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場－

全 國 師 生 鄉 土 歌 謠 比 賽 特 優 學 校 聯 合 音 樂 會

媽 媽 教 我 的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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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解說

　　混聲四部合唱，歌詞選自《林央敏歌詩選》，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莊
文達教授譜曲。主要呈現詩中以夢境的意象，描繪思念的情感，「化汝／做春夢
／化我／做春蠶／恬恬吐絲將夢包起來／用一生的體溫來孵夢。」創作理念著重
歌詞與音樂旋律的結合與對應，聲響由遠而進，宛如對戀人的思念情懷。

給夢燒做一首詩

透早，置生寒的空氣中，有汝的形影浮在目睭前，

想起，親像昨暝的一個夢，夢境刻置頭殼內，愈久愈明。

我給思念溫溫仔煉化，

化汝　做春夢，化我　做春蠶，

恬恬吐絲將夢包起來，用一生的體溫來孵夢。

春蠶牽絲孵春夢，假使春蠶吐血春夢碎，

願汝將我做成蠟，點火，給夢燒做一首詩！

閩南語 原住民語 英語 日語

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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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春風》

月亮笑阮是憨大呆，乎風騙不知~

獨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

十七八歲未出嫁，當著少年家。

果然標緻面肉白，誰家人子弟？

想要問伊驚歹勢，心內彈琵琶。

《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誰人尚看顧，

無情風雨，誤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補破網》

見著網目眶紅，破甲這大孔，

想要補無半項，誰人知阮苦痛？

今日若將這來放，是永遠無希望，

為著前途鑽活縫，找傢司補破網。

　　這是一首由台灣歌謠《望春風》、《雨夜花》、《補破網》、《河邊春夢》
等4首耳熟能詳的早期歌謠組合，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前音樂系主任吳博明教授編
曲。親切的曲調與和聲，精心安排的層次交替與堆疊，讓原本通俗的流行歌曲，
增添了更多的藝術層面，讓聽眾能輕鬆體會台灣歌謠的美好時光。

台灣民謠組曲

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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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福珍老師賦予台灣傳統唸謠「豆花」新生命，描寫跟在豆花老闆車後、沒
錢買卻嘴巴饞小孩逗趣的模樣，十分傳神，譜曲後的「豆花」更成為街頭巷尾流
行的囝仔歌，傳唱不輟。

豆花

豆花車倒擔，一碗二角半

囝仔兄，緊來看，看到流嘴瀾

啊，好吃的豆花

啊，剩到無一半

豆花車倒擔，一碗二角半

囝仔兄，緊來看，看到流嘴瀾

《河邊春夢》

河邊春風寒，怎麼阮孤單，

舉頭一下看，幸福人作伴。

想起伊對我，實在是相瞞，

到底是按怎，不知阮心肝。

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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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Formosa，玉山高高徛佇遐，
海洋四邊遐呢闊，阮的美夢攏佇遮。

美麗Formosa，有祖先流過血汗，
代代囝孫佇遮生湠，阮的希望攏種佇遮。

青翠的山脈，白雲來做伴，花蕊開遍滿山嶺；

海鳥的叫聲，親像土地的呼喚，聲聲鑽入阮心肝。

美麗Formosa，玉山高高徛佇遐，
Formosa，這是阮的美麗國家。

Woo ~ ~ ~
美麗 Formosa，太平洋的燈塔，

阮的心永遠堅定向佇遮，阮的美夢攏佇遮。
美麗 Formosa，太平洋的燈塔，

阮的心永遠堅定向佇遮，這是阮的美麗國家。
Formosa ~

　　王明哲有感於台灣在歷史上的坎坷，用這首歌曲來鼓勵這塊土地的的人們，
仔細欣賞這塊土地的美麗，讓大家一起珍惜、愛護，共同營造幸福家園！合唱版
本是甫由西班牙學成返國作曲新銳劉晉瑄老師編曲，一開始的溫柔吟誦，樂曲經
由發展，和聲層層堆疊，聲聲呼喚著Formosa，逐漸將音樂推向壯闊的聲響，最
後女高音的高亢音調至奔High C，有著振奮人心的效果。

