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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送情柴．春日傳情

kivalay 探訪情人

在 masalut 的第四天，男方在清晨到心儀的對象家去送情柴，表達愛慕之意。
隔日女方會私下探聽是誰贈送 ljiva 到家。

贈送 ljiva（情柴）是排灣族自古以來青年男子用來傳遞情意的
習俗。在每年 masalut（收穫祭）正祭後的第四天至第五天，春
日部落的單身男子帶著親自上山砍伐的薪柴，在清晨天未亮時，
偷偷將情柴送到心儀對象的家屋前，象徵自己有在野外劈出百支
木柴能力，同時展現已有成家立業之本事，以討未來岳父母的歡
心，更表達出男方對女方的真摯心意及男方的勇武氣概。男方並
在 masalut 圍舞時將花插在心儀女子的 ljaljak（背袋）裡，表
現其愛慕之意，隨後到部落頭目家介紹自己。所有青年在歡樂輕
鬆的氛圍下唱歌跳舞。

a qu mu na dje ma lju dja ljum, a qu mu na dje ma lju dja ljum, mu ri a ne ma ya 
ma ya mu ne tja nu ua me lja li ka ka in.
我的哥哥們呀！你們怎麼來了，你們有什麼事？
i ma za men a lje mi lji li jing, ta ~ niya ~ si nge li ta na e, tu i qa qi vu uan tja nu 
mun, tu i sa se lja nge tja nu mun.
我抱著懷念來到府上，跟妳們聊聊我對妳們的思念。
a i ya nga sa nu li ni lji ngan, a i ya nga sa nu li ni lji ngan, dje ma lju ne i tja nu-a 
men,pa qu li de tu nu lu lja yan.
感謝你們的到來，感謝來看我們，你們辛苦了。
dje ma lju na-me ni tja nu mun, dje ma lju na-me ni tja nu mun, li nu sa vi de ti ma 
ngu lju uan na, pa ze-ka-zek tja nua men.
我們的到來，冒昧了，請包容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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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時互唱情歌表達愛意。

na lu a na i ya na ya u, u i ni na lu a na ~ i ya na, u ~ a i li va nu ai  虛詞
ti ka ka lja, nu a ya ya ken, a i lja ku ki na tje nge la nge la yan pa qu li de, 
a i li va nu ai
我親愛的好妹妹，哥哥我真的很喜歡妳。
na lu a na i ya na ya u, u i ni na lu a na ~ i ya na, u ~ a i li va nu ai 虛詞
ti ka ka lja, nu a ya ya ken, a i lja ku ki na tje nge lai nge la yan pa qu li de, 
a i li va nu ai
我親愛的好哥哥，妹妹我真的很喜歡你。
na lu a na i ya na ya u, u i ni na lu a na ~ i ya na, u ~ a i li va nu ai 虛詞

si a levaleva a senay 快樂民謠

少女揹著 ljaljak 從家中走到部落或到親戚家打招呼或在沿途走走繞繞，愛慕
少女的單身男士會將 hana（花）插在女方的 ljaljak 中。

u i na lu a a na i ya na ya u, u i na lu a a na i ya na u ha i yu ni yu ha i yan,
u i ni na lu ua na i ya na ya u ha i yu ni yu ha i yan u i na lu a a na i ya na ya u,
u i na lu a a na i ya na u ha i yu ni yu ha i yan, 
u i ni na si lu wa lu me te ya en, ha i yu ni yu ha i yan. 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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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太陽古謠隊                        認養人：LEKO 之友

春日太陽古謠隊於 2018 年 9 月中旬成立，全校學生六十八人皆為排灣族原

住民，參加古謠隊同學共三十三人分別為二至六年級學生。春日（kasuga）

這個「兩個太陽」的部落，擁有原住民的「熱情」與「活力」。歌謠和部落

生活是緊密連結的，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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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聲與祖靈對話，因此春日的孩子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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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隊老師｜梁吉成 校長 

                    鄭淑敏 主任

排練老師｜石凱琳  白中皇

表演人員｜朱家瑩  梁孜蔆  洪予晨  呂慈恩  陳方妤  蔡依姍

                    蔡宇哲  白子毓  石馨瑜  蔡佳芯  周恩祈  尤韓熙 

                    王亞瑟  陳博宥  王聖恩  林立承  柳程浩  楊宗恆

                    許愛子  趙以恩  周璽恩  高銓佑  幸智琳  劉驀姸 

                    胡巧樂  高萱芮

temalidu nu mecevucevung 快樂在一起

部落青年互相邀約一起到頭目家。大家陸陸續續來到頭目家拜訪，一個一個
向頭目敬酒，之後到圍舞的隊伍中跳舞。

 a ~ i ya nga tja, u ce vu ce vung ja, a i ya nga tja u ce vu cevung, 
se ~ e na y, ya ma pu lja ta ya lja, u lja tje na na te ma li du. 
我們相見的時光，我們一起歌唱，歡樂在一起。

uisaceqa / lalayi 輕鬆的歡唱

大家在廣場上盡情歌唱盡情跳舞。
yan na lja i sa ce ~ qa lje lja ne tja ya i, sa tja u se ~ 
lja se lja i, sa tja u se ~ lja se lja a i
i sa ce qa ~ lu tja ya in, sa tja u se ~ lja se lja a i
la la i yu a I, a ri senai senai i lja, u lja tjen nan ma lidu lidu lja
我們把心情放輕鬆盡情歡唱，將歡樂的情緒渲染在彼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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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ku 祈福．搶種．慶豐收

太魯閣族的男士要有好的體力從事開墾的粗活，女子負責除草的工作。

太魯閣族人勤於耕作，每天出門耕作時會有每天的主題歌曲，小
米的耕種是很重要的，所以會有祭司祈福與 GAYA（社會規範）的
戒律要遵守，這樣才能豐收，豐收後會大家一起歡樂聚會、唱歌
跳舞與分享美食。

uyas tmatak  開墾歌
lita lita kana duwa, lita kana da,
lita snbut qa pahan wa kana snaw ni.
去吧！所有的男士，到田地砍伐工作。
男士們！拿出你們的力氣工作。
所有的人工作就到這裡，回家休息吧

uyas msudu 除草歌
lita da lita da, lita msudu qmpahan
 li ta da lita da, lita msudu qmpahan
大家一起到田裡除草整地，把所有的雜草除乾淨，準備種植用，做好就回家。

uyas kmtuy masu 採收歌

採收小米時不能講話，採完就趕快回家。

lita lita kmtuy masu, lita lita kmtuy masu,
kmtuy masu tnlalay, kmtuy masu tnlalay
小米長大成熟了，我們一起去採收，採收小米穗。
以前採收小米時不能互相講話，這是採收小米的 Gaya。

