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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輯蒐錄的古謠，千百年來傳唱於臺東賓茂、土坂、正
興、金崙、多良、嘉蘭、大鳥等排灣族部落；2011 年的秋
天，賓茂國中初上任的洪文政校長在「驚嘆號」的支持下，持
續以學生社團的模式讓孩子傳習東排灣樂舞，2013 年先後
承接傳習重任的范文凱與林則萱老師，為了讓孩子唱自己的
歌，來來回回的走訪部落，在部落的石板屋裏、火堆旁、古
樹下，恭敬地記錄著耆老最深層的記憶與悠悠的吟唱，然後
如獲至寶的回到幽暗的宿舍，就著昏黃的燈光，千百遍的反
覆聆聽、深層體會、反芻咀嚼、考據辯証，回到古早的意境
中，編曲、編詞、和聲設計、古語考據、發音練習…。

所有的反覆修正、請耆老確認再確認的嚴謹態度，加上孩子
們最近四年無論平日、假日與寒暑假千萬次的練習、反覆修
正，讓「賓茂 VASA」成為肩承東排灣傳統樂舞數位典藏責
任最具代表性的團隊。

本專輯以三張成一套的形式製作，展現古謠特色的「清唱
版」，由李哲藝老師編曲臺灣純絃樂團伴奏的「弦樂跨界
版」，及符合年輕時尚潮流的「流行音樂版」，分別蒐錄
二十四首、十二首及七首歌謠。謝謝原住民族委員會、李志
勳、李欣禧、郭瑞嵩、陳勳森、郭美琴、戴彰紀、林志強、謝
頴昇、劉纓婷、邱白伶、顧炳容、顧惠文、李哲藝、白龍、張
家瑀、鄭鼎、自由落體與 LEKO 之友的支持，龐大的經費是
專輯錄製的後盾，賓茂國中是這套專輯的搖籃，則萱與文凱
則是這套專輯的生身父母……。

一切努力的過程，記錄著東排灣樂舞即將源遠流長、流傳
千古的故事，謹以最熱烈的掌聲，向賓茂國中前後六屆的
五十六位參與傳習與錄音的孩子喝彩，「日出東聲」會誕
生，而你們會長大，但臍帶永遠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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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元驚嘆號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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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謠，在原住民族生活中，是珍貴的「口述傳統」，更是
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以文言文方式傳唱，用歌曲述說生
活歷史脈絡。為保存原住民族古謠並永續傳承，原住民族
委員會（下稱本會）持續推動原住民族影視音樂文化創意
產業補助計畫，106 年度對本張專輯給予經費的支持，同時
感謝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協助，為東排灣傳統
歌謠留下珍貴的影音紀錄。

本會自 100 年開始推動「原住民族影視音樂文化創意產
業」，至今已補助 8 部原住民族紀錄片、8 件原住民族電影片
劇本開發（含製作電影）、17 個原住民族電視節目製作、超
過 50 張原住民族音樂專輯。其中包含曾獲臺北電影獎五項
大獎的《只要我長大 Lokah Laqi！》、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
歌手獎的巴賴 ( 高仲杰 ) － 古老的透明 / 木梯創意工作室有
限公司、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 － cepo' 混濁了 / 潛藝術
工作室、盧皆興 ( 桑布伊 ) / 桑布伊同名專輯 - dalan / 卡達德
邦文化工作室，以及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的阿爆等。

今年徵件中，最受期待的作品之一就是以「原住民族古謠樂
舞傳習」為主題所製作的「 VASA・日出東聲 」，將流傳在臺
東南迴線的賓茂、土坂、正興、金崙、多良、嘉蘭、大鳥等七個
部落的歌謠，以清唱、結合弦樂伴奏、流行音樂方式蒐錄為一
套音樂專輯。這裡的族人早年從北大武山西側，歷盡艱辛翻
越祖靈所在的聖山，逐漸移居到面向浩瀚太平洋的東側，並自
稱為「Kacedas 東排灣」，本專輯由這些部落的孩子 ( 賓茂國
中在校生及畢業生 ) 演唱，並以「Kacedas 東排灣」做為專輯
副標題，讓專輯內外意義相乘，深信族人聽到、看到，都能感
到欣喜與榮耀，並期待未來有更多高品質的原住民族古謠專
輯問世，讓數位典藏成果更加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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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綻放最悠久的原住民文化，超過千年的傳
唱，美麗動人的古謠伴隨著數不清的日月星辰流動，這些聲
音記憶著臺灣生命的足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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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擔任古謠蒐集及演唱訓練的所有老師，你們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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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所有工作同仁，你們的辛勞工作才成就了這一切付諸實
行，謝謝臺灣純絃的音樂家們熱情而投入的演奏，謝謝我的
老搭檔白龍用最高品質的錄音記錄了這一切的美好。希望藉
由這個製作能夠為臺灣的美好再記下一筆，讓這些聲音傳唱
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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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to Theresa and her team, I once again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o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talent of a 
group of aboriginal Taiwanese artists. The group VASA was 
select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year 2017. It brought me 
immense pleasure to create some art with them. I'm truly 
impressed by their determination, constancy, and their 
attention to even the smallest of details. Only when they stop 
to sing and start to play, one would recognize that they are 
still kids! So sweet and loving kids.

