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緣起 

 

2003 年起，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使台灣原住民族群文化藝術有效傳習發揚、培育新世代

天賦長才發展、促進知識技藝之學習成長」為目的，透過「召集社會各界捐助傳習經費」、「聘任專

業傳習老師」等方式，支持部落學校、社區及耆老，以達到傳習部落傳統歌謠、舞蹈、祭典之目的。

並且號召 NPO、NGO、企業、個人等，藉著計畫性的資源投入，建置高效率傳承發揚原住民傳統

藝術文化之公益服務平台，產出令人驚艷的教育成果和族群延續能量，且期許全世界都能看見台灣

原住民傳統藝術文化之獨特與珍貴，是以將計畫命名為「驚嘆號-臺灣原住民族群永續教育計劃」，

而「驚嘆樂舞」即為「驚嘆號」成果展演之核心計畫。截至目前為止，「驚嘆號」所支持之團隊已

達四十四隊(其中以傳承樂舞、技藝為主者，共有四十隊) 

 

  

吟唱‧舞躍‧祭禱 追尋最原始的意境 

慕情‧深沉‧幽遠 應許著祖靈的召喚 

這是驚嘆號的孩子 

最貼近祖靈的學習 

在這個獨特的夜晚 

孩子將展現在血液中流動的族群精神 

並伴隨著溯源深遠的弦樂 

追尋 

排灣族、噶瑪蘭族、卑南族、阿美族 

最古老的生活記憶 

特別感謝  

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部 

法國巴黎銀行．瑞室 RAISER TRAPEZOID 

洪  蘭．邱純枝．沈寶島．林連峰 

李欣禧．辛智秀．辛麗津．伍麗華 

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禾伸堂慈善基金會 

耐特材料科技(股)公司．南京資訊(股)公司 

花仙子教育基金會．逢源教育基金會 

蘇勒德策略(股)公司、大發運行慈善基金會 

沛錦科技(股)公司、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台灣宅配通、光泉文教基金會 



 

    自 2005 年起，為鼓勵傳習團隊開拓視野，每年在國父紀念館大會堂辦理「原住民兒童之

夜」，讓長期接受培訓的孩子擁有挑戰大型舞台展現學習成果之機會。此明確之目標，激勵師生及

族人的企圖心。天賦加上努力，讓傳習成效格外耀眼。各團隊獲得認養支持後，由於資源到位，

越來越多專業師資願意返回部落傳習傳統藝術，讓懷抱偏鄉教育使命的老師得以長期留在部落教

學，降低部落教師流動率。此外，孩童學習態度的改變，以及學習機會的增加，讓家長也積極參

與並支持團隊教育活動。這種正向的能量，也展現在部落孩童課業、體能及才藝方面的學習表

現。 

   「原住民兒童之夜」於 2017 年正式更名為「驚嘆樂舞─臺灣原住民樂舞饗宴」。2022「驚嘆

樂舞」由八個原住民傳習團隊共同演繹排灣、阿美族、卑南、葛瑪蘭族等四個族群的傳統樂舞與

祭典。並且由音樂總監李哲藝老師與灣聲樂團賦予古謠層次豐富的特色，成就古謠與樂舞跨界演

出的精品；編創與展演的精彩畫面都是長期淬煉與累積的結果。 

   本次七支隊伍橫跨屏東、台東、花蓮等三縣市，演出人數超過 277 人。在製作團隊方面有數

十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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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曲等頂尖專業

人士參與製作。全場由音樂總監編曲製作與灣聲樂團演奏，讓 59 首悠遠的古調與舞蹈祭儀，以

「反璞歸真」的精神，嚴謹且精彩的呈現。期許原住民傳統文化與國際藝術接軌，讓「只有語

言、沒有文字、沒有譜曲」的原住民古謠加以流通、傳承與發揚。 

 

活動辦法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部 

二、 主辦單位：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國立國父紀念館 

三、 主要贊助：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Taipei Branch & BNP Paribas Foundation’s  Dream Up Program) 

四、 贊助單位： 

瑞室 RAISER TRAPEZOID、洪  蘭、邱純枝、沈寶島、林連峰、李欣禧、辛智秀、辛麗津 

伍麗華、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禾伸堂慈善基金會、耐特材料科技(股)公司、 

南京資訊(股)公司、花仙子教育基金會、逢源教育基金會、中華電信(股)公司、 

蘇勒德策略(股)公司、沛錦科技(股)公司、台灣電力(股)公司、台灣中油(股)公司、 

台灣宅配通、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大發運行慈善基金會、光泉文教基金會 

 

⚫ 演出日期：2022 年 05 月 27 日（五） 

下午場：14：30－16：50 <總彩排場>   

晚上場：19：30－21：50   

⚫ 演出地點：國立國父紀念館大會堂（110 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 505 號） 

 

五、 演出形式： 

⚫ 原住民傳統古謠純人聲演出 

⚫ 由弦樂團伴奏跨界演出 

⚫ 融合燈光設計演出 



 

八、製作團隊： 

⚫ 製作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 藝術總監｜莊國鑫 

⚫ 音樂總監‧編曲‧指揮｜李哲藝 

⚫ 燈光設計｜宋永鴻 

⚫ 舞台監督｜方淥芸 

⚫ 技術指導｜林坤賢 

⚫ 音響設計、混音工程｜唐宋音響 

⚫ 錄影/直播｜藝聖影音工程 

⚫ 排練指導｜葉燕妮、曾媛晨、余麗娟、莊國鑫、鄭靜慧、潘金榮、林玉妃 

          吳麗雲、龐志豪、王明智、高雅玟、蕭清秀、李昌啟、陳明珠、田姈琋 

⚫ 樂    團｜灣聲樂團 

⚫ 執行製作｜李怡臻、莊子瑩、花婕芸 

⚫ 票    務｜張兆銓、劉亞婕 

⚫ 節 目 單｜莊子瑩 

⚫ 行政團隊｜黃怡雯 

⚫ 節目名稱與演出順序｜ 

序 節目名稱 表演團隊 
北上 
人數 

演出 
人數 

時間 
(分鐘) 

小計 

1 
序曲-林班情歌與伐木

歌組曲(排灣族) 
灣聲樂團 - 16 4 

64 分鐘 

2 北葉禮讚(排灣) 
北葉國小 papuligu(榮
耀)歌謠隊 

38 33 15 

3 kisaiz 噶瑪蘭除瘟祭 
pateRungan 新社噶瑪

蘭傳唱隊 
44 34 20 

4 噶瑪蘭悠遠樂舞情 北埔國小原住民舞蹈隊 30 26 10 

5 升火･生活･聲活(卑南) 
卡大地布 lralrak 卑南
樂舞團 

48 45 15 

中場休息 20 分鐘 

6 
序章- 

老人飲酒歌(阿美族複音) 

