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緣起  

「驚嘆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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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由教育部指導、樹谷園區服務中心與財

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提供場地、奇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相關資源，並由本基金會所支持

的山美「達娜伊谷之歌」、林麗芬女士支持的來吉「塔山之歌~鄒族古謠傳唱」、李欣禧女士支持的

賽嘉「泰拉慶古謠傳唱」、西西古文教協會–周明傑老師所領導的「大龜文酋邦青年勇士團」與「排

灣青年會」共同擔綱演出，預期是能量滿滿、堅持原味又能融合古今的文化藝術饗宴。 

｜ 活動剪影 ｜ 活動實錄 ｜ 歷年資料 ｜ 基金會首頁 ｜ 

 

http://tecofound.pixnet.net/album/folder/188268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iPejmAO64
http://www.tecofound.org.tw/indigene/concert/2017/index.pdf
http://www.tecofou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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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三、 贊助單位：奇美材料科技(股)公司 

四、 演出時間：2017/08/03（五）19:00－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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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臺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台南市佑明視障協進會、 

台南市腦性麻痺之友協會、台南市康復之友協會、台南市慈光身障協會、 

台南市熱蘭遮失智症協會、社內社區、中榮社區、大洲社區、 

瑞復益智中心等南區弱勢家庭與園區社區民眾，計 300 人以上。 

七、演出團隊： 

八、索票專線：06-589-2400 

         索票 QR CODE： 

 

 

團隊名稱 表演學校/團體 傳習經費認養人 

山美達娜伊谷之歌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傳唱 來吉社區發展協會 林麗芬女士 

賽嘉排灣族生命禮記文化班 賽嘉國小 李欣禧女士 

大龜文酋邦青年勇士團 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中心崙部落 
西西古文教協會 

排灣青年會 排灣族瑪家鄉排灣部落 



｜節目程序 

《祭》 

《聚會》 

  中    場 

《泰拉慶的 milimilingan》 

《排灣族勇士舞》 

《頌讚 maljeveq 五年祭-勇士戰舞》 

《Tailaking 勇士禮讚》 

《大武山下勇士之舞》 

《Culisi》 

 

｜曲目舞碼介紹 

《祭》                                       演出：山美達娜伊谷之歌 

星語 

這首歌是台灣光復初期，時任阿里山鄉長的高一生為安慰移居阿里山南山村的族人所創作的

歌。 

馬古伊莎娜的星星，每日閃爍到天明。它被繁星圍繞，它的星光閃爍。 

馬古伊莎娜上方的星星啊！美麗的星星每天閃亮著。 

nakxmo  (青年頌 1) 

鄒族舉行戰祭時，通常歌舞通宵達旦一連數日。這首青年頌，是為讓年經人不畏疲累，調整

緩和體力，提振士氣所吟唱的歌，使歌舞不致停頓而觸犯禁忌。 

 

年輕人正在跳 topento。 

大跳了一段時間。 

呼叫其他的年輕人趕快過來。 

我們千萬不能鬆懈。 

因為今天是潔淨的日子。 

讓我們的靈魂潔淨吧! 

快來啊!已經快天亮了。 

 

小米祭組曲 1    homeyaya(小米祭歌) 

今日齊聚舉行的小米祭，在很久以前就有了。



小米祭組曲 2    toiso(歷史頌) 

阿里山的檜木，讓世人讚嘆！ 

喔~阿里山的檜木林，讓世人讚嘆! 

以前就是如此，從以前就是如此阿! 

住在遠方的親人，你們趕快回來參加祭典啊！ 

喔~住在遠方的親人，你們趕快回來參加祭典啊！ 

以前就是如此，從以前就是如此阿！ 

小米祭組曲 3   iyahe(青年頌 2) 

      這首青年頌與 nakxmo 的歌詞相同但是曲調不同。鄒族在進行冗長的戰祭祭典時，藉由  

iyahe 調整歌舞韻律，得以持續跳舞直到天明：  

年輕人正在跳 topento 跳了一段時間，呼叫其他的年輕人趕快過來，我們千萬不能鬆  

      懈，因為今天是潔淨的日子，讓我們的靈魂潔淨吧!快來啊！已經快天亮了。 

小米祭組曲 3   miyome(亡魂曲) 

