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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 

曾經聽過一種聲音 

閉上眼 

便看見山 看見水 找到心中失落已久的故鄉 

 

 

原聲教育計畫 

勾勒每一張臉上最真的笑容 

傳唱每個人心中最美的聲音 

 

 

請聽 

 

 

你會聽見玉山正在唱歌 

也會聽見屬於你自己的      原   聲 

 

 

 
 



  
- 2 - 
 
 
 
 
 
 
 

1 序
2 目錄 
4 關於原聲 
5 感恩篇 
6 大會議程 
7 會員名錄 

  
會務報告 

8 2013 年監察報告書 

9 2013 年支出百分比 
10 2013 年工作報告 

23 2013 年工作紀事 

34 2014 年工作計畫 

37 2014 年收支預算表 

39 2014 年工作人員待遇表 

40 2014 年行事曆 

  
校務報告 

42 2014 年樹谷園區冬令營活動計畫 

44 2014 年參加會員大會行程 

46 2015 年受邀演唱原則 

  
訪美特輯 

48 誌謝 

49 活動計畫 

55 行前記者會 

58 籌備委員會 

59 演出的話 

61 訪美日誌 

67 影像紀錄 

118 心得分享—師長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2013年報 

Vox Nativa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2013 

發行人 阿貫(Akuan) 

編輯 阿貫 

視覺設計 宗佑 

攝影 呂克勝(小呂) 

印刷 千業快速影印社 

2014年2月22日出版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Vox Nativa association 

556南投縣信義鄉久美部落美信巷23號 

116台北市文山區景明街59號4樓 

電話：049‐2831824    02‐29333381 

網站：http://voxnativa.org/ 



 
 - 3 - 

 
133 心得分享—學生 

  

 山谷回音 

166 暑期學習營志工教師心得分享 

176 2013 年玉山星空音樂會紀實 

181 看見台灣 仰望齊導 

  

  

 其他 

182 2014 年南投縣信義鄉玉山星空音樂會實施計畫 

185 2013 年南投縣信義鄉布農詩歌合唱比賽實施計畫 

187 南投縣縣立中小學實驗教育學校設置要點 

189 原聲大事紀 

  

 附錄 

190 第 2 屆會員大會第 3 次會議紀錄 

191 第 2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0 次會議紀錄 

194 第 2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1 次會議紀錄 
195 第 2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2 次會議紀錄 
196 第 2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3 次會議紀錄 

197 第 2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4 次會議紀錄 

198 會員大會演唱曲目及歌詞 
200 支原者徵信 

  

201 編後語 

202 支原好康報 

  

  
 



  
- 4 - 

關於原聲                                                     
原住民文化 
一直是真正的台灣本土文化 
是充滿著對於自然生活深刻體會與豐沛情感的人文經驗 
  
長久以來 
與世界上許多土地原生的傳統文化一樣 
受到新時代資本主義主流文化的侵略、輕視與壓抑 
  
原住民的歌聲 
是他們凝聚生活中所有的體會 並 淬練內心所有深厚感情的真實聲音 
在他們傳唱的聲符與嗓音之中 
我們可以聽見 
內心對生命的悸動！ 
聽見 
原本屬於每一個人生命中的真實歌聲 
  
原聲 
透過歌唱  讓新一代原住民小朋友 
重新感受一直屬於自己血脈的驕傲 
從心體會偉大先祖的生命智慧與情韻 
  
同時更透過教育 
讓出生在這個時代的原住民新血 
可以活在當下 
活出自我的真實生命 
  
原聲教育協會相信 
原始的生命之歌 
可以超越語言文化的藩籬 
直達每一個遠離、遺忘了內心原鄉的人心之中 
  
更可以重新釋放原住民內心被壓抑、束縛已久的奔放靈魂 
讓新一代的原住民 
可以用自己的驕傲與力量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大環境 
他們的生活哲學 
相對於主流文化 
不再只是 被研究的標本 或 供賞玩的表演 
不再只是資本主義生態下 苟延殘喘的保育類族群 
而可以繼承古老的血脈，用自己的意志，走向下一個時代的里程碑。 
 

原聲會員 –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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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篇                                                        

特別感謝 
 
 
GIVE 2 ASIA Fundation 
八方雲集食品有限公司 
元大文教基金會 
千業快速影印社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文教基金會 
中華磊山慈愛社 
中華電信基金會 
中華電信海外分部 
永保投資有限公司 
台北市北門扶輪社 
台北市明門扶輪社 
台北市錫口扶輪社 
台北市雙連扶輪社 
財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高都汽車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朝陽扶輪社 
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晶豪科技教育基金會 
新竹市企業經理協進會 
誠致教育基金會 
感恩社會福利基金會 
傳承教育基金會 
傳藝寰宇文教有限公司 
慧智文教基金會 
聯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黔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臺北市私立復興實驗高級中學 
 
 
 
 
 
 
 
 
 

感謝所有幫助原聲的結緣者 

方新舟先生 
吳錦昌先生 
宋祥興先生 
李志勳女士 
李佳蓉女士 
李枝昌先生 
李金恭先生 
車和道先生 
林三元先生 
林家鈺先生 
林淇妹女士 
施翠燕女士 
姜惠琳女士 
高曼玲女士 
康瑤華女士 
張鈴蘭女士 
陳文茜女士 

陳杉豪先生 
陳調鋌先生 
陳興海先生 
黃昭展先生 
黃雪媛女士 
黃慶忠先生 
楊文貞女士 
蔡長佑先生 
樓海鳥女士 
蕭淑敏女士 
謝文逢先生 
謝元勳先生 

謝志松先生 
謝碧娥女士 
羅綸有先生 
劉鍾秀女士 
蘇淑幸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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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議程             
會議時間：2014 年 2 月 22 日（星期六）下午 2:00～ 
會議地點：台北市立建國高中夢紅樓 2 樓展演廳（台北市南海路 56 號） 
主    席：廖阿貫                     紀  錄：孫藍蔚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報告出席人數 
貳、大會開始 
參、主席致詞 
肆、報告事項 
一、理事會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伍、討論提案 
案由一：本會「2013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金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錄及基金收支」

案（如 2013 年報及大會所附資料），提請討論。 
說  明：本會「2013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金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錄及基金收支」

案業經本會第二屆理、監事聯席會第 14 次會議審查通過，擬於提請大會討論通過

後，陳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 
 
案由二：本會「2014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如 2013 年報），提請討

論。 
說  明：本會「2014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業經本會第二屆理、監事

聯席會第 14 次會議審查通過，擬於提請大會討論通過後，陳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 
 
陸、臨時動議 
柒、選舉第三屆理事、監事 
捌、原聲音樂學校學生成果發表曲目（下午 3:30~4:00） 

1. tankaun hanvang 牽牛（布農語） 曲/伍欽光 編曲/馬彼得 
2. 西北雨直直落（福佬語）   詞/葉明龍 曲/黃敏 編曲/楊耀章 
3. 花樹下（客語）     詞/古秀如 曲/謝宇威 編曲/蔡昱姍 
4. 我們的桃蛙源（國語）   詞/楊仁賢 曲/林志忠 
5. 心肝寶貝（福佬語）    詞/李坤城/羅大佑 曲/羅大佑 編曲/冉天豪 
6. 讓生命圓滿（國語）    詞/王友輝 編曲/冉天豪 
7. 如鹿渴慕溪水（國語）   詞/Martin J. Nystrom 編曲/ Phil Dave 
8. We are the world（英語）     詞/曲/Michael Jackson, Lionel Richie 

玖、散會（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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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錄                                                           
會員號 姓名 會員號 姓名 
1 尤美女 36 章大中 
2 毛應騂 37 曾世彬 
3 王貫寧 38 童禕珊 
4 林靜一 39 賀志強 
5 王麗楨 40 黃  生 
6 林武田 41 黃春木 
7 朱賜麟 42 黃  煌 
8 何光明 43 黃憲宇 
9 李志勳 44 廖達珊 
10 宋祥興 45 廖達琪 
11 李錫津 46 劉美珠 
12 沈容伊 47 樓海鳥 
13 卓娟秀 48 蔡聰池 
14 姒元忠 49 謝志松 
15 林比亨 50 韓慶仁 
16 林礽堂 51 尹秀蓮 
17 林晉源 52 羅綸有 
18 林基興 53 蘇玉枝 
19 林祥源 54 蘇錦淑 
20 洪毓廷 55 朱芳琳 
21 保美玲 56 吳素絹 
22 洪春滿 57 吳清福 
23 楊文貞 58 李月霞 
24 孫文先 59 李宏學 
25 孫蘭芳 60 李麗敏 
26 徐正梅 61 林佑璟 
27 徐德蓮 62 周筱婷 
28 秦永悌 63 林金盾 
29 秦美燕 64 林盱生 
30 馬彼得 65 林信安 
31 高淑瑛 66 林聰慧 
32 許正瑛 67 侯嘉珊 
33 許建志 68 姚淑美 
34 陳海茵 69 徐淑芬 
35 陳調鋌 70 馬松季 
    
    

會員號 姓名 會員號 姓名 
71 張正華 106 文士豪 
72 張楨 107 熊偉傑 
73 曹先進 108 黃慶忠 
74 裘友棣 109 薛如娟 
75 陳麗瓊 110 曾哲明 
76 楊智麟 111 霍幼芬 
77 周文德 112 林三元 
78 劉玉山 113 陳念萱 
79 劉翠華 114 鄺麗君 
80 蔡敏麗 115 周志宇 
81 蔡銘城 116 李元正 

82 鄭湧涇 117 林美鈺 
83 黃玉娟 118 高光正 
84 賴騰仙 119 車平道 
85 繆友勇 120 李秉文 
86 謝宜為 121 史秀琴 
87 魏宏仁 122 廖惠慶 
88 顧長永 123 陳元昭 
89 林昭嚴 124 謝孝宗 
90 江睿智 125 姜秀瓊 
91 許皓淳 126 陳聞詩 
92 劉有富 127 王師 
93 申爵瑞 128 廖南詩 
94 謝燕珠 129 廖楓 
95 林恩源 130 張秋娥 
96 洪筱琍 131 王國昌 
97 歐德濾 132 王涵江 
98 李訓帆 133 陳榮枝 
99 歐陽魁鴻 134 邱媛美 
100 黃昭展 135 薛富州 
101 周麗芬 136 王維君 
102 吳雨哲   
103 蕭淑敏   
104 楊佳勳   
105 伍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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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102 年度 監事會 監察報告書            

 

    查本會自民國 102 年 1 月 1 日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止，監事會參與理事監事

聯席會議，瞭解各項業務決議與推行。本會 102 年度財務報表經本監事會審查，

皆符規定。 

特此提出報告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第二屆監事會 

監事會主席 黃生       簽章 

2014 年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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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3 年支出百分比                            

業務費 ,
15,594,146 , 69%

建校基金,
4,732,756 , 21%

人事費, 166,000,
0%

辦公費, 362,673,
2%

折舊, 815,558 ,
4%

提撥基金,
637,930 , 3%

 

 
科  目 決算數 占決算%

員工薪資 126,000  
兼職人員車馬費 40,000  

人事費 166,000 0.7% 
文具紙張印刷費 14,745  
郵電費 15,825  
車旅膳雜費 36,325  
公共關係費 37,210  
租賦費 18,915  
其他辦公費 16,379  
財產保險費 4,048  
水電燃料費 32,094  
辦公室租金 187,132  

辦公費 362,673 1.6%  

科  目 決算數 占決算%
課業輔導費 3,288,877  
教材教具講義費 688,590  
餐點營養費 815,780  
交通旅運費 1,558,610  
獎助學金 640,356  
假期營隊活動 472,274  
教學及演出活動費 4,527,462  
其他業務費 187,845  
部落服務活動費 2,902,609  
業務推展費 511,743  

業務費 15,594,146 70.0% 
折舊 815,558 3.6% 

建校基金 4,732,756 21.2% 
提撥基金 637,93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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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3 年工作報告                              

前言 
台灣原聲音樂學校是一所體制外假日住宿學校，為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於 2008 年

5 月在南投縣信義鄉玉山山腳成立，目前借用信義鄉羅娜國小及東埔國小校舍上課。每年 2
月在信義鄉招收各部落小學二年級的原住民學童（6 成多為布農族籍），其中近 9 成來自低收

入、單親、隔代教養等失能家庭，利用每週六、日及寒暑假，實施語文、英文、數學和自然、

社會等學科的課業輔導，並利用音樂教學陶冶德性，期望培育孩子學習實力，擁有選擇未來

人生的能力和權利，直到他們升入大學。 
原聲音樂學校下設童聲合唱團、A capella（阿卡貝拉）人聲樂團及打擊樂團，以音樂作

為學校特色而言，可謂已初具雛型。 

 
組織 

  

會員大會 136 人 

理事會 15 人 監事會 5 人 

理事長 
廖阿貫 

監事會主席 
黃  生 

行政組 音樂學校 112 人

洪春滿校長 

合唱團 
一團馬彼得團長

伴奏趙慧菁師 
二團潘憶蘅師 

會計組 

秘書長

孫藍蔚

高一 7 人、國三 7 人 
國二 13 人、國一 15 人

小六 18 人、小五 22 人

小四 14 人、小三 16 人

執行秘書 
教導馬慧如

總務梁賜輝

打擊樂團 
陳姿伶師 

會計林晉源 

A cappella 團

張得恩師 

志工團 

攝影師呂克勝 
台大服務課學生

高、國中導師 
馬聖堯、蕭淑敏

馬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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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南投縣信義鄉、水里鄉各部落原住民學生 
1. 人數：2013 年 10 月小三至高一為 112 人(高一 7 人、國中 35 人、國小 70 人) 

2008.5 第 1 次招生，錄取小二、三、四共 42 人 
（2013.8 升八、九、十年級，餘 27 人，留校率 64%） 
2009.2 第 2 次招生，錄取小二 21 人(2013.8 升七年級餘 15 人，留校率 71%) 
2010.2 第 3 次招生，錄取小二 28 人(2013.8 升六年級餘 18 人，留校率 64%) 
2011.2 第 4 次招生，錄取小二 28 人(2013.8 升五年級餘 22 人，留校率 79%) 
2012.2 第 5 次招生，錄取小二 20 人(2013.8 升四年級餘 14 人，留校率 70%) 
2013.2 第 6 次招生，錄取小二 25 人(2013.8 升三年級餘 16 人，留校率 64%) 

 
2. 學生名單 

3. 學生性別 
 
 
 
 
 
 

性別 十 九 八 七 六 五 四 三 合計 
女 5 4 11 8 15 12 5 8 68 
男 2 3 2 7 3 10 9 8 44 
合計 7 7 13 15 18 22 14 16 112 

人數 年級 學生姓名 

7 十 谷佳芳 司侑宗 松瑋恩 田景文 史婉容 伊部．塔給鹿敦 謝孟庭  

7 九 谷皓傑 幸琳茹 幸念緹 全心潔 全雅安 史凱文 謝韶翔   
八 司念祖 松皓淵 幸詩涵 司季璇 田 恩 王卉軒 司莉君   

13 
八 司孟奾 史 庭 松夢葶 松夢筑 田雨卉 伍冠因    
七 田芷恆 田芷婷 幸于辰 幸雪芬 松昱希 全襄柔 司季欣 松憓婷  

15 
七 田 強 松雅各 司佩婷 史勇祥 甘詠祈 伍 瀚 林巧蝶   
六 幸美茹 松昱蕎 幸雪芳 申 薇 全襄娃 司  美 全芷芸 全唯芯 田芳儒

18 
六 李羽妃 石伯華 甘玉潔 何瑞耘 全 芊 松慈媗 伍主兒 伍宇欣 方  政

五 幸明仁 全雅平 松詠婕 申雨軒 史嘉馨 伍曉葳 全家榆 松鈺婷  

五 田鎞鎷 田  歆 松雅德 伍雨晨 伍承琳 伍邵恩 尤蘇諾．乃家納  22 

五 全文祥 何家程 林郁家 松慈芸 伍 恩 伍明威 釀恩．塔給鹿敦  

四 谷巧玟 幸聖君 賴念慈 田有宏 全聖煜 伍心怡 伍恩婕   
14 

四 王凱嚴 史俊祥 李  謙 全文恩 林芷柔 松慈霖 伍約翰   

三 幸明山 松冠銘 谷  薰 金家儀 田祈宏 全光榮 司若庭 向  萱  
16 

三 伍書韓 何恩淑 史敏威 呂宇澤 林采萱 史  灝 方  琪 伍皓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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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背景：所屬部落、族群、家庭環境 

(1)所屬部落 
部落 十 九 八 七 六 五 四 三 合計 
潭南 1 2 2 3 1 1 1 2 13 
地利  3 1 2 2 1 1  10 
雙龍    1 2 1 1 1 6 
水里     1 1   2 
明德 1  1 1 2 2 1 2 10 
豐丘      3  1 4 
新鄉 1  1 3 1 2 1  9 
羅娜   3 2 2 3 5 6 21 
久美  1 1 2 2 4 1 2 13 
望鄉   2  2 1 2  7 
東埔 4 1 2 1 3 3 1 2 17 
合計 7 7 13 15 18 22 14 16 112 

 
(2)所屬族群 

族群 十 九 八 七 六 五 四 三 合計 
布農 5 5 10 10 9 16 11 12 78 
布農/漢  1 1 2 4 3  3 14 
布農/排灣       1  1 
布農/鄒    1 2 1   4 
布農/阿美     1    1 
泰雅/布農 1  1   2  1 5 
賽德克/布農  1  1 1  1  4 
太魯閣/布農 1  1 1 1    4 
漢/泰雅       1  1 

合計 7 7 13 15 18 22 14 16 112 
 
(3)家庭環境 

家庭環境 十 九 八 七 六 五 四 三 合計 百分比

低收入(單親隔代教養) 3 1 4 2 4 9 6 6 35 
低收入(父母健全) 2 6 7 11 12 11 7 9 65 

89% 

小康(父母健全) 2 0 2 2 2 2 1 1 12 11% 
合計 7 7 13 15 18 22 14 16 1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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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辦法 
一、課程 
1. 學期中：數學、英文及國文依年級分班，合唱課分為一團(高年級)、二團(低年級)兩班。 
2. 寒暑假 
寒假：1 週冬令營（在台南樹谷園區辦理，並舉行 1 場音樂會）。 
暑假：1 週夏令營（與台北市建國中學人文社會資優班長期合作辦理）。 
暑假：4 週學習營，每週全日上課四天，實施數學、英語、國文及合唱、打擊樂教學。 

 

二、課表 

 
 

 
三、音樂課 

1. 合唱團(一團) 
指揮—馬彼得、鋼琴伴奏—趙慧菁 
練習曲目： 
(1)四季紅（台語） (7)今年夏天（國語） 
(2)西北雨直直落（台語） (8)我們的桃蛙源（國語） 
(3)心肝寶貝（客語） (9)月光派對（國語） 
(4)花樹下（客語） (10)如鹿渴慕溪水（國語） 
(5)桃花開（客語） (11)布農版國歌（國語） 
(6)讓生命圓滿（國語） (12)We are the world（英語） 

 
2. 打擊樂團：陳姿伶 

練習曲目 
木琴小曲：Tanz der Gummibarchen 、Polka、Walzer、Ententanz 
鼓的三重奏：After Math 
鼓的四重奏：Bucket Brigade 
合奏曲：Percussion Symphonette、Pirates of the Caribbean（神鬼奇航）、Excerpts from 
Carmen Suite、Alegre Muchacho 

星期六 國二、三 國一 國小 

0830-1200 數學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20-1610 理化 
合唱 

生物(1 次/月)
合唱 

打擊樂

1620-1710 作業時間 
1710-2000 沐浴、晚餐、閱讀、打掃 
2000-2130 少年團契、小品音樂會、電影欣賞

2130～ 就寢 

星期日 國二、三 國一 國小

0700-0800 起床、早餐、運動 

0810-1000 國文、社會 語文、閱讀

1010-1200 作業時間 合唱 

1200-1250 午餐、午休 

1300-1550 英文 
1550-1610 打掃、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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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cappella 合唱團：張得恩 
(1)基礎樂理：加強音感、節奏感、讀譜訓練 
(2)簡易鋼琴彈奏能力 
(3)練習 a cappella 曲目，從 4 聲部宗教音樂開始（如：主雖然、聖誕歌曲等） 

四、師資 
1. 行政人員 

校長：洪春滿—負責校務及語文、閱讀課程 
秘書：Uli 馬慧如—負責教務、學務、輔導及家長聯絡事宜 
秘書：Balan 梁賜輝—負責庶務、財務及志工事宜 

2. 學科教師 

理化：黃錦珠（國中理化教師退休）；生物：薛如娟（北一女生物科退休教師） 
社會：馬聖堯（台中教育大學）、馬胤哲（台北教育大學） 
合唱：馬彼得、趙慧菁（台中市北屯國小音樂教師）、潘憶蘅（東海大學音樂系） 
打擊樂：陳姿伶（國立台灣交響樂團管樂團團員） 

 
五、校外教學及表演活動 

1. 表演活動結合校外教學， 2013 年安排參觀參觀台北松山文創園區「哆拉 A 夢」特展、

台南七股鹽山及鹽博物館，高雄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高雄駁二藝術特區、高雄港及

碼頭、旗津渡輪站及老街，參觀美國加州 AT&T 球場並觀看巨人 vs 道奇棒球賽，舊金

山 Jelly Belly Bean Factory、史丹福大學、參觀Ｄiscovery Museum、參訪參訪 Facebook
總部、參觀 Forest Lawn museum、印第安西南博物館等豐富多元學習活動，以收拓展

視野，薰陶素養之效。 
2. 參加公益活動，以教導學生感恩回饋。例如：至榮總兒童癌症病房義演，為病童祈禱；

至萬華失智老人安養中心為失智老人演唱、為「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協會」募款參

加「愛的合鳴」慈善音樂會演出，慶祝國慶於國慶典禮領唱國歌、赴總統府為「總統

文化獎」頒獎典禮演出等。 
3. 專場音樂會日程 

 
 
 
 
 
 
 
 
 
 

 高一 9 年級 8 年級 7 年級 6 年級 5 年級 4 年級 3 年級 2 年級 
數學 楊澤璿 林宜城 陳清河 林麗敏 林麗娟 蕭玉鳳 郭淑芬 李倩綸 莊婉琳

英文 張安平 蕭淑敏 曾克修 吳姵穎 劉哲聿 司  婷 林儷穎 洪富君 賴貞羽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27(五) 「玉山天籟」樹谷音樂會 樹谷園區音樂廳 
3/23(六) 第 4 屆玉山星空音樂會 羅娜國小運動場 
4/20(六) 「玉山天籟」雲品音樂會 日月潭雲品飯店 
5/5(日) 「玉山天籟」慈恩音樂會 台北君品飯店 
7/6(六) 「玉山天籟」北加州音樂會 Jubilee Christian Church, San Jose 
7/12 (五) 「玉山天籟」南加州音樂會 Sexon Auditorium, Pasadena, LA 
8/9(五) 「聽玉山天籟」港都音樂會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11/10(日) 原聲長榮交響樂團聯合音樂會 中興大學惠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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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益活動日程 
 
 
 
 
 
 
 
 

5. 獻詩日程 
 

 
 
 
 
 
 
 
六、暑期課程 

1. 總課程 
序 日期 十年級(高一) 九年級(國三) 八(國二)～三年級 

1 7/2-7/11 各校輔導課 台北 Jessica 教室 美國加州參訪演出 

2 7/16-7/20 原聲建中成長營 原聲建中成長營 夏令營-原聲建中成長營 
3 7/22-7/25 原聲學習營 
4 7/29-8/1 國際志工學習營 
5 8/5-8/8 

各校輔導課 

國際志工學習營 
 8/12-14 各校新生訓練 

原聲輔導課 
(晚上參加學習營活動) 

原聲學習營 
 

2. 7/2-7/11 課表：九年級 
節 時間 7/2(二) 7/3(三) 7/4(四) 7/5(五) 7/8(一) 7/9(二) 7/10(三) 7/11(四) 
1 0800-0850 早餐、打掃、預備 
2 0900-0950 
3 1000-1050 
4 1100-1150 

理化 
湯皓雲 

數學 
廖錦 

理化 
湯皓雲

數學 
廖錦 

數學 
廖錦 

英文 
蕭淑敏 

數學 
廖錦 

理化 
湯皓雲 

  1150-1300 午餐、午休 
5 1300-1350  自習 
6 1400-1450 
7 1500-1550 

英文 
蕭淑敏 

生物 
薛如娟 

英文 
蕭淑敏

英文 
蕭淑敏 

生物 
薛如娟 

生物 
薛如娟 

8 1600-1650 自習 自習 自習 自習 

理化 
湯皓雲 

自習 自習 

返回部落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18(五) 南投縣音樂優異團隊聯合音樂會 南投縣府禮堂 
1/21(一) 為兒童癌症病房癌童義演 石牌榮總 93 病房 
5/19(日) 聖若瑟失智老人養護中心義演 天主教失智老人基金會 
9/28(六) 「愛的合鳴」慈善音樂會 蘆洲功學社音樂廳 
10/10(四) 國慶典禮領唱國歌 總統府前凱達格蘭大道 
12/27(五) 總統文化獎」頒獎典禮 總統府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20(日) 基督長老教會東門教會 台北東門教會 
5/19(日) 天主教聖家堂獻詩 台北聖家堂 
5/26(日) 信義鄉羅娜天主堂 羅娜露德聖母堂 
7/7(日) 美國加州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San Jose 
7/7(日) 美國加州基督之家第五家教會 Cupertino 
8/11(日) 高雄活力勁教會 高雄大學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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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16-7/20 課表：原聲建中成長營 
時間/日期 7 月 16 日 7 月 17 日 7 月 18 日 7 月 19 日 7 月 20 日

0645-0700 起床 

0710-0730 
 

打掃 

0730-0800 早餐 

做手工紙 領導課程 做手工紙 

自然課甲 自然課乙 認識世界 

領導課程 買賣遊戲 自然課乙 
0810-0900 

使用地圖 認識世界 賽局理論 

0900-0910 下課 

做手工紙 領導課程 影片欣賞 

自然課甲 自然課乙 認識世界 

領導課程 買賣遊戲 自然課乙 
0910-1000 

報到 

使用地圖 認識世界 賽局理論 

小隊時間 

1000-1010 下課 

賽局理論 使用地圖 領導課程 

做手工紙 領導課程 買賣遊戲 

使用地圖 自然課甲 認識世界 
1010-1100 

領導課程 手工水餃 自然課乙 

1100-1110 移動 

賽局理論 使用地圖 領導課程 

做手工紙 領導課程 買賣遊戲 

使用地圖 自然課甲 認識世界 
1110-1200 

相見歡 

領導課程 手工水餃 自然課乙 

閉幕式 

1210-1250 午餐 

1250-1330 午休 

自然課甲 買賣遊戲 法律常識 

使用地圖 領導課程 做手工紙 

賽局理論 法律常識 領導課程 
1340-1430 

影片欣賞 自然課甲 閱讀課程 

做燈籠 

1430-1440 下課 

自然課甲 買賣遊戲 自然課乙 

使用地圖 領導課程 賽局理論 

賽局理論 做手工紙 領導課程 
1440-1530 

領導課程 自然課甲 買賣遊戲 

做燈籠 

1530-1540 下課 

部落巡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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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日期 7 月 16 日 7 月 17 日 7 月 18 日 7 月 19 日 7 月 20 日

認識世界 認識世界 自然課乙 

法律常識 影片欣賞 賽局理論 

影片欣賞 做手工紙 做手工紙 
1540-1630 

領導課程 法律常識 買賣遊戲 

做燈籠 

1640-1710 晚會準備 

1720-1800 團康 晚餐 

1810-1850 晚餐 

1850-2000 寫功課 

才藝晚會 

晚餐 

2010-2020 星光夜語 

2030-2145 飯店 

2200-2230 志工心得分享檢討會 

志工心得分

享檢討會 

※說明事項： 
(1) 建國中學志工團隊於 7 月 15 日下午進駐，並完成在地場布準備；21 日上午收

拾行李北返。 
(2) 依不同年級分 4 班授課，以 102 學年度新年級為準，原則如下： 

中年級：三、四年級  高年級：五、六年級，分甲、乙兩班  
國中生：七、八年級  十年級：擔任見習行政志工 

(3) 「星光夜語」由總召主持，目的在鼓勵及導正小朋友營隊參與的表現。晴天時

可在操場舉行。 
 

4. 7/22-8/15 課表（九年級） 

時間/日期 7/22. 29. 
8/5. 12(一) 

7/23. 30. 
8/6. 13 (二) 

7/24. 31. 
8/7. 14(三) 

7/25. 8/1 
8/8. 15(四) 

0600-0700 起床盥洗 
0700-0800 早餐、打掃 
0800-0830 預備時間 
0830-0915 國文 
0925-1200 地理 歷史 公民 國文、作文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420 數學 
1430-1520 理化 生物 理化 生物 
1530-1640 運動 自習 運動 自習 
1650-1800 盥洗 
1800-1840 晚餐 
1850-2050 學習營晚間活動 

2100～ 晚安就寢 

打掃 
放學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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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22-7/25 課表（八年級～三年級） 
時間/日期 7/22(一) 7/23(二) 7/24(三) 7/25(四) 
0630-0700 起床盥洗 
0700-0730 早餐 
0730-0800 打掃 
0800-0830 預備時間 

第一節 
0830-0915 

電影概論(7&8) 
自然觀察(5&6) 

歡樂電影院(3&4) 

青春法學園(7&8) 
自然觀察(5&6) 
自然觀察(3&4) 

爵士樂賞析(7&8) 
彩虹星球藏寶圖

(5&6) 
自然觀察(3&4) 

親手做鞋(7&8) 
地球是顆馬告粒

(5&6) 
彩虹星球藏寶圖

(3&4) 
第二節 

0925-1010 
製作與編導(7&8) 
自然觀察(5&6) 

歡樂電影院(3&4) 

青春法學園(7&8) 
自然觀察(5&6) 
自然觀察(3&4) 

爵士樂賞析(7&8) 
彩虹星球藏寶圖

(5&6) 
自然觀察(3&4) 

親手做鞋(7&8) 
地球是顆馬告粒

(5&6) 
彩虹星球藏寶圖

(3&4) 
第三節 

1020-1115 
攝影與後製(7&8) 

我是怎樣 OO(5&6) 
歡樂電影院(3&4) 

分組討論(7&8) 
青春法學園(5&6) 
爵士樂賞析(3&4) 

分組討論(7&8) 
爵士樂賞析(5&6) 
地球是顆馬告粒

(3& 4) 

親手做鞋(7&8) 
電影概論(5&6) 
我是怎樣 OO 

(3&4) 
第四節 

1115-1200 
分組討論(7&8) 

我是怎樣 OO(5&6) 
歡樂電影院(3&4) 

分組討論(7&8) 
青春法學園(5&6) 
爵士樂賞析(3&4) 

分組討論(7&8) 
爵士樂賞析(5&6) 
地球是顆馬告粒

(3& 4) 

親手做鞋(7&8) 
電影概論(5&6) 
我是怎樣 OO 

(3&4) 
1200-1320 午餐、午休 
第五~七節 
1330-1620 

合唱及打擊樂 3~7 年級 
課業輔導 8~9 年級 

1630-1750 盥洗沐浴 
1800-1840 晚餐 
1850-2050 電影欣賞 兩成叔叔建築欣賞 小品音樂會 

2100~ 晚安就寢 

打掃 
放學回家 

  
※師資：蝸行者團隊 

電影概論與製作—林靜一、林淵博、李兩成、王麗莉 歡樂電影院—林麗鳳、蕭東連 
青春法學園—邱玲子(綠繡眼)、王麗莉 我是怎樣 OO—王韻茹 
自然觀察—城士淳(荔枝)、王俊遠(鴨子) 爵士樂賞析—劉倫凱 
彩虹星球藏寶圖—王國芳 Doris, 陳淑娟 Selena 親手做鞋子—黃雍熙 
地球是顆馬告粒—汪仁佩、王韻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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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29-8/1 課表（八年級～三年級） 

時間/日期 7/29 Mon. 7/30 Tue. 7/31 Wed. 8/1 Thur. 

0630-0700 起床盥洗 

0700-0730 早餐 
0730-0800 打掃 

0800-0830 Brand new day Salsa Brand new day Salsa 

0840-0920 
0930-1010 

英文教學 

1010-1030 健康時間 
0930-1200 志工準備午餐 

1030-1110 
1120-1200 

英文教學 
工藝製作 

Dream catchers 

Folding paper 
Cranes 

Ice cream 
making 

1200-1240 午餐 
1240-1320 午休 
1330-1410 
1420-1500 
1510-1550 
1600-1640 

合唱團練唱、打擊樂課程（小三~國一） 

國中生課程（國二、三） 

1650-1800 學員盥洗沐浴 

1510-1800 志工準備晚餐 

打掃時間 
放學 (1730)

1800-1840 晚餐 

1850-2050 

小品音樂會/ 

相見歡晚會/ 

志工盥洗/ 

多媒體製作/ 
日記記錄/ 
明日準備 

暑假作業/ 

志工盥洗/ 

多媒體製作/ 
日記記錄/ 
明日準備 

營火晚會或電影

欣賞/ 

志工盥洗/ 

多媒體製作/ 
日記記錄/ 
明日準備 

志工盥洗/ 

多媒體製作/
日記記錄/ 
明日準備 

2100 學員晚安 志工盥洗 

2110-2130 志工分享會議  
2130-2200 晚安 

 
※師資：慧智文教基金會甄選美國高中及大學生為學習營志工 

領隊教師：Doreen、Shane 
Brian Amy Larry Lucas Josephine 
Derek Jeremy Chris William Cynthia 
Doen Kenneth Jennifer Priscilla And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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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5-8/8 課表（八年級～三年級） 

時間/日期 8/5 Mon. 8/6 Tue. 8/7 Wed. 8/8 Thur. 

0630-0700 志工起床/準備早餐/ 
0700-0730 早餐 
0730-0800 打掃 

0800-0830 Brand new day Salsa Brand new day Salsa 

0840-0920 
0930-1010 

英文教學 

1010-1030 健康時間 
0930-1200 志工準備午餐 

1030-1110 
1120-1200 

 Outside English  Outside English Bottle Rockets Bottle Rockets 

1200-1240 午餐 

1240-1320 午休 

1330-1410 
1420-1500 
1510-1550 
1600-1640 

合唱團練唱、打擊樂課程（小三~國一） 

國中生課程（國二、三） 

1650-1800 學員盥洗沐浴 

1510-1800 志工準備晚餐 

打掃時間 
放學(1730) 

1800-1840 晚餐 

1850-2050 

才藝表演/ 

志工盥洗/ 

多媒體製作/ 
日記記錄/ 
明日準備 

暑假作業/ 

志工盥洗/ 

多媒體製作/ 
日記記錄/ 
明日準備 

惜別餐會/ 

志工盥洗/ 

多媒體製作/ 
日記記錄/ 
明日準備 

2100 學員晚安 
2110-2130 志工分享會議 

志工盥洗/ 
物資行李總

檢查打包 

2130-2200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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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12-8/15 課表（八年級～三年級） 
時間/日期 8/12(一) 8/13(二) 8/14(三) 8/15(四) 
0630-0700 起床盥洗 
0700-0730 早餐 
0730-0800 打掃 
0800-0830 預備時間 

第一節 
0830-0915 

相見歡 
【團體動力與食

物系列】 
第二節 

0925-1010 

【樹系列】 
甘特寓言 

最強壯的樹 
香菇最愛咖啡因 

(遊戲/體驗/觀察/故
事/創作) 

【水系列】 
甘特寓言 

走在水面上/柑橘

香皂 
香菇最愛咖啡因 

(遊戲/實驗/故事 /
觀察/創作) 

第三節 
1020-1115 

第四節 
1115-1200 

甘特寓言 
聰明的蘑菇 

香菇最愛咖啡因 
(遊戲/觀察/故事/

創作) 生態遊戲—— 
建造生態系 
(遊戲/實作) 

汽水製作與 
食品添加物 
(遊戲/實作) 

台北市華新

兒童合唱團

與原聲音樂

學校交流 

1200-1320 午餐、午休 
第五~七節 
1330-1620 

合唱及打擊樂練習 3~7 年級 
課業輔導 8~9 年級 

1630-1750 盥洗沐浴 
1800-1840 晚餐 
1850-2050 歡樂電影院 小品音樂會 成果發表 

2100~ 晚安就寢 

打掃 
放學回家 

 
※師資：荒野保護協會兒童教育組 

 
六、學習成果 
學生經由合唱練習和表演所建立的自信心明顯表現於其課業學習，如下： 
1. 國三升學成績：6 位國中畢業生，谷佳芳、松瑋恩錄取台中二中，伊部塔給鹿敦錄取清水

高中音樂班，司侑宗直升台中立人高中，田景文錄取水里商工資料處理科，謝孟庭錄取嘉

義崇仁護專。 
2. 小二至國二生學習成效：90%小學生成績居全班前 1/4、60%國中生成績居全班前 1/2。 
 
七、家長事務 
1. 辦理親職教育： 2013 年舉行 5 次(1/13、3/3、6/23、9/8、12/14)，家長出席率達 90%。2014

年預定召開 4~6 次座談會，期許家長作孩子榜樣（戒酒、努力工作等），並請家長互相分

享心得及相互勉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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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部落為單位，選出 9 位家長委員組成家長會，輪流至學校擔任餐廚志工。 
 
 
 
 
 
 
 
 
 
 
 
 

部落服務 
1. 辦理貓犬免費絕育手術活動 

安排「關懷生命協會」林雅哲獸醫師團隊，定期至信義鄉進行貓犬免費絕育手術。本年度

於 9 月 15 日在地利部落，9 月 16 日在羅娜部落，共計為 136 隻貓犬施行結紮。 
2. 舉辦玉山星空音樂會 

3 月 23 日晚間於羅娜國小運動場舉辦「第 4 屆玉山星空音樂會」，邀請長榮交響樂團、「Lileh
之聲」布農族傳統音樂合唱團及卑南族南王姊妹花和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一起演出，帶動

部落優質休閒活動風氣。 
3. 舉辦布農詩歌合唱比賽 

語信義鄉公所聯合舉辦，於 12 月 7 日假同富國中舉行，協會提供優厚獎金，以提供各部

落詩歌交流觀摩，鼓勵族人傳承發揚布農歌謠；以音樂影響教化，涵養部落優質生活。2013
年由東光教會布農合唱團獲得第一名，將於 2014 年玉山星空音樂會登台表演。 

4. 引介資源 
(1)引介客源參加東埔「古路馬哈生態文化教育協會」（布農語「古路馬哈」意為「回家」）

辦理之布農文化生態深度旅遊。與該協會所屬「羊角樂團」合作，請樂團耆老為原聲童聲

合唱團創作新曲。 
(2)支援信義國中教師研習講座鐘點費，引介資源更新信義國中教室課桌椅，以及贊助學

生宿舍雙層床、桌椅等設備。 
(3)羅娜國小使用原聲打擊樂器亦成立打擊樂團，支援其教師授課鐘點費。 
(4)引介誠致教育基金會為東埔國小及羅娜國小裝置無線網路。 
(5)推介日本仙台大專生訪台行腳至望鄉部落，進行認識布農生態文化之旅。 
(6)引介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內科至信義鄉義診。 
(7)快樂麗康髮廊每月上山義剪。 
(8)彰化縣眼鏡同業公會為信義鄉民眾義務配眼鏡。 

序 部落 委員 身分 子女 職務 
1 潭南 甘惠美 母 司念祖 委員 
2 地利 全詩怡 母 松詠婕 委員 
3 雙龍 全寶玉 祖母 谷薰 委員 
4 豐丘、明德 司珍珠 母 全唯芯 委員 
5 新鄉 許嘉玲 母 田恩、田強、田歆 委員 
6 羅娜 伍錦紅 母 李羽妃、李謙 委員 
7 久美 史春花 父 何家程 委員 
8 望鄉 林英蘭 母 林芷柔 委員 
9 東埔 伍順良 父 伍恩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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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3 年工作紀事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12/27 「總統文化獎」頒獎典禮演唱@總統府敞廳並參觀總統府 小呂、藍蔚 
12/23 台大服務課志工期末分享會 Uli、Balan、小

呂、藍蔚 
12/21 陳鳳文邀請欣賞聖家堂公東高工「質平合唱團」音樂會 藍蔚 
12/17 拜訪陳鳳文並與誠品表演廳企劃經理討論原聲於松菸表演廳

音樂會規劃 
藍蔚、阿貫 

12/16 赴台南樹谷園區討論原聲冬令營課程及音樂會規劃 小呂、藍蔚、阿貫

12/14-15
上山 

原聲親子師生運動會及同樂會 
HTC 上山訪視並進行「看見美麗台灣 看見HTC 珍藏版－尋根

原聲篇」拍攝活動 

小呂、藍蔚、阿貫

12/10 場勘花蓮海星中學、、原民文化館、海洋公園（暑期海洋教育

學習營及音樂會）、門諾醫院（義演音樂會） 
參加台北遠企「看見台灣」電影慶功宴 

小呂、藍蔚、阿貫

12/9 參觀台東布農休閒農場、公東高工、均一中小學、花蓮蘇帆海

洋教育基金會場勘 
小呂、藍蔚、阿貫

12/8 參訪台東大坡國小池上斷層、史前文化博物館、卑南文化遺址 小呂、藍蔚、阿貫

12/7 參訪屏東霧台魯凱族部落、參加台東都蘭阿米斯音樂節 小呂、藍蔚、阿貫

12/6 參加布農古調詩歌合唱比賽—東光教會合唱團獲首獎 天豪、小呂、藍

蔚、阿貫 
12/5 上山 原聲參訪屏東及台東部落 阿蠻、Bukut、小

呂、藍蔚、阿貫 
12/4 至汐止梵斯製衣廠訂作原聲制服及東埔國小冬季外套 

為 12/27 演出事宜至總統府敞廳場勘 
小呂、藍蔚、阿貫

12/3 去文化總會討論總統府演出事宜 藍蔚、阿貫 
11/30 召開第 2 屆第 13 次理監事會聯席會議  
11/29 於天作之合劇場工作室舉行第 5 屆玉山星空音樂會籌備會 天豪、黑導、小呂、

敬恆、藍蔚、阿貫

11/28 Bukut 校長至縣府向教育處黃處長報告建校與部落溝通經過 Bukut 
11/25 赴地利部落探路及達瑪巒文化藝術團場勘 和道、億錦、小呂、

藍蔚、阿貫 
11/23-25
上山 

11/23 上午至日月潭雲品飯店場勘 
11/23-24 台南和聲兒童合唱團參訪交流、美國志工 Joyce 上山

訪視 
11/23 中華電信國際分公司總經理率所轄主管上山訪視捐贈 

Joyce、和道、億

錦、小呂、藍蔚、

阿貫 

11/18-22 與原聲家長及會長受邀赴廈門及潮州與「潮州民生志願者協

會」交流 
小呂、藍蔚、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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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11/16-17
上山 

原聲訪美北加州籌備小組車和道總監、何台光副總監上山訪視 
張得恩老師指導高一生進行第 2 次 A capella 課程 

小呂、藍蔚、阿貫

11/15 慧智文教基金會賴美智執行長上山訪視 
1200-1400 至明門扶輪社演講及捐贈 ipad 儀式 
1800-2000 玉山星空音樂會籌備會議 
2000-2130 拜訪羅娜村長及部落會議主席溝通建校事宜 

小呂、藍蔚、阿貫

 
美智、台光 

11/11 和雙連社 3480 車隊討論玉山星空音樂會行程 藍蔚、阿貫 
11/10 0900-1030 陳文茜包廳台中大遠百威秀影城請原聲觀賞「看見

台灣」影片 
1100-1730 原聲長榮交響慈善音樂會@興大惠蓀堂 

 

11/9 華視「圓夢廚房」吳小風上山採訪原聲 
1600-2200 赴尖石鄉公所觀摩第 1 屆「大霸響起」音樂會 

阿蠻、和道、億錦、

小呂、藍蔚、阿貫

11/8-10 中天電視陳文茜「夢想驛站」記者吳小瑾及攝影師溫明書上山

採訪拍攝（訪問松憓婷、全芊家庭） 
阿蠻 

11/8 行政院原民會主委訪視羅娜國小及原聲 阿蠻 
11/6-7 司馬庫斯踏查、探訪巨木、司馬庫斯實驗分班、鎮西堡 

拜訪新光國小高文良校長、錦屏國小徐春榮校長 
觀摩新竹泰雅教師合唱團練團（團長內灣國小陳智明校長） 

和道、億錦、小

呂、藍蔚、阿貫 

11/5 赴羅娜國小參加實驗學校建築規劃簡報會議（冶鑄建築事務所

禹連泉建築師） 
阿蠻、Bukut、和

道、小呂、藍蔚、

阿貫 
11/2 久美部落舉行感恩祭 Bukut、小呂 
10/30 1400-1600 誠品松菸演藝廳場勘 

1930-2100「看見台灣」於中正紀念堂自由廣場戶外首映 
 
小呂、藍蔚、阿貫

10/29  去建中訪視申請八方獎學金學生 
送國慶領唱國歌費用報銷單據至師大附中 

藍蔚 

10/27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師在羅娜義診，病友訪視原聲並交流 小呂、藍蔚、阿貫

10/23-26
上山 

誠致教育基金會支援 2 位網路工程師上山 
10/23-26 為東埔及羅娜國小建置無線網路 
10/24「為台灣而教（TFT）」發起人劉安婷及誠致基金會鐘敏

豪上山、晚上於信義國中分享「為台灣而教」 
10/25 上午劉安婷和鐘敏豪拜訪東埔國小、久美國小 
1400-1600 均一教育平台研習—鐘敏豪 

阿貫 
小呂、藍蔚 

10/22 與聯合信用卡中心簽約，購置 10 台 ipad 取貨 藍蔚 
10/19-20
上山 

10/19 張得恩老師指導高一生進行首次 A capella 課程 
彰化縣眼鏡同業公會為原聲師生家長義務配眼鏡 

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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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10/17 1400-1500 拜訪華書慈善基金會孫董事長夫婦 
1530-1700 新專輯製作討論會議 
1700-2100 玉山星空音樂會籌備會（Unity 嘉賓接待行程） 

藍蔚、阿貫 
天豪、美智、永豐、

和道、億錦、敬恆、

小呂、藍蔚、阿貫

10/16 拜訪廣青合唱團張慧瑜團長及陳富利總幹事 小呂、阿貫 
10/14 1800-2100 拜訪榮總陳維熊醫師 美智、小呂、藍蔚、

阿貫 
10/12-13
上山 

北市葉芳吟教師輔導團上山訪視 
台南和聲兒童合唱團團長 Vicky 上山場勘 
庶古公司吳副總探視認養學生 

春木、小呂、藍蔚、

阿貫 

10/12 原聲參加南投縣運會開幕演唱 小呂、春木 
10/11 拜訪浩鼎生技製藥張董事長 

與宗佑視訊會議討論原聲音樂專輯內容 
藍蔚、阿貫 

10/10 原聲參加國慶典禮領唱國歌  
10/9 參訪宜蘭慈心華德福中小學、傳藝中心 

拜訪「無獨有偶」劇團 
 

10/8  參加國慶典禮預演彩排及領唱國歌 
誠致教育基金會及明門扶輪社各捐贈 10 台 ipad 
慧智原聲感恩聚餐 

 

10/7 拜訪和信治癌醫院林至常主任 小呂、藍蔚、阿貫

10/4 拿國慶預演工作證及觀禮證 阿貫 
10/3 展望基金會泰陽團隊李欣穎來訪 

鍾昭慶拿暑假學習營照片以編輯電子報 
阿貫 

10/2 自律聯盟搖搖愛心碼記者會 
赴冶鑄建築事務所討論原聲校舍規劃 

小呂、阿貫 
Teddy 

10/1 上山 討論校舍規劃 小呂、阿貫 
9/29 原聲參觀郵政博物館及南門教會禮拜獻詩  
9/28 原聲為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協會募款參加「愛的合鳴」慈善

音樂會演出 
藍蔚手術 

9/25 郵政博物館場勘、國慶大會表演團體領隊會議 
至協辦搬 1 箱專輯(捐贈早療協會) 
至郵博館買明信片及建中「夢紅樓」展演廳場勘 

小呂、藍蔚、阿貫

9/24 「看見台灣」101 記者會、南門教會場勘 
拜訪建中校長商借夢紅樓展演廳 

小呂 
藍蔚、阿貫 

9/23 「看見台灣」日新戲院試映會，記者採訪齊柏林和 Bukut 校長 小呂、藍蔚 
9/19 中秋節合唱團加課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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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9/16 拜訪誠致教育基金會 阿貫 
9/15 國中部及合唱團照常上課  
9/13 送 1 箱專輯至樓監事宅 阿貫 
9/12 至協辦搬 1 箱專輯及拿 DM 阿貫 
9/11-12
上山 

張得恩師拜訪 Bukut 校長 
和阿蠻校長及昶銘營造張老闆實地檢視東埔國小修繕項目 

阿貫 

9/11 王俊能教授服務課期初說明會 小呂、藍蔚 
9/6-8 上

山 
9/6 去員林客運租學生專車簽約 
9/7 國慶籌備會訪視，9/8 原聲開課及家長座談會 

小呂、藍蔚、阿貫

9/5 台北新世代扶輪社演講 小呂、藍蔚、阿貫

8/31 召開第 2 屆第 12 次理監事會聯席會議  
8/30 至明門扶輪社演講 

八方雲集公司捐贈二手車（Land Rover），辦理過戶手續 
小呂、阿貫 

8/29 誠品文化藝術基金會曾乾瑜執行長電邀原聲明年於誠品生活

松菸館表演廳演出（康芮颱風） 
阿貫 

8/28 1030-1200 與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協會林美瑗秘書長會面討

論 9/28 慈善音樂會演出及票務事宜 
阿貫 

8/27 繳 7 月二代健保費、薪資轉帳及匯出高一生升學獎金  
8/26 請擔任遠距教學之台北市支援教師聚餐討論教學時間安排 

志工下載編輯 5、6 月電子報所需照片 
Nivu 秘書餞行餐會 

春木、藍蔚、阿貫

陳柏羽、阿貫 
小呂、藍蔚、阿貫

8/24 至磊山保經人文講堂聆聽首席顧問李佳蓉演講致捐款收據及

感謝函 
藍蔚、阿貫 

8/23 去台中殯儀館參加贊助人周女士之父告別式 藍蔚、阿貫 
8/22 2000-2130 與錫口社 PP 彭嘉明會面討論資助高一生學費生活

費事宜 
藍蔚、阿貫 

8/21 譚美颱風放假一天  
8/20 1530-1730 齊柏林導演空拍紀錄片「看見台灣」試映會（內湖

堤頂大道 1 段 223 號 4 樓台北影業公司） 
阿貫 

8/16-19 國三升高一生畢業壯遊 
8/16 屏東縣霧台鄉魯凱族霧台部落 
8/17-18 台東延平鄉布農部落「麻菈麻菈」探索營 
8/19 台東市公東教堂、均一中小學 

蕭慧鈞、張乃文、

陳柏羽、黃威愷、

馬胤哲、Tiang、

Jessica、阿貫 
8/15 羅娜國小赴台北誠品信義店參加繪本新書「阿速」發表會 阿蠻、Bukut 
8/14 台北華新兒童合唱團上山交流（東埔國小） 小呂、藍蔚、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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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8/13 國慶籌備會國歌委員方教授、徐教授上山訪視（東埔國小） 
南投教育處黃寶園處長與 Bukut 校長討論原聲音樂學校實體

化事宜 

孫德珍、阿蠻、小

呂、藍蔚 

8/12-15
上山 

暑期學習營第 4 週：荒野保護協會教師群生態課程 Teddy、小呂、藍

蔚 
8/11 在高雄大學參加活力勁教會戶外主日敬拜並獻唱詩歌  
8/10 參觀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駁二藝術特區、真愛碼頭坐船遊覽

高雄港、遊覽旗津老街（校外教學之旅） 
 

8/9 1930-2130 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專場「聽．玉山天籟」音樂會  
8/8 禹連泉建築師至羅娜國小場勘、均一教育平台賴工程師場勘 Bukut、阿貫 
8/5-8 上

山 
暑期學習營第 3 週：美國慧智文教基金會國際志工英語課程 
8/7 晚 1900-2030 惜別晚會 

Doreen.Brian、阿

蠻、Bukut、阿貫

8/3 1400-1500 與誠致教育基金會方新舟董事長洽談 阿貫 
7/30-8/2 Ali 和 Nivu 秘書參加公益平台基金會及誠致教育基金會於翔

園教育訓練中心(台中縣沙鹿鎮忠貞路 20 巷 176 號）舉辦之陪

伴教師研習營 

 

