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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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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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自 2015 年起，本會與樹谷文化基金會攜手辦理「台南樹谷慈善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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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生活，兼具根植驚嘆號的師生關照弱
勢之利他精神與行動。所以，本演出以長期
接受「驚嘆號」扶持的傳習團隊以「Pay It
Forward」的回饋精神，攜手製作一場質量
兼備的公益演出。創造演出製作與展演經驗
之外，透過正式的「公益演出」前的排練、
輔導與修正，促進傳習團隊成長進步。
2019 年為持續服務台南地區弱勢家庭
與團體，並且嘉惠更多台南地區民眾，感謝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賜允攜手以「2019
驚嘆樂舞-祈福」為主題擴大演出規模，共
同主辦「2019 驚嘆樂舞-台南成功場」
，豐富台南的人文生活之外，並兼具促進更多人看見台灣原住
民傳統文化藝術之美，與珍貴獨特的原住民文化藝術數位典藏的作業之意義，過去數位典藏作品與
入圍傳藝金曲獎的紀錄如附件。
2019「驚嘆樂舞-台南成功場」從三十四個樂舞傳習團隊中，邀請四支隊伍製作主題性的演出，
並以「祈福」為主軸精選排灣族的曲目及舞碼，演出人數達 100 人。並由國際知名舞蹈老師古名伸
教授等數十位熟稔原住民表演藝術和專精劇場演出、編創、排練、燈光設計、音響技術等頂尖專業
人士組成製作團隊。各團隊演出純粹且精彩，預期免費入席觀眾預估超過 900 人。

計畫目的
一、關懷原住民傳統藝術文化之傳承與發展，讓「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族群因傳習展演而
蓬勃發展。
二、透過學習傳統古謠、舞蹈與才藝，以及登上舞台展現成果並接受大眾肯定的過程，協助原住
民部落孩童建立信心與自我認同。
三、透過傳統古謠與舞蹈之鑑賞與交流，促進原住民各族群之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
四、為部落孩童提供正當之暑期團練活動，並藉此開拓生活視野，增進學習能力。
五、透過影音記錄，讓原住民傳統文化及傳習成果永恆留存並廣泛傳遞。影音記錄亦可做為傳習
之教材。
六、安排專業編曲家、指揮家及弦樂團與部落合作，促進與原住民傳統古謠發揚。
七、激勵長期接受支持的傳習團隊，以「Pay It Forward」的回饋精神，為社會提供服務。
八、以原住民族歌謠與舞蹈為主題的文化藝術饗宴，豐富成功大學與台南地區人文生活。

計畫辦法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共同主辦：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三、 活動架構：
(一)傳習師資成長課程(7/30-8/1 中午)
(二)製作與排練實作
(三)彩排
(四)演出
四、 演出名稱：2019 驚嘆樂舞-台南成功場
五、 裝台時間：2019/08/01（四） 09:00－22:00
彩排時間：2019/08/02（五） 09:00－19:00
演出時間：2019/08/02（五） 19:00－22:00
六、 演出地點：台南市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成功廳
七、演出形式：原住民傳統古謠、舞蹈與祭典
八、 製作主題：祈福
九、製作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十、製作團隊：
藝術總監｜古名伸
文化顧問｜周明傑
舞台監督｜林坤賢
燈光設計｜宋永鴻
音響設計｜蘭陵創意工作室

藝術總監助理 | 林憶圻
錄影團隊｜瑞齊傳播有限公司
排練指導｜范文凱、余麗娟、葉漢祥、楊芷緹、林顏旭華、陳明德、蔣偉光、柯金妹
左恩平、朱仁義
執行製作｜廖珮雯
舞台組 ｜曾文志、林韋志
行政團隊｜黃怡雯、林

盼、王仁君

十一、演出團隊：
上半場－北葉民族實驗小學
莎卡蘭古謠傳唱隊
下半場－佳平彩虹古謠隊
屏東草埔青年會
十二、跨界伴奏：鋼琴
十三、邀請對象：930 席
(一)弱勢團體(遊覽車接送) 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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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演出團隊的原住民族人、親友 80 人
(三)原住民樂舞傳習老師 50 人
(四)成功大學與台南社區民眾，500 人以上。

