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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教育計畫 

勾勒每一張臉上最真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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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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傳唱的音符與嗓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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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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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幫助原聲的所有結緣者                                      
 

特別感謝 
GIVE2ASIA Fundation 
八方雲集食品有限公司 
千業快速影印社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文教基金會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中華電信基金會 
元大文教基金會 
台中古典音樂台 FM97.7 
台北市新世紀扶輪社 
台界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伊格森德彩印有限公司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快樂麗康企業及伊聖詩芳療生活館 
車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周詳牙醫診所 
東元科技文教基金會 
恆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烜暐股份有限公司 
常在國際法律事務所 
康熹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復興實驗中小學及家長會 
晶豪科技教育基金會 
奧美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廈門市台商企業投資協會 
廈門市台灣同胞聯誼會 
溫世仁文教基金會 
榮星團友會 
聚點影視公司 
赫奇實業有限公司 
慧治投資公司 
龍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錸德及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宇傑先生 

宋祥興先生 

李秀慧女士 

李宗玥女士 

李枝昌先生 

車和道先生 

周武國先生 

林  燕女士 

林香君女士 

柯美琴女士 

張鈴蘭女士 

郭東源先生 

陳正賢先生 

陳滿華女士 

陳調鋌先生 

陳麗瓊女士 

楊文貞女士 

樓海鳥女士 

詹碧桃女士 

黃昭展先生 

盧紹荀女士 

謝志松先生 

謝碧娥女士 

謝振輝先生 

蘇淑幸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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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議程              
會議時間：2010 年 2 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 10:00 至 11:40 
會議地點：台北市立建國高中資源大樓五樓會議室 
          台北市南海路 56 號 
主  席：廖達珊                            紀  錄：孫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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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年報）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如年報） 
 
伍、討論提案 
  案由一：本會「2009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金出納表及基金收支表」

案（如年報及所附資料），提請討論。 
  說  明：本會「2009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金出納表及基金收支表」

案，業經本會第 1 屆理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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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本會「2010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案（如年報），提請討

論。 
  說  明：本會「2010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案，業經本會第 1 屆理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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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臨時動議 
 
柒、原聲音樂學校學習成果發表（11:00） 
   原聲 2 班（雪山團）演唱：Kipahpah ima 拍手歌、Cina 媽媽、小雨中的回憶 
   原聲 1 班（玉山團）演唱：小黃鸝鳥、虎姑婆、相親相愛 pakadaidaz、台北的天空、 
                           送你這對翅膀、我們可改變世界、安可曲 
 
捌、散會（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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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98 年度 監事會 監察報告書            
     

    查本會自民國 98 年 1 月 1 日至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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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年度財務報表經本監事會審查，尚

無不符。 

特此提出報告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第一屆監事會 

   監事會主席 黃生       簽章 

99 年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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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09 年 7 月~12 月工作報告                      
1. 原聲網頁改版完成，侯宗佑負責視覺設計，茅耀元負責網頁實做，凃耿華負責內容更新。 
2. 敦請會員陳念萱(Alice)女士擔任原聲合唱團行政總監，簡歷：作家及譯者（佛學、藝術、

旅遊、影評、詩集、小說等）、美食烹飪家、資深影評人、影展策展人、滋根協會執行長、

塔羅牌師等，網站「愛麗絲緊走」http://www.alicerun.com/。 
3. 申請「大專畢業生至非營利組織職場實習方案」實習生一名--司秀梅(Ali)小姐，任期為

98/7/31 ~ 99/7/30。簡歷：信義鄉同富國中 97 學年英語實習老師，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

系 97 年 6 月畢業。 
4. 台大政治系二年級學生施創譯至協會實習（社會工作概論實習）；一年級學生徐亦甫、黃

威愷擔任協會電子報編輯志工，原聲電子報雙月刊於 2009 年 10 月創刊，將發佈於原聲部

落格中 http://blog.xuite.net/voxnativa/blog。 
5. 八月份數學課程因莫拉克風災無法進行，於 9~12 月暫停國語課，皆安排數學課，請清水

國小林宜城校長教學團隊授課。 
6. 上學期任教之英文老師有兩位辭職，僅餘一位老師擔任三年級英語課，尚缺四、五、六年

級英文教師，幸蒙台北市外語啟蒙教學發展學會李宗玥會長，親自率領兩位英語老師，每

週從台北開車去山上任課，當日往返，令人感佩不已。 
7. 雲門舞集邀請原聲童聲合唱團聯合賑災義演，並代為義賣「唱歌吧」專輯。 
8. 2009 年公益演唱活動為 12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於國父紀念館參加溫世仁文教基金會「2009

溫故知新展演會」，協會有 30 個座位 
9. 「總統科學獎」頒獎典禮藝文表演活動原訂 12 月邀請原聲童聲合唱團，因場地及行程不

易安排而取消。 
10. 因應表演活動，委請明道大學時尚造型學系李美花（媚薔．拉梵爾）老師設計製作團服。 
11. 美商如新公司台灣區總裁 11 月 13~14 日上山訪視，將捐贈羅娜國小各班教室投影機、銀

幕及購置電腦。 
12. 常在國際法律事務所義務擔任協會商標及智財權法律顧問。 
13. 建中校友家長提供大廈公寓一棟，供原聲師生出差來台北時居住。 
14. 某位隱名贊助人捐款 80 萬元，指定協會購置「luxgen」休旅車一台供山上校長使用。 
15. 原聲音樂學校學生裝備購置： 

品名 數量 品名 數量 品名 數量 
黑帽 T 112 防寒外套 140 合唱團員皮鞋 36 
白帽 T 61 合唱團團服 52 襪子 72 
長袖 polo 衫 90 傳統頭飾 52 背包 100 
長袖白 T 恤 90 合唱團員髮箍 35 旅行箱 60 

16. 11 月 9 日舉行原聲家長會，選出 8 位家長委員（含 1 位會長，2 位副會長），將輪流至原

聲學校擔任志工。 
17. 史春妹 Savi 和司秀梅 Ali 兩位執行秘書走訪原聲學童家庭，完成家庭訪問紀錄。 
18. 媒合三位認養人認養四位原聲學童至大學畢業。 
19. 12 月發送信義鄉各部落國小招生簡章，預訂於 2010 年 1 月 20 日前完成二年級招生。 
20. 2010 年 1 月 2 日應信義鄉農會邀請參加於牛稠坑舉辦的梅花季開鑼慶祝活動「踏雪尋梅」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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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0 年 1 月 23 日接受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邀請赴嘉義表演藝術中心演唱。 
22. 2010 年 1 月 29 日至 2 月 2 日接受廈門市台灣同胞聯誼會、台商企業投資協會邀請赴廈門

演唱及旅遊。 
23. 2010 年申請中研院藝文展演活動入選（預定 2010 年 10 月 23 日中研院院慶日演出） 
24. 建國中學和本協會合作的夏令營活動「原聲建中成長營」參加臺北市 98 年度中等以上學

校服務學習績優團隊與學校評選，榮獲高中職學校團隊組「特優」。12 月 10 頒獎典禮中，

黃春木老師（亦為本協會理事）在台上發表感言（這是特優團隊才有的「殊榮」），強調在

場的營隊是不完整的，因為只有建中在場，「另一半」在玉山上，是布農族的大朋友和小

朋友們！ 
【新聞摘要】原鄉服務 北市資優生自我成長（中央社記者彭曉薇、陳亦偉台北 10 日電） 
台北市教育局今天舉辦「台北市 98 年度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團隊與學校頒獎典

禮」，表揚 24 個大專及中學服務學習績優團隊與學校。 
建國中學人文社會資優班獲得特優。負責帶領活動的老師黃春木表示，他們與台灣原聲協

會合作，到玉山國家公園的東埔部落服務。活動重點在肯定原住民小朋友的專長，讓他們

更有自信，也幫忙課輔，縮小與城市學生的差距。後來建中校慶時，原住民小朋友也北上

演唱，為學校慶祝。參與下鄉營隊的建中學生張安說，東埔部落住家較偏遠的孩子要走一

個多小時才能到校，尤其上課時還要走一條海拔很高的吊橋，「感覺還滿恐怖的」。服務期

間除體驗到城鄉差距外，最大收穫就是學到怎麼和不同文化、不同年齡的孩子互動。            
                                                        2009.12.10 取自中時電子報 

25. 《唱歌吧》音樂專輯榮譽錄 
(1)《唱歌吧》音樂 CD 及合唱團榮譽錄 
    2009 年第 20 屆金曲獎傳統暨藝術類評審團獎 
    2009 年第 20 屆金曲獎傳統暨藝術類「最佳傳統歌樂專輯獎」入圍 
    2010 年法國 MIDEM 國際唱片展台灣館代表作品 
(2)《唱歌吧》紀錄片 DVD 榮譽錄 
    2009 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第 5 屆「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優選影片 
    2009 年余紀忠文教基金會第 2 屆「映像公與義」紀錄片競賽入選獎 
    2009 年高雄市政府主辦第九屆高雄電影節邀演影片 
    2009 年新聞局甄選優良紀錄片海外播映典藏入選影片 
    2010 年第 32 屆獎勵優良影像創作「金穗獎」入圍 8 部最佳紀錄片之一 

26. 《唱歌吧》紀錄片海外版 DVD 包裝盒獲得 FSC 認證 
    新聞局甄選典藏《唱歌吧》紀錄片海外版 DVD 包裝盒及 DM，通過國際森林管理委

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簡稱 FSC）認證。FSC 創立於 1993 年，為森林管理提

出一套環境認證標準，推廣對世界森林的維護和負責態度。 
    獲得此項認證者可被授權在產品上登錄 FSC 標章，表示從砍伐林木到製作紙漿到產

品完成，每一步驟皆符合環保及森林永續條件，讓全世界消費者都認同這項產品，同時支

持這些友善對待森林的組織持續成長。 
    《唱歌吧》紀錄片海外版 DVD 包裝盒及 DM 為全台第四家通過認證者，以 DVD 包

裝而言則為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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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09 年 7 月~12 月工作紀事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12/31 將協會物資搬遷至「摩爾空間」倉庫  

12/30 至梵斯製衣公司討論防寒外套式樣並訂製 
租用「摩爾空間」微型倉庫一年 
與葛納蘭影片製作公司討論為大眾銀行拍攝「校長的故事」

廣告內容及授權事宜 

汐止市新台五路 
八德路 

12/24 阿蠻校長赴長庚醫院探視孟庭 
去逸彩公司看冬季制服打樣 

長庚龜山分院 

12/22 Bukut 校長赴長庚醫院探視孟庭(外耳重建手術) 
去采豐公司檢視書包打樣並訂製 100 個 

長庚龜山分院 
中和 

12/17 至媚薔原民服裝工作室檢視頭飾打樣 
與資深榮星合唱團團員清大蕭教授會面宣揚原聲理念 

社子社中街 
台大 

12/16 參加 2010 上海世博台灣館啟動發表會演唱 台中長榮桂冠酒

店 

12/6 原聲合唱團參加溫世仁基金會「溫故知新展演會」活動 國父紀念館 

12/5 原聲合唱團於建中資源大樓 5 樓會議廳演唱 
赴北美館參觀蔡國強「泡美術館」展覽 

ICBC 文教基金會

贊助 

11/28~29 上山：送合唱團團服 羅娜國小 

11/27 樺捷公司討論外套式樣 草屯工商 

11/26 訂製聯瑩旅行箱 60 個，購買學生襪黑白各 2 打 
采豐公司說明書包式樣、原聲 logo 布標小 400 個、大 60 個 

土城、萬華、中和

11/24 赴中華電信基金會請支援 12/5 原聲師生住宿板橋訓練所  

11/17 「唱歌吧」海外版 DVD 包裝設計會議 
訂購合唱團女生髮箍 
訂購學生皮鞋 36 雙 

聚點影視公司 
太原路 
全家福鞋店 

11/16 至聯瑩旅行箱工廠議價 
至樺捷公司議價兒童防風寒外套價格 

土城 

11/15 Encore 光影再現～中山北路影像流放映「唱歌吧」 光點二樓藝文聽 

11/13 原聲音樂學校兩位執行祕書赴台北參加外語啟蒙教學發展學

會教學研究會 
劍潭活動中心 

11/10 討論「唱歌吧」海外版 DVD 包裝設計 
拜訪慈濟大愛科技公司宣揚原聲理念 
於中和社大放映「唱歌吧」並宣揚原聲理念 

聚點影視公司 
 
南山中學 

11/7 姒理事邀請外籍英文老師上山至羅娜國小探訪原聲學童  

11/6~8 上山：舉行原聲音樂學校校務會議 東埔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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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09 年 7 月~12 月工作紀事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10/29 搬家公司貨車將二手辦公家具搬至羅娜國小及東埔國小 
「唱歌吧」紀錄片於高雄電影節放映 

 

10/23 拜訪大眾期貨公司負責人宣揚原聲理念  

10/22 至媚薔原民服裝工作室檢視團服樣品衣 社子社中街 

10/17 原聲教育協會第一屆理監事聯席會第 8 次會議  

10/16 至某食品公司點收二手辦公家具  

10/15 至「常在國際法律事務所」演講宣揚原聲理念  

10/11 姒理事介紹外籍英語教師資源  

10/10 與「美國媽媽聯誼會」會長討論原聲合作計畫  

10/9 至「媚薔原民服裝工作室」訂製合唱團團服、頭飾及協會 logo
織帶 

社子社中街 

10/4 中研院分生所廖博士介紹熱心公益華僑及獸醫給協會  

10/3 唱歌吧入選中研院民族所主辦「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影片 西門町新光影城 

10/2 劉戀文化基金會邀映「唱歌吧」紀錄片  

9/29 胡台麗博士演講「民族誌紀錄片的文化詮釋與社會實踐」 中研院民族所 

9/28 高雄中華藝術學校放映「唱歌吧」紀錄片  

9/26~27 上山：「喜憨兒」月餅致送原聲音樂學校師生員工  

9/23 赴新世紀扶輪社放映「唱歌吧」短版，宣揚協會理念 
2009 年台北電視節「唱歌吧」參展 
新聞局寄給協會 10 套第 20 屆金曲獎得獎專輯 

六福皇宮飯店 
圓山飯店 

9/22 贊助人提供公寓為校長出差使用  

9/21 印製半年成果報告 300 份  

9/20 雲門舞集邀請原聲合唱團聯合義演慰問災民 草屯工商 

9/18 玉山國家公園聯絡合作推動世界新七大奇景票選玉山活動  

9/16 台大政治系二年級施創譯至協會實習  

9/15 劉戀文化基金會邀請「唱歌吧」放映及映後座談 新莊市中華路 

9/12~13 上山：原聲音樂學校於羅娜國小復課  

9/13 永齡希望小學屏東分校放映「唱歌吧」及映後座談 屏東教育大學 

9/9 2009 高雄電影節邀請「唱歌吧」參展放映及映後座談  

9/3 台北市外語啟蒙教學發展學會支援 3 位英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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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09 年 7 月~12 月工作紀事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8/29~30 大中理事聯絡至旗山及三地門災區公益放映「唱歌吧」  

8/22~23 於台北光點電影院公益放映「唱歌吧」及映後座談  

8/16 台大政治系一年級徐亦甫、黃威愷擔任原聲電子報編輯志工  

8/13 「唱歌吧」入選 2009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邀演影片  

8/11 運送救災物資至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暫存 水里 

8/10 原聲音樂學校暑期課程因風災停課  

8/8 莫拉克風災信義鄉交通中斷  

8/6~8  上山：參加東埔國小校長交接典禮  

8/3 編輯半年成果報告  

7/30 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放映「唱歌吧」紀錄片及映後座談 中研院分生所 

7/26~29 上山：台北英文老師 Rita、Rachel、Moniko、Sofia 四人支援

原聲學校暑期英文課程（週一至週三每日上；下午各 2 節） 
 

7/25 原聲學生赴台中中興堂欣賞如果兒童劇團表演「你所不知道

的白雪公主」 
ICBC 文教基金會

贊助 

7/19~22 上山：台北英文老師 Rita、Rachel、Moniko、Sofia 四人支援

原聲學校暑期英文課程（週一至週三每日上下午各 2 節） 
 

7/14 拜會南投縣教育處劉仲成處長，討論公辦民營學校事宜  

7/12~18 上山：於東埔國小舉辦「原聲建中 2009 成長營」 建中人文社會資

優班承辦 

7/11 第 1 屆第 7 次理、監事聯席會 
「原聲建中 2009 成長營」行前準備及檢核 

建中紅樓資優研

討室 

7/9 「原聲建中 2009 成長營」志工培訓成果驗收 建中資源大樓 

7/8 赴長庚醫院探視謝孟庭-手術後 
東元科技文教基金會「驚嘆號-教育公益扶植團」啟動茶會 

 
蔡瑞月舞蹈社 

7/8~9 「原聲建中 2009 成長營」志工培訓課程 
如果兒童劇團指導志工戲劇表演 

建中紅樓團體輔

導室 

7/5~6 「原聲建中 2009 成長營」志工培訓課程 
如果兒童劇團指導志工戲劇表演 

建中紅樓團體輔

導室 

7/3 赴林口長庚醫院探視謝孟庭 
聚點影視公司攝製原聲紀錄片合約條文協商 

 

7/2 台中古典音樂台專訪，「頑石」電告知孟庭手術狀況 台中古典音樂台 

7/1 赴長庚醫院探視孟庭-手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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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0 年工作計畫                                
壹、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一、緣起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於 2008 年 5 月在南投縣信義鄉成立體制外音樂學校，由 11
所部落國小甄選認真積極的原住民學童（以失能、失養家庭子女為主），利用週、六日及寒、

暑假，實施國文、英語、數學及合唱教學，並組織合唱團。總指揮馬彼得校長讓部落孩子對

人生有夢想、有堅持，原聲音樂學校要栽培更多的馬彼得，讓他們有信心跨出部落奮鬥，有

承擔願意回到部落服務，有能力幫助更多孩子；也希望透過歌唱，保存傳揚部落藝術文化，

讓新一代原住民小朋友重新感受屬於自己血脈的驕傲。 
二、宗旨 
  1. 發掘並培育原住民典範人才，成為部落標竿，並回饋造福部落。 
  2. 組織童聲合唱團，成為世界級合唱團，以保存傳揚部落藝術文化。 
三、目標 
  1. 培育出原住民醫師、律師、教師、工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才及有能力的公民。 
  2. 培育揚名國際為台灣發聲的合唱團（好比是台灣的維也納合唱團）。 
四、成員 
  1. 會員大會：現有會員 186 人。 
  2. 理、監事會：15 位理事、5 位監事。 
五、協會組織架構 

會員大會 

理事會 監事會 

理事長 

廖達珊 

監事會主席 

黃  生 

行政組 音樂學校 合唱團 會計組 

秘書長 

孫蘭芳 

校長洪春滿 

六年級 19 人 
五年級 12 人 
四年級 18 人 
三年級 17 人 

二年級(99 年招生)

執行秘書 

總務史春妹 

教導司秀梅 

行政總監陳念萱

團長馬彼得 

伴奏老師趙慧菁

原聲一團 42 人 
原聲二團 24 人 

會計邱綉幀 

工讀生侯宗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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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聲音樂學校 

一、地點：南投縣信義鄉羅娜國小（週六、日）及東埔國小（寒、暑假）。 
二、學生：三年級至六年級有 66 人，2010 年一月預計招收二年級 18 人，共計 84 位學生。 
三、課程 
      1. 週、六日課程 
        
 
 
 
 
 
 
 
 
 
 
 
 
       
      2. 寒、暑假課程：每週四天 
         
 
 
 
 
 
四、師資 
 
 
 

        
 
 
 
 
五、營隊活動： 
    寒假 2/7 至 2/11 五天及暑假 7/10 至 7/16 一週，由建國中學人文社會資優班承辦。 
 
 

時間 星期六 星期日 

0750 上學 起床盥洗 
0750~0810 早餐 早餐 
0810~0900 國文(閱讀) 主日學 
0900~1150 數學 合唱 
1150~1330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1330~1520 音樂 英語 
1520~1530 點心 點心 

1530~1720 合唱 英語 
1720~1830 晚餐、休息 晚餐、放學 
1830~2100 寫作業、故事時間  
2100~2130 沐浴、就寢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0810~1150 國文 英語 數學 合唱 
1150~1320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1330~1720 合唱 合唱 合唱 音樂欣賞 

 六年級 五年級 四年級 三年級 二年級 

國文 洪春滿 陳映含 伍懿芳 陳春甘 待聘 

數學 南投縣清水國小林宜城校長教學團隊 

英語 台北市外語啟蒙教學發展學會李宗玥理事長教學團隊 

合唱 一團：馬彼得、趙慧菁 二團：洪春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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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原聲童聲合唱團 

一、團員：目前原聲一團 42 人（高年級為主）、原聲二團 24 人（低年級為主），共 66 人。 
          2010 年一月新招收之二年級學生 17 人皆進入原聲二團。 
 
二、練習曲目：2010 年曲目主軸訂為「感恩系列」，宗教讚頌曲占二分之一。 
   1. 讚美萬軍之耶和華（原住民宗教歌曲）  2.我們可改變世界（現代宗教歌曲） 
   3. 希望、信心和喜樂（現代宗教歌曲）  4. Take These Wings（現代宗教歌曲） 
   5. Sing Ye Joyfully（英文宗教歌曲）   6. La Carita「愛」（拉丁宗教歌曲） 
   7. 平安夜（耶誕歌曲）      8. 阿婆擱跋倒（福佬語歌謠） 
   9. 來甦（排灣族古調）      10. 小鬼湖之戀（排灣族歌謠） 
   11. 螃蟹歌（鄒族歌謠）     12. 遊戲之歌（布農族歌謠） 

 
三、演唱行程（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一年不超過八場演出為原則） 

 

肆、預期效益 
一、孩子不缺課、有毅力、能堅持、愛上學。 
二、孩子依規定做功課、準時交作業，認真、有自信。 
三、孩子愛好閱讀課外讀物、會自動且喜歡做數學習題、敢說敢秀英語，態度大方。 
四、孩子在合唱練習及表演活動中培養耐性、得到樂趣，知道感恩。 
 ※ 我們將以教師觀察紀錄、學生學習回饋單及家庭訪問紀錄來評估效益 

 

日期 名  稱 地  點 備  註 

1/2(六) 信義鄉「踏雪尋梅」活動 牛稠坑柳家梅園 信義鄉農會邀請 

1/23(六) 中華扶輪基金會研究生獎學

金頒獎典禮 
嘉義縣立表演藝

術中心 
中華扶輪基金會邀請 

1/29~2/2 
(五~二) 

海峽兩岸青少年「鄉土‧鄉

音」交流營 
廈門市 廈門市台胞聯誼會及台

商企業協會共同邀請 

2/28(日) 年度學習成果發表會 台北建國中學 原聲教育協會會員大會

3/7(日) 玉山星空音樂會 羅娜國小運動場 原聲教育協會回饋部落

5/11~12 
(二~三) 

上海世博會台灣館開幕典禮 上海世博台灣館 台灣外貿協會邀請 

5/28(五) 原住民兒童之夜 台北國父紀念館 東元科技文教基金會 

10/23(六) 中央研究院院慶 中研院演講廳 中研院藝文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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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99 年度行事曆                          

月份 星期 
 

週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重  要  行  事 

12 月 
0 27 28 29 30 31 1 2

1 日開國紀念 

2 日應信義鄉農會邀請原聲於牛稠坑「踏雪尋梅」系列活動演唱 

1 3 4 5 6 7 8 9 擬訂冬令營課程、開始甄選二年級新生 

2 10 11 12 13 14 15 16 16 日召開第 1 屆第 9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3 17 18 19 20 21 22 23
20~22 日寒假課程開始(於羅娜國小)，23 日赴嘉義表演藝術中心演唱

