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起「驚嘆號」獲得李哲藝老師的支持，為原住民古謠

發 行 序

編曲，開啟了古謠由弦樂伴奏演唱的先例，詮釋古謠的獨特
之外，並逐步建立與國內外樂團同台演出的能量與經驗。哲
藝老師並力邀義大利籍的 Michele Paciulli ( 白龍老師 )，參與

確保音樂最高品質的錄音與後製作業。連同「逢源愛樂室內

弦樂團」經過五年反覆的修正與淬鍊，形成陣容堅強的專輯
製作團隊，並且以展現古謠特色的「清唱版」、融合古謠與弦
樂的「跨界版」及純音樂的「弦樂版」等三種型式製作專輯。
「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傳唱」於 2007 年起由唐秀月老

師展開傳習計畫，流傳在魯凱族部落的歌謠與舞蹈，透過傳習

教學，逐步的讓部落的孩子與大人皆能朗朗上口。豐碩的傳

2005 年起，「驚嘆號」為了提供傳習團隊隆重專業的展演舞

台，每年持續辦理「原住民兒童之夜」以及歲末展演，讓孩

子的傳習擁有努力的目標，各族群的傳習成效豐碩，深具教
學、傳習、發揚等教育的價值，且「驚嘆號」持續藉各式展演

習成果與演唱能量亟待以數位方式典藏。在此，特別感謝法國

巴黎銀行的督促，以及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南京資
訊 ( 股 ) 公司、耐特科技材料 ( 股 ) 公司、東友科技（股）公

司、THERMOS 膳魔師、周美青、李欣禧、李哲藝、邱白伶、陳
勳森、郭美琴等人在第一時間挹注經費及資源，讓今年（2016

進行影音蒐錄，2011 年在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耐

年）成為「驚嘆號」自行錄製古謠專輯的元年，為「百合禮

輯「歌，開始的地方」，以及各種展演實錄，都成為重要的傳

特的魯凱族古謠原音，讓「只有語言沒有文字，且沒有譜曲」

特科技、南京資訊、浪琴表等單位協力下製作的泰武古謠專
習教材，無形中也促進各部落的傳習教育蓬勃發展。

讚—青葉魯凱古謠傳唱」發行第一張專輯，並典藏珍貴獨

的原住民古謠，因此而開啟蓬勃發展源遠流長的願景。

東元驚嘆號

謹誌

2016 ／ 11 ／ 05

A u b a 情 謠

一群巴冷公主的魯凱族族人，決定告別終日與雲霧為伴的家鄉（屏東霧台大武
村），來到一處蠻荒台地─青葉村（Auba 部落）。選擇離家的七十年裡，生活

沒有想像中的平順，因為必須從無到有、開闢家園、抵抗他族、填飽肚子。感

青吟低唱祖先路

葉幕升起情歌揚

鰲遊山林童謠依

芭萃出類勇士昂

生活歌謠裡，唱出族人間的相互扶持與分享以及圍起圓圈引吭高歌的動人畫面。
情歌歌謠裡，深刻重現在每晚昏暗的家屋前男男女女傳達情有獨鍾的不悔話語。
祭儀歌謠裡，唱出當年頭目 Laucu 宣誓離開舊部落的豪情壮志與感念祖靈指引。

謝上天的庇護與族人們的胼手胝足，一點一滴，終究化為新的生命基地。

童年歌謠裡，聽到魯凱族孩子在炊煙升起的石板家屋外戲謔爽朗與天真的笑聲。

晚上戀情歌，白天吟工作歌，遊戲玩童謠，祭儀時跳勇士舞的脈動與情感，反

送下來，穿過那森林和山谷，也迴響在山徑上」。

日本文化的殖入，周遭排灣文化的洗禮以及近代流行文化的吹襲，並沒有改變
而成為 Auba 歌謠的深厚能量，蘊育 Auba 部落古調歌謠的特有感動力。

繼續唱吧！孩子們：「山上的孩子 都非常喜歡歌唱，美妙的歌聲從那山上陣陣飄
顛沛流離，沒有忘記唱歌的溫暖；文化流失，沒有忘記唱歌的力量。「唱歌」
始終像 ina 一樣，守護著不安的心，讓時間宛如在部落裡停格與世隔絕，讓祖先

的智慧繼續在族人間流動，看見更好的未來。

唱，美麗動人的古謠伴隨著數不清的日月星辰流動，這些聲
音記憶著台灣生命的足跡，每一個音符都無比珍貴，現今因

為拜科技之賜有幸可以忠實記錄下來而廣為流傳，實為人類
文明史更添一樁美事。雖然我不是原住民，但我珍惜這塊土

地上每一種獨特而優雅的聲音，近十五年來因為各式音樂製
作接觸許多原住民的音樂文化，每每莫不為這些原始而自然
動人的聲音所感動，這些聲音流傳了這塊土地上的故事及人
物風情，真的是我們身邊最美麗的瑰寶。

謝 謝 所 有 參 與 錄 音 的 演 唱 者， 你 們 的 努 力 與 認 真 令 人 敬

佩，謝謝擔任古謠搜集及演唱訓練的所有老師，你們的付出

錄 音 工 程 師 的 話

製 作 人 的 話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綻放最悠久的原住民文化，超過千年的傳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help these young people is
a true joy, and also allow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aiwan and its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
Art is an expression of culture that identifies and
improves the level of a population.
It's not just an "accessory" but an essential element
that colors with awesome our lives.
These kids are like seeds planted in a difficult land that
crosses modernity and traditions, and like plants and
trees if left alone will have hard time to develop and
grow beautifully.