7/30 高雄原民童聲樂舞團上山交流（東埔國小） Bukut、阿蠻、小

呂、阿貫 
7/29-8/1
上山 

暑期學習營第 2 週：美國慧智文教基金會國際志工英語課程 
7/29 晚 1900-2030 烤豬 party 及迎新晚會 

Doreen、Brian、

阿蠻、Bukut、小

呂、阿貫 
7/27 於高雄麗景酒店舉行「聽．玉山天籟」音樂會記者會 Bukut、阿蠻、小

呂、阿貫 
7/22-25
上山 

暑期學習營第 1 週：「蝸行者」教師群多元藝文課程 Bukut、阿蠻、小

呂、阿貫 
7/22 Bukut 校長拜訪鄉長討論部落古謠及聖詩歌唱比賽事宜  
7/16-20
上山 

原聲建中成長營 
7/20 部落巡禮：三十甲及豐丘部落 

阿貫 

7/2-15 美國加州演出及參訪活動  
6/26 赴中和租用訪美用 Walkie Talkie 50 支 藍蔚、阿貫 
6/24 1630-1730 於台大生科系召開台大原聲社團籌備會 

1800-2000 原聲長期志工聚餐 
王俊能、謝旻汎、

藍蔚、阿貫 
6/20-21 拜訪濁水溪上游巴庫拉斯及哈木山民宿 藍蔚、阿貫 
6/22-24
上山 

6/23 下午 0100-0400 家長座談會 
6/24 上午拜訪鄉長洽談校地過戶事宜 

Bukut、藍蔚、阿

貫 
6/18 赴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場勘 小呂、藍蔚、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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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6/9 赴台東參觀公東高工及聖堂、1400-1630 於公教會館演藝廳觀

摩公東高工「質平合唱團」首次演出音樂會 
小呂、阿貫 

6/10 去中和景新街采豐公司訂製原聲筆袋錦旗 
去金山南路忠勝公司訂製原聲團旗 

小呂、阿貫 

6/8 召開第 2 屆第 11 次理監事會聯席會議  
6/7 應陳學聖委員之請於立法院 202 會議室舉行訪美行前記者會 

至采豐公司訂製原聲小錦旗 
送玉山星空音樂會實況錄影 2 份 DVD 至張榮發基金會 

沿禎、黑導、創

夏、Jessica、小

呂、阿貫 
小呂、阿貫 

6/6 安排暑期國中生輔導課程 Jessica 
6/5 0830-0930 至第二殯儀館參加兆佑公司蔡董事長夫人喪禮 藍蔚、阿貫 
6/4 1200-1400 台大志工期末分享會議 

寄出 8/9 高雄音樂會合唱團演出人員及曲目 
訂製原聲建中成長營營服 92 件紅色、89 件黑色 

Ali、Nivu、藍蔚

阿貫 
阿貫 

6/3 至新埔鄉石光國中與雅歌孫德珍教授討論品格教育合作事宜 藍蔚、阿貫 
6/1-2 上

山 
6/2 下午 0430-1830 暑期國中生輔導課安排討論 
美國參訪及演唱行前會議 
討論謝韶翔是否取消就讀資格事宜 
6/2 下午 0143 發生芮氏規模 6.3 地震 

Jessica、聖堯、沿

禎、小呂、Ali、
Nivu、Bukut、阿

蠻、藍蔚、阿貫 
5/31 轉帳發放 2013 上半年學生獎助學金 

收到兆佑公司捐款支票 
藍蔚 

5/30 去梵斯製衣公司看樣、選布—原聲建中成長營營服 
玉山星空音樂會實況錄影轉錄 DVD 製片 20 片 

藍蔚、阿貫 
小呂 

5/29 1000-1200 去華書慈善基金會討論與雅歌合作品格教育事宜 
1430-1500 至立法院 202 會議室場勘 
1830-2030 與國慶籌備會工作人員討論國歌編曲事宜 

藍蔚、阿貫 
 
天豪、藍蔚、阿貫

5/27 1000-1200 原聲訪美行程討論會議 
陳報「台灣原聲音樂學校改善教學環境計畫」致兆佑公司蔡長

裕董事長 

美智、小呂、藍

蔚、阿貫 

5/25 1000-1130 原聲建中成長營志工會議 小呂、藍蔚 
5/24 至國父紀念館勉「原住民兒童之夜」建中志工 

至詹學長家與張銀河建築師討論原聲音樂學校校舍規劃 
驗收短袖黑圓領 T 恤 230 件 

藍蔚、阿貫 
 
Nivu 

5/23 收到 NUSKIN 黃維霓寄來保健食品—兒童如沛甜嚼錠 52 罐

(180 顆) 
Nivu 

5/22 剪輯合唱團赴美演出音樂會影片 
東埔國小燈具更新為 LED 燈管已送貨 

小呂、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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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索取「我們的桃蛙源」及「月光派對」兩曲和弦及伴奏譜 
委託上海曦爵藝術文化公司代理原聲大陸演出事宜 

林志忠 

5/20 獲文化部、僑委會、原民會、外交部、教育部補助訪美旅費  
5/19 0830-0950 於天主教聖家堂獻唱禮成曲 

1030-1130 於天主教「聖若瑟失智老人養護中心」為長者義演 
鳳文 

5/18 合唱團參加中壽 50 週年慶祝會於南港展覽館演唱 
與國慶籌備會工作人員討論領唱國歌事宜 

 

5/17 去高雄與昭億企業公司開會討論 8/9 音樂會籌備事宜 小呂、藍蔚、阿貫

5/16 1300-1500 拜訪台灣合唱藝術中心鳳文董事討論訪台東公東高

工事宜 
驗收 240 件志工 T 恤，200 件運送至美國慧智文教基金會 

藍蔚、阿貫 

5/15 齊柏林至羅娜國小演講 
至中華電信董事長官邸及微客棧場勘 
設計遊行用長條橫幅旗幟 
收到八方雲集林維甫副總捐贈 80 包貢丸條、40 包花枝丸 

Bukut 
藍蔚、阿貫 
宗佑 
Ali 

5/14 辦理合唱團學生族籍證明—戶籍謄本交付原民會審查 Ali 
5/11 上網辦理合唱團師生赴美演出 ESTA Ali 
5/10 0900-1000 與雅歌孫德珍教授會面討論品格教育企劃案 

1000-1100 拜訪花蓮縣青少年公益組織協會台北「好人會館」 
阿貫 

5/8-9 於羅娜國小舉行全國布農族運動會及射耳祭  
5/8 至天主教聖家堂場勘、拜訪副堂沈德中神父 

拜訪微客國際志工協會朱立祥主任及中華電信董事長官邸 
藍蔚、阿貫 

5/7 0900-1200 去華書慈善基金會討論與雅歌合作品格教育事宜 藍蔚、阿貫 
5/5 合唱團至君品酒店演出 

1630-1830 長期志工會議、收到王鈺涵所記志工會議紀錄 
 
春木、藍蔚、阿貫

5/4 合唱團至白金錄音室為齊柏林空拍紀錄片錄唱「拍手歌」  
5/3 收到八方雲集林維甫副總捐贈貢丸 80 小包（原味 20 包，香菇

口味 60 包） 
去樹林拜訪建中校友盲人指揮張義鷹 
拜會詹學長友人旅美僑胞陳隆、勘查詹學長三峽員工宿舍 

Nivu 
藍蔚、阿貫 

5/2 ICBC 基金會執行長至潭南、地利兩國小講故事 小呂、藍蔚、阿貫

5/1 章大中導演「看不見的跑道」紀錄片為陽光基金會義演 阿貫 
4/30 華書慈善基金會拜訪雅歌孫德珍教授—英文課 小呂、藍蔚、阿貫

4/29 至華書慈善基金會討論雅歌合作事宜 
收到南投地院核發 102 證他字 31 號法人登記證書 

藍蔚、阿貫 

4/27-28
上山 

4/27 孫德珍教授協助指導合唱團 
4/28 合唱團於羅娜天主堂獻詩 

藍蔚、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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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1030-1330 智榮基金會執行長及工作夥伴來訪 小呂、藍蔚、阿貫

4/25 1200-1400 拜訪台灣合唱藝術中心鳳文董事討論聖家堂獻詩事 
請陳學聖委員轉公函致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原民會、僑

委會申請訪美經費補助 

藍蔚、阿貫 

4/24 華書慈善基金會拜訪雅歌孫德珍教授—品格課 
至清大物理系拜訪戴鳴鳳教授，討論上山支援自然科教學事宜 

小呂、藍蔚、阿貫

4/23 去南投地方法院辦理社團法人更新登記 藍蔚、阿貫 
4/20 2050-2120 日月潭雲品音樂會 沿禎、小呂 
4/19 拜訪天主教失智老人基金會及場勘 藍蔚、阿貫 
4/18 至三峽詹學長家與陸商石家莊趙先生及檀先生會面 小呂、藍蔚、阿貫

4/17 拜訪華書慈善基金會討論合作事宜 藍蔚、阿貫 
4/16 拜訪立法院陳學聖委員，請求協助申請行政院各部會補助原聲

訪美旅費 
 

4/15 1000-1100 拜訪高雄傳承基金會阮美女董事長 阿貫 
4/13-14
上山 

Love Life 志工 Dora 媽咪蘇惠娟訪視原聲 
4/14 下午拜訪民和村阿喜桂花園 
4/14 下午 6 時於信義餐坊舉行音樂會檢討會及感謝晚餐 

 
沈君山教受 

4/11 台北教育大學志工說明會 
寄出 100 年終身學習圈驚嘆號結案報告 

藍蔚 

4/9 拜會華書慈善基金會感謝支援音樂會志工及協助錄影 藍蔚、阿貫 
4/8 拜會宜果喉糖劉慈純 Bunny 董事長 

去竹利威製衣公司看夏短袖 T 恤打樣及選布 
藍蔚、阿貫 

4/4 原聲加課  
4/3 Teddy 理事負責暑期學習營 7/22-7/25、8/12-8/14 課程  
4/2 1000-1200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陳金粧校長訪原聲及羅娜國小 

ICBC 基金會執行長至東埔、久美、羅娜三國小講故事 
Bukut 校長 

4/1 至兆豐商銀辦理協會存款利息免稅 藍蔚 
3/26 至張榮發基金會及新竹企經會感謝贊助團體 藍蔚、阿貫 
3/25 印製美國加州 SFO & LA 音樂會海報各 250 份及 DM 2000 張 千業印刷 
3/24 與北科大生科系教授華國媛（排灣族）及卓奕君助理討論國中

「自然與生活科技」布農版教材審訂事宜 
哈比蘭工坊素人雕刻師方光雄解說雕刻 

阿貫 

3/22-25
上山 

3/22 搬運八方雲集水餃等食品上山、驗收 50 件志工背心 
3/22 1900-2100 於羅娜國小舉行玉山星空音樂會第 2 次工作協

調 rundown 會議（天豪、信義鄉觀光所、羅娜村長、派出所、

慧智基金會美智、大璽舞台工程黃逢斯、金銘音響何政霖） 

Ni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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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3/23 ICBC 基金會執行長至信義國中講故事 
下午 0630-0900 第 4 屆玉山星空音樂會 
晚 1000-1130 於校長家舉行感謝贊助人及志工歡樂啪踢 

 

3/18-21 安排及協調原聲演出團體、贊助人、會友上山食宿交通事宜 
訂製原聲志工背心 50 件、志工 T 恤 240 件 
印製玉山星空音樂會節目單 1200 張 
3/19-22 搭建音樂會舞台 

藍蔚 
竹利威製衣公司 
千業印刷 
大璽舞台工程 

3/15 完成玉山星空音樂會舞台設計初稿及節目單 
上午至桃園慧智基金會搬運音樂會所需礦泉水上山 
與姊妹旅行社簽訂美國參訪及旅遊契約 
1630 與信義鄉農會黃總幹事及廠長討論支援伴手禮事宜 
2000 拜訪久美村長討論 3/23 晚間歡樂啪踢事宜 

沿禎、小呂、美智

信義鄉觀光所、羅

娜村長、派出所、

慧智基金會、大璽

舞台工程黃逢

斯、金銘音響何政

霖 
3/15-17
上山 

3/16 下午 0500-0700 於羅娜國小舉行玉山星空音樂會第 1 次工

作協調會 
 

3/14 至新埔鄉石光國中拜訪雅歌實驗教育孫德珍教授，討論協助指

導合唱團事宜 
小呂、藍蔚、阿貫

3/13 拜訪立法院馬文君委員，請求協助申請行政院各部會補助原聲

訪美旅費 
分發玉山星空音樂會海報及邀請函 

藍蔚、阿貫 
 
Ali、Nivu 

3/12 邀請會員、贊助人、會友欣賞玉山星空音樂會  
3/11 原聲唱美國國歌錄影上傳 youtube 

印製原聲學生作業簿「成長日誌及閱讀存摺」200 本 
小呂 
宗佑 

3/10 原聲錄唱布農版美國國歌「星條旗」，作曲人林志忠協助後製 小呂 
3/9 召開第 2 屆第 10 次理監事會聯席會議  
3/8 1030-1130 拜訪華書慈善基金會董事長討論與本協會合作方式 

1400-1520 於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清酒工坊 2F 拱廳舉

行玉山星空音樂會記者會 

藍蔚、阿貫 

3/7 授權苗栗建國國小於 2013 全國鄉土歌謠比賽中公開演唱

「Kipahpah ima 拍手歌」 
 

3/6 與台中金銘音響公司何國霖討論玉山星空音樂會音響工程 藍蔚、阿貫 
3/5 1530-1630 於華山園區清酒工坊 2F 會議室與華山工作人員舉

行玉山星空音樂會記者會硬體工程協調會 
志強、予銘(華
書)、小呂、藍蔚、

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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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3/2-3 上

山 
原聲音樂學校開課日 
2 日 1830-2030 玉山星空音樂會籌備會 
3 日 1030-1200 至梅子夢工廠拜訪信義鄉農會總幹事 
1330-1530 家長委員會及期初家長座談會 
    1200-1330 台中快樂髮廊上山義剪 

美智、小呂、藍

蔚、阿貫 

2/27 0900-1100 中央健保局臺北業務組第 2261 場次補充保險費法

規暨實務操作說明會 
1200-1330 台大服務課志工說明會、贊助人推薦新會員 
1500-1700 於協辦召開原聲訪美在台籌備會議 

藍蔚 
 
美智、和道、億

錦、小呂、藍蔚、

阿貫 
2/25-26
上山 

1000-1150 南投縣實驗學校規劃會議簡報（公告序號 9482） 
日本仙台大專生望鄉及久美部落之旅 

Bukut 校長 
小呂、藍蔚 

2/23 與僑委會國會聯絡組陳組長集會志基金會討論赴美申請補助

事宜、1300-1600 自律聯盟年會 
美智、藍蔚、阿貫

2/21 人間衛視上山採訪 Bukut 校長並錄影 Bukut 校長 
2/20 玉山星空音樂會記者會籌備會 建鎰、沿禎、藍蔚

2/4-5 上

山 
3D 動畫電影「桃蛙源記」製作團隊「動動滸」動畫楊仁賢導

演、作曲林志忠等上山錄製「桃蛙源記」主題曲「我們的桃蛙

源」及「月光派對」 
華書基金會志工協助錄影 

和道、億錦、雅

云、小呂、藍蔚 

2/1 授權南一書局將「Kipahpah ima 拍手歌」轉載於其 2013 年國

小五年級藝文科教科書教學輔助光碟 
 

1/31 台南七股鹽博物館及鹽山校外教學之旅 
中華青年之友會陳維德理事長和北京中國農業大學張曉虹教

授赴台南訪視原聲 

 

1/27 1400-1600 原聲樹谷音樂會  
1/26-30 於台南樹谷園區舉行冬令營  
1/22-24 於羅娜國小舉行文化學習營  
1/21 0900-1130 赴松山菸場參觀「哆啦 A 夢」展覽 

1200-1330 赴榮總 93 病房義演 
1400-1530 與長榮交響樂團團練 
1530-1630 參觀長榮海事博物館 

 

1/20 0930-1230 赴東門教會獻詩及參加兒童主日學 
1430-1600 參加會員大會成果發表演唱 
1600-1700 參觀南海路植物園 

 

1/19 原聲音樂學校來台北住宿中華電信板橋訓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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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1/18 至北海扶輪社及真善美扶輪社聯合例會演講 
1900-2100 參加南投縣 101 學年度音樂優異團隊聯合音樂會 

小呂、阿貫 

1/16 上山 聯奇公司林董及樹谷科學館明榮赴館長等 8 人至久美和望鄉

部落場勘 
Jerry、藍蔚、阿貫

1/14 1030-1130 驗收信義國中投影機及螢幕設備 
1630-1800 至華書基金會討論志工合作會議 

小呂、藍蔚、阿貫

1/12-13
上山 

12 日 1300-1530 雙連扶輪社驗收打擊樂器並訪視節奏樂團 
贊助人謝爸謝媽上山訪視原聲 
1930-2030 小品音樂會—博凱愛樂口琴交響樂團演奏 
13 日 1030-1200 至日月潭雲品飯店場勘 
1400-1600 期末家長座談會 1630-1800 校務會議 
     1800-1930 望鄉兀瑪斯民宿及哈比蘭工坊行程確認 

小呂、藍蔚、阿貫

 
 
沿禎、小呂、藍

蔚、阿貫 

1/11 1200-1400 至台北朝陽扶輪社演講 小呂、阿貫 
1/8 0800-1000 至台北錫口扶輪社演講 

1200-1500 至桃園朝陽扶輪社演講 
小呂、藍蔚、阿貫

1/6 至台北君品飯店場勘 沿禎、小呂、藍蔚

1/5 召開第 2 屆第 9 次理監事會聯席會議  
1/4 與華書基金會淑賢一起和市立台北教育大學邱教授討論志工

合作事宜 
藍蔚 

 
※經常性工作： 
1. 每月 1 日支付辦公室租金（轉帳） 
2. 每月 18 日信用卡捐款授權日 
3. 每月 30 日支付教師授課鐘點費（轉帳）、員林客運學生專車費（支票）及餐點菜金 
4. 每週秘書統計學生出席率及作業繳交情形，每月底繳交工作日誌 
5. 志工上山前一日辦理旅遊平安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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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4 年工作計畫                               

計畫目標 

南投縣政府於 2013 年 10 月公布「南投縣縣立中小學實驗教育學校設置要點」，讓原聲音

樂學校實體化有了法源根據，本協會將依據該要點規定申請辦學，期望於 2016 年成立實體學

校。以下為 2014 年目標重點。 
一、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申請辦理實驗學校計畫；尋覓適當學校用地，規劃校園建築配置，設

計校舍及景觀。 
二、使用均一教育平台輔助教學：初期由三、四年級數學課試用，並逐步推展至東埔國小、

久美國小及羅娜國小，以協助學生自主學習。教學模式如下： 
1. 上課前看 video 及做題目預習 
2. 上課上網做題目，老師將大家都錯的地方提出來討論與教學。 

三、國中部班級皆設班導師：國中學生身心成長迅速，需請具專業素養、瞭解布農文化且深

富愛心、耐心之老師來陪伴和協助孩子。 
四、輔導國三學生生涯規劃，適當選擇升學進路：第二屆原聲學生有 7 位國中畢業將邁入下

一階段求學路途，將密切關注其學習狀況，並與學生充分討論後，依其性向、能力選擇

適當志願。 
五、針對高中生量身打造個別輔導課： 

為二位台中二中學生請數學、英文及物理家教，以彌補與平地生間之學習落差。 
六、支援部落活動：玉山星空音樂會、布農詩歌合唱比賽、支援信義鄉兩所(同富及信義)國

中教師研習及學生活動。 

 

實施內容 

一、招生：2014.2 第 7 次招生，預計錄取小二 25 人，總人數預計達 135 人以上 

二、課程 
1. 學期中：數學、英文及國文依年級分班，合唱課分為一團(高年級)、二團(低年級)兩班 
2. 寒暑假 

寒假：1 週冬令營（在台南樹谷園區辦理，並舉行 2 場音樂會） 
暑假：1 週夏令營（與台北市建國中學人文社會資優班長期合作辦理） 
暑假：4 週學習營，每週全日上課四天，實施數學、英語、國文及合唱、打擊樂教學 

三、師資 
1. 行政人員 

校長：洪春滿—負責校務及語文、閱讀課程 
秘書：Uli 馬慧如—負責教務、學務、輔導及家長聯絡事宜 
秘書：Balan 梁賜輝—負責庶務、財務及志工事宜 

2. 音樂教師  
合唱：Bukut、趙慧菁（台中市北屯國小音樂教師）、潘憶蘅（東海大學音樂系） 
打擊樂：陳姿伶（國立台灣交響樂團管樂團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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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科教師 

理化：黃錦珠（國中理化教師退休）；生物：薛如娟（北一女生物科退休教師） 
社會：馬聖堯（台中教育大學）、馬胤哲（台北教育大學） 

 
四、校外活動及演出 
1. 教學、表演及參訪日程 

 
2. 公益活動日程 

 

 高一 9 年級 8 年級 7 年級 6 年級 5 年級 4 年級 3 年級 2 年級 
數學 楊澤璿 林宜城 陳清河 林麗敏 林麗娟 蕭玉鳳 郭淑芬 李倩綸 莊婉琳

英文 張安平 曾克修 曾克修 吳姵穎 劉哲聿 司  婷 林儷穎 蕭淑敏 孫德珍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1/24-27(五-一) 原聲音樂學校冬令營 台南樹谷園區 原聲教育協會 
1/24(五) 「玉山天籟」樹谷音樂會 樹谷園區演藝廳 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1/25(六) 「玉山天籟」樹谷音樂會 樹谷園區演藝廳 台積電福委會 
1/27(一) 參觀港香蘭應用生技公司及蘭

花生技園區 
台南科學園區 原聲教育協會 

2/22(六) 原聲會員大會成果發表 建中夢紅樓展演廳 原聲教育協會 
2/23(日) 參訪政治大學校史館、民族系 政治大學 原聲教育協會 
3/15(六) 第 5 屆玉山星空音樂會 羅娜國小運動場 原聲教育協會 
4/12(六) 磊山群英會音樂會 台北國際會議中心 磊山保險經紀公司

4/12(六) 「看見台灣聽見原聲」音樂會 誠品松菸館表演廳 誠品公司 
7/7-12(一-六) 原聲建中成長營(夏令營) 東埔國小 建國中學 
7/14-17(一-四) 暑期學習營 羅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7/21-24 (一-四) 暑期學習營(國際志工服務) 羅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7/28-31 (一-四) 暑期學習營(國際志工服務) 羅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8/1-6 (五-三) 日本國際合唱節 東京 日本合唱聯盟 
8/9(六) 「玉山天籟」花蓮音樂會 原住民文化館展演廳 蘇帆海洋基金會 
8/11-14 (一-四) 花蓮海洋學習營 花蓮市 蘇帆海洋基金會 
12/13(六) 原聲親子運動會 羅娜國小運動場 原聲教育協會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2/23(日) 台北兆如老人安養護中心義演 台北市文山區 兆豐慈善基金會 
8/9(五) 門諾慈善音樂會義演 門諾醫院禮拜堂 門諾基金會 
11/22(六) 台東基督醫院 50 週年慶義演 台東文化中心演藝廳 家立立社福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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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獻詩日程 

五、部落服務活動 
1. 辦理家長讀書會 

每雙月舉行家長讀書會，由健康、飲食、親子教育、心理行為等類書為始，鼓勵家長閱讀

學習並以身教做孩子榜樣。 
2. 舉辦玉山星空音樂會 

預定 3 月 15 日晚間於羅娜國小運動場舉辦，為慶祝邁入第五年，特邀請「逆光飛翔」影

片中的盲眼鋼琴家黃裕翔、殘障青年所組成的廣青合唱團、有台灣百老匯美譽的天作之合

劇場、來自南美洲玻利維亞的老鷹印第安樂團，以及在地的布農族古調詩歌合唱團和原聲

童聲合唱團共同演出。音樂會主題為「星空下的陽光 - Give me five, Give you light」，期待

在玉山星空下，這場音樂盛會能讓嘉賓感受到宛若陽光般明亮溫暖的能量。 
3. 舉辦布農詩歌合唱比賽 

預定於 12 月農閒時期舉辦，提供優厚獎金，以鼓勵族人傳承發揚布農歌謠；提供各部落

詩歌交流觀摩；以音樂影響教化，涵養部落優質生活。第一名將於玉山星空音樂會表演。 
4. 引介資源 

(1)引介均一教育平台提供東埔國小、羅娜國小及信義國中。 
(2)引介小百合關懷協會支援信義國中學生獎助學金。 
(3)引介統一星巴客咖啡提供設備及協助信義國中實施職涯探索咖啡特色課程。 
(4)支援信義國中舍監薪資、教師研習及課後輔導鐘點費。 
(5)推介日本仙台大專生訪台行腳至地利達瑪巒部落，進行認識布農生態文化之旅。 
(6)快樂麗康髮廊每月上山義剪。 

計畫效益 

一、國三生升學成績：7 位國中畢業生，預期 4 位進入公立高中，3 位進入高職。 
二、小二至國二生學習成效 

成效類型 效益 指標 
知識 知道好的

學習行為 
90%孩子可說出至少 3 種正確的學習行為（準時上學、完成作業、

認真閱讀） 
行為 實行好的

學習行為 
留校率達 90%、全勤率達 30%、閱讀課外優良讀物平均達到 40
本，最少者不低於 20 本 

成績 好的學習

成就 
80%小學生成績居全班前 1/4、70%國中生成績居全班前 1/2 

三、合唱團練習成效：曲目主軸訂為「教育系列」，以新編曲為主，學會 12 首新曲目。 
四、打擊樂團練習成效：學會 10 首打擊樂曲。 
五、質性成效：以教師上課紀錄、志工觀課札記、學生成長日誌及學習回饋單評量。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4/13(日) 台北華山救世主天主堂獻詩 華山救世主天主堂 原聲教育協會 
6/22(日) 仁愛鄉武界基督長老教會獻詩 武界基督長老教會 原聲教育協會 
7/20(日) 仁愛鄉萬豐基督長老教會獻詩 萬豐基督長老教會 原聲教育協會 
10/26(日) 仁愛鄉卡度基督長老教會獻詩 卡度基督長老教會 原聲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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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4 年收支預算表                   
2014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科 目 年度 2013 年 2014 年 說  明 
款項目 名稱 預算數 預算數  

1 本會收入 12,780,580 26,360,600  
1-1 入會費 0 0 不收新會員 
1-2 常年會費 196,000 136,000 1000/人*136 
1-3 捐款 12,232,580 25,352,600
1-4 補助收入 300,000 780,000申請政府補助 
1-5 其他收入 52,000 92,000 存款利息 

2 本會支出 12,780,580 26,360,600 
2-1 人事費 415,700 382,200 
2-2 辦公費 312,000 324,600  
2-3 業務費 11,245,250 16,098,500  

2-3-1 課業輔導費 2,978,000 4,123,500 
2-3-2 教材教具講義費 928,000 1,047,000  
2-3-3 餐點營養費 864,000 864,000  
2-3-4 交通旅運費 1,485,000 1,485,000  
2-3-5 獎助學金 715,200 793,200  
2-3-6 假期營隊活動 480,000 790,000 冬令營+夏令營 
2-3-7 教學及演出活動費 1,660,000 2,660,000 預定赴日本演出 
2-3-8 其他業務費 343,550 240,500  
2-3-9 部落服務活動費 823,000 3,020,000 玉山星空音樂會等 

2-3-10 業務推展費 968,500 1,075,300  
2-4 購置費 0 0  
2-5 折舊 169,700 0 
2-6 專案-建校規劃 0 8,300,000 
2-7 提撥基金 637,930 1,255,300收入 5% 

3 本期餘絀 0 0  
 
理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預算說明 

一、收入 
2013 年度單位捐款較去年成長 7%，且因電影「看見台灣」效應，小額捐款亦大幅增加。

本年度開始規劃建校，所需經費劇增，募款壓力亦加重，本協會仍將以捐款贈送音樂專輯方

式，努力推展小額募款，不但可宣揚原聲教育理念，且可收聚沙成塔、眾志成城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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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 
2014 年支出預算大幅增長，主因為增加建校規劃經費 830 萬元，茲說明如下。 

項 原聲實驗國民小學設計規劃費用 

前期規劃作業階段 

前期規劃作業內容 
1. 整體校園配置計劃 
2. 建築初步平面計劃 
3. 景觀初步平面計劃 
4. 配合原聲空間計畫書、後續取得土地面積大小與區位及相關法令規定修正規劃內容 

A 

設計費用 壹式 NT$ 600,000 元(含 5%營業稅) 
實質建築與景觀設計作業階段 

一、建築設計內容 
1. 建築整體規劃設計 
2. 建築配色與建材計劃 
3. 燈光配置計劃建議 
4. 平面、各向立面與外牆剖立面之細部設計發展 
5. 全套建築施工圖繪製 
6. 配合本案簽證建築師提供建築設計相關圖面，以供建築師作送審作業圖面及報告書 
7. 審核相關建材樣品 
8. 審核相關細部廠商製造圖面 
9. 重點監造 
二、景觀設計內容 
1. 地面層整體景觀規劃設計 
2. 景觀植栽與燈光配置計劃建議 
3. 景觀細部設計發展 
4. 景觀施工圖繪製 
5. 審核景觀相關建材樣品 
6. 審核景觀相關廠商設計規劃圖面 
7. 重點監造 

項目 建築(詳附圖) 景觀(詳附圖) 

面積=911.37 坪 面積=2524.44 坪 宿舍區(住宿單元

及景觀) 1000 元/坪*910 坪=910,000 元 300 元/坪*2500 坪=750,000 元 
面積=346.83 坪  圖書館及社區服

務空間 2400 元/坪*345 坪=828,000 元  
面積= 160.62 坪 面積= 152.46 坪 教學區 

視聽&音樂教室 1500 元/坪*160 坪=240,000 元 600 元/坪*150 坪=90,000 元 
面積= 784.33 坪 面積= 256.84 坪 

B 

音樂廳(含大廳及

準備空間) 3000 元/坪*780 坪=2340,000 元 1200 元/坪*250 坪=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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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434.73 坪  
風雨球場 

1000 元/坪*430 坪=430,000 元  
面積=170.65 坪 面積=420.22 坪 

餐廳暨水上舞台 
2400 元/坪*170 坪=408,000 元 1000 元/坪*420 坪=420,000 元 
 面積=1553.24 坪 操場(祭儀廣場)及

教學區全區景觀  600 元/坪*1550 坪=930,000 元 

設計規劃費小計 NT$ 5,156,000 元(含 5%營業稅) NT$ 2,490,000 元(含 5%營業稅)

總計 600,000+5,156,000+2,490,000=8,246,000 元 

備

註 

一、上述計價以第一次規劃提案為基礎，後續設計費用依實際規劃面積調整 
二、以上設計服務範圍不含下列項目： 
1. 建築師簽證、建築執照製作送審等相關建築師行政業務 
2. 機電、結構、燈光、大地、水保、噴灌等相關專業顧問複委託費用 
3. 工程估價與發包作業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工作人員待遇表                        

2014 年 1 月 1 日 

職 稱 姓名 性別 到職日 月支薪資 備 註 

秘 書 長 孫蘭芳 女 97.7.1 15,000 專職（全數捐回協會） 

教務執行秘書 馬慧如 女 98.7.31 23,000 專職 

總務執行秘書 梁賜輝 男 99.4.6 23,000 專職 

攝影紀錄 呂克勝 男 102.9.1 20,000 兼職 

會計及行政 待聘   27,000 專職 

合   計 108,000  

 
理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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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4 年度行事曆                                

一月 二月 三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2 3 4       1       1 

5 6 7 8 9 10 1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12 13 14 15 16 17 18 9 10 11 12 13 14 15 9 10 11 12 13 14 15 

19 20 21 22 23 24 25 16 17 18 19 20 21 22 16 17 18 19 20 21 22 

26 27 28 29 30 31  23 24 25 26 27 28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1 新年放假 
1/12 原聲休業 
1/18 第 2 屆 14th 理監事會議 
1/18 電子報出刊(11～12 月) 
1/20 休業日 
1/21-22 三-七年級上課 
1/24~27 樹谷冬令營 
1/24(1900-2030)樹谷音樂會 
1/25(1400-1500)台積電南科

音樂會 
1/28~31 放假（1/30 除夕、

1/31 春節） 

2/1~10 放假 
2/11 開學日 
2/14 元宵節 
2/15 原聲始業 
2/16 家長座談會 
2/22 原聲會員大會及成果

發表會 
第 3 屆 1st 理監事聯席會議

2/24-25 日本仙台大專生參

訪望鄉部落 
2/28 國定紀念日、全體上課

3/1~2 二二八紀念日連假 
3/15 電子報出刊(1～2 月號) 
3/15 第 5 屆玉山星空音樂會

3/26-27 日本仙台高中生參訪

達瑪巒部落 

四月 五月 六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2 3 4 5     1 2 3 1 2 3 4 5 6 7 

6 7 8 9 10 11 12 4 5 6 7 8 9 10 8 9 10 11 12 13 14 

13 14 15 16 17 18 19 11 12 13 14 15 16 17 15 16 17 18 19 20 21 

20 21 22 23 24 25 26 18 19 20 21 22 23 24 22 23 24 25 26 27 28 

27 28 29 30    25 26 27 28 29 30 31 29 30      

4/4-5 婦幼節及清明節 
4/4 合唱團上課 
4/12 台北國際會議中心磊山

群英音樂會 
4/12(1930-2030)誠品松菸館

表演廳音樂會 
4/13 華山救世主天主堂獻詩 
4/17-19 華德福音樂教育師

資研習營 
4/20 復活節 

5/9 布農日 
5/11 母親節 
5/17 電子報出刊(3～4 月) 
5/24 第 3 屆 2nd 理監事會議

6/2 端午節 
6/22 仁愛鄉武界基督長老教

會獻詩 
6/29 原聲休業及家長座談會

6/30 休業日 

說明：□上課或校外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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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4 年度行事曆                                

七月 八月 九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2 3 4 5      1 2  1 2 3 4 5 6 

6 7 8 9 10 11 12 3 4 5 6 7 8 9 7 8 9 10 11 12 13 

13 14 15 16 17 18 19 10 11 12 13 14 15 16 14 15 16 17 18 19 20 

20 21 22 23 24 25 26 17 18 19 20 21 22 23 21 22 23 24 25 26 27 

27 28 29 30 31   24 25 26 27 28 29 30 28 29 30     

31       7/1-6 暑假 
7/7~12 原聲建中成長營

7/14~17 暑期學習營 
7/19 電子報出刊(5～6 月) 
7/20 仁愛鄉萬豐基督長老

教會獻詩 
7/21~24 暑期學習營(國際志

工服務) 
7/28~31 暑期學習營(同上) 

8/1~6 日本國際合唱節(東
京) 
8/8 花蓮門諾醫院音樂會 
8/10 花蓮原民文化館展演廳

音樂會 
8/11~15 暑期海洋學習營(花
蓮)、國中畢業生壯遊 
8/30 第 3 屆 3rd 理監事會議

9/1 開學日 
9/8 中秋節 
9/13 原聲始業 
9/14 家長座談會 
9/20 電子報出刊(7～8 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2 3 4      1 2  1 2 3 4 5 6 

5 6 7 8 9 10 11 3 4 5 6 7 8 9 7 8 9 10 11 12 13 

12 13 14 15 16 17 18 10 11 12 13 14 15 16 14 15 16 17 18 19 20 

19 20 21 22 23 24 25 17 18 19 20 21 22 23 21 22 23 24 25 26 27 

26 27 28 29 30 31  24 25 26 27 28 29 30 28 29 30 31    

31       10/10~12 國慶放假 
10/26 仁愛鄉卡度基督長老

教會獻詩 
11/16 台大校慶音樂會 
11/22 電子報出刊(9～10 月)
11/27 感恩節 
11/29 第 3 屆 4th 理監事會議

12/13 親子師生運動會 
12/13 國中生母語認證考試 
12/20-21 聖誕節放假 
12/27-28 新年放假 

說明：□上課或校外活動日 
※ 2014 年原聲上課日數：94 日 

1 月 4-5、11-12、21-22、24-27 8 7 月 7-11、14-17、20-24、28-31 18 
2 月 15-16、22-23、28 5 8 月 5-7、11-15 9 
3 月 8-9、15、22-23、29-30 7 9 月 13-14、20-21、27-28 6 
4 月 4、12-13、19-20、26-27 7 10 月 4-5、18-19、25-26 6 
5 月 3-4、17-18、24-25 6 11 月 2-3、9-10、16-17、23-24、30-31 10 
6 月 7-8、14-15、21-22、28-29 8 12 月 6-7、13-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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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原聲音樂學校樹谷園區冬令營活動計畫                      
一、活動目標：培養團體生活紀律，增強合唱實力，學習健康休閒活動，感恩回饋台南鄉親 
二、主辦單位：樹谷園區服務中心、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三、協辦單位：聯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四、活動日期：2014 年 1 月 24 日(五)至 1 月 27 日(一)，共 4 天 3 夜 
五、活動地點：樹谷園區 NGO 會館(台南市新市區中心路 8 號/06-5889955) 
六、活動流程 

時間   日期 1/24(五) 時間   日期 1/25(六) 1/26(日) 1/27(一) 
0730-1000 出發 0730-0800 起床、盥洗 (1/26：0730-0755) 

0800-0830 早餐 (1/26：0755-0820) 
1000-1030 認識環境 

1030-1130 
開訓典禮

及入住 
0830-1130

合唱練習

擊樂練習
0820-1200

大地遊戲

(高年級) 
獨木舟訓練 

(低年級) 

1130-1200 午餐 1130-1200 午餐 1200-1230 午餐 

1200-1400 午休 1200-1300 午休 1230-1330 午休 

1300-1400 彩排 
獨木舟訓練 

(高年級) 

結訓典禮

校外教學-
參觀港香蘭

生技公司及

蘭花園區

1400-1500 音樂會 
1400-1630 

合唱練習 
彩排 

擊樂練習 
1500-1700 寫作業 

1330-1710 
大地遊戲 
(低年級) 

1630-1730 洗澎澎 1700-1800 洗澎澎 1710-1800 洗澎澎 
1730-1830 晚餐 1800-1900 晚餐 

1900-2100 音樂會 1900-2100
夜闖 

恐龍館 
寫作業 

2100-2130 點心及祈禱時間 
2130~ 進入夢鄉 

快樂返家

 
※說明事項：合唱及打擊樂練習時間參加學生為三至八年級，九、十年級擔任志工 

 
七、參加師長及志工 

師長：洪春滿(校長)、馬彼得(團長及指揮)、馬慧如(學務)、梁賜輝(總務)、 
趙慧菁(伴奏)、陳姿伶(老師)、馬聖堯(導師)、馬胤哲(導師)、呂克勝(攝影)、 
藍蔚秘書長、阿貫理事長 

志工：謝旻汎、陳柏羽、黃敬恆、蕭慧鈞、陶詩韻、陸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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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參加學生：82 人（50 女 32 男） 
 
人數 年級 姓  名 

5 十 谷佳芳 司侑宗 松瑋恩 伊  部 史婉容      

3 八 史  庭 司季璇 幸詩涵        
10 七 幸于辰 全襄柔 松雅各 司佩婷 松憓婷 史勇祥 甘詠祈 伍 瀚 林巧蝶 司季欣

六 幸美茹 松昱蕎 幸雪芳 申 薇 全襄娃 司  美 全芷芸 全唯芯 田芳儒  
18 

六 李羽妃 石伯華 甘玉潔 何瑞耘 全 芊 松慈媗 伍主兒 伍宇欣 方  政  
五 幸明仁 全雅平 申雨軒 松詠婕 史嘉馨 伍曉葳 全家榆 松鈺婷 田鎞鎷 全文祥

19 
五 伍承琳 伍邵恩 伍雨晨 尤蘇諾 林郁家 何家程 松慈芸 伍  恩 釀 恩  
四 谷巧玟 幸聖君 賴念慈 田有宏 全聖煜 伍恩婕 王凱嚴    

13 
四 史俊祥 李  謙 全文恩 林芷柔 松慈霖 伍約翰     
三 幸明山 松冠銘 谷  薰 田祈宏 金家儀 全光榮 向  萱    

14 
三 伍書韓 何恩淑 呂宇澤 史  灝 林采萱 方  琪 伍皓詳    

 
九、經費概算：總計 359,190 元 

項目 內容 單價 數量 小計 合計 備註 

旅運費 車資 13,500/輛/天 3*2 81,000 81,000 1/24 及 1/27(原聲自付)

膳雜費      36,715 
  點心 20/天/人 3*125 7,500   1/24-26(原聲自付)

  午餐 150/人 125 18,750   1/27(原聲自付)
  雜支 10,465/式 10,465 總計之 3%(原聲自付)
膳食費      78,375 
  早餐 49/天/人 3*125 18,375   1/25-27(台積電贊助)
  午餐 80/天/人 3*125 30,000   1/24-26(台積電贊助)
  晚餐 80/天/人 3*125 30,000   1/24-26(台積電贊助)
住宿費   35,000/天 3 105,000 105,000 1/24-26 會館全包(樹谷贊助)
印刷費      1,400 (樹谷贊助)
  票卷印製 800/式 1 800     
  節目單印製 600/式 1 600     
業務費        
  音樂廳場租 28,350/式 2 56,700 56,700 (樹谷贊助)
總計      359,190 

 

十、本計畫經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三屆理、監事聯席會會議通過實施，修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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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原聲音樂學校參加會員大會及參訪義演行程                  

一、 活動目的：展現學習成果，以感恩會員會友；為長者演唱，以學習付出及回饋。 
二、 贊助單位：元大文教基金會、中國國際商業銀行文教基金會、中華電信基金會。 
三、 活動日期：2014 年 2 月 22 日至 2 月 23 日（星期六～日） 
四、 活動地點：台北市立建國高中夢紅樓二樓展演廳（台北市南海路 56 號） 
五、 住宿人員：48 人（24 間房） 

學生 40 人、司機 1 人、教師 7 人：阿蠻校長、Bukut 團長、教務秘書 Uli、總務秘書 Balan、
伴奏慧菁師、打擊樂姿伶師、憶蘅師。 

六、 住宿地點：新北市板橋區民族路 168 號中華電信板橋訓練所 
七、 住宿日期：2 月 22 日（星期六）1 晚 
八、 乘車時間：2 月 22 日（星期六） 

0730 東埔停車場(東埔)→ 0750 玉山消防隊(望鄉)→ 0800 晨軒梅莊(久美、羅娜、新鄉)→ 
0805 信義鄉公所(信義)→ 0835 水里玉管處→ 0920 名間交流道→ 經三號國道 → 1130
新北市中華電信板橋訓練所 

九、 活動行程 

 
十、 表演學生：39 人（女 31 男 8） 

獨唱：伊部．塔給鹿敦  擊樂：尤蘇諾．乃家納 
第一聲部 13 人（女 13） 
司季欣、史嘉馨、田芳儒、申 薇、伍主兒、伍承琳、伍書韓、全  芊、全雅平、 
全襄娃、全襄柔、李羽妃、幸美茹 
第二聲部 12 人（女 10 男 2） 
司  美、司佩婷、甘玉潔、甘詠祈、伍宇欣、全唯芯、全家榆、松昱蕎、松鈺婷、 
松詠婕、何家程、幸明仁 
第三聲部 12 人（女 7 男 5） 

2 月 22 日（星期六） 2 月 23 日（星期日） 
0730~1130 東埔→中華電信板橋訓練所 
1130~1400 午餐（板訓所）、午休 
1400~1500 練唱 
1500~1530 板訓所→建中「夢紅樓」 
1530~1630 參加會員大會、成果發表演出

1630~1800 休息、沐浴 
1800~1930 晚餐（陸聯廳—贊助人招待）

1930~2100 閱讀、祈禱、就寢 

0800~0830 起床、盥洗、早餐 
0830~0930 練唱 
0930~0950 板訓所→兆如老人安養護中心 
1000~1045 於兆如老人安養護中心義演 
1050~1100 兆如老人安養護中心→政大 
1100~1230 參訪政大 
11:00 校史簡報及參觀孫中山圖書館(社資中心)
11:30 參觀民族博物館(綜合院館) 
3. 12:00 參觀藝文中心水岸實驗劇場及獻唱

(kipahpah ima 拍手歌、tankaun hanvang 牽牛、

布農版生日快樂歌) 
4. 12:30 午餐(於 iHouse 或自強十舍 Buffet) 
1330~1800 政大→信義鄉各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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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恩、全芷芸、林巧蝶、松慈芸、松慈媗、幸雪芬、幸雪芳、田  強、全文祥、 
伍邵恩、松雅德、釀恩．塔給鹿敦 

 
十一、工作人員 7 人： 

 謝旻汎、陳柏羽、羅揚、黃敬恆、彭詩庭、呂克勝、藍蔚師、阿貫師 

 全體共計 56 人（住宿 48 人+工作人員 8 人） 
 
十二、成果發表曲目 

9. tankaun hanvang 牽牛（布農語） 曲/伍欽光 編曲/Bukut 
10. 西北雨直直落（福佬語）   詞/葉明龍 曲/黃敏 編曲/楊耀章 
11. 花樹下（客語）     詞/古秀如 曲/謝宇威 編曲/蔡昱姍 
12. 桃花開（客語）     詞/馮輝岳 曲/楊兆禎 編曲/蔡昱珊 
13. 心肝寶貝（福佬語）    詞/李坤城 羅大佑 曲/羅大佑 編曲/冉天豪 
14. 讓生命圓滿（國語）    詞/王友輝 編曲/冉天豪 
15. 如鹿渴慕溪水（國語）   詞/Martin J. Nystrom 編曲/ Phil Dave 
16. We are the world（英語）     詞/曲/Michael Jackson, Lionel Richie 
安可曲： 
17. 我們的桃蛙源（國語）   詞/楊仁賢 曲/林志忠 
18.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詞/王拓南 曲/伍欽光 編曲/Bukut 

 
十三、義演曲目 

1.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詞/王拓南 曲/伍欽光 編曲/Bukut 
2. tankaun hanvang 牽牛（布農語） 曲/伍欽光 編曲/Bukut 
3. 西北雨直直落（福佬語）  詞/葉明龍 曲/黃敏 編曲/楊耀章 
4. 花樹下（客語）    詞/古秀如 曲/謝宇威 編曲/蔡昱姍 
5. 台北的天空（華語）   詞/陳克華 曲/陳複明 編曲/林福裕 
6. 心肝寶貝（福佬語）   詞/李坤城 羅大佑 曲/羅大佑 編曲/冉天豪 
7. 讓生命圓滿（國語）   詞/王友輝 編曲/冉天豪 
8. 明天會更好（華語）   詞/羅大佑 曲/羅大佑等 編曲/冉天豪 

 
十四、學生自備物品（2 天 1 夜） 

盥洗用具、長袖黑白帽 T 各 1、原聲外套、牛仔褲 1 件、換洗內衣褲 1 套、黑襪 2 雙、

健保卡、筆、筆記本、課外讀物 1 本、環保杯、環保筷、原聲背包 
 
十五、公用器材：電子琴、牽牛樂器、打擊樂器、團旗 
 
十六、本活動計畫由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理事長依協會年度工作計畫決行，修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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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受邀演唱原則                        
一、公益演唱：邀約單位負擔交通、膳宿費。 
1. 國際活動、慶典。 
2. 國家活動、慶典。 
3. 地方活動、慶典：僅限南投縣政府所屬單位。 
4. 醫院、學校、教會、監獄、慈善及教養機構（安養院、育幼院等）。 
5. 回饋贊助及合作者： 
2013~2014 年單位捐款贊助協會台幣 50 萬元以上，個人捐款 20 萬元以上者。 
 
二、贊助演唱：接受公益基金會、民間公益團體（如扶輪社、獅子會、崇她社等）邀約。 
1. 邀約單位負擔交通、膳宿費。 
2. 邀約單位捐款協會作為建校基金（贊助費視演唱時間、場次、方式等相關內容而定）。 
 
三、受邀注意事項： 
1. 公益及贊助演唱兩者合計一年不超過八場為原則，以維持團員正常作息及課程實施。 
2. 邀請單位請於演出時間之前至少半年提出邀約，以利作業安排。 
3. 邀請單位請先以 email（langui@vxnt.org）與台灣原聲教育協會聯繫。 
 
※2014 年演唱場次已滿額，恕不再接受邀請，謝謝各界對原聲教育協會暨所屬音樂學校與原

聲童聲合唱團的關愛支持，我們將更用心於孩子的品格及學業教育來感恩大家。 



 
 - 47 -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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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謝謝 

 
慧智文教基金會 Wisdom Culture and Education Organization 
舊金山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San Francisco 
洛杉磯「臺灣書院」 Taiwan Academy Los Angeles 
北加州籌備委員會 VOX San Francisco Volunteer Group 
洛杉磯「臺灣書院」志工團 Taiwan Academy Los Angeles Volunteer Team 
空軍子弟小學校友會 Air Force Element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晶晶兒童合唱團 Crystal Children's Choir 
 
Give2Asia Foundation 
八方雲集食品有限公司 8 Way Co., Ltd. 
元大文教基金會 Yuanta Foundation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文教基金會 ICB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VA AIRWAYS Co. 
晶豪科技教育基金會  ESMT Educational Foundation 
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SUNFAR Computer Co., Ltd. 
感恩社會福利基金會 Grateful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傳承教育基金會 Everlasting Educational Foundation 
 
行政院文化部、外交部、教育部、原住民委員會、僑務委員會 
 
榮譽團長 美青姊姊 

 

謝謝 您 聆聽原聲  謝謝 您 讓更多人聽見玉山唱歌 

您的愛  我們永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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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文化交流表演及行銷台灣活動計畫         
一、活動目的：為培育原住民菁英人才，促進國際文化交流並行銷台灣 
二、邀請單位：慧智文教基金會 Wisdom Culture & Edudation Organization 
三、主辦單位：北加州籌備委員會、北加州籌備委員會、洛杉磯「臺灣書院」志工團 
四、協辦單位：空軍子弟小學旅美校友會 
五、指導及補助單位：文化部、外交部、原民會、教育部、僑委會 
六、贊助單位： 

Give2Asia Foundation、八方雲集食品有限公司、元大文教基金會、中國國際商業銀行文

教基金會、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晶豪科技教育基金會、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傳

承教育基金會、感恩社會福利基金會 
七、活動主題：參加 City of Fremont 美國國慶日遊行及參訪 Facebook 總部獻唱，行銷台灣。

相關文化交流活動包含： 
1. 拜會舊金山 City of Fremont 市政府，獻唱美國國歌及布農組曲 
2. 參加舊金山 City of Fremont 美國國慶遊行活動 
3. 與 MLB 巨人隊球員交誼，大會於第 3 局專鏡介紹來自台灣的原聲 
4. 「玉山天籟—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專場音樂會於聖荷西演出 
5. 出席 Ronald McDonald 文化大使交流活動 
6. 慧智中文學校國際志工及接待家庭交流聯誼 
7. 參訪 Facebook 總部並獻唱 
8. 全球華文數位會議(ICICE Conference) 於台灣書院開幕典禮獻唱 
9. 「玉山天籟—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專場音樂會於洛杉磯演出 
10. 受邀於 UNITY(United National Indian Tribal Youth Association)於 年會中獻唱 

八、參訪日期：2013 年 7 月 2 日(星期二)至 7 月 14 日(星期日) 
九、航班：長榮航空公司 

《去》7 月 2 日 BR0018  桃園 TPE/舊金山 SFO   1950 / 1630 
《回》7 月 14 日 BR0015 洛杉磯 LAX /桃園 TPE  0155 / 0610 + 1 日 

十、住宿 
7/2~7/6 舊金山：Marriott Fremont Silicon Valley【4 晚】 
               46100 Landing Parkway, Fremont, CA  (510) 413-3700 
7/7 舊金山：接待家庭【1 晚】 
7/8~7/10 洛杉磯：Travelodge Anaheim International Inn【3 晚】 
                2060 South Harbor Blvd, Harbor Blvd and Katella Ave., Anaheim 
                (714) 971-9393 
7/11~7/12 洛杉磯：Travelodge Pasadena Central【2 晚】 
                2131 E Colorado Blvd, Pasadena, (626)796-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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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參訪人員 

學生：35 人 
第一聲部 12 人 
司季欣、田芷婷、田芳儒、田雨卉、申 薇、伍承琳、全  芊、全襄柔、李羽妃、 
幸美茹、幸詩涵、伍 瀚 
第二聲部 11 人 
王卉軒、司  美、司念祖、司孟奾、司佩婷、史  庭、甘詠祈、伍宇欣、全唯芯、 
松夢葶、松憓婷 
第三聲部 12 人 
司莉君、伍  恩、伍冠因、全芷芸、林巧蝶、松慈媗、松夢筑、幸雪芬、田  強、 
松昱希、松雅各、釀恩．塔給鹿敦 
師長：11 人 
洪春滿 女 原聲音樂學校校長（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校長） 
Bukut 男 原聲童聲合唱團團長（南投縣信義鄉羅娜國小校長） 
吳姵穎  女 原聲童聲合唱團英文老師（基隆市聖心國小英文教師） 
趙慧菁 女 原聲童聲合唱團伴奏老師（台中市北屯國小音樂教師） 
司秀梅 女 原聲音樂學校教務秘書 
伍美英 女 原聲音樂學校總務秘書 
黃沿禎 女 原聲教育協會舞台總監志工（豐年社行銷專員） 
謝旻汎 男 原聲教育協會隊輔志工（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四年級） 
呂克勝 男 原聲教育協會攝影師志工 
孫藍蔚 女 原聲教育協會秘書長 
廖阿貫 女 原聲教育協會理事長 