節目程序
再現北葉部落 masalut【北葉民族實驗小學】
世代的之聲，我們的歌【莎卡蘭古謠傳唱隊】
pupalisiyan ta masalut 慶豐年【佳平彩虹古謠隊】
祈心躍動·頌祖恩【草埔青年會】

曲目舞碼介紹
一、再現北葉部落 masalut【北葉民族實驗小學】
1987 年，北葉部落的傳統耕地被我徵收興建原住民文化園區，因此無論是小米的種植、作物的
耕作、狩獵、漁撈等傳統生活智慧的傳承都出現危機，像是排灣族部落最重要的「masalut」收
穫祭，現多以採用歌舞、民俗競技來呈現，而其中小米豐收感恩的意義，也逐漸被族人淡忘。
「masalut」在排灣語有「過一個年、跨越」的意義，作為傳統時序一個年度的終止與開始的分
界點。當部落進行收穫祭之前，獵人們會上山狩獵 qemaljup、婦女在農田收割小米 iqavu，為慶
祝豐收準備各樣祭品及進行祭天儀式，迎接「masalut」收穫祭。
今天，北小展演的是收穫祭期間傳統領袖帶領巫師與祭師向祖靈獻上生命的糧食，與族人共享豐
收的喜悅一同相聚、心手相連，酬謝祖靈一整年的眷顧與帶領，使整個部落得以延續的樂舞。
【culisi】
農忙時刻，婦女們於田間休息時間及居家從事編
織工作時，伴隨身體律動之歌。
culisi a yi malulja itjen culisi
我們一起去工作吧!
Culisi madjaljun anga a qadav ta tja siki
vaquan
祈求祖靈可以讓我們小米長得很好。
culisi ari vaiki a kivaqu mananga nu
‘emudjalj ljan
小米成熟了，我們一起去收割小米。
culisi ari senasena-i maleva ta tja vaqu
感謝祖靈，今年是豐收年。
【ai ya u i】
祈求好運，大豐收。
ai ya u i ai ya u i
u lja pi na pu se pi yan iten
tu ta si ga u ga van tja ligu
ai ya u i ai ya u i

【u lja e】
瑪家鄉北葉部落獵人、勇士，相互激勵之歌。
u lja e~tu-si ka nan tu ki nu lja ve，lje-za ya
i tu cu nuq，ai yau~i i i lja~ai~aui~
u lja e~a-ru si a va ru da mai，ta-du qa va pi
da lan，ai yau~i i i lja~ai~aui~
u lja e~qu-vu lu qa ma ka ri pung，si-ni ki valj
tu ce mu nuq，ai yau~i i i lja~ai~aui~

【‘u a lja i yu i】
我們歡唱自己的能力與歌頌報戰功、訴願抱負之意。
‘u a lja i i yu i yu i
vedalji a mapuljat tima ipu li na tip
‘u a lja i i yu i yui lja
vedalji a mapuljat tima ipu li na tip
‘u a ljai~yu i~yu i~
‘u a lja i i yu i yu i
kavalanga milingan ki‘a ti a lu cidilj
‘u a lja i i yu i yui ija
kavalanga milingan ki‘a ti a lu cidilj
【I sa ce qalj】
感謝祖靈，我們一起開心的慶祝豐收。
i lja i saceqalj na ne tja ya in satjaqu se lja se lja ngan

i lja Kalevai ta ta sevalitan

napagaugav tua ta vaqu.

【i ya i】
互相珍惜，娛樂表達之意。
i ya i lja
malji yana maciya siang zinang ni salja vani padain~yi ya yi~
*u yi lu ma ma de lja lu ki lji yang na ya lja yi ru u yi yu lja ni
yia yi
【lai lai i】
一起快樂的聚會、歡唱吧!
lja lja i ~yu qai~ya na ne，lji au lji nga se，qai lja lja i
lja lja i~yu qai~ari senasenai lja
（來 來 來 我們來唱歌吧！）
ulja tjen na natemalidu
（讓我們一起歡樂）
lja lja i yu ai. ari ziyaziyani lja
（來 來 來 我們來跳舞吧！）
ulja tjen na na penadalim
（讓我們輕鬆愉快）

