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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劃緣起： 

  偏遠地區的原住民部落家庭單親、失親及隔代教養比例偏高，由於地處偏遠，藝術教育

資源在軟體與硬體方面，普遍皆較為困難(師資、設備...等)，為豐富偏鄉兒童人文生活，本會

自 2005 年起，藉由戲劇美學的感動、人文藝術的賞析，貫徹以「人文」為本的教育方針，

為偏鄉的原住民孩子提供豐富多元的藝文饗宴。優質音樂會、京劇、豫劇、歌仔戲、舞蹈、

兒童劇等各式戲劇欣賞、電影賞析、芭蕾舞蹈、踢踏舞、人文藝術講座、科學劇場以及原住

民歌謠舞蹈等表演，皆是以在該縣市的演藝廳提供演出為原則，充實偏鄉學童藝文賞析環境，

並且豐富偏鄉學童的人文生活，是幫助偏鄉及部落的孩子心靈成長的學習計畫。本計畫實施

已邁入第十八年，每年歲末針對較偏遠的縣市假其文化中心演藝廳辦理。截至 2021 年共計

辦理五十二個場次，參與的偏鄉師生達 40,088 人。為了讓資源匱乏的偏鄉學校順利克服交

通等經費壓力，由本會提供遊覽車，深入山區及偏遠的鄉鎮部落，將學童接送至文化中心參

與一整天的活動。歷年來迴響熱烈，向隅學校眾多。活動前後督促學校老師，帶領孩子事前

預習及事後複習，深化學生的學習，促進偏鄉學校對藝文教育的重視。長達一整天多元的藝

文活動，充實學業外的人文課程，是中央山脈最深處的人文教育。 

  為了促成花蓮與台東最具特色的傳統原住民歌謠舞蹈團隊，也可以在燈光音響、舞台

監督、技術指導等與「國父紀念館主場」演出相同規格的舞台演出，特別進行獨立且專業

的規畫，在製作團隊方面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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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製作，將傳統古調與舞蹈藝術完整的呈現，並且讓花蓮

與台東兩縣原住民的傳習團隊，可以在專業精緻的劇場環境，驕傲尊榮的演出。 

貳、計畫特色： 

一、邀請專業的表演團體演出，為未曾進入藝術殿堂欣賞藝文演出的孩子，提供可以欣賞 

    專業紮實多元的藝文表演，賞析內容涵蓋京劇美猴王、經典踢踏舞、鼓陣、原住民傳統

樂舞，及上帝的建築師-高第的建築藝術。 

二、整合龐大的政府與民間資源，充實偏鄉藝文教育及人文活動。 

三、提供遊覽車、餐費及所有演出費用，以克服學校及家庭經費壓力，將偏鄉師生接駁至縣

市文化中心演藝堂，順利安全的把孩子帶出偏鄉走入藝術殿堂。 

四、透過傳統古謠與舞蹈之族群間的鑑賞與交流，促進原住民各族群之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 

四、參加人數可達 2000 人以上。 



五、促進師生的人文藝術涵養，達到師生共學，且有效強化教學與學習的目的。 

六、觀摩原住民歌謠舞蹈演出彩排，促進學童族群與文化認同，並可激勵新世代發揚及傳承

族群文化的使命。 

 
參、計畫目標： 

一、促進社區與學校、地方與政府，以及第三部門間多方資源整合及交流，減緩偏鄉教育資

源不足的問題。 

二、整合「驚嘆號」原住民族群永續教育計畫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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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貫徹以人文為本的教育方針，以生命與藝術的饗宴，豐富部落的藝文生活，進而實踐創

造力教育。 

四、透過師生共賞的方式，讓師生共同學習，並讓藝術的觸角深入社區，發展終身學習之目

標。 

五、以「大型表演」形式提供成功的模式與典範，吸引更多非營利組織投入偏鄉藝文教育行

列，促進偏遠教育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六、透過傳統古謠與舞蹈之族群間的鑑賞與交流，促進原住民各族群之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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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習之教材範本。 

八、促進團隊族人建立演出製作、排練、字幕製作、歌詞劇本製作等專業能力。 

 

肆、活動辦法：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花蓮縣政府、花蓮縣文化局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花仙子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三、贊助單位：法國巴黎銀行、財團法人逢源教育基金會 

四、協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五、承辦單位：花蓮縣中正國小、康樂國小、崇德國小 

              社團法人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六、計畫主持：洪 蘭 教授 

中原大學、台北醫學大學、中央大學 講座教授 

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資深研究員 

台大學士，加州大學河濱校區實驗心理學博士，曾在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神經科及耶魯

大學哈斯金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在聖地牙哥沙克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並在加州大學

擔任研究教授。 1992年返台，先後在中正大學、陽明大學任教，並為中央大學認知神



經科學研究所創所所長。現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中原大學、台北

醫學大學講座教授。  

曾獲頒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翻譯類金籤獎、2005年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特別貢獻獎、

2011年遠見雜誌華人領袖終身成就獎、2018年中華民國資訊學會李國鼎會士獎及國際

心理科學學會會士(Fellow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七、參加對象：台東縣與花蓮縣偏遠山區、海濱等部落中小學師生    

 

八、時間地點： 

    台東場-12/16(五)台東縣文化中心演藝廳 

花蓮場-12/30(五)花蓮縣文化中心演藝廳、原住民文化會館 

 

九、活動網址： 

    http://www.tecofound.org.tw/science/science2022.pdf 

     

十、報名辦法 

 (一) 2022藝術賞析花蓮場 

    http://www.tecofound.org.tw/web/activities_60.php 

1.由主辦單位決定錄取名單，全天參加的學校優先錄取 

場別 活動項目 內 容 演出/主講 時 間 對象/人數 

台東場 

12/16 

驚 嘆 樂 舞

賞析 

原住民傳統樂舞- 

阿美族 

布農族 

排灣族 

魯凱族 

卑南族 

如下表列 
19:00-21:30 

(演藝廳) 

1200 名 

社區民眾、族人 

花蓮場 

12/30 表 演 藝 術

賞析 

(瞿德淵主持) 

鼓陣-鳳邑埤塘 宜昌鼓陣 

08:50-12:10 

(演藝廳) 

795 位 

偏鄉師生 

京劇美猴王賞析 國光劇團 

鼓陣大破連環 宜昌鼓陣 

經典踢踏舞 舞工廠 

建 築 藝 術

賞析 

上帝的建築師 

-高第的建築 
林柏儀老師 

13:30-16:30 

(原住民文化館) 

518 位 

偏鄉師生 

驚 嘆 樂 舞

賞析 

原住民傳統樂舞- 

阿美族 

太魯閣族 

布農族 

排灣族 

如下表列 
19:00-21:30 

(演藝廳) 

795 位 

社區民眾、族人 

http://www.tecofound.org.tw/science/science2022.pdf
http://www.tecofound.org.tw/web/activities_60.php


2.公益演出，免費參加(經費由指導單位及主協辦單位支持)。 

3.參加對象： 

  (1)偏遠山區或海濱等偏鄉學校師生優先錄取。 

  (2)中年級以上學童，國中生亦可；特殊需求敬請來電洽詢。 

4.交通提供： 

  (1)「偏遠地區學校」師生的遊覽車費由主辦單位籌措。 

  (2)不滿35人的學校必須與附近或是順路的學校併車。 

  (3)本次演出由花蓮縣原民處提供族人免費接駁服務, 20人以上需要遊覽車接駁者 

     可洽基金會, 或是在索票系統上註明發車時間、上車地點、搭乘人數 、聯絡 

     人姓名/電話, 以利處理遊覽車租用作業。。 

  (4)需要更多遊覽車的學校，請來電討論與確認實際需求。 

  (5)遊覽車費的收據開立方式由本基金會審核報名資料之後提供給各校。 

  (6)表演學校道具以簡單為原則(故不補助道具車費用) 

5.午餐：敬請參加學校自理(驚嘆號表演的師生午餐與晚餐由基金會提供)   

6.報到通知另於十一月中旬寄達指定信箱 

(二) 2022驚嘆樂舞花蓮場 

    https://www.surveycake.com/s/Lr6v8 

(三) 2022驚嘆樂舞台東場 

    https://www.surveycake.com/s/OxBrG 

 

   

 

 

 

 

 

 

 

 

 

 

 

 

 

 

https://www.surveycake.com/s/Lr6v8
https://www.surveycake.com/s/OxBrG


十一、賞析內容與時間地點安排： 

  驚嘆樂舞台東場 演出時間程序表 

時間 演出節目 演出團體 

19:00-19:05 驚嘆樂舞簡介 基金會 

19:05-20:00 

年聚‧情圍 VASA-賓茂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紋手之愛 介達排灣魯凱傳統歌舞團 

跟著 hudas 學唱歌 霧鹿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歌耀 torik‧都歷頌 都歷部落傳統歌謠傳唱隊 

20:00-20:15 中場休息 

20:15-21:30 

Buklavu tu huzas(布谷拉夫之聲) 武陵 Buklavu 兒童合唱團 

′Etolan 的傳唱世界 長濱長鼓原舞+豐田豐舞原韻 

牽情‧kacedas 東排灣青年歌謠隊 

升火‧聲活 卡大地布 lralrak 樂舞團 

謝幕-古老聚會歌謠 全體 

  

驚嘆樂舞花蓮場 演出時間程序表 

時間 演出節目 演出團體 

19:00-19:05 驚嘆樂舞簡介 基金會 

19:05-20:09 

Sika Bari 祈風 水源國小太魯閣族舞蹈隊 

遠古微風‧頌讚布農 古風布農古謠團隊 

迴盪山林的歌聲 景美太魯閣樂舞團隊 

飛樂竹林 
松浦國小阿美族傳統歌謠舞蹈

隊 

謠享 Supaw 草埔青年會&草埔國小 

20:09-20:24 中場休息 

20:24-21:30 

Paketed! (阿美族滿自然部落訓誡儀

式)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瑪大藝

術恆舞集 

禮冠傳承 光榮村部落（七腳川後裔） 

循祖先之腳步，牽起祖靈之手

Kitingen ko kamay ato naripa'an  no to'as. 
阿美族港口部落古謠傳唱團隊 

謝幕-雙牽手團結舞 全體 

  

 

 



   藝術賞析-花蓮場時間程序表 

 內容 

時間 
課程主題 主持/演講/演出 地  點 

08：30-08：55 報    到 基金會 

演藝廳 

08：55-09：00 序幕-鳳邑埤塘 宜昌國小擊鼓樂團 

09：00-09：10 開  幕  式 
花蓮縣政府 

花仙子教育基金會 

09：10-10：10 踢踏舞賞析-踢踏爵士饗宴 舞工廠 

10：10-10：30 中場休息 

10：30-10：42 大破連環 宜昌國小擊鼓樂團 演藝廳外 

10：50-11：10 京劇導聆 國光劇團陳麗妍老師 
演藝廳 

11：10-12：10 京劇賞析-美猴王 國光劇團 

12：10-13：00 午餐 

13：30-16：30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驚嘆樂舞彩排觀摩 
花蓮驚嘆號團隊 演藝廳 

上帝的建築師—高第 林柏儀老師 原民文化館 

17：30-19：00 晚餐+演出準備時間 花蓮驚嘆號團隊 演藝廳 

19：00-21：30 驚嘆樂舞花蓮場觀賞 花蓮驚嘆號團隊 演藝廳 

21：30 賦歸  演藝廳 

十三、演出人數 驚嘆樂舞-台東場 

 

 

 

 

 

 

 

 

 

 

 

 

 

 

 

 

序 節目名稱 表演團隊 
人數 

時間 
出席 演出 

1 驚嘆樂舞簡介 基金會   5 

2 年聚‧情圍 VASA-賓茂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40 36 12 

3 紋手之愛 介達排灣魯凱傳統歌舞團 51 40 11 

4 跟著 hudas 學唱歌 霧鹿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34 32 11 

5 歌耀 torik‧都歷頌 都歷部落傳統歌謠傳唱隊 47 44 16 

中場休息 15 

6 
Buklavu tu huzas 

 (布谷拉夫之聲) 
武陵 Buklavu 兒童合唱團 46 40 12 

7 ′Etolan 的傳唱世界 長濱長鼓原舞+豐田豐舞原韻 62 51 12 

8 牽情‧kacedas 東排灣青年歌謠隊 36 35 19 

9 升火‧聲活 卡大地布 lralrak 樂舞團 68 68 20 

10 謝幕-古老聚會歌謠 全體 384 346 5 

合計 384 346 138 分鐘 



 驚嘆樂舞-花蓮場演出人數 

 

  

序 節目名稱 表演團隊 
人數 

時間 
出席 演出 

1 驚嘆樂舞簡介 基金會   5 

2 Sika Bari 祈風 水源國小太魯閣族舞蹈隊 47 42 9 

3 遠古微風‧頌讚布農 古風布農古謠團隊 39 25 10 

4 迴盪山林的歌聲 景美太魯閣樂舞團隊 33 27 11 

5 飛樂竹林 
松浦國小阿美族傳統歌謠

舞蹈隊 
44 15 9 

6 謠享 Supaw 草埔青年會&草埔國小 21 21 18 

中場休息 

7 
Paketed! (阿美族滿自然部

落訓誡儀式)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

瑪大藝術恆舞集 
22 22 9 

8 禮冠傳承 光榮村部落（七腳川後裔） 45 30 15 

9 

循祖先之腳步，牽起祖靈之

手 Kitingen ko kamay ato naripa'an  

no to'as. 

阿美族港口部落古謠傳唱

團隊 
39 39 20 

10 謝幕-雙牽手團結舞 全體 209 221 5 

合計 290 221 132 分鐘 



伍、製作團隊介紹： 

台東場 

●製作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藝術總監｜ 

朱仁義 Cudjuy．Patalaq  南排灣  

屏東草埔排灣族人，現為 Supaw(草埔)青年會創會理事長兼樂舞團藝術總監，同時也是

各大專院校排灣樂舞講師及草埔、丹路國小傳統樂舞指導老師。 

朱仁義所指導的 Supaw 青年會排灣樂舞團，已連續 3 年獲邀參與驚嘆樂舞國父紀念館場

演出，也於 2020 年元旦代表台灣原住民在「灣聲樂團 2020 台灣的聲音-新年音樂會」

中演出，並在今年 2 月屏東草埔部落辦理的「驚嘆樂舞-南排灣樂舞饗宴」，擔任策展人

兼藝術總監，完成將高水準原住民藝術展演活動搬進部落的創舉。同年 3 月首次帶領

Supaw 青年會排灣樂舞團，參與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的傳統樂舞競賽，榮獲特優成績，不

僅在傳統樂舞教學及演出實務上經驗豐富，更培育學生在文化內涵及傳習原住民傳統樂

舞上有精湛表現。 

田姈琋 阿美族 

瑪大藝術恆舞集-創團團長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藝術總監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民俗舞類最佳編舞獎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民俗舞類獲特優十二次團隊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指導老師 

范文凱 東排灣  

2013-2022 年 臺東縣立賓茂國民中學 VASA 樂舞團指導 

2017 帶領賓茂國中 VASA 樂舞團錄製「日出東聲」專輯(入圍第二十九屆傳藝金曲獎) 

2018-2022 年臺東縣立賓茂國民小學排灣樂舞團指導  

2020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排練指導(獲頒第三十二屆傳藝金曲獎) 

2021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排練指導(入圍第三十三屆傳藝金曲獎) 

2022 創立 「VASA 東排灣青年歌謠隊團隊」，兼創團團長 

2022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總排練指導 

●燈光設計｜王墉 

2020 《新人新視野》燈光技術統籌 

2020 空總當代文化實驗場-《玩聚場夏日藝術節》主舞台燈光編程 

2021《新人新視野》燈光技術統籌 

2021 舞鈴劇場-《阿米巴》台南場 燈光技術指導 

2021 臺北海鷗劇場《海鷗之女演員深情對決》燈光技術指導 



2021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屏東場) 

2022 極至體能舞蹈團《老化二劇》燈光設計 

2022 極至體能舞蹈團《空間記憶》燈光設計 

2022 新古典舞團《布蘭詩歌》燈光技術指導 

2022《拾音‧時音》音樂會燈光設計 

●舞台監督｜方淥芸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台北藝術大學)第八屆畢業，主修燈光設計。 

1996 年 7 月到 2007 年 3 月專任表演工作坊燈光技術指導或燈光設計。 

2003 年 8 月到 2014 年 7 月任職於新舞臺擔任舞台監督。 

2014 年 8 月後任職於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擔任劇場管理工作。舞台監督作品： 

台北歌劇劇場【鄭莊公涉泉會母】 

台北歌劇合唱團貝里尼歌劇【夢遊女】【可愛的牧羊女】 

台北市交歌劇【蝴蝶夫人】【阿伊達在台北】【狄托王的仁慈】【費黛里奧】【聰明的女人】

【月亮】 

台北市立國樂團【李天祿的四個女人】  臺灣國樂團【越嶺】 

2016-2018、2020-2022 東元【驚嘆樂舞-原住民樂舞饗宴】 

     ●錄影工程｜藝聖音樂工程 

2003 年在台中市成立，致力於音樂製作技術領域、影音錄 製工程、演出硬體技術等相

關領域；專業錄音工程 / HD 錄影工程 /舞台燈光音響/活動企劃執行 是為目前藝聖營

運的四大主力業務項目。 

藝聖創立之時即擁有商業音樂錄音室/混音後製室等專業工作環境，其後更 設立專為古

典錄音設計聲學條件之錄音空間(備有 5 號平台鋼琴)；為台灣少數致力 錄製古典音樂暨

藝文性器樂演奏之錄音室。藝聖為國內外諸多演藝團體長期合作的好夥伴，亦活躍地作為

近年來台灣藝文 演出影音技術領域之技術提供支援團隊為追求更理想的現場演出音響

工程成果 ，於 2014 年斥資增購 L.acoustics 陣列式喇叭與 Digico 數位混音系統。 

●技術指導｜林坤賢 

執行作品薪傳歌仔戲劇團／《王魁負桂英》入圍第 28 屆最佳團體年度演出獎；薪傳歌仔

戲劇團／《俠女英雄傳》入圍第 29 屆最佳團體年度演出獎；許亞芬歌子戲劇坊《蘇東坡

之飛鴻踏雪泥》入圍第 31 屆最佳傳統表演藝術影音出版獎。 

 