協會網頁改版 

4 24 25 26 27 28 29 30 25~27 日寒假課程，29~30 日赴廈門演唱 

1 月 

5 31 1 2 3 4 5 6 31~2 日在廈門演唱旅遊，4~5 日數學師資培訓，編輯 2009 年報 

6 7 8 9 10 11 12 13 7~11 日冬令營(於東埔國小)，12 日拍攝大眾銀行廣告片，13 日除夕 

7 14 15 16 17 18 19 20
14~19 日春節假期，19 日續拍大眾銀行廣告片，20 日原聲學校開學，

協會網頁改版後更新 

8 21 22 23 24 25 26 27 編排 3~6 月教師課表，彙整教師課程進度及教學計畫 

2 月 

9 28 1 2 3 4 5 6
28 日召開原聲教育協會第 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原聲學生成果發表；

陳報內政部 98 年協會年報及財報，28 日電子雙月報出刊 

10 7 8 9 10 11 12 13 7 日於羅娜國小舉行家長會及玉山星空音樂會 

11 14 15 16 17 18 19 20 學生在校成績單影印存檔 

12 21 22 23 24 25 26 27
建置新生基本資料(相片、生日、身高、體重、血型、家庭成員等，並

持續追蹤增加內容)及學習歷程紀錄本(包括學生自我檢覈、日記等)  

3 月 

13 28 29 30 31 1 2 3 開始進行新生家庭訪問，並撰寫家訪紀錄 

14 4 5 6 7 8 9 10 檢覈教室日誌、學生作業，彙整教師自編講義教材 

15 11 12 13 14 15 16 17 討論並訂定原聲學生認輔計畫，徵求認輔義工 

16 18 19 20 21 22 23 24 1 日召開第 1 屆第 10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4 月 

17 25 26 27 28 29 30 1 擬訂原聲建中成長營活動計畫(建中人社班)，30 日電子雙月報出刊 

18 2 3 4 5 6 7 8 認輔義工職前研習、分配認輔學生(需記載認輔紀錄) 

19 9 10 11 12 13 14 15 10~16 日赴上海參加世博台灣館開幕典禮演出 

20 16 17 18 19 20 21 22 檢覈教室日誌、學生作業，彙整教師自編講義教材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原聲建中成長營徵求志工 

5 月 

22 30 31 1 2 3 4 5 原聲建中成長營行前規劃及籌備會議，訂製學生夏季校服 

6 月 23 6 7 8 9 10 11 12 通知學生家長開座談會、原聲建中成長營志工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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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3 14 15 16 17 18 19 16 日端午節，檢覈教室日誌、學生作業，彙整教師自編講義教材 

25 20 21 22 23 24 25 26 家長座談會，編排暑期教師課表，26 日電子雙月報出刊 

26 27 28 29 30 1 2 3 3 日召開第 1 屆第 11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27 4 5 6 7 8 9 10 彙整教師暑期課程進度及教學計畫 

28 11 12 13 14 15 16 17 11~16 日原聲建中成長營(於東埔國小)，建中人社班承辦 

29 18 19 20 21 22 23 24 17~24 日赴紹興觀摩第 6 屆世界合唱大賽，編輯 2010 半年報 

7 月 

30 25 26 27 28 29 30 31
26 日暑期課程開始(每週一至四)，協會及原聲學校半年工作總檢討，協

會網頁更新維護 

31 1 2 3 4 5 6 7 檢覈學生基本資料、家訪紀錄、認輔紀錄等 

32 8 9 10 11 12 13 14
彙整教師自編講義、教材存檔(電子檔及紙本檔) 

學生在校成績單影印存檔 

33 15 16 17 18 19 20 21 音樂專輯錄音，編排 9 月~1 月教師課表 

34 22 23 24 25 26 27 28 音樂專輯錄音，27 日電子雙月報出刊，校外教學活動(預定海生館) 

8 月 

35 29 30 31 1 2 3 4 彙整教師 9 月~1 月課程進度及教學計畫 

36 5 6 7 8 9 10 11 檢覈教室日誌、學生作業，彙整教師自編講義教材 

37 12 13 14 15 16 17 18 擬訂原聲會訊及電子報編輯計畫 

38 19 20 21 22 23 24 25 22 日中秋節 

9 月 

39 26 27 28 29 30 1 2 2 日召開第 1 屆第 12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40 3 4 5 6 7 8 9 檢覈教室日誌、學生作業，彙整教師自編講義教材 

41 10 11 12 13 14 15 16 10 日國慶日 

42 17 18 19 20 21 22 23 23 日參加中研院院慶演唱 

43 24 25 26 27 28 29 30 30 日電子雙月報出刊 

10 月 

44 31 1 2 3 4 5 6 檢覈教室日誌、學生作業，彙整教師自編講義教材 

45 7 8 9 10 11 12 13 編列 2011 年預算，擬訂 2011 年計畫書，開始向各基金會申請贊助 

46 14 15 16 17 18 19 20 會員基本資料整理更新，會員會籍登錄管理 

47 21 22 23 24 25 26 27 文書檔案整理，財產登錄、清點、保管及維護(財產目錄) 

11 月 

48 28 29 30 1 2 3 4 檢覈教室日誌、學生作業，彙整教師自編講義教材 

49 5 6 7 8 9 10 11 2010 年收支帳目概算 

50 12 13 14 15 16 17 18 18 日召開第 1 屆第 13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51 19 20 21 22 23 24 25 25 日慶祝耶誕 

12 月 

52 26 27 28 29 30 31 1 31 日電子雙月報出刊，1 日慶祝新年 

※表格內淺灰色填滿為上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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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99 年度收支預算表                         
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 

 

科  目  99 年度 98 年度 
本年度與上年 
度預算比較 

說    明 

款 項 目 科  目 預算數 預算數 增加 減少  

1   本會收入 12,533,800 7,914,200 4,619,600   

 1  入會費 30,000 62,000  32,000 
原有會員 180 人，預

計新入會會員 30 人 

 2  常年會費 210,000 200,000 10,000  
預計會員 210 人，每

人年費 1,000 元 
 3  捐款 11,675,800 6,669,800 5,006,000   
  1   會員捐款 2,100,000 2,100,000    
  2   一般捐款 9,575,800 4,569,800 5,006,000   
 4  補助收入 600,000 0 600,000   
  1   政府補助 600,000 0 600,000   
  2   其他補助 0 0    
 5  專案計畫收入 0 0    
 6  其他收入 18,000 3,532 14,468  銀行存款利息 
 7  上年度結餘 0 978,868  978,868  
2   本會支出 12,533,800 7,914,200 4,619,600   

 1  人事費 958,000 711,000 247,000   
  1 專職員工薪給 715,000 420,000 295,000   
  2 兼職人員車馬費 96,000 180,000  84,000  
  3 其他人事費 147,000 111,000 36,000   
 2  辦公費 513,600 633,000  119,400  
  1 文具紙張印刷費 50,000 60,000  10,000  
  2 郵電費 116,600 150,000  33,400  
  3 車旅膳雜費 144,000 240,000  96,000  
  4 會議公關費 126,000 102,000 24,000   
  5 租賦費 22,000 28,000  6,000  
  6 其他辦公費 55,000 53,000 2,000   
 3  業務費 7,701,000 5,620,400 2,080,600   
  1 課業輔導費 1,273,000 1,296,000  23,000  
  2 教材教具製作費 660,000 555,600 104,400   
  3 餐點營養費 1,260,000 1,254,000 6,000   
  4 交通旅運費 1,000,000 980,000 20,000   
  5 獎助學金 60,000 90,000  30,000  
  6 假期營隊費 950,000 75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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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校外教學活動費 1,900,000 316,800 1,583,200  
參加上海世博台灣館

開幕演出 
  8 其他業務費 598,000 378,000 220,000   

 4  購置費 1,272,000 120,000 1,152,000  
含購置休旅車 1 台 80
萬 

 5  折舊 80,000 0 80,000  
下半年購置休旅車 1
台分 5 年攤提折舊 

 6  專案支出 1,382,500 420,000 962,500  
紀錄片"250 小時"及

音樂專輯 CD 製作等

 7  預備金 0 14,000  14,000  

 8  提撥基金 626,700 395,800 230,900  
依收入總額提列 5%
以上為準備基金 

3   本期餘絀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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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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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回協會） 

合唱團行政總監 陳念萱 女 99.1.1 5,000 兼職（車馬費，捐回協會） 

總務執行秘書 史春妹 女 98.1.1 20,000 專 職 

教導執行秘書 司秀梅 女 98.7.31 20,000 
專職（青輔會「培育優質人力促

進就業計畫方案大專畢業生至

NPO 職場實習方案」經費） 

會 計 邱綉幀 女 98.4.1 3,000 兼職（車馬費） 

工 讀 生 侯宗佑 男 98.4.16 5,000 兼職（車馬費） 

合 計 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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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原聲                                              阿蠻校長       

    原聲音樂學校上課進入第三學期，從信義國中到東埔國小，經歷去年的八八水災，通往

東埔的交通中斷，學生的上課地點又再度更換到全省最大的原住民部落羅娜國小。雖然一波

三折，但我們並不放棄，孩子們在復課後也都如期回來，這讓我們更有信心。當年招生進來

的學生，如今都已經是六年級了。 
    這學期在國語、數學方面，我們得到林宜城校長的教學團隊支持；每個星期六他們一大

早從南投中寮鄉出發來教孩子們上數學，那是山上孩子最感困難的科目。林校長過去曾在原

住民學校服務過，他堅信沒有學不會的孩子，每一個學生都不能放棄，每一個都可以帶上來。

一學期下來，孩子們喜歡上數學，不再拒絕害怕，課堂上你可以看到學生們搶著舉手回答，

談到上數學，每個孩子眼睛都發亮。英語教學則是由台北市外語啟蒙教學發展學會會長宗玥

老師的教學團隊負責，他們的熱誠和無私奉獻更是令人感佩！每個星期從台北千里迢迢開車

到羅娜，給孩子們帶來精采有趣的英語課，每個小朋友都非常興奮期待。原聲的孩子實在太

幸福了！這學期我們也成立了家長會，各村都推選出一名委員，每個星期輪流安排家長到原

聲音樂學校幫孩子們烹煮午餐，協助各項工作。大愛電視台的記者來採訪時，看到家長志工

在廚房忙碌的情形問到：「假日要上課，不會很辛苦嗎？看到你們大家都好忙…」，雖然辛苦，

但這是一種「享受」，我們正在享受付出的快樂，從孩子身上看到他們進步成長的喜悅。 
    合唱課分二班上課，一班的學生由馬校長指導，二班著重在視唱樂理，曲子熟練後再由

校長來修正；大家都認為唱歌是原住民的天賦，他們本來就會唱歌，事實不然，在當中也有

許多找不到音「迷路」的學生，校長耐心的一個字一個字教孩子們咬字，一個一個修正他們

的音準。原住民學生喜歡動態的活動，像打球賽跑…，對靜態的學習如閱讀較缺乏興趣；合

唱練習需要非常專注，要用耳朵去聽各聲部的音，去揣摩校長的唱腔，許多孩子吃不了苦中

途退出，校長常常苦口婆心勉勵孩子要珍惜感恩這樣的機會，並以自己的童年苦學的故事做

例子；一年半下來，孩子們不再覺得犧牲假日是辛苦的事，對於星期六到原聲上課充滿期待，

並感到自己是何等的幸福！ 
    進入部落的資源和團體有很多，他們提供了許多的幫助；如補救教學、獎助學金…等等，

有別於他們，原聲深耕的方向是「教育」。校長從小在部落長大，清楚原住民的文化、生活背

景及整個部落生活變遷的過程；在西方宗教傳入和國民政府來台後，原住民的整個社會結構

和傳統文化受到嚴重的衝擊，這樣的衝擊太巨大，讓原住民無所適從，也造成他們在整個社

會適應上不管是求學或職場上的困難。兩天的假日學校，除了教他們數學國語英語，我們更

重視他們品格的培養、建立正確的價值觀，我們期望的不只是培育原住民知識上的菁英，給

他們能力，更裝備他們正確的態度和價值，希望他們將來成為部落在地的力量，幫助部落改

造向上提升。這是非常艱鉅的工程，但卻是對部落最直接、最實質的幫助，這項任務考驗著

原聲的孩子們，也挑戰著我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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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木                                           Bukut Tasvaluan    
有一天，協助阿蠻校長上二班的合唱課（現原聲學校因人數較多，合唱課分兩班上課。

我負責原聲一班，阿蠻校長負責二班），因為很久沒上二班的課，想聽聽孩子們聲音的狀況，

便貼近一個個孩子。當我貼近被同學號稱三大「難」高音之一時（二班有三位同學初來原聲

時，完全不入調，即所謂的音痴，被同學取名為三大難高音），其聲音變得低沈渾厚，不管音

準、節奏都 OK，我心甚悅的說：「很棒！你現在是二班的大柱子喔！」 
才說完，隨即有孩子問：「什麼是大柱子？」 
我用最淺顯易懂的方式跟孩子解釋說明，還沒說完孩子便搶著舉手問我「那我呢？」「我

是什麼？」 
 
我一一回答：「你是正在長大的小樹！你是快長大的樹！…」其中一位平常喜歡發問的

孩子問我：「那我呢！」 
他的聲音雖然已有進步，但還是無法掌握音準，經常會走音，我便脫口說出：「你是漂

流木！」 
他對我的回答似懂非懂，面有困惑，但沒有再問下去，我也沒有再說明，趕快下結論，

肯定孩子們的進步並鼓勵他們。 
 
帶合唱十餘年來，每次參加比賽獲好成績時，總是聽到很多人說：「原者民的孩子得第

一名是是理所當然的，他們本來就很會唱歌啊！」 
 
對於這樣的說法我非常不以為然。如此說法不僅無任何根據，而且抹煞了孩子們的努力

與辛苦。其實原住民孩子「一字合音唱法（沒有音高）」、「漂流木（走音）」者大有人在，即

使是原聲的孩子，在初進來時還是有滿多人會找不到音，固執於自己的唱法。面對這樣的孩

子，需要更多愛心、耐心慢慢教導，絕非如大家的印象是天生就會唱歌。 
 
以我教合唱十餘年的經驗，原住民孩子的確有些條件較優越，如節奏感、肺活量等，較

具有相對優勢，但其他則不然。音色、音質及音準並不見得優於都會漢人的孩子，甚至有些

條件是處於劣勢的。首先在團員甄選上，由於偏遠地區孩子人數少，可選擇的對象有限，而

且參與的孩子都沒有學習音樂的背景（未曾參加音樂才藝班什麼的），合唱的學習幾乎都是從

零開始。以原聲的孩子為例，七十餘位孩子中只有一位曾學過琴。面對這樣的學習對象，就

得想出有別於一般的教學方式，否則光是學習基本樂理就把孩子唱歌的興致全給抹滅了。 
 
另一項不利條件是語言習慣，包括發音咬字及發音位置（即共鳴點），這是我認為最困

難之處。先談發音位置（共鳴點）。布農族一般的發音位置偏低，尤其是郡社群。每一句話的

最後一個音，習慣性的往下掉，所以喉音會特別重，唱出的聲音寬卻無力，缺乏穿透力，那

麼該如何調整他們的共鳴點？這是一艱鉅的工程。我常常會一個音、一個音的範唱，甚至做

聲音變換遊戲，讓孩子分辨何為喉音？何為頭腔共鳴？先知道分辨，再慢慢引導孩子由喉音

轉換成頭腔共鳴。說來簡單，但這樣的過程是漫長的，很多孩子還是一頭霧水，非常固執自

己的聲音，但也成為我們練習中的一種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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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發音咬字，原住民各自有其發音習慣，而且有很多聲符是原本母語中沒有發的。以

布農族為例：沒有送氣聲，沒有翹舌音，也沒有ㄩ音，所以要唱標準的國語歌曲是難度相當

高的！此外，因講話習慣的不同，往往唱出來的是帶有原住民腔的國語。發音錯誤，嘴型錯

誤，不僅難唱出好聽的聲音，且會造成音不準的現象。這時我就會扮演國語老師，分析聲符、

韻符的結構，如何起音、收音，如何表現經過音，還需做出嘴型讓孩子模仿，有時為糾正一

個字的發音就花上一節課的時間，弄不清楚狀況的人還以為我們是在上國音學呢。但唯有如

此，才能除去原住民特殊的國語腔調而唱出清亮優美的聲音。在這樣枯燥單調的學習過程中，

如何讓孩子維持高昂的學習興致，則又是另一個技巧了。 
 
因此，每次帶著孩子們上台演出，看著孩子們認真、專注的唱著歌時，我心中是滿滿的

感動。當你在台下聆聽孩子們的演唱時，要知那是無數辛苦與努力的結果啊，請不要吝嗇你

的掌聲，給他們熱烈的肯定，不要再認為那都是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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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2009 年 7~12 月學生名單                         
43 女 23 男 總計 66 人 

六年級共 19 人 五年級共 12 人 四年級共 18 人 

號 姓名 性 學校 號 姓名 性 學校 號 姓名 性 學校 

1 谷佳芳 女 潭南國小 1 谷皓傑 男 潭南國小 1 司念祖 女 潭南國小 

2 松謙慧 女 新鄉國小 2 幸琳茹 女 潭南國小 2 松皓淵 男 潭南國小 

3 松謙慈 女 新鄉國小 3 幸念緹 女 地利國小 3 司承浩 男 地利國小 

4 松瑋恩 女 新鄉國小 4 全心潔 女 地利國小 4 司璦琪 女 地利國小 

5 松竹芳 女 新鄉國小 5 全雅安 女 地利國小 5 幸詩涵 女 地利國小 

6 余 祈 女 久美國小 6 史凱文 男 久美國小 6 史 庭 女 久美國小 

7 張靜如 女 久美國小 7 甘家葳 男 久美國小 7 甘佳恩 男 久美國小 

8 史懷柔 女 羅娜國小 8 司凱琳 女 羅娜國小 8 王卉軒 女 羅娜國小 

9 王克帆 男 羅娜國小 9 史佩君 女 同富國小 9 司莉君 女 羅娜國小 

10 林  彥 男 羅娜國小 10 史志祥 男 東埔國小 10 史譯萱 女 同富國小 

11 全薪傳 男 同富國小 11 戴芊惠 女 東埔國小 11 全莉雯 女 同富國小 

12 王于瑄 女 東埔國小 12 謝韶翔 男 東埔國小 12 松夢筑 女 同富國小 

13 史婉蓉 女 東埔國小 13 松夢葶 女 同富國小 

14 伍怡宣 女 東埔國小 14 田 恩 男 新鄉國小 

15 柯翠怡 女 東埔國小 15 田雨卉 女 東埔國小 

16 謝孟庭 女 東埔國小 16 伍冠因 女 東埔國小 

17 伊部塔給鹿敦 女 東埔國小 17 伍  璇 女 東埔國小 

18 田景文 男 東埔國小 18 司季璇 女 水里國小 

19 司侑宗 男 水里國小 

14 女 5 男 

 

7 女 5 男 

14 女 4 男 

 
 
三年級共 17 人 三年級 (續) 

號 姓名 性 學校 號 姓名 性 學校 

1 松昱希 男 地利國小 10 松憓婷 女 新鄉國小

2 幸雪芬 女 地利國小 11 田  強 男 新鄉國小

3 田芷婷 女 潭南國小 12 甘詠祈 女 久美國小

4 田芷恆 男 潭南國小 13 伍迦得 男 久美國小

5 幸于辰 男 潭南國小 14 伍  瀚 男 久美國小

6 松喬馨 女 潭南國小 15 林巧蝶 女 東埔國小

7 全彥威 男 雙龍國小 16 伍承耀 男 東埔國小

8 全襄柔 女 雙龍國小 17 司季欣 女 水里國小

9 松雅各 男 新鄉國小 

 

8 女 9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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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2009 年三年級英語教學計畫                      

教學者 楊惠琴 學生人數 17 授課總節數 28 節 
教學目標 Love to learn.  Learn to love. 
上課日期 節數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98.09.13 

2 教學主題: Today Is Monday 
教學活動: story telling 
主要單字: weekdays 
主要句型: Today is~~. 

 

第二週 
98.09.20 

2 教學主題: Today Is Monday 
教學活動: song & food names 
主要單字: soup/steak/spaghetti/noodles/beans 
主要句型: I eat ~~. 

 

第三週 
98.09.27 

2 教學主題: Today Is Monday 
教學活動: vocabulary review 
主要單字: weekdays & food names 
主要句型: What day is today? Today is~~. 

 

第四週 
98.10.04 

2 中秋佳節  

第五週 
98.10.11 

2 教學主題: Today Is Monday 
教學活動: vocabulary review 
主要單字: weekdays & food names 
主要句型: Is today Sunday? Yes, it is. 

 

第六週 
98.10.18 

2 教學主題: Today Is Monday 
教學活動: vocabulary review 
主要單字: weekdays & food names 
主要句型: Is today Monday? No, it isn’t. 

 

第七週 
98.10.25 

2 教學主題: Festival (Halloween) 
教學活動: rhyme and game 
主要單字: vampire/pumpkin/spider/treat/trick 

 

第八週 
98.11.01 

2 教學主題: From Head to Toe 
教學活動: story telling (animals’ names& their colors) 
主要單字: penguin/seal/camel/crocodile/parrot 
主要句型: I am a ~~. 

 

第九週 
98.11.08 

2 教學主題: From Head to Toe 
教學活動: story telling (V+O.-body parts) 
主要單字: turn one’s head/clap one’s hands/arch one’s back… 
主要句型: I can turn my head. (substitution) 

 

第十週 
98.11.15 

2 教學主題: From Head to Toe 
教學活動: body parts review & song (Head, Shoulders, Kn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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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es.) 
主要單字: raise one’s shoulders/wiggle one’s hips/kick one’s 
feet/wriggle one’s toes 
主要句型: Can you do it? Yes, I can do it. 

第十一週 
98.11.22 

2 教學主題: From Head to Toe 
教學活動: body parts review & song (Hockey Pockey) 
主要單字: right/left/shake 
主要句型: I can V. /Can you do it? Yes, I can do it. 

 

第十二週 
98.11.29 

2 教學主題: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教學活動: story telling 
主要單字: hungry/fruit names/weekdays 
主要句型: He was still very hungry. 

 

第十三週 
98.12.06 

2 
「2009 溫故知新」展演會  

第十四週 
98.12.13 

2 教學主題: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教學活動: story review 
主要單字: food names & numbers 
主要句型:He ate~~. 

 

第十五週 
98.12.20 

2 教學主題: Festival 
教學活動: song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 Game 
(words Searching)  
主要單字: Merry Christmas/Santa/Candy Cane/Christmas 
Tree/Gift/Stocking) 

 

第十六週 
98.12.27 

2 
聖誕佳節  

第十七週 
99.01.03 

 
元旦佳節 

 

第十八週 
99.01.10 

2 調課：音樂課  

第十九週 
99.01.17 

2 教學主題: Review(alphabet/sentence patterns) 
教學活動: Alphabet recognizing and writing. 
主要句型: Who’s she/he? She’s/He’s my… 

 What’s this/that?It’s a/an … 
 Is this/that a/an…? Yes, it is./No, it isn’t. 