二、世代之聲，我們的歌【屏東縣三地門鄉莎卡蘭古謠傳唱隊】
女人的歌、男人的舞、我們成長的故事
迴盪在你我之間的悲歡離合
是歡樂、是頌讚、是祝福、也是思念...
【 世代之聲．我們的歌 】
排灣族拉瓦爾群的部落吟詠
歌謠的傳唱，越過了好幾個世代的演變，有了不同的詮釋
人，是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成長
每個人都有屬於他成長故事裡的旋律與音符
我們透過這些歌謠，串起排灣族拉瓦爾族人對生命的詠嘆
更是學習我們文化素養及族群教育最根本的養分
透過我們的歌，遙想祖先的智慧與經驗
【to to to san 抓鬼歌】
為小朋友玩遊戲時所唱的歌謠。
to to to san i ci yuga cung
niania lja ma lun ana ana u

【tjikurai 抓竹雞】

吉他伴奏：張凱翔 老師

同為小朋友玩遊戲時所唱的歌謠。
tjikurai tjikurai maka likilikili
dekepen i Asian tu kuku ni sa Muni
【vangaw 天窗】

吉他伴奏：張凱翔 老師

從歌謠中，觀察生活上及萬物自然的變化。
vangaw vangaw emudjalje ngungidja
pacungu a sasi ya mantjentjen
【kasicuaian 歷史故事】

吉他伴奏：張凱翔 老師

這是一首見證族群間的歷史恩怨，更見證對宇宙的觀念。
kamacai ti Tjiungan na ya cevelin na pi Pavukulan
cauven tu ningenin a ya tja aliven tu tjiljetilj a ya
i vavau a kuan ni Pali

iteku a vau ni Tjuku

【i yai u 敘事歌】

吉他伴奏：張凱翔 老師

年齡漸長，進入情竇初開對男女情愛想像的時期，會開始在歌詞中著墨。
iyai u lja kiraratipianga kinayaya pu vedalje i u
iya i u la a i naljao ayani a i ayani lu i yi ai kinayayapuvedelje i u
i yai u o lje a i na lja lo dalje a i nalilo ljami ailje a nalje
【isacealje 放輕鬆】

吉他伴奏：張凱翔 老師

排灣族通用歌曲，在歡樂氣氛下，會隨之而唱的曲調。
ilja isacealje nanetja yain

satja u senasenai

【maljimalji 感謝之歌】
演唱：口社部落 柯金妹 耆老
在重要的祝福儀式中，族人會感謝所有參與，並祝福回程的路上平安。
malji malji a tja Cemas sini kiljivak itjen
a i ilja a i a u i
tja kalevau atja i sausuan anatjameateveljyan
a i ilja a i a u i
kimena galu angan namasi valengelan
a i ilja a i a u i

【uan na iu hei 聚會歌】
聚會前，常吟唱的前投歌謠，用來感謝所有與宣告。
a ri
uanani u i
maljimalji ti lemas a na

temeatevelie

uannai ui

【paljailjay 榮耀之歌】
跳舞吧！男人們，讓我們來訴說英勇的事蹟。
pa ljai ljai
tja ki tjau tja lavan tja kina likuljau van pa ljai ljai
【hei 不懼怕】
描述第一次參與狩獵時的英勇。
hei
nu sececvun tu usngel pa sulja ken a semeirip
semeirip lja hei nu secevcun tu usngel pasulja ken a semeirip lja
hei ari iu hei

【i u oei 不輸長輩】
同前首，描述第一次參與狩獵時的英勇。
i yo o
hey
ka pa

ru tagi ljan na ken ki a lu vuan tu cu nuq

【la la hei 運氣之歌】
我隨意森林裡巡一遍，廚房裡的獵物就擠來擠去。
la la hey
nu lje ma u sa ljna kentu marueru ri di~ ru

【kisutjau 採花生】
部落男子揶揄取樂之歌。
ki sutjau sutjau ti taina,

satja la djane na dja dji ljaq /

dji nga ngarui / qa dju vi hey yo hey lja hey~ ho!