的所有工作同仁，你們的辛勞工作才成就了這一切付諸實

Thanks to the will of great people these plants are
cropped together and infused with good directions,
forming a strong raising forest that will challenge the
times and grow splendid bringing oxygen for everyone.

老搭檔白龍用最高品質的錄音紀錄了這一切的美好。希望藉

I'm happy to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process to help
the growth and to shine the skills.

到永永遠遠！

In return I enjoyed their art, the friendship and the
great playful energy that all these kids diffuse around
them. I see them concentrate and well directed with
an artistic purpose to pursue, lets everyone make this
process to continue and improve for greater education
matter and better future for everybody.

成就了這些歌謠的永續流傳，更要謝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行，謝謝逢源樂團的音樂家們熱情而投入的演奏，謝謝我的

由這個製作能夠為台灣的美好再記下一筆，讓這些聲音傳唱

關 於 魯 凱 族

敬愛百合花的魯凱族

百合花（bariangalay）在西魯凱群社會中具有特殊文化意

義，尤其百合花飾在表彰身分的象徵意義上具有重要涵
義。對女性而言，百合花乃婦德操守之標幟，男性則為個

人獵績斐然之表徵。魯凱族女性一生最大的榮譽，即能擁

有配戴百合花飾的權利。而男子則需獵取五隻公山豬以上
方能配戴，頭上插有百合花的男子，代表善於狩獵、英勇
且有能力。

敬重百步蛇・雲豹的魯凱族

在魯凱族的傳說中，獵犬（雲豹）
（lrikulaw）是尋找到西魯
凱族發源地好茶部落的靈狗，因此魯凱族人自稱為「雲豹

的傳人」。魯凱族人相信靈界的社會和現實的魯凱族社會

是一樣的，百步蛇即靈界貴族的化身。魯凱族貴族認為百
步蛇既與他們同身分，將其視為神聖、尊貴且不可侵犯。

社會組織

是以貴族宗家為中心的社會。是由幾個貴族家系、平民及
佃民所組成。從部落中勢力最強、家世最久的貴族宗家擔

任最高首長。再從貴族旁系或佃民領袖中選出次級的領
袖擔任各級責任領袖。魯凱族為父系社會，長男繼承家
產，是重男輕女的社會。

魯凱族的服飾特色

反映魯凱族的階級制度。豹牙頭飾、豹皮背心、珍貴的琉璃珠

飾品、鷹羽只限于高階層貴族使用，而百步蛇、太陽、人頭、陶

壺等圖案是專屬於頭目，但是平民可以透過納貢獲得頭目的允

許。魯凱族的服飾以十字線繡、琉璃珠繡為主，圖案繁複華美。

魯凱族四個階級的社會制度

• 大頭目 | 是部落的大地主，擁有土地、獵區、河流，代表
部落參與外社的公共事務，平日以收賦稅為主。

• 貴族 | 為大頭目的近親，可以耕種土地，不必納稅，也可
以沿用貴族。

• 士 | 對部落有特殊的貢獻，功績受部落族人和貴族的肯

定，如雕刻匠、打鐵匠。頭目會賜予他某些權利，如特別
封號、某些部落特權，或配戴羽毛、有階級的花環等。

• 平民 | 多為佃農，向大頭目租地耕作。有向頭目納稅的義
務，納稅的內容不是金錢，而是自己耕作收成的小米、花
生之類的食物、狩獵的肉品。

財產繼承

魯凱家系的傳承方式原則：以男性為先，如無男性時則由女
性繼承。另外，不論男女性皆以長嗣為優先。

婚姻制度

魯凱族的婚姻制度主要是階級聯姻。婚姻是改變身份地位的
條件之一，可促進社會階級流動。與比本身階級高的對象

結婚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獲得與配偶相當的社會地
位，且真正取得較高身份者則為其子女。

「巴冷公主的故鄉」— 青葉部落

青 葉 村 是 由 Talamakau（ 大 武 ）、Dadele（ 達 得 樂 ）、Deraw（ 德 勞 ）
三 個 聚 落 及 部 分 佳 暮 村 的 居 民 而 組 成。 民 國 28 年， 日 本 人 查 看

takiurathane 地 一 整 片 綠 色， 又 有 寬 葉 的 雜 木 及 桑 樹， 於 是 命 名 為

Auba 青葉村。它是由當時的部落領袖楊永福 Laucu 力勸族人遷移而形
成的一個新的魯凱族部落，至今將近 80 年。

魯凱族著名的巴冷公主故事源於 Dadele（達得樂）舊部落，而青葉部落
的 Aruladenge ( 祿拉登 ) 家族即為巴冷公主的家族，迄今仍保有巴冷公

主當年下嫁的琉璃珠、衣裳等貴重聘禮，稱為「卜路灣呢」，這是具有
神靈的意思。「ni abulruane」充滿神秘力量，還有許多禁忌故事。

青葉部落雖位於排灣族鄉鎮，不但不忘魯凱族的文化傳統，居民各個以

傳承魯凱文化為己任。在傳統歌謠、木石雕、刺繡女紅…等領域，嚴謹

考究，一代傳一代，未曾中斷，將魯凱族文化發揚光大，讓魯凱族群被
更多人看見，真正實現了魯凱民族團結、重榮譽的民族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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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 清唱版｜純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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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yasepele 孤獨
palailai 搖籃曲
paelrelrege 紡織歌