  What color is it?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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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2009 年三年級數學教學計畫 (98.09.12 ~ 99.01.16 )     

教學者 林宜城、林紀穎、林麗娟、

陳春甘、洪莉云、李倩綸

學生人數 17 授課總節數 60 節 

教學目標 一、能說、讀、聽、寫 1000 以內的數，比較其大小，並做位值單位的換算。  
二、能理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三、能理解乘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簡單整數倍的問題。 
四、能在具體情境中，進行分裝與平分的活動。 
五、能理解除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理解整除、商與餘數的概念。 
六、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識單位分數、真分數及單位分數的合成。 

上課日期 節數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98.09.12 

4 一、數的認識：以擲骰子進行活動 
    累加一、十、百，達到 2000 以內 
二、綜合練習：以學習單檢視學生數概念發展 
三、數的認識：以抽撲克牌進行活動 
    2000 以內的累退一、十、百 
四、綜合練習：隨機進行累進、累退的整數認識 

學習單檢視

第二週 
98.09.19 

4 一、心算：1000 以內的整數加減心算 
二、二位數加減情境題：先判題問題紀錄再做解題 
三、比大小 
  1. 分成兩組，抽出紙幣，互比大小 
  2. 練習描述，建立比較亮與被比較亮的關係，最後解題 

 

第三週 
98.09.26 

4 一、二位數乘以一位數 
  1. 學習圖畫表徵、乘法問題 
  2. 能已有成號的算是紀錄問題，並自行解題 
  3. 釐清被乘數與乘數的意義 
二、整數概念：比大小 
    體驗被比較量未知的情境，學習解題發表 

因數、倍

數、質因數

第四週 
98.10.03 

 
中秋佳節 

 

第五週 
98.10.10 

4 一、心算：練習從高階單位先做加減 
二、乘法 
  1. 繪圖寫出乘數未知問題 
  2. 用想法解出乘式答案 
三、連續量分數，單位分量命名 
    藉由繩子等分成 6、8、9 或 10 份 

因數、倍

數、質因數

第六週 
98.10.17 

4 一、記錄倍的解題活動：倍的解題 
二、包含除問題 
  1. 繪圖解決 
  2. 記錄解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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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98.10.24 

4 一、心算 
1. 千位減法 
2. 乘法心算(二位數×一位數) 

二、包含除問題（二位除一位、三位除二位） 
1. 畫圖解決 
2. 用算式紀錄過程 
3. 用除式列出算式 

三、連續量分數概念建立 
1. 單位分數 
2. 真分數 
3. 累數單位分數 

9-1-5 分數

乘法 
 
 
 
 
 
 
10-1-4 整數

÷整數＝分

數 

第八週 
98.10.31 

4 一、心算： 
1. 千位減法 
2. 乘法 

二、等分除 
1. 繪圖解決 
2. 繪圖並用算式紀錄解題過程 

三、分數概念 
1. 畫圖認識分數 
2. 能理解單位量 

9-1-5 分數

乘法 
 
9-9-12 整數

比 
 
9-10-16 

第九週 
98.11.07 

4 一、等分除問題 
1. 被除數為三位數，除數為二位數，商為一位數的問題 
2. 畫圖、減法算則 

二、離散量單位分數認識 
1. 繪圖理解 

  2. 平分概念 

 

第十週 
98.11.14 

4 一、乘法心算 
二、包含除問題 

1. 除法算則，減法解題 
2. 給除式，請學生自行命題 

  3. 釐清單位數與剩餘數 

 

第十一週 
98.11.21 

4 一、心算 
1. 千位減法 
2. 乘法心算(二位數×一位數) 

二、除法，減法解題 

 

第十二週 
98.11.28 

4 一、等分除的練習 
1. 2 位數÷2 位數(商＜9) 
2. 3 位數÷3 位數(商＜9) 
3. 3 位數÷2 位數(商＜9) 

二、心算練習：又百、又十、又一的累進、累退 
三、單位分數複習 

1. 連續量，累進幾個幾到 1 
  2. 離散量，內容物單一 

 

第十三週 
98.12.05 

4 
建中 111 周年校慶園遊會 & 蔡國強泡美術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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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98.12.12 

4 一、2000 以內的加法心算 
1. 2 位數+2 位數(未進位) 
2. 2 位數+2 位數(進位) 
3. 3 位數+2 位數(進位) 
4. 3 位數+3 位數(進位) 
5. 4 位數+3 位數(十位進到百，百未進位) 

二、單位分數的合成與分解 
1. 複習單位分數 

  2. 1 以內的單位分數合成與分解 

 

第十五週 
98.12.19 

4 一、心算 
1. 加減法 
2. 2 位數乘 1 位數 

二、單位分數的合成與分解 
三、練習離散量的單位分數 

 

第十六週 
98.12.26 

4 
聖誕佳節 

 

第十七週 
99.01.02 

4 
元旦佳節 

 

第十八週 
99.01.09 

4 一、複習加減心算 
二、複習二十四小時制的時間概念 
三、乘法、除法、分數的複習 

1. 乘法：二位×一位；三位×一位 
2. 除法：商在 9 以內 

  3. 分數：同分母、單位分數的加減 

 

第十九週 
99.01.16 

4 節 一、複習加、減心算： 
 5000 以內的又一、又十、又百，數的累進、累退 
二、練習學習單(加減百、十) 旺旺狗年大冒險(一) 
三、數學診斷評量 A、B 卷 
四、複習單位分數的合成與分解：先畫圖，再記錄算式，進

行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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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2009 年四年級英語教學計畫 (98.09.13 ~ 99.01.17)     

教學者 盛美文(Vivi) 學生人數 18 授課總節數 46 節 

教學目標 以主題教學為主軸：每月配合中西節慶或特殊文化體驗為課程設計主軸 
佐以電腦輔助教學之教學法，帶動學習興趣 
建立閱讀習慣，並認識英美文化之差異與節慶特色 

上課日期 節數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98.09.13 

2 教學主題: Get to know each other 
教學活動: Toy hammer & sticky ball 

認識新學生 

第二週 
98.09.20 

2 教學主題: Review the vocabulary from last semester 
教學活動: Competition activiities 

複習上學期單字

第三週 
98.09.27 

3 教學主題: Teacher’s Day 
教學活動: Make a Teacher’s card. 
主要單字: Happy Teacher’s Day, teacher’s card, 
kind, nice, tall, short, sweet, beautiful 
主要句型: Who is he/she? He/She is my teacher. 
         I love my teacher. He/She is ____. 

教師節海報 
各種教師節卡片

欣賞及製作 

第四週 
98.10.04 

3 
中秋佳節  

第五週 
98.10.11 

3 教學主題: Insects  
教學活動: Song: icy, wincey spide 
         Song: Shoo Fly don’t bother me 
主要單字: spider, fly, butterfly,dragonfly, firefly 
主要句型: What is it? It’s a______. 

到圖書館借和昆

蟲有關的書一次

可借一個月建議

A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Written by Eric 
Carl 有中譯「好

餓好餓的毛毛蟲

第六週 
98.10.18 

3 教學主題: Halloween 
教學活動: Song: Trick or treat 
主要單字: Witch, vampire, monster, ghost, pumpkin 
         trick or treat, Halloween 
主要句型: Who is he/she? He/She is___. 
         What does he/she look like? 
         (tall, short, thin, chubby) 
         Do you like to go trick or treating? 

萬聖節短片 

第七週 
98.10.25 

3 教學主題: 萬聖節出發要糖”趣” 
教學活動: Trick or treat 化裝舞會 鬼影幢幢 

萬聖節有關之故

事書 

第八週 
98.11.01 

3 教學主題: 感恩節的由來 
教學活動: Song: I’m thankful 
主要單字: Indian, Pilgrim, Mayflower, turkey pie, 

有關感恩節的由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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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hungry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eat on Thanksgivings? 
         We eat---. 

第九週 
98.11.08 

3 教學主題: 感恩節的由來及學習單製作 
教學活動: Song: I’m thankful 
主要單字: fork, spoon, chopsticks, knife, cup 
主要句型: I’m thankful for my ____. 

有關印地安人文

化之介紹 

第十週 
98.11.15 

3 教學主題: 餐具之英文名稱 
教學活動: 複習餐具英文名稱 
主要單字: hamburger, french fries, ketchup, orange 
juice, milkshake, pizza, chicken nugget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want? I want___. 

先畫出一份麥當

勞的點餐表 
餐具的照片或餐

桌禮儀的故事及

吃東西的故事 

第十一週 
98.11.22 

3 教學主題: 食物之英文名稱 
教學活動: 複習上週故事 
主要單字: cut, eat, drink,napkin, pass 
主要句型: Can you pass me the_____? 

 

第十二週 
98.11.29 

3 教學主題: 我們吃西餐囉 
教學活動: Table manners song 
主要單字: Review vocabulary 

Eat spagatti and 
sausage and corn 
soup 

第十三週 
98.12.06 

 「2009 溫故知新」展演會  

第十四週 
98.12.13 

3 教學主題: 聖誕節歌曲 
教學活動: Song: Jingle bells 
主要單字: Merry Christmas. jingle bells, candy cane, 
stocking, snow man, angel, presents, Santa Claus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want for your Chistmas? 
          I want ___. 

Make your own 
Christmas Cards 

第十五週 
98.12.20 

3 教學主題: 聖誕節的由來 
教學活動: Song: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主要單字: Christmas card, wreath, Christmas tree, 
package, plum pudding, pumpkin pie, roast turkey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do at Christmas Day? 
         I want to ____. 

Reading The 
story of 
Christmas and 
make a small 
book. 

第十六週 
98.12.27 

 聖誕佳節  

第十七週 
99.01.03 

 元旦佳節  

第十八週 
99.01.10 

3 教學主題: 農曆新年 
教學活動: Song: Chinese new year song 
主要單字: Chinese New Year, New Year's Eve 
Dinner, red envelope, red couplets, coat, sweater, 

make red cou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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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s, jacket, gloves, scarf 
主要句型: 
What are you going to buy for Chinese new 
year?  I'm going to ---- 

第十九週 
99.01.17 

3 教學主題: 農曆新年 
教學活動: Song: Chinese new year song 
主要單字: Firecracker, The Dragon (Lion) Dance, 
firework, jeans, vest, T-shirt, hat, cap, shirt 
主要句型: What are you wearing? I'm wearing____. 

Make your own 
Chinese New 
Year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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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2009 年四年級數學教學計畫 (98.09.12 ~ 99.01.16 )    

教學者 林宜城、洪莉云 
李倩綸、許穎婕 

學生人數 18 授課總節數 60 節 

教學目標 一、能在具體情境中，能認識真分數、假分數與帶分數，做同分母分數的比較、

    加減與整數倍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二、能理解除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理解整除、商與餘數的概念。

三、能認識一位與二位小數，並做比較、加減及整數倍的計算。  
四、能由長度測量的經驗，透過刻度尺的方式來認識數線，並標記整數。 
五、能理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 

上課日期 節數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98.09.12 

4 一、單位分數複習 
二、單位分數比大小 
三、分數的累進：假分數、帶分數的互換 
    例：分母為 2；3 的分數互換 

 

第二週 
98.09.19 

4 一、單位分數的累進（連續量） 
二、單位分數的累進（離散量） 
  1. 內容物單一 
  2. 內容物多個 

 

第三週 
98.09.26 

4 一、單位分數的點數 
  1. 連續量 
  2. 離散量（內容物單一）（內容物多個） 
二、單位分數累進到一 
三、假分數換帶分數 

 

第四週 
98.10.03 

4 
中秋佳節 

 

第五週 
98.10.10 

4 一、內容物單一的單位分數合成（100 以內） 
二、單位分數的比較型問題（離散量） 
三、同分母單位分數點數與合成（內容物多個） 

 

第六週 
98.10.17 

4 一、整數包含除問題 
  1. 繪圖解題 
  2. 累減計算 

 

第七週 
98.10.24 

4 一、整數等分除問題 
  1. 繪圖解題 
  2. 累減計算 
  3. 乘減計算 
  4. 直式與乘減計算的連結 

 

第八週 
98.10.31 

4 一、整數包含除問題 
二、整數等分除問題（乘減算則加強） 

 

第九週 4 一、整數包含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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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7     乘減運算--以 10 和 100 為單位的估商 
二、乘法心算 

第十週 
98.11.14 

4 一、幾加幾的幾百倍乘法練習 
二、整數包含除問題 
三、整數等分除問題 

 

第十一週 
98.11.21 

4 一、整數包含除練習 
二、整數等分除練習 
  1. 被除數由 2~5 位 
  2. 除數由 1~4 位 
三、乘除加減混合題型練習 

 

第十二週 
98.11.28 

4 一、周長和面積 
  1. 長方形 
  2. 正方形 
  3. 不規則形 
二、補救乘法中，幾個幾的概念 

 

第十三週 
98.12.05 

 建中 111 周年校慶園遊會 & 蔡國強泡美術館展  

第十四週 
98.12.12 

4 一、由分數導入小數的認識 
  1. 十分位小數 
  2. 百分位小數 
二、小數的聚合 
  1. 百分位加百分位 
  2. 百分位加十分位 
三、小數大小的比較 
四、公分公尺的換算（以小數表示） 

 

第十五週 
98.12.19 

4 一、小數概念強化、釐清 
二、長度單位轉換成小數 
  1. 公分公尺互換 
  2. 公尺公里互換 
三、小數大小的比較 

 

第十六週 
98.12.26 

 
聖誕佳節  

第十七週 
99.01.02 

 
元旦佳節  

第十八週 
99.01.09 

4 一、分數同分母加減複習 
二、分數的整數倍複習 

 

第十九週 
99.01.16 

4 一、分數的加減複習(包含內容物多個) 
二、小數的加減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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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2009 年五年級英語教學計畫 (98.09.13 ~ 99.01.17)     

教學者 蕭淑敏(Jessica) 學生人數 12 授課總節數 46 節 

教學目標 以主題教學為主軸：每月配合中西節慶或特殊文化體驗為課程設計主軸 
佐以電腦輔助教學之教學法，帶動學習興趣 
建立閱讀習慣，並認識英美文化之差異與節慶特色 

上課日期 節數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98.09.13 

2 教學主題: Get to know each other 
教學活動: Toy hammer & sticky ball 

認識新學生 

第二週 
98.09.20 

2 教學主題: Review the vocabulary from last semester 
教學活動: Competition activiities 

複習上學期單字 

第三週 
98.09.27 

3 教學主題: Teacher’s Day. 
教學活動: Make a Teacher’s card. 
主要單字: Happy Teacher’s Day, eacher’s card, kind, 
nice, tall, short, sweet, beautiful, tall, short, chubby, 
thin 
主要句型: Who is he/she? He/She is my teacher. 
         I love my teacher. He/She is ____. 
         How does he/she look? She is___. 

教師節海報 
各種教師節卡片

欣賞及製作 

第四週 
98.10.04 

3 
中秋佳節  

第五週 
98.10.11 

3 教學主題: Insects 
教學活動: Song: icy, wincey spide 
         Song: Shoo Fly don’t bother me 
主要單字: spider, fly, butterfly,dragonfly, firefly, 
cockroach 
主要句型: 1. What is it? It’s a______. 
         2. Can a ___ fly? Yes, it can. No, it can’t. 

到圖書館借和昆

蟲有關的書一次

可借一個月.建議

A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Written 
by Eric Carl「好餓

好餓的毛毛蟲」有

中譯 

第六週 
98.10.18 

3 教學主題: Halloween 
教學活動: Song: Trick or treat 
主要單字: witch, vampire, monster, ghost, pumpkin  
trick or treat, Halloween 
主要句型: Who is he/she? He/She is___. 
         What does he/she look like? 
          (tall, short, thin, chubby) 
         Do you like to go trick or treating? 

萬聖節短片 

第七週 
98.10.25 

3 教學主題: 萬聖節出發要糖”趣” 
教學活動: Trick or treat 化裝舞會 鬼影幢幢 

萬聖節有關之故

事書 
第八週 
98.11.01 

3 教學主題: 感恩節的由來 有關感恩節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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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Song: I’m thankful 
主要單字: Indian, Pilgrim, Mayflower, turkey pie, 
corn, hungry, peace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eat on Thanksgivings? 
         We eat---. 

來 

第九週 
98.11.08 

3 教學主題: 感恩節的由來及學習單製作 
教學活動: Song: I’m thankful 
主要單字: fork, spoon, chopsticks, knife, cup, plate, 
glass 
主要句型: I’m thankful for my ____, because___. 

有關印地安人之

文化介紹 

第十週 
98.11.15 

3 教學主題: 餐具之英文名稱 
教學活動: 複習餐具英文名稱 
主要單字: hamburger, french fries, ketchup, orange    
juice, milkshake, pizza, happy meal, milkshake, pizza, 
pepper, chicken nugget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want? I want___. 

先畫出一份麥當

勞的點餐表 
餐具的照片或餐

桌禮儀的故事及

吃東西的故事 

第十一週 
98.11.22 

3 教學主題: 食物之英文名稱 
教學活動: 複習上週故事 
主要單字: cut, eat, drink,napkin, pass, lap, pour 
主要句型: Can you pass me the_____? 

 

第十二週 
98.11.29 

3 教學主題: 我們吃西餐囉 
教學活動: Table manners song 
主要單字: Review vocabulary 

Eat spagatti and 
sausage and corn 
soup 

第十三週 
98.12.06 

 「2009 溫故知新」展演會  

第十四週 
98.12.13 

3 教學主題: 聖誕節歌曲 
教學活動: Song: Jingle bells 
主要單字: Merry Christmas. jingle bells, candy cane,   
stocking, snow man, angel, presents, Santa Claus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want for your Chistmas? 
          I want ___. 

Make your own 
Christmas Cards 

第十五週 
98.12.20 

3 教學主題: 聖誕節的由來 
教學活動: Song: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主要單字: Christmas card, wreath, Christmas tree,     
package, plum pudding, pumpkin pie, oast turkey, 
Christmas feast, poinsettia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do at Christmas Day? 
         I want to ____. 

Reading The story 
of Christmas and 
make a small 
book. 

第十六週 
98.12.27 

 聖誕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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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99.01.03 

 元旦佳節  

第十八週 
99.01.10 

3 教學主題: 農曆新年 
教學活動: Song: Chinese new year song 
主要單字: Chinese New Year, New Year's Eve Dinner, 
red envelope, red couplets, coat, sweater, pants, jacket, 
gloves, scarf 
主要句型: What are you going to buy for Chinese new 
year? I'm going to ---- 

make red couplet 

第十九週 
99.01.17 

3 教學主題: 農曆新年 
教學活動: Song: Chinese new year song 
主要單字: Firecracker, The Dragon (Lion) Dance,     
firework, jeans, vest, T-shirt, hat, cap, shirt 
主要句型: What are you wearing? I'm wearing____. 

Make your own 
Chinese New Year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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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2009 年五年級數學教學計畫 (98.09.12 ~ 99.01.16)    

教學者 陳映含 學生人數 12 授課總節數 60 節 
教學目標 一、能理解除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理解整除、商與餘數的概念。

二、能認識真分數、假分數與帶分數，做同分母分數的比較、加減與整數倍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三、能認識等值分數，並做簡單的應用。  
四、能理解因數、倍數、公因數與公倍數。 
五、能理解分數(含小數)乘法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六、能理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周長、面積與體積。  
七、能運用切割重組，理解三角形、平行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上課日期 節數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98.09.12 

4 1. 三位數加減法心算練習 
2. 乘法概念討論與釐清-運用幾個百幾個十幾個一的

方式解決問題 
3. 內容物為多個，進行等值分數的活動，體會等值分

數的意義。 

8-4-4 

第二週 
98.09.19 

4 1.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情境

下，解決同分母分數的合成、分解問題。 
2. 在量的情境中，進行單位分數與其等值分數的比較

活動；解決幾十個百分之一合起 來是多少個十分之

一；需要少個百分之一合起來才是幾個十分之一；幾

十幾個百分之一合起來是多少個十分之一和多少個

百分之一；多少個百分之一合起來，才是幾個十分之

一。 
3. 銜接課程：異分母分數比較大小 
4. 重新建立乘法與除法概念 

8-4-5-9 

第三週 
98.09.26 

4 1.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情境

下，使用假分數數詞、帶分數數詞、命名單位分量所

合成的數量或表現其數量。 
2.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情境

下，進行等值分數的比較；比較假分數與帶分數數詞

所描述的量，經驗假分數數詞序列與帶分數數詞序列

的關係。 
3.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情境

下，使用帶分數數詞命名單位分量所合成的數量或表

現其數量。 
4.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情境

下，進行等值分數的比較；比較假分數與帶分數數詞

所描述的量，經驗假分數數詞序列與帶分數數詞序列

的關係。 

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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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98.10.03 

4 
中秋佳節  

第五週 
98.10.10 

4 1.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情境

下，解決同分母帶分數的合成問題；解決被減數為 1，

減數為幾分之一的分解問題；解決同分母帶分數的合

成、分解問題 
2.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情境

下，解決同分母帶分數的合成問題；解決被減數為 1，

減數為幾分之一的分解問題；解決同分母帶分數的合

成、分解問題。 

8-6-3-6 

第六週 
98.10.17 

4 1. 討論包含除與等分除的意義。 
2. 運用乘減的記錄方式解決包含除與等分除的問題。 

8-14-6-8 

第七週 
98.10.24 

4 1. 運用乘減的記錄方式解決包含除與等分除的問題。 
2. 解決乘數未知與被乘數未知的問題；先用算式填充

題把問題記下來，再解題。 

8-14-6-8 
8-4-1-3 

第八週 
98.10.31 

4 1. 用算式填充題記錄「被除數小於 200，商數不大於

10」的除數、被除數（整除）未知問題，並記錄解題

過程。 
2. 內容物為多個的情境下，解決帶分數的合成分解問

題。 

8-7-1-2 
8-7-9-11 

第九週 
98.11.07 

4 1.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

下，經驗「整數的分數倍」意義的語言。 
2.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

下，解決「被乘數是整數，乘數是單位分數或真分數，

積是整數」的問題，並用有乘號的算式摘要記錄解題

過程。 

9-12-14-16 
（內容物多個

分數概念薄

弱，先進行釐

清） 

第十週 
98.11.14 

4 1.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

下，經驗「整數的分數倍」意義的語言。 
2.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

下，解決「被乘數是整數，乘數是單位分數或真分數，

積是整數」的問題，並用有乘號的算式摘要記錄解題

過程。 

 

第十一週 
98.11.21 

4 1. 複習上週整數的分數倍 
2. 給定總數，解決「可能的等分組方式」問題，並記

錄解題活動。 
3. 給定兩總數，透過比較各自可能的等分組方式，解

決「等分組的可能數值」問題，並記錄解題活動。 

因數 

第十二週 
98.11.28 

4 1. 給定總數，解決「可能的等分組方式」問題，並記

錄解題活動。 
2. 給定兩總數，透過比較各自可能的等分組方式，解

決「等分組的可能數值」問題，並記錄解題活動。 

因數 
(因新流感，缺

課超過半數以

上，導致課程內

容一再反覆) 
第十三週 
98.12.05 

4 
建中 111 周年校慶園遊會 & 蔡國強泡美術館展  

第十四週 
98.12.12 

4 1. 給定兩數，透過各自的倍數的比較活動，解決「可

能的公倍數」問題，認識公倍數的意義。 
2. 察覺一數是其所有因數的公倍數，察覺兩數相乘的

因數倍數運用 
(因數、倍數題

型混合即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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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為兩數的公倍數。 
3. 給定兩個數值，透過各自的倍數比較活動，解決「列

出所有可能公倍數」問題，並找出最小公倍數。 

混淆，缺課率較

高，擬下週再進

行一次相關課

程) 
第十五週 
98.12.19 

4 公因數公倍數混合題型應用；書寫學習單。 因數倍數應用 

第十六週 
98.12.26 

 
聖誕佳節  

第十七週 
99.01.02 

 
元旦佳節  

第十八週 
99.01.09 

4 認識 1 平方公分、1 立方公分；正方形與長方形的

周長、面積與體積。 
面積與體積 

第十九週 
99.01.16 

4 認識 1 平方公分、1 立方公分；正方形與長方形的

周長、面積與體積；運用正方形或長方形的面積

公式察覺三角形與平行四邊形的面積求解公式。 

面積與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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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2009 年六年級英語教學計畫 (98.09.13 ~ 99.01.17)    

教學者 李宗玥 (Christiana) 學生人數 19 授課總節數 42 節 

教學目標 以主題教學為主軸：每月配合中西節慶或特殊文化體驗為課程設計主軸 
佐以電腦輔助教學之教學法，帶動學習興趣 
建立閱讀習慣，並認識英美文化之差異與節慶特色 

上課日期 節數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98.09.13 

2 停課  

第二週 
98.09.20 

2 停課  

第三週 
98.09.27 

3 教學主題: Teacher’s Day. 
教學活動: Make a Teacher’s card. 
主要單字: Happy Teacher’s Day, teacher’s card, kind, 
nice, tall, short, sweet, beautiful, tall, short, chubby, thin, 
straight, curly 
主要句型: Who is he/she? He/She is my teacher. 
         I love my teacher. He/She is ____.  
         How does he/she look? She is___. 