呼喚風神來篩米，邊唱邊求，不一會兒，風果然就來了！借風力分別篩選米

粒與雜物。

uyas gmik masu 篩米歌
gisu hini bluhing, gisu hini bluhing, maha tnbus masu ni ha.
我們在這裡篩米，持續不斷地攪拌，小米粒完美無暇，
過濾掉瑕疵的米，篩米完回家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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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會在有月光的晚上，帶著一位少年和要耕種的種子上山祈福，祭過的種

子會長得特別好又豐收，所以人人搶著要種，搶到後就交給婦女們趕快去種。

uyas smapuh tmukuy 撒種祭歌
masu dagun mu, uqun nami kjiyax, beylux ni dhquy o
aji uqun kjiyax, utux brahaw su, sbliqi nami haya
小米是我們每日的主食，豆類及糯米不常用，祈求祖靈祝福豐收。

uyas gmluk ghak 搶種歌
nii da! nii da! ghak smpuhan, kuyuh!
 kuyuh! sai nhari tm kuy! sai nhari
 tmukuy!
祭過小米的種子來了，婦女們趕快去拿，趕快去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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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景美太魯閣樂舞團隊                          認養人：洪  蘭

景美國小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全校共六班，五十位小朋友，學生全為太魯閣

族，為太魯閣族單一族群的學校。景美樂舞團於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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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隊老師｜郭玲瑩 校長 

                    陳淑珍 主任

排練老師｜陳淑珍  蔡惠玲

表演人員｜湯桀元  李俊熙  洪宇忠  徐泰恩  林嘉玟  羅亞琦  吳湘婷 

                    周彩恩  周聖心  劉憶雯  林有君  曾世尊  田雨柔  高妤潔

                    戴浩恩  陳俊傑  胡語婕  李心蕾  李玉景  李淩筠  高喬安

                    林珮賢  宋婷歡  田雨聆  江佳蓁  游筱君  林念君  徐冠霖

                    鐘    琳  高    妤  李    璇

                   

大家歡樂聚在一起，一起唱歌跳舞同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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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yas swayay 再會歌
bitaq hini grig nami, swayay swayay 
ta da ha! strung ta hici duri ni uy!
我們同樂跳舞到此結束，希望下次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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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樂－ Kavarasa’an

putengalr  精神舞－勇士精神

小米收穫祭進行至第五天，部落的男人於中午用餐後，隨著鐵鐘的敲擊聲，
以反覆蹲下站起的步伐，繞行整個部落，直至夜間才返回巴拉冠。

Kavarasa’an（小米收穫祭）是卡大地布部落一年中最盛大的祭
典，待小米收割完成，部落隨即展開感謝祖靈的準備工作，共同
分享豐收的喜悅，青年會所同時也進行青年軍事訓練。從前收穫
祭約持續十五天左右，現因時代變遷縮減為七天。我們將小米收
穫祭中「勇士精神舞繞行部落」、「女性編織花環」及「最後一
夜於祖靈屋前共同吟唱古謠」、「在 Kavarasa’an 歡樂地跳舞
吟唱」等景象呈現於此次的樂舞演出中。

ho i yan ho i yan
ho a i yē yo yan
ho i yan ho i yan
hi yo hin hai yo yan
ho i yan ho i yan
hi yo hin hai yo yan
我們的青年很努力、我們的青年很勇猛、我們的部落很強大。

勇士精神－青年之歌

跳完 putengalr 便會進行 muwalrak（圍舞）並吟唱傳唱歌謠。

ho i na lu wan
hi ya na ay yo ya on
ho wa i yē yan
ho wa i yē yo i ya on 
hay ya ho wa i yē yan
我們是 Katratripulr 的女子，我們一起來編花環吧，
準備為跳著 putengalr 歸來的男子戴上。

集花成環－工作歌

女子藉由親手編織的花環，表達自己對父兄、親人或心儀對象的敬愛與關懷。

trimatrilaw  跳躍之歌－勇士精神

為吟唱給祖靈的神聖性歌曲。

hi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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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們年輕人的精神舞，聲勢非常壯大且團結。
我們隨著圍舞的進行吟唱古調，邀請祖靈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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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atrilaw  跳躍之歌－取悅祖靈

為吟唱給祖靈的神聖性歌曲。此次由男女共同舞蹈。

hi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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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要跳到最用力，蹲要蹲到最低，展現給耆老看，
同時也敬獻給天地的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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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夜晚美麗的聚會下，部落每年唱著古老的歌謠，
我們要不斷地延續下去。

取悅祖靈－古老聚會歌

小米收穫祭最後一晚，全體族人於祖靈屋前歡唱傳統歌謠，通宵達旦。

pi no si ya ngu ta yan
pi no li ya ngu si ngan
sa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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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卑南族古語，歌詞意義如上列意涵所示）

取悅祖靈－凱旋歌

隨著歌謠漸漸加快，舞步也愈發急速誇張，使歡樂氣氛高漲。



2524

卑南卡大地布 lralrak 樂舞團   認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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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近年積極復振及保存祖先遺留下
來的文化與習俗、恢復祭典儀式、重建嚴謹的會所制度，且強化族人對自身
文化的認同感。知本國小在 2007 年成立 lralrak 樂舞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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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隊老師｜溫文龍 校長 

                     謝惠珠 組長

排練老師｜高雅玟  王明智

表演人員｜田偉宏  陳奕亨  莊博元  溫皓倫  曾詳盉  汪聖捷  潘群恩  陳仲祺 

                    廖原啟  呂翌瑋  林俞璋  高詩捷  謝宗誠  王明智  羅悅伶  陳諾兒

                    陳薀如  陳姿喜  邱子芸  陳姿榕  趙欣儀  廖堇婷  王玥涵  陳思瑾

                    陳思樺  陳雁婷  陳恩婕  曹閔淨  陳思伃  周紋先  陳冠文  盧詠心

                    盧詠婕  陳恩欣  林勝英  王惠茹  陳禹安  陳    宇  馬    靖  

                    洪隋侑龍  陳黃孝凱  陳黃政維  陳黃妍琇  張楊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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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ananasi 'anane 確實如此

