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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嘆樂舞-原住民傳統歌謠舞蹈欣賞 

(一)時間：屏東場 12/12(四) 15:30-16:25 / 開幕演出 08:50-09:00                                    

          臺東場 12/20(五) 13:30-14:30 / 開幕演出 08:5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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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場: 
   開幕演出 

      屏東縣青葉國小【魯凱傳統歌謠舞蹈隊】支持單位：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Taipei Branch &  

                                           BNP Paribas Foundation’s Dream Up Program)  

      現代原住民普遍面臨了語言失傳、   

      文化流失的危機，青葉國小為了傳 

      承魯凱語言、文化，於民國 98年成 

      立了青葉魯凱傳統歌謠舞蹈團」，讓 

      孩子透過歌、舞喜歡說族語、學文 

      化，以祖先為榮、認同自我的民族 

      身分，從小肩負民族文化傳承的重 

      責大任。期望青葉的孩子，能讓魯 

      凱昂揚律動的歌舞、渾然天成的天 

      籟美聲，傳達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生生不息、永遠迴盪。 

    《詠百合–魯凱的榮耀》 

      童謠組曲：【數來寶】、【太陽照耀吧】、【唸謠】 

魯凱童謠大部分是兒童在嬉戲時唱的，往往伴隨模仿性的遊戲動作，一邊誦唱一邊遊  

戲，趣味十足，歌曲的內容也直接與社會習俗相關。這首歌謠由三首魯凱族童謠 

組合而成：第一首《數來寶》，歌詞中前一個字的尾音就是下一個字的字首，上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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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蟬聯而下。第二首《太陽照耀吧》，歌詞中以錢幣、銅鏡形容炙熱的太陽；最後 

一首《唸謠》是魯凱兒童們玩遊戲時會唱的歌，配合著手指、丟石頭，充滿童趣。 

【慶豐收】 

小米已經收成，豐年祭的日子已近，魯凱的男子上山打獵去，女人們用收成的小米。趕  

緊製作 abai (小米糕)，讓我們的豐年祭，有豐富的食物可以拿來祭拜。打獵的人就要 

回來，我們要趕快打小米，做好禮食，迎接部落的勇士們。 

 

 

      屏東縣青山國小【青山排灣樂舞傳習團隊】支持人：洪 蘭 女士  

      青山綠，流水長，源自 tjaluatjuk 

      的清澈溪水流過部落之間，孕育 

      cavak這應許美地。 

      青山是村校之名，代表著培育學子  

      深厚的學力素養，如守護部落的青 

      山般壯闊。永續經營的教育理念就 

      像村畔水源充沛的沙溪之水，綿延 

      長久源源不絕。青山的孩子們就萌

芽生長的小米粒，學習排灣文化，傳承優美傳統，學習多元多彩。 

      青山國小致力於民族教育及語言教育，多年參加全國 e起舞動兒童歌舞劇競賽、全國原住 

      民族語戲劇競賽皆能獲得佳績，今年亦獲得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第二名，成果豐碩。 

在師長們的努力下，青山國小是孕育學子的青青小米田，是 cavak的文化大山。  

     《青青山腳下的歌聲》 

【paljailjai頭目呼告、巫師祭歌】 

 呼告族人聚集、祈求上天祖靈護佑土地 

【鼻笛組曲】 

【Cavak之歌】 

       勇士英雄曲：【jaljahei 謝恩歌】、【paljailjai 勇士歌】、【siki qeciqeciyan 戰歌】 

【cu ri si勇士之歌】 

 看吧!我所獵到的動物數也數不清，你獵到的會比我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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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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實驗學校，為了保