教師節海報 
及各種教師節

卡片欣賞及製

作 

第四週 
98.10.04 

3 
中秋佳節  

第五週 
98.10.11 

3 教學主題: Insects 
教學活動: Song: icy, wincey spide 
         Song: Shoo Fly don’t bother me 
主要單字: spider, fly, butterfly, dragonfly, firefly, 
cockroach, mosquito 
主要句型: 1. Do you like____s? Yes, I do./No, I don’t. 
         2. Can a ___ fly? Yes, it can. No, it can’t. 

到圖書館借和

昆蟲有關的書

一次可借一個

月.建議 A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Written by 
Eric Carl「好

餓好餓的毛毛

蟲」有中譯 

第六週 
98.10.18 

3 教學主題: Halloween 
教學活動: Song: Trick or treat 
主要單字: Witch, vampire, monster, ghost, pumpkin, trick  
or treat, Halloween 
主要句型: Who is he/she? He/She is___. 
         What does he/she look like? 
          (tall, short, thin, chubby) 
         What do the kids do on Halloween? 
         They go trick or treating. 

萬聖節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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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98.10.25 

3 教學主題: 萬聖節出發要糖”趣” 
教學活動: Trick or treat 化裝舞會 鬼影幢幢 

萬聖節有關之

故事書 

第八週 
98.11.01 

3 教學主題: 感恩節的由來 
教學活動: Song: I’m thankful 
主要單字: Indian, Pilgrim, Mayflower, turkey pie, corn, 
hungry, peace, mashed patotoes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eat on Thanksgivings? 
         We eat---. 

有關感恩節的

由來 

第九週 
98.11.08 

3 教學主題: 感恩節的由來及學習單製作 
教學活動: Song I’m thankful 
主要單字: fork, spoon, chopsticks, knife, cup, plate, glass, 
mug 
主要句型: I’m thankful for my ____, because___. 

有關印地安人

之文化介紹 

第十週 
98.11.15 

3 教學主題: 餐具之英文名稱 
教學活動: 複習餐具英文名稱 
主要單字: hamburger, french fries, ketchup, orange juice, 
milkshake, pizza, meal deal one, milkshake, pizza, pepper, 
chicken nugget 
主要句型: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please. 
         What do you want? I want___. 

先畫出一份麥

當勞的點餐表

餐具的照片 
或餐桌禮儀的

故事及吃東西

的故事 

第十一週 
98.11.22 

3 教學主題: 食物之英文名稱 
教學活動: 複習上週故事 
主要單字: cut, eat, drink,napkin, pass, lap, pour, sip 
主要句型: Can you pass me the_____? 

 

第十二週 
98.11.29 

3 教學主題: 我們吃西餐囉 
教學活動: Table manners song 
主要單字: Review vocabulary 
主要句型: Put your napkin on your lap. 
         Don’t talk when your moth is full. 

Eat spagatti 
and sausage 
and corn soup 

第十三週 
98.12.06 

 「2009 溫故知新」展演會  

第十四週 
98.12.13 

3 教學主題: 聖誕節歌曲 
教學活動: Song: Jingle bells 
主要單字: Merry Christmas. jingle bells, candy cane, 
stocking, snow man, angel, presents, Santa Claus, 
fireplace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want for your Chistmas? 
          I want ___. 

Make your 
own Christmas 
Cards 

第十五週 
98.12.20 

3 教學主題: 聖誕節的由來 
教學活動: Song: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主要單字: Christmas card, wreath, Christmas tree, 

Reading The 
story of 
Christmas and 



  
- 44 - 

package, plum pudding, pumpkin pie, roast turkey, 
Christmas feast, poinsettia 
主要句型: What do you do on Christmas Day? 
         I want to ____. 

make a small 
book. 

第十六週 
98.12.27 

 
聖誕佳節 

 

第十七週 
99.01.03 

 
元旦佳節 

 

第十八週 
99.01.10 

3 教學主題: 農曆新年 
教學活動: Song: Chinese new year song 
主要單字: Chinese New Year, New Year's Eve Dinner, red 
envelope, red couplets, coat, sweater, pants, jacket, gloves, 
scarf 
主要句型: What are you going to buy for Chinese new    
        year?  I'm going to ---- 

make red 
couplet 

第十九週 
99.01.17 

3 教學主題: 農曆新年 
教學活動: Song: Chinese new year song 
主要單字: Firecracker, The Dragon (Lion) Dance, 
firework, jeans, vest, T-shirt, hat, cap, shirt 
主要句型: What are you wearing? I'm wearing______. 

Make your 
own Chinese 
New Year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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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2009 年六年級數學教學計畫 (98.09.12 ~ 99.01.16)     

教學者 林宜城、林麗敏 學生人數 19 授課總節數 60 節 
教學目標 一、能理解因數、倍數、公因數與公倍數。  

二、能認識質數、合數，並做質因數分解。  
三、能認識比率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  
四、能認識比、比值與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五、能理解分數(含小數)乘法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六、能理解分數(含小數)除法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上課日期 節數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98.09.12 

4 一、數找數朋友：積木操作 
二、數的分類 
  1. 分出 1、質數、合數三種 
  2. 分出因數、倍數 
三、找出數的因數、質因數 
  1. 找出數的因數 
  2. 從因數中找出質數的因數~質因數 

因數、倍數、

質因數 

第二週 
98.09.19 

4 一、在一個範圍內找出數的倍數 
二、找出最大公因數 
  1. 兩數的因數中找出公因數 
  2. 兩數的因數中找出最大、最小公因數 
三、找出最小公倍數 
  1. 一個範圍內找出兩數的公倍數 
  2. 一個範圍內找出兩數的最大、最小公倍數 

因數、倍數、

質因數 

第三週 
98.09.26 

4 一、數的分解 
  1. 把一個數拆成兩數相乘 
  2. 把一個數拆成質數相乘 
二、質因數分解求最大公因數與最小公倍數 
三、最大公因數與最小公倍數解生活問題 

因數、倍數、

質因數 

第四週 
98.10.03 

4 
中秋佳節  

第五週 
98.10.10 

4 一、數的分解 
  1. 把一個數拆成兩數相乘 
  2. 把一個數拆成質數相乘 
二、質因數分解求最大公因數與最小公倍數 
三、最大公因數與最小公倍數解生活問題 

因數、倍數、

質因數 

第六週 
98.10.17 

4 1.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單一個物」的情境下，

解決結果為單位分數的整數除法（等分除）問題，並用有

除號的算式摘要記錄解題過程。（除數 12≦ ） 
2. 在連續量的情境下，解決結果為真分數、帶分數的整

9-7-2 整數÷
整數＝單位

分數 
9-7-3～7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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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除法（等分除）問題，並用有除號的算式摘要記錄解題

過程。（除數 12≦ ） 
數÷整數＝真

分數、帶分數

第七週 
98.10.24 

4 1. 單位分數的整數倍，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

單一個物」的情境下，解決「被乘數是真分數（分母 12≦ ），

乘數是整數（ 12≦ ）」的問題（積數＞1）。 
2. 運用乘減的記錄方式解決包含除與等分除的問題。 
3.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離散量

情境下，解決結果為分數的整數除法（不能整除的等分除）

問題 

9-1-5 分數乘

法 
 
10-1-4 整數÷
整數＝分數 

第八週 
98.10.31 

4 1. 單位分數的整數倍，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

單一個物」的情境下，解決「被乘數是真分數（分母 12≦ ），

乘數是整數（ 12≦ ）」的問題 （積數＞1）。 
2. 解決乘數未知與被乘數未知的問題；先用算式填充題

把問題記下來，再解題。 
3. 解決一對多的交換問題，並記錄其解題過程與結果。 
4. 解決二對多的交換問題，並記錄其解題過程與結果。 

9-1-5 分數乘

法 
 
9-9-12 整數

比 
 
9-10-16 

第九週 
98.11.07 

4 1. 單位分數的整數倍，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

單一個物」的情境下，解決「被乘數是帶分數（分母 12≦ ），

乘數是整數（ 12≦ ）」的問題 （積數＞1）。 
2. 帶分數的整數倍，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多個個

物」的情境下，解決「被乘數是帶分數（分母 12≦ ），乘

數是整數（ 12≦ ）」的問題。 
3.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下，

經驗「整數的分數倍」意義的語言。（積數是整數，分母

12≦ ，乘數＜10，分母＝1） 
4.解決一對多的交換問題，並記錄其解題過程與結果。 
5. 解決二對多的交換問題，並記錄其解題過程與結果。 

9-1-6 分數乘

法 
 
9-2-3 
 
 
9-2-12 
 
 
9-9-12 整數

比 
9-10-16 

第十週 
98.11.14 

4 1.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下，

經驗「整數的分數倍」意義的語言。 
2.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下，

解決「被乘數是整數，乘數是單位分數或真分數，積是整

數」的問題，並用有乘號的算式摘要記錄解題過程。 
3. 在離散量、已度量化的連續量、或以「全部」為單位

量的情境下，用有乘號的算式填充題記錄「被乘數是整

數，乘數是分數，積數為整數」的乘數未知的問題，並解

決問題。（被乘數的單位分數倍的結果為整數個物） 

9-12-14-16 
 
 
 
 
10-2-1 

第十一週 
98.11.21 

4 1. 一平方公分的認識，並比較一公分和一平方公分的差

異。 
2. 固定面積，畫出不同的長方形 引出正方形、長方形

的公式。 
3. 透過學習單讓學童體驗正方形面積等於邊長乘以邊

長。 
4. 透過正方形長方形平分成兩個三角形，體驗三角形面

積是長方形面積的一半。 

 

第十二週 
98.11.28 

4 1.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下，

經驗「整數的分數倍」意義的語言。 
9-1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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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下，

解決「被乘數是整數，乘數是單位分數或真分數，積是整

數」的問題，並用有乘號的算式摘要記錄解題過程。 
3. 在離散量、已度量化的連續量、或以「全部」為單位

量的情境下，用有乘號的算式填充題記錄「被乘數是整

數，乘數是分數，積數為整數」的乘數未知的問題，並解

決問題。（被乘數的單位分數倍的結果為整數個物） 
4. 解決一對多的交換問題，並記錄其解題過程與結果。 
5. 解決二對多的交換問題，並記錄其解題過程與結果。 

9-16-3-4 
 
 
10-2-1 
 
 
 
9-9-12 整數

比 
9-10-16 

第十三週 
98.12.05 

4 建中 111 周年校慶園遊會 & 蔡國強泡美術館展  

第十四週 
98.12.12 

4 1. 解決「除數為單位分數，商數為整數，餘數為 0」的包

含除問題，並用有除號的算式摘要記錄解題過程與結

果。 
2. 解決「除數為真分數或帶分數，商數為整數，餘數為 0

或分數」的包含除問題，並用有除號的算式摘要記錄解

題過程與結果。 
3.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下，

用有乘號的算式填充題記錄「被乘數是整數，乘數是分

數，積數是整數」的問題，並記錄解題過程。（記錄解

題過程不一定要使用乘法算式）（分母 12≦ ，被乘數

20≦ ，乘數＜10，積數 100≦ ） 

10-10-5 
 
 
10-10-6 
 
 
9-16-4 

第十五週 
98.12.19 

4 節 1.在離散量、已度量化的連續量、或以「全部」為單位量

的情境下，解決單位分數的單位分數倍、單位分數的真分

數倍問題，並用有乘號的算式記錄解題過程與結果。（積

的分數數值的單位分數內容物為整數個物） 
2. 在「單位分數所指示的內容物為整數個物」的情境下，

用有乘號的算式填充題記錄「被乘數是整數，乘數是分

數，積數是整數」的問題，並記錄解題過程。（記錄解題

過程不一定要使用乘法算式）（分母 12≦ ，被乘數 20≦ ，

乘數＜10，積數 100≦ ） 
3. 在離散量、已度量化的連續量、或以「全部」為單位

量的情境下，解決單位分數的單位分數倍問題，並用有乘

號的算式記錄解題過程與結果。（積的分數數值的單位分

數內容物為整數個物） 

10-8-11 
 
 
 
 
9-16-4 
 
 
 
 
10-2-2 

第十六週 
98.12.26 

 
聖誕佳節 

 

第十七週 
99.01.02 

 
元旦佳節 

 

第十八週 
99.01.09 

4 一、圓面積、扇形面積 
  1. 圓面積的變化 
  2. 小數的乘法、除法 
二、速率 
  1. 快慢的比較 
  2. 分數的乘法和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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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99.01.16 

4 節 1. 在離散量、已度量化的連續量、或以「全部」為單位

量的情境下，解決單位分數的單位分數倍問題，並用有乘

號的算式記錄解題過程與結果。（積的分數數值的單位分

數內容物為整數個物） 
2. 在離散量、已度量化的連續量、或以「全部」為單位

量的情境下，解決單位分數的真分數倍問題，並用有乘號

的算式記錄解題過程與結果。（積的分數數值的單位分數

內容物為整數個物 

3. 透過兩量關係的圖示，表現帶分數與 1 的關係(3
2
1 :1)，

以解決帶分數的倒數問題(1:
7
2 )o(題型如: 3

2
1 :1=1:x，求

x) 

10-2-2 
 
 
 
10-2-3 
 
 
 
 
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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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業—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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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童聲合唱團參加建中校慶及「溫故知新」展演會演唱行程         

建國中學 111 週年校慶演唱 

一、時間：12 月 5 日（週六）1130~1200 AM 

二、地點：建國中學資源大樓 5 樓會議廳（台北市南海路 56 號） 

三、曲目： 

1. pakadaidaz（布農傳統歌謠—相親相愛） 

2. 那雙看不見的手（宗教讚頌曲） 

3. cina（布農傳統歌謠—媽媽） 

4. kipahpah ima（布農現代歌謠—拍手歌） 

5. 送你這對翅膀（宗教讚頌曲） 

6. 我們可改變世界（現代合唱曲） 

7. 安可曲（保密中） 

四、入場方式：免票欣賞，自由入座（約 400 座）。 

              熱烈歡迎原聲會員、會友、贊助者、建中人（師生員工校友）、 

              志工蒞臨捧場。 

 

溫世仁文教基金會「溫故知新」展演會演唱 

一、時間：12 月 6 日（週日）0200~0400 PM 

二、地點：國父紀念館 

三、曲目： 

1. cina（布農傳統歌謠—媽媽） 

2. 那雙看不見的手（宗教讚頌曲） 

3. kipahpah ima（布農現代歌謠—拍手歌） 

4. 送你這對翅膀（宗教讚頌曲） 

5. 我們可改變世界（現代合唱曲） 

四、入場方式：免票欣賞，溫世仁文教基金會贈票（已贈畢）。 
 

演出人員 

指揮—馬彼得團長 伴奏—趙慧菁老師 

第一聲部(12 人 男 4、女 8) 

王克帆、史凱文、田景文、全薪傳、田雨卉、幸琳茹、幸念緹、幸詩涵、松竹芳、松瑋恩、

戴芊惠、伊部．塔給鹿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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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聲部(10 人 男 2、女 8) 

王于瑄、司念祖、司季璇、史佩君、史婉蓉、伍怡宣、谷佳芳、謝孟庭、田  恩、松皓淵 

第三聲部(10 人 男 4、女 6) 

全雅安、余  祈、松夢筑、松謙慈、松謙慧、張靜如、甘家葳、史志祥、司承浩、谷皓傑 

預備團員：史懷柔、全心潔、司侑宗、林  彥 
 

贊助單位 

一、交通：溫世仁文教基金會 
二、住宿：中華電信基金會 
三、膳食：元大文教基金會、中華電信基金會、晶豪科技教育基金會、建國中學 
四、參觀蔡國強「泡 美術館」展覽：中國國際商業銀行文教基金會 
五、其它：溫世仁文教基金會 

 

行程 

12 月 05 日(星期六)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630-1120 久美部落阿里不動出發至台北建中 彰化客運遊覽車  
1130-1200 建中校慶演唱 建中資源大樓 5 樓 夏令營志工協助 
1200-1300 午餐、建中園遊會 建中校園 夏令營志工協助 
1330-1530 蔡國強先生「泡美術館」藝術展 北美館 美青姊姊導覽 
1600-2030 練唱、晚餐、練唱 中華電信板橋研習所  
2030-2100 盥洗、就寢 中華電信板橋研習所  

 
12 月 06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700-0830 起床、盥洗、早餐 中華電信板橋研習所  
0900-1100 練唱 國父紀念館 歡迎蒞臨鼓勵 
1100-1200 午餐 國父紀念館  
1230-1400 彩排 國父紀念館 歡迎蒞臨鼓勵 
1430-1600 「溫故知新」展演會 國父紀念館  
1600-2130 國父紀念館出發返回部落   

 



 
 - 55 - 

教育．創新．關懷—溫世仁基金會 2009「溫故知新」展演會活動程序 

次 時間 長度 內容 

1 14:00~14:30 30’ 來賓進場 

2 14:30~14:50 20’ 

主持人開場(2min)— 
1. 憶往昔—VCR 回顧溫世仁先生、呂來春女士關懷社會人群的理

念與大愛(3min) 
2. 基金會董事長致詞/貴賓致詞(5min) 
3.【表演節目 1】歌聲悠揚憶故人(6min) 原聲童聲合唱團天籟 

3 14:50~14:55 5’ Opening Show—『溫世仁小行星繞經地球 寫下行俠仗義傳奇』 

4 14:55~15:15 20’ 
主旨：教育—閱讀是深度知識來源 撒下多元希望種子 
【表演節目 2】紙風車夜光劇 and 如果兒童劇團歌舞劇 

5 15:15~15:35 20’ 
主旨：創新—服務科學創造公益 
【表演節目 3】雷射聲光秀『迎接服務經濟新世代』(5min) 
【表演節目 4】相聲表演『服務科學蝦米碗糕』(15min) 

6 15:35~15:55 20’ 
主旨：關懷—合力轉動愛 讓希望向下紮根 (10min) 
【表演節目 5】「冬盡春來 希望生根」原聲童聲合唱團天籟 

7 15:55~16:00 5’ 展望未來—『愛的種子分享播種儀式』 
8 16:00~16:03 5’ 主持人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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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童聲合唱團參加 2010 上海世博會台灣館啟動發表會行程          

 
一、活動目的 
1. 對台灣媒體與民眾傳遞 2010 上海世博會活動訊息並推廣民眾參觀上海世博會 
2. 正式對台灣媒體與民眾傳遞台灣館訊息，建立台灣館知名度 
 
二、時間及地點 
1. 時間：98 年 12 月 16 日（三）14:00PM~15:00PM 
2. 地點：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B2 長榮廳 
 
三、與會貴賓 
1. 主辦單位：外貿協會、上海世博局 
2. 合作夥伴：李祖原聯合建築師事務所、躍獅等 
 
四、活動流程-台中場 

時間 內容 

13:30~14:00（30 mins） 媒體/貴賓接待/海寶娃娃於門口揮手接待 

14:00~14:06（6 mins） 開場演出：原聲童聲合唱團 

14:06~14:08（2 mins） 主持人開場 

14:08~14:13（5 mins） 

外貿協會秘書長趙永全致辭： 
說明外貿協會推動台灣館前進上海世博之意義及將為台灣創造不同面

向之契機 
介紹及感謝各界的合作夥伴 

14:13~14:18（5 mins） 台中副市長蕭家旗致辭 

14:18~14:28（10 mins） 上海世博會執行委員會副主任鍾燕群致辭 

14:28~14:33（5 mins） 上海世博會影片播放 

14:33~14:48（15 mins） 上海世博局票務中心主任陳卓夫作票務推介暨機票抽獎活動 

14:48~14:58（10 mins） 外貿協會趙秘書長介紹台灣館設計理念及展演內容（含影片播放） 

14:58~15:01（3 mins） 公佈階段性公關活動 

15:01~15:16（15 mins） 親善大使拉票活動 

15:16~15:20（4 mins） 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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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演出人員 
指揮：馬彼得校長 伴奏：趙慧菁老師 
第一聲部 
王克帆、史凱文、田景文、伍承耀、史譯萱、田雨卉、伊部．塔給鹿敦 
第二聲部 
王于瑄、史佩君、史婉蓉、謝孟庭、戴芊惠 
第三聲部 
史志祥、伍怡宣、林巧蝶、余  祈、張靜如 
 
六、演唱曲目 
1.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現代歌謠）2’50” 
2. 大海呀，故鄉（中華民謠）2’10” 
3. 我們可改變世界（現代合唱曲）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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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童聲合唱團參加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34 週年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行程  

一、 活動名稱：財團法人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創立 34 週年慶祝典禮暨 2009~2010 年度 
          中華扶輪獎學金頒獎典禮 

二、 活動日期：99 年 1 月 23 日（星期六）1000~1500 
三、 活動地點：嘉義縣民雄鄉表演藝術中心（嘉義縣民雄鄉建國路 2 段 265 號） 
四、 參加人員：原聲童聲合唱團玉山團學童 39 人，教師 6 人，原聲教育協會人員 6 人 
 

 
五、 活動程序： 

 

號 姓  名 聲部 性別 號 姓  名 聲部 性別 號 姓  名 聲部 性別 號 姓名 性別 職稱 
1 王克帆 1 男 14 甘佳恩 2 男 26 司侑宗 3 男 1 馬彼得 男 團長 
2 田景文 1 男 15 田  恩 2 男 27 司承浩 3 男 2 洪春滿 女 校長 
3 伍承耀 1 男 16 松皓淵 2 男 28 史志祥 3 男 3 趙慧菁 女 伴奏老師 
4 全薪傳 1 男 17 王于瑄 2 女 29 甘家葳 3 男 4 史春妹 女 總務秘書 
5 史懷柔 1 男 18 司季璇 2 女 30 谷皓傑 3 男 5 司秀梅 女 教務秘書 
6 史譯萱 1 女 19 司念祖 2 女 31 林  彥 3 男 6 馬聖堯 男 團輔導員 
7 田雨卉 1 女 20 史佩君 2 女 32 全心潔 3 女 7 廖達珊 女 理事長 
8 幸念緹 1 女 21 史婉蓉 2 女 33 全雅安 3 女 8 孫蘭芳 女 秘書長 
9 幸琳茹 1 女 22 伍怡宣 2 女 34 余  祈 3 女 9 陳念萱 女 行政總監 
10 幸詩涵 1 女 23 谷佳芳 2 女 35 林巧蝶 3 女 10 呂克勝 男 攝影師 
11 松竹芳 1 女 24 戴芊惠 2 女 36 松謙慈 3 女 11 徐亦甫 男 實習記者 
12 松瑋恩 1 女 25 謝孟庭 2 女 37 柯翠怡 3 女 12 黃威愷 男 實習記者 
 全莉雯 1 女 松夢葶  女 38 張靜如 3 女     
    松夢筑  女        

扶輪獎學金頒獎典禮程序 原聲童聲合唱團行程 
1300~1330 報到 
1330~1430 主席、長官、貴賓致詞 
1430~1500 原聲童聲合唱團演唱 
1500~1520 嘉義喜樂女聲合唱團演唱 
1520~1610 李遠哲博士專題演講 
1610~1650 頒獎 
1650~1700 主席致謝詞、閉幕 

0730~1000：東埔部落至嘉義縣民雄鄉 
1000~1030：抵達表演藝術中心、換裝準備 
1030~1130：彩排練習 
1130~1150：與喜樂女聲合唱團合練 Tina 
1200~1400：午餐、休息  
1430~1500：演唱 
1500~1600：嘉義至雲林虎尾興隆毛巾工廠 
1600~1730：參觀興隆毛巾工廠 
1730~1830：晚餐、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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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乘車時間： 
0730 東埔（薩陸曼停車場）－0750 同富（玉山消防隊）－0800 久美、羅娜（土場站牌）