童謠組曲

珍藏

alrivilrivi ka dramare 明月良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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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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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i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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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sasangate 謙卑
sabauku kidulru 慰勞
唐秀月老師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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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rivilrivi ka dramare 明月良宵
kaimadu maulraulrau 永遠難忘
paelrelrege 紡織歌

alrivilrivi ka dramare 明月良宵
kaimadu maulraulrau 永遠難忘
paelrelrege 紡織歌

慶豐收

慶豐收

勇士舞

勇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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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madu maulraulrau 永遠難忘

aii 是永別的意思，這是首思念父母親的歌，孩子看著大自然日復一日生生不
息的變化，想起父母在世時叨唸的情景，不禁悲從衷來。原來，父母親當時提
醒我們要及時行孝、珍惜有父母叨唸的日子是這樣的感受啊！

aiinganumi ka laina ka laamayae,matiyabarengernumi lukikaurivangaane
別了我的父母，好想再跟你們說說話

01

uinalruani lrielebengaku suvaiyae aila kainaku thingale amiyamiyakuanae
雖然太陽已下山，我還是無法釋懷

lri ikainga ku laina ku laama yae lripulrivalrivale nga lutubtutubiyakunae
當我們在哭泣的時候，您是不是在笑我們當初不好好盡孝道呢

pusilrivulu 吟誦

pusilrivulu 是魯凱族人相聚時一定會演唱的古謠。古時交通不便，相

聚不易，每逢部落有重要事件，族人聚集在一起，男女生分坐一方，歌
聲特別好聽的人就會起頭，按著當時的情境、心情唱出心中的感覺，其

餘的人很自然的就會回應，其他的人跟著應和，形成一種特殊的景象。
以往信仰傳統宗教時，魯凱族人敬天畏神，非常重視生活中自然的各
種現象，鳥叫聲便是其中之一。歌詞中的鳥叫聲代表吉祥的徵兆，表
示會有好事發生，族人的聚首豈不是好事一樁呢？

itapusilrivulru ku nasimamilringanena lrume ai madananeyasi
nasimamilringanena lrume ai madanane lamalrika silrivuni lrume
ai madananeleini
我們一起來吟誦那古老恆久的調吧

ila ku vaganumi si taiyakuiyanuminalreme ai madananeyasi
taiyakuiyanumina lrume ai madanane lamalrika silrivuni lrume ai
madananeleini
讓我們把心裡的話表達出來吧

tharepane ku lalai si akulalrivulrivuna lrume ai madananeyasi
aku lalrivulrivuna lrume ai madanane lamalrika silrivuni lrume
ai madananeleini
傾聽！聽那樹林裡傳來優揚的鳥叫聲，誰意料到我們又能相聚

03

matyasepele 孤獨

魯凱族人在長大成人論及婚嫁時，特別能深刻感受到擁有雙親的幸福，失去父
母親的孤兒也是在這個時間特別思念父母親，於是有了這首傳唱的歌謠。因為
魯凱族是重視親族關係與身分位階的民族，唯有父母在世才能為家族、個人爭
得應有的位份，配得符合身分地位的結婚聘禮。父母其中之一若已離世，子女

在選擇對象時會因此而受到阻擾，社會上的成就也無法改變，所以魯凱族人會
用這樣的歌曲來自我安慰、期許。

lukidremedremaku ngyabalai matiakuruakuyae,muwalanginga ku ina ama
當我慢慢地想，我實在很可憐，我的父母已離開我

mailuku ku kilibakane mailuku peravane matyakuruaku
帶走我的歡樂，帶走了對我的愛

aiinga ina ama ailalritumanaku siulrau ku samadraneli

別了，爸爸，媽媽，我該如何忘卻對你們的不捨與不諒解

kiyatulalakaku pikai auba.kadrua ku marudraudrang
我出生在 Auba 部落，沒有了雙親

taangeangea ku cekecekelane,kadruaku bitakane kadruaku retesane matyasepele
家人裡只有我一個沒有兄弟姊妹、沒有歡樂，非常的寂寞

ai inga ina ama lritarakidringadhaku amulrakalrakadhaneli palralrauthu
別了，爸爸，媽媽，我一定會堅強，並找到屬於我的幸福

06

04

珍藏

這是工作休息時常常會用這樣的曲調、歌詞來懷念過去的情人，由於某

種原因不能與戀人相見，於是在工作中閒暇時，就會用唱歌來表達出對
戀人堅貞不渝，始終如一的情感。

palailai 搖籃曲

傳統魯凱族社會的男女清晨即起，男人上山打獵、女人下田耕種。有幼童的家

uwaulra lri iyasi uwaulralri yayae akasini kiapane pakela
lumamilringiyae uinaru iyanayau ailanaasi nilrua lrumedeyae

庭，女人會留在家裡，一方面可以照顧小孩，另一方面可刺繡、織布，等待男

他們會認為我已經淡忘了，原來我們依然珍藏的如此完美

主人回家。母親為了做家事或刺繡方便，以搖籃懸掛在石板屋的橫樑上，一邊
推動搖籃哄孩子入睡，一邊吟唱搖籃曲。

歌詞通常以家庭的狀況作為實際的描述，希望孩子能乖乖入睡，醒來後即可獲

amani ka vaganumi amani ka vaganumi yae ibalryu mudalrane
Ibalryu mudalraneyae uinalru iyanayau ailanaasi nirua lrumedeyae

e e e e e e kasipelrepelrenga thalralrailraili
ani saracebe ku eape ki tumusu e e e e e e

nalruani naalruana iyanaiya uhaiya nasinilruyu ailalrumedeyae
uinaru iyanayau ailanaasi nilrua lrumedeyae