存並持續發展排灣傳統音樂，豐富傳統歌謠文化

資產，並將歌謠與學校民族教育課程結合，除了

聘請當地部落耆老教唱，也聘請專業音樂老師，

共同教授排灣傳統音樂之美，傳承部落音樂文

化。平日利用課餘及週末教導學生練唱，歌謠隊

在耆老、師長不遺餘力的推動下，參加屏東縣音

樂比賽與各項演出都獲得優異的成績。 

     《ari 一齊 ~ 憶起 ~ 一起》 

【u lja e】 

瑪家鄉北葉部落獵人、勇士，相互激勵之歌 

【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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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an童謠】 

 好朋友!我們一起來玩吧 

【tisarupalji a ken 誇耀之歌】 

 好朋友!我們一起來玩吧 

 

 

屏東縣武潭國小佳平分校【佳平古謠隊】支持人：杜淑慧 女士、陳麗卿 女士 

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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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成立已邁入第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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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嘹亮

歌聲長遠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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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續》 

      【paketu部落王族頌】 

      我們是排灣族的子民 

      來自 Kaviyangan部落的孩子 

      Zingrur王族名聲響徹 

      我們要讚頌王族榮耀 

      祈求祖靈的庇佑與眷顧  

讓傳說故事永遠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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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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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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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童年時光》 

      【Si ljiuljung搖籃曲】 

我日日夜夜為你歌唱，我將無所保留。孩子呀！在女神那裡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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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o to san 抓鬼歌】、【tjikurai抓竹雞】 

為小朋友玩遊戲時所唱的歌謠 

【vangaw天窗】 

見證族群間的歷史恩怨，更見證對宇宙的觀念 

 

 

      屏東縣牡丹國中【牡丹古謠傳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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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古謠薪唱》 

     【田間婦女鋤草歌】 

      唉！對妳的思念是如此的深淵，我最敬愛的母親 

      回憶過去您敎會我的這首歌，這首喔依那魯灣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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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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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春日國小【春日太陽古謠隊】支持單位：LEKO之友 

      春日國小春日(kasuga)太陽古謠隊簡介春 

      日太陽古謠隊於107年9月中旬成立，全校 

      學生68人皆為排灣族原住民，而參加古謠 

      隊同學共33人分別為二~六年級學生。春日 

      國小的學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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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唱歌謠是天經 

      地義的事，我們想用歌聲傳唱出美麗的部 

      落文化。春日國小將傳唱部落傳統歌謠列入民族教育校本課程特色，學生學習部落歌謠是必 

      須發展的基本能力， 並以參加歌謠比賽獲得良好競賽成績為目標，進而提升自我信心，並同 

      時實踐傳統歌謠推展的使命，讓大家看見春日。現階段仍屬草創時期，但已有部落青年在地 

      師資進駐教唱，還 

      有社區耆老的歌謠資源，相信孩子們必能藉由傳唱歌謠逐步完成自己的夢想。     

    《春日傳情》 

     【u i sa ce qa輕鬆的歡唱】 

      大家在廣場上盡情歌唱盡情跳舞       

     【sinlidan 懷念】 

      在masalut部落舉行祈福感恩與慶祝豐收的典禮儀式後，青年男女們會在圍舞時互唱情    

      表達愛意     

     【la la yi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盡情歡唱 

 
 
 
 
 
 
 
 
 
 
 



7 

 

 

 

 
◆臺東場: 
  開幕演出 

   臺東縣介達國小【介達排灣魯凱傳統歌舞隊】支持單位：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自 104學年度本校歌舞隊重整再出發，即獲鄉