－0805 新鄉（筆石站）－0815 信義（信義鄉公所）－0835 地利、潭南、水里（玉山國

家公園）－1000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七、 演唱曲目： 

1.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現代歌謠） 
2. 大海啊！故鄉（中華民謠） 
3. Pakadaidaz 相親相愛（布農傳統歌謠） 
4. Pislahi 獵祭（布農傳統歌謠） 
5. 天黑黑（台灣民謠） 
6. 送你這對翅膀（宗教讚頌曲） 
7. 我們可改變世界（宗教讚頌曲） 
8. Tina（布農現代歌謠，與嘉義喜樂女聲合唱團合唱） 

 
八、 參觀行程：興隆毛巾工廠（雲林縣虎尾鎮埒內里 84-1 號） 

    興隆毛巾工廠設立於 1979 年，為台灣歷史最悠久的毛巾工廠之一，涵蓋多個年代

的新舊毛巾織機，毛巾製程豐富具產業特色。興隆毛巾真正全程在台灣設計製造，品質

優異，包裝材料環保無毒。自行研發的蛋糕毛巾，在設計時盡量降低所需材料，除極少

部分外包裝 OPP 或 PP 盒，大部分使用回收紙，避免無法再利用的素材，深受消費者

喜愛。觀光工廠的成立提供了台灣毛巾博覽、工廠導覽、創意產品 DIY，可讓參觀者發

揮創意與動手實作，富趣味性與吸引力，是寓教於樂的新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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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參加 2010 年廈門市海峽兩岸同胞新春茶話會行程         

一、邀請函 

 
二、來回行程 
(一) 出發 

1. 台北：1/29(五) 0640 集合於和平東路 1 段金山南路交叉路口之 7-11 搭乘遊覽車 

2. 東埔：1/29(五) 0640 集合於阿里不動搭乘遊覽車 

(二) 去程：1/29(五) 0840 於台中清泉崗機場立榮航空公司櫃檯報到 

1. 台中清泉崗機場→金門尚義機場：0945~1035 立榮 B7683 

2. 金門水頭碼頭→廈門東渡碼頭：1230~1330 

(三) 回程：2/2 (二) 
1. 廈門東渡碼頭→金門水頭碼頭：0930~1030 
2. 金門尚義機場→台中清泉崗機場：1630~1725 華信 AE768 

(四)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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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北：2/2(二) 1750 集合於台中清泉崗機場出境處搭乘遊覽車回台北 

2. 東埔：2/2(二) 1750 集合於台中清泉崗機場出境處搭乘遊覽車回東埔 
 
三、廈門行程 
 
 
 
 
 
 
 
 
 
 
 
 
 
 
 
 
 
 
 
 
 
四、湖裏區少年兒童與台灣原聲音樂學校聯誼活動程序 
1. 時間：2010 年 1 月 31 日(週日)上午 0830~1100 
2. 地點：江頭中心小學室內籃球場 
3. 參加活動者：江頭中心小學學生 40 人（帶隊師張曉鴻）、金山小學學生約 35 人（帶隊師

陳亞好） 
4. 活動內容：合唱、小組唱、閩南童謠、說唱節目、舞蹈 
5. 活動主持：火炬學校莊冬惠老師和 2 名學生 
6. 活動項目：兩校 5 個節目、少年宮 2 個節目，原聲音樂學校 2 個節目、聯誼活動（互動遊

戲 2 個）、交換紀念品。 
7. 活動流程： 
   互相介紹，互贈牌匾 
   遊戲：破冰訓練 
   金山小學：舞蹈《台灣水果到我家》 
   原聲音樂學校：演唱 1.《拍手歌》2.《送你這對翅膀》 
   江頭中心小學：說唱《逛新橋》 

時間 內容 

下午 約 1:30 抵廈門 
中餐 華僑酒店自助餐 
下午 3:30 赴廈門科技館參觀 

1 月 29 日 
（星期五） 

晚餐 6:00「豪客來」牛排館套餐，餐後觀賞廈門市夜景 
上午 8:30 遊覽湖裡山炮台，赴會展中心彩排 
中餐 12:00 會展中心用餐 
下午 參加 2010 年海峽兩岸同胞迎新春茶話會演出 

1 月 30 日 
（星期六） 

晚餐 6:00 於會展酒店晚宴 
上午 8:30 赴湖裡區江頭中心小學交流 
中餐 12:00 福聯飯店自助餐 
下午 3:00 彩排 
晚餐 6:00 廈門市台菜 

1 月 31 日 
（星期日） 

晚上 7:30~8:30 宏泰音樂廳專場公益演出(廈門市中小學師生) 
全天 8:00 赴南靖田螺坑土樓群、塔下村參觀 2 月 1 日 

（星期一） 晚餐 6:00 華僑酒店晚宴 
上午 搭船返金門 
中午 金門午餐 

2 月 2 日 
（星期二） 

下午 金門半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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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年宮：舞蹈《小戲迷》 
   金山小學小組：唱《趕圩歸來阿裏裏》 
   江頭中心小學小組：唱《摘菜調》 
   原聲音樂學校：演唱 1.《台北的天空》2.《天黑黑》3.《高山青》 
   少年宮：舞蹈《我想搭座橋》 
   互動遊戲、集體舞《阿里山的姑娘》 
   互贈紀念品，合影留念 
 
四、演出人員：玉山團團員 

第一聲部 

王克帆、史凱文、田景文、伍承耀、全薪傳、史懷柔、史譯萱、田雨卉、幸念緹、幸琳茹、

幸詩涵、松竹芳、松瑋恩 

第二聲部 

王于瑄、司季璇、司念祖、史佩君、史婉蓉、伍怡宣、谷佳芳、戴芊惠、謝孟庭、田  恩、

松皓淵 

第三聲部 

司侑宗、司承浩、史志祥、谷皓傑、全心潔、全雅安、余  祈、林巧蝶、松謙慈、松謙慧、

張靜如 
 
五、演唱曲目 
1.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族現代歌謠）                    詞曲/王拓南 編曲/馬彼得 
2. tina 媽媽（布農族現代歌謠）                               詞曲/周偉寬 編曲/馬彼得 
3. pakadaidaz 相親相愛（布農族童謠）                                    編曲/馬彼得 
4. pislahi 獵祭（布農族傳統歌謠）                                        編曲/馬彼得 
5.虎姑婆                                                  詞曲/李應錄 編曲/吳博明 
6.外婆的澎湖灣                                            詞曲/葉佳修 編曲/吳博明 
7. haiza tasa ahlua 一隻螞蟻（布農族童謠）                                 編曲/馬彼得 
中場休息 
8.送你這對翅膀                                   詞/Steve Kupferschmid 曲/Don Besig 
9.那雙看不見的手                                         詞曲/幸惠如  編曲/餘錦福 
10.小雨中的回憶                                          詞曲/林詩達  編曲/林福裕 
11.小黃鸝鳥                                                 內蒙民歌  編曲/鍾維國 
12.臺北的天空                                     詞/陳克華 曲/陳複明  編曲/林福裕 
13.我們可改變世界                                詞曲/Mary Donnelly  中譯/高蔡慧君 
14.天黑黑                                                   臺灣民謠  編曲/詹興東 
15.高山青                                                   詞曲/張徹 編曲/馬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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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2010 年受邀演唱原則                          
 
一、公益演唱：不收演唱費，邀約單位僅需負擔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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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機構（老人院、育幼院等）。 
5. 回饋贊助及合作者： 
   2008~2009 年團體捐款贊助協會台幣 50 萬元以上，個人捐款 10 萬元以上者。 

 
二、贊助演唱：接受基金會、民間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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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贊助費視演唱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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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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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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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部落數學師資培訓計畫                                    
 
一、緣起 
    「數學」從來就是偏鄉地區孩子的弱項，在原住民傳統文化中，「數」的概念通常又更薄

弱。難道真的是原住民孩子缺乏數學細胞嗎？Bukut 校長不以為然，原聲音樂學校請來南投

縣清水國小林宜城校長擔任數學課程，使原聲孩子上起數學課來眼睛發亮，愛上數學，不但

建立了清晰紮實的數學概念，數學成績也突飛猛進。 
    林校長研究建構式數學教學長達二十餘年，近十年他受全國各地教育單位之邀，更積極

推廣建構式數學教學，不厭其煩地培育國小老師充實建構式數學的專業教學知能。教導老師

如何與學生們進行「數學對話」，如何引導學生運用日常生活邏輯來解決數學問題，將學生

從學習障礙邊緣搶救回來，讓孩子重拾對數學學習的信心和興趣。 
    從原住民孩子天賦為出發點的學習，可以培養孩子信心；而引導原住民孩子從市場賣菜、

菜園種菜等日常生活中，重新了解數學，勇於思考，更能進一步建立學習各門學科的方法和

能力。要學生學得好，先要老師教得好，林宜城校長說「教學是一種藝術，當學生不會時，

我會走下階梯，到他在的那一階，陪著他。」。但林校長只有一位，協會希望經由本計畫，

在部落裡培育更多像林宜城校長一樣的優秀數學師資。 
 
二、計畫內容 

計畫名稱 國小數學領域教學研習 
研習期程及場次 99.2.4～99.12.31，8 場 

研習地點 羅娜國小、清水國小及日月潭青年活動中心 
研習對象及人數 信義鄉國小教師 50 人 

研習內容 

1. 現階段數學領域教學現況：分數四則運算的教學、量的教學歷程、整

數概念與四則運算 
2. 從遊戲中談數學：直式算則、小數的教法、代數在小學的發展 
3. 數學面面觀：幾何的教法、比與比例在小學的發展、機率與統計 

目標及效益 

目標： 
1. 提昇教師數學專業知能與教學能力。 
2. 落實教學現場的經驗分享與回饋，改進教學技巧。 
3. 精進教師數學教材教法能力，配合全班普遍性原則，考量學生個別差

異，以實現帶好每位學生之教育理念。 
效益： 
1. 教師學會使用建構式數學教材教法，並能熟練運用於課堂教學。 
2. 學生能經由教師建構式教學法，不畏懼且喜歡數學課程，從而確實建

立數學基本概念，舉一反三。 

 
二、實施方式 
  1. 集中研習：第 1 階段：99 年 2 月 4 日、5 日於日月潭青年活動中心 
              第 2 階段：99 年 6 月 30 日~7 月 2 日於羅娜國小 
  2. 分散研習：辦理 6 場，99 年 2 至 6 月為一、三、五年級，9 至 12 月為二、四、六年級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試教）者 地  點 
1030~1110 教學觀摩 級任老師 羅娜國小 
1120~1200 試教觀摩 林宜城校長 羅娜國小 
1330~1620 教學討論與研討 林宜城校長 羅娜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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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經費：貳拾玖萬壹仟元整（已含於協會 2010 年經費預算中） 

 
四、成效評估 

1. 本計畫於執行中應與支援單位密切聯繫，隨時進行檢討評估，適時修正做法以提高實施

效益。 
2. 於本計畫結束後對計畫執行情形作總檢討，並編纂研習過程與心得以供相關教育人員參

考及作為續訂計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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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南投縣信義鄉玉山星空音樂會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提供部落優質娛樂，回饋學童家長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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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信義鄉公所 
 
參、主辦單位：台灣原聲教育協會、信義鄉農會、羅娜國民小學 
 
肆、協辦單位：南投縣警察局信義分局、信義鄉衛生所、羅娜村辦公室、羅娜社區發展協會 

          羅娜社區部落會議、羅娜基督教長老教會、羅娜天主堂 
 
伍、贊助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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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時間：2010 年 3 月 7 日（星期日）19:00~20:30 
 
柒、地點：羅娜國小運動場 
 
捌、演出單位 
    一、童想樂團--李京熹弦樂四重奏 
      1. 海頓：第 64 號弦樂四重奏，《雲雀》 
      2. 莫札特：第 17 號弦樂四重奏，降 B 大調《狩獵》 
      3. 德弗札克：第 12 號弦樂四重奏，F 大調《美國》 
      4. 探戈舞曲《忌妒》，卜致立編曲 
     
    二、胡德夫先生（第 18 屆金曲獎最佳男聲演唱獎得主，2009 年聽障奧運主題曲作曲） 
      1. 匆匆 
      2. 來甦 
      3. 太平洋的風 
      4. 美麗的稻穗 
      5. 美麗島 
     
    三、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1. 拍手歌 
      2. 那雙看不見的手 
      3. 台北的天空 
      4. 天黑黑 
      5. 獵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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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參加單位 
    羅娜國小全體師生、羅娜社區全體村民，其他學校及鄉內村民鼓勵參加 
 
拾、經費預算：貳拾壹萬貳仟柒佰元整，由贊助單位支援 

 

拾壹、原聲童聲合唱團演出者 

一、原聲一團：玉山團 
第一聲部 
王克帆、史凱文、田景文、全薪傳、伍承耀、史懷柔、史譯萱、田雨卉、幸念緹、幸琳茹、

幸詩涵、松竹芳、松瑋恩、戴芊惠、伊部．塔給鹿敦 
第二聲部 
王于瑄、司季璇、司念祖、史佩君、史婉蓉、伍怡宣、谷佳芳、謝孟庭、田  恩、松皓淵、

柯翠怡、松夢葶 
第三聲部 
司承浩、司侑宗、史志祥、甘佳恩、甘家葳、谷皓傑、全心潔、全雅安、余  祈、林巧蝶、

林  彥、松夢筑、松謙慈、松謙慧、張靜如 
 

二、原聲二團：雪山團 
司季欣、甘詠祈、田芷婷、幸雪芬、全襄柔、松喬馨、松憓婷、田  強、田芷恆、伍  瀚、

伍迦得、全彥威、幸于辰、松昱希、松雅各、王卉軒、司莉君、司璦琪、史  庭、伍  璇、

伍冠因、全莉雯、司凱琳、謝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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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上海世博會台灣館開幕典禮活動計畫（草案）                    
一、日期：2010 年 5 月 11 日（星期二） 
二、地點：上海世博園區台灣館 
三、辦理單位 
    1. 主辦單位：外貿協會、上海世博局 

2. 承辦單位：奧美整合行銷傳播集團 
四、活動流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表演團體 
1700~1800 迎賓及台灣館導覽 陶晶瑩主持（暫定） 
1800~1840 台灣館開幕式／點燈祈福活動 十鼓擊樂團、舞鈴劇場 

1900~2100 台灣館 Taiwan Night Gala Party 臺灣國家國樂團、鄒女樂團、台灣原聲

童聲合唱團 

 
五、演出人員（暫定） 
指揮：馬彼得校長 伴奏：趙慧菁老師 
第一聲部 
王克帆、史凱文、田景文、伍承耀、史懷柔、田雨卉、幸念緹、幸琳茹、幸詩涵、松竹芳、

松瑋恩、伊部．塔給鹿敦、戴芊惠 
 
第二聲部 
田  恩、松皓淵、王于瑄、史佩君、史婉蓉、司念祖、司季璇、謝孟庭、伍怡宣、柯翠怡 
 
第三聲部 
谷皓傑、史志祥、林  彥、全雅安、余  祈、松夢筑、林巧蝶、張靜如 
 
六、演唱曲目（暫定） 
4.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族現代歌謠） 
5. 大海呀，故鄉（中華民謠） 
6. 我們可改變世界（現代合唱曲） 
7. 天黑黑（台灣民謠） 
8. 高山青（台灣民謠） 
9. We are the world（美國流行合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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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回音                                                           

 
    這一期除了部落格上有關原聲的記載之外，還有擔任原聲孩子輔導員的志工大哥哥大

姐，他們眼中的原聲孩子及原聲故事，限於篇幅，這裡僅摘錄部分紀錄。 
 
部落格—睡不飽的無尾熊  江睿智 
http://blog.chinatimes.com/clarrise/category/4334.html 

最後的告別演唱  2009-08-10 

    六月廿八日，星期日，獲得今年金曲獎「評審推薦獎」的東埔國小合唱團在東光部落教

會進行最後告別演唱。 
    在自己阿公、阿嬤、叔叔伯伯、爸爸媽媽、族人的面前，在神的面前唱歌，這是小朋友

最光榮的時刻，比在國內外、在金曲獎頒獎典禮現場的任何一場演唱，都還要來得重要且深

具意義，小朋友必須全力以赴。 
    這場最後演唱，宣告東埔國小合唱團的解散。Bukut 校長將調往全國最大部落學校羅娜

國小，阿蠻校長則將接任東埔國小校長。 
    東埔國小合唱團的結束並非真正結束，而是新的開始。Bukut 校長的「大夢想」才要開

始前進，原聲合唱團的成員是來自布農族十一個部落的各學校，除了畢業升入國中之外的東

埔國小合唱團成員皆併入原聲合唱團，要繼續在玉山山腳下唱出天籟之音。 
    「如果明天你的爸爸媽媽沒有掉眼淚，就是失敗！」Bukut 校長在部落教會舉行演唱的

前一天下午，嚴肅、認真地對小朋友這麼說。 
    有人認為，東埔國小合唱團已經獲得金曲獎肯定，載譽歸鄉，在自家人部落教會唱歌，

是件稀鬆平常的事。既非比賽，又沒有「重量級」聽眾，合唱團只要拿出五成實力，也可輕

鬆過關，Bukut 校長大可不必費心練唱，但 Bukut 校長可不這麼認為，他特地把孩子召集起來

練唱。 
    這一天，有些調皮、沒有耐心的孩子故意缺席、不想練唱，甚至揚言退出合唱團，不再

加入原聲合唱團，Bukut 校長用心良苦，他暫時停止練唱，坐下來和孩子們講解他們可能還

不能理解的道理。 
    為什麼這是一場最重要的演唱？Bukut 校長對孩子們說，以前在外面演唱，唱得不好不

會有人記得，但這次是在自己族人面前唱，在自己阿公阿嬤面前唱、在爸爸媽媽面前唱，唱

得不好，大家都會記得，甚至看到哪個孩子沒有在合唱團裡唱，族人都會永遠記得，「在外

面唱七、八十分，九十分，明天要唱到一百分！」 
     Bukut 校長沒有明白說出口的是：明天很可能是東埔國小合唱團最後一次公開唱歌，能

在自己族人面前唱歌，這是一個最完美的句點！因為所有努力，教育的目的，都是為了布農

族部落，都是為榮耀布農族。就好像《唱歌吧！》紀錄片完成時，Bukut 校長也堅持，首映

典禮要獻給東光部落。 
    週日上午十點鐘，合唱團孩子身著「美青制服」（原聲的制服，但孩子們的每件制服都

得到美青姊姊的簽名鼓勵），準時來到東光部落教會前集合。昨天缺席的兩個調皮孩子，雖

然也來集合了，卻沒有穿著制服來；家長會伍思聰會長要兩個孩子趕緊回家換上制服，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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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私下告訴我：孩子不懂事。最後一刻，Bukut 校長還是讓這兩個調皮孩子站上台唱，還是

不忍放棄這兩個孩子，Bukut 校長願意再給孩子們一次機會。 
     在族人面前，在神的面前，孩子們一口氣唱了六首歌，也和族人共同觀賞、回憶 2008
年一月到泰國演唱的點點滴滴，小朋友及族人笑得很燦爛。藉著這個機會，Bukut 校長也向

在場族人、家長們再次宣揚教育理念，也是他的夢想。 
   「和外面接觸很重要，有了合唱團，我們可以去泰國，人家也會來拜訪我們，這個世界不

是只有東埔，還有一個更大世界等待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將來可能會去台中、台北或是

美國…」；「教育的目的是要讓孩子有更多的想法、能力，去做選擇，我可以選擇當農夫，

而不是被迫只能當農夫，」Bukut 校長希望家長和族人能夠繼續支持他，支持原聲教育協會，

「不要讓孩子隨便退出、放棄！」。 
    Bukut 校長說，去年他帶團去廈門演唱，大陸接待官員見東埔國小小朋友都很有規矩，

見人都會很有禮貌地問候，於是問校長，「你們學生都怎麼『料理』？」大陸官員還接著問：

「你們台灣的孩子是不是都這麼有規矩？」Bukut 校長很驕傲地說，「是的，台灣孩子都是

這麼有規矩！」Bukut 校長要族人們以布農族孩子為驕傲，更不要因為現在有一點小成績而

放鬆，一定要鼓勵孩子堅持下去。 
    我終於明白，Bukut 校長之所以重視這場在部落教會的演唱的另一層更深的用心，那是

校長的智慧。Bukut 校長不只改變孩子，也希望改變布農社會。透過合唱團，不僅給予布農

族孩子新世界，也希望透過孩子、透過教育，向族人傳達理念，爭取支持。他深切了解，惟

有族人和家長都支持，他的夢想才能壯大，才能實現得更多，才能在布農社會形成風潮，形

成改變的力量。 
   這個時候，得到部落族人的支持，得到神的保守，原聲音樂學校朝著目標，跨出了重要的

一大步。 
 
溫情愛心一卡車  2009-08-12  
    莫拉克颱風帶來大風大水，造成災難，南投信義鄉也無法倖免，豐丘往塔塔加的新中橫

公路多處坍方、沿著陳有蘭溪的道路多處路基淘空，往東埔道路的哈比蘭明隧道，這個我們

不知經過無數次的隧道，整個崩塌了；東光部落的長老，擔心村子後面的山壁滑坡，決定撤

出整個部落，先搬到東埔國小教室暫住，現約有五百多人住在東埔國小。  
     在山上，每次下大雨，斷電是必然，路坍、山崩是常態；除了東光部落之外，布農族的

望鄉、羅娜、久美、新鄉等部落，路斷、停電、缺水、斷糧，彼此無法連絡，都成孤島；而

濁水溪上的潭南和地利部落，情況不明。 
     也許在山上生活習慣了，也許經歷過太多次災難了，山上布農族朋友在向我們報平安

時，並沒有不知所措的驚慌、激動的抱怨，或是不安的語氣。Bukut 校長說，太多次的災難

讓我們彼此間凝聚了密不可分的力量，這也是我們面對困境時重要的依靠。我對我的布農族

朋友靠自己生存、不怪東怪西、不哀天呼地、不隨便寄望外援的態度，非常尊敬。 
    但因為對外交通將斷絕很長一段時間，十日傍晚阿貫接到東光部落長老請求支援的訊

息，決定立集募集物資送上山。阿貫致電告訴我這個決定，救災如救火，需要一部大卡車，

在很快時間內能幫忙載運物資，跑一趟水里。 
    我們翻開聯絡簿，檢視哪些人可以幫得上忙，還愁著時，台電公眾服務處蕭處長正巧來

電，便向他詢問台電有無可能出一輛車幫忙送救援物資到水里，為人豪爽的蕭處長一口就答

應。因為台 16 線部分路基已掉到濁水溪裡，蕭處長十分熟悉信義、水里一帶的路況，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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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舊路，蕭處長還問，需要多少物資，需不需要台電捐物資？ 
     和蕭處長通電話時已是晚上九點多鐘了，公家單位早已下班，台電總公司沒有卡車，卡

車需向外單位調度，本來擔心公家單位調度車子需要一點時間，再加上物資採買也需要時間，

於是和阿貫講定十二日早上九點鐘準時出發。 
     沒想到，蕭處長行事急如星火，他連夜急電台電林口火力電廠調了台電工程車，工程車

一大早就上台北待命，隨時可以出發。經台電公服處副處長黃惠予主動連繫，馬上就約好，

台電工程車直接開到愛買量販店載物資去，黑人導演和攝影壯丁們更義不容辭當起搬運工，

幫忙上貨，也隨卡車同行，台電司機吳國明先生更是細心，擔心天候不穩定，他決定先把卡

車開回林口電廠，用帆布把整部卡車蓋好。十一日中午與阿貫聯絡上時，嚇我一跳的是，她

和台電卡車都已經奔馳在高速公路上了，比原訂出發時間整整提早了一天，效率驚人。 
     整裝好之後就出發，阿貫、藍蔚駕車先行，台電卡車先回林口蓋好帆布後，相約於烏日