請月亮引領死去的亡魂並且到達潔淨的地方。  

第一段主要是紀念男性亡魂; 第二段紀念女性亡魂。 

小米祭組曲 4    'ananasi'anane(勇士舞) 

鄒族在戰祭結束後進行的歡樂歌舞，是以劇烈的動作展現不畏疲憊的精神與勇氣。  

今日我們相聚一起，大家都很快樂，讓我們謹言慎行。從前大家都很努力，我們要好好學習，

因為以前就是如此啊! 

 

《聚會》                             演出：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傳唱 

'ananasi 'anane 確實如此（古調） 

這首歌用古調古語演唱，已無法完整翻譯，

約略的意思：我們今天相聚在一起，非常

快樂，確實如此。我們要效法祖先的勤勞，

也確實如此。  

miyome 安魂曲（古調） 

miyome 是阿里山鄒族，傳統祭儀的 

mayasvi 裡，夜深人靜的時刻能與亡靈對

話的歌謠。  

iyahaena 對唱之歌 

鄒族的 iyahaena 是最有生命的歌曲，不但曲式變化非常自由，連生活素材均可納入此歌吟

唱，因此流傳的唱法均保留個人性、時空性的特殊風格。  

tohpungu 戰歌快版 

tohpungu 是鄒族 mayasvi 祭典進行中必唱的曲目，並且描述鄒族的發源，與祖先征戰狩

獵的歷史，是鄒族史詩歌詞，且段落很多，此次演唱五段。  



 

nakumo 勇士頌 

歌詞包括對地名的歌頌並且對年輕人的勉勵，以及對部落歷史的講述。整體而言，nakumo

在歌舞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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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u aulu 勸勉歌 

這首勸勉歌在敘述短暫相聚、彼此勉勵的和睦情景。過去族人之間雖交通不便見面不易，但

感情卻非常深厚。只要見面就會用歌聲彼此勉勵、祝福。全曲共分成五段。每一段之前，歌

者都會用一句無意義的歌詞（a e hei yo）作為該段樂句的引子，然後再進入正題。今天我們

兄弟相見，希望我們相見時能彼此和睦，我們要彼此和睦唱歌、逗笑、歡樂我們和山後的親

友相會要在一起歡唱逗笑，想起我們將要分別，願分別後你們的生命更美好。  

pasu hohcubu 塔山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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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走在山上，天愈來愈亮，走到瞭望台地，一群人走

在山上，天愈來愈亮，走到瞭望台地，老年人告知群山的名稱。聽了之後非常驚奇，祖先走

過的地方，登上塔山後，視野漸漸廣闊。 

那裡是二萬坪，而阿里山都在我們的眼底下。遠方那裡是玉山，都被白雪覆蓋著。我們的神

話故事是這麼說的，而我們的祖先是從那裡來的。登上塔山後，視野漸漸廣闊，那裡是二萬

坪，那裡是阿里山，都在我們的眼底下，遠方那裡是玉山，都被白雪覆蓋著。 

我們的神話故事是這麼說的，而我們的祖先是從那裡來的，遠方那裡是玉山，都被白雪覆蓋

著。 

我們的神話故事是這麼說的，而我們的祖先是從那裡來的。 

  

