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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臺灣原住民部落族群在傳統歌謠、舞蹈、祭典、生活習俗等各方面皆具特色，本基金會於 2003
年起，號召國內非營利事業組織、企業、個人、部落，以傳承原住民傳統文化藝術為目的，成立
以資源供需平衡為目標的策略聯盟-「驚嘆號-臺灣原住民族群永續教育計劃」，展開支持原住民
傳統樂舞的傳習工作，截至今日服務達十個族群，支持的部落或學校團隊超過四十個以上。2005
年起每年提供各式展演的舞台，辦理「驚嘆樂舞-臺灣原住民樂舞饗宴」，讓傳習團隊可以透過
展演的製作、排練、演出，內化傳統文化與淬鍊展演實力，對於「只有語言但沒有文字的臺灣原
住民族」深具傳承、發揚與永續的意義。
「驚嘆號」的成果來自於「傳習教育」的實施，傳習教育除了有助於族群的自我認同外，也
是家長與耆老參與支持的主要「引信」；而傳習教育成效展現的關鍵就是帶領與指導的教師，本
計畫也從傳習教師的教學檢討與建議中，發現無論是對族群文化的了解、田調採集、古謠舞蹈的
編創、教學，與數位典藏等相關專業技術、資源整合，抑或是團務行政能力，在技術職能方面都
必須持續精進。本計畫於 2011 起每年於暑期辦理，為驚嘆號上的 30 個樂舞傳習團隊的傳習教
師，及國內其他有志於相關傳習教育的老師，規劃實用而完整的課程。本計畫並於 2018 年起改
由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委託本會辦理，攜手為增進傳習教師在田調、編創、教學、
交流、製作、展演、團務及數位典藏等相關技術方面之專業職能的精進，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課程設計理念
2020 年的課程以「反璞歸真」為核心價值，邀請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毓娟副司長、
燈光設計師-簡立人教授、民族音樂學-吳榮順教授、原舞者藝術總監-懷劭．法努司、即興舞蹈
家黎美光率領舞蹈家張淑晶、林憶圻，及即興音樂製作-李宇鎔老師、「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與驚嘆樂舞演出的藝術總監-莊國鑫，以提升台灣原住民傳統樂舞祭儀的傳習能量為目標，協力
規劃課程與授課。
一、感知即興
(一) 從有感到美感，生活與文化是身體感受浸潤而來，讓傳習者理解身體原委
(二) 活化樂舞教師傳授樂舞的載體-身體，喚起老師們的五感，從有意識的由內覺察生活，

建立「傳播身體智能給學生」的教學職能
(三) 從聲音裡的呼吸與節奏中，將身體與耳朵融合
二、展演製作
(一) 以劇場空間形式的發展與轉變為基礎，了解現代劇場與非劇場空間的可能性
(二) 製作主題由敘事出發，對於場景空間、視覺與聽覺、技術需求等面向做綜合性的討論
與分析
(三) 透過「原舞者」田調到整理、編劇、排練和藝術家的技術合作的經驗，學習如何將部落
祭儀與樂舞在劇場與舞臺上展演
(四) 如何拾起部落遺失的文化資產，並在時代變遷下，仍能實踐尋根的腳步
三、原舞沿革
(一) 探討原住民舞蹈與當代舞蹈身體的串聯與移轉
(二) 淺談臺灣原住民樂舞的展演歷史與當代發展
四、大師講古：專業、實作與理論並重
五、觀摩與實作：確實體驗與執行
六、課程架構：課程＋實作+交流＋討論＋排練+演出
七、參加對象：傳習老師 81 人、驚嘆號團員 35 人，合計 116 人