Music after all is a discipline, and to be able to do a good 
performance one needs to sacrifice a lot of time and personal 
life. And these young people can completely concentrate to 
improve and give the best they can. The music they sing and 
their dances are not easy, and even a small inflection in the 
pronunciation leads to an unacceptable mistake. It requires 
tremendous work to bring a song to the stage, but they nail 
it all the time. They are amazing on stage, and I'm constantly 
amazed of what they can do. I'm really honored to be a part of 
this work with them.

I love them and I've received so much love from them in 
return in unimaginable ways.

We had to work very hard to record all their songs, for there're 
so many songs packed in two days! After we finished the 
production I have received from the whole group a huge tight 
hug all together. I got some picture of it. Those are moment 
that are fixed in the memory and carved in my heart forever.

I wish the best of the best for VASA people. They deserve it 
every day.



排灣族以大武山山脈為中心，成輻射狀散居在高雄、屏東及
臺東縣境內，人口六萬多人。根據居住區域和文化表現的異
同，排灣族可以再細分成北排灣、中排灣、南排灣和東排灣。

東排灣屬於排灣族的一支，從西部排灣族遷移而來。分布於
現今臺東地區境內。東排灣在地理位置上由於鄰近卑南、阿
美族的生活區域，所以，在服飾及生活習俗上呈現了三個族
群的混合體，但仍保有排灣族的風俗習慣，階層社會、長嗣
與家屋家名繼承制度，常見存於部落中。

早期歌謠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學習，因此族人的生活環境與傳
統歌謠有著緊密的連結，在歌謠的詞句上，「說唱」是排灣
族的獨特方式，常以委婉或山水石天的情境轉述自我惆悵與
情感，發展出詞曲並重的族群歌謠特點。

財產繼承

•世襲的階級制度 

排灣族人一出生就確定了他的階級，但他們可以藉由爭
戰、狩獵、雕刻等表現上提升自己的地位，或藉著婚姻提昇
子女的位階。

•長嗣繼承家產、兩性平權的社會

長嗣繼承家產、兩性平權的社會：家中的老大是一切財產的
繼承者、其他的兄弟姊妹能分得的家產很少，老大擁有分配
權；長嗣婚後繼承家屋，餘嗣通常會尋求與另一長嗣結婚的
機會，否則婚後要靠自己的力量另立家屋、家名。

婚姻制度

排灣族的婚姻制度採「階級聯姻」制。婚姻是改變身分地
位的條件之一。雖然階級地位的取得依靠世襲，但各階級
間並不是完全封閉，推動社會流動的因素主要是越級婚姻。
階級之間通婚分為三種形式：同級婚、升級婚、降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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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祭儀

• Masarut

排灣語的意思是「過一個年、跨越、超過」之意。其本意是感謝
神靈的眷顧，給神過年之意。並做為一個年度的終止或開始的
分界。主要是由祭師主持祭儀，並將收穫的小米入倉，選播種
用的小米，吃新米等活動。

• Maleveq 

排灣族最盛大的祭典，五年舉行一次，因此又稱為「五年祭」。
傳說排灣族的先祖到神界向女神學習祭儀以祈求五穀豐
收，學習農作的種植、頭目婚禮的儀式等。並與女神約定，在
一段時間內以燃燒小米粳為記號，請神降臨人間，接受人類
的獻祭。五年祭長達十五天以上，從準備材料到祭典完畢，一
連串的活動以祭師為主導，全部落的人皆會參與。

 

服飾特色

華麗的服飾是排灣族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參加盛會的族人，
不分男女老少，頭戴裝飾的花草、羽毛、獵物角牙帽飾；身
穿佈滿圖案，一針一線繡上去的琉璃珠或繡線或貼布；排灣
族的服飾將裝飾藝術之美發揮得淋漓盡致，不過裝飾物、裝
飾圖紋、色彩均受族群階級制度的影響。

參考文獻｜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

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官網



DISC 1 清唱版 DISC 2 弦樂跨界版 DISC 3 流行音樂跨界版

1 INTRO i yu i lja 'u vuvu lja 搖籃曲 'u wa 'u wa 童謠

2 i ya i 走吧！回家 i ya i ya 搖籃曲 u wa i yu'in 聚會歌

3 tagaraws 讚頌 tagaraws 讚頌 ho wa na 送情柴

4 i yu i lja 'u vuvu lja 搖籃曲 inauljaceng 新娘的嫁衣 saceqaljan 愛戀

5 'u wa 'u wa 童謠 iljapucavilj 新年 naluwan 歡聚時刻

6 kakedriyan a senai 童謠組曲 'aiyanga 感恩 quljungi  tjavaljivayu 請問芳名

7 kipaketjaw 採花生 naluwan 歡聚時刻 i yu i lja 'u vuvu lja 搖籃曲

8 iljapucavilj 新年 enelja 祈求

9 u wa i yu'in 聚會歌 saceqaljan 愛戀

10 'iyaneljalune 中場休息歌 nalivan 婚宴結束曲

11 'aiyanga 感恩 quljungi  tjavaljivayu 請問芳名

12 naluwan 歡聚時刻 saceqaljan 輩愛

13 enelja 祈求 tagaraws 讚頌 ( 弦樂演奏 )

