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園老師以創造力融入教學，啟發偏鄉學童創意思維及科學智能，強化其創新觀念與能力。每學

期跨越七個縣市，翻山越嶺親赴 177 所部落學校為 9,891 名部落學童，用豐富系統化的科學知識

構築學習的樂趣，活化部落學校教師的教學模式，打開教師的教學視野及激勵教師的教學熱情，

讓偏鄉學童也可以享有高品質的學習機會及教育資源。田園老師執著的是山巔海角的孩子因為自

己的努力，而可以享有完善的科學教育機會，八年來持續不輟，受益學童近 45,000 名，是中央山

脈最深處的科學教育。

指導單位 :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共同主辦 :逢源教育基金會‧花仙子教育基金會

實施時間 :3 月 -12 月

實施地點 :台東、花蓮、宜蘭、嘉義、屏東、南投、高雄及新北市等八縣市偏鄉部落學校

   原住民青少年藝術賞析計畫
藉由藝術美學的感動，貫徹以「人文」為本的教育方針，提供優質音樂會、京劇、豫劇、歌仔戲、

芭蕾舞、優人神鼓等表演，讓部落青少年每年可以擁有一整天豐富多元的藝文饗宴，豐富藝文生

活之外，並可以厚實人文素養，是中央山脈最深處的人文教育。

指導單位：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共同主辦：台灣安心家庭關懷協會 (台東 )･光泉文教基金會 (屏東 )･花仙子教育基金會 (花蓮 )

協辦單位：台東‧屏東‧花蓮縣政府教育處、文化處

創造－令人驚嘆的感動

◆ 建置以「文化」為根、「人」為本、以「族群」為體，以「教育」為樁的教育公益平台。

◆ 創造 15,000 名部落新世代的學習成長資源。

◆ 發展六十四個以上部落學校適情適性的教育方案。

◆ 部落學童傳習約 155 首傳統歌謠、33 支傳統舞碼、1 項傳統技藝、3 項才藝與 3 項體育。

◆ 創造多元的校際、部落與族群交流模式。

◆ 創造專業的展演機會及文化展現的機會。

◆ 為傳統的族群文化藝術留下完整紀錄。

◆ 傳統歌謠舞蹈（含簡譜、歌詞、歌謠舞蹈的故事、歌謠 CD、影音光碟 …）

◆ 錄製展演影音光碟（年度展演、歲末展演、樹谷慈善音樂會 ...）

◆ 為排灣、魯凱、阿美族及鄒族的古謠編寫弦樂譜。

◆ 台灣原住民歌謠樂舞祭儀傳揚世界各地。

連結－民間與政府的力量創造“驚嘆”

◆ 號召非營利組織、企業或社團，共同承擔計畫經費及資源所需的 90%，剩餘的 10%，

發揮聯盟影響力及方案效益的說服力，每年持續向政府部門爭取支持。

◆ 以有效運作的扶植平台，確保政府經費的穩定挹注，並發展創新的服務方式，

強化「驚嘆號」的效益。

◆ 以「策略聯盟」的形式，強化組織間的合作，讓更多非營利組織與企業透過

本策略聯盟的扶植互助，成為支持部落族群永續發展的專業組織。

◆ 以成為原住民族群永續的典範計畫為目標，以整合更多資源、滾動更充裕的

經費、提供更多元的服務方案為己任，讓「驚嘆號」為台灣的原住民族群，

締造美好的族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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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重點：
一、扶持傳統樂舞團隊,發展傳統樂舞教育

二、扶持傳統技藝團隊,發展傳統技藝教育

三、扶持體能競技團隊,施以體能長才訓練

四、扶持才藝學習團隊,發展天賦潛能教育

五、實施傳習教師學習成長課程

六、國內成果及國外交流展演

七、推動青少年科學課程

八、推動青少年藝術賞析學習計畫

九、古謠專輯錄製等影音典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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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四月止，接受支持的部落學校或團體，涵蓋十族，遍及南投、屏東、

嘉義、花蓮、台東、宜蘭、苗栗、高雄市等八個縣市，認養及發展的教育方案包括傳統

歌謠、舞蹈、樂器、技藝、才藝養成、體能長才與健康等四十二個子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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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個方案，子計畫數為六十四項。串連的認養資源，

