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七: 驚嘆樂舞-原住民傳統歌謠舞蹈欣賞 

(一)時間：花蓮場 12/07(五) 13:40-14:50 

          屏東場 12/19(三) 13:30-14:40 

(二)演出目的： 

1.推動原住民傳統的藝術及文化教育。 

2.整合及充實偏遠地區藝術文化教育資源。 

3.促進社區與社區、學校與學校、社區與學校多方資源整合及交流，增廣偏鄉民眾的生

活視野及自我挑戰經驗。 

4.提升教師教學及家長家庭教育使命感，豐富相關教育人力資源，帶動團隊創意產出，

為偏遠地區教育提供可觀摩、交流及學習的典範。 

5.帶動偏遠地區多元教育，融入人文精神的延續與關懷，提升學習成效。 

(三)演出學校及演出內容介紹： 

 

◆花蓮場: 
花蓮縣水源國小【水源國小傳統舞蹈隊】支持單位：瑞室 RAISER TRAPEZOID 

水源國小位於秀林鄉，全校含附設幼兒園計 119位小朋友，100%都是原住民的孩子（太魯

閣族佔 95%以上），端正小朋友品格，精進小朋友課業的同時，以「藝文校園、活力水源」

經營主軸，培養具有文化傳承以及創

新發展的人文情懷。余展輝校長 105

年 8 月調到水源國小，106 年 3 月起

聘請專業的舞蹈教練，將舞蹈課程融

入學校課程，每週三節綜合活動，以

及週三下午或週六、日假日時間，訓

練 3～6 年級的小朋友進行太魯閣族

傳統舞步，以及創新的太魯閣族舞蹈

教學。本校舞蹈隊於 2018 年 3 月獲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民俗

舞乙組特優第一名」之殊榮。 

《hakaw utux 靈魂橋》 

第一幕：織情-祖靈之眼 

【織布曲】 

太魯閣族的女人，就算磨破了指尖都要織出那菱形紋的圖騰─祖靈的眼睛，織出的衣裳才

能溫暖丈夫孩子。 

第二幕:獵刀‧英雄歌 

英勇的太魯閣族，用舞蹈來較量誰才是真正的男人。 



 

 

 

 

 

【男子比舞】 

我們去吧！ 

你們給我小心！ 

來呀！我們一同跳舞比賽！ 

第三幕: 出草‧燃戰魂 

舉起你的獵刀，刀噬敵人的首級，當獵首笛響起，就是部落歡迎戰勝歸來的勇士之時，並

引領、撫慰被獵者的靈魂，獲得其生命能量。 

【英雄歌】 

我是男子漢！ 

我經過了各個溪谷，繞過了重重樹林 

我經過了滿滿的姑婆芋，橫越了廣闊溪谷 

這正是我！ 

第四幕:尋路 

太魯閣女人的手不會織布、男人的手不會狩獵，就會被螃蟹用鉗子夾起，放到橋下去不准

過橋。 

洗出血水，擁有臉上的印記，你才是真正的

太魯閣之子! 

【獵首笛】 

第五幕:相聚‧HakawUtux 

你臉上的印記證明了你是太魯閣族的女人，

你是太魯閣族的勇士，在虹橋彼端和祖先共

舞吧! 

【彩虹橋】 

看啊！看啊！彩虹橋多麼美好！有彩虹橋我

們是多麼開心！彩虹橋的教導是美好的！ 

*HakawUtux :意為彩虹橋。 

*水源部落(Pajiq)耆老表示，太魯閣族的彩虹為四種顏色。 

 

 

 

 

 

 

 



 

 

 

 

      花蓮縣松埔國小【松浦阿美族傳統舞蹈團】支持單位：洪 蘭 教授 

松浦國小位處花蓮縣玉里鎮的阿美族部落中，在發展本土文化教學以「阿美族文化」為主。

學校目前發展特色為田徑（含競走與路跑）、傳統阿美族民俗舞蹈、一人一樂器（排笛），

以及積極推動閱讀教學與提供多元的學習活動，學生們用充滿活力的活潑方式來學習，以

提升能力與競爭力。 

《勤》 

【巫師祈福】 

巫師祈福 

【勤奮播種】+【墾荒】 

女生在部落裡要忙著插秧、除草、整理

家務。男生在部落裡打獵、墾荒、耕種。 

【lisin祭典】 

族人對於各式的 lisin 都特別的小心,

也特別叮嚀任何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舉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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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老期許部落青年謙卑有禮】 