碾米廠會合，一起前往水里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等待海鷗直昇機在隔日送到東埔國小操場。

六．五噸卡車載滿滿了美商如新(Nuskin )公司、烏日碾米廠以及台中伊聖詩芳療生活館，以

及建中學生家長捐贈的物資，泡麵、罐頭、礦泉水及一千五百斤的米，估計可供四百人約五

天食用的糧食與飲用水，十二日就可以送到東埔國小操場。對山上的族人來說，這一卡車，

不只是物資而已，是滿滿的愛心啊。 
    在各界急如星火襄助下，只花了一天時間，募集了物資、找好了卡車，很快地送到山上，

而這過程中，每個人都覺得這是應該的，且全力以赴地想要這麼做；阿貫和台電運將吳明君

在卸完貨後又連夜開車趕回台北，辛苦的程度無以言喻，他們一心只是要把這件事做好：送

物資上山去！ 
     在獲得這批物資之後，Bukut 校長認為這樣已經足夠，畢竟只是要先救急，只要能度過

這幾天，等天氣穩定了，路也通了，布農族人就可以一切自己來，他們很習慣山上的一切… 
     阿貫說，收到三、四十封會員會友的 email，表達對部落的關心；但將遵照布農族人的

意思，目前載運一批物資上山就足以應急，大家可以將愛心轉去支援這次八八水災受創更劇、

更需要幫忙的同胞。 
    Bukut 校長和阿蠻校長最擔憂的是，原聲學校孩子的學習被迫中斷，不知何時才能復課，

而 11 月就要錄好參加明年世界合唱大賽的初賽曲，寄至主辦單位；因莫拉克颱風的攪局，練

習的時間又減少許多  原聲音樂學校的嚴峻考驗才要開始... 
    不過，最慶幸的是，目前所知，部落都沒有人傷亡，原聲師生也都平安。 
    活著，就有無限希望啊 ^O^ 
 
我們沒有受困！  2009-08-18 
    「從賀伯颱風、921 大地震、桃芝颱風，到這次的 88 水災，我們看到部落堅韌的生命力；

停水、停電、停話，讓我們再次體驗沒有文明的生活之可貴！交通斷絕（受困？那是媒體說

的）對我們而言是稀鬆平常的事，因為山上的路多是如此。 
    大水過後第二天村民就忙著到山上接水，採收泡在水裡的蔬菜（全村分享），重新整地種

植新的蔬菜，沒有時間難過（也不懂要去申請災損補助），部落的生活很快恢復正常。我們沒

有受困，坍下來的土石等待挖土機來清理，我們會徒步尋找其他的林道！（請看《唱歌吧！》」

中，部落小朋友走小路上學的情形就可知）。 
    原住民是有能力在山上生活的，我們不喜歡媒體過多煽情的報導，今天我們需要好好去

聽聽布農老人怎麼說，學習如何跟大自然相處，才不會一再重蹈覆轍，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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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們的關心，政府單位救援的效率也是相當快的，目前已搶通到東埔一號橋，下個

星期我一定可以回到東埔的。我們沒有受困！」 
 【此信來自仍是「孤島」的南投信義鄉東埔國小校長  阿蠻 8/13】 
  
後記 
     目前，東埔各鄰住戶皆回到自家居住，無法運出山外賣的蔬菜，就採來自己吃。當地一

處漢人經營、號稱東南亞最大的沙里仙養鱒場被洪水沖垮，竟然也讓部落朋友撿到一些平常

吃不起的鱘龍魚，回家打牙祭；溫情愛心一卡車中，白米、泡麵、罐頭送山上後，原住民朋

友說，等路通了以後，再看到他們，可能都變得白白胖胖了^O^ 
     還有一位部落朋友設法將電纜線接妥，結果東埔二鄰（帝綸飯店一帶）(和 五鄰（勝華

溫泉飯店一帶) 就有電了；但人口最多的東埔一鄰（東光部落）仍是無電狀態，需等電力公司

修復。 
    最最重要的是，當部落朋友設法與我們聯繫上時，都異口同聲的說：他們是幸運的，人

安家在，只是路斷了，請大家傾全力援助高雄、屏東等地災民。 
 
校長，您不要哭…  2009-09-07  
    正是莫拉克颱風襲台的時候，全國各縣市都宣告停班停課，正當所有人都取消活動，阿

貫、藍蔚和我卻逆向趕上山，一路上，幾乎看不到上山的車子，而山上大雨流下來的洪水無

路可去，都順著馬路往下流，阿貫駕的車就像逆水而上。 
    本來在峇里島旅行的伊部一家人，一大清早飛機搖搖晃晃通過颱風雲層，驚險地降落在

桃園機場，伊部爸爸和媽媽終於鬆了一口氣，帶著睡眼惺忪的伊部和弟弟，趕搭最後一班高

鐵，再駕車趕回東埔，伊部爸爸說，「風很大，開起車來都晃個不停，很可怕…」 
    東光部落長老、東埔國小家長們、廚工阿姨，上午就陸續來到東埔國小忙進忙出，隨著

颱風吹來的風雨中，飄出了陣陣的烤猪香…這個山上的小小學校，今天顯然有大事。 
    雖然風雨交加，每個人都發自內心的真誠，相約來到東埔，也許是大風大雨，讓這群趕

來相聚的人們，分外覺得溫暖與喜悅，不只風雨故人來，約過了中午時分，家長會長伍思聰、

Aziman 分別載著東埔國小的十二名小朋友來到學校，他們見到一進門的 Bukut 校長，高興歡

呼了起來；孩子們很自動地起身跑到二樓的圖書室去集合，這也是他們往常練合唱的地方，

今天，沒有 Bukut 校長帶他們練唱，小朋友要自己練唱、選歌，這次，他們要自己唱給他們

心目中的大頭目 Bukut 校長聽，要送走校長。 
    東埔國小新舊校長交接典禮，不因為莫拉克襲台而取消。因為沒人指揮，沒有鋼琴伴奏，

群龍無首，小朋友一開始不知要如何練唱，其中一位年長的學姐已預先將寫給校長的信摺成

紙飛機，分給每個小朋友二隻，她要小朋友們把紙飛機放在口袋中，然後她問起，今天唱什

麼歌？就只隱隱聽到景文說，唱《拍手歌》；也有小朋友說，應該可以唱教會的歌…顯然小朋

友有些不知所措。 
    接著伊部爸爸帶著吉他走進來，他也問小朋友要唱什麼歌？他說，你們人數（指小朋友）

雖少，但要唱一首 Bukut 校長教的經典歌曲，於是吉他彈起了熟悉地旋律《送你這對翅膀》，

小朋友就跟著唱，但是吉他伴奏與鋼琴伴奏畢竟不同，小朋友唱得走音了；伊部爸爸又彈起

《Cina》這首歌，他要景文、伊部主唱副歌段的高音，可能是吉他伴奏的關係，小朋友唱得

里里落落，練唱顯然遭遇了障礙；這時候，Bukut 校長走進來了，景文大聲說，「校長你不能

亂聽！」因為小朋友想要給 Bukut 校長驚喜，堅決不能透露演唱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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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kut 校長畢竟是他們的大頭目，他了解小朋友練唱會遭遇的麻煩，他帶來了小朋友熟

悉的預錄的鋼琴伴奏 MP3，伊部爸爸問，「要用吉他伴奏？還是鋼琴伴奏？」小朋友不約而

同地說：鋼琴伴奏！但是，接著很多家長跟著入座，交接典禮馬上就要進行了，小朋友已無

練唱時間了，我偷偷跑到小朋友旁邊問，「那那那…你們這樣算練好了嗎？待會唱什麼歌？」

景文小聲地回答我：「唱小麻雀！」（註，這是代號，小朋友堅決保密，不願意說「翅膀」。） 
    風雨之中，有二十多個家長前來觀禮，村長也來了，這是感人的一刻。Bukut 校長回想

起，四年前他第一天一個人來到東埔上任，那時東埔在辦喪事，全村靜悄悄，一個人都沒有，

他遇到一位老阿嬤，阿嬤用布農族語問 Bukut 校長為何在這兒？他回答她：「我派到東埔國小

當校長！」然後阿嬤帶著些欣慰的語氣說：「真好，你來了，那我們的小朋友就有機會搭飛機

了！」 
    Bukut 校長始終記得阿嬤充滿期待的表情與話語，這四年來在 Bukut 校長帶領下，「阿嬤

給我的任務已經完成了，」校長在交接典禮上對著眾人說。「來到東埔四年，每個人都像我的

家人，接納我、支持我並幫助我，我有很多不捨，尤其是小朋友，每個都是我的孩子，很多

人說我給孩子們機會，其實小孩子們給我機會成長，每個活動，因為小孩子我也不斷地學習

與成長…」Bukut 校長感性地說，「我已把東埔當作我第二個家。」 
    風雨中舉行的交接典禮，雖只有簡短的致詞，情真意切，而小朋友及家長隨興、深情獻

唱，更將交接典禮推向高潮，讓在場的每個人情不自禁地掉下眼淚。小朋友一如往昔站上演

唱台，不同的是，這次沒有 Bukut 校長指揮，他們很習慣地望向坐在台下的 Bukut 校長，Bukut
校長也很習慣地對小朋友做出每次演唱前他要小朋友保持微笑的嘴型。Bukut 校長和小朋友

的互動已是一種高度默契，用眼神示意，不需要言語，Bukut 校長彷彿還是在指揮著他們合

唱。 
    隨著 MP3 播放的鋼琴伴奏，小朋友唱起：「我見到有隻麻雀落在地，看牠的生命似已到

盡頭，我跪下將牠捧在手心中，牠輕輕對我說，朋友，送給你這對翅膀，學習飛翔越過最高

山，送給你這對眼晴，學看世上的美事…」 
    小朋友才唱了幾句，溫柔的歌聲打動人心，坐在台下的 Bukut 校長眼眶泛紅，內心激動，

哭泣的 Bukut 校長兩手在胸前將十指交扣緊握，他向神禱告。小朋友心目中的「大頭目」哭

了，小朋友似乎很怕校長哭，唱得格外小聲與輕柔…不知是外頭瀟瀟風聲、淙淙雨聲更凸顯

了小朋友歌聲的溫暖與柔和，還是歌詞意境太美了，竟讓所有的人都淚流滿面。 
    是啊，Bukut 校長送給了小朋友一對翅膀和一雙眼睛，教導小朋友學習飛翔越過最高山，

學看世上的美事…今天，小朋友也要送給 Bukut 校長一對翅膀和一雙眼睛，離開東埔國小的

Bukut 校長，將會往更大目標邁進，做為一個教育家，Bukut 校長將為更多布農族孩子帶來一

對翅膀和一雙眼睛，讓更多布農族孩子翱翔在海闊天空。 
    這些年來，東埔國小家長和 Bukut 校長的互動已如親朋好友。伊部爸爸調皮地說，「我們

經常開 Bukut 校長玩笑，他就會臉紅，有時玩笑開太過頭了，就會互相提醒不能再講了！」

伍思聰說，雖有颱風，家長坐在這裡不是充場面，是帶著誠心而來。 
   伍思聰會長和伊部爸爸脈樹唱出《朋友》這首歌，歌詞和旋律很簡單，但兩人唱出了淡淡

的離別之情：「誰能夠划船不用槳，誰能夠揚帆沒有風向，誰能夠離開好朋友，沒有感傷…我

可以划船不用槳，我可以揚帆沒有風向，但是 Bukut 啊，當你離我遠去，我卻不能不感傷…」 
 
這時，小朋友一一走下台擁抱他們的大頭目，小朋友和 Bukut 校長眼淚都潰堤了，就像外頭

從天傾倒而下的大雨，再也止不住淚水…家長美秀喊著：「校長不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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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莫拉克颱風襲台，南投很多國小交接典禮都取消了，只有東埔國小如期進行。 
    颱風來得很是時候，想要悄悄來，悄悄走的 Bukut 校長，樂在心裡，他很快地「取消」

（不是「順延」）羅娜國小新任校長上任典禮；因為颱風關係，東埔國小很多老師也下山避難，

Bukut 校長和阿蠻校長向來不重視外在儀式，也在思考是否要取消東埔國小新舊校長交接典

禮，但因那時山裡風雨尚稱平靜，又有許多友人不辭千里而來，雞也殺了，豬也宰了，於是

如期進行，開放自由參加。 
    前來參加交接典禮的家長和小朋友，稱不上多，颱風來得很巧，阻擋掉了來自外界許多

應酬式的人情世故，在風雨中還願意來的，憑藉的是誠意。在交接典禮上，只有一些簡短致

詞，簡單儀式，但有熱情的心，和溫暖的歌聲，風雨，意外地讓交接典禮更有意義。 
 
孩子就交給妳了！  2009-09-17 
    東埔國小將是原聲學校在玉山山腳下的「基地」，Bukut 校長已為東埔國小打下基礎，

阿蠻校長將接棒。阿蠻校長是個美麗的漢人女子，卻深獲東光布農族人的尊敬，族人對她說：

我們的孩子就交給妳了！ 
    外面，風雨交加；裡面，淚水交加。「我很高興我是布農族的媳婦，」阿蠻校長一開頭，

就用布農族的話這麼說。阿蠻校長在民國 73 年，在那個還稱「番仔」、山上沒有柏油路的年

代，就嫁到山上來，到現在民國 98 年，整整二十五年光陰，她全奉獻給布農族的孩子。 
    「我很高興嫁到布農族來，我很愛布農族，二十幾年來，始終如一愛著布農族的孩子。」

阿蠻校長情真意切，所有人都感受得到她的愛。 
    先前幾年，阿蠻校長「不小心地」調到愛國國小當校長，愛國國小是個漢人為多的學校，

阿蠻校長一直想要請調到布農族學校，今年終如願，「這就像回到自己家裡，看到布農阿嬤，

就像自己的媽媽，輕鬆自在，我非常喜歡布農族，布農族讓我了解到，我要的是什麼。」 
    「主耶穌降臨到人間，不是到人間當君王，而是服侍衪的子民；我，不是來當校長，我

是來服侍我的孩子、我的小朋友和我的家長；未來，你們會看到這樣的校長，把東埔國小的

小朋友當成我自己的孩子，謝謝你們接納我來到東埔。」阿蠻校長眼眶泛紅、內心激動地說

著，她掉下了眼淚。 
    台下的布農長老聆聽阿蠻校長的真情告白，也不禁動容。東埔國小家長會長伍思聰站起

來，誠摯而溫暖地向阿蠻校長說，「我們的孩子就交給妳了！」 
    這一幕，深深打動我。一個漢人女子，與布農族解下不解之緣，將青春歲月、生命精神

全奉獻給山上，自那時起，她已經決定這一輩子要留在山上，她發自內心，將那充沛的愛全

給了孩子。 
    在我眼裡，阿蠻校長是個充滿愛的校長，真正有教無類的校長，不論她的孩子是誰，不

論她的孩子長什麼樣子，資質如何，她對孩子，永遠只有愛與接受。 
    幾年前，阿蠻校長自布農部落裡，將一對無人照顧的兄弟帶回家自己養。阿蠻校長先是

帶回弟弟，嚴格說來，弟弟並非布農族血統，他是排灣族媽媽跟別人所生，把孩子丟回布農

族爸爸的部落，這個孩子因為從未有人照顧過他，因此不會與人互動，也不會說話，一身髒

兮兮，沒有衛生習慣，會隨處大小便，就像山上的野孩子般，但阿蠻校長對這個「野孩子」

從沒有怨，只有愛，每天將帶著他在身邊，晚上也帶著他睡覺，教他如何與人「握手」，因

為弟弟只認得哥哥，於是阿蠻校長決定一起扶養兩個兄弟。 



 
 - 75 - 

    阿蠻校長帶這兩兄弟的時間，長達六年，當他們的媽媽，只有無私的愛，阿蠻校長也教

導自己的孩子要接受，並去愛這對布農兄弟；六年後，布農族爸爸把孩子接回去，隨著孩子

成長，現在當兵的哥哥，經常捎信給阿蠻校長，稱阿蠻校長是他「永遠的媽媽」。 
    即便那孩子與她無任何血源或淵源，是陌生人的孩子，阿蠻校長只有愛，從不要求回報，

到現在，阿蠻校長說起這段往事，她總是滿懷感激的說，兩兄弟是上帝送給她的孩子，她很

高興那六年歲月裡有這對兄弟的陪伴。 
    阿蠻校長這個「愛的故事」傳遍了部落，東光部落的族人竟稱呼阿蠻這位漢人女子為「布

農之母」。因為無私的愛，阿蠻校長當之無愧！ 
 
讓孩子願意愛數學  2009-10-14 
    對鄉下或山裡孩子來說，數學像是個謎，既難懂又難學，一遇到數學不是強記就是放棄

投降，數學，從來就是偏鄉地區孩子的弱項。但南投縣有一位老校長，長年致力於與學生進

行數學對話，引導學生從市場賣菜、菜園種菜等日常生活的活動中，重新了解算數，敢於思

考，當學生總是不會時，他也不生氣、不放棄。老校長說，「教學是一種藝術，當學生不會時，

我會走下階梯，到他在的那一階，陪著他。」 
    這位老校長就是清水國小校長林宜城，他探索、研究建構式教學已長達二十多年，最近

十多年他更以身作則投入南投縣境內推廣建構數學教學，不厭其煩地與學生們進行「數學對

話」，引導學生運用日常生活邏輯中來解決數學問題，將許多學生自學習障礙邊緣搶救回來，

讓孩子拾回學習數學的信心與興趣。 
    什麼是數學？林宜城舉了一個真實簡單的情況。早期曾有一名學生，因為數學都考零分，

考不上初中，國小畢業後就到水里菜市場賣菜。有天老師在菜市場看到這個學生，學生說，

一斤十八元，老師就抓了一把菜，秤一下，學生很自然地說是十三塊半，學生近乎直覺式反

應讓老師嚇了一跳，心想：「以前數學都不會，怎麼現在這麼厲害？」老師詢問學生如何算出

來的，這賣菜學生說，這兒有十二兩，半斤是九元，再加上四兩是四塊半，就是十三塊半。 
    「數學是要從生活出發，」林宜城說，長年來我們受傳統數學訓練的人，很自然就被制

約要用代數去計算，但實際上不需要代數，任何人都能解題。林宜城說，以前我們教的是「記

憶式」數學，要孩子背公式，然後強迫孩子跟著老師用同樣方法解題，這種教法與我們日常

生活的思考相違悖，事實上這種教法讓孩子感到很挫折，除了死記外，也讓孩子太依賴老師

與家長解題，而忘了如何思考。林宜城與孩子進行數字對話時，也從不給標準答案，他把問

題丟下去，讓孩子自己解題，培養他們主動思考的能力與表達能力。 
    「啟蒙很重要，孩子的思考都是從一年級開始，建立他的思考習慣、態度養成，一輩子

都受用，」林宜城馬上舉了幾個真實故事。他調到廣福國小擔任校長，學校老師跟他學習用

「數學對話」教學。有一年，老師帶著他的兩個孩子及妻子一同買聖誕節禮物，他們家四個

人總共買了五百元的聖誕燈，老師就問孩子們，四個人平分，一個人要出多少錢？國小三年

級的老大說，這要用除法，學校老師還沒教。老二是幼稚園大班，還沒有受到傳統教法的制

約，他提議每人先出一百元，他數著一百、二百、三百、四百，還差一百元，那麼每個人再

出五十元，數著數著發現超過了，那麼他建議每人出二十元，數了一遍發現不夠，再要大家

再多出十元…五元…結果，三年級的老大無法解題，幼稚園大班的老么卻解能解題，「這說明

了一件事：孩子都是被我們教笨的！」林宜城說。 
    憑著長年的教學經驗，林宜城認為，數學的學習是工具發展，不同階段採用不同學習工

具。例如：從這兒到二公里外的地方，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到達，可以走路去、騎腳踏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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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摩托車去或開車去，如果我們要一個小學一年級學生到那兒辦一點事情，家長往往覺得走

路太慢了，因此要孩子騎車去，但孩子這麼小就要他騎車，可能摔傷了，這是工具使用不當，

結果未達到目的，反而掉到水溝去。「家長都急壞了，急著要趕快要學會、趕快給答案，結果

適得其反，反而影響孩子學習興趣，」林宜城接著說，「不要急，一題摸透了，就透了。」 
    林宜城對數學教學的體悟，是歷經一番成長而悟出的方法。早年林宜城教數學也是用傳

統老套教法，二十多年前的他已是南投縣境內的「明星老師」，但那時他的大兒子要進入小學，

為了教自己的孩子，他慢慢開始往低年級教，他決心要讀低年級的教材、摸索教法。教低年

級的林宜城，那時擔心孩子會對數學沒興趣，因而不再學；當孩子學不會時，林宜城更是耐

住性子，不敢發脾氣，他回首這段過程有感而發地說，「以前的教法，硬拉，硬把孩子拉上來；

現在當孩子在階梯上時，當他不會時，我會走下去，走到他在的那個階梯上，陪著他。」林

宜城這話，訴說了一個老校長隱藏在心中，那份終身的職志。 
   他接著說，「教學是一種藝術，太多老師已經忘了當初是如何從不會到會的，如果了解到

這點，老師願意降下去，就會知道怎麼教孩子。」例如：林宜城在他任教學校的一年級曾出

過一道題目：今日種下稻子，一百二十天後稻子成熟了，請問幾月幾日是收割日？對於從未

學習過加減乘除的小學生，根本無法解題，但林宜城教孩子們把日曆本拿來，一天一天數，

就是這麼簡單，他說，「多數幾次，下次再學其他方法，也會很快。」 
    有了這番體悟，之後林宜城考上研究所，探索建構式教學方法，他了解到孩子們的思維

是很天真的，只是教學過程中沒有去了解孩子們的想法。當他調往廣福國小任職時，開始在

自己小學實驗他的「數學對話」教學，他先鎖定了那些「學習障礙」的學生，也就是那些上

課已經無意義的學生，跟老師沒關係的「教室客人」。林宜城親自帶這些學生到學校菜園，他

要三個學生在一塊梯形土地上，平分三等分種菜，學生就要學習如何畫出三角形；然後灑下

種子，施肥就用要尿素去稀釋、秤重等，這都要運用到數學，從這過程中，讓這些原本有學

習障礙的孩子願意思考。林宜城笑說，「我們常說孩子有『學習障礙』，其實是大人有障礙！」 
    其中有一個孩子，來自智能不足家庭，缺乏信心，剛開始都不敢開口說話，林宜城會指

名要他先說，先建立他的信心、敢思考後，這個孩子的數學成績擠進班上前三名。這孩子讓

林宜城堅信，跟他對話這方法，對孩子的學習是有效的。 
    接下來，林宜城選定學校高年級作為實驗班，這一班四年級升五年級時，八個學生有兩

個考鴨蛋，六年級畢業時，這兩個孩子考了七十九分及八十五分，不再拿鴨蛋了。林宜城曾

對這班出了一道「有點難」的考題：有個牧羊人打瞌睡，羊走丟了十二分之一，剩下的羊是

走丟的七倍又多三十二隻，請問總共有多少隻羊？在這八名從未學過代數的學生中，竟有五

個學生解出來，其中又有三個在一分鐘之內就得出答案。實驗班有不錯成效，林宜城在全校

推廣，成了實驗學校，在這所學校，沒有學生放棄數學。 
    接著，這些年來他奔走在南投縣各國小推廣這套教學，今天他受 Bukut 校長之託來到原

聲音樂學校教原住民孩子數學。曾在原住民學校任教的林宜城觀察，整個社會認為原住民在

數學表現上明顯較差，主要是原住民社會或家庭數學活動太少，先天文化上數學活動就比較

少，他認為，原住民要學習數學更要從日常生活出發。 
    在往後的日子裡，可能看到林宜城帶著原聲孩子到菜園種菜，到樹林裡去找獵物… 
  
後記 
    自小我就是對數學沒信心的孩子，因為數學不好，只能選擇念文組。我記得數學幾乎都

是公式，遇到每個題目，就試著去套公式解題。我記憶中的數學老師，都是板著臉孔，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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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笑容，甚至考試考不好，還得打手心懲罰；記憶中的數學課，枯燥、無趣，因為很難，所