14 'ay~lja 祝福 i yu i lja 'u vuvu lja 搖籃曲 ( 弦樂演奏 )

15 ka ta 勇士 iljapucavilj 新年 ( 弦樂演奏 )

16 ho wa na 送情柴 inauljaceng 新娘的嫁衣 ( 弦樂演奏 )

17 saceqaljan 愛戀 'aiyanga 感恩 ( 弦樂演奏 )

18 nalivan 種下思念 nalivan 婚宴結束曲 ( 弦樂演奏 )

19 'u wa 'u wa 結婚歌 i ya i ya 搖籃曲 ( 弦樂演奏 )

20 quljungi  tjavaljivayu 請問芳名 saceqaljan 愛戀 ( 弦樂演奏 )

21 saceqaljan 輩愛

22 inauljaceng 新娘的嫁衣

23 nalivan 婚宴結束曲

24 i ya i ya 搖籃曲

曲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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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曲目介紹部分參考｜

CD ｜「東排三聲代」東排灣古謠專輯 · 米靈岸



1. ay au au ayi 
     tisun a i kavulungan e mavan a nia sicevudan

祖靈啊！大武山祢是我們生命的泉源。

2. y au au ayi 
uljivangerav a tagaraus (口白 : uljivangerav a tagaraus) 
patemamiling ( 口白 : patemamiling)
彩虹般的祖靈，祢的燦爛永恆不變。

01 INTRO ｜演唱者・林志祥

tagaraws 讚頌03

02 i  ya i  走吧 ! 回家｜大鳥部落 ｜演唱者・林志祥

祖先們提醒後代子孫，不要忘了自己是誰？來自哪裡？
It is collected from Pacavalj Tribal Village. Ancestors would like to remind their 
descendants not to forget who they are and where they came from.

i ya i yu iyu yi ya i ari qepu avan tju cepeliv vana nu tacavil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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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i  yu i  l ja  'u vuvu lja  搖籃曲｜正興部落

優美弦律安撫著嬰孩平安成長。
It is collected from Sinapayan Tribal Village. The beautiful tune 
is used as a sleeping aid and wish infants to grow up safely. 

1. i yu i lja ’u vuvu lja iyu i lja ’u vuvu lja

2. maulja ulja ilja ya ’u vuvu lja iyu i lja ’u vuvu lja

3. matu’uljimamarau lja iyu i lja ’u vuvu lja

4. kavala nu ta’ed lja iyu i lja ’u vuvu lja

5. ’i’u sialapanga ta kuku nimadju lja iyu ilja ’u vuvu lja

6. sa linge sing sing sali vayu vayu lja iyu i ja ’u vuvu lja

maya a ’emaung ’u vuvu ti ’utjang 

maya a ’emaung ’u vuvu ti ’utjang  



05 'u  wa 'u wa 童謠｜賓茂部落

輕快的弦律廣泛流傳，因填入的歌詞曲意而有所不同，本曲歌詞用在孩童玩樂遊戲時。
It is collected from Djumulj Tribal Village. The brisk melody is widely spread and it 
varies from lyrics written for. Song lyrics here are sung while children's playing.

1. ’u wa ’u wa i yan na i ya u hai yan hu hai yan na i ya u hai yan hu hai yan
虛詞

2. senai a mapuljat aya ulja tjen a natemalidu ulja tjen a natemalidu

我們一起聚集唱歌，讓我們的聚會很精彩。

3. timitja a kakedriyan patjatjiyatjiyaki patjatjiyatjiyaki
我們這群孩子們，我們一起手牽著手。

4. nu namarasurasudj itjen maleva a tja varung maleva a tja varung
如果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心，我們就滿心快樂。

5. ita drusa tjelu sepatj lima unem pitju alu siva tapulu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6. sa tja kinateveteveljan pawlan tu tjatjalulesen pawlan tu tjatjalulesen
我們的聚會，感覺很溫馨。

7. uri ku patjemazain ulja tjen a tarivarivak ulja tjen a tarivarivak
我要唱歌到這裡，希望大家都很健康。

06 kakedriyan a senai 童謠組曲｜大鳥部落

第一曲童謠以接龍方式表現，重覆的語音無形中讓孩子們加深印象並學會了
正確的發音；大自然就是孩子們遊玩的地方，也是學習的對象，第二、三、四
曲童謠以孩子們日常生活中常逗弄的小昆蟲為例，揣摩昆蟲明亮的聲音，並
附有強烈的節奏。
It is composed of four nursery rhymes which collected from Pacavalj Tribal 
Village. The first one aims to teach children correct pronunciation by 
performing repeated words. Nature is not only the playing area but also an 
essential learning target for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refore,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nursery rhymes take insects kids often see in daily lives as example 
to fathom their voice.