在結束之後,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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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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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牢記耆老們

的話,這樣家庭才會和樂,部落才會更團結。 

 

花蓮縣秀林國中【太魯閣族樂舞團】支持單位：禾伸堂基金會 

秀林國中合唱團於一九八二年八月起，簡正

雄老師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即

選擇服務同屬太魯閣族群比例最多的秀林

國中至 103 年退休，歷時 35 年。102 學年

度起由同是音樂科班，東吳大學聲樂主修畢

業的太魯閣族籍簡仁智老師接續合唱團的

訓練。101學年度起轉戰全國鄉土歌謠比賽，

成績更是名列前茅，該學年榮獲優等第二名，

102學年度更榮獲全國鄉土歌謠比賽特優第

一名的殊榮，103學年度榮獲全國鄉土歌謠

比賽特優佳績，104 學年度榮獲全國鄉土歌謠比賽特優佳績。105 學年度更榮獲優等第一

名之殊榮。除此之外本校合唱團是率先將原住民合唱音樂帶入藝文殿堂的起始者，之後原

住民合唱音樂便掀起風潮，也使得音樂比賽的內涵更加的豐富。 



 

 

 

 

《太魯閣巴萊》 

【狩獵舞】 

一、狩獵的規律有幾點: 

1. 狩獵前先知道 Sisil(鳥)及夢的預兆，或蒼蠅之指示 

2. 男生們必須要守的規律:言語上、行為上，與家人和諧。 

3. 家人不能和別人來往，但外地人要經過家門，在家門口燒火，才把客人進家內，

表示尊重外來的客人。 

4. 狩獵之前，把家內的火，要換新的，直到回來。 

5. 狩獵前一天，不可與妻子同房。 

二、在狩獵之前，由家內的長輩來作狩獵儀式，把狩獵的刀具類都染上雞血，讓所有的獵     

物，都能經過這刀具上流血。 

三、有的人用蛋放在狩獵地，含意是所有的獵物，如蛋滾到這刀具上 

讓家人知道狩獵者，下山記號是用火把及喊聲或用火煙。 

【山海歡唱】 

詞曲創作者：哈尤‧尤道 

整首曲目以早期九族音樂特色為主軸，其歌詞意涵大部分為虛詞，但有其部分意義為歡樂

及對上天的崇敬。 

 

     花蓮縣景美國小【太魯閣族傳統樂舞團】支持單位：洪 蘭 女士 

景美國小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全校共 6班，50位小朋友，學生全為太魯閣族，為太魯閣族

單一族群的學校。學生秉性純良，普遍具有良好音感與歌喉，可塑性大。 

現任校長郭玲瑩擔任花蓮縣國教輔導團藝文領域副召集人，對於推廣原民住傳統文化不遺

餘力；教師組成方面，具碩士學位人數逾半，教學經驗豐富。本校教師本著對太魯閣族群

歌謠的興趣及傳統文化傳承之使命，努力向下教育的紮根，無論族語或歌謠、木琴等對外

競賽，皆有頗為亮眼的成績與表現。 

景美樂舞團於今年 7月成立，嘗試結合傳統器樂、歌謠、舞蹈，呈現早期太魯閣族的傳統

生活、祭儀及 GAYA，讓學生不僅能了解族群文化，更能將藝術美感融入表演之中，珍視自

己的文化進而傳揚之。 

《Seejiq Truku!Sus!太魯閣族小米祭》 

【遷徙‧祖先訓誡歌】 

族人因生活困苦，耕地不足，找耆老討論，尋求共識，為找到一個沃土，建立新家園。 

【開墾‧勵志歌】 

男生開墾，女生整地，為族群繁衍後代。 

 

 



 

 

 

 