以壓力很大，每次勉強及格而已。 
    離開高中超過二十年之後，我遇見林宜城校長，我才發現，原來數學可以有不一樣的教

法，或者，對孩子來說，可以有不同的學習方法；我才了解，小時候不喜歡數學，原來不是

我能力差，或者天分不夠，很可能是老師的問題，極可能是老師沒找到教我的方法，或者我

沒有遇到適合我的方式；我也才發現，數學老師的臉孔，原來可以這麼有趣、可以這麼有耐

心地與孩子們對話… 
 
鳳凰博報 http://alicerun.blog.ifeng.com/ 陳念萱 
 
原聲合唱團前進上海世博  2009-12-17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來自信義鄉的小朋友們，受邀參加上海世博台灣館發表記者會，馬校

長、阿蠻校長帶領十八位小朋友與師長們大清早從山裡出發，到台中的長榮桂冠飯店彩排，

遠從上海來台的主辦方團隊，聽完玉山腳下的歌聲，紛紛要求合照，一再跟我們的小朋友說: 
2010 年要跟著老師們去上海演唱，順便參觀上海世博噢！每個小朋友都拿到一件上海禮物，

非常開心。 
   小老太忍不住跟資深老太咬耳朵，每次聽完小朋友演唱，都感到很驕傲，這是我們的孩子。

而且這群孩子，沒有經過任何條件的篩選，只要願意遵守校規喜歡唱歌，我們都照單全收，

校長與老師們教得一樣好，真讓人開心。 
   第一排最右邊的小胖妹三年級，是我的最愛，布農族與鄒族的混血，肥壯有力，唱歌好認

真，不過，她不喜歡我叫她小胖妹。小胖妹實在太可愛，招引許多攝影機，我不是唯一的粉

絲。 
    協會三位老太太，也是大清早搭乘高鐵去台中，小老太我前晚早已通知台中友人接送，

外加贈送絕對不能錯過的台中小吃：第二市場的麵線、第一市場的扁食和包子…由於小老太

年事已高，來回坐高鐵都鬧了一場驚魂記，把兩位資深老太嚇出冷汗，傳簡訊提醒小老太：

我們年紀都不小了。嗯嗯！我早就知道了，沒想到會這麼離譜。 
    小老太睡覺不安穩，向來都是一夜醒很多次，習慣性醒來又睡回去，關鍵時刻，全然忘

記該出門搭高鐵這回事。於是，匆忙想起跳下床，隨便擦把臉抵達火車站，其實是早到了半

小時，便好整以暇去星巴克，竊喜有餘閒賺到一杯晨間咖啡。誰知火車站像迷宮，等另外兩

位老太上車時，小老太我仰賴站內通訊配備，鬧了好幾位服務員的支援，才在火車關門前順

利搶進，有驚無險。 
    回程，跟著資深老太一起，該安全了。我們依然早到半小時，輕鬆地喝著 7-11 的熱咖啡，

激烈地聊著接下來滿檔的行程與規劃，辯論瑣碎細節的觀點，又是匆忙間發現火車到站，好

不容易找到位置，小老太因為激動升溫而脫下的外套遺落在候車椅上，外衣口袋裡是錢包與

證件(小老太懶得拿提包多年)，趕緊衝出車門下樓梯找回外套，再衝上樓時，發現體力大不

如前，眼睜睜地看著車門在我眼前關上，服務員死活不肯重新打開... 
這回跟小朋友們聚會的新聞： 
1. 老師，我們不能再吃麥當勞了，拜託！(最愛吃多了，也終於會厭煩恐懼的。) 
2. 還是吃便當好了，點心不能當飯吃。 
3. 馬校長反對冬令營有烹飪課，但小朋友們很期待，於是老師們決議：到時把馬校長關進衣

櫥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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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音樂會  2010-01-26 
   上個月由信義鄉主辦的賞梅藝術活動表演才剛圓滿結束，滿天飛舞的梅花草地上，翩翩飛

舞的小女孩，以及樂團和孩子們的聲音，在朗朗晴空下的山嵐間飄揚，此情此景猶在，春天

又來了... 
    由東埔國小轉任羅娜國小校長馬彼得發起，培養原住民多元化的音樂欣賞交流，邀請專

業音樂從業人員上山，原聲教育協會贊助的音樂欣賞活動，與村民一起成長，讓音樂不僅僅

只是停留在少數人的生活，或者侷限在已知的世界裡。 
    剛成立周年的原聲合唱團，其中東埔國小團員甫獲得金曲獎評審團大獎的鼓勵，再接再

厲，期望將來能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讓玉山孕育的少數民族能大聲地唱出自己獨有的聲音。 
    馬校長希望藉由家長與孩子共同欣賞音樂，才能真正培養全體居民的音樂素養，而讓孩

子在優美的聲音中安然自在地成長。對聲音有絕對音感的原住民，在各種音樂的感染激勵下，

將會有更成熟豐富的韻律呈現。 
 
原聲合唱團廈門行  2010-02-03 
    由於馬彼得校長的布農情懷，把深耕東埔國小的經驗，分享給信義鄉其他的十一個部落，

不分族群地邀約愛唱歌的孩子們，而在建中老師們的募款與支援協助下，打造了玉山天籟般

的原聲童聲合唱團，短短一年間，東埔國小參加競賽而獲得金曲獎最高榮譽的評審團大獎，

讓剛成立的原聲合唱團注入強而有力的能量，超越正常速度地飛奔成長，如有天助。今年開

春便受邀到廈門交流，展開和平小天使之旅。看見兩岸小朋友手牽手一起玩遊戲，互相欣賞

雙方的賣力演出，心裡面好震撼溫暖，孩子們的魔力，瞬間感染了現場的每個大人。 
    在台灣同胞聯誼會的邀約協助，台商協會的贊助下，我們師生與行政義工浩浩蕩蕩五十

多人，走小三通前進廈門，五天四夜的行程裡，分別在會展中心、江頭中心小學與宏泰音樂

廳演出三場。而專供古典音樂職業演出的宏泰音樂廳，是原聲的初次專場演出場地，全程演

唱了十六首曲目，我臨危受命，穿上阿蠻校長準備的布農服飾擔任主持人。 
    在後台等候轉場時，眼睛大大很容易拋媚眼的田恩忽然跟我說：妳是最美麗的主持人！

我禮貌地答覆小調皮：謝謝！未料，他想也不想地追著說: 那妳要請我吃口香糖，我回說：

可是我沒有口香糖啊！小不點說：唉喲~~~~~ 
    這一路上，笑聲不斷，就是這麼出奇不意地，隨時冒出來，誰也無法預料這群小不點，

什麼時候會噴出讓人倒地的笑料。 
    由於主辦單位廈門台灣同胞聯誼會盧紹荀會長的盛情款待，我們幾乎餐餐享盛宴，連續

幾次下來，小朋友紛紛表示：怎麼天天都在吃喜酒啊？來見習做義工的大哥哥們，也跟著調

侃小朋友：那你包紅包沒？沒給錢的不能進去吃。 
    最後一晚盛宴，由錯過演出的台商協會陳正賢會長招待，孩子們特別推出加演場，在飯

店大堂裡唱將起來，台北的天空、天黑黑、高山青... 引來圍觀人群，會長亦掏出手帕，悄悄

抹淚，我們肯定勾出了他的思鄉情... 
    這趟演出行程，主辦方還安排了讓小朋友參觀像遊樂場般的科學館，經驗了 4D 影片的

尖叫場面，這是跟孩子一起玩的附加娛樂；最後一天參觀金門翟山坑道前，去南靖田螺坑土

樓群，參觀宋朝客家人村落奇景。而我最感動的，卻是在江頭中心小學與孩子們手牽手唱高

山青跳群舞，人人盡興，比任何參觀行程，都更打動人心。 
    這是我們小朋友第一次離開台灣島的首場演出，未來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的第一步，獻

給了廈門，宏泰音樂廳的觀眾群裡，有許多同樣從事音樂教育工作的當地老師們，祝福我們



 
 - 79 - 

打造台灣的維也納兒童合唱團，也希望兩岸的教育工作能互相借鏡，為彼此創造更活潑生動

的未來。 
 
「原聲建中 2009 成長營」志工心得之 1 
職務：合唱伴奏                           許皓淳（台大醫學系畢業，服役中）98.7.17 
1. 希望隊輔組、訪談組可以旁聽馬校長的合唱練習課。馬校長對孩子的說話方式，是隊輔、

訪談員的模範：(1)不過度同情；(2)要讓孩子有自信！每一句話都要想辦法給他信心，表

現自己，但不違反(1)；(3)使用適合他們的語言。 
2. 在我看來，營隊最大的目標，是要使小朋友的生命發生一些改變，這也是我們讓「建中」、

「原聲」這二群人在此碰撞所期待的結果。當離別時，希望小朋友們不是只有淚水，而是

有著「我不能讓哥哥們失望，我要好好加油！」的決心，當他知道，有人相信他一定可以

成為了不起的人，他就會把目標放在更高、更遠的地方。在離營前，我跟詠祈說：「妳真

的唱得很棒，明年讓我回來看到你在一班好不好？」她點點頭，我相信她不是敷衍我。千

萬不要忘記離開前在他們心中種下種子，記得「最後一席話」的重要。 
3. 馬校長是這次營隊中我最喜歡的角色，我也從他身上學到了很多。事實上，馬校長在小朋

友心中的地位，是無可取代的，任何漢人都無法取代。他是小朋友的「榜樣」，這個榜樣

遠比我們這些台北來的哥哥們重要。 
4. 我和阿貫老師一樣，總是被他們的聲音所感動。他們這些小生命同樣令我疼惜，也許無法

常常上山，但也希望能持續關注他們的成長。 
5. 原聲加油！ 
 
「原聲建中 2009 成長營」志工心得之 2 
職務：團康組                                      林宜嫻（復旦中學高二）98.07.18 
    營前訓練的那緊湊的五天到今天迅速地打包行李，一一清點，我覺得每天每小時每分鐘

每一刻都只有兩個字可以形容，那就是「改變」，不論是作息的改變，心情的改變，還有我從

來沒有想到的是「態度」的改變。 
    第一天就在準備雨備時，遇到了一直哭的亦涵，其實認識我的人都知道我真的並不喜歡

小孩子，但沒想到我竟然蹲下來，教她有事情要用講的別光哭，然後用我以前不存在的耐心

輔導她。其實這種情況經歷了好幾次，且是不同的小朋友，我學到的一點是，有人會用連哄

帶騙的方法，我自己則是秉持著彼此信任，用大人的語言說小朋友聽得懂的話。往後幾天當

我輔導小孩時，這讓我得到最大的幫助，也成了在營隊中除了女隊輔之外，傾聽他們說內心

話的人。在告別時也讓我得到好多好大的肯定，是他們給我的，比如說雨卉。 
    我其實只是團康組的上課小老師，所以對有些小朋友很不熟，沒想到雨卉竟然問我：「明

年會不會來？」我認真的告訴她，「姊姊自己要有成長，這一年我有進步，我才有資格再來呀！」

說著說著自己就哭了，後來妹妹突然拿了一條她的項鍊給我說：「祝你成功」，這更讓我痛哭

流涕了一番。 
    在這個營隊裡有著很多很多全國高中生所不及的菁英，也有全國大學生所不及的台大高

材生，我只是區區的小女生，能做的不多。我在這個營隊裡能做的，只能讓小朋友開心，帶

大家玩，唱歌給她們聽，上表演課給他們看。真正的知識我是給不起的，這也是為什麼大家

說我賣命，也是為什麼我願意在半夜陪小朋友去醫院，陪伴他們，即使自己有多麼累。因為

如果連我自己能做的都做不到了，能做的都沒有盡力去做的話，沒有什麼資格說要當什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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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什麼樣的好事。 
    這是在營隊中，最大最大的體悟—嘗試自己的極限！ 
 
「原聲廈門行」志工心得之 1 
職務：隨團輔導員                                     陳右儒（服務於 NPO）99.2.3 
    這兩年，我的工作上因為與公部門合作，負責執行了兩年與紀錄片相關的專案，屬於非

專業的我開始留意國內紀錄片的消息，跟著參加一些座談和影展，當作工作的充電。 
    一天未婚夫皓鈞醫師告訴我，打算參加一個原住民兒童的合唱團、將去廈門演唱的出團，

說是要擔任隨隊隊醫。看過資料，忽然想起在某個影展中驚鴻一瞥的片子，講一個原住民校

長，有個夢想，說要帶著原住民的孩子藉由唱歌建立自信、成為部落菁英來改變弱勢的現況。 
    幾天後，公視播出《唱歌吧！》，我們靜靜的看完紀錄片，帶著一點不知道因何而起的雞

皮疙瘩。而同時皓鈞和原聲教育協會的阿貫老師，也被我「盧」到答應我的跟團。 
    在金門往廈門的船上，尚未「破冰」的我站在一旁看校長、老師們召集孩子，就在甲板

上唱起「大海的故鄉」，Bukut 校長喊著：「大海就在那裡啊！唱給大海聽！」海風裡孩子們

的聲音有些散開，但在拔高的時候仍然很有穿透力，船身顛簸，彷彿也有一股音浪正打過來。 
    之後幾天，跟著看彩排、看演出，校長與孩子們的相處模式讓我印象深刻，我一直在想

「他是怎麼收服這些小孩的啊？」後來看演出時的影片，一個孩子說：「校長來了以後，我才

知道世界那麼大。」我想是因為校長給了一個視野，有了自覺的孩子，自然會想要跟著走，

即使上課、練唱，跋涉而辛苦，但是就有了一條路。 
    在與孩子們相處的日子裡，我發現必須努力拋棄掉自己成長於都會、因而覺得理所當然

的許多東西。原聲的孩子比我想像的懂事太多太多，帶隊上街遊逛，發現孩子們在樂器行、

唱片行中的眼睛格外晶亮，對於音樂他們有很強的渴望追求，購買時也較不猶豫。至於小女

生的飾品就謹慎很多，但是幾乎都會提及「我想要送給媽媽（姑姑、奶奶…）」。他們對於玩

具不怎麼執著眷戀，似乎隨時有五個小石子在手，兩人一組席地坐下就可以自成天地。 
    由此觀察，我重新想像了這些「物質」對於原聲孩子的意義，他們把握機會對親人回饋、

或是給自己更多音樂的認知機會，以及非常知足。 
    「視野」，是我的成長過程中自然存在的東西，城市裡的父母不遺餘力，就怕少了國際觀、

世界觀。但是回頭我也發覺，看部落弱勢、看城鄉差距、看社會公義的視野，我還有得努力。 
    「自信」也是，校長說要建立部落孩子的自信心，讓他們能接受與主流強勢社會不同的

自己。在演出前幫孩子們上妝時，稱讚女孩皮膚很好，她反問我：「還有誰的皮膚很好？」我

說人太多了，我記不太得，但是妳的皮膚真的很好，腮紅上去服貼漂亮。 
    我想要告訴她，妳是真的漂亮，不用白皮膚、細長腿或是金棕頭髮。彆扭的少年時間中，

要懂得自己的美麗獨特，就像自己族群文化的責任珍貴。 
    思考校長、老師們的「菁英」目標，尤其認同 Bukut 校長所言：「原住民的社會並不乏知

識份子，但卻少有對族群文化內涵的體悟與使命感。…其實我們今天要的不是要去爭取更多，

而是要去學習付出，這是我們所缺乏的。…所要的菁英，是在生活態度、價值觀念、文化認

知正確的菁英，而非只是為己的菁英。」即使在平地人的社會，這也是亟需努力的價值觀吧，

不只是力爭上游，而是記得身邊的人。 
    我們漸漸和孩子們熟稔，孩子們給我們熱情回應或主動連結，能附耳說些秘密、被告狀、

被取綽號、被牽手擁抱。難忘那些貼近的純真笑臉，拉著手摟著腰，彎下來透過孩子的眼睛，

我也體驗著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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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原聲教育協會的阿貫老師、藍蔚老師，讓我們有機會跟著走這一趟，跟孩子們結緣

份，還有途中幫助我們解決問題、了解孩子背景和需求的老師和隊輔前輩同伴們。 
    謝謝可愛的孩子們，與我們走了這一段。但願你們擁有更多的機會，去到更多更遠的地

方，回頭改變原鄉的未來，也不忘了自己擁有的純真和美好。 
 
「原聲廈門行」志工心得之 2 
職務：隨團輔導員兼實習記者                      徐亦甫（台大政治系一年級）99.2.5 
    同樣的一趟旅程帶來不同的感受，於我而言是第二次踏上大陸，感受廈門不同於北京的

氣氛。有些孩子是第一次出遠門，如平時驕傲自負的田恩在第一個晚上便問著飯店能不能打

電話回台灣，廈門對他而言是個陌生的異鄉。但對侑宗來說，出國卻能逃離補習班、來自學

校或家人的課業壓力，廈門對他而言是個完全放鬆的天堂。一趟旅程對團員來說不僅是表演

那麼簡單，也是眾人重新思索自身與家鄉關係的機會。 
    觀察孩子五日，感覺孩子們的表現日漸沉穩，到了旅館也不需要太多管理，便能大致安

穩，與暑假營隊時得上天下海哄小孩的慘況大不同，當然也與孩子的年齡層較高有關。這趟

旅途看見孩子多多少少在成長著，例如與我同房的承耀，雖然年紀還小，原先對旅館的使用

毫無頭緒、行李箱也亂七八糟、穿過的衣物到處擺放，到我們離開房間時房間乾淨如新房、

浴室乾濕分明、行李箱內分類清楚、打包完成，很高興一個小三的孩子能夠在短短一個晚上

學會這麼多。雖然孩子有時候仍有些懵懂，譬如仍會將飯店走廊視為玩樂場所、到了街上調

皮的孩子往往忘了分寸、總是忘東忘西丟三落四等等，但作為隨團的大哥哥、大姊姊，若能

在孩子的試誤學習中，即時而恰當的給予指正、引導，孩子其實有著很不錯的管教彈性。 
    最後一個晚上讓孩子們去中山路逛逛，孩子們能夠用手上的錢自主消費。我帶的孩子如

侑宗、心潔、念緹等年紀較大者，原先都目標要買雙鞋子、買件衣服甚至鏡框，但在我勸說

廈門的知名品牌商品並沒有比台灣便宜後，他們倒是都沒有出手，非常自制。最後，我與宜

嫻帶的九個孩子在麥當勞吃了兩次冰以後，只各花了五元人民幣，就都滿足而疲累的回到飯

店休息，足見這幾天的演唱、旅遊後，孩子的體力畢竟還是消耗得差不多了，也並沒有特別

想要採購什麼，只是想出去走走、感受購物的氛圍吧。如景文在去逛街錢拿了五百元新台幣

跟我換了張百元人民幣，到了最後一天仍是原封不動的換了回來，也沒有多買金門的名產，

或許對孩子來說，在都市裡逛街的經驗才是最特別的。 
    但讓我最感動的是雅安，在往金門的航程上，雅安從包包拿出她的採購戰利品，先是一

張王菲的專輯，我意外地問她也聽王菲？她說這是給媽媽的，媽媽最喜歡聽王菲的紅豆，然

後拿出一張邦喬飛的專輯，說是給爸爸的，爸爸喜歡聽搖滾樂，雅安說爸爸還喜歡槍與玫瑰、

聯合公園…可是沒有看到合適的專輯，所以沒有多買，共花了大概六十五元人民幣。我非常

感動，如果來日我的孩子能知道我的嗜好，譬如哪種音樂曲風、歌手甚至專輯，我會感動於

他的知己。但孩子出了遠門，看見便宜的東西例如專輯會細心為我採買，那便是孩子的懂事、

細心了。 
    回到台灣以後，我重新拿起《唱歌吧》專輯來聽，不論那些此次準備較匆忙的曲目，只

看整體表現與重疊的曲目，深覺現在的原聲合唱團已超出當年的東埔國小合唱團不少，不論

是喉音的修飾、美聲唱法的技巧、整體的音樂詮釋、音樂性…而這是不聽到今日的原聲，難

以區辨出來的。當年讓我感動的原聲，卻被今日的原聲打敗，心中盡是雀躍欣喜。雖然在宏

泰演奏廳時，我出出入入地只聽了部分的演唱，但原聲合唱團的表演真的越來越讓人驚豔，

也許是校長的訓練技巧與指揮技巧愈好，也許是孩子們積累了更好的經驗與訓練，又或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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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場地音場效果越來越好，無論是那一項，都代表了原聲更進一步追求完美與世界級的

企圖與足跡。阿貫老師一直說我們在見證原聲的成長，是在見證歷史，我在原聲音樂上的改

變看見了這點。 
    我記得在前往廈門的船上，有些孩子不發一語的倚著欄杆望著碎浪。出團表演或許對孩

子來說不只是雀躍、欣喜而已，還意味著舊世界觀、價值觀的打破與重建。看見大海、看見

一個樣樣都大、樣樣都多的城市。這些震撼、不解與沉默，或許是讓孩子們繼續往前探索的

一大動力。此外，也很開心這樣的旅途的確讓孩子感到驕傲、自信，知道自己用努力爭取機

會、爭取一個看見世界的視野、爭取站上人生舞台的能力。 
    其實從上學期多次因原聲上山以來，威愷與我常覺得能幫原聲做的事情太少，反而自原

聲獲得的太多。吃得好、有壯美的玉山可以悠遊、有可愛的孩子可以同玩、有悅耳的合唱可

以聽、還能隨隊出團表演甚至出國…有時候不禁懷疑這是不是一種類似於黑道集團餵毒的計

謀。藍蔚老師、Bukut 校長、阿蠻校長、尤其是阿貫老師聯手設下的局，讓我們感動、讓我

們覺得受之有愧，於是讓我們更加努力想為原聲的孩子做些什麼。 
    我忘不了，景文與馬校長的歌聲次第在翟山坑道裡響起時的感動，幽暗的隧道裡旋繞的

音場包圍著我，而遠方隧道盡頭的光芒灑入，天地無聲，惟存我脫序的靈魂。 
    感謝原聲也感謝孩子，希望我們能做得更多。願能親眼看見孩子茁壯成長，有天能在原

鄉、台灣社會與世界三者間出入自如，既能開天闢地為自己打造人生，也能讓自己的原鄉更

好、讓文化留存，讓世界聽到玉山唱歌！ 
 
「原聲廈門行」志工心得之 3 
職務：隨團輔導員                                林宜臻（大同生工系一年級）99.2.12 

再一次體會他們，全新的感受，上一次是去年暑假。這次看到小朋友們的第一眼，先是

感覺他們長大了，再聽他們的歌聲，全然不同的感覺，歌聲變成熟了，變穩重了，變得更加

觸動我心。 
    在往廈門的船上，孩子們東奔西跑，似乎很興奮於這一次的出去，在甲板上唱了一首大

海的故鄉，我驚訝了，他們真的進步好多。印象很深刻，在廈門第三天的晚上，大家在宏泰

音樂廳表演，唱著歌，配著影片，我眼眶紅了，是種感動的感覺吧，是種好單純的喜歡，想

著他們在後台的辛苦，想著校長，想著老師們，我掉下眼淚來了，他們唱得很棒，大家都很

賣力。 
    這五天，我有了好多好多的感覺，孩子們很單純，很可愛，晚上在旅館的時候，我去看

看他們，一間一間聊聊，看看有沒有什麼問題，他們歪著頭，可愛的問我︰「宜臻姊姊我們

可不可以玩石頭？」對於他們來說，石頭是多麼好的生活樂趣，看著孩子們可以玩著玩著就

大聲的笑出來，心裡覺得好可愛，好想過去用力擁抱他們，也在想石頭是真的好玩嗎？和其

中一個小朋友借了過來，想和他們玩一場，沒想到我連第一關都過不了，其實真的很難。 
    每天在吃飯的時候，都好捨不得他們，孩子們問我︰「宜臻姊姊我們可不可以吃個炸蝦，

