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專輯

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專輯

2016原住民兒童之夜實錄DVD 

今天預購價各1,000 元

(原價各2,000元)





表演即將開始

請您入座並將行動電話關機
以維護觀賞品質



排灣幻想序曲Ⅰ

作曲/指揮：李哲藝
演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高士南排灣古謠傳唱隊

屏東縣高士部落青少年

團長：王英明校長

指導：陳世隆老師



位置：屏東縣牡丹鄉

人數：25名學生

族群：排灣族



【搖籃曲】

親愛的妹妹

不要再哭泣了

媽媽就要回來了



不要等不及了

她用螢火蟲做的火把

照著路回來了



【林班生活】

起一個大早

我們的相遇就在清晨時分了

我們帶著認命順服的心和午餐

儘管天氣是如此的炎熱

我們忍著口渴的心情

我的眼淚因著辛苦而先落下了



哀嘆我的命運

何時才能改變

祈求上天

給我最美好的命運

是誰的懲罰

讓我的命運竟是如此坎坷



【伐樹歌】

我有一棵相思樹

我要把它修剪

讓它呈現最完美的姿態

多餘的樹枝剪除細枝留下

好讓小鳥有築巢的地方

要讓後代子孫有遮陽乘涼的地方



我要在這裡告訴所有人

我的理念

高過這些所有事物

也希望你們有崇高的理想



【田間婦女鋤草歌】

na lu wan na i ya na ya hu(虛詞)

na si lu wa lu ma de ya n (虛詞)

hui na lu wan na I ya na ya oh (虛詞)

oh i na si lu wa lu me de ya n (虛詞)



