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一 名畫賞析【米羅】、
【破解達文西密碼】
●時間：臺東場 11/10(五) 09:00-10:20
花蓮場 12/08(五) 10:50-12:10

●內容介紹：
1.米羅(臺東場)：
一位米羅的友人曾經讚嘆：當我們拿起一塊石頭
它只是一塊石頭，但是當米羅拿起來了同樣的這塊石
頭，「它卻變成了米羅！」米羅的創作豐富了 20 世
紀的藝術表現，有詩有夢有自然，找回人類最原本、
最自由的靈魂！我們將引領孩子們進入米羅天馬行
空、純樸天真的奇妙夢境，見識米羅如詩如夢，「想
像、創新的超能力！」
2.破解達文西密碼(花蓮場):
達文西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博學者：在繪畫、音
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
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
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顯著的成就。這使他成為文藝復興時期
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也使得他成為文藝復興時期典型的藝術
家，也是歷史上最著名的畫家之一，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並稱
文藝復興三傑。小行星 3000 為紀念達文西而被命名為「李奧納
多」。

●關於林柏儀（PP 老師）：
自 99 年起在台北巿、新北巿國民小學、幼稚園
推廣藝術人文教育活動導覽包括梵谷、莫內、高更、
達文西、夏卡爾以及畢卡索等在內數十位藝術大師或
當令展覽共超過一百場以上。

活動二 音樂賞析【驚嘆號洄瀾音樂會】
●時間：花場場 12/08(五) 09:10-10:20
●曲目介紹：
1.聖賞動物狂歡節組曲天鵝

2.台灣民謠白鷺絲

2.艾爾嘉愛的禮讚

4.克萊斯勒愛之悲

5.巴哈第一號大提琴無伴奏組曲

6.卜佩塔蘭特拉舞曲

7.卡沙多情話

8.你是我的眼

●關於許哲誠：
1986 年 12 月 3 日出生於台灣基隆，出生時雙眼罹患
視網膜剝離導致失明。家人因為發現他對於旋律節奏有著絕
佳的音感，從此栽培他走上鋼琴之路。哲誠於六歲正式拜
師，接受東吳大學音樂系美籍副教授范德騰的指導。身為一
個摸黑者，哲誠學琴的方式是請老師先彈過後錄下音樂邊聽
邊練，因此比別人更辛苦。 2000 年，十四歲時，許哲誠赴
美參加「國際身心障礙青年音樂家」鋼琴比賽，以台灣民謠
「天黑黑」拿下「國際身心障礙青年音樂家」首獎，被譽為
「貝多芬再世」；同年 11 月， 和同樣生來全盲的十四歲日
本男孩辻井伸行在國家音樂廳同台演出，佳評不斷。2003
年，哲誠考上奧地利格拉玆國立音樂與表演大學，成為台灣
第一位以全盲身份就讀的學生。2004 年參加義大利音樂
節，獲頒義大利「天才藝術家總統銀盾獎」殊榮。2005 年
赴波蘭華沙參加世界難度最高的三大鋼琴比賽之一的「蕭邦國際鋼琴大賽」。此外，哲誠還具
有「街頭藝人」的 資格。 知名音樂家許常德於 2005 年為哲誠著作半自傳的《摸黑者的旅
程》一書，請到周杰倫等多位藝人聯合推薦。2008 年與伊甸基金會合作「給生命一個支點」
音樂會，哲誠首次與蕭煌奇等藝人合作演出，展現他可古典亦可流行的琴藝特質。

●關於張正傑：
國內知名的大提琴家張正傑，1989 年張正傑應
邀請返國任教後，便不斷以各種演出型態活躍於國內樂
壇，深受各界好評。張正傑深刻體認到透過輕鬆簡明的
方式介紹古典樂，以拉近聽眾和音樂之間的距離，於是
首創個人巡迴獨奏會加入親自解說方式，並創立「弦外
之音室內樂集」策劃頗富創意的音樂會，如親子音樂會
「110cm 以下音樂會」；巡迴於監獄、醫院、工廠及校園
的「溫馨的豆芽菜－張正傑與盧傑利名琴深情對話」；結
合戲劇及美食的「料理東西軍—茶與咖啡的世紀大對