達三十六個 NPO/NGO 組織、五十家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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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策略聯盟的模式募集傳習、展演與學習資源

一、籌措傳統文化藝術蒐集、編採、傳習有關的經費、資源與服務。

二、提供與教育、學習有關的服務。

三、辦理成長工作坊、祭典觀摩、教學交流，共同承擔六十四個教育與學習計畫。

四、精確的資訊傳輸:發送「驚嘆號時時報」與資訊傳遞群組。

五、透過成果發表展演，達到族群文化藝術交流之目的。

六、企業、政府、NPO/NGO、民間社團、個人、學校、傳習團隊等七大類型聯盟成員，形

    成資源供需平台。

   傳習團隊    偏鄉科學創意教學深耕計畫

類別 縣別 所屬學校 團隊名稱 支持單位 數量

傳統歌謠

南投縣 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19隊

屏東縣

泰武國小 排灣古謠傳唱 南京資訊(股)公司

泰武部落青少年 排灣青少年古調歌謠傳唱隊 浪琴表

佳義部落 PUZANGALAN希望兒童合唱團 顧炳容

青葉國小 百合禮讚～青葉魯古謠傳唱 法國巴黎銀行

武潭國小 排灣兒童傳統舞蹈團 徵求中

高士國小 南排灣古謠隊 李欣禧 女士

牡丹國中 南排灣古謠隊 新瓦事業

牡丹國小 南排灣古謠隊 徵求中

高泰國中 高泰排灣樂舞團隊 網奕資訊科技集團

賽嘉國小 排灣古謠傳唱隊 李欣禧 女士

嘉義縣 來吉部落 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傳唱 錸德文教基金會

台東縣

武陵國小 布農兒童合唱團 法國巴黎銀行

霧鹿國小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隊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海端國中 布農歌謠祭儀傳習團隊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鸞山國小 布農歌謠傳唱隊 台聚教育基金會

高雄縣 民族大愛國小 布農歌謠團隊 錸德文教基金會

花蓮縣
古風國小 布農兒童歌謠合唱團 萬國法律基金會

秀林國中 太魯閣族樂舞團 禾伸堂基金會

傳統舞蹈

南投縣

合作國小 賽德克兒童舞蹈團 洪 蘭 女士

15隊

平靜國小 賽德克兒童歌謠舞蹈團 曜翰公司

大成國中 布農歌謠舞蹈團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屏東縣
青山國小 沙漠海樂舞傳習團隊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口社國小 莎卡蘭排灣文化傳承隊 耐特科技材料公司

花蓮縣

北埔部落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實驗劇場 徵求中

北埔國小 阿美傳統舞蹈隊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景美國小 太魯閣族克烏灣兒童歌舞團 徵求中

宜蘭縣 金岳國小 泰雅兒童歌謠舞蹈團 徵求中

台東縣

介達國小 魯凱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勇健文化藝術基金會

蘭嶼中學 雅美族青少年歌謠舞蹈團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大王國中 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隊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賓茂國中 VASA傳統樂舞傳習隊 禎祥食品

嘉蘭國小 排灣傳統舞蹈團 徵求中

苗栗縣 蓬萊國小 賽夏樂舞祭儀傳習團隊 LEKO之友

才    藝
南投縣

親愛國小 親愛兒童原鼓隊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3隊大成國中 打鼓社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花蓮縣 宜昌國小 阿美擊鼓隊 洪蘭、洪燕、洪玲女士

傳統技藝 屏東縣 泰武國小 排灣木雕藝術文化 南京資訊(股)公司 1隊

體能長才

花蓮縣 松浦國小 阿美兒童田徑代表隊 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

3隊
屏東縣

武潭國小佳平分校 跆拳道隊 郭美琴女士、洪蘭、洪燕女士

武潭國小本校 柔道隊 洪　蘭 女士

活力早餐 南投縣 合作國小 活力早餐 新翎企業有限公司 1隊

6大類型 8縣市 37個學校部落 42個團隊 42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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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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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持歌謠‧舞蹈‧技藝‧才藝‧體能等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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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活動場次 活動內容