唉!我最親愛的媽媽

好渴望能再一次

與您一起唱

您教會我的這首歌



感謝
李欣禧女士

洪 蘭教授

透過驚嘆號的支持

讓孩子在美好的樂舞中

傳習祖靈留給孩子

最珍貴的文化資產



感謝
富邦文教基金會

恆春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政府

原住民族委員會

台灣積體電路(股)公司員工

讓孩子們朝著夢想前進





排灣幻想序曲Ⅱ

作曲/指揮：李哲藝
演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介達魯凱排灣兒童樂舞團隊

臺東縣介達國小

團 長：田桂香校長

指導老師：温巧盈老師

陳叁祥老師



位置：台東縣金峰鄉

人數：56名學生

族群：排灣族、魯凱族、阿美族



鼻笛序曲



我們是來自大武山下的排灣勇士

用高亢的聲音

力與美的肢體

對天呼應〜昭告眾生

勇士的鬥志即將開啟…



【敬天祭神】

我們聚在這裡

來讚美頌榮天神



【彼此欣賞】

我們彼此欣賞，肯定對方。



【報戰功】

昭告自己的本事和戰功



【佩戴百合】

魯凱族男子佩戴百合花

象徵他是個善於狩獵

並獵得五頭公山豬以上的勇士

佩戴百合花時

男子們會齊唱報功歌

共舞齊跳「勇士舞」來慶賀祝福



【歌頌祖靈】

我們要學習祖先的榜樣

記取祖先的教誨



【相互較勁】

守護家園、為部落服務

就是勇士的責任



【比舞論英雄】

我看見目標

並認真努力地展現實力



【共創美好未來】

我們一起手牽手

心連心為勝利歡唱



感謝

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讓我們可以在驚嘆號上

體驗排灣魯凱文化的美





miyomei安魂曲

作曲/指揮：李哲藝
演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蓬萊賽夏族樂舞祭儀團隊

苗栗縣蓬萊國小

團 長：黃文昭 校長

副團長：林淑惠 主任

指 導：章潘三妹老師



位置：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

人數：57名學生

族群：賽夏族



‘opoeh na bo:ong．SaySiyat．paSta’ai

-賽夏族-



賽夏族自古流傳著一個故事~

祖先本居平地，因洪水泛濫，漸次逃

入深山，抵達大霸尖山時，祇剩男、

女二孩。長大結為夫婦，生男育女，

繁衍後代……



【序幕】

承襲



賽夏族人口耳相傳著傳統歌舞

傳唱中

向長輩請益

請長輩指導農事

鼓舞族人要認真努力生活



豐收、閒暇之餘

教導牙牙學語的孩童唱歌

祈求一切圓滿



【第二幕】

迎靈



秋末

黃藤採收之際

迎接矮靈到來

族人、祖靈、矮靈共聚一堂

共進晚餐

祭典正式開始……



【第三幕】

娛靈



族人與矮靈共樂之神舞

只有祭歌與伴隨之祭舞

此時全無祭獻、祝咒的儀禮

全族人皆參與歌舞活動



【第四幕】

送靈



用歌舞送別矮靈回其故居

希望祭典以後

不要回來這裡

部落族人一切平順



【第五幕】

感謝祖靈



懷著感恩的心

與祖先手牽手

共同分享生活的甘苦

也懷著祝福的心

與族人心連心

共同享受族人的親情

並且感謝祖靈庇佑



感謝
LEKO之友

讓蓬萊賽夏的孩子

浸潤在深厚悠遠的祭儀樂舞中

學習最接近祖靈的賽夏文化

七月五場全國巡演

期待您索票入場指導



我們都是一家人

作曲/指揮：李哲藝
演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北埔阿美傳統舞蹈隊

花蓮縣北埔國小

團長：丁嘉琦校長

指導：莊國鑫老師



位置：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

人數：468名學生

族群：阿美族、撒奇拉雅族

太魯閣族等



火祭舞

-撒奇拉雅族-



撒奇拉雅族世居花蓮市北部達固灣附

近，是臺灣原住民族正名的第十四族

撒奇拉雅salokyiaw樂舞，是該族「火

祭」中唯一由女生所跳的樂舞。



火祭全程莊嚴肅穆，只有在祭儀中

段的「娛神」樂舞是較快樂和愉悅

的呈現，是族人與祖靈愉悅歡樂過

程，也詮釋了族人在「娛神」樂舞

的情景。



開疆闢土、源遠流長

i yo in hoi yan i yo in hoi yan

hei ya o han hai yai han

ho i ya ho i yo in yai yan



莊嚴肅穆迎火神

i yo in hoi yan i yo in hoi yan

hei ya o han hai yai han

ho i ya ho i yo in yai yan



點燃火靈

na a lu wan  na a lu wan

ho wai yei ei yai han ho i yo ho in hai yan

ho wai ei yai han hoi yan ho i yo in yai yan

i lu i lu wan an 

ho wa i yei yan ho wa i ya hoi yan

ho wai yei ei yai han

ho i yo ho in hai yan



烈火燎原，祈求火神庇佑

na a lu wan na a lu u u u u wan ho wai ni hoi yan

na a lu wan na a lu u u u u wan ho wai ni hoi yan

na a lu wan na in na nai ai yai o o wan ni hoi yan



烈火燎原，祈求火神庇佑

hoi na lu wan o wai ni hoi yan

hoi na lu wan o wai ni hoi yan

Na a lu wan na in na nai ai yai o o wan ni hoi yan



火祭感恩歡慶大地豐收

男聲：na lu wai na in na nai ho i yo o in 

