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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以支持台灣原住民傳習傳統歌謠舞蹈祭典儀式的「驚嘆號」計畫，至今已經持續推動超過二十年，
驚嘆號上的傳習老師累計高達 160 位以上。「驚嘆號」本著文化傳承與發揚的精神，持續為部落
師生提供傳習教育與展演等服務，對於長期被忽略的傳統歌謠舞蹈傳習教育方面，提供有效的作
業方式。
傳習教育的關鍵在於帶領、教學與指導的教師，為增進傳習教師之專業職能，教育部「師資培育
與藝術教育司」委託本會辦理「傳習師資成長」課程。本計畫自 2011 年起至 2020 年止共辦理 8
屆，成效良好，從團隊的檢討與建議中，發現傳習團隊指導老師的專業技術方面，無論是族群文
化的學習、編創、教學、數位典藏等相關專業技術、資源整合，抑或是團務行政等事務，都必須
接受訓練、充電及再成長、再出發。爰此，期望透過本計畫有效地協助傳習教師對族群文化有更
深入的了解，並提升傳習、數位典藏與舞台展演等劇場相關專業技術。
「傳習教育」有助於族群的自我認同及肯定，更是家長及耆老支持參與的主要「引信」
，2022 年
的「傳習師資成長」課程因為年中的疫情而延期，今計畫調整為以傳習團隊師生為主要對象，讓
傳習教師透過「驚嘆樂舞」展演的台前幕後的作業，精進原住民傳統藝術的職能成長課程。

計畫目的
一、挹注部落文化藝術的傳承與發展，發展與實現高效益的領航計畫。
二、透果展演提供傳習師生觀摩表演藝術融入傳統文化課程的精神與原則，同時啟迪
表演藝術天分。
三、以劇場專業及豐富大量的觀摩課程，指導傳習老師提高傳習教育之成效，並精進
相關技術與能力。
四、建立展演成果轉化為數位典藏的知識與技術，讓傳習團隊有能力為族群文化藝術
留下完整的紀錄。
五、提供族群文化與經驗交流平台，自由地分享表演藝術及舞台展演的經驗，提升展
演職能。

活動辦法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三、承辦學校：屏東縣瑪家鄉北葉國小(教師研習時數申請等相關行政作業)
四、活動時間：111 年 12 月 15-1６日(四、五)台東場
111 年 12 月 30 日(五)花蓮場
五、活動地點：
(一) 台東縣藝文中心(台東縣台東市南京路 25 號)
住宿地點：台東縣公教會館(台東縣台東市南京路 19 號)
(二) 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花蓮市文復路 6 號)
六、活動形式：觀摩、交流、展演、實作
七、參加對象：合計約 567 名
(一)「驚嘆號」原住民傳統樂舞祭儀傳習老師 60 名(受理報名中)
(二) 台東縣豐田國中阿美族舞蹈團隊學生 23 名(確定參加)
(三) 台東縣長濱國中阿美族舞蹈團隊學生 28 名(確定參加)
(四) 台東縣霧鹿國小布農族舞蹈團隊學生 29 名(確定參加)
(五) 台東高商原舞團師生 22 名(確定參加)
(六) 其他台東傳習團隊演出人員 195 名(確定參加)
(七) 花蓮演出團隊人員 210 名(確定參加)

報名辦法
一、傳習教師招生方式：
(一)由基金會邀請「驚嘆號」學校或團體推薦符合原則的師生參加。
(二)報名辦法:
1.即日起受理免費報名(餐飲住宿由主辦單位負擔)
2.逕上官網報名：https://www.surveycake.com/s/xlkOy
3.由主辦單位決定錄取名單，並於官網公告
4.必須全程參與，期間請假即不發放結業證書
5.教師全程參與者可取得研習時數 20 小時
6.活動網址：http://www.tecofound.org.tw/download/teacher.pdf
洽詢電話：02-2542-2338 分機 16，andychang@teco.com.tw
7.報到通知另於 2022 年 12 月 9 日以前寄達指定信箱及手機
二、學員往返之交通費請在傳習團隊經費中核銷。
三、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補充之，並保有終止活動之權利。

