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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緣起
What a wonder Formosa
一個太平洋上的美麗島嶼
居住著各種族群
其中原住民族有近 56.6 萬人
佔台灣總人口數的 2.40﹪
大部分居住在中央山脈、阿里山、大武山山區與東、西、南側山麓
中華民國認定的原住民族計十六族─
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達悟族
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撒奇萊雅族、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族
各族群擁有各自的語言‧風俗‧社會制度、樂舞、祭典與服飾
豐富的文化內涵
獨特的樂舞祭儀
精緻的藝術底蘊
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美麗瑰寶
但是台灣的原住民因為「只有語言沒有文字」
樂舞祭儀等文化藝術侷限於口耳相傳
致使七十多年以來
歌謠‧舞蹈‧祭典‧儀式等皆瀕臨失傳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基於保存與發揚珍貴的文化資產的使命
以產出令人驚艷的
「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永續能量」為目標
建構扶持平台
並定名為「驚嘆號」
感謝毛毛蟲基金會與第二十屆 PECERA 太平洋地區幼兒教育研究學會的邀請
由本基金會負責製作 CHILDHOOD OF TOMORROW 文化之夜
邀請花蓮太魯閣族的水源國小、屏東排灣族佳平分校與南投竹山鎮秀林國小的師生
以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傳統樂舞為主軸
並且輔以南投竹山在地最具代表性的苦竹與箭竹所製作的竹排笛
演奏最具代表性的台灣民謠
分享傳習教育經驗之外
並且由台灣最純真的孩子
為來自世界各國關心幼兒教育的學者專家
獻上最真摯與最經典的演出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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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origin
There are various tribes lives in a beautiful island in the Asian Pacific.
Among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are approximate 566,000, 2.4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aiwan.
The aboriginal tribes identified by the R.O.C are totally 16 ethincs─Amis, Atayal, Paiwan,
Bunbun, Puyuma, Rukai, Tsou, Saisiyay, Yami, Thao, kamalan, Truku, Seediq, Sakizaya,
Kanakanavu and Hla’alua.
Every tribe has its own culture, language, customs and social structure. For Taiwan, the
aborigin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also an unique treasure
on the world.
In 1943, aboriginal music was collected, recorded and present it to the stage of
international aboriginal musicology.
The complex music and singing style amazed the world.
But Taiwan’s aboriginal culture like folk song, dance, religious festival and ceremony are
all nearly lost in the past 70 years. Because the aboriginal culture has spoken but
unwritten language, they only can pass their culture on verbally.
Thus since 2003,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aimed on executing the Exclamation
Mark project-The Indigenous Sustainable Education program. It is geared toward on
helping Taiwan indigenous groups to reserve and develop treasure culture assets.
Specally thanks to the invitation from Caterpillar Foundation and the 20th PECERA
Pacific Reg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The cultural night
‘CHILDHOOD OF TOMORROW’ will be produced and presented by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We invit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Meyce Yusi elementary school from
Hualien, Paiwan elementary school Chiaping branch from Pingtong and Shulin
elementary school from Chusan Mt. town Nantou, they will perform traditional
aboriginal music and dance as theme to present Taiwan and use bamboo flute made by
two kinds of bamboo which can represent Bamboo Mt. Nantou the most.
Besides playing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aiwanese folk songs,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pass on and learn education, the purest Taiwan kids dedicate the most sincere and
classic performance to each scholar and expert who care children education deeply
from world around.
