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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函 

 
 
各位學界先進們， 

 這是來自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暨研究所的邀請，誠摯邀約您在 2014 年的

5 月 14、15 日親臨本校，在學術精英薈萃的「2014 台灣當代音樂生態學術論壇」

中，與來自國內不同類型音樂職場與教學環境中的音樂工作者、教師、學子們，

分享您在專業領域中寶貴的研究心得或是實務經驗。 

國立嘉義大學是在民國八十九年由迄今已分別有 57及95年歷史的國立嘉義

師範學院以及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兩校整合而成，結合藝術人文以及自然科學的學

科屬性，成就了雲嘉地區最具歷史與規模的綜合大學，也是台灣近幾十年來大學

校院整合成功的首例與典範。脫胎於融合、淬礪後的學院體質，國立嘉義大學音

樂學系暨研究所立足於前人所耕耘的沃土，更自覺肩負著開創雲嘉地區音樂文化

新貌之重責大任。自 2009 年至 2011 年，本系所連續三年辦理「音樂藝術與文化

創意產業研討會」，廣邀相關議題之研究者與專業人員，從各個面向提出思考和

反省，並進一步探究「文化、音樂、藝術」的能量與產值。 

2012 年，嘉大音樂學系暨研究所擴大辦理「2012 台灣當代音樂生態國際學

術論壇」，薈萃全國各個領域之音樂專才於一堂，經由此一全國性音樂資訊交流

的平台，一方面邀請產、官、學三方面的專家共同討論當前音樂教育的重點議題

(音樂實驗班專業教育以及藝術與人文統整教育的實務應用面向)，另一方面，希

望藉此啟發學生能以更靈活且貼近現況的視野，規劃個人畢業後的職場生涯，以

提升其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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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入 2014 年，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2014 台灣當代音樂生態學術論壇」進

一步擴大學術視野，以「立足傳統·展望現代」為題，除了廣徵學術與實務界的

專家蒞臨發表研究及工作成果，更進一步建立與民間口述傳統之表演團體的互動

關係，邀請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以及台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的部落耆老們

參與論壇的演出示範，期望藉由更開闊的學術視野來映照出台灣當今音樂生態多

元化的樣貌，更讓台灣樂壇的創作者、教育者以及學子們，有機會更深入且廣泛

地從自身土地的傳統音樂養分中，汲取到更多的創作語彙和靈感，並真切認識

到，在此趨向地球村的時代背景中，愈走向自己的傳統，就將累積更多走向國際

化以及現代性的文化資產和創作能量。 
 
在與您分享了舉辦本學術論壇的緣起與願景之後，再次誠懇邀請您加入

「2014 台灣當代音樂生態學術論壇」的行列，您的賜稿與出席（活動詳情與報

名方式請參考附件），將為今年度的學術對話增添不同的視角與內涵！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暨研究所 
「2014 台灣當代音樂生態學術論壇」 

籌備會主席─劉榮義 教授 
主任委員—趙恆振 副教授 
執行委員─曾毓芬 副教授 

 
 
        敬邀 
        2014.4.1 

 

 

 
Ps.親愛的論文發表學者，提醒您，論文繳交時程如下： 

1. 發表稿件全文繳交時間: 2014 年 04 月 15 日（論文約 10,000 字；專題討

論約 1,500 字） 

2. 會議當天簡報投影片傳送截止時間：2014 年 05 月 05 日（論文發表 20 分鐘；

專題討論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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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台灣當代音樂生態學術論壇」議程規劃 
 

第一天議程 
 

時間：2014.5.14 (三) 

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文薈廳 

 
時間 主題 主講人/發表人 主持人 

08：00~08：30 報到 

08：30~08：50 

開幕式 

 
開幕演出 

＜嘉義大學音樂系爵士樂團＞ 
（指導老師／魏廣皓） 

 
國立嘉義大學 
邱義源 校長 

 

劉榮義  
國立嘉義大學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08：50~09：50 
第一場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Music as a Tool for Social 
Change in Three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Venezuela, Colombia and 
Brazil" 

音樂在三個拉丁美洲國家做為

社會改變的工具--委內瑞拉、

哥倫比亞與巴西 

 
Dr.Russell Guyver 

Director of Orchestra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美國北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教授暨管弦樂團指揮 
 

