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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頁

讓只有語言
沒有文字的族群
可以蓬勃發展源遠流長



                                    

2003年起

號召各界協力籌措資源

支持部落建立

以「 人 」為本

以「文化」為根

以「教育」為樁

以「族群」為體

的傳習團隊

確保天賦長才的培養發展

族群文化藝術的傳承發揚

                              

十五年來

為十個族群四十二個團隊

每年約18,000名學童

提供長期的支持與服務

在傳統樂舞‧祭儀‧技藝等方面

產出令人驚艷的成果

是以定名為

       

超過一甲子

用馬達轉動台灣的「東元」

在二十四年前

以設立基金會的方式

推動建構「科文共裕」的進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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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追尋布農‧魯凱‧排灣‧鄒族

阿美、噶瑪蘭族人

最古老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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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阿美族，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博士生，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舞蹈教

育研究所碩士，目前為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藝術總監，任職於花蓮縣北埔國

小，熟稔原住民樂舞文化並擁有多年傳統樂舞教學實務經驗，為目前臺灣原住

民樂舞教育工作者中，同時具有舞蹈研究所碩博士學歷及實際編創能力者，更

於2011年榮獲建國百年藝文類『臺灣之光』殊榮。除原住民傳統樂舞外，發表

之現代舞劇場作品深受表演藝術評論臺的廣泛討論與佳評：如2016年作品『

038』、2014年作品『黃昏的祭師』、2012年作品『高砂』及2010年作品『瘋

年祭』等；尤其2016年『038』更獲得台新藝術獎第四季提名入圍，並獲選為

文化部「2017英國愛丁堡藝穗節臺灣季」演出作品。莊國鑫老師多年來指導北

埔國小舞蹈隊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多次榮獲全國特優佳績與最佳編舞獎項

，並指導學生參與宜蘭國際藝術節，更陸續受邀至波蘭、西班牙、保加利亞、

印尼、義大利、法國、匈牙利、葡萄牙、墨西哥、巴西等國家，參與國際民俗

藝術節演出，培育學生在傳習原住民傳統樂舞上的精湛表現，更提升了臺灣原

住民樂舞文化的國際能見度。

藝術總監-莊國鑫



台灣高雄人，自從事音樂工作以來，作曲作品約1500首，各類編曲作品近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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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劇場作品上百部；自開始其職業演奏生涯以來，累積演出經歷逾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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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張，作品曾十八次入圍金曲獎，並獲得第二十三

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第二十七屆金曲獎最佳創作獎（編曲），2015年獲香

港舞蹈年獎最佳年度舞蹈音樂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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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3年起，

每年為「原住民兒童之夜」編曲，超過40首，涵蓋族群鄒族、魯凱族、排灣族

、阿美族、馬卡道族等族群，是「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傳唱」及「百合禮

讚~青葉魯凱古謠傳唱」等專輯的音樂製作人。

音樂總監-李哲藝



阿美族血統，出生於花蓮玉里的原住民部落~馬泰林，目前定居於英國藝術之

都~愛丁堡。已有多年在當地知名國際藝術節參展的資歷，是當今少數在歐洲

以原住民為主題推動台灣文化，並成功發展的原住民藝術家。優席夫的創作非

常多元，從音樂、攝影一直延伸到繪畫。其作品以用色大膽、主題活潑鮮明為

特色，尤其巧妙地運用了東西方元素的特質，作品深受歐亞人士的喜愛，目前

收購他畫作的收藏家已遍及了巴西、澳洲、香港、英國、西班牙、加拿大、台

灣、新加坡等地。

藝術顧問及設計- 優席夫



以數位空間及影像設計為主要創作，獲台灣及歐美多國設計獎的肯定，具奇幻

式影像視覺技術，並參與跨領域及產品設計製作，目前為Garmin集團連鎖店 / 

亞太區設計規劃設計師。

視覺導演- 陳鶴元

榮獲2015 日本Good Design Award /優良作品獎
榮獲2015 美國 IDA Award /銀獎
榮獲2016 義大利 A´ Design Award /銀獎
榮獲2016 中國金堂獎 /年度優良作品獎/公共空間及零售空間雙獎
榮獲2016 英國倫敦獎 /商業空間金獎及公共空間銀獎
 
特殊事績：
TVC廣告美術指導/導演
MV美術指導/ 陳慧琳（三秒鐘）、李心潔（又下雨了）、黃力行、吳克群等MV
漫畫家阿推/ 漫樂季刊/特約漫畫家MOT線上誌/特約專文作家
中國大連51庫商城/ 總設計師中國上海紅蟹屋連鎖餐廳/設計規劃
中國上海依而美醫療集團/ 設計規劃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台北藝術大學)第八屆畢業，主修燈光設計。1996年7月

到2007年3月專任表演工作坊燈光技術指導或燈光設計。2003年8月到2014年7

月任職於新舞臺擔任舞台監督。目前任職於辜公亮文教基金會管理部。

舞台監督

台北歌劇劇場【鄭莊公涉泉會母】

台北歌劇合唱團貝里尼歌劇【夢遊女】

台北市交歌劇【蝴蝶夫人】【阿伊達在台北】【狄托王的仁慈】【費黛里奧】

TIFA 世紀當代舞團X萊比錫芭蕾舞團【狂放的野蝶】

2016年驚嘆樂舞-原住民樂舞饗宴

舞台監督-方淥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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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響設計/執行- Michele Paciulli



