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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珠淚閃爍
朗誦：向陽/小提琴：蘇顯達/演唱：吳文慧/鋼琴：溫賢咏

第一樂章：彼幾年，生活真艱苦

 奇異恩典組曲 演唱：吳文慧/鋼琴：溫賢咏

 農村曲 演唱：李筱峰/鋼琴：溫賢咏

詞：陳達儒 曲：蘇桐

 學習之路：學甲公學校校歌 演唱：蔡雨潔鄭鈺霖廖子淇/鋼琴：溫賢咏



第二樂章：食果子，拜樹頭

 思親吟 合唱：新韻合唱團/小提琴:蘇顯達/指揮：廖智慧/鋼琴: 陳膺惠

詞：許丕龍 曲：蕭泰然

 台灣文化協會會歌。台灣自治歌 演唱：李筱峰/鋼琴：溫賢咏

台灣文化協會會歌詞：蔣渭水 曲：一條慎三郎等 編曲：何嘉駒

台灣自治歌 詞：蔡培火(1925)   曲：蔡培火(1931)  編曲：何嘉駒

樂譜由蔣渭水文化基金會提供

 結婚進行曲 鋼琴：吳文慧

曲：華格納

（歇睏一下）



第三樂章：團結愛鄉土

 台灣新民報社歌 演唱：吳文慧/鋼琴：溫賢咏

詞曲：蔡培火

 台北市長吳三連頌歌 演唱：吳文慧+新韻小團/鋼琴：溫賢咏

詞：徐砥中 曲：郭曉鐘

 足跡：校歌大組拼 演唱：吳文慧/鋼琴：溫賢咏

（延平中學。天仁工商。南台科大。夏季學校 校歌）



第四樂章：一寡仔小故事

 馬蘭姑娘 簫：陳中申/鋼琴：溫賢咏

曲：盧靜之 編曲：陳中申

 秀才騎馬弄弄來 曲笛。歌唱：陳中申/小提琴：蘇顯達/鋼琴：溫賢咏

曲：施福珍 編曲：陳揚 配器：陳中申

 上美的花 演唱：廖智慧/鋼琴：王則閔

詞：東方白 曲：蕭泰然



終曲：

 伊是咱的寶貝 合唱：右武衛兒童合唱團/指揮：廖智慧/鋼琴：王則閔

詞曲：陳明章 編曲：萬益嘉

 快樂頌(台語版) 合唱：新韻合唱團 右武衛兒童合唱團

指揮：廖智慧/鋼琴：陳膺惠





朗誦 向 陽
向陽，本名林淇瀁，南投人，1955年。

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 曾任《自立晚

報》副刊主編、總編輯、總主筆、副社

長，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

究所教授，吳三連獎基金會秘書長。

著有詩集《十行集》、《亂》、《心事》

等；散文集《臉書帖》、《寫字年代：

台灣作家手稿故事》及兒童文學和學術

論著等五十種。 曾獲吳濁流新詩獎、

國家文藝獎、玉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

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金曲獎傳統藝

術類最佳作詞人獎。



小提琴 蘇顯達
蘇顯達畢業於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
院，獲最高級小提琴及室內樂獨奏
家文憑，師承謝霖（H. Szeryng）
與普雷（G. Poulet）。除國内各大
樂團外，亦曾與國外知名交響樂團
合作演出協奏曲，包括紐約愛樂室
內樂團、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與英
國室內樂團等。1995年獲得「十大
傑出青年」獎項。1999年灌錄的
「台灣情‧泰然心─蕭泰然小提琴作
品專輯」以及2001年的「古典台灣
風情─黃偟小提琴小品精選」CD，
分別獲得「最佳古典唱片」與「最
佳演奏人」金曲獎。2016年獲有
「民間國家文藝獎」之稱的吳三連
獎第39屆「藝術獎」之殊榮。

蘇顯達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
學院院長，並擔任台北愛樂管弦樂
團樂團首席，而自1996年開始主持
台北愛樂電台「迷人的小提琴世界」
節目迄今已20多年，深獲聽眾喜愛。