【a i a u i 貞潔之歌】
北排灣拉瓦爾群專屬女性之歌，身份不同、家族歷史不同，每個女性都有不同
的歌詞表達。
a i a u i
ma licen se ketjaya u u ru mi ni linqan na ken
a i a u i
ke muda veljevel i tjen a i pa ka liyali ngulj
【lumidasan 出嫁之歌】
吉他伴奏：張凱翔 老師
當轎子抬起送走女兒的時候，新娘會唱出不捨，
母親也會回應對女兒的不捨。
lumidasan u ru nu sisan i nu a lja kene lja laua
a i ya tja kaka u ma
kise ljanayuanga a i i
【ki na teveljan 珍重】
吉他伴奏：張凱翔 老師
相聚離別後，要自我保重。同時，也提醒後代子孫們，
要記得祖先的話。
ki na teateveljan luiauana nemae
ki raratipiangan elje i iui inue
a i ya u uljei iui inue

三、pupalisiyan ta masalut 慶豐年【屏東縣泰武鄉佳平彩虹古謠隊】
時值八月，豐年祭是部落最重要的日子，是榮耀傳承的時候，由青壯一輩展現自己的技藝與才
能，讓耆老評比與指導。是相聚之時，族人們從各地歸來，並呼喚深處山中的祖靈一同回到部

落相聚。是歡慶之時，享受一年來勞動的成果，唱著來自祖輩流傳下來的歌謠、跳著如百步蛇
般輪轉不息的圍舞。
在如此歡聚的時候，總有久見之人，雖慕少艾，但在規儀下，想述說衷腸，只能在此時兩分相
處，遙寄歌聲。能相聚以慶豐年，要感謝上蒼眷顧，讓我們用歌聲致意，並祈求保守來年族人
們一樣平安喜樂。
【報信宣告祖靈 aiyaui】
佳平部落歌謠

余麗娟編曲

洪岱欣鋼琴伴奏

報信宣告祖靈。
semegelje mane ngerur ari ta ra re
nge re rav
我們要保護佳平頭目的家族
milingan nu vavulu ngan ulja tasi
pala laut
我們的傳說故事要永遠傳述下去
ti sa mane ngerur a men pili gua sene
manga
我們來自佳平頭目家族 來自各方的人都
要遵從
aiyaui～ i ～aiyaui
【慶豐收(一)silisi、kiljiki】

文樂部落歌謠

緬懷過去祖先的努力。
Silisi a sicuwayan ali tja i
ca qu wa nai nu i
Tja liguwa se taibuku nu i
讓我們緬懷先人的努力，學習他們的精神，努力傳揚給下一代，榮耀泰武鄉
kiljiki a sicuwayan ali tja i ca qu wa nai nu i lusiyav lutjamai mengabu a tju maq
祖先叮嚀生活的規範與禮節要遵守，切勿踰矩
【慶豐收(二) saceqaljan】
聚會歌
ilja isaceqaljan lja tjayain satja u
seljaseljangan
來吧，讓我們一起來輕鬆歡樂
nu talang tu kipaqenet usaliya malimu
在歡樂時刻，讓我們彼此回憶，一同述說過往
kumaya tu penakaleva kipaqenet tu similingan
陶醉於昔日回憶的當下，是如此歡樂自在

佳平部落歌謠

聶

琳 編曲

洪岱欣 鋼琴伴奏

【ilui 琉璃珠之戀(Ⅰ)】

佳平部落歌謠

洪岱欣 編曲

洪岱欣 鋼琴伴奏

Ilui I na a na ya u~~u wa na ne lja u na na
e li nu me dan
A ta pi~~ tju ~~u ~~sa li lin u wa na ne lja ma la lu wa
ke me ces
自愛的女生如同山崖的花朵，清新脫俗
Mau pita a supula sevavalje ni tjaina?
小男孩問媽媽說你在做什麼？媽媽告訴他，
將來你心儀的女子會問我們替她做了幾條琉璃珠項鍊呀！

【uniyu 琉璃珠之戀(Ⅱ)】
平和部落歌謠

洪岱欣 編曲

洪岱欣 鋼琴伴奏

Nu sa I sa I va men ne ljemuni kimu nayaya a I yu
當我對你萌生愛意時，是否遭到嘲笑呢!
Ki nu da men nu ma lja te pi na ru lja milingan ai yu
上帝怎麼造我的，我是孤單的一個人啊!