 
十二、預定演出曲目 

7/4 City Fremont 市政府 
1. 美國國歌 The star-spangled banner（英語）  詞/Francis S. Key 曲/John S. Smith 

2.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詞/王拓南 曲/伍欽光 編曲/Bukut 
 
7/6 City Fremont / Jubilee Christian Church 

1. pakadaidaz 相親相愛（布農語）   編曲/Bukut 
2. tankaun hanvang 牽牛（布農語）  詞/伍欽光等 4 人 曲/伍欽光 
3. 客家本色（客語）     詞曲/涂敏恆 編曲/冉天豪 
4. 叫做台灣的搖籃（福佬語）   詞/謝安通 曲/張炫文 編曲/冉天豪 
5. 大海呀故鄉（華語）     詞曲/王立平 編曲/楊鴻年 
6. 小小的夢想（華語）     詞/李信儀 曲/游智婷 編曲/Bukut 
7. cina 媽媽（布農語）             詞曲/周偉寬 編曲/Bukut 
8. pislahi 獵祭（布農語）    編曲/Bukut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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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e are singing, for the Lord is our light（英語+祖魯語）   編曲/Hal.H.Hopson 
10. Jubelate, Alleluia（英語+拉丁語）  詞曲/Mary Lynn Lightfoot 
11. Take these wings（英語）    詞/Steve Kupferschmid 曲/Don Besig 
12. Amazing Grace（布農語+英語+華語） 詞/John Newton 編曲/Edwin O. Excell 
13. We are the world（英語）     詞/曲/Michael Jackson, Lionel Richie  
14. 更高處（華語）      詞/劉德義譯 曲/Boersna 編曲/吳博明 
15. 明天會更好（華語）     詞/羅大佑 曲/羅大佑等人 編曲/冉天豪 
安可曲 
16. 我們的桃蛙源（華語）     詞/楊仁賢 曲/編曲/林志忠 
17. 台北的天空（華語）        詞/陳克華 曲/陳複明 編曲/林福裕 
18.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詞/王拓南 曲/伍欽光 編曲/Bukut 
 
7/7 Taiwa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 San Jose 台美基督長老教會 
    The Home of Christ Church / Cupertino 基督之家第五家教會 
1.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詞/王拓南 曲/伍欽光 編曲/Bukut 
2. Take these wings（英語）    詞/Steve Kupferschmid 曲/Don Besig 
3. 更高處（華語）      詞/劉德義譯 曲/Boersna 編曲/吳博明 
4. 耶和華祝福滿滿（福佬語）    詞/李信儀 曲/游智婷 編曲/游智婷 
 
7/12 LA / Pasadena City College（與 7/6 相同） 
 
十三、說明事項 
1. 慧智文教基金會 http://www.wceoprogram.org/ 負責落地接待 
2. 行程承攬：姊妹旅行社（桃園市萬壽路 3 段 156 號 03-3340928） 

領隊：林嘉玲（Gabi） 
3. 機票贊助：長榮航空公司優惠團體折扣票（舊金山進、洛杉磯出） 
4. 聯絡人：慧智文教基金會 Wisdom Culture & Education Org. 
執行長 賴美智 Mei Chih Tsai  Email: meichih@wceo.org  
Tel: 1-510-252-9226*111 Fax: 1-510-252-9124  44599 S. Grimmer Blvd. Fremont CA 94538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Vox Nativa Association, Taiwan (O)02-29333381 
理事長 廖阿貫 Akuan Liao Email: akuanliao@gmail.com  (M)0919-984987 
秘書長 孫藍蔚 Langui Sun Email: languisun@gmail.com  (M)0953-560933 

5. 網頁連接 
US website: http://voxnativausa.org  
US FB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voxnativausa  
US YouTube channel: http://www.youtube.com/user/voxnativausa?feature=mhee  

 



  
- 52 - 
十四、行程 

時間 內容 
下午 1230 東埔→1650 抵達桃園機場→1950 長榮 BR18 航班 
晚餐 飛機餐 
下午 7 月 2 日 1630 抵達舊金山機場 (於大廳舉行記者招待會，獻唱 1 首歌)
晚餐 中式合菜 

7 月 2 日 
（星期二） 

晚上 
入住聖荷西 Marriott Fremont 盥洗、閱讀、寫作業、叮嚀、祈禱 
(2130-2230 行程會報)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休息、調時差 (可使用健身房、游泳池)  
Bukut 校長 1000 接受世界日報採訪 

中餐 中式合菜 

下午 舊金山 City tour：金門大橋、藝術宮、九曲花街、金門灣遊船、China Town

晚餐 中式合菜 

7 月 3 日 
（星期三） 

晚上 盥洗、寫作業、叮嚀、祈禱 (2100-2200 音樂會工作協調會議)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拜會 City Fremont 市政府，獻唱美國國歌+布農組曲，參加國慶遊行 
中餐 中式合菜 

下午 練唱：地點 44599 S.Grimmer Blvd, Fremont CA 94538 

晚餐 感恩餐會(感謝國際青年志工) (獻唱) 

7 月 4 日 
（星期四） 

晚上 盥洗、寫作業、叮嚀、祈禱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參觀 Jelly Belly Bean Factory 
中餐 McDonald 尹爺爺莊園招待 
下午 McDonald 尹爺爺莊園休閒遊玩 (獻唱) 
晚餐 舊金山經濟文化辦事處招待 

7 月 5 日 
（星期五） 

晚上 
AT&T 球場觀看巨人 vs 道奇棒球賽，賽前與巨人球員交誼 
2130 Bukut 團長帶 2 位小朋友上電視「今夜有話要說」訪談節目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參觀史丹福大學鐘樓、教堂、Cantor center 

中餐 Sweet Tomatos (1210 Kifer Rd, Sunnyvale  TEL.408-730-8117) 
下午 練唱、彩排 (1700-1820 貴賓交誼酒會) 

晚餐 餐盒 
晚上 1830-2030 Jubilee Christian Center 音樂會 105 Nortech Pkwy, San Jose 

7 月 6 日 
（星期六） 

夜晚 消夜 (金玉滿堂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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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0945-1045 台美基督長老教會獻詩 3675 Payne Ave. San Jose 

1100-1310 基督之家第五家教會獻詩 10340 Bubb Rd. Cupertino 

中餐 永和超市黃爺爺 Los Altos 莊園招待 

下午 
黃爺爺 Los Altos 莊園休閒遊玩 (獻唱)  

參加感恩茶會(感謝贊助貴賓) (獻唱)  接待家庭各自接小朋友回家 
晚餐 接待家庭招待 

7 月 7 日 
（星期日） 

晚上 盥洗、與接待家庭交誼、祈禱 

早餐 接待家庭招待  

上午 
接待家庭送回小朋友(集合地點：Great mall Gate 2 停車場) 
參觀Ｄiscovery Museum 並獻唱 

中餐 Facebook 招待 

下午 參訪 Facebook 總部並獻唱，前往洛杉磯 

晚餐 Tomy Romas 肋排餐 

7 月 8 日 

（星期一） 

晚上 入住 Travelodge Anaheim International Inn 盥洗、寫作業、叮嚀、祈禱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遊覽迪士尼樂園 

中餐 園區內集合用餐 

下午 遊覽迪士尼樂園 

晚餐 園區內分組集合用餐 

7 月 9 日 

（星期二） 

晚上 盥洗、叮嚀、祈禱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遊覽迪士尼樂園 

中餐 園區內集合用餐 

下午 遊覽迪士尼樂園 

晚餐 園區內分組集合用餐 

7 月 10 日 

（星期三） 

晚上 盥洗、叮嚀、祈禱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遊覽環球影城 

中餐 園區內集合用餐 

下午 遊覽環球影城 

晚餐 韓式豆腐鍋 

7 月 11 日 

（星期四） 

晚上 入住 Travelodge Pasadena 盥洗、叮嚀、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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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0930 全球華文數位會議(ICICE Conference)開幕，獻唱「獵祭」 
參觀 Forest Lawn museum 

中餐 Forest Lawn 招待 

下午 1500 於台灣書院洛僑中心彩排 

晚餐 台灣書院志工團招待 

7 月 12 日 

（星期五） 

晚上 1900 -2130 Pasadena City College 音樂會 1570 E.Colorado Blvd. 

早餐 旅館 Buffet 
上午 於 UNITY(United National Indian Tribal Youth Associate)年會中獻唱 
中餐 台灣書院志工團招待 
下午 參觀現代美術館、印第安西南博物館 
晚餐 西式料理 

7 月 13 日 
（星期六） 

晚上 2030 出發前往洛杉磯機場→2130 至機場長榮航空公司櫃檯 check in 

上午 搭乘長榮 BR15 航班 0155 起飛 7 月 14 日 
（星期日） 中餐 飛機餐 

早餐 飛機餐 
上午 0610 抵達桃園機場→專車接機送返信義鄉結束訪美文化交流之旅 

7 月 15 日 
（星期一） 

中餐 旅行社提供小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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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文化交流表演及行銷台灣活動行前記者會   

一、 演出時間：2013 年 6 月 7 日（星期五） 

二、 演出地點：立法院紅樓 202 會議室（台北市中山南路 1 號） 

三、 住宿時地：6 月 6 日（星期四）台北國軍英雄館（台北市長沙街 1 段 20 號） 

四、 服裝：6 月 6 日（星期四）穿便服 

      6 月 7 日（星期五）穿黑色短袖圓領 T + 深色牛仔褲、球鞋 + 頭飾 

五、 參加人員：共計 39 人 0920 到 

師長 4 人：洪春滿校長、Bukut 團長(當天 0630 高鐵烏日出發)、趙慧菁老師(伴奏)、 

          Nivu 老師(總務秘書) 

學生 34 人（29 女 5 男） 

第一聲部 12 人 

司季欣、田芷婷、田芳儒、田雨卉、申 薇、伍承琳、全  芊、全襄柔、李羽妃、 

幸美茹、幸詩涵、伍 瀚 

第二聲部 10 人 

王卉軒、司念祖、司孟奾、司佩婷、史  庭、甘詠祈、伍宇欣、全唯芯、松夢葶、 

松憓婷 

第三聲部 12 人 

司莉君、伍  恩、伍冠因、全芷芸、林巧蝶、松慈媗、松夢筑、幸雪芬、田  強、 

松昱希、松雅各、釀恩．塔給鹿敦 

六、 工作人員：共計 7 人 0910 到 

黃沿禎：原聲舞台總監志工 

呂克勝：原聲攝影志工 

蕭淑敏：原聲英文老師 

楊智麟：原聲紀錄片「唱歌吧」＆「不只唱歌吧」導演 

江睿智：原聲理事、經濟日報資深記者 

黃創夏：原聲會友、資深媒體人 

廖阿貫：原聲理事長 

七、 嘉賓：原聲 sponsor 共計 4 人 0950 到 

元大文教基金會  楊荊蓀執行長、李建鎰 

慧智文教基金會  蔡仁達董事長、林嘉玲 

八、 乘坐資訊：6 月 6 日（星期四）彰化客運 23,000 元/台(兩天一夜) 

1700 東埔停車場(東埔)→1720 玉山消防隊(望鄉)→1730 晨軒梅莊(久美、羅娜、新

鄉)→1740 信義鄉公所(信義、三十甲) →1815(學生住宿中心) →1825 水里玉管處→2230

台北國軍英雄館（訂 6/7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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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練唱時地：6 月 7 日(星期五) 0810-0910 

          張榮發基金會（中山南路 11 號地下室 有鋼琴） 

 
十、 記者會流程：6 月 7 日(星期五) 

0700 起床→0720~0750 早餐→0755 出發→0805 張榮發基金會→0910 出發→0920 立法院

紅樓 202 會議室→1100 回信義鄉各部落 

 
※ 公用物品：電子琴 1、橫旗 1、直掛旗 2 

※ 伴手禮：阿蠻校長梅子 6 罐（陳學聖立委辦公室 3 罐、張榮發基金會 3 罐） 

※ 午餐飯盒：池上便當 50 葷 1 素（1055 送到立法院門口） 

預定時間 內容 

09:30~10:00 
貴賓、媒體接待（原聲工作人員請穿原聲制服於 0910 抵達立法院

門口，再一起進去） 

10:00~10:02 主持人開場 

10:02~10:12 

貴賓致詞： 
立法院陳學聖委員、尤美女委員、林明溱委員、鄭天財委員、簡

東明委員太太 
文化部 文化交流司徐振德專門委員 
原民會 教文處 王慧玲副處長 
教育部 國教署 原民特教組 劉源明組長  胡淳淨 
外交部 NGO 事務委員會 吳榮泉執行長 
僑委會 張良民主秘 
僑委會 

10:12~10:15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指揮 Bukut 團長致謝詞 

10:15~10:30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獻唱： 
1. 叫做台灣的搖籃(福佬語)     編曲/冉天豪 
2. We are the world (英語)       編曲/Michael Jackson 
3. 台北的天空(國語)         編曲/林福裕 
4. 布農組曲(布農語)   編曲/Bukut 

10:30~10:32 主持人結語 
10:32~10:50 媒體 Q & A 
10:50~10:55 大合照（議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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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於 2008 年 5 月在南投縣信義鄉玉山山麓成立，利用每週六、日

及寒暑假進行課業輔導和合唱練習，借用羅娜國小教室上課。團員為來自信義鄉及水里鄉十

餘所部落國中小的原住民學童，目前有一百餘人，大多數家境困難。但他們認真學習、用心

唱歌，其歌聲來自心靈深處，清澈、純淨又和諧，被譽為天籟。 
這歌聲，從臺灣唱到曼谷、廈門、香港、北京，一路唱到了上海世博會。民國 100 年 10 

月更受邀於建國百年國慶典禮中，以布農語、客語、福佬語和國語演唱「百年禮讚」組曲，

為台灣加油，讓全國民眾感動於咱台灣美麗島竟蘊育出如此充滿力量和質樸動人的聲音。 
2013 年 7 月 2 日至 14 日，「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將首度踏上美國加州，展開一系列文

化表演及教育交流活動。主要項目為在舊金山及洛杉磯舉行兩場公益音樂會，讓僑胞及美國

民眾聽見來自臺灣玉山的原住民天籟。此外，將拜會 City of Fremont 市政府並參加美國國慶

日遊行獻唱活動，以及 Facebook 總部演唱，且於台灣書院舉行的全球華文網路教育研討會 
(ICICE Conference)開幕時獻唱。與教育相關活動則包括參訪史丹福大學，與慧智中文學校師

生家長及國際志工聯誼交流等。 
合唱團師生一行 46 人，訪美所需旅費不貲，幸得孔文吉委員、廖國棟委員、簡東明委員、

鄭天財委員、陳學聖委員等立委積極向相關部會爭取補助，獲得文化部、教育部、原委會及

僑委會等相關部會大力支持補助而得以成行。 
原聲童聲合唱團希望透過歌唱保存傳揚部落藝術文化，讓新一代原住民小朋友感受屬於

自己血脈的驕傲；同時也培育合唱團具有國際水準，走向世界，為臺灣在國際發聲，讓世界

聽見玉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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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北加州籌備委員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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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演出的話                                             

天籟饗宴 
2013 原聲訪美北加州籌委會 

凌晨 2 點 20 分。起床的鬧鐘響起，我們梳洗整裝在三點摸黑出發。在盞盞頭燈及月光的

帶領下，及時的登上玉山山頂，迎來台灣的第一道日光。 
中午下到半山，就開始大雨，走到塔塔加，已是全身濕透，一身的疲憊狼藉，來到這個

玉山下的原住民小村——南投縣東埔部落。 
晚上八點了，哇，可以泡個溫泉，早點休息了。但是就是那麼的神奇有幸，我們在這最

長一日的夜裡，聽到了玉山的天籟之聲，跟原聲結了善緣，那是 2008 年的秋天。 
一群住在偏遠山上的孩子，靦腆沒有自信；兩個國小的校長，苦思如何教育部落的下一

代；兩位山下退休的老師，不時思量如何對社會有更多的回饋。 
五年來，這群人的互動與磨合，一點一點的改變，一步一步的前進，累積起巨大的能量，

造成了震撼的轉變。 
孩子們找到了自我，變得敦厚有禮，又不失純真，居然會“喜歡”上數學課，居然會愛上

禮拜六早上六點多就要上“校車”的艱苦。因為經由唱歌和學習，藉著團隊訓練，再因為增加

了和外界的接觸，使孩子們不斷的磨練成長，給了他們生活上巨大的改變。他們不僅如今已

不是弱勢，還時常參與社福工作。 
校長用了合唱的策略，凝聚小孩及周遭所有人的能量，貫徹他們的教育理念，給每一個

孩子創造機會，建立信心；為部落培育未來的精英，從而徹底改造原住民社會，從弱勢的的

一群變為社會的中堅，校長們的身教及其“循循善誘＂語錄成為伴隨小朋友成長的金玉良言。 
對於現時的部落，校長們將最時尚且振奮人心的音樂帶到山上，讓平地和山上的音樂在

玉山星空下交融；他們又透過一村一教會的傳唱，將正面的能量帶到偏遠的各角落。 
兩位退休老師開展她們人生下半場的精彩，變成無日無夜的萬能天使。她們能打躬作揖

的籌款，能熟練的做農活體驗布農生活，能事無鉅細的奔波辦音樂會夏令營，更能做嚴師、

司機、保姆、並負責法規、賬目及辦報。 
這些一點一滴的努力，讓原聲的孩子們、老師們、校長們自信滿滿的走向國際舞台，不

僅讓台灣聽到來自玉山的聲音，也讓世界聽見台灣，認識台灣。 
五年來他們的蛻變，令人目不暇給，他們帶來的歌聲，震撼你的心靈，他們耀眼的成就，

原聲的故事，讓你熱淚盈眶。 
這次是原聲第一次踏上美國，我們何其有幸，能在北加州欣賞他們第一場的演出，演唱

的曲目有布農的傳統歌、兒歌、台灣的民歌、美國歌、聖歌 (拉丁語、英語、國語、布農語）。

全球頗負盛名的晶晶合唱團將會友情助唱兩首聖歌。 
這次音樂會的歌聲與曲目，希望能蘊育與創造出動人的生命力，將滿滿的幸福感動帶到

你家，引入你心，長長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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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團長  Bukut Tasvaluing 
台灣原聲音樂學校成立五年，這雖然不是第一次出國表演，但對孩子來說，意義卻不同

於以往。原聲音樂學校的成立，並非只是為了合唱演出，教育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因此，

在合唱之外，我們花了更多時間在孩子課業的學習及品格的教導。在合唱這條路上，我們走

得比其他團體更謹慎，思慮得更久遠。 
這趟美國之行，我們的孩子不僅要在合唱練習上，付出更多的努力；更要在課業學習和

生活品格的表現上，有更多、更高的進步與成長，此刻，他們才有機會站在各位面前！因此，

原聲孩子今天所要呈現的，不僅僅是他們的歌聲，更是他們努力不懈的精神與自我負責的態

度。 
能夠來到美國，心中有太多太多的感動與感恩，僑胞們的熱情，遠遠超乎我們想像，使

我們對天涯若比鄰有著更深的領悟。聖經以弗所書 3：20：「 神能照著運行在我們心裡的大

力，充充足足的成就一切，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感謝所有為今天的音樂會付出心力的每一位朋友。上帝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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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訪美日誌                                    謝旻汎 

Day 1  7/2 
 台灣時間 7 月 2 日傍晚時分，原聲音樂學校 35 位小朋友與 11 位師長，於桃園機場會合，

在蔡仁達大哥與領隊嘉玲姊姊的陪同照護下，飛越大半個地球，前往美國舊金山。 
 孩子們小心翼翼收藏著那份期盼與雀躍，在出發前真心誠意地禱告，祈求一切平安、順

利。帶著家人朋友滿滿的祝福，替一生從未出國過的爸爸媽媽，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些家庭

甚至老早就開始籌集親戚好友們的資源，給孩子買鞋、準備零用錢，為的就是圓滿孩子的旅

程與回憶，讓孩子無後顧之憂地將玉山的驕傲、台灣的驕傲，帶到太平洋對岸，分享給「美

國人」------ 孩子們印象中金髮碧眼，高大身材，彼此以流利英文交談著的異世界族群。 

 到達舊金山機場時，仍是 7 月 2 日，飛越國際換日線，飛出地球背面的陰影，孩子們已

在飛機上實地學了一堂地理課。有心的孩子，甚至早已自行研究好台灣與舊金山兩地的時間

算法。日光節約時間的概念、時區的概念、以及後續行程中所有相關的小知識與學習單，也

早由藍蔚老師編入了每人的活動手冊，期勉孩子們這一趟到美國不只是演唱與遊玩，也要盡

可能學習到當地文化以及世界觀。洪校長也提醒著大家：「我們來美國，是有功課的喔！」 

 「真的跟電視上的美國人一樣耶！」，出海關前，孩子們已對隊伍中的異國人士們行過無

數注目禮，發出驚嘆，並且緊張慎重地請教同行的英文老師通關時可能需要用到的英語詞句。

在慧智文教基金會和道大哥、台光大哥、美智姊、仁達大哥一行人的完善接待下，原聲童聲

合唱團 46 人順利通關，孩子們並在機場大廳以布農族的歡呼齊聲回應！「厚～吼厚！」，來

自玉山的天籟，加州初啼。 

 
Day 2  7/3 

 在美國的第一個上午，原聲童聲合唱團前往慧智文教基金會提供的活動教室練唱。馬校

長勉勵著孩子們：「雖然昨天因為時差沒睡好，仍必須好好唱出聲音喔。」孩子們打起精神，

試圖專注、沉浸到歌曲的氣氛，努力練習到午餐時間。 
 此行安排提前於音樂會幾天到美國，就是希望讓孩子們調整時差，以充足的體力盡力呈

現完美歌聲。7 月 3 日下午，和道大哥與台光大哥做足了功課，帶領全員導覽舊金山市的著

名景點，在 43.5 號碼頭搭乘渡輪遊覽金門灣，感受山上生活陌生的海風、在變動的雲霧中見

識到灣區獨特的地中海型氣候，在九曲花街體驗舊金山市的地形地貌，在金門大橋欣賞雄偉

的工程之美。 
 異國風情與台灣迥然不同，孩子們瞪大著眼睛，讚嘆一輛又一輛別緻的車、一棟又一棟

美式風格的房屋，小小的事物就能衝擊大家的小小心靈。孩子們在街區行走了一下午，已感

受到美國馬路文化的友善，學到與路人擦身而過時需要說一句「Excuse me」，也念念不忘汽

車駕駛人總是有禮貌地讓行人先過馬路。 
在走過九曲花街後，大家前往乘車地點，等待遊覽車接送。隨興地坐在路邊休息時，經

過的車輛幾度和孩子們熱情地打招呼，而孩子們也驚喜地大聲回應！「Where are you from?」

「Taiwan!」。能夠舒坦地展現原住民的熱情天性，讓每個孩子臉上，展開了抵達美國以來最

輕鬆的笑容。原來，來到美國，最能觸動大家的心的，不是硬體的建設，而是美國人展現的

開放與包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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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夜晚，待孩子們回房就寢後，北加州音樂會的籌備人員們在 Hotel Marriot 進行了一

次協調會議。感謝灣區志工們的嚴謹籌備與機動支援，使原聲只需準備舞台部分的相關微調

工作，在音樂會前仍能夠盡情參與遊覽行程，無後顧之憂。 
 

Day 3  7/4 
 經過了兩天休養生息、調整時差後，便是美國時間 4th July，舉國歡慶的國慶日。曾在台

灣建國百年國慶日典禮上演唱的原聲童聲合唱團，這次能在 Fremont City Hall 前獻唱，無疑

是一大躍進，邁進世界舞台。一早，孩子們穿著布農傳統服飾，從飯店出發前往市政府附近，

遊覽車上，Bukut 團長帶著孩子們暖聲。由於這次將在開放的室外獻唱，更需要歌聲的力道，

而孩子們將在這麼重要的場合，第一次唱出苦練半年的美國國歌，所以也非常地謹慎而認真。 
 加州熱情的陽光迎接原聲一行人。步行前往市政府的路上，普天同慶的氣氛已四處瀰漫，

美國人的國慶穿著打扮五花八門，連汽車都有星條旗的味道。孩子們得到了小星條旗，開心

地揮舞著，也將它插在頭飾上，與美國同慶。上午十點，Bukut 團長與孩子們已在市府官員

的看台前列隊，前方展開著原聲團旗。此時全場肅立，右手貼著左胸，Bukut 團長指揮孩子

們，大聲唱出布農式美國國歌。來自台灣玉山的歌聲，悠揚在市府前的大馬路上，特別代表

著 Fremont 這個城市的文化多樣性。孩子們的美國國歌初次獻唱，曲畢，贏得如雷掌聲。 
 遊行於國歌後正式開始，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是 City Fremont 遊行隊伍中的其中一團，

孩子們拍手、搖擺，唱著布農詩歌前進。馬路兩旁熱情的當地居民們或坐或站欣賞著遊行，

雖然當地也有許多華人團體參與遊行，但原住民的膚色還是引起不少驚奇的眼光，而獨特的

歌聲，更是招來沿途熱烈的掌聲與歡呼聲。原聲的師生們都得到了一次非常難得的文化體驗，

看見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熱愛，感染著美國的國慶氣氛，反思著自己的故鄉。 
 能夠有這樣的機會，參與美國國慶，都要感謝慧智的安排。下午是非常重要的美國志工

感恩茶會，比起早上的國慶演出，Bukut 團長更加重視，告訴孩子們：「小朋友，我們一定要

非常用心地唱，好好感謝這些幫助我們的人。」。在慧智的活動教室，美國志工們擺開了餐宴，

端出拿手料理予眾人享用，孩子們見到在山上曾見過的大哥哥大姊姊們，驚喜地擁抱、敘舊，

而現場也不乏某些孩子一直以來的贊助人，感恩的心意填滿小小溫馨的空間。 

 用完餐點，和道大哥、台光大哥、洪校長、馬團長，對在場的所有志工衷心致謝，有眾

人無私的付出心力，才能促成原聲美國夢。孩子也靦腆地對著麥克風說：「謝謝你們，因為有

你們，我們才能來到美國。」。此時，由於北加州演唱會的鋼琴還沒準備好，台光大哥也趁機

詢問是否有志工能夠提供幫助？語畢，現場馬上有位大姊姊舉手，表示願意提供一台鋼琴借

用！這一幕，再度感動了原聲全體師生。Bukut 團長指揮孩子們，唱了「布農組曲」以及私

房歌曲「今年夏天」，並且致贈原聲錦旗、手工感謝卡片，給即將於週末接待孩子們到家裡居

住一晚的青年大哥哥大姊姊們。 

 

Day 4  7/5 
盛大的國慶獻唱與感恩志工茶會後，接下來這一天安排了孩子們期待的遊玩行程。遊覽

車載著原聲一行人向北駛去，一路上晴朗無雲，灣區的丘陵綿延起伏，景色與台灣迥異，和

道大哥與台光大哥則在前頭為孩子們導覽加州的地形氣候，白天的陸風使天氣晴朗炎熱，晚

上的海風則使天氣較濕冷，解說了兩天前孩子們在金門灣的渡輪上看到的百變雲霧，也預告

了當晚將在 AT&T 棒球場面臨的寒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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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就到孩子們滿心期待的 Jelly Belly Bean 糖果工廠，欣賞糖果的製程並且品嘗一

番。繽紛的糖果商店裡，有的孩子買了自己愛吃的糖，有的孩子買了紀念品要送給家人朋友，

有的孩子想把錢存下來，留給往後的行程。阿滿校長特別提醒孩子們：「我們來到美國，一定

不能忘記故鄉的家人朋友，他們都好羨慕我們能來，所以一定要帶些小禮物回去分享、感謝，

這是我們小朋友的功課喔。」 
參觀完糖果工廠，一行人來到尹集成爺爺的莊園，享用尹爺爺招待的麥當勞大餐。孩子

們在體育館內，獻唱了「布農組曲」，感謝招待，尹爺爺、尹奶奶也分享自己在美國奮鬥的故

事，勉勵大家為台灣人貢獻心力。餐畢，孩子們即到莊園內四處遊玩。來到美國，舟車勞頓

且多數時間都守著秩序，安靜規矩，使得好動的天性一直無處宣洩，終於，排球、腳踏車、

划船等等動態活動，讓孩子們玩得不亦樂乎，通體舒暢、歡笑不斷。 
離開了尹氏莊園，驅車前往舊金山市的 AT&T 海邊棒球場。導覽員帶領大家認識球場的

硬體設備與歷史，近距離欣賞巨人隊球員們熱身練習。孩子們用力喊出布農族的歡呼，加上

Giant! Giant! GoGoGo! 為巨人隊加油打氣，球員們也熱情地揮手回應。當晚便是道奇隊與巨

人隊的比賽，孩子們能夠在美國看大聯盟，個個摩拳擦掌、興奮雀躍，爆滿的棒球場，讓氣

氛更是沸騰，景色更是壯闊，是在台灣見不到的場景。天色漸黑，燈光色彩越顯燦爛，此時

美青姊姊來到了現場，與孩子們一同欣賞球賽，為驟冷的天氣中增添了一些溫暖。 
來不及看完棒球，原聲一行人就必須先離場了。隔天是最重要的北加州音樂會，為了以

最佳狀態來演出，孩子們知道自己必須充分地休息，沉澱心情、做好一百分的準備。驚奇熱

鬧的一天，給原聲滿滿的能量，蓄勢待發。 
 

Day 5  7/6 
 北加州音樂會的早上，慧智安排原聲參訪史丹佛大學的校園及博物館。美青姊姊一同遊

覽，並即興為孩子們解說了羅丹雕塑背後的故事，孩子們聽得津津有味，投入在故事中，因

此更加仔細觀察這些藝術作品的人物神情。欣賞博物館展覽品時，雖然看不懂英文解說，但

有老師與志工略加說明，孩子們也能有所共鳴。史丹佛校地遼闊且美不勝收，有些孩子感受

到國外一流大學的校園氣氛，不免心懷小小的憧憬，說不定有天真能來這上學。 
 經過半年的籌畫，期待已久的北加州音樂會，終於在 San Jose 的 Jubilee 大教堂拉開序幕。

這是一座能容納 2700 人的大教堂，燈光音響設備一應俱全，有慧智志工們的用心籌備與廣

宣，聲勢更是浩大。現場湧入兩千多位觀眾，音樂會票券全數賣出，座無虛席，除了美國當

地政要、當地居民，更有遠從別的城市慕名而來的華人們，期待著故鄉玉山的天籟歌聲，也

要一睹這群認真的原聲孩子，以及築夢踏實的馬團長風采。 
 音樂會開始，由知名獨臂籃球選手 Kevin Laue 帶領全場為音樂會、孩子們禱告。接著就

是 17 首孩子們在玉山腳下辛苦練習的歌曲，包含有布農傳統歌謠(相親相愛、一隻螞蟻、牽

牛、獵祭、拍手歌)，以及半年來特別練習的英語歌曲：We are the world。在演唱華語歌曲「台

北的天空」、「明天會更好」時，現場許多旅美華人們不禁潸然淚下，孩子們純淨的歌聲，唱

著這熟悉的旋律，牽動了深埋的鄉愁與回憶。美國晶晶合唱團以自然童真的歌聲，演唱下半

場的兩首英文歌曲，並且在安可曲的拍手歌，與原聲童聲合唱團同台合唱，俏皮歡樂的氣氛

感染了全場觀眾，演唱結束，Jubilee 教堂內歡動如雷，所有觀眾皆起身致敬，掌聲久久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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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們說，這是他們參與原聲演出以來，感受到最熱烈鼓勵的一次。師長們也說，這次

的表演，是原聲孩子們唱得最棒的一次。美國志工們半年以來的勞心勞力，終於成就了這場

北加州音樂會，原聲不僅因眾多善心人而有機會來美國，也因這些無私的力量而使美國夢能

圓滿實現。音樂會後的消夜，由中國餐廳老闆招待，台光大哥進了廚房、圍了圍裙，為孩子

們上菜、夾菜，所有人都掛著滿足的微笑，孩子們建立了自信、增廣了視野、深深地感恩。 

 

Day 6  7/7 
 美國行的第六天，適逢星期日。在台灣，原聲若在週末有到外地演出，必會在星期天找

當地的教會，獻詩感恩，即使飛越半個地球來到美國，也不例外。經過了最隆重的音樂會，

這一天則是帶著更輕鬆愉快的心，享受上帝的恩典，唱出來自台灣的感恩與祝福。 
一早享用完美味的美式早餐，全體師生們將行李全部帶上遊覽車，離開了 Marriot 

Fremont，來到台美基督長老教會獻詩。教堂典雅靜謐，平時說台語的長老教會牧師，為了來

自台灣的孩子們，特地以華語說話。孩子們的獻詩，感動會眾，帶來驚喜，離別時，教會牧

師依依不捨地送行。緊接著，原聲一行人前往基督之家第五教會獻詩，教會人數眾多，原聲

師生們在此與會眾一起禱告、一起唱詩歌，然後才由孩子們獻唱。Bukut 團長說：「能夠在此

聚會，內心感動彭湃，所以詩歌唱得特別大聲。我們感謝神的恩典，將一切榮耀歸與上帝。」

星期日安排這樣的行程、這樣的場合，讓孩子們知道不忘本，即使遠渡重洋來到美國，也要

記得自己的信念，不居功、懂感恩。 

午餐時分，來到永和超市黃萊清爺爺莊園享用午餐與遊玩，並在此獻唱「布農組曲」。結

束了北加州音樂會，孩子們終於能夠解禁，在庭院中喝汽水吃烤肉，盡情地享受道地美式餐

點，體驗美式飲食文化。除了招待原聲午餐，黃爺爺並且給孩子們小紅包，加添旅途中的零

用金，孩子們無不心滿意足，肚子裡撐著，荷包裡也撐著！ 

離開了黃爺爺莊園，孩子們回到慧智的活動教室，在贊助人感恩茶會上，獻唱「布農組

曲」與「今年夏天」，感謝善心人認同原聲，並資助原聲的教育。阿貫老師為贊助人簡報，回

首原聲的來時路、展望原聲的未來，無你難、美好美善，謝謝你們，原聲還有好長的路要走。

在茶會尾聲，孩子們由接待的青年大哥哥大姊姊各自接回自己的家庭，體驗美國的家庭生活，

原聲秘書與志工們也分別由幾位當地的成年大哥大姊志工各自接待。 

由於隔天即將離開灣區，啟程前往洛杉磯，當晚藍蔚老師、阿貫老師、阿滿校長、Bukut
團長，與慧智文教基金會、洛杉磯「台灣書院」志工團，一同享用感恩晚餐，原聲接下來的

行程即交給台灣書院的大哥大姐們照顧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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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八日星期一早晨，原聲師長們在建華姐的家中，由接待家庭的大哥大姐們招待豐盛

的加州風味早餐。告別了志工們的款待，原聲師生由各自接待家庭會合，前往 Children 
Discovery Museum。在博物館中，孩子們動手玩科學，也和當地來遊玩的美國小朋友互動。

陽光錯落在博物館的室外表演區，原聲獻唱了兩首布農歌曲、兩首英語歌曲，聽眾多是美國

家長與小朋友們。小朋友們唱歌給小小朋友們聽，是一片大同世界的感人景象。 
 離開了博物館，原聲孩子們前往 Facebook 總部，享用招待的午餐。行銷部門的華人大哥

大姐導覽園區，介紹園區的設計以及公司營運的理念。猶如 Facebook 給人無障礙溝通的意象，

園區內建築物四通八達，沒有辦公室的隔間，員工之間能夠輕鬆地交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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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員告訴孩子們，這間公司追求駭客的腦力激盪精神，員工平均年齡只有 25 歲，期待

各位的加入！美味的自助餐後，和道大哥帶孩子們到園區內的冰淇淋店享用冰淇淋，孩子們

能夠吃到美國的冰淇淋，連笑容都更甜了。 
 遊覽車載著原聲全體師生，向南穿越酷熱的縱谷，兩邊是加州的廣闊農田夾道。長達將

近八小時的車程，孩子們除了欣賞沿途風光，也一一分享前一晚在接待家庭的所見所聞所感。

孩子們皆受到盛情款待，有的孩子拒絕了不少餽贈，有的孩子則天真地收下禮物，不論如何，

大家都表示感受到無微不至的呵護，甚至有些不好意思，但也因此學習如何去款待、照顧客

人，期待有天接待家庭的家人們來到自己的部落，也能好好地回報他們。隨著孩子們津津樂

道的分享，遊覽車上載著感恩與欣慰，夜色漸黑，終於抵達洛杉磯了。 
這一夜下榻於 Travelodge Anaheim International Inn，由洛杉磯台灣書院的崔大哥接待，孩

子們招呼問好後，即回房就寢，開始南加州的旅程。 
 

Day 7~9  7/9 7/10 7/11 
 七月九日到七月十一日，和道大哥一家人帶領原聲師生們，一連三天的遊玩行程。旅程

到這一天，孩子們已經拿出最認真的態度，努力唱了許多歌曲，終於能夠來到夢寐以求的迪

士尼樂園。適逢強颱蘇力席捲台灣，阿滿校長帶領孩子們禱告：「願上帝保守我們在台灣的家

人。」，孩子們放下對迪士尼的雀躍期待，虔心祈禱著山上一切平安。 
 第一天的加州迪士尼樂園、第二天的加州探險樂園、第三天的環球影城，讓孩子們樂不

可支，就連台灣的兒童樂園都難有機會去的原聲孩子，竟然一口氣來到美國的樂園，興奮之

情不言可喻。 
 盡興的三天玩樂結束後，阿滿校長勉勵著孩子：「因為有兩場音樂會，我們才有機會來玩

這三天，這是你們為自己努力贏得的獎勵。迪士尼很大，我們這一次玩不完，原聲帶你來第

一次，如果想玩透透，小朋友們，請好好努力，有一天靠自己的力量再來一次！」藍蔚老師

發給每位孩子一張一塊錢的迪士尼專屬禮卷，勉勵孩子：「長大以後，這張一塊錢就給你的小

孩，帶你的小孩來玩。」 
 

Day 11  7/12 
 早上九點，原聲一行人前往 Pasadena City College 的 Sexson Auditorium，為 ICICE 
conference 開幕獻唱，此演藝廳也將是南加州音樂會的場地。緊接著，由台灣書院招待，前往

Forest Lawn。這是一座優美靜謐的廣大墓園，綠草如茵，先人在此安息長眠，初體驗美國的

喪葬文化，孩子們嘖嘖稱奇。Forest Lawn 裏頭，有一幅全世界最大的油畫，畫的是耶穌受難

記，墓園中蓋了一棟雄偉的展示廳，就為了展示這幅畫。Bukut 團長指揮孩子們，在此莊嚴

的展示廳中獻唱「布農組曲」以及「We are the world」，以表感恩招待之意。 
 南加州音樂會在 Pasedena City College 隆重展開，演唱曲目同北加州音樂會，孩子們雖經

過三天玩樂，仍盡全力拿出所有能量，唱出玉山的聲音。有熱心支持原聲的大姊，甚至從北

加州來到洛杉磯當音樂會的志工，令人動容。 
音樂會後，台灣書院志工團在中國餐館招待原聲師生享用消夜，上菜的廚房師傅聽見多

次孩子們有禮貌的「謝謝」，面露些微詫異與驚喜，幾道料理上桌後，點頭稱讚孩子們乖巧懂

事。孩子們的餐桌禮儀，從初來乍到美國，到最後一餐消夜，從一而終，每每將餐點盡量吃

完，並主動將餐盤碗筷分類擺放整齊，收拾垃圾，讓餐館的服務生能夠方便做事，也表達敬

意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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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後，孩子們在餐館獻唱「今年夏天」，道別美國的各位好心的志工大哥大姐們，今年夏

天如此特別，充滿希望、充滿離情依依，帶著感恩與祝福，各自踏上錦繡的明天。 
 

Day 12  7/13 
 一年一度的美國印地安青年年會 UNITY，今年在洛杉磯舉行，原聲有幸能夠參與開幕獻

唱五首布農傳統歌謠。同為原住民的身分，此番交流意義殊勝，現場觀眾熱情無比，孩子們

的獻唱得到美國原民青年們不絕於耳的喝采掌聲，而緊接著新墨西哥州的 Jamez pueblo 部族

的傳統玉米舞者，在表演結束時，將玉米遞給原聲孩子們，象徵著文化交流，孩子們認識到

美國的原住民族，大大拓展自己族群以外的視野。 
午餐時間，藉由台灣書院引介，孩子們聚集在（美國國會議員？）Mary Kim 女士的居處

享用午餐，Mary Kim 女士身為印地安阿帕契族，與孩子們交換了幾句問候的母語，並邀請原

聲下次來美國時，到他的故鄉部落去遊玩。 
 下午參觀 Autry 25 Museum，是印地安文化博物館，由導覽員解說、台灣書院的大哥哥口

譯，孩子們學習印地安的食衣住行文化，也試著聆聽英語的解說，有時聽懂了一兩句，便興

奮地向人確認自己的理解，美國行至此十二天，不少孩子的英語能力都有些進步了。導覽員

也帶孩子們體驗舊金山當年淘金熱的淘金活動，孩子們珍藏著自己淘到的閃亮金屬，趣味盎。 
 離開了博物館，和道大哥招待孩子們到 Yogurt Land，盡情享用孩子們最愛的美國冰淇

淋，隨後也享受牛排大餐。這是在美國的最後一頓晚餐了，原聲師生們細細咀嚼著，靜靜回

味著美國行的一切，帶著感謝。與和道大哥一家人的別離，是原聲大人小孩最依依不捨的一

刻，孩子們爭相緊擁和道大哥全家人，感念美國行的一路相伴，從北加州到南加州、從音樂

會到遊樂園，無處不受這一家人的照顧。天下無不散的筵席，所有人都期待著，他日玉山腳

下的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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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訪美影像紀錄                                       
文字：謝旻汎  照片：呂克勝 

 
7 月 2 日下午抵達美國舊金山機場 

 
長榮航空公司舊金山機場負責地勤的葉經理親自協助我們進入美國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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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時間 7/2 下午四點半，原聲童聲合唱團在蔡仁達大哥全程陪伴協助下，抵達舊金山機場，

由慧智文教基金會賴美智姐、何台光二哥、車和道大哥熱情接待。原聲小朋友們與美國接待

的長輩們皆以大哥、大姐相稱。台光二哥一一指認出來自台灣素未謀面的原聲志工，孩子們

也與即將共處兩週的美國大哥大姐們熱情招呼。為區別原聲台灣志工與美國志工，美國志工

服胸前有菱形圖騰，是特別設計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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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kut 團長於機場接受舊金山灣區當地記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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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金山灣的跨灣大橋上，來自山上的孩子們欣賞著海灣美景。日落時間約為晚上九點，孩子

們用完晚餐時，天空仍明亮。 

 
第一天入住 Marriott Fremont，孩子們井然有序地分配房號，慧智文教基金會為每一房準備新

鮮的水果，仁達大哥為了孩子們的健康，也分送調整時差用的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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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前往慧智文教基金會辦公室，玻璃窗上貼了一連串的音樂會海報 

 
慧智文教基金會已為原聲北加州音樂會做了充分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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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慧智的活動教室進行訪美第一次練唱，Bukut 團長帶領孩子們暖身醒腦，克服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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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舊金山市觀光行程，讓孩子們休養生息，調整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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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3.5 碼頭搭乘環舊金山灣渡輪，山上孩子們在船上吹著難得的海風。 
 

 
走過 39 號漁人碼頭的熱鬧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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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花街可讓孩子們認識舊金山市的特殊地形，活動手冊中也有一項觀察市容與了解九曲花

街由來的學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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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金山市的路上，孩子們體驗美國道路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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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大橋讓孩子們實地體驗美國工程建設的精湛技術。 
 

 
原聲音樂學校阿滿校長、Bukut 團長，與晶晶合唱團張團長共商北加州音樂會的同台演出事

宜，並致贈原聲錦旗，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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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台灣志工、師長與美國志工（戴帽者為方志欽大哥）進行北加州音樂會的流程會議，在

硬體與軟體上做最後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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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 Fremont City Hall 前，孩子們整隊，準備演唱。 
 

 
暖場兩首歌之後，十點鐘正式演唱美國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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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唱國歌時將右手放在左胸口。孩子們學習此動作，唱出特別改編過的布農式美國國歌。 

 
演唱完美國國歌，開始國慶遊行，家家戶戶都在路邊共襄盛舉，欣賞遊行。原聲孩子們唱著

歌行進，獲得許多當地人的注目與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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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與美國國會日裔美籍眾議員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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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展開國旗與 City Fremont 的市議員合影留念 

 
原聲在美國的食衣住行及北加州音樂會的一切安排，皆由慧智文教基金會的志工籌備。國慶

日下午舉行志工感恩茶會，獻唱給一年來辛苦的志工們，表達最真摯的感謝。小朋友說，謝

謝你們，因為有你們，我們才能來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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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志工媽媽們也為大家準備豐盛的茶會餐點，多是道地的台灣料理。 
 

 
美國志工團的哥哥姊姊們，每年暑假都回台灣上山為孩子們上課，彼此一見如故，藉機會表

達對哥哥姊姊們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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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聲志工合影 
 

 
左起為北加州籌備小組總監車和道大哥、原聲總務秘書 Nivu、Bukut 團長、阿滿校長、阿貫

師、慧智文教基金會美智執行長、藍蔚師、原聲教務秘書 Ali、籌備小組副總監何台光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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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行程豐富緊湊，和道大哥擔任山寨版導遊，細心周到遠超正版。 
 

 
和道大哥與台光二哥為大家解說灣區地理位置與氣候，也介紹今日的行程內容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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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是參觀 Jelly Belly Bean 糖果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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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雷根糖的製作過程、發展歷史，以及雷根糖的藝術作品。 
 

 
第二站來到麥當勞大亨尹爺爺的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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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爺爺尹奶奶在美奮鬥多年，樂善好施、親切慈祥 
 

 
尹爺爺勉勵大家發揚中華文化，並分享在美國奮鬥的經驗，以及旅美華人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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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尹爺爺的招待餐點與莊園遊樂，小朋友獻唱。 
 

 
尹爺爺在體育館擺開了麥當勞宴席，孩子們享受著難得的美式速食，不亦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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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參訪舊金山巨人隊 AT&T 棒球場，大人小孩都感受到豪華球場的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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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近距離欣賞大聯盟球員的練球英姿，也是絕無僅有的體驗。 
 

 
帶著台灣國慶圍巾，練習為主場球隊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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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小朋友接受舊金山媒體的採訪 
 

 
美青姊姊加入孩子中，一起欣賞棒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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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局結束，電子記分板上出現 Welcome Vox Nativa 字樣 
 

 
原聲全體起立，展開國旗，喊出布農族的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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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美青姊姊與孩子們一同參訪史丹佛大學，經過羅丹雕塑作品時，美青姊姊為孩子們

說了作品創作背後的的故事，實地上一堂藝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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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好奇的揣測雕塑人物的表情、姿態，感受故事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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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史丹佛內豐富的博物館群，孩子們英文閱讀能力雖不足以理解作品解說，但仍試著欣賞

每一個能有共鳴的圖畫、雕像、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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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北加州音樂會進場嘉賓簽名 
 

 

北加州音樂會演出前與灣區政界友人、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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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籃球聯盟的獨臂球員 Kevin Laue 帶領全場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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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 座位全滿，原聲小朋友們獻唱美國國歌 
 

 
Bukut 團長指揮全場唱中華民國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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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場演出，孩子們著傳統布農服飾。Jubilee 教堂設備齊全，讓原聲得以呈現完美演出。 
 

 
孩子們的努力，為自己爭取到機會，站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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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場休息時間，慧智志工幫忙義賣孩子們的專輯 
 

 
孩子們演唱「送你這對翅膀」的英文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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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re 曲由原聲童聲合唱團邀請晶晶合唱團合唱布農語的拍手歌 kipahpah ima 
 

 
演出結束，全場起立鼓掌久久不歇，孩子們說，這是他們感受過最熱烈的一次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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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青姊擁抱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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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順利圓滿完成 
 

 
北加州籌備小組的全體夥伴志工們辛苦了，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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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早上在台美基督長老教會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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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上午在基督之家第五家教會獻詩 
 

 
 
 



 
 - 107 - 

 
感恩茶會感謝舊金山青年志工團 
 

 
洛杉磯台灣書院志工團特地來灣區欣賞音樂會並吸取經驗，以使南加州音樂會也能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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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杉磯台灣書院的熱心志工們與美青姊合照 
 

 
7 月 8 日參觀兒童探索博物館 Children’s discove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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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操作科學玩具，按出了什麼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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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館戶外即興演出 
 

 
City of San Jose Council Member Kansen Chu 夫婦 贈送感謝狀給原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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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 Facebook 總部，按讚 
 

 
7 月 12 日於洛杉磯 ICICE 開幕典禮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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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 Forest Lawn 館藏世界最大油畫 
 

 
南加州音樂會演出前在 Pasadena City College 與關心原聲的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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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輕鬆一下 
 

 
南加州音樂會於 Pasadena City College 劇院舉行，上半場最後演出「獵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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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 Encore 照例是演唱原聲招牌歌「拍手歌 Kipahpah ima」 
 

 
台灣書院的志工叔叔阿姨哥哥姊姊辛苦了，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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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印地安原住民青年聯合組織年會 UNITY (United National Indian Tribal Youth)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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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印地安原住民青年們和台灣原住民一樣熱情 
 

 
當地傳統玉米舞結束後，表演者將玉米送給原聲孩子們，表示祝福及文化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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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全體在 Unity 執行長(Executive Director) Mary Kim Titla 的房間用餐，阿滿校長致贈原聲

錦旗，Mary Kim 表示，希望下次能夠邀請原聲到她所屬的阿帕契族部落去。 

 
7 月 13 日所有演出都已結束，我們終於可以吃冰淇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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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訪美心得分享（師長）                               
台灣原聲音樂學校 阿蠻校長：今年夏天 

    在美國時間 7/2 下午 16：30 分我們一行 35 位原聲音樂學校的小朋友和 11 位師長抵達了

美國舊金山機場；孩子們雖然經過 13 個小時的長途飛行，但對這趟美國行的興奮期待心情寫

在臉上，一點都不感疲累。在機場迎接我們的是海外僑胞的熱情和記者會，他們為了幫孩子

們的美國行圓夢，為了在美國的首場演出能順利圓滿，召開了多次的籌備會，奔波勞苦叫人

感動。 
    這趟行程我們遊覽了舊金山的著名景點金門大橋和為了使繁忙的交通有所喘息設計建造

的九曲花街、及由美青姊姊特別為我們導覽的全美最美的史丹福大學，也參觀了僑界頗富盛

名的尹爺爺和黃爺爺的私人莊園。同時我們也在星期日的主日參加了當地華人教會的聚會並

獻詩。7/4 當天孩子們參加美國國慶的遊行並且獻唱美國國歌，也在巨人棒球場觀賞了巨人隊

和道奇隊的球賽，現場體驗美國的棒球文化；我們也參觀了 Face book 總部和 Children 
Discovery Museum，並受邀在 UNITY Conference 年會中獻唱 30 分鐘，成為台灣原住民的第

一次國際性交流。當然也遊玩了孩子們的夢想天堂－迪士尼樂園和環球影城，這次因為有車

和道大哥一家人的協助和導覽，孩子們玩得特別盡興！ 
    孩子們珍惜這次得來不易的機會；他們必須要準時上原聲，不隨便缺課，上課態度要認

真並完成老師交待的作業，因為數學和英語老師也參與評分的工作，還要跟著 mp3 背譜、背

歌詞、熟悉英語單字……這些考驗著孩子們的毅力和堅持，也讓孩子們體悟一分耕耘一分收

穫、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道理；所以當他們拿到機票那一刻，就會清楚知道自己的努力是

值得的。當然我們也把家長的配合和支持列入評分的條件，父母必須要鞭策孩子們不要缺席，

參與廚房志工與每學期的家長座談會，才能加分。原聲在經營部落這部份特別用心，因為我

們深刻了解家長必須同步成長，孩子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顧和幫助。 
    孩子們每年有 8 次對外演出的機會，除了讓他們增廣見聞拓展視野外，每次的演唱經驗