我們今天相聚在一起，非常快樂，確實如此，
我們要效法祖先的勤勞，確實如此。

對於鄒族傳統古謠的熱愛及文化傳承的使命，位於鄒族聖山之
地－塔山下彷如鄒族文化藝術村的小小村落－來吉村；與保育鯝
魚自然生態名聞全國的瑰地－山美村齊聚在一起。兩個部落不分
男女老幼，一同遵循祖先的舞步，吟唱古老的歌謠。在不同世代
的組合下，我們不只表現出鄒族團結、共享共榮的文化特質外，
更象徵著鄒族文化一代接引一代的傳承與延續。

te ta lo po o le la ko le
o a la le lo ka le la
mae na ke na mo
'a i na si 'a na ne 'ananasi 'anane
o ~ o hei yo moka moka sala sala
'a i na si 'a na ne 'ananasi 'anane

'iyahaena 對唱之歌

鄒族的 iyahaena 是最有生命的歌曲，不但曲式變化非常自由，而且任何生活
素材均可納入此歌吟唱，因此所流傳的唱法均保留個人性與時空性之特殊風
格。

hai ya a no yi ya e he na
a ha e hei ya ha no
so mo lo so lo a e ta
le na mu na e ta le co vo ngo

tu'e 誇功祭

以蹲姿唸誇功頌文，歌頌祖先英勇戰功，以鼓舞戰士士氣。

simamamauskinga
ceayamavana, yaaviana, taipicana, niahosa, yai'isana, paayai
tanaiku, saviki, tamayaeyana, yamakayua, cacaya, 'a'acayx
pooftongaveoveo, maibayu, taipahu
snga

homeaya 小米祭歌

今天聚在一起舉行小米祭，很久以前就有了，這個儀式，很早就有了。

maitan'e nouteuyunu tee
homeaya io - nao ina i'e
meesi ho ina i'e meesi ne  
noana'o

o le na mu na ha e he ta le co vo ngo
tai ya ce he to hem ma lo a le, o hai yan no yi ya e he na,
a ha e hei ya ha no
o maitan'e nouteuyunu yu'fafoinana ho mamameoi
nahocu uhtan'e na teto toehungu pasuna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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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iso 歷史頌

阿里山的檜木林，讓世人讚嘆。喔～（合）
阿里山的檜木林，讓世人讚嘆。以前就是如此，從以前就是如此啊！
住在遠方的親人，你們趕快回來參加祭典啊。
喔～住在遠方的親人，你們趕快回來參加祭典啊。
以前就是如此，從以前就是如此啊！

fafahei ta psoseongana taunona’vx ta hphxpxngx o – o – o fafahei ta
psoseongana taunona’vx ta hphxpxngx
e – toleiso eiyo na’o e – e yana’a
eaha heio na’o o – o yisi na’a toisi
minocu na lenohi’u tetocu’so maine’e
o ~ o ~ o
minocu na lenohi’u tetocu’so maine’e 
e ~ toleiso eiyo na’o e ~ yana’a
eaha heiyo na’o o o yisi na’a toisi

miome 安魂曲

請月亮引領死去的亡魂到潔淨的地方，第一段紀念男性亡魂，第二段紀念女
性亡魂。

miome heiya ahoe
o ~ o miome heiya ahoe
‘apa peboso nanalo
o ~ o miome heiya ahoe
o ~ o miome heiya ahoe

miome heiya ahoe
o ~ o miome heiya ahoe
‘apa petehe nanalo
o ~ o miome eiya ahoe
o ~ o miome heiya ahoe



「鄒」樂舞團                  認養人：忠仕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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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樂舞團由來自阿里山的來吉古謠隊、達瑪雅耶合唱團、山美部落教室、
山美社區等涵蓋老、中、青、少四個不同世代的鄒族團隊組合而成。來吉有
「hamoana」（天神之地）之稱，位於相傳鄒族魂歸之地塔山下，本次演唱
現今少有人能吟唱的鄒族古謠 'ananasi 'anane（確實如此）、'iyahaena（對唱
之歌）。達瑪雅耶合唱團的名稱取自 tamayae（蟋蟀），由一群對族語文化
有傳承使命且愛唱歌的山美部落族人組成。山美部落教室成立於 2006 年，
除了課業輔導之外，也傳授鄒族語言、文化及傳統歌舞等各項藝能，培育不
同世代的鄒族子弟。來吉與山美兩村的團體，在本次演出中一同踩著祖先的
舞步，吟唱古老的歌謠，是鄒族文化的傳承者。

帶隊老師｜山美社區理事長安榮進  來吉國小鄭義信主任
排練老師｜鄭義信  溫英傑  方敏全  溫麗珍  莊孝美
表演人員｜鄭義信  安凱如  楊佳勳  汪可妤  楊耀祖  莊冠中  朱子恩  方彥勳  
                    莊奕芳  朱子萱  楊祐琳  楊宗霖  安立奎  高嘉佑  莊冠文  鄭文霓  
                    安亞芯  呂松翰  莊緯德  莊仁智  汪薪鏘  莊仕弘  莊信然  武辰翃
                    陽愛珍  陳筱彤  安金立  方梅玉  楊春花  安政夫  莊軍輝  浦珍珠
                    鄭秀琴  梁崇效  武正清  鄭清生  楊    琦  莊    翰  莊    翎  湯    宸
                    溫劉汘圻  莊浦珍妮  安莊春美  莊溫春英
                    娜塢悟吉納   妲妮芙畢永希  莎優悟吉納  伊慕悠悟吉納
     

iahe 青年頌

這是戰祭時為提振士氣所吟唱的歌，因為戰祭時需跳至天明，為了不讓歌舞
停頓，年輕人不畏疲累，繼續唱下去。

‘iahe ~ e topento pehe lamamo o – o – o hei yo o – o ‘iahe he topento pehe 
lamamo o – o – o hei yo o – o ‘iahe he o – o – o na‘iahe
‘iahe ~ e aomane ma’uya o – o – o hei yo o – o ‘iahe he aomane ma’uya o – o – o 
hei yo o – o ‘iahe he o – o – o na‘iahe