馬蘭吟唱隊二代 

&灣聲樂團 
9 9 8 

51 分鐘 

7 海的記憶 Makotaay 
馬谷大愛（港口部落）
阿美古謠傳唱團隊 

57 53 15 

8 太陽之子(文樂五年祭)  彩虹排灣古謠隊 44 40 15 

9 Paketed! (阿美)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
&瑪大藝術恆舞集 

24 22 8 

10 
謝幕- 
噶瑪蘭族「除瘟祭-
kisaiz」病癒歌謠 

全體&灣聲樂團 - - 5 

合計 295 人  277 人 115 人 135 分鐘 

註:加上 6 次轉場(每次轉場 1 分鐘)，合計 141 分鐘 



 

樂    團｜灣聲樂團 

2017 年 2 月臺灣音樂舞台上出現了一個專門演出臺灣音樂作品的樂團「灣聲樂團 One Song 

Orchestra」. 這個樂團是由企業家雷輝先生發起，由臺灣新一代作曲家李哲藝 Lee, Che-Yi 擔任

音樂總監。李哲藝，曾獲臺灣傳統藝術類金曲獎最佳作曲人、最佳創作人的獎項，是一位全方位的

音樂創作者。李哲藝多年來參與了許多國際音樂藝術節的演出，足跡遍及世界數十國，深深感受到

自身文化在音樂情感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此邀集許多優秀的年輕演奏家成立灣

聲樂團。 

灣聲樂團 One Song Orchestra 是臺灣唯一以臺灣音樂文化為價值的專業樂團，所以樂團只演出

「臺灣人所寫的音樂」和「以臺灣素材所寫的音樂」，目的是要將『古典音樂臺灣化，臺灣音樂古

典化』將「演奏臺灣作品」視為樂團使命，呼應『愈在地愈國際』的文化力量。樂團成員都是經由

古典音樂訓練所培養出來的年輕優秀音樂家，以最濃厚的情感呈現屬於臺灣文化的音樂，希望有一

天也讓演奏臺灣音樂及作品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主角。  

 

 

 

 

 

我有一個夢 

記得祖先的歌，演給孩子們聽 
 

我有一雙手 
情牽島嶼緣份，譜出自由的曲 

 

我有一雙腳 
呼應山海呼喚，追尋民謠原鄉 

 
灣聲 

Listen to Taiwan 
家己的聲，世界來聽 

 
 
 
 
 
 
 

灣聲樂團          灣聲 FB           
 
 
 
 
 
 
 

灣聲頻道          灣聲 IG 

    【演出者】 
音樂總監暨指揮 
Music Director & Conductor 

李哲藝 
 
第一小提琴 Violin I 
梁茜雯 蘇凌彥 
黃裕峯 蘇鈺淇 

 
第二小提琴 Violin II 
顏毓恒 葉奕宏 
蕭陽德 鄭囿蓉 
 
中提琴 Viola 
林怡君 王敏玲 

鄭皓元  
 
大提琴 Violoncello 
李建樺 紀君玲 
高培善 
 
低音提琴 Double Bass 
許舒涵 
 
【樂團行政】 
行政 Administration Staff 

戴彤伊 余俊賢 卓文景 

譜務 Librarian│鄭囿蓉 



 

曲目舞碼與演出團隊介紹 
 
一、序曲-林班情歌&伐樹歌組曲(南排灣族)【灣聲樂團】 

 

【林班生活】 

50~80 年代跟隨國家造林的政策，

在山林間工作時的寫照，也是排灣

族最被傳唱的一首歌曲。 

【伐樹歌】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一首教育人

與自然相互尊重的南排古謠，也是

牡丹鄉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文化寫

照。 

 

 

二、北葉禮讚 【北葉國小 papuligu(榮耀)歌謠隊】 
 

回憶過去部落的美好，族人共享喜悅、一同相聚、心手相連，運用北葉在地思維串
聯，使整個部落得以延續的樂舞～ 

 

 

 

 

 

 

 

 

     lulimai/感恩頌 

頌讚造物者，感恩所賜與一切豐收平安。 

lu li ma i i yei yo a i i ma lu lai i a ya i  

lu li ma i i yei yo a i i ma lu lai i a ya i 

 

 



 

qinaljaqina-憶古謠 

感謝上天使我們相聚，但願今日的言談歡笑伴隨您我長長久久。 

1. i na lja i nalja malji malji ti Lemas sa tje ka na matevetevelje i ne ne a lje sa tje  

  ka na mateatevelj 

  ya i na lje a i ne lu mi a i ma da na na ya lja i na lje a i lje a i na i na lui 

2. i na lja i nalja vedjalji a mapuljat tima i pu linatip i ne  

  ne a lje tima i pu linatip ya i na lje a i ne lu mi a i ma da na na ya lja i na lje a i lje  

  a i na i na lui 

3. i na lja i nalja tja kai tja ljikayan ulja patje mamiling lja i 

  ne a lje u lja patje mamiling 

  ya i na lje a i ne lu mi a i ma da na na ya lja i na lje a i lje a i na i na lui 

感謝上蒼使我們相聚在一起 

讓我們一起傳唱古謠，誰能遺忘呢? 

但願我們的歡樂能直到永遠 

 

Sipilipiliq-排灣情歌 

這首情歌，出現了一些部落的野菜、植物，刻意藉著這些植物野菜來形容自己、貶低

自己。這種「自貶身價」的手法，有別於一般人之喜愛「抬高身價」手法，以博取在

場異性或有心人的青睞，在排灣族的情歌中，屢見這種高明的手段，可是這次男方碰

了個釘，因為女方說明自己還小，什麼都還不懂，歌詞帶有濃濃的戲劇性。 

1. ma ku da sa ku ma ca matu ci na li vu duqe  

  lja si pi ya pi li qe lja si cu a cu su u lja u sa kena si u dala lu nu a i lu lji ngas 

2. ma nu pu a ljis mun netu ki nala vi ka vane  

  lja si pi ya pi li qe lja si cu a cu su u lja u sa kena si u da la lu nu a i lu lji ngas 

3. ku i ka mun a lja cen saka vulji ni ‘i 

  na lja si pi ya pi li qe lja si cu a cu su u lja u sa kena si u da la lu nu a i lu lji ngas 

※ljai kina ljai kalu me da sane ljai kina 

  Ljai kalu me da sane si kinga si kalju kai kalju lje ma ne 

我的眼睛怎麼了?好像被藤葉汁滴到酸酸的! 

原來你們的牙齒相互勾住，難怪那麼會講話 

妳為何不像是從田裡採來的野菜，母親可以輕易的向別人要 

配對好的就串在一起，可是我還小，唉!我什麼都還不懂啊! 

這叫我如何是好呢? 

 

報信 

來!來!來!大家一起來歡唱吧! 



 

U~U~U~kelju senai ! 

Ari ! ari !senai~ 

 

Saceqalj-歡樂歌 

相聚的美好時光，我們一同來歡唱。 

1. saceqalja nu tja ya a in i ya na ne lja i du se na se na i lja ya nu tja ya in 

2. a ri senasena i ya maleva tua tja kinateateveljan 

  i ya na ne lja i du se na se na i lja ya nu tja ya in 

歡樂的時光啊! 