《泰拉慶的 milimilingan》             演出：賽嘉排灣族生命禮記文化班 

排灣語 Milimilingan 翻譯中文是傳說故事 

tailaking 是賽嘉部落的原名，我們音譯叫「泰拉慶」 

我們要傳唱泰拉慶部落古謠，我們要傳說泰拉慶部落的故事，我們要傳習部落的文化。 

【我的家 泰拉慶】 

 1. Lulimai 你最珍貴 

吾家有女初長成，誠心盼望門當戶對有緣人，有人輕輕唱:「你是誰呀！長的如此美好！」

「我們的家在泰拉慶……」，我們大聲的回應著。男子唱頌：「情願妳是路邊小花，我請媽

媽把你摘回家…並且來頌讚女子家族之尊貴。 

【美麗的懷念】 

2. lumi 懷念的歌 

美好的相聚，傷感青春易逝、流水年華，我們來唱這一首美麗的懷念： 懷念的時光、懷

念的朋友、懷念的舊情 



3. lala I 歡聚的時光 

   感恩上蒼賜予美好的日子，讓我們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我們手牽手一起來跳圓舞 

【情願你是路邊小花】 

4. ina laina  喜歡女孩 

這是典型排灣族歌唱形式，有領唱、對唱、覆誦、複音唱等，豐富歌謠表現方式，這是

一首思念情人的歌「我又想唱思念的歌，不知你在何方？我在家裡只有思念著妳」 

       5. Sipiapiliq 串起的琉璃珠 

排灣女孩長成少女，母親為她串起一串串琉璃珠耳環、手鐲、項鍊。並訴說著： 

「你最珍貴啊 疼在眼裡、繫在心裡一串一串……」此歌詞訴盡了女孩如琉璃珠般的珍貴，

也寄無限的疼惜與盼望。「我的眼裡總是疼，疼在眼裏繫在心裏，一串一串一串串，情願

是一朵小花盼在手裏，繫在心裏一串一串一串串」 

【我們的神話】 

6. naluan 祝福與珍藏  

最後一夜了！去吧！女孩，我們在哭聲裏珍藏遺憾，我們在哭聲裏祝妳幸福 

7. a i baleng  別了巴冷 

女孩有了美好的姻緣，終究要離開父母、離開親友、離開部落，如同千年的神話，巴冷

公主嫁去深山小鬼湖…… 

「別了！巴冷，妳的部落、妳的親人，妳要永遠珍藏！」 

「別了！我的親人、我的歌聲、我的倩影，你們要永遠珍藏！」 



 《頌讚 maljeveq 五年祭-勇士戰舞》            演出：大龜文酋邦青年勇士團 

    第一部份 報信(gumurgur)  

             五年祭快到了，勇士們快來跳勇士舞 Iduidu !召喚勇士 !  

    第二部份 勇士讚禮 序曲  

             來啊!快來啊! 來自各社各部落的親族們 呼叫(虛詞)  

    第三部份 勇士讚禮  

又到了我們五年祭的時間的祭典，紀念祖先篳路藍縷的開創族群精神 

來啊!來與我們同在一起，讓我們一起歌頌祖先的偉大精神  

來啊!勇士們 挺起交出你們的肩膀，讓我們肩併著肩 

來啊!勇士們抬高你的腳，讓我們一起抬腳唱歌來跳舞來啊!來啊!一起跳舞，讓我們永遠

一起永遠同心協力 

 

《Tailaking 勇士禮讚》                   演出：賽嘉排灣族生命禮記文化班 

1. Likulau  雲豹 

男子自譽為雲豹，用報戰功來標榜自己的英

勇與功蹟，也藉勇士頌頌讚部落家族史，以

搏女子青睞。「誰不是雲豹大家來報戰功！ 

2. Rakace 戰功 

達里馬勞家族創始神話，德馬拉得家族疆土

無界，渥巴拉特家族門楣光耀 

3. Makunekun 殲滅 

一齊起來吧！殲滅！ 殲滅！ 

      