演唱 吳文慧

台南人。一個音樂藝術散播者與演
唱文化傳遞者、台灣文史學習幼幼
班、日本藝術歌曲學習幼幼班。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聲樂表演碩士。
回國後流浪過多所學校與單位：國
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系、國立實驗
合唱團、私立淡江高中音樂班、台
北市私立延平中學、復興中小學，
臺北市立信義國中，元開藝術經紀
公司，沛思文教基金會…。
從事獨唱、合唱、合唱指揮、音樂
教育、音樂行政等工作。
現兼任於北一女中，並為吳三連基
金會董事兼志工、聲樂家協會會員、
3482地區扶輪愛樂合唱團指揮。
早期多接觸西洋聲樂與音樂歷史，
現今思考以所學融入在地聲音結合
跨領域的多元發展，以推展台灣音
樂藝術為心願。



鋼琴 溫賢咏

高雄中學音樂班畢業，同年保送進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就讀師大音樂系與師大音研所演奏(唱)
組期間曾獲協奏曲比賽優勝與功學社
獎學金。
現為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音樂
教師、高中藝術生活學科中心研究教
師、板橋435駐村藝術家、五八樂團作
曲、鍵盤兼歌手。2018年作品〈我們
笑著走著〉獲旺旺孝親獎入圍，2012
年樂團作品〈蝶戀花〉獲漢光教育基
金會古典詩詞創作比賽新歡組狀元獎，
亦曾獲台灣合唱中心主辦之國際重唱
比賽最佳中文歌曲詮釋與金牌獎。



演唱 李筱峰
台南麻豆人。曾任雜誌主編 、報社主筆；
世新大學專任教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現為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著有《台灣戰後
初期的民意代表》、《台灣革命僧—林
秋梧》、《台灣民主運動40年》、《林
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解讀二
二八》、《快讀二二八》、《二二八消
失的台灣菁英》、《唐山看台灣—228事
件前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見證》、《戰後
台灣變遷史略》、《台灣歷史閱覽》、
《進出歷史》、《台灣史100件大事》、
《60分鐘快讀台灣史》、《台灣近現代
史論集》、《台灣史101問》、《以地名
認識台灣》、《台灣之「國」》等書。
另有政論集約10餘冊。



合唱 新韻合唱團

1982 年5月，「新韻合唱團」在邱碧玉團長奔走下正式成立，成立宗旨為認識合唱歌謠
之美、歌唱樂趣，提昇城鄉文化藝術氣質及生活品質並發揚本土文化與國際接軌。1998

年5月由原初的女聲三部轉型並提昇歌唱藝術層次，召募男團員而成立混聲四部合唱團，
目前擁有52位團員。目前指導老師兼指揮為音樂家廖智慧女高音，伴奏為陳膺惠老師。
在兩位老師悉心指導下屢創佳績，受各界好評，經常應邀參與各相關慶典節目與音樂活
動演出，每年並於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舉辦成果發表會。



鋼琴 陳膺惠

指揮 廖智慧
東海大學學士；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現為台北市
立教育大學)音樂藝術研究所碩士，主修聲樂。
以術科與學科總成績第一名畢業於東海大學音樂
系；並以極優異成績取得碩士學位。受呂泉生老
師邀請回榮星兒童合唱團任教，為其得意門生。
在校時曾榮獲台中市優秀青年表揚，有許多獨唱
演出經驗。於下營創立兒童合唱團，為鄉下地區
培育音樂種子與推廣合唱不餘遺力！
現為台南市新營區新韻合唱團指揮及下營區右武
衛兒童合唱團藝術總監兼指揮。亦為中華民國聲
樂家協會會員。

自幼由母親張碧瑛女士啟蒙學琴，經台南女中音樂班，
以第一志願甄試保送東吳大學音樂系；至東吳大學研究
所畢業，主修鋼琴。目前任教於遠東科技大學、長榮大
學、新民國小及南新國中音樂班。除教學外，亦從事鋼
琴合作藝術，並於2012年起鑽研手鐘，成為台灣稀有的
手鐘獨奏者，經常受邀演出、講座並教學。