'ananasi'anane 以前就是如此

今日我們相聚一起，大家都很快樂，讓我們謹言慎行。
 從前大家都很努力，我們要好好學習，以前就是如此啊 !

maitan‘e  nouteuyunu  acxhx kokaekaebx
tetesola bumemealx‘ananasi‘anane
o - ‘ananasi‘anane ine noana’o acxhx
bitotonx tetosola momaemaezo‘ananasi ‘anane
o - ‘ananasi‘an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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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太巴塱 ilisin 樂舞

阿美族為臺灣原住民中人數最多的一族，而花蓮太巴塱部落為阿
美族人在文化發展與教育傳衍方面落實最遍及各年齡層之聚落。
太巴塱部落的 ilisin 樂舞，是最能鼓舞族人團結氛圍與傳承重要
意義之祭儀，此次本劇場即以太巴塱部落 ilisin 樂舞為主軸，呈
現阿美族人 ilisin 樂舞之精髓。

報信息

阿美族人 ilisin 祭儀開始時，族人徒步或以奔跑方式至鄰近部落報信息之樂
舞，傳遞部落即將開始進行 ilisin 祭儀之信息，邀請鄰近族人一同參與。
ho ~ o（領隊歡呼）~~~~~~~ 
tus（階層隊員答應）~~~~~~
ho ~ o（領隊歡呼）~~~~~~~
tus（階層隊員答應）~~~~~~
ho ~ o（領隊歡呼）~~~~~~~ 
tus（階層隊員答應）~~~~~~
ho ~ o（領隊歡呼）~~~~~~~ 
tus（階層隊員答應）~~~~~~
ho ~ o（領隊歡呼）~~~~~~~ 

ilisin 祭祖靈

ilisin 祭儀開始，阿美族各年齡層之族人分別至祖靈地祭祖後即展現樂舞，呈
現族人在樂舞文化之紀律，以及全族男女老少皆接受訓練傳承之意涵。
 領唱  hei yo o o o o o o o ho ei
           hei o o o ei yo o o wa hay
 答唱  hei yai ha hei ei yo o o yan
           hei yai ha hei ei yo o o yan
           hei yai ha hei ei yo o o yan
           hei yai ha hei ei yo o o yan

ilisin palafan （ilisin 迎賓樂舞）

ilisin 祭儀第一日，年輕階層男子展現祭儀樂舞，以凸顯 ilisin 之文化傳承。

hi hi hei ya ho hay yei yan hei ya ho hay yan
hei ya ho hay yo in hoi yan
hei ya o ho o o hay yei yan
ho wa i yan hay yo o o in hoi yan
hei ya o ho hay yan
hei ya o ho hay yan
hei yo hi hi hei hay ya o ho o o hay yei yan
ho wa i yan hay yo o o in hoi yan

ilisin 樂舞

ilisin 祭儀最後一日，年輕的阿美族女子向心儀的男子獻酒之樂舞。長輩與耆
老們藉此驗收男子之操行與品格，並因而成就佳緣。

hoi na lu wan hoi na a lu in na nay i yo in yoi yan
hoi na lu wan hoi na a lu in na nay i yo in yoi yan
i yei yan ho i ya hoi yan
i ya o ho hai yan
i ya o ho hai hi yo in hoi yan
i ya o ho in hoi yan
i ya o ho in hoi yan
i ya o ho hai yan
i ya o ho hai hi yo in hoi yan

i ya o hai yan an i ya o hai yan an
haw o wa o i yan
i ya o hai yan an i ya o hai yan an
haw o wa o i yan
hoi yan an ho wai yai han
hoi yan an ho wai yai han
ho i yo in
hoi yan i ya o wan ho hai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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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sin 賦歸樂舞

ilisin 祭儀即將結束的祭儀樂舞，所有的肢體訓練與文化傳承在此刻達到高
潮，並以樂舞歌聲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男領唱  i yo o i yo o o o  wai ha hai yei ha hai
女答唱  i yei yan o o hai yan  i ya o hai yan o wai ha hai
男領唱  i yo o i yo o o o  wai ha hai yei ha hai
女答唱  i yei yan o o hai yan  i ya o hai yan o wai ha hai
男領唱  o hai yo o o o i ya o hai yan
女答唱  wai ha hai yei ha hai
男領唱  i yei yan o o hai yan
女答唱  i ya o hai yan o wai ha hai

賦歸樂舞（一）
領唱  i ya wa hoi yoi  i ya wa hoi yoi
答唱  hei
領唱  i ya wa hoi yoi  i ya wa hoi yoi
答唱  hei
領唱  i ya wa hoi yoi  i ya wa hoi yoi
答唱  hei
領唱  ho o ho ho o o wei ha hay
答唱  hei yei ya hay wei ha hay wei ha hay ha hoi
領唱  ho o ho ho o o wei ha hay
答唱  hei yei ya hay wei ha hay wei ha hay ha hoi

賦歸樂舞（二）
領唱  hei yan i ya hoi yan ho wei ha hay
答唱  hei yan ho o wei ha hay
領唱  hei yan i ya hoi yan ho wei ha hay
答唱  hei yan ho o wei ha hay
領唱  hei yan i ya hoi yan ho wei ha hay
答唱  hei yan ho o wei ha hay
領唱  hoi yan hoi yan ho yoi ha hay
答唱  hei yan ho o wei ha hay
領唱  hoi yan hoi yan ho yoi ha hay
答唱  hei yan ho o wei ha hay

賦歸樂舞（三）
ho in hoi yan i ya hoi yan
ho i ya hoi yan ho in hoi yei yan
ho i ya na i yo in hoi yei yan
ho i ya na i yo in hoi yan
ho in hoi yan i ya hoi yan ( 高音 )
ho i ya ho i yan ho in hoi yei yan
ho i ya na i yo in hoi yei yan
ho i ya na i yo in hoi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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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認養人：瑞室 RAISER TRAPEZOID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成立於 2005 年，為臺灣東部首支當代舞蹈劇團。以
臺灣原住民傳統樂舞學習為基底，穿透有別於傳統樂舞的精神樣貌，在尋找
及保留原始聲音的考掘中，企圖建立當代臺灣原住民樂舞的可能。創團人、
藝術總監及主要編舞者莊國鑫，為臺灣原住民阿美族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舞蹈教育組碩士，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博士生，專
攻傳統原住民樂舞編創、研究、教學。其從事現代舞蹈劇場編創，作品創作
期程漫長，創團已 14 年，但僅有 5 支長篇舞作正式發表。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多次於國際藝術節及國內演出，證明已在國際間受到
傳統舞蹈藝術節及現代舞界之肯定，其對於臺灣原住民傳統舞蹈藝術教育之
的堅持，也已經受到讚賞。作品《038》（2016 年）以探詢花蓮人身體感為
主軸，首演時即備受矚目，在「表演藝術評論台」有多達 10 餘篇之評論與