Sincerely yours,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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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驚嘆號-臺灣原住民族群永續教育計劃」
2003 年起，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以「確保台灣原住民族群文化藝術有效的傳習發揚、
新世代天賦長才的培養發展、知識技藝的學習成長」為目的，召集社會各界，以認養傳
習經費及聘任專業的傳習老師的方式，支持部落學校、社區及耆老，傳習部落的傳統生
活、祭典、歌謠及舞蹈；並說服 NPO/NGO 及企業等社會各界，計畫性的投入資源，建置
一個高效率的藝術傳承發揚的公益服務平台，期許讓全世界可以看到台灣原住民文化藝
術之精緻與可貴，並產出令人驚艷的「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群永續的能量」
，是
以定名為「驚嘆號」
。
「驚嘆樂舞」即為「驚嘆號-原民族群永續教育計劃」成果展演的核
心計畫。
截至目前，
「驚嘆號」支持的團隊已達四十隊(其中以傳統樂舞為主的是 34 隊)。2005
年起，為了提供傳習團隊挑戰專業的舞台，及在隆重的舞台上演出的機會，每年在國父
紀念館大會堂辦理「原住民兒童之夜」
，讓長期培訓的孩子擁有努力的目標。因為目標明
確，激勵師生及族人旺盛的企圖心，加上天賦的發揮，傳習成效因此格外耀眼，各團隊
被認養支持之後，因為資源的到位，讓最困難的專業師資需求，得以獲得滿足；願意返
回部落服務的傳習教師，以及懷抱偏鄉教育使命，長期留在部落教學的老師越來越多，
無形中也降低了部落教師的流動率。因為孩子學習態度的改變，以及學習機會的增加，
讓家長也積極參與及支持團隊的教育活動。這些正向的循環，也展現在課業、體能及才
藝等其他學習力的表現。
2017 年由於參與演出的青年與族人大幅增加，
「原住民兒童之夜」正式更名為「驚嘆
樂舞-臺灣原住民樂舞饗宴」。每年從三十四個樂舞傳習團隊中，擇七到八個團隊辦理，
演出的團隊跨四到五個縣市，曲目及舞碼涵蓋五至六個族群，演出人數超過三百名，聘
任劇場界熟稔原住民表演藝術、採集編創、表演、排練、燈光設計、音響技術、影像設
計、舞臺設計、編曲、樂團、舞監等專業人士組成製作團隊，協力製作。節目間以演出
主題相關的「影像設計」及在觀眾席間的演出轉場，並且由音樂總監整體製作，由灣聲
樂團配合演出與影像現場演奏，是一場堅持原味又能融合古今的文化藝術饗宴，並深具
文化代表性與影響力，本次文化之夜製作即為「驚嘆樂舞」的袖珍版。
驚嘆號積極以編曲、吟唱及樂團伴奏，促進傳習團隊與樂團合作，進而促進原民藝
術與國際接軌，讓「只有語言沒有文字，且沒有譜曲」的原住民古謠流通、傳承與發揚。

關於「驚嘆號」的教育意義
一、支持孩子參與部落文化藝術的傳承與發展
二、透過展演與延伸學習活動，增進原住民兒童與青少年自信心。
三、傳習的淬鍊建立各種學習能力
四、讓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原住民族群，可以蓬勃發展、源遠流傳。
五、促進族群互相認同肯定、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
六、展演具教育社會大眾認識原住民文化藝術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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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Exclamation Mark –Aborigines Sustainable Education program”

Since 2003,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aimed on executing the Exclamation Mark
project-The Indigenous Sustainable Education program. It is geared toward on helping
Taiwan indigenous groups to reserve and develop treasure culture assets.
This project is set to support indigenous groups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including NGO/NPO, corporations,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dividuals, urban
school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ill now, Exclamation Mark has already supported over 40 groups, 34 of them are
mainly focus on traditional indigenous music and dance. From 2005,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pass on and learn group a professional stage and the chance to perform in
a decent arena.
‘The night of indigenous children’ is held in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every year, so that these kids who are well trained long term can have a goal to reach.
Due to the target is clear, encouragement and ambition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clansman, plus performance of their talent, then outcome of the pass on and learn is
especially bright. And each group is supported with proper resource which satisfie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the need of professional teacher. More and more teachers who
have willingness to teach in countryside long term and reduce the rotate rate i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the change of children’s learning attitude and increase of learning
opportunities, hence parents also participate and support group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se positive cycles are also manifest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 learning forces
such as schoolwork, physical fitness and talent.
2017, because of performance young and clansman participants increased sharply,
“The night of indigenous children” is officially upgraded as “Exclamation Mark music
and dance- Taiwan aboriginal Music and Dance Banquet”. Only 7 or 8 performance
groups will be chosen from 34 groups and they come from 4 or 5 different districts.