大家一同聚在一起歡唱歌頌 

 

Vukay-齊聚歡唱 

羨慕傳說可以再訴說 

期盼相聚的時刻的時刻終於來到，我們一同慶歡唱吧！ 

1. vu a vu ka ya nga u a lja ti pa nga 

  tja si vu lju ‘a na nga a pa su lu ta la va ne lu ta la van 

  ka va la nga mi li ngan 

  nu li nge li te si la a tip tja si ve a ve djalj 

  a pa la la ut 

  



 

 

2. vu a vu ka ya nga u a lja ti pa nga 

  tja si vu lju ‘a na nga a pa su lu ta la va ne lu ta la van 

  ma nu ma dja lju na nga cu tu a tja si ka te a te ve lje 

  ve dja lji a ma pu ljat 

  u lja na te ma li du 

 

   【北葉國小 papuligu(榮耀)歌謠隊】    支持單位：洪蘭教授 

北葉民族實驗小學自 106 學年起轉型成為民族實驗教育，我們的教育理念是「以排灣文化引

一條孩子回家的路」，我們認為排灣族是一個重視敘說的民族，尤其是歌謠，其意義不只是音

樂上的吟唱，更是族人敘說過往、表述生活的重要敘事方式，北小的民族教育以敘說為核

心，希望孩子能從歌謠、故事、文學、土地與美學的敘說中，認識排灣族部落的文化，而唱

歌的排灣語為 senai 是彼此藉由旋律對話、感念的交流及心靈期許的展現，在北小的校園

裡，孩子共同傳唱古謠，訴說瑪家鄉這塊土地、人民是如何被上天護守，透過歌謠內容與時

空背景的「再現」，瞭解部落當時的時空脈絡與生活情境，vuvu 跟孩子說要「拿」以前的智

慧，在這塊土地上彼此尊重、彼此相愛。  

 

帶隊老師：高至誠校長 柯貴雪主任  

排練老師：葉燕妮、曾媛晨 

鋼琴伴奏：曾媛晨 

非 洲 鼓：王詠欽 

表演人員：王詠欽 蔡逸丞 盧 愷 林冠宇 柯啟睿 曾子綺 陳 巧 施妘臻 

         柯軒庭 王馨慧 陳羽欣 羅采棻 卓莪芬 柳吟妤 莊聖文 張馨蕙  

          莊以妍 施昀翔 鍾宇騰 陳喬恩 莊婷妘 林妤軒 鍾宇騰 金賴詠  

          莊以恆 黃妤恩 呂裴翎 陳宇婕 陳宇澤 陳品睿 林兆捷 鍾上騰  

          曾媛晨 

 

  



 

 

三、kisaiz 噶瑪蘭除瘟祭樂舞 【pateRungan 新社噶瑪蘭傳唱隊】 

kisaiz 除瘟祭為噶瑪蘭族的成巫治病儀式，據知最後一次舉行祭儀的時間為民國五十

幾年。1987 年，除瘟祭以樂舞展演的形式再現，於台北新公園舉辦的「豐濱之夜」由

新社部落族人演出，而豐濱之夜的表演也為噶瑪蘭族的正名運動開啟第一道曙光。這

次演出由 1987 年編排樂舞的潘金榮耆老帶領部落族人與新社國小師生，展演完整的

除瘟祭曲目。族人們透過歌謠傳唱呈現新社部落噶瑪蘭人的日常生活，並且告知祖靈

族人們不會忘記讓噶瑪蘭族文化永續傳承。 

 

 

 

 

 

 

 

 

 

 

 

 

 

 

 

 

 

 

 

 

【第一幕：部落生活】 

哇～哇～哇～嬰兒哭聲劃破寧靜的清晨，美好的一天即將展開。在山海圍繞之中，部落

族人們開始忙碌，有從事香蕉絲編織的婦女，整理豐收漁獲、縫補漁網的長輩，以及務

農種田的青年們，孩子在一旁嬉鬧玩樂，揭開了新社部落的日常生活。 

 

melina 搖籃歌 

為噶瑪蘭族傳統搖籃曲，呈現阿嬤唱歌安撫孩子的溫馨情景，以即興自由吟唱，節奏變化繁複

為特色。 



 

iyun na a iyun na iyun na u  

i na u qasulin ika ti ya niziyun ku u timaisu ku bai ya yau 

iyun na iyun na a iyun na iyun na u  

要乖乖的，我為你搖搖籃，我的孫子/孫女。 

 

ta lazungan na qasup  大葉山欖樹下 

詞曲由陳夏梅耆老創作。大葉山欖樹為噶瑪蘭族的精神象徵，有噶瑪蘭人的聚落就有大葉山欖

樹。歌曲描述部落長輩們在樹下乘涼，講故事、唱歌、跳舞，過著快樂的生活。 

ta lazungan na qasup  

yau mazemun baqian 

RaysasaRu pakungku satezay salekiaw  

qaqalizaqan qenabinnus na qaniyau 

meniz  

qalazuk ka sinanam ita satezay pa ita  

saqangian na izip ta  

aita sakaputan 

在大葉山欖樹下 

有很多的阿公阿嬤 

乘涼、講故事、唱歌、跳舞 

他們全部過著快樂地生活 

大家要趕快一起學習唱歌 

大家身體健康 

一起互相作伴 

 

【第二幕：kisaiz 除瘟祭組曲】 

正在玩耍的小女孩 api突然昏倒，爸媽請示 metiyu女巫，經過占卜診斷，小女孩是被

女神選中要繼承女巫的人選，且需要舉行 kisaiz除瘟祭，女孩的病才會治癒。因此頭

目號召部落族人一同參與，一場嚴肅且莊重的 kisaiz除瘟祭儀式即將開始。 

 

qumRaz tu tazusa 呼喚神靈之歌 

女巫呼喚召請神靈們蒞臨，以增加巫師的法力，來替病人治病。 

ha u ha u u a ha u wa  

hay ya lisuzay ziyanan na lisuzay ziyanan a ha u hi yu u a hu wa 

ha u ha u u a ha u wa 

hay ya a mai imi mulumang ya a mai imi melumang a ha u hi yu u a hu wa 

ha u ha u u a ha u wa  

hay ya baqi ay ziyusay ya baqi ay ziyusay a ha u hi yu u a hu wa 

ha u ha u u a ha u wa  

hay ya bai ay dungi ay ya bai ay dungi ay a ha u hi yu u a ha hu wa 

 

mala tu salay 取靈絲之歌 

女巫向神靈取無形的靈絲纏繞在病人身上。 

sini waway ya niaq a ha u hi yu u a hu wa 



 

qamai qalapungus a ha u hi yu a hu wa 

bula ti tu babanal a ha u hi yu a hu wa 

amidusalingusing a ha u hi yu a hu wa 

 

mepaq 作法 

病人再次昏倒，女巫開始對病人作法。 

病人甦醒後女巫在病人胸口吹氣，表示病已痊癒。 

a mai imi mulumang ni yu u ni hi yu wa ha a ha i ha a i hi yu wa 

lumusbinan yu ni yu u ni hi yu wa a ha i a ha i ha a i hi yu wa 

 