計畫目的
一、挹注部落文化藝術的傳承與發展，發展與實現高效益的領航計畫
二、以專業及豐富的學習方案，激勵部落指導老師精進相關技術與能力，增進傳習使命與信心
三、透過交流增進原住民歌謠舞蹈的採集及編創的技巧，增進田野採集與傳習指導技能
四、透過樂舞專輯數位典藏的經驗，增進傳習團隊為族群文化藝術留下完整紀錄的能力
五、透過各領域專家分享表演藝術及舞台展演的經驗，提升展演效果
六、透過工作坊讓傳習老師跨團隊經驗切磋、跨族群教學及文化交流、促進族群間的良性互動
與和諧發展
七、透過經驗交流，帶動團隊產出，及增進指導老師帶動部落青少年其他課業學習信心及競爭
力的指導能力
八、透過傳習團隊與社區結合的成功案例，帶動指導老師將傳習文化從學校帶進社區、部落，
讓各族群的文化傳習能由被動化為主動

活動辦法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國立國父紀念館
三、活動時間：7 月 26-29 日(日-三)
四、活動地點：上課地點-實踐大學 舞蹈教室、多功能訓練室、國立國父紀念館 演講廳
排練實作&展演地點-國立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

課程表
7/26 (日)

7/27 (一)

7/28 (二)

7/29 (三)

(實踐大學)

(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

12:00-13:00
抵達報到

09:00-09:05 驚嘆號簡介

09:00-12:00

09:00-11:00

09:05-11:00

舞臺、燈光與場景

技術彩排觀摩

從傳統舞蹈的展演與比賽,探

講師-簡立人 教授
11:30-12:00

討原住民樂舞當代之身體轉
課程交流

移

謝幕大總彩觀摩
講師-簡立人 教授

莊國鑫 老師

對話-傳習老師

11:10-12:10

藝術教育政策的規劃
師藝司/李毓娟副司長
自理

午餐 12:00-13:30

午餐 12:00-13:30

午餐 12:00-14:00

13:30-13:45

13:30-15:30

13:30-16:30

14:30-16:50

課程說明 蘇玉枝 副執行長

追溯 30 年前的臺灣部落聲

彩排觀摩-驚嘆樂舞上半場

驚嘆樂舞-

13:45-15:45

音與樣貌

1.草埔(上)

總彩排場演出

2.武陵

(137mins)

A班

我們之間的微妙距離

吳榮順 教授

張淑晶、于明珠老師

3.賓茂
4.莊團

B班

彩排觀摩-驚嘆樂舞下半場

「音聲繪形」感知即興

5.長濱 6.山美 7.草埔(下)

黎美光、李宇鎔(音樂) 老師
16:00-18:00

16:00-18:00

16:30-18:00

A班

原住民族樂舞田野採集與舞

彩排觀摩-驚嘆樂舞謝幕

身體旅圖
張淑晶、于明珠 老師
B班

「被凝視的主體」即興創造
黎美光、李宇鎔(音樂) 老師

自理

台展演
-有心、有新、有薪
-示範教學:移動的部落《年的跨越》
懷劭‧法努司 老師

晚餐 18:00-19:00

晚餐 18:00-19:00

晚餐 17:00-19:00

19:00-21:00

19:00-21:00

19:00-21:00

19:30-21:50

A班

1.演出前的走位、定位

團隊整排觀摩

驚嘆樂舞-

1.山美

晚上場正式演出

2.莊團

(137mins)