台東場 - 105.12.09 (五)  
台東縣演藝廳 ●鼓與舞賞析：優人神鼓景優班【蛻變的蝴蝶】

●音樂賞析：這個樂管弦樂團【用音樂環遊世界】

●名家藝術賞析：梵谷與畢卡索的故事【林柏儀老師】

●原住民傳統樂舞欣賞【驚嘆樂舞】

●管絃樂與驚嘆樂舞【這個樂管弦樂團與驚嘆樂舞】

屏東場 - 105.12.16 (五)  
屏東縣演藝廳

花蓮場 - 105.12.23 (五)
花蓮縣演藝堂

驚嘆號領航計畫
   原住民傳統樂舞傳習師資成長計畫

傳習課程以「實務演練」、「經驗分享」、「現場排練」及「正式演出」為架構，藉以精

進「樂舞的採集與編創」、「表演藝術」、「舞台展演」、「表演製作」、「影音專輯企

畫與製作」，並提昇傳習「族群文化的使命感」。

指導單位 :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共同主辦 :泰武鄉佳興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 :樹谷園區服務中心‧樹谷文化基金會

時    間 : 7/20-22( 三 - 五 )

地    點 : 台南市樹谷園區音樂廳

名    額 : 傳習老師 50 名，傳習師生 100 名 ( 布農、排灣、賽夏等三個傳習團隊 )



場次 表演內容 表演團隊

台東場

布農傳統歌謠 武陵布農兒童合唱團

布農傳統祭儀歌謠 霧鹿布農歌謠團隊

洪水傳說 鸞山布農歌謠傳習隊

排灣青少年傳統舞蹈 大王排灣傳統舞蹈隊

勇士頌 介達排灣魯凱傳統歌舞隊

布農青少年古謠祭儀 海端布農青少年合唱團

排灣情歌 賓茂VASA原舞團

屏東場

青山排灣古調歌謠 青山沙漠海文化傳習隊

高士排灣古謠 高士古謠傳唱隊

賽嘉排灣古謠 泰拉慶排灣古謠班

排灣青少年傳統歌謠 PUZANGALAN(希望)兒童合唱團

魯凱古調吟誦 青葉魯凱兒童歌謠團

排灣兒童祭儀歌謠 口社莎卡蘭文化傳承隊

南排灣古謠吟唱 牡丹國中南排灣古謠隊

高泰排灣古謠祭 高泰排灣古謠隊

排灣古謠吟唱 泰武古謠傳唱

花蓮場

歡慶頌讚布農情 古風國小布農兒童合唱團

撒奇拉雅火祭舞 北埔國小阿美族傳統舞蹈隊

山海歡唱 秀林國中太魯閣族樂舞團

2016 年
教育部終身學習圈

   國外展演

中國上海專場演出

由中國大陸邀請「驚嘆號」傳習團隊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國際大學生文化藝術節」中專場

演出，促進兩岸交流，展現台灣原住民文化藝術之美與傳習教育的成果。

指導單位：教育部

共同主辦：逢源教育基金會‧中國大陸上海交通大學

協辦單位：法國巴黎銀行‧耐特科技材料(股)公司‧李欣禧‧洪燕‧林聖甦‧簡卉湘

          三地門鄉鄉公所‧阿里山鄉來吉社區發展協會

演出團隊：「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傳唱」&「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傳唱」

出訪時間：7月05-12日

演出時間：7/06上海交通大學菁菁堂(1100席)、7/07老人安養中心、上海徐匯區市民廣場

演出內容：魯凱古謠吟唱及勇士舞

          塔山的呼喚

「PUZANGALAN 希望兒童合唱團」赴匈牙利演出

指導單位：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

邀請單位：2016 Cantemus 國際合唱節

演出時間：8 月 16-21 日

演出地點：匈牙利尼賴吉哈佐 (Nyíregyháza)

贊助單位：顧炳容‧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泰武古謠傳唱」接受國外邀演

 一、瑞士自然聲音節 (5 月 8-17 日 )

 二、紐約文化中心二十五周年慶 (8 月 12 日 )

 三、韓國全州清唱藝術節 (9 月 29-10 月 3 日 )