《大武山下勇士之舞》                                        演出：排灣青年會                                               

     【paketu 部落頌】 

   讓我們歌誦排灣的氣勢與榮耀 

   mavaliv、ruljuan 青年會所，聲名遠播 

    【情歌對唱】 

   我出生清寒，沒有人會為我流淚 

   請不要感傷流淚，讓我來參與妳的孤寂，擦乾妳的眼淚副歌： 

   lu lji----ma i--，i---na -a na-ya--- u 

   我之所以為勇士，源自 mavaliw 的氣勢與霸氣 

    【uwaljaiyui】 

   讓我來報告，我之所以成為勇士的英勇事蹟 

   我是首位帶著獵物，前往貴族家除喪的勇士 



     【iyui】 

  讓我們歌誦排灣的氣勢與榮耀 

  ma va liv 、ru lju a n 青年會所，聲名遠播我所獵之物，高過三座山 

  讓我們興起勇士熱誠，團結一致，持守優良傳統文化 

 【culisi】 

勇士在沙場奮戰不懈、誓死拼鬥造成過度疲累好吃懶做的勇士，快快上山捕捉逃走的猴子我  

們已經唱到口渴，耆老們去哪裡了 

謝幕曲 culisi 

culisi lja ai maluljai tjen culisi 

勇士在沙場奮戰不懈、誓死拼鬥造成過度疲累 

culisi lja vuljuku i kadjapar, padjadjakudjakucu 

好吃懶做的勇士，快快上山捕捉逃走的猴子 

  inu anga muirang, ma’usav a guragur 

我們已經唱到口渴，耆老們去哪裡了 

 



｜表演團隊介紹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山美達娜伊谷之歌】 

    山美部落位於阿里山鄉西南麓，為鄒族原住

民部落，是同時擁有非常豐富的漁獵文化與

狩獵文化的村落，也是八個鄒族部落當中，

仍然保存完整小米祭儀 homeaya 的小社，是

個擁有完整的傳統族群風貌及聚落群聚文化

的村落。「山美」鄒語叫 saviki，如同它的名

字一樣，就像山一樣美麗，以達娜伊谷溪之

鯝魚保育聞名全省。山美部落當中有間山美

部落教室是由部落裡的熱心媽媽成立的，為

部落學童提供課後妥善照顧與學習，也針對離開部落到外地求學就讀的國、高中及大學生提供

各種協助。這些在外地求學的學生們，會利用假日回部落的時間學習族語、傳統歌謠、文化及

才藝技能。山美部落教室相信「教育是改變的力量」，要翻轉改變，透過教育方可展望未來。 

 

來吉社區發展協會【塔山之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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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小米收穫祭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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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山之歌」是一首傳唱在鄒族各部落

間的歌謠，也是我們的團名，我們是由一群

國小到大學的學生組成的鄒族古謠傳唱隊，

「塔山之歌」象徵著鄒族古謠的永續傳唱，對居住在鄒族靈山～塔山下的來吉部落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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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部落家長居民的文化靈魂，在部落耆老的帶領下，實現文化傳承的實質行動，守

護著鄒族塔山下永遠的部落。 

穿著鄒族服飾的孩子、青少年、部落居民乃至於部落耆老，所展現的氣質儀態與自信，隨

著發出天籟般的吟唱聲搭配著沉穩的舞步，生動的歌舞演出，仿佛塔山精靈出現在部落山林間，

守護著鄒族塔山下永遠的部落。 



賽嘉國小【賽嘉排灣族生命禮記文化班】 

賽嘉國小位於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村，是排灣

族部落小學，全校師生總人數不到百人，學生

九成以上是排灣族。賽嘉部落排灣族名叫

tailajking(泰拉慶) ，賽嘉國小以泰拉慶部落

為主體，發展「泰拉慶文化記」民族課程，我

們要記錄部落歷史，我們要傳唱部落古謠，我

們要傳習部落文化。成立「泰拉慶生命古謠班」，

希望能夠結合部落生命禮俗，結合部落祭典儀

式，傳習排灣族的詩歌與文學，並每學年六月

舉辦泰拉慶文化記音樂會，以一種音樂與文學跨界的思維，將原住民口傳文學賦於藝術化、精

緻化舞台表現。 

 

 

 

大龜文酋邦【青年勇士團】 

本團來自於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中心崙部

落，是由部落熱愛文化願意奉獻故鄉的族人

所組成，平日大部分是利用假日時間學習南

排灣文化以及本地歌舞，也常接下活動的歌

舞表演，讓更多人了解中心崙的優美文化。

團員的共同目標是學習本地部落文化，熟悉

中心崙歌舞的藝術，讓失去的文化藝術再次

展現他的光芒。 

 

排灣青年會 

排灣青年會是排灣族瑪家鄉排灣部落的青年

組織，成立時間很早，團員組織嚴密，平日除

了協助部落的各項事務以外，在部落的重要祭

典以及活動當中，表演各種節目以及勇士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