1. ljotjay ljotjay kaljaljuapa, ljuwapa ljuwapasaliw, pasaliw  pasaliyuku, 
liyuku liyukusima, kusima kusimauma, mauma
maumakiki, makiki makima’uvis

2. tjikitjiki tjikitjiki tjikukai kankan tjingaruyan ngabu

3. kaivaven kaikui qeljingu aken makabu aken  
kaikui kaivaven  qeljingu  aken  makabu aken

4. ita drusa tjelu sepatj
kantjitjin kantjitjin uza cu ti tjaina kemakan tua  
ljawuljiawu tjanuita i ljubeng
unem pitju alu siva
kantjitjin kantjitjin uza cu ti tjaina kemakan tua  
ljawuljiawu tjanuita i ljubeng

kipaketjaw ti kina cepengin aken kadrain aken ’iyuin
媽媽在採花生，我是竹簍、我是背簍。

kipaketjaw 採花生
歌謠中「我是竹簍、我是背簍」此意是指媽媽把採收的花生放
在竹簍、背簍裡比喻母親把孩子餵飽之意。
The song compares the image of Mother putting harvested 
peanuts into the bamboo basket and pack basket to children 
being fed by Mom.

07



12 naluwan 歡聚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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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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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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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09

i ljapucavi lj 新年｜賓茂部落

期許新的一年健康快樂、工作順利，並感恩長輩的教導。
It is collected from Djumulj Tribal Village. The song is to 
wish people be healthy and happy in the upcoming year. All 
work goes smoothly and successfully. In addition, we should 
always appreciate what elders taught us. 

u wa i  yu ' in 聚會歌｜賓茂部落

感念祖先的庇佑讓族人們相聚在一起。
It is collected from Djumulj Tribal Village. The song is to appreciate 
ancestors' blessing to make tribal people gather together.

1. ilja ka tarivaki a mapuljat kicevungan tusa cavlj
我們要健健康康的迎接新的一年。

2. ilja tja kalevaw a cavilj ulja ljevavaw a sengesengn

快樂迎接年工作蒸蒸日上。

3. ilja tja zengeraw a kina kama ulja macaqu a temulu
來稱讚父母親有智慧教導後代。

- u wa i yu’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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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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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iyaneljalune 中場休息歌｜嘉蘭部落

安排在跳圍舞時節奏激烈的曲目後吟唱，讓跳舞的族人們緩和所唱
之歌曲，歌詞為虛詞，無義。
It is collected from Kaaluwan Tribal Village. The song is sung after 
tribal people's intense dance.

- ’iyaneljalune qe ma i i na na a ya aiya u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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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collected from Pacavalj Tribal Village. The song reminds tribal people 
to keep the wisdom imparted by elders in mind at every mo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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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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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ya na hai i yu yan ho i yo yan

13 enelja 祈求

enelja ’alevai, ’idu a tja cemas, sa tje ljemenge a mapuljat.
祈求創造者眷顧所有人健康快樂。



18 nalivan 種下思念｜賓茂部落

農忙時透過歌謠抒發勞累及愛慕之思念。

It is collected from Djumulj Tribal Village. The song expresses 
tiredness and adoration of someone while busy farming season.

1. nalivan na i ya na ya ’u aya ljali, nu metanganga nu ’ay
虛詞

2. nu i seminazatjan amen aya ljalji nia nu lja ljitaljitain
當我們在工作的時候，你的一顰一笑浮上心頭。

1714

19

'ay~lja 祝福｜多良部落 ｜演唱者・范文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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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collected from Calavi Tribal Village. The song is sung before 
Masarut (Harvest Ritual) in order to wish the activity going well. Not 
only to welcome tribal people who come back joining Masarut but 
also to appreciate ancestry looking after the whole tribal village.

'u  wa 'u wa 結婚歌｜賓茂部落

輕快的弦律廣泛流傳，曲意因填入的歌詞隨之改變，本曲歌
詞以第三人稱的方式記錄男子表示心意，希望得到女方家的
允諾。

It is collected from Djumulj Tribal Village. The brisk melody is 
widely spread and it varies from lyrics written for. Lyrics here 
take down that man would like to express himself in order to 
get approved by family of woman whom he lov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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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y lja maleva nakemasisasaw, ulja natemalidu a mapuljat
歡迎從各地方回來的族人，讓今天的聚會開心又快樂。

3. ’ay lja masalu amen a tjaivavaw tu papuluqem amen se calavi 
ulja pitjaiseqetjen  amen a tjinaivilil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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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u wa ’u wa ’u wa i yi yan na i ya u wa i ya u hiyan na i ya u wa i ya u hiyan
虛詞

2. kikasivu sakinu ay lja tja uzaiyananna ni muni lja tja uzaiyananna ni muni    
sakinu 去採木柴，但是 muni 的財產優於你。

3. ki’uwayu sakinu ay lja sikuli kaka lja tjai muni lja sikuli kaka lja tjai muni 
sakinu 去採黃藤，綁在鞦韆上給 muni 盪鞦韆。

15 ka ta 勇士
在排灣族的勇士歌中，舞蹈會加入跳、蹲等動作，旋律雖不複雜，卻不斷重
複吟唱，除了展現體力外更是考驗毅力。
"ka ta" is the song for warriors of Paiwan. There are movements like leaps and 
squats in. Though the tune is not complicated, it is a trial of physical strength 
and persistence for warriors by repeated singing and dance.