mai ti metaRaw 病癒 

病人甦醒之後演唱，感謝神靈助病人痊癒。 

sukuda yau sawidi ya na ya hi a ha u a ha i 

sukudu sawidian ay sukudu sawidi sukudu sawidi 

 

muRbu tu tazusa 讚美神靈 

由資深女巫帶領眾巫師跳舞歌唱，感謝神靈的庇佑。 

qalilizaqan ta yau u yau a, a aita na kebalan a ha i 

aisi imi bidasan yau u u yau a, a aisi imi bidasan a ha i 

qamai qalapungus yau u yau a, a qamai qalapungus a ha i 

 

temuban tu baqi 敬神靈之歌 

儀式將近完成之際，女巫至屋頂上再次呼喚敬拜神靈，表達感謝之意。 

a hu a hu u wa ha i  

hai ya siyangawit ziyanan u a hu a hu u wa ha i 

hai ya salamai ziyanan u a hu a hu u wa ha i 

 

temumuk tu meteted 送神靈之歌 

儀式最後，女巫們恭送眾神靈回到祂們的世界。 

hi ya u u hi hi hi yu hai u a ha i a setangi qalilizaqan a ha i 

hi ya u u hi hi hi yu hai u a ha i a qanamu qunayan ta a ha i 

 

【第三幕：終章】 

經過除瘟祭儀式後，部落再次恢復詳和的日子。族人們知道祖靈一直守護在身邊，透過

傳唱告知祖靈我們不會忘記傳承，讓噶瑪蘭族文化永續。 

 



 

mai qa lapungus 不會消失 

歌詞大意為請祖靈們放心，族人們絕對不會丟棄或改變祖先們留下來的祭儀。 

yu hai yu i ya hu a i  

ina u qanamu u qunayan na hi ina aita na a kebalan na ha i 

 

 【pateRungan 新社噶瑪蘭傳唱隊】   支持單位：財團法人禾伸堂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以噶瑪蘭傳統歌謠傳唱為主，展現新社噶瑪蘭部落共好共榮的精神。耆老長輩透過樂

舞與孩子們互動，傳承文化。我們不分你我，不分年紀，不分族群，彼此相互扶持，

一起在巴特虹岸這塊美麗土地，踏著傳統的舞步，謝謝祖靈、謝謝彼此、謝謝部落。 

 

帶隊老師：余光臨校長 阿慕依・躌芭主任 林玉妃老師  徐以琳老師  林恆安老師 

排練老師：潘金榮 林玉妃 吳麗雲 龐志豪 

表演人員：潘金榮 江秋英 江素珍 陳文麗 陳秀英 潘秀蘭 龐志豪 潘國華 偕志語 

          朱芳瑩 金芮羽 葉  翔 潘欣雨 張瑞興 胡念恩 徐筱娟 鄭明皓 李菁妮 

         田冠軒 張嘉佑 潘思蓉 金佑旭 潘孝錡 潘東柏 潘又維 潘泊軍 張家龍 

         蔡茂騏 林玉妃 林恆安 吳麗雲 簡予承 呂建達 阿慕依・躌芭 

  



 

 

四、噶瑪蘭悠遠樂舞情 【北埔國小原住民舞蹈隊】編曲：陳依婷 

『噶瑪蘭』為臺灣平埔族之一族，也是臺灣原住民族正名的第 11支族群。在西元

1650年荷蘭人就已記載噶瑪蘭族人的四十餘個聚落約有 9000 人。在 18世紀末，漢人

進入宜蘭縣開墾，噶瑪蘭族人於 1830年向南遷徙至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迄今因為歷

史更迭致原居住在花蓮北埔之噶瑪蘭族人幾乎不復在！花蓮縣北埔國小舞蹈隊師生透

過田野踏查，並與僅存的噶瑪蘭族耆老學習傳唱噶瑪蘭人治療儀式之部分樂舞，使噶

瑪蘭人感恩樂舞重現，尤其兼具了樂舞藝術教育與在地文化復振的深沉意涵，質樸純淨地

呈現噶瑪蘭人悠遠之樂舞情，歌謠部分也特別感謝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授權使用。 

 

曲目:01 病癒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a wi di ya nai ya hei ei 

so ko da ya o- 

so ko da ya o- sa wi di ya 

nai ya hei  

ei a o o a hei ei so ko do sa- a--wi—di—ya nai 

so ko do sa wi di  i  so ko do sa wi di 

 

so ko da ya o- sa wi di ya nai ya hei  

ei a o o a hei ei so ko do sa- a--wi—di—ya nai 

so ko do sa wi di  i  so ko do sa wi di 

 

so ko da ya o- sa wi di ya nai ya hei  

ei a o o a hei ei so ko do sa- a--wi—di—ya nai 

so ko do sa wi di  i  so ko do sa wi di 

曲目 02 讚美祖靈 

kariricakan  ta  ya  o  ya-o -o-o  wa, 

a-a  ai-ta na kebaran  a  hei  

a-i si mi bidasan ya  o  ya-o -o-o  wa, 

a-a  ai-ta na kebaran  a  hei 

a ma i karapun kusya  o  ya-o -o-o  wa, 

a-a  ai-ta na kebaran  a  hei 



 

 

kariricakan  ta  ya  o  ya-o -o-o  wa, 

a-a  ai-ta na kebaran  a  hei  

a-i si mi bidasan ya  o  ya-o -o-o  wa, 

a-a  ai-ta na kebaran  a  hei 

 

a ma i karapun kusya  o  ya-o -o-o  wa, 

a-a  ai-ta na kebaran  a  hei 

 

曲目 03 敬神靈之歌 

a   ho  a  ho  o  wa  hei 

hai ya si ya ngaw wi ci ya nan nu 

a   ho  a  ho  o  wa  hei 

hai ya sa ra may se ci ya nan nu’a 

a   ho  a  ho  o  wa  hei 

hai ya ma ti yu tu bi na nung nu 

a   ho  a  ho  o  wa  hei 

 

曲目 04 呼喚神靈之歌 

a ho a ho o o a ho o a 

haiya risucay cia-nay ya risucay cia-nay 

願  女神名             女神名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曲目 05“靈絲”之歌 

siniwawayan ni-yar,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傳統習俗 

a ma i karapungus,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不要消失 

buratidu babanar,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草名   蘆竹 

amidu saringusing,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大鈴鐺  鈴鐺聲響 

 

siniwawayan ni-yar,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傳統習俗 



 

a ma i karapungus,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不要消失 

buratidu babanar,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草名   蘆竹 

amidu saringusing,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大鈴鐺  鈴鐺聲響 

siniwawayan ni-yar, a ha o hei yo o a ho wa 

 

【北埔國小原住民舞蹈隊】   支持單位：財團法人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花蓮縣北埔國小舞蹈隊成立於民國 88 年，迄今已是第 23 年。23 年來舞蹈隊多次代表花蓮縣

