綾 ‧ 王靜宜 ‧ 古婷瑄 ‧ 余曉凡 ‧ 胡嘉玲                          

胡念禧‧胡筱芹‧陳子璇‧陳鈺欣‧尤奕雯‧田震威   

余兆虔 ‧ 余喬恩 ‧ 林永權 ‧ 林益誠 ‧ 徐瑋源 ‧ 曾家齊

邱祖薇 ‧ 張姿穎 ‧ 古思琦 ‧ 余劭宣 ‧ 邱亭瑜 ‧ 陳夢婷

麥珈瑄 ‧ 王柏元 ‧ 王鼎文 ‧ 余家文 ‧ 陳友友 ‧ 潘慧珍

金宜寧 ‧ 邱心儀 ‧ 邱祖嫻 ‧ 胡欣潔 ‧ 麥珈琦 ‧ 王邦宇

王奕豪 ‧ 王驛華 ‧ 王宇聖 ‧ 余念松 ‧ 余皓誠 ‧ 金愷崙                             

林 益 千 ‧ 邱 正 義 ‧ 陳 聖 中 ‧ 葉 宜 恩 ‧ 李 廖 崟 均                          

余文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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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國民小學位於苗栗縣南庄鄉，學生是賽夏族群的兒童，賽夏族的祭儀中

最富盛名的矮靈祭(paSta’ay)，透過地方耆老的協助及「LEKO之友」的支持，

以「巴斯達隘祭典 paSta’ay」歌舞為主軸，讓學童對祭歌都能琅琅上口，對

傳統舞蹈亦能聞樂起舞。不僅為賽夏族延續族群生命，更期盼為下一代子孫

樹立學習的榜樣；學生參與校外各項比賽及表演活動，讓賽夏族群的孩子能

走向外界，讓賽夏族群的文化被看見，拓展原住民族學生較為宏觀的視野，

讓學習更有價值。

指導老師：awai．tayin．Sa:wan 章潘三妹

1952 年出生於蓬萊村，自幼跟著父親上山劈竹、學習用

竹片編織，因緣際會，30 歲後師承張憲平老師正式習

藝，開啟竹編藝術美學的人生，承襲部落長老口述歷史

文化，重現賽夏族 paSta'ay 所使用的節奏樂器 - 臀鈴

(tabaa' sang)，一直致力於文化的傳習，1995 年起，

在籐編工藝方面，獲獎無數，並曾榮獲行政院「國家工

藝獎」及「原住民族薪傳獎」。

有鑑於原住民口述文化很難保留，三妹老師認為「保存賽夏文化，絕對要從

小培養」，除了協助學校學生的賽夏族文化傳習工作、致力於推廣竹籐編織

外，對於賽夏族的傳統技藝、戲劇、舞蹈、音樂及語言等無不盡心盡力、不

計回報地付出與指導。在孩子的文化傳習指導中教學相長，不斷地研究、精

進，三妹老師將最能代表賽夏族之 paSta'ay 中祭歌的精髓，搭著傳統的舞

步串成一支深邃動人的舞碼，期許每個孩子都能在小學階段習得這支舞碼，

並了解整支舞碼中歌謠的深層意涵，同時對於流傳的歌謠也都能琅琅上口，

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孩子眼中的三妹婆婆總是慈顏善目，為著賽夏族群的文化傳承，毫無保留的

指導孩子，不辭辛勞地帶著孩子傳唱著祖先的歌謠，一點一滴地保存賽夏族

的傳統文化資產。孩子傳習文化能見樹又見林，三妹老師是最重要的推手。

蓬萊賽夏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帶隊老師：黃文昭 校長‧林淑惠 主任‧楊月碧‧李玟葶‧黃于珍