決」；結合東方元素的「韋瓦弟四季與台灣布袋戲」、「美猴王鬧場」； 結合服裝的「巴赫的衣
冠琴秀」等等。除了密集的演出與教學之外，張正傑並著有「調琴高手」、「我的外遇」二本著
作。也曾擔任 2002、2004-2006 年的太魯閣峽谷音樂節及 2009 年金門古寧頭 60 周年和平祈福音
樂節藝術總監。目前張正傑為海洋大學專任教授、駐校藝術家及藝文中心主任，未來，張正傑
將繼續在各個不同範疇努力，為古典音樂開拓更寬廣的天空。

活動三 京劇賞析【青石山關公捉妖】
●時間：臺東場 11/10(五) 10:50-12:10
花蓮場 12/08(五) 14:50-16:20

●內容介紹：
青石山風魔洞中有一九尾妖狐，變化
為美豔婦人，媚惑書生周從綸，周父請來
王法師畫符捉妖未能見效，乃搬請呂洞賓，
呂洞賓又搬請關聖帝君及關平、周倉天兵
天將等，大顯神威，終將妖狐擒住。
《青石山》是「武旦神怪戲」
，前有逗
趣的王半仙捉妖之文戲，後有精彩武打場
面，除了武打中常見的多種翻滾動作之外，
此次特別安排二位九尾狐共同「打出手」
，
「打出手」為武旦表演特有的表演方式，意在表現神怪鬥法時，雙方互拋兵器的武打動作程式，
透過此動作來營造出舞台上兵器飛舞、法力無邊的氣勢。這齣戲有文有武，節奏明快，適合小朋
友觀賞。演出前特別安排京劇表演藝術教育，透過示範講解先了解京劇表演手法，能讓學生觀賞
演出時更深入了解其中內涵。

●關於國光劇團：
國光劇團自 1995 年創團以來，即不
斷嘗試於京劇傳統中注入當代意識，以
「現代化」與「文學化」為京劇創作之
原則，張愛玲小說、王羲之字帖均入戲，
題材多元，手法靈活。代表作除了傳統
京昆名劇之外，新編京劇《閻羅夢—天
地一秀才》
《王熙鳳大鬧寧國府》
《三個
人兒兩盞燈》
《金鎖記》
《胡雪巖》
《快雪
時晴》
《狐仙故事》
《孟小冬》
《艷后和她
的小丑們》
《水袖與胭脂》等皆受文化界
高度重視，曾獲金鐘獎與台新文化藝術獎，更在年輕觀眾群中引起熱烈討論。導演李小平、編劇

王安祈、主演魏海敏，皆因國光創作而獲國家文藝獎 ; 老生唐文華獲台北市文化獎及日本 SGI
文化賞，京昆小生溫宇航獲金曲獎與薪傳獎，盛鑑的演藝生涯更由戲曲跨越至戲劇與電影。國光
曾多次應邀前往法國、德國、荷蘭、瑞士、義大利、捷克、俄羅斯、斯洛伐克、丹麥、匈牙利、
波蘭、巴西、新加坡、大陸、香港等地演出。

活動四 音樂賞析【
「謠」的音樂會-世界民謠與南島古謠的邂逅】
●時間：臺東場 11/10(五) 15:10-15:50
●演出曲目介紹：
1.滿山春色

2.Pizzicato-Polka

3.Libertango

4.太巴塱之歌

5.小米收穫季

6.紡織歌

●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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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席指揮:郭聯昌老師
現職輔仁大學音樂系所專任教授，並指揮該系交響樂
團及管樂團，國防部示範樂隊管絃樂團指導，兼任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音樂系。
2014 一月指揮大台中愛樂管樂團“布蘭詩歌 經典系列
II”，四月指揮輔 大音樂系交響樂團與 AMIS 旮亙
樂團原音新交響音樂會，十一月指揮輔大音樂系管
絃樂團至廈門大學參訪交流音樂會。
2015 九月指揮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十二月指輝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系交響樂團暨合唱團校慶音
樂會。
2016 四月指揮國防部示範樂隊管絃樂團 105 年度訓練成果
發表巡迴音樂會。
2017 二月指揮國防部示範樂隊管絃樂團與台北愛樂合唱
團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於國家音樂廳及 106 年度訓練成果發表巡迴音樂會。