●排練指導｜范文凱、戴曉晴、林志祥、王明智、高雅玟、楊維洋、温巧盈、陳叁祥 

            林婉婷、林照明、鄂惠馨、田淑慧、林梅玲、邱榮義、黃證穎 

●執行製作｜黃怡雯、羅雅玲 

●文宣美編｜張兆銓、陳冠宇 

●行政團隊｜傅其文、林佳儀、唐珮瑜 



花蓮場 

●製作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藝術總監｜ 

田姈琋 阿美族 

瑪大藝術恆舞集-創團團長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藝術總監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民俗舞類最佳編舞獎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民俗舞類獲特優十二次團隊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指導老師 

花蓮四維高中原住民舞蹈隊-指導老師 

花蓮水源國小舞蹈隊-指導老師 

范文凱 東排灣  

2013-2022 年 臺東縣立賓茂國民中學 VASA 樂舞團指導 

2017 帶領賓茂國中 VASA 樂舞團錄製「日出東聲」專輯(入圍第二十九屆傳藝金曲獎) 

2018-2022 年臺東縣立賓茂國民小學排灣樂舞團指導  

2020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排練指導(獲頒第三十二屆傳藝金曲獎) 

2021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排練指導(入圍第三十三屆傳藝金曲獎) 

2022 創立 「VASA 東排灣青年歌謠隊團隊」，兼創團團長 

2022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總排練指導 

朱仁義 Cudjuy．Patalaq  南排灣  

屏東草埔排灣族人，現為 Supaw(草埔)青年會創會理事長兼樂舞團藝術總監，同時也是各

大專院校排灣樂舞講師及草埔、丹路國小傳統樂舞指導老師。 

朱仁義所指導的 Supaw 青年會排灣樂舞團，已連續 3 年獲邀參與驚嘆樂舞國父紀念館場

演出，也於 2020 年元旦代表台灣原住民在「灣聲樂團 2020 台灣的聲音-新年音樂會」中

演出，並在今年 2 月屏東草埔部落辦理的「驚嘆樂舞-南排灣樂舞饗宴」，擔任策展人兼藝

術總監，完成將高水準原住民藝術展演活動搬進部落的創舉。同年 3 月首次帶領 Supaw

青年會排灣樂舞團，參與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的傳統樂舞競賽，榮獲特優成績，不僅在傳統

樂舞教學及演出實務上經驗豐富，更培育學生在文化內涵及傳習原住民傳統樂舞上有精湛

表現。 

●燈光設計｜王墉 

2020 《新人新視野》燈光技術統籌 

2020 空總當代文化實驗場-《玩聚場夏日藝術節》主舞台燈光編程 

2021《新人新視野》燈光技術統籌 

2021 舞鈴劇場-《阿米巴》台南場 燈光技術指導 



2021 臺北海鷗劇場《海鷗之女演員深情對決》燈光技術指導 

2022 極至體能舞蹈團《老化二劇》燈光設計 

2022 極至體能舞蹈團《空間記憶》燈光設計 

2022 新古典舞團《布蘭詩歌》燈光技術指導 

2022《拾音‧時音》音樂會燈光設計 

●音響設計｜蘭陵創意工作室 

成立於民國 102 年，受吳靜吉博士開導與啟發，秉持著創意與創新的服務精神，致力於

台灣表演藝術專業劇場技術、舞台設計、燈光設計、活動統籌及跨領域型幕後技術研發，

亦致力培育各項專業技術人才，積極參與跨國表演藝術技術服務，開拓專業技術劇場不同

的視野，提升台灣表演藝術產業軟硬體技術實力。 

●舞台監督/技術指導｜林坤賢 

執行作品薪傳歌仔戲劇團／《王魁負桂英》入圍第 28 屆最佳團體年度演出獎；薪傳歌仔

戲劇團／《俠女英雄傳》入圍第 29 屆最佳團體年度演出獎；許亞芬歌子戲劇坊《蘇東坡

之飛鴻踏雪泥》入圍第 31 屆最佳傳統表演藝術影音出版獎。 

●錄影工程｜藝聖音樂工程 

2003 年在台中市成立，致力於音樂製作技術領域、影音錄 製工程、演出硬體技術等相

關領域；專業錄音工程 / HD 錄影工程 /舞台燈光音響/活動企劃執行 是為目前藝聖營

運的四大主力業務項目。 

藝聖創立之時即擁有商業音樂錄音室/混音後製室等專業工作環境，其後更 設立專為古

典錄音設計聲學條件之錄音空間(備有 5 號平台鋼琴)；為台灣少數致力 錄製古典音樂暨

藝文性器樂演奏之錄音室。藝聖為國內外諸多演藝團體長期合作的好夥伴，亦活躍地作為

近年來台灣藝文 演出影音技術領域之技術提供支援團隊為追求更理想的現場演出音響

工程成果 ，於 2014 年斥資增購 L.acoustics 陣列式喇叭與 Digico 數位混音系統。 

 

●排練指導｜田姈琋、陳淑珍、許傳方、林翠蘭、余展輝、汪亮志、林春蘭、風 曦 

            朱仁義、陳頌潔 

●執行製作｜羅雅玲、黃怡雯 

●文宣美編｜張兆銓、陳冠宇 

●行政團隊｜傅其文、林佳儀、唐珮瑜 

 

台東場 

    一、年聚．情圍【VASA-賓茂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一、年聚．情圍【VASA-賓茂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一年一度的小米收穫祭即將開始，族人們一同歡慶今年的豐收，我們祈求祖靈眷顧



一切順利，在這新的一年希望我們都能健康、工作都能蒸蒸日上，我們感恩長輩的

辛勞，我們感謝父母的教導及照顧，更感念祖先的庇佑讓族人們相聚在一起，我們

一起開心的唱歌跳舞，唱出對同儕、親人、族人及長輩們滿滿的祝福及思念，旋律

圍繞著彼此、律動緊繫著族人間的情感，因為有你，讓我們的聚會變得更加的精彩

且美好。 

 

elja 祈求歌-calavi（多良部落） 

在小米收穫節開始前所唱的歌謠，祝福活動順利，也歡迎回來參與的族人，並感謝祖靈對

部落的眷顧。  

1. elja masuvaqu itjen ’asawni ulja nabulaybulayan sa qadaw  

今天是我們的小米收穫祭，希望活動都很順利。  

2. elja maleva nakemasisasaw ulja natemalidu a mapuljat  

歡迎從各地方回來的族人，讓今天的聚會開心又快樂。  

     u wa i yu in 聚會歌-djumulj（賓茂部落） 

     感念祖先的庇佑讓族人們相聚在一起。  

     - u wai yu in 

     1. maljimalji ni lemas aya lja sa tje kanatevetevelj a aya u wa iyu’in  

       感謝創造者，讓我們相聚在一起。  

     2. sa tja kinateveteveljan aya lja ulja na temaliduanga lja u wa ’iyu’in  

       我們聚集的時刻，是多麼美好。  

 

 

 

 

 

 

 

 

 

 

           

     



iljapucavilj 新年-djumulj（賓茂部落） 

     期許新的一年健康快樂、工作順利，並感恩長輩的教導。 

     1. ilja ka tarivaki a mapuljat kicevungan tusa cavlj  

       我們要健健康康的迎接新的一年。  

     2. ilja tja kalevaw a cavilj ulja ljevavaw a sengesengn  

       快樂迎接年工作蒸蒸日上。 

     3. ilja tja zengeraw a kina kama ulja macaqu a temulu  

       來稱讚父母親有智慧教導後代。  

 

 

 

 

 

 

 

 

 

 

 

 

 

 

        

     naluwan 歡聚時刻 

     1. naluwan ni naluwan na iya na ya u hai yan, hai ya nasilu wa lumede ya en ni hai    

       yan a nu salu hui yan na i yu in ni yu hai yan  

       虛詞  

     2. senai lja mapuljat a senai lja mapuljat aya ulja tjen a na temalidu ni hai yan na  

       nu salu hui yan na i yu in ni yu hai yan  

       我們大家一起開心的來唱歌，讓我們的聚會更加的精彩。 

     saceqaljan 輩愛- djumulj（賓茂部落） 

     曲意為感恩父母的辛勞。  

     1. saceqaljan ne tja a ya in na ya na i nu seljaselja nga ne lja  

       襯詞  

     2. djavadjavai a zeliyan na yan na i nu a matjaljaljak lja  

       感恩父母的辛勞。 



【VASA-賓茂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支持單位：李志勳/禎祥食品 

「VASA」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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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

來孩子逐漸成長，新血也持續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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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曉晴、林子恆老師先後參與並共

同指導，成功地發展成賓茂國中與鄰近部落的特色。 

取名「VA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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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林志強先生與東 MATA 家屋在傳習教材方面的贊助，補足團隊一直缺乏的服裝配件，也

解決了假日傳習課程及孩子們與學校最擔憂的膳食與交通費用問題。 

 

帶隊團長：王淑冠  徐一成 

指導老師：范文凱  戴曉晴  林子恆 

演出人員： 

    吉他-賴彭文軒 

    國中-吳俞蓉  杜俐盈  羅卉媛  溫紫萱  曾嘉琦  葉豫萱  高 原  謝承羽 

       陳昱偉  李恩羽  簡少衛  博昊恩  吳秉兆  杜昕澔  林宥年  范少祺 

         林浩龍  宋欽兆  陳叡恩  陳以甄  陳郁芳  温凱薇  溫宇妃  江唐宇威 

    國小-陳珈瑜  黃 蓁  杜心柔  杜昕璇  呂博達  博  恩  黃羽薇  潘允杰   

陳  十  陳以威  蔡昀晏  蔡馮彤恩 

 



  二、紋手之愛【介達排灣魯凱傳統歌舞團】 

 紋手之愛這齣舞台劇主要是在宣揚排灣族紋手老人高尚的美德與情操；在排灣族 

 傳統社會中，賢德有才藝的婦女手上才能夠紋上美麗的圖紋，而這些圖紋也都有其 

 深厚的的意涵。劇中的主角-vuvu muakay 就是本部落 sinapayan(正興村)的最 

 後一位紋手耆老，本劇即是根據 vuvu muakay 的故事、串連部落傳統古謠與舞蹈  

 來進行編排，劇中描述 vuvu(祖) Muakay 與 vuvu(孫) Aljeljen 之間的相處、天  

 真的童年時光以及部落純樸的生活，並以祖孫之間的衝突來鋪陳彼此之間深厚的  

 情感。期盼透過劇中的歌謠傳唱，能再次喚醒部落族人對文化傳承的使命感。 

 

  回憶如蜜 ◎aiyanga nia kipaenetjan 

aiyanga milimilingan in vuvu   

aiailja milimilingan 

tivuvu i vuluvulung tjemenutjenun i vacalje  

kaleuina nuvalanga atjetja i nainanan  

caljedjen na piamuru minvalak tjaljupudek 

ai ljanalua na iya nayau 

naluwan do iya nayau 

aiyanasilu wa luwaljenyan 

hoiya iyo hoyan 

haiya na lu wan na iya nayau 

naluwan do iya nayau 

aiyanasilu wa luwaljenyan 

hoiya iyo hoyan hoiya iyo hoyan 

u~ 

mayaenmau matjengtjengzagati ina 

mayaenmau ya~ 

i yo i wuwa wuwa wugaga 

wuwa wuwa wugaga 

wuwa wuwa wugaga 

u~ 

mayaenmau matjengtjengzagati ina 

mayaenmau ya~ 

aljeljeng 

回憶以前和 vuvu 相處的美好日子，辛勞的 vuvu 一邊忙於工作、一邊忙  

於照顧 aljeljeng，在部落的族人及 sikataaljan 

(親屬)都會一起幫忙 vuvu 照顧 aljeljeng。vuvu 非常享受此刻的平靜與幸福，就像 

她手上的刺繡，獨一無二、用一針一線串起與 aljeljeng 之間濃厚且甜蜜的祖孫之  

情。 



vuvu 的紋手◎aiyanga sa nivuvunga i ljengljen a lima 

gelju tivavai~(呼朋引伴) 

urimalapamen tu macizilje  

urimalapamen tu macizilje    

timaurinulapen timaurinulapen  

(lakatsu~lakatsu) 

(tsugali~tsugali) 

heiyo heiyo heiyo 

alimalau maljenljen 

asna hohei 

alimalau maljenljen 

asna hohei 

iyu-iya qu-vu-vu-lja  

iyu-iya qu-vu-vulja 

ma-qu-la-qu-lai  qu-vu-vu-lja  iyu-iya qu-vu-vu-lja 

ma-tu ulji-ma-ma-rau-lja  iyu-iya qu-vu-vu-lja 

漸漸長大的 aljeljeng 和童年玩伴一起在部落玩得非常開心。 

玩樂中，無意間發現了 vuvu 手上的漂亮紋手，大家都非常好奇，於是 vuvu 跟大家說明  

了她手上的圖紋故事，大家聽了也想將來跟 vuvu 一樣，在手上畫上漂亮的圖紋。 

  我是誰 ? tima en 

dingbuku dinbuku dingran rang rang 

  tulimatuti hikitisu vaiku sau 

  hikitisu vaiku sau 

  dingbuku dinbuku dingran rang rang 

  tulimatuti hikitisu vaiku sau 

  hikitisu vaiku sau 

  長大的 aljeljeng 接觸到了更多新奇的事物，她非常著迷，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感   

  也漸行漸遠，vuvu 也深知畢竟時代不同了，孩子們有自己的想法。 

  紋手之愛◎kiljivakan na matjaljaljak 

  1.sinace a ljanetja ya ine sainu 

  cenacena a iyainuwa 

  milimilingan ni vuvu tasicuayan  

  kemasicuay kacalisiyan  

  nasamamilig namauliyan  

  iyu iyu i iyu iyu i 



  masamasalu masatuwatuluwa 

  kewatituwa kacalisiyan 

  nasamamiling namauliyang 

  2.ga~~~lavai 

  dusa yamenmen cevucelijen 

  hoyan iyo i~~~iljia lalevai 

  ali cemecemeli dusa a vau 

  tjmen cevu cevucelijen 

  hoyan iyo i~~~ 

  aljeljeng 

 羨慕外界的生活，對她來說充滿了吸引力，在一次的機會下參加了一個歌唱比賽。 

 aljeljeng 果然唱得非常好聽。沒想到，卻發生一件令全體族人哀傷的事情…vuvu 

 回到祖靈的懷抱了。 

     全體族人都感到非常地難過與遺憾，無盡的哀傷化成一條長長的淚河，流向天際。 

 lja-tjaruljivak ti sa-ljeljeng ki tarev ta kivalivaliyan  

 pa qaljaqalja in nua kivakivaga wulivain nayana wu 

 kivatuwulja a inuwai tulivasi sulima kakeyanu sinava vayanka 

 palinnga pupapuwatualja a tunawa nulivaiyanawa 

 kivatumalja a inuwai 

 「我親愛的族人啊! 雖然我離開你們了，但千萬不要忘了自己是誰? 

 來自哪裡?要好好地珍惜祖靈留給我們的文化啊!  

 因為文化是根、是我們的靈魂哪。 

 族人們以紋手來深深感念 vuvu 一生對文化的呵護。」 

 『這是紋手、我的族印、這就是愛。』  



                 

  【介達排灣魯凱傳統歌舞團】                   支持單位：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介達國小學區仍保有相當傳統的原住民族文化氛圍，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及富饒的排灣

族與魯凱族部落特色，學校因此成為扮演魯凱及排灣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推手。為了提振孩子

們在學習上的自信，進而提升學習風氣

及成就，成立了「介達排灣魯凱傳統歌

舞團」，目前由林鴻祥校長、陳叁祥老

師、帶領全校老師及部落耆老、家長們

共同攜手持續傳習。期盼在豐富多元的

學習環境中，開拓孩子們更寬廣的學習

視野。 

 

帶隊團長：林鴻祥 

指導老師：陳叁祥  温巧盈  楊維洋 

表演人員：羅  信  楊邵晴  曾楚媛  石宥妡  林硯箴  鄭  曈  蘇  玄  楊子毅  楊佳穎   

         陳柔榛  鄭  婰  曾  勛  孫三豐  利升凱  李恩惠  羅  望  黃于安  林家諒   

          陳鶄如  林家樂  李元浩  孫奧林  楊子敬  潘羽柔  曾苡弦  曾  馬  許恩頌    

林桂禾  孫佑丞  姜承德  曾苡妃  羅恩妍  李皓恩  孫柏琳   

舒路祖古‧巴滋格樂  羅愛、廖彥勛 

     

 



   三、跟著 hudas 學唱歌 【霧鹿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布農族於傳統社會中以狩獵及耕農為主，打獵不僅是獲取食物的一種方式，更是確

立生命意義、價值及維繫著氏族社會的穩定與傳承，團結與和諧的力量。在傳統的

布農社會裡，只有男女老幼之分，沒有階級的分別，人人生而平等，大家生活在一

起，工作在一起，過著民主式的社會生活。布農人的生命歷程，可以說是一部實踐

儀式過程的記錄，無論日常生活行事，生命中的關口，以及年中的各項活動，均以

「儀式」串聯而成，如此嚴謹有序的歲時祭儀及生命禮俗的生活，其所代表的意義，

是要布農人依賴生命中的節奏生活，樂天知命，活在生命的節拍中。 

「macilumah」獵人以呼喚一聲聲呼喚家人們已捕獲獵物，即將回到部落了！以

狩獵維生的布農族常在深山狩獵，獵人們在山上都要待好幾天，狩獵回程中，獵人

會揹著幾十公斤的獵物一路哼唱這首歌，愉快的回家。 

「pislai」此為祭祀者在狩獵出發前所做的祈禱，祈求呼喚我所要獵的動物都朝槍

的方向來，亦能百發百中，滿載而歸。祈禱詞：我們聚集在這裡，希望用能萬能的

手，來為獵前祭拜狩獵槍具，為這些使用者之獵人，祈求，所有的野生動物，都朝

著槍口而來所有的動物都來到我的槍口，讓獵人們都百發百中。 

「pisdidaz」為布農族人以 dihanin 為重要信仰觀念，指天和其各種力量。於日常

生活中並不明顯，但在災難（包含了自然天災和疾病、戰爭等人為災難）時尤為重

要。人們會舉行儀式表達對天的感激以解除災難。透過感謝天地及祖靈使一切都有

祂的庇佑並在環境艱鉅的情況下，保佑孩子生命如青芋般鬱郁蒼蒼、軀幹如松木般

堅毅挺拔、孩子性格如葛藤般堅韌不屈，祈求天地及祖靈保佑孩子平安、健康的生

長。 

「pisuslin」原先這首飲酒歌並不是平時所演唱的歌曲，而是出草的獵人，在出草

回社，獵首隊的隊長為這些驍勇善戰的勇士們，所舉行的慶功宴之後，利用這個儀

式來告慰已被砍頭的敵人首級所唱的「祭敵首之歌」。本世紀初以來，族人已揚棄

了出草的舊習，但這首歌就如此傳唱下來，特別是在歡聚、喜宴、小酌之後，

kahuzasbunun 就變成了布農族人之間最好的溝通媒介。 

「malastapang」可見於布農族的射耳祭或其他宴會、儀式場合，是布農族即興創

作的一種音樂形式，會由布農族男性在親族面前大聲呼喊著自己的英勇事蹟，以代

表自我介紹，讓彼此互相認識。進行 malastapang 時，非常忌諱誇大內容，務必

得誠實報告。  

 

macilumah 呼喊 (霧鹿部落曲調) 