王家思 ‧ 李世銘 ‧ 柯芝琳 ‧ 余聖文 

表演學生：日潔汝 ‧ 日瑋翎 ‧ 章雨柔 ‧ 章宇喆 ‧ 章少瑀 ‧ 潘韋元

高志榮 ‧ 夏若恩 ‧ 潘昱安 ‧ 高志維 ‧ 高真皓 ‧ 江皓宇

章瑞元 ‧ 張振威 ‧ 日亮凱 ‧ 張冠中 ‧ 章子晨 ‧ 章芝綺          

根子淇 ‧ 根雅妮 ‧ 章瑜慈 ‧ 日佩琪 ‧ 夏博均 ‧ 根  筠

日廷翰 ‧ 夏靖昊 ‧ 章永聖 ‧ 章韋傑 ‧ 章祐誠 ‧ 章子薰

夏宇珊 ‧ 夏心茹 ‧ 風丞又 ‧ 李  欣 ‧ 陳冠豪

部落耆老：日繁雄‧ 章潘三妹

蓬 

萊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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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老師：杜詩韻 主任‧陳世隆‧郭芳儀‧李淑芬‧林雅柔

          許淙閔  

表演學生：黃怡欣‧林靚玟‧王  霏‧黃恩妮‧張  庭‧許昊揚

張  綺 ‧陳巧穎 ‧王欣慧 ‧高聿辰 ‧黃瑜璇 ‧許健嘉

黃博諺‧林思函 ‧王  蕾‧郭俊希‧陳  艾‧黃瑞恩

王喜恩 ‧賴嘉偉 ‧林書偉 ‧謝佳薇 ‧黃湘庭 ‧郭恩熙

黃以琳

高士村位在極南偏遠的部落，是個非常愛唱歌跳舞的族群，又因鄰近漢人社

區，族群融合，造就族人對多元文化非常包容及尊重，也因視野的開拓，讓

族人在人際關係、舞蹈歌謠、歲時祭儀甚至傳統服飾等，呈現更活潑熱情的

多元風貌。

「高士古謠隊」由第 23 屆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得主，新寶島康樂隊的排灣

族成員阿 van 所成立 ; 阿 van 在採集新寶島康樂隊專輯所需音樂時，發現家

鄉高士部落(屏東縣牡丹鄉)的族語斷層及排灣古謠的凋零，已在憂心之際，

剛好有人請阿 van 回到家鄉教唱排灣古謠，目前阿 van 在牡丹國中、高士國

小、牡林國小教授古謠；2010 年阿 van 帶領牡丹國中學生參加歌唱比賽獲

得全國優等獎，同年獲邀參加陳昇 2011 跨年演唱會演出。

2012 年阿 van 成立了以傳唱排灣古謠為主要目標的「高士古謠隊」，除了

到各地演出外，還受邀參加國外的演出。

指導老師：Vanga Vang Divu 陳世隆

1970 年出生於牡丹郷高士村 (KUS KUS) 部落，自幼深

受母親薰陶，非常熱愛歌唱，勤學南排古謠及日本

童謠；在高中時期成立樂團，並參與各種活動表演。

1990 年參加行政院社會服務工作隊第 36 期，結識來

自不同鄉鎮的有志青年，深入偏鄉部落服務，發揮

愛部落的精神，學習原民族群歌謠與舞蹈及祭典儀

式文化。2014 年指導牡丹國中及高士國小合唱團參

加全國鄉土音樂比賽，雙雙優等。

回顧在原民文化的展現，覺得仍有不足的地方與考驗。所幸，在旅美人士

Betty Lee 的肯定與傳習課輔等資源的全力支持下，讓阿 van 老師在牡丹郷

各國中、小學的傳習工作得以持續，並給予部落孩子多元且完整的學習領

域。Masalu 感謝 Betty、林連峰先生及東元，讓孩子有機會展現自我，讓原

民文化綿延不絕。

高士排灣古謠傳唱隊
高 

士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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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八八的風

