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風華‧歌詠山澗【佳平彩虹古謠隊】
【uniyu 串珠懷古】
多年前鼻笛大師鄭尾葉夫妻即興演唱 uniyu，為古謠隊的孩子示範教學，這首便成為學習古
謠入門的歌曲。這是一首情歌，歌詞敘述:「當我對你萌生愛意，是否因而被拒絕呢?那上帝
怎麼安排我的命運的，為何我總是孤孤單單的」歌詞充滿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感覺。

【lalesai 工作歌】
工作歌顧名思義是農忙時族人唱的歌，歌名是以歌曲演唱的地方命名，以往農忙時，族人常
用歌曲來傳述生活中的心情，減輕身體勞累的狀況，使得工作能更加輕鬆愉快，也藉此跟一
起工作的族人聯絡感情。

【isaceqaljan 聚會歌】
這首歌屬於部落豐年祭或婚禮或輕鬆聚會吟唱的歌，可做坐式演唱亦可跳傳統舞時吟唱，沒
有階級的限制，也沒有時間的限制。演唱形式是先由領唱來唱一段，眾人在按照領唱的複
誦，歌詞是這樣唱：

在歡樂時刻，讓我們彼此回憶，一同述說過往
陶醉於昔日回憶的當下，是如此歡樂自在
沒想到我們日日掛心的心事得以如願

這首曲意是說在歡樂時刻，讓我們一同述說過往，
並陶醉在美好的當下，我們掛心的事得以如願，
好比我們此次的國父紀念館的演出，能如願成行。

【光榮頌】
感謝上天，讓我們在平常的生活中享有平安，
且能在這次的聚會中，分享彼此的喜樂，在未
來的生活，依舊祈求上天賜福給大家，擁有智
慧面對生活的挑戰！歡樂吧！

ma'inay ku 我是男人

【知本卡大地布部落傳統樂舞團】

卑南族男性的生活以會所為中心，以年齡組織為骨幹，所以每位男子一生的發展，有一段的
階段和軌道。在每一個的生涯階段中，有不同的社會角色和任務。因此卑南族的男性從小就
必須接受各年齡階層的磨鍊，學習「被使喚」及訓練具有保護部落之能力，才能成為
ma’inay，一個真正的男人。

【序-出生】 （搖籃曲）
在卑南族傳統社會裡，養一個小孩不是一家人的事，整個家族、部落共同承擔。也就是說，教
育孩子需要整個部落的力量…

【初生】 （童謠組曲）
幼童時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玩」，從玩樂中學習如何和同年齡的朋友相處及互助。

【試煉】 （獵人、青年之歌）
每個成為卡大地布部落巴拉冠會所一份子的成熟男子們，都必須經歷「valisen」這個階段。
valisen(法力勝)階段的生活是具有強制規律性的，需要接受馬拉松、摔角、上山砍竹、拉藤、
狩獵等嚴格的體能訓練，學習「被使喚」及服從長輩，成為體格強壯、負責、勇敢、守紀律的
準青年。在此階段，同輩之間的相互合作及督促是相當重要的。

【守護】（婦女工作歌、美麗的聚會）
女性雖無像男子年齡組織那般的嚴謹過程和
儀式，但要領導家族，維持家計、養育子女
和負責田間農事，賢慧的傳統卑南族婦女是
男人背後強大的力量。當男子為了部落接受

嚴格訓練的同時，女性則為男子們編花、做粿
刺繡縫製美麗的傳統服，默默在背後支持守護。

【晉級】（古老聚會歌）
三年一次的晉級，通過試煉的 valisen(法力勝)得到部落的認同，將長輩的叮嚀謹記在心，通過
打屁股儀式晉升為高一層級的 vennasangsar(芬拿桑薩)，當長者問：「ma`inay u？你是男人
嗎？」此刻要大聲地回應「ma`inay ku ！我是男人！」
，後換上母親縫製的傳統服、戴上鮮豔
美麗的花環。

【慶賀】（歡聚歌、抬禮歌）
通過這勞動、苦工、修煉，被青年會所兄長們使喚的階段，光榮晉級後，是族人群體的榮耀，
共同慶賀著部落的希望與未來。會所是 ma`inay 的學校，每一位耆老、長者都是 ma`inay 的老
師，「感恩」是卑南族人延續的美德，而「抬禮」更象徵對此人的敬重與感謝。

【ma`inay】（蓋巴拉冠之歌）
「ma`inay」卑南族語，「男人」的意思。
一句「ma`inay ku !我是男人!」是對整個
部落的宣示及承諾，以會所為中心的
ma`inay 們，期許自己能如祖先用心血及
智慧搭建的會所般，守護部落、看顧族人。
恭喜大男孩們，正一步一步地邁向真正的
「ma`inay 男人」。

ptasan 印記【水源太魯閣傳統舞蹈隊】
【正氣歌】
詞意：
你們給我等著瞧！
不論我被你們所有的人譏諷，我要給你們看看我的勇氣，
我是有七個膽的男人，
等著瞧！
等著瞧！