   魯凱與鄒族古謠專輯錄製計畫

「驚嘆號」長期藉各式展演進行影音錄製剪輯，積極彙整與提供傳習教材，青葉魯凱與來

吉鄒族兩個團隊歷七年努力，田調採集傳習的歌謠達三十首以上，其中由李哲藝老師編曲

演唱的有二十二首。2016 年期望由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的支持與協奏，錄製珍貴的古謠

專輯。

製作形式｜以展現古謠特色的「清唱版」，融合古謠與弦樂的「跨界版」，及純音樂欣賞           

          賞兼具伴唱功能的「弦樂版」等三張專輯完成製作

專輯類別｜傳藝類

發行時間｜ 2016 年 10 年 31 日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逢源教育基金會

策劃單位｜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發行數量｜ 5000 套

演    奏｜逢源愛樂室內弦樂團 (編制 17 人 )

製作人 /音樂總監 /編曲｜李哲藝

音控工程｜ Michele Paciulli( 白龍 )

指導單位｜教育部 (終身學習圈 )‧原住民族委員會

贊助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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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欣禧‧LEKO 之友‧南京資訊 (股 )公司‧郭美琴

演唱團隊｜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傳唱

曲    目｜ e ho i 迎神曲、payasvi no poha’o 戰歌慢版、tohpungu 戰歌、toiso 歷史頌
          Iyahe、nakumo 勇士頌、miyome 安魂曲 (獨唱版 )、nahocu minocu　    
          homeyaya 小米收穫祭、sakiyo 跳躍之歌、pasu aulu 勸勉歌、
          miyome 安魂曲 (合唱版 )、lalingi、ananasi' anane、pasu hohcubu 塔山之歌 

           eyao 送神曲 

專輯長度｜清唱版 (約 51 分鐘 )‧跨界版 (約 43 分鐘 )‧弦樂版 (約 43 分鐘 )

歌唱指導｜鄭義信、查馬克‧法拉屋樂 

演唱團隊｜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傳唱

曲    目｜珍藏、ainganumi 永遠難忘、Matyasepele 孤獨、Pusilrivulu 吟誦、慶豐收、勇士舞
           搖籃曲、等待、明月良宵、paelrelhege 紡織歌、aneane 勉勵、童謠組曲、uniyu、
           mwarikai、lalrualrumedane、senai ki Baleng
專輯長度｜清唱版 (約 54 分鐘 )‧跨界版 (約 49 分鐘 )‧弦樂版 (約 49 分鐘 )

歌唱指導｜唐秀月、查馬克‧法拉屋樂

   國內展演

歲末展演

於歲末假屏東、台東、花蓮的縣市文化中心，所辦理的「原住民青少年藝術賞析活動」

中，邀請傳習團隊進行歲末展演，年參與成果展演團隊達 19 個以上，而演出人數預期超

過九百人，欣賞的人數達三千人以上。

樹谷慈善音樂會

長期接受「驚嘆號」扶持的傳習老師希望以「Pay It Forward」的精神，攜手為弱勢團體製
作一場質量兼備的公益演出，本活動由樹谷文化邀請樹谷園區服務中心攜手籌辦慈善音
樂會，並邀請十個南部的弱勢團體、家庭及兒童，欣賞精彩的演出，積極豐富南部弱勢
族群的人文生活。

指導單位 :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共同主辦 :樹谷文化基金會‧泰武鄉佳興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 :法國巴黎銀行‧李欣禧‧樹谷園區服務中心‧LEKO 之友

演出時間 : 7/21( 四 )19:00-20:40
演出地點 :台南市樹谷園區音樂廳 (473 席 )

演出內容：童貞結婚記【賽嘉排灣】‧布農傳統歌謠【武陵布農】

          'opoeh na bo:ong．SaySiyat．paSta'ay【蓬萊賽夏】

讓只有語言

沒有文字的族群

可以

蓬勃發展

源遠流長

鼓聲‧祭 禱‧吟 唱

追尋最原始的意境

幽遠‧深 沉‧肅 穆

應許著祖靈的召喚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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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回台灣原住民族群
最古老的記憶

【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傳唱三專輯】

【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傳唱三專輯】

贊助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