演出指導-

莊國鑫                                        鄭義信     邱榮義      蔣偉光     蔣明倩

北埔
莊國鑫

霧鹿 口社 口社來吉青葉 賓茂 賓茂

唐秀月      林則萱     范文凱



節目程序

        布農射耳誇功宴【霧鹿布農祭儀歌謠】

   Ravar拉瓦爾群之榮譽【口社北排灣樂舞】

   塔山的呼喚【來吉鄒族古謠】

   噶瑪蘭樂舞悠遠情 【北埔樂舞團隊】

   中    場

   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吟唱】

   VASA‧謠‧傳【賓茂東排灣樂舞】

   阿美lipahak´樂舞【莊國鑫舞蹈團隊】

        謝幕【南王系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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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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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
以通知部落的族人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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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農族的pasibutbut是每年二月播種祭之前，所唱的一首祭歌。由
於其演唱的複雜性及禁忌的限制，無形中增添了很多神秘感及不同的解
釋法。以小米（cilas）為主食的布農族人，在每年整地完到播種祭之
前，運用一套嚴肅的祭儀，透過pasibutbut的集體演唱，把布農族人的
心願及祈求傳達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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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攻自破，從此改寫了音
樂起源說的論點。

【macilumah 呼喊】

布農射耳誇功宴

【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

【霧鹿布農祭儀歌謠】



布農人舉行小米播種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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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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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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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
lakinuz低音

演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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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歌者分成3部， 接以（
ai）約是以三度、五度及八度音程層層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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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有人必虔誠
真誠去吟唱，人人發揮的漓離盡致，所以稱「祈禱小米豐
收歌」。



曲目介紹
【misav飲酒歌】

【malas tapang報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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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和男主人述說狩獵英勇事蹟，談到高昂的情節，還會跳躍
轉動身體，完全沉醉在歡樂氣息中。
以「mapulaun」從「pasibutbut」開始，族人搭肩圍成圈合唱，由低音
慢慢升高，婦女在外圈合音，互相勾肩忘情歌唱的姿勢，美得令人陶醉
。接著就是「mapulaun」，勇士圍成圈蹲下，由長者倒酒，輪流暢飲小
米酒，一面輪著「報戰功」，勇士以簡潔有利的語調，以四言絕句方式
，一段一段念出，其他人跟著覆誦，婦女們則以興奮的舞動與聲音回應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說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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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ulaun」時，婦女不忘把子女揹去參與，希望子女未來能夠跟勇士
們一樣，男人會打獵，女人會織布。

每當祭儀活動接近尾聲，大家圍在一起，藉著醉意甚至大醉時所哼出來
的歌。溫和柔美的弦律，期冀在場所有人都能用虔誠的心來聆唱，希望
用最美妙的聲音與神溝通，聲音越是美麗動聽，表示祖靈滿意程度越高
，也藉著歌聲來傳達著對每個人的感恩與惜福，帶著歡樂喜悅的心情結
束，為活動劃下美麗的祝福，並且讓族人都能得到平安與喜樂，未來生
活都有祖靈的庇佑。



Ravar拉瓦爾之榮譽 
排灣族人，願意歌頌成就好的人
，也樂於被人歌頌。在彼此歌頌
間，達成對生命裡重要的任務-重
倫理、有責任、喜愛知識，更樂
於分享。
從歌聲中，傳遞對大自然細微的
觀察，也展現對人的應對及禮儀
，成就別人也成就自己。從「彼
此祝福」到「彼此約束」，以歌
聲相互勉勵，在生活中傳遞分享
的概念。雖然沒有文字，用音符
也可以有傳遞教育的功能。部落
的每一個人是教師，是監督者，
而大自然則是我們的教室。排灣
族拉瓦爾群人，以百合花來象徵
至高的榮譽。為自己，為家族，
也為整個部落。修身、齊家、平天
下的概念，以簡單的音符，就這樣
落實。 【口社北排灣樂舞】



【勇士舞】

ziyana uqaljaljai 

uan na I uhei 

感謝天神，讓我們有美好的相遇

paljailai-

將我們的事蹟大聲唱出來吧

hei-

當我遇到大型的獵物、不曾露出驚懼的眼神

i u hei-

我第一次出去狩獵，表現卻是出眾

ljaljahei—

我只要出去狩獵，我家的廚房，獵物就擠來擠去

kisutjasutjau-

詼諧之歌



【女人之歌】

a i a u i

a i a u i  malicen seketj ayu uru minilingan na ken ai au ai

請 安靜 我要開始訴說我的故事

ai au a i Kemuda veleveljiten aipaka lialingulj a i au ai

ai au I Kemuda veleveljiten aipaka tjalangetjan ai au  i

一個好的女子，怎麼可以不讓族人稱頌。

【祝福】

lumidasan

lumidasan uru nisisainuakene ljadauan kituinayantjanumun

ai atja kaka zuma Kise langa u angan A i ~~~

a  i a yak e ne i ka ken a lememu

a ki tu kuda tja numunA  i ~~~

父母的教誨，一定要謹守，以免日後，後悔莫及。這是你我的約定。



【nakumo】勇士頌（達邦社曲調）

nakumo歌詞包括對地名的歌頌、對年輕人的勉勵，以及部落歷史的
講述。整體而言，nakumo在歌舞祭典活動中之重要性，就比戰歌顯
得小一些，一般唱nakumo偏重在歌舞活動性質。
歌詞：