可不可以喝可樂，可不可以吃冰？」答案永遠都是 NO，其實他們心裡也都很清楚，但就是

會用那無辜的眼神看著我，希望我可以點個頭或是說好，心裡不捨得他們，但是他們也都好

乖，把已夾在筷子上的炸物丟回盤子上。 
    在當隊輔姊姊的這五天，其實我能做的很少，他們一個個有秩序，一個個乖乖的排好，

拿好自己的行李箱，背好自己的包包，一個個多麼整齊，我們不用太多的言語，他們就能很

自動的做好要做的事，雖然少數一兩次，還是很可愛的只顧好行李，忘記自己所要照顧的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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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鈴鼓。但心裡有很多情緒，很多想法，其實他們很棒，他們珍惜身邊的每一項資源，對於

所擁有的東西都心存感恩，和上帝說話，希望每一天都更好，感謝上帝的恩典，看到他們的

成長，我心裡也為他們感到無比驕傲。 
     記得有天晚上，要帶孩子們去逛街，每一個小朋友都好興奮，我也好興奮，他們每個人

都緊緊握住手中的五元，捨不得買任何一樣東西，直到看到麥當勞，他們把手中的五元遞了

出去，每個人都在表演完之後，買了一點點小東西犒賞自己，看他們一個個滿足的神情，我

也好滿足。 
      最後一天，在金門翟山坑道，孩子們排好，歌聲在坑道中繚繞的多麼有震撼力，校長

和景文的合唱，現在仍在我耳邊，五天下來，其實最令我難忘的還是他們的歌聲！記得巧蝶

說︰「宜臻姊姊我一定要一直唱歌一直唱歌。」在新春聯合茶會的時候，孩子們在台上自由

自在的唱歌，我在台下聽得好入迷，記得上一次也是有種被他們歌聲迷惑的感覺，但是這一

次不只有這種感覺，還多了一種很強大的感動。或許是了解他們的努力和他們的可愛，在音

樂廳的時候，邊配著影片，我眼眶紅了；或許是了解老師們的辛苦和他們歌聲的感動，我哭

了，令人完全無法忘懷，那感動的聲音，那具有震撼力的聲音，這是來自玉山上，最美麗的

聲音。 
「原聲廈門行」志工心得之 4—小小孩子裡的大千世界 
職務：團醫兼隨團輔導員                          凃耿華（台大醫學系五年級）99.2.8 
   從事了一年多的網頁、半年報等原聲幕後工作，卻一直尚未真正接觸原聲的孩子們，這次

非常幸運能在阿貫老師的安排下，以團醫身分參與原聲合唱團廈門行活動，五天四夜的活動

中和純樸可愛的原聲孩子們生活在一起；也很幸運能見習到皓鈞學長處理醫療相關事務的竅

門。 
 五天朝夕相處中發現到原聲小小團體中，擁有各種不同特質的孩子，猶如一個小型社會，

有善解人意的竹芳、天真活潑的譯萱、頑皮淘氣的侑宗、害羞內向的靜如、樸實敦厚的雅安，

以及豪放開朗的小迷糊承浩…，這和我們傳統對原住民朋友的一元化刻版印象其實是大不相

同的。從貼近的相處與觀察中我深刻瞭解到原聲音樂學校的教育理念與經營方針。 
    第一天午餐時，馬校長嚴肅地沒收了兩個孩子的冷飲，並再次叮嚀不准吃冰品及油炸食

物的約定，以確保擁有圓潤的歌喉嗓音。最後一晚惜別晚宴時，餐桌上放著紅酒，有些小孩

們說要喝紅酒，阿貫老師提出了「誰喝酒誰開除」的宣言，堅定地禁止了孩子們的飲酒要求。

晚上按時就寢也真是一件很不簡單的事，馬校長說這些都是一種心理上的磨練，只要隔天有

演唱行程，小朋友即需提早上床睡覺。足見原聲學校的教育理念不僅只要求學業和合唱技法

上的精進，更要培養出良好生活態度和價值觀的菁英，並從對下一代的教育著手，根除毒害

原住民社會甚深的酗酒文化。 
    山裡有限的教育資源雖與都市豐沛的資源無法相比，但樸實的山裡文化卻也塑造了孩子

從小對自我負責的觀念，即使來到這樣充滿誘惑的花花世界，與我同住的小室友承浩每晚仍

一定堅守把作業寫完，才開始其他活動的原則，不會拖拉，也完全不需我催促。城市裡的孩

子若一時迷失，父母、安親班老師往往會循循善誘，不斷給予無數機會；但原聲的孩子在資

源有限的環境裡，從小就涵養必須為自己行為負責的態度，接受不上進就會被淘汰的規則，

難怪令我驚訝目睹小小年紀的承浩，對於自己的課業態度竟有如此的自覺與自律。 
    與我接觸最多的孩子承浩是條豪放的直腸子，從活潑開朗與舞台上大方的表現裡，絲毫

看不出他來自一個失能的家庭，也許是從小缺乏安全感，承浩不敢自己一個人待在房間，晚

上睡覺也不敢全部熄燈，也或許對於寂寞的恐懼，正是他經常與侑宗倆湊在一起的緣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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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晚上，承浩告訴我他會認床、想家、睡不著，於是我借他手機打電話給媽媽，後來他終

於酣然入眠了。 
    NBA 在這群小男孩的心目中似乎扮演著重要角色，得到戰績優異的 NBA 球員簽名杯的

孩子往往引來周遭其他孩子欣羨的眼光。回旅館寫完作業後，除了打電動之外，最多的時間

就是看電視了，我和承浩房間剛好沒有體育台，承浩於是打開 CNN 一直引頸企盼體育新聞的

播出，不曉得他懂的那幾句英語是不是從這裡學來的，這小鬼雖然有些迷糊健忘，可肚裡卻

似乎藏了不少墨水呢！打從第一天承浩知道他與侑宗被拆開必須跟我睡時，就大呼太突然不

可思議，一點兒都不想跟我睡，直到最後一天終於說出「覺得很喜歡我」，我想也許我們彼此

都在對方的身上學到了許多，真高興有這樣一段美好緣分。 
    最後一晚帶一群小孩去逛街的經歷，讓我深深感受到每個孩子心智和社會發展有其個別

差異，我帶了竹芳、謙慧、謙慈和皓傑四個小孩同行，三個女孩一開始就告訴我她們想逛衣

服、鞋子與小飾品店；男孩皓傑則似乎不太清楚何謂「逛街」，我問他想去哪兒逛，他只回答

「想去玩」，我再追問想去哪裡玩的時候，他愣愣的回答「不知道」，為了避免三個女孩在逛

飾品店時，皓傑太過無聊，於是我請他吃他最愛的口香糖及麥當勞，並帶他買了一個小玩具，

最後他很大方的回請了我許多薯條，真是個懂得回報的孩子。也許這個質樸善良的孩子還有

待更多的文化刺激與開發，希望這一次逛街經驗能幫助他增添見識，豐富童年生活。 
    相較之下，竹芳是個較早熟且社會化的孩子，逛街時我邀請大夥兒一起去逛百貨公司，

她說「那裡好貴，哥哥你請客，不然我們買不起」，小飾品店裡她懂得貨比三家，不會立刻見

獵心喜；除此之外也會客氣的要求我幫忙提物品、請她吃東西。即將上車時，我的眼神正四

處搜尋著第二車的停靠處時，我雖完全沒說話，她卻能立即洞察指出「哥哥，二車在那兒啊 」
讓我對這孩子的善於察言觀色以及善解人意的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還有幾個令我難忘的孩子：譯萱是第一個主動找我說話的孩子，毫不怕生的

她，渾身洋溢著無比的活潑與天真；雅安則是時時刻刻都想念著媽媽，即使攜帶的人民幣並

不多，卻仍將之用於買給媽媽的王菲唱片；也許社會的正面肯定真能帶給孩子自信與激勵他

們向上，這道理我從景文身上可以很明顯的觀察出來，身為主唱的他，明顯比其他孩子有更

嚴謹的自律與自我要求；我想，在掌聲與愛中成長的孩子必能擁有更多的自信與自尊。 
    另外，頗值得一提的是，參觀廈門科技館的時候，我與幾個孩子正在一個益智遊戲前想

了半天還摸不清規則的時候，有個原聲小女孩忽然跑過來，竟快速的破解了這個遊戲秘訣；

可惜當時忘了記下她的名字，不過由此可知原聲學校裡不乏擁有優秀抽象邏輯思維的孩子，

只待後天教育者用心的栽培了。 
    從航行海上到翟山坑道中的即興演唱、開幕茶會的單一客串、江頭中心小學的文化交流

到宏泰音樂廳中氣派的全場演出，原聲合唱團這一行可說嘗試了各式不同的表演形式。從中

山街的五光十色、國際會展中心的豪華氣派、宏泰音樂廳的雍容華貴、到客家土樓的質樸滄

桑，這一行可說縱橫了歷史與現代，一切的一切都讓原聲小朋友們與我大開眼界，能參與這

趟兼具知性感性的盛會要特別感謝贊助我們的廈門台商與背後默默付出的諸位「領導」 XD。 
    這是我首次隨同原聲學校的孩子出隊，事後回想起來在帶領孩子的過程中，有很多的當

下其實都可以找到更具智慧的處理方法。非常感謝原聲能給我這個學習機會，讓我跟著原聲

孩子一起學習成長。最深刻的體會是發現原聲學校小朋友的世界是一個多元化的小社會，不

能用既存的刻板印象一概而論，每個原聲小朋友都擁有各自豐富的生命故事，也都擁有不同

的獨特潛能，師長們如果能細心的留意與傾聽，發掘並肯定每個孩子潛在的能力，必能培育

出部落自己的人才，讓世界聽見玉山的聲音，打造台灣的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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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者芳名錄                                                       

統計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依支"原"者首字筆畫排序。 

 

Give2Asia Fundation 569,686
ICBC 文教基金會 600,000
John Pretonus 2,000
丁文華 2,000
丁綺雯 2,000
丁繹如 2,000
久宜興業有限公司 2,000
于國維 2,000
千展企業有限公司 2,000
女人的店 2,000
中國文化大學 
印刷系第一屆系友會 

13,000

中華藝校劇三善 2,000
元大愛心平台無名氏 50
元大愛心平台無名氏 200
天下食品興業 
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尤美女 10,000
尤雲英 2,000
尤慧蕙 2,000
文士豪 675
文少清 2,000
方三從 2,000
方文 2,000
方新疇 2,000
方澄 2,000
日崟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毛鈺婷 2,000
毛麗貞 2,000
水木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王天儀 2,000
王月華 2,000
王生鼎 2,000
王立楷 2,000
王彤宜 20,000
王亞莉 2,000

王明仁 2,000
王欣梅 2,000
王彥翔 2,000
王素蘭 2,000
王茜穎 2,000
王國強 2,000
王敏敏 2,000
王理 2,000
王勝驊 2,000
王貴增 3,000
王雅慧 2,000
王榮平 2,000
王慧蘭 2,000
王蔡佩貞 10,000
王錦雪 2,700
王麗珍 6,000
卡醲國際有限公司 2,000
史晶瑩 2,000
台中市古典音樂電台 6,000
台北市新世紀扶輪社 50,000
台南市澄果課後托育中心 2,000
台南集義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台界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148,440

正大醫院 2,000
永春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3,000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40,000
田麗卿 4,000
石珮姍 2,000
石渝潔 2,000
石曉玫 2,000
石曉華 2,000
立苹國際有限公司 2,000
伍姜燕 2,000
伍振宇 3,200
任建安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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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莉敏 2,000
吉渥絲.拉娃 2,000
安娜柏格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成溪玲 7,000
朱沛文 2,000
朱秉萱 2,000
朱芳琳 2,000
朱美娜 2,000
朱瓊芳 2,000
江安娜 2,000
江伯芳 2,000
江佳慧 2,000
江佳錦 2,000
江岱玲 2,000
江怡虔 2,000
江郁琇 2,000
江泰成 2,000
江真諭 2,000
江蔚文 2,000
艾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0
何秀足 2,000
何佳幸 2,000
何美鄉 10,000
何淑娟 8,000
余月桂 2,000
余宜芳 4,000
余承芳 2,000
余剖麟 2,000
余淑慧 2,000
余翠如 2,000
利宜蓁、利承諺 2,000
吳月錦 3,600
吳玉秀 4,000
吳先秤 2,000
吳妙妃 2,000
吳宜凡 2,000
吳宜萍 2,000
吳明芳 2,000
吳明哲 2,000
吳雨哲 2,000

吳旻怡 2,000
吳建漳 2,000
吳政宏 2,000
吳郁玟 2,000
吳家敏 2,000
吳素美 10,000
吳財發 2,000
吳國源 2,000
吳婉寧 2,000
吳清福 10,000
吳淑美 2,000
吳淑貞 2,000
吳富貴 2,000
吳瑞龍 2,000
吳憲雄 2,000
吳懷慈 2,000
呂元訓 2,000
呂心純 2,000
呂佩茹 2,000
呂妹琳 4,000
呂蕙華 2,000
呂瓊音 2,000
君豪國際事業公司 2,000
宋祥興 100,000
宋惠玲 2,000
宋惠華 2,000
宋慧芹 2,000
希臘左巴餐廳 2,000
李敏 2,000
李中原 2,000
李尹櫻 2,000
李仁芳 2,000
李元斌 2,000
李月姑 2,000
李月霞 2,675
李世仁 2,000
李立仁 2,000
李立崴 2,000
李兆祥 2,000
李宏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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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志勳 2,000
李秀慧 200,000
李育勳 2,000
李佳芬 2,000
李怡德 2,000
李承先 4,000
李明俊 2,000
李枝昌 200,000
李昱慷 2,000
李柏寧 2,000
李美年 2,000
李美蓉 2,000
李家豪 2,000
李振明 2,000
李珮琦 2,000
李國平 2,000
李淑女 2,000
李淑堯 2,000
李紹君 2,000
李莉珩 2,000
李陳月香 3,000
李絑雲 2,000
李園 2,000
李意藍 2,000
李瑞敏 2,000
李碧慧 2,000
李綺華 2,000
李綺睿 2,000
李曉佩 2,000
李鴻章 2,000
李璧鍊 2,000
李麗敏 2,000
杜明晃 5,000
沈文絢 2,000
沈寶島 5,000
汪仁珮 2,000
車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車志遠 2,000
車和道 3,600
辛貞儀 2,000

芃威投資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周志宇 8,000
周志宏 2,000
周宜珍 2,000
周武國 100,000
周芸安 2,000
周青樺 2,000
周紋祺 2,000
周崇實 2,000
周蓓蕾 3,000
姒元忠 5,308
尚禾商行 2,000
枋汝蓉 2,000
枋彩蓉 2,000
東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000
林三元(台中) 4,000
林三元(台北) 2,000
林中輝 2,000
林友梅 2,000
林文亮 2,000
林玉梅 2,000
林仲哲 17,000
林如貞 2,000
林伸 2,000
林利珍 2,000
林志忠 2,000
林秀芳 2,000
林育德 11,000
林芊瑜 2,000
林佳慧 4,100
林佩欣 2,000
林宗潁 2,000
林金盾 1,000
林信安 2,000
林冠琦 2,000
林宥良 2,000
林昭喜建築師事務所 2,000
林洧宏 2,000
林珊華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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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盈志 2,000
林秋雲 2,000
林美玉 2,000
林美英 2,000
林美鈺 3,600
林英子 2,000
林香君 50,000
林恭女 2,000
林恩源 10,000
林晉源 95,000
林康民 2,000
林淑芸 2,000
林淑容  2,000
林淑貴 2,000
林淑端 2,000
林雪娥 2,000
林章如 3,000
林惠卉 2,000
林惠珍 2,000
林惠微 2,000
林渙廷 2,000
林進益 2,000
林隆昌 10,000
林雅芬 2,000
林雅哲 2,000
林琬瑜 2,000
林瑞珍 120,000
林筱秋 10,000
林鈺玲 2,000
林漢文 2,000
林潔玫  2,000
林蔡亮亮 10,000
林靜枝 675
林聰慧 2,000
林懷民 2,000
林麗莉 6,000
林繼育 2,000
武昌飲食店 4,181
況明旭  2,000
直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花敬群 2,000
初善孝 2,000
邵成嘉 2,000
邱一平 20,000
邱仕文 12,000
邱怡婷 2,000
邱欣瑩 2,000
邱芷嫻 2,000
邱晏樟 2,000
邱慧華 2,000
邱瀞慧 2,000
金家琳  2,000
金惠真 2,000
金潔思 2,000
金潔琍 2,000
金贊生技企業社 2,000
阿緹斯創意有限公司 2,000
侯怡伶 2,000
侯春鳳 8,000
侯魯翠 2,000
侯燕綢 2,000
南投縣同富國民中學 2,000
南投縣信義鄉農會 10,000
南興國小五年丙班 2,000
姜容智 2,000
姜夢童 2,000
姜慧君 2,000
姚淑美 7,600
宣威儀 2,000
思諾國際有限公司 1,000
恆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600
恆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施長寬 2,000
施美惠 2,000
施勝文 2,000
施筑云 2,000
施憲祺 2,000
春陽國小 2,000
映畫傳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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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升 2,000
柯美琴 2,000
柯惠萍 2,000
柯鈺羚 2,000
段育國 2,000
洪武龍 2,000
洪素珍 2,000
洪素敏 2,000
洪森華 2,000
洪瑞霙 2,000
洪璽開 2,000
洪馨蘭 2,000
皇家美國際有限公司 2,000
美商如新華茂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00

胡至倫 2,000
胡延凱 2,000
范郁榕 2,000
范素真 2,000
范欽慧 2,000
范聖一 2,000
范毅秋 7,000
范瓊文 2,000
郁以驊 2,000
唐羣惠 2,000
夏曉芸 2,000
奚瑩雯 2,000
孫心美 2,000
孫以瀚 5,000
孫芮羚 2,000
孫淑芳 2,000
孫蘭芳 182,000
徐上雯 4,000
徐正梅 1,000
徐亦甫 2,000
徐秀榕 2,000
徐亞男 2,000
徐明珊 2,000
徐芷唯 2,000
徐敏雄 2,000

徐淑芬 12,105
徐焜生 2,000
徐翔鈴 2,000
恩諾國際有限公司 8,000
海鳥安全帽 2,000
秦兆芳 2,000
秦美燕 6,000
翁又恩 2,000
翁益男 2,000
翁聖賢 2,000
袁淑良 2,000
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金會 1,500,000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助基金會 

6,000

財團法人晶豪 
科技教育基金會 

600,000

財團法人溫世仁 
文教基金會 

80,000

馬于雯 2,000
馬元卉 2,000
馬彼得 3,324
馬貴才 2,000
高玉惠 2,000
高光正 2,000
高娟娟 2,000
高素華 2,000
高純美 2,000
高健倫 2,000
高敏麗 2,000
高雄女中 2,000
高麗琴 2,000
高麗華 2,000
高麗鳳 2,000
高伃貞 2,000
涂神溢 2,000
涂惠瑜 2,000
烜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凰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0
崔秀雲 4,000
崔碧霞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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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國際法律事務所 200,000
常維鈞 3,000
康吳維 3,000
康熹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張一衣 2,000
張乃文 6,000
張文珮 2,000
張文真 2,000
張正華 2,000
張亦葳 2,000
張仲明 2,000
張兆和 2,000
張兆榮 2,000
張如慧 2,000
張宏德 2,000
張志弘 2,000
張秀瑛 2,000
張依潔 2,000
張佳玲 2,000
張奉立 300,000
張金得 2,000
張俊德 2,000
張柏軒 2,000
張洵 2,000
張素惠 2,000
張曼唯 2,000
張清煌 9,000
張淑珍 2,000
張淑貞 2,000
張雪玲 5,600
張琇雅 2,000
張勝光 12,000
張惠玲 2,000
張惠珍 2,000
張揚歆 2,000
張登學 2,000
張雯 2,000
張棖茹 2,000
張楨 17,000

張瑜芳 2,000
張義泉 2,000
張鈴蘭 78,400
張嘉琳 2,000
張鳳珠 2,000
張錦弘 2,000
張靜香 2,000
張蕫淗 2,000
張麗莉 2,000
張譯心 2,000
張懿文 2,000
曹麗玉  2,000
曹麗珍 2,000
梁中峰 2,000
梁瓊雲 3,600
盛子人 2,000
莫開元 110,000
莊小萍 2,000
莊玉惠 2,000
莊浩浰 2,000
莊惠珍 2,000
莊惠琳 2,000
莊植寧 2,000
莊銘澤 2,000
術藝實業有限公司 2,000
許月梅 2,000
許正瑛 10,000
許正義 15,000
許宏基 1,000
許志強 2,000
許昌榮 2,000
許美蓮 2,000
許美麗 2,000
許致甄 2,000
許哲博 2,000
許振儒 3,000
許素貞 2,000
許純英 2,000
許淑芬 2,000
許雪嬌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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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婷琪 2,000
許景星 3,600
許黃足越 8,000
許瑞娟 2,000
許嘉麟 2,000
許蓓輝 2,000
許鍵宏 2,000
許願池 2,000
連怡斌 2,000
郭宏偉 2,000
郭佩蓁 2,000
郭明瓚 2,000
郭施杉 2,000
郭美英 2,000
郭凌娟 2,000
郭凱薰 2,000
郭雅萍 2,000
郭煜典 3,600
郭靖惠 2,000
陳士亨 2,000
陳丹貞 2,000
陳文通 4,000
陳文琪 2,000
陳以瑄 2,000
陳正華 2,000
陳光誠 9,700
陳有治 2,000
陳伶俐 2,000
陳芊孜 2,000
陳來明 2,000
陳佩珍 2,000
陳佩儀 2,000
陳武夫 9,200
陳玟伶 2,000
陳玫蕙 2,000
陳玥年 2,000
陳玥蓉 2,000
陳俊良 7,000
陳冠全 2,000
陳南君 2,000

陳奕如 2,000
陳奕霖 2,000
陳宣文 9,988
陳宣霈 2,000
陳春甘 5,600
陳昭棣 2,000
陳炳宏 2,000
陳秋吟 2,000
陳美妃 2,000
陳美如 2,000
陳美如(士林) 2,000
陳美桂 2,000
陳美雲 2,000
陳美靜 2,000
陳虹謁 2,000
陳音如  2,000
陳飛飛 2,000
陳純惠 2,000
陳國淵 2,000
陳梅玲 2,000
陳淑女 2,000
陳淑芳 2,000
陳淑青 2,000
陳淑玲 2,000
陳惠美 2,000
陳智信 2,000
陳逸彥 1,000
陳斌全 2,000
陳傳慧 2,000
陳瑞琳 2,000
陳瑞雲 2,000
陳瑞霞 2,000
陳嫈潔 2,000
陳嘉文 2,000
陳嘉宜 10,000
陳聞詩 10,000
陳語瑄 2,000
陳銀雪 2,000
陳億錦 3,600
陳劍龍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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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潤儀 3,000
陳調鋌 100,000
陳聰洲 2,000
陳駿逸 2,000
陳麗雅 2,000
陳麗瓊 25,000
鳥族重機活動 15,100
彭俊維 2,000
彭英豪 2,000
復興實驗中小學 70,000
復興實驗中小學家長會 70,000
曾文龍 2,000
曾世彬 30,000
曾美月 4,000
曾祥娟 2,000
曾詠筑 2,000
曾順達 2,000
曾詩文 2,000
曾黛君 2,000
曾麗芳 2,000
曾麗鳳 2,000
曾嬿霖 2,000
游宏振 2,000
游定桁 