得爺爺或父親帶給孩子的珍貴禮物。

不論是在田間或在家裡，你們總是我們聊天的話題

睡吧！睡吧！我的寶貝，好讓爺爺種的小米快快長

虛詞

e e e e ilatautavanane uakelakelanga
ku tinasu si tamasu acbe ku apase eee eee

我們回家吧！你的父母已在回家的路上，帶著螃蟹當你的禮物

e e e e kauvai tumusu uapana ku kisisi
takiraragai kuteetenenumi e e e e e e

看哪！你的爺爺獵到山羊，我們歡喜吧！你將得到的寶貝

e e e e pacuuna aganeli takiraragai kitumusu si tamasu sitinasu naaganeli
eee eee
乖孫醒來吧！讓我們歡喜迎接！你的爺爺爸爸媽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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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paelrelrege 紡織歌

這是魯凱婦女工作歌之一，敘述婦女在一起工作時的景象，表現
出婦女工作時的辛勞，也描述共同工作時的趣事。

paelreelrege ku lama ali ta ku ka lrai lraisi ku athapelini

兩位感情要好的女孩在紡線，她們是那麼努力，額頭上的花草也被汗水沾濕而枯萎了

uatinitinunu ku la tinaini kaiapurathudu ku sauvalai

女孩的母親們在織布，可是孩子們的線卻怎麼也理不齊，就像男生一樣笨手笨腳啊

nai ka lamaali si lama alala kai thinga drekase ku la tinaini

讓我們成為好朋友吧！雖然女孩的母親們不知如何指導他們紡線

alrivilrivi ka dramare 明月良宵

魯凱族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社會，男女青年不可以私下約會戀愛。但在過
去有一個集會所，是部落會議的地方也是青年聚會的場所，青年人常利

用聚會這個時候尋找他們心中所仰慕的人，常常聚在一起唱歌通宵達旦。

alrivilrivi kai dramare kai maaung hai yuing tamarairai si senasenai
haiyuing hai yuing haiyuing
今晚的月色分外清澈明亮，讓我們一起手牽手唱唱歌分享這樣的喜悅

ta makanaelre ka sakatucekelane haiyuing kiraaragai dradradralai
haiyuing haiyuing haiyuing

我們的族人啊！這是可貴的緣份，大家應該開心的一起跳舞直到黎明的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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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ane 勉勵

10

這是一首勞動或是聚會時唱的歌。當辛苦耕耘，太陽的炙熱讓人不耐

身如玉、純潔無瑕；琉璃珠及銀飾代表她是好人家的女兒、擁有家人滿滿的愛

的紓解。他們同時唱歌互相鼓勵，流露出自然的情感，並藉由此用大

以及豐富的家產。良好的裝扮在魯凱族是禮節，也是一種極為高尚的藝術。它

自然來自比擬人的感情。

不僅代表著身分地位，也是身為一個女人必須修練的一門功課，如果一個女人
懂得裝扮自己，她會受到許多男人的親睞，更會讓族人引用這首歌來形容她。

aneane kwini wavalringivingi alalrizu uwakane ki kidredremeli aiilalri izukane
ludalidali ku vai watetese ki tuku ulalri pukupuku ananesi ianane

uniyu labaibay ki ngudradrekai kai ka sinilrigulriguane sanakalriumasenga uniyu
athape ringisulu langusulraelrapele ku sakialyalibake linila uaylanu ainuai

到底是誰讓我的心思這樣煩亂，每當夕陽西下時，常讓我心生失望多麼痛啊

魯凱族婦人是人人稱讚的，她們的愛心就像嫩綠的藥草吐露芬芳

adravane udaudale si valrivalrigi alalrizu ipatukelretaku ku samadraneli aiilari
izukane
lu lraulrau ku dramare lrikaulrunga ku samadraneli ipasupukupuku ananesi ianane

uniyu vinalruane taitharare si lrinaenake avanenge kubengelray uniyu
cinungulane ku talapu lrinaviane ku kunu binanatelrane tukape la uaylanu
ainuai

無論是雨天或颱風天，喪志的我就此停住吧！當月亮升起時，憂傷將換成勇氣

她們頭帶著紅黃綠織成的帶子，額上配上白莖心的花飾，穿著黑底的上衣及紅黃綠相

anane si ianane wilasi macaeme aulru aingaku vaga numiyayae aila tamasu
pukupuku

間的裙子，腳套白色的長襪

大家互相勉勵，勿忘祖先的教訓

uniyu mulrimulridhane madirerenga ngikesa ku lridingi la uniyu
kinarungurungutane pidripidrulraneta ku lriange ka
kalraku lrutuku uaylanu ainuai

耳環垂掛的是珍貴的琉璃珠，銀製的珠環、銀鍊串成的戒指，所有的配飾都不缺

勇士舞

英雄舞為專為勇士唱報功歌的舞，男士可自由參加。在舞場上，勇士
們皆盛裝戴上自己的榮譽冠帽，明顯可看出那一位是英雄人物，具有
認同和肯定自己社會價值的意義。

palailai alrengaku ilregelrege ala twalainumi hi hingi hipalai lai.*2

在同輩中我是一隻停在最頂峰的鳥。我當差時沒有人能比得上我的勤勞

para thudane katumuane malayum tagarausu a i aui iyuhi tama
kitaatalrau ku asilangiyaneta
hi hi hi hi tama kitaatalrau ku asilangiyaneta i yu hi