1. kuma to pen to pe namamo o  o nakumo

   nakumo to pen to pe namamo o  o nakumo

   nakumo  o nakumo

2. kuma aomane ma´uya  o nakumo

   nakumo aomane ma´uya  o nakumo

   nakumo  o nakumo

3. kuma yipasan to oale  o nakumo

   nakumo yipasan to oale  o nakumo

   nakumo  o nakumo

塔山的呼喚

【來吉鄒族古謠】



【iyahe】青年頌（古調‧古語）

是勉勵 年輕人要努力不懈的歌曲。全曲現存共有8段歌詞，本次演唱4段。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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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hei yo o i ya he e o na i y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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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hei yo o i ya he e o na i y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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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hei yo o i ya he e o na i y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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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hei yo o i ya he e o na i ya he

【miyome】安魂曲(合唱版) （古調‧古語）

「miy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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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大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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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幾句言語，道盡了
原始社會競爭的深沉傷痛。全曲現存共有10段歌詞，本次演唱2段。
歌詞：

1. mi-yo-me  e-hei-ya  a-ue

   o～mi-yo-me  e-hei-ya  a-ue

   a-ta-pe-vo-so  na-na-lo

   o～mi-yo-me  e-hei-ya  a-ue

2. mi-yo-me  e-hei-ya  a-ue

   o～mi-yo-me  e-hei-ya  a-ue

   a-ta-te-ke-he  na-na-lo

   o～mi-yo-me  e-hei-ya  a-ue



【pasu hohcubu】 塔山之歌（現代鄒語）

這首歌描述登訪塔山，從破曉出發，登臨高處，長輩邊走邊細訴先人走過
的巍峨高山，令年輕人感慨前人行程之遙遠和艱辛。登上塔山最高處，俯
瞰阿里山，又見玉山被皓皓白雪覆蓋，於是想起那是傳說中族人神秘的起
源地。唱這首歌，以有力、宏亮的調子唱出，便能體會出旋律中曠放而藏有
一點蒼涼的情懷，也能譜出許多族人懷古之幽情，許多人及對先祖們的思念
和敬意。全曲有2段歌詞。
歌詞：
1. evavasuzu ´e  hah´o  cocoeconu  ta  fuengu

   ausuhcu  moseo  ́ o  hngu  tisifou  ta  p ócva

   mamameoyi  eusvusvutu  mao  ongko  ta  fuengu

   taunona´vu  na  h´ocoecona  no

   ino  nia  mamameoyi  to 

2. tisifou  ta  hohcubu  ausuhcu  smo´eucocoyu 

   sico  na  heisiyana  tonoi  na  psoseongana

   isi  cuc´o  p´ocvi 

   tonoi  na  patunkuonu  feu´sa  ta  yuho

   yainca  to  h´oehanva  to 

   i´mizi  no  nia  noana´o



噶瑪蘭樂舞悠遠情

『噶瑪蘭』族為臺灣平埔族之一，亦為臺灣原住民族正名的第11支族
群。西元1650年，荷蘭人當時已記載噶瑪蘭族人的四十餘個聚落約就
有9000人。十八世紀末，漢人進入宜蘭縣開墾，噶瑪蘭人於1830年往
南，遷徙至現在的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歷史的更迭，使得原本居住
在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的噶瑪蘭族人幾乎不復在！
花蓮縣北埔國小舞蹈隊師生透過長達一年多田野踏查，在指導老師莊
國鑫老師及鄭靜慧老師的帶領下，與花蓮新社僅存的噶瑪蘭族耆老學
習傳唱噶瑪蘭族樂舞及歌謠，使噶瑪蘭族人的樂舞得以在教育現場重
現，尤其噶瑪蘭族人獨有的「仰頸轉頭」的樂舞肢體，更是目前臺灣
原住民族群樂舞中獨特的肢體語彙，兼具樂舞藝術文化教育與在地文
化復振的深沉意涵，質樸純淨地呈現噶瑪蘭族人悠遠之樂舞情。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a wi di ya nai ya hei ei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a wi di ya nai ya hei 

ei a o o a hei ei so ko do sa- a--wi—di—ya nai

so ko do sa wi di  i  so ko do sa wi di
【北埔樂舞團隊】



【a ho a ho o o a ho o a】

a ho a ho o o a ho o a

haiya risucay cia-nay ya risucay cia-nay

願  女神名             女神名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讚美祖靈】

kariricakan  ta  ya  o  ya-o -o-o  wa,

a-a  ai-ta na kebaran  a  hei 

a-i si mi bidasan ya  o  ya-o -o-o  wa,

a-a  ai-ta na kebaran  a  hei

a ma i karapun kusya  o  ya-o -o-o  wa,

a-a  ai-ta na kebaran  a  hei

【a ho a ho o wa hei】

a   ho  a  ho  o  wa  hei hai ya si ya ngaw wi ci ya nan nu

a   ho  a  ho  o  wa  hei  hai ya sa ra may se ci ya nan nu á

a   ho  a  ho  o  wa  hei  hai ya ma ti yu tu bi na nung nu

a   ho  a  ho  o  wa  hei



【siniwawayan ni-yar】

siniwawayan ni-yar,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傳統習俗

a ma i karapungus,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不要消失

buratidu babanar,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草名   蘆竹

amidu saringusing,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大鈴鐺  鈴鐺聲響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a wi di ya nai ya hei 