張俊賢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教授 

09：50~10：10 茶敘 

10：10~12：00 
第二場 

專題討論 

Panel Discussion 

 

台灣當代音樂表演藝術的 

過去、現在與展望 

—立足傳統·展望現代 

發表人: 

劉榮義-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 

       院院長 

劉富美-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 

       義大利和南斯拉夫國際鋼    

       琴大賽四次評審 

       高雄市音樂教育學會第 

       一、二、七屆理事長 

馬彼得-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國小校 

       長 

曾毓芬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副教授 
 

~ 3 ~ 
 



丁嘉种-功學社音樂中心音教發  

       展課副理 

張致遠-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小提琴  

       手 

蘇子茵-古典跨界小提琴家 

＊（每人發表 15 分鐘，之後進行

20 分鐘的綜合討論）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第三場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爵士類課程對音樂系未來轉型

之關係與探討 

 

 

可以改動作曲家的圓滑線

嗎? 

魏廣皓  

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學系助理教授 

 

吳昭良 

ＮＴＳＯ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小提琴演奏家 

趙恆振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副教授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10 
第四場 

論文發表＊ 
Oral Presentation  

《台灣璇音雅集：一個「想像

的美學共同體」的論述》 

 
《一場向歷史記憶探尋的實作

旅程──布農族明德部落的木

杵製作與杵音演奏紀實》 

<音樂示範：南投縣信義鄉布

農文化協會> 

莊效文  
真理大學音樂系專任助

理教授  

 
曾毓芬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副教授 

艾嘉洋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講師 

＊（每人發表 20 分鐘，10
分鐘現場提問） 

陳虹苓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副教授 

 

16：10~16：20 中場休息 

16：20~17：00 

 

跨界創作的心路歷程 

侯勇光  

ＮＳＯ國家交響樂團小提琴

演奏家 

2010 金曲獎流行音樂作品

演奏類最佳作曲獎 

 
趙恆振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副教授 

 

17:10~18:30 餐會及音樂饗宴 音樂饗宴演出內容請參閱下列說明 

~ 4 ~ 
 



第二天議程 
 

時間：2014.5.15 (四) 

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時間 主題 主講人/發表人 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 

9：20~10：50 
第五場 

論文發表＊ 
Oral Presentation 

探討二十世紀當代作曲家李

伯曼之鋼琴作品風格-以《四

個幽靈，作品十七》及《石

像鬼，作品二十九》為例 

 
雅納傑克鋼琴曲集《荒草漫

部的小徑》第一集之語音旋

律與作品特色 

 
 
客家流行音樂在地文創經營

方式之研究 

鄭詩璇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研究所

研究生 
［指導教授：丁心茹］ 

 
侯千慈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研究所

研究生 
［指導教授：丁心茹］ 

 
許鼎興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 
［指導教授：陳運星］ 

＊（每人發表 20 分鐘，10
分鐘現場提問） 

 
趙恆振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副教授 

  
 

10：50~11：00 中場休息 

11：00~12：00 
第六場 

論文發表＊ 
Oral Presentation  

<現代人聲清唱> 

(Contemporary A Cappella) 
的發展探討-以『歐開合唱團』

為例 

 
羅西尼－〈我靜默地悲嘆〉

的前世今生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 
助理教授 

<音樂示範>  

泰雅族 O-Kai(歐開)人聲樂團 

 

藍麗秋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系

研究所 副教授 

陳虹苓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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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第七場 

音樂工作坊 

Music Workshop 
 

「泰雅族的歷史跫音－非物

質文化遺產 Lmuhaw 史詩與

口簧琴樂舞」工作坊 

 

論文發表:鄭光博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

所博士候選人 
與談人： 阿棟.優帕司 

<音樂示範耆老> 
阿棟.優帕司（新竹） 

林明福（桃園） 

      曾毓芬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副教授 

 

 

14：30~14：50 茶敘 

14：50~16：20 
第八場 

論文發表＊ 
Oral Presentation 

 
電腦科技在音樂創作中之應

用 

 
混聲無伴奏合唱曲《人造衛

星之夢》之創作解析 

 
 
傳統音樂對我創作的啟示 

 

陳應龍 
國立開南大學 

      專任助理教授 

 
陳宜貞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助理

教授 

 
張瓊櫻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作曲博

士 

張俊賢 
國立嘉義大學 
音樂學系 教授 

 