領唱：邱榮義  邱凱傑  古青岳 

呼喚，一聲聲呼喚是獵人告訴家人們：我們捕獲獵物回來了。 

以狩獵維生的布農族常在深山狩獵，獵人們在山上都要待好幾天， 



狩獵回程中，獵人會揹著幾十公斤的獵物一路哼唱這首歌，愉快的回家。 

這首歌是通知部落的族人們：他們即將返回到部落了！ 

pisdidaz 垂憐曲 (霧鹿部落曲調) 

齊唱 

sasbinaz  dihanin aitukailakinavang 

Iiesu kilistu aitukailakinavang 

感謝天地 感謝祖靈 

感謝我們的一切都有祂的庇佑 

祈求天地 祈求祖靈 

保佑孩子生命如青芋般鬱郁蒼蒼 

保佑孩子軀幹如松木般堅毅挺拔 

保佑孩子性格如葛藤般堅韌不屈 

祈求天地 祈求祖靈  

保佑孩子平安 健康 生長 

pislai 祭槍歌 (霧鹿部落曲調) 

領唱：邱榮義 

這是祭祀者在狩獵出發前所做的祈禱， 

祈求呼喚我所要獵的動物都朝槍的方向

來，亦能百發百中，滿載而歸。 

 

 

 

 

 

 

祈禱詞： 

我們聚集在這裡，希望用能萬能的手，來為獵前祭拜狩獵槍具，為這些使用者之獵人， 

祈求，所有的野生動物，都朝著槍口而來， 

祈求，所有的動物都來到我的槍口，讓獵人們都百發百中。 

pisuslin 飲酒歌 (霧鹿部落曲調) 

齊唱 

本歌為虛詞，雖無意義，但歌聲中隱含著深厚情感的交集於活動之尾聲，凝聚部落之情感。 

每當祭儀活動結束時， 

每個人都已有醉意時，所哼出來的歌，布農族稱之為 kahuzasbunun， 

因為時常在活動結束後大家聚集在一起所唱的歌，所以才稱之為 pisuslin (飲酒歌)。 



mapulaung 報戰功 (霧鹿部落曲調) 

執壺倒酒：邱凱傑 

報戰功：邱凱晨、古青岳、邱苡翔、邱榮義 

這是布農族人公開在眾人面前展現自己功績最好的時機， 

道出自己在戰場或獵場上神勇的表現，對從未上戰場的男孩來說，也是個很好的學習機

會。 

當勇士在報自己豐功偉業時，因家族中的男人兒子的英勇表現， 

妻子及母親等會從後面跳出來，一起享受自己的男人或孩子受讚誦的榮耀，並感到驕傲。 

 

臺東縣霧鹿國小【霧鹿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支持人：洪 蘭 女士

霧鹿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文化推手邱榮義主任，自於霧鹿國小服務起，以田調、採集、教

學、交流與展演等各種實際行動，積極提倡文化復振與傳承發揚的重要性。其秉持著保留

歌謠地方特性的精神，親自向耆老族人們請教在地性傳統之歌謠，並持續凝聚族人傳唱，

且透過學校為文化發源地，進而成立「霧鹿布農祭儀團隊」，以採集、教唱、場域練習及培

育傳習人才等方式，帶動文化活動參與、厚植文化傳承力量及傳統文化藝術傳播能量！ 

本次活動盼望透過這次霧鹿部落曲調歌謠分享，激起我們每個部落唱自己的歌的風氣，讓各

個部落不再只是翻唱別人的歌，而是真正唱出代表自己部落的歌！ 

更讓老人家的聲音及唱腔回到自己的地方，讓布農族的孩子們謹記來自哪裡！ 

帶隊老師：郭惠珍校長  邱榮義主任 余文君主任 

排練老師：邱惠美老師  吳蒙潔老師  陳慧娟老師 

演出人員：邱榮義  邱惠美  余文君  林哲儀  馬秀君  吳蒙潔  邱凱樂  余瑞銘  

          胡人驊  王牧尊  邱恩宇  余天芯  余添騰  邱凱傑  王恩星  余天心   

          邱芷萱  余雲順  古雅妮  古青岳  古允亮  邱苡程  邱凱晨  邱少綺   

          古甄妮  邱語彤  邱苡翔  古布妮  古汶妃  邱玗恩  邱祖寧  林宇俊 

   



四、歌耀 Torik ‧ 都歷頌 【都歷部落傳統歌謠傳唱隊】 

都歷部落阿美族的傳統，凡祭典、喜慶、工作、休閒都是以樂舞為中心, 將所有的

心情以歌舞來表達。 由部落耆老領唱百年傳統歌謠，族人則用雙手牽成圓圈象徵部

落圓融，用充滿生命力的歌舞作為與神靈溝通的禱詞，虔心謝天謝地謝祖靈，向祖

先神靈表示感謝，讚頌祖靈『歌耀 Torik』。 

【palimo’ot-勉勵】 

部落長輩訓勉青年，要對祖先有尊敬與感恩之心，要守護自己的部落，要做下一

代的好典範。 

【Midotocay-傳承】 

阿美族的祖先用歌與大地對話以舞彼此取悅，這種生活模式建立了與大自然相互

依存親蜜、彼此尊重的關係。因此，阿美族承受大地的滋養，吟詠不盡山海之

歌、舞不止大地之樂。 

【Mirikec-團結】 

回到文化最純粹的感動，喚醒族人不要放棄與忘記自己的「名字」。也期許部落青

年在努力尋「根」的同時，莫忘初心，堅定地扛起文化傳承之使命。 

 

伐樹歌／工作歌謠(都歷部落曲調) 

領唱：黃證穎  複音：林鳳亭、林詩函、陳培均、施艷芳 

工作之餘所演唱之歌曲，再辛勞也不要忘記歌唱，有唱歌才會有氣息。 

hay ya o wan ho way i ya o  

hey ya hay yo o wan hey ya hay yo wan hay i yo hay yan  

he ya o hay yo yan ho way i ya o  

hey yan hay yo o wan hey yan hay yo hay i yo hay yan 

獵人笛演奏（都歷生活歌謠） 

吹奏：黃證穎 

聽，學會唱說的開始。我們呼吸，為要歌唱頌讚。 

我們要跟先人一樣，努力傳唱自己生命的歌。 

勉勵族人歌謠(都歷部落曲調) 

領唱：林學明、黃證穎 

Ho hay yan  

o mitongoday kami o radiw no matoasay saka cawkalasawad kini 



我們要跟先人一樣 努力傳唱自己生命的歌 

Ho hay yan 

o kapah ato kaing tongoden ko radiw o matoasay saka cawkalasawad kini 

部落青年們 我們阿美族的歷史是用吟唱代代傳下來的 在歌謠裡有我們族群的生命。 

複音： 

ho o ho ho I ye yan ho wa I ye I ya hay ya o ho way hay  

Ho I ya an ho I yan I ya an ho I ya hay ya o ho way hay  

Ho wa I ya o ho yan ho I ye yan ho wa I ye i ya hay ya o ho way hay  

Ho I ya na I ya an ho wa I ya an ho I ye I ya hoy hay 

 

Ho wa I yen ho wa i yen ha o wa hay yan 

Ho wa I yen ho wa I ye ha o wa hay ya na I ya o wan ho I ya ho hay I yo hay yan 

Hay ya o hoy yan 

I ye yan hay yan I ye yan ho I ya ho hay yo ho hay yan 

歡樂舞曲 (都歷部落曲調) 

此時此刻，我們全心投入在這歡樂的氣氛中，大聲的歡唱，傳唱部落傳統歌謠，一起感謝

上蒼。 

領唱：林學明、曾建華、黃證穎 

 

歡聚歌(ㄧ) 

領唱：黃證穎 

Hay yo yan ha o way yan  

Hay yo yan ha o way yan  

Han n ai lo wan to in hoy ye o yan ho in hoy yan  

Hay yo yan ha o way yan  

Hay yo yan ha o way yan  

Han na i lo wan to in hoy ye yo yan ho in hoy yan  

歡聚歌(二) 

領唱：曾建華 

Ho hay yan na i ya hay yo yan  

ho i ya an i yo i yen ho i ya o i yen ho way yan  

Ho hay yan na i ya hay yo yan  

ho i ya an i yo i yen ho i ya o i yen ho way yan  



 

歡聚歌(三) 

領唱：黃證穎 

Ho ay na a lo wan hay yo yan  

Ho ay na lo hay yan ho wa hay yan ni hay yo i yen hoy yan  

Ho a i yo in i yo in ni hay yo yan 

ho ay na lo hay yan ho wa hay yan ni hay yo i yen hoy yan 

hay i ye yan -聚會歌(都歷部落曲調) 

親愛的朋友，開心能夠和你相聚，這次的相聚，希望今日我們的心中充滿喜悅，期待下回

我們依舊能歡聚。 

hay I ye yan I yan ha o way yan   

hay i ye yan i yan ha o way yan   

Ho I yo in I ya o ho hay yan ho I yen ha o way yan ho I ye yan 

Ho I ye yan ho I ye yan ho I yen ha o way yan 

Ha hem hem I yan ha ham ham I ye yan I ye yan 

Ho I yen ha o way yan 

in na lu wan-歡聚歌 (都歷部落曲調) 

唱，古老聚會歌與祖先一同歡慶，在這難得的時刻，我們用美妙的歌聲，編織出美妙的『都

歷頌』。 

In na lu wa na in ni hay yo in 

In na lu wan hay yo in hay yan na I yo in ho i ye yan 

Hay yo in I ya o hay yan 

In ni hay yo in in na lu wan hay yo in  

hay yan na I yo in hoi ye yan hay yo in I ya o ho hay yan 

 

  【都歷部落傳統歌謠傳唱隊】                         支持單位：郭美琴  女士 

都歷部落位於台東縣成功鎮，Torik（都歷），在阿美語中意指將物品固定或編織之意，地

理位置倚靠海岸山脈，前眺太平洋，有肥沃的土地、天然的海灣，造就在地族人從事農

耕、漁獵的生活情境，初來到此地的祖先認為 Torik 是塊有福之地。成立都歷部落傳統古

謠傳唱隊號召部落中老、中、青及兒童不同世代的族人，組成具備傳統歌謠傳承、歌謠文

化挖掘與紀錄的古謠隊。由青年進行古謠採集，以阿美族傳統古調為主，並以都歷部落古

調為首讓歌謠中蘊含的豐富群體歷史記憶與文化，得以持續在部落中世代傳唱。 

 

帶隊團長：黃證穎 



排練老師：黃證穎 

吉他伴奏：賴彭文軒 

演出人員：林學明 陳多田 黃證穎 曾建華 蔡侑廷 林渶濠 古健緯 葉之幸  

     廖浚任 王瑀澤 曾奕翔 劉家佑 張銥緁 林梅香 黃麗花 吳秋妹 

     簡伊仙 林張林 蘇綉金 簡香妹 廖蘭妹 黃夢瑤 吳筱帆 廖素秋 

     葉梅美 潘忠妹 林秀妹 林詩函 林鳳亭 施艷芳 陳培均 林妤柔  

     何姵綺 陳婉琪 張 卉 林 萱 林家樂 王瑀安 邱艾霏 陳沛潔  

     江鈴欣 拉令‧倪優兒 賴彭文軒 

 

 

五、Buklavu tu huzas 布谷拉夫之聲【武陵 Buklavu 兒童合唱團】  

Buklavu 是武陵村的布農族語地名，因地勢平坦且是過去族人重要的獵場之一，

bukzav 意指許多動物內臟之處。武陵國小 Buklavu 兒童合唱團今年特別與武陵

文化團的長者們一同演繹經典的布農族生活歌謠，透過驚嘆號舞台獻給族人，感

謝上蒼的垂愛，也對關注原住民文化與教育的各方人士致上我們誠摯的敬意。 

序幕-杵音 

六位族人在舞台中央敲彈杵音，清脆悅耳的聲音劃破原有的寧靜。 

Kuisa tama Laung?-tama Laung 去哪裡? 

場景：uvavaz(孩子們)與 cina(媽媽們)的對話，以簡單的調性進行吟唱對話。小孩

們從舞台旁邊唱邊走進舞台，開始和媽媽們進行一場可愛的對話。 

Kuisa taman Laung             siza tu tangavaz 

tama Laung 去了哪裡           他去摘採韭菜 

aza sisiza                      hushus tu busul 

為什麼要去摘                   那要用來擦槍 

aza hushushusav               papanah tu sakuz 

為什麼要擦槍                   因為要去獵山羌 

aza papanahan                 hulhul tu cina Puni 

為什麼要獵山羌                 因為要煮成肉粥給 cina Puni 

aza hulhulhulav                cicindun tu ulus 

為什麼要煮粥給 cina Puni 吃     因為她織衣服很辛苦 

aza cicindunav                 papainuk tu uvaz 

 

為什麼要織衣服呢               因為要給孩子們穿啊 

aza papainuka                 sihulcis tu sisi it 



為什麼要穿呢                   因為冬季太冷,小孩都凍得牙齒打顫了 

macilumah-獵人下山回家時吟唱的曲子 

場景：獵人從山上下來(自台下觀眾席走上舞台) 

呼喊…虛詞吟調 

吟唱時還會出現嘆氣的聲音，除了是因為背重物需要吐掉胸中的悶氣，在過去傳說

故事中，有一位婦人，因為原本都會自動下山來成為族人柴火的樹木，不小心撞壞

了婦人的織布器，氣得婦人破口大罵，甚至把這些樹木都趕回去山上，從此山裡的

樹木不再為族人效力，族人需要柴火都要很辛苦地到山上去砍樹，並且要將他們扛

回家中，後來族人在吟唱 macilumah 時，總會用嘆氣的口吻唱出心中的遺憾懊悔。 

pislai-祭槍歌 

場景：男性圍圈或蹲或坐，領唱者吟唱一句，眾人唱和。 

ma lai ian dau              ma ma busul a 

呼喊動物的靈               我們背著槍 

ma pis lai cin               a mi na cici 

我們要祭槍了               全部的獸肉來到這裡 

a mi na hangvang          mu na busula tang 

水鹿來吧!                  全部來到我們的槍下 

a mi na vanis               mu na busula tang 

山豬來吧!                  全部來到我們的槍下 

a mi na sakuz               mu na busula tang 

山羌來吧!                   全部來到我們的槍下 

cislai ian dau                a mi na cici  



當我的槍聲響起              全部的獸肉來到這裡 

simah cisbung bav?-誰在山上放槍? 