女聲：hei ya hin hai yan

男聲：na lu wai na in na nai ho i yo o in 

女聲：hei ya hin hai yan



火祭感恩歡慶大地豐收

男聲：ho yai yo yan

女聲：ho o hai yan

男聲：ho yai yo yan

女聲：ho o hai yan



感謝

志玲姊姊

讓北埔的孩子

擁有更多的可能

並能傳習珍貴美好的樂舞文化



中場休息 15 分鐘



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專輯

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專輯

2016原住民兒童之夜實錄DVD 

今天預購價各1,000 元

(原價各2,000元)
，



表演將於5 分鐘後開始

請您入座並將行動電話關機
以維護觀賞品質



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專輯

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專輯

2016原住民兒童之夜實錄DVD 

今天預購價各1,000 元

(原價各2,000元)
，



表演即將開始
請您入座並將行動電話關機

以維護觀賞品質





泰雅序曲

作曲/指揮：李哲藝
演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美麗的稻穗

作曲/指揮：李哲藝
演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vasa排灣原舞團

台東縣賓茂國中

台東縣賓茂國中團長:洪文政校長

指導：范文凱老師

劉睿哲老師

林則萱老師



位置：台東縣太麻里鄉

人數：135名學生

族群：排灣族



情柴歌

-排灣族-



排灣傳統的部落裡，當男子戀上女

子時，必須表示很多的誠意來得到

女方家人的認可，其中，生存能力

更是重要，因此會上山砍下又直又

好的木柴，並且綑綁整齊送至女方

家門口…



勇士歌

-排灣族-



在排灣族的勇士歌中，常伴隨著傳統

舞蹈，這些傳統舞蹈會加入許多的跳、

蹲等動作，除了展現體力外更重要的

是考驗耐力。



歡聚組曲

-排灣族-



排灣族的聚會歌曲

青年男女們聚會或結婚歡慶時

時常唱到的歌謠



搖籃歌

-排灣族-



此歌謠採集自台東縣正興部落

老人家安撫孩子入眠時

常聽見的歌謠之一



情歌saceqaljan

-排灣族-



排灣族的情歌

通常不會直接表達情意

在歌曲裡

會使用借物喻情的方式

婉轉表達情愛…



對你的愛如山上檜木

深深烙印在我心裡

羨慕天上的雲

它可以自由自在的停留在你身邊

我把愛你的心

託付夕陽帶到你身邊



感謝

禎祥食品&志勳阿姨

及所有支持我們的長輩

您的掌聲

讓我們知道

一切努力

皆有祖靈的讚許



齊來歡唱歌

作曲/指揮：李哲藝
演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傳唱

嘉義縣來吉部落

團 長：鄭義信老師
副團長：武珈琦老師
團 員：來吉部落青少年



位置：嘉義縣阿里山鄉

人數：28名學生

族群：鄒族



祈福



在祭儀開始前

每個人都要將身上的「髒」東西拍

乾淨，藉由yoifo的淨身儀式，

將所有在身上的不潔之物拍落，

好讓祭儀受到上天的接納。



ha i ya na i ya he ya na

ha ha he i ya ha na

o～
ha i ya na i ya he ya na

ha ha he i ya ha na



pasu aulu

勸勉歌



這首勸勉歌在敘述短暫相聚

彼此勉勵的和睦情景

並用鄒族特有的道別語法

「願你的生命更加美好」做結尾

是鄒族部落質樸敦厚的互動特質



族人過去雖因交通不便而見面不易

但感情非常深厚

只要見面，

就會用歌聲彼此勉勵、祝福



全曲共分成五段

每一段都會用一句無意義的歌詞

（a e hei yo）

作為該段樂句的引子

然後再進入正題。



a e hei yo

maitan’e mito

yuptepteulu yi’e mito

nanat’ot’ohaesa

今天我們兄弟相見



a e hei yo

teto’sola eno a’umtu

nananhinhiya ho mito

yuptepteulu

希望我們相見時能彼此和睦



a e hei yo

teto’sola eno a’umtu

nananhinhiya ho pasunaeno

ho bua mangeci

我們要彼此和睦，

唱歌、逗笑、歡樂



a e hei yo

mitoeno nouteuyunu ‘e miyo i’mi ne 

ciengona ci ‘uahnguto teto’sola eno bua

mangeci ho 

mito nouteuyunu ho 

pasunaeno

我們和山後的親友相會
要在一起歡唱逗笑



a e hei yo

tayaecingya ho 

tatocueno yupepevai

temu’sola poa umnu

nansoumu ho tetocu yupepevai

想起我們將要分別

願分別後，你們的生命更美好



sakiyo

跳躍之歌



sakiyo是鄒族的跳躍之歌

唱此歌可以配合舞蹈

隨著吟唱速度加快，動作愈來愈大，

甚至最後要用力跳躍

是一首適合青壯年族人之舞曲

摘錄六段歌詞

是當今在部落裡傳唱的歌詞



sakiyo kalalo ho miya maita

paule sakiyo

sakiyo kalalo ho mimu siva

nikava sakiyo



年輕人來吧！我們跳sakiyo

年輕人來吧！我們一起做活動



年輕人啊，我們來跳躍吧！

年輕人啊，我們跳得高一點吧 !