參加全國學生舞蹈賽屢獲佳績，特優與優等佳績不計其數，對多元文化族群傳習認識與尊

重，更在舞蹈隊的學習與成績中發揮淋漓盡致。而除了國內重要比賽外，更受邀參加宜蘭國

際童玩節演出高達 9 次，也自民國 94 年起受邀參加國際藝術節如波蘭、西班牙加泰隆尼亞、

保加利亞、印尼、義大利、法國、廣西、塞爾維亞等國際知名兒童藝術節演出，更是聯合國

C.I.O.F.F 藝術節協會重要的兒童藝術團隊，也是該校全體師生與家長們共同完成的教育文化傳承。 

帶隊老師：陳俊能校長、莊國鑫老師、鄭靜慧老師、劉錦慧老師、林月嬌志工 

排練老師：莊國鑫老師、鄭靜慧老師 

表演人員：廖文豪 李  靜 吳順晞 徐湘嵐 黃宣瑄 黃柔茜 楊庭雯 賴品臻 

陳梨夢 江軒琳 張芷瑜 張郁欣 蒲昱臻 馮靖翔 陳芮漩 林潘雅婕 

江宥琳 杜雅晴 謝子沅 吳沅蓉 岳羽瑄 高喬安 覃敬粢 李子邦  

蘇姿綾 陳咨妤 林雅慧 

 

 

          蘇姿綾 陳咨妤 林雅慧 

  



 

 

五、升火･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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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猴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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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猴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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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aw ya yau wa i 

tu nga yaw ra ri i e 

a a ya i ya o a o wa i 

 

i e i zi ni ti nu da wan wa i 

ni ya ri pa dan wa i 

a ya i ya ya o a o wa i 

 

i e i zu i nu a zu kan wa i 

i nu ri sa wan wa i 

a ya i ya ya o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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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勤的婦女們，田中作物已長了果實，快點出來農田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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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luwan~  nani ta nivuwa ‘um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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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ya na~ a~i yo ya on. 

ho a iye yan. 

 

kai ta~ kai ta na uwa ’umayan.  

kai ta na uwa hohay ’umayan~  ho a iye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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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ye yan. 

 

 

【少年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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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 yan 

alamu zi anay anayan hai yan hai yo hai yan  

Mangayangayaw 之歌 2 

i yo i yo hai yan 

o hai yan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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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 yan 

hai yan o hai yan 

hai yan o hai yan 

i ya o a i ya hai 

i ya o a i ya hai 

hai i ya o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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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avara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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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ha lha hē hē  

a ku ku kuwanga mi ka zu vung 

pa tē mer lung i ma ka da ya 

hey yo lha lha hē hē  



 

lha lha hi ki nu Mavaliw 

 

hey yo lha lha hē hē 

a ku ta i ta li na kaman 

sa pa ze pastu sa pan nga pang 

hey yo lha lha hē hē  

lha lha hi ki Pakaruku 

 

hey yo lha lha hē hē 

vezer vezer ku lha i luma 

li ku lhaw ku lha i laung 

hey yo lha lha hē hē  

lha lha hi ki Ruvaniyaw 

 

senay na ma’izangan 歡樂時的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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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matrilaw 跳躍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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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首古調接續在

歌之結尾，為吟唱給祖靈的神聖性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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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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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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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i vali sa u pa yo 

a lha pa i yē a lo ka kin 

a ma o ki pan kiyu pan rai 

a ma no so gi nu ri yan 

a to pan rai a to ra ri gi man 

ho a hi ya hi yan ha u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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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知本卡大地布於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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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ralrak 樂舞團除了強化原住民學生對自我族群之認知、認同，提高對自身文化的熱愛，並透

過各項競賽、展演、交流及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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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惠珠老師 

排練指導老師：王明智、高雅玟 

表演人員：王明智 王宥甯 謝侑妘 陳昶亦 高鼎鈞 王玥涵 田和霖 楊奇諺 

          利少瑜 許俊佶 田秉霖 陳映頤 陳薀怡 孫家瑜 黎冠志 廖大山 

          廖堇婷 趙欣儀 邱子芸 莊博元 溫皓倫 陳薀如 陳雁婷 陳思瑾  

          陳思樺 高俊賢 呂翌瑋 陳思伃 曹閔淨 陳冠文 周紋先 陳昱蓁 

          陳仲祺 陳恩欣 高詩捷 林月美 陳美玲 周金蓮 陳秀琴 呂清文 

          莊志雄 馬  靖 陳黃政維 林茂盛 尤二郎 

 

 

 

 

 

 

 

 

 

 

 

 

 

六、老人飲酒歌(阿美族) 【馬蘭吟唱隊二代&灣聲樂團】 

 

 

 

 

 

 

 

 

 

 

 

 

 



 

 

 

 

 

 

 

 

七、海的記憶   【馬谷大愛(港口部落)阿美族古謠傳唱隊】 

阿美族稱「Mako-taay」，其意為溪水混濁，當年港口部落的祖先初遷至此，看到部

落旁的山溪流水混濁，就將此地取名為「Mako-taay」。港口部落人口數約一千多

人，是典型的阿美族聚落，屬海岸阿美之一支，其位於國際知名的東海岸風景特定

區，最吸引人的秀姑巒溪，泛舟活動的終點站，觀光遊憩資源非常豐富，如北迴歸線

標誌、長虹橋、秀姑巒島、石梯坪、月洞、石門洞、石梯港等風景據點，及具人文色

彩的阿美族豐年祭，目前仍保有珍貴的民族文化。 

 

豐年祭意義： 

「Ilisin」(讀音：伊里信)，為收穫祭、豐收祭之意，近年普遍以「豐年祭」作為稱呼，是本

部落一年當中最重要的一個節慶活動，並訂於每年七月二十日起舉行，共六天，這項祭典有

更深層的意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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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多孫。 

五、教育青年遵守傳統禁忌祭儀、服從團結、體能鍛鍊、漁獵技能訓練。 

 

2022 年港口豐年祭日程與習俗簡述：： 

 日  期 祭儀活動內容 

 第一天 7/20 Lomaoc、Misavelac 準備工作（捕魚、搗米） 

 第二天 7/21 

Mifolord 迎靈祭（凌晨 00：00 開始） 

Sakacicay-Pikomodan-Ilisin 宴靈祭 

Pakalon 報信息（限男性） 

 第三天 7/22 Sakatosa-Pikomodan-Ilisin 宴靈祭（限男性） 



 

 第四天 7/23 

Sakatoro-Pikomodan-Ilisin 宴靈祭 

Palimo 敬老尊賢(獻酒予長者) 

Pagayat 手牽手(情人夜) 

Paiwa 表揚有為青年 

Palafan 宴客（限男性） 

 第五天 7/24 Mipihayan 送靈祭（限女性） 

 第六天 7/25 Pakelan 男性漁撈祭、檢討會 

 

 

 

 

 

 

 

 

 

 

 

 

 

 

 

 

 

 

 

 

 

 