場景：女性男性一同唱和這首經典的族語歌謠 

si mah cis bung bav           Ciang han na dau 

誰在山上放槍                 原來是 Ciang 

mah pa na hun                hang vang han na dau 

他打到了什麼                 原來是水鹿 

min ku ku a                   min hang hang 

牠長得怎麼樣了               已經長出角了 

tu pai ia hai sul                ma pa du a ci las 

去告訴 Haisul                 去把小米擣一擣 

na da sun ha nub              ma si kua sa ha nub 

要帶去打獵                    往哪裡打獵 

ma si sau pa lu dun            ma ta pau zu ta ki hang vang 

就往那座山上                  循著水鹿的排遺吧 

bunun huzas-布農古調(飲酒時有人領唱便會引發族人跟著吟唱) 

場景: 族人飲酒後情感豐富，開始吟唱起來，雖然沒有具體的歌詞，卻蘊含滿滿的

情感，族人聞聲便跟著吟唱起來。 

ling kabu-感謝葉藤 

場景：男聲與女聲分部清楚，以女聲為主呈現歌詞，男聲以雄厚的低音烘托女聲悠 

     揚清亮的嗓音。 

ling ka bu maila                ling ka bu maila 



葉藤啊!葉藤                    葉藤啊!葉藤 

an ta lai ka ta ma               a si u nu i ka ci na 

爸爸順著葉藤先爬上去           再把媽媽順著藤接上來 

mi nu hal hal ku vis vis 

因為爬在葉藤上時搖晃得很劇烈 

ta sa tuk ban sa mi nut da 

身邊只剩下一份食物 

a~ hu du~ 

唉呀~ 

 

 

 

 

 

 

【武陵 Buklavu 兒童合唱團】                         支持人：洪 蘭 女士 

武陵國小 Buklavu 兒童合唱團位於台東縣延平鄉武陵村，是個典型的布農族社區。合唱團

成立已逾 20 年，從胡成安校長、古仁發校長、王武榮校長及現任胡琢瑋校長的推展與支持，

歷年來在各方的音樂賽事上表現卓越，也經常受邀擔任重要慶典或晚會的表演嘉賓。部落的

支持也是本團推展歌謠教學最大的力量，包括部落耆老及武陵文化團，常常在部落活動與祭

典中成為團員們學習的標竿。 

長年以來本團受到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扶植，多方募款贊助本校傳習計畫的推展，本校在

布農族歌謠的教學和傳承上受到很大的助益。近年特別感謝基金會的媒合，本校能受到法國

巴黎銀行及洪蘭、洪燕兩位教授的資助。 

本校 Buklavu 兒童合唱團除了學期間每週固定的團練課程之外，還透過本校民族教育課程

加強團員們對文化的認同，讓每一個武陵的小孩不只會唱，也喜歡唱，更能理解每一首歌謠

裡的文化意涵與品格。武陵的小

孩們能演能唱，願透過傳習計畫

不斷地推動，引導這群布農族小

孩 散 發 自 信 ， 成 為 真 正 的 人

~minuni tutuza tu Bunun 

 

帶隊老師：胡琢瑋校長  張筱瑋

主任  胡忠孝老師 

排練老師：田淑慧老師  林梅玲



老師 

演出人員：余新民  黃春香  王金龍  胡淑春  余明正  胡淑嬌  余恩溥  江念珍   

田淑慧  林梅玲  王子儒  王恩典  王辰希  王詣瑄  古恩卉  古宜萱   

余采恩  陳艾琳  邱宇潔  邱博恩  胡晟軍  胡書豪  胡書祐  鄭馨渝  

胡嘉欣  余宛霏  古瑋澤  古夢杰  古恩宥  邱子丞  林明宇  余嘉恩  

邱婧媗  余欣喬  胡祐維  蔡旻傑  陳艾薇  邱海棠  胡苡欣  

達妮芙･伊斯坦大 

 

 

 

 

 

 

 

 

 

 

 

 

六、'Etolan 的傳唱世界【長濱長鼓原舞+豐田豐舞原韻】 

東部海岸流傳著許多關於阿美族的美麗故事，源自於過去沒有文字記載，睿智的祖  

先們便以歌曲的型態，將這些故事吟唱成一首首動人心弦的歌謠，再經歷各個世代 

的族人們傳唱至今。內容記錄著阿美族人的喜、怒、哀、樂，及各種生活、工作、 



休閒、漁獵、歡慶、祭典等，使我們得以知曉祖先們在這片土地生活的蹤跡。 

因著世代改變，現今許多長輩們聽到部落古謠時會憶起以前的生活而感動落淚，語 

言文化、歌謠、舞蹈是一個族群的根，因此古謠背後所蘊含的意義難以言喻，若這 

些沒有被傳承，文化的足跡將面臨消失。我們必須珍視它，且虔敬的去學習傳承， 

讓阿美族古謠在東海岸四處傳唱，讓長輩「聽見」以前的生活，讓子孫唱出古謠， 

體現文化在部落深根的程度。 

活在現代繁忙都市中的我們，是否還記得這些承載著歷史、文化、智慧的古謠呢？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踏進'Etolan 的傳唱世界吧！ 

 

 祈禱 

 講述戰爭時期，青壯年男生被徵召去打仗，族人擔心不知能否平安歸來，只能在家帶  

 著孩子等候，唱著歌思念家人，祈禱在戰場上的男人能平安歸來。 

         領唱：陳姜婷、芙伊蕬．日卡瑪莎崮  keyboard：鄂惠馨 na lu wan  

na lu wan  

na lu wan na  

i ya na ho way yei yo ya on 

hoy na lu wan na  

i ya na ho way yei yo yan  

ha wao wan ho wa i yen hoy yan 

ho wa i yan na lo wan hay yan 

ho i ya hoy yan  

ho i yan hoy yan 

ho o wan hay yo ho hay yan hao wan hay yan 

ho i ya hoy ye i ya on  

ho i ya hoy ye yan i ya on hay yan 

 

 工作休閒曲 

 在家等候的族人們，細心努力維護家農，農忙時期結束後，工作較得空閒，休息時刻  

 聚在一起飲酒歌唱放鬆心情。 

         領唱：江適丞、林聖傑 

 1. 領：o wa yay ha i yan  

kahemekan no mita anini a romi’ad 

romadiw kita to radiw no to’as 

doedoen no mita ko radiw no liteng 

hi yan~ hi yan ho o way ha hay yan 

    合：hi yo hay yo ho o hay yan  

hay yan ho ho wa hay ya oy yay 

hay~~~ 

ho a way ye yan  



ho o hay yan hay yan ho ho wa hay ya oy yay 

hay~~~ 

2. 領：nga’ay ho faki fai salikaka a mapolong 

Mahemek ko faroco’ a masasialaw kita 

Nanay tanektek ko tireng namo 

hi yan~ hi yan ho o way ha hay yan 

合： 

hi yo hay yo ho o hay yan  

hay yan ho ho wa hay ya oy yay 

hay~~~ 

ho a way ye yan  

ho o hay yan hay yan ho ho wa hay ya oy yay 

hay~~~ 

 

 

 

 

 

 

 思鄉曲 

 族人休閒聊天時，想起已故的親人與回憶，互相安慰、問安。 

 領唱：江適丞、林聖傑 

ho i o wa o way yan hay ya o wan 



hoy yay yo ho way 

ho i o wa o way yan hay ya o wan 

hoy yay i ye ha o wan  

ha o wa i yo i yen hay ya ha o wa ha yan  

o wa yan ha ha yan. 

ho wa i yan hoy yan yo ho way. 

ha o wa i yo i yen hay ya ha o wa ha yan 

ha o wa yan ha ha yay. 

 老人進殿歌 

收割完，迎接一年一度豐收節，大家看著出征的族人平安歸來，非常歡喜迎接並邀請

部落耆老進會所一同歡慶豐收。 

領唱：江適丞、林聖傑 

          領：ho o hay yan~ 

  1.  nga’ay ho ko namo. Faki aw fai aw a polong hay yay. 

  2.  romadiw ko kami to radiw no riteng no mita hay yay. 

  3.  Salimelaen no mita. ko radiw no riteng ho way hay yay. 

  4.  doedoen no mita ko kakapah no pongka no mita hay yay. 

  合：hay yan o way yan ho ho way hay yay 

  齊：ha o wa o wa hay yan o ho ~~~ 

      ho hoi yay  

      ho wan ho ho way ha hay  

      ho o ho way ha hay 

 

 

 

 

 

 

 

 

 

 

 

 

 

 

 

 



迎賓歌 

豐收迎接祖靈一同歡樂，感謝祖靈庇佑，使部落豐收族人平安，並持續祝福每年收成

都是如此豐碩、生活安康、順利。 

領唱：江適丞、林聖傑  木鼓：温浩倫 

 han ~ hay yo ho yan hay yo ho way yo ho yan 

 答唱：ha o wan hay yo ho yan hey yo ho wan hay yan 

han ~ hay yo ho yan hay yo ho way yo ho yan 

 答唱：ha o wan hay yo ho yan hey yo ho wan hay yan 

 合：he yan  

 

ho ho i yan na  

ho wa i ye yan  

ho wa i ya ho hay yan 

ho ho i yan na 

ho wa i ye yan  

ho wa i ya ho ho i ye yan  

ho wao wan na hay yan 

 合：he yan he yo ho yan 

ho ho i yan na  

ho wa i ye yan  

ho wa i ya ho hay yan 

ho ho i yan na 

ho wa i ye yan  

ho wa i ya ho ho i ye yan  

ho wao wan na hay yan 

 豐收會舞 malikoda 

部落族人相聚一起歡慶歌唱、跳舞。 

領唱：江適丞、林聖傑  木鼓：温浩倫 

1.hay yan na i yo in ho hay yan 

   答唱 hay yo in ho i ya hoy yan ho way ha hay 

 2.hay yan hoy yan ho way yay he  

   答唱：he i ya he 

   ho i ya hoy yan  

   答唱：hay yan ho a i ya o ho hay yay ha hay 

 

 

 

 

 

 

 



【長濱長鼓原舞】                        支持單位：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 

長濱國中—長鼓原舞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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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濱國中重視原住民教育，

努力增進原住民學子學習自身文化的機會，長濱國中是台東縣最北端的國中，全校 50%為

阿美族學生，是海岸阿美最具使命的傳承基地。 

 

為學習自身文化，學校於 107 年七月成立「長鼓原舞」、「加走灣青少年合唱團」社團，主旨

在塑造「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氛圍，並於 109 年 5 月成立了「海子樂團」，將所學的原住民

族文化與音樂、舞蹈、節奏結合流行樂團，使其有不同以往的樣貌呈現在大家面前，傳承與

發揚「長濱」特有的族群文化之美。並將文化傳承視為我們重要目標，也是必須承接下來的

責任。 

長濱海子們希望以純樸的歌聲，傳達歌曲真摯情感，帶出對於音樂的純粹感動，並且喚醒人

們內心最深的悸動，猶如海浪一波波的湧動，永不止息。 

團隊課程規畫利用每日放學後及寒暑假的時間實施，藉由學習合唱團專業唱法、原住民族語、

歌曲及舞蹈節奏並結合非洲鼓、木箱鼓、樂團練習，引導學生對其族群語言及文化的認識，

發揮表演的專才、培養藝文氣質，進而認同自己的生存空間，促進社區、家庭與學校更緊密

的結合，創造更和諧的生活圈。 未來，學校將持續積極向外申請有利資源，提供長濱各部

落孩子們課後輔導的機會，增加其對學習的認同與信心，凝聚其學習意識，提升學習興趣，

如此方能更進一步建立其對自我族群之認同與信心，凝聚文化意識，發揚原住民文化之美，

與孩子攜手發展與保存原住民文化。 

 

長濱國中—長鼓原舞社團 

帶隊老師：黃紹娥校長  羅偉誌主任   

排練老師：林照明老師  鄂惠馨老師  張家璇老師 

演出人員：江適丞  陳姜婷  魏奕佳  朱芷萱  胡瑞珍  張佳琦  陳姍姍  王妤安   

          林聖傑  江子萱  林汶柏 蕭  靈  邱嘉恩  黃怡珍  宋雯霖  朱禹玄  

          胡佳宜  高渝茜  潘仙婠  夏雅軒  黃若綺  陳晏平  張庭瑋  黃妍菱   

          劉佩辰  魏奕欣  羅于晨 

 

【豐田豐舞原韻】                                         洪  蘭  女士 

     豐田國中—豐舞原韻社團 

      豐舞原韻社團的成立，是希望藉由豐田國中學區多元原住民族群的傳統歌舞文化元素，編  

      成原聲新創的旋律，重塑傳統舞蹈韻律，讓孩子們在學校的精心規劃課程中，藉由歌謠與 

      舞蹈傳承族群文化的印記，即為我們成立社團初衷與願景。 豐田國中—豐舞原韻社團， 



      於 110 年 03 月成立，學校原住民學生為阿美族、排灣族、卑南族、魯凱族與布農族，其 

      中以阿美族及卑南族占多數。 

     為加深學生文化傳承及部落教育，並培養學生人文藝術知識，本校利用每天放學時間集合

練習，練習內容包含各族傳統歌謠舞蹈、古謠新唱、創新舞蹈與非洲鼓木鼓等，提供豐舞   

     原韻孩子們學習歌謠及舞蹈律動的新媒介。  

 藉著原民孩子們與身俱來的音樂、舞蹈天分，及對各式樂器運用的敏銳度，毋需樂理不按  

 節奏，完全依照著個人的節奏感和創意，隨著心的律動釋放出美妙的樂章。社團成立宗旨 

 主要是希望能帶領孩子從學習過程中，提升自己的視野，看見不同的自己，並成舞台上最 

 閃亮的新星。 

 

     豐田國中—豐舞原韻社團 

     帶隊老師：洪文政校長  張碧娟主任 

     排練老師：林照明老師  林婉婷老師 

     演出人員：劉芯怡  歐恩賜  胡懷恩  潘琳瑄  柯嬡玲  吳奕璇  曾偉庭  方  薰   

               林妤珊  陳宣蓉  荊文揚  胡明宇  張  元  周加樂  張祉恩  謝甫君  

               吳沂虔  周  馨  鐘  晌  温皓倫  張唯中  潘淑婷  以杜屹．里布恩   

               周長輝 

 

 

 

 

 

 

 

 

 

 

 

 

 

 

 

 

 

 



七、牽情‧kacedas【東排灣青年歌謠隊】 

女生聚會時歌頌女子的純潔，工作聚會時我們互相幫忙，一起休息，一起飲酒，

懷念著過去的美好時光，小米收穫祭族人們聚會時一同感謝長輩的教導、感恩祖

先的庇佑，我們後代會繼續認真的學習。牽起手緊繫著家族與部落間的情誼，美

好的聚會裡我們圍成圈，吟唱著對彼此的祝福、對彼此的思念，不知道下次聚會

會是何時，我們期待著下一次的相聚，希望我們都比現在更健康、更快樂。 

 

 u wa i yu i 歌頌純潔女子 -djumulj（賓茂部落） 

tulivuan（家族名） ti dremedreman（女生人名） 

u wa i yu i   

1.na~ ma li~ ljung a~~ za-ljum,lja na ne ka se lja lji van lja u wa i yu i 

  聚集  水珠，沒有  外濺（歌頌女子的純潔之身）  

2.lja~ngu ~ dan nu~ pa va nga lj, qa lje sir a pa sa zua tu na zu wa- nga lja u   

  wa i  yu i 

  美麗  女子， 繁衍  子孫 

3.ma~lji ma lji a ~~tja kaka,sa~ka pa~i pa~y a le pec lja u wa i yu i 

  感恩  女子，揮去  喪巾  

4.ki~ta ga~u a ~i salang,tu~ lja ngu dan nu veljevelj lja u wa i yu i 

  喚醒  陰間，身價  純潔的女子  

5.tja sa ne ta li tu wa naw, tu~ lja ngu dan nu veljevelj lja u wa i yu i 

  我們  欣賞，身價  純潔的女子 



 uri penerisinga itjen 頌祭-pacavalj（大鳥部落） 

祭典要開始了，大家聚集一起，一起用歌舞感謝祖先，跟緊老人家的腳步學習吧！不

要忘記我們的名字，大家一起唱歌讓我們的祖先們開心。 

i ya yi yo~e~e  e' yi ya hei~lja (i ya ho) 

1.hey ~ey yo ey~tucu a qadaw a qempu tjena payuane 

  今天（排灣）族人相聚在一起 

2.hey ~ey yo ey~ma~ya qemuyi tja ngadan ,a nimitja a kacalisiyane  

  不要忘給我們的名字 

3.hey ~ey yo ey~senasenay ya mapuljat ,ulja marheva tja vuvu yi  

  大家歡頌使長輩祖先開心 

- hey ~ey yo ey~na a~ ey lja a~i senay ha ne ya 

 

 masuvaqu 小米收穫祭-pacavalj（大鳥部落） 

1.masalu angata tua na qemati ulja tjen a na  suntantaij 

  感謝我們祖先,讓我們世世代代都順利 

2.kemaza itjen tua tja katalengan ulja tjen a na mahasuhasuz 

  我們要讚美領導者,讓我們彼此同心合一 

  -hiyu ’i lja minawanusa yu i se  qa lju mina samaminawa nusanu  

  u si ni yu hiyu selja a nen hai yu ilja minawanusan （襯詞）。 

 



 aiyanga 工作相聚歌-pacavalj（大鳥部落） 

aiyanga tja luljai  tjasi sekesekezi yanan                 

我們辛苦了，我們一起休息吧 

aiyanga tja luljai tjasi teketekeli yanan               

我們辛苦了，我們一起喝酒吧 

aiyanga tja teveljan  nungida tja umalji  

我們相聚在這，不論何時(還能相聚) 

kavalanga tangidangida~lja  maciuciur itjen                

懷念過去我們一起的時光 

 nalivan 種下思念-djumulj（賓茂部落） 

農忙時透過歌謠抒發勞累及愛慕之情。  

1. nalivan na i ya na ya u aya ljali, nu me da na nga nu ’ay 

  (襯詞） 

2. nu i seminazatjan amen aya ljalji nia nu lja ljitaljitain  

當我們在工作的時候，你的一顰一笑浮上心頭。 

 

 

 

 



 aiyanga 感恩-pacavalj（大鳥部落） 

在生活中時時刻刻不忘感謝長者們所教導的智慧。  

1. aiyanga aiyanga lja sa tja qinaqepu tucu a qadaw a i  

  表示高興，我們今天的相聚 

  masalu amen tjanumun a nu seqetjen namen a mapuljat a i 

  感謝你們，我們會認真的學習 

2. masalu masalu amen tjanusun niamen a ramaljengmaljeng a i 

  謝謝 謝謝您 我們的長者  

  su pavai amen tua bulayan masalu amen tjanusun a i 

  您教我們的智慧，我們感謝您。 

hoi na lu wan na i ya na hai yu yan ho i yu yan 

ho i na lu wan hai yu wan na  i ya na hai i yu yan ho i yo yan  

(襯詞） 

【東排灣青年歌謠隊】                          支持單位：李志勳/禎祥食品 

東排灣青年歌謠隊團員大多是從「VASA」樂舞團畢業的學生，「VASA」是台東縣金崙村賓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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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來孩子逐漸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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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曉晴、林志祥老師先後參與並共同指導，成功地發展賓茂國中與鄰近部落的特色，

因而 VASA 的孩子更了解傳承是使命，發揚與永續是責任。 

   「VASA」樂舞團學生畢業後，到了高中、大學、出社會工作時，仍然會利用時間一起練唱歌  

    謠，現今已有很多部落青年持續加入，會成立東排灣青年歌謠隊是希望，從「VASA」樂舞團    

畢業團員及想學習歌謠的部落青年有機會一起傳唱這些旋律。期許我們都成為部落中小小的 

種子，就像 VASA「芋頭」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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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隊團長：范文凱 

指導老師：范文凱、戴曉晴、林志祥 

表演人員：范文凱  林志祥  林子恆  楊海淵  成宇翔  黃孝擎  謝易陞  杜佳駿 

          楊海辰  李智勳  陳駿皓  黃  浩  黃證穎  戴曉晴  曾  妮  黃秋馨   

          高瑜謙  周亞萱  柯鎮寧  陳佳宜  林海瑤  田路得  蘇芳儀  陸曉雲   

          高翊庭  張湉昕  高佳妤  林妤蓁  朱宣慈  蔡宜倫  賴秀子  曾玉花   

          王璐琪  賴彭文軒  莎冷･夫乎夫克 

 

 

 

 