都給孩子們不同的成長和體驗；上台練台風和信心、整理自己的行李、清洗二套表演服、學

會獨立過團體生活、彼此互相照顧和提醒….。這趟美國行 14 天，他們在用餐後，一起收拾

碗筷清理桌面、回到飯店自己洗衣服整理行李、到接待家庭會主動幫忙家事、為了演唱遵守

規定，忍耐不吃冰淇淋不吃炸雞……孩子們表現的紀律，得到不少的讚賞和肯定。 
    今天原聲音樂學校希望培育孩子們的就是這樣的態度；為了將來可以和部落的孩子不一

樣，我可以延遲享樂、先苦後甘；為了有更好的聲音我願意節制、遵守紀律，為了得到機票

和演唱的機會，我要更勤勞更努力；原聲邁入第六年，我們見證了這些孩子的努力，也看到

了家長和孩子們的進步，我更相信十年後、二十年後他們的表現一定是教人刮目相看的。 
    感謝在今年夏天陪伴這些孩子成長的每一位師長，也謝謝海外僑胞的熱情贊助與支持，

更要謝謝原聲教育協會的各位理事監事你們在背後的付出，我相信這一切都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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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Bukut 團長：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 
當飛機緩緩降落在舊金山機場時，學生的臉上泛滿了興奮的笑容。我問孩子心情如何？

大家都一樣的答案－好興奮。這其中，雖有幾位同學已多次隨著原聲出國，但在孩子的心中，

此趟來美國才是真正的出國。 
2000 年暑假，我帶著新鄉國小的孩子赴香港參加世界童聲合唱節。開幕當天，每一參加

隊伍都在該國國旗引導下進場，但唯獨我們沒有國旗引導。每一隊伍都清楚的標註國名及隊

名，只有我們是隊名之下附註中華台北，當時心情很複雜。三天後，輪到我們演唱「獵祭」

這首歌，讓我們獲得了全場起立鼓掌。音樂會結束，我帶著孩子很驕傲的走出會廳，很多來

自歐美的隊伍看到我們，都很友善的豎起大拇指，並問我們「where you come from？」 當下

我很得意的回答「Taiwan。」從他們疑惑的表情，我知道他們對台灣這個名詞是陌生的。甚

至還有人再問「Thailand？」 我說：「No,Taiwan。」兩件事讓一直困惑我心，於是心中有了

新的夢想，就是希望藉著合唱來行銷台灣，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讓世界聽見台灣的聲音。 
    幾年來，這樣的想法一直存藏於心，始終不滅。原聲成立五年，雖幾乎每年都有國外的

演出，但多只局限於台灣周邊，就如孩子說的，來美國才算是真正出國，真正能讓世人聽見

台灣。 
    此次出國，有兩場專場音樂會。這是孩子們第一次面臨時差問題，因此，難免讓我擔心。

但後來發覺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孩子們很快就調整了時差。舊金山的第一場音樂會，孩子們

超水平的演出，感動全場，全體起立鼓掌致敬，隨行的美青姊激動的跑上台，興奮的對孩子

說，這是她聽我們演唱最棒的一次，並和每一位孩子熱情擁抱。洛杉磯的音樂會，孩子們雖

經歷八小的漫長的車程，又有三天迪士尼及環球影城的熬夜玩樂及吶喊，但音樂會當天還是

水平以上的演出，也令在場觀眾熱情鼓掌、感動萬分。台灣書院志工們都變成了孩子們的粉

絲，激動的跟孩子們擁抱。 
    從這兩場的音樂會明顯的看出孩子們成熟了！長大了！懂事了！已經不需要太多叮嚀，

懂得如何節制，如何調整自己的身心。較長的車程，要學生休息，大家都乖乖休息睡覺，沒

人不睡，大家都知道這是為了要讓演出更好。我常常對孩子說，在台上認真的演出，呈現最

好的，就是對台下聽眾的尊重，孩子們真的做到了。 
    離開美國前，參加了美國原住民青年大會的演出，雖然只有三十分鐘的演出，但我非常

看重，這才是宣揚布農歌謠，讓台灣的聲音被聽見的好時機。然而由於負責協調的單位未協

調好，到了之後才發現沒有琴，不得不臨時調整歌曲的唱法。但又臨時提早上台，孩子們還

尚未完全弄清楚便匆匆上台，在演唱過程中發生了小瑕疵，但無損於整體的表演(大概只有我

們自己知道唱錯了)，還是獲得全場起立鼓掌。結束後，紛紛邀請孩子們拍照，不同國家的原

住民聚集在一起，畫面真有意思。這場演出，延伸後續的發展，明年的音樂會，可能會出現

美國原住民(印地安人)的演出呢！ 
    在這次行程中，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演出，孩子們都緊緊記住我的話，不管場子大小，

不管聽眾多少，都用百分之一百認真的態度演唱。就如和道大哥說的，孩子們每場都用心演

唱，因此，都能與台下觀眾產生共鳴。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舊金山音樂會帶領全體唱國

歌。我轉過身，指揮全體唱中華民國國歌，這是我帶合唱十八年來第一次。聽著台上的孩子

與台下觀眾熱情、賣力的唱著國歌，好激動，眼淚差點奪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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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之行，孩子態度改變，不管是演唱或行為，皆表現高度的自我管理，所到之處，皆

獲高度肯定與讚賞，也算是做了最好的國民外交。我們要感謝促成這趟行程的每一位朋友及

單位，慧智基金會的美智、仁達等，和道大哥全家、台光大哥、台灣書院的全體志工等，你

們的熱情遠超乎我們想像，因為你們的熱情，讓這趟行程有著太多的感動，也使得玉山的聲

音被聽見。 
 
 
台灣原聲音樂學校總務秘書 Nivu 老師：幸運的擁有-四感(感念、感恩、感謝、感激) 

    因為幸運的擁有機會，美國加洲之行，心開之旅，廣角視野再度開啟。 
    漫長的機程、錯亂的白天黑夜，新(心)旅程…飛越～咻 
    夢想中的國度，望出黑色的瞳孔、遇見熟悉的黑頭髮、黃黃的皮膚…耶~是美國嗎？ 
    對於美國的空白紙，一群人的點點裝飾粉刷，拼畫出美麗的風景 
    『安慰』‧『感恩』‧『期待』 
    安慰著……讓世界聽見台灣唱歌，藉由歌聲，飛越太平洋來到美國開啟新(心)的視野；

感恩志工群協助資料準備以及默默幫忙、鼎力相助的貴人、東風，原聲音樂學校的孩子們以

歌聲回饋並感謝，還以自製、自繪的卡片、感謝狀來答謝您們；更是期待有更多、更美麗的

火花在這次美國行人事物當中延伸、綻放。十二天的美國行即起程！！ 
美國行，景點參訪、美食體驗、玩樂釋放、活動演出，喜、怒、哀、樂，摻於其中，當

中風景、人物仍歷歷在目。(不贅述) 
    一路相伴的鋼鐵二老、兩位校長、老師及其夥伴們，還有相陪到底的車氏一家人，充滿

笑果的何大哥、默默關心師生狀況的蔡大哥、美智姐，以及在美國協助的諸位志工們。在這

夢想種子過程中所付出、犧牲奉獻的力量，謝謝您們！！信仰上我們全然交託、感謝，但在

現實中更因著人而夠有力與量在收集並持續著。一直相信這自助、人助、天助的生命哲理。 
每一段歷程、每一次旅行都在成長，孩子們更顯成熟，實踐的信仰生活、餐後碗盤整理

以及換穿表演服的細節舉止已是自然的展現。但他/她們仍只是個孩子，口中的玩笑、舉止的

嬉鬧那更是再自然不過的了，在這群孩子眼中望見…對這次旅程的廣角視野及思想窗口的刺

激、學習與改變，在大朋友小朋友心中的夢想種子將持續依自己的感動、悸動而澆灌並成長

著。世界真的很大，我們確實比更多人有這緣分與機會，我們擁有這幸運的機會，可遇不可

求。在美國的最後一夜……收拾，是啟程、即別離。 
    結束了十二天的美國行，再一度回味…當真飛越太平洋來過美國，那人所憧憬的美國夢

鄉，或許是畢生唯一的參訪行程及演出，每個人都是重要的機具組合工程組，一個都少不得。

其不免增一絲感傷…因著再見並期待下次再見。多一刻期許…再次相信，會再回來的那天。

或許人物變了、旅程換了，一定是副美麗風景。 
種種一切皆在四感中感受歷程點滴，『再見』以後更誠如車大哥說過的，大家皆各就各位，

做我們該做的事。感念原聲的理念、感激師長的教授、感謝夥伴的扶持、感恩孩子的努力，

辛苦了，也真做到了！(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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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樂學校英文老師 Monico：Amazing Grace 
感謝主的引領，讓我在四年前認識這一群可愛的布農孩子。感謝主的恩典讓孩子們的小

小夢想不斷發芽、成長、茁壯。身為基督徒的我深知「在人不能的，在神能；神賜福於彰顯

他的人子」。而我託人子們的福，在 2013 年初夏，參與了原聲童聲合唱團第一次的美國加州

交流之旅。這次的訪美之旅意義非凡，它見證了神的做工，也促進台灣與美國的軟性外交、

更落實寓教於樂、百聞不如一見的教育理念。 
在舊金山機場大廳的記者招待會中，孩子們才剛下飛機，仍處於疲憊狀態，卻十分遵守

紀律地把行李排放整齊，並露出燦爛的笑容讓記者拍照，成熟又敬業的表現，讓我印象深刻。

其後，在每次用餐前，孩子們會統一禱告，沒有人會調皮的在禱告前偷食；更會提醒大人們

要禱告完才能開動，如此堅守信仰準則，令我肅然起敬。特別的是，每次吃完大合菜時，孩

子們都會主動把自己那桌的碗、盤、湯匙、筷子分類疊好，集中廚餘、垃圾於一處，讓服務

人員很好收拾，如此體貼他人的表現，我亦自嘆不如。 
北加州第一場於 Jubilee Christian Church 的演唱會，因著孩子們純淨、和諧的聲音及努力

不懈的故事，感動許多有愛心的僑胞；在僑胞的熱心協助下，演唱會門票一掃而空，現場座

無虛席。而孩子們的歌聲，也撫慰了僑胞的思鄉之情；特別在演唱 “台北的天空” 一曲時，

僑胞們內心波濤洶湧的感動都誠實地化為滴滴淚水。雖然孩子們辛勤練習許久的美國國歌沒

有在巨人隊棒球場上獻唱，但卻在 City Fremont 市政府國慶典禮和南加州 ICICE 的場合裡一

鳴驚人。願你們繼續開心用心的唱歌吧！唱出希望和影響力，今後，台灣、布農都會以你們

為榮！ 
從加州的演唱會、遊金門大橋 & 好萊塢…等景點、拜訪尹爺爺與黃爺爺的莊園、參觀

史丹福大學及 Jelly Belly 工廠…等單位、住宿接待家庭、玩遍 Disneyland & 環球影城等活動

安排來看，已經夠令人驚艷！試想，若是一趟免費的旅程，這裡面包涵了多少的 Amazing Grace
呢？因此，孩子們別忘了感恩與回饋喔！感恩就是心存感謝；回饋就是車和道哥哥說的：再

讓他感動一次！相信越來越有名氣的原聲仍是那麼地原汁原味、觸動人心。 
 
 
姊妹旅行社林嘉玲領隊：美國圓夢之旅 

回到台灣了！這將近兩周的美國行，就在將大家送上遊覽車後畫下了句點。與大家道再

見後的我，雖然心中的大石在此刻放下，但心中卻同時感到不捨，沒想到兩周的行程轉眼間

就結束了！天下果然無不散的宴席…… 
回想起接起這份工作時，心中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一方面不僅因為自己在美國這塊並

不熟悉；另一方面是這個團體並非以往的觀光旅遊團，而是受到各界矚目，還有美青姊姊為

榮譽團長，並且是要出國表演為國爭光的”原聲童聲合唱團”！心中的壓力只能說是與日俱

增，於是乎，我沒有一天不告訴自己要步步為營，下班後惡補景點介紹，就這麼著，7/2 終究

還是來了，所以我故做鎮定，在機場努力不讓大家看到我是初次帶團到美國的菜鳥！相信勤

能補拙，也相信那帶領我們的天父。 
一抵達美國，北加州僑胞們就在機場迎接大家！我不知道是否大家之前就認識，但那熱

情的擁抱和歡迎聲，我能感受到大家臉上掛著的微笑好真誠，抵達國外能有如此熱切的接待，

我覺得此行不論是演出或其他行程一定都會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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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與小朋友們相處下來，他們的活力，讓我的心境也跟著年輕起來；他們的純真，

讓對人冷漠的我被他們的童言童語所融化及感動，人跟人的相處和互動能如此直接是多麼輕

鬆自在啊！更別說他們如天籟般的歌聲了！每每我聽到就要憋淚一次！而小朋友們也藉著這

歌聲，成功地擄獲台下許許多多人的心， “好好聽！好棒！” 等等讚美的言語在台下此起彼

落，我這帶團的領隊也因著他們覺得好驕傲，好以原聲為榮，能夠一樣從台灣來， I AM SO 
PROUD！這些天來能與大家同行，心中除了感謝還是感謝，我是何其幸運！ 

當然，一個成功走向國際的團體，幕後一定有許多隻手推動著，志工們，老師們跟校長

們。兩週來，我能看到的雖只是片面，但大家分工合作所創造出的產值是今天大家成功走出

台灣，到美國演出，讓大家認識台灣、認識布農族，並且獲得台下觀眾起立歡呼鼓掌的榮耀！

一點一滴，都是台下幾年工累積出的功效！ 
老師們的嚴謹，讓我從頭到尾都皮繃的粉緊，深怕一個閃神就出錯了，真的好緊張喔~~ 說

實在的，我覺得要是能跟老師們長期共事，應該會成為一個很仔細的人，這就是我所欠缺的，

因為我是個粗線條的人~~ 請多多包涵，我覺得兩週下來，我有小進步，謝謝老師們！ 
馬校長跟阿滿校長是一對好可愛的夫妻喔，看他們的互動，想必家裡一定充滿歡樂。舉

不出實例，但感受得出二位就像聖經裡提到的夫妻，互相幫助，扶持對方的。阿滿校長在台

下的鼓勵及陪伴，我想，是馬校長在台上成功演出的推手之一吧，應該就像電影一樣，當馬

校長指揮完一曲向觀眾席望時，一定會找尋在觀眾席裡的阿滿校長，然後互相放電吧！抱歉，

我放肆啦~ 
志工們就是團隊裡不可或缺的螺絲釘了，每位都默默地在付出，旁人察覺不出他們，但

一旦失去了其中一位，就如同機器運作起來會卡卡的！在阿貫老師分工下，大夥兒將自己分

內的工作都做好。小呂盡可能捕捉每一個畫面，奔波到身體不舒服，真的很拚，他應該是覺

得，每個畫面都僅此一次，錯失了，就不再有吧！此時，還好有旻汎，一方面紀錄，一方面

也替小呂背他那沉重的器材，讓小呂能靈活喀擦喀擦。沿禎這位專業的舞台總監，讓小朋友

們這兩場重要的演出，能流暢的按表操課，無冷場，在表演的那幾個小時中，都是靠她全神

貫注，精準的 CUE 場上的幕後工作人員得來的完美效果，我只能說，沿禎真的好厲害！ 
Ali 跟 Nivu 就是小朋友們此行中最最信賴的大姐姐們了，小朋友們能平安，保持健康身

體狀況，都是他們二位的照料；幾點提醒吃健康食品，應該穿著哪種服飾，需不需要帶外套，

小費發放，護照保管，電池發放，公務箱保管……所有大小瑣事都由二位包辦。此行共 46 位，

Ali 跟 Nivu 把大家照顧得無微不至，相當不簡單。 
真的要感謝從頭陪伴我們到尾的車和道大哥，他情義相挺到把家人都拉下來陪伴我們，

我想這就是同胞愛吧，那種用言語都說不出的關懷！ 
從一開始硬著頭皮接下主管交接下的任務，到抵達台灣，我感謝天父如此恩待我，讓我

這麼有福分，能與大家相遇並將大夥兒平安送到各自溫暖的家，同時也見識到或許連資深導

遊都碰不到的美國行程；也謝謝大家的包涵。我祈禱原聲的大家都能在天父的保守下平安喜

樂！我真的非常珍惜此行的經驗，謝謝你們~~ 
 

 

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北加州籌委會車和道總監：今年夏天 

在飛越太平洋途中，你們應該正在休息，近兩個禮拜來的疲勞及興奮，但願可以迅速修

補回復，然後又各就各位，做我們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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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一句話，你們第一次訪美破冰之行，是非常圓滿成功。從小朋友來說，多年來的持

續努力，得到了機會，增長了見識，對其人生的目標規劃會有重大影響；從教育者來說，教

育孩子們耕耘收穫的理念，讓世人聽到玉山天籟，見到台灣的瑰寶，讓眾多人認識原住民（尤

其布農）的珍貴，對即將的建校打下良好的根基; 從接待義工來說，凝聚了一批在美華人的

向心力，他們找到一個感人的故事回饋台灣，義工們在台下到處熱心的傳唱原聲的故事，其

熱情榮耀不亞於台上小朋友的歡欣獻唱；從政府觀點國民外交來說，原聲的訪問宣慰了僑胞，

加強了與美國地方政府的管道，建立了與美國原住民團體的互動，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發光

發熱。從我個人來說，感到無限的感恩，能有這個機會跟諸位合作，近距離接觸觀察這群小

天使，讓我學習精進，並見證多次奇蹟的出現，享受過程的一點一滴。 
每天都有團從台灣來美旅遊，做接待工作也不是第一次，但這次原聲之行真是不同，不

易複製超越。舉出幾項以資回顧： 
 半日能夠走完舊金山主要景點 – 海灣遊船、走上金門大橋、九曲花街、Cable Car 站、漁

人碼頭、俄式大教堂、中國城。 
 在美國國慶慶典上獻唱美國國歌，並參加國慶遊行。 
 去 AT&T 球場看棒球大聯盟比賽，參觀球場的禁區，近距離接近球員，球場並從廣播及

大銀幕向四萬觀眾介紹歡迎原聲。 
 參觀史丹佛大學，美青姐姐親自帶領並導覽。 
 在舊金山灣區最大的教堂（2700 座位）演唱，一票難求。 
 聯邦政府、加州政府及眾多的地方政府官員議員出席茶會及音樂會。榮譽狀來自白宮及各

級政府。 
 參加台語及國語的主日敬拜，並獻詩。 
 接受接待家庭的招待及住宿。 
 在兒童探索博物館演唱。 
 參觀臉書公司，並接受午餐招待。 
 在全世界華人雲端大會 ICICE 開幕典禮上獻唱。 
 在福樂紀念公園博物館參觀世界最大的油畫，及樂高特別展覽。 
 受邀參加美國印第安青年會議的年會，文化交流，並獻唱布農歌謠。 
 參觀美國原住民博物館，了解兩邊原住民文化的異同。 

有遺憾嗎？有美中不足嗎？當然有的。譬如和美國孩子或主流的接觸不多，讓孩子們練

就的英文大都沒有用上；洛杉磯演出時的觀眾不夠踴躍；有幾次時間拖得太晚，到半夜才能

入眠等等。但是我們應欣然接受這些不完美，這正是我們的功課，學習改進的機會。我們愛

孩子們（也是不斷教育他們），不只是他們優美的歌聲，完美的演出，更是他們靈魂的呈現，

歌聲背後的努力，這種毅力、這種態度，即使在功課上、演唱時，或旅途中，有挫敗、有瑕

疵，那也不會減低一絲我們愛護敬重他們之心；希望他們勝不驕，敗不餒，立定目標，努力

以赴，不多時他們就會成為部落的精英，帶領原住民族群走向康莊大道。 
如我在遊覽車上所說，希望每人將他的感想心得記錄下來，跟大家分享，以激勵弟妹後

進，數十年後一個重要的回味點。我想的作文題目就是“今年夏天”，應該會摻雜了一絲回味，

一點感傷，一片期許。 
以上就算是我的作業了。敬祝一切順心，期待下一次的火花。                                

車和道 於洛杉磯 7/1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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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洛杉磯台灣書院志工團  

中山女高南加州校友會 18 屆會長  葉蕙心 來自玉山原聲天籟，撼動洛城粉絲愛心 
     

洛杉磯台灣書院志工團自 2010 年由 馬總統授旗祝賀、正式開幕，一直致力於在海外宣

揚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團員中以中山女高南加州校友會的校友比例上居多，也更積極

投入時間、精力和專業參與各項相關的活動，在南加眾多社團中自成一股文化清流。 
雖然由於文化局對海外推展文化工作政策的改弦更張，志工團階段性的使命暫告一段

落，仍臨危受命的在 2013 年 7 月 12 日舉辦了一場被喻為「不可能的任務」並撼動洛城的告

別演出，為志工團畫下令人讚嘆的完美休止符。 
和原聲童聲合唱團的第一次邂逅，是由慧智文教基金會的賴美智執行長，帶來了一個有

關生長於布農族回饋鄉里「馬彼得校長的故事」；再次被深深打動的是那純樸可愛的童稚真情

和清澄嘹亮的原聲天籟，如出谷黄鶯，盪氣迴腸。 
就是這股莫名的力量，讓我們這群初生之犢的志工們立下誓願，為孩子們為成立原聲音

樂學校籌款，為他們來美國演唱圓夢，要舉辦一場前所未有，來自玉山布農族的童聲合唱團

的洛城獻唱會。 
籌備工作於焉如火如荼的展開，志工們分工合作，各展所長，竭盡全力的向目標邁進。

其間碰到許多困難、挫折，甚至因意見不合而針鋒相對，便心生倦意；或因狀況改變而前功

盡棄又需重新規劃；甚或遇到瓶頸，感到孤立無援的困境；個人又遭逢喪父之痛，在在考驗

著志工們的決心和毅力。 
辛苦播種必歡喜收成，經過幾個月的奔走忙碌，逐漸有了進展。捐款從四面八方傳來佳

音，購票者也如潮水蜂湧而至，節目的編排與相關的演出者也達到共識。貴賓組、接待組、

交通組、後勤組等等，尤其是節目、舞台燈光組也都馬不停蹄的為演出成功而摩拳擦掌，衝

刺準備者，甚至三度前往實地堪察，了解舞台、觀眾席及所有動綫、流程，大家都引頸期盼

著盛會的到來。 
時光飛逝，轉眼已屆演出當日，在下午進埸演練之前，早上有十位志工還撥冗參加了全

球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在同場地舉行的開幕式，一方面觀摩學習，熟悉埸地吸取經驗；一方面

也以行動支持海外的華語文教學。一陣忙亂之後， 逐漸準備就緒，來賓們也陸續進場。 
由於規劃得宜，志工的引領，觀眾魚貫按次入座，井然有序並安靜的欣賞著介紹原聲童

聲合唱團的影片，對(原聲)的起源和訴求有了初步的了解。 
接著由臺灣書院、北一女中、中山女高南加州校友會聯合旗隊執美國國旗、中華民國國

旗引領原聲童聲合唱團所有團員配合進行曲列隊進場，全場觀眾起立鼓掌致意，氣氛莊嚴隆

重。 
旗隊、合唱團就定位後，由大會司儀葉蕙心、許志明分別用中、英文宣布向中、美國旗

致敬，並由原聲及南加州大專院校聯合校友會合唱團分别演唱美國及中華民國國歌，歌聲嘹

亮激昂，令人肅然起敬，而大專合唱團的紅、白、藍制服，象徵美麗的國旗，隨著悠揚的歌

聲，飄蕩在夜晚的洛城。 
緊接著便開始了獻唱會第一階段的演出，連續八首中、英文及布農語歌曲穿插演繹，八

部合聲的完美結合，立刻吸引了全埸觀眾，全神貫注、凝神靜聽，如癡如醉。期間並搭配輕

快的布農舞步，孩子們既靦腆又活潑的神情，不經意地早已擄獲了觀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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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埸休息由原聲理事長阿貫老師，以詼諧逗趣的言辭，簡單扼要的說明了此行的目的和

期許，再度激發了來賓朋友的慈心和善念，紛紛慷慨解囊，原聲的音樂專輯很快的搶購銷售

一空。 
後半場的演出，更是高潮迭起，愈演愈烈，傳統布農族獵祭舞蹈的令人驚艷，Conga 鼓

舞的激勵人心，奇異恩典的扣人心弦，以及台北的天空令人動容，在在激盪著一顆顆赤誠的

心。 
結果是全埸起立掌聲不斷。兩首安可曲後，熱情的觀眾完全無視於夜已深沉仍欲罷不能，

可謂盛況空前，無與倫比！大家開心的擁抱祝賀，拍照留念，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大功告成，大家如釋重負，意猶未盡 ，相約夜宵慶功 ，親切交談，互相鼓勵，紛紛吐

露心聲，離情依依。 
多日來的相處，無微不至的照顧，這群老朋友、小朋友已結下了深厚的友誼，戲稱忘年

之交。 
天下沒有不散的筵席，互道珍重再見之日，獻上無限的祝福，心中满滿的欣慰。 
孩子們，你們做到了，成功的征服了洛城粉絲，將來自玉山的原聲天籟傳播到洛城的大

街小巷，街頭巷尾流傳著原聲的故事，餘音繞樑久久不絕於耳！ 
 
 

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洛杉磯台灣書院志工團  
中山女高南加州校友會 吳小瑩 “原聲”緣 

人生變數很多，似乎有無形的力量，在推動主導我們。 
到美國一晃眼 37 年就過去了！隨著小孩子們長大，也一路從事許多不同的志工工作—爾

灣中文學校—中文學校聯合會—中山女高校友會—洛杉磯空軍大鵬聯誼會—台灣書院志工團

等等。其間還一直開發各種生意，日子是絕對多彩多姿。 
去年七月，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千里迢迢到美國南北加州，為建音樂學校做一場獻唱會

募款。北加州早我們一週表演，馬總統夫人周美青是他們的榮譽團長，因台灣有事她無法到

南加州，所以我們有幾位受到邀請，特別飛到北加州與她及主辦單位見面。這也是我們第一

次見到馬彼得校長，數位老師及所有團員。他們無怨無悔的付出及團員孩子們傑出的表現，

真是讓我們十分感動。 
我有幸成為南加州募款負責人，因場地在 PCC 只有星期五晚上最適合，大家都知道 LA

交通平常就繁忙，星期五更糟，來的觀眾就會減少很多。  
在籌款期間，聯絡各種公司企業，過去在社交活動中認識 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 亞

裔負責人 Tony，沒想到 Tony 呈報到最高主管，他們決定不但金額上贊助（二位最大贊助者

之一），並邀請所有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團員及志工們，在獻唱會當天中午在 Forest Lawn 總

公司 Glendale 午餐招待大家。 
籌款組另一位伙伴 Yoleen，她也找到一位非常低調的大贊助者，加上許多熱心人士及廣

告廠商，原先我們保守估計可為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募到 4 萬元左右，感謝現場觀眾的大力

支持，將義賣 CD 加上當晚的現金贊助及賣票票價，總額超過 8 萬。 
現在台灣書院志工團因某些原因未能繼續，這些志工們的使命感及毅力，精神永在。其

間認識許多位優秀人才，有幸與他（她）們共事，一切的辛苦也值得了！我們校友會的 Monika
葉及 Su Huang 都是志工團的主要成員，表現可圈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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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 3 月中，原聲童聲合唱團將在台灣南投舉行露天演唱會，我們應邀前往。難得在美

國能為我們原住民孩子們盡點力，十分喜樂。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不求回報，過得心安， 活
得快樂！ 
 
 
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北加州籌委會 

接待組志工邱晴柔 Doreen Chiu：Feedback of Vox Nativa USA trip 
 
非常榮幸參與原聲此次來美演出的活動，從籌劃到成行，大家分工合作，不管來自何方，

只為唯一目標，就是讓原聲 合唱團能順利來美。其中的艱辛的感覺，隨著活動的圓滿而遺忘

殆盡。這件事讓我有很大的感想，就是只要付出努力 ，勇敢向前，就會有美麗的果實等著我

們。 
     因為馬校長的堅持，因為阿貫及藍蔚老師的策劃奔走，因為原聲合唱團學生的努力，讓

我們這些做志工的人，看到希望及感動，看到了努力的力量，這對我個人而言是最大的震撼

及教育，在參與的過程中，也影響了我的小孩與家庭，分享一起努力的歡欣。活動後的那種

感動及”believe” 的信念，會一直伴著我，在我脆弱的時候，給我正面力量。 
    由於自己今年又參與國際志工，服務原聲音樂學校的專案，我有深切的體認，除了更認

同整個原聲的理念，也親身體驗，原聲在布農部落所做的努力及耕耘，我更加相信，原聲音

樂學校，會在這種努力及相信的氛圍中，夢想成真，讓部落的小孩發揮專長， 創造屬於他們

的一片天空。 
    我希望成為原聲永遠的志工，一起為這個偉大的夢想而努力，感謝原聲給我這個學習的

機會。 
 

 

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北加州籌委會 

票務組志工吳翠萍 

 
第九個暑假了 
以為日子也同以往般 忙碌的在慧智夏令營中度過 
然而  怎麼也想不到 
今年  2013 
因著原聲的訪美  
給了我一個不一樣的夏天 
一個充滿熱血 
充滿幸福與感動的夏天 
 
一月初，北加州籌備小組正式成立，緊接著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好似永遠開不完，永遠

都有解決不完問題的的籌備會議。雖是如此，但因小組成員秉著高度的合作精神，重重難關

總能在彼此的合作及協調下一一解決。 幸運的，結識了加州灣區這群英雄好漢，這群熱心公

益的大哥大姐們，在他們身上，我看到了何謂無私與包容，學習到不僅是做事，更是做人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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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原聲訪美前置作業的展開，慧智文教基金會本身的夏令營籌備工作，也正如火如荼

進行中，眼看原聲抵美日期的靠近，而待處裡的事項仍有一籮筐之多的時候，那種擔憂、甚

至無力的強烈感覺，更是重重的壓在肩上。猶記得有一天和美智一起離開辦公室，各自拖著

疲憊身軀準備開車回家的當下，我們彼此望了對方一眼，她告訴我：「翠萍，我們一定會平安

度過這暑假的。」是的，我們度過了，不僅平安，更是出乎意料的成功。只要堅持，只要不

輕言放棄，會走過去的！ 
終於，來到了，來到了灣區。從 7/4 一早在 Fremont 的國慶遊行，到之後的歡迎餐會

及演出，我再再看見了灣區僑胞對原聲的支持，以及來自原聲天賴之音的震撼與感動。演出

當天，但當一群觀眾在我看管的櫃檯前瘋狂購買 DVD，以及熱心捐款時，我知道，你們歌聲

感動了大家，奮鬥的精神讓現場觀眾願意支持你們。孩子們，要一直的走下去，堅持心中的

夢想，有時夢想雖小，但小小的夢想也會改變世界。 
何其有幸，參與了今年的盛會，有了一個豐收的夏天，期待再次的相逢。 

吳翠萍 9/15/2013 於 Fremont 
 

 

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北加州籌委會 

票務/財務組志工許逸錤 Albee Hsu 
 
今年的夏天真的很不一樣！ 
即使活動結束後已過了兩各月 
最心底的感動仍是波濤洶湧 
前置準備工作陸續進行了快半年 
小朋友來演唱的時間又逢夏令營 
說不緊張沒有壓力絕對是騙人的 
尤其當時間逼近六月尖峰時期 
我真的面臨到人生前所謂有的高氣壓   
老公這時候偏偏又要換房子準備搬家 
天啊！老天爺真的是要考驗我吧！！ 
 
面對第一次接觸的票務繁瑣作業 
忙碌的夏令營準備工作馬不停蹄 
再加上每天整理打包處理搬家事情 
常常開完籌備會近半夜再開將近一小時的車子回家 
真的有種累到似乎快到極限的感覺 
感謝老公的全力支持及貼心分攤家裡大小事情 
讓我可以將所有心力都投注在工作上  除了感謝還是感謝！ 
即使再累還好有一群優秀的 A-Team 夥伴相互扶持 
我們相信”If you do something for the right reasons, nothing will stop you.” 
 
7 月 3 日看到小朋友雖然疲累仍然來 office 練唱 
心裡震撼的是那種不管多難多累都不變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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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強烈的感覺也鼓舞了我繼續加油拚下去 
隔天的義工餐會第一次聽到小朋友現場獻唱 
眼淚再也止不住地流了下來 
值得了！不管這過程中，大家是多麼的辛苦 
在那動人的歌聲唱出的那一剎那 
我終於明白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努力建築的"希望" 
演出的當天雖然忙於外場票務，僅能聽到兩首歌曲 
但看到小朋友完成夢想的滿足喜悅及僑胞的響應支持 
不禁也為自己身為義工籌備委員會的一員感到榮耀 
感謝有機會參與這次的音樂饗宴 
更認識許多無私奉獻的大哥大姐們 
人生能有幾回如此的精彩歷程 
永遠記得今年夏天我們一起走過 
 

慧智文教基金會 財會 
北加州籌備委員會票務/財務 

許逸錤 Albee Hsu 
 

 
Larry Liu  Ticket Selling, Concert Volunteer 

After seeing the children of Vox Nativa perform, I knew that they were both talented and 
hardworking. Knowing that they had arrived at the US the previous day, they were still performing 
despite their jet lag. After hearing the children perform, I felt that as one of the volunteer teachers, I 
had to give my best effort like the children did when they performed for us. 
I enjoyed working with Vox Nativa because they were able to give us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I 
was able to se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hildren,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inspired me to give my 
best effort as a volunteer. I also enjoyed hearing them sing in their traditional Bunan language; even 
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the words, I was able to feel the emotion of the song through their voices. 
The children also gave me a reason to look forward to my volunteer service trip in Taiwan. 
 
 

Sophie Chen  Ticket Selling, Concert Volunteer 
After seeing them perform, I was really amazed. They were all really organized and disciplined. It 
was easy to tell how much effort they put into their performance. As a member of the Crystal 
Children's Choir, I think we could learn a lot from them. Sometimes when we are required to do 
movements, we do them unwillingly and are embarrassed; however, the Vox Nativa did it neatly, 
perfectly, and willingly with no embarrassment. They are really amazing! 
I enjoyed working with Vox Nativa as I was really surprised at how hard-working they are. When 
they put their mind to do something, they do it all the way; they don't stop halfway just because it's 
challenging. I am amazed by their beautiful voices and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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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e Li  Ticket Selling, Concert Volunteer, Host Family 
The performance they gave at the concert was amazing. I was absolutely stunned by their voices 
and how good they were. Wu Han stayed at my house and he was absolutely adorable and funny. He 
told many stories about his life in Taiwan and we shared many of our stories to him! Overall my 
experience with Vox Nativa was great. 
I really enjoyed working with Vox Nativa. The people that are part of Vox Nativa are really great to 
work with. Also, their organization is very organized and not messy at all. 
 
 

Han Chong  Ticket Selling, Concert Volunteer, Host Family 
The students of Vox Nativa are hardworking, diligent, and talented singers. The students I hosted 
are a bit shy. I enjoyed it very much. I found interacting with the students to be fun. 
 
 

Doen Lee  Ticket Selling, Concert Volunteer, Host Family 
Their performance was brilliant, beautiful, and moving.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ir singing and 
inspired by all the hard work they have put into their performance. I'm very glad that I had the 
opportunity, afterwards, to have 2 of the children stay at my house and interact with them. The kids 
are independent and playful and I had a great time with them. 
I definitely enjoyed working with Vox Nativa. I believe the concert went very smoothly and the 
children are really the best! It was an exciting couple of days for me and I had a lot of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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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信函                                                
原聲音樂學校校長＆團長 

敬愛的灣區朋友，平安： 
      或許是壓力卸下吧！返國之後，雖然翌日便已上班、上課，但一直處在渾渾噩噩中，毫

無思緒。唯一澎湃不止的，是心中對你們的感激。 
      此趟行程之前，從你們往返的信件中，便已嗅出你們的活力與熱誠。但到加州之後，你

們所呈現的活力、熱情與真誠，遠超乎我的想像。沒有任何行禮如儀的矯作，是發自內心的

真誠。對孩子的照料，更是無微不至。感性的我，因著對你們的感動，多次在晚間行駛的車

上眼冒淚水(布農人說眼睛流汗)。我常跟阿滿哽咽的說，我們何德何能？竟受如此接待？ 
      孩子們也感受到你們這份熱情與真誠，激發了他們演唱的動能，在不是有利的演唱條件

下，他們唱出了難得的感動，這份感動，源自你們那份熱情與真誠。 
      太多的感動，無法停止；太多的感激，無法述說，讓我看見台灣人的可愛與力量。原聲

音樂學校的未來，有你們成為背後的力量，必能走得更堅實。 
      謝謝和道大哥用心的幫我們規劃行程還兼導遊，雖不專業卻非常敬業(阿貫老師說的)。
還有全家南加州的陪同，讓孩子玩得盡興。謝謝台光二哥大力的遊說捐款，您的幽默不亞於

布農族，你一定要上山跟布農人 PK。謝謝仁達大哥，行前細心為孩子調整體質，讓孩子們此

趟行程沒有任何不適應。謝謝美智，因為妳的用心，促成了這趟圓夢之旅。還有眾美女、帥

哥(族繁不及備載)，因為你們的全心投入，讓今年夏天變得燦爛多姿。謝謝大家，也請代為

轉達為此趟行程付出心力的所有人我的感激 
Bukut  阿滿敬上 2013/7/18 

 
 
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北加州籌備會何台光副總監 

親愛的朋友們： 
        經由兩位老太的引領，有幸來到期待已久的玉山腳下，會合和道大哥及美智小妹，終於

和馬校長、阿滿校長、多位老師、義工、小朋友們再次團聚，短短的二天時間，讓我更了解

到建立音樂住宿學校之必要性。 
        今年暑期有幸参與接待布農族原聲合唱團的任務，短暫的相處卻培養出濃濃的情感，是

緣？是神的安排？對一個尚無宗教信仰的我，也不得不對衪的神助，驚嘆不已。從每位小朋

友的生活表現、互動、談吐，都能體會到師長們默默耕耘的成果，而我們正是給予他們能量

及未來的最佳來源，而原住民的天真、友善、活力也給我極大的借鏡。 
         在信義鄉的山裡有著無限希望及憧憬，雖然有現實的問題及重重的阻力，但不會澆息我

們對建校的熱情，讓我們繼續肩並肩、手牽手，以愉快又有信心的胸襟，完成馬校長、阿滿

校長及布農族精英們的美夢，相信不久的將來，一座嶄新的校舍巍然矗立在玉山腳下。朋友

們！繼續加油！同時別忘了明年 3 月 15 日玉山星空之夜的約會。 
         趕在歲末交稿，盼二老太見諒！Wish all my dear friends HAPPY,HEALTH! 

不才二哥  台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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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南加州台灣書院志工團崔文標志工 
馬團長，洪校長，各位老師，工作團隊及原聲全體小朋友：大家平安！ 

孕育我們的中華民國台灣，不論我們身在國內或海外，對她都有一份無法言喻的愛，更

願意無怨無悔地為她付出奉獻！您我雙方都共同為這個目標去努力，讓我們一起再加油吧！ 
小朋友是我們國家重要的資產，在很多外在的困難條件下，您們仍這麼堅毅地去栽培他

們，非常值得我們敬佩！ 
原聲小朋友這趟美國之行，獲得的是很多很多的肯定，鼓勵，闗懷和愛心！每個看過聽

過他們表演的觀眾，沒有一個不給予高度的讚揚！相信這會對小朋友們的自信和成長，產生

正面積極的動能。 
教育工作要走很長遠的路，請您們要多多保重身體！ 

崔文標 敬上 2013/7/19 
 

 

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南加州台灣書院志工團程東海志工 
馬校長、阿滿校長、阿貫老師、藍蔚老師：您們好 

相信您們安抵臺灣後，一切都已步上正軌。很謝謝您們這次帶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來洛杉磯獻唱，讓我們有機會聽見真正來自臺灣玉山的天籟並為之感動，希望未來還有機會

與您們「再圓一個夢」。 
附上最近幾天洛杉磯地區的華文電視媒體所播出有關「7 月 12 日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洛

杉磯獻唱會」及您們參加第八屆全球華文網路教育研討會(ICICE8) 開幕典禮表演之新聞報導

3 篇，請卓參。  
敬祝  順心  快樂 

程東海(Tim Cheng) 敬上  洛杉磯「臺灣書院」志工團 
 

 
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北加州籌備會行銷宣傳組 Florence 

Hi , Mei-Chih,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Monica just called and mentioned that Nancy Pelosi's letter will be 
mailed to WCEO office directly. She will let me know when she gets the electronic copy and 
hopefully we are able to send it to the kids before they go back to Taiwan. 
Also many people left lovely message for the kids on our FB site - please encourage them to check 
it out. One post reached over 19,000 people, that is truly amazing. The tour guide at Giants also 
called me, telling me that he'd hosted many tours before but he will never forget VoxNativa. He and 
his wife watched all our video on YT and want to show their gratitude to these kids. Please pass the 
words to them. 
Thanks! 
Florence 
July.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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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美青姐 

當您打開這封信，相信孩子們已經平安抵達國門。 
謝謝您給予大家的肯定與默默的支持，這次旅程讓籌措的大家以及僑胞、主流人士都深

受震動！ 
這群來自台灣新生代令人感動的族群，用歌聲把大家深深的交融了！正如您所言是敦睦

外交最佳的示範。會後，這些感動仍在發酵、孩子們所到之處不只掌聲！連餐廳老闆都讚嘆

他們的好規矩。北美印第安年會與會的青年印第安族群，更爭相將經過祈福舞蹈咒語的新鮮

玉米送給每一位小朋友！ 
好多不知名的人都豎起拇指讚嘆孩子們的歌聲、紀律。 
在當中，我們大家都感受到身為台灣人的榮耀，因為他們代表了我們的國家讓世界聽見

這麼美妙的歌聲與見證了孩子在人文教育上的成功（活潑、謙和、紀律、真誠.....）。 
這一次，周老師說故事的活動，也讓又興、慧智參與的大家打開了「深層次文化教育的

省思」，原來文化傳承對海外的孩子們，是可如此深遠而悠美並完全與生活結合的。我與又興

的校長在你走的隔日有了一些討論，我們都覺得這是一個新的指標方向，也決定等我忙完回

到灣區要一起探討並設計新的課程，作為深度教學的起點。謝謝您給予大家的新刺激，大家

都不會忘記那個撐著腰痛給大家說故事的「周老師」。 
這個美好的旅程看似走到了圓滿的終點了！但我們已然嗅到無數個新的起點，北加州參

加茶會的企業家們正與我們醞釀組團回去參加玉山星空音樂會（準備回饋養成他們的台灣，

為玉山上的音樂學校長期支持而來）、北加州籌備會核心的大家已經磨拳討論下次玉山天籟再

來的籌措架構、南加台灣書院志工團與文化部台灣書院同仁們也向彼此合解相互支援的境界

前進。 
我與和道正討論邀集北美印第安青年總會代表與白宮少數族裔代表借 3/15 的星空音樂會

邀請他們到台灣與我們 14 族相互交流，藉此將我們的原民會帶向國際。 
從一個簡單的感動出發，於最後卻見證了繁茂的一切，這一次我真正體會了「不忘初衷」

的真義。在其中，自然就會忘了自己的以為、忘了為自己，一切就是要成就別人！ 
再一次謝謝您如此安靜的為我們示範這個道理。 

保重身體，九月回去想再報名你的說故事的行程，好好的學習您的功力！ 
 
PS. 昨夜在機場送孩子，當孩子們要入關時，自己一陣心酸，田強、伍翰....都來抱著美智姐

姐不願離去，太窩心了！ 
 
 

美智 筆於洛杉磯 July.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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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訪美心得分享（學生）                               
7 年級 王卉軒 

 今年夏天，對我來說真的很不一樣，以往的暑假不是在部落閒晃，就是在家玩電腦，但

是在這幾年的努力下，我終於來到了美國，心情也異常亢奮。一開始，我們根本不相信我們

腳底下踩的這片土地就是美國！來到這裡真的很開心，真的覺得這只是一場夢境。 
 上了飛機後，我和同學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像我們的耶穌爸爸禱告，祈求能一切平安。等

到飛機起飛後，到了上空，我看了一下台灣，並且向她說了聲：「再見！」。這次坐飛機的感

覺很不同，以前坐早班，現在坐的是晚班；以前坐幾個小時就到了，現在要坐上半天的時間

才會到，到了舊金山，看著周圍，我說聲：「Hello,U.S.A.！」 
 令我印象最深刻的景點是「舊金山大橋」還有「九曲花街」，金門大橋的設計令我讚嘆，

一座看似普通的橋竟然可以跨越一條這麼大的海，有點不可思議！九曲花街的一大堆花，把

原本平淡無奇的八個急轉彎，點綴得五彩繽紛、花團錦簇，令我看了覺得很不可思議。我最

難忘的活動是國慶日遊行，還有巨人與道奇隊的棒球賽，覺得僑胞朋友都對我們很好，美國

遊行，我們或許生平只有一次機會參加；但是棒球賽，只要有錢就可以看啊！真的很謝謝美

國僑胞給我們這個機會！ 
 在這美好的夜晚，我們開了一場屬於原聲在美國的第一場正式音樂會，看到兩千多位熱

心、踴躍的支持者，心中有一種和以往不同的感動。唱歌時，心裡只想著「要用心來唱」來

好好地回饋他們！演唱完時，看到他們紛紛站起來為我們掌聲喝采，當時，眼淚在眼眶裡打

轉，這場音樂會是在我腦海中深深烙下痕跡的一場！ 
 在舊金山的最後一個夜晚，我們住的並不是甚麼高級飯店，而是比飯店更好的地方「寄

宿家庭」，他們把我們當成是自己的兒女細心呵護，而且用不同的方式招待我們，真的是像自

己的家一樣，甚至更好。希望下次再來美國的時候，能夠請寄宿家庭的哥哥姐姐，再次招待

我們，然後再次感受到這份溫馨和感動！ 
 在這幾天當中，幫我們計劃一切行程的人，招待我們的志工，和道哥哥一家人，台光哥

哥……在這旅程中，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和愛心，我們真的不知道每一件事該從哪裡下手。

這次的美國行，真的令我感到非常開心，也感謝天父爸爸一路上都在看顧我們，我們才過得

這樣的平安，謝謝你們這樣的細心照顧。 
 
 

7 年級 司孟奾 
  「今年夏天是個充滿希望的季節」，就如同《今年夏天》的歌詞~~是的，今年 2013 的夏

天對我來說真的很不一樣！有什麼不一樣呢？我學到了很多事情，學會如何登機，學會如何

整理行李，學會了一種語言，學會了如何去照顧學弟妹，也學會了美國的用餐、住宿禮儀。 
這次的美國行真的很好玩，雖然只有短短的 13 天，但是在這 13 天當中，我真的好開心！

我認識了好多在背後一直幫助我們的人。 
在美國的 13 天當中，我歷經了好多第一次，第一次搭長達 12 小時的飛機，第一次調時

差，第一次跟美國人對話，第一次感到美國人的熱情，第一次呼吸美國的空氣，也是第一次

感受到台灣和美國的不同，這種初次體驗的滋味真的很不可思議！ 
雖然，剛來的幾天很不習慣，總是想快點回到台灣，但是過了 2、3 天後，就漸漸的習慣

這裡，很不想離開，才短短的幾天，我們就適應了這裡，把這裡當作是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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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或許因為我們是原住民的關係，所以很熱情，隨便看到一個外國人，就會主動「Say 
Hello」~而對方，也會熱情的回應我們。 

回台灣的時候，真的很想從飛機上跳下去，一直不斷呢喃著：「我要回美國，我要回美國，

我不要回台灣…」之類的瘋言瘋語。但是，終究還要回到台灣，我會那麼留戀美國的原因是，

我不想離開在美國的一切，因為一旦離開了，一切只會變成美好的回憶，但，還是要回到現

實。 
我和一些國中同學都很愛美國，一但想到要離開美國時，我們一直想說這是最後一次，

不會再有機會了。但是，最近聽到一個消息，是說在未來的每一年，都會有 2~3 個名額去美

國遊學一年，是針對國、高中生。我聽了，真的很開心，所以往後的日子，我要更努力，爭

取這個機會~~ 
加油吧~ You can Do It. Fighting XD！ 

 
 

7 年級 司念祖 
去美國……真不敢相信我能去美國！我很謝謝「原聲」和那些在背後支持我們的人。如

果我沒有進原聲，也許就不會有 1 次 2 次 3 次 4 次……多次出國看看的機會！原聲……造就

了我的命運，讓今天的我變成了幸運兒。 
我第一次搭這麼久的飛機，過去都是 1~2 小時而已，這次竟然是要搭 11 個小時的飛機，

那時的心情是：怕到不了美國，也怕回不去台灣，哈哈！我在飛機上禱告，祈求上帝在我們

做任何事情、任何時候都能夠與我們同在，也許是上帝的保佑，讓我們平安無事！ 
在飛機上的 11 個小時，我們怎麼睡都睡不著！可能是大家都沒有去過美國，所以興奮過

度，飛機離開台灣地面越來越遠了！飛機上的窗戶雖然很小，但是從窗外看的景象和事物，

都好新奇，又好美。我們的上帝好奇妙，當我們跟著飛機飛到一半的時候，看見了「日夜分

明」的景象，那是如此美麗！ 
啊！搭了長久的飛機，滿累的，耶！終於到美國啦！美國的樣子，跟我想像中的一樣，

超漂亮的，只能說：美國爆美的，讚！讚！讚！好到不能再好，我們原聲簡直是來到了「天

堂」一樣！ 
美國和台灣不只日夜顛倒，還有很多的不同。像是：有很多的空地，路上沒有垃圾，房

子排得很整齊，台灣有很多摩托車，美國幾乎沒有摩托車，只有重型機車，馬路很寬。 
第一天過去了，我期待已久的「尹爺爺莊園」，和「黃爺爺莊園」類似，這兩個莊園，都

是他們年輕的時候努力認真賺來的。他們的努力認真換來如今漂亮高雅的大家園，想試著住

在那裡幾天呢！這兩個莊園，就像是城堡一樣，尹爺爺和黃爺爺及他們的家人，不就是每天

當公主、王子了嗎？哈哈。 
前往洛杉磯的路途很遙遠，要坐 8 小時車子。我們在車上，累了就休息，無聊就和朋友

聊聊天，坐著坐著屁股都發麻了！但是我們的司機大哥在這 8 小時之間，都沒有睡，也沒有

玩，我們的司機大哥也太強了吧？ 
到洛杉磯的前三天我們都是在迪士尼和環球影城度過！我們都很開心，但也玩得很累，

大家都玩瘋了，瘋到幾乎都忘了，開心過後還有一場重要的演出！這三天快樂的心情把大家

的聲音都用破了……校長擔心得要命！因為音樂會是這幾天最重要的。 



 
 - 135 - 

這一次短短的美國行，或許是我們八年級最後一次在國外演出，但是，這次的旅程並不

是結束，還有更多的開始。我的下一步和未來，我會想辦法自己面對，這趟美國行告訴我：

只要認真，沒甚麼不可以，今年校長、車和道大哥和他的家人，還有台光哥哥，以及美國的

大哥哥大姊姊！還有很多支持我們的人，謝謝你們開創原聲今年特別的夏天。 
 
 

7 年級 司莉君 
    特別的一年，特別的夏天，一個緣分讓我們跟美國繫上一條無形的線，期待已久的美國

夢就在 2013 年的夏天長開了。 
    當我們一知道每個人都有去美國的機會時，大家都努力地去爭取，希望能夠擁有這難得

的機會。當我得到了機會，就開心的手舞足蹈，也非常感謝上帝這奇妙的安排。 
    出發的這一天，我既緊張又興奮，於是就做了一個交托禱告，便平安的在飛機上疲憊的

過了 11 個小時，抵達了舊金山機場。天空明明是亮的，但時間卻已是晚上七點了，令我們感

到好新奇、好新鮮。 
    在美國的每一天都非常充實，也非常開心，常在電視是上看到的金門大橋，如今卻真實

的呈現在大家眼前，這是我想也想不到的事，這座大橋的雄偉壯觀，都一一映入我的腦海裡。

在九曲花街，各式各樣的的花，把街道點綴得萬紫千紅，這景象實在美不勝收呀！我們還有

去很多地方，每個地方都有一段開心的小故事，尤其是在寄宿家庭的那一晚，和 Patricia 姊姊

一家人都相處得很融洽，這一天我彷彿回到自己的家，是多麼的溫馨呀！令我映印象最深刻

的便是當我們演唱完時，觀眾們熱情地站起來為我們鼓掌加油，那一刻，我真的感到很震撼！ 
    時間就這樣的一分一秒的度過，在美國的生活也慢慢接近尾聲，到了該離別的最後一天，

每個人心中都充滿了不捨，甚至還想一直住在美國呢！但是「天下無不散的筵席」，所以大家

還是帶帶著不捨離開美國，分別總叫人感傷啊！ 
    這次之所以有機會去美國，首先我要感謝一群為我們四處奔波的善心人士，因為有你們

的支持和幫助，才能替我完成期待已久的美國之旅；接著我要感謝原聲音樂學校每一位師長，

因為有你們，我們才能有這難得的機會；再來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在我快要放棄時，扶持我