霧頭山、大姆姆山、大武山是三足鼎立，同等的高呀！魯凱族之意猶如是最頂尖的民族

hi ngudradrekai luiya si takituwalravane ala una i yu hi
ngudradrekai luiya si takituwalrawane iyu iyu hi hi iyu iyu hi hi
魯凱族是優秀民族，是其他族群的榜樣

aiaui cipiraku ngiyava ku nguthathalravi yane aiaui
我是狸貓我是雲豹，專門走在懸崖峭壁中

這是一首歌頌魯凱婦女的傳統歌謠。魯凱族人心中完美的婦女不僅要擁有愛
心，身上的裝飾也訴說著他們遵守婦德的記號。額上的花飾、腳套長襪象徵守

時，他們總是唱著歌，微微的風就會吹來，人們的心情就會獲得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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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yu

11

lalrualrumedhane

情歌是青年人表達情意、互訴情衷的工具，而魯凱族人因觀念保守不敢輕易將
感情吐露，所以用歌來彼此拭探、互吐心曲。這首歌表現出了青年人純真率直、委
婉自然的一面，無論歌曲內容或思想都在在的反映情歌也是生活中的一部份。

lalrualrumedane lalrualralrumedane sinikau lrelremane sinikaulremanena
aininuaneme anu a i a u aini lrumemede anane a i a u i ayne
終於來到了！終於來到了！我們等待著…盼望的人

kumaela ku dreedreme kumaela ku dredreme madrangelre kiyalibake madrangelre
kiyalibakena a i nu a ne me anu a i a u aini lrumemede anane a i a u i ayne
那你們這一路上，會不會感到勞累呀

takasinikipane takasinikipne pakelalumamilringi pakelalumamilringina
ainilruaneme anu a i a u aini lrumemede anane a i a u i ayne
請帶份禮物給我們吧 ！請帶份禮物給我們吧！那就是長久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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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豐收

每年 8 月 15 日所舉行的小米收穫祭是魯凱族最重要的祭典。農作物收成後，各部落
的居民會舉行一連串的祭祀活動，一來感謝上天帶來豐收，二來祈求上天賜予來年
平安，是一種綜合性的祭典，也是魯凱族人最期待的日子。收穫祭之前，魯凱族人

上上下下都要為了慶祝準備各樣物品。男生要上山打獵、女性要在家裡做 abai、釀

酒…，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繁雜，耗費很多天。魯凱族人非常重視這個重要的日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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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休閒時的歌曲。族人工作告一個段落後，會彼

此招呼、一同休息。休息時，他們會共同整理耕

kauvai lrikela ku waalupu takirimu makanaelre
看哪！打獵的人就要回來了

種需要的物品，由一人起唱，其餘的人則會跟著

唱和，歌詞隨著當時的心情而改變，彼此安慰、彼
此鼓勵，成為辛苦工作之餘最好的調劑。

tasilribu tatubava tatuabai ku satulrisilisiyaneta

姑娘們我們一起搗小米，釀米酒做米糕，慶祝男士的歸來

iyakaku minakavalane ku vai matidadalame adravane
kidulrunai kailri katumane tapalrasu ka kadalameli.
takai pangikidulruyae tamakilribalribake luiyamadu tasenai kiragai makaenaelre

tulrisiki ngudradrekai kailrika amuduyae ipakelalumamilringi yahui yahuhi
魯凱的祭祀是不可遺忘，直到永永遠遠

iyungihu yanaiyungi iyuinghuiya iyahuhaiya
iyauhuihaiya iyauhaiya nalruhaya huya
iyauhuihaiya iyauhaiya nalruhaya huya

iyanalrua iyanalrwa nalruwana iyanayahi nasilrua lrumedeyae
等待

這是個非常美好晴朗的一天，在工作中無論有多麼辛苦，我都不覺得累，因為你陪在

魯凱族人相信鳥鳴、雞啼、作夢都包含著祖靈和神鬼對人的啟示和警告，不同的鳥

我身邊，請不要憂慮，我們會互相扶持，來吧！讓我們快樂的歌唱到永遠

所發出的聲音即代表著不同的前兆。lalai（喜鵲）是青年族人喜愛聽的聲音，他們

認為 lalai 會帶來好信息，也期盼 lalai 可以到他們家的樹上停留，好將他們心聲傳
給傾心愛慕的人，因此魯凱族人在唱歌時常常用 lalai 來表達情意。

lukelaku lalai kilrilriyanenumi sikaulunai ka lalridavai kaimadu pwaculriculri
當喜鵲飛到你們院子的樹上時，請不要趕走，那是我們的信差

dravane iakinga kudruma paukalrivilisu ainga ku iyalebece amiyamiyamadu
縱然你已另有意中人，她是你所愛的，願你記起不知情的我

uhaiyang nalruhaiya iyanaya uhaya hainalruana iyanayau nasilrua ailrumede
虛詞

魯凱族人是團結、榮辱與共的民族，無論是在田

間、農閒都是集體行動。這是一首魯凱族人工作

外工作的族人都要回來參與，每逢辦理收穫祭，部落都會聽到這樣的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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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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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iibibinakwane