ei a o o a hei ei so ko do sa- a--wi—di—ya nai

so ko do sa wi di  i  so ko do sa wi di



【pasu hohcubu】 塔山之歌（現代鄒語）

這首歌描述登訪塔山，從破曉出發，登臨高處，長輩邊走邊細訴先人走過
的巍峨高山，令年輕人感慨前人行程之遙遠和艱辛。登上塔山最高處，俯
瞰阿里山，又見玉山被皓皓白雪覆蓋，於是想起那是傳說中族人神秘的起
源地。唱這首歌，以有力、宏亮的調子唱出，便能體會出旋律中曠放而藏有
一點蒼涼的情懷，也能譜出許多族人懷古之幽情，許多人及對先祖們的思念
和敬意。全曲有2段歌詞。
歌詞：
1. evavasuzu ´e  hah´o  cocoeconu  ta  fuengu

   ausuhcu  moseo  ́ o  hngu  tisifou  ta  p ócva

   mamameoyi  eusvusvutu  mao  ongko  ta  fuengu

   taunona´vu  na  h´ocoecona  no

   ino  nia  mamameoyi  to 

2. tisifou  ta  hohcubu  ausuhcu  smo´eucocoyu 

   sico  na  heisiyana  tonoi  na  psoseongana

   isi  cuc´o  p´ocvi 

   tonoi  na  patunkuonu  feu´sa  ta  yuho

   yainca  to  h´oehanva  to 

   i´mizi  no  nia  noana´o

【青葉魯凱古謠吟唱】

百合禮讚

【palailai】搖籃曲
傳統魯凱族社會的男女清晨即起，男人上山打獵、女人下田耕種。

有幼童的家庭，女人會留在家裡，一方面可以照顧小孩，另一方面

可刺繡、織布，等待男主人回家。母親為了做家事或刺繡方便，以

搖籃懸掛在石板屋的橫樑上，一邊推動搖籃哄孩子入睡，一邊吟唱

搖籃曲。歌詞通常以家庭的狀況作為實際的描述，希望孩子能乖乖

入睡，醒來後即可獲得爺爺或父親帶給孩子的珍貴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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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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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e e kauvai tumusu uapana ku kisisi

takirara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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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e e pacuuna aganeli takiraragai kitumusu si tamasu 
sitinasu naagan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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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謠組曲】
魯凱童謠大部分是兒童在嬉戲時唱的，它往往伴隨模仿性的遊戲動作，
一邊誦唱一邊遊戲，趣味十足，歌曲的內容也會隨著也直接與社會習俗
聯繫在一起，有寓教於樂的效果。這首歌謠是由三首魯凱族童謠組合而
成。第一首是魯凱族的《數來寶》，沒有特殊的含意，但是前一個字的
尾音就是下一個字的字首，上遞下接，蟬聯而下。第二首是《太陽照耀
吧》，歌詞中以錢幣、銅鏡形容炙熱的太陽；最後一首《唸謠》是魯凱
兒童們玩遊戲時會唱的歌，配合著手指、丟石頭，充滿了童趣。
ila ta senai ialaila ilaila ialai senai

我們來唱吧！讓我們來唱吧！

taluku talukumai kumai kumaipalra 

ipalra ipalraisu

lraisu lraisukiya sukiya sukipatani 

patani patanaviki

naviki navikaulri kaulri kaulrinava

lrinava lrinavatuka vatuka vatukalipa

kalipa kalipangalru

pangalru pangalrutiya lrutiyautu yautu yaulrinava

數來寶(歌詞無意義)



【kalabeceng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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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打獵的人就要回來了

tasilribu tatubava tatuabai ku satulrisilisiyaneta

姑娘們我們一起搗小米，釀米酒做米糕，慶祝男士的歸來

tulrisiki ngudradrekai kailrika amuduyae ipakelalumamilrin-

gi yahui yahuhi

魯凱的祭祀是不可遺忘，直到永永遠遠

iyanalrua iyanalrwa nalruwana iyanayahi nasilrua lrumedeyae

vaiya vaiya vaiya vaiya

太陽照耀吧！太陽照耀吧！

vai vai vaiya cikicikickisi miyakau ulravane eleeleelethe

炙熱的太陽照耀吧！就好像銅鏡一樣閃亮

miyakau pyasu kalridedede

就像錢幣一樣圓圓的

hu hiu hu hiu kwici kwici kwici……kwici



VASA‧謠‧傳

＂生活即文化，文化即生活＂為本次節目安排主
軸。歌謠傳唱內容則以族人一生經歷之大小事為
主，包含祭儀、戀愛、結婚、生子、工作、玩樂
等。

【勇士歌】
排灣族的勇士歌中一定都會邊唱邊跳傳統舞蹈，
並在這些傳統舞蹈中加入許多的跳、蹲動作，雖
然旋律不會太複雜，但總會唱上個三五分鐘，除
了展現體力外，更重要的是考驗耐力。當體力耗
盡卻靠著耐力沒有停止唱跳，這種精神才稱得上
為勇士。