講師簡介
方淥芸 驚嘆樂舞舞台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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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後任職於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擔任劇場管理工作。舞台監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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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牧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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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女人】【月
亮】
台北市立國樂團【李天祿的四個女人】

臺灣國樂團【越嶺】

2016-2018、2020-2022 東元【驚嘆樂舞-原住民樂舞饗宴】

朱仁義 草埔青年會會長、南排灣族傳習老師
屏東草埔排灣族人，現為 Supaw(草埔)青年會創會理事長兼樂舞團藝術總監，同時也是各大
專院校排灣樂舞講師及草埔、丹路國小傳統樂舞指導老師。
朱仁義所指導的 Supaw 青年會排灣樂舞團，已連續 3 年獲邀參與驚嘆樂舞國父紀念館場演

出，也於 2020 年元旦代表台灣原住民在「灣聲樂團 2020 台灣的聲音-新年音樂會」中演
出，並在今年 2 月屏東草埔部落辦理的「驚嘆樂舞-南排灣樂舞饗宴」，擔任策展人兼藝術總
監，完成將高水準原住民藝術展演活動搬進部落的創舉。同年 3 月首次帶領 Supaw 青年會排
灣樂舞團，參與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的傳統樂舞競賽，榮獲特優成績，不僅在傳統樂舞教學及
演出實務上經驗豐富，更培育學生在文化內涵及傳習原住民傳統樂舞上有精湛表現。

田姈琋 花蓮縣水源國小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傳習教師
瑪大藝術恆舞集-創團團長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藝術總監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民俗舞類最佳編舞獎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民俗舞類獲特優十二次團隊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指導老師

范文凱 賓茂國中傳習老師
2013-2022 年 臺東縣立賓茂國民中學 VASA 樂舞團指導
2017 帶領賓茂國中 VASA 樂舞團錄製「日出東聲」專輯(入圍第二十九屆傳藝金曲獎)
2018-2022 年臺東縣立賓茂國民小學排灣樂舞團指導
2020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排練指導(獲頒第三十二屆傳藝金曲獎)
2021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排練指導(入圍第三十三屆傳藝金曲獎)
2022 創立 「VASA 東排灣青年歌謠隊團隊」，兼創團團長
2022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總排練指導

示範團隊介紹

【霧鹿布農祭儀歌謠隊】
霧鹿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文化推手邱榮義主任，自於霧鹿國小服務起，以田調、
採集、教學、交流與展演等各種實際行動，積極提倡文化復振與傳承發揚的重要
性。其秉持著保留歌謠地方特性的精神，親自向耆老族人們請教在地性傳統之歌
謠，並持續凝聚族人傳唱，且透過學校為文化發源地，進而成立「霧鹿布農祭儀
團隊」
，以採集、教唱、場域練習及培育傳習人才等方式，帶動文化活動參與、厚
植文化傳承力量及傳統文化藝術傳播能量！
本次活動盼望透過這次霧鹿部落曲調歌謠分享，激起我們每個部落唱自己的歌的

風氣，讓各個部落不再只是翻唱別人的歌，而是真正唱出代表自己部落的歌！更
讓老人家的聲音及唱腔回到自己的地方，讓布農的孩子們謹記來自哪裡！
【長濱國中長鼓原舞】
「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所有的歷史僅止於當下。」因此，原住民族傳承工作，每
一步都是挑戰，每一步都是極限。長濱國中為增進原住民學子學習自身文化的機
會，於 107 年 7 月成立「長鼓原舞」社團，旨在希望塑造原住民族孩子們一個
「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氛圍，讓孩子在這裡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同時，獲得長
中師長們更多的關懷與照顧。社團課程規畫利用每日放學後及寒暑假的時間實施，
藉由學習原住民族語、歌曲及舞蹈和節奏森巴鼓、非洲鼓、木箱鼓，引導原住民
學生對其族群語言及文化的認識，發揮表演的專才、培養藝文氣質，進而認同自
己的生存空間，促進社區與學校更緊密的結合，創造更和諧的生活圈。未來，學
校將持續積極向外申請有利資源，提供長濱各部落孩子們課後輔導的機會，增加
其對學習的認同與信心，凝聚其學習意識，提升學習興趣，如此方能更進一步建
立其對自我族群之認同與信心，凝聚文化意識，發揚原住民文化之美，與孩子攜
手發展與保存原住民文化。
【豐田國中豐舞原韻】
豐田國中位於台東市原住民族群多元的學區，並且以傳統歌舞等文化元素，讓孩
子們透過歌謠與舞蹈的學習，傳習族群文化。豐田國中豐舞原韻社團，於 110
年 3 月成立，學校的原住民學生涵蓋阿美族、排灣族、卑南族、魯凱族與布農
族，其中以阿美族及卑南族占多數。為深化族群文化意識並厚實學生人文素養，
積極以各族傳統歌舞、古謠新唱、創新舞蹈與非洲鼓、木鼓等為學習媒介。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承辦學校：屏東縣瑪家鄉北葉國小(教師研習時數與相關行政作業)