吹散了故鄉的家園與民族國小

蔓延的悲詩

踩著荒蕪地

離開 mai-assang‧那瑪夏故鄉土地

2009 年 9 月起

飄落在旗山國小古蹟校舍二樓的教學空間努力向前

巴楠花 (panan) 的幽谷之音

召喚布農族人久遠的記憶

向大地祈福

成立了巴楠花 (panan) 合唱團

在沒有音樂教室裡唱出謙卑與勇氣

向大地謙卑 回到共生共息的智慧傳統

聚生命勇氣 無懼生命的懼佈彎腰前行

巴楠花 (panan) 合唱團幽谷聲音迴盪

如果大地美好謙卑與勇氣的聲音

是這個族群為這塊土地獻聲的天賦

祈望就讓它成為讚美天地的恩賜

謙卑分享傳說與故事的起點

在逆境的異鄉土壤

遇見那瑪夏民族國小排灣族古樂樂 -陳登科主任

豐厚的生命閱歷

創作布農族音樂新的人文生命厚度

99 學年起彩霞教育基金會支持原鄉音樂教育理念

透過彩霞基金會張渝姍老師 5年來不辭辛勞的往返指導

走過莫拉克風災後的音樂陪伴療癒與參加全國鄉土歌謠合唱大賽特優佳績

讓風災後孩子找到文化土壤與向上能量

103 年莫拉克五週年起 苦樂樂主任退休的布農族音樂傳承使命

加入新的原住民族音樂傳承火種 排灣族女孩曹庭嘉老師、客家勇士傅世杰老師

持續與彩霞基金會張渝姍老師與 5年來陪伴的鋼琴伴奏張念慈老師

攜手傳承原鄉布農族語與多族群音樂使命

帶領巴楠花合唱團孩子們在逆境環境中

唱出族群自信、多元希望

104 年透過「錸德文教基金會」的理念共同支持

成為「驚嘆號」傳習家族

為「原住民兒童之夜」

獻聲為大地讚美 

迴盪心靈上 ~lumah郷 耆老樹上多族群花蕊詩憶

山的謙卑 緊密天地萬物的心

海的勇氣 走過生命幽谷的情

山海吹起的族群風 百蕊豐盈

民
族
大
愛
國
小

民族大愛布農歌謠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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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

『過去的經歷，成就現在美麗且多樣的巴楠花合唱團』2009 年大自然帶來

的撼動，山上一顆顆待發芽的種子來到山下，由苦樂樂 ( 陳登科主任 ) 帶領

不同族群風格的老師：張渝姍、張念慈、潘慈琴、曹庭嘉、傅世杰等六位老

師，殷勤地教導灌溉，一朵朵小花逐漸開展、逐漸蔓延……

苦樂樂 陳登科 主任 (排灣族 )

102 年自民族大愛國小退休，豐富的生命閱歷，融合豐厚圓融的音樂創作，

或許是從莫拉克八八風災後所獲得隱喻感受，牽起山上與山下的記憶，至今

仍持續創作布農族合唱曲。

張渝姍 老師

台灣省，南投市人。自幼受家人影響開始從小學習鋼琴、大提琴。高中轉修

聲樂，繼續自己熱愛的歌唱，師事陳雅莉老師；大學師事陳仰恩老師。

張念慈 老師

畢業於國立台南大學音樂教育系，主修鋼琴。現就讀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鋼琴

合作藝術研究所。100 年起擔任巴楠花合唱團鋼琴伴奏，同時為小橘子樂團

行政總監兼提琴手。

Tjuku 曹庭嘉 老師 (排灣族 )

屏東人，自幼由父親啟蒙學習音樂，畢業於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主修大提琴。

求學期間積極參與各項音樂活動，包含學校樂團、室內樂、合唱團、音樂營

大師班。曾任教於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小及弦樂團教師。

傅世杰 老師 (客家勇士 )

高雄美濃人，從小受母親影響及鼓勵學習鋼琴及小提琴，大學畢業於屏東師

範學院音樂教育系，主修小提琴，後於新竹教育大學音樂研究所畢業，鑽研

本土音樂研究。服役期間加入國防部示範樂隊，參加國宴、軍禮等演出。

民
族
大
愛
國
小

帶隊老師：張新榮 校長‧莊宜螢  主任‧傅世杰‧曹庭嘉‧張念慈

          吳淑美‧林宏儒‧王春英‧鍾欣怡‧潘慈琴

表演學生：柯嘉豪‧楊竣皓‧賴宇誠‧張珮慈‧高雅忻‧林妤涵‧柯慧琳

　　　　　張艾寧‧林佳薰‧林瓊華‧林韡勳‧李　軍‧李若婷‧李姝嫻

          潘瑜秀‧陳怡安‧李邵祈‧湯志宇‧許如心‧林佳恩‧高恩歆

          彭玉嬌‧李亭儀‧孔瑄萱‧劉欣耘‧許如育‧劉慧春‧王語婕

          林  肯‧劉品萱‧羅攸筑‧陳語涵‧顏余志冠‧劉鄧如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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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老師：蔡義方‧吳聖穎‧韓婉珍