看見那當下的風景
張淑晶、于明珠 老師
B班

「持物漫舞」物件詩意
黎美光、李宇鎔(音樂)老師
21:00-21:10

住宿相關說明

排練觀摩-草埔與長濱篇
2.深度對話
編劇、排練、藝術家技術
合作、展演、部落族人、
學校社團…
懷劭與傳習老師

課程介紹
-藝術教育政策的規劃【李毓娟】
以「藝術教育政策」為主軸分享師資藝教司現階段從法規、制度、師資培育、課程教
學、藝術教育等面向，如何研議藝術教育相關政策，強化藝術教育競賽交流觀摩，讓藝
術教育競賽回歸教育本質，更期藉由「美感即生活」為主要理念，積極推動全國美感教
育計畫。
-「音聲繪形」感知即興【黎美光、李宇鎔】
帶領學員藉由肢體與音樂開啟感官、認識自己，發掘身體內在語彙的無邊想像與對話空
間。透過身心的安置與釋放，學習如何從聲音、呼吸、節奏與肢體的自然流動中，活化
細胞與空間場域，讓愉悅的波動自然湧現，體驗即興藝術特有的神奇妙方。
-「被凝視的主體」即興創造【黎美光、李宇鎔】
表演者對觀眾與場域性的氛圍捕捉，是很重要的直覺鍛鍊，在每一刻聆聽彼此的對話
中，開創出屬於當下最有機的交流。而表演者自由的心靈與強大的感知能力，將透過與
即興演奏者之間的共創，完成最契合的編舞。
-「持物漫舞」物件詩意【黎美光、李宇鎔】
從「聽」自然場域的聲、「觀」光影的承載、「持」物的直覺與力量當中搖漫舞動，揉合
繪形相聚的詩意場，共同激盪出最富有意涵的每一個當下。
-「我們之間的微妙距離」感知即興

【張淑晶、于明珠】

人與人彼此之間存在的距離，好像述說著不同的關係和故事；在有聲無聲、有形無形、
具象抽象的對話中，為彼此一再拉出 那條隱形的關係線！ 而這微妙的距離變化，夾伴
著氣流帶領我們進入不同的舞動對話！
-「身體旅圖」【張淑晶、于明珠】
每人都能在自我的身體的各角落中，找到舞蹈旅行的美好，開啟自身肢體的舞動感知樞
紐！
-「看見那當下的風景」【張淑晶、于明珠】
讓我們在行走坐臥之間，品嚐那份意識上的留白；無為自然，真實感受並看見每個流動的美好。

-演出視覺篇-舞臺、燈光與場景【簡立人】
「劇場，一個看與被看的場所空間。表演空間由戶外走入市內，進而發展至無處不劇場的
現代敘事空間」。本課程將以劇場空間形式的發展與轉變為基礎，進而了解現代劇場與
非劇場空間的可能性。引導學員在參與規劃展演活動時，可以嘗試建立獨特的舞台場
景、建構特殊的觀賞形式，提供觀者獨特的參與經驗。選定製作主題由敘事出發，對於

場景空間、視覺與聽覺、技術需求等面向做綜合性的討論與分析。
-從傳統舞蹈的展演與比賽，探討原住民樂舞當代之身體轉移【莊國鑫】
直接從傳統舞蹈的展演與比賽的經驗與觀察中，提供實際從事樂舞教學的老師們多元的樂
舞教育視角。課程內容分別為：
1.淺析臺灣原住民樂舞展演沿革與當代發展
2.簡述臺灣舞蹈比賽之歷程與當代現況
3.探討原住民樂舞當代身體之轉移
4.臺灣原住民樂舞的當代身體為何?
-追溯 30 年前的臺灣部落聲音與樣貌【吳榮順】
1980 年代師事許常惠老師的民族音樂學家吳榮順教授，有感於原住民文化在文明進步的衝擊下瀕
臨失傳，以克服萬難為台灣保存珍貴之文化資產的心念，走訪部落，其大量採集部落音樂、祭典
的成果與經驗，再加上其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與素養，成為台灣原住民朋友最希望可以請益的老
師。吳教授與傳習老師將追溯三十年前，甚至更久遠以前的部落樂舞與生活樣貌與發聲的位置。

-原舞者的展驗製作經驗、深度對話–樂舞傳習篇【懷劭．法努司】
在有心、有新、有薪的特色中，尋找「心」的文化，搶救失落的資產。
原舞者是人文尋根風潮的實踐者，忠實原汁原味的推廣者，
從部落到劇場，課程中安排《年的跨越》示範教學演出。