簫 / 曲笛 陳中申

台中師專音樂組及東吳大學音樂系作曲組畢業。
10歲自學吹笛進入音樂世界，後來師承陳澄雄習西洋長笛，
賴德和、馬水龍、盧炎習作曲，徐頌仁、黃曉同習指揮。
1992-2004任臺北市立國樂團指揮，
2004-2011轉任教台南藝術大學。
2011後為自由音樂人，活躍於創作、笛簫演奏、改良及教學。
研發”陳氏半音笛”，獲台灣及中國專利，解決笛子半音問題。
1979以笛子演奏獲台視五燈獎五度五關，以簫演奏獲得全國
第一名。
1985以《笛篇》笛子獨奏專輯獲金鼎獎「最佳演奏獎」。
2005指揮臺北市立國樂團錄製《絲竹傳奇》CD，獲金曲獎
「最佳演奏獎」。
2006合唱曲”春天在哪兒呀”入圍金曲獎「最佳作曲獎」。
2012「秀才騎馬弄弄來」獲金曲獎「最佳民族音樂專輯獎」。
2017創作《扮仙》，獲臺灣唱片金曲獎「最佳作曲獎」
作品”雞同鴨講”、”數蛤蟆”，被選入臺灣及香港國小音
樂課本。
台語兒歌《紅田嬰》、國語兒歌《外婆橋》CD、合唱曲
《永遠的楊喚》專輯都獲得金曲獎得獎及入圍的肯定

1992榮獲臺灣十大傑出青年。



合唱 右武衛兒童合唱團

右武衛兒童合唱團於2004年10
月創立於台南市下營區，乃招集
台南市下營、新營、麻豆及週邊
地區愛好唱歌的兒童所組成，由
曾昆雲先生提供場地、廖智慧老
師義務教學，家長義工協助共同
經營。

「右武衛」是合唱團所在地
的古地名，乃明鄭時期鄭成功部
屬劉國軒將軍屯田之處。合唱團
以所在地之古聚落命名，除了地
緣關係外，亦有緬懷先人、重視
鄉土歷史之意。

鋼琴 王則閔

畢業於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期間曾擔任音樂
系合唱團鋼琴伴奏，學校協奏曲比賽獲得最佳伴奏獎；
2009年舉辦Duet狂想音樂會、2010年舉辦個人鋼琴獨
奏會。2013年畢業於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
研究所， 2012年甄選獲得韓國鋼琴合作藝術協會【優
秀新人音樂會】演出機會。曾任麻豆國小、安業國小
音樂教師，並於2011年進入右武衛兒童合唱團迄今。





序曲

掀起彼本舊相簿 輕聲細說 我的感謝
你就是 你就是 佇我心肝 不時鼓勵我的彼個人

無論是好天 抑是落雨眠 攏會想著你的笑容
記持雖然漸漸的退色
仝款會佇 夢中揣 醒來的彼時 珠淚閃爍

對天頂第一粒星來祈禱 這是我定定會做的代誌
黃昏的時擇 頭看天 規個心肝 攏是地揣你

無論是悲傷 抑是心情歡喜 數念你的笑容
佇你的所在 若會通看著我
我相信 總有一工 咱會佇你的所在來相見

無論是好天 抑是落雨眠 攏會想著你的笑容
記持雖然漸漸的退色
孤單愈久 思慕愈深 對你的數念 珠淚閃爍

想欲見你 想欲見你 對你的數念 珠淚閃爍

珠淚閃爍
詞：向陽 曲：BEGIN

朗誦：向 陽

小提琴：蘇顯達

演唱：吳文慧

鋼琴：溫賢咏

原曲調為沖繩風格的創作名曲
〈涙そうそう〉(淚光閃閃)，旋
律優美迷人。女高音吳文慧於
2015年委請詩人向陽改填台語歌
詞，並於「思念的顏色沙龍音樂
會」演唱以紀念父親吳逸民先生。
台語版歌詞平實而深刻，語韻自
然入樂，娓娓道來思念親人的心
像。今逢吳三連120歲紀念之故
事音樂會，特以此曲追思親愛的
阿公吳三連先生。（吳文慧）