表演學生：陳　暘 ‧ 董宇宸 ‧ 陳宇心 ‧ 韓沛蓉 ‧ 洪芬妮 ‧ 日普樂 ‧ 吳祖緣

董昀甄 ‧ 柯儷辛 ‧ 白若琳 ‧ 高巧恩 ‧ 邱沂諾 ‧ 蔡芯蓓 ‧ 賴安祈

陳　錦 ‧ 柯詠芯 ‧ 馬羽臣 ‧ 呂葳葳 ‧ 張紫玲 ‧ 吳祖兒 ‧ 邱胤亞

簡沁芳 ‧ 葉師涵 ‧ 伍郁文 ‧ 呂芊芊 ‧ 韓沛晴 ‧ 賴善恩 ‧ 何允裘

池芸楓‧韓沛瑜‧柯牧凡

「PUZANGALAN 兒童合唱團」（Puzangalan Children’s Choir）設於台灣

屏東縣，是由三十幾名愛唱歌、知努力、期待有不一樣未來的原住民孩子組

成的合唱團，年紀從小二到高一，人數雖不多，但自 2008 年成立以來已勇

奪三次全國合唱賽特優第一名、兩次中國國際賽金獎第一名。因期待歌聲能

為孩子帶來希望，故以排灣語 PUZANGALAN（希望）為團名。原住民孩子具

有天生的好嗓音，本合唱團，以傳承排灣族古調為主，於 102 年起獲得顧炳

容先生的支持，傳習排灣族悠揚的歌曲，並讓孩子能對自己的文化能更加了

解喜歡。

合唱團成立以來，以不影響課業為前提，不畏艱難出外比賽、表演，讓原民

孩子產生自信、肯定自己、拓展視野，也是促進孩子專注學習的一種模式，

並可讓學習變得更多元，讓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留下最美好、快樂的一頁。

指導老師：吳聖穎

屏東縣三地門鄉排灣族原住民，從事音樂教學工作

近十年，在各原住民國小擔任音樂老師，及合唱團

訓練，並跟隨部落長者學習排灣古調，用方法讓孩

子們能更容易傳唱 Vuvu 的歌謠，在傳唱中達成文化

的傳承，從解釋歌謠辭意中，讓孩子們不只學到母

語，也認識到排灣文化之美，Vuvu 們是如何用優美

的詞句來形容情、事、物，讓孩子能真正喜歡自己

的文化，達到文化紮根的目的。

看著帶了三、四年的合唱團原民孩子國小畢業後，因乏人持續關心，或因家

庭因素，學習狀況令人憂心，所以與退休的蔡義方老師，帶著孩子，跳脫學

校阻隔，在好多善心人士協助下，以「感恩、自信、堅持、視野」四大目標

組成PUZANGALAN(希望)兒童合唱團，持續關注孩子學校課業到家庭生活等，

運用團體力量協助孩子，讓孩子成長之路不孤單，並在歡唱中看到朝陽般的

希望。

吳聖穎老師也想運用自己所學，用現代合唱方式呈現原住民傳統古調，融合

古調之悠揚與現代音樂之曲風，呈現不同之音樂風格，使原民音樂能與世界

主流音樂接軌，讓兒童從小接觸多元音樂，並喜愛自己排灣族優美的傳統文

化。曾於 2012.07 帶團參加中國北京第 11 屆「中國國際合唱節」榮獲兒童

組金獎第一名，並得最佳指揮獎，又於 2013.05 德國第 34 屆「韓德爾國際

兒童合唱比賽」，獲最佳指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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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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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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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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 83 學年度成立原住民兒童合唱團，在結合多位有志一同的老師戮力