【光榮頌】
古調聖歌

林孟昵 編曲

洪岱欣 鋼琴伴奏

葉睿晴 鈴鼓

願上天保佑我們來的日子平安
I a cauwan na suljivat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四、祈心躍動·頌祖恩【屏東縣草埔青年會】
藉由不斷的田調及一點一滴的採集，尋回遺失許久的歌謠及舞蹈。恢復青年對部落的認同感，
啟發青年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學習在地傳統歌舞及精神，扛起文化傳承使命。
【祈福歌】

採集：朱仁義

和聲編曲：朱仁義

感謝祖恩及祈求上蒼賜福。
enelja~
masalu tua tja Cmase tinevetevelje tjen tusaqadaw
enelja~
asalui ta tjaivavaw tinevetevelje tjen nge
enelja~
imaza amen na iqepu papupiculi amen nge
感謝上蒼讓我們今天相聚在這裡，祈求上蒼保佑我們平安，給我們力量，未來生活安定繁榮。

【歡樂歌】

採集：朱仁義

和聲編曲：朱仁義

表示對每一次的相聚都感到無比的輕鬆及快樂。
enelja isaceqalj nu tjayain
satja u seljaselja ngi
isaceqalj a nutjayain satja u seljangseljang ngi
isaceqalj a nutjayain satja u seljangseljang ngi
isaceqa lju nu tja ya in sa tja u selja selja an a i
isaceqa lju nu tja ya in sa tja u selja selja an a i
alevai a maputjat a e alevai a maputjat a e
tineveteve i tjen a e
sa tje patjatjiatjiai sa tje patjatjiatjiai
a patje palalaut a e
大家相聚在這裡一起享受輕鬆快樂的時光，讓我們手牽著手彼此祝福，願我們
快樂到永遠。

【思念之歌】

採集：朱仁義

和聲編曲：朱仁義

表達心中對親朋好友最深的思念，及重逢時快樂感恩的心情。
aiyan nga mara u kaka aiyan nga a u sinlitan
i maza i tjen na ma qepuqepu
ulja tjen na maleva a tucuaqadaw
我所深深思念的親朋好友，願今天的重逢帶給彼此歡樂
aiyan nga masalu wa en aiyan nga ta tja Cemas
tineveteve ri tjen a mapuljat
sa tje a na maqati a natemalitu
感謝上蒼讓我們相聚，我們才能如此的歡樂。

鋼琴編曲：李哲音

鋼琴伴奏：林盼

naluwan ni naluwan na i ya na ya oh
na si luwan lu ma te ya en na si luwan lu ma te ya en
hay yan na i yo in hay yan na i yo in i ya oh hay yan
（虛詞）
【感恩之歌】

採集：朱仁義

和聲編曲：朱仁義

鋼琴編曲：李哲音

鋼琴伴奏：林盼

表達最深的感謝之意及真誠的祝福。
masalu~ masalu~ a ukaka nu a ya ya ken
a su kiljivak tja nu wa ken
u pini varungvarung ng a patje palalaulaut
感謝親朋好友的愛與鼓勵，這份情我永遠放在心中。
kiqaung~ kiqaung~ a ken ta tja Cemas
ulja inisenaiyan ri tjen
sa a na suljivaljivatj ri tjen a patje palalautlaut
祈求上蒼祝福彼此友誼長存，生活平安順利。
【勇士舞】

採集：朱仁義

團結勇士們的力量，給予彼此勇氣完成守護部落之使命。
a imaza tjen na a na maqepuqepu lje
a imaza tjen na zemiyanziyan ne
a i senai a maputjat e
a i aciyuciyuli a meseljanseljan e i
oh wan na in yo hey yo hey
senai ya ma pu ljat ta ya
u lja tjen na na te malitu
oh wan na in a yo hey yo hey
oh wan na in yo hey yo hey
aqasudjsudj a uqaljaiqaljai tja papinqudaw a tja picul
oh wan na in yo hey yo hey
來吧！讓我們一起高聲歡唱，一起跳舞，盡情的歌唱跳舞吧！
展現我們團結的力量。勇士們一起團結吧！拿出我們勇猛的力量。
【歡樂舞曲】

採集：朱仁義

有慶祝勇士凱旋歸來的意思，及部落慶典祭儀時，全部落歡樂歌舞的實況呈現。
1.