探討，並入圍 2016 年第四季台新藝術獎、入選為 2017 年愛丁堡藝穗節臺
灣季演出團隊之一，並榮獲累計達 30 顆舞蹈星級評價。《038》亦獲邀參與
2017 年英國雪菲爾藝術節、2017 年韓國創目藝術節演出，更於 2018 年 11
月獲得 2018 年 Pulima 藝術獎優選獎，並獲選為 2019 年外亞維儂藝術節演
出之台灣團隊之一。

藝術總監｜莊國鑫
排練老師｜莊國鑫  鄭靜慧
表演人員｜李芝宜  劉禹荷  古浩育  余瑄凡  賴佳伶  邱薇亦  蔡怡軒  朱幸義
                    游婕安  郭佳翎  曾芝棋  陳慧玲  曾郁芳  陳靖芸  劉聖凱  溫詩宏 
                    鍾采穎  林子嫈  蒲辰宣  賴宥錡  朱昱纓  蘇星宇  黃皓瑋  李承翰 
                    許哲賓  連則欽  傅志誠  余高翊誠  蔡何佳翰  基蘊 ‧ 阿萣  一江 ‧ 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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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排灣牡丹收穫祭 -慶典再現

傳承牡丹鄉南部排灣族特有的文化和歌謠。由於牡丹鄉傳統古歌
謠呈現的機會不多，因此完全透過記憶及地方採集，以最傳統的
演譯方式傳授並呈現，企圖保持最初的感動。

analja 對唱歌謠

讚頌東南部排灣族傳統古歌謠風華。

a nalja（五年祭典歌）
a nalja masalu a men naya
namaqepu I maza
a nalja puvarjun a mem kakebjiyan
tatjasikachu paiwan
真高興看到所有的人都在這裡相聚。我們年紀雖然小，也很關心部落的大小
事。

catei 勇士舞

牡丹鄉高士部落慶典歌舞再現。

A… oh…hani…halji…halja …catei
A… oh…hani…halji…halja… catei
虛詞

oh wai 勇士舞

牡丹鄉高士部落慶典歌舞再現。

oh wai
ohwai yaiohi yaiae
Masalu ta ina qaqepuwan naya
ohwai yaiohi yaiae
uljatje na taljivak a mapuljad
ohwai yaiohi yaiae
真高興看到這麼多人聚集在這裏，真希望所有人都得到庇護。

isami 懷念

聆賞牡丹鄉傳統林班歌曲。

e nga I ma za I ka de ka de u su a te nga za nga
u lja lju zan ke ma la u k aka a u wa nga tja
ce vo ce von u ku za nu wa se ma a nga a I ya nga

a I ya nga su pa I pa cha a ta a I su u wa u tu wa sa
lu lja yan a u wa nga ta ngi ta ngi ta pa nge je zu
tu wa tja ma za I zu wa nga u wa ya ya n

e ce vo ce von ngi jin a I e la pau lan tu pa la yu la yu
e ma lan u ka ka a u wa nga nu wa ya ya n 
pa nga jie zu wa pa la yu la yu a u wa nga
我在這個山上唱歌，希望遠方的朋友你能聴到，盼望有機會還能與你再次相
遇。希望這首歌能夠帶給你歡樂，並消除你的疲累，就像過去一樣，你能常
來與大家相見。我們每一次的相遇，希望就像平常一樣，更希望你以後還能
常常回來和大家見面。

iyoiyo 勇士舞

牡丹鄉高士部落慶典歌舞再現。

iyoiyoi yaiya
iyoiyoi yaiya
karjimuanqaza tanjitja tjaljabulaiyan
iyoiyoi yaiya
tjaljabulaiyan na piniwanan naya
iyoiyoi yaiya
masalu ta ina qaqepuwan
iyoiyoi yaiya
去找尋過去最美好的典範吧！最美的是原住民的語言，感謝與會的來賓。

aiyanqa 田間婦女鋤草歌

回顧排灣族經典古歌謠。

naluwan na iyanaoh nasiluwalumedje yaen
oh i naluwan na iyanayaoh oh i nasiluwa lumedje yaen 虛詞
aiyanqa usenqelidjan
tja nusun di u ina
paulananqa danqedanqeda uinaluwan na tjasenai a ya
啊！多麼思念您呀！我的母親，感念您過去敎會我這首歌這首叫做 naluwa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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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大致上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古謠序曲，第二段是勇士舞及舞
曲，第三段是抒情風格。第一段一開始，以《enelja》歌曲開場，
本曲為南排灣最古老、最為人熟知的傳統歌謠，無限延長的樂句
以及不斷彎曲的旋律行進，成為這首歌最大的特色。

第二段的第一首歌曲，原本屬於祭儀性質的舞蹈，以往只限男性
可以跳，因此是標準的牡丹鄉勇士舞，緩慢的曲調與莊重的歌詞，
搭配時而靜立、時而踏步下蹲移動的動作，歌曲風格獨特，是一
首以「沉穩的儀態」為特色的勇士舞。第二首是曲風較輕鬆的歌
曲，最大的特色是實詞與虛詞交互呈現，而深究其歌曲內容，發
現領唱與和唱的對比、實詞與虛詞的對比、獨唱與眾唱的對比，
讓這首歌謠顯得熱鬧有趣。第三首是帶有祝福與祈求意味的歌
曲，其最大特點是唱「iyu iyu」的時候，「左踢踢，右踢踢」的
舞步，表演時靜態舞步搭配實詞，以及動態舞步搭配虛詞，兩者
的交錯穿梭，讓這首曲子產生源源不絕的動力。