Songs and dances are covered by 5 or 6 ethnics and over 300 performers. Engaged in
the theater industry to familiarize with the aboriginal performance art, collection and
creation, performance, rehearsal, lighting design, sound technology, image design,
stage design, arranger, orchestra, dance supervision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o form a
production team to work together. The program features an “image design”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show and a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is produced by
the music director and live perform by One Song orchestra.
It is a cultural and artistic feast that adheres to the original taste and can be integrated
4

with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It has a strong cultural representativeness and
influence. This cultural night is a pocket version of “Amazing Music and Dance”.
Exclamation Mark actively organizes, sings and accompaniment of the orchestra, and
promot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ass on and learn team and the orchestra, thu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igenous ar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llowing the indigenous people to circulate,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only
language without words and without composing.”
Regarding education meaning of “Exclamation Mark”
A. Support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ibal
culture and art
B. Enhance the self-confidence of indigenou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rough
performances and extended learning activities.
C. The quenching of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establishes a variety of learning
abilities
D. Le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ho have no language and no words can flourish
and spread.
E. Promote mutual recognition of ethnic groups, benign interaction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F. Exhibition performance educates the public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boriginal culture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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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程序
序曲-奇異恩典〈秀林國小唐子騏老師〉
台灣民謠組曲〈秀林國小竹樂團〉
【台灣名謠組曲】
桃花過渡
望春風
四季紅
月夜愁
Hakaw Utux!太魯閣族靈橋〈水源國小太魯閣舞蹈隊〉
【正氣歌】
【織布舞】
【男子比舞】
【英雄歌】
【生命之歌】
【獵首笛】
【木 琴】
【靈橋的教育】
【慶賀歌】
pupalisiyan ta masalut 慶豐年〈佳平彩虹古謠隊〉
【慶豐收(一)silisi、kiljiki】
【慶豐收(二)unanasi】
【ilui 琉璃珠之戀】
【iyai 聚會歌】