才能走到現在。當然最重要的，我要感謝我們的天父上帝，因為祂的美好安排，也因為祂的

平安帶領，我們才能平安的度過每一天，謝謝。 
 
 

7 年級 史庭 
在 5 月多的某天，所有去美國的機票就發完了！ 
一回到家就和媽媽、弟弟一起拆信封袋，我抱著緊張的心情拆，沒想到我是 27 號，我雖

然很開心，但…也很害怕，擔心表現不好，機票會被沒收。 
在搭飛機是很開心的，雖然說之前有出國，但都是離台灣不遠的地方。這次要坐 11~12 個

小時的飛機，去的地方還是與之前截然不同的「美國」，但…還是會捨不得，所以在機上一直

想著家人~ 
到美國後，第一個景點是金門大橋，是世上最大的單孔大橋。走在金門大橋上，往前看還

看不到盡頭，橋長 2780 公尺，等於久美到土場的距離差不多！在橋上望著海，令人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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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著去金門灣遊船，本來是很清晰的畫面，但海上的霧飄到我們身旁，望著其他地

方，竟不知已來到了金門大橋，被白霧包著的金門大橋，呈現出了朦朧美！回去時，霧就慢

慢散了！又變回原本的晴朗天氣了。 
參觀九曲花街時，街道很漂亮，但很傾斜。看到車子開下坡，令我心驚膽顫！八個急轉

彎可是要有技術的人才能過的。九曲花街的官方正式名稱為倫巴底街，夏天的玫瑰和秋天的

菊花，點綴得花團錦簇！ 
之後還有參觀由美青姊姊所介紹的史丹福大學，史丹福大學是一對夫婦為了紀念孩子而

建的。校園裡有羅丹的雕刻藝術，令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怕死卻又勇敢的英雄，他們臉上

懼怕的表情，與大家一般認為的英雄差很多。 
我們也參加了美國重要節日—國慶日的遊行，還唱了美國國歌。美國國慶日與我想像中的

很不同。唱完國歌，他們的反應非常熱烈！遊行時，大家都很 high，high 到唱歌都升 key 了！ 
下午我們參觀了 AT&T PARK，了解了巨人隊的歷史。晚上看現場的巨人 V.S.道奇的精彩

球賽。 
星期日我們去了兩間教會獻詩，他們也幫我們禱告，也有獻詩給我們聽，我非常感動。

我們也去參觀印地安人的博物館，我們有練習淘金，雖說不是真的，但這總是個經驗。我們

也了解了一些印地安人的文化。 
接著有連續三天的時間都在玩，兩天遊迪士尼，一天遊環球影城。迪士尼兩天不同的地

方是，第一天都很好玩，但驚嚇指數沒破表。晚上我們去了鬼屋，但並沒有很恐怖，是個藝

術屋！第二天挑戰極限，我挑戰自由落體、雲霄飛車，恐懼感，我...挑戰成功啦！第三天的

環球影城，也不輸給迪士尼呢！人很多，排隊至少要 30 分鐘以上，我們先去鬼屋！鬼屋驚嚇

指數終於破表了！出來時，釀恩又被嚇得倒在地上，在鬼屋外面還被別人嚇！不過我們沒時

間去看變形金剛了！ 
舊金山和洛杉磯兩場我們演出的音樂會，我覺得落差滿大的；不過我們都努力、用心的

唱完，是有史以來最好的一次！觀眾反應也很熱烈，我們感動了很多人，也感動了自己。 
美國的食物都重口味，熱量高、份量大，但這幾天都是吃中國菜，想試著吃些美國食物！

在美國吃中國菜，有點像在台灣的感覺，在不同的地方吃自己的食物，顯得我們的食物很好

吃！ 
去寄宿家庭時，我跟芷芸睡 Doen 姊姊家，姊姊的家人帶我們去吃 Dennis，食物好大份，

有點傻眼！回到家我們先參觀，再到後院和姊姊聊天，我們一直待到晚上，因為要看夜景。

中間等待時，我們在玩 Wii，姊姊也教我們摺紙星星，雖然有些摺的很爛，但那是自己的，

失敗為成功之母嘛~最後也還是成功了！ 
這次訪美的活動，有很多人幫助我們，很謝謝他們。車和道哥哥一路一直陪著我們，介

紹景點時，都會熬夜查資料。他們一家人為了讓我們玩更多而熬夜。都有一丁點的年紀了，

還這麼幫我們，真是感謝他們！也謝謝這次陪同的老師、志工，這 12 天的陪伴，有生氣、有

歡笑，都有你們在身旁，讓訪美活動有了其他的樂趣！更謝謝那些觀眾的熱烈反應。 
今年夏天一開始就有很多樂趣！去了美國，這是其他人想也想不到的機會，這得來不易的

機會，付出的代價可大了！但有機會越大，代價很大！所以要加油！ 
希望將來我還有機會去美國，也可以去別的國家！只要我努力，沒有不可能的事。我有

信心可以實現這個夢的，加油，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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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年級 田雨卉 
 今年夏天有個特別的旅程，我們一群人在許多人的幫助下，來到了期盼已久的國家──美
國。這趟旅程帶給我們很多歡笑，以及無數美好的回憶…… 
 去美國之前，我們五十多位小朋友都要留宿集訓，並且從中挑選最優秀的三十五位，大

家都拚了命去爭取那三十五分之一的機會；當我知道我拿到了機票，我開心得睡不著覺，心

中不斷地感謝耶穌，讓我能夠在今年夏天實現我的美國夢。 
 七月二日中午我們從東埔出發，到了桃園機場已經下午四點多，七點五十準備上飛機，

我們的心裡滿是期待，雖然這不是第一次出國，但心情卻顯得格外緊張，於是我開始跟天父

爸爸禱告，希望能平平安安地到達。在這十一個小時當中，每個人都坐得不耐煩，而且都睡

不好，但是想到即將要到達我們的「天堂」，心情又頓時安分一點。下飛機的一剎那，我不敢

相信自己真的來到了美國，心中滿滿的感動突然一下子全部湧上來，大家的心情都雀躍不已。 
 在美國的每一天我們都過得很充實，去了很多景點，尤其是印地安博物館及惡魔島，讓

我最印象深刻。印地安博物館讓我們體驗淘金的樂趣，雖然不是真的金子，但我們依然樂在

其中。看似恐怖的惡魔島，以前是用來關犯人的地方，而現在是熱門的觀光景點，可惜只有

遠遠的看，要不然我早就跟小鳥借一雙翅膀飛過去看了呢！ 
除了這些，我們還參觀許多特殊的活動，像是看棒球賽和印地安人交流，以及在華人教

會獻詩……；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國慶日遊行和專場音樂會。超熱鬧的國慶日遊行，不是隨便

的人都可以參加的，但因為有原聲的帶領下，我們才有機會參加，一路上一直唱唱跳跳的，

搞得我們全身是汗，可是我們的熱情依然持續增加。這次來最重要的是音樂會，其實我沒有

把握會唱得很好，因為練唱的時間不夠，但是有主的同在及觀眾的支持，我們兩場音樂會才

能圓滿落幕。 
這次我們最期待的就是去迪士尼玩，它是一個大人小孩都喜愛的主題遊樂園。一到那裡，

我們都瘋狂亂叫，像是從精神病院逃出來的病人。我發現有些遊戲有他們的故事，玩起來特

別開心，在園裡偶爾可以看到一些公主，簡直就像是從電視上走出來的，她們會跟小朋友說

話，笑容總是掛在臉上，他們的笑容最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第五天的晚上，我們離開了飯店，到了另一個比飯店還要好的地方，就是志工大哥哥、

大姐姐的家，我住在 Priscilla 姐姐的家，那一晚我真的很開心，因為他們都把我當成是家裡

的一份子，尤其是 Priscilla 姐姐的媽媽，更把我當成女兒ㄧ般的照料，當她幫我們把東西準

備好時，我真的很感謝她，讓我在短短的一個晚上，感受到滿滿的母愛！如果下次能再有這

個機會，我真希望能多住幾個晚上。 
這次來美國，我們每一個人都非常榮幸能替台灣爭光，如果不是原聲，你不會比同年級

還要早去美國，我真的很感謝校長、Nivu 老師、阿貫、藍蔚老師，以及所有捐款給我們，支

持我們的人，如果沒有這些貴人，我們可能無法實踐美國夢。 
在這將近兩個禮拜的旅程中，感謝美青姐姐為了替我們加油打氣，特別從台灣坐飛機去

美國，還有感謝車和道大哥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都陪在我們身旁，也非常謝謝他們一家人，

教我們如何在迪士尼和環球影城，可以玩到很多很刺激的遊樂設施，真的很謝謝您們！更感

謝最愛我們的天父爸爸，讓我們去美國的小朋友和師長在旅程中都沒有生病或受傷。 
即將回台灣，大家的心情都很不捨，心中有滿滿的遺憾，但是阿貫老師說過：「遺憾是美的。」

所以大家都是帶著最美的遺憾離開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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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年級 伍冠因 
 每當校長發一張機票時，我總會打一下冷顫，一直道聽到我的名字時，心情才彷彿從谷

底爬了上來，但深怕練習過程中放鬆又會失敗，可是我知道，努力、認真，或許就能保住機

票，我踏上飛機的那一刻就想：「第一次搭那麼久的飛機，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 
到美國玩了可能永遠都沒辦法玩到的，最令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九曲花街」，真的太漂亮

了，不管從上面看下去或從下面看上去都很特別，台灣可能沒辦法看到。 
印地安人在美國很受重視，那次跟他們交流覺得好好玩、好有趣，其實他們跟我們很像，

很熱情、很大方，唱完歌後掌聲加尖叫，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和他們交流。 
我要感謝車和道大哥和他們一家，還有這兩個禮拜所有幫助我們的人，我們很感動，可

以有機會為台灣爭光，記得校長說過：「我們出去不只代表原聲，而是台灣。」在那裡吃晚餐，

他們說：「二、三十年了，沒看過一個團隊會幫忙餐廳收盤子。」聽到這句話，我們都很開心。 
我們的付出，我們的努力，換來了父母親都無法幫我們完成的夢，我永遠可能都沒辦法

去美國，但因為原聲，所以我去了，即便那是最後一次，我也心滿意足了。 
今年夏天是永遠都不會忘記的，即便我們老了，也會很自豪地跟自己的孩子說、跟自己

的孫子說：「我在美國演唱過！」，那兩個禮拜真的是美好又令人羨慕的天堂路。緊接著是迪

士尼，真的是小孩子的夢幻世界，曾經失去過去香港演唱機會的我，絕對不會讓自己再失去

美國機會，校長說過：「機會來了要好好把握；機會走了，就沒有了。」我失去了一次，我就

加倍努力把握這次。 
馬上就要升國二了，演唱的機會也逐漸減少，但未來我若遇到了困難，我就會想，美國

就是我向前的動力，我不能氣餒，更不能放棄，我要像美國志工大哥哥大姐姐一樣，在美國

讀書，美國不僅是我的夢想，更是我邁向未來的支持。 
我真的非常感謝他們對原聲的肯定，給予的支持，尤其是車和道大哥，我很喜歡您的導

遊，實在很好玩，謝謝您！在這裡我要說：「美國是我的夢想，我會慢慢實現它。」 
這次美國行，讓每個人都成長許多，學會照顧自己和餐桌禮儀，長大後就像阿貫老師說

的：「你們是珍貴的少數，而不是弱勢的少數。」 
 
 

7 年級 幸詩涵 
 我們即將迎接一個如夢一般的機會來到，可是這個夢能不能在自己身上實現？這就是個

好問題，這項任務就是從 2013 年的五月起，校長要從 100 多個小朋友中選出 35 個小朋友，

這些小朋友要付出很大的努力：功課要準時交、上課要認真，態度要積極，重要的是，以上

這些條件，都要一直維持不斷，才有資格去實現這個夢想。 
一開始我也不太敢相信能拿到機票，這張機票對每個人來說，都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也

感謝願意幫助、支持原聲的善心人士，讓我們看到不一樣的世界，收到機票的那一刻開始，

我真的好期待七月二號的到來。 
 終於到七月二號了！坐遊覽車的心情更期待、更興奮，到了機場，心情比之前放鬆多，

因為在機場的經驗也不少了。當我飛到了美國機場，那些外國人，一個個都很漂亮，但到了

入海關的時候，我就開始很怕，比第一次出國入海關的那時候更害怕，不過空姐願意幫助我

們，她跟著我們一起走，幫我們翻譯，很謝謝她。 
 在美國的第一天，是最輕鬆的一天，其實第一天輕鬆的原因是要大家調整時差，有些人

調的很辛苦，但有些人調的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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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們跟著和道哥哥跟台光哥哥開遊覽舊金山，我們看了金門大僑，準備去走金

門大橋的時候，我看到旁邊插著美國國旗，當下覺得他們好愛國。九曲花街是個好漂亮的地

方，我想只要一出門，第一眼就看到那些花花草草，心情一定非常好！史丹佛大學是美青姊

姊親自導覽，真的好難得！那土黃色的建築物配上白色的婚紗 ，簡直美極了！接下來我們去

了尹爺爺和黃爺爺的莊園，尹爺爺的莊園好大，玩都玩不完，而且什麼都有，好像小孩子的

天堂呢！黃爺爺的家裡很精緻，重點是他給我們體驗真正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很謝謝這兩位

爺爺。 
 接著呢，我們去參加了美國國慶日的遊行，美國人都好開放也很親切，他們的確是很自

由的國家。然後我們去參觀美國的棒球賽，那裡比我想像中還大好多，旁邊都是海，好漂亮，

現場每個人都很熱情喔！ 
我們去了華人教會的禮拜並獻詩，在美國居然還有專屬華人的教會，還蠻驚訝的！最後

還去了跟我們很類似的印地安博物館，那裡面的東西都好特別呢！希望我們也能自己蓋一個

博物館。 
 我很開心~因為我去了到美國來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迪士尼樂園和環球影城。我超級喜

歡那兩個地方，迪士尼真的好大，要謝謝和道大哥的女兒 Joyce 姊姊帶著我們去玩，才讓我

們把重要的都玩到。環球影城也是很厲害，讓我們看到很多經典電影的地方，美國的科技真

的好發達喔。 
 來了美國，一定要付出，我們的兩場專場音樂會都好成功，讓很多的華僑，很多美國人

為我們掉淚，為我們感動；我好開心，這是我第一次表演的這麼開心！我們沒有讓大家失望，

我們讓華僑以原聲為榮，我們讓世界聽到了台灣的聲音，我們讓世界看到玉山在唱歌，這是

我有史以來很不一樣的兩場表演。 
 美國的食物，好像都以方便為主，而且份量都很大，就像迪士尼的火雞腿一樣，還有去

吃牛排時，他們的杯子都好大，牛排體積也都好大一塊，點心都很甜，大部分的餐點都有麵

包、生菜和肉。 
 我很開心能來到美國，首先我要感謝幫忙計畫行程的善心人士，也謝謝支持原聲的所有

人無私的付出，最後謝謝各位老師、校長能給我這個機會。希望將來我能用功讀書，可以靠

自己的力量去美國或是更多地方。 
經過了美國這趟行程，學會了如何適應環境，知道了要如何照顧弟妹，知道了怎麼才能當小

小的隊長，比以前更會笑，比以前唱的更大聲，比以前還要陶醉。 
 
 

7 年級 松夢筑 
    當我知道我拿到第一張機票時，心情簡直是無法形容的高興，還帶著一點不敢相信的感

覺，因為美國是我的夢，且是在我只有 13 歲的現在就可以去，這真的有點不真實！ 
嗯……其實真的想拿到這張機票並不是那麼困難，只要肯「努力」、「認真」、「不缺席」

就有機會拿到機票。 
我們 35 位是從 100 位中選出來的，我們每個人都怕機票被收回，因為只要表現不好，機

票就隨時會被校長收回，不過又很期待美國的到來。 
    去美國跟回台灣的感覺真的超不一樣。去美國的心情是「非常期待」，回來卻是「非常捨

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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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去美國的飛機上，我一直想可不可以不用坐這麼久的飛機就可以到美國了，但我們還

是坐了 12 個小時的飛機。坐回台灣的飛機上，卻一直有還不想回台灣的心情，很想把時間倒

轉，但這是不可能的啦！只能等到長大以後，有能力時再去。 
    金門大橋、金門灣遊船、九曲花街、Jelly Belly Bean 糖果工廠、尹爺爺莊園、史丹福大

學、Forest Lawn 博物館、印地安博物館、好萊塢中國城，印象最深刻的有九曲花街、Jelly Belly 
Bean 糖果工廠、尹爺爺和黃爺爺莊園、史丹福大學、Forest Lawn 博物館。 

我就開始來簡單的介紹，九曲花街很熱鬧，這裡有八個急轉彎，並不是九個急轉彎。兩

邊都有住家，這些房子都很漂亮，九曲花街只能往下開車不能往上開，因為這是單行車道。

有人很聰明，在走完樓梯的出口那邊賣冰檸檬茶和餅乾，是兩個小朋友在賣，他們的爸媽則

是在家裡做餅乾和冰檸檬茶，他們知道我們會渴會熱，就在那裡賣，這樣就可以賺更多錢了。 
在 Jelly Belly Bean 糖果工廠，參觀時一路上都有糖可吃，但每次都只發一個，發不同口

味的 Jelly Bean。有很多幅畫都是用上萬顆 Jelly Bean 拼出來的畫，超酷的，但做起來一定很

累。 
有一位美國總統很喜歡吃這糖果，就是雷根總統。這工廠都是糖果的香味，那些製作糖

果的人，難道不會想偷吃那些糖果嗎？如果是我，應該就會了吧！ 

接下來就是我最羨慕的，但我比較喜歡黃爺爺的家，因為尹爺爺家太太太大了，走到另

一個地方就要走那麼遠，他的家簡直跟望鄉部落一樣大，應該是更大。黃爺爺的家雖然沒那

麼大，但讓我比較有安全感，而且家中還有三個混血兒小朋友，超可愛的，更誇張的是這家

裡還有電影院，如果我家有，整天都待在裡面看吧！尹爺爺、黃爺爺都是我們的榜樣，我們

要學習他們的努力，我們常因為某些原因而放棄，我們必須學習「努力」、「堅持」，讓別人知

道我們也可以。 
史丹福大學裡，有五個雕像是羅丹製作的，這五個雕像都是英雄，但他們並不是我們常

看到的英雄那樣的威勇，而是在害怕死亡，這讓我感覺他們雖然是英雄，但並沒有自以為，

而是謙卑的這種感覺。史丹福的由來是兩老夫婦為了紀念兒子所蓋的，這間學校的學費很貴，

但只要有什麼才藝，就可以進去，並不是只靠成績才能進去，還有還有，如果想在這裡結婚，

其中一位一定要是史丹福大學的學生。 
Forest Lawn 博物館竟然是建在墳墓上面，而博物館是為了放兩幅畫，有一幅畫超大的，

是世界最大油畫，一定畫了很久，是畫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歷程。另一幅畫比較小，是畫

天國，這兩幅畫都很逼真。這墳墓很整齊、很漂亮，也沒有雜草，跟台灣比起來真的很整齊。 
    我們還參加了美國國慶的遊行，唱美國國歌，他們都好熱情。美國的國慶很 high，台灣

的有點太嚴肅了，我很喜歡美國國慶的遊行。 
不懂棒球的我也去看了巨人棒球隊的主場，了解到原來巨人隊很強嘛！我們只看到中場

並沒有全部看完。雖然看不懂卻想看完，這是我第一次看現場棒球賽，平常也只是和家人看

電視上的比賽而已。 
    這兩場表演是我們來美國最重要的事，這是我們第一次來美國正式的演出，也是唱過最

好的一次。唱很好的原因應該是來到我們很想來的地方，就想表現得好，才唱得很好吧！ 
    有連續三天我們都在玩，兩天在迪士尼，一天在環球影城。迪士尼真的很大，玩了兩天

都還沒玩完，玩了一整天也玩不完一區，不知道為什麼美國的遊樂設施我們都敢玩，在台灣

卻都不敢玩。環球影城裡，我最喜歡遊園車之旅，看了他們演戲的地方，原來是他們演得很

真，但不是真的，只是布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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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天玩了很多很多遊樂設施，在環球影城有史瑞克 4D 動感電影、鬼屋、影城之旅、

侏儸紀公園、木乃伊的復仇。在迪士尼有鬼魅大樓、加勒比海海盜、動物天地、探索島、明

日世界、印地安瓊斯的冒險、雲霄飛車、塞車、自由落體……等，沒有一個是不好玩的，真

的還想再去一次。 
寄宿家庭是我的第一次，第一次到不熟的人家住，那個姐姐的爸媽都很熱心地招待我們，

還為我們介紹他們家所有種的植物，我們跟姐姐去看了她的學校，我們也去了公園玩。我們

要回去時，她爸說：「如果下次來美國時，發 e-mail 給姊姊，他們會來接待我們。」 
    這一切的行程都要感謝支持我們、幫助我們來美國的人，要是沒有他們，我們怎麼會有

這些活動！到了美國的最後一天，我真的很不捨得在美國的生活，今年的暑假真的很特別，

我想留在美國，因為我覺得美國很好，人很熱情而且很有禮貌，所以我不想回來。 
這 14 天，我要感謝車和道哥哥和他的家人、美智姐姐，美青姐姐、馬校長、洪校長、阿

貫老師、藍蔚老師、台光哥哥、黃爺爺、尹爺爺…等人，還要感謝很多很多人，謝謝他們讓

我有這個機會來美國。謝謝車大哥的女兒 Joyce 姊姊幫我們安排了熱門遊戲，也謝謝車和道

哥哥一路上的陪伴，從舊金山到洛杉磯都一直跟著我們，身為老闆的他穿的平凡也親自陪著

我們，這是我該學的謙虛；還有車哥哥給我們了功課，就是寫一篇今年夏天的文章，沒想到

我們回到台灣，車和道哥哥就先寫好了，這叫做態度。 
真的真的很謝謝你們幫助我們圓了美國之夢，我不會忘記這暑假的！！ 

 
 

7 年級 松夢葶 
    2013 年五月時，我就知道暑假時，會有一些人可以去美國，聽到這個消息，我開心的不

得了，但我知道只有認真又努力的人，才能得到這珍貴的機票。2013 年的六月多，我得到了

飛往美國的機票，那時嚇了一跳，拿到機票的人竟然是我！到現在還有點不敢相信，但我知

道拿到了機票還是不能隨便，因為表現不好的人機票還是會被收回，所以就算 7 月 2 日的日

子來臨，我還是不能隨便、我還是要用積極的態度來迎接這個日子的到來，堅持到底囉！得

到這張非常值得的機票，是自己努力換來的。 
    7 月 2 日終於來臨了，我們坐在遊覽車上，前往台灣的最後一站──機場，雖然有點捨不

得台灣，但我還是想趕快飛往美國，因為美國是很多人夢想中的國家，我也不例外。今年夏

天不只是個意義重大的季節，也是個非常不一樣的暑假，因為我們要飛往美國，讓世界知道

台灣的玉山在唱歌！ 
我們抵達桃園機場時，已經是下午 4 點 50 分，我的心情就像飛在天空的小鳥一樣。我們

在晚間 7 點 50 分坐上飛機，這是我第一次坐晚上起飛的飛機，也是第一次坐這麼久的飛機，

心中有些害怕，因為我害怕會有意外，所以一坐上飛機就開始禱告，求主保佑我們的行程。

飛機將起飛時我望著窗戶，對台灣說再見，一路上我們一直睡覺，這 11 小時的路程真的很漫

長，連屁股都坐得很不舒服，雖然我搭過很多次飛機，但這一次我覺得真的很特別：這個 7
月 2 日過了 35 個小時耶！真的很奇特！張開眼睛那一刻，美國我來了！ 
    一下飛機就看到美麗的舊金山，所有看到的事物都很不一樣，接下來的行程簡直就是夢

中的景色。金門大橋是全世界最大的單孔吊橋，也是世界上橋墩跨度最大的橋樑，橋身為紅

色，很容易就分辨出來了。走在上面真的很棒，還可以看到舊金山市區，而且走在橋上有種

心癢癢的感覺，雖然只走了五分之一，那感覺已牢牢刻在我的記憶中，要忘也忘不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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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往的車子「咻~咻~」的經過，我只感覺到嘈雜、震動的快感，每台車都像賽車一樣，

一轉眼就消失了。我還看到一群外國年輕男子，很開心的比 YA──這表示金門大橋是許多人

的最愛，那俯瞰的景色真是美到爆了啦！我們坐上金門遊艇，風超大的，而且真的跟導遊說

的一樣，到金門大橋那裏超多霧的，從橋下看上去，只看到一點點紅橋，十分浪漫。 
我們還看到幾個男生在玩風力船，他們好帥喔！突然有一個人掉下去，讓我緊張了一下，

但他還是站了起來，帥！雖然在船上很想睡又想吐，但我還是非常開心，因為風不斷親吻我

的臉。 
車和道大哥帶我們走九曲花街，本來不想走，但走了一次後，好想再走好幾次。這裡的

房子像花園，有八個急轉彎，路很長，有 40 度的斜坡，真不敢相信竟然有車子可以經過，聽

說這裡以前不是很熱鬧的地方，現在卻是個吵吵鬧鬧著名的景點。從下往上看，有點像墳墓，

哈哈！但我超喜歡！ 
美青姐姐親自來史丹福大學為我們解說，原來這所大學是史丹福夫婦為了紀念他們讀哈

佛的兒子而建的。一走進校園，我覺得這裡一點也不像大學，反而像是古蹟，令我印象深刻

的是那幾個大人物的雕像，我們看到的是他們準備送死的表情，這所學校真的好美唷！還有

一個教堂棒到了極點！ 
我們還參觀了尹爺爺和黃爺爺的莊園，他們都是大老闆，莊園超漂亮的！一到尹爺爺的

莊園，我就在想：這不會是家吧？我覺得那裏比我們的部落還要大，在那裏也可以看到「M」

招牌，因為尹爺爺是第一個在黑人區開設麥當勞餐廳、沒有種族歧視的旅美華人，超希望尹

爺爺的莊園是自己的家啦！ 
    來到美國加州還有一個特別的活動，那就是參加美國國慶，好不一樣喔！我發現美國很

多家庭外面會掛國旗，他們都好熱情。雖然這個活動很棒，但我們越走越累，而且不知是不

是校長越來越 High，音調越來越高，那時有點不耐煩，幸好很快就結束了。有人把自己的車

打扮得很可愛，好有趣的國慶，如果要參加台灣國慶或美國國慶，我一定選擇美國。 
記得在台灣時，我超期待去棒球場的，因為校長說可以和巨人隊要簽名，可是到了那裏

好失望，因為根本就沒有！不過這是我第一次看棒球賽，雖然不懂棒球，我還是非常想看，

巨人隊和道奇隊要比賽，我卻不認識這兩隊，既然是來巨人隊主場，那我就支持巨人隊囉！

一到球場我就嚇呆了：球場好大！我們慢慢從高處往下參觀，真是 High 翻了，竟然可以近距

離看到巨人隊的勇士們，他們好帥又好壯耶！真想直接衝到他們面前要簽名。我還看到一個

球員的兒子在丟棒球，超 Man 的，動作好準喔！不愧是球員的兒子。我發現美國人好熱情，

讓我也 High 了起來，DJ 放音樂時就有人跳舞，他們都好大方，以前是個不懂棒球的國中生，

現在我成了不懂棒球卻狂愛棒球的女孩，我愛棒球！ 
這次去了美國華人教會，我本來以為會有很多外國人，但都是華人，有點難過，但還不

賴啦！有種回到家裡的感覺，跟台灣一模一樣，超感動的，不管在哪裡，上帝永遠與我們同

在，因為上帝是世上的真神，去異國也可以到教會聽耶穌的話語，感謝主。 
小時候，我認為世界上只有我們是原住民，但世上每個角落也都有原住民，以前我們出

去時常被誤會為印地安人，但我們一點都不像，我們是台灣的原住民！這次在美國看到某一

國的原住民，好特別，就像是我們回到了部落，因為他們真的跟我們長得很像。他們好熱情，

我們才剛上台，他們就熱烈歡迎我們，雖然看不懂他們的表演，我知道那也是他們的傳統儀

式。我覺得他們的舞好累，但很好看，還送我們超好吃超甜的生玉米，真想帶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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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著名的迪士尼、環球影城，我們都有去耶！但我比較喜歡迪士尼。因為這一次去

迪士尼是國中後第一次到遊樂園玩，我發現自己不一樣了，現在好喜歡玩刺激的，而且一點

都不怕了。迪士尼的遊戲都有故事，所以很有趣，最重要的是我們把最熱們、好玩的都玩過

了。迪士尼是大小朋友的最愛。我們還跟很多外國小朋友打招呼，他們超可愛的！而且他們

很愛笑，真有禮貌！雖然去過香港迪士尼，但還是美國的棒，感覺也很不一樣。迪士尼就是

迪士尼，棒！ 
    來美國最重要的是音樂會，本來以為是要唱給外國人聽，結果是唱給華人。那麼多人來

聽讓我很感動，觀眾都很重視這場音樂會，穿的都好漂亮，給了我們很大很響亮的掌聲，為

我們打起使我們有很大信心與繼續走下去的精神。這次表演是有史以來最棒的一次，而且我

們讓台下的人感動落淚，不知是因為他們聽到我們美妙的歌聲還是想到「福爾摩沙」？感謝

主！不知為何這場音樂會可以表現得那麼好，我想也許是把我們的感恩唱了出來。我一定會

把這場音樂會牢牢記在腦海裡！ 
    這次有機會去美國，是有一群好心的朋友幫助我們，我非常感謝車大哥和他一家人的愛

心，讓我們可以在美國玩得開心。台光大哥雖然看起來很兇，因為有他，我們才有這個機會。

我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送給他們，但我想我們的歌聲與努力是他們最大的禮物。離開美國不

是結束，而是個嶄新的開始，之後的日子我們必須更努力更堅持以完成我們的夢想，繼續向

前走吧！大家要一起努力唷！我愛你們！ 
 
 

6 年級 司季欣 
  2013 年 7 月 2 日早上我們信義的在 1:05 上遊覽車，下午 4 點多到了機場，大家有點累卻

很興奮，7:50 起飛。我和最親愛的 Ali 老師坐，隔一個走道坐著我最美麗的學姐，雨卉。一

路上大家都很希望快點到美國，但我沒睡太多，睡一下就起來了！ 
  一切都像是錯覺，但卻是事實，我們已經踩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想起來就好不捨。

之後我覺得一切都好新鮮，晚餐吃完就回到飯店。一路上看到的都是外國人，感覺很難形容。

第二天較晚起床，因為都是在舊金山觀光，吃完午餐後我們先去搭船，再去藝術宮，再去九

曲花街，再來是走金門大橋，最後只經過唐人街，就吃晚餐。第二天和第三天也還有一些觀

光行程，第二天的遊行實在太讓我興奮了。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遊行，我很喜歡他們的熱倩

和愛國心。 
    在第三天我們也還有觀光，Jelly Belly Bean Factory 和尹爺爺的莊園，在莊園裡，有人突

然說「馬來了！」，大家都一直笑。在莊園中，覺得簡直比部落還要大。晚上看棒球賽的行程

也是重頭戲之一，最可惜的是沒有看完，只要有壞球，他們就會拍些節奏，覺得很新鮮，觀

眾都很現實，喜歡的就會歡呼得很大聲。 
接下來參觀史丹福大學，覺得很特別，他們的鐘樓上，視覺非常好，鐘看起來也很壯觀。

晚上音樂會的演出其實有點緊張，但我還是覺得很順利，因為有主的保佑，我也覺得這次獨

唱有非常特別的感覺。 
星期日去了教會，應該誠心的禱告主，感謝主能領導我們到這個地方。下午去黃爺爺的

家，也是份榮幸，覺得他家好高級，好羨慕，希望以後也有這樣的家。之後參加完茶會，就

是大家期待的寄宿家庭，我、念祖、芷婷住 Brain 哥哥家，我們好想要 Brain 哥哥把我們留下

來，好想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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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就去個小朋友的科學館吧，裡面很有趣！吃完午餐就去洛杉磯了，對舊金山仍依依

不捨，想念志工哥哥、姊姊和叔叔阿姨們。很晚才抵達飯店，接下來就去迪士尼 2 天，環球

影城 1 天。這 2 天裡，常因為要去哪裡玩而吵架，但不管到哪裡，大家還是會開心的討論結

果，我們常常跟沿禎姐姐吵架，但還是很感謝她的陪伴，在環球影城也一樣！想到以後就算

再到美國，也不會有這麼感動的感覺了! 
    過完這三天的遊玩時間後，又有一場專場演出，我也很期待這種感受，大家如雷的掌聲，

在廳裡迴響，感覺是在迴響自己付出的成果，一點也不白費。在原聲不只是想出國，我覚得

原聲比家更像家，就是喜歡大家！ 
    晚上的演出我自己覺得沒有比舊金山唱得好，也沒比舊金山的新鮮，但我依然喜歡這場

演出！今天的宵夜也有一些志工，我們大家都很感謝他們。 
最後一天，大家在最後一刻幾乎都要哭。但早上的演出，聽眾的熱情完全吸引我愛上美

國。下午去印第安博物館，他們和我們一樣有非常特別的文化，和我們一樣都有被歧視的時

候，但我們有一片很藍的天空，因為我們有主的陪伴，主的帶領。這次的交流也讓我們知道

世界各角落的原住民都心連心，受的苦，享的福應該都差不多吧？ 
晚上吃牛排和 Ali 老師坐在一起，我們全英文對話，很有趣，晚上逛好萊塢時，大家都

很瘋狂，簡直就是外國人了！但就算再怎麼想念，這段旅程終究已結束，雖然如此，依然是

永恆的回憶。 
    在美國這段時間，英文也有一點點的進步，最進步的就是敢開口說英文，很自然地就可

以開口說。也讓我知道真正的世界，不是想像中的那麼侷限，其實世界上無所不有，我想別

的國家並不是我想像中的那麼差。 
這趟美國之旅，真的收穫很多，一輩子也夢不到的現場棒球賽，也讓我看到神的奇蹟。

獨臂的 Kevin 哥哥，讓我看見主的愛；也謝謝那些華僑和在台灣支持我們的人，還有僑胞們

的支持，不管捐多捐少，都很感謝他們。這次的美國行，是踏出夢想的第一步，也是第一次

感受到這麼踏實的感覺，就算有爸爸媽媽，也不可能靠他們去美國，只有靠自己的努力。也

感謝原聲老師給我機會，也感謝寄宿家庭這麼照顧我們，那一天應該是最幸福的一天吧。 
一切都是主的安排，讓我可以看這麼廣的世界 ，我一生中，就是這 14 天改變了我的目

標，這可是我一生中都沒想到的吧！總有一天，我長大了，要回來支持原聲，我也很羨慕美

國志工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可以在國外長大，那麼好，我也希望出國讀書或生活都好。只因為

主的恩典，使我們與美國相遇，願主保佑我們和那些在美國支持我們的人都平安，並求主永

遠與我們同在，我要依靠主，跟隨主，相信主，直到永遠，阿們。 
 
 

6 年級 司佩婷 
    在打開信封袋的時候，超緊張！得到機票時超開心，沒想到我拿到第 15 張機票，真不敢

相信我會得到機票，心情又驚又喜！感謝各位師長給我這麼好的機會去美國。 
    到了機場時，心情不捨又開心，摻雜著許多感覺。我們準備搭乘晚上 7:50 的飛機去美國，

到飛機上時，每個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開眼前的電視螢幕，但是我可能很緊張，所以先睡著

了。然後再吃飛機上的第一餐，校長就叫我們先休息，要不然到美國後，就沒力氣了。 
    終於到了美國，心情興奮的不得了！在這兩個星期當中，我們去了許多好景點，例如：

金門大橋、金門灣遊船、九曲花街、史丹福大學，還有去參觀黃爺爺和尹爺爺的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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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金門灣遊船經過金門大橋時，天空變得霧霧的、涼涼的；但是越過金門大橋時，天空

又變得很晴朗、很溫暖，這樣的情境就是好像是詩裡面會出現的場景，很特別。 
在參觀史丹福大學時，裡面有很多羅丹的雕刻藝術，而且是由美青姊姊為我們導覽呢！

九曲花街超漂亮的，花街高處還可以遠眺海灣大橋和科伊特塔。金門大橋是世界上最大的單

孔吊橋，也是世界上橋墩跨度最大的橋樑，我超開心能夠觀看這些著名景點。我們還參觀了

尹爺爺和黃爺爺的「大」莊園，他們的莊園真的是超大，而且超級漂亮，希望下一次還能夠

再去。 
    還記得到美國的第三天，我們去參加美國國慶耶！我們在司令台獻唱美國國歌、參加美

國遊行。我們還去觀賞巨人隊和道奇隊的比賽，而且還是現場的咧！真是無法忘記這些美好

的事情。我們還有去參加華人教會的禮拜並獻詩，很感動他們這麼愛主。我們還去參觀印地

安博物館，還有自己淘金咧，超好玩的。 
    在美國的日子，我最開心最開心最開心的三天是去遊玩迪士尼和環球影城，這三天我克

服了很多刺激性的遊戲，例如：雲霄飛車、自由落體，這是我第一次玩這兩種遊戲，超刺激、

超好玩！我們還玩了好多好多超好玩的遊戲，超棒的！ 
    在美國有兩場專屬我們的音樂會，看到台下有許多支持我們的人，真的感動到不行，尤

其是在舊金山那一場，真的是太感動了！我覺得那一場是讓我最感動，也是最棒的一次！ 
    在美國的日子裡我們有很多天都吃中國菜，是因為要讓我們適應，但心裡都想吃美國的

食物，幸好在美國的後幾天裡，有吃到美國的食物。但是吃了幾天之後，我又有一點點想去

吃中國菜，因為美國的食物份量大、熱量高、口味重，有一點點不適應，不過我肚子很餓的

時候就會吃完，但是我肚子沒有很餓的時候也會吃完，因為我們已經很幸福了，別人可能一

輩子都沒辦法吃到呢！所以要珍惜食物。 
    在美國有其中一天好像有回到家的感覺，就是去接待家庭的時候，我、田強、冠因住在

William 哥哥的家。我們晚餐吃漢堡，而且吃到飽！然後我們再去小公園和大公園玩，然後再

回家玩 Wii 和 Xbox，超好玩的！不過不知道我那一天是怎麼了，超累的！所以大部分都是田

強和冠因在玩，而且還玩到 12 點多，希望下一次有很多時間可以相處久一點。 
    很感謝車和道大哥一家人的相隨陪伴，尤其是車和道大哥一路上的講解，如果沒有車和

道大哥的講解、陪伴，就沒有多采多姿的行程，也謝謝那些出錢幫助我們來美國的人，如果

沒有他們的幫忙，我們就沒有機會來美國了！真的是無法說出來和寫出來的感受！希望我將

來能夠再去許多國家和再去舊金山和洛杉磯的每個地方，也希望我將來能夠像車和道大哥做

個成功的人和謙虛的人和有用的人！我覺得我去過美國之後，學到了怎麼和人融洽的互動、

怎麼尊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今年夏天是個意義不一樣的夏天，也是非常特別的夏天，更是棒到不行的夏天，我最喜

歡最喜歡今年的夏天。 
 
 

6 年級 甘詠祈 
    2013 年的 5 月，得知暑假要去美國這個好消息，我興奮的不得了，就在 6 月多的時候，

我得到了這張訪美的機票。得到這張機票的那一剎那，真的不敢相信我得到的是第三名的機

票，而且還是從一百多人裡面挑選出來的，所以我還是要用認真的態度來珍惜這張機票，這

樣才不會讓這張得來不易的機票被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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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一天一天過去，一個風格不同的夏天終於來到，坐上了遊覽車，我把臉靠著窗戶

欣賞外面的景色，坐了幾小時的車。我們來到了桃園國際機場，每個人都很興奮，因為代表

台灣、原住民出國發揚光大是很不容易的事情，更何況這次去的國家離台灣很遠，是要坐十

幾個小時的飛機才能到達的「美國」，沒坐過晚上天黑班機的我感到有點緊張，心裡正想著一

些問題，像是晚上開飛機怎麼知道前方有什麼？越想我越感到害怕。 
    十幾個小時過去了，我們終於到了舊金山機場，提完行李之後，我們便坐上遊覽車前往

要住的酒店，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天。 
第二天我們來到了金門大橋，自己都不敢相信能有機會走在金門大橋上。金門大橋是世

界上最大的單孔大橋，而且它也是世界上橋墩跨度最大的橋樑呢！接著我們去九曲花街參

觀，是車和道大哥一路為我們介紹的，九曲花街有幾個急轉彎，這是一條很吸引人的街道，

也是一條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呢！ 
第五天，我們來到了史丹福大學參觀，今天的解說員是美青姐姐，當美青姐姐出現的時

候，真是一個非常令人訝異又最特別的驚喜！這校園裡的每個景色都很棒，彷彿來到天堂一

樣呢！ 
今天我們來到了黃爺爺的莊園，我第一次看到一個家庭的庭院是多麼的大，有游泳池、

打網球的球場……等等好玩的地方，黃爺爺對我們很好，讓我們自行參觀，還給我們吃好吃

的牛排，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去黃爺爺家玩。 
    來美國一定要去看棒球賽，因為美國棒球歷史已經好幾十年了，雖然我只認識道奇、巨

人這兩個球隊，可是我已經很高興了，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機會來認識棒球，我可能一輩子都

不會曉得棒球有什麼文化、事物。 
    在這十幾天的美國加州交流行我學到了很多，也見識到了很多台灣沒有的景色和食物，

像美國的食物都很油膩，美國人也喜歡吃重口味的食物，連巧克力、餅乾都很甜、吃了很不

習慣，吃到最後一天還是比較喜歡吃台灣的食物。 
    最後我要先謝謝馬校長、洪校長及各位老師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站在世界的另一端唱

出好的聲音；也謝謝願意來聽我們音樂會的聽眾們，大家給予的掌聲與認同是我們最大的榮

耀。更要謝謝車和道哥哥打從第一天起就很照料、關心和陪伴，讓我們感到非常溫暖，猶如

自己的爸爸，和道哥哥的這份心意，我是永遠不會忘記的。還有一位我要謝謝的人，她是 Doreen
姐姐，這麼用心的把我們接待的那麼好，這個短短的相處時光會在我的腦海裡一輩子。感謝

永遠支持我的家人，如果沒有他們對我的支持、加油打氣的聲音，我相信是不會有今天的我。 
希望將來我還可以再去美國一次，甚至兩次、三次我都會更開心，把台灣原住民的精神

帶去國外，讓世界各地不知道台灣有美妙歌聲的人，都被我們感動！ 
 
 

6 年級 田芷婷 
 得到去美國的機票，讓我變得更認真，讓我變得更聽話、更認真想把歌詞背好，得到去

美國的機票，也讓我心情非常緊張。 
 準備去搭機的時候，心中非常的不捨，差點留下眼淚，但是我依然決定去世界的另一頭

看看新視野。坐上飛機的時候，看著黑暗中閃爍的臺灣，發覺台灣雖然很渺小，但是很美！ 
 到了美國，我們參觀了金門大橋，我覺得金門大橋的設計很有創意。坐金門灣遊船，在

船上的時候，風超級大的……頭髮一直亂飛，而且非常冷，還看到一些鳥類，覺得好好玩唷！

我們還去九曲花街，我覺得九曲花街真的很漂亮，花的味道都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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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史丹佛大學很大，有很多藝術品，感覺很像在博物館；我們去黃爺爺和尹爺爺的

莊園，他們的莊園都很漂亮，很想住在那邊。 
 我們參加了美國國慶遊行，雖然天氣非常炎熱，但我們還是以台灣人的身分在美國人面

前唱出美國國歌，感覺非常光榮。 
我們也去看「現場」棒球賽，其實我不是很喜歡棒球，但是，當我親眼看到棒球賽的時

候，發覺在家看電視的確比親眼看到的無聊，所以我還滿喜歡親眼看棒球賽。 
參加華人教會的禮拜，其實在美國還是有很多華人愛上帝的，我們獻詩，讓歌聲感動他

們。參觀印地安人博物館，看到印地安人用某種動物的皮和毛做了很多的衣物，還蠻有創意

的！去淘金的時候，我很想把全部金子都帶回家！哈哈，覺得好有趣喔。 
 去遊玩迪士尼的第一天，雖然沒有玩得很嗨，暗示我們第二天就馬上去排隊拿入場票……
就為了給自己有個一生難忘的回憶！令我最深刻的地方就是雲霄飛車，我覺得讓轉圈的地方

很刺激，很想一直連續玩。遊玩環球影城，雖然沒有跟迪士尼一樣很多遊樂設施，但是我覺

得好玩！最後玩的是坐車子去參觀他們拍戲的場景。 
 在美國我們有兩場音樂會，我覺得我們表演的都很不錯，感動了很多華人，可以表演的

這麼好是校長辛苦的指導。 
 我非常感動這麼多人一直捐錢給我們，讓我們可以去美國遊玩，也謝謝美國志工大哥哥、

大姊姊讓我們在他們家過得很好，甚至不想臺灣！謝謝校長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親眼看見美

國的風貌。希望將來還能再和大哥哥、大姊姊見面，出去玩！ 
 
 

6 年級 田強 
校長發機票時，我緊張的自言自語，很怕會沒有我，因為去美國是我從小的夢想，所以

我不停的禱告，祈求上帝給我一次機會，去看看美國。 
我終於拿到了裝機票的信封袋，回家時我緊張的慢慢打開信封袋，一看，哇！真的有我

耶，好興奮喔！沒想到會有我，真是不敢相信，心想我要非常感謝我的神，謝謝祂給我機會，

也謝謝校長。 
  一到了美國，我興奮得衝下飛機，終於踏到美國土地上了，走著走著要過海關了，好緊

張，好怕過不了，因為我不懂英文，但會聽一點，也會說一些英文，所以好緊張。過了海關

我們就先去吃晚餐，順便看看美國跟台灣的不同，我發現了一件非常不可思議的事，那就是，

美國的太陽在晚上 7 點時還亮的，時間滴滴答答的流逝，都已經八九點了，天還是依然亮著，

我就問 Rice 哥為什麼天還是亮的，他驚訝的說我也沒有發現，好奇怪喔！接著我們就高興的

去飯店，一到飯店門口，我就嚇了一跳，因為這個飯店是我看過最漂亮又最高級的飯店，準

備調時差的時候快到了，一開始會不想睡覺，但是還是逼自己睡，久而久之就會想睡覺了。 
  我們調完時差後就去金門大橋、金門灣遊船、九曲花街和參觀尹爺爺、黃爺爺的莊園。

我們在金門大橋上看到超級超級漂亮的風景及超級超級壯觀的惡魔島，好漂亮喔！我們還坐

船到惡魔島的四周看一看，好壯觀喔！我們看到了有三個人在海上玩衝浪板。 
到了碼頭我們又來到尹爺爺的莊園，一到莊園時就楞了一下，心想，哇！也太大了吧，

而且又好漂亮喔，接著我們要吃午餐，要不然等一下就會餓倒了。我們在那裏唱了兩三首歌，

然後去參觀他的莊園；他們有個私人的動物園，裡面至少有 30 種動物；我們又去了私人射箭

場，可惜箭都被收起來了；又到了迷你賽車場，但是我們只能看，不能騎，因為尹爺爺很怕

我們受傷，所以我們就只好再去下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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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就是一個非常豪華的遊樂器材，及一座非常高級的排球場、籃球場，我們奮不顧身

的衝向排球場及遊樂器材，實在是太興奮了，沒辦法讓心靜下來，我迫不及待的開始打起排

球，其他的人都跑去遊樂場那裡，時間到了我們就依依不捨的離開。 
  終於音樂會演出時間到了，好興奮！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的唱，希望不要出錯。準備要開

始了，我們一一進場，首先有一位身高 210 公分的巨人哥哥幫我們禱告，禱告完以後我們開

始唱，一首一首的唱下去；終於要下半場了，我換好衣服準備上場，突然校長講了一句話，

你們上半場表現非常好，下半場要保持一樣的態度，就這樣我們終於唱完了，結果突然有好

多人都站起來大大的拍掌，我也嚇了一跳。 
  到了倒數第五天，我們終於可以玩了，我們去了迪士尼、環球影城，實在太好玩了，我

們玩到了很多在台灣玩不到的東西，實在好玩。倒數三、二天我們去了環球影城，實在是太

多我們不知道的故事，裡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恐怖鬼屋，實在太刺激了。 
  謝謝你們讓我們能圓夢，實在太謝謝你們了，希望你們都有神的祝福，謝謝你們給我們

那麼好的夏天，我們會永遠將你們記在心上，永遠感激，謝謝你們讓我們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I Love you。 
 
 

6 年級 伍瀚 
  自從校長說要去美國時，每個人都努力表現自己，認真練唱歌、努力寫成長日記，在學

校表現良好……都是為了爭取這 35 張機票。其實本來只有 25 張票，但是因為有很多人陸續

關注我們，所以有更多經費，讓我們的票數慢慢增加，從 25 張到 30 張，再從 30 張到 35 張。

到了發機票那天，第 1 張，第 2 張，第 3 張，雖然都不是我，但我還是心想「我一定可以拿

到的」，「我一定可以的」，媽媽和爸爸都很希望我去，並且給我施加壓力，「你要努力」，「練

唱時認真一點」，當我真正拿到機票時，我好興奮緊張，一方面是很期待美國，另一方面是因

為有 2~3 場專場演出，在 Los Angles 和 San Jose，想到美國就好高興，都快要睡不著了！有

時候還以為自己在做夢呢！其實也怕機票會被校長收走。 
  這 14 天中去了很多景點，例如：金門大橋、九曲花街、尹爺爺莊園、黃爺爺莊園、藝術

宮、中國城、金門灣、史丹福大學，每個景點都有自己個別的特色，但是在這眾多景點中我

最喜歡的是金門大橋，因為它是世上最大的單孔吊橋，橋長 2780m，而且它使用的鐵可多卡

車可行，使用的鋼絲可以繞地球的赤道 3 圈，從修建到今都沒有任何一”船”卡住過。 
  我覺得美國的遊行可能是世上最大的遊行，雖然一路上很累，但是很少人可以參加遊行，

而且還在遊行上唱國歌。在巨人棒球隊主場時，他們雖然輸了，但體驗現場的感覺是無與倫

比的。球場的熱狗好好吃，沙拉也很可口，但，只有看到一半是最美中不足的地方。 
在參觀印第安的博物館時我們體驗了淘金，原來以前的人都是那樣淘金的，在台灣也可

以淘金，但以前來說是，現在已經不再淘金了。其實我們不是在淘金，而是在淘金屬，那不

是純金。如果是純金的話，應該會被淘光光吧。 
    終於到了我們最期待的 Disney land，據說美國的 Disney 很大，玩 2 天都玩不玩，但我們

只有 2 天，所以不能玩遍全部遊戲，而且第 2 天要到另一個 land 玩，看到他們的旅館很有

Disney 風。我們第一天玩到晚上 9 點，所以玩的遊樂設施比較多，總計 18 個遊樂設施，都是

很刺激的，例如在山上玩的小雲霄飛車，超刺激的；只有一個設施比較溫和—「小小世界」

最溫和，乘著船慢慢前進，我還了解了各地的語言，雖然不會說，但他們都在唱小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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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遊樂設施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它是全世界不分族群，就像 We are the world，四海一

家，同心一起創造美好世界給我們的下一代。第一個 land 玩完了，第 2 個 land 跟第 1 個 land
比起來，第 2 個好像比較小一點點，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裡面也有很多遊樂設施，只

是我們這一隊只有我和慈媗沒有玩雲霄飛車，好羨慕喔！本來我也在排隊，但是後來我去幫

忙放背包，隊伍就開始往前走了，然後我就去排隊，排到老師玩的時候，就放棄了，我心想，

遊戲本來就該一起來玩啊！後來我就從後門出去了。除了雲霄飛車外，我還覺得自由落體也

很好玩，設計的像鬼屋，排了好久，終於到我們了，他設計的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最後再

直下到一樓，真刺激，不過玩到傍晚 6 點時，就結束了！希望下一次我們會再有機會。 
    到了專場音樂會好緊張，其實我很怕自己唱錯，所以有些是對嘴！我有點手汗之類的！