第一樂章 彼幾年 生活真艱苦

奇異恩典組曲
演唱：吳文慧
鋼琴：溫賢咏

我毋知明日會怎樣
主𤆬(帶) 路，我免擔憂
我無求逐日好日光
有時陣烏暗僫當

奇妙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得到赦免
前我失迷 今被歸回
青瞑得到看見

主大恩典 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得主恩惠
真是何等寶貴

三連先生的父親吳徙在50歲左右時得到
瘧疾病危，但在一場大汗後奇蹟痊癒，
並說在彌留中遇見過世的長輩說：「回
去，你還要替吳家生一個貴子。」三年
後，吳徙家又誕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
子就是吳三連先生（原名「三年」，但
欠雅而改為「三連」）。此時三連先生
的母親已經40多歲，那個時代40歲生孩
子是很稀奇的事，真是奇異的恩典哪。



第一樂章

農村曲
演唱：李筱峰
鋼琴：溫賢咏詞：陳達儒 曲：蘇桐

透早就出門 天色漸漸光
受苦無人問 行到田中央
行到田中央 為著顧三當
顧三當 不驚田水冷酸酸

炎天赤日頭 悽慘日中罩
有時踏水車 有時著搔草
希望好日後 每日巡田頭
巡田頭 不驚嘴乾汗那流

日頭若落山 功課才有煞
有時歸身汗 忍著寒抑熱
希望好年後 稻仔快快大
快快大 阮的生活就快活

三連先生的回憶錄中寫道：「一家人既都外出，
留在家裡的我，便形同孤兒。我母親因為趕豬
到郊外，必須花一整天的功夫才能把豬餵飽，
因此抓一把番薯籤，託鄰居在做午飯時順便幫
著煮煮，工我充飢。有時沒有了這兩碗番薯籤，
我便餓著肚子，撐過整個下午。穿著一件破棉
襖，迎著刺骨的北風，獨自一人站在村莊東邊
岸上，焦急地企盼母親的歸來，是我至今對淒
涼童年最深刻的記憶。」

這樣悽慘的童年農村生活，有一首歌……



第一樂章

學習之路：學甲公學校校歌 演唱：蔡雨潔 鄭鈺霖 廖子淇
鋼琴：溫賢咏

三連先生幼年家境清寒，曾在蕭壟（佳里）教會學習讚美詩及聖歌，並在私
塾中學習漢文。13歲時進入學甲公學校（今：學甲國小），每天要走十里路
上學「每逢大雨，河川氾濫，只好把書包頂在頭上涉水渡河其辛苦可知」
（八十春秋P13，吳金川）。

瑞穂黄金の花と咲く （如瑞穗黃金色的花開一般）
沃野を示めて學甲の （學甲所在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其の名も知ぬき學舍に （這個名字我深知是學舍的名字）
学ぶ我等は幸いかに （在這裡求學的我們也感到榮譽）

御民我等の致すらに （天皇子民我等）
恩師の教え忘れずに （恩師的教誨不會忘記）
邑町共に弥栄に （與村庄街町共同繁榮）
学ぶ我等は誉なり （在這裡求學的我們也感到榮譽）

明治三十九年の （在明治三十九年）
御代の恵を有り難み （感受天皇賜予的恩惠）
大詔のり畏みて （對天皇的詔敕感到敬慎）
学ぶ我等の我が母校 （這就是在這裡求學的我們的母校）



思親吟
詞：許丕龍 曲：蕭泰然

合唱：新韻合唱團
小提琴：蘇顯達
指揮：廖智慧
鋼琴：陳膺惠

樹木田園永青翠

蕃薯寶島米歸堆

雞鳥吟詩鴨戲水

厝前貓叫狗也吠

朋友弟兄蓋古錐

士農工商各有為

隔洋兩地遙相對

思念骨肉空吐氣

第二樂章：食果子 拜樹頭

1919年，三連先生獲得板橋林熊徵先
生獎學金（補助成績優良但家境清寒
者）赴日留學，進入東京高商預科，
但其間卻遭遇父親過世無法為台奔喪。
身處日本內地，更是加深思念家人及
故鄉的心情。