第三段是抒情風格段落，第一首《ljayuz 懷念曲》是情歌，內容
是希望心儀的對方能到山上與他常聚首。第二首《naluwan》屬於
排灣族的情歌，歌曲領唱和唱式的歌曲結構，結尾是編曲者的和
聲編織，和聲與鋼琴的交織，形成本曲抒情而具想像空間的性格。
                                                                                                              
                           －周明傑理事長 /西西古文教協會 

牡丹國中古謠傳唱隊                    認養人：新瓦事業

牡丹國中古謠傳唱隊前身是牡丹國中合唱團，三年前加入東元傳習計劃團隊
之後，轉型為古謠傳唱隊伍。全校七十幾位學生分別來自六個部落，其中一
半為古謠傳唱隊。雖然這些孩子接觸傳習計劃及學習古謠的時間僅短短三年，
但是每年參加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屢獲佳績，並曾獲得全國特優的殊榮。
孩子們在極有限的課程安排下學習非常辛苦，因為牡丹鄉的文化事務的發展
有待加強，即便這裡在恆春半島琅橋十八番社的文化走廊上佔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不僅有豐富的牡丹社事件人文歷史，也有南排灣特有的歌謠及服飾，
是值得讓後代子民發掘的寶庫，可惜缺乏有心傳習者加以延續。這是我們希
望未來可以突破的難題。孩子們在自己的生長環境中接觸與聆聽傳統古謠的
機會少之又少，因此建議學校將合唱團的模式轉為學習傳統古謠的團隊。當
然，學校裡其他非古謠隊的學生也有受教的權利，所以校方在每個班級都設
有每週一次的古謠課程，希望在未來能夠奠定孩子們文化傳承的基礎。

帶隊老師｜李彥錞 組長
排練老師｜陳世隆
表演人員｜陳世隆  潘語恩  林思函  姚力元  吳俊宇  曹杰鈞  孫乃邦   
                    黃博諺  劉語嫣  王奕晴  余承恩  張恩佑  楊思羽  胡于蓁
                    許奕文  謝苡琳  高屋米  許昊揚  袁于婷  戴安琪  盧亮羽
                    余馨如  鐘武郎  張岑芯  黃恩妮  阿拉拜  森亦恩  張志坤
                    黃誌裕  袁于瑄  王    媛  王    俐  王    婷  張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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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A．日出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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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後代會認真學習，並延續這份珍貴
的智慧。感恩、感謝。

i ya i 勇士舞（走吧！回家）｜大鳥部落

祖先們提醒後代子孫，不要忘了自己是誰、不要忘了自己從何處來。

i ya i yu iyu yi ya i ari qepu avan tju cepeliv vana nu tacavilje
走，集合吧！我們要回去，免得又過了年。
i ya i lja e qempu nu cepeliv ayau lja hay yu i
集合回去（返回）吧。
tjakudain a tja ngadan lja paiwan lje itjen a mapuljat e
該如何……我們的名字，我們都是排灣啊！
u iya i ayaya aken e qepui a mapuljat ’icepeliv ayau
我說，我們聚集，回去了。
u a lje ay yu i sarenguaq angata
（回家）真好。

’ay ~ lja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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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l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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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lja maleva nakemasisasaw, ulja natemalidu a mapuljat
歡迎從各地回來的族人，讓今天的聚會開心又快樂。
’ay lja masalu amen a tjaivavaw tu
papuluqem amen se calavi ulja
pitjaiseqetjen amen a jinaivililjan 
感謝祖靈對我們多良部落的眷顧，希望祖靈給我們更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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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uwan 歡聚時刻｜東排灣

聚會時吟唱歌謠，我們大家一起開心的來唱歌，讓我們的聚會更加的精彩。

 naluwan ni naluwan na iya na ya u hai yan, hai ya nasilu wa 
 lumede ya en ni hai yan na nu salu hui yan na i yu in ni yo hai yan
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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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yanga 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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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yanga ’aiyanga lja sa tja qinaqepu tucu a qadaw ’ay
表示高興，我們今天的相聚。
masalu amen tjanumun a nu seqetjen amen a mapuljat ’ay
感謝你們，我們會認真的學習。 

masalu masalu amen tjanusun niamen a ramaljengmaljeng ’ay
謝謝！謝謝您！我們的長者 。
su pavai amen tua bulay a masalu amen tjanusun ’ay
您教我們的智慧，我們感謝您。
ho i naluwan na i ya na hai yu yan ho i yu yan 
ho i naluwan haiyu wan na i ya na hai i yu yan ho i yo yan

表演大致上分成三段，第一段為男子的勇士舞，第二段為生活歌謠，第

三段為近代樂風。第一段開頭由耆老揭開序曲，接著是長耆帶領男子歌

舞，第一首歌曲曲風嚴謹而慎重，此段舞步屬於「大跳式的」勇士舞風

格，歌曲的節奏與舞步完美搭配，詩、歌、舞融為一體。第二段開頭女

團員上場，第一首歌曲以《elja》系列歌曲開場，祈求作物豐收、生活

平安、聚會圓滿而快樂。第二首《u wa i yu in》，是一首二部的複音

歌謠，曲風輕快，舞步則是排灣族的「八步式的」跳舞節奏。第三首是

《ilja》，歌唱形式為「領唱—和唱—眾人唱」的結構，本曲後半也以

二部複音歌樂的形式展現。第四首是《isaceqalj》，舞步屬於「四步舞」

的形式，延續上一首的二部複音歌唱，搭配排灣族常見的「上半身抖動」

的肢體動作，濃濃的東排灣風格表露無遺。第三個段一開始，背景音樂

響起，主唱者唱《naluwan》，歌唱與表演趨向近代樂風，歌曲結構為

領唱和唱式形式，結合「輪唱式」的歌唱技巧，整曲的風格多樣而有趣。

本段第二首亦屬於《haiyan》系列歌曲，多聲部的和聲展現，以及表演

時多變的隊形，成為本團表演完美的結束曲。

                                －周明傑理事長 /西西古文教協會

u wa i yu ’in 聚會歌 / iljapucavilj 新年歌 (聚會組曲 )｜大鳥部落

感念祖先的庇佑讓族人們相聚在一起。期許新的一年健康快樂、工作順利，
並感恩長輩的教導。

- u wa i yu’in 聚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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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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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歌
ilja ka tarivaki a mapuljat kicevungan tusa cavlj
我們要健健康康的迎接新的一年。
ilja tja kalevaw a cavilj ulja ljevavaw a sengesengn
快樂迎接年工作蒸蒸日上。
ilja tja zengeraw a kina kama ulja macaqu a temulu 
來稱讚父母親有智慧教導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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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茂 VASA 東排灣樂舞團                    認養人：李志勳