豐年祭準備工作 

部落長者及青年之父(mama no kapah)召集部落青年並分配與指示工作任務，男子下海捕

魚，女士在家製作糯米飯及釀酒等祭典的食物。 

hi  ya  o  ho  a  ya  o  ho  a  ya  o  ho  a  ha  yan 

i  hi  yo  ho  o  ho  yan  ho  yay  han  hi ha  na  hi   

hi  ya  o  ho  a  ya  o  ho  a  ya  o  ho  a  ha  yan 



 

tahayni  to  ko  radiw  no  niyam   

mafana'ay  to  kami  to  radiw  no  to'as 

i  hi  yo  ho  o  ho  yan  ho  yay  han  hi ha  na  hi 

 

hi  ya  o  ho  a  ya  o  ho  a  ya  o  ho  a  ha  yan 

i  hi  yo  ho  o  ho  yan  ho  yay  han  hi ha  na  hi   

hi  ya  o  ho  a  ya  o  ho  a  ya  o  ho  a  ha  yan 

i  hi  yo  ho  o  ho  yan  ho  yay  han  hi ha  na  hi 

~ o  o ~ 

 

訓勉歌(有旁白) 

凌晨約十二時（Mifolord）開始進行迎靈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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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年長者開始牽手圍圈開始吟唱迎靈古調。青年階級第 4 級

(mi’awaway)青年人舉火把進入會場，迎接並遵循祖先的古謠與腳步，長者輪流領唱著古謠，

直到天際破曉，未間斷。青年進入祭典圈前，由長者協助綁上頭飾，帶有傳承與教育之意；跳舞

當中第七級青年(malakacaway)提水桶裝酒，手持竹筒杯遞酒，以解渴提神。 

 

第二天早上先派青年人到各部落傳遞訊息，告知其他部落本部落豐年祭開始了，之後的幾天，行

程都是下午四點左右開始至晚上十點，一整晚重覆相同的幾首歌，相同的幾種舞步，大約八小

時，因為這是訓練年輕人的好機會，重覆而長時間的舞蹈可鍛鍊他們的體力與耐力。 

 

第三日至第四日白天在廣場上由青年會辦理各項傳統技藝比賽活動。每天的活動結束前，各年

齡階級的領導，聚集在場地中央向頭目及顧問作活動報告，顧問們會交付任務及指揮檢討，之

後，青年的八個階級都要留下來，先由第八級青年之父(mama no kapah)「口頭訓勉」以下的

學弟階級(sasafaay)，檢討需改進的部分，以達訓練與教育青年的目的。 

領唱: ha  yo  o  hi  hi  hi   

     ha  yo  o  hi  hoy 

答唱: hi 

領唱: ha  yo  o  hi  hi  hi   

     ha  yo  o  hi  hoy 

答唱: hi 

領唱: ha  yo  o  hi  hi  hi   

     ha  yo  o  hi  hoy 

答唱: hi 

領唱: ha  yo  o  o  a  yo  o  ho  ay   

答唱: ha  ay  ha  hay  



 

領唱: ha  yo  o  o  a  yo  o  ho  ay 

答唱: ha  ay  ha  hay  

領唱: ha  yo  o  o  a  yo  o  ho  ay 

答唱: ha  ay  ha  hay  

領唱: ha  yay  ha  hoy  ha  hoy 

答唱: hi 

領唱: ha  yay  ha  hoy  ha  hoy 

答唱: hi 

領唱: ha  yay  ha  hoy  ha  hoy 

答唱: hi 

領唱: ha  hi  hi  ay   

答唱: ha  ay  ha  hay 

領唱: ha  hi  hi  ay 

答唱: ha  ay  ha  hay 

領唱: ha  hi  hi  ay 

答唱: ha  ay  ha  hay 

領唱: ho  yo  ho  ay 

答唱: ha  ay  ha  hay 

領唱: i  ya  ha  hoy 

答唱: hi  yi  hi  hay 

領唱: i  ya  ha  hoy 

答唱: hi  yi  hi  hay 

     ~ o ~ 

宴靈祭 

領唱: o  ha  yo  o  hoy  ha  hoy 

答唱: hi  yi  hi  yi  ha  hay 

領唱: o  ha  yo  o  hoy  ha  hoy 

答唱: hi  yi  hi  yi  ha  hay 

領唱: o  ha  yo  o  hoy  ha  hoy 

答唱: hi  yi  hi  yi  ha  hay 

領唱: o  siraw  ko  nini'an 

答唱: hi  yi  hi  yi 

領唱: o  hakhak  no  nini'an  

答唱: hi  yi  hi  yi 

領唱: o  kani'  ko  nini'an 

答唱: hi  yi  hi  yi 

領唱: o  ha  yo  o  hoy  ha  hoy 

答唱: hi  yi  hi  yi  ha  hay 



 

領唱: o  ha  yo  o  hoy  ha  hoy 

答唱: hi  yi  hi  yi  ha  hay 

領唱: o  ha  yo  o  hoy  ha  hoy 

答唱: hi  yi  hi  yi  ha  hay 

     ~ aw ~ 

 

（Palimu）敬老尊賢、敬酒歌 

第四天的活動，（Palimu）敬老尊賢，是感念長輩一年來的照顧指導，特別製作糯米酒敬謝。 

 

領唱：ha ~hi yan ha~i ya ho yo 

答唱：hi ya han hoy wey ha hay 

領唱：ha ~hi yan ho~i ya ho yo 

答唱：hi ya han hoy wey ha hay 

領唱：ha ~hi yan ho~i ya ho yo 

答唱：hi ya ha hoy wey ha hay 

領唱：hi ya ha he~ ha hay yo 

答唱：hi ya ha hoy wey ha hay 

領唱：hi ya ha he ~ ha hay yo 

答唱：hi ya ha hoy wey ha hay 

(重複)   

 

（Pagayat）手牽手情人夜 

適婚青年的家長們會利用豐年祭挑選女婿，並告知青年之父(mama no papah 馬馬努嘎爸)，由

他們牽著女兒到心儀的青年身邊共舞，培養感情，許多佳偶都是在豐年祭時促成的唷。 

 

領唱：owa owa owa hay ya owa i ya yang ho wa i yan ha hay 

答唱：hi ye hey e,ha ha hey e,he he e ha hay 

領唱：owa owa owa hay ya owa i ya yang ho wa i yan ha hay 

答唱：hi ye hey e,ha ha hey e,he he e ha hay 

領唱：owa owa owa hay ya owa i ya yang ho wa i yan ha hay 

答唱：hi ye hey e,ha ha hey e,he he e ha hay 

領唱：owa owa owa hay ya owa i ya yang ho wa i yan ha hay 

答唱：hi ye hey e,ha ha hey e,he he e ha hay 

(重複)   

 

（Paiwa 巴伊哇） 



 

是表揚部落傑出青年的儀式，由長者宣達出模範生的名字之後，請優秀青年到祭場中間，並倒一

大碗酒以示獎勵。（Palavan）宴請嘉賓，為感謝周圍部落來賓的來訪與參與，特別請婦女準備

海味佳肴招待賓客。 

 

領唱：ho i yo ho, hoy yan hay yo ho hay yang ,ho hay yang 

答唱：wey ha hay~ 

領唱：ho i yo ho, hoy yan hay yo ho hay yang ,ho hay yang 

答唱：wey ha hay~ 

領唱：Ha hey ya ho yan 

答唱：Ha a hay 

領唱：Ha hey ya ho yan 

答唱：Ha a hay 

領唱：i ya o ho hay yang 

答唱：wey ha hay~ 

領唱：i ya o ho hay yang 

答唱：wey ha hay~ 

(重複)   