活動五 排灣樂舞賞析【VASA‧日出東聲】
●時間：臺東場 11/10(五) 15:50-16:30
●演唱：賓茂 VASA 傳統樂舞傳習隊
●演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演出曲目介紹：
1.讚頌

2.勇士

3.歡聚組曲

4.請問芳名

5.情歌

6.歡聚時刻

7.感恩

8.新娘的嫁衣

9.婚宴結束曲

●關於賓茂 VASA 傳統樂舞傳習隊：
「VASA 」是台東縣金崙鄉賓茂國中
2010 年在葉神保校長任內成立的學生社團，
成立之初，即著眼於幫助部落的青少年溯
源自己東排灣的族群文化，並由呂美琴擔
任指導老師。七年來孩子逐漸成長，新血也
持續加入，所以社團成員已經從十三歲延
伸至二十歲，藉由古謠、舞蹈、祭典與音樂
等多元的學習，展現文化傳習的成果。2013
年底，社團由范文凱、林則萱老師先後參與
並共同指導，成功地發展成賓茂國中與鄰近部落的特色。
取名「VASA」
（發騷）
，來自排灣族語 VASA（芋頭）
，意思是鼓勵孩子們像排灣族傳統作
物「芋頭」一樣努力，即使在環境惡劣的條件中，只要一點泥土、一點陽光、一點水分就能
夠生長得很好。又因古代騷人墨客皆喜發牢騷，抒發憂情；而 VASA 的孩子更知道傳承是使
命、發揚與永續是責任。
傳習經費自 2012 年起由禎祥食品與瑞士百達銀行李志勳女士，透過「驚嘆號」持續支持，
提供孩子們參與更多表演，及淬鍊文化深度內涵的機會與環境，2017 年起亦獲得林志強先生
與台東 MATA 家屋在傳習教材方面的贊助，補足團隊一直缺乏的族服帽飾與傳統披件，也解
決了假日傳習課程時，孩子們與學校最擔憂的膳食與交通費用問題。

活動六 阿美樂舞賞析【祭戰神—Malataw】
●時間：花蓮場 12/08(五) 14:20-14:30
●演出團隊：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
●演出舞碼介紹：祭戰神─Malataw
【引‧吟古調】
以古調牽引祖先傳承的精神和文化。
【宣‧語神靈】
異體同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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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躍‧排山倒海】
因海而生的阿美族，臨摹大海的律動，傳
承祖先的智慧和胸襟。
【祈‧祭戰神】
勇士，你沒有向敵人屈膝，戰勝歸來，召喚紋面師為你紋上太魯閣族的印記，我們在彩虹橋
的彼端等你歸來。
【凱旋‧慶賀歌】
通過成年禮的勇士們以老鷹之舞姿態和戰矛向戰神 Malataw(馬拉道)致敬，Malataw 戰神在阿美
族人心中，創造五穀，掌管一切事務的生﹑死﹑福﹑禍，集信仰﹑崇敬﹑祈禱及祭祀之大
成，祈求戰神能夠庇護部落和勇士，戰無不勝。

●關於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成軍九年，一直
以來擅長用舞蹈講述屬原住民的祭儀與神話，
透過高亢嘹亮的歌聲帶動節奏，舞者高節奏
的躍動，描繪出原住民獨特的姿態與精神，
不僅是全國賽常勝軍，更於今年獲得全國學
生舞蹈比賽特優冠軍，於 2016 年受邀至美國
夏威夷國際君王節(Merrie Monarch Festival)開
場演出，以及 2017 至中國廣西壯族三月三舞
蹈比賽榮獲一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