「艱苦出身的我，六十年前因有林熊
徵先生獎學金的幫助，才能留學日本，
完成教育，終生念念不忘。我這些年
來，我負責幾個學校和幾個獎學金，
也是推己及人的意思。今後有生之年，
希望多盡一點力培育青年，多做一些
有益社會的事業。
(八十大壽話家常‧述感想, 未刊手稿，
「吳三連紀念室」藏，1978年)」



台灣文化協會會歌

我等都是亞細亞 黃色的人種

介在漢族一血脈 日本的百姓

所以天降大使命 囑咱緊實行

發達文化振道德 造就此才能

欲謀東洋永和平 中日要親善

我等需當做連鎖 和睦此弟兄

糾合東亞諸民族 締結大同盟

啟發文明比西洋 兩兩得並行

可免黃白起戰爭 世界就和平

我等一舉天下利 豈可自暴棄

但願最後完使命 樂為世界人

世界人類萬萬歲 台灣名譽馨

詞：蔣渭水 曲：一條慎三郎 編曲：何嘉駒

樂譜由蔣渭水文化基金會提供

演唱：李筱峰
鋼琴：溫賢咏

1921 年 10 月文化協會正式成立，成
立前一個月的 9 月 21 日，發起人之
一的蔣渭水寫了封信給林獻堂，報告
各地同志加入的情形，信件中附上一
首自創歌詞—〈台灣文化協會會歌〉。
由於這封信留存了下來，這首歌也就
成為現存歷史文獻中最早的社會運動
歌曲。
「台灣是握有世界和平第一道開口

的鑰匙。」蔣渭水曾以這句話期許同
胞；會歌的「我等一舉天下利」，是
以台灣人謀合世界和平為天降大使命，
從台灣人出發以當世界人為目標，位
於東亞的台灣可以作為中國與日本和
平的中介，足見1920年代的自覺運動，
格局和視野是很寬廣的。



台灣自治歌

蓬萊美島真可愛 祖先基業在

田園阮開樹阮種 勞苦代過代

著理解 著理解

阮是開拓者 毋是憨奴才

台灣全島緊自治 公事阮掌是應該

玉山崇高蓋扶桑 我們意氣揚

通身熱烈愛鄉血 豈怕強權旺

誰阻擋 誰阻擋

齊起倡自治 同聲直標榜

百般義務咱著盡 自治權利應當享

詞：蔡培火（1925）曲：蔡培火（1931）編曲：何嘉駒

樂譜由蔣渭水文化基金會提供
演唱：李筱峰
鋼琴：溫賢咏

這是由蔡培火因治警事件入獄在台南
監獄寫下，充分表達其對台灣民族政
治的情懷。無論是歌曲名稱或是詞曲
內容，都充分展現出台灣議會請願運
動，及其個人對追求台灣自治的訴求
與決心，也充分展現了當時知識分子
與台灣社會的進步思想。

歌詞強調台灣人代代在這塊土地上的
耕耘與建設，應該找回治理自己的主
動權，此外，並以「百般義務咱都盡，
自治權利應當享」，引入自由、民主、
法治等現代思想，強調台灣人盡了所
有大日本帝國公民應盡的義務，理當
也享有地方自治的權利。



結婚進行曲
曲：華格納 鋼琴：吳文慧

1925年，三連先生自東京商科大
學畢業後，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
擔任記者，是日本第一個台灣人
記者。1927年，經由蔡培火的介
紹，與台南米商李兆偉之女結婚，
結婚4天後就回到日本工作崗位。
而三連先生當年結婚的場所，就
是今天音樂會的舉辦場地—

台南公會堂。



台灣新民報社歌
詞曲：蔡培火

演唱：吳文慧
鋼琴：溫賢咏

第三樂章 團結愛鄉土

黑潮澎湃 惡氣漫天 強暴橫行 莫敢言
賴有志 奮起當先 開筆戰 解倒懸
光榮哉 言論先鞭 台灣青年
光榮哉 言論先鞭 台灣青年
民報 民報 新民報 作你前驅 台灣青年

高聲玉峰 屹立亞東 先鄉美島 太平洋
望大家 放開眼眶 共勇往 策大同
崇高哉 我報理想 民權擴張
崇高哉 我報理想 民權擴張
民報 民報 新民報 筆戰陣中 道遠任重