 

 (pihaypihay)豐年祭歌曲-送靈歌(女) 

第五天接著由女性登場跳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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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記先人優良文化傳統，使其綿延不斷。 

第六天由各年齡階級之男性下海捕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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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做豐年祭檢討工作，期待來年大家更同心團結，將豐年祭活動辦的更讓祖靈歡欣。 

 

領唱: hi hi yo ho ho ha y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o ho ho ha y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a hay yo o ha y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no cilaen to ko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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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ho ho ha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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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ho ho ha yay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 hi hi ya hay yo o ha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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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ho ho ha yay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materak ko maremon 下起豪大雨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siyasi no matada 遍地雨水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mifarisay ko rihi 雨水蓋過了田埂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o ho ho ha y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a hay yo o ha y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matomesay ko rihi 雨水裝滿了田埂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sakalingad no limecedan 小姐可以耕作了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o ho ho ha y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o ho ho ha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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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ilaen to ko namo 你們的要等下一次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o ho ho ha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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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a'oraray ko limecedan 祈求雨的小姐們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o ho ho ha y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materak ko maremor 下起豪大雨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matolicing ko limecedan 小姐整齊的排站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hi hi yo ho ho ha yay 

答唱:pi hay ya pi hay 

領唱:paka'oraray kami 我們在祈求雨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matomesay ko rihi 雨水裝滿了田埂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領唱:sakalingad no limecedan 小姐可以耕作了 

答唱: pi hay ya pi hay 

    ~ o ~ 

雙牽手，團結舞(豐年祭結尾歌) 

 

族人相聚的時光真是令人興奮又滿足，一同感念祖先的辛勞，以及彼此血同於水的親族情深。

期待下次的再相逢，再次感謝天地神靈的祝佑。 

領唱：ho~~ho, hay ya o hoy yang 

答唱：hi ya o ho wa hay yang 

領唱：ho~~ho, hay ya o hoy yang 

答唱：hi ya o ho wa hay yang 

領唱：hi ya ho wa hay yang 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y yang 

領唱：hi ya ho wa hay yang an~ 

答唱：hi ya o ho wa hay yang 

(以上重複) 

 

 

【馬谷大愛阿美族古謠傳唱隊】 支持單位：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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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楊元校長 蕭清秀村長 魯木伊木伊 

排練老師：蕭清秀村長 李昌啟老師 陳明珠老師 

表演人員：林清進 許金財 江義德 蕭清秀 李昌啟 吳耀福 林義忠 伊佑‧安查 

          劉豐皇 林健正 林榮華 林源廷 白皇湧 陳韋成 江偉仁 陳子渝 

          吳聖文 林雙鑫 吳志凱 江孝賢 林裕恆 風  曦 徐玉琴 拉黑子‧舒米 

          邱金蘭 陳秀玉 鄭玉梅 邱愛麗 江富美 許珠鳳 陳金花 江梅花 

          李阿比 黃昭妹 曾瑞妹 林紹珍 陳明珠 曾葉妹 林秀蘭 林蓮妹 

          江麗花 劉秀英 陳夏美 陳秋麗 林蓮花 徐雪梅 曾秀夏 許幸枝 

          林美芳 林水蓮 邱秀媛 陳璇花 陀如夏 

 

 

 

 

 

 

 

 

 

 

 

 

 

 

 

 

 



 

 

 

 

 

八、太陽之子(文樂五年祭) 【彩虹古謠隊】 

文樂五年祭的祭儀活動是象徵著部落的人與祖先靈魂或神明相約，實際的祭典女性無

法參加，因此透過舞台的演出方式，每位團員學習傳統的祭典歌謠，並了解其中的意

涵。 

 

 

第一首：(媒巫師禱詞) 

tisuna niyacemas I tjalji vava ulja su pinavayan na men ta siljemanguwaq .ulja su 

pinavayan na men ta su ljivat~~ 

巫師為了避免惡靈進入部落破壞祭典，必須先做遮蔽與保護的儀式；男人們則得要負責製作

主祭時會用到的祭竿、祭球及刺球臺。祈求上天給我們一整年的平安、幸福 

 

第二首：主祭(刺福球) 

1.I ya qu I ya qu 

I yu maqe ti vuvu lja I lja luma luma lje 

2.I ya qu iyaqu Tja vu sa ma tja lja yan I la lju ma lju ma le I ya qu I ya qu 

全部落的族人一同聚集在刺球場的方式，召喚神祇和祖靈歸來與部落人民同在，並祈求祖靈

所賜的祝福和各種好運能透過刺球活動降臨到自己和家人身上。 

 

 

 

 

 

 

 

 

 

 

 

 

 

 



 

第三首：勇士舞 

Silisi a sicuwayan ali tja i ca qu wa nai nu i 

Tja liguwa se pucunug nu i 

讓我們緬懷先人的努力，學習他們的精神，努力傳揚給下一代，榮耀文樂村 

kiljiki a sicuwayan ali tja i ca qu wa nai nu i lusiyav lutjamai mengabu a tju maq 

祖先叮嚀生活的規範與禮節要遵守，切勿踰矩 

第四首：齊心歡唱 sinaceqaljan、kiljikilj、unanasi 

si na ce qa ~a ~ljane e tja ya a i  

ali~~ si na ce qa ~a ~ljane e tja ya a I sa tja u~~se e lja se la ai na a ya I sa ce qa ljan tja 

ya i ne sa tja u se~~lja se lja ngan ai lja lja lje ma i~~~~ 

Ki lji ki lja si cu wa yan  

ali~~Ki lji ki lja si cu wa yan ali tja i ca qu wa nai I yu I  

u ki zi nga ka dja ka djan ke mi ru sa lu ma ta la djan I yu i 

u na na si a i lja u na na 

ali~~ 

u na na si a I lja u na na ~~u na na si a i lja u nana iya na ne lja u wa i ya na ne lja 

na~~~luba a lu~~mi ya mi iya na ne lja na lu pa lu u mi ya mi 

a i ya nga I na ve lje nga ne a I ya nga I na ve lje ngan I ya na ne lja 

祖先叮嚀生活的規範與禮節要遵守，切勿踰矩 

 

第五首：相約豐年祭組曲 

期待第六年小米豐收，並送給祖靈 

Ilui I na a na ya u ~~ u wa na ne lja u na na e li nu me dan 

A ta pi~~ tju ~~u ~~sa li lin u wa na ne lja ma la lu wa ke me ces 

Mau pita a supula sevavalje ni tjaina? 