【搶種‧搶種歌】 

男生到耆老前搶小米種子，再交給女生播種。 

【小米成長‧除草歌】 

為了保護小米成長，要勤於除草。 

【小米豐收‧風篩歌、歡樂歌】 

感謝祖靈賜與年年豐收，族人歡慶滿載而歸。     

       

 

     花蓮縣古風國小【古風布農兒童歌謠合唱團】支持單位：洪 蘭 女士 

古風國小位於花蓮縣最南端的卓溪鄉，

靠山區偏遠處，四周青山綠水環繞，

是一處環境優美的好地方，居民大都

為務農，工作認真性情為善，樂於助

人與分享，並且喜好歌唱。 

本校的學生全部都是布農族的孩子，

曾在民國 99年起連續五年獲得縣賽優

等第一名，並代表縣參加全國比賽也

連續獲得特優的成績。 

民國 105 年由太魯閣族籍校長呂國良

接任至今，學生持續增至為 46 位學生，加上在地師資布農族籍石素玉老師及音樂專長李

宛臻老師聯合指導合唱團，繼續朝向多元轉型的方式傳承文化和學校教育特色之目標邁

進。 

    《聽見古風》故事背景 

本曲由數首布農族傳統兒歌串聯而成，第一首是天真的布農族孩子阿浪在部落一天的生活

開始，並且在山林溪澗旁抓螃蟹時唱起了童謠，大人們則是捕獲了許多的獵物，並且向部

落報喜訊，一面走著一面高興的唱起歌來，在部落廣場上祈福感謝上天所賜予的珍饈 ，

部落勇士們則相聚在一起，報數自己的戰功，到處充滿歡樂的氣氛。 

【起床囉】Mikalasa   kata   

【達馬‧阿浪去抓螃蟹】Tama-alang   kaka lang   

【報訊歌】Ma  ci  lu  mah   

【從今天起】Paiska Laupaku   

【歡樂歌】Ananateto   

【祭槍歌】Pislai   

【報戰功】Malastabang 

 

 



 

 

 

 

      國立花蓮高工【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支持單位：陳麗卿 女士 & 曾戍戎先生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成軍九年，擅長

用舞蹈講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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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archFestival) 開場演出，

2017 與 2018 持續兩年至中國廣西壯

族三月三舞蹈比賽榮獲一等獎等殊

榮。 

《伐木舞》 

第一幕【以祭引靈 ‧ 竹占】 

祭司揀選面向東方的竹枝來占卜吉凶，指示入山的方向，並以糯米等祭品投入祭壺，祈求

部族的男子伐木平安。 

第二幕【以歌載勞 ‧ 伐木】 

路途陡險，山路崎嶇，用力應和青年的歌聲，忘卻伐木的艱辛，我們齊唱 

祖先的歌，同心協力，將良木帶回部落。 

第三幕【以歌引道 ‧ 歸途】 

聽從長者的曲調，路途崎嶇艱苦，肩上的巨木沈重，但是我們異體同心以 

歌引道，合力將良木帶回，讓族人能夠蓋起堅固的家。 

第四幕【以酒引功 ‧ 誇功】 

重重的頓一下左腳，將酒碗高高舉起，我很驕傲將良木扛回來，我要將這 

香甜的酒水通通喝光，以感謝神靈護佑我平安歸來。 

第五幕【以歌入魂 ‧ 傳承】 

用力吟唱祖先的歌，全力踩踏祖先的步伐，引歌入魂，將祖先的智慧傳承 

在血脈裡。  

  



 

 

 

 

 

   ◆屏東場: 
      屏東縣牡丹國中【牡丹國中南排灣古謠隊】支持單位：新瓦事業 

牡丹國中原音合唱團於民國 98 年創立，其成員由本鄉六個部落學生組成；山地偏鄉，生

員稀少，組成合唱團著實不易，陳世隆老師積極投入原民古謠採集與在地教育，在他的號

召下，排灣古調以新的力量感染在場所有選手與貴賓，更深獲評審激賞，榮獲特優實至名

歸。 

牡丹國中原音合唱團於 107年4月21

日參加在苗北藝文中心舉辦的106學

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過程展

現原音特色，在全國 27 縣市勁旅競

爭之下榮獲特優佳績，除屏東縣政府

全力支持與師、生不懈努力外，更幸

獲各單位的傾力支持贊助，榮耀共享，

本次再度榮獲特優不是結束，而是傳

播排灣古謠之美的接力遠行，老師與

孩子們更必持續努力，讓美妙樂聲繼

續縈繞人心! 

