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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自 2005 年起，每年在國父紀念館大會
堂及縣市文化中心演藝廳，以成果展演的形
式製作「驚嘆樂舞」及歲末展演活動，讓孩
子及傳習老師以精采的歌謠、舞蹈、生活祭
典儀式等，挑戰隆重的舞台，並創造美好的
演出經驗。過去的成果展演以安排在台北及
台東、屏東、花蓮等縣市文化中心為主，其
他地區的民眾反而沒有欣賞「驚嘆號」團隊
演出的機會。另外，長期接受「驚嘆號」扶
持的傳習團隊也希望以「Pay It Forward」的回饋精神，攜手為弱勢團體製作一場質量兼備的公益
演出。本音樂會由樹谷文化基金會與樹谷園區服務中心於 2015 年起攜手共同主辦，並邀請南部的
弱勢家庭及兒童，欣賞精彩的演出，積極豐富南部弱勢家庭與科學園區的人文生活。
本音樂會具有淬鍊「驚嘆號」傳習團隊的意義，2017 年，本計晝由「驚嘆號」傳習團隊中挑選
由禎祥食品長期支持認養的傳習團隊「台東縣賓茂 VASA 排灣原舞團」
、洪蘭老師支持認養的傳習團
隊「花蓮縣松浦國小阿美傳統舞蹈團」及「逢源教育基金會」支持的「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共同
擔綱演出，製作一場堅持原味又能融合古今的文化藝術饗宴，服務的弱勢團體及社區達十七個，入
場欣賞的人數預期達 470 人以上。

｜計畫目的
一、

促進南部資源交流與整合，並讓鮮少進入音樂廳欣賞藝文演出的弱勢族群、家庭及孩童，
可以沒有經費負擔的進入專業音樂廳欣賞台灣原住民精采的文化藝術。

二、 透過正式「公益演出」前的排練、輔導與修正，促進傳習團隊橫向交流切磋與成長進步。
三、

激勵長期接受支持的傳習團隊與傳習老師，以「Pay It Forward」的回饋精神，也為社
會提供服務。

四、

整合「驚嘆號」原民族群永續教育計畫資源，並促進學校、政府及第三部門間的資源整
合及交流。

五、

提供原住民傳統歌謠舞蹈傳習團隊展演的舞台，深耕原住民傳統文化的人才培育，並累
積及傳承原住民部落文化能量。

六、

以原住民族歌謠與舞蹈的饗宴，豐富南部弱勢族群的人文生活。

｜計畫辦法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共同主辦：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逢源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三、 贊助單位：奇美材料科技(股)公司、洪 蘭女士、禎祥食品
四、 演出時間：2017/07/28（五）19:00－21:00
五、 演出地點：台南市樹谷音樂廳（台南市新市區中心路 8 號）
六、 邀請對象：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社團法人台南市康復之友協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慈光身障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癲癇之友協會財團法人、
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人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台南市慈光心智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蓮心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啓智中心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林澄輝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身心障礙者自立更生創業協會、德光教會、喜樂學院、大洲社區
社內社區、豐華社區、中榮社區
七、演出團隊：
(一)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二) 由驚嘆號支持的四十二個傳習團隊中，擇兩個團隊演出
團隊名稱

表演學校/團體

傳習經費認養人

VASA 排灣傳統樂舞團

台東縣賓茂國中

禎祥食品

松浦阿美樂舞傳習團隊

花蓮縣松浦國小

洪蘭女士

八、索票專線：06-589-2400
索票 QR CODE：

｜節目程序
VASA•謠•傳
祭
中 場
原音饗宴
情與純弦
美好的日子 fan ca lay
南王系之歌 (謝幕)

｜曲目舞碼介紹
《VASA•謠•傳》

演出：VASA 排灣傳統樂舞團

祖靈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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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灣族的族人們，總是會在頭目家屋前
聚會，有時候手牽手圍成圈，凝聚在一
起，唱著屬於自己的歌。
收穫歌
我們都要健康迎接新的一年，在今天我
們要歡喜，讓我們的工作蒸蒸日上，我
們稱讚父母親稱讚父母教導孩子。
請問芳名
歌謠來自台東大鳥部落，以男女對唱的方式互相認識對方
男:那個陌生人是誰?這位小姐請問芳名?

輩愛

女:我長得像文殊蘭一樣動人

我們一起輕鬆愉快的聚會，一起感

女:那個陌生人是誰?這位先生請問大名?

恩父母的辛勞。

男:我強壯的像相思樹一樣

祈求歌

男:那位陌生人是誰?