【光榮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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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分享程序
【秀林國小竹樂團】
主題-竹教育
主講-楊清豐校長、唐子騏老師
【水源國小太魯閣舞蹈隊】
主題¬Truku Balay 真正太魯閣族
主講-余展輝校長
內容(一)太魯閣族文化基本認識
1.高山民族
2.gaya-規範、禁忌
3.男女有別的社會組織
4.族群現況
(二)舞步示範
1.男生正氣歌、英雄歌及靈橋
2.女生靈橋段落
3.男生女生共跳慶賀歌段落
(三)太魯閣族傳統舞步介紹
1.男女有別
2.男生山羌舞步
3.女生側踏點舞步
(四)太魯閣族傳統音樂介紹
1.木琴
2.四音音階
3.歌曲示範（正氣歌、英雄歌）
4.小朋友演唱太魯閣族傳統歌曲
【佳平排灣族彩虹古謠隊】
主題:祭得回佳
主講-田子奇主任
內容-實踐取向的民族教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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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介紹
序曲-奇異恩典
感恩大會邀請世界各國的幼兒教育專家齊聚在這裡，讓我們誠摯地交換彼此對幼兒教育
的經驗與心得，精進知識與專業，探討方法與技術，並且在這個美好的夜晚，一起享受
台灣傳統文化的真切美好，謹以感恩的心，感謝這奇異的恩典，並以「奇異恩典」揭開
文化之夜的序幕。

台灣民謠組曲
【望春風】
鄧雨賢先生是台灣著名作曲家，創作了近百首歌曲，作品中「望春風」、「雨夜花」、「月
夜愁」
、
「四季紅」最為經典，這四首被人合稱為「四月望雨」
，在本土創作歌謠發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望春風一直是最具代表台灣歌曲之一，國宴演出與招待外賓演出的曲
目中一定能見到此曲目。
獨夜無伴守燈下，冷風對面吹，十七八未出嫁，見著少年家
果然標緻面肉白，誰家人子弟，想欲問伊驚歹勢 ，心內彈琵琶
想欲郎君做翁婿，意愛在心內，等何時 君來採
青春花當開，忽聽外頭有人來 ，開門該看覓
月老笑阮戇大呆，予風騙毋知
【四季紅】
春 天花 清芳，雙人心頭齊 振動，有話 想 欲對你講，毋 知通 抑 毋通。
佗一項？ 敢猶有別項。 肉紋笑，目 睭降，你我 戀 花朱朱 紅。
夏 天風輕 鬆，雙人 坐 船咧遊 江，有話想欲對你講，毋知通 抑毋通。
佗 一項？ 敢猶有 別項。 肉紋笑，目睭降，水 底日頭朱朱紅。
秋天月 照窗，雙人相 好有所望，有話想欲對你講，毋 知通 抑毋通。
佗 一項？敢 猶有別項。 肉紋笑，目 睭降，喙 脣胭脂朱朱紅。
冬天霜雪凍， 雙人燒酒 啉袂茫，有話想欲對你講，毋知通 抑毋通。
佗一項？ 敢猶有別項。 肉紋笑，目 睭降，青春面色朱朱紅。
【月夜愁】
月色照在三線 路， 風吹微微，等待的人哪 未來，心內真可疑， 想毋出彼个人。
啊~ 怨嘆月暝。
敢是註定無緣份， 所愛 的伊，因何予阮放 袂離，夢中來相見， 斷 腸詩唱袂止。
啊~ 憂 愁月暝。
更深 無伴 獨相思， 秋蟬哀啼，月光所照 的樹 影，加添 阮傷悲，心頭酸目屎滴。
啊~ 無聊月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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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林國小竹樂團】
秀林國小位於竹子的故鄉-南投縣竹山鎮。為了讓學生有多元創造學習機會，學校的
校訂課程融合了在地竹文化特色，教導學生製作與演奏竹樂器，讓學生不但能懂得欣賞
音樂之美，培養對音樂的一輩子愛好，還要將竹山「竹文化」傳承下去。
在校長與師長們的努力下，本校竹樂團優異的表現越來越受肯定，近期曾受邀「教
育部美感教育國際研討會」
、
「溪頭竹文化節」
、
「台中教育大學藝術季」
、
「國立科教館」…
演出。其中竹排笛指導老師唐子騏曾獲得 2017 台灣文化獎肯定，並曾受邀為 2016 上海
CITM（亞洲最大旅展）台灣觀光代言人，2019 台灣經典小鎮代言人。
此次演出呈現台灣著名作曲家鄧雨賢先生「四月望雨」作品，其中由竹樂團合奏「桃
花過渡」、「望春風」，再由唐子騏老師以竹排笛呈現「四季紅」、「月夜愁」。
帶隊老師：楊清豐 校長
排練老師：唐子騏 老師
表演人員：曾安祈、謝汯益、石宇成、李儼祐、沈冠臻、鄧軒閩、曾柏勛、陳宏隆、
王泓喻、陳芷琳、林沛諭、沈佑霖、曾子悅、王櫻璉、林子淇、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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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aw Utux!太魯閣族靈橋【花蓮縣水源國小太魯閣舞蹈隊】
象徵太魯閣族族人對主體性與尊嚴的堅持，更是族人的「心靈圖騰」
。族人生命的價值在
於「走過靈橋」，是自我價值的最高實踐。「靈橋」是傳統太魯閣族人心中的希望、精神
支柱和依靠，代表人生前死後的標誌，靈魂的未來與寄託，祖靈會在橋另一端接死去的
族人。
【正氣歌】
你們給我等著瞧！不論我被你們所有的人譏諷，我要給你們看看我的勇氣，
我是有七個膽的男人，等著瞧！等著瞧！
【織布舞】
太魯閣族的女人，就算磨破了指尖都要織出那菱形紋的圖騰─祖靈的眼睛，織出的衣裳
才能溫暖丈夫孩子。
【男子比舞-】
我們去吧！
你們給我小心！
來呀！我們一同跳舞比賽！
【英雄歌】
我是男子漢，我跳過河谷，不怕懸崖，跑過山巒，爬過荊棘，飛過大河，這就是我。
【生命之歌】
只有音樂及ㄨ聲，沒有歌詞！
【獵首笛】
【木 琴】
【靈橋的教育】