我報社友 筆陣貔貅 公義掃地 年已久
願吾儕 同心攜手 盡天職 勿遲留
和樂哉 我報社友 筆陣貔貅
民報 民報 新民報 全社一心 力爭自由

1932年，三連先生受林獻堂、蔡培
火之邀，回台協助編輯《台灣新民
報》。1933年擔任《台灣新民報》
東京支局長。
《台灣新民報》引介各類文明思想
及新知識，積極支持文化啟蒙，鼓
勵台灣人勇於爭取自己的權益，並
批評總督府各項不當政策，真實反
映台灣民眾的心聲，代表民意，要
求民權，擁護民生，執不屈不撓之
筆，抱任勞任怨之心，這是我們自
創刊以來，始終一貫，絲毫沒有改
變的根本精神…。」。真不愧是台
灣人唯一的喉舌。



台北市長吳三連頌歌
詞：徐砥中 曲：郭曉鐘

演唱：吳文慧 新韻小團
鋼琴：溫賢咏

第三樂章

倡道民權幾十秋 選賢首創在瀛洲

時和庶績威熙盛 政肅邦興真自由

百代仁風知勁草 萬方德澤布新猷

功成望厚人咸仰 乾卜三連得勝籌

1947年，三連先生就以全
國最高票當選第1屆國大
代表。1951年在當選第1

屆民選台北市長。倡導民
主選舉幾十年，選賢與能
終於在自由寶島實現。



足跡：校歌大組拼
演唱：吳文慧
鋼琴：溫賢咏

第三樂章

（一）台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詞：粟耘 曲：魏士文

延平郡王鄭成功
我校精神法其風
承先啟後先生志
誠正勤樸學子崇

立足在鄉園
放眼是大千
延平 延平 延平
杏壇有延平
麗日正當中
麗日正當中

（二）私立天仁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詞：常輯成 曲：高深池

悠久北門嶼豐饒學甲鄰
鯤波遙望海天長
杏壇放異彩 蓬島耀光芒
天仁黌府習工商
絃歌不輟 奮發圖強 昂首六合
振翼八荒 建設祖國 協和萬邦
為世界共榮努力 為人類創造康莊



足跡：校歌大組拼
演唱：吳文慧
鋼琴：溫賢咏

第三樂章

（三）南台科技大學
詞：辛文炳 曲：辛永秀

赤崁城邊樂育英才
造福社會建設國家
學術技術都發揚
春風化雨滿天下
南台! 南台! 您的氣勢磅礡
南台! 南台! 您的光芒四射

（四）夏季學校
詞：向陽 曲：吳文慧

佇歷史的坎站
咱看見百年前的台灣
有一群勇士
佇暗暝挑戰強權
(亻因)拍開天光
毋驚風雨、赤日佮冰霜
同胞著團結、文化愛重建
走揣台灣新方向
百年後的這時
咱綴著(亻因)點的火葩
成做新勇士
追隨(亻因)的腳跡
牽手為台灣
毋驚打擊、阻礙佮關卡
只求烏雲散、日頭爬上山
起造台灣新國家



馬蘭姑娘
簫：陳中申

鋼琴：溫賢咏曲：盧靜之 編曲：陳中申

第四樂章 一寡仔小故事

「阿公是頭港人，自稱是草地人，對於能娶到阿嬤這個「府城大小姐」一直感
恩在心很惜福。阿嬤晚年得了巴金氏症，臥床8年，後來漸漸不能言語。但阿
公每天，一定到床邊跟阿媽問安：「媽媽我要出門了，媽媽我回來了，媽媽今
天暗時有應酬無法準時回家陪你…」在我看來不太浪漫的阿公，這個舉動很浪
漫。(吳文慧)
馬蘭姑娘本曲，是由阿美族歌手盧靜之作詞作曲。歌詞中宣示了對愛情的執著
及義無反顧的決心。讓我們想起三連先生對老伴不離不棄的堅貞愛情。