ka ta lidulidui ya kiseljanmeljamen cevucevung itjen, u wa ’ay yuin i in
我們同時相聚一起彼此欣賞，肯定對方。

16 ho wa na 送情柴｜正興部落 ｜演唱者・白諺霖

在傳統中，婚姻是由父母決定的，男子必須展現自己使其得到女方家人認
可，才可論及婚嫁。其中男子會上山砍下又直又好的木柴，並且綑綁整齊以
表心意，一路唱著這首歌謠，破曉時分偷偷地送至女方家門口，歌詞裡會添
加上女子的家族名，並刻意透漏給街坊鄰居知道。

It is collected from Sinapayan Tribal Village. In traditional Paiwan tribe, the 
agreement to marry and the conclusion of marriage were determined mainly 
by parents. Man need to express their ability by cutting down as much 
firewood as possible and binding them well thus procured to the family of 
the woman whom they want to marry with. The woman's family name will be 
added into the lyric in order to tell friends and neibors.

ho wa na hay ye yan na hay yo hay ye yan na,
e ari ari a mapuljat uri matulivuan itjen 
e uri sipamav e e

- saceqaljane tja yain neya lja i nu seljaseljanga ne lja

1. ta lenge i gemaduan aya lja li nalu kepe tu sa a i va ya lja 
saceqaljane tja ayain ne ya lja i nu seljaseljange ne lja
對你的愛，就像深山裡那檜木深深扎根於心中。

2. kavala li ya pi ya pa ya lja pa sa sivatje tu sekeljay a lja 
saceqaljane tja yain ne ya lja i nu seljaseljanga ne lja
對於可無拘無束停留在妳身邊的雲感到如此羨慕。

3. nu lju tji lji va li lji nge ya lja ti ni zu lja ne tu sa yi va ya lja 
saceqaljane tja yain neya lja i nu seljaseljanga ne lja
夕陽照射的影子有我託付的愛。

saceqaljan愛戀



20 quljungi  tjavaljivayu 請問芳名｜大鳥部落

內斂是排灣族優美的性格，用以物譬喻的方式表達內心的想法。
It is collected from Pacavalj Tribal Village. Paiwan people are introverted and 
elegant. They are good at using a metaphor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

-  ho i yo se lja a ne aiyu i lja minawa nusan 

男：quljungi tjavaljivayu ti kaka i saima azua

那個陌生人是誰，這位小姐請問芳名 ?

女：ti ’alivakung amen aya 

我同 ( 長得像 ) 文殊蘭一樣 ( 動人 )

女：quljungi tjavaljivayu ti kaka i saima azua

那個陌生人是誰，這位先生你是誰 ?

男：ti sa tjuqulj amen aya

我如同相思樹 ( 一樣強壯 )

男：quljungi tjavaljivayu ti kaka i sa paraulan

我是 paraulan 家族的人。

女：sedjaljep tjai sapayan  ay 

你和 sapayan 家族真是門當戶對。

- aiyu ’iyan minawa nusa  yu i  se  e  ka l ju  mina 
samamina wa nusanu 

u si ni yu uh yu selja a nen hai yu iya minawa nusan

21 saceqaljan 輩愛｜賓茂部落

saceqaljan 的弦律都較為輕快，曲意為感恩父母的辛勞。
It is collected from Djumulj Tribal Village. The brisk melody of 
aceqaljan is to show the appreciation for parents.

1. saceqaljan ne tja a ya in na ya na i nu seljaseljanga lja
虛詞

2. djavadjavay a zeliyan na yan na i nu a matjaljaljak lja
感恩父母的辛勞。

inau ljaceng nge qe nga ljaceng lja i yu i lja i ya i na lja u 
ljalii i ya na na ya nu ’aiyanga

inauljaceng 新娘的嫁衣｜ 嘉蘭部落

為結婚時所吟唱，不分階級，內容主要為親友及新娘互訴即將告別成家的不捨。
It is collected from Kaaluwan Tribal Village. The song is sung at the wedding 
which not be obstructed by social status. Lyrics tell being reluctant to part from 
family while getting married.

22

23 nalivan 婚宴結束曲｜嘉蘭部落

為專屬頭目家族的結婚曲，是獻給頭目家族的公主。於婚宴進行至尾聲時族人
們交叉牽手圍圈跳舞時吟唱，此曲有不捨新娘即將離開本家並祝福新娘婚後生
活幸福美滿之意。
It is collected from Kaaluwan Tribal Village. The song is for the princess of 
the chief family and will be sung at the end of wedding while all tribal people 
dancing hand in hand. It blesses the unending love and happiness for the 
marriage.

1. nalivan na  iyanaya u aya ya linumeda nanga nuay
虛詞

2. ’ayanga kinaludaljan na ljalja  nungida i tja pazuljuin
非常美好的一天及非常豐富的一天，不知道甚麼時候我們能再相見。

3. ’ayayaya u amen ayanga i lja nu tjaljalje mangua’ mun
期待下一次見面時妳比現在更快樂。離開後，請你懷念我們。
如果過得比我們好，就祝福我們，記得今天彼此的相愛

24 i  ya i  ya 搖籃曲｜土坂部落

歌謠中除了有對孫子的愛；也有對孫子的期許。
It is collected from Tjuabar Tribal Village. The song tells love and 
expectation for Paiwan descendants.