【搖籃曲】(土坂)
此歌謠採自台東土坂部落，為父母親或老人家
在安撫孩子睡眠時所唱之傳統歌謠。

【賓茂東排灣樂舞】



【palailai】搖籃曲
傳統魯凱族社會的男女清晨即起，男人上山打獵、女人下田耕種。

有幼童的家庭，女人會留在家裡，一方面可以照顧小孩，另一方面

可刺繡、織布，等待男主人回家。母親為了做家事或刺繡方便，以

搖籃懸掛在石板屋的橫樑上，一邊推動搖籃哄孩子入睡，一邊吟唱

搖籃曲。歌詞通常以家庭的狀況作為實際的描述，希望孩子能乖乖

入睡，醒來後即可獲得爺爺或父親帶給孩子的珍貴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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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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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e e kauvai tumusu uapana ku kisisi

takirara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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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e e pacuuna aganeli takiraragai kitumusu si tamasu 
sitinasu naagan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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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靈祭歌】  

a yi a u i di su na yi ga vu lu nga ne

ma va ne nia si tse vu djan

a yi a ui 

wu ri vang lav da ga laus

pa de ma milingne
祖靈阿!祢是我們生命的泉源
大武山，妳那彩虹般的燦爛永恆不變。

【歡聚組曲】

為排灣族的聚會歌曲，在青年男女們聚會或結婚

歡慶時所唱歌謠。 

【新娘的嫁衣】 

結婚時所有族人一同吟唱，不分階級，歌詞內容

主要為親友及新娘互訴即將告別本家的不捨。



【nalivan 婚宴結束曲】
nalivan na  iyanaya o aya ya li lu me da nanga nu a i
a i yanga lja kina ludaljan na ljalja i    
nungida i tjapazuljui
a i yanga lja aya u a me 
nayalja nu tjaljalje manguaq mu

專屬頭目家族的結婚曲,是獻給頭目家族的公主。於婚宴進行至

尾聲時，族人們交叉牽手圍圈跳團體舞時吟唱。此曲大意有不

捨新娘即將離開娘家，並祝福新娘婚後生活幸福美滿之意。



阿美lipahak 樂́舞【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阿美族為臺灣原住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多分布於臺灣東部之花
蓮及臺東。依據阿美族人分布區域還可分為南勢阿美、中部阿美、
海岸阿美、臺東阿美及恆春阿美族。阿美族ilisin祭儀中的
palafan(歡迎賓客)在各個分布區域和阿美族部落中皆有不同型式
的展現，而阿美族樂舞的多元與多創性亦是各個族群樂舞文化中最
顯見的型態，此次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透過阿美族的領答唱法，
演繹出族人迎賓的「lipahak´樂舞」。
附註：lipahak´，阿美族語，開心的、愉悅的意思。

【fan ca lay】迎賓之歌
領唱：fan ca lay ay ya fan ca lay
      ru mi a´ce sa an nini
     (這是多麼美好的一天)
答唱：ya hey i ya hey
領唱：fan ca lay ay ya fan ca lay
      ru mi a´ce sa an nini
     (這是多麼美好的一天)

答唱：ya hey i ya hey
領唱：a ninikongay yai u bi fu ting ngay
     (今天是適合捕魚的一天)
答唱：ya hey
領唱：a ninikongay yai u bi ba la fan ngay
     (今天是歡迎賓客到來的一天)
答唱：ya hey
齊唱：ho i yo in hoi yan ho i yo in hoi yan



曲目介紹
【歡樂之歌1】

阿美族人歡聚在一起常演唱之歌謠
hin hin hin hei ya ho hay yei yan
hei ya ho hay yei yan
hei ya ho hay yo in hoi yan
hei ya o ho o hay yei yan
ho a i yai hay yo in hoi yan
hei ya o ho hay yan
hei ya o ho hay yan
hei yo hi hi hi hi ya o ho o hay yei yan
ho wa i yai hay yo in hoi yan

【迎賓歡樂歌謠】

屬中部阿美歌謠
Hoy na lu wan hoy na a lu in na na ay i yo in hoy yan
Hoy na lu wan hoy na a lu in na na ay i yo in hoy yan

i ye ya ho o i ya ho i yan
i ya o ho hay yan i ya o ho hay i o in hoi yan
i ya o ho in hoy yan
i ya o ho in hoy yan
i ya o ho hay yan i ya o ho hay i o in hoi yan

【歡樂之歌2】

屬於中部阿美族的ilisin歌謠
領唱：i ya wa hoi yoi  i ya wa hoi yoi
答唱：hei
領唱：i ya wa hoi yoi  i ya wa hoi yoi
答唱：hei
領唱：hei ei ei way ha hai
答唱：i ya wai ha hay  i ya wai ha hay ay~~~~
領唱：hei ei ei way ha hai
答唱：i ya wai ha hay  i ya wai ha hay ay~~~~



【pa la fan】

屬於台東阿美族歌謠
領唱：io oo i o oo wai ha hay yei ha hay
答唱：i yei yan o o hay yan i ya o hay yan ho o wai ha hay
領唱：io oo i o oo wai ha hay yei ha hay
答唱：i yei yan o o hay yan i ya o hay yan ho wai ha hay
領唱：ho hay o o o o i ya o hay yan
答唱：hay ha hay i yei ha hay
領唱：i yei yan o o hay yan
答唱：i ya o hay yan o wai ha hay

【迎賓歡樂歌謠】
屬中部阿美歌謠
Hoy na lu wan hoy na a lu in na na ay i yo in hoy yan
Hoy na lu wan hoy na a lu in na na ay i yo in hoy yan
i ye ya ho o i ya ho i yan
i ya o ho hay yan i ya o ho hay i o in hoi yan
i ya o ho in hoy yan
i ya o ho in hoy yan
i ya o ho hay yan i ya o ho hay i o in hoi yan