「VASA」是臺東縣金崙村賓茂國中於 2010 年在葉神保校長任內成立的學生
社團。成立之初，即著眼於幫助部落青少年溯源自己的東排灣族群文化，並
由呂美琴擔任指導老師。九年來孩子們逐漸成長，新血也持續加入，社團成
員已經從十三歲延伸至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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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發展出
賓茂國中與鄰近部落的特色，讓 VASA 的孩子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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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東元科技文教
基金會協助錄製的專輯「VASA 日出東聲．東排灣古謠傳唱」獲得當年度傳
藝金曲入圍之肯定，同年在全國鄉土歌謠競賽也以特優的佳績從眾多競賽團
體中脫穎而出。
「VASA」來自排灣族語 VASA（芋頭），意思是鼓勵孩子們像排灣族的傳
統作物「芋頭」一樣努力，即使在惡劣的環境中，只要一點泥土、一點陽光、
一點水分，就能夠好好生長。

帶隊老師｜廖艷秋 主任

排練老師｜范文凱

表演人員｜古宗憲  林浩祥  林郁豪  高皓騰  陳品垣  侯立元  謝紫寧  

                    田雙十  范欣怡  陳文萱  曾恩柔  柯鎮寧  張雨容  曾嘉雯

                    高安妤  劉睿哲  謝易陞  白諺霖  張子璽  周亞萱  高瑜謙

                    杜嘉馨  黃秋馨  羅采媛  李怡宣  古靜純  蘇宣慈  杜佳駿

                    黃孝擎  王妤芯  林志祥  范文凱  陳    婕  陳    威  朱王禹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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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耀 supaw．歡頌祖恩

實現部落耆老的期望，尋回遺失許久的文化。找回青年對部落的
認同感，啟發青年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學習在地傳統歌舞及精神，
扛起文化傳承使命。

enelja 獅子鄉傳統古調吟唱

以獅子鄉在地曲調作為開場，並由 1男 1女答唱方式演出，重現過去部落耆
老吟唱方式。另外歌曲意境有感謝及祝福之意。

enelja 
a le va i ya ma bu ljat i ma za i tjen semenasenai 
enelja
a le va i ya ma bu ljat ta tja i na teveteve ljan
enelja 
ma sa lu ta tja Cemas tineveteve ri tjen
我們在這裡歌唱，願我們在當中歡喜快樂，願我們今天的聚會，帶給大家無
比的歡樂感謝上蒼讓我們相聚在這裡。

勇士舞

藉由勇士舞彰顯自己的能力與成績，也是展現部落勇士團結的氣勢，以及誓
死捍衛部落、保護族人的堅定意志。這首曲經常是下次出征與狩獵的最佳動
力來源。
1. 相聚歌

i saceqa nu tja ya in sa tja u se tja se tja in
u i saceqa nu tja ya in sa tja u se tja se tja in
o wa hay ya ya e ya ya e o wa hay ya ya e ya ya e
親愛的族人們，願我們相聚在一起，團結起來，守護我們的家園。

2. 祈福歌

o wan na ~ hey yan na i yo ~
o wan na ~ hey yan na i yo ~ hey i yo ~
我們所敬仰的祖靈啊！求祢保佑我們能夠勇敢守護家園。

3. 歡樂歌

oh wan na in a yo hey yo hey
senai ya ma pu ljat ta ya
u lja tjen na na te malitu 
oh wan na in a yo hey yo hey
來吧！各位族人們，讓我們一起高聲歡唱，願我們一起在這歡樂的當中盡情
地歌唱吧！

4. 士氣歌

ma tja ka ka i tu i tu ri a ri se lja en tja me ce vu ce vun ri tjen
u a ~ yo ley hey hey hey hey ~
來吧！各位勇士們啊！讓我們一起展現團結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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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組曲大合唱 /傳統大會舞

1. 一起歡樂

i tu i tu uqaljaqaljai a ku malji a vavayanvayan
oh hai yo yan hai yan ni hai yan oh hai yan
in hai yan oh hai yan
in hai ya oh hai yan oh i ya oh hai yan 
i tu i tu vavayanvayan a ku malji a uqaljaqaljai
oh hai yo yan hai yan ni hai yan oh hai yan
in hai yan oh hai yan
in hai ya oh hai yan oh i ya oh hai yan 
來吧！各位男士們，讓我們一起歡樂在一起，就像女士們一樣團結在一起。
來吧！各位女士們，讓我們一起歡樂在一起，就像男士們一樣團結在一起。

2. 歡樂歌─ 1

i sa ce qa lju nu tja ya in sa tja u selja selja an a i
我們一起聚集好好放鬆，一起歡樂唱歌。

3. 歡樂歌─ 2

i lja a ri se na i ya ma pu ljat sa tje ka na ma ra su ra su dji tjen a ~ ri ~
i lja i sa ce qa lju nu ne tja ya in sa tja u se lja se lja ngi 
此時此刻，我們全心投入在這樣歡樂的氣氛中，大聲歌唱吧！透過歌聲彼此
祝福明天工作順利，未來有豐盛的收穫。

4. 一起歡唱

se na se na i se na se na i se na se na se na se na a ri se ns i 
就讓我們美妙的歌聲繼續傳唱下去！