看啊看啊，靈橋多麼美好
有靈橋我們是多麼開心
靈橋的教育是美好的
【慶賀歌】
英雄凱旋歸來，全部落聚集在英雄家裡慶賀，把酒歡樂，大家盡情唱歌跳舞，以示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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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水源太魯閣樂舞團隊】
自 106 年 3 月起組隊練習，訓練以 3-6 年級小朋友為主，以太魯閣族的樂舞為學習內容，
短短兩年時間，水源國小舞蹈隊已經於 106、107 年 7 月份參加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
節晚會中演出，也在「桂黔訪花」
、國慶煙火在花蓮、太魯閣峽谷音樂節等大型晚會活動，
以及秀林鄉公所春之頌活動表演，2019 年 4 更遠赴廣西南寧參與大型晚會演出，獲得長
官及參與來賓及觀眾的高度讚賞。106、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以「Ptasan 印
記」、「Hakaw Utux!」連續兩年獲得全國決賽特優佳績，106 學年度更榮獲全國特優第一
名殊榮，讓更多的人看到太魯閣族精美的樂舞文化和內涵，提升小朋友的自我認同感，
更建立自信。
帶隊老師：余展輝 校長
排練老師：余展輝 校長、蔡亞萍 老師
表演人員：包芷琪、陳聖杰、林正宸、高以諾、李欣庭、吳玉玲、尤明傑、黃

睿、

鄭少傑、劉紹承、時從徽、陳儀欣、許侑葳、陳夢萱、黎子婷、潘桎均、林 靖、
林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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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alisiyan ta masalut 慶豐年【屏東縣泰武鄉佳平彩虹古謠隊】
豐年祭是部落最重要的日子，是榮耀傳承的時候，由青壯一輩展現自己的技藝與才能，
讓耆老評比與指導。是相聚之時，族人們從各地歸來，並呼喚深處山中的祖靈一同回到
部落相聚。是歡慶之時，享受一年來勞動的成果，唱著來自祖輩流傳下來的歌謠、跳著
如百步蛇般輪轉不息的圍舞。在如此歡聚的時候，總有久見之人，雖慕少艾，但在規儀
下，想述說衷腸，只能在此時兩分相處，遙寄歌聲。能相聚以慶豐年，要感謝上蒼眷顧，
讓我們用歌聲致意，並祈求保守來年族人們一樣平安喜樂。
【慶豐收(一)silisi、kilj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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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泰武鄉
祖先叮嚀生活的規範與禮節要遵守，切勿踰矩
【慶豐收(二)unanasi】
無論身處何方，唯獨你教我思念如斷腸
這份對你的心意至死不渝
【ilui 琉璃珠之戀】
小男孩問媽媽說你在做什麼？媽媽告訴他，將來你心儀的女子會問我們替她做了幾條琉
璃珠項鍊呀！
【iyai 聚會歌】
我們齊來歡唱讓今天的聚會更加順利完美
【光榮頌】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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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泰武鄉佳平彩虹古謠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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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唱排灣歌謠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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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苗。我們不高掛在華麗的燭臺上，只是點在大武山石板屋中以文化為薪、以傳承為
爐的火光，唱出如渺渺炊煙、如祖輩般質樸的古調。這幾年來，許多來至於外界的愛心
讓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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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子奇 主任
排練老師：余麗娟 老師、葉漢祥 老師
表演人員：葉睿晴、孫喜愛、周子寧、田智勳、田智全、葉威慶、鍾家瑞、王喜悅、
蕭

丞、田安惠、周子騫、蕭丞旻、田安慈、鍾

蕭丞昊、曾琳潔、卡拉依樣.阿立甫、郭誠皓、鄭
王毅安、蕭丞晞、蕭以琳、李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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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王昱傑、
帝、田安琪、盧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