《南排傳奇》 

【懷念朋友之歌】 

我最要好的朋友，你在哪裡，你過的妳好嗎？ 

還記得過來在那山裡工作的時光嗎？ 

還記得我們最愛唱的這首歌嗎？ 

希望你也在那遙遠的地方一樣和我唱著這首歌。 

【a na lja(虛詞)】 

我們大家今天很高興，看到所有的人到這裏參加慶典。 

雖然我們孩童年紀還小，但是也非常關心部落的所有事務。 

【勇士舞】 

  



 

 

 

 

 

      屏東縣口社國小【口社沙卡蘭歌謠傳唱隊】支持單位：耐特科技材料(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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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聽學生的歌聲不單單聽出了排灣族傳統

歌謠的美，更感受到排灣族那樂天知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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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能激起他們眼匡的淚水。沙卡蘭歌謠

傳唱隊成立至今第 8年，感謝東元文教基金會及耐特科技材料(股)公司歷年的支持與協助，

讓我們能無後顧之憂的將文化歌謠向下扎根與傳承，經歷石進益校長以及林志光校長及李

宗鴻校長的耕耘、潘慈琴老師、蔣偉光老師、部落耆老柯金妹與黃玉英以及校內諸位老師

辛勤教導之下，沙卡蘭歌謠傳唱隊不僅受邀各大大小小的公益性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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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遠達國父紀念館與南京大學演出，深獲好

評。 

《兒時童謠憶排灣（排灣童謠）》 

【cakenu 美麗的磕頭蟲】 

 童謠-童玩/訓練小孩子母語發音的歌謠。 

【kasicuaian 歷史歌】 

 以歌謠訴說祖先的故事。 

【curisi 下聘歌(男子)】 

 展現男方的的勇氣和力量。 

【Pu aliu下聘歌(女子)】 

 呈現女子友善和溫情。 

【Zian na quqaljai 勇士舞】 

 表現出男子是可以依靠、具有力量的成人。 

【ljaljai圓舞】 

 兩家人合而為一結連理成為同心圓。 

 

 

 

 



 

 

 

 

屏東縣武潭國小佳平分校【佳平彩虹古謠隊】支持人：杜淑慧、陳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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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人數

不超過 50 位學生，佳平彩虹古謠對擁有

的是帶點傻氣、懵懂卻蘊含無限熱情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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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謠隊成立已邁入第三年，團隊如同佳平的孩子一直不斷的成長中，在眾多友

善的團體及基金會的鼓勵和支持，各種的的穿針引線下，短短一、兩年中，在台灣各地、

在上海福州唱出了我們的感動與感謝，就是這樣的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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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余麗娟老師、葉漢祥老師、田子奇主任 

《部落情懷》 

【uniyu 串珠懷古】 

當我對你萌生愛意， 

是否因而被拒絕呢？ 

那上帝怎麼安排我的命運的，為何我總是孤孤單單的。 

【lalesei工作歌】 

以往農忙時，族人常用歌曲來傳述生活

中的心情，減輕身體勞累的狀況，使得

工作能更加輕鬆愉快，也藉此跟一起工

作的族人聯絡感情。 

【isaceqaljan聚會歌】 

在歡樂時刻， 

讓我們彼此回憶，一同述說過往。 

陶醉於昔日回憶的當下， 

是如此歡樂自在。 

沒想到我們掛心之事得以如願。 

 

 



 

 

 

 