台下觀眾都很不一樣，有人穿西裝、有人穿便服，有人穿裙子、也有人穿牛仔褲，有人穿運

動鞋、也有人穿帆布鞋，在台上看的一清二楚，我連最後一排的臉都看得到。然後因為擔心

自己唱得不好，怕高音唱不上去，所以高音時有些會對嘴，而且有些超過 Mi 的高音，我有

破音~~但這不是重點，重點是…我們唱得很好，「感謝有上帝的保佑，保佑我們把兩場音樂會

唱好，感謝上帝保守我們的歌聲、歌喉。」這是我回到飯店時禱告的內容。音樂會結束後，

就是我們最期待的 time 了，終於可以吃冰了~ 
    在美國其實也很想家，只是因為怕被笑而不敢說出來，打電話給父母時，我很激動。在

美國接待家庭時，我就想家了，只因我覺得打國際電話很貴，而且我不好意思跟他們要求打

電話，這樣很沒面子，再說 Shane 哥哥一家對我如此好，而我只有一樣禮物送他們一家，真

不好意思。我很喜歡美國，希望我明年還可以唱，不要變聲！ 
    這趟行程最應該感謝的是馬校長，因為如果當初校長沒有這個想法的話，那我們早就一

無所知、一無所穫了。再來就是感謝 car and road 哥哥，他從第一天就陪伴著我們，甚至帶著

一家人來，就為了幫助我們；還告訴我們如何拿 fast pass，讓我們利用 2 天的時間一下子就

玩了 20 多樣的遊樂設施。在我們來美國之前還開了好多次籌備會，讓我們來美國時無憂無

慮，不必擔心 Any think。而讓我最感動的事，就是嘉玲姐姐，她每天陪伴著我們，不管何時

何地，都當我們的導遊，雖然帶錯路，讓我們很晚才到飯店；但是我們都知道她不是故意的，

每個人都有犯錯的時候，不管是誰。 
    我很感謝上主給我機會讓我加入原聲，感謝上主給我奇蹟，讓我升上國一還可以持續唱

第一部，希望繼續有更多機會，讓更多人得到去美國，甚到其他地方的機會。 
 
 

6 年級 全襄柔 
    剛拿到機票時候非常開心，那時候我的心情就像上了天堂一樣快樂，我把機票拿給阿公

看的時候，他也非常的開心，因為家人中只有我有去美國，他們要我把看到的美景都要帶回

來和家人分享。 
    7/2 到了，我在玉管處等車，看到大家來了，車子也來了。上車後，坐下來的那一剎那，

我突然有一種......不捨與興奮在心中徘徊，和家人再見時，感覺得到他們那一份開心又羨慕的

心情。 
    嗯......直接說上飛機好了，在上飛機的時候我在看電影和聽音樂，我一下子睡，一下子聽

音樂，中間有時候還會有飯吃，但我都只吃幾口飯，然後把水果麵包全吃掉，我既期待又興

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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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飛機後，我們先吃飯再去旅館，明天要調時差。我們去了很多很棒的景點，ex:金門大

橋、九曲花街、印地安博物館、惡魔島，還有史丹福大學，是美青姊姊為我們導覽的喔！ 

還有比較特別的活動，像是國慶日遊行、棒球賽、華人教會獻詩，和印地安人交流，還

有專場音樂會，在專場音樂會的時候都變成一百分，每個人都有笑容，像個天使，真棒！還

有迪士尼跟環球影城，這些都很刺激，很好玩。 
    還有我覺得僑胞都很熱情，很關心我們，贊助我們很多錢，在接待家庭的時候，他們很

照顧我們，非常熱情。 
   我覺得 America 和 Taiwan 的食物大不同，美國食物比較高熱量，而台灣比較沒有高熱量

啦。天氣非常乾燥，每天都是 sunny，我還記得他們的街道很整齊，房子都很漂亮。 
    我在美國行過程，學到很多，學到了感恩、祝福、謙卑和愛。我要感謝上帝，因為有祂，

所以我們才能快快樂樂地出門，平平安安的回家。再來是阿貫老師和藍蔚老師，他們真的很

辛苦，願意陪我們，謝謝你們；還有又棒又辛苦 Ali 老師和 Nivu 老師，雖然你們要離開原聲

了，但我相信你們的心一定是陪伴著我們的，希望妳們可以找到另外一半，也希望可以永遠

青春美麗！接下來是我們最敬愛的馬校長和洪校長，謝謝你們的態度，還有對每一件事用心

的意義，謝謝你們。大家辛苦囉！ 
    希望以後可以再去一次，帶家人一起去，更希望是用自己的實力，去滿足我所想要的東

西。我在這趟過程中學習到很多，比如說：學會堅強，讓自己不再是想家的愛哭鬼；學到毅

力，讓自己能夠更上一層樓；學會到忍耐，即使覺得快受不了了，還是要忍耐；最後要說的

就是手心向下比手心向上更有福。以後做一個手心向下的人，一定要加油喔！阿們，耶穌祝

福你們，我們大家要繼續努力下去，不要輕易放棄喔。 
 
 

6 年級 幸雪芬 
 這一個夏天，知道要去美國的消息，我不斷的在心裡感謝上帝，還感謝所有幫助我們去

美國的贊助者。到了要去美國的前幾天，我的心情非常的期待和興奮，在家裡時不斷的認真

練唱還努力的學習英文，更用心的寫成長日記和整理行李。 
 坐在飛機上，我以為會很恐怖，結果根本就是很好玩，而且要起飛和降落，心裡會覺得

癢癢的，好像在坐雲霄飛車的感覺，更讓我有感覺的是耳朵會耳鳴，和鼻子會很不舒服。飛

機上的食物很特別，都是一些我不想吃的，所以會有點不習慣。到了飛機場，我ㄧ直以為我

們還在台灣，因為那裡的環境跟台灣的環境沒有什麼不一樣，所以才誤會一場。 
 從 7 月 2 日到 7 月 8 日，我們參觀了金門大橋、藝術宮、九曲花、中國城、金門灣遊船、

Jelly Belly Factory、尹爺爺和黃爺爺莊園、觀賞巨人 vs 道奇棒球賽和史丹福大學。我們還跟

著美國人一起遊行和獻唱美國國歌，和晶晶合唱團一起唱歌和到台美基督長老教會、基督之

家第五家教會主日崇拜獻詩，這些景點全都是在舊金山參觀的。 
 到了 7 月 9 日，那時我們就已經在洛杉磯住了飯店，然後早上起來，我們就出發前往迪

士尼去玩。我們在迪士尼樂園玩了雲霄飛車、自由落體、賽車、水上樂園、印地安人和木乃

伊等等。迪士尼的食物都特大號，一隻大雞腿兩個人都吃不下，而且他們的熱狗都特鹹，但

是很好吃。 
7 月 11 日我們要去環球影城，裡面也是很好玩，而且在那裡也可以看到影片中的背景道

具，所以我們真的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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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了三天，我們最後就去逛 Outlets Store，然後晚餐吃牛排，再去看好萊塢中國戲院。我

們看到很多假扮明星的人，然後就跟大家拍照，是要錢的，所以就沒有和他們拍照。 
 非常謝謝車和道大哥的一家人，還有接待家庭的每一個照顧我們的人，更謝謝那些幫助

我們的人，在這裡向你們道謝，如果沒有你們，我們根本不能來美國，也不可能把我們的歌

聲傳到全世界的角落。我一定會好好唱歌，好好讀書，不會辜負你們的好意、心意。 
 
 

6 年級 林巧蝶 

  在去美國的前幾個禮拜，校長發了機票給我們，而我，拿到了第四張，心裡滿是期待、

高興，像吃了興奮劑，每天都期待 7/2 的來臨，不過還有一件事許要每天警惕，就是要「表

現好」，只要違反原聲的規則，沒有交、沒有寫原聲的功課，包括英文、數學作業，機票就會

被收回！所以拿到機票之前和之後，我們每個人都要非常的認真、小心，才有可能去美國。 
  終於來到了 7/2，早上 12 點半從東埔出發，一路上，接了每個人，幸好這 35 個人都沒有

被換掉，哈！到了桃園機場已經下午 4 點多了，我們趕緊弄好東西，準備搭 7 點 50 分的飛機

到美國。在機上，我們第一件做的事是打開前面的螢幕開始聽音樂、看電影，不過當我們吃

完第一餐，校長就叫我們睡覺，準備好體力迎接在美國的「12」天！但我們坐飛機坐得好「痛」

喔！都很想起來走路，不過會被罵，哈哈！所以只好忍著痛到美國。 
呼！到了美國，好高興喔！超級、真的、不敢相信已經到了美國舊金山，看到原聲的志

工來機場接我們，我好感動，之前的努力都值得了！ 
  在這 11 天裡，我們參觀了很多地方，都很漂亮，經典又有名，金門大橋、九曲花街、中

國城、金門灣遊船、尹爺爺、黃爺爺莊園、史丹福大學、好萊塢中國戲院、Children Discovery 
Museum and Forest Lawn Museum。就讓我一一介紹吧！ 

金門大橋是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單孔吊橋，也是世界上橋墩跨度最大的橋樑，非常好看，

我們也走過，不過只走到一半，但走在上面非常清涼、舒服。接下來是九曲花街，超、超、

超漂亮的！它總共有 8 個急轉彎，而且不只是平平的街，而是每個彎都 40 度的斜坡，雖然走

起路來很累，不過真的超美的！中國城，也就是唐人街，雖然我們沒有下車，因時間不夠，

但看到街上人來人往，到處都有喧嘩聲，就知道一定很熱鬧、很好玩，很多東西，看到就已

經滿足了。金門灣遊船，就在金門大橋下面坐船，從下面看跟走在上面，果然別有風味，走

在上面的感覺還比較好，大概就是親身體驗吧！ 
史丹福大學，世界上有名的大學，這所學校是由美青姊姊導覽的，裡面有 6 尊雕像是由

羅丹所做的，述說他們要去送死前的心情，每一尊像都非常的精緻、好看，而這所學校就是

史丹福夫婦要紀念他們的兒子建造的，是一所蠻特別的學校！ 
這兩間博物館 Children Discovery Museum and Forest Lawn Museum，第一間裡面都是有關

科學自然的遊戲和圖案；第二間，也是超特別又有趣，因為要看那間博物館之前會經過墓園，

有很多明星過世之後會居住在那，重點是超級整齊、乾淨、漂亮！這間博物館最重要的是「一

張圖」，一張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情景，這並不是是普通的圖，而是全世界最大的圖，雖大但卻

很精緻、美麗，而且他們還送我們一人一張仿製卡片，超開心的！ 
接下來要介紹的是我未看過的「家」，這兩個家簡直不是家，因為這兩個家都有不同的特

色。第一次我們去的是尹爺爺的莊園，根本就是一個遊樂區，有一個室內籃球場、排球場、

遊樂場、小小的動物園，也超大的！不過只有兩個人住而已，有點可惜啦，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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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是去黃爺爺的莊園，我覺得這棟還比較像家，但這樣的家有點過份，因為有小小

的游泳池，還有烤肉的地方，甚至有一個電影院，超酷的！裡面的設備都超好的，我們都知

道他們很有錢，而他們有錢的來源就是有認真念書，才會有現在的他們。 
我們在美國洛杉磯的最後一天晚上，去了好萊塢中國戲院，地上都有明星的手印、腳印

和簽名，路旁超熱鬧的，有很多街頭藝人在表演，我們都忍不住想停下來觀賞、拍照，因為

真的太熱鬧了！ 
  除了這些，我們也去了很多地方，Jelly Belly Bean 糖果工廠、印地安博物館、參加美國

國慶，觀賞巨人隊和道奇隊棒球賽、參加華人教會的禮拜。 
Jelly Belly Bean 糖果工廠裡面都在製造糖果，雖然我們一路都在聽英語，但是看著旁邊

的電視，就知道這間糖果工廠的起源，它是因為雷根總統很喜歡吃糖果，才會建起這個工廠，

糖果都很好吃，而且他們還用一萬顆以上的糖果做成一張圖，裡面有非常多圖，感覺有點噁

心，不過很有藝術感。 
7/4 是美國國慶，他們是在這一天因為林肯總統而得到自由、尊重。在這一天我們不僅唱

了美國國歌，還參加了遊行。第一次參加的心情超興奮的，果然真的很興奮，因為每個人都

很熱情，所以校長一直讓唱歌的我們升 key，一邊走一邊唱真的很累，滿身大汗、氣喘吁吁，

不過非常開心可以參加。 
除了這天熱鬧，還有一天就是去看「棒球」，每個人都超開心的！要看棒球之前，我們先

去看了巨人隊的棒球歷史和成績，都超強的！不過正式開始時，他們好像失去水準，所以看

到一半我們就回去了，但很高興可以親眼看到，而且觀眾超開放、超有熱情的！ 
星期日我們當然要去教會，去了兩間教會獻詩，真的很感動也很驚訝，因為美國竟然也

有華人教會，而且有非常多人在敬拜，感謝主！ 
    來美國我們最期待的就是去玩！有兩天去了迪士尼樂園，有一天是去環球影城，這三天

我們都玩得超盡興的，大概都把刺激、好玩的遊戲玩完了。最重要的是，我們玩到很累，因

為遊戲超多的，真的一天都玩不完！他們還有煙火秀、遊行……都很好看，我們也看得目不

轉睛！ 
在美國有一個晚上非常特別，因為我們去住接待家庭的家。我和伍恩住了 Amy 姊姊的

家，我們去看了很多公司，也去了 Amy 姊姊媽媽的公司。我們玩了射飛鏢、乒乓球還有按摩

椅，很舒服！晚上最深刻的是做蛋糕，第一次失敗，但挽救回來了，不過隔天做出來卻……(哈
哈哈！)，他們家的人都很大方、很好，我們都捨不得。 

當然，這次來美國最重要的就是「音樂會」，可是我們只能利用空閒時間練習，時間很少，

但是兩次音樂會都非常順利成功，尤其是第一次，唱到讓觀眾都哭、站起來拍手。第二次沒

有比第一次好，大概是前三天都在玩，一直叫，嘻嘻……但還是勉強通過，哈！ 
我覺得美國最特別的是「夜晚」，真的很特別，因為到了傍晚六、七點，天還沒黑；到了

九點多、十點才會天黑，我覺得很酷！ 
7/13 從美國回來，每個人都超級、超級、真的、真的、很捨不得，到了洛杉磯機場，有

些人已經哭了，因為真的很捨不得！ 
    這次來美國，我們很期待也很高興，很謝謝幫助我們、捐助我們的人，才能來美國。在

這 12 天，很謝謝仁達哥哥、美智姊姊，這次都沒有人生病、身體不適，因為你們的幫助。還

有台光大哥，在舊金山給我們歡笑，當我們的導遊。去玩的時候，我們可以玩那麼多那麼好

玩的遊戲，都是 Joyce(卓燕)姊姊的功勞，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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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一位人物，我真的很感動，因為他是一位大老闆，但卻從第一天一直到我們要

到機場前都一直陪我們，不管怎樣都還是陪著我們，真的很謝謝你願意幫助我們，謝謝你。

真的很謝謝所有幫助我們的人，謝謝你們讓我們到國外發光發熱、增廣見聞！ 
 
 

6 年級 松昱希 
    從校長說要去美國時，大家都非常的努力爭取那 35 張機票，因為美國是我從以前就想去

的國家，所以我在家非常認真地唱歌，但我開始變聲了……我心知肚明可以去美國的機率非

常渺小，但我一聽到校長說：「帶去美國的人不是很會唱歌的人，而是上課態度非常認真的人。」

當我聽到這段話時，我非常感謝校長給我這個機會！校長常說「機會來了就要把握機會！」

於是我非常認真的上課〈雖然有時會開玩笑〉，在家也非常認真的寫英文作業。終於，我拿到

機票了！拿到機票時，既驚訝又興奮，其實，之前在家時非常擔心沒拿到機票，但我做到了！

我想我的努力沒有白費，雖然不知道是校長同情我還是肯定我的努力，總之我做到了！ 
    這是我第三次坐飛機，開心！因為起飛的感覺十分刺激，雖然要離開台灣有點不捨，但

我一定會平安到美國再平安歸來的！坐了約 12 小時的飛機，這些歲月不是看電影就是聽音

樂，不是喝飲料就是上廁所，不是聊天就是睡覺度過，期間發生了不可告人的秘密，這些就

不告訴你們囉！ 
    在美國，我們去了金門大橋、九曲花街、中國城、尹爺爺和黃爺爺的莊園等等。走在金

門大橋上看風景，非常的美麗！如果沒有來美國我一定會後悔！中國城中我們看到很多中國

人，他們都很高，那兒有賣中國茶和許多中國商品，讓我非常懷念我的故鄉──台灣。在尹爺

爺和黃爺爺的莊園中，我們吃好吃的食物、參觀四周以及打球。在環球影城我們先吃午餐，

以免空著肚子沒有體力玩一整個下午，我們第一個玩的遊戲較「媽咪」，但我不想玩；第二個

是去看「變形金剛」，超好看的！真沒有白來。「鬼屋」超可怕的，鬼跑出來嚇人超立體的！

這是我從小到大走過最嚇人的鬼屋，如果下次再來，我一定不會再進這間屋子！ 
    在美國的兩個禮拜，早上吃麵包和水果，到了最後一週，我的心已經被麥片占領了！每

天早上都吃麥片加冰牛奶，這些對我來說是世界上最頂級的早飯了！中餐和晚餐都是美國料

理，卻像我家人煮的飯一樣好吃！讓我每一餐都吃了好幾道甜蜜的食物。 
    我們能到美國是因為有許多贊助我們原聲的善心人士，沒有他們，我們根本沒錢去美國，

也沒有辦法增進我們的知識與見聞。是這些支持原聲的善心人士給了我們這個機會，因為有

了這個機會，我才能到美國學習美國的文化和習慣，千言萬語只有一句話能代表我的心意：「謝

謝各位善心人士！謝謝您們所做的一切！謝謝！」 
 

6 年級 松雅各 
    星期日放學，校長準備發機票了，校長說回家再打開看，我一到家，馬上請我的家人全

部過來看，爸爸說：「快點」，我就說我很怕，爸爸直接把我的機票封袋拆掉，很高興的說：「雅

各你好棒喔，你還那麼小，就可以去美國，真的好好喔！」我從校長說要去美國之後，就每

天在家非常努力、非常認真地練唱，我終於讓校長看見我的努力了，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謝謝

原聲的師長讓我去美國。 
    我已經跟原聲學校出國三次了，可是這次的比之前的還要遠呢！一到了美國，我只有想

到一件事--就是我的家人，要走的時候，媽媽跟我說：「雅各要聽話喔，一定要吃藥喔！要照

顧自己，好了喔，再見，聽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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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第一天晚上時都不好睡，第二天我們去看金門大橋，金門大橋的橋身是紅色，是

世界上最大的橋，金門大橋修建於 1930 年，1937 年 5 月正式通車，設計者是史特勞斯。接

下來要介紹的是九曲花街，這個街道是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九曲花街很長，有八個轉彎、

有 40 度的斜坡。接下來是尹爺爺，他是第一個在黑人區開設麥當勞餐廳，沒有種族歧視的華

人，尹爺爺很尊重黑人，餐廳裡聘用許多的黑人。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因為我們可以參加美國國慶遊行，而且我和松昱希是在最前面，我

們還唱拍手歌等。我第一次看巨人隊和道奇隊的棒球比賽，而且我們是看現場的，一開始巨

人隊的投手非常的強，到後面就開始變弱了，道奇隊到最後 10 比 2 結束了巨人隊。 
我很高興可以參加美國華人的教會，而且我還聽到他們唱台語，我好感動喔！我們還去

參觀印地安人博物館，我們還有去「淘金」，好好玩，我淘很久，因為我不會，到最後我直接

用手拿，還拿到 16 個金子，我就問老師這是真的嗎，老師就說這是假的，我就把全部的金子

放下來。總而言之，我們有去很多台灣沒有的地方玩。 
    終於到了這一天，去迪士尼的兩天，第一天我們去了 9 個地方玩，第二天我們玩了 5 個，

我一開始非常怕坐很恐怖的設施，可是她們一直叫我去坐，到最後我就坐，要不然會被她

們……。 
    最後我要感謝馬校長、所有原聲的老師們、支持我們去美國的人、贊助我們的人、一路

陪著我們的車和道哥哥的家人和台光大哥，我真的很謝謝您們，如果沒有您們的支持，就沒

有今天的我們，也不能去 USA 玩，我非常的謝謝您們。 
 
 

6 年級 松憓婷 
    2013 年的五月，校長正式宣布會去美國這件事。到了六月發機票，慢慢地打開機票，心

情就像是熱鍋上的螞蟻，打開機票後心情就像是夏日的太陽，非常的熱又興奮，哈哈終於得

到機票囉！ 
很快的 7 月 2 日到了，開心的不得了！爸爸送我到晨軒梅，心情真的很不捨~因為…準備

離開父母兩個禮拜，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抵達美國時，先吃晚餐再回飯店，我發現自己的眼睛好像有問題，已經晚上 8:00 了，竟

然天空是亮的！還是這是真的，感覺好可怕喔~怎麼會這樣子呢？洗完澡後，睡意好像沒了，

反而更有精神的感覺，這就是所謂的時差吧！哈哈，睡不著的我，真的累了，但那時已經 2
點了，也只好睡了。 
    這次去美國，我們參觀了很多地方。像是金門大橋、金門灣、九曲花街和史丹福大學、

尹爺爺、黃爺爺的莊園，這些地方使我快樂無比。我最愛的是史丹福大學，因為我們搭電梯

到了最高樓，說真的，我希望我以後能到史丹福大學上課，這是我的夢想。九曲花街，真的

好漂亮好美麗，也好多車子喔！ 
    使我開心的就是去棒球場和迪士尼、環球影城之類的地方，棒球場真的好大好大，連迪

士尼場地也好大喔~~可是這些地方我們卻不能玩太久，這個地方也就是美國，真的很不一樣，

土地好大好大！美國最大的優點就是禮讓行人，如果在台灣，車主一定會猛按喇叭，我就是

愛這一點！ 
    令我最感動的就是專場演唱會和去華人教會的時候，我會很感動就是因為我認為這次的

演唱會是有史以來唱得最好的一次，當我自己唱到「台北的天空」的時候，也差一點哭出來~
我也認識了一些支持者和贊助者，謝謝他們，如果沒有他們贊助，我們可能沒有機會去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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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說華人教會的事吧，到了華人教會，感動得要死！原來從台灣到美國居住的華人，從

來沒有忘記主的恩典，真的好感動！這時真的很想哭~ 
    真的很謝謝那些幫我們完成夢想的人，真的很感謝他們，更謝謝車和道大哥讓我們能在

美國玩得很開心！謝謝 Ali、Nivu 老師，知道你們準備離開，但還是謝謝你們啦！更謝謝校

長給我這個機會去美國，還要謝謝一路保守我們的上帝！謝謝！ 
    這次去美國我學到很多，也發現了很多，我發現了必須好好讀書才可以到美國，也發現

很多人都對我們原聲付出了很大的貢獻，有他們真好！我學到了，我們不該只被幫助，我們

也許…不是也許啦，是一定！我們一定要當個伸出手的人！幫助他人、回饋他人，去美國真

的學了很多，學到了堅強、堅持、獨立 and 忍耐；堅強地從失敗中站起來，堅持的到原聲上

課，獨立的放棄想念，忍耐的不吃甜食，也許在你們的眼中不算什麼，但是我認為對我們這

些孩子來說，有些我們做到的，不一定每個孩子都做得到，所以我們真的很棒！ 
    希望將來，我也可以像校長一樣帶著部落的小孩，到世界的各個角落，回饋和感動更多

人！更希望我們還有機會到美國。 
 
 

5 年級 司美 
1. 很謝謝馬校長，阿滿校長給我這個機會去美國，而且第一次出國就是美國，拿到機票的時

候真的不敢相信，我超級開心的。 
2. 搭乘飛機時心情很好，起飛的那一剎那看到台灣的景物非常美麗，第一次看到。坐飛機到

美國是逆風，所以會很久，在飛機上看到了空姐，非常親切，也非常漂亮。 
3. 我們也去了金門大橋，金門灣遊船，九曲花街，史丹福大學和尹爺爺、黃爺爺的莊園，最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史丹福大學，因為是美青姐姐導覽。 
4. 7 月 4 日是我最開心的一天，也是我最累的一天，因為 7 月 4 日是美國國慶日，在途中我

們也遇到從東埔來的布農族人，參加美國國慶真的很好玩，希望以後還可以再來。 
5. 我們去迪士尼玩，好好玩唷！我們這隊玩了雲霄飛車、鬼屋、賽車、自由落體等等的遊戲，

非常刺激，在台灣我們不可能會玩，因為實在太無聊了，也不刺激。 
6. 謝謝幫助我去美國的人，謝謝你們，也謝謝車和道大哥一路陪伴著我們。 
 
 

5 年級 田芳儒 
    謝謝阿滿校長給我這個機會去美國，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我努力的成果，所以我以後要更

加努力，才能有很好的發展，希望以後我還可以出國玩，可是要看我的表現。 
    搭飛機時我很開心，但也有點害怕墜機，不過我會想辦法解決這種感覺，比如說聽音樂

和看影片等，那時心情非常好，因為聽說要去迪士尼玩兩天，還要去看棒球賽呢！超開心的。 
    到了那裏以後，我們有參觀金門大橋、金門灣遊船、九曲花街、史丹福大學、尹爺爺、

黃爺爺的莊園等等，印象最深刻的是尹爺爺的莊園，因為很大很大，有一匹大馬和羊，我們

還有看到很多孔雀，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孔雀呢！我也喜歡史丹福大學，因為裡面有很大的鐘

以及美青姊姊的導覽。 
    我們有看巨人和道奇的現場棒球賽，看看四周都是美國人時有點害怕，因為如果他們跟

我們講一些我們不知道的話時，如果我們不回答，他們會讓場面很乾，幸好我旁邊有阿貫老

師，讓我比較不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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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去迪士尼和環球影城，去迪士尼的時候，我們玩了雲霄飛車、旋轉木馬、自由落

體、太空山、划船、咖啡杯、小飛象旋轉世界等等，我覺得裡面最好玩的是賽車，很快又很

刺激。我們在環球影城則玩了鬼屋、賽車、木刀衣、變形金剛、侏儸紀公園等，我最喜歡鬼

屋，因為很恐怖，我差一點就哭出來了呢！ 
    校長說我們表現很好，因為有笑容，嘴巴也有打開，我們唱完時他們都哭了，還站起來

幫我們拍手呢！他們一直叫安可，我們在台上說：「太熱情了！」 
    我們在美國吃了馬鈴薯、熱狗、牛排等好多食物，吃了熱狗以後，我還想再吃呢！ 
    感謝車道和哥哥，我們在美國時你這麼照顧我們，也謝謝卓燕姐姐帶我們去迪士尼這麼

好玩的地方，也謝謝校長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出國，雖然我不是第一個拿到機票的，我以後會

更努力，一定要第一個拿到機票喔！ 
 
 

5 年級 申薇 
    哇！美國耶！我真不敢相信，拿到機票時，我的心情非常開心，開心到那天晚上都睡不

著，不過，好戲還在後頭呢，現在才剛開始。搭飛機時，我在飛機上一直看影片，如果不好

看我就換掉，不過我一直緊張，雖然不是第一次，但是還是覺得很恐怖。 
    到了美國，大家雖然還不習慣，但是在第一天，我們就去了金門大橋、金門灣遊船和九

曲花街。金門大橋非常大，又大又紅，就像萬里長城的一小部分。在船上，橋離我們很近時，

就像要掉下來一樣，真恐怖！史丹福大學很漂亮，裡面有一座教堂，常常有人在裡面辦婚禮。

再來參觀尹爺爺的莊園，哇！好大喔！我們在那裡玩得好開心；在黃爺爺的莊園也玩得非常

開心。 
再來就是國慶日，我們又唱又跳，讓全場 high 翻天！唱完國歌時，大家都站起來熱情的

拍手叫好。「巨人隊加油，巨人隊加油！」我們在現場看巨人 vs.道奇，可惜巨人隊不讓我們

唱美國國歌，所以他們輸了！ 
我們不只是來美國演唱、遊玩，我們還把主的恩典帶來了，我們去參加華人的主日禮拜。

之後，我們去參觀印地安文化，我拍到一個很噁的臉~再來，來美國這兩個地點是缺一不可的，

那就是迪士尼樂園和環球影城，迪士尼我們玩了 27 樣遊戲，在環球影城玩得較少，因為那裡

很少遊戲。 
音樂會是很讓我擔憂的時候，因為我很緊張；第一次唱給美國人聽，所以很緊張。最後，

我想要感謝校長和老師及一些幫助原聲的人，給我這麼好的機會，希望將來我可以繼續努力，

因為我在這次訪美活動學習到了如何和別人合作相處。我把一切都寫在這裡，是因為這兩張

紙有無限的愛，永永遠遠地記在這裡和我們腦海裡。 
 
 

5 年級 伍宇欣 
今年夏天很開心也緊張，7/2 晚上就要上飛機了，第二次出國獻給了美國，心情當然緊張！

坐飛機就像坐雲霄飛車一上一下，經過多次一上一下，終於抵達了舊金山機場，就馬上坐車

去飯店休息。 
  第二天早上吃完美味的早餐以後，就去參觀金門大橋。金門大橋為紅色，是世界上最大

的單孔吊橋，橋墩跨度最大的橋樑。 



 
 - 157 - 

參觀完馬上就去九曲花街，九曲花街旁邊都是大大小小整齊的房子，還有很多美麗漂亮的花，

其中有一種花很像結婚用的那種，覺得非常有趣。不只如此，九曲花街有 8 個彎有 40 度斜坡，

且彎曲得像英文「Z」字形，所以車子只能往下單行，我覺得一邊開車一邊欣賞旁邊美麗的花

兒，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之後，我們就去中國城吃午餐，吃完了又再去金門灣遊船，一上船我就很開心，因為我

第一次坐美國的船。船開始發動時，有非常大又冷的風吹過來，冷得我快要頭痛了，可是為

了欣賞美麗的金門灣，我還是不顧一切，站著吹著冷風。 
    除了這些，我還要說許多不同的景觀，就是在參觀史丹福大學時，是由美青姐姐導覽。

在史丹福大學，我們坐電梯到一棟大樓的最頂樓，我們分批上去，因為電梯非常小，所以每

次只能分 7 到 8 個人上去，到了頂樓我感覺好像飛到天空一樣一望無際。 
    再來我們來到尹爺爺的莊園參觀，在尹爺爺的莊園，我們玩得很快樂很開心，因為中餐

吃麥當勞，而且還給我們每人一頂麥當勞的帽子和玩具。吃完中餐後，老師就帶我們去看尹

爺爺的動物園，但是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是和 Nivu 老師、Ali 老師一起打排球。另外我們還去

另一個黃爺爺的莊園，黃爺爺的莊園雖然沒有動物園，但是也有網球場還有游泳池，而且家

裡很大，令我們羨慕到不行。 
    我們還去看棒球賽，是巨人 V.S 道奇的比賽，雖然我沒有看完每一局，但是卻非常高興

能看到那麼好看的棒球比賽，而且讓我瞭解棒球的文化，就像完全打擊是什麼樣的，也讓我

知道美國人是這麼樣喜愛看棒球。 
    我們還去 Facebook 總部參觀，在總部裡面所有的東西都免費，我覺得非常幸福，之後我

還在一面牆壁上畫上我的名字，覺得非常開心，然後中餐也非常好吃，隨便自己拿來吃。吃

完中餐，車和道大哥帶著我們去吃冰淇淋，非常好吃。 
    在洛杉磯我們連續玩了三天，可以玩三天是因為在洛杉機有演出，才可以來玩，在迪士

尼就玩了兩天。我最喜歡的是一個非常刺激的雲霄飛車，一坐上去，本來是很緊張的，但是

我要突破自己，所以靜下心來、深呼吸，很快就結束，我也克服了恐懼。而在環球影城，我

最喜歡的是水世界，因為水世界是在演戲，演得非常逼真又好看，是壞蛋和正義的人打仗。 
    在洛杉磯的第四天有一場專場音樂會要演出，我們要好好表現，阿貫老師說：「要讓這次

來看表演的觀眾流淚。」我們大家齊聲說：「好！」，可是這次沒有比舊金山的音樂會唱得好，

但是只要我們用心唱，就可以感動人心。 
    我們在美國大部分都是吃中國料理，老師說這樣才不會忘記台灣的飯菜，偶爾也會吃ㄧ

些美國的捲餅或是三明治。 
    我要感謝車和道大哥一家人一路陪著我們，謝謝和道大哥為我們導覽，卓燕姊姊在迪士

尼樂園和環球影城帶路。雖然走路非常快，但是我們幾乎都有玩到，不像香港的迪士尼只有

玩 2 個遊戲就走了，也謝謝和道大哥的太太億錦姊姊一直為我們加油打氣，更謝謝每一位師

長讓我們有這麼精采的夏天。 
    希望將來我長大了可以回來原聲當志工，對原聲有些貢獻，因為我們享受了很多原聲的

東西，所以我要回來當志工。 
    我成長進步的地方是我更獨立了，上次去香港比賽時，我都在想爸爸媽媽或是怕一些謠

言。這次到美國，我變得不一樣了，我要感謝每一位照顧我的師長，讓我進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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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年級 全芊 

    聽到校長說要去美國的消息，我高興得不得了！我每天都很認真的想得到機票，來到要

發前 5 張機票的那天，我非常興奮，但……沒有我！可是我不氣餒。到了下個禮拜的發機票

日，我又興奮不已，到了第 9 張，我拿到了！超開心，沒想到也有我出頭的一天！ 
    來到桃園機場，我心想：「為什麼一定要辦理登機手續？為什麼不能馬上上飛機？」即使

我想馬上上飛機，但心裡還是有些思念！上了飛機，我坐下來，惦念著我的家人！當飛機慢

跑時，我非常想哭；當飛機起飛時，我便掉出眼淚！看著底下的星星，我想起了台灣──我的

家。 
    順利來到美國的舊金山，我們的第一景點是金門大橋，坐在船上欣賞著壯觀的金門大橋。

再來到了九曲花街，也是舊金山最吸引人的一條街，它很長，有 8 個急轉彎、40 度斜坡、且

像 Z 字型，所以車子只能往下單行！而史丹福大學，是一個非常棒的大學，我也在慎重的考

慮要不要讀那。 
    就是這一天，我們要去征服迪士尼，迪士尼真不是蓋的！小孩世界很刺激，大人世界更

刺激、更好玩！除了玩以外，當然也要感謝請我們來的人；感謝給我們住宿的大哥哥大姊姊

們，謝謝他們讓我們借住在他們家。然後，我要非常非常感謝的，就是車和道哥哥一家人，

謝謝他們的幫助，一路走來都因為有他們的陪伴，我們才能圓夢！謝謝。 
    我們該感謝的人很多，有美智姊、仁達哥、和道哥一家人、台光哥、阿貫老師、阿滿校

長、藍蔚老師、馬校長，謝謝他們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出國演出，也謝謝所有幫助原聲的人，

謝謝！！ 
 
 

5年級 全芷芸 

    當我把裝美國機票的信封打開時，本來心情不好，但是一打開後，突然心情就像從地獄

飛到了天堂一樣的開心，因為美國離台灣很遠，而且聽說美國是個很漂亮的國家呢！ 
搭上飛機時，很怕會墜機，因為電視新聞常報導一些墜機事件，而且在機上一直遇到亂

流。要上飛機時，我還一直問全芊說：「遇到亂流，不是會墜機嗎？」全芊笑了一下說：「妳

想太多了吧！」，真正遇到亂流時，心一直蹦蹦跳，但其實一點都不會恐怖，只要一直睡覺就

好了。 
    7/3 我們去了金門大橋走一走，在那裡我拍了好幾張照片，那裡的風景真是美麗無法擋

呀！走完之後，我們又去了九曲花街，一看到那歪七扭八的街，我的頭有點暈，但是那些花

不僅漂亮，也很引人注目，因為那些花讓人看了有一種奇特的感覺。 
最後我們去了金門灣遊船，那是我第一次坐有軌道的船，而且還看了惡魔島，我以為惡

魔島很恐怖，因為「惡魔」這兩個字聽起來就讓人害怕。 
7/5 我們去尹爺爺的莊園，在尹爺爺的家看到了許多的動物，我們還玩了一些尹爺爺家的

遊樂設施，尹爺爺家真大，他們也真有錢。再來，我們去了巨人道奇棒球場看棒球賽，打得

真是精采，我發現美國人真的很熱情又大方，不像我們內向，在現場看比較有感覺。 
    來到美國我最開心的是，就是去迪士尼和環球影城，迪士尼裡 Joyce 姊姊他們一家人都

幫我們拿快速通關票，我們玩了很多遊樂設施，最好玩的當然是──雲霄飛車了！那種刺激

感，讓我無法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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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環球影城，最好玩的就是──「鬼屋」，一開始，以為沒什麼恐怖的，一到裡面，我

一直跳來跳去，不敢用走的，因為怕地上會伸出一隻手。自由落體也不錯玩，比台灣好玩 100
倍，希望以後可以帶家人、朋友一起去。 
    我希望將來能到美國留學，然後帶全家人一起到那邊住，只要努力，一定會實現，我會

好好完成我的夢想的。我覺得到美國就變得很有禮貌，因為外國人注重的就是禮貌，我要變

成一個不一樣的我，要比以前還要懂事，從美國回來之後，發現自己長大了許多耶！其實心

裡有很多話想對師長們說，但是，有些事放在心裡會比較好，總而言之，我希望下次還可以

到美國表演，我會努力的！ 
這次來美國，我要感謝所有的老師們，尤其是車和道哥哥和台光大哥，謝謝你們為我們

付出，下次你們來，換我們當導遊，你們真是有愛心的人，長大以後，我一定要像你們兩位

一樣。 
我也要感謝為原聲奉獻的所有人和買票聽我們唱歌的觀眾，因為有你們的愛心，我們才

有機會來到這裡。在這幾個禮拜當中，我們都很平安、喜樂，一切都是因為我們的主耶穌，

祂無時無刻都與我們同在，謝謝祢，耶穌！ 
馬校長、洪校長、Ali 老師、Nivu 老師、阿貫老師和藍蔚老師，我要對你們說：「辛苦你

們了！謝謝你們的照顧，我會繼續加油，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願神祝福你們！我愛你

們！」 
 
 

5 年級 全唯芯 
    今天夏天我拿到了期待已久的美國機票，我非常不敢相信，沒想到可以去這麼遠的地方

表演。這是我第三次坐飛機，雖然如此，但每次坐飛機時，我還是會非常緊張。飛機起飛時

感覺就像在坐雲霄飛車，上上下下的，非常好玩，等到飛機飛平穩之後，我們就開始睡覺，

睡了一會兒後，空姐就發給我們餐點，我並不期待飛機上的餐點，因為飛機上的餐點都不怎

麼好吃，但是優格和水果都還不錯。 
下飛機後，我們拿了行李就往外走了，到了外面，我們看到好多人在迎接我們，我非常

開心，也不敢相信原來在美國也有這麼多人關心我們。 
    從機場出去後，我們就先回飯店休息，美國的飯店跟台灣的飯店很不一樣，美國的飯店

每天都有人來整理房間，所以我們每天早上都要在房間裡放一塊美金，雖然剛開始會覺得不

太習慣，但之後就慢慢習慣了。 
    在美國的這幾天，我們去了很多地方參觀，例如：金門大橋、九曲花街、史丹福大學……
等。金門大橋是個全身都是紅色的橋，很大也很長，從橋下經過時，整座橋都被霧蓋住，只

剩下微微的深紅色影子，非常漂亮。九曲花街非常斜也非常彎，總共有 8 個急轉彎，街道旁

邊種滿了許多植物，讓這條街變得更漂亮。史丹福大學非常大也非常漂亮，裡面的羅丹雕像

做的栩栩如生，表情也非常生動，讓我慢慢地愛上了這所大學。 
我們還有去尹爺爺和黃爺爺的莊園參觀，尹爺爺的莊園非常大，有動物園、籃球場、排

球場……等，還可以在裡面划船呢！黃爺爺的莊園比尹爺爺的莊園小了一點，但是對我來講

還是非常的大，裡面跟尹爺爺的莊園很像，有網球場、籃球場和游泳池，這都是我夢想中的

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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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美國，我們不只參觀當地有名的風景，我們還有去體驗美國的文化，我們去了巨人

隊的球場看球賽，非常開心，因為從小到大我都是在電視上看棒球比賽的，所以非常希望可

以親身體驗在現場看棒球的感覺。跟好幾萬人一起坐在現場幫自己喜歡的球隊加油，這種感

覺真的超爽的！ 
我們還有去 facebook 總部參觀，天天上 facebook 的我今天總於看到 facebook 總部了，原

來 facebook 總部裡面的樣子就像一個小城市，每一個員工都在這個小城市裡工作，從早上工

作到晚上，他們熱愛自己的工作，所以現在才有這麼棒的 facebook 給我們使用，我們應該要

好好謝謝這些員工。 
    在美國的最後一個禮拜，我們去了很有名的迪士尼樂園和環球影城，美國的迪士尼跟香

港的迪士尼差好多，美國迪士尼真的是超級超級大！我們玩兩天都玩不完。迪士尼有二個主

題樂園，我比較喜歡第二個主題樂園，因為第二個主題樂園有比較多刺激的遊樂設施，我們

玩了很多，有兩個雲霄飛車是大家都非常想玩的，小的雲霄飛車比較不刺激，但是很快所以

也很好玩；大的雲霄飛車超好玩的，在往下的瞬間，我緊握住把手，深怕自己會掉下去。雖

然玩的時候很恐怖，但玩完之後還是很想再玩一次。去環球影城之前，我一直以為環球影城

就只是給我們看怎麼製片，沒想到裡面這麼好玩，以後我一定要自己來玩！ 
    我們來美國是為了兩場音樂會，這兩場音樂會我們都表演得非常好，雖然在台上的我們

非常緊張，但幸好有主的保守，這兩場音樂會都沒有讓關心我們的人失望，希望這些聽了我

們歌聲的人，都能繼續幫助我們。 
    從美國回來之後，我最想感謝車和道哥哥跟台光哥哥一家人，他們從第一天就一直陪著

我們到最後一天，而且每天晚上還要上網查資料，告訴我們，讓我們知道更多美國的文化。 
    我希望從美國回來後，我變得更懂事，不要再當個幼稚的小女孩，我要學習和道哥哥跟

台光哥哥做個認真、負責任、謙虛的人。以後我要像幫助我們的人一樣，去幫助更多需要幫

助的人。 
 
 

5 年級 李羽妃 
    今年夏天有著美夢到來的 12 天，因為 7 月 2 日我們從台灣的桃園機場坐飛機來到了小孩

的天堂美國。7 月 2 日一到美國，我們就在大廳的記者招待會為大家獻出了布農族的加油呼

喊，記者會結束後，我們來到常滿樓，吃美味的中國料理，吃完後我們到四個金星的高級酒

店「Marriott Fremont」，就在這裡走進了自己的美夢中。 
雖然從台灣坐了 12 個小時的飛機到美國很辛苦，可是一想到那些幫助我們來到這裡的大

哥哥大姐姐，全身上下的辛苦、疲勞都消失不見了，真是神奇呀！7 月 2 日我學習到的是天

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也學習到世界上到處都有愛，愛是世上不能消失的魔法。 
    7 月 3 日因為時差沒調整好，所以我們睡到早上 8 點半才起來盥洗，吃美味的異國料理，

吃完後老師說不想休息的可以去酒店裡的健身房或是去游泳池，不好的是未滿 16 歲的青少年

是不可以去健身的，真是失望！因為我們不到 16 歲去不了，只能跟他說 bye bye 了。不過，

也有好處，因為不能健身只好睡覺，不但可以調好時差，又可以走進美夢中。 
中午我們到了金玉滿堂(House of Banquet)吃了很熟悉的中國料理，吃完後我們到了舊金

山的大地標—金門大橋，去了偉大的藝術宮、美麗的九曲花街、很高的中國城參觀，到處看

看、聽聽他們的故事與歷史，謝謝 car and road 哥哥帶我們玩，還給我們解說。晚上到五福

樓吃好吃的晚餐，真是美味呀，回到酒店洗完澡就馬上呼呼大睡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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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4 日我們參加了美國人最愛的國慶遊行，參加這個活動真是特別的經驗。7 月 5 日我

們不但去了尹爺爺的莊園玩，還去了巨人隊的棒球場，觀賞他們的比賽，可惜巨人隊輸了。 
7 月 6 日我們有一場音樂會，好開心，因為來了好多好多人聽來自玉山的歌聲，音樂會

結束時，全場人都站起來拍手叫好，真是太感動了。 
在美國時真的很高興，我們去了加州迪士尼樂園玩了二座主題樂園，雖然時間很少，但只

要有去就很幸福了。我們也去了環球影城，真的好特別喔，可以看到那些名人拍電影的房子、

設備。真的太好玩了，真是謝謝一直幫我們圓夢的大哥哥大姐姐，因為有您們，我才可以學

習到美國的歷史、特色、禮儀，謝謝。 
    一眨眼，那美好、時間、快樂都慢慢消失了，這代表要回台灣的時間越來越近了。沒關

係，時間是永遠不會停下來的，如果還想來小孩的天堂美國，就一直一直地努力、堅持、永

不放棄，一定還是可以來美國學習他們的文化、特色、禮貌、語言。希望以後我們還可以來

這裡學習、讀書，看看在這裡的每位好朋友跟大哥哥大姐姐，謝謝接待家庭的各位：爸爸、

媽媽、弟弟、妹妹、哥哥、姐姐的照顧、也謝謝老師的照顧。 
 
 

5年級 幸美茹 

    今年夏天，我得到了去美國的機票，當時那天我還在家裡發高燒，弟弟回來就拿美國機

票給我，他說等我的病好了才可以去美國。拿到機票的時候，我就想要病趕快好。 
去美國是我第一次出國，坐飛機也是我的第一次。坐上飛機的時候，感覺冷冷的，開始

要起飛時，我好緊張，我坐在中間、唯芯在我左邊，沿禎姊姊坐在右邊，我就緊緊的握住她

們的手，她們說我不用那麼緊張兮兮的，所以我就放鬆下來了！ 
我看到很多人在用他們前面的小電視，既然要坐那麼久的飛機，我便用用看，看到裏面

有好多項目，有一個叫「機上好萊塢」，我就點進去，看到裡面好多電影可以看，好享受喔！

在飛機上還有餐點可以吃，我覺得不怎麼好吃，但那些水果、麵包和優格都很好吃。 
    下飛機之後，過幾天我們就去尹爺爺的家，尹爺爺好有錢，有自己的動物園、麥當勞、

高爾夫球場、籃球場……等等。 
我們又去了黃爺爺的家，黃爺爺也好有錢，家裡也好大，家裡有一間體育室，院子裡還

有烤肉的地方跟游泳池，看到有泳池就想泡下去，因為那天有個大太陽跑出來。游泳池後面

還有個網球場和籃球場，男生們都跑過去打籃球了，在黃爺爺家我們也有吃牛排，那牛肉好

硬，好難咬，但還是感謝他們烤給我們吃。 
    全身都是紅通通的金門大橋，它住在舊金山的北邊，我們坐船過去的時候，那裏都是大

霧和強風，好冷喔！我們一邊戴耳機聽小姐介紹金門大橋的由來和其他地方的景點，一邊急

著拿相機拍那世界上最大的單孔吊橋，也是世界上橋墩跨度最大的橋樑──金門大橋，但那裏

都是霧，所以幾乎拍不到。 
    我們去了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九曲花街，九曲花街很長，有 8 個急轉彎，因為有 40
度的斜坡，所以車子只能往下單行，在花街高處還可以看到海灣大橋和科伊特塔，我們在走

的過程有順便拍照呢！ 
   我們也去了史丹福大學參觀，我們最親愛的美青姊姊還幫我們介紹雕塑家羅丹背後的故

事，羅丹的地獄之門是非常著名的作品，羅丹耗掉了 37 年的時光，而且到死了都還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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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我們參加了美國國慶遊行，那裡好多人，他們都帶著美國國旗，還穿著美國國

旗的衣服，有人還穿得像自由女神的樣子。我們過去的時候先唱美國國歌，唱完時他們就馬

上站起來拍拍手，接著我們就一邊走一邊唱歌，還一邊喊著 Happy fourth of the July，大家也

都跟著我們一起喊著 Happy fourth of the July，也很熱情地幫我們拍拍手。 
    7 月 5 日我們去觀賞巨人 Giants v.s 道奇 Dodgers 的棒球賽，巨人 Giants 今年沒有拿到冠

軍，誰叫他們沒有讓我們唱美國國歌，所以他們才會輸！到了第三局的下半場，才得到 1 分，

道奇 Dodgers 就已經得到 8 分了，巨人 Giants 真是輸得太慘了。 
    我們有去金門灣遊船，看到旁邊很多房子，原來我看到的是阿卡特茲島，俗稱「惡魔島」，

是美國西岸的軍事要塞，後來改為政府監禁重刑犯的監獄，之後開放成另一個特殊的觀光景

點。 
    我們去華人教會禮拜並獻詩，我不知道那裡居然有這麼多人會講台語和國語。我們去那

些教會讚美神、榮耀神，獻上我們美妙的歌聲。 
    我們去參觀印地安博物館，看到了印地安族的文化，有一位阿姨幫我們介紹印地安族的

東西，就有一位哥哥幫我們翻譯。看了好多的印地安族的衣服、東西，都跟我們布農族很不

一樣，印地安人有自己造的傳統鞋子，我們就沒有。我們還有去淘金，但那些金是假的。 
    我們去了我最想去的迪士尼，玩了好多遊樂設施，像是小飛象轉轉樂、太空山、咖啡杯

轉轉樂、賽車、侏儸紀水上樂園、雲霄飛車……等等都好好玩。在迪士尼玩了兩天，真是太

開心了！我們還去環球影城，去玩 3D 的變形金剛、木乃伊，還有我最喜歡、最恐怖的鬼屋，

我們一進鬼屋，就有一個吸血鬼跟在我們後面，他在我耳邊叫了一聲，我以為是我後面的人

在嚇我，結果我轉過頭去，竟然是一個吸血鬼，怕得趕快走到前面；到中間那一段，就有兩

個鬼在前面拿著斧頭和長劍，我們嚇得哇哇叫，一直抓著老師，連老師都不敢走，校長說不

要尖叫，但實在是太恐怖了，不過我喜歡，希望下次來美國時，可以再去環球影城的鬼屋。 
    第一次在舊金山唱歌給那麼多的僑胞聽，那麼多人買票要聽我們的歌聲。我們唱了好多

歌給他們聽，我們感動了好多人，得到了好多掌聲，唱完了腳好像軟了一點，因為第一次在

那麼遠的地方感動到那麼多人。第二次是在洛杉磯演唱，也是有很多人買票來聽我們唱歌，

我們也以最好的表現、以最可愛的笑容來面對他們，我們也感動到很多人。 
    首先我要很感謝我的學校老師和爸媽的推薦，否則我可能不能來原聲上課，更不能和大

家一起去美國了。我也很謝謝師長們在原聲那麼照顧我；也謝謝老師和校長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去美國；也謝謝和道哥哥一家人那麼幫助我們；謝謝 Joyce 姊姊在迪士尼和環球影城帶

我們玩到那麼多遊樂設施，讓我們玩得這麼過癮；也謝謝在美國一直幫助我們的人。 
    希望將來我們還可以去美國。我覺得我進步的地方就是，在玩的方面，我越來越敢去玩

我以前不敢去玩的遊樂設施。 
 
 

5 年級 松慈媗 
    當我拿到校長及老師給我的美國機票，我高興極了，這是我最美好的一刻，可以去美國

十幾天，好期待！然後，我拿到了原聲行李箱，心「碰、碰、碰」跳著… 
在家裡整理要去美國的東西，想像要在那邊住一年的感覺，真是開心到爆！ 

    我們坐遊覽車去桃園機場，哇！真的耶，我們真的要去美國了。在登機的時候有點緊張，

因為那個人很愛問，再來我們就要去飛機上了，好期待啊，那種感覺很像要飛翔在天空，那

種感覺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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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了舊金山機場，哇！好多外國人喔，有黑、白、紅、黃皮膚的人，好想跟他們做

朋友。我們到美國後有時差，我跟室友兩點多就起來了，根本就睡不著；但我一直看天花板，

逼自己睡，還是睡不好；再用枕頭壓自己，不知不覺就睡著了。 
    我們去了金門大橋，風景很漂亮，又有涼風。去了九曲花街，一直轉彎，又很陡。我們

也去吃中國菜，菜色有些都一樣，每次都要吃完，肚子快爆了。 
    我們去了 Jelly Belly Bean 的工廠，他們的糖果好好吃，我買了一包回家給爸爸媽媽。我

們也去尹爺爺的莊園，他的家根本就不是家，是給誰住啊﹖這麼大！有點羨慕，我們在那兒

唱美國國歌給尹爺爺尹奶奶聽，也吃午餐，住在那邊真好。我們也去了棒球場看棒球賽，我

們叫得太瘋狂了，但我們提早離開回飯店，沒有看完，真可惜；且巨人隊又輸了，真失望。 
    7 月 6 日這天我們去了史丹福大學，這個學校很大，故事很特別，裡面有很多藝術品。