魯凱族人很少用言語直接來讚揚某件事物或某位人物，他們會利用行動來或歌唱來表達。
在聚會或公開的場合中，他們會利用唱歌來述說父母的偉大，相互讚美，歌頌母親美德。

itaseasenai makanaelre, ku sakyalibake mitane ki latinaita
haiyanaiyiya haiyana iynghuhaya,
ku sakyalibake mitane palralrauthu ,lriibibi nakwane musubelebelenge itasenai
drengedrengere ku nagane kilatinaita.
nalruaana iyanayau nasinilrua lrumedeyae haiyanaiyiya haiyana iynghuhaya
inghuiya haiyanaiyiyang iyauhaiya haiyanaiyiyang hayanaiyngyuhaiya

人世間最偉大的是母愛，她們的愛心最純真毫無一點污濁，母親的光輝，猶如百
合花般的聖潔，照亮我們的眼前，使我們順利走上正途

16

童謠組曲

魯凱童謠是兒童在嬉戲時唱的歌，往往伴隨模仿性的遊戲動作，一邊誦唱一邊

遊戲，趣味十足，內容常與社會習俗聯繫在一起，有寓教於樂的效果。這首歌

謠是由三首魯凱族童謠組合而成。第一首是魯凱族的《數來寶》，沒有特殊的
含意，前一個字的尾音就是下一個字的字首，上遞下接，蟬聯而下。第二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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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照耀吧》，歌詞中以錢幣、銅鏡形容炙熱的太陽；最後一首《唸謠》是魯
凱兒童們玩遊戲時會唱的歌，配合著手指、丟石頭，充滿了童趣。

這是首追求女子的歌，歌詞充滿了對女性的讚美。

unanesi unane ay marupalrumiyane marupalrumiyane.
感嘆詞

ila ta senai ialaila ilaila ialai senai

lringausu na agili ay maru dramarenga sapaledranaiyane.

我們來唱吧！讓我們來唱吧！

妹妹呀 ! 妳的臉就像月亮一樣照亮我們

taluku talukumai kumai kumaipalra ipalra ipalraisu
lraisu lraisukiya sukiya sukipatani patani patanaviki
naviki navikaulri kaulri kaulrinava
lrinava lrinavatuka vatuka vatukalipa kalipa kalipangalru
pangalru pangalrutiya lrutiyautu yautu yaulrinava

macasu na agili ay lrinaicaicaele a lrinaicaicaele.
妹妹呀 ! 妳的眼睛 lrinaicaicaele

calringasu na agili ay maru savigivigi. ay maru savigivigi.

妹妹呀 ! 妳的耳朵就像扇子一樣

數來寶 ( 歌詞無意 )

vaiya vaiya vaiya vaiya

alrimasu na agili ay sapasudalruane sanakalri umase.

vai vai vaiya cikicikickisi miyakau ulravane eleeleelethe

drapalesu na agili ay maru kuakuau ay maru kuakuau.

妹妹呀 ! 妳的手是用來招待客人

太陽照耀吧！太陽照耀吧！

妹妹呀 ! 妳的腳就像金背鳩 ( 形容貴氣的樣子 )

炙熱的太陽照耀吧！就好像銅鏡一樣閃亮

miyakau pyasu kalridedede
就像錢幣一樣圓圓的

hu hiu hu hiu kwici kwici kwici……kw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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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rupalumiyane

enane si enane

這是一首勞動歌，勞動歌的特點是歌詞簡單，通俗易懂，是描寫自己的
心境，而歌中不僅僅是表現勞動的成果，更是讚頌族人團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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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ilai

魯凱族人生活的每一個領域皆與歌有密切關係，同樣的歌在不同場
合有不同的唱法。而這首歌是在表達一個不知道對方心意時所唱出
的歌，為的是希望對方能明瞭他的心，魯凱族人並不在忽旋律變化
多少或多麼的美，而是重視歌詞內容的深度和意義。

enanesienane wilasi enanesi enaneyae marupanumiyange si marupanumiyange.

i~~i i~i i~auu~u~uai~~lay i~~auu~uu~i~lay.

itatupathagili wilasi itatupathagiliyae.lredelrede subungu lredelredesubungu.

ikai luiyanai maulrau ku kidulru .

感嘆詞

我們就從現在開始猶如嫩草般一樣

sabau ku kidulru wilasi sabauku kidulruyae.
tamasupalrapalra tamasupalraapalra.
辛苦了 ! 我們互相體諒吧

takai ulraulrau wilasi takai ulraulrauyae.ruaurathudaneta
dreadrekasaneta
我們不要忘了過去團結一致的心

samalranga ku nadruma wilasi samalranga ku nadrumayae
kadruangana sangate kadruanga sangate.
過去從來沒有 sangate

襯詞

當我們心中有你，所有的辛苦都消失

e alabarangerane lunapivagamadu
我對妳的思念是無法用言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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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baisili 情有獨鍾

這是描述男人對女人的愛戀，雖然不能得到對方的愛，但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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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言，想起她時仍舊會心痛，所以他們會用這樣的歌來自我解嘲。

適切的形容詞展現內心的情感時，更能獲得眾人的讚嘆與激賞。

sabauku kidulru sabauku kidulruyae. tamasupalrapalr tamasupalrapalrayae aiyu
iyu

親愛的妹妹啊！我心中的那一位啊

辛苦了 ! 我們互相體諒吧！

sya aneaneasu ka sumanemane .asumulrivilinga caeme ki kidremedremeli
ngulralripukuane.
你是何方來的？讓我特別如此的心痛

lu ngudalranenumi kitinaita kitamaita.la kelaku lalai ki
lrilriyanenumiyae.sasyakaululi talravalravainga na agiliyae