土歌謠比賽及傳統民俗舞蹈兩項全國冠軍，此

後孩子們對於本土文化深耕的活動有更多的認

識與了解，對自己的各方面的表現更有信心。

105學年度再度拿下傳統民俗舞蹈全國優等第

一名，孩子在歌舞的學習除了天分之外，也積

極地參與練習，雖然很辛苦但不喊累，努力把

排灣魯凱勇士歌舞的力與美表現出來，讓大家

都為這 11位小勇士的表現讚嘆不已。   

   1063學年度，孩子們秉持著信心和努力不懈的態度，希望永續介達的傳統和精神，再度榮耀祖 

   靈，以「舞動在天地間」，完美詮釋排灣魯凱族守護神百步蛇羽化成為熊鷹的傳說故事，勇士的 

   歌與舞 

   精湛的演出獲得滿堂彩，榮獲 B團體丙組民俗舞項目唯一的特優團體。今年繼續努力傳承，將以 

   此舞碼「淬鍊」進軍全國賽，展現傳統勇士舞的力與美，以精湛的舞蹈讚頌祖魂榮耀祖靈。 

  《舞淬鍊》 

   呈現部落青年會各階層進階試煉考驗的過程，以舞蹈的方式展現肢體的力與美，並傳承青  

   年會所各階層致力為部落服務，與保衛家園的意志與精神。 

   【報信】 

   【激勵士氣】 

   【青年狩獵】 

   【青少年膽識訓練】 

   【榮耀~讚頌祖靈】 

 

   臺東縣霧鹿國小【霧鹿布農傳統歌謠隊】支持人：洪 蘭 女士 

   霧鹿國小位於南橫公路 182K 處的霧鹿  

    村，利稻分校位於南橫公路 176K處的 

    利稻村。全校學生（含分校及幼兒園）共 

    61 人，92%為原住民布農族子弟，是一所       

    偏遠山區小學。學校發展特色首推傳統歌 

    謠，聯結部落家長，不僅傳承了布農傳 

    統文化，也增進族群認同。感謝洪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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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支持，支持霧鹿國小布農傳統祭儀歌謠傳唱，為繼續傳承布農文化，培養族群文化素養，  

    本校庚續傳習計畫，持續「布農傳統祭儀歌謠培訓隊」的訓練。另一發展特色則是面山教育： 

    學校屬特偏布農學校，環境自然優美，自然資源豐富，推山野教育，因地理位置得  

    天獨厚，氣候穩定，風景優美，造就生物的多樣珍貴的自然生態教材園，有嘉明湖、向陽森林 

    遊樂區、栗松溫泉、霧鹿古砲台，天龍古道、轆轆溫泉等。讓孩子們能夠親身體驗布農族之山 

    林文化，養成生態保育之觀念，並鼓勵學生，追尋祖先獵人智慧與能力，經由自我探索，成為 

    一名布農族真正的頭好壯壯的布農勇士。 

  《智慧的婦女》 

    以媽媽為主題，讚揚布農女性每天工作很辛勞，從不叫苦，也無怨言。媽媽堅忍不拔的心， 

    像藤一樣富有神奇的再生能力。會織布的婦女才是勤勞的象徵，身教與言教中，體會布農 

    女子智慧與勤勞之美德。從報戰功一定要道出媽媽的姓氏，也表示布農族敬重母親的一種美 

    德，      

    更是娘家引以為傲之事。 

    【dah vian na dan 路很遙遠】 

    【paskalaupaku從此刻起】 

    【cinatumata】   

 【pisus lin飲酒歌】  

    【Mapulaun報戰功】 

 

 

臺東縣長濱國中【長濱國中鼓原舞社】支持單位：徵求中  

    「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所有的歷史僅止於 

    當下」。因此，原住民族傳承工作，每一步 

    都是挑戰，每一步都是極限。長濱國中為增 

    進原住民學子學習自身文化的機會，於 107 

    年七月成立「長鼓原舞」社團，旨在希望塑 

    造原住民族孩子們一個「我們都是一家人」 

    的氛圍，讓孩子在這裡可以找到自己的舞 

    台，同時，獲得長中師長們更多的關懷與照 

    顧。 

   《Sa’icelen-美式生活》 

    阿美族人原本安居樂業的海洋樂天生活，因為一場暴風雨，將所有的家園與農作物摧毀； 

    阿美族人祈求神再次祝福這地，重建家園賜予豐收。表演內容充分表達了樂天知命 堅韌 

    不拔的阿美族人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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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武陵國小【武陵布農合唱團】支持單位：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Taipei Branch &  