祈求上天給予我們快樂

女:我是 PAHWANLAN 家族的人

祈求上天給予我們平安

男:你和 SAPAIYAN 家族真是門當戶對

使我們的生活是美好的

《祭》

演出：松浦阿美樂舞傳習團隊

阿美序曲(排笛吹奏)
在傳統部落中的生活點滴,每個人都很勤
奮的做自己份內的事,做完之後也會互相
幫工。
hoy yan ho wa i ye yan
女生在部落裡要忙著插秧、除草、整理家
務。
o ci panayan
嫁出去的女兒一定要好好的服侍先生的
家人，要待他的家人向是自己的親兄弟姊妹一樣，要很勤勞不可怠惰。
hey ya o ho wa hay yan
族人對於各式的 lisin 都特別的小心,也特別叮嚀要注意參與祭典的各項禮儀
豐年節前夕
在部落裡最大的祭儀就是豐年節前,在慶典前女生要停止除草的工作,在家裡好好準備糯米、小
米酒、檳榔.....等。而男生就是去狩獵準備豐年節慶典的食物¸狩獵期間有些禁忌更不得侵犯
nalowan
牢記耆老說的每一句話,且做人要謙虛謙卑，對人更要有禮貌。
i yu in hoy ye yan
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部落族人都必須要互相幫助，要有一顆團結有愛的心。
ho ho in hoy yan
大家要牢記耆老們的話,部落族人才會和樂,部落更臻於團結。

《原音饗宴》
小米收穫祭 homeyaya (鄒族)
青年頌 iyahe (鄒族)
安魂曲 miyome (鄒族)
紡織歌 paelrelrege (魯凱族)
太巴塱之歌 (阿美族)

演出：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情與純弦》

演出：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VASA 排灣傳統樂舞團

新娘的嫁衣
此歌謠來自台東嘉蘭部落，為結婚時所吟 唱，不分階級歌詞內容主要為親友及新娘互訴即將
告別成家的不捨
婚宴結束曲
此歌謠來自台東嘉蘭部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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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歌
此歌謠來自台東大鳥部落。謝謝長輩
教導我們山海智慧，今天的聚會非常感謝你們，我們會認真學習
歡聚時刻 Naluwan
無時無刻我們都相聚在一起，無時無刻我們都一起唱著歌，這些美麗的歌謠為我們的聚會添加
更豐富的色彩

《美好的日子》

演出：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VASA 排灣傳統樂舞團
松浦阿美樂舞傳習團隊

fan ca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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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幕曲》

演出：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VASA 排灣傳統樂舞團
松浦阿美樂舞傳習團隊

南王系之歌
ho ai ye yan i ye yan ho a i yan ho i yan

hi yo-yan hai yo-yan naru

semenasenay a risarisan ho a i yan ho i yan

hay yan

hi yo yan hai yo yan na 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ho i yan na 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yan naru hay yan

ho i yo ho i yan

ho i yo-ho i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an o hay ya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n ho i

ho ai ye yan i ye yan ho a i yan ho i yan

yan o ha i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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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ai ye yan

ho i yan na 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ai ye yan

ho i yo ho i yan

ho ai ye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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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團隊介紹
台東縣賓茂國中【VASA 排灣傳統樂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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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松浦國小【松浦阿美樂舞傳習團隊】
松浦國小創立於民國 35 年，當時為觀山國
民學校松浦分校，於民國 42 年改為松浦國
民學校，至民國 57 年改制為松浦國民小學。
本校致力推動多元化學習，也為孩子爭取更
多的學習資源，希望能讓孩子看得更遠、學
得更多。因本校學生多為阿美族，因此推動
阿美族舞蹈，希望學生們在日新月異的現代，
也能傳承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同時也積極
推動田徑、競走及路跑及多項相關運動政策，
推展本校的運動風氣，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
增進運動精神及培養學校運動人才。因本校所在的區域為阿美族的部落，在學生學習的同時，
同時也加強了社會特色發展，結合社區資源。因此希望能透過讓學生學習阿美族舞蹈、歌謠，
傳承阿美族的歌舞文化，亦是希望藉由學生的表演向外推廣阿美族的文化特色。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2013 年，旅居瑞士的小提琴家黃義方老
師，及深耕台灣音樂教育的吳尚謙老師，
有鑒於台灣原住民音樂的珍貴與獨特，
及原住民孩童對於音樂特殊的學習天賦，
號召一群熱愛與珍惜台灣原住民樂舞的
年輕音樂家，成立「逢源愛樂室內弦樂
團」
。並由逢源教育基金會的支持，邀請
作曲家李哲藝老師為「驚嘆號」的傳習
團隊編曲，為「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
原住民歌謠典藏最純粹的音樂。積極促進傳統歌謠傳承，增添原住民音樂層次。樂團在 2016
年五月正式立案成立，攜手扶持「東元驚嘆號」的傳習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