指導，學生投入苦練，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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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君校長領

軍，鄭義信主任指導，以學校 2-6 年級及國中以上至大學學生組成，少數部

落耆老也一起參與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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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及 2014 年皆獲得挑戰「原住民兒

童之夜」在國父紀念館演出的機會。

用整個部落的力量來教育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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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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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落社區裡，跟著耆老學習鄒族的文化、語言、智慧，親身參與過的

鄒族傳統祭典歌舞，參與鄒語師資研習，加深自我的族群文化內涵，更從中

領略先人的智慧，那就是「用整個部落的力量來教育孩子」。

2009 年獲得「錸德科技文教基金會」的支持，合唱團轉型為「鄒族歌謠舞

蹈」，透過教學，將鄒族的祭典歌舞及古調歌謠傳承下去，並清楚看見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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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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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對自我的認同及自信，

是族人想看見的鄒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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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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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來吉鄒族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帶隊老師：陳怡君 校長‧鄭義信 主任‧鄭東杰 主任‧羅聖萍‧李詩涵

          鄭玉香 ‧ 吉真玲 ‧ 安淑萍‧陳慧紋‧賴光山‧鄭意暄

表演學生：陳玉貞 ‧ 梁雅竹 ‧ 陳浩恩 ‧ 杜凱傑 ‧ 陳政鴻 ‧ 汪  琪 ‧ 葉子軒

陳浩威 ‧ 亞摩亞 ‧ 鄭文霓 ‧ 陳韋廷 ‧ 陳美余 ‧ 石雨彤 ‧ 武珈琦

葉佳玲 ‧ 葉佳馨 ‧ 梁芮綺 ‧ 陳  婷 ‧ 鄭恆晴 ‧ 莊  琪‧ 石  尹

梁瑞宗‧莊  鑫‧武呈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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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老師 : 賴維振 校長‧杜淑娥 主任‧邱世和‧陳慧珍‧王 凡‧邱瑞蘭

          陳美淑‧唐秀月‧羅安欣‧鍾一辰

表演學生：巴喬恩‧陳  奕‧潘  龍‧凃培恩‧王  珈‧杜婀稜‧巴哈哪      

林聖平‧蘇梓欽‧唐姿燕‧王熙胤‧顏  君‧巴丞皓‧杜  諍      

陳佳穎‧唐紫馨‧馮佾杰‧杜浩勳‧莊妍晰‧謝依琳‧林含元

凃奇恩 ‧顏  寧‧唐語謙‧拉瑪笆琉‧芭撒羔

部落耆老：俞馨惠‧賴次郎‧塗哲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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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人。

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協助及「法國巴黎銀行」的支持，挹注向部

落耆老請益、田野調查、增能學習的傳習經費。並派劇場專業人士到學校

提供舞台展演等專業指導，讓青葉歌謠隊在展演與比賽中皆能逐年進步，在

103年四月參加全國鄉土歌謠比賽榮獲特優第一名，重振部落的信心與活力。

魯凱族是含蓄內斂的民族、是吟唱的民族。族人透過以自然界中動植物特性

的比喻、歌詞即興的吟唱，表達內心深層澎湃的情感。但，青葉孩子的父母

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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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告訴孩子，學習傳統歌謠最重要的不是你唱得好或不好，而是透過歌謠

學習祖先面對天地萬物、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文化；透過歌謠了解族人的

精神內涵。當孩子認識、了解自己族群的美好後，才能以自己的祖先為榮、

才能認同自我的民族身分。

每一個孩子都是傳承魯凱文化的種子，因此我們必須讓青葉的孩子肩承世人

認識魯凱這個珍貴而特殊的族群，讓魯凱昂揚律動的歌舞、渾然天成的天籟

美聲千古傳唱。

  

指導老師：Kedrekedre 唐秀月 

Kedrekedre老師是土生土長的青葉人，1966 年出生於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村後山的溪邊(kaukarungane)。