   八、升火･聲活【卡大地布 lralrak 樂舞團】 

火，在卑南族生活中極為重要，升火即是部落生活的一部份。 

男人升的火-保護部落、孩子升的火-新的開始、婦女升的火-生命的延續， 

期盼部落共同升起的火，帶來更多守護與希望。 

【男人的火-安定的力量】 

卑南族傳統為母系社會，女人擁有「家」，為部落的核心單位；男人則從屬巴拉

冠，屬於部落公共財產。因此男人們肩負起部落安全、防衛的工作，其一生幾乎

脫離不了責任。 

【女人的火-生命的延續】 

在卑南族傳統社會，女性負責操持家務、財產管理、農牧生產與孩童照顧。由於

卑南族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較多的責任，使得男性較能投注於維

繫部落安危的會所生活，專心尊循年齡階級規範的進程發展生涯，為部落生命延

續之磐石。 

【孩子的火-一年的開始】 

Mangayangayaw(少年祭)為卡大地布部落歲時祭儀之首，也是培養戰鬥武力的

基礎。每年 Mangayangayaw 祭儀最後一晚，takuvakavan(少年)及 mituvilan(少

女)會在部落各路口升火，通報族人 Mangayangayaw 即將結束，大人們可以開始

準備接下來的祭典。族人會先清除家裏爐灶舊的火灰，將孩子們升的火再次在自家

爐灶點燃。代表除舊佈新，迎接新的一年。 

【部落的火-守護與希望】 

「呼」男子們從遠處歸來，女人及孩童們開心回應著。族人的團聚是情感的交

流、力量的凝聚，期盼帶來更多守護與希望。 

 

   pa’ira’iraw 英雄詩 

   火塘裡的煙霧瀰漫，男人圍坐在火堆邊，讚頌著祖先的英勇，讓過去的與現在的靈魂 

   安靜對話.. 

 i e  ka ri i ra ri u la ya  wa i 

 tu nga yau ra ri  wa i 

 ya  o  a  ha  ya  u  wa  i 

 i e  i zi ni ti nu da wan   wa i 

 ni ya ri pa dan    wa i 

 ya  o  a  ha  ya  u  wa  i 

 i e  i zu i nu wa zu kan   wa i 

   i nu ri sa wan    wa i 

        ya  o  a  ha  ya  u  wa  i 



 i e  i kua ya ta ma pi ya pi ya  wa i 

 i ke ma ya ta ma pu la pu lat   wa i 

 ya  o  a  ha  ya  u  wa  i 

 apuy 火 

 部落的火很明亮，燃燒閃耀著，像此刻哼唱的旋律環繞著部落。 

 a~apuy  a~apuy i ka-ta-ti-pulr na ka se-me-ne-nan 

 ula se-ma-li-e-sing 

 ki-pa-ya-wa re-re-re-di 

 

 ru-wa-sa pi-nu li-yus  

 a~apuy  a~apuy zine-ka-lha-a-nan na ka se-me-ne-nan 

 ula se-ma-li-e-sing 

 ki-pa-ya-wa re-re-di 

 ru-wa-sa pi-nu li-yus 

 kikarun na senay 婦女工作歌 

 同伴們，我們一起來唱歌！ 

 朋友們，我們在編花，一起來吧！ 

 uwan~  naluwan na iya na~ ya on 

 naluwan na iya na~ a~i yo ya on~ ho a i ye yan. 

 i ya~o o hay ya an a u wan~  

 i ya~o o hay yan a u wa i~ 

 na lu wan na i ya na a~i yo ya on 

 ho a i yē yan 

 kayta  kayta  ma’upid  mi   ’aputr  

 naluwan na iya na~ a~i yo ya on~ ho a i yē yan. 

 i ya~o o hay ya an a u wan~  

 i ya~o o hay yan a u wa i~ 

 na lu wan na iya na~ a~i yo ya on. 

 ho a i yē yan 

 naluwan~ naluwan na i ya na~ ya on 

 naluwan na iya na~ a~i yo ya on~ ho a i yē yan. 

 i ya~o o hay ya an a u wan~  

 i ya~o o hay yan a u wa i~ 

 na lu wan na iya na a~i yo ya on. 

   ho a i yē yan 



    Mangayangayaw 之歌 

Mangayangayaw(少年猴祭)祭儀的最後一晚, takuvakavan(少年)與 mituvilan(少女)

在部落各路口升火並歌舞，除通報族人祭儀結束外，族人也清除家裏爐灶舊的火灰，

將孩子們升的火取回自家爐灶點燃。 

 < Mangayangayaw 之歌 1> 

 alamu i takuvan aiya kuvan  ho hay yan 

 alamu zi anay anayan hay yan hay yo hay yan  

 < Mangayangayaw 之歌 2> 

 i yo i yo hay yan 

 o hai yan 

 hay yan i ya o  

 ho a i ya i ya an 

 < Mangayangayaw 之歌 3>  

 na lu wan na i ya na i yo ya o ho hay yan 

 hay yan o hay yan 

 hay yan o hay yan 

 i ya o a i ya hay 

 i ya o a i ya hay 

 hay i ya o hay yan 

 < Mangayangayaw 之歌 4>  

 aiyai iyē ne lra saringsing takuvakuvan 

 aiyai iyē ne lra saringsing mitumiran 

 aiyai iyē ne lra saringsing mapiyapiya 

 < Mangayangayaw 之歌 5> 

 i ya i ya i ya i ya 

 ho ai ya o ho a i yéyan 

 o i yo o o i yo o i yo o i yo 

 o i yo o o i yo o i yo o i yo hai ya lra ku 

 madawdawan  masilek 

 madawdawan  kiya’etreng 

 madawdawan  parakutra 

 

 

 

 



 parusavak 勇士頌 

          凱旋歸來的男子們，吟唱著英雄禦敵的事蹟，或是狩獵過程的描述。 

 hey yo lra lra hē hē  

 a ku ku kuwanga mi ka zu vung 

 pa tē mer lung i ma ka da ya 

 hey yo lra lra hē hē  

 lra lra hi ki nu Mavaliw 

 hey yo lra lra hē hē 

 a ku ta i ta li na kaman 

 sa pa ze pastu sa pan nga pang 

 hey yo lra lra hē hē  

 lra lra hi ki Pakaruku 

 hey yo lra lra hē hē 

 vezer vezer ku lra i luma 

 li ku lraw ku lra i laung 

 hey yo lra lra hē hē  

 lra lra hi ki Ruvaniyaw 

 

 



 na awatranan na senay 古老聚會歌 

 在這美麗的聚會，部落每年唱著古老的歌謠，我們要不斷地延續下去。 

 na lu wan na i ya nay a on na lu wan na i ya nay a o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i kani~ i malauvan         i kani~ i malauva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a senay za ma’izangan  a senay za ‘awatrana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na vangsar nata inuwazukan   na vulay ya inulisawa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na lu wan na i ya nay a on na lu 

wan na i ya nay a o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semangalan na senay 歡樂時的歌謠 

用力地唱、用力地跳，大家一同牽著手、佩戴著花環，與祖靈一同歡樂。 

na lu wan na i ya na ya on   hi yo in ho hay yan 

semenaya ta za Katratripulr  hi yo in ho hay yan 

ho i yan na i yo in ho i yan   ho i yo hi yo hi yo in hoy yan 

ho o hi yo i yo in    hay yan na hi ya ho i yan   hi yo in hoy yan 

 



trimatrilaw 跳躍之歌 

 此首古調接續在歌之結尾，是祭典中與祖靈溝通、致敬的一種方式。 

 hiyo  iyēi~wayē 

 yē  i~ya~on 

 a  hu o 

 hey  i  yo  way 

 putrenga  ni  tinu  vangsaran 

 trinu  ma’idange 

 a  hu o 

 ailralra  hu  wa 

 

pinusingsingan 凱旋歌 

 傳統圍舞的最後一首吟唱曲，隨著歌謠漸漸加快，舞步也愈發急速誇張，使歡樂氣   

 氛高漲。 

 pi no lri ya ngu ta yan 

 pi no si ya ngu si ngan 

 sa ga no pi ru no 

 ka i pa nga no ka ma no la la ro 

 no i kus no li a nus 

 ha ro wan na i nay a on hai yo hai yan 

 vali vali sa u pa yo 

 a lra pa i yē a lo ka king 

 a ma o ki pan kiyu pan ray 

 a ma no so gi nu ri yan 

 a to pang ray a to ra ri gi man 

 ho a hi ya hi yan ha u hay yan 

 hai yo i yo o ho a hi yē yan 



【卡大地布 lralrak 樂舞團】              支持單位：瑞室 RAISER TRAPEZOID 

台東知本的原名是 Katratripulr (卡大地布)，卑南族語為「在一起」或「團結」之意。卡大

地布部落雖有古老的歷史，但因缺乏文字的記載，加上經歷漢化，只能透過神話故事以口語

傳述的方式追朔，所幸卡大地布部落近年積極保存並復振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化與習俗，恢復

祭典儀式且重建嚴謹的會所制度，強化族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感。 

知本國小於民國 96 年成立 lralrak 樂舞團，以卡大地布部落傳統歌謠生活文化藝術，傳習部

落古調及文化，將卡大地布部落特有在地傳說故事轉化成不同形式的藝文表演方式。lralrak

是卑南族語「孩子」的意思，目的是希望孩子透過這樣的學習歷程，體會及認識卑南族文化

之美，並增加對自己的信心。更期盼孩子們成為部落文化種子，未來用自己的方式回部落深

耕。樂舞團成立十餘年，學校與部落合作，相互提供經驗、支持與協助，培養出一批又一批

熱愛自身文化的孩子。2018 年起由瑞室 RAISER TRAPEZOID 顧炳容與顧惠文父女，透過

「驚嘆號」支持，讓樂舞文化的傳習可以從國小繼續往上延續，連結更多青年及族人，使團

隊學習更貼近樂舞的來源-部落。 

帶隊老師：陳坤弘 校長 

排練指導：王明智  高雅玟 

演出人員：王宥甯  陳昶亦  高鼎鈞  田和霖  田秉霖  謝侑妘  陳  琳  王玥涵  陳眉忻      

          陳妍伊  楊奇諺  利少瑜  陳鈺函  汪苡軒  孫家瑜  陳薀怡  陳映頤  黎冠志   

          許俊佶  曾詳盉  廖大山  謝長成  陳薀如  莊博元  温皓倫  陳雁婷  陳思瑾   

          陳思樺  陳恩婕  張綋齊  曹盛捷  盧詠心  曹閔淨  周紋先  陳昱蓁  陳仲祺   

          陳恩欣  呂翌瑋  周紋伊  汪天嵐  賴孟嬪  陳育如  呂聖文  馬  靖  謝富威   

         謝宗誠  王惠茹  朱易春  曹玉君  陳秀琴  張水仙  林勝英  呂美珠  謝紋萱 

         陳政宗  莊志雄  呂清文  高陳澔  陳金福  謝美月  林月美  陳百蘭  周蘭英     

         周金蓮  鍾金葉  林茂盛  尤二郎 

 

         

 

 

 

 

 

 

 

 

 

 



  謝幕曲【全體】 

na awatranan na senay 古老聚會歌謠(知本卡大地布) 

 

在這美麗的聚會，部落每年唱著古老的歌謠，我們要不斷地延續下去。 

na lu wan na i ya nay a on na lu wan na i ya nay a o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i kani~ i malauvan         i kani~ i malauva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a senay za ma’izangan  a senay za ‘awatrana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na vangsar nata inuwazukan   na vulay ya inulisawa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na lu wan na i ya nay a on na lu wan na i ya nay a on 

hay ya o i ya ho way yan  hi ya on a i yē yan 

 

 

 

讓只有語言 

沒有文字的族群 

可以 

蓬勃發展 

源遠流長 

 



花蓮場 

演出一、序幕鳳邑埤塘【宜昌鼓擊樂團】                   支持人：洪 蘭 女士 

擊鼓運動是歷史悠遠的民俗傳統技藝，除了在各戰史中經常記載出現外，在民間各大文化慶典

活動中常常扮演熱鬧開場，引人注目的開路鼓角色，震攝人心的鼓聲一出，代表活動正式起跑，

也鼓舞選手們，勇往直前，締造佳績。 

 

本校在民國八十六年開始籌備成立社團，特聘專業教練，指導學生鼓藝。近年來在丁嘉琦校長、

洪蘭教授長期的資助推動下，聘請專業鼓手徐明杰教練與校內王全生老師共同指導學生多元鼓

藝；以擊鼓舞獅運動抒壓，結合絲竹旋律，培養學生專注力及團隊合作默契，釋放純真的正能

量，展現鼓樂之美。 

 

經過多年延續深耕，鼓隊積極參與社區文化活動。自 105 年起，在洪蘭教授多年持續關心資助

經費下，已有數百位學童參與訓練，受邀參與縣內「夏戀嘉年華」、「鼓王爭霸戰」、「感恩音樂

會」及「兩岸藝文交流活動」等 30 幾場正式演出，聆聽觀眾累積上萬人次；孩子們的演出，更

是受到觀眾歡迎與肯定。除了多年參加縣內音樂比賽榮獲優等佳績外，2019 年台日交流的盛

岡山車遊行活動比賽榮獲貳等獎，2020 鼓王爭霸比賽，榮獲全國社會組冠軍；今年 2021 參加

太平洋之星比賽榮獲優勝最高榮譽，也受邀參加花蓮縣太平洋觀光節 2021-2022 跨年活動演

出，獲得熱烈迴響，鼓手們或獲得極大的鼓舞與成就感。 

 

小鼓手們正持續發動學習的引擎，持續開往「鼓動生命」的成長道路前進，透過多元的藝術教

育，陶養孩子們的人格，學習專注、堅持、責任、自信與團隊合作等美德，期待夢想持續發熱

發光。 

 

鳳邑埤塘鼓曲，描寫鳳山台地「鳳彈山」上，鳳卵吸收了日月精華，在春的清晨靜悄悄的迸裂

開來，一隻隻的小鳳凰，抬起頭來，正好奇的聞取春的氣息…。春真的來到了！暖暖的春意，讓

小鳳凰張開鳥喙，急切的想要探索大

地，以百鳥王之姿，初試啼聲、振翅飛

舞，鳳飛沖天，生命昂揚，展現成長與

茁壯的活躍生命力。 

 

帶隊老師：楊佩駿主任   

指導老師：徐明杰 

排練老師：王全生   

管理老師：黃鐘慶、黃建翔 

 



演出二、京劇賞析美猴王【國光劇團】 

 

戲在歷史中流轉、在歲月裡搬演，京劇融合戲曲百家之長，歷經兩個世紀薈萃，成為當代文化

資產的重要瑰寶。1995 年 7 月 1 日，一群原隸屬於陸光、海光、大鵬三軍京劇隊與飛馬豫

劇隊的菁英份子，通過嚴格甄選，組成國光

劇團，肩負起延續傳統戲曲及推動藝術教育

的使命。2008 年 3 月 6 日再行移撥改隸

文建會附屬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2012 年 5 月 20 日文化部成立，國光劇團

隸屬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轄下。 

 

國光除不斷開發戲劇的題材空間，更積極擴

大展演場域，以好戲為本，全方位推廣傳統

戲曲至各個不同角落，從城市到鄉村，從室

內到戶外，務使民眾無論在那裡都有機緣觀賞傳統戲劇。國際戲劇交流方面亦從不間斷，曾多

次應邀前往法國、德國、義大利、捷克、巴西、俄羅斯、新加坡、大陸、香港等地演出，引起

世人矚目，驚嘆我國傳統戲劇之美。 

 

在推動戲劇藝術教育方面則力求使不同年齡、地區及不同教育背景者都能分享，從而無論年度

公演、季公演、校園巡演、社區巡演、國光劇場及戲劇研習、示範講座等活動，均提供了大眾

化、多元化、精緻化、生活化的藝術活動。我們相信：傳統──是永恆的時尚，國光正致力於傳

統戲曲的永續經營，堅持藝術品質，不斷地推陳出新，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傳統戲曲的光采再

現。 

 

美猴王出自【西遊記】，孫悟空到龍宮借得定海神針，變為隨身武器金箍棒。龍王悔恨，求玉

帝捉拿悟空，李長庚獻策招撫，讓悟空擔任御馬監養馬「弼馬溫」。上級馬王前來督察，作威

作福，悟空一怒痛打馬王，揚長而去；半途

中發現王母娘娘舉辦蟠桃盛會，自己未在邀

請之列，決定大鬧一場，乃闖進瑤池，偷吃

仙桃，暢飲仙酒，又溜進斗率宮，盜食不老

仙丹，醉歸花果山。玉帝派遣托塔李天王率

天兵天將齊到花果山，不料美猴王武藝高

強，天兵天將落荒而逃。 

  



演出三、大破連環【宜昌國小擊鼓樂團】     

作者以民間本土宋江鎮的鼓樂為素材，配合水滸傳宋江大破連環的故事加以改編，將民間宋江

鎮的鑼鼓點結合吹管樂器及銅器，增加本曲的藝術性。全曲共分三段：（一）督軍校陣：號角聲

劃破天際，戰鼓響起，宋江親自校閱三軍樂團奏出主題。（二）兵分十路：宋江令下兵分十路，

群鼓齊鳴，猶如萬馬奔騰，敵不可擋。（三）大破連環：大鼓豐富的音色變化，排鼓與舟山鑼的

對話猶如兩軍將領最後一擊，尾聲勝軍奏出凱歌而歸。 

 

  帶隊老師：楊佩駿主任   

  指導老師：徐明杰老師 

排練老師：王全生老師   

管理老師：黃鐘慶老師  黃建翔老師 

演出人員：康 薰  邱奕凱  徐宥豐  彭馨蒂  林雅婕  潘君偉   

          陳泊諺  江柏諺  徐銘佐 黃品豪  賴泊天 余 夏 

 

演出四、踢踏舞賞析-踢踏爵士饗宴【舞工廠】 

舞工廠舞團自 2001 年起，堅持以興味十足的

美式踢踏舞踢出名堂。主張以「創意節奏」與「東

方元素」的精彩製作，融合傳統表演再創新的踢

踏舞，於國內推廣踢踏藝術，並從台灣出發，將

創新饒富創意的台灣踢踏舞在國際舞台上發

光，目前已成為台灣頂尖專業的踢踏舞團。 

 

 

「Hi」是一個打招呼用語，舞工廠用Hi 做開頭進而

相識對方，也因為相識後得到碰撞，然後再次相識

再 次 碰 撞 。 踢 踏 舞 融 合 爵 士 樂 、 踢 踏 舞 碰 撞

ACappella元素，直至踢踏舞互相的對戰！顆粒分

明的踢踏舞節奏是藝術層面豐富性、話題性十足的

表現方式。音樂的呈現以「各式爵士曲風」為主軸，

透過踢踏鞋與舞者、與其他專業表演藝術揉和為多

元混合的實驗性質演出！ 

 

 

 

 



課程五、上帝的建築師—高第【林柏儀 老師】 

高第是西班牙建築師，為新藝術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並被譽

為「上帝的建築師」。其作品多達七件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高第

的許多作品除了表現極強烈的個人風格之外，也對往後的現代

設計乃至於後現代建築設計提供了許多養分。他曾說過：「直線

屬於人類，曲線屬於上帝。」所以終其一生，高第都極力地在自

己的設計當中追求自然，在他的作品當中幾乎找不到直線。 

 

未完成的作品仍列名世界文化遺產，高第曾說：我的客戶（上帝）

並不急。讓我們透過兩個半小時的藝術饗宴一窺這位上帝的建

築師畢生的偉大成就！ 

講師：林柏儀老師 

  



演出六、驚嘆樂舞花蓮場【花蓮傳習團隊】 

 

一、 Sika Bari 祈風 【水源國小太魯閣族舞蹈隊】 

Sika Bari是祈風(gmspung peiyah bgihur)的咒語，在太魯閣族的語言裡，風(bgihur)

的意義是指：自然風及靈的意思。Mgay bari 乃是感謝神明賜予農作豐收的祭典儀式。

在祭司(empsgasut)主禮下進行祭典的儀式，儀式中高峰祭司帶領會眾獻上感祭詞：

「Utux Bari﹗hkawas nii o mhuway su balay, wada su mgay lala balay uqun, 

mqaras nami sunan. Sus Bari.」（語譯：感謝在天上的祖靈，你給我們豐收的一年，

讓我們得以溫飽，大家都很開心，感謝你）。每年 8月底到 11 月上旬，包括花蓮縣秀林

鄉和萬榮鄉都會辦理盛大的感恩祭活動，有時是辦理聯合性的活動，有時則回歸各行政

社區自行辦理，不管是聯合性的還是各部落自行辦理，都是當代族人祭儀復振的重構，

辦理活動可以促成族人認同太魯閣族文化的價值，並且可以凝聚族人的情感。 

 

風篩之語 

我們呼求風神助吹，借風力篩選米粒。咻~咻~咻~咻~ 

sika bari! sika bari! sika bari! 

iyah nhari bgihur, sika bari! sika bari ! sika bari! 

siux! siux! siux! siux! siux! siux! siux! siux! 

siux! siux! siux! siux! 