16：20~16：5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劉榮義   教授 

趙恆振 副教授 

張俊賢   教授 

陳虹苓 副教授 

曾毓芬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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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音樂饗宴節及音樂工作坊內容介紹 
時間：2014.05.14/ 17:10~18:30 

地點：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前廣場 
 

【會後音樂饗宴】 
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lileh 之聲布農族傳統音樂合唱團」 
 [現場導聆／曾毓芬] 
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正式成立於 1999年 11月，其後更進一步為了文化傳承的展

演而正式成立「lileh 之聲布農族傳統音樂合唱團」。該合唱團成員皆為信義鄉明德社區

布農族人，展演的重點不在華麗的歌舞或炫耀的樂章，而是表現來自高山最原始的聲

音。 
「Lileh」乃是現在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布農族之舊部落名稱，其字義實為一種植物名，

漢名為「菅蓁」，在早先的年代蔓佈於部落的山頭，是當地居民在生活中應用相當廣泛

的一種植物，本合唱團以此為名，除取其生命力旺盛之意，更表現出合唱音樂在布農

族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lileh 之聲布農族傳統音樂合唱團」以演唱布農族傳統祭歌與生活歌謠為主，其中尤以

《pasibutbut 祈禱小米豐收歌》為最主要的曲目。民國九十九年，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

化協會獲得行政院文建會 99 年度指定為「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團體」，成為布農族

pasibutbut 的重點保存團體。 
在本場演出中，「lileh 之聲布農族傳統音樂合唱團」將藉由布農族的杵音合奏以及合音

歌唱，傳遞出布農族最道地的聲音以及傳統情境。 

 
嘉義大學音樂系弦樂團 
[指導老師／張致遠] 
嘉義大學音樂系弦樂團，團風充滿了活力、熱情與創意的特質，平時訓練過程則是紀

律嚴謹，並於每場音樂會中呈現各種曲風及各式嶄新的弦樂作品。在過去十年來多次

與各級機關、學校合作進行弦樂團演奏活動。嘉大弦樂團在歷任的張俊賢老師、趙恆

振老師、王意權老師及目前為新生代極為傑出之年輕指揮家張致遠老師的積極推動下

得到各界一致的肯定與極佳的評價。今天的演出，將帶來許多經典的弦樂團曲目，請大

家盡情欣賞。 

 
嘉大爵士樂團經典爵士音樂選粹 
[指導老師／魏廣皓] 
嘉大爵士樂團為全過大專院校音樂系首創之爵士樂團，由國內知名爵士小號手魏廣皓老

師擔任音樂總監。至今曾受邀至「民雄文藝季歲末音樂會」擔任壓軸、09 年 5 月榮幸邀

請到「台灣鼓王」黃瑞豐老師與樂團共同巡迴演出、10 月受邀參與「台中爵士音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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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許多爵士好手與團體同台。12 月於嘉義管樂節系列活動中邀請到國際知名的「V.J.O」

爵士樂團給予本團交流指導，並於管樂節中與來自美國的類人樂團交流演出。演奏精

緻度已有職業水準，並獲得各界一致的肯定與極佳的評價。我們期待樂團持續蛻變，

並以民雄為中心向外推廣，成為大學音樂系樂團中極少的爵士樂團代表。 

 
嘉大年度音樂劇《南太平洋 South Pacific》選粹 
[指導老師／張得恩] 
音樂劇一直是嘉義大學音樂系深具特色的重要活動之一。本系每年推出一部經典劇

作，已上演過《花木蘭》、《羅蘭海岸》、《美麗世界》、《奧拉荷馬》、《吻我吧，

凱特！》、《憨第德》、《真善美》、《美女與野獸》、《查理布朗是個好人》、《鐵

達尼號》等名劇。從 2010 起，本系聘請國內新生代聲樂演唱家張得恩擔任導演，並推

出《美女與野獸》劇碼，獲得熱烈迴響! 今年更盛大公演知名百老匯音樂劇《南太平洋

South Pacific》，希望能將美國百老匯的經典音樂劇搬到嘉義來讓大眾欣賞也藉此達到

推廣藝文的最終意義。 

 
 

【音樂工作坊】 
「泰雅族的歷史跫音－非物質文化遺產 Lmuhaw 史詩與口簧琴樂舞」工作坊 
 
隨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正式成立，我國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各式有形與無形