                                     BNP Paribas Foundation’s Dream Up Program)  

    武陵國小兒童合唱團已成立十餘載，主要以傳唱布農族傳統歌謠與林班歌的學習為主， 

    以本校中高年級的孩子為主要團員，除了每周固定的兩次團練之外，學校還輔以民族教育 

    課程的培育滋養，幫助團員更深的認識自 

    己的族群文化，吟唱傳統歌謠時更能透過. 

    聯想遙祭祖先篳路藍縷的歷史軌跡。 

   《布農之聲》 

    演出是由 7首布農族語歌謠串連起來，透 

     過傳統歌謠的意境帶領孩子們想像先祖馳 

     騁在寶島中央山脈上的生活，篳路藍縷， 

     墾荒狩獵，為民族的生存努力著。 

     【macilumah！下山回家啦!】 

     結束了山上的狩獵行動，族人一步步踏著疲憊卻興奮的腳步，穩穩地走在回家的山徑上 

     【simah cisbung bav?誰在山上放槍?】 

     聽見山上 tama Ciang的槍聲，詢問著今天的收穫是什麼？原來是水鹿。告訴 Haisul， 

     把小米打一打去殼，我們將帶上山，我們要循著獵物的排遺沿路追逐… 

     【pislai祭槍歌】 

     獵場上的動物呀！全都來到我的槍下吧！謝謝你們願意成為我們槍下的靈魂、成為我們 

     的獵物，供應我們族人身體的需要。 

     【飲酒歌】 

     吟唱人隨著當時的心境有不同的情緒表現。過去傳統生活環境艱困，偶爾能祭典後飲酒，酒酣 

     耳熱之際正是族人真切表達心情的時刻，有時興奮高歌、有時沮喪落淚。 

     【malastapang報戰功】 

     報戰功又稱頌功宴，是布農族男子公開展現自已能力的場合，也給這內斂含蓄的民族一  

     個表現的出口，過去只有參與戰爭或去獵頭者才有資格報戰功，時空變遷，目前改以獵物 

     和社會頭銜取代報戰功。舞台上演出的小男孩們，所誇耀的”獵物”則是他的學習成就。  

     【anantetu歡樂歌】 

     延續著報戰功的澎湃情緒，大家歡樂的唱著富有變化且輕快的虛詞，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尾聲用一段整齊震撼的合聲展現族人的團結一條心。 

    【mudaning ka ta我們要走了】 

     聚會到了尾聲，族人帶著微醺的腳步散去，我們沿著瀑布的邊邊行走，沿著山上的大盤 

     石走去，預備回到我們的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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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賓茂國中【賓茂 VASA排灣古謠傳唱】支持人：李志勳 女士  

     「VASA」是臺東縣金崙村賓茂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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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祭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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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VASA 的孩子更了解到傳承是使命，發揚與永續是責任。2017 年這群排灣族

孩子的聲音被聽見，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協助錄製的「VASA 日出東聲．東排灣古謠傳唱」

專輯獲得當年度傳藝金曲入圍的肯定，全國鄉土歌謠競賽連三年以特優的佳績，從眾多競賽

團體中脫穎而出。 

    《不忘「祭」》 

    小米的生長過程，牽動了部落的生活。感恩祖靈過去一年的庇佑，也祈求新的一年祖靈繼續眷顧，     

    族人們一同用歌舞歡慶豐收，並感謝長輩的照顧及教導，我們後代會認真地學習並延續這珍貴的 

    智慧。感恩、感謝。 

    【'ay~lja祝福】 ｜多良部落 

     【i ya i勇士舞(走吧！回家) 】｜大鳥部落 

    【naluwan歡聚時刻】 ｜東排灣 

    【saceqaljan 愛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