1987-1995 年因緣際會下在南投九族文化村擔任文

化隊員，開始接觸並學習自己的文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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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青葉的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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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drekedre 老師以輕鬆動感的歌謠，搭配簡單的舞蹈

動作入手，讓每一位孩子自然的學習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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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葉魯凱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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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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委託國內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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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歌謠除傳承並

增添層次，為台灣原住民音樂教育奉獻一己之力。

小提琴 第一部：吳尚謙‧李毅銘‧楊竣傑

               陳秋年‧吳芷軒‧蕭陽德

       第二部：陳佩綾‧周冠曄‧黃家達

               黃雨柔‧蔡　墉

中提琴：羅培菁‧陳柏宏

        蔡弦修‧牟啟東

大提琴：羅月廷‧黃尊義

        李祐昇‧紀君玲

低音大提琴：黃宣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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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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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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

名駐守歐洲。法國巴黎銀行在「零售銀行業務」（包括「本地市場」及「國

際金融業務」）和「企業及機構銀行業務」兩大業務範疇均具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集團在歐洲的比利時、法國、義大利和盧森堡擁有四個本地市場，而

「法國巴黎銀行個人融資」也為消費信貸的龍頭企業。法國巴黎銀行現正積

極於地中海盆地國家、土耳其和東歐等地推出綜合零售銀行業務模式，並在

美國西部建立龐大網路。在「企業及機構銀行業務」與「國際金融業務」方

面，法國巴黎銀行不但飲譽歐洲，在美洲據點林立，在亞太區的業務也正平

穩迅速發展。 

法國巴黎銀行由 1981 年起立足台灣市場，在台北、高雄及台中三地設有分

行，僱用逾 650 名員工。本行提供多元化金融方案，涵蓋企業及投資銀行、

財富管理、資產管理及保險。法國巴黎銀行與「合作金庫銀行」成立「合作

金庫人壽保險」，持有 49% 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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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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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 

Up 計劃每年嘉惠超過 7,100 名兒童及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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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指導單位：教育部‧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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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銀行

             ( BNP Paribas Taipei Branch & BNP Paribas 

               Foundation’s Dream Up Program )

    贊助單位：瑞市投資 (股 )公司‧沈寶島‧林紫燕‧LEKO 之友

              Betty Lee ‧逢源教育基金會‧錸德文教基金會

              南京資訊 (股 )公司‧采盟文教基金會‧禎祥食品

              台北汽車客運 (股 )公司‧大都會汽車客運 (股 )公司

              台灣高速鐵路 (股 )公司‧彩霞教育基金會

    志工來源：驚嘆號認養人‧台灣科技大學親善大使團‧建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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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學校：

團隊名稱 團隊人數 接待學校

台東海端布農歌謠祭儀傳習團隊 70 中華電信

苗栗蓬萊賽夏族樂舞祭儀團隊 60
仁愛國小
建安國小

屏東高士排灣古謠傳唱隊 32 光復國小

民族大愛布農歌謠傳唱隊 44 金華國小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21 -

屏東 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 (排灣 ) 34 忠孝國小

嘉義來吉鄒族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57 松山國小

屏東青葉魯凱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38 吳興國小

攜手克服所有困難
讓孩子們努力的成果
得以精采呈現



出    版 |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出版日期 | 2015年05月29日

發 行 人 | 郭瑞嵩 

總 編 輯 | 曾文志

執行編輯 | 傅瑞婷‧廖雅孟

攝    影 | 韓聖芝‧李健維‧簡佩誼‧林志達

印    刷 | 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平面設計 | 薩摩亞商百思極有限公司

驚嘆號捐贈帳戶

銀    行：華南銀行(城東分行)

戶    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帳    號：108-10-033720-1

國外捐贈帳戶
1. BY SWIFT MT 103 TO HUA NAN COMMERCIAL BANK, LTD. (CHENG TUNG BRANCH).
2. SWIFT ADDRESS: HNBKTWTP108
3. ACCOUNT NO: 108-10-033720-1
4. BENEFICIARY NAM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驚嘆號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