觀摩與實作課程：2020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2005 年起，「驚嘆號－台灣原住民族群永續教育計劃」為鼓勵傳習團隊積極傳習與開拓
視野，每年辦理「成果展演」，讓長期接受培訓的孩子擁有挑戰大型舞台的機會。以明確
之目標激勵師生及族人的企圖心，天賦加上努力，傳習成效格外耀眼。
演出程序與演出團隊：
紡織歌【灣聲樂團】
祈心樂動·頌祖恩【Supaw(草埔)青年會】
Huzas 布農之聲【武陵國小布谷拉夫兒童合唱團】
年 聚·情 圍【賓茂 VASA 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阿美族太巴塱 ilisin 樂舞【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中場
homeyaya【灣聲樂團】
祭·聲【saviki 山美舞團】
歡喜慶豐收【長濱國中長鼓原舞】
舞耀 Supaw·慶豐收【Supaw(草埔)青年會】
謝幕-la la yi【全體】
節目單電子檔連結：ttp://tecofound.org.tw/amazing/2020/download/2020-paper.pdf

-2020 驚嘆樂舞彩排＆演出之觀摩＆實作時間表
一、觀摩時間：7 月 27 日晚上 19:00-20:50
7 月 28 日下午 13:30-20:30
7 月 29 日上午 9:00-12:00
二、欣賞時間：7 月 29 日下午場 14:30-16:50，晚上場 19:30-21:50
彩排時間

團隊名稱
7/27(一)

灣聲樂團
Supaw(草埔)青年會

7/28(二)

演出時間
7/29(三)

7/29(三)下午

7/29(三)晚上

12:00-18:30

14:30-14:34

19:30-19:34

20:00-20:50 13:30-18:30

14:34-14:46

19:34-19:46

14:46-14:47

19:46-19:47

14:47-14:58

19:47-19:58

14:58-14:59

19:58-19:59

14:59-15:13

19:59-20:13

15:13-15:14

20:13-20:14

15:14-15:25

20:14-20:25

15:25-15:45

20:25-20:45

15:45-15:51

20:45-20:51

15:51-16:05

20:51-21:06

16:05-16:06

21:05-21:06

16:06-16:22

21:06-21:22

16:22-16:23

21:22-21:23

20:00-20:50 13:30-18:30

16:23-16:38

21:23-21:38

13:30-18:30

16:38-16:43

21:38-21:43

轉場 1
武陵國小布谷拉夫兒童合唱團

11:00-18:30

轉場 2
賓茂 VASA 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10:00-18:30

9:30-11:30
著裝技排

轉場 3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13:30-18:30
19:00-20:30

11:30-12:00
謝幕彩排

中場休息

及大合照

灣聲樂團
saviki 山美舞團

12:00-18:30
13:30-18:30
19:00-20:30

轉場 4
長濱國中長鼓原舞

19:00-19:50 13:30-18:30

轉場 5
Supaw(草埔)青年會
全體

-以上地點皆在國父紀念館大會堂，並由工作人員引導入座

講師介紹
一、李毓娟 副司長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副司長。
曾任教育部高教司科長、駐法國代表處一等文化秘書、
教育部主秘室專門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辦公室參議、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副司長。

二、黎美光
【黎美光。創意/心理。工作站】創意總監，「兩廳院」
TIFA 引路人，「舞蹈空間舞團」即興老師，「古舞團」
資深團員，「長青木心理諮商所」創意總監；法國巴
黎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義大利及希臘「國際即興
舞蹈紀錄片」拍攝。並曾受邀英國、美國、奧地利、
馬達加斯加、印度、日本等之「國際舞蹈節」演出及教學。

三、李宇鎔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作曲系學士，主修電影配樂編曲創
作和鋼琴， Columbia University 音樂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
回國後首先投入電影音樂製作，並常與舞蹈表演者合作。
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鋼琴
伴奏老師、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講師、南投民族舞團音樂顧
問、【黎美光。創意/心理。工作站】即興音樂家，並常擔任各舞
團演出之客席鋼琴家。