【賽德克女人】

詞意：
不斷努力重複著學習
就為了織出臉上的那道紋面
還有誰的能力足以超越過她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
是我們賽德克的女人啊

【織布舞】
我們去吧！
你們給我小心！
來呀！我們一同跳舞比賽！

【英雄歌】
詞意：
我是男子漢！
我經過了各個溪谷，繞過了重重樹林
我經過了滿滿的姑婆芋，橫越了廣闊溪谷
這正是我！

【出草歌】
看～年輕的賽德克，是真正的男人
力大無比 膽識過人
努力學習著耆老的智慧
我們的勇氣讓人不敢侵犯
我們的膽量震懾四方
不要跑 我們是賽德克人
我即使是一個人
你也無法超越我
像是松枝的嫩芽
我就在兩河的交會處等著你
你無法扳倒我

【獵首笛】
紋面師在哪裡？
趕快過來…………

【木琴獨奏】

【慶賀歌】
詞意：
英雄凱旋歸來，
全部一起聚集在英雄家裡慶賀，把酒歡樂，
大家盡情唱歌跳舞，以示誠意，
若為年輕人，有心人嫁給他，雙喜臨門！

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吟唱】
【家園的榮耀】
《文化背景》
過去魯凱族沒有文字，族人一生榮耀的事蹟彰顯於傳統服裝、頭冠以及家屋的裝飾。除了世
襲的貴族擁有各樣冠冕的配戴權，一般的平民必須靠著他個人的努力來獲得冠冕的配戴資
格。例如獵到五頭以上的公山豬，並且分送給部落族人分享的勇士可以在頭冠上配戴台灣野
百合。魯凱族人一生都在追求榮譽，爭取配戴百合花的權利。百合等同榮耀，是魯凱族的族
花！
《詞意》
u a la iyu hi 看哪!從起初我們的部落就是如此團結
u a la iyu hi 百合花的冠冕
i yu hi
hi hi hi

是我們榮耀的象徵
hi hi hi hi hi hi

是我們榮耀的象徵

【紡織歌】
《文化背景》
這是魯凱婦女工作歌之一，敘述婦女在一起工作景象，表現出婦女工作時的辛勞，也描述共
同工作時的趣事。
《歌詞》
1.兩位感情要好的女孩在紡線，她們是那麼努力，額頭上的花草也被汗水沾濕而枯萎了！
2.女孩的母親們在織布，可是孩子們的線卻怎麼也理不齊，就像男生一樣笨手笨腳啊！
3.讓我們成為好朋友吧！雖然女孩的母親們不知如何指導他們紡線。

【愛吃鬼】
《文化背景》
這首歌是過去魯凱孩子生活時的日常寫照。小時候沒有那麼多豐富的玩具，跟著父母親下田
是最好的遊戲時間。通常孩子們會趁這個機會，彼此吆喝，沒有惡意的嘲弄對方。
《歌詞》
拉法告，你要去哪裡?我要到廚房
你的點心是什麼?我的點心是壞掉的
拉法告，你要去哪裡?我要到菜園
你的點心是什麼?我的點心是吉那富
愛吃鬼 愛吃鬼 愛吃鬼 愛吃鬼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吃呀 包豬肉的
這阿拜是有包餡的 拉法告正在吃
2 3 4 裝進口袋裡 肚子裝的滿滿的

伐木舞【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
第一幕【以祭引靈‧竹占】
祭司揀選面向東方的竹枝來占卜吉凶，指示入山的方向，並以糯米等祭品投入祭壺，祈求部
族的男子伐木平安。

第二幕【以歌載勞‧伐木】
路途陡險，山路崎嶇，用力應和青年
的歌聲，忘卻伐木的艱辛，我們齊唱
祖先的歌，同心協力將良木帶回部落。

第三幕【以歌引道‧歸途】
聽從長者的曲調，路途崎嶇艱苦，肩上
的巨木沈重，但是我們異體同心以歌引
道，合力將良木帶回，讓族人能夠蓋起
堅固的家。

第四幕【以酒引功‧誇功】
重重的頓一下左腳，將酒碗高高舉起，我很驕傲將良木扛回來，我要將這香甜的酒水通通喝
光感謝神靈護佑我平安歸來。

第五幕【以歌入魂‧傳承】
用力吟唱祖先的歌，全力踩踏祖先的步伐，引歌入魂，將祖先的智慧傳承在血脈裡。

充滿回憶的舞歌【泰武古謠傳唱】
呈現獨一無二的排灣族生命情感與生活方式。這次製作泰武古謠傳唱隊與佳興部落的排灣族
耆老和族人們合作，以過去生活中最常傳唱的情歌為主軸，透過耆老們的口傳歌謠及孩童青
少年乃至中壯年族人的接續傳唱，立體展現排灣族古謠的文化底蘊與新一代傳承的生命力。
內容包含日常聚會、思念之情、情感交流、生活故事等。讓觀者如同參與排灣族傳統生活，
領略古老的智慧，與自然、他人和自己的和諧關係，進入深度的排灣族生命情感與精神體
驗。