傳習師資課程內容：彩排觀摩、排練、教學、展演、經驗與成果交流相關.....實作課程
12/15 (四)
台東縣藝文中心

17:00-18:00 報到+課程說明
18:00~19:40
彩排觀摩-有展演經驗團隊 1
演出主題-跟著 hudas 學唱歌
霧鹿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19:50-21:30
彩排觀摩-有展演經驗團隊 2
演出主題-′Etolan 的傳唱世界
長濱原舞+豐田豐舞原韻

12/16 (五)
台東縣藝文中心

12/30 (五)
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

09:00~09:50
彩排觀摩-有展演經驗團隊 3
主題-年聚‧情圍
VASA-賓茂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09:00~09:50
彩排觀摩-有展演經驗團隊 1
主題- Sika Bari 祈風
水源國小太魯閣族舞蹈隊

10:00-10:50
彩排觀摩-無展演經驗團隊 1
主題-紋手之愛
介達排灣魯凱傳統歌舞團

10:00-10:50
彩排觀摩-無展演經驗團隊 2
主題-遠古微風‧頌讚布農
古風國小布農古謠團隊

11:00-11:50
彩排觀摩-無展演經驗團隊 2
主題-歌耀 torik‧都歷頌
都歷部落傳統歌謠傳唱隊
11:50-12:30
謝幕排練觀摩 1
主題-卑南古老聚會歌
朱仁義 藝術總監
12:30-13:00 午 餐+晚上選課

11:00-11:50
彩排觀摩-有展演經驗團隊 3
主題-迴盪山林的歌聲
景美太魯閣樂舞團隊
11:50-12:30
謝幕排練觀摩 1
主題-雙牽手團結舞
范文凱 藝術總監
12:30-13:00 午餐+晚上選課

13:00-13:50
彩排觀摩-有展演經驗團隊 4
主題-Buklavu tu huzas
(布谷拉夫之聲)
武陵 Buklavu 兒童合唱團

13:00-13:50
彩排觀摩-無展演經驗團隊 4
主題-飛樂竹林
松浦國小阿美族傳統歌謠舞蹈隊

14:00-14:50
彩排觀摩-專業展演團隊 1
主題-牽情‧kacedas
東排灣青年歌謠隊

14:00-14:50
彩排觀摩-專業展演團隊 5
主題-謠享 Supaw
草埔青年會&草埔國小

15:00-15:40
彩排觀摩-專業展演團隊 2
主題-升火‧聲活
卑南卡大地布 lralrak 樂舞團
15:40-16:10
謝幕總彩排觀摩 2
主題-卑南古老聚會歌
朱仁義 總監

15:00-15:40
彩排觀摩-專業展演團隊 1
主題- Paketed! (阿美族滿自然部落訓誡
儀式)
花蓮高工舞蹈隊&瑪大藝術恆舞集
15:40-16:10
謝幕總彩排觀摩 2
主題-雙牽手團結舞
范文凱 總監

16:10-17:30
主題-技術彩排觀摩
方祿芸 舞台監督

16:10-17:30
主題-技術彩排觀摩
林坤賢 舞台監督

18:00-18:50 晚
19:00-21:30
驚嘆樂舞-自由選課
課程 1. 前台服務
課程 2. 後場執行
課程 3. 觀賞觀摩

餐

18:00-18:50 晚
19:00-21:30
驚嘆樂舞-自由選課
課程 1. 前台服務
課程 2. 後場執行
課程 3. 觀賞觀摩

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