- i ya i ya i ya i i ya i ya

1. aiya kiku galjugaljuan a ti lja pasalak gevai
讓我們輕輕地安慰照顧 lja pasalake 的孩子啊！

2. u maya a qemaung ’u vuvu i lja ’u vuvu u i ya i 

不要哭啊不要哭啊！

3. uzanga sun kuku lja magatja i kanavanavalj i ya o i yu i 
你的玩具都擺在右邊對的位置，未來你必定是個行得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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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A・賓茂國中排灣傳統樂舞團

「VASA」是�東縣金崙村賓茂國中 2010 年在葉神保校長任內成立的學生社團，成立之初，即
著眼於幫助部落的青少年溯源自己東排灣的族群文化，並由呂美琴擔任指導老師。七年來孩子
逐漸成長，新血也持續加入，所以社團成員已經從十三歲延伸至二十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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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發展成賓茂國中與鄰近部落的特色，而 VASA 的孩子更了解到傳
承是使命，發揚與永續是責任。

取名「VASA」來自排灣族語 VASA ( 芋頭 )，意思是鼓勵孩子們像排灣族傳統作物「芋頭」一
樣努力，即使在環境惡劣的條件中，只要一點泥土、一點陽光、一點水分就能夠生長得很好。

傳習經費自 2012 年起由禎祥食品與瑞士百達銀行李志勳女士，透過「驚嘆號」持續支持，提
供孩子們參與更多表演，及淬鍊文化深度內涵的機會與環境，2017 年起亦獲得林志強先生與
�東 MATA 家屋在傳習教材方面的贊助，補足團隊一直缺乏的族服帽飾與傳統披肩，也解決了
假日傳習課程時，孩子們與學校最擔憂的膳食與交通費用問題。

VASA Paiwan Traditional Dancing & Music Troupe

VASA Paiwan Traditional Dancing & Music Troupe which established in 2011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students associations of Taitung Bin-Mao Junior High School. It aims to 
assist tribal youth to acknowledge then retrieve their own Eastern Paiwan culture. By 
means of 7-year dedication to learning traditional ballads, dancing and annual rituals, 
members have been taught and shouldering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onventional culture and arts. "VASA" is homonymic to "taro" in 
Paiwan language and also the assonance which means people express emotions and tell 
folk tales via words and lyrics in Chinese. With the efforts and guidance of its instructor 
Lin, Tsehsuan and Fan, Wunkai, more and more Paiwan young blood joins VASA and 
makes the troupe grow rapidly in the short period. Their education funding has been 
supporting by Chen Hsiang Foods since 2012. By the joint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VASA 
has accumulated rich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on various occasions.



Taiwan Pure Strings

Taiwan Pure Strings was formed in 2011 by 6 top Taiwanese 
musicians who are chiefs of different orchestras. On the feeling 
that for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musicians born and 
being cultivated in Taiwan but chose to stay oversea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reality, members of Taiwan Pure Strings decided to 
get together to devoted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music and culture 
of our filed.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the sound of Taiwan to be heard, 
they work to play Taiwanese music as well as perform 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occasions. By gathering their extensive experiences, 
Taiwanese music is successfully promoted abroad. Taiwan Pure 
Strings recorded "Dancing Strings Taiwan" album in the first year 
of establishment and won the 23rd Golden Melody Awards.

臺灣純絃

「臺灣純絃」由六位臺灣頂尖音樂家所組成，所有成員的首席頭銜
加起來超過數十個，而這些優秀音樂家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就是為
了一個共同的理念 -『 讓全世界聽見臺灣的聲音 』。臺灣這幾十年
來培育出無數優秀的音樂家，但是礙於環境，很多音樂家選擇留在
國外發展，而願意下定決心回到臺灣的音樂家，卻常常需要跟現實
環境妥協；雖然如此，每一位優秀的音樂家心中，仍舊希望能夠為
這塊土地的音樂文化貢獻一己之力。

「臺灣純絃」的六位音樂家基於這樣的理念，亟求為臺灣的音樂創
造更多的表現空間與國際視野。六位成員藉由豐富的國際演奏經歷
的凝聚，發揮樂團最大的功效。除了演奏臺灣的音樂作品、錄製專
輯之外，也積極爭取國際音樂節的演出，全力宣揚臺灣音樂，讓全
世界都可以聽到來自臺灣的聲音。「臺灣純絃」於 2011 年成立之初，
即錄製「弦舞臺灣」專輯，次年即榮獲「金曲獎」的肯定。



則萱與 VASA

我不是原住民，從小生長在漢文化裡，在進入屏東教育大學
原住民青年服務社前，是完全沒有接觸過原住民的，在參與
社團的兩年，開啟了我對原住民音樂的興趣。

會影響一生的決定，往往都是在幾分鐘內完成的，而我，也是。
依稀記得是在 2013 的夏天，接到我的好朋友也是當時 VASA

的指導老師之一漢傑的電話，知道我在尋找新工作的他，提
到願不願意到賓茂國中擔任舍監一職，老實說，我猶豫了，
因爲�東對我來說實在太陌生，沒去過、沒有家人、沒有朋
友，舍監一職也離我的本業「音樂」很遙遠，但有個想法影
響了我的決定—可以和原住民音樂更親近。