今晚有音樂會，最後是跟晶晶合唱團一起唱拍手歌，我以為是外國人，原來是華人小朋友。 
    我們去了華人的教會，有講台語的、國語的，但是我非常想去黑人的教會。我們還去了

黃爺爺的家，他的家比尹爺爺的家小，但是家裡放了好多東西，像書、畫等。還去寄宿家庭

大哥哥大姊姊的家，他們的家雖然外面看起來很小，但其實裡面很大，客廳就佔了三個小房

間的位置，我非常喜歡他們。雖然媽媽很愛講話，但我們也很喜歡講話；爸爸很不喜歡講話，

但是我們喜歡跟他玩，希望下次還有機會住他們家。 
    我們也去迪士尼 2 天，超 high 的，有時會吵架，因為想選好位置。我們也有去環球影城，

太刺激了，跟想像中的很不一樣，很像是給大人玩的，但是太好玩了。 
    美國行進入了尾聲，有點捨不得，他們對我們的付出和感動，我都會放在心裡。我們也

會更加努力；我的這個夏天，是充滿歡笑的夏天，我會牢牢記住的。 
 
 

4 年級 伍承琳 

    今年夏天我得到了去美國的機票，因為我每個禮拜都認真來原聲音樂學校上課，很認真

的練唱，把每一首歌都唱得滾瓜爛熟，還有好的態度，尊重老師、校長，守秩序，準時交作

業等等。 
    第一次搭乘飛機，我的心情既開心又緊張；開心是因為可以出國，可以坐飛機；緊張是

因為我從來沒有出國過，不知道坐飛機會怎麼樣，不知道飛機長什麼樣子，因為是長途飛行，

所以我們在飛機上睡覺和吃兩次飛機餐，我覺得飛機餐不怎麼好吃。 
    到了舊金山，我們在那邊遊覽了很多很多地方，例如：金門大橋、藝術宮、九曲花街、

中國城、金門灣、尹爺爺的莊園、Children Discovery Museum 等等。其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

是九曲花街，因為九曲花街有 8 個急轉彎，還有 40 度的斜坡，而且他們的房子非常的特別又

美麗，牆壁上種滿了各式各樣美麗的花呢！在九曲花街不但可以看到海灣大橋，還可以看到

科伊特塔，九曲花街真的很讚！ 
    除了這些以外，我們還參加了美國的國慶遊行、觀賞巨人道奇棒球賽、參加華人教會的

禮拜並獻詩、參觀印地安博物館等等。我最感動的是我們參加了美國的國慶遊行，獻唱美國

國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參加美國國慶日。 
    我們還去了兩個最好玩的地方，那就是我們小孩子的夢想天堂──迪士尼和環球影城。在

這兩個最好玩的地方，我喜歡的是環球影城，尤其是環球影城的雲霄飛車，因為大部分的雲

霄飛車上坡時都慢慢的，但是環球影城的雲霄飛車上坡時是用衝的，所以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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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喜歡環球影城裡的 3D 變形金剛，因為戴上了 3D 眼鏡，就好像一切都在真實的世界，

尤其是從天空掉下來的時候，因為很像真的掉下來了，那種刺激的感覺，我到現在都還記得

一清二楚呢！ 
    在這兩個禮拜我們不停玩，但這不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兩場音樂會，很多華

人來聽我們的音樂會，很多華人被我們的歌聲感動、流淚，因為我們很認真地在台上唱歌。 
    美國人的飲食習慣不像台灣人要很精美，他們飲食習慣五花八門，講求效率和方便。我

們有時吃大熱狗、三明治、沙拉、麥當勞、冰淇淋等等。因為美國人的食量都很大，所以我

們去很多地方時，都會看到很多的胖子。 
    我要感謝車和道哥哥一家人，全程陪著我們、照顧我們、為我們導覽，尤其是去玩的那

三天，因為 Joyce 姊姊告訴我們哪裡比較好玩，讓我們玩得很盡興、很開心，也謝謝華僑熱

情接待。也希望將來能去美國讀書、上班。在這兩個禮拜我進步很多，例如：獨唱時比較大

方、會整理行李、會照顧自己、大開眼界。 
 
 

4 年級 伍恩 
    今年夏天我終於拿到期待已久的機票了，得到這張機票我很開心，也有點難過；開心是

可以去科技發達又自由的國家，難過是因為要跟家人分開一段時間。 
到了要去美國的那天，我們依依不捨的和家人揮手道別，就到了機場坐上飛機。坐飛機

上屁股痛痛的，很想起來走走，飛機上的食物一點都不好吃，而且在飛機上很無聊，因為只

能睡覺和看電視，真的很無聊。 
在美國去了很多地方，像金門大橋、九曲花街、迪士尼、環球影城等等……其中我最喜

歡的有 4 個：金門大橋、九曲花街、迪士尼、環球影城。金門大橋很長，長到超過 1 公里；

九曲花街的路非常奇怪，路彎曲而且非常陡；迪士尼分兩個區域，其中我最喜歡區域 2，那

邊有很多刺激的遊樂設施。環球影城更是，因為人氣太好，所以一天是不可能玩完所有遊樂

設施的。我們有玩，當然也會有苦囉，我們在加州演出了很多次，在北加州演出了一次以上，

在南加州演出了一次以上。 
    在美國當然要吃美國食物啊，但是在美國我們一直吃中國菜，我後來吃飯看到菜就超飽

的。我們可以去美國要感謝 car and road 大哥、美智姊姊、仁達大哥 and 台光哥哥，謝謝你們，

如果沒有你們，我去不了美國的，謝謝你們。 
    我希望將來還可以再去幾次，因為你們的熱情。我在美國學會了獨立和如何和外國人溝

通，這是我成長進步的地方。 
 
 

4 年級 釀恩．塔給鹿敦 
    今年夏天，我終於如願以償的拿到去美國的機票，我非常的開心，因為是我第一次去美

國！雖然很開心，但也很不捨，不捨家人和親朋好友，不捨離開台灣，但是一想到要去美國，

我就更加開心！ 
    這是我第 2 次搭飛機出國，搭飛機真是刺激又享受，可以在飛機睡上好幾個小時。終於

到達「美國」了！我真是太太太感動了，我們可以平平安安地到加州，真是要感謝天主的保

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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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住的飯店真是高級，到美國的第一天我的時差還沒調好，真是難受呀！這裡跟台灣

最不一樣的是，到了晚上七八點，天都還沒暗，讓我不大適應。美國真是太好玩了，我們去

了許多景點。令我印象最深刻的有 3 個地方，第一個是看棒球，我是第一次看到現場的棒球

賽，真是大開眼界啊！第二個是去迪士尼樂園玩，玩了許多從來沒有玩過的東西，也是一生

第一次去迪士尼遊玩，第三個是去住寄宿家庭，讓我了解他們的生活，真是有趣和刺激。 
    能讓我看見這些，體驗這些，都要感謝幫助我的人，謝謝台光哥哥、car and road 哥哥、

美智姐姐、仁達哥哥，我愛你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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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回音—2013 暑期學習營志工教師心得分享                    

日期：2013 年 7 月 22 日  姓名：Selena    任教科目：彩虹星球藏寶圖 
主題：熱情的開始 

 
第一天來到東埔國小，準備協助韻茹上第一堂課，上課鈴聲響，幾個女孩向我圍過來，

大聲的問「老師，你哪一族？」，這下我笑了，很想說我是不滿足，要他們猜一猜，當然最後

公布答案，我不是原住民，但很高興你們把我看成原民姑娘，水喔！ 
就這樣初次見面好直接、好熱情，真好！在「我是怎樣○○」的這堂課中，發現 5、6 年

級的孩子幾乎都不太好意思說自己的優點，卻迫不及待想知道別人對他的看法，但有些卻不

認同別人寫給他的優點，這樣的孩子還不在少數，對自己的信心強烈不足，不知是不是因為

台灣的教育總是教人要謙虛，所以導致他們非常不習慣被讚美，甚至希望老師不要念出名字，

反觀在 3、4 年級上這堂課時，小朋友反應熱烈到有些失控，一直吵著要老師把優點卡全部唸

完，幾乎很難進行下個主題，反差非常大！ 
認識自己好簡單也好難，我們總是會羨慕別人自己所沒有的部份，卻忘了自己擁有別人

所沒有的特色，這堂課好棒，一直在強調每個人是獨一無二的，不要一直想成為別人。透過

戲劇、遊戲、分組討論、最後還有學習單做總結，韻茹好用心！給他一個讚！在課程中有時

場面非常混亂，也很吵，教慣國中生的我，總是忍不住想掌控上課秩序，但我發現其他人如：

仁佩、韻茹、Doris 都會用很和緩的方式慢慢將孩子帶回課堂上，這是給我的另一種學習，看

見不一樣的思維，不一樣的處理方式，孩子的反應又是如何，我的收穫很多，很充實的一天。 
 
 
日期： 2013 年 7 月 23 日   姓名：林靜一    任教科目：電影概論與實務 
主題：殺青 

 
我帶的這組有七名：司佩婷、林巧蝶、松憓婷、伍瀚、史勇祥、田景文、松雅各。 

拍片的第二天，只剩下兩場戲就殺青了，這只能用神速來形容。對於從來沒拍過影片的學員

來說，如此迅速就進入狀況而形成一個緊密的劇組，實在令人感到驚奇！足見他們在表演方

面的潛力，不容小歔，更值得用心去培養。 
因為我本身跟組員都熟識，所以邊拍邊玩，一路打鬧和搞笑，該完成的鏡頭卻一個也沒

少，直到最後一場殺青戲，卻遭遇到拍不完的困境，創下單場 28 次 N.G.的空前紀錄！當然，

最後還是完成了，並且成為這部短片當中最棒的一段。 
為什麼會這樣？ 眼看就要完成了， 卻不斷拖延... 
我個人的解讀是，他們根本捨不得把它拍完，所以刻意不斷笑場大搞 N.G.，究竟事實是

不是如此呢？我不知道，我想他們自己也不清楚。就當成是劇組的一個共同卻搞不清楚的秘

密吧！ 
拍片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他們可以完成，就是一百分，就值得喝采。這部瑕疵不少的短

片作品，我將永遠珍惜。想像，十年後大家再來一起看的時候，會是多麼有趣！ 
就像現在看四年前的「唱歌吧」一樣，感慨無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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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3 年 7 月 23 日    姓名：邱玲子     任教科目：青春法學園 
主題：演戲好難啊 
 

以往曾經有幾次到國小，在大禮堂的講台上對著台下幾百個學生演講法律常識，一直不

喜歡上面的講師講得口沫橫飛，台下的學生睡得東倒西歪，所以即使是上開的演講模式，也

會藉著問問題讓台下的學生有參與感；這次在東埔國小預計四堂課的青春法學園，不是上述

的大型演講，分成五六年級一班、國中部一班，為了讓小孩進行這種較靜態、專業的課程時，

能藉由討論、演戲等方式多一些參與感，進而得以印象深刻；因此，蒐集了一些青少年比較

常遇到的法律問題案例，計畫由小孩分組演出每個案例中的劇情，再請其中一個小孩穿上律

師袍扮演律師，先跟大家分析剛演出的案例中，有哪些行為是不對的或違法的？為什麼？再

由我補充說明這在法律上構成什麼犯罪？會有何種處罰或賠償？最後，再問小孩有無問題要

提問。 
7.23 第一、二節課是國中組的課程，比原先估計的人數少了一半多，只有十來個，一開

始先玩分組遊戲，請他們不可以講話，依每個人的生日由前到後排出一列，很快地完成隊伍，

再報數分成四組，每組抽兩個案例，小組討論後上台演戲。可能是小孩很少有演戲的機會，

大都照著劇本念，幸好有莉莉在旁協助示範應該怎麼演才能點出故事的精髓，小孩才比較進

入狀況，接著扮演律師角色的小孩非常不錯，都可指出不對或違法之處，我再延伸說明或提

問。感覺小孩對性侵、毒品、家暴、霸凌、酒駕、個資、隱私保護等皆有基本的認識，經由

此次課程，應該會更清楚哪些事情絕對不能做，以免違法又傷害身心，遇到相關事件時，應

如何保護自己。 
第三、四節課五、六年級學生人數高達 38 人，因人數多且年級不同，想說不要玩分組遊戲以

免花費更多時間，由小孩自願或推薦出來演戲，不料卻失算，沒人自願，被推薦者也都扭捏

不願站出來，只好再請他們報數，由我隨機點名，才勉強出來，請他們排成一個圓圈坐在地

板，演出者站中間，又形成背對演出者的小孩三三倆倆聊天，以致於我和莉莉扯高聲量還是

力有未逮，到了第四堂課時趕緊調整位置，請小孩圍坐成馬蹄形，演出者及我跟莉莉站在前

方，才又比較能聚焦，明顯感受到後面兩堂課小孩的專注收穫不如前面國中組的課，事後我

跟莉莉檢討結果認為小孩人數多時，分組演戲的困難度會提高、讓他們圍成圈圈也不是個好

方式、沒有麥克風，演出者及講師的聲音不大時，也會讓小孩容易分散注意力…，這些都是

下次有機會再準備此種課程時，思考應如何改善的好經驗。 
 
 
日期： 2013 年 7 月 24 日    姓名：王國芳 Doris    任教科目：彩虹星球藏寶圖 
主題（標題）：山上的孩子啊 
 

會參與課程，是透過荒野保護協會的汪汪分享才知道此訊息。看完原聲小朋友唱歌的影

片後，心中的感動更加深了，想到要離開城市幾天，心情開始興奮起來！ 
這次課程的靈感是來自小學時期，當時的自己是一個不寫暑假作業，以及上課會進入關機模

式的小女孩; 老師也也覺得我有學習上的問題，有好多問題想問她，例如：為何要寫作業？

考試？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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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如果自己是生活在山上的小孩，真的很難被約束在一個規範底下學習，課本外面

的世界令人感到新奇，也會激發探索的慾望，因為整個大自然給予的內容，已足夠教導一生。 
我的暑假大多在台南的鄉下外婆家度過，可以赤腳踩在泥巴裡，有斗大的星星，外公會

帶我們認識北斗七星，聽鳥叫聲辨認牠的種類，有時去田野灌蟋蟀帶回家給外婆加菜，採收

破布子，焢土窯，撿牡蠣的化石......好多有趣的事情，讓我忘記暑假作業這件事。看見現在都

市裡的小孩每天補習，背着沈重的書包，心中真是感嘆萬千！想起自己的童年，覺得挺幸福。 
搭上 Teddy 的車，從集集車站一路往東埔方向前進，映入眼簾的山川田野，把在都市裡

的疲憊一層一層卸下，我們將在這裡待上四天，被周圍的山脈擁抱着。開始兩天還沒輪到我

和 Selena 帶課程，我們兩個會參與其他夥伴的課程，其中在荔枝和韻如老師的課程，有參與

支援。第一天韻如的課程”我是怎樣的 OO”被分配帶領五 六年級生，課程裡面韻如利用一則

「但願我是隻蝴蝶的愛唱歌小蟋蟀」的小故事，引導大家去挖掘自己內在的優點，分組討論

時，大家對於別人的優點總是說得滔滔不絕，反觀自己的時候，小朋友變得好羞澀，覺得自

己要謙虛一些，但是三 四年級小孩的反應便與大孩子相反。到了隔天，荔枝的自然觀察課程，

大夥在操場上課，相較前一天韻如的課，在室內空間時，同學的注意力較集中，精神也凝聚；

操場的空間與大自然無限的延伸感，孩子們的心也跟著向外擴張，原住民小孩奔放的天性展

露無疑，對帶領者而言也是深刻有趣的體驗。 
經過兩天的旁聽和觀察，我和 Selena 各自用身體的語言，讓小朋友把注意力拉回來到教

室的空間，由於大家的音感非常好，強烈的節奏或聲音會帶領身體自然地移動，簡單的擊掌

踱步加上群體合作的力量，就能把布農族的優勢發揮得淋漓盡致，有聲音與力量的存在是屬

於布農族的舞蹈。這個課程第一階段先透過聲音和身體的移動，打開聽覺並刺激四肢的協調

性，在進入彩繪創作前，這個目的是為了讓小朋友們打開身體的感覺，讓任何可能發生，大

家可以盡情地運用身體，跟隨節奏擺出最奇怪的姿勢，在創作的過程裡面，對與錯不存在，

每個人都是最獨特的。 
因為這次用的顏料是天然的植物粉末，顏色會附著在手上約一星期，大多五 六年級女生

會想選擇工具不敢嘗試用雙手，印象較深的是，一位六年級女生雙手沾滿綠色顏料，並且希

望我們在她身上畫下圖騰，她的勇於嘗試和邀請，也讓我們看見小女孩願意離開舒適圈和主

動的特質。三、四年級的小朋友則是，一開始選擇工具，因為不想把手弄髒，但是看到其他

的同學也丟掉工具時，大家也把工具丟下，跟著一起創作，有小小冒險家的精神；而大孩子

則是思考多於行動。 
我被這些跟大地有深刻連結的孩子們教導，他們才是真正的老師，幾天下來，有山與瀑

布和小孩的陪伴，身心能量飽足，看到每個孩子個性鮮明，自然不修飾的存在，就是給我們

最大的回饋，願他們繼續傳承大自然給予的靈感與教導，讓這精神永遠延續。 
 
 
日期：2013 年 7 月 24 日  姓名：Selena    任教科目：彩虹星球藏寶圖 
主題（標題）：揮灑吧！孩子 
 

記得 Doris 邀我來參加這個活動時，一直在想到底要給原聲的孩子什樣的內容，他們會

需要什麼，如果只是玩一玩戲劇遊戲會不會太無趣，萬一沒人理我怎辦… 真的是想太多，最

後決定和朵力獅一起合作一堂課，她帶肢體彩繪，我帶戲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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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終於要輪到我倆上場了，前兩天看課看得很開心，有學到東西，也對孩子有一些認

識了，因為扮演蜘蛛後，他們看見我就叫「 蜘蛛姊姊」真的很好笑，我喜歡。 
今天對象的是 5、6 年級的孩子，一開始畫畫時大家都很客氣，也很害怕碰到顏料，因為

老師說要一星期才洗得掉，女生更是秀氣到不行，我在一旁真快看不下去，太不狂野了，怎

麼行，但接下來悲劇就發生了… 男生終於發作了，開始整隻手浸到顏料裡，然後不斷的抹來

抹去，甚至直接用倒的，說不能侵犯別人的範圍，也開始攻陷，整個小混亂，雖然有點失控，

但整個玩開來的畫面卻好美，就是要這樣，盡情揮灑啊~ 雖然看不出來到底藏寶圖畫了些什

麼，因為顏色全部胡在一塊，但曬乾後那顏色真美~~ 
第二階段要每組派一人自願被畫身體，卻沒人願意，大家都很還怕被亂畫，這反而變成一種

懲罰，最後只好我和 Doris 互畫，但重點在他們啊，最後有 2 位志願者出來，改成老師來畫，

大家就變放心了，哈哈哈還算圓滿結束。 
結束後我和 Doris 想到明天是 3、4 年級的小朋友，完了，他們會不會整個拿起來潑別人

啊，我的媽啊，太可怕了，所以改變一下上課方式，先玩戲劇遊戲玩久一點，再帶入繪畫課

程，並且要分組競賽，秩序優勝組可獲得小獎勵，這方式還挺好用，在戲劇課程中大家都很

專注、很認真，到了繪畫課程時小朋友一開始就很主動，會想幫忙攪拌顏料，但一樣的問題

來了，大家都怕被畫到，顯得很放不開，幸好總是漸入佳境，所以觀察到他們還是很需要一

個”領導者”，喜歡群體行動，對肢體的部分還是比較陌生，但也是很願意嘗試，不過需要老

師很用力的帶領才行。繪畫課激發孩子想像力、天馬行空、暫時把自己丟掉框框外，完全進

入自己的星球，酷斃了！ 
 
後記：難忘這美妙的四天，第一次到山上部落跟一群小孩子、大孩子、老孩子玩在一起，

雖然說是來教課，但自己也獲得許多，看到大家都這麼有愛又用心的付出，課後還有這麼多

有趣的活動，真的像是來旅行的，早上還有兩成哥哥的”幸福早餐”、課堂還能聽迷人的爵士

樂，暑假就是要這麼開心啊，上什麼國文數學呢，制式的課程已經很多了，腦袋需要來點新

刺激！雖然有些課沒跟到，有點小遺憾囉！ 
 
看完 Teddy 剪輯的影片，聽著原聲動人音樂，又感動了，東埔國小原聲合唱團的孩子們

實在帶來太多驚奇，特別的邏輯思維，常讓我們爆笑不已，充滿活力，失控是非常合理的事，

回到平地後講話口音都還沒恢復正常... 要怎辦？到底~ “老師我要吃泡麵”~~~~~~~ 
最後有一點小小的意見就是，助教們(大學生)有些被動，幾乎不會主動詢問，雖然會協助秩

序管理，但沒有真正的參與課程，心也常不在課堂中，他們也很辛苦，但若能再多點熱情會

更好。 
“上天賦予每個人不同的天份，那是禮物，接受自己，並愛自己原來的樣子。” 
謝謝原聲、謝謝蝸牛們！ 

 
 

日期： 2013 年 7 月 26 日   姓名：Lily    任教科目：電影概論與實務 
主題：堅持到底的伍瀚 

 
謝謝伍瀚小朋友，原本以為給你上了堂機會教育，沒想到最後是你教育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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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東埔山上參與「原聲合唱團」暑期學習營，認真盡責的雍熙大哥特地從廣州扛了三

大袋製鞋材料回台上山，教國一的小朋友如何做出一雙手工版簡易皮鞋，伍瀚小朋友不擅長

手工藝，做到一半遇到挫折兼不耐煩，大叫：「我要罷工！」整個不安分的扭來扭去！ 
端出老師的架子，對他說：「你沒資格喊罷工，只有技藝純熟的員工，工廠需要他，才會

跟他談條件；至於技藝不純熟的員工，工廠根本不需要他，喊罷工就直接 fire 掉了，所以你

沒資格喊罷工，這樣你懂嗎？」伍瀚小朋友點點頭，表示他接收到我的訊息～ 
原本想小朋友沒定性是很自然的事，伍瀚能將我的話聽進去，我就很滿意了，沒料到，

這小子居然卯起來認真做鞋，整整花了四個鐘頭堅持到最後一刻，將鞋的成品完成，沒有打

混摸魚、也沒有半途而廢，哇～這下換我佩服他，小小年紀擁有如此克制力與上進心，能克

服挫折，超越自己的表現，讓我刮目相看！ 
想想自己在他這個年紀（不對，即使年近半百，我做事還是常常虎頭蛇尾），遇到不擅長

的領域，不是藉詞推拖就是找幫手，慚愧啊慚愧！ 
 
P.S. 之後，聽雍熙說，下午有位男生堅持到最後，非要將鞋子完成不可，他很感動。那一個

學生竟是伍瀚！ 
 
 
綠繡眼的一些感觸  

相較於媒體報導近日令人痛心的諸多事件，前幾天短短的兩三天我在東埔國小卻看到人

性美好的光輝及孩子純真的笑容，發現台灣社會的生命力及幸福力藏在各個角落中，因著許

多人的努力默默地開展、擴大。 
為了建立山上小孩的信心、挖掘發揮專長，在地的 Bukut 校長及老師們犧牲假日及寒暑

假假期，持續地為孩子們安排合唱練習、參加表演或比賽;建中退休的阿貫老師穿梭台北東埔

兩地，為小孩尋找更多的資源，除了平常假日給予數學英文等課輔外，暑假並提供原聲合唱

團約 110 個小孩住宿及用餐等生活照料，在東埔國小進行兩個月的夏令營。這個星期由夏瓣

生夥伴負責，下兩個星期由國外回來的高中 ABC 跟小孩互相學習中英文，之後還有其他團體

進駐帶不同的體驗。 
看著山上的小孩拿著夥伴們提供的錄影機，試著拍出一部屬於他們自己創作的微電影，

誰說以後這群小孩不會是李安或魏德勝的接班人？聽著爵士樂賞析課程介紹 bobby 
mcferrin、海上鋼琴師..，佩服之餘，爵士樂的欣賞及啓蒙，也在孩子的心中埋下一顆種子，

哪一天會發芽茁壯也說不一定？播放日本的卡通電影『琴之森』，兩個身世天壤之別的孩子，

因為同樣喜歡彈琴，而變成相互鼓勵、心靈支持的好友，告訴我們及小孩，同儕間雖有競爭，

但仍能擁有彼此欣賞相知相惜的大氣格局;…還有許多我不及參與的課程，在在都讓小孩看到

這世界是無比的寬廣，只要有興趣、肯努力，每一領域都等著他們去探索、創造及投入。 
再看看平地的小孩，暑假大多的時間花在補習、課輔，相較之下，誰又比較幸福？ 
很幸運有這次的機會看到別人做了怎麼讓這社會更美好的事，再來想想我也能做些什麼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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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謝謝綠繡眼精彩的分享，這件事本身就是動人的故事，參與其中的，都是有心人，也必

定行囊飽滿地下山。淑媛就說，短短的行程，讓她感受到了山中的幽寂清靜，人情美好。當

然靜一的規劃統籌，讓艱難無比的任務，雲淡風清順利允當地進行，令人萬分敬佩！接下來

瑞華還要率隊上山，必又有番風光。 
所有的付出都是幸福！！ 

綸有 
 
 
原聲暑期學習營紀實 

Teddy 
之 1 

雍熙老大之所以被尊為老大，當然是有原因的，他是台灣滑翔翼運動的先驅和國手、輕

航機運動的前輩高手、秀姑巒溪泛舟的始作俑者，更是長年守護花東海岸的環保統帥，上天

下海熱愛冒險的他，座右銘是：沒有生命危險的事不要找我！ 
那他為什麼竟然一口就答應來支援這次的暑期學習營呢？... 其實，除了疑惑我更感受到

極大的壓力！老大平素在廣州經營鞋廠，管理兩千多人，雖然跟夥伴們混在一起的時候展現

的是風趣、親切和隨和，但大家心裡都很清楚，其實他是治軍嚴謹、使命必達，非常認真非

常堅持的那種人。果不其然... 
老大這次從廣州工廠扛了三大箱的工具和材料回台灣，再一路運到東埔，只為了教班上

13 名同學如何親手做出屬於自己的一雙鞋子；他還事先在自家工廠預錄好製鞋流程和工法的

影片，鉅細靡遺地在課堂上介紹解說製鞋產業的梗概和甘苦，認真的教學態度簡直嚇壞了這

一班國小才剛畢業的小朋友，更嚇壞了在一旁旁聽的大人！好戲還在後頭... 
開始實作之後，善於察言觀色的小朋友們很快就發現這位老大完全是來真的，在沒有每

一個人都完成他們的作品之前，這堂「血汗工廠」的課是永遠都不會結束的；即使他們頻頻

向我投來求救的眼神，我也愛莫能助，因為老大非但緊盯著每一個人的工作進度，還蹲下來

親自為他們畫腳形和傳授技法，想逃？沒路！想混？沒門！於是... 
這堂課紮紮實實地進行了七個小時，疲累不堪人仰馬翻！待每一個人都做完了，老大才

露出滿意的微笑轉頭跟我說：終於做完了，現在可以下課了！最後，老大還發送工具和材料，

讓同學們回家之後可以繼續做出一雙真正的 、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鞋子！... 我猜，接下

來的周末這班人應該都會打赤腳吧？！至少我是！ 
之前，我很尊敬雍熙老大，經過這堂課之後，我連跟他說聲謝謝都懷抱著戒慎恐懼，因

為他在我心目中，已經取得了不朽的神格！ 
 
 
之 2 

汪汪跟韻茹帶領的「地球是顆馬告粒」，用最具體的類比方式告訴小朋友太陽系九大行星

的大小、距離與順序。於是，太陽變成了南瓜、水星是針頭、金星 是胡椒粒、地球是馬告粒、

火星是小米、木星是核桃、土星是龍眼、天王星是 咖啡豆、海王星是黃豆、冥王星是針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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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傳達宇宙浩瀚卻無比微妙的訊息，其實是非常不容易的，尤其面對活潑好動的孩子們，

只有保持無限耐心寓教於樂了。我不知道孩子們最後到底懂了多少，但是他們都玩的很開心，

玩遊戲，玩自然，玩自己，也玩老師。 
驕陽下，孩子們的燦爛笑容，大人們的汗流浹背... 地球雖然只是顆馬告粒，人與人之間

的愛卻可以浩瀚如宇宙呀！感謝汪汪跟韻茹！ 
 
 
之 3 

要怎麼讓小朋友學會去欣賞建築呢？兩成大師睿智地選擇了「樹屋」的主題，勾起大家

的親近感和好奇心，一頭栽入無限可能的建築設計世界... 
大師苦心蒐集了 34 個各國的精彩案例，果然引起一陣陣的驚嘆，畢竟跟大家原本想像中

的簡陋樹屋簡直是天差地別！欣賞完之後的提問更是有趣... 洗澡怎麼辦？廁所在哪裡？有沒

有網路？森林裡有沒有路？... 可見樹屋這個主題和映像已經深植在大家的心中了。 
坐在我身旁的一個小朋友終於按耐不住地拉拉我的手低聲地說：「我家也有樹屋！」旁邊

的一群小朋友跟著起鬨證實說：「對啊對啊，他家有樹屋！」 
「這樹屋誰蓋的？」  「我爸爸。」 
「你常常上去玩嗎？」  「沒去過。」 
「為什麼？」   「很危險！」 
「哇哈哈....」 

 
 
之 4 

鴨子是荒野保護協會的中堅幹部，可我從來不知道他對於帶領孩子這件事竟然如此專

業！ 
早上第一堂課，地板狂奔的低音和尖叫吵鬧的高音就已經從他的教室裏頭傳遍整個寧靜

的校園，不知情的還以為發生了甚麼暴動。前去一探究竟，只見一群低年級的小朋友正使出

全身的力氣玩著狂奔狂吼的遊戲，我待不到一分鐘拍了幾張照片就趕緊落跑，留下沉著應戰

中的鴨子和滿心的祝福，希望他這次能逃出生天！ 
中餐看見鴨子，臉色蒼白、兩眼迷茫，一副好像剛從阿富汗回來的樣子，他說：「太厲害

了！明天還有一場硬仗要打！...」我忍不住端著碗就跑到餐廳外面去偷笑... 
隔天，依照鴨子本人的描述：「我帶出去 70 分鐘『照相機』，太 high 了，完全失控，有

上峭壁的，有下水溝的，有亂跑不知去向的，還未收隊，一個手掌戳個洞，一個腳被蜂叮(或
咬人貓叮)，總計 2/30 受傷，這是以前帶親子團前所未見 ...」.... 哈哈哈！ 

真的很佩服也很感謝鴨子，相信經過這一場硬仗，你已經是專業中的專業了！ 
 
 
之 5 

以前我就常常在想，如果讓小學生對於「法律責任」這件事有相當的認識的話，校園霸

凌事件是不是就可以得到紓解呢？但是法律這兩個字對於小學生來說是否又略顯沉重和專業

了些呢？他們可以理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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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特別邀請了邱玲子律師來主持「青春法學園」這樣的課程，並由王莉麗老師擔任戲

劇指導，透過模擬演出的方式將法律權利與責任的概念深植到學生的腦海裡。只見課堂上學

生穿上律師袍，有模有樣地問起案來，煞是有趣！ 
邱律師特別從『國語日報社網站』選了幾個案例，分別涉及幾個生活當中常會發生的切

身議題：「遇性騷擾 應適時伸張權益」、「網友誘拐性侵 於法可嚴懲」、「網路誹謗 依法究

辦」、「保護隱私 販賣個人資料恐觸法」、「遠離幫派 保障權益」、「借錢不還 恐涉詐欺罪」、

「收受毒品 觸法傷身」、「隨意登入他人網路賬戶應負刑責」、「霸凌同學之刑責問題」、「家暴

受害者 可聲請保護令」、「酒駕累犯 難逃牢獄之災」。 
這堂課不僅為整個課程設計帶來了重量，成果也是非常豐碩的，在小朋友的學習分享單

上，躍居收穫最多的課程之一，而且竟然已經有幾位小朋友立志要當律師了！或許以後原聲

會培養出大法官和大律師也說不定喔！... 這次的教學經 驗非常寶貴，印證了法律課對於小學

生來說也可以是有趣和有效的，只要方法用對！ 
在此深深感謝邱律師和莉麗老師的用心和辛勞！ 

 
 
之 6 

東東是位資深優秀的室內設計師，更是位標準愛家的好男人，這次全家都上山來一起主

持「歡樂電影院」的課程，連一對寶貝女兒都擔任小老師，而且她們還特別去募集了三大箱

的書籍送給原聲，讓我非常感動！ 
晚上東東還主持電影欣賞會，放映「琴之森」，完全切中熱愛音樂的孩子們的胃口！片中

主角一之瀨海和雨宮修平兩人之間既競爭又相惜的友情，引起了現場相當多的感想與討論，

東東對於小朋友真是有一套，應該去巡迴台灣各小學才對！順便把破爛的教室好好設計裝修

一番！ 
謝謝東東的辛苦付出！真是有心了！ 

 
 
之 7 

最後要介紹的是國中組的電影班。有鑑於影像化時代的全面來臨，不會寫劇本、不會拍

影片、不會剪接、不會發表，不僅遜斃了，未來個人的發展恐將也陷入惶惶以對的窘境；學

習拍片除了藝術性上的，更有團隊精神的教育功能，拍片是一秒鐘一秒鐘去累積，非常辛苦

的事情，只要有一個環節鬆了，結果不是出不來就是慘不忍睹。 
對於首次掌鏡的孩子們來說，當然是非常興奮有趣的，但是逐漸進入過程以後，苦頭就

來了，各種突發和人為狀況接踵而至... 這時該如何處置呢？解決方案永遠只有一個：劇組團

結一致，認真拍到底！ 
電影班分成三組，淵博帶領紀錄片、兩成帶領劇場片、我則帶領劇情片。任務是得在三

天之內（實際工作時數是十小時）從零到有，完成拍攝並且發表，片長則設定為十五分鐘。

最後的結果是拍攝完成了，但沒有發表。原因是學校的電腦太弱，無法剪接。對於這樣的結

果，我感到非常欣慰，能夠完成拍攝就已經是不得了的空前成績了，對於這群剛要升上國一

的孩子們，我得豎起大拇指，原聲的小朋友真是太厲害了，我深深以你們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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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影片攜回，獨自完成後製的工作，等下次上山再去放映。剪接的過程當中，一路爆

笑不停、驚奇不斷！爆笑的是 NG 場面 ，驚奇的是許多拍攝效果非常棒，影像時代的小孩畢

竟就是不一樣！ 
後天又要上山去帶領這班天才了，這次一定要好好把整套功夫全部傳授完畢，不是奢望

多年之後他們之中會出現一個李安或是李屏賓，而是以後原聲的紀錄片不就可以由他們自行

完成了嗎，想到這點，就又 High 了起來！ 
電影班，加油！Da Ma Sa Za Ye! 

 

 
荒野遇見原聲 

暑期學習營的最後一週，特別邀請荒野保護協會兒童教育組到東埔來帶領原聲的小朋友

們，透過生態遊戲體驗自然的美好與珍貴。 
短短的四天飛快過去，彼此都互相留下快樂的回憶和滿滿的收穫。謹以這部幻燈影片表

達我衷心的感謝，背景歌曲「We are the world」是小朋友在第三天下午獻唱的現場收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414Se5YALg&feature=youtu.be 
    謝謝兒教組的辛勞與付出！ 
 
 
日期： 2013 年 7 月 22 日    姓名：柳宜蕙   校系：台大生科 
主題： 進廚房 
     

前兩次上山都是幫忙縫補原民服或登錄閱讀書籍紀錄，所以這次想嘗試一些不一樣的事

情，因此自願到廚房幫忙，雖然我們只協助食材準備，並不會用到火，但處理這麼多人份的

食物真的不是普通累，然而很充實，平常在家很少會長時間在廚房幫媽媽，想不到對廚房工

作的認識會是在東埔建立起來。 
    但是當看到小朋友送回來的剩菜剩飯，總是有點難過，胃口的確會因天氣、情緒等因素

而有所不同，不然，正常狀況下那些量應該是吃得完的，或許在分菜的時候，除了人數還要

考慮年齡，如此相信能減少食物的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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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3 年 8 月 13 日    姓名：邱任貞   校系：台大心理 
主題： 來不及 
  

午後，二年級小朋友邀我一起玩「殭屍」，開始時大家都很守規矩，殊不料後來人ㄧ多，

加入一個五年級小朋友時，氣氛變調了，等我察覺大家開始賴皮，開始欺負那個五年級的學

生時，已無法控制情況。一群小孩子圍擾她、罵她是「最爛的殭屍」，甚至有人踢髒了她的制

服……。 
 我很後悔，只顧低年級小孩而忽略在場高年級孩子的感受，來不及阻止霸凌的發生，事

後又因為自己不擅於表達，未能給予受害者即時的安慰，只好請長期志工協助處理，看著那

個學生到處跟她的朋友抱怨，這天剩餘的日子穿著便服遮鞋印，心中十分不捨。如果還有下

一次，希望我能加強自己的注意力，及早發現問題並懂得如何扮黑臉，不能再有相似的事件

於我眼前發生！ 
 
 
日期： 2013 年 8 月 15 日    姓名：李清遠   校系：台大社工系 
主題： 慈悲相伴 
  

上山服務，被非意味著自身比較優秀，反而是去我執，放下身段的真實學習。小朋友所

擁有的純真遠比自己來得多，他們有山林大地賦與的能量，對於都市成長的我而言，是羨慕，

也是欣慰；欣慰他們還記得這些天然的寶藏，羨慕他們血脈中流動的一切使他們展現大方—
以歌唱、打擊，當然更不用說那永不停歇的吵鬧。 
 「幸福不是擁有得多；而是計較得少。」教堂牆上貼著這句話，送給了孩子，也送給了

來東埔的我。他們的微笑體現了這句話，而我也在陪他們生活的過程中感悟深刻：懷慈悲心，

包容一切合理與不合理，然後真切的理解，以彼此能接受的方式溝通，問題就少了，歡笑就

多了。 
 小朋友真的很皮。但最好陪伴他們的方式不是去兇，而是要比他們更皮—去唱歌、說故

事、打球，陪他們玩的過程中，藉著彼此的展現，我更認識了他們，他們更認同了如生命中

過客的我。 
 感念陪他們的這四天，也感謝他們純真的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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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年玉山星空音樂會 紀實 

 

華書慈善基金會-公共關係 譚雅云 

 

「玉山星空音樂會」今年已邁入第四屆，從四年前的小型音樂會，到今年 2013 年與「長

榮交響樂團」合作的大型國際音樂饗宴，「原聲之聲」......世界真的都聽見了......... 

 

在海拔一千多公尺的高山上，台灣玉山的山腳下，四年來每到三月的某個夜晚，就會響

起動人的樂章，傳來悠揚的歌聲，在滿天星空的籠罩下，每個音符化作微風，穿梭在山林與

樹叢間，淨化每一個心靈與生命....... 

 

「就像柏林愛樂每年定期在溫布尼舉辦的夏日森林音樂會一樣，布農族也要有一個屬於

自己的音樂盛宴」，這是 Bukut 校長的心願，更希望透過這個音樂饗宴，讓世界都聽到玉山的

聲音、看見玉山的美麗，部落的族人也能觀賞到國際級的音樂演出...... 

 

這一份既單純又偉大的夢想，透過兩位夢想的建築家——阿貫老師與藍蔚老師（以下簡

稱「貫藍」老師），Bukut 校長的心願終於一一實現，雖然距離「原聲」的夢想還有一大段路

要走，但 Bukut 校長與「貫藍老師」已經將夢想的藍圖建構完成，希望聚集更多的力量、更

多的關愛，讓將夢想漆成牆、化為景，呈獻給布農族的毎一位族人...... 

 

2012 年「華書慈善基金會」很榮幸能與「原聲教育協會」結緣，並且參與 2013 年「玉山

星空音樂會」的幕後工作，也因為參與，我們才能更深一層的瞭解「原聲」...... 

 

2013 年 3 月 22 日 PM4:00 天氣：晴 地點：羅娜國小教室 
 

在羅娜國小二樓的學生教室裡，浩浩蕩蕩聚集了來自各地「原聲」的好夥伴，這群夥伴

除了有「原聲」長期的志工與其他長期合作的社福團體之外，南投縣信義鄉為了推動當地觀

光產業的發展，也特別與「原聲」合作，希望透過支持「玉山星空音樂會」，讓外界更認識信

義鄉，並且支持信義鄉的觀光與農業；因此鄉長也特別指派了幾位鄉公所的工作人員前來支

援，並協調警務維安方面的工作。 

 

就這樣，一大群彼此並不是很熟悉的人，因為「原聲」而有了第一次的接觸...... 

 

在 Bukut 校長與「貫藍老師」們的帶領之下，進行了一場工程浩大的前置會議，校長與

老師對於晚會的每一個環節都嚴格謹慎，從工作人員的配置、舞台燈光音響的架設、節目流

程的流暢、表演團體的安置、住宿、交通、餐點，一直到廁所清潔等等......，每一個環節都要

討論到位，絕不能有任何一點含糊地帶...... 

 

重視程序邏輯與辦事效率是「貫藍」老師的做事準則，因此這個前置會議想當然爾，是

相當有效率的在晚間十點多就結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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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回旅館之前，由於我本人是負責節目總監的要職，對於主持人腳本的內容安排非

常重視，因為這關係到整場表演的流暢度，因此我只好把負責主持工作的「原聲」老師-Ali

帶回旅館繼續「加班」！ 

Ali 老師是布農族「熟女」，今年三十有五，相貌端莊、氣質出眾，進入「原聲」服務之

後，因為把所有的時間與愛，都奉獻給「原聲」的孩子們，於是她青春的尾巴似乎還來不及

伸手觸及，就已悄悄消流逝...... 

想想如果是我......恐怕無法做這樣的犧牲，畢竟.....哪個女人不需要談戀愛呢！？ 

雖然她犧牲了「熟女出嫁的精華時刻」，但卻依然心靈喜樂，臉上總是能自然露出甜美的

笑容，眼神散發著純樸的靈動........ 

這.....是怎麼辦到的？我想是「原聲」的魔法....... 

每個「原聲」孩子的成長與改變、Bukut 校長與「貫藍」老師的無私精神與奉獻、每一位

上山志工的熱誠...... 

這股「原聲」魔力.....我想只要上過山的人，應該都能見證與感應~~~ 

 

2013 年 3 月 22 日 PM11:30 天氣：晴 地點：東埔警光山莊 
 

被我們「華書團隊」臨時「綁架」來的 Ali 老師，一進入旅館房間，不但沒有顯露疲態，

還和我們延續車上的閒聊話題，當然也包括了「皮膚如何變白」這一類的話題（原來原住民

也喜歡皮膚白皙這件事......），在短暫輕鬆的話家常後，我們正式進入撰寫主持人腳本的工作，

畢竟時間緊湊，隔天一早還有一場硬仗要打......這就是人生啊，該來的還是要來，依照眼前一

個字都還沒有生出來的情況下，挑燈夜戰是在所難免的了...... 

不過我其實有點訝異，主持人竟然要自己寫主持人稿，因為不管是一般性的活動或是大

型的晚會，甚至金馬獎頒獎典禮，主持人腳本都是由專門安排節目的企畫或是編劇來撰寫的，

主持人其實只要熟悉流程與講稿內容就可以了..... 

詢問之後發現，原來 Ali 不但要負責音樂會主持人的工作，她還要負責分配志工媽媽們

的工作......所以也就是說，明天一整天的彩排，主持人是無法參與的...... 

承辦過不少大型活動的我，從來沒遇過這樣的難題，有遇過無法參加彩排的藝人或表演

團體，但還真沒遇過不能來彩排的主持人...... 

不過 Ali 老師告訴我，因為「原聲」的人力資源很有限，再加上阿貫老師堅持「玉山星

空音樂會」的主持人，一定要由布農族自己來擔任，因此就算有能力邀請知名主持人，阿貫

老師也不會允許...... 

站在專業的立場雖然我無法理解這個決定，但卻能理解阿貫老師堅持的理由~~因為這是

屬於「布農族」的音樂盛會，即使戴上「國際演出」的光環，這個大原則還是不能因此改變！

布農族的生活型態可以改變、觀念可以改革，但卻不能失去布農族的根本價值，這才符合原

聲創立的理念~~~ 

好吧！這個理由說服我了..... 

於是我們在寫好主持人腳本之後，被我臨時抓上山當志工的媒體同業夥伴－黃小琪，開

始協助製作主持人手卡，希望主持人在沒有彩排的情況下也能跟得上進度...... 

終於在凌晨四點多，我們收工了......OH~不！是中場休息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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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3 月 23 日 AM9:00 天氣：晴 地點：羅娜國小 

 
據說往年「玉山星空音樂會」，因為都固定在三月舉辦，經常會遇到下大雨的窘境，雖然

在 Bukut 校長帶領大家虔誠禱告之後，都能奇蹟似的放晴，但總是令「貫藍」老師捏了好幾

把冷汗，甚至在去年阿貫老師還向校長提出要改月份舉辦的建議，所以搞得我也有點擔心。 
因為畢竟今年的音樂會相當盛大，而且是完全露天沒有搭棚；不過這一切的擔憂，就在

我被手機的鈴聲喚醒，窗外耀眼的陽光透過地面瓷磚，折射進入我眼簾的那一刻起，隱憂的

念頭就已消逝了。窗外斑斕陽光配上湛藍的天空，偶而飄過幾朵單薄細長的白雲彩，果真是

個不折不扣的好天氣.....感謝主賜予我們這麼美好的天氣..... 
一抵達羅娜國小，我和另外兩位工作夥伴就先到校長室找 Ali 老師，確認下午集合對稿

順流程的時間，雖然主持人不能參加彩排，但順流程是一定要的，這一點我也相當堅持，只

是一進校長室，就看見 Ali 老師身邊已經圍著一群學生和幾位志工媽媽，他們在分配較細部

的工作，除了動口，Ali 老師的手也沒閒著，又是打字又是列印資料的，好不忙碌...... 
很識相的我們，在和 Ali 老師約定好時間之後，就開始分頭執行自己的工作不敢再多打

擾...... 
 
2013 年 3 月 23 日 PM1:00 天氣：晴 地點：羅娜國小操場 
 

在上午確認完硬體與樂器架設之後，下午一點鐘就是正式彩排的時間，所有工作人員開

始上緊發條蓄勢待發，在各個崗位執行自己的任務！ 
 
雖然這場音樂會的志工是來自四面八方，但彼此合作時，都能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凝聚力

量，完全不輸給專業的活動團隊，許多突發狀況，大家也都能各自找到解決的方法，我想這

是「原聲魔法」再度發揮魔力的時刻...... 
 

在硬體架設的同時，「長榮交響樂團」的表演樂器也同步進行組裝與定位，由於「長榮交

響樂團」是一個國際級的表演團隊，表演陣容相當龐大，而且並沒有因為表演地點是在山區

部落而有所精簡，因此今年的舞台設計也特別為了「長榮交響樂團」將深度與寬度加碼，與

一般的舞台設計比例大不相同！ 
 

舞台空間問題雖然已經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就解決了，但戶外收音卻是個大工程，因為

樂器種類多，而且隨著樂器的不同，收音的麥克風也不一樣，再加上「長榮交響樂團」除了

有自己的交響樂表演之外，還要跟「南王姊妹花」與「原聲童聲合唱團」合作，因此光是在

收音的部分，就是一項大挑戰。 
 
況且音樂會最重要的就是收音和音響的呈現，這與一般演唱會或頒獎典禮，又有很大的

不同，雖然演唱會也重視音響效果，但至少在收音上不會遇到這樣的難題；除了要收樂器聲，

還有「歌手」與「合唱團」的聲音要同步 Mix，只要聲音調整的比例不對，觀眾就無法欣賞

到最完美的演出；因此「貫藍」老師還特別邀請另一位音樂總監（也是志工的一員）來負責

監聽，並與 PA（音控）溝通，協調出最好的收音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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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3 月 23 日 PM3:00 天氣：晴 地點：羅娜國小操場 
 
下午三點鐘，攝影工程班與導播也抵達現場，在這之前，兩位資深攝影師早在上午 11 點

就已經先抵達現場勘景，協調攝影檯架設的位置；因為舞台深度較深，因此攝影機的位置也

要做不同的調整，由於「原聲童聲合唱團」的表演位置是在最後方的階梯舞台上，因此如果

按照原本的攝影位置，攝影機是拍不到小朋友們的，因此我們捨棄一號機的攝影高台（最左

邊的攝影機），直接讓一號機上到左舞台，並且以活動式的攝影腳架來移動拍攝，希望能拍出

較多變的鏡頭。 
 
2013 年 3 月 23 日 PM5:20 天氣：晴 地點：羅娜國小操場 

 
所有彩排將近在五點多左右結束，距離正式表演時間只剩下不到一個小時，舞台上的燈

光也還在做最後的調整，而我們美麗的主持人 Ali 老師，也在這個時候盛裝出現了，平時打

扮樸素，臉上不沾一點脂粉的 Ali 老師，此刻不但濃妝上陣，還在化妝的同時，補上鮮紅色

的指甲油，腳上的高跟鞋大概也有將近 12 公分左右的高度，整個人變得超有架勢，讓人眼睛

為之一亮！ 
由於 Ali 老師忙完志工組的工作後，才能有時間去化妝，因此五點半便當送來的時候，

我和 Ali 老師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吃飯，不過以往我在辦活動的習慣，在正式開場前除

非一切就緒，不然我是不吃東西的，我比較擔心的是主持人如果沒吃飯，萬一體力不支......
那可就糟糕了...... 

 
於是我逼著主持人多少要吃一點，請她邊吃飯，邊和我順手卡（主持人 Rundown 腳本），

老實說邊吃飯邊順 Rundown，除非是專業級藝人或經驗老道的主持人，才有可能「吞」得下

去，這一點我倒是沒有考慮到，於是 Ali 老師真的只有隨便吃兩口飯，就放下餐盒了，而且

看得出來她相當緊張..... 
 

眼看距離晚會播放影片的時間，只剩下不到 15 分鐘，舞台上方和舞台前方的 Spot Light
也都還在調整，但因為時間一直逼近，「貫藍老師」也一再交代今年不可以再 Delayed，時間

一定要掐得剛剛好，於是顧不了燈光的進度，大約 6 點 15 分，電視牆就開始播放「原聲」的

影片，在播放影片的過程，好不容易燈光才調整好，攝影機也才有辦法開始對白（色溫矯正）。 
 
由於這次使用的攝影機是高畫質 HD，因此非常「吃光」！在光線不足的情況下，對於

錄製出的影像畫質會有直接的影響，再加上 Spot Light 定位的距離有點遠，瓦數也不夠，擺

放的位置偏在面對舞台的左邊，所以無法集中投射，不過從這些小細節中我才深深感受到在

高山上要舉辦演唱會的難度是有多麼的高...... 
 
2013 年 3 月 23 日 PM6:35 天氣：晴 地點：羅娜國小操場 
 

在一切就緒之後，此時天色也已接近昏暗，當我目光轉向觀眾席，準備要按下手中的對

講機時，才注意到這時候的台下早已滿座，根據後來的人數統計，當天的觀眾人數至少將近

2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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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2 千多人的湧入，讓原本空曠的羅娜國小操場，瞬間變成一座露天的森林小巨蛋...... 
我按下手中的對講機，請音控師播放開場樂，晚會正式開始了..... 

 
率先表演的第一個團體是｢Lileh 之聲布農族傳統音樂合唱團｣，這 13 位團員都算是部落

長老級的人物，歲月雖然會在每個人臉上留下痕跡，但卻改變不了他們童真般的心靈，他們

透過天然雄厚的歌聲，唱出屬於部農族堅定的靈魂與精神，簡單的幾樣節奏樂器，更襯托出

他們最純樸、真切的嗓音。 
或許我們這種「平地人」真的很少有機會能這麼近距離欣賞原住民的傳統歌舞表演，這

個開場演出，令我印象深刻與震撼，感覺他們就算不用麥克風也能透過嘹亮渾厚的歌聲，穿

透整座山谷..... 
 
第二個表演的團體是｢博凱愛樂口琴交響樂團｣，由於口琴屬於多簧片的結構，因此樂器

本身就具有和聲的基礎，運用不同聲域的口琴，交織出豐富多采的樂曲，一曲「魔法公主-
阿席達卡傳奇」讓現場的聽眾，彷彿置身於童話故事的場景中，完全沉溺在童話音樂的國度

裡..... 
國際知名的「長榮交響樂團」排列在第三個表演，以表演長度來看，「長榮交響樂團」算

是整場音樂會的主秀，站在舞台正前方是身影嬌小的莊淑貞指揮。在彩排的時候，莊指揮穿

著休閒，坐在指揮台上也只是輕鬆揮灑手中的指揮棒，感覺相當優雅愜意；但當正式演出的

這一刻，我所看到的，是一個身穿黑色西裝，帥氣大方，並且充滿自信的大指揮家！ 
 
這一刻腦中所思考得並非性別或是外型的問題，而是被她那強大的音樂靈魂所吸引的震

撼感，跟下午彩排我所見到的莊指揮完全判若兩人。果然在整場演出過程中，她的一舉一動

都能讓人感受到，隱藏在她嬌小身軀裡的巨大能量，透過手上小小的指揮棒，傳遞給每一位

團員，而團員們也透過自己音樂的靈魂，將音符編織成美妙的旋律，飄揚在山谷間..... 
這是個令人敬佩的音樂團隊，也是個能讓人在心中肅然起敬的團隊，我想這就是當一個

團隊的意念，能在瞬間合一所產生的和諧之美與感動吧..... 
 