南王系之歌 【謝幕曲】

ho ai ye yan i ye yan  
ho a i yan ho i ya
semenasenay a risarisan 
ho a i yan ho i yan
hi yo yan hai yo yan 
na ru hay yan
ho i yan na 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o ho i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an o 
hay yan
hi yo-yan hai yo-ya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o ho i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an o hay yan
hi yo-yan hai yo-ya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o-ho i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n ho i yan o ha i ya



表演團隊



【霧鹿布農祭儀歌謠團隊】

　　霧鹿國小創立於1927年，屹立於景觀壯麗

的中央山脈，是一所偏遠的迷你小學，為當時日

本人推行皇民化政策及便利統治此地之高山布農

族而創建。其校區包含霧鹿本校及利稻分校，學

生共44人，皆為布農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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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推動布農文化傳承。透過歌謠及舞蹈的傳習， 

增進孩子們對族群的認同與自我價值實現。近年

霧鹿國小歌謠隊在周美青女士、洪蘭教授、東元

科技文教基金會的期許下，藉由「驚嘆樂舞」的

表演舞台，實現文化傳承的實際行動。



帶隊老師﹕蔡正雄 校長、邱榮義 主任、邱冠儒 主任、余文君、李潔琳、邱佳銘
表演學生﹕邱采妮、胡晟豐、余弘益、古翰偉、余翎禎、邱貞綺、邱雨、戴心樂、邱心慧、
          林瑋喆、余畢將、王天祥、邱政男
表演青年﹕古思涵、古思潔、古思琦、邱少偉、余甜甜、余承浩、陳子璇、邱佳辰、邱祖薇、
 曾家齊、黃緯翔、曾約翰、余翊儷、王怡琁、胡念禧、林永權、李廖崟均、余喬恩、
          邱若綺、古婷瑄、邱文乾、余兆虔、邱淑婷、邱楓、邱辰、林益誠、古函修
表演耆老﹕馬美鳳、余國樑、余國雄、余國力、余錦龍、邱強永、余光義、古忠、邱雲忠、古利雄

霧鹿布農祭儀團隊  



【口社北排灣樂舞團隊】

　　口社國小位於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居

民為原住民排灣族。因位於地勢陡高的沿山公

路旁，居民依山住屋，宛若強褓中的嬰兒靜靜

躺在山的臂彎中，也因此得天獨厚地享受著居

高臨下遠眺的奇佳美景。沙卡蘭歌謠傳唱隊成

立至今七年，由耐特科技陳勳森董事長與東元

科技文教基金會支持，及師生的努力，文化歌

謠向下扎根與傳承。 學生們不僅唱出排灣族傳

統歌謠的美，更能深刻體會其樂天知命與自然

合一的族群特質。



帶隊老師﹕林志光 校長、陳志豪 主任、高靜堯、洪靜芝、高美娟、陳志雄、葉秋娟、蔣偉光、蔣明倩
表演學生﹕邱以勒、邱孝一、梁品堯、李語訢、楊爾傑、游采祈、王凱歆、柯郢希、蔣子恩、陳曦、
          杜均浩、曾昱啟、江敏瑞、楊宇祥、康孝陽、台心嬣、鄭恩慈、凌睿馨、石宇珊、邱孝諼、
          詹雅竹、蔣明明、施劭琪、高詩語、柯宏恩、李祈恩、 盧憶樺、邱孝淇、江瑋婷、梁苡琴、
          方冠媗、林益進、康孝晨
部落耆老﹕柯金妹

口社北排灣樂舞團隊  



【來吉鄒族古謠傳唱】

　　當戰祭的歌不再有人會唱，舞不再有人會跳，當小米祭

來到，族人卻找不到自己的家族所在，我們還能自稱自己是

「鄒族人」嗎？當我們自己對鄒族祭典歌舞或是古調歌謠不

再有感覺時，未來將如何延續鄒族的文化？鄒族主要分佈於

臺灣嘉義縣阿里山鄉，部分亦居住于南投縣信義鄉，目前人

口約有6,800人。社會組織以嚴格的父系氏族組織及大、小社

分脈聯合之政治性組織，部落事務及祭儀都以男子會所為中

心，稱為「kuba」，結婚前青少年必須居住於此，同時接受

訓練，而女性則禁止進入。部落的祭儀以「mayasvi戰祭」最

要，其中「迎神祭」、「團結祭」、「送神祭」、「路祭」

、「家祭」、「結束祭」之祭儀過程繁複，音樂性及節奏性

最為人稱道。



「塔山之歌」不只是一首傳唱在部落

間的歌謠，更是我們的團名，它象徵

著鄒族古謠的傳唱，對居住在鄒族靈

山～塔山下的來吉部落，更具文化傳

承的意義與使命。我們希望透過祭儀

歌舞及古謠的傳習訓練，增進孩子們

對祭儀歌舞及古謠的學習興趣，豐富

其生活內涵及促進自我尊榮感的實現

，接受及傳承他們獨特的身份與認同

，進而能傳承及發揚鄒族優美藝術文

化，用這樣的理念持續用心經營，更

希望透過孩子的訓練，喚起家長村民

沉睡已久的文化靈魂，在部落耆老的

帶領下，實現文化傳承的實質行動。

穿著鄒族族服飾的孩子、青少年、部

落居民乃至部落耆老，所展現的氣質

儀態自信，隨著發出天籟般的吟唱聲

搭配沉穩的舞步，生動的歌舞演出，

彷彿塔山精靈出現部落守護鄒族塔山

下永遠的部落。



帶隊老師﹕鄭義信、羅聖萍
表演學生﹕鄭文霓、鄭冠瑜、葉子軒、陳政鴻、杜凱傑、洋祐翔、莊惠伃、汪琪、陳浩威、亞摩亞
表演青年﹕陳玉貞、莊鑫、陳浩恩、鄭恆晴、陳韋廷、陳美余、石雨彤、石尹、梁瑞宗、鄭恆毅、
          武珈琦、葉佳玲、葉佳馨、武辰翃
表演耆老﹕楊麗華