第一幕【naluwan】
1. ka valjanga milimilinag kemaljutusiljemanguqua
真羨慕傳說故事，總是盡善盡美，如詩如畫！
2. satjakina teveteveljan kitja milimilinag nanga
相聚的美好，會不斷的縈繞在的回憶中。

第二幕【ljaleselem 追求之歌】
1. qainu ayamen lja, kizua lja kalemune,
用盡全心的去愛，卻換來敷衍與輕視
2. kemuda lje kaljemun, mayanga kinilivakane,
不發一語的陪伴會是你最溫柔的關心嗎?
3. tima uri sa demavai, tusa qu ljapuljuan
有誰能澆灌，為我無盡的乾枯
4. ki lapulu a timangala, ta kina lu mamavan
深山幽谷中我仍是那唯一的枯木

第三幕【wunanasiqunana 虛情假意】

1. misiliyalivuljan mun, maru ljangav ‘aya mun
你的虛情假意，癡心的我被折磨得瘦骨如草。
2. tja

kaka nuljiyaya i tjen,

tjaqazalj ‘a silazuljuwan

以友看待，卻遭無情地數落

第四幕【Kizeliyalan 思念飄不落】
1. ari kizeliulan ni yi lja tua malalau lasiv mau ljikayan nanitu ane ti Kalumiyang
為著討好付出心意卻招來眾人的嘲笑
2. kemauka qure kisuasutjav , sa kuakudanga nungida la saKuakuda
為著一人朝思暮想，思念的日子飄不落

第五幕【Nalivan 珍藏】
1. inuwangaqusedjam yina qaquneka yiwaquwades
是誰拿走了存放著承諾的月桃編盒
2. inalabanganisukaka dumulisu ilalayingan
給予承諾的人拿走了，我的冷漠讓他誤以為我無心對他

第六幕【Yiyayiyulja 承諾】
1. I ya i lja avalanga a luwatapitjen i pugemalju tu zuma i yai
不要小看我的心，還請遵從神的旨意。
2. I ya i lja nekuya sa lapulju itjen garang itjen na tima imanga i yai
像我這般孤苦無依的平凡人，沒人會要我們。
3. I ya i lja tja kai tja parepaqeci maya uri liyumaumalj i yai
請不要改變你對我的承諾。

第七幕【Wuiljanaluwan 思念如此孤單】
1. Uilja na ma ya qa lja na ma ya lja tja qa nu qamen
是否有人像我一樣，思念著心愛的人。
2. Uilja tja kaka nuljiya titjen

tjaqaza

lja si la zuljuwan

我如此看重他，他卻讓我更加失望。
3. Uilja kinuda men ne numaljad pinaru qu
我是如何被創造的，為何我如此孤單。

lja milingan

第八幕【Quniyu 祈】
1. nu sayisayi va men ne lja,lje mun ki mun ’ ayaya ne lja
當我對你萌生愛意，是否而反遭嘲弄呢?
2. kinuda men nu malade na, pinaru milingan ne lja
是天意的造弄?我竟成為一個被排斥的人
3. inu sun a ti lemas,djavayu tu manguwaq
(神啊！你在哪裡?將好運賜給我吧。)

第九幕【Qunanasi 屋娜娜西的搖擺】
1. Senai ziyaziyani

qu lja tjen na temalitu yi ya na ne lja

唱歌吧！為著美好的聚會唱歌吧！
2. kavalanga milimilingan nu gemalju u tu si ljemannguaq
好羨慕那神話故事的戀人，終能在圍舞中共飲連杯酒！

祭戰神-Malataw【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
阿美族信仰以太陽神「馬拉道」為主，族人篤信馬拉道為天地造化自然之神，創造五穀、掌
管一切事務的生死福禍，勇士以戰矛、老鷹姿態向戰神馬拉道致敬和祈求庇護。

【宣‧語神靈】
緊握族人的雙手，稟告祖靈，部落的男人將成為真正的勇士，戴上羽冠，進入年齡階層。

【獻‧情人心】
女孩主動示愛，親手為心儀的
男人戴上情人袋，祈求神靈護
佑他們狩獵順利，征戰平安。

【舞‧大海嘯】
因海而生的阿美族，學習大海
的律動和胸襟，以排山倒海的
姿態舞蹈。

【祈‧祭戰神】
阿美族信仰「馬拉道」，族人篤信馬拉道為天地造化自然之神，創造五穀、掌管一切事務的生
死福禍，勇士以老鷹姿態及戰矛向馬拉道致敬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