相聚歌
i tu i tu lja a mapuljat oh wa i ~ ya oh i ~a ya en~ sa a na
talitulitu i oh wa i ~ ya oh i ~ a ya en ~ ulja tjen na saceqalj oh
wa i ~ ya oh i ~ a ya en i saceqalj nu tja ya in sa tja u seljase in oh wa i ~ ya oh
i ~ a ya en ~
大家一起來輕鬆快樂的歌唱，好讓我們的聚集充滿歡樂。

2.

歡樂歌

senai ya mapulja ta ya lja ulja tjen na natemalitu

oh i yan na i yo i yo in ho yan

ho i yan na i ye yo yan ni yan na yan na yo in ni oh hay yan o i yan na i
in ho yan

aicu a tja tinalituwan lja paulan tu patjemamilin oh i yan

in ho yan ho i yan na i ye yo yan ni yan na yan na yo in ni oh hay

yo i yo

na i yo i yo

yan o i yan na

i yo i yo in ho yan
大聲的歡唱、盡情的跳舞，讓這歡樂的時刻一直繼續下去。
3.

歡樂歌
u i naluwan na i ya na ya oh i yo hay yan na i ya na ya oh
ya oh i yo hay yan

ari senai

u i naluwan na i ya na

a mapulja ta ya i yo hay yan na i ya na ya oh

ulja

tjen na natemalitu i yo hay yan
每個人歡樂的歌聲充滿在這裡，願我們享受在當中。

表演團隊介紹
一、【北葉民族實驗小學】
北葉民族實驗小學自 106 學年起轉型成為民族實驗教育，我們的教育理念是「以排灣文化引一
條孩子回家的路」，我們認為排灣族是一個重視敘說的民族，尤其是歌謠，其意義不只是音樂上
的吟唱，更是族人敘說過往、表述生活的重要敘事方式，北小的民族教育以敘說為核心，希望孩
子能從歌謠、故事、文學、土地與美學的敘說中，認識排灣族部落的文化，而唱歌的排灣語為 senai
是彼此藉由旋律對話、感念的交流及心靈期許的展現，在北小的校園裡，孩子共同傳唱古謠，訴
說瑪家鄉這塊土地、人民是如何被上天護守，透過歌謠內容與時空背景的「再現」，瞭解部落當
時的時空脈絡與生活情境，vuvu 跟孩子說要「拿」以前的智慧，在這塊土地上彼此尊重、彼此
相愛。
帶隊老師：高至誠校長、王思蘋老師、林顏旭華老師、柯貴雪主任 楊芷緹老師
排練老師：楊芷緹老師、林顏旭華老師、徐春妹耆老、林忠義耆老、陳明德耆老、尤月蘭老師
達布.拉法卡夫耆老、柳毅杰青年會會長、北葉部落青年會
表演人員：林浚袺、黃子謙、謝佳恩、柳雨喬、林佳馨、洪妤亭、柯畝撈祖、曾塞特、羅彥霖
卡拉依樣.拉發誥、童雅各、林佳箴、馬恩琳、吳橙宥、馬芽妮、蔡松叡、曾宇璇
羅雅涵、施妘臻、蔡逸丞、王詠欽、林冠宇、徐妤庭、黃于柔、張鈞泠、陳

巧

陳羽欣、卓莪芬、吳品葶、羅采棻、張祐嘉、王馨慧、林忠義、徐春妹、呂一宸
楊長格、蔡易展、林宇廷、蔡皓文、洪宇辰、杜恩惠、曾艾妮

二、【屏東縣三地門鄉莎卡蘭古謠傳唱隊】
排灣族的歌謠充滿柔美與高低曲折的韻味，歌詞的意境更是隨著場景的變化而產生驚喜、幽怨、
高亢、愛情…等不同的意境，孩子的歌聲不單單聽出了排灣族傳統歌謠的美，更感受到排灣族樂
天知命與自然合一的文化特色。不管到哪裡演出，只要有排灣族的耆老，聽到傳統的歌謠從這些
孩子的口中唱出，總是能激起他們眼眶的淚水。沙卡蘭歌謠傳唱隊成立至今第 8 年，感謝耐特科