美麗Formosa

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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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曲子是由莊春榮牧師譜曲作詞，深為泰雅人所喜愛，在泰雅部落、泰雅
教會常常聽到族人以高亢宏亮輕快活潑的歌聲唱出，伴隨笑聲、掌聲甚至隨興簡
單的舞步，非常歡樂熱鬧。

　　Rimuy，泰雅語意即貌美姑娘，泰雅父母多以此名字為自己的女兒命名。在
曲中連續出現時，表示最真、至善、極美的讚嘆。

泰雅族歡樂歌

Rimuy su la rimuy yun

rimuy su la rimuy yun

Yaba yaya yaki

P qa saw ta ryax so ni

P qa saw ta p qa saw ta

Ku tux ryax so ni

Rimuy su la rimuy yun rimuy su la rimuy yun

【歌詞大意】

到底誰要負責播種小米呢?
Sai 和Ali想要知道，是否可幫孫子們穿上胸襠呢?

婦女邀工歌

Akuan Akuan a ku a-ia ia-o a-si sima a-ku-u minan madok.

Asa Sai dusa Ali ku mai maktu inna si zaun kada maktu painukan kulin.

Akuan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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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大意】

我們的夥伴正一起高興的唱歌，
我們的夥伴在唱歌，

很容易學，跟著唱很開心的呦！

故鄉之歌

ho ai ye yan i ye yan ho a i yan ho i yan

semenasenay a risarisan ho a i yan ho i yan

hi yo yan hai yo yan

na ru hay yan

ho i yan na 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o ho i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an o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i yo in naru hay yan

ho i yan naru hay ya-n ho i yan o hay yan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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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在述說著路途的艱辛，要跋山涉水、
翻山越嶺並跨越瀑布。

回家吧

【歌詞大意】

我們走吧！
沿著瀑布，
越過山脈，
沿著山壁。

Mudanin kata.

Kanta sipal tastas.

Muhaivi ludun.

Kantasipal tunuh.

　　由於青葉部落緊鄰平地鄉鎮-高樹鄉。平地人
務農的習慣影響到部落，因此部落才會出現水
田、黃牛。這些都是青葉部落特有的文化，不同
於其他西魯凱族。過去青葉部落的孩子在放學後
都要帶著牛到後山一處Lrivaku的地方吃草。「放
牛」看似有趣，但一個人去總顯孤單，所以邀請
三五好友陪同，讓無聊的苦差事增添一點樂趣。

放牧歌 (pagwagu)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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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天 (patarumara)

samalranga ki abulru ngiyamiya lu drekase mitane ka yakaumasane

takitubi ki pelenge anisubulrubulru atu talekaneta ka yakaumasane

ipatarumaranai ku lrigu ku vai, kusu ka yasubelebele.

eva drusa ku panali madrau ku lrekeme hi……

ngudradrekai luiya takitualravane maraurauthudu cekelenai yauba

hi ……ihi ihi ihi…..hi…….

【歌詞大意】

萬能的神啊！祢總是讓我們所求成真。
我們求神賜福，賜福大家豐收。

我們將榮耀、作物獻上在天上的神。

雖然只有1、2隻獵物，但都是靠著 神的能力才能獲得。嘿…
團結合一的魯凱族是人是其他族群的榜樣。

【歌詞大意】
走吧，我們一起去山上放牛，

我們有兩個人三個人，我們一起去放牛。
你要去哪裡放牛呢?我們要去Lrivaku。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們去山上放牛。

ilata mu Lrivaku uaguagu twaradrusanai

twaratulrunai ilamualrivaku

lrimwinusu uaguagu mulrivaku

ila ila yu~hu ila ila yu~hu ilamwaLrivaku

hi ~~ na~~u a gu a gu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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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大意】