 

逐獵 

追逐獵物樂曲 

(沒有歌詞，只有喊叫聲：快，要小心 

 

祖靈之喚 

所有的男子漢帶著你們的獵具， 

你們的鳥占及夢占是好的嗎？ 

iyah kana snaw balay, adas kana qaya namu! 

malu ka pngsisil namu, malu ka spi namu hug? 

 

狩獵之勇 

看～年輕的勇士，是真正的男人 

力大無比  膽識過人 

努力學習著耆老的智慧 

我們的勇氣讓人不敢侵犯 



我們的膽量震懾四方 

不要跑  我們是賽德克人 

我即使是一個人 

你也無法超越我 

像是松枝的嫩芽 

我就在兩河的交會處等著你 

你無法扳倒我 

Qita! Riso seediq. Rose no ku bu bale. 

Iya qduriq (Iya qduriq) 

Mseediq ku bale (Mseediq ku bale) 

Ani kunaq muurux (Ani kunaq muurux) 

Kmkelun su maanu (Kmkelun su maanu) 

Riso rabuu harung (Riso rabuu harung) 

Tlenuku bi streengan (Tlenuku bi streengan) 

Trao su biino (Trao su biino) 

Uhuwe suba kmkelun (Uhuwe suba kmkelun) 

 

迎接之喜 

婦女們！我們趕快去迎接男士們，趕快請他們吃東西。 

所有吃的、喝的都在這裡，你們慢慢吃，這樣食物才會好吃。 

lita kana kuyuh ni, say ta smtrung nhari, 

ida gaslaan uray! say ta peekan nhari wah! 

nii kana ka uqun, nii kana ka mahun, 

knhuway ka mkan ha! kisa malu nkan su! 

 

成年之禮 

小朋友們過來呦，到前面來 

我們一起出發，在你們的面前跳舞 

我們的腳步是那麼有力，跳得非常高 

所有的鄉親父老們，大家一起加油 

為了族人大家要一起努力！ 

Laqi iyah da tai iyah da. 

Wada sa wada yaku mgri brah namu. 

Ana ku brah balay, Ida ku brah gri.(×2) 

Kana ita mswayi knbiyax ta. (×2) 



Kana daun kana daun knbiyax ta. (×2) 

Wada sa wada yaku mgri brah namu. 

Ana ku brah balay, Ida ku brah gri.(×2) 

Rimuy maku rimuy wah, Supu ta mqaras wah. 

Rimuy maku rimuy wah, Supu ta muyas wah. 

Rimuy maku rimuy wah, Supu ta mgri wah. 

Rimuy maku rimuy wah, Supu ta mqaras wah 

 

【水源國小太魯閣族舞蹈隊】              支持單位:瑞室 RAISER TRAPEZOID 

花蓮縣水源國小舞蹈隊是一群有想像與藝術創造力的表演團隊，太魯閣族文化底蘊的演出內

容無論是 ptasan 文面、hakaw utux 生命靈橋、tminun 編織或 ptpusu laqi 成年禮等，都能

加入審美基礎元素，成為一個意境舞蹈，充滿無限想像；而孩子們在舞台上真摯投入、單一純

粹、不做作不討好、全神貫注的演出特色感動人心，太魯閣族人懷抱生命意義增添特色，傳達

英國詩人濟慈說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小朋友肢體舞動流露出族群對舞蹈的自信，呼應族群男女有別的文化特色，舞蹈上男生有力果

敢，女生婉約柔美；舞作開場以抒情、敘事的民族舞步循序變化，時而急促，時而緩慢移動肢

體語言；演出時掌握舞蹈美學，展現太魯閣族高山民族獨一無二的舞步特色─「山野是我們的

謬思女神，也是我們的母親、練習時解惑的知己；而山裡的一切是我這一生永遠的指導教授。

夏曼．藍波安（2002）」余展輝校長與水源團隊積極推動太魯閣族舞蹈教學，達成藝術教育：

表現、鑑賞與實踐學習過程中，體驗美感經驗，創造藝術價值，從而領悟生命與文化的意義最

終的目標！  

 

帶隊老師：余展輝校長  王永誠主任  韓睿老師  彭威鳴老師  卓虹霏校護 

排練老師：田姈琋老師 

演出人員：高諾亞  胡曉川  呂俊杰  吳俊宥  鄧守峰  張子宸  高家瑜  施雲翔 

          林采潔  柯子晴  曾友善  陳忻芸  艾  芯  吳俊廷  高以恩  楊羽豪 

     謝又祥  余承佑  邱少軍  陳子安  尤寶兒  金紘任  駱紹予  游承勳 

     連  皇  高杰恩  曾友誠  高子翧  郭韓亦  陳歆霏  艾  妮  賴祈恩 

     鍾兆麒  柯子群  呂紫晴  林葸蓉  呂俊威  尤杰恩  林天佑  林勝謙 

     楊羽潔  陳子諺 



   二、遠古微風‧頌讚布農【古風國小布農古謠團隊】 

本曲以布農族的時空倒敘法為呈現，從現代孩子們啟蒙己身文化，唱著一首首的布農

族童謠歌曲開啟序幕。回到族群文化衝擊的國民時期，當年有很多的族人為了生活在

林務局做砍草的工作。在寂寞空寂的夜晚，無論是哪一族，只需要一把吉他，總會吸

引大家聚集在工寮，低低幽幽地唱著自編的歌曲，有時是思鄉或思念家人抑或是情人，

一首首的歌謠成了現在年輕人廣為傳唱的林班歌謠。 

接著又回到遠古的布農時代，在山林生活的族人，為了生存，是如何地用謙卑的態度

與天界、與靈界、與大自然共榮共存，且彼此尊重。整個展演從第一首 Lautu lautu 

疊疊歌的遊 戲歌謠，由天真的布農族孩子們從都市回到部落生活的一天開啟序幕，在

山林溪澗旁遊戲時孩子們唱起了童謠。入夜時分，追逐著螢火蟲，結果有人手上身上

的疤痕看著像水蛭，彼此就互相取笑對方，還數算著身上的疤痕有幾條呢！忽然在土

地上發現了蟲蛹，就抓在手上對著它唱歌，蟲蛹就會轉頭找聲音發出的位置。 

時間往國民時期推移……在林務局的林地裡，大人們從杉林處呼喊，因為有人被蜈蚣

咬了，大家趕緊準備野蔬菜湯給她治療，由此可知，布農族主要的飲食並不是肉食。

在部落的隔天一早，大家都在準備試播祭的儀式，奶奶呼喚著 Akuan ，不知道是去哪

裡了。 原來， Akuan 因為思念舊情人，把奶奶交代的事給忘了。 

時間往 200年前推移……山林深處傳來揹負重的呼喊聲，大家開心的迎接獵人回家。

在一個夜晚，孩子們好奇地問著好多的疑惑？誰？什麼？如何？大人們也不厭其煩地

一一回答為孩子們解惑。這時，大人們順便告訴孩子們布農族的禁忌與規範，要懂得

為人處世的道理，這就是布農族的教育系統。一天，部落的射耳祭在最後階段進行 

mapulaung 的時候，婦女們才可以一同前去部落廣場，和大家一起祈福感謝上天所賜

予的珍饈，部落勇士們圍成一圈，報數自己的戰功。因為布農族的男人也只能在此時

此刻， 可以驕傲地 Malastapang 報戰功。 

 

Lau tu lau tu-疊疊歌 

Lautu  lautu  Lautu  lautu    

疊  疊  疊  疊 

Lautu  lautu  Lautu  lautu    

疊  疊  疊  疊 

Lautu  lautu  Lautu  lautu    

疊  疊  疊  疊 

Vini  kakatu                 

水蛭   蜘蛛 

Lautu  lautu  Lautu  lautu    

疊  疊  疊  疊 

Lautu  lautu  Lautu  lautu    

疊  疊  疊  疊 



Lautu  lautu  Lautu  lautu    

疊  疊  疊  疊 

Lautu  lautu  Lautu  lautu    

疊  疊  疊  疊。 

 

Nuin tapusquan-螢火蟲過來 

Nu-in tapusqu-an              

螢火蟲過來     

Nu-in tapusqu-an              

螢火蟲過來 

Antandeza danum a mapa-is    

那邊的水是苦的 

Antan-iti danum a madavus     

這裡的水是甜的 

Nu-in~ Nu –in~  Nu-in tapusqu-an   

過來呀  過來呀   螢火蟲過來。 

 

vini-水蛭歌 

Kahung  kahung  a  vini    

皮膚  皮膚  有水蛭 

Vini  vini  ka  kahung     

水蛭  水蛭  在皮膚上 

Kahung  kahung  a  vini    

皮膚  皮膚  有水蛭 

Vini  vini  ka  kahung     

水蛭  水蛭  在皮膚上 

 

數數歌 

tasa  dusa  tau  paat  ima nuum   pitu  vau   

1 2 3 4 5 6 7 8 

tasa  dusa  tau  paat  ima nuum   pitu  vau   

1 2 3 4 5 6 7 8 

tasa      dusa       tau       paat            

1 2 3 4  

tasa  dusa  tau  paat  ima nuum   pitu  vau   

1 2 3 4 5 6 7 8



tasa  dusa  tau  paat  ima nuum   pitu  vau   

1 2 3 4 5 6 7 8 

tasa  dusa  tau  paat  ima nuum   pitu  vau   

1 2 3 4 5 6 7 8 

 

Andii tama adul ci ci iu-遊戲歌 

Andii tamaHadul titi iu     

蟲蟲~這裡有好吃的喔 

Andii tamaHadul titi iu     

蟲蟲~這裡有好吃的喔 

Andii tamaHadul titi iu     

蟲蟲~這裡有好吃的喔 

Andii tamaHadul titi iu     

蟲蟲~這裡有好吃的喔。 

 

Malala-呼喊 

布農族人在山野間彼此呼喊，除了打招呼之外，也能從對方的聲音瞭解對方的身體狀況，可

以適時給予慰問。 

 

Seving sanglav tun-給我蔬菜湯 

Seving sanglav tun!        

請給我蔬菜! 

Minma-aq sanglav tu?     

蔬菜要做什麼用?  

paquu mihalang.         

給病人喝, 

Miku-aq mihalang?       

怎麼生病?  

Kalatun qaqapis          

被蜈蚣咬了 

I-isaq kalatun?           

在哪裡被咬的 

Ihaan quma.  Anana~  dau~ 

在那個耕地 哇  很痛 



Akuan(布農女姓名字) 

Akuan~Akuan~Akuan~hia u ~           

Akuan~Akuan~Akuan~唉唷 ~ 

Na sisima ankus minang maduh.        

到底是誰要主持儀式啦？ 

Asa Sai dusa Ali  ansasuu mahtu in a,   

Sai 和 Ali 兩夫妻要順便 

sizaun mita mangu papenukas kulin.     

幫他們的孫子穿上胸兜舉行儀式 

 

Mais miliskin mekaviaz-想起舊情人 

Mais miliskin mekaviaz          

想起我的舊情人 

Cinhanimulmul naak a is-aang    

我的心是寂寞無助 

Kopakopa hanian               

每天的每天  

Isuan naak a is-aang            

我的心都飛到你那裏 

Sanavan tu buan sansihal        

夜晚的月亮雖是皎潔明亮 

Cinhanimulmul naak a is-aang   

但我的心卻是孤寂無助的 

Miliskin mekaviaz       

尤其是在思念你的時候 

Kopakopa hanian        

因為  每天的每天 

Isuan naak a is-aang     

我的心總是飛到你那裏去了 

 

Manvavai-負重歌 

當獵人揹獵物下山時，會在半山腰呼喊。 

家人聽見了，趕緊提著揹水桶，帶著小米釀、小米糕與肉塊，往山腰處迎接獵人。 

讓獵人先吃個溫飽，換迎接的人揹著獵物，一起吟歌走回家。 



Simaq tisbung ba-av-誰在山上放槍 

Simaq tisbung ba-av?     

是誰在山上放槍？  

Tiang  qan a  dau.      

是 Tiang。 

Ma-aq  panaqun?       

是要獵什麼？  

Qanvang qan a dau.     

是水鹿 

Menkuku-aq?           

是有多大？  

Minqangqaang.         

已經是成獸了。 

Tupa-i  Qesul  tu      

 去告訴 Qesul， 

Mabazu-a  tilas.        

快快去樁小米。 

Na dasun qanup       

而且打獵時要帶著 

Masiku-aq ta qanup?   

要去哪裡打獵？ 

Masisaupa  ludun     

去山上啊 

Matapauzu  takiqanvang       

而且，水鹿的排遣是飽滿又扎實的。 

 

Sima iskadaiza-誰從那邊來? 

Simaq  iskadeza            

從那裏過來的人是誰啊？ 

Aza-aza  menmamata       

原來是眼睛大大的人 

Katu  tupa  na-ula-an      

不要指指點點 會遭報應的 

Tupa  tamatina  tu         

爸爸媽媽告訴我們



Masihala  malkabunun      

要善待別人   

Na soqabas  malinaskal     

我們的未來才會幸福永永遠遠 

 

Paiska laupaku-就從現在起 

Peskalopa ku     u  i  hi    

就從現在起    u  i  hi 

Malmananu      u  i  hi    

我們要努力    u  i  hi  

Munkun ata      u  i  hi    

我們要一起    u  i  hi 

Kahuzas ata      u  i  hi     

一起唱歌     u  i  hi 

 

Malastabang -報戰功 

布農勇士驕傲報出自己戰績的時刻。 

 

   古風國小【古風國小布農古謠團隊】                         支持人：洪 蘭 女士 

呂國良校長為讓古風合唱團持續不間段的學習布農歌謠，民國一一○年聘任張小芳為族語專

職教師，在其多年指導合唱團的經驗，到布農族各部落田野與探究己身音樂文化，採集有關

布農族的文化與布農古謠的唱法，以及記詞並記譜，更是積極地在族語以及布農音樂的傳承。

也因為，本校秉持著文化即語言的理念，除了族語課程的學習，也注入布農歌謠的教學，讓

學習族語的孩子們透過布農歌謠的傳唱，能更有趣的去學習並認同自己的文化。今年聘任的

音樂老師闇鴻偉的加入，其專業的指導聲音的技巧，更是注入新且異的呈現。本校也會不時

地邀請在地耆老蘇秀才和文化工作者蒞校指導，讓在地部落音樂不失真。也希冀透過這次的

展演，讓孩子們從中體會祖先們最寶貴的文化素養。 

演出名單： 

 

帶隊老師：蘇秀才耆老  張小芳老師 

排練老師：蘇秀才耆老  張小芳老師  古 靜  古雨荷 

演出人員：蘇秀才  榮利美  張小芳  古  靜  古雨荷  陳愷元  蘇  恩  陳信延   

         陳怡昕  楊佳玟  李兆杰  胡家傑  陳卉汝  余歆蕥  黃靈兒  蘇怡嘉 

          蘇怡恩  陳志賢  田秉森  陳子婕  古芷玉  陳綵羚  林聖希  古佳恩 

         林筱羽   



    三、迴盪山林的歌聲【景美太魯閣樂舞團隊】 

  太魯閣族孩童們自然純粹的原聲，清澈透

亮，悠揚的樂音迴盪在山林間，是那樣的悠

遠遼闊，令人懷念過去在山林間，生活中有

歌聲，有歡樂，歌聲伴我同行的日子！ 

 

 口簧琴(同樂歌) 

 歡迎大家一起來同樂 

  

 戀歌 

 大家來參與活動，所有的人全部一起來！ 

把煩惱、擔心、勞累拋在腦後，堅強起來，同心協力共同歡樂！ 

所有的兄弟姊妹、親朋好友、不管男女老少大家一起來共同歡樂！ 

 來呀！ 來呀！ 大家看哪！俊男美女在  

 樹下有芋頭依宿的地方，共舞情節。 

 愛情就像樹根一樣的扎實可靠，就像我們太魯閣族群的精神一樣腳踏實地！ 

 你們看看這些俊男美女們，熱情的共舞，在這象徵愛情樹下留下美好的回憶！ 

 情投意合的人，必須要為意中人準備建築芋頭、山蘇蓋屋，準備豐盛菜餚、屋前鋪下平坦  

 的道路，為營造幸福家屋做準備。 

 俊男美女們！ 三思而後行人生階段終身大事！ 

 慎思後同樣歡喜，俊男美女們熱情跳舞，願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大家的祝福中共結連理， 

 共度人生。 

 

 歡樂慶豐收(風篩歌+還工歌+歡樂歌+迎賓舞+一起跳舞) 

 Uyas sikabari 風篩歌 

sika bari! sika bari! sika bari! 

iyah nhari bgihur, sika bari! sika bari ! sika bari! 

siux! siux! siux!  