屏東縣青山國小【青山排灣樂舞傳習團隊】支持人：洪 蘭 女士  

地處屏東縣北部山區，位於村莊的山

坡上，著名的海神宮遊憩區就在學校

六點鐘方向山腳下。停佇操場，正好

有個山口可供遠眺屏東平原，晴雨景

致皆宜；走動校園，隨處可聽見兩山

之間的羊聲啼不住。如此美好的學習

環境，孕育著一群勤樸良善的學生。 

近年來，本校有感於原鄉與外界的競

爭環境落差頗大，因此致力於學生語文能力的培養，可喜的是，孩子的表現已小有成就，

讓外界對原住民孩子的潛能刮目相看。 

然而，沙漠海的孩子們還肩負傳承傳統部落文化、發揚傳統排灣精神的使命，這方面孩子

們或許是累了點，但是孩子知道這是他們的根；他們的歷史，秉持此原則孩子們更加清楚

必須將對的事情做得更有意義。97、98、99年連續參加參加全國原住民歌舞劇競賽榮獲全

國第二名的佳績；100、101年連續 2年獲得【e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歌舞劇競賽總冠軍】。

102年首次參加【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就以黑馬之姿獲得全國第三名及最佳劇場設

計獎，103年更進步到全國第二名； 104年再度成軍參加全國族語戲劇競賽，再次榮獲第

二名的殊榮,105年 e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歌舞劇競賽獲得第四名。全族語的戲劇表演實屬不

易，而孩子們的表現在在令我們感動、驚喜。孩子生動的演出，一幕幕印入眼簾，彷彿看

到 Cavak的根；看到 Cavak 的希望，這亦是本校不遺餘力推動排灣族傳統文化的原動力。

因此，學校儼然成為青山部落的精神堡壘，這一份執著對孩子、對部落都是最佳的禮物。 

《青青山腳下的鼻笛聲》 

一、鼻笛演奏 

【vangav】【tiqungal】【qemauqau】【saimaimai】 

二、歌謠 

【sipiyapiliq】【parekiljivaki  a  mapuljat】 

  



 

 

 

 

 

屏東縣北葉國小【北葉排灣樂舞傳習團隊】支持人：洪 蘭 女士 

    北葉國小是斜坡上的彩虹校園，原住民族文化發

展中心是學校的後花園，更是豐盛的文化寶庫。

琉璃吊橋、山川美景盡收眼底，令人讚嘆不已。

自 98學年度開始，發展以民族教育為本位的校

本課程，致力研究及推展原住民傳統歌謠、樂器

及舞蹈，實踐文化傳承的意義及使命。 

    2015年成立傳統歌謠隊，初衷是希望原住民孩

子們藉由練唱古謠，增進對自身樂舞文化藝術的認識及學習興趣，進而欣賞分享、深耕傳

習。社團指導林秀妹老師，除了在社課活動時間用心教導，平日更以部落耆老為師，來回

部落紀錄、採集當地古謠，落實及發展傳習教育，並豐富本校音樂傳承資產。 

隔年初試啼聲，參加全國鄉土歌謠比賽，獲得屏東縣第一名及全國賽第二名的佳績，堅強

實力獲得肯定。除此之外，傳統歌謠隊常受邀參加各級學校、部落祭儀、政府機關……等

活動及展演，透過實際舞台演出，建立動態學習經驗，讓孩子們從掌聲及成就感中，激發

對於自身樂舞藝術文化傳承的責任心，促進自我實現。  

《kelju ziyani senai a mapuljat 大家一起來唱歌跳舞》 

【報身份:我是 Rupaljiyan】、【迎賓歌 naluwan】 

【排灣古謠 lumi】、【大家一起來唱歌 ui lja ari senasenai】 

【我們都是一家人】 

 

      屏東縣青葉國小【青葉魯凱古謠吟唱】支持人：法國巴黎銀行 

青葉部落位於屏東縣三地門鄉最北

端，為三地門鄉唯一的魯凱族群部

落，學生人數約 40人。 2007年起

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及「法

國巴黎銀行總行」挹注向部落耆老

請益、田野調查、增能學習的傳習

經費。魯凱族人含蓄內斂、善於吟

唱。族人透過自然萬物特性的比喻、

即興創作的歌詞，表達內心深層澎

湃的情感。 

青葉孩子的父母們是失去魯凱族語

的一群，所以必須從父母的上一代去追溯祖先的語言、重新尋回那個時代即興表達情感的

生活意境。孩子透過歌謠與舞蹈的傳習，體悟祖先面對天地萬物，及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