表演分成三個段落，第一段屬於「序曲」，第二個段是「勇士舞」，第

三段是「歡樂段落」。第一個「序曲段落」主要特色是典型古謠的忠實

呈現，團員以《enelja》這首男女對唱式的歌謠揭開序幕，本曲是老人

口中所謂的「kasenayan 真正的歌」，是獅子鄉最重要的古謠。    

第二段是「勇士舞」，主要特色是陽剛的歌唱表現以及高難度的勇士肢

體動作。第一首《saceqalj》由男團員演出，歌曲內容圍繞著「saceqalj

（輕）」這個母語詮釋，「如羚羊般」的快捷跳躍輕巧靈敏，如芭蕾舞

者用腳尖點跳一般，歌唱與跳躍交錯呈現，一動一靜呈現風格對比的美

感。第二首勇士舞曲《iyuhuyana》曲風莊嚴肅穆，低沉的歌聲搭配特

殊的深蹲舞步，勇士們集中意志，誠心祈求祖靈保佑他們，賜予勇士們

強健的身軀，擔負起保衛家園的重責大任。第三首《uwana iyuhe》，

曲風輕快自然，是男女團員舞台上組合時的歌唱，也是前一個勇士舞與

下一個勇士舞之間的「間奏曲」，預告下一個舞步的來臨。第四首《ari 

cevucevungi》將勇士舞的精神發揮到極致，狂妄的節奏、激烈的旋律

線條，勇士誇大的肢體動作，交叉手搭配高抬腿、深蹲搭配弓箭步、

深蹲搭配點跳躍，每一個動作都令人屏氣凝神，本段最珍貴的藝術效果

是男女歌唱所展現的和聲美，以及男女舞步風格差異所呈現的肢體對比

美。第三個段落是「歡樂段落」，主要特色是南排灣圍舞以及輕鬆而多

變的舞步。第一首的《idu idu》，歌曲內容描述青年男女在歡樂的場

合當中，彼此親切招呼、相互認識以及尋找心儀的朋友的經過。第二首

的《isaceqalj》是本地年輕人最常唱的舞曲，以男女齊唱的方式表現。

第三首《ari senasenai》，歌曲內容是召喚朋友們來到這個地方，與

大家同歡共舞。第四首是《ilja isaceqalj》，saceqalj 是輕的意思，

歌曲內容是希望大家舞步放輕鬆、歌唱放輕鬆、心情也放輕鬆。最後以

《senasenai》結束，用二部的和聲表現，歌詞是希望大家來此地，與

他們一起歌唱跳舞。

                               －周明傑 /西西古文教協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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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草埔部落青年會             認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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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豐富的信仰
文化，村民對於文化藝術有相當的天賦，不論傳統雕刻、手工藝品、繪畫及
音樂都有突出的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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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我們最珍貴的資產以及最豐沛的財富，自七年前開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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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
近半年也開始召集部落青年拜訪部落耆老，針對部落過去的歷史、歌謠及文
化祭儀實施田野調查，並且學習傳統勇士舞，再次將遺失許久的感動找回來。

帶隊老師｜朱仁義 總召
表演人員｜朱仁義  石安基  王紹源  鄭思漢  江邵偉  董浩均  洪聖杰  洪聖強 
                    何昊勤  藍彥晨  盧湘君  謝婷萱  郭欣梅  李鳳茹  鄭思妤  洪聖蘋  
                    董浩琦  洪冠傑  陳    威  方毅軍  柳浩然  李浩志  李浩平  尤政龍  
                    楊世筠  方珮岑  潘秋華  林伊蘭  方淑慧  盧曉萍  盧昊妤  柳詩頤 
                    郭庭凱  洪聖萱  陳頌潔  郭富美  陳頌慈  宋婉儀  洪俊輝 
                    祖居·卡羅利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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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聲樂團

「灣聲樂團 One Song Orchestra」為企業家雷輝先生發起、臺灣新一代作曲家
暨現任音樂總監李哲藝老師創辦。李哲藝老師曾獲臺灣傳統藝術類金曲獎最
佳作曲人及最佳創作人，是全方位的音樂創作者，多年來參與許多國際音樂
藝術節之演出，足跡遍及數十國。在累積超過二十多年之音樂製作、編曲及
作曲經驗後，李哲藝老師親自號召臺灣多位優秀演奏家，成立灣聲樂團。

灣聲樂團於 2017 年 2 月 18 日舉行首場音樂會，2018 年之年度演出、邀演
及公益行腳活動，合計超過五十場。2019 年 1 月 1 日由灣聲樂團主辦之「臺
灣的聲音 2019 新年音樂會」，在大湖公園成功演出，並由民視電視台及網
路全程直播，為臺灣樂壇寫下一頁輝煌的歷史。「灣聲樂團後援會」於 2018
年 6 月成立，由音樂總監暨指揮李哲藝老師邀請施振榮先生擔任創會會長，
2019 年 3 月王謙及吳宗寶出任副會長，現任委員共有李志勳、林嵩烈、高
樹榮、雷輝、蔡心心、戴彰紀、鄭家鐘、顧炳容、蘇玉枝（依姓氏筆畫排列）
等十二位傑出企業家及社會公益人士。

灣聲樂團演出的音樂，包括「臺灣人所寫的音樂」與「以臺灣素材所寫的音
樂」，目的為「將古典音樂臺灣化、將臺灣音樂古典化」。樂團成員皆為受
古典音樂訓練之年輕音樂家，以最濃厚的情感表現屬於臺灣文化的音樂，將
「演奏臺灣作品」視為臺灣年輕音樂家的使命，並期許臺灣音樂的演奏成為
舞台上之主流。

音樂總監暨指揮  李哲藝
行政總監               
執  行  長               
行        政               
譜        務 

第一小提琴  
                                    
第二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提琴
               
    

梁茜雯   蘇凌彥
顏毓恒   鄭囿蓉
黃裕峯   王康恬
沈羿彣   林沂樂
林怡君   王敏玲
賴兪君
陳世霖   許雅婷
陳妍蓉
許舒涵

歐聰陽
蔡珮漪
戴彤依   鄭名婕
鄭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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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幕曲 -快樂搖擺

「快樂搖擺」歌謠由歌手桑布伊發表，但歌曲在阿美族部落中亦可聽見，足
以證明族群與族群間的相互影響之佐證，輕快活潑的旋律與節奏投射出卑南
族與阿美族同為母系社會的族群歡樂性格。 

                               - 以上說明由阿美族莊國鑫老師與卡大地布王明智老師提供

ho  hoy  yan
ho  a  i  yē  yan
ho  a  i  yē  yan  hay  yan

ho  hay  yan  hay  yan  ho  i  yē  yan
hay  yan  ni  hay  yo  i  yē  hoy  yan

in  hoy  yan
ho  a  i  yē  yan  hay  yan
ho  hay  yan  hay  yan  ho  i  yē  yan
hay  yan  ni  hay  yo  i  yē  hoy  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