來吉鄒族古謠傳唱   



【北埔國小原住民傳統樂舞團隊】

　　北埔國小位於花蓮縣新城鄉，是由閩南、客家、外省及

原住民籍等學生所組成的多元族群學校，全校原住民學童佔

學生總人數的60%以上，以阿美族居多，太魯閣族其次，還包

含布農族、排灣族、撒奇拉雅族等，俾利發展為多元族群文

化及舞蹈教育的重要傳承學校。民國88年，北埔國小以追求

多元化、國際化為教育目標，成立民俗舞蹈隊，並將傳承訓

練列為本校多元文化教育重點課程之一。舞蹈隊隊員從本校

四至六年級學生中甄選35至40人組成不分族別、不分男女，

利用週休假日練習傳統樂舞，可說是「多元文化教育」的最

佳寫照。

　　北埔國小依學童學習性質及教師專長，多年來致力於「

阿美族樂舞」的特色傳承發展。成立迄今18年來，舞蹈隊多

次獲得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花蓮縣縣賽代表權，並代表花蓮縣

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決賽，獲得全國決賽特優第一名5次、

全國決賽特優第二名2次、全國決賽優等第一名7次等優異佳

績。此外多次應邀縣內外國際重要藝術活動演出，歷年來的

傑出成績深受各界人士的肯定與賞識。

　　



帶隊老師﹕丁嘉琦 校長、莊國鑫、鄭靜慧、劉錦惠
表演學生﹕蘇星宇、黃昀芝、賴宥錡、蒲辰宣、何罄、許哲賓、郭昕盈、朱昱纓、林欣怡、
          莊雅軒、劉聖凱、陳慈茵、張慈恩、楊昱嬉、古芸瑄、陳亭云、陳育惠、劉智佳、
 鍾采穎、黃崇真、林子嫈、李陳涵、陳瑜芯、林可凡、鄭恩皓、黃皓瑋、詹芠寧、
 賴映如、杜雅芳、張沁筠、張幼瑄、劉家妤、李承翰

北埔樂舞團隊  



【青葉魯凱古謠吟唱】

　　青葉部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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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約40人。2007

年起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及「法國巴黎銀行

總行」挹注向部落耆老請益、田野調查、增能學習

的傳習經費。魯凱族人含蓄內斂、善於吟唱。族人

透過自然萬物特性的比喻、即興創作的歌詞，表達

內心深層澎湃的情感。青葉孩子的父母們是失去魯

凱族語的一群，所以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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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意境。孩子透過歌謠與舞蹈的傳習，體悟祖先面對

天地萬物，及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文化，同時也

透過古謠的吟唱，瞭解族人的精神內涵。當孩子認

識瞭解自己族群的美好後，認同自我的民族身分，

並以自己的族群為榮。青葉的每一個孩子都是傳承

魯凱文化的種子，肩承世人認識魯凱這個珍貴而特

殊的族群的使命，並讓魯凱昂揚律動的歌舞，渾然

天成的天籟美聲千古傳唱。



帶隊老師﹕賴維振 校長、杜淑娥 主任、唐秀月、羅安欣、鍾一辰、邱世和、陳河女
表演學生﹕杜唯、陳祖穎、陳郁萱、卓欣榆、温劭均、姜鈞、曾詠歆、明太尊、巴蕎恩、温家寶、
          杜旻熙、明熙胤、陳奕、凃培恩、桐冠宇、王珈、杜婀稜、巴哈哪、林聖平、
          杜以斯帖、顏寧、顏君、莊妍晰、拉瑪笆琉‧芭撒羔

青葉魯凱古謠吟唱  



【賓茂東排灣樂舞團隊】

　　賓茂國中VASA原舞團是一群為了找回自己的文化而努力的

孩子，希望藉由多元的學習、音樂及歌舞展現出屬於自我的驕

傲及優越感。社團正式成立於2011年，由呂美琴老師策劃，教

導主任董又瑋老師、蔡漢傑老師、陳巧儀老師、林則萱老師、

范文凱老師專任舞蹈指導老師，共同推廣民族教育，發展屬於

賓茂國中的本位特色。取名「VASA發騷」，乃諧音自排灣族語

VASA(芋頭)，又因古代騷人墨客皆喜發牢騷，抒發自我藝術特

色，希冀未來可以讓「發騷樂舞團」繼續發光發熱。而VASA的

孩子們也知道傳承是他們的使命、推廣是他們的責任，成立迄

今一直都將自身所學奉獻給部落。舞蹈團隊的傳習經費自2012

年起由禎祥食品支持，讓孩子們得以參與更多表演，深耕文化

內涵。同年首次參與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藝術創意體驗活動表

演，獲得現場觀眾熱烈掌聲及讚美。



帶隊老師﹕洪文政 校長、林則萱、范文凱、廖艷秋、余寧
表演學生﹕周佳僅、陳威、陳玟瑄、郭祖芸、杜嘉馨、石雯軒、陳品旭、黃一俊、杜綾芙歡、
   范榮苹、周亞宣、簡靜茹、涂家華、高瑜謙、郭慧琳、陳睿得、劉興、郭祖恩、
   羅采媛、古靜純、高安妤、柯鎮寧、張雨容、曾嘉雯、陳靜宜
表演青年﹕白諺霖、張子璽、郭慧茹、李怡宣、黃秋馨、劉芯嵐、林子恆、謝易陞