我與父母在山上工作時，喜鵲來到樹梢啼叫聲音如此悅耳，我會請牠將心意傳達給你

acilai lregelrege lumu alrualrudru.kadrua ku sasadra miyaki kidredremesu
kadruaku thalrimuane.
當水流無止盡時，就好像你的心一樣沒有絲毫的污濁

lukidremedremeku kai tamadaydaylaneta. miyakau lri kagarase ayku
lregelregeyae.lrimadredreleta makaurivaviva agiliyae

kadalameta ki druma ininga lungitumane kai kadadalameta

當我想起我們相隔如此遙遠時，多希望層層的山峰像玻璃一樣透明，讓我們可以見到彼此

就算我們有了別人，不知為何妳還是我心中最特別的那位

taumubaisaku tau mubaisakuyae taka lalakaneli lripangutumanaku lremeamaneemane
aygasu agilaiyae

ngisasangate 謙卑

這一刻我是如此渴望見到你，該怎麼做才能一解我的相思之苦呢

這是描述男人對女人表達愛戀的情歌。第一段歌詞通常會描述所處

adravane ikaynga ku kadalamesu ikaiku kaka amiyamiyanaduyae kakurunaiyane tay
cemaranai na kadalameli.

的情境，第二段歌詞才會將內心對女人的戀慕娓娓道來，第三段思
緒回到現實之中，想起魯凱族人的婚姻仍然要由父母親作主，只能

就算你有了意中人，請別忘了我，也請可憐我這 cemaranai 的親愛的妹妹

將感情深深地放在心底。

bengelray Auba aclai Aubayae ,sangwalralreme tupapalra ki
valrigiyae uinalru
iyanaiyu naasi nirua lrumedeyae.

Auba 的花和水的香氣，隨著風飄流
amani ki kidredremesu amani ki tinaitayae,ku tubitubinai
ibalryu ngudalrane yae
uinalru iyanaiyu naasi nirua lrumede yae.

為著妳的心和媽媽們，無論在家或在山上時想到就會哭泣

lu abulru kuina lu abulru ku ama yae ki sangatanga ki agi
amiya nakuane yae la
ngisasangataku kai taicemaranai agili yae

當我的父母在述說過去時，面對妳總是叫我謙卑

這也是一首情歌。在魯凱族社會中，一個男人擁有動人的歌聲及即
興作詞能力是受人敬重也是女性愛慕的對象。尤其是當歌者使用最

ay agili kadalameli mubaisili lripangutumanaku naukai lremelreme pivagane
piumas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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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auku kidulru 慰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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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秀月老師花絮

團 隊 介 紹
團

長｜賴維振

指導老師｜唐秀月 · 羅安欣 · 杜淑娥 · 邱世和 · 陳河女
演唱人員｜王

珈 · 杜以斯帖 · 陳佳穎 · 唐紫馨 · 桐硯祈 · 拉瑪笆琉 · 芭撒羔

莊妍晰 · 顏
温劭均 · 姜

百合禮讚 — 青葉魯凱古謠傳唱

青葉部落位於屏東縣三地門鄉最北端，為三地門鄉唯一的魯凱族群部落，學生人
數約 40 人。 2007 年起由「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及「法國巴黎銀行總行」挹注
向部落耆老請益、田野調查、增能學習的傳習經費。

魯凱族人含蓄內斂、善於吟唱。族人透過自然萬物特性的比喻、即興創作的歌
詞，表達內心深層澎湃的情感。青葉孩子的父母們是失去魯凱族語的一群，所

寧 · 李慧汝 · 顏
鈞 · 卓欣瑜 · 杜

君 · 巴丞皓 · 杜

諍 · 蘇梓欽 · 凃培恩

唯 · 陳祖穎 · 明熙胤 · 賴次郎 · 宋月美

以必須從父母的上一代去追溯祖先的語言、重新尋回那個時代即興表達情感的生活意
境。孩子透過歌謠與舞蹈的傳習，體悟祖先面對天地萬物，及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文

化，同時也透過古謠的吟唱，瞭解族人的精神內涵。讓孩子認識瞭解自己族群的美好，認
同自我的民族身分，並以自己的族群為榮。青葉的每一個孩子都是傳承魯凱文化的種
子，肩承世人認識魯凱這個珍貴而特殊的族群的使命，讓魯凱昂揚律動的歌舞，渾然天
成的天籟美聲千古傳唱。

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2013 年，旅居瑞士的小提琴家黃義方老師，及深耕台灣音樂教育的吳

尚謙老師，有鑒於台灣原住民音樂的珍貴與獨特，及原住民孩童對於
音樂特殊的學習天賦，號召一群熱愛與珍惜台灣原住民樂舞的年輕音

樂家，成立「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並由逢源教育基金會的支持，邀

請作曲家李哲藝老師為「驚嘆號」的傳習團隊編曲，為「只有語言沒有
文字」的原住民歌謠典藏最純粹的音樂。積極促進傳統歌謠傳承，增

添原住民音樂層次。樂團在 2016 年五月正式立案成立，攜手扶持「東
元驚嘆號」的傳習團隊。

第一小提琴｜吳尚謙 · 楊竣傑 · 張譽耀
陳秋年 · 饒禹新

第二小提琴｜李毅銘 · 陳威廷
劉馨孺 · 黃家達

中

提

琴｜羅培菁 · 廖慧汶

大

提

琴｜陳念頡 · 黃尊義

許瑜庭 · 陳柏宏
紀君玲

低音大提琴｜廖慧苡

感 恩 有 您
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Taipei Branch & BNP Paribas Foundation' s Dream Up Program)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耐特科技材料（股）公司
南京資訊（股）公司