讓我們一起來唱吧！讓我們一起來唱吧！
(魯凱詞語接龍，歌詞無意義)
太陽照耀吧！太陽照耀吧！

炙熱的太陽照耀吧！就好像銅鏡一樣閃亮
就像錢幣一樣圓圓的。

大家一起來唱歌 (i latasenai)

ila ta senai ila ta senai ila ta senai

ilai ila  ila ila ialai senai

taluku talukumai kumai kumaipala ipalra ipalraisu

lraisu lraisukiya sukiya sukipatani patani patanaviki

naviki navikaulri kaulri kaulrinava

vaiya vaiya vaiya vaiya

vai vai vaiya cikicikickisi miyakau ulravane eleeleelethe

miyakau pyasu lalridedede

tu tu u tu u sa

i si i yu ga cing ga lra pu i ga pu cu

ana ana yu da ri ka u ni

hu  hiu hu hiu kwici kwici kwici…….kwici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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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頌上主的歌曲很多，這首由美國作曲家Mary Lynn Lightfoot 創作的版本，
輕快旋律中穿插著景仰、讚美之詞，藉由愉悅的歌曲來頌讚上主，洋溢著普天同
慶的歡樂。

A Joyful  Song

Cantate Domino 

Sing a new song sing a joyful new song

Cantate Domino 

Sing a joyful joyful new song, sing a new song

Cantate Domino Cantate Domino (twice)

Omnis terra, sing and rejoice all the earth. 

Omnis terra, sing and rejoice all the earth.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Sing a new song, sing a new song.

Cantate Domino! Cantate! Sing a joyful new song!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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くじらになりたい (我想要成為鯨魚)

きらめく夜明けの水平線を

ななめにやぶいて空にいどむ

群青色の　くじらになりたい

サカナがヒトになるまでの

重たい時間をつれて

すべての海をひとつにむすぶ

そうしてうたう

生き物の涙を　集めた海で

生きることは　すばらしいとうたう

深い呼吸がおし出す風で

地球のも裏の森をふるわす

しずかな瞳の　くじらになりたい

ヒトが自分を見つけ出す

その日が来るのを待って

耳をすませて旅を続ける

そうしてうたう

思い出しながら　手放しながら

生きることは　かぎりないとうたう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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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大意】

閃耀黎明的地平線
傾斜著，似乎挑戰著天空

我想成為一條深藍色的鯨魚
慢慢地，慢慢地，直到魚變成人

在海洋裡融為一體
然後，我唱歌，再唱歌
在聚集了眼淚的大海中

歌唱著生活的美好

深呼吸吐氣推出去的風
撼動了地球另一邊的森林
我想成為一隻安靜的瞳鯨

靜靜地等待
人類發現我的那一天到來

仔細聆聽並繼續旅行著
然後，我唱歌，再唱歌

一邊回憶一邊離開
歌唱著生命永無止境
歌唱著生命無限美好

※感謝各演出團隊提供之樂曲解說及歌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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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節目預告
TNC「向前輩大師致敬~合唱篇」音樂會

TNC羅西尼《小莊嚴彌撒》
Rossini : Petite Messe Solennelle 

時間│2022.12.13 (二) 19:30
地點│臺北國家演奏廳
票價│300 500 800 1000
售票│OPENTIX (兩廳院售票系統)

指揮│林宣甫
鋼琴│張文馨
演唱│國立實驗合唱團（TNC）
曲目│國人合唱作品精選

時間│2022.12.27 (二) 19:30
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大劇院
票價│300 400 600 800 1000
售票│OPENTIX (兩廳院售票系統)

指揮│馬丁．謝貝斯塔 (Martin Schebesta)
獨唱│林玲慧、丁一憲……等
鋼琴│張文馨、李哲文
演唱│國立實驗合唱團（TNC）
曲目│羅西尼《小莊嚴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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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 粉絲專頁

886-2-23661141
taiwannationalchoir@gmail.com
http://www.taiwannationalchoir.tw/

國 立 實 驗 合 唱 團
Taiwan National Ch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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