自愛的女生如同山崖的花朵，清新脫俗 

 

Naluwan ni ya lja na luwan na I ya na ya u  

Ailja gemaljutu si ljemangu waq 

雖然美好的幸福如此緩慢，但期待以慶豐年相聚，感謝上蒼眷顧，讓我們用歌聲致意，並祈

求保守來年族人們一樣平安喜樂。 

 

【彩虹古謠隊】         支持單位： 洪蘭教授、法國巴黎銀行總行 

我們來自屏東縣來義鄉中排灣的文樂部落，文樂部落(pucunug)含有深思、慎事、勇敢、果

決的意思，因此部落的運動人才輩出，無論在田徑、球類、技擊、舞蹈方面都有傑出的人才

和出眾的表現，彩虹在排灣族是女人美貌的象徵，傳說中美人的身後都有一抹明媚耀人的彩



 

虹光輝，因此「彩虹」是我們對團隊的期許，期許自己能唱出動人的歌聲，唱出排灣華美的

文化如同彩虹漾出層層令人駐足的光彩。我們是充滿熱情和希望的火苗。我們不高掛在華麗

的燭臺上，只是點在大武山石板屋中以文化為薪、以傳承為爐的火光，唱出如渺渺炊煙、如

祖輩般質樸的古調。這幾年來，許多來至於外界的愛心讓排灣族的孩子和團隊更加的茁壯，

讓這彩虹般的嘹亮歌聲長遠流傳。 

 

帶隊老師：余麗娟 藍石化 

排練老師：余麗娟 

木鼓伴奏：余麗娟 

表演人員：余麗娟 藍石化 簡  燦 孟祥恩 賴仕銘 方喬飛 羅宇恩 馬耀恩 

          呂軍昊 杜以諾 溫  晉 鄒宇希 賴沈宏 田  淏 呂軍翰 方強森  

          余  璿 潘于婕 孟語喬 孟巧璇 潘潔琳 羅頌恩 阮雪恩 呂  玟  

          孟妤晴 董愷凌 田  甯 何靜宜 龎玉雯 簡慧姍 杜憶茵 方白珠 

          卓貴花 葉麗梅 孟雪華 鄒慧怡 鳩冷葛得分絲  㚸玏㺪．路菲力菲  

 

 

 

 

 

 

 

 

 

 

 

 

 

 

 

 

 

 

 

九、Paketed!(阿美族)【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 & 瑪大藝術恆舞集】 

Paketed(音似巴德各)訓誡儀式之意。 

忍耐鞭打的疼痛，族人的拳腳，訓練你的體力，歷練你的膽識，帶領你的階層體悟團



 

結的力量，完成 Paketed的儀式。 

     序 Tanfur‧臀鈴之吟 

即將接受考驗的階層以祭歌娛靈祖先，祈求祝福我們通過晉階儀式。 

     第一幕 Fiko‧口釀之酒 

「噓! 釀酒不要說話和嘻笑啊! 不然這罈酒會失敗」，女人們用唾液發酵美味的酒水，並在祭

典獻出這罈酒。 

     第二幕 Mi'adop‧獵捕之勞 

要勤勞能幹!認真捕魚餵養家人，證明你們有晉階的資格和能力。 

     第三幕 Paketed‧責任加身 

級長要接受同階的藤鞭和拳頭，記住疼痛，責任加

身，訓誡你成為有能力的級長，女人們的口釀酒灑

在你們身上接受祖靈的護佑。 

     第四幕 Mifanaw‧異體同心 

     晉階的青年必須接受 lufun(魯芳)干擾的考驗，牽

緊彼此的手，不能讓舞蹈被中斷，不能讓牽起的手

被扯斷，證明你們團結一心，強壯有力。 

     第五幕 Cifudolay‧膽量試煉 

除了力量更要有膽識，青年之父將情人袋藏在有

人上吊過的樹，用趕鳥器驚嚇你也不要膽怯，找

出情人袋證明你是有膽量的男人。 

 

   【花蓮高工原住民舞蹈隊 】 支持單位：洪蘭教授 

成軍十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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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受邀至美國夏威夷國際

君王節(Merrie Monarch Festival)開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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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獲得全國學生舞蹈比賽特優第一名，創下連續十一年榮獲全國

學生舞蹈比賽-民俗舞特優的殊榮。 

   【瑪大藝術恆舞集】 

致力於原住民傳統樂舞傳習工作的田姈琋老師，為了促進花蓮高工畢業的原舞隊團員，可以

延續舞團傳承原住民傳統文化藝術的使命與精神，而成立「瑪大藝術恆舞集」，期許團員用

自己的眼睛臨摹祖先的躍動，舞動的不只是樂舞，而是祖先留下的底蘊。 

 

舞團以傳承台灣原住民族樂舞之美為宗旨，以有益社會的表演為服務方針，同時發展原住民

族舞蹈教育、提供對於原住民族樂舞充滿熱忱的部落青年精進專業的舞蹈技藝與編創藝術的

淬鍊平台，期許台灣原住民族樂舞藝術的種子可以遍地萌芽。 

「瑪大藝術恆舞集」作一位謙虛的舞者，並且是讓族人驕傲的原住民孩子。 



 

「瑪大（MATA）」在台灣多族原住民語、菲律賓語以及泛太平洋南島語系語言中，皆是

「眼睛」之意。 

 

帶隊校長：黃鴻穎  

指導老師：田姈琋 

表演人員：駱景榮 陳培安 謝丰豈 楊振威 陳文勝 蘇建璋 張惟翔 高柏元 

          林王偉 呂文翔 張玉璞 呂翊婷 葛心瑜 黃怡瑄 王妤潔 尤芯琳 

          林重瑄 林婕妤 王偉玲 都曼婷 李  恩 彭  威 

 

十、謝幕曲【灣聲樂團＆全體】 

    噶瑪蘭族-「除瘟祭-kisaiz」之「病癒(mai ti metaRaw)」歌謠)  

此為噶瑪蘭族傳統祭儀「除瘟祭-kisaiz」中的「病癒(mai ti metaRaw)」歌謠，原意

是噶瑪蘭族病人甦醒之後，代表女神的祭司帶領眾族人一起吟唱，歌詞內容是向神靈感

謝幫助病人痊癒，再以另一首祭歌以感謝神靈的庇佑 。 

(文字說明引自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資訊網-https://www.titic.cip.gov.tw/) 

2022 年驚嘆樂舞可以在 COVID-19 的防疫限制中，順利平安圓滿的辦理，特別在謝幕

時以感恩與欣慰的心，合唱噶瑪蘭族的 sokodayao 歌謠作為謝幕曲，一則慶賀噶瑪蘭族

復名迄今邁入第二十年，二則在謝幕時全體一同牽手演唱，一同期待 2023 年驚嘆號的

其他團隊可以接力演出。 

特別感謝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授權演唱，謝幕歌謠的安排，亦具有祝福演出圓滿完

成，且所有師生皆平安回到部落、驚嘆樂舞未來可以持續精彩圓満永續經營，全體歡欣

的演唱，意義格外深遠。 

 

sokodayao  sawidi  yanai  ya  hei  e a o a he e  sakodo  sawidi  yanai  sakodo  

sawidi,  sakodo  sawidi 

 

 

 

 

 

 

  



 

 

 

 

 

 

 

 

 

 

 

-驚嘆號- 

讓只有語言沒有文字 

的台灣原住民族群 

可以 

蓬勃發展 

源遠流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