東友科技（股）公司

THERMOS 膳魔師
LEKO 之友

李哲藝 · 白龍 · 周美青 · 洪蘭 · 曾志朗 · 孫大川 · Olivier ROUSSELET

Christian BEYDON· 李志勳 · 李欣禧 · 郭美琴 · 楊慰芬 · 陳勳森 · 邱白伶

劉芬玫 · 蕭琴馨 · 黃品軒 · 張國銘 · 辛智秀 · 辛麗津 · 楊清亮 · 林連峰 · 徐米冠
鄭義信 · 羅聖萍 · 賴維振 · 杜淑娥 · 唐秀月 · 羅安欣 · 賴慶安

陳俊良 · 葉耀宏 · 劉孆婷 · 朱楠賢 · 黃月麗 · 張瓊慧 · 劉育旨 · 瞿德淵
吳俊傑 · 吳尚謙 · 黃義方

曾文志 · 廖雅孟 · 羅榮勝 · 吳嬿柔 · 朱庭儀

超過半世紀

用馬達轉動台灣的「東元」
在二十三年前

以設立基金會的方式
支持科技研發創新

推動建置科技時代的人文社會
落實厚實競爭力的創造力教育
同時以「驚嘆號」教育計畫

關 於 「 驚 嘆 號 」

協助原民族群

展開永續的紮根工程

號召 NPO・企業・個人・政府部門
組織策略聯盟

何以稱「驚嘆號」

原住民部落族群，在傳統歌謠、舞蹈、生活祭典儀式等各方面，皆各

具特色，同時具有族群核心價值之意義，但是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族

群，文化藝術的傳承與保留尤其困難。本計畫以「原民族群永續」為
願景，整合公部門、非營利組織、民間企業、善心人士、都會學校和

接受支持的傳習團隊，共同建置一個「供需媒合」的公益平台。協助
山區部落，發展傳統歌謠舞蹈傳習教育與適情適性的學習方案，以產

出令人驚艷的「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群永續的能量」為努力
目標，對於「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台灣原住民族」，具傳承、發揚與
永續的意義，是以定名為「驚嘆號」。

建置「供需平衡」的扶植平台

工作重點

籌措充裕的經費

• 扶持傳統技藝團隊，發展傳統技藝教育

以「認養」的方式
督促與扶植部落

以「文化」為根・以「教育」為樁

以「 人 」為本・以「族群」為體
發展適情適性的教育方案
並持續提供延伸學習活動
確保原住民新世代

天賦長才的培養發展

族群文化藝術的傳承發揚
知識技藝的成長
競爭力的提昇
截至 2016 年

每年為十個族群約 15000 名兒童
提供長期的支持與服務

• 扶持傳統樂舞團隊，發展傳統樂舞教育
• 扶持體能競技團隊，施以體能長才訓練
• 為古謠編曲，發展跨界演出
• 實施傳習教師成長課程
• 安排國內劇場展演
• 支持國外交流展演

• 提供青少年科學實作與藝術賞析課程
• 古謠專輯錄製等影音典藏作業

• 募集傳習、展演與學習的經費等相關資源

產出令人驚艷的「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群永續的能量」
本基金會以支持偏鄉教育的十六年經驗為基礎，管理運作「驚嘆號 原民族群永續教育計畫」，截至 2016 年十月止，接受支持的部落學校

扶持歌謠・舞蹈・技藝・才藝・體能等

或團體，涵蓋十族，遍及南投、屏東、嘉義、花蓮、台東、宜蘭、苗

產出令人驚艷的

蹈、樂器、技藝、才藝養成、體能長才與健康等四十個子計畫，同時

40 個團隊

「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群永續的能量」
是以定名為

栗、高雄市等八個縣市，認養及發展的教育方案包括傳統歌謠、舞
執行原住民兒童之夜、慈善音樂會、國內外專場演出、歲末展演、傳

統樂舞傳習師資成長課程、偏鄉科學創意教學深耕計畫等二十四個方

案，子計畫數為六十四項。串連的認養資源，達三十七個 NPO/NGO
組織、五十一家企業、六個民間社團、二十一所都會學校、百位以上

的善心人士及四大政府部門，攜手確保原住民新世代天賦長才的培養
發展、族群文化藝術的傳承發揚、知識技藝的成長、競爭力的提昇。

指導單位｜教育部

驚嘆號捐贈帳戶

發 行 人 ｜郭瑞嵩

戶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 財團法人逢源教育基金會
製 作 人 ｜ 蘇玉枝

執行製作助理｜羅榮勝

1. BY SWIFT MT 103 TO HUA NAN COMMERCIAL BANK, LTD.
( CHENG TUNG BRANCH ).

演

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2. SWIFT ADDRESS: HNBKTWTP108

攝

影｜鄭

4. BENEFICIARY NAM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錄音工程｜Michele Paciulli ( 白龍 )

鼎 · 韓聖芝 · 李健維

美術設計｜自由落體設計

發行時間｜ 2016 年 11 年 05 日

3. ACCOUNT NO: 108-10-033720-1

讓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族群

國外捐贈帳戶

執行編輯｜唐秀月 · 杜淑娥

可以

總 編 輯 ｜廖雅孟

蓬勃發展

執行製作｜曾文志 · 廖雅孟

帳號｜108-10-033720-1

源遠流長

音樂製作 · 編曲 · 指揮｜李哲藝

銀行｜華南銀行城東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