 

 

 

 

活文化，同時也透過古謠的吟唱，瞭解族人的精神內涵。    當孩子認識瞭解自己族群的

美好後，認同自我的民族身分，並以自己的族群為榮。青葉的每一個孩子都是傳承魯凱文

化的種子，肩承世人認識魯凱這個珍貴而特殊的族群的使命，並讓魯凱昂揚律動的歌舞，

渾然天成的天籟美聲千古傳唱。 

《歡樂在一起》 

【愛吃鬼】 

這首歌是過去魯凱孩子生活時的日常寫照。小時候沒有那麼多豐富的玩具，跟著父母親

下田是最好的遊戲時間。通常孩子們會趁這個機會，彼此吆喝，沒有惡意的嘲弄對方。 

【kalabecengane 慶豐收】 

收穫祭之前，魯凱族人上上下下都要為了慶祝準備各樣物品。男生要上山打獵、女性要

在家裡做 abai、釀酒…，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繁雜，耗費很多天。魯凱族人非常重視這個

重要的日子，在外工作的族人都要回來參與，每逢辦理收穫祭，部落都會聽到這樣的歌

聲… 

 

      屏東縣春日國小【春日太陽古謠隊】支持人：尋求中 

本部落（春日村）由士文及其他各社遷居而

成春日社，原住民音譯【卡斯卡】後改為春

日村-kasuga，春日村位於春日鄉中部，三面

環山、正面俯視台灣海峽，為本鄉行政中心

及各機關所在地。現住戶 275戶，人口 1,134

人，居民大多為排灣族原住民。土地面積

11,760,246公頃，村內均是淺低的山地，對

外交通發達，以屏 146 線連接屏鵝公路及沿

山公路。農業生產以愛文芒果、蓮霧（黑珍珠）、荔枝為主。 

     台灣原住民族群以部落為生活領域，經由長期生活經驗的累積，發展出得以安身立

命的傳統智慧。排灣族歌謠就是不折不扣的生活縮影，亦即歌謠和部落共同體的社會生活

緊密連結。春日(kasuga)這個兩個太陽的部落，擁有原住民的「熱情」與「活力」，春日

國小的學童身上有著與生俱來的歌唱天賦。透過歌聲與文化連結、藉由歌聲與祖靈對話，

因此春日的孩子學習歌謠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用我們動人的歌聲，唱出美麗的文化底蘊

與部落傳承。 

      本校 107學年度共有國小部 6班、幼兒園 1 班；國小學生數 68 名、幼兒園 30 名，

共 97名小朋友，其中 98%為排灣族原住民學生，弱勢家庭佔總學生數 82%。古謠隊現階段

草創時期，已有部落青年在地音樂師資，及社區長老的歌謠資源，惟在經費與設備上較缺



 

 

 

 

乏，且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不佳，無法提供充足經費。為落實傳統歌謠推展的夢想，我們邁

力向前努力歌唱，希望藉由歌聲讓學生能逐步完成夢想。 

    《papuljiva 傳情柴 (組曲)》 

      【探訪情人】 

排灣族式愛情，總是讓人感覺模糊不清且充滿神秘感，在平常工作之餘，一群人用不直

白的歌詞互唱情歌，只有在收穫祭前五天，單身的男性，會上山採集情柴，在天黑大家

都睡著時，偷偷摸摸的把情柴送到心儀的對象家屋前，也會在收穫祭masalu圍舞時將花

插在心儀女子的背袋siqau裡，讓男女在公開場合下表達愛意，也有讓大家共同見證的意

義。 

      【盡情歡唱 u i sa ce qa】 

來呀!我們一起圍舞盡情歡唱。 

      【歡樂在一起 lalai】 

讓我們同聲一起歡唱，將歡樂的情緒渲染在彼此間。 

      【頌讚排灣 sauqaljay a paiwan】 

   看哪!排灣族的男士是多麼英勇啊!排灣族的女士是多麼美麗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