四、張淑晶
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主修舞蹈創作。
現為古舞團舞者、即興表演者、接觸即興與親子接觸即興
教師、舞蹈教育、親子空中浮力瑜珈&瑜珈輪美國瑜珈聯
盟合格師資。創作作品曾獲舞躍大地銅牌獎，新加坡藝術
節受邀演出藝術家；於澳洲【Mirramu Arts Centre】就
地創作發表作品；舞蹈影像即時互動作品曾獲台灣世安美
學表演藝術類獎助。曾與旅法錄像藝術家吳尚霖、旅澳聲
音藝術家張惠笙於台北藝術村共同合作演出『吵鬧計
劃』。
2008 年加入【古舞團】至今，隨團赴澳洲、馬來西亞等即興室內外演出；多次參與古舞團主辦【idance

Taipei 國際愛跳舞即興節】即興舞蹈光譜演出。2014 年於韓國 Mullea 駐村，與 On&Off Dance
Company 共同合作演出、2017 年隨【古舞團】赴北京工作坊授課與演出、2019 代表故宮參與世界博
物館年會赴京都演出；同月應邀赴日本 I Dance Japan 國際即興舞蹈節授課及演出。

五、于明珠
古舞團 Ku &Dancers 團員，跟隨古名伸老師學習與接觸
即興舞蹈研究及演出 : I Dance Taipei《等身流》、
《亂碼 2018》、《獵景》、《這一天、那些事》《亂碼詩巫》
《月光即興曲》、《回來》，並受邀參與國際接觸即興舞蹈藝術
節: I Dance Japan、Korea「Asian Improvisation Art Exchange」
、
Contact Festival Kuala lumpur 及各地工作坊教學。

六、簡立人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劇場設計系專任教授，從事劇場工作、
舞台燈光設計及教學三十年，燈光設計作品涵括戲劇、舞蹈、歌劇
及大型活動。與國內外重要演出團體與藝術家合作，如表演工作坊、
全民大劇團、果陀劇場、綠光劇團、香港話劇團等，設計作品《如
影隨行》獲 WSD2009 (世界劇場設計大賽) 燈光設計類銀獎。

七、吳榮順
花蓮縣玉里鎮客家人。1986 年師大音樂系畢
業，主修聲樂，副修鋼琴，師事戴緒倫及曾道雄教
授。1988 年師大音樂研究所畢業，主修民族音樂
學，師事許常惠教授。1990 年獲教育部公費留考
獎學金赴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攻讀民族音樂學，
1996 年取得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民族音樂學博士。
回國後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任教，專事南島
語族音樂、客家語族音樂、福佬語族音樂、亞太地
區音樂，及中國西南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出版及教學工作。曾任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務長（20032005），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主任，及音樂系暨音樂學研究所專任教授。1991
年起，為台灣風潮唱片 Wind Records 策劃、主持、製作一系列「台灣原住民音樂紀實」、「中
國少數民族音樂大全」、「客家音樂紀實」、「平埔族音樂紀實」、「恆春半島民歌紀實」、「高
雄縣六大族群傳統音樂系列」、「南部鄒族民歌」等之 CD 出版。

八、懷劭．法努司
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屏東》藝術總監、金山高中原住民
藝能專班–樂舞老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原住民樂舞專任指導。

九、莊國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具
多年的傳統舞蹈教學及比賽經驗，在國際當代藝術
節樂舞展演方面經歷豐富，既是第一線原住民樂舞
教學者，也是具有深厚舞蹈理論基礎的專業老師。
現任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藝術總監
花蓮縣北埔國小教師
2020 驚嘆樂舞藝術總監

十、課程參考資料：
(一)驚嘆號簡介影片:
(二) 2018 驚嘆樂舞影片：https://tinyurl.com/yc5k4g7j
(三) 2019 驚嘆樂舞影片
上半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UCU9bpJc4
下半場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ehfN4_LE4
(四)課程介紹網頁：http://tecofound.org.tw/indigene/teacher.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