父母親大人呀！請同意我倆的婚事吧！
我倆情投意合，愛情已如山高水長般永不移。
我倆的婚事若未蒙允許，我將躺在鐵軌上，
讓火車碾成三節，也在所不惜的



秀才騎馬弄弄來 曲笛 歌唱：陳中申
小提琴：蘇顯達
鋼琴：溫賢咏

第四樂章

曲：施福珍 編曲；陳揚 配器：陳中申

秀才 秀才 騎馬弄弄來

在馬頂跋落來 跋一下真厲害

嘴齒痛 糊下頦 目睛痛 糊目梅

腹肚痛 糊肚臍 嘿 真厲害

這是由彰化著名台語兒歌作曲家施福珍
教授創作的一首有趣的兒歌，歌詞中的
秀才很有毅力，騎馬不怕摔。

而三連先生晚年曾三度中風，仍然很有
毅力的做復健，在醫院裡綁著沙包走，
出院後也會每天定時復健，每個周末還
會有兒孫陪伴到中正紀念堂散步。
戒菸也很有毅力，抽了幾年的菸，說戒
就戒。



上美的花

第四樂章

詞：東方白 曲：蕭泰然
演唱：廖智慧
鋼琴：王則閔

上美的花 請問你
上美的花 開在哪

我愛伊 永遠未斂
我愛伊 永遠未謝

我愛伊 永遠清香
我愛伊 永遠美麗

我聽見花偷偷的跟我講

我沒開在ROCKY  
我沒開在Canyon
我孤開在你心中
妳日夜思念的故鄉

上美的花

……對子女嚴，飯粒掉了要撿起來吃……每個人
都吃完飯才能離位……高中畢業前不可看電
影……

……每次家族聚在一起吃飯，只要桌上有好料，
阿公一定會這樣說：「阿公細漢的時候，沒有白
飯可以吃，只能吃番薯籤……」當時覺得有點煩，
因為每次都講一樣的話。現在懂了，那是一種怕
小孩不懂珍惜的擔憂，很後悔那時不懂事，想坐
時光機回去聽阿公再講一遍。

因此，第四樂章最後一首歌，廖智慧老師選了這
首蕭泰然老師的作品—「上美的花」



伊是咱的寶貝

終曲

詞曲：陳明章 編曲：萬益嘉

合唱：右武衛兒童合唱團
指揮：廖智慧
鋼琴：王則閔

一蕊花 生落地 爸爸媽媽 疼尚多
風若吹 要蓋被 不通給伊墜落黑暗地
未開的花需要你我的關心
給伊一片生長的土地
手牽手 心連心 咱站作伙
伊是咱的寶貝

一蕊花 生落地 爸爸媽媽疼尚多
風若吹 要蓋被 不通給伊墜落黑暗地
未開的花需要你我的關心
給伊一片生長的土地
手牽手 心連心 咱站作伙
伊是咱的寶貝

本曲原是陳明章為「拯救雛妓」
活動所寫的歌。在2004年二二
八手牽手護台灣活動中成為主
題曲，從此成為許多政治與社
會運動廣泛傳唱的歌曲，「伊
是咱的寶貝」象徵台灣這片土
地是我們的寶貝，需要被呵護
與疼惜。



快樂頌

終曲

詞：向陽 曲：貝多芬

合唱：新韻合唱團
右武衛兒童合唱團

指揮：廖智慧
鋼琴：王則閔

心情快樂 樂暢歡喜 迎接咱的新時代

你我牽手 佇遮作伙 大家攏嘛笑咳咳

四百年來 你我祖先 佇這個所在來企起

無論先到 抑是後來 攏是姊妹佮兄弟

花香水甜 四季如春 大海廣闊山誠靈

鬧熱街市 美麗田園 認真拍拼好前程

社會和諧 國家安定 街頭巷尾相借問

也有敬疼 也有感恩 咱的人生大光明



演出工作團隊

製作統籌：吳三連台灣台灣史料基金會

舞台監督：洪小詠

舞台行政人員：李彩雲，詹景雯，蔡晴，顏采庭

活動組長：李采樺

燈光：陳春生（百歌燈光音響）

音響：陳俊杰（百歌燈光音響）

視訊：陳澤民（百歌燈光音響）

攝影：郭耀宗



勞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