文化資產的保存概念，循序漸進地進行傳統文化的保存與補助計畫．本次論壇所邀請

的團體中，除了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已獲得文化部指定為布農族「重要傳統藝術

保存者╱團體」，在泰雅族境內，包括泰雅古謠在內，共有 22 項傳統藝術也受到《文

資法》保護，並展開全面普查和記錄，其中，林明福正式被指定為國家級的「重要傳統

藝術保存者╱團體」，而台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也經由學者評定，正式由新竹縣文化局

登錄為縣級的保存團體。 

 
(１)林明福 
文化部選為人間國寶的泰雅族耆老林明福，1933 年出生，是國內碩果僅存能完整傳唱

泰雅族古謠的耆老之一。泰雅族社會沒有文字書寫傳統，因此族群歷史記憶和文化傳

承只靠祖先代代流傳下來的歌謠傳唱，稱作「Lmuhuw」，字面直譯有「穿、引」之意，

象徵特定的言說、傳唱方式。隨著時代改變，泰雅族的口述與口唱史詩傳統逐漸消

失，目前僅不到 10 位耆老有傳唱能力，但大多也只能吟唱「mcial（即興創作）」，唯獨

林明福能完整唱出「Msgamil（尋根）」，即族群遷移史過程。因此，文化部特別指定他

為人間國寶與傳統表演藝術保存者，並以《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泰雅古謠為傳統表演

藝術類項，予以保護，邀請林明福進行4年的傳習計畫，培育新血加入口述傳統工作。

林明福精通日語、閩南語、泰雅古語與羅馬拼音。10 多年前他開始展開田野調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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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羅馬拼音方式記錄耆老傳唱的古謠；同時，他從小就從祖父、父親習得古謠，

可說是目前泰雅族中，對泰雅古謠最為熟稔之人。文化部啟動的「口述傳統」文化資產

普查計畫，包括泰雅古謠在內，共有 22 項傳統藝術受到《文資法》保護，並展開全面

普查和記錄。 

 
(２)台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阿棟•優帕司、鄭光博 
新竹縣政府於 2012.12.12 公告登錄「泰雅族 Lmuhuw 吟唱」為傳統藝術，而獲得提報之

技藝保存團體則是台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台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戮力召聚請益現居

新竹縣內尖石鄉、五峰鄉、關西鎮之泰雅族耆老，目前協會內有設籍尖石鄉內之鍾興

定、李新光、溫俊泉、阿棟‧優帕司、曾作振等擅吟唱者。期待透過研究、傳習於文

化及族語能力急遽變遷與衰退的今日，能將此珍貴文化永續傳承。 
傳統泰雅族社會原無文字書寫的傳統，因此對於社群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承媒介，便

是以祖先所流傳下來的語言，透過口語敘述或歌謠吟唱的方式來進行。Lmuhuw此一結

合泰雅口語藝術、文化習俗、祖訓規範、遷徙歷史、生態環境知識、…等面向的傳統

智慧結晶實彌足珍貴，而 Lmuhuw Msgamil 透過吟唱所體現的，是泰雅語言智慧的結

晶，亦是口傳文學與歷史記憶的寶藏，歌詞中出現的人名及地名，顯示出祖先源流、

部落遷徙與族群系統間之關係，亦突顯孕育部落生活、語言、文化及我群認同的空

間，勾勒描繪出民族賴以生存的傳統領域。遷徙路線其所代表的，不僅只是「行」的意

義，透過婚姻之締結及親族之往來，不同地域之物資得以流通交易，進而促進人群間

之互動及網絡之聯繫。這種種歷史過程，亦是構成泰雅族共同體意識不可或缺的內在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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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報名表 

個人資訊 

姓    名          

性    別  

單    位  

職    稱  

身分證字號 

(報公務人員時數

用，如不需要可免

填)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飲食要求  
□ 16 日        □葷食     □素食 

□ 17 日        □葷食     □素食 

是否搭乘

接駁車      是□(嘉義市火車站□ 高鐵站□)     否□ 

備註  

* 本表填妥後請於 2012 年 04 月 30 日前，以下列方式傳送報名： 

（1）郵寄：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    收 

（2）傳真：(05)2266504 

（3）E-mail：ncyu_music@yahoo.com.tw 

       (收到報名資料後，本論壇將給予正式確認回覆，才視為完成報名  

       手續。報名人數上限 120 人，額滿即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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