或許是老天的安排，2014 年初，因為人事調動，開始擔任
增置藝文教師並接下 VASA 社團老師，從那一天起至今三年
半，我和孩子們一起成長、學習，一路上其實面臨過好幾次
的阻礙和挑戰也曾想放棄過，但謝謝老天讓我擁有許多後
盾，有不離不棄的好夥伴文凱、團結強大的賓茂國中團隊、
乖巧信任我的 VASA 孩子，最重要的是有個始終支持並為我
們排除疑難雜症的洪文政校長，若沒有校長的費心，孩子們
的學習將不會如此多元與豐富，當然還要感謝疼惜我們的李
志勳女士及林志強先生，因為有你們，我們才有更豐富的資
源完整記錄這些快消失的歌謠。

謝謝「驚嘆號」一路上的扶持，今日 VASA 能學習到東部排
灣許多部落的古謠並記錄典藏只是一個開始，希冀 VASA 的
孩子們記得這份曾為族群盡一份力的美好，並在未來延續
下去 ……。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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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凱與古謠的開始

102 年 10 月份一通電話打來，電話裡是我的高中原住民舞
蹈團的林蕙瑛老師，她告訴我賓茂國中 VASA 樂舞團急著找
一位傳習老師，我思考了一下就勇敢的接下這份工作，當時
因為還在服役，所以只能利用放假時間帶學生排練，退伍後
才開始全心投入 VASA，我也非常感謝洪文政校長全力支持
我們展開東排灣樂舞與文化傳習之路。

vuvu ( 祖母 ) 跟我說山是我們的學校、部落是我們的教室、
長輩們就是我們的老師，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影響更多的部落
青年學生來延續部落的美麗故事，所以我們很急切的走到自
己部落或學生們的部落，向長輩學習部落的傳統樂舞以及珍
貴的東排灣語言。

在學習的過程中，時常碰到挫折與考驗，但這份對部落文化
莫忘初衷的心，與身邊共同努力的學生青年互相扶持的過
程，回顧起來辛酸甜美，孩子們從不喜歡開口唱歌到可以站
在舞台上享受唱歌，甚至到現在可以有機會出專輯，並把歌
謠留存下來，讓這一路艱辛走得有價值且珍貴！

文化傳承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必須不斷的積極學習來
充實自我，亦師亦友的則萱，用音符與青春陪伴我們，並協
助我們賦予東排灣的歌謠，在聽覺與視覺上豐富精彩與多元
的面貌，持續六年的傳習教學期間，可以和學生青年們一起
牽著手，踩在自己部落的土地上唱著我們的傳統古謠，跳著
我們的傳統舞步……。這些珍貴的族群文化是屬於我們的，
若不去學、不去主動了解，就永遠不會清楚的認識自己與部
落族群的連結，延續文化的路很長，但我知道我已經走在這
條路上，我會一直走下去繼續拉著族人的手，真切悠遠的
唱，淋漓盡致的跳，讓我們每一個族人都認同與自然自在陶
醉在圈圈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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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教育部
逢源教育基金會
台北旅店
LEKO 之友
樹谷文化基金會
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南京資訊 ( 股 ) 公司
禎祥食品
瑞士百達銀行
耐特科技材料 ( 股 ) 公司
鈺德科技 ( 股 ) 公司
MATA 家屋
臺東縣立賓茂國民中學
正興部落 · 賓茂部落 · 土坂部落 · 嘉蘭部落
大鳥部落 · 金崙部落 · 多良部落
李志勳 · 周美青 · 洪　蘭 · 曾志朗 · 李欣禧 · 郭瑞嵩
董雅坋 · 陳勳森 · 郭美琴 · 戴彰紀 · 林志強 · 江麗娟
楊清亮 · 謝頴昇 · 劉纓婷 · 邱白伶 · 顧炳容 · 顧惠文
趙敏雲 · 衛瓊鶯 · 李哲藝 · 白　龍 · 張家瑀 · 陳俊良
葉耀宏 · 優席夫 · 鄭　鼎 · 鄭又綺 · 莊國鑫 · 查馬克 · 法拉屋樂
戴曉晴 · 潘賢慧 · 林志祥 · 吳金成 · 伍　楠 · 宋明德
呂美琴 · 姚若卿 · 廖艷秋 · 歌樂恩 · 達力谷 · 林妙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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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半世紀
用馬達轉動臺灣的「東元」
在二十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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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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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供需平衡」的扶植平台
以「認養」的方式
籌措充裕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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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每年為十個族群約 18,000 名兒童
提供長期的支持與服務
扶持歌謠 ‧ 舞蹈 ‧ 技藝 ‧ 才藝 ‧ 體能等
41 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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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2003,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has been dedicated 
to execute the "Exclamation Mark - The Indigenous Sustainable 
Education program" project.

The program is geared toward on integrating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such as NPO, corporations,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dividuals and government sectors to establish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Educational Welfare to provide needed 
integration and services to sustain and reserve treasurable culture 
assets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groups.