我們呼求風神助吹，借風力篩選米粒。 

咻~咻~咻 

 

還工歌 

來還工！我的朋友們！大家一起來！ 

 

uyas mqaras 歡樂歌 

supu ta mqaras，supu ta muyas，supu ta mjiras，supu ta rmgig 

supu ta lmubug，supu ta tmatuk，supu ta mqaras，supu ta muyas 



kana kikuyuh，kana kikuyuh，kana dsnaw，kana dsnaw 

kana drudan，kana drudan，kana lqlaqi，kana lqlaqi 

supu muyas，supu muyas. 

我們一起歡樂，我們一起歌唱，我們一起歡呼，我們一起跳舞，我們一起演奏，我們一起

敲奏，我們一起歡樂，我們一起歌唱，所有的女性，所有的男性，所有的長輩們，所有的

孩子們，一起歡樂，一起歌唱！    

 

rgrig smtrung lupung 迎賓舞 

rimuy sa！rimuy sa！rimuy maku rimuy sa！ 

rimuy sa！rimuy sa！rimuy maku rimuy sa！ 

歡迎親友，賓客共舞 

 

msuupu mgrig 一起跳舞 

tayal sa tayal qaras nami mgrig brah 

ka kana l laqi kuyuh laqi kuyuh nii 

tayal sa tayal qaras kana ka yami mgrig ka laqi snaw laqi snaw ni 

rimuy sa！rimuy sa！rimuy maku rimuy sa！ 

rimuy sa！rimuy sa！rimuy maku rimuy sa！ 

你看！你看！所有的男孩女孩，都很歡樂的跳舞給你們看， 

迎接朋友，在你們面前跳舞！ 

 

    景美國小【景美太魯閣傳統樂舞團隊】                 支持人：洪 蘭 女士  

景美太魯閣樂舞團於 107 年 7 月成立，嘗試以原聲唱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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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的孩子喜歡唱歌，歌聲嘹亮高亢、穿

透力強，在舞台上活潑可愛，跟任何團隊合作、總能隨機應變，配合度極高，孩子們享受

舞台，在舞台上總是展現自信！ 

 

帶隊老師：郭玲瑩校長  林智偉主任  簡月美老師  陳芬蘭老師  江宥賢老師 

排練老師：陳淑珍老師  呂底亞老師  蔡惠玲老師 

演出人員：朱彼得  林聖恩  巫翔和  張予恩  朱喬恩  夏千惠  林儀貞 

游筱婷  陳燕如  許恩瑜  胡語蓉  周筱妹  蘇怡庭  陳隆隆 

張心慈  張芯瑜  陳姝辰  周承俊  李詩筠  王雅婷  林宛萱 

李心蕾  周正浩  李玉景  李  璇  高  妤  陳淑珍



   四、飛樂竹林【松浦國小阿美族傳統歌謠舞蹈隊】 

第一幕 

表現早期阿美族在蓋建茅草屋婦女們所會唱的一首趣味歌,消失已久的一首簡單的曲目卻帶

點濃厚的家鄉味,建立起部落族人的向心力及團結! 

 

第二幕 

茅草屋前在風中屹立不搖的花朵輕快的音樂搭上小孩子兩小無猜的情誼關係說明了小孩之間

的樂趣! 

 

第三幕 

利用原先搭建茅草屋所遺留下的竹子當作童貞的樂趣,隨著音樂節奏跳起鮮明的舞蹈! 

松浦國小【松浦國小阿美族傳統舞蹈歌謠隊】            支持人：洪 蘭 女士 

本校地處於花蓮縣玉里鎮偏遠地區，學生皆屬原住民族之阿美族；自民國七十七學年度起推

動傳統舞蹈教學，歷經多年光景，期間曾參加多次參加花蓮縣民俗舞蹈初賽與晉級全國學生

民俗舞蹈決賽均獲得優異的成績。本校傳統舞蹈隊亦多次獲邀展演，包含東元文教基金會、

鎮公所跨年晚會、校際交流活動演出、社區活動表演…等，學生精采的演出，獲得各界熱烈

的迴響。 

部落的原住民學生，處於偏遠山區，家庭社經地位相對低落，文化刺激普遍不足，缺乏自信

心進而影響學習成效；故本校教師認為推展本活動除能增進學生自信心外更能以比賽活動為

由至外縣市比賽增進學生學習之觸角更為深遠。原住民族的孩子具有優異的肢體協調性與節

奏感，藉由推動傳統舞蹈教學發揮原住民先天優勢能力以提升學生劣勢能力的最佳管道。 

松浦國小的學生在課餘中也藉著傳統舞蹈習得部落耆老的智慧與社區耆老的互動模式！更在

的引導與熱情的掌聲中，增強其自信與成就感，並且認同自身文化並傳揚自身的文化！ 

 

帶隊老師：許傳方校長  王邦文主任  林彥伯組長 林翠蘭老師  黃惠敏老師   

謝雯菁老師 曾秀英老師 黃志中老師 

排練老師：呂謹城老師  林翠蘭老師 

演出人員：陳文凱  謝羽恩  林懷恩  林均潔  劉媛琋  王御名 林佳恩  林恩欣 

方呈皓  陳  逵  杜易展  王育程  林芷嫻 王書佑  杜瑋晨 

 

   五、謠享 Supaw 【草埔青年會＆草埔國小】<邀演> 

由獅子鄉最具代表性曲調-enelja吟唱揭開序幕，感謝上蒼使我們相聚在一起。接

續 isaceqalj組曲及歡樂舞曲呈現大家相聚在一起的輕鬆、歡樂的氛圍，帶出整段

樂舞最熱鬧、最歡樂的豐收歡慶之美。最後是呈現排灣族最具經典的情歌曲調，散

發出南排灣族人誠摯、內斂的動人情感。 



enelja 

感謝上蒼讓我們今天相聚在這裡，願今日的聚會帶給大家歡樂 

enelja masalu tua tja Cemas tinevetevelj i tjen tusa qadaw 

enelja alevai a mapuljat ulja na temalidu a tja kinaqepuan  

masalu tua tja Cemas tinevetevelj i tjen tusa qadaw 

alevai a mapuljat ulja na temalidu a tja kinaqepuan 

a i yanga tja qepuwan e lia ulja tjen na temalidu 

naluwan na i ya na ya oh lja na si luwan lu ma de ya en 

 

isaceqalj 組曲 

大家相聚在這裡一起享受輕鬆快樂的時光 

1.u i saceqalj nu tja ya i a e  u i saceqalj nu tja ya i a e  si ni yo selja seljangi 

2.i saceqalj nu tja ya i  sa tja u selja seljangi 

3.i lja isaceqalj na ne tjayain sa tja u se lja se lja ngi 

  

歡樂舞曲 

此時此刻我們全心投入在這樣歡樂的氣氛中大聲的歡唱吧！ 

1.isaceqalj nu tja ya in sa tja u seljaseljangi 

u isaceqalj nu tja ya in sa tja u seljaseljangi 

o wa hay ya ya e ya ya e o wa hay ya ya e ya ya e 

2.naluwan na i ya na ya oh nasiluwan lumadeyaen oh hai yo yan hay yan ni haiy ya oh 

hay yan ni hay ya oh hay yan oh i ya oh hai yan     

senai a mapulja ta ya ulja tjen a na temalidu oh hai yo yan hay yan ni haiy ya oh hay 

yan 

ni hay ya oh hay yan oh i ya oh hai yan  

 

道別 

當我們分離的時候，願神守護著彼此。 

nu mavadavadai yanga i tjen ulja tjen na kinizangan na tja Cemas 

naluwan na i ya na ya oh na si lu wa lu ma de ya en 

 



naluwan 歡樂歌 

大家一起唱歌，使我們的相聚充滿歡樂，若是這樣歡樂一直到永遠，那該有多好！ 

naluwan ni naluwan na i ya na ya oh hay yan 

a yan na si lu wan lu ma te ya en ni hay yan na no sa lo 

oh yan na i yo in ni oh hay yan 

senai ya mapuljat a sinai ya mapuljat a ya 

ulja tjen na natemalitu ni hay yan na no sa lo 

oh yan na i yo in ni oh hay yan 

naluwan ni naluwan na i ya na ya oh na si lu a lu ma de ya en  na si lu a lu ma de ya en 

hay yan na i yo in hay yan na i yo in i ya oh hay yan 

senai ya mapulja ta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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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i yo in ho yan 

aicu a tja tinalituwan lja paulan tu patjemam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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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i yo in ho yan 

 

   【屏東草埔青年會】                           支持單位：花仙子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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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傳統的雕刻、手工藝品、繪畫及音樂文

化藝術方面皆深具天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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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草埔最珍貴的資產。自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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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年起也開始召集部落青年拜訪耆老，針對部落過去的歷史、歌謠及文化祭

儀進行田野調查，並且學習傳統勇士舞，陸續將遺失許久的感動找回來，草埔青年會曾獲邀

擔任 2019 及 2020 驚嘆樂舞-臺灣原住民樂舞饗宴台北國父紀念館場及台南場壓軸演出團隊，

表現被觀眾稱為有國際水準的演出，震撼全場。之後，也獲邀代表臺灣原住民在「灣聲樂團

2020 臺灣的聲音-新年音樂會」中演出，完成在「國家音樂廳」展現南排灣傳統樂舞的夢想；

今年 3 月首次參與 2021 全國原住民運競賽公開組榮獲特優成績，並且三度獲邀在驚嘆樂舞-

臺灣原住民樂舞饗宴台北國父紀念館場演出，是一個堅持復振排灣草埔傳統樂舞文化，並且

以傳統與純粹為理念的樂舞傳習團隊。 

 

【草埔國小】                                   支持單位：法國巴黎銀行 

本校為台九線上與台東相鄰的深山小學，從過去就是隸屬於南排灣族大龜文王國的排灣 

族部落，本年度全校學生共二十五位。 



身為屏東縣最東之校，從過去享譽盛名之「台灣維也納」，至榮獲金曲獎的「山上的百靈鳥」， 

至今的「草埔青年會」，一如東方明珠般綻放光華；本校邀請草埔青年會會長朱仁義與陳頌

潔老師，協助學校成立古謠傳唱團隊，並指導孩子學習與展演，讓這悠久的百齡歌聲 

能繼續傳唱。 

成立逾百年的本校，歷經日治時期、國民政府等的向東政策，造成了人口及文化的大量流 

失，一度有了「文化沙漠」之汙名。隨著教育政策之改革，及部落青年文化意識抬頭，本 

校積極部落踏查、田調，努力發展校本課程，期望透過學校教育，重現來自吉歌樂安舊部落、

內文舊部落之傳統榮耀。 

透過在地文化的觸發下，由跨領域學習，延伸至藝術展現、經濟創生、環境教育、多元國 

際等議題，期望建立學生傳文化傳習之意識，更能逐步實踐「在地共生、積極共好、多元 

共榮」的全人教育。 

 

領    隊：朱仁義會長  林志仙校長 

排練指導：朱仁義會長  陳頌潔老師 

演出人員： 

草埔青年會-朱仁義  方毅軍  洪聖強  尤政龍  洪冠傑  何昊勤  郭庭凱  張劭勤 

           蔡御翔  楊世筠  陳頌潔  葉雅婷  洪聖蘋  郭欣梅  李欣欣  張詠恩 

           洪子婷  陳家宣  少菈芮．苡掃掃  沈家勳  江人頡 

草埔國小-郭語軒  高宇澤  施允安  洪穆辰  洪穆愷  李強尼  洪苡祈  鄭巧樂 

         鄭穎安  洪君賀  洪苡樂  洪妍晰  李予恩  陳  崴  張予歆  石恩宥 

         高雨妃  鄭緯潔  馬夏恩  田冠軒 

 

六、Paketed! (阿美族滿自然部落訓誡儀式)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瑪大藝術恆舞集】 

 

序 Tanfur‧臀鈴之吟 

  

第一幕 Fiko‧口釀之酒 

ia ho ia ho i ia o ho iang hay iay ha  

i ia o ho iang i ia o ho iang 

hay ia a hay iay hi iay ha  

i ia o ho iay i ia o ho iay 

o ho ho i iay ha hay ha hay 

i iay ho o ho i iang ha hay ha hay 

ia ho ia ho i ia o ho iang hay iay ha  



i ia o ho iang i ia o ho iang 

hay ia a hay iay hi iay ha  

i ia o ho iay i ia o ho iay 

 

第二幕 Mi'adop‧獵捕之勞(樂器擊樂) 

  

第三幕 Paketed‧責任加身 

nang mo loro nang mo lore 

di ni ng si leng di ni iang  

hi hi hi iang 

a bi ma ng no mi so a ing ba ka lor  

hi hi hi iang 

 

第四幕 Mifanaw‧異體同心 

o  o  o   ha wu wo ho i ya  oh ho ya  a e ya o  o hai ye he he o ho i yo o ha he ye 

yang  hai ya a ha he hai ya ai o ha he he e he e ye ya  

o  o  o   ha wu wa hai i ya o ho i ya a i ya o o o hai ye he he  

o  o  o   ha wu wa hai i ya o ho i ya a i ya o o o hai ye he he  

o ho i yo o hai i ye yang hai ya a ha he hai ya ai o ha he he e he e ye ya 

 

第五幕 Cifudolay‧膽量試煉 

na lo oang na lo oang na i ay na a io iay o  

ho i na lo oang na i ay na ay io iay  

ho o i iay o ho hi iay  

hi na lo hi iay i ay o hi iay 

na lo oang i ay na io iay ho 

na lo oang na i ay na hi iay iang 

ho o i ay o ho hi i ay 

hi na lo hi i ay i ia o hi iang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 瑪大藝術恆舞集】          支持單位：洪 蘭教授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成軍十四年，以樂舞講述原住民的祭儀與神話，透過高亢嘹亮的歌聲，

舞者臨摹祖先的躍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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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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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至中國廣西壯族三月三舞蹈比賽榮獲冠軍一等獎 

瑪大藝術恆舞集是為了讓畢業的學生們能夠延續原舞隊的情感連結和傳承的精神，更是期許

我們用自己的眼睛臨摹祖先的躍動，舞蹈的不只是樂舞，而是祖先留下的底蘊。 

以傳承台灣原住民族樂舞之美為核心精神，並學習精進專業的舞蹈技藝和編創藝術而努力，

發展原住民族舞蹈教育，舉辦有益社會的表演服務，並培養對於原住民族樂舞充滿熱忱的部

落青年們，讓台灣原住民族樂舞藝術的種子遍地萌芽。 

 

帶隊老師：黃鴻穎校長     

排練老師：田姈琋老師 

演出人員：張惟翔  高柏元  林王偉  呂文翔  王偉玲  都曼婷  林婕妤 

          駱景榮  陳文勝  蘇建璋  謝丰豈  呂翊婷  尤芯琳  葛心瑜 

          林重瑄  黃怡瑄  黃可欣  鄭嘉欣  傅佳恩  李  恩  李  孟 

          張玉璞  陳靜怡 

 

   七、禮冠傳承【光榮村部落（七腳川後裔）】 

禮冠傳承以歌舞詮釋阿美族「年齡階層」薪傳的根。它是傳統聚落中獨特且嚴密的社

會制度，男子在成年之前，都必須經過嚴苛訓練，通過重重考驗之後，再為勇士進行

大羽冠～勇士晉階儀式，成為部落勇士。 

1. 原鄉之美 

月圓浪漫之夜，一張日據時代頭目女兒及日本巡佐合照的老照片，勾起阿媽的辛酸回憶

訴說七腳川社因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族人安居樂業。阿媽說唱著美好的部落。 

2. 大禮冠的縫製 

七腳川社的部落婦女正為部落即將成年禮的男子做大禮冠的準備。一群婦女快樂縫著大

羽冠，時而對話，並哼唱著大羽冠之歌。 

3. 勇士訓練 

成年禮過程中訓練男子提升其體能同時並增強部落戰鬥力，部落幹部傳授垨獵技巧上山

下海及體能訓練，以護衛部落生命財產安全。 

（頭目呼喊受訓的勇士集合） 

勇士迅速跑步集合 

頭目鼓舞青年並精神喊話 

青年幹部準備給於部落青年嚴苛的訓練 

青年幹部大聲呼喊被訓練的年齡階層屬於他們的階級名稱 

被訓練的年齡階層的部落青年也以宏亮的聲音回應 

4. 男子加冠 

頭目祝福的禱詞中，婦女或姊姊為參加成年禮家人的男子加冠。頭目獨唱，族人應喝虛



詞一波又一波的喚起族人的榮耀。 

由頭目正式宣告新的年齡階級產生，婦女或姊姊為參加成年禮家人的男子加冠。 

5. 勇士舞讚頌 

七腳川後裔勇士舞曲的讚頌（5 首曲子） 

青年勇士經歷「成年禮」的洗禮後，以樂舞的形式呈現捍衛文化薪火相傳，男子以節奏

分明快速的舞步，展現部落男子灑脫的性格，把訓練成果展現出部落合群、團結合作的

精神。 

 

【光榮村部落七腳川】                                               

原鄉舞蹈團意涵溯本追源薪火相傳，以部落精神內涵為原點，以守成的策略作開創的思考，

尋根追源再整理，再出發，再提煉，再精緻，再茁壯，原鄉從部落萌芽成長，原鄉的成就也

將回歸部落。原鄉雖定位為舞蹈團，但更將自己視為「文化工作者」，為部落文化發揚傳承盡

一份心力。 

本團座落於花蓮縣壽豐鄉光榮村部落（七腳川後裔），多年來，致力於原住民部落舞蹈教育、

推廣文化藝術。由團長林春蘭、藝術總監葉芬菊及原鄕光榮村團員，共同追求精緻卓越的原

住民族樂舞演出，為即將式微的原住民族傳統文化開拓一線生機，並藉政府及民間之力鞏固

強化部落文化之根，透過樂舞展演，讓原住民樂舞文化特色及教育活動得以永續發展。 

     

帶隊老師：林春蘭  林紫妍 

排練老師：葉芬菊  林春蘭  林政民  林紫妍  

演出人員：林春蘭  周秋妹  董欣玲  許金花  林菊美  呂秀美  古秋香  李春英 

       陳雅煦  曾詩庭  林紫妍  周亞薩  林鉫霈  鄭羽柔  黃詩涵  蕭  艾 

高妤晴  吳芯蕙  林姿佑  林瑀凡  張力文  周孝天  林中龍  林孝龍 

陳軍豪  楊育凡  蘇又銘  江家凱  林阿明  林政民 

 



八、循祖先之腳步，牽起祖靈之手 Kitingen ko kamay ato naripa'an no to'as.  