賓茂東排灣樂舞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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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O

e ho i payasvi no poha’o tohpungu toiso
Iyahe nakumo miyome nahocu minocu
homeyaya sakiyo pasu aulu
miyome lalingi ananasi' anane pasu hohcubu

  eyao

ainganumi Matyasepele Pusilriv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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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I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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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opoeh na bo:ong SaySiyat paSta'ay

讓只有語言

沒有文字的族群

可以

蓬勃發展

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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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回台灣原住民族群
最古老的記憶

贊助印製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認養人：顧炳容先生

　　尋找臺灣原住民樂舞脈絡，連接傳統與當代的可能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成立於2005年7月，為臺灣東部首支當代

舞蹈劇團，透過臺灣原住民傳統樂舞的學習為底蘊，呈現穿透

有別於傳統樂舞的精神樣貌，在尋找、保留原始聲音的考掘中

，企圖建立臺灣原住民樂舞的當代可能。

創團、藝術總監及主要編舞者莊國鑫，為臺灣原住民阿美族人

，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博士生、國立臺灣體育大

學舞蹈研究所舞蹈碩士；同時為花蓮縣北埔國小舞蹈指導老師

。專長傳統原住民樂舞編創、研究、教學，並將花蓮縣新城鄉

北埔村、大漢村、秀林鄉秀林村之原住民青少年集結共同學習

傳統樂舞。

尋找臺灣原住民樂舞脈絡，連接傳統與當代的可能莊國鑫原住民

舞蹈劇場成立於2005年7月，為臺灣東部首支當代舞蹈劇團，透

過臺灣原住民傳統樂舞的學習為底蘊，呈現穿透有別於傳統樂舞

的精神樣貌，在尋找、保留原始聲音的考掘中，企圖建立臺灣原

住民樂舞的當代可能。

創團、藝術總監及主要編舞者莊國鑫，為臺灣原住民阿美族人，

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博士生、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舞

蹈研究所舞蹈碩士；同時為花蓮縣北埔國小舞蹈指導老師。專長

傳統原住民樂舞編創、研究、教學，並將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

大漢村、秀林鄉秀林村之原住民青少年集結共同學習傳統樂舞。

成立12年來多次受邀於國內外重要藝術演出，國際間曾於2011年

受邀至匈牙利Summerfest國際民俗藝術節、2011葡萄牙「M.I.F. 

( Mostra Internacional de Folclore )Montemor-o-Novo國際藝

術節、2011年藝術總監莊國鑫獲選建國百年「臺灣之光」系列人

物殊榮受邀至總統府演出、2012墨西哥「薩卡德加國際民俗藝術

節」、2014巴西「新佩托波里國際民俗藝術節」、2014第21屆關

渡藝術節演出以及2017年8月受邀至英國原住民青少年浸透在傳

統樂舞底蘊後，持續的尋找臺灣原住民樂舞脈絡，連接傳統與當

代的可能。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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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老師﹕莊國鑫、鄭靜慧
表演學生﹕李芝宜、劉禹荷、游婕安、吳宣葶、余瑄凡、賴佳伶、基蘊．阿萣、蔡怡軒、
          郭佳翎、古浩育、李子楓、一江．阿萣、朱幸義、劉智佳、蔡何佳翰、
          蔡何昱儒、邱薇亦、陳靖芸、曾芝棋、曾郁芳、李翊誠、傅志誠、溫詩宏、陳慧玲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驚嘆號樂團】

指揮/編曲  李哲藝 第二十三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 

第一小提琴 林暉鈞 台灣小提琴演奏家

第二小提琴 張譽耀 灣聲樂團小提琴演奏家

中提琴     歐聰陽 宙斯愛樂管弦樂團中提琴首席

大提琴     梁皓琦 灣聲樂團大提琴演奏家

低音提琴   莊嘉維 台灣知名爵士樂演奏家

長笛       蕭雅心 國家交響樂團長笛演奏家

豎笛       陳威稜 台灣知名豎笛演奏家

打擊       廖韋旭 留法國打擊樂演奏家

鋼琴       康和祥 台灣知名鋼琴演奏家



特別感謝
    指導單位：教育部(終身學習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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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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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強‧李欣禧‧沈寶島‧洪 蘭‧楊清亮‧郭美琴‧南京資訊(股)公司‧

              瑞室RAISER TRAPEZOID‧采盟(股)公司‧台北旅店‧膳魔師‧台灣高速鐵路‧

              逢源教育基金會‧禾伸堂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萬國法律基金會‧

              台聚教育基金會‧臺北汽車客運‧大都會汽車‧東捷資訊服務(股)公司　　　 

    接待學校：台北市仁愛‧金華‧光復‧吳興國小

    全體志工

    全體製作團隊

特別感謝

攜手克服所有困難
讓孩子們努力的成果
得以精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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