技材料(股)公司及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歷年的支持與協助，讓我們能無後顧之憂的將文化歌謠向
下扎根與傳承，經歷石進益校長、林志光校長及李宗鴻校長的耕耘，潘慈琴、蔣偉光、左恩平老
師、部落耆老柯金妹、黃玉英以及校內諸位老師辛勤教導，沙卡蘭歌謠傳唱隊不僅受邀各種公益
演出，也曾協同參與安坡碇樂班成果展演及南島族群婚禮的演出，國父紀念館驚嘆樂舞與南京大
學演出，亦深獲好評。
帶隊老師：李宗鴻校長、陳志豪教導主任、林士豪訓導組長、洪靜芝教學組長
排練老師：柯金妹老師、左恩平老師、蔣偉光老師
表演人員：蔣子恩、陳

曦、杜均浩、康孝陽、蔣明明、高詩語、梁品堯、游采祈、葉成恩

江俊德、洪語然、達比利泱.札倫、江睿靚、徐丞軒、王恩樂、梁品彥、巴倍加
紀香琳、尤雅恩、吳偉國、林海翔、李秉駿、滕怡琳、羅恩杰、吳瑜潔、王暐昕

三、【屏東縣泰武鄉佳平彩虹古謠隊】
彩虹在排灣族是女人美貌的象徵，傳說中美人的身後都有一抹明媚耀人的彩虹光輝。傳唱排灣歌
謠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彩虹」是我們對團隊的期許，期許自己能唱出動人的歌聲，唱出排灣華
美的文化如同彩虹漾出層層令人駐足的光彩。我們是充滿熱情和希望的小火苗。我們不高掛在華
麗的燭臺上，只是點在大武山石板屋中以文化為薪、以傳承為爐的火光，唱出如渺渺炊煙、如祖
輩般質樸的古調。這幾年來，許多來至於外界的愛心讓佳平的孩子和團隊更加的茁壯，讓這彩虹
般的嘹亮歌聲長遠流傳。
帶隊老師：余麗娟老師、葉漢祥老師
排練老師：余麗娟老師、葉漢祥老師
表演人員：蘇益鋐、曾育恩、孔羽歆、林吳郁鎔、拉法烏斯、阿玲櫻、葉睿晴、孫喜愛
周子寧、田智勳、田智全、葉威慶、鍾家瑞、王喜悅、蕭

丞、田安惠、蕭丞旻

田安慈、鍾 婕、王昱傑、蕭丞昊、曾琳潔、郭誠皓、鄭 帝、田安琪、孫政廷
卡拉依樣.阿立甫、梁亞瑟

四、【屏東縣草埔青年會】
草埔村位於獅子鄉東方，楓港溪上游右岸支流的源頭，比鄰台東縣達仁鄉森永村，屬於南排灣族
群。草埔部落多數家庭以種植山蘇維生，有豐富的信仰文化，村民對於文化藝術有相當的天賦，
不論傳統雕刻、手工藝品、繪畫及音樂都有突出的表現，在體育方面也是縣內與鄉內的常勝軍。
音樂和孩子們天籟般的歌聲，都是我們最珍貴的資產以及最豐沛的財富，自七年前開始透過課輔
班發展傳統古謠教學，讓孩子們利用每周六、日學習古謠。不僅如此，近半年也開始召集部落青
年拜訪部落耆老，針對部落過去的歷史、歌謠及文化祭儀實施田野調查，並且學習傳統勇士舞，
再次將遺失許久的感動找回來。團隊運作最困難的經費需求，則由花仙子教育基金會與東元電機
持續支持。
帶隊老師：朱仁義會長
排練老師：朱仁義會長、洪冠傑副會長、陳頌潔老師

表演人員：朱仁義、洪冠傑、方毅軍、李浩志、李浩平、尤政龍、董浩琦、葉雅婷、洪俊輝
何昊勤、王紹源、鄭思漢、董浩均、洪聖杰、洪聖強、郭庭凱、藍彥晨、陳頌潔
楊世筠、方珮岑、潘秋華、林伊蘭、方淑慧、盧曉萍、盧昊妤、柳詩頤、郭富美
陳頌慈、宋婉儀、盧湘君、謝婷萱、郭欣梅、李鳳茹、鄭思妤、洪聖蘋
祖居•卡羅利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