【阿美族港口部落古謠傳唱團隊】 

阿美族的起源，由一支 Ci’poran氏族的 Pangcah（阿美族人）從秀姑巒溪出海口登

陸，不知道他們漂流多久，也不知來自何方，可能來自台東的綠島或蘭嶼，也可能來

自更遙遠的菲律賓群島，南島語族是我們共同的名字。他們定居在河海(秀姑巒溪與

太平洋-世界最大洋)的交界處，這裡有得天獨厚的地形、豐盛富饒的物產，依山傍海

的環境，有大河流經，終年水源不缺、食物也不虞匱乏。在與其他氏族的結合後，建

立一個大社，對鄰近的族群或部落自稱，來自 Cepo’（出海口）。 

一百多年前清國的官兵欲在此建港，讓船泊直達溪流上游，計畫最終宣告失敗，然而

「大港口」的名稱卻留了下來；如同一百四十五年前清國與部落的那場戰爭(1877 年

大港口事件（Karawrawan a demak no Cepo'），軍隊走了，士兵卻留下來與這裡的

原住民共同生活，水乳交融繁衍後代。曾經被清兵打散的這群人，有的憑著記憶，有

的拋不下對這方水土的依戀，選在舊社北邊一條混濁的溪水旁重起爐灶、建立新社，

並命名為 Makota’ay（馬谷達愛）。 

阿美族最為人所知的母系繼承傳統，loma（家屋）及田地是歸屬女性長輩的財產，男

子婚後「從妻居」背負起興旺家族、繁衍子嗣的重責大任，而部落的公眾事務則是專

屬男性的任務，過去傳統上舉辦祭典活動，也是除男性外女性不得參與靠近。為適應

部落發展，「男子年齡階級制度」便因應而生，這是千百年來為維持群體生活的正常

運作，以及發展政治組織所承襲下的傳統智慧結晶。 

海祭（sacepo’）與年祭（ilisin）是港口族人傳承至今的兩大傳統歲時祭儀，海祭

固定於每年的 5 月 5 日舉辦，年祭則固定在每年 7 月 20 日的凌晨零點開始舉行，為

期六天。ilisin 之意為「在禁忌之中」，儀式中充滿了各種禁忌：有飲食上的禁

忌、男女的禁忌，以及不可打架、醉酒滋事...等種種禁忌。 

而在這項祭典中具更深層的文化意涵為： 

一、緬懷祖先。 

二、傳承與教導後代子孫們，學習並承接祖先的智慧與文化。 

三、揮別過去，除舊迎新。 

四、感恩天地神靈庇佑，並祈求部落四季平安，繁榮昌盛。 

五、教育青年遵守傳統禁忌、服從團結、體能、漁獵技能訓練等。 

港口部落豐年祭日程： 

日期/ 時間 祭典儀式/ 活動 祭典儀式說明 

7/20 08:00-15：00 

7/20-21 

23:00-08:00 

misafelac 

 

Malitapod 

青年抓魚邀請部落長者共享午

餐，並聆聽長者的訓勉 

迎靈祭(僅男性/跨夜) 

 



日期/ 時間 祭典儀式/ 活動 祭典儀式說明 

7/21 08:00 

16:00~21:00 

Pakarong  

Sakacecay Pakomodan  

報訊息 

宴靈祭(僅男性) 

7/22 

16:00〜21:00 

Sakatosa Pakomodan 宴靈祭(僅男性) 

 

7/23 

16:00〜21:00  

Sakatolo Pakomodan 

Palimo、Mililafang 

Pakayat 

宴靈祭(僅男性) 

榮耀長者-獻酒，宴客 

牽情之夜(男女共舞) 

7/24 

16:00~21:00 

Pipihayan 送靈祭(僅女性與 Mama no 

kapah、男性倒酒階级) 

7/22 08:00〜11:00 

7/23 08:00〜11:00 

八大階級青年體能競技 
 

7/24 08:00〜15:00 

21:30〜24:00 

Pakelang Pakelang 男性漁撈、檢討會 

部落青年餘興節目(晚會) 

港口部落起源歌 

I ya o hoyan ha o hayan ha a heyan 

Pawpaw saan ko dodang i riyad( 漂流在無邊際的筏阿) 

Awaay ko patosokan( 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岸) 

Yu siya siya tamokis to lafiy( 白色浪濤在深夜裡不斷拍打) 

Mikihatiya ko falocoh a malarom( 心底被翻攪地暨絕望又酸楚 ) 

 

Minanay ko patosokan( 到底哪裡才是可以停靠的岸) 

I ya o hoyan ha o hayan ha a heyan 

Samata sa maaraw ko tokos panong nong sato kami( 凝神遠望、岸就在不遠 

的地方 ) 

Pakicang yu sanay i cepo’ no taladaw( 筏上的槳努力地朝向 Cepo 前進) 

I cepo’a miporang ko toas( 聚落逐漸成形) 

Tatoasan no pangcah ( 孕育了阿美族人的祖先) 

 

迎靈 

凌晨十二時（pifolodan）開始迎靈（限男性），首先由部落的長者（頭目） 

聚集在會所獻酒祭拜祖先，祭祀完畢後，由老人階級最年長者帶頭牽手圍 

圈，開始吟唱迎靈古調。 

領唱: a ya ho~ hey i hey~ ha yo ho hey hoy 

答唱: hey 

領唱: a ya ho~ hey i hey~ ha yo ho hey hoy 



答唱: hey 

領唱: a hey hey ha hey hi ay 

答唱: ha wey ha hay 

領唱: ha yay hay ha hey ha hoy 

答唱: hey 

領唱: a hey hey ay 

答唱:ha wey ha hay 

領唱: a hey hey ay 

答唱: ha wey ha hay 

~ 重複~ 

 

告祭祖靈、訓勉青年（mi’olic） 

部落長輩訓勉青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祭典的儀式和服飾，要抱持對祖先的敬虔與感

恩，要保護部落，要做後生晚輩的好典範。青年階級在進入祭祀圈前，由長者協助綁上羽毛

頭飾，帶有傳承與教育之意含，頭目用棍棒以打屁股的方式，鞭策青年成為更成熟的男人，

成為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真正的阿美族勇士。 

領唱：o ho ho o ho ay ,a hey ey hey hoy hoy hi 

答唱：hay ha hay ha hey hey yan 

領唱：o ho ho o ho ay ,a hey ey hey hoy hoy hi 



答唱：hay ha hay ha hey hey yan 

領唱：hey hey hi ya ay 

答唱：ha hey hey yan 

領唱：o hey ho ha hey hi ay ha hey hi hi hey 

答唱：hi hi hi 

領唱：hay hi hi ya hey hi hi ay 

答唱：hey hay~ hey ,i ya ha hey ha hey,ha hey hay  

(重複)* 

 

宴靈 ilisinan 

接著青年之父帶領青年階級進場領唱，遵循祖先的古謠與腳步，長者輪流領唱祭歌古謠，古

謠輪唱不間斷。跳舞當中由第六級青年(malakacaway) 負責提水桶裝酒，手持傳統竹杯遞酒，

供解渴提神。 

領唱：hey yo hoy ha hay 

答唱：ho yoy han ha hey hay 

領唱：hi hi yo hoy ha hay 

答唱：ho yoy han ha hey hay 

領唱：hi hi yo hoy ha hay 

答唱：ho yoy han ha hey hay 

領唱：hi hi yo hoy ha hay 

答唱：ho yoy han ha hey hay 

領唱：ha hi hi yan ,hay yo o ho yoy 

答唱：hey hi yan ha o ho yan, ho yoy han 

ha hi hay 

領唱：hi hi yo hoy ha hay 

答唱：ho yoy han ha hi hay 

領唱：hi hi yo hoy ha hay 

答唱：ho yoy han ha hi hay 

青年階級 miawaway 領火把進入祭場 

豐年祭時，負責在外守衛部落及田園的青年第

4 級 miawaway(守衛組) 從山上舉火把歸來

祭典會場。 

 

領唱：o ha yo ho o ho ho yan 

答唱：hey ya o ho yoy ha hay 



領唱：o ha yo ho o ho ho yan 

答唱：hey ya o ho yoy ha hay 

領唱：o ha yo ho o ho ho yan 

答唱：hey ya o ho yoy ha hay 

領唱：hi hi ya hay o ho yan 

答唱：hey ya o ho yoy ha hay 

領唱：hi hi ya hay o ho yan 

答唱：hey ya o ho yoy ha hay 

領唱：o ha yo ho o ho ho yan 

答唱：hey ya o ho yoy ha hay 

 

Palimo 敬老尊賢，獻酒禮 

第四天的活動 Palimo（獻酒禮，敬老尊賢），是感念家族中男性長輩一年來的辛勞照顧指

導，特別以今年收成的新米製作糯米酒釀敬謝，接到新酒的長輩也會以極盡讚美的言詞回

應。 

領唱：ho~ o ho i ya hoy hi 

      hi ya hay ha ya hoy ha hay 

      ha yo hoy hi hoy 

答唱：hey yi hey yi 

領唱：ho~ o ho i ya hoy hi 

      hi ya hay ha ya hoy ha hay 

      ha yo hoy hi hoy 

答唱：hey yi hey yi 

領唱：ha hi hi 

答唱：hi ya ha ho yoy 

      ha hay hoy ha hay 

(重複) 

Pakayat 牽手情人夜 

已屆適婚年齡的女性這一天允許至會場觀看，家長們透過豐年祭圈舞場合挑選、物色女婿，

並私下告知青年之父(mama no kapah)，由他們牽著女兒到心儀的青年身邊牽手共舞、培養

感情，有些在家長默許下交往的情侶，也透過這個場合向眾人公開，有許多佳偶是在此時促

成，最終結合成家。 

領唱：hi hi hi ho hoy ha hay 

答唱：(女) (男)ho yoy han o ho yoy ha hay 

領唱：hi hi hi ho hoy ha hay 



答唱：(女) (男) ho yoy han o ho yoy ha hay 

領唱： ha ha ha hoy ha hay 

答唱：(女) (男) ho yoy han o ho yoy ha hay 

領唱：ha ha ha hoy ha hay 

答唱：(女) ho yoy han o ho yoy ha hay 

      (男) ha ha ha hoy ha hay 

領唱：ha ha ha hi yi hoy ha hay 

答唱：(女) ho yoy han o ho yoy ha hay 

      (男) ha ha ha hoy ha hay  

(重複) 

 

宴靈 ilisinan 敬禮舞 

領唱：ho i ya o ho yan ha ya ho ho yan ni ho yoy 

答唱：ha hay 

領唱：ho i ya o ho yan ha ya ho ho yan ni ho yoy 

答唱：ha hay 

領唱：ha hi ha ho yoy 

答唱：ha hay 

領唱：ha hi ha ho yoy 

答唱：ha hay 

領唱：hay ya la ho yoy 

答唱：hoy ha hay 

領唱：hay ya la ho yoy 

答唱：hoy ha hay 

(重複) 

 

宴靈 ilisinan 老鷹之舞 

領唱：owa owa owa hi ya ha ya ho wa i yi yan ho wa i yi ha hay 

答唱：i yi hey a ha hey hi hi ha hay 

領唱：owa owa owa hi ya ha ya ho wa i yi yan ho wa i yi ha hay 

答唱：i yi hey a ha hey hi hi ha hay 

領唱：owa owa owa hi ya ha ya ho wa i yi yan ho wa i yi ha hay 

答唱：i yi hey a ha hey hi hi ha hay 

領唱：owa owa owa hi ya ha ya ho wa i yi yan ho wa i yi ha hay 

答唱：i yi hey a ha hey hi hi ha hay  



(重複) 

ｍipihayan 送靈祭歌（女性專屬） 

第五天接著由女性登場，恭送祖靈的祭儀活動，一方面感懷祖先，另一方面告誡後人，要謹

記先人優良文化傳統，使其綿延不斷。 

領唱：hi hi ya o hoy ha h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a hay yo o ho y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a o hoy ha h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no cilaen to ko namo ( 你們的要等下一次)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ilidong no fata'an ( 在樹豆下乘涼)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a o hoy ha h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mafetasay ko lidaw ( 秀姑溪水從 Cepo' 衝出海邊)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a o hoy ha h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a o hoy ha h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paka'oraray to kami ( 我們在祈求雨)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paka'oraray no limecedan ( 祈求雨的小姐們) 

答唱：pi hayya pi hay 

領唱：hi hi ya o hoy ha h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materak ko maremon ( 下起豪大雨)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雙牽手，團結舞(豐年祭結尾歌) 

這一首歌是每天祭典的最後一首歌，一同感念祖先的辛勞，以及血濃於水的親族情深，感謝

天地神靈的祝佑。祭典的第六天一定會舉行 pakelang，由各年齡階級男性下海捕魚，並作此

項活動的總檢討報告；而女性婦人也在這一天集合聚餐做豐年祭檢討工作，期待來年大家更



同心團結，將活動辦得更順利圓滿、讓祖靈歡欣。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i ya ho wa ho yoy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i ya ho wa ho yoy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以上重複) 

 

拉船歌 

馬谷大愛 Makotaay 部落依水而居，放網捕魚為部落男子日常，造船、織網、補網、編織魚

簍等，都是男子勤奮的表現，為要供給一家人飽足與營養。造船、拉船都需要團隊合作的力

量，因此，部落青年們的感情皆非常緊密，彼此幫助、彼此支援，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因

此，這首歌表達的不僅是青年們的勤奮，更是表現出團結一心為部落的精神。 

領唱: o ho o o he hey i hi hey hey ya hay   

答唱: hi yi ha hey ho yoy ha hay 

領唱: o ho o o he hey i hi hey hey ya hay   

答唱: hi yi ha hey ho yoy ha hay 

領唱: ha hoy 

答唱: hi oy ha hay 

領唱: ha hoy 

答唱: hi oy ha hay 

領唱: hoy sa... 

答唱: hoy sa... 

領唱: hoy sa... 

答唱: hoy sa... 



領唱: o ho o o he hey i hi hey hey ya hay   

答唱: hi yi ha hey ho yoy ha hay 

領唱: o ho o tengtengen ita kina kilang 

答唱: hi yi ha hey ho yoy ha hay 

 (以上重複) 

 

【阿美族港口部落古謠傳唱團隊】                       支持人：楊 斐 女士 

港口部落的運作主要圍繞著氏族組織和年齡組織。港口部落的組成是由 5 個氏族組織，先後

來到部落內定居而形成，最早來到港口部落的 Tsilangasan 氏族被推派為部落的領導氏族。

在港口部落的傳說中，當各個氏族們紛紛在移住部落居住後，當時有名叫 Malanbabow 的人

提議一同建立氏族們共用的集會所，建立集會所後，他又將部落中的男人依照年齡不同而劃

分各自的職務分配，因此便形成了年齡組織。 

港口部落的年齡組織主要可以分為青年組、壯年組及老年組，各組又各分幾級。青年組與壯

年組主要負責社區各項公共事務，老年組則負責工藝製作、教導後輩與文化傳承。古謠團隊

目前最小的孩子是 3 歲，最大的孩子已經 18 歲，幼稚園到高中，這些全都是部落裡的孩子。

部落也因古謠隊的傳承，越來越多孩子投入祭典的參與，回部落學習祖靈的智慧。雖然才成

軍兩年，但是，已將每次學習到的母語歌謠紮紮實實的作完整的紀錄與錄音，存檔與出版。

期盼未來能繼續為部落培力並傳承，將阿美族悠揚的樂曲傳唱並發揚。 

 

帶隊老師：蕭清秀村長  李昌啟老師 

工作人員：劉怡玲  拉黎樂此魯木  邱金蘭 

排練老師：陳明珠老師  魯木伊木伊老師 

演出人員：林清進  許金財  蕭清秀  李昌啟  吳耀福  林義忠  林榮華  陳杰敏   

林源梃  白皇湧  陳韋成  江偉仁  江孝賢  風  曦  高家瑋  林至軒   

石紹恩  徐玉琴  鄭玉梅  邱愛麗  許珠鳳  陳金花  江梅花  曾瑞妹   

林紹珍  曾葉妹  林蓮妹  劉秀英  陳夏美  陳秋麗  林蓮花  曾秀夏   

許幸枝  林美芳  林水蓮  邱秀媛  陳璇花  林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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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幕曲【全體】 

雙牽手團結舞(阿美族港口部落古謠傳唱團隊) 

這一首歌是每天祭典的最後一首歌，一同感念祖先的辛勞，以及血濃於水的親族情

深，感謝天地神靈的祝佑。祭典的第六天一定會舉行 pakelang，由各年齡階級男性

下海捕魚，並作此項活動的總檢討報告；而女性婦人也在這一天集合聚餐做豐年祭檢

討工作，期待來年大家更同心團結，將活動辦得更順利圓滿、讓祖靈歡欣。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i ya ho wa ho yoy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i ya ho wa ho yoy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領唱：ho~~ho, ha yo o ho y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 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