「長榮交響樂團」的表演在接近八點鐘的時候順利結束，但緊接著還要跟「南王姊妹花」

攜手合作演出「神話」，因此團員們還是繼續留在台上，直到「南王姊妹花」唱完「神話」之

後，「長榮交響樂團」才能有時間下台「喘口氣」，因為在南王表演完之後，他們還必須再次

回到舞台上與「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一起合作演出..... 
 

最後的壓軸表演，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原聲童聲合唱團」與「長榮交響樂團」的首次

合作演出！在彩排的時候，由於校長的嚴厲再加上氣氛的緊張，孩子們的臉上沒有太多笑容，

甚至還帶著緊張與嚴肅，但當他們真正換上表演服裝，準備要上台的那一刻，每個孩子臉上

都顯露出自信與榮耀，.....這一刻我終於可以真正領悟，為什麼校長與「貫藍老師」要如此不

畏艱難的成立「原聲教育協會」，放著悠閒的退休生活不過，寧願選擇每天勞碌奔波..... 
 
我想對於這群孩子來說，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是主美意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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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3 月 23 日 PM9:15 天氣：晴 地點：羅娜國小操場 
 
整場音樂會在「原聲」的「拍手歌」中，圓滿落幕，這其實已經是第五首「安可曲」了，

現場所有的觀眾都隨著輕快活潑的節奏律動起來，音樂會瞬間變成一場大型的嘉年華會，2
千多人同時發出的「拍手聲」，那種震撼迴蕩在整座山谷中..... 

一個不華麗，卻具有相當深度的音樂會；一個看似簡單，卻又如此不平凡的音樂饗宴..... 
這.....就是「玉山星空音樂會」！ 

期待明年此刻，在滿天星斗下，我們能再次重逢，願主賜予「原聲」更多美妙與豐盛的

恩典，感謝讚美主！ 
 

看見台灣 仰望齊導 
黃沿禎 

 
看到了電影尾聲，與原聲一群孩子攀登玉山的畫面，心臟突然不由自主地奮力狂跳，來

到最後在主峰高歌用力揮舞國旗的片段，想起那天齊導來回盤旋在台灣的最高處，安靜的電

影院裡，彷彿聽見登頂前如滔天巨浪般洶湧的風聲，大力喘氣心臟咚咚地作響，上一次那麼

用力地活著是什麼時候？  
電影結束，字幕一行一行地跑過，驚訝地看見自己的姓名寫在一角！許多觀眾也嘰嘰喳

喳地指著螢幕討論，討論自己和朋友的參與的部分。這正是電影最動容的部份，有一個人許

下了願望，而這個夢想和決心感動了更多人，從幕前到幕後，每一個故事每一個人物，都是

讓夢想成真電影成功的力量。  
齊導是一個特別親切的人，魁武的身形與洪亮的笑聲，讓人初次見面就很難忘記。他說

一個攝影師的黃金歲月有限，希望在自己老眼昏花手顫腿麻之前，可以用鏡頭好好紀錄台灣，

遂放棄了優渥的退休金，毅然舉債投入了電影的拍攝。或許就是這樣的決心，讓他聳立的身

影遠比看到的還要更高大，可以肩負沈重的器材與磨人的行程，負荷變化詭譎的高空拍攝風

險。 藉著齊導的眼睛，看見了台灣，看見了眾人的偉大與自身的渺小，幾萬小時的拍攝，高

潮起伏的配樂，感性堅定的旁白，熱情揮舞的人群。到底他的生命與活力，恰恰是為了這樣

的夢想而誕生？又或者這樣的夢想使他發光發熱，讓生命充滿活力。  
偉大或許不是這部電影的初衷，但在追求夢想的過程，成就了自己也成全了別人，讓每

一個參與的角色乃至於觀賞的群眾，都感受到自己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沒有機會用這

樣的視野看見台灣，這些美麗的波瀾壯闊的高山平原海洋流水，這些哀愁的地滅天崩的山川

變色環境污染。  
地理課本的地名，突然鮮活地立體地站了起來，各種地形岩層海岸風貌的特色，瞬間都

擁有了意義，背誦了再多的課本文字，卻也比不上一眼的感動存在。如果在學習的時候，看

過齊導的高空攝影作品，可能會更了解地理對於人類的意義，而更愛惜我們居住的土地，獨

一無二的島嶼。  
走在玉山的路上，從未想過自己的一小步路，走進了一部偉大的電影。齊導用他的夢想

與決心，匯聚了各方優秀的力量，完成了這部作品，並再次證明：台灣最美的風景確實是人，

而你，也該走進電影院，看見你未曾看見的台灣。 
感激原聲的大小朋友，感謝齊導與台灣阿布電影工作團隊。 
我想我會一直記得，心臟如此跳動生命如此美好的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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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南投縣信義鄉玉山星空音樂會實施計畫                      
壹、緣起 

        星空、草地，還有音樂… 
    為了充實部落生活內涵，鼓舞學童家長及部落鄉親，南投縣信義鄉公所和台灣原聲

教育協會仿效德國柏林愛樂在溫布尼舉行的夏日森林音樂會模式，於 2010 年在海拔近千

公尺的羅娜國小操場舉辦首屆露天「星空音樂會」，讓一生可能沒有機會到國家音樂廳欣

賞藝文表演的族人，在星空、草地和群山環繞下，能夠聆賞國際級的音樂演出，在大自

然的懷抱裏輕鬆愜意的欣賞音樂。 
    在信義鄉公所和原聲教育協會的共同努力下，星空音樂會已從單純的地方活動，發

展成為台灣年度音樂盛事。活動結合地方觀光資源，也邀請外地民眾到玉山下欣賞美妙

音樂，順便悠閒採梅、泡溫泉及欣賞原住民手工藝品，體驗布農文化之美。2013 年有近

二千位民眾上山聆賞音樂會。 
   2014 年玉山星空音樂會已邁入第五個年頭，這一年音樂會的內容是否有更深刻的意

義呢？為此特別邀請「逆光飛翔」影片中的盲眼鋼琴家黃裕翔、殘障青年所組成的廣青

合唱團、有台灣百老匯美譽的天作之合劇場、來自南美洲玻利維亞的老鷹印第安樂團，

以及在地的東光布農合唱團和原聲童聲合唱團共同演出。音樂會主題為「星空下的陽光 - 
Give me five, Give you light」，期待在玉山星空下，這場盛宴能讓您感受到宛若陽光般明

亮溫暖的能量，而那山谷中迴繞的美好樂聲，將成為一生中難忘的回憶… 

貳、目的 

一、提供部落優質藝術活動，鼓舞學童家長及部落鄉親 

二、推動健康休閒生活，學習聆賞音樂會禮儀 

三、充實部落生活內涵，培育藝術人文素養 

參、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肆、主辦單位：信義鄉公所、羅娜國民小學、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伍、協辦單位：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南投縣政府信義鄉衛生所、信義鄉鄉民代表會、

信義鄉農會、羅娜村辦公處、羅娜社區發展協會、羅娜社區部落會議、羅娜基督長老教

會、羅娜天主堂、信義鄉各國民中、小學 

陸、贊助單位：八方雲集食品有限公司、元大文教基金會、中國國際商業銀行文教基金會、

晶豪科技教育基金會、傳承教育基金會、慧智文教基金會、磊山保險經紀人公司 

柒、演出時間：2014年 3 月 15日(星期六)18:20~21:00(18:00入場) 

捌、演出地點：南投縣信義鄉羅娜國小運動場 

玖、演出單位 

一、羅娜國小合唱團+原聲兒童打擊樂團 10’ (1820~1830) 

二、東光布農合唱團 10’ (1845~1855) 

三、黃裕翔鋼琴獨奏 15’ (1855~1910) 

四、廣青合唱團 25’ (1910~1935) 

五、天作之合劇場 35’ (1935~2010) 

六、老鷹印第安樂團 25’ (2010~2035) 

七、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黃裕翔伴奏）25’ (203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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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單位簡介 

東光布農合唱團 
布農族最為人知的是《祈禱小米豐收歌 pasibutbut》（俗稱「八部合音」），也是早已聞名

於世的音樂瑰寶。但多年來在主流文化衝擊和耆老凋零的現實下，許多布農古調已逐漸失傳！

有鑑於此，2013 年 12 月信義鄉公所和原聲教育協會攜手合辦第一屆「信義鄉布農古調詩歌

比賽」，以豐厚獎金吸引鼓勵各部落組團參加比賽，冀望藉此活動能維繫布農古調歌謠的傳

承，並發揚布農合唱藝術之美。信義鄉是布農族的大本營，族人遍布於 14 村 11 個部落中，

其中東埔村海拔最高最偏遠，由該部落東光教會教友所組成的「東光布農合唱團」，在比賽時，

以最虔敬的聲音，匯成一股強有力的神秘天籟，其歌聲深沈厚重而滄桑，如玉山般直達天地

神祇，一舉奪下第一屆比賽冠軍。在本次玉山星空音樂會中，東光布農合唱團受邀將表演 3
首布農古調詩歌，誠屬機會難得。 
 

黃裕翔 

1987 年出生於台中，畢業於國立臺中啟明學校、國立臺灣藝術大學音樂系，為國內第一

位主修鋼琴的全盲音樂學士，目前從事演奏、編曲、配樂等工作。 
裕翔的音樂風格橫跨古典、爵士、流行、拉丁等類型，是台灣極少數能將各種音樂風格

與樂種融會貫通的鋼琴與鍵盤演奏家，其現場即興的演出實力更是令聽眾如癡如醉、令許多

專業演奏家驚豔折服。 
求學期間曾獲第三屆總統教育獎，裕翔不僅與國家交響樂團、長榮交響樂團在音樂會上

合奏，也是多位華人重量級歌手，如江蕙與製作人指定合作的對象。活躍於國內外樂壇的他，

演出足跡遍及國內與日本、澳洲等地。 
2012 年以他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的台灣電影“逆光飛翔”，不僅使裕翔變身為電影男主

角，也為他獲得 2012 年金馬獎年度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以及 2013 年米蘭電影節最佳男主

角的榮譽。 
戲裡戲外，裕翔以他的生命經驗感動、鼓舞了許多人，自幼雙眼全盲的他說：「聲音讓我

感覺到世界的顏色與樣態」，雖然他的世界總是天黑，但是從他指尖流露出的音符，卻讓世人

看到絢麗的彩虹。 
 

廣青合唱團 

廣青合唱團是以殘障青年為主並結合一般社會青年，自力組成的業餘混聲合唱團，於 1980
年由廣慈博愛院籌組創立。成立以來，除每年定期公演外，常接受社會各界文教慈善機構之

邀請演出，深獲各方好評。 
廣青取「廣」召愛樂「青」年之意，不斷與各方愛樂青年廣結歌緣。多年來，歷經蔡長

雄、沈錦堂、李圖南、郭月足、陳雲紅、房樹孝、唐天鳴及傅湘雲等指揮的用心指導帶領下，

廣青的音樂實力日進一日，更上層樓。現任指揮為朱元雷老師，朱老師熱愛音樂，現為台灣

合唱音樂中心的流行爵士藝術總監；其合唱經驗豐富，專業素養深厚，領導廣青合唱團與時

俱進地呈現各種不同的曲式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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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85 年廣青連續榮獲全國音樂比賽亞、冠軍優等獎，1985 年起每年展開全省巡迴演

唱。1998 年赴日本寶塚參加「第十五屆國際室內合唱比賽」，富有生命力的歌聲感動全場，

一舉贏得混聲組銀賞及總成績第三名殊榮，名揚海外。2000 年 7 月廣青在北京市「第五屆中

國國際合唱節」中勇奪金牌，全體團員成功登上長城居庸關，並與大陸殘障團體相互交流演

出。2006 年 7 月第四屆世界合唱比賽在廈門舉行，有來自世界各地近四百個合唱團體參加，

廣青是眾多參賽者中唯一的殘障合唱團，勇奪混聲室內組與無伴奏宗教音樂組雙料銀牌。 
2008 年再赴中國大陸蘇州市參加「21 世紀國際合唱比賽」，榮獲民謠組及無伴奏混聲組

雙料金獎，並勇奪大會總冠軍及最佳指揮，共四項大獎。2012 年 7 月遠征義大利佛羅倫斯國

際合唱比賽，以優異的演唱勇奪「室內合唱組」金牌第一名、「混聲合唱組」銅牌第三名、

「重唱組」銅牌第三名及「最佳男聲獨唱獎」四項佳績。2013 年 7 月前往泰國巴達雅參加世

界國際合唱賽，榮獲一枚金牌及一面銀牌。 
廣青期望為殘障朋友打開一扇門，走出禁錮的自我，走入人群、走入社會。在此目標下，

期能用專業美妙的歌聲現身說法，鼓舞、安慰他人，進而服務社會，樹立「殘而不廢，障而

無礙」的嶄新形象。 
 

天作之合劇場 Perfect Match 

完美的火柴，完美的音樂劇組合！ 
音樂劇是近年來最受矚目的娛樂型態，它超越了流行歌曲、古典音樂、純戲劇、演唱會、

娛樂秀等多種表演形式，取得藝術與娛樂性兼具的優勢，其難以複製的現場歌舞魅力，更有

別於影像化的電影藝術，而音樂劇的娛樂產值與市場潛力，幾乎可與好萊塢電影工業分庭抗

禮，它不只是都會文化藝術的表徵，更是娛樂與商機相輔相成的佳例。 
「天作之合」由台灣一群頂尖的音樂劇工作者組成，從 2006 年的一場「中文音樂劇沙龍

音樂會」開始，「天作之合」便與台灣音樂劇結下了不解之緣，之後的沙龍音樂會《2007 天

作之合》、《2008 趙詠華與天作之合》、《2010 我有一個戀愛－程伯仁演唱會》都成為國內音樂

劇迷津津樂道、一票難求的演出。為了延續「唱歌自己的歌給朋友聽」的初衷、為了不忘身

為中文音樂劇中堅份子的使命，「天作之合劇場」正式於 2013 年成立，以演唱中文音樂劇為

職志，以發揚台灣音樂劇為願景。 
「天作之合」心目中的台灣音樂劇，不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藝術，也不是浮誇變調的文創

產業，它是巷弄間的大眾娛樂，是存在於都會之心的美妙感官體驗。由天作之合劇場的音樂

劇演員演出台灣音樂劇選粹，精挑細選出過去十年的台灣音樂劇作品，是我們對台灣文化的

解釋、熱愛與期許，更是對故鄉滿懷感恩，台灣是我們的創意發展中心，我們期許往土地紮

根，向世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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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鷹印第安樂團 The Eagles Indian Group 

來自南美洲玻利維亞的 Edgar Mendoza 與 Nelio Mendoza 深受安地斯山脈千年文化藝術

的影響，於 1994 年成立「老鷹印第安樂團」。在這美麗的國度裡，老鷹印第安樂團將安地斯

山脈特殊的音樂旋律加入了特有的表演方式，延續古安地斯山脈的樂器，如排笛、鼓等，創

作出一首首撼動人心的樂曲，彷彿是重新出發、令人耳目一新的印第安潮流…。 
大部分的美洲印第安人認為，老鷹與牠的羽毛有特別的意義，象徵真實的「心靈願望」

展翅高飛。印第安人高舉老鷹以示最崇高的尊敬，被授予老鷹羽毛的人擁有極高的榮耀。因

此該樂團亦以老鷹為精神象徵，為世界各地帶來獨特又撫慰心靈的南美洲安地斯山脈音樂。 
廣受歡迎的老鷹印第安樂團經常受邀至歐洲及亞洲等地表演，經過多年累積的國際表演

經驗與感受，他們決定定居於充滿人情味的－台灣！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成立於 2008 年 6月，隸屬「台灣原聲教育協會」，羅娜國小校長馬

彼得擔任團長兼指揮，台中市北屯國小音樂老師趙慧菁為鋼琴伴奏。目前有百餘人，皆為南

投玉山山麓各部落的原住民孩童。大多數團員家境困難，但他們認真學習、用心唱歌，其歌

聲來自心靈深處，清澈、純淨又和諧，彷如天籟。2010年 5月應邀赴上海世界博覽會於台灣

館開幕典禮中演唱，2011年受邀於百年國慶大典中，以布農語、客語、台語、華語演出「百

年禮讚組曲」，2013年 7月應邀於美國加州 City Fremont 慶祝國慶升旗活動中演唱美國國歌，

同年 10月 10日再度受邀於國慶典禮中領唱國歌。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希望透過教育，培育原住民孩子成為具有使命感的典範，以帶動部落

成長；也希望透過具有國際水準的合唱團，保存傳揚原住民傳統音樂，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 

 

2013 年南投縣信義鄉布農詩歌合唱比賽實施計畫                     
壹、宗旨 
  一、傳承發揚布農歌謠，領悟布農文化之美 
  二、提供各社區、教會詩歌交流觀摩，提升詩歌演唱水平 
  三、以音樂影響社會教化，涵養社區優質生活 
貳、指導單位：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行政院文化部、南投縣政府 
叁、主辦單位：信義鄉公所、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肆、協辦單位：同富國中、羅娜國小、各村辦公室及鄉內各教會 
伍、比賽項目：布農詩歌合唱比賽 
陸、比賽地點：同富國中禮堂 
柒、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起 
捌、參賽資格：凡鄉內各社區、各教會皆可組隊參加，唯社區或教會只能派一隊參賽 
玖、報名：參賽隊伍請於報名截止日 2013 年 11 月 29 日(五)前，將報名資料 

以郵寄掛號或親送至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玉山路號信義鄉公所 
全妙霜小姐收（以郵戳為憑，逾期恕不受理） 

          電話：049-2791515#123，0921-495027  Email：lagus24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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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比賽辦法： 

一、比賽曲目：由大會選擇三首指定曲，由參賽隊伍自行選擇一首演唱，自選曲則必須

演唱布農古調詩歌，不符規定者，則不予計分。 
 指定曲如下： 
(一)Mintamasaz(金國寶作曲、作詞) 
(二)Maciskuna taisan(布農聖詩 43 首)唱 1、2 節 
(三)Iesu hai Sasbinaz daingaz(布農聖詩 472 首)唱 1、2 節 

二、比賽人數：每隊至少 20 人(不含伴奏與指揮)，最多 40 人，不足或多出者，每不足

或多一人則扣總平均分數 0.5 分，依此類推。 
三、比賽規則： 

1. 演唱曲目與報名曲目不符者，一律不予計分。 
2. 演唱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自第一首歌指揮下手式開始起開始計時，指揮離開舞

台時結束計時(無指揮者以隊伍開始離開舞台時結束計時)。到時前不按鈴警示，時

間一到按鈴一長聲，逾時即開始扣分，逾時每 1 分鐘扣總平均分數 0.5 分，不滿 1
分鐘以 1 分鐘計，依此類推。 
3. 比賽演出人數應與報名表列相同，不含指揮伴奏不得超過 40 人，最少不低於 20
人，演出時可依樂曲之實際編制變換隊形。 
4. 本比賽提供鋼琴，其他無調性打擊樂器請自行準備。若因歌曲特殊需要，得以自

行錄製之卡式音樂帶、ＣＤ或自備之樂器伴奏。 
5. 比賽將依序進行，各隊報到時間請依主辦單位之通知（公布），於報到時間前完

成報到手續，並在場內安靜等候上台演出。參賽者應於司儀唱名時立即進入舞臺開

始表演，若唱名三次未進場者，視同棄權。 
6. 評分標準：音色 40％、音準 20％、演唱技巧 20％、指揮（伴奏）10％、整體藝

術表現 10％。依照分數之高低評定名次。比賽結束後，當場宣布成績並頒獎。 
7. 車馬補助：凡參加比賽者由大會補助車馬費每隊 5,000 元。 

拾壹、獎勵 
一、依成績取最優前五名及優等三隊頒發獎金與獎盃，未得名隊伍由大會頒贈紀念品。 

獎金金額如下： 
      第一名獎金 80,000 元      第二名獎金 60,000 元 
      第三名獎金 50,000 元      第四名獎金 40,000 元 
      第五名獎金 30,000 元      第六名獎金 20,000 元 
      第七名獎金 10,000 元*2 
二、獲得第一名之隊伍並於 103 年 3 月辦理之玉山星空音樂會中擔任演唱。 
拾貳、經費：本次比賽經費由信義鄉公所及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共同籌措。 
拾叁、附註 
一、比賽當日由大會依報名人供應午餐，故報名請確實。 
二、為尊重智慧財產權及出版權法，除主辦單位外，未經演出隊伍同意，他人請勿錄影或錄

音。 
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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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縣立中小學實驗教育學校設置要點                         
     102 年 10 月 30 日府教學字第 1020217362 號函公布 

一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發展各校特色，促進教育之多元化，協助本縣學校推

動實驗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實驗教育學校係指依據本要點，向本府提出申請辦理實驗教育計畫，非以

營利為目的，採用實驗課程辦理之教育，經本府同意者。 

三 實驗教育學校得按其辦理主體，依下列方式為之： 
一、自辦式：由縣立中小學獨立辦理，上課地點在各校校園內。 
二、合作式：由縣立中小學與有意願協助辦理實驗教育之個人或民間機構團體合作辦

理，上課地點在各校校園內或其合作單位內。 

四 實驗教育之內涵及方式如下： 
一、課程內涵：必須符合中小學課程綱要辦理，必要時得額外增加相關實驗教育之課

程。 
二、授課時間：分上、下學期制辦理，必要時得增加夜間、假日及寒暑假實施。 

五 實驗教育之上課方式分為下列二種： 
一、抽離式教學：於相同學習領域上課時間，將參加實驗教育課程之學生抽離至其他

地點上課，實施分組教學。 
二、外加式教學：參加實驗教育課程之學生得利用晨光時間及午休時間，進行學習。

六 學校有意願申請辦理實驗教育，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實驗教育計畫，至遲於每年一

月三十一日前提出。 
前項申請書及實驗教育計畫，應分別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書：申請學校、實驗教育之對象、期程及聯絡方式。 
二、實驗教育計畫：實驗教育之名稱、目的、方式、組織編制、內容（含課程與教學、

學習評量及預定使用學校設施、設備項目等）、申請學校校長與參與實驗教育人員之相

關資料及預期成效。 
三、教學資源及參與實驗教育人員之相關資料。 
四、學生名冊。 
五、計畫經費來源及財務規劃。 
實驗教育計畫期程，國小最長為六年，國（高）中最長為三年；實驗教育計畫有變更

時，應檢具變更後之實驗教育計畫，報經本府同意。 
申請書或實驗教育計畫不合規定之程式者，應通知申請學校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得不予許可。 

七 本府為審議實驗教育之申請許可、變更、續辦及其他相關實驗教育事項，應組成實驗

教育學校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 
前項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由本府就熟悉實驗教育之下列人員聘（派）兼之，

任一性別委員不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一、教育行政機關代表二人至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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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或學者代表二人至三人。 
三、校長及教師代表二人至三人。 
四、家長代表一人至二人。 
五、教育相關團體代表一人至二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行聘（派）兼，其

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審議會主席，由本府派兼之教育行政機關代表中之一人

擔任。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八 實驗教育之申請、變更或續辦，應經審議會之決議。審議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數議決之。 
審議會開會時，應邀請申請學校代表列席陳述意見。必要時，得邀請合作之個人或民

間機構團體代表列席。 

九 審議會審議實驗教育計畫時，應考量下列因素： 
一、學生受教育權之保障。 
二、計畫內容之合理性及可行性。 
三、授課安排時間之適當性。 
四、申請學校校長與參與實驗教育人員之資格及專業能力。 
五、計畫經費來源、財務規劃之健全性及收費規定之合理性。 
六、預期成效。 

十 申請辦理實驗教育學校，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本府同意辦理。 
本府應於受理前項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同意與否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個

月，並通知申請學校。 

十一 申請辦理實驗教育學校經審議通過後，其參加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籍應設於實驗教育學

校。因故停止實驗教育之學生，應返回戶籍所在學區學校或其他公、私立學校就讀。

違反者，依強迫入學條例處理。 

十二 實驗教育學校之招生原則如下： 
一、招生對象不受現行學區限制，但以設籍先後或抽籤方式決定入學優先順序。 
二、實驗教育，每班學生人數不得超過二十九人，並不得以學生之認知測驗結果或學

校成績評量紀錄作為入學標準。 
三、每班不得低於十人。 

十三 為因應實驗教育學校教學之特殊需要，其教師聘用原則如下： 
一、專任教師：優先聘用實驗教育學校正式編制內之合格教師。 
二、外聘教師：由學校依發展需要，在持有各該類科合格教師證書且在有效期間者之

合格教師或已取得相關機關認證合格證書者或具有相關專長者中聘任之。 

十四 辦理實驗教育學校者，每學年度應擬訂實驗教學計畫，於每一學年度結束後，應提出

年度報告書，並於實驗教育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成果報告書，報本府備查。

十五 本府為了解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習，每學年得邀集審議會委員組成訪視小組，或委託相

關學術團體或專業機構進行輔導或訪視。必要時，並得請辦理實驗教育之學校進行成

果發表；於訪視前，應公布訪視項目，訪視後，應公布訪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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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訪視結果不佳者，本府應予以輔導；訪視結果優良者，得予獎勵。 

十六 本府應於實驗教育計畫期滿四個月前，辦理成效評鑑，經評鑑通過者，得依第六點第

一項所定期限，檢具實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書及後續辦理之實驗教育計畫，向本府申

請續辦。 

十七 實驗教育學校如違反實驗教育計畫，本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停止原實

驗教育計畫之執行。 

 

原聲大事紀                                                   

2008.05 台灣原聲音樂學校及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誕生於南投縣信義鄉玉山山腳 
2009.06 公益發行《唱歌吧》專輯入圍第 20 屆傳統藝術類「金曲獎」最佳傳統歌樂專輯獎 
2010.01 接受廈門市台胞及台商聯誼會邀請，首次於海外演出 
2010.03 公益發行之《唱歌吧》紀錄片，獲第 32 屆「金穗獎」最佳影片首獎 
2010.05 受邀參加上海世界博覽會台灣館開幕典禮演出 
2010.08 Bukut 團長獲選為遠見雜誌『新台灣之光』99 位人物之一 
2010.10 受邀於中央研究院演唱，為國內首次專場演出 
2010.12 參加新竹「築愛慈善音樂會」演出 
2011.05 於國家音樂廳和國家國樂團聯合演出 
2011.06 與哈佛大學鱷魚合唱團於東埔國小同台演出 
2011.07 參加香港國際青少年合唱比賽獲童聲組金獎及民歌組銀獎 
2011.10 於建國百年國慶大典中演唱「百年禮讚」組曲 
2011.11 公益發行《不只唱歌吧》音樂專輯和紀錄片 
2012.02 受邀於台南奇美博物館演藝廳及樹谷園區演藝廳專場演出 
2012.03 受邀赴北京柏萊沃古典音樂俱樂部於金融家年會「寶島之夜」專場演出 
2012.08 於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為創世基金會募款專場慈善演出「愛築家園」音樂會 
2012.09 原聲兒童打擊樂團誕生 
2012.11 受邀協助齊柏林導演空拍紀錄片「看見台灣」登玉山主峰於峰頂演出 
2012/11 參加南投縣政府「全民運動會」開幕典禮演出 
2012.12 參加新竹「築愛慈善音樂會」演出 
2013.07 受邀出訪美國加州參加國慶領唱國歌及國慶遊行、巨人大聯盟球場、Children 

Discovery Museum、Forest Lawn Museum、UNITY Conference、ICICE 全球華文網路

教育研討會、Facebook 總部獻唱，並於舊金山及洛杉磯劇院演出兩場專場音樂會 
2013.08 受邀於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專場演出 
2013.10 受邀參加國慶典禮領唱國歌 
2013.10 原聲A capella合唱團誕生 
2013.11 受邀與長榮交響樂團於中興大學惠蓀堂聯合演出 
2013.12 受邀於總統府「總統文化獎」頒獎典禮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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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2 屆會員大會第 3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13 年 1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2:00～4:00 
會議地點：台北市立建國高中資源大樓 5 樓會議室（台北市南海路 56 號） 
主    席：廖阿貫                     紀  錄：孫藍蔚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報告出席人數 
貳、大會開始 
參、主席致詞：略。 
肆、報告事項 
一、理事會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伍、討論提案 
案由一：本會「2012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金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錄及基金收支」

案（如 2012 年報及大會所附資料），提請討論。 
說  明：本會「2012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金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錄及基金收支」

案業經本會第二屆理、監事聯席會第 9 次會議審查通過，擬於提請大會討論通過後，陳報內

政部核備。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本會「2013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如 2012 年報），提請討

論。 
說  明：本會「2013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業經本會第二屆理、監事

聯席會第 9 次會議審查通過，擬於提請大會討論通過後，陳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通過。 
 
陸、臨時動議：無。 
 
柒、原聲音樂學校學生成果發表曲目(下午 3:30~4:00) 

1. tankaun hanvang 牽牛（布農語） 
2. 四季紅（台語） 
3. 桃花開（客語） 
4. 心肝寶貝（台語） 
5. 更高處（國語） 
6. 耶和華祝福滿滿（台語） 
7.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玖、散會（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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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2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13 年 3 月 9 日（星期六）14:00～17:00 
開會地點：台北市市民大道 3 段 208 號 3 樓 
主    席：廖阿貫                      紀  錄：孫藍蔚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理    事：尤美女、江睿智、林基興、林靜一、邱媛美、許正瑛、曾世彬、黃春木、黃慶忠、

廖南詩、廖阿貫、鄺麗君、羅綸有、蘇玉枝、蘇錦淑 
監    事：李錫津、曹先進、黃生、楊文貞、樓海鳥 
列席人員：會計 林晉源 
 
壹、報告事項 
一、1~3 月工作報告：阿貫理事長 
1. 玉山星空音樂會籌備情形 
2. 七月訪美行籌備情形 
3. 原聲音樂學校實體化進度說明 
二、1~3 月財務報告：藍蔚秘書長 
 
貳、討論提案 
案由一：審定新申請入會會員案。 
說  明：1. 申請入會個人會員 2 名： 
周麗芬 建國中學生物教師 
李元正 亞洲信用管理公司董事長 
2. 審查通過後，收取入會費 1 千元及 2013 年費 1 千元，造具名冊報內政部備查。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提供「唱歌吧」及「不只唱歌吧」紀錄片登錄「Taiwan Docs 的台灣紀錄片資料庫網

站」案。 
說  明：如林木材先生來函（楊智麟導演認為「唱歌吧」已成過去，持保留意見）。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您好 

不好意思打擾了，我是從事紀錄片推廣的林木材。 

我和同事以生活品質基金會的名義（也是新生一號紀錄片影展的主辦單位，《唱歌吧》在推出

時也曾在此放映）花了一年多的時間，建置了一個名為 Taiwan Docs 的台灣紀錄片資料庫網

站（http://www.taiwandocs.org），我們希望可以為台灣和紀錄片搭建一個非營利性質的紀錄片

推廣平台。 

目前網站所有功能已經完成，我們正在修改部分細節，以及蒐集蒐集片目等等資料。 

您的個人資料和作品也被收錄其中，網站上目前已經可以查詢到這些資料。（收錄原則請參

考：http://www.taiwandocs.org/directories.do?act=toDirectoriesListPresentation&la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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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有： 

1. 唱歌吧 

http://www.taiwandocs.org/directories.do?act=toDirectoriesFilm&mid=903&lang=CHI 

單位頁面：

http://www.taiwandocs.org/index.do?act=toSearch&searchKey=%E5%8F%B0%E7%81%A3%E5

%8E%9F%E8%81%B2&lang=CHI 

影片的相關文字資料，目前是到網路上搜尋的 

在此想請問，不知道貴單位是否願意提供影片文字資料、劇照（每片最多 5 張）、個人照一張、

公司 LOGO 做為網站建檔和推廣使用 

附件是授權書的規範，麻煩貴單位先過目參考授權規範 

其中，授權資料舉影片本身無涉，僅是圖片與文字資料 

授權者隨時都可以以書面通知終止授權 

若經對方同意，我們也會放上版權聯繫方式等等 

以方便有興趣者可直接與導演聯繫 

另一附件則是影片資料的填寫表，每片填寫一份 

如果可以的話，填寫後可以將表格寄給我 

若不方便填寫，也可以直接將影片資料寄給我 

之後我將資料整理好連同授權書再給您過目和簽署 

若有任何問題也歡迎與我聯繫。 

期待回信，感謝。 

木材 02-23969092  0929-6191031 

 

決  議：授權理事長處理。（註：經詳細瞭解後迄今尚未登錄）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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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著作財產權人 (姓名或法人名稱) （以下稱甲方) 
同意授權財團法人生活品質基金會（以下稱乙方)利用授權標的，約定條件如下： 
 
一、授權標的與範圍 
甲方同意將其享有著作財產權之(片名)影音著作基本資料，含劇照 x 張、中文故事大綱、英

文故事大綱、中英文導演的話、預告片網址、官方網站網址，公司及工作人員基本資料，含

單位 logo 與中英文簡介、工作人員照片與中英文簡介，資料詳如附件，授權乙方於「Taiwan 
Docs 紀錄片資料庫」網站，做下述利用： 
1. 得不限時間與地域，享有重製、散布、翻譯、編輯、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展示、透

過網際網路公開傳輸之權利。 
2. 授權用戶基於非營利性質之檢索、瀏覽、複製、下載及列印。 
3. 以不違反著作人意旨為前提，編輯中英文故事大綱、中英文單位與個人簡介。 
 
二、授權期間與費用 
1. 本授權為永久、無償及非專屬授權。 
2. 甲方有權隨時以書面掛號附回執方式，向乙方終止授權，並詳細列出終止授權標的之項

目與內容；乙方得於收到書面通知後 30 天內撤除終止授權之項目內容。 
 
三、 權利擔保 

甲方擔保其對授權標的有授與著作財產權之權利，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不法侵害他

人權利或著作權之情事。若甲方違反本條款擔保事項而致乙方受有損害，乙方得終止本

契約，並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乙方如因本授權標的致遭第三人主張涉及侵害著作權及

其他相關權利時，應以書面通知甲方，甲方有協助處理解決之義務。如最後經法院判決

確定、或經仲裁判斷、或經甲方同意之和解，致乙方應賠償該第三人時，甲方應賠償乙

方因此所受之一切損害（包括但不限於訴訟費用、律師費等）。 
 

四、 姓名標示 
乙方於資料授權處標示甲方姓名。 
 

    此致 
財團法人生活品質基金會 

著作財產權人：（姓名或法人名稱）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Email：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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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2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13 年 6 月 8 日（星期六）14:00～17:00 
開會地點：台北市市民大道 3 段 208 號 3 樓 
主    席：廖阿貫                      紀  錄：孫藍蔚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理    事：林基興、林靜一、邱媛美、黃春木、黃慶忠、廖南詩、廖阿貫、鄺麗君、羅綸有 
監    事：曹先進、黃生、楊文貞、樓海鳥 
列席人員：會員蕭淑敏 
壹、報告事項 
一、3~6 月工作報告：阿貫理事長 
1. 下半年度行事曆 
2. 國三生升學情形 
3. 暑期學習營課程 
4. 參訪美國行程及活動 
5. 原聲音樂學校實體化進度 
二、3~5 月財務報告：阿貫代 
貳、討論提案 
案由一：美國加州 Super Micro Computer, Inc 電子公司捐贈協會價值 3000 美元股票案。 
說  明：Super Micro Computer, Inc. 經由慧智文教基金會告知欲捐贈協會股票，協會需決定

如何處理。 
決  議：暫時保存股票至適當時機再行出售。 
 
案由二：修訂 2013 年招生簡章（如附件）。 
說  明：2013 年招生簡章第玖條規範一、二，「取消」其就讀資格，改為「暫停」其就讀資

格，並溯及既往。 
決  議：修訂第玖條規範一、二並溯及既往，自 2014 年起適用。修訂條文如下： 
一、學生無故缺席五次，或一年內請假十次以上者（公假、病假及喪假除外），暫停其就讀資

格（參加教會及原學校活動皆列為公假）。 
二、嚴禁學生抽煙、喝酒、吃檳榔等不良行為，凡有上述違規行為達六次者，暫停其就讀資

格。 
 
案由三：擬提高協會專任秘書基本薪資。 
說  明：根據協會工作量及參考物價指數，擬提高協會專任秘書基本薪資為 23,000 至 28,000
元，視其學經歷訂定。 
決  議：通過。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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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2 屆第 12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2013 年 8 月 31 日（星期六）14:00～17:00 
開會地點：台北市市民大道 3 段 208 號 3 樓 
主    席：廖阿貫                      紀  錄：孫藍蔚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理    事：尤美女、林基興、林靜一、許正瑛、黃春木、黃慶忠、廖南詩、廖阿貫、羅綸有 
監    事：曹先進、楊文貞、樓海鳥 
列席人員：候補理事 楊智麟 
 
壹、報告事項 
一、6~8 月工作報告：阿貫理事長 

1. 協會人事更迭（新聘任秘書簡介） 
2. 美國加州演出及訪問成果報告 
3. 遠距教學計畫（均一教育平台） 
4. 原聲音樂學校實體化進度 

二、6~8 月財務報告：藍蔚秘書長 
 
貳、討論提案 
案由一：本協會在美國成立協會或基金會事宜。 
說  明：因應旅美僑胞及民眾欲贊助本協會建校事宜，若在美成立 VOX NATIVA 

FOUNDATION，則捐款可直接進入協會帳戶，亦可抵免所得稅(美國)。LEXINT LAW 
GROUP 許志明律師(Robert C. Hsu)樂意無償義務協助，指示由其助理陳科彰律師

(Kurt K. Chen 建中 2000 年畢業，台大法律系畢業後赴美讀 LAW SCHOOL)負責，協

會地址及電話可設於律師事務所內。成立後續每年需向美國稅務單位申報事宜，許

律師亦有合作的會計師，可義務幫忙。 
決  議：資訊不全暫時擱置。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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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2 屆第 13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2013 年 11 月 30 日（星期六）14:00～17:00 
開會地點：台北市市民大道 3 段 208 號 3 樓 
主    席：廖阿貫                      紀  錄：孫藍蔚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理    事：尤美女、江睿智、林靜一、邱媛美、許正瑛、黃春木、黃慶忠、廖南詩、廖阿貫、

鄺麗君、羅綸有 
監    事：黃  生、楊文貞、樓海鳥 
列席人員：志工車和道、志工陳億錦 
 
壹、報告事項 
一、9~11 月工作報告：阿貫理事長 

1. 12/6 布農詩歌合唱比賽 
2. 第 5 屆玉山星空音樂會計畫 
3. 2014 年工作計畫及預算 
4. 南投縣縣立中小學實驗教育學校設置要點 

二、9~11 月財務報告：藍蔚秘書長 
 
貳、討論提案 
案由一：本協會在美國慧智文教基金會設置存款專戶事宜。 
說  明：因應旅美僑胞及民眾欲贊助本協會建校事宜，若在美國合法立案之慧智文教基金會

內設置存款專戶，則捐款可直接進入協會帳戶，由該基金會負責開立捐款收據以抵

免所得稅(美國)；且可請該基金會會計師審核帳務及處理向美國國稅局報稅事宜，

會計師收取手續費為每筆捐款之 2.5%。 
決  議：通過。 
 
案由二：確定第三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召開日期、地點。 
說  明：擬於 2014 年 2 月 22 日(星期六)14:00 假台北市南海路 56 號建國高中夢紅樓展演廳

舉行。 

決  議：通過。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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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2 屆第 14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2014 年 1 月 18 日（星期六）14:00～ 
開會地點：台北市市民大道 3 段 208 號 3 樓 
主    席：廖阿貫                      紀  錄：孫藍蔚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理    事：尤美女、江睿智、林基興、林靜一、邱媛美、許正瑛、曾世彬、黃春木、黃慶忠、 

廖南詩、廖阿貫、鄺麗君、羅綸有、蘇玉枝、蘇錦淑 
監    事：李錫津、曹先進、黃生、楊文貞、樓海鳥 
列席人員：楊智麟、林晉源 
 
壹、報告事項 
一、2014 年度工作計畫及行事：阿貫理事長 
二、2013 年度財務報告：藍蔚秘書長 
 
貳、討論提案 
案由四：審查 2013 年「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金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錄及基金收

支表」草案（如附件）。 
說  明：審查後提請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據以陳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通過。 
 
案由二：審查 2014 年「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草案（如下列）。 
說  明：審查後提請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據以陳報內政部核備並實施。 
決  議：通過。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 
 
工作人員待遇表 

2014 年 1 月 1 日 
職 稱 姓名 性別 到職日 月支薪資 備 註 
秘 書 長 孫蘭芳 女 97.7.1 15,000 專職（全數捐回協會） 

教務執行秘書 馬慧如 女 102.9.1 23,000 專職 
總務執行秘書 梁賜輝 男 102.7.1 23,000 專職 

攝影紀錄 呂克勝 男 102.9.1 20,000 兼職 
會計及行政 待聘   27,000 專職 

合 計 108,000  

 
理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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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演唱曲目及歌詞                                             
一、 tankaun hanvang 牽牛（布農語） 詞/方茂發、司茂林、伍欽光、伍欽亮 曲/伍欽光 

                             編曲/Bukut 
uncinian saikin munhuma  ukas bunnun palinutuan 
我獨自一人在田裡工作  我周遭找不到可和我說話的人 
pushaiva na ka da his  hanvang hai mahahai nanan 
我的臉都被曬黑了  連我放的牛都笑起我來了 
lukis hai uduli  hazam hai kahuzas 
樹木跟著跳起舞  鳥兒也唱起歌來 
tuiain a hanvang  tupatu kulumahin  tupatu kulumahin 
牛放聲一叫  像是在告訴我 該回家了  回家吧 

 
二、 西北雨直直落（台語） 詞/葉明龍 曲/黃敏 編曲/楊耀章 

西北雨直直落  鯽仔魚卜娶某  鮕鮐兄 拍鑼鼓  媒人婆仔土虱嫂 
日頭暗找無路  趕緊來火金姑  做好心 來照路  西北雨直直落 
西北雨直直落  白鷺鷥來趕路  搬山嶺 過溪河  找無宿(巢)跋(跌)一倒 
日頭暗卜(欲)怎好  土地公土地婆  做好心 來帶路  西北雨直直落 

 
三、 花樹下（客語） 詞/古秀如 曲/謝宇威 編曲/蔡昱姍 

花樹下 你識聽過冇？ (花樹下，你曾聽過嗎？) 
花樹下 開到滿滿介花 (花樹下，開著滿滿的花) 
人係行過去 該紅紅白白介花 (人若打那兒過，那紅紅白白的花) 
就跌落你面前 跌落你肩背 (就掉落你面前 掉落你背上) 
跌落你腳下 (掉落你腳下) 
花樹下 有一間藍衫店仔 (花樹下，有一間藍衫店) 
花樹下 有一介老師傅喔 ( 花樹下，有一個老師傅) 
做過介藍衫 著過介細妹仔 (他做過的藍衫，穿過的女孩子) 
就像該門前花 來來去去 不知幾多儕？ (就像那門前花，來來去去不知有多少？) 
花樹下 嗯…  花樹下… 

 
四、 我們的桃蛙源（國語） 詞/楊仁賢 曲/林志忠 

青翠綠草地 我冒險的地方  大樹下 石頭旁 充滿未知渴望 
閃爍星空中 寫下很多夢想  池塘邊 荷葉上 唱著快樂想像 
小小的世界 裝着大大夢想  雨後獨留青草香 
大聲一起唱 我們的桃蛙源  不管世界多大 有你們不孤單 
大聲一起唱 我們的桃蛙源  快樂其實不難 有愛就有希望 

 
五、 心肝寶貝（台語） 詞/李坤城/羅大佑 曲/羅大佑 編曲/冉天豪 

*月娘光光掛天頂 嫦娥置那住  你是阮的掌上明珠 抱著金金看 
看你度晬 看你收涎  看你底學行 看你會走 看你出世 相片一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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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聽著喘氣聲 心肝寶貝子  你是阮的幸福希望 斟酌給你晟 
望你精光 望你知情 望你趕緊大  望你古錐 健康活潑 毋驚受風寒 
*鳥仔風箏 攏總會飛 到底為什麼  魚仔船隻 攏是無腳 按怎會移位 
日頭出來 日頭落山 日頭對叨去  春天的花 愛吃的蜂 伊是置叨位* 
鳥仔有翅 風箏有線 才會天頂飛  魚仔有尾 親像行船 希望著愛找 
日頭出來 日頭落山 日子攏安呢過  花謝花開 天暗天光 同款的問題 
輕輕聽著喘氣聲 心肝寶貝子  你是阮的幸福希望 斟酌給你晟 
望你精光 望你知情 望你趕緊大  望你古錐 健康活潑 毋驚受風寒 

 
六、 讓生命圓滿（國語）    詞/王友輝 編曲/冉天豪 

什麼時候才能夠領悟   日落月升有時候起霧  花開花落枯葉也飛舞 
晴空萬里烏雲會密佈  風平浪靜海上多險阻  平平安安旦夕有禍福 
還能不能有一次機會  讓一個故事圓滿結束  讓這一齣戲平安落幕 

 
七、 如鹿渴慕溪水（國語）   詞/Martin J. Nystrom 編曲/ Phil Dave 

神啊我的心切慕你，如鹿切慕溪水；惟有你是我心所愛，我渴慕來敬拜你。 
你是我的力量盾牌，我靈單單降服於你；惟有你是我心所愛，我渴慕來敬拜你。 

 
八、 We are the world（英語）     詞/曲/Michael Jackson, Lionel Richie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ar a certain calls 
When the world most come together as on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and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We can't go on pretending day by day that someone somewhere will soon make a change 
We're all a part of God's great big family and the truth -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nee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 We're saving our own lives 
It's true we'll make a better day Just you and me 
Well send them your heart so they know someone cares and their lives will be stronger and 
free 
As God has shown us by turning stone to bread and so we all must lend a helping han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 we're saving our own lives 
It's true we'll make a better day Just you and me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there seems no hope at all 
But if you just believe there's no way we can fall 
Well, let us realize that a chang will only come 
When we stand together as one, as one!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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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 We're saving our own lives 
It's true we'll make a better day Just you and me* 
We are the world Just you and me!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the children, the children! 

 
九、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民歌）  詞/王拓南、曲/伍欽光、編曲/Bukut 

kipahpah ima kipahpah ima muskunta kipahpah ima 
拍拍手 拍拍手 我們一起來拍手 
kahuzasa kahuzasa muskunta kahuzas＊ 
歌唱吧 歌唱吧 我們一起來歌唱 
manaskal saikin sadu mas muu tu taisisan 
看見各位弟兄姐妹 我心歡喜快樂 
mahtu mapasadu manaskalik(manaskalik) nakahuzas(nakahuzas) 
能和各位相見 我心歡喜來歌唱 
manaskal(manaskal)  manaskal(manaskal)  manasasi sang tama kamisama 
快樂歡喜 快樂歡喜 歡喜快樂仰望上帝 
uka hanimumulan  uka kaisalpuan is-ang  kaupahanian aluskunan  kamisama＊ 
沒有憂愁 沒有煩惱  上帝日日與我同在 
manaskal(manaskal)  matumashing(matumashing)  kaupakaupa hanian  manaskal 
歡喜讚美 日日都快樂歡喜 
taisisan(taisisan)  kahuzas(kahuzas)  muskun kahuzas matumashing 
歌唱吧朋友 一起唱歌讚美 

 
 

支原者徵信                                                  

※為節省紙張，自 2013 年 1 月 1 日統計至 12 月 31 日止贊助者名錄，皆登載於原聲部落格

2013 年電子報 http://blog.xuite.net/voxnativa/blog?st=c&p=1&w=3247627，感恩所有支“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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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親愛的朋友 
料峭春寒 您是否穿得夠暖？ 
歲末"看見台灣"的熱映  讓許多人也"聽見原聲" 
關懷和邀演的訊息  紛至沓來... 
在一片喧雜聲中 
山裡的原聲孩子仍然    
呷罷睏眠  讀冊歌詠 嬉耍發呆 
如實地過好每一個日昇月落... 
 
去年 7 月  原聲接受美國慧智文教基金會(WECO)邀請 
赴加州訪問交流及演出兩週 
   
並參加 City Fremont 國慶  獻唱美國國歌 
無獨有偶地  也在 10 月  咱國慶典禮上領唱布農味的國歌 
乾淨嘹亮的歌聲  宛若清泉注入人心  
帶來  平靜和希望 
 
從美國回來後  孩子們寫下了"今年夏天"的訪美心得 
節錄其中一個六年級孩子所寫片段與您分享 
 
「…這次去美國我學到很多，也發現了很多，我發現了必須…好好讀書才可以到美國，也發

現很多人都對我們原聲付出了很大的貢獻，有他們真好！ 
我學到了，我們不該只被幫助，我們也許…不是也許啦，是一定！我們一定要當個伸出

手的人，幫助他人、回饋他人。 
去美國…真的學了很多，學到了堅強、堅持、獨立 and 忍耐；堅強地從失敗中站起來，

堅持的到原聲上課，獨立的放棄想念，忍耐的不吃甜食，也許在你們眼中不算什麼，但是我

認為對我們這些孩子來說，有些我們做到的，不一定每個孩子都做得到，所以我們真的很棒！ 
      希望將來，我也可以像校長一樣帶著部落的小孩，到世界的各個角落，回饋和感動更多

的人！」 
 
感謝您陪伴原聲一起走過五年多的歲月 
希望您繼續支持我們 鼓勵我們 
 
祝福大家 
恩典為年歲冠冕  行徑有喜樂芬芳  
  

阿貫 2014 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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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這樣支持原聲                                             
 

 ※ 3600 元創造四贏！ 
您得到好山好水及善心捐款的快樂，原聲音樂學校感恩您的資助，勝華溫泉飯

店提高了住房率，東埔溫泉區獲得了您的消費！何樂不為？！ 
 
凡個人單筆捐款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3600 元者，贈送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勝華溫泉飯

店「愛就開心」住宿券乙張，有效期至民國 103 年 2 月 14 日止，並開列捐款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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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這樣支持原聲                                             
 

 2000※ 元傳播無限能量！ 
2011 年 11 月公益發行的《不只唱歌吧》音樂專輯及紀錄片等待有緣人！ 
捐款 2000 元即贈送 1 份（含紀錄片 DVD 及歌曲 CD 各一片） 
 
本音樂專輯以宗教讚頌曲為主，由屢獲葛萊美唱片包裝獎入圍的蕭青陽設計專輯封套，預計

包括下列曲目。 
1. Amazing Grace（布農語+英語）                   詞/John Newton 編曲/Edwin O. Excell 
2. We are singing, for the Lord is our light(英語+祖魯語)         南非民謠 編曲/Hal.H.Hopson 
3. 送你這對翅膀（國語）                           詞/Steve Kupferschmid 曲/Don Besig 
4.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詞/王拓南 曲/伍欽光 編曲/Bukut 
5. 平安夜（國語）                                      詞/Josef Mohr 曲/Franz Gruber 
6. The first Noel（英語）                                         編曲/Michael Clawson 
7. Jubelate, Alleluia（英語+拉丁語）                            詞曲/Mary Lynn Lightfoot 
8. 我們可改變世界（國語）                          詞曲/Mary Donnelly 中譯/高蔡慧君 
9. pakadaidaz 相親相愛（布農語）                                         編曲/Bukut 
10. 那雙看不見的手（國語）                          詞/林秋香 曲/冉懋恩 編曲/余錦福 
11. 小小的夢想（華語）                            詞/李信儀 曲/游智婷 編曲/Bukut 
 
以上皆開列捐款收據 
※ 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 2 項第 2 款：「個人對於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

贈總額最高不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者，得申報為『列舉扣除額』。」 
※ 依所得稅法第三十六條第 2 款：營利事業之捐贈，以不超過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得列

為當年度費用或損失。 
 

捐款帳戶：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捐款帳號：永豐銀行（807）汀州分行176-001-0038951-6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017）台北復興分行008-10-53083-0 
          元大銀行（806）景美分行20152000000308 
          大眾銀行(814)  文山簡易型分行108-2133486-17 
國外捐款帳戶：http://give2asia.org/funds 

Click "Search Funds" SEARCH BY NAME Click "v" And you will find "Vox 
Nativa Association" DONATE ONLINE 

請支「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