nahocu minocu

朋友歡聚歌



輕快活潑，是部落非常流行，

適合在非祭儀活動開始的吟唱

詞意：

「今天有大活動，我們來學習、效

法，並開懷歡笑。我們現在還年輕

我們要好好做人做事。」



今天有大活動

我們來學習、效法，並且開懷大笑



大家快來，我們要唱歌的快來

我們也要一同歡笑



maitan’e na’no kokaekaebu

maitan’e na’no kokaekaebu

tetona’a pasunaeno ho bua mangeci

今天很高興，唱著歌而且歡笑



我們現在還年輕

要做一個良善的人



大家快來，我們要唱歌的快來

我們要一同歡笑



maitan’e na’no kokaekaebu

maitan’e na’no kokaekaebu

tetona’a pasunaeno

ho bua mangeci

今天很高興

唱著歌而且一同歡笑



pasu hohcubu

塔山之歌



歌曲描述登訪塔山

從破曉出發，登臨高處

長輩邊走邊細訴

先人走過的巍峨高山

令年輕人感慨

前人行程之遙遠和艱辛



登上塔山最高處，

俯瞰阿里山

看見玉山被皓皓白雪覆蓋

想起那是傳說中族人神秘的起源地



以有力、宏亮的調子唱出這首歌

便能體會旋律中

狂放而又有一點蒼涼的情懷

譜出許多族人懷古之幽情

以及對先祖們的思念和敬意



一群人走在山上

天愈來愈亮，走到了瞭望的台地



老年人告知群山的名稱

聽了之後

非常驚奇祖先所走過的地方



登上了塔山，視野漸漸開闊

那裡是二萬坪，那裡是阿里山

都在我們的眼底下



遠方那裡是玉山

正被白雪覆蓋著

我們的神話故事是這麼說的

我們的祖先是從那裡來的



‘aveoveoyu

感謝



排灣幻想序曲Ⅲ

作曲/指揮：李哲藝
演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泰武古謠傳唱

屏東縣泰武部落青少年

團長：賴慶安校長

指導：查馬克‧法拉屋樂

成員：泰武部落青少年



位置：屏東縣泰武鄉

人數：69名學生

族群：排灣族



【isaceqalj輕鬆的快樂】

yisaljaceng qa nanetjaya yinalja

lja yiniya seljaseljang yanaenelja



輕鬆的快樂是

將生活的喜怒哀樂

透過的情歌對唱中

分享、接納、關心後

內心得到平靜、靈魂得到安定



ka valjangamilimilinag

kemaljutusiljemanguqua

真羨慕傳說故事，

總是盡善盡美、如詩如畫！



satjakinatevetevelja kitja

milimilinag nanga

我們相聚的美好，

會不斷的縈繞在回憶中。



【sipiyapili會說話的眼睛】

吟唱隱喻性的歌詞調侃對方，

仔細聆聽、用心以對，歌詞充滿文學性

且不傷及對方，不越矩，不矯情，

是考驗著青年男女智力

及歌唱能力的時候



makuda ca ku maca matu cinalivudu qela

我的眼睛不知如何，

一直眨呀眨的，

看得如此難過！

眉目傳情



manu pu alise mune tu kinala vikavana la

原來你們都長出奇異的牙齒

總是說出讓人歡心的話語

甜言蜜語



【qai qai相思+lulimai細雨灑落群山】

優美如詩的情歌

唱出了最溫柔的豐厚力量

思念彷如潮水

男孩流下的眼淚

如細雨般灑落在女孩身上



以群山象徵女孩的全部，

以細雨象徵男孩的愛戀，

以自然景物傳達內心的情愫，

含蓄唱出了

這首溫柔歌謠的強大力度。



【qai qai相思】

好喜歡這些歌，

每當思念你時，

你唱過的歌就會被唱起。



請將我的心意傳達給你家人

讓他們瞭解我是如此看待你



【lulimai細雨灑落群山】

妳是哪一個家族的女孩

為何妳長的如此美麗

灑落群山的細雨，

是想念妳而流下的眼淚



【sine venga 充滿回憶的舞歌】

收穫祭或婚禮跳舞時

眾人圍圈站立

一邊輕輕搖擺身體

一邊跟隨領唱者吟唱



圍著圓圈跳舞的

是部落裡最美的女人



【sine venga 充滿回憶的舞歌】

yi lja ku ru ta qa da qa qa lja

na saiv

qapitjayi yinavanavalj.

看著心儀的男人列隊而來



yi lja tji na nge tja nga

qen ni lja ceng

vi na li man qa ne tu pu va lun

妳來卻沒有帶著真心誠意而來





si bei hen

全體大合唱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述說阿美族人的生活態度。

si bei hen na lo hay yan

si bei hen hen si bei ho hon



si bei hen na lo hay yan

si bei hen hen si bei ho hon

si bei hen na lo hay yan

si bei hen na lo na lo o

si bei hen hen si bei hon ho



da ten gai ai to ta to gen

da ten gai to ta to gen

so e lin nay a wa wa no pancha i na ti len

si bei hen hen si bei hon hon





-主辦單位-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首都客運(股)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中華電信基金會

國立國父紀念館



特別感謝



-主要贊助-
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Taipei Branch& 

BNP Paribas Foundation’s Dream 

Up Program



-贊助單位-
大都會汽車客運(股)公司

台北汽車客運(股)公司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禎祥食品‧台灣宅配通(股)公司

萬國法律事務所

逢源教育基金會‧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錸德文教基金會



-贊助單位-

顧炳容‧洪蘭‧洪燕‧洪玲

楊清亮‧李欣禧‧沈寶島

邱白伶‧南京資訊(股)公司

LEKO之友‧郭美琴

MATA家屋‧台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接待學校-

台北市忠孝國小

台北市仁愛國小

台北市金華國小

台北市光復國小



-工作團隊-

藝術總監｜布拉瑞揚‧查馬克‧
莊國鑫‧瓦旦督喜

音樂總監‧編曲‧指揮｜李哲藝
燈光設計｜江佶洋
影像設計｜徐逸君
音響設計及執行｜Michele Paciulli

舞台監督｜方淥芸
舞監助理｜林坤賢





-美青阿姨-
「驚嘆號」篳路藍縷十二年

這一路
感恩有您的扶持

讓台灣原住民的孩子
懂得重視自己的族群
珍視自己的文化藝術
謹代表所有的孩子

向您
深深致謝



讓只有語言
沒有文字的族群

可以
蓬勃發展
源遠流長



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專輯

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專輯

2016原住民兒童之夜實錄DVD 

今天預購價各1,000 元

(原價各2,0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