Up to 2017, there are more than 42 indigenous groups are 
receiving supports. Over 18,000 tribal children who came from 10 
tribes out of 16 in Taiwan have learned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s through the program. 

Therefore, the program is named as Exclamation Mark for its 
pursuit of amazing achievement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s,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sustainable tribal vitality. "

the  In t roduc t ion  o f  "Exc lamat ion  Mark"



何以稱「驚嘆號」

本策略聯盟由「東元」號召「NPO / NGO」‧「企業」‧「個人」及「學校」組成，建
置「供需平衡」的扶植平台，以「文化」為根、以「教育」為樁、以「人」為本、以
「族群」為體，透過「資源整合」、「供需媒合」、「傳習經費挹注」及「教育計畫實施」
的方式，督促與扶植部落學校或社區，發展新世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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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透過聯盟的努力與各界的支持，讓
社會各界認識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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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 2008 年起，與
科技人文活動、創造力教育，並列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三大計畫之一。

工作重點

•  扶持傳統樂舞團隊，發展傳統樂舞教育
•  扶持傳統技藝團隊，發展傳統技藝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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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施傳習教師展演實作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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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作業
•  募集傳習、展演、學習與數位典藏作業的經費等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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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三月止，接受支持的部落學校或團體，涵蓋九族，遍
及苗栗、南投、屏東、嘉義、花蓮、�東、高雄市等七個縣市，認養及發展的教
育方案包括傳統歌謠、舞蹈、樂器、技藝、才藝養成、體能長才與健康等三十三
個子計畫，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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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個教育方
案，子計畫數為三十三項。串連的認養資源，達三十個 NPO / NGO 組織、三十五
家企業、五個民間社團、九所都會學校、百位以上的善心人士及政府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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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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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 1 古調清唱版

音樂製作｜李哲藝 ·林則萱 ·范文凱
人聲編曲 ·配唱指導｜林則萱 ·范文凱
錄音 ·混音工程｜ Michele Paciulli 

錄音地點｜臺南樹谷音樂廳

DISC 2 弦樂跨界版

音樂製作｜李哲藝
音樂編曲｜李哲藝
人聲編曲 ·配唱指導｜林則萱 ·范文凱
豎　　琴｜李哲藝
小  提  琴｜薛志璋
小  提  琴｜林天吉
中  提  琴｜歐聰陽
大  提  琴｜陳世霖
低音大提琴｜卓涵涵
錄音 ·混音工程｜ Michele Paciulli 

錄音地點｜臺南樹谷音樂廳
弦樂錄音地點｜南港玉成戲院錄音室

 

DISC 3　流行跨界版

音樂製作｜張家瑀
音樂編曲｜張家瑀
人聲編曲 · 配唱指導｜林則萱 ·范文凱
高　　笙｜邱淑慧
民謠吉他｜張家瑀 ·王佩云
古典吉他 · 電吉他 ·烏克麗麗｜張家瑀
爵  士  鼓｜黃亮傑
打　　擊｜賴雅芳
錄  音  師｜張家瑀 ·林尚伯 ·陳祺龍
混音工程｜張家瑀 ·林尚伯
母帶製作｜林尚伯
人聲錄音地點｜ JL Studio杰林影音薪傳藝術製作
器樂錄音地點｜ 112F Recording Studio & Center Stage Studio

發
行
頁

補助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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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行 人｜郭瑞嵩
製 作 人｜蘇玉枝
音樂總監｜李哲藝 ( DISC 1&2 )

詞曲採編｜范文凱 ·林則萱
演唱指導｜范文凱 ·林則萱 ·戴曉晴 ·林志祥
演        唱｜ VA S A - 賓茂國中排灣傳統樂舞團

范文凱 ·林志祥 ·周佳瑾 ·陳玟瑄 ·郭祖芸
杜嘉馨 ·陳品旭 ·黃一俊 ·杜綾芙歡
范榮苹 ·簡靜茹 ·涂家華 ·高瑜謙 ·郭慧琳
陳睿得 ·劉　興 ·郭祖恩 ·羅采媛 ·高安妤
柯鎮寧 ·張雨容 ·曾嘉雯 ·白諺霖 ·張子璽
黃秋馨 ·林念儒 ·林子恆 ·謝易陞 ·曾　妮

執行製作｜羅榮勝 ·林則萱 ·范文凱
行政統籌｜邵明榆 ·曾文志 ·吳嬿柔
歌單編輯｜羅榮勝 ·紹明榆
族語文案｜湯賢慧 ·林志祥
中文文案｜林則萱 ·范文凱 ·羅榮勝
英文文案｜邵明榆
攝　　影｜鄭　鼎 ·韓聖芝 ·李健維
影像提供｜林妙汝
視覺設計｜自由落體設計
印務整合｜博創印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時間｜ 2017年 11年 04日



讓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族群
可以
蓬勃發展
源遠流長

驚嘆號捐贈帳戶

銀行｜華南銀行城東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帳號｜ 108-10-033720-1

國外捐贈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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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WIFT ADDRESS： HNBKTWTP108

3. ACCOUNT NO： 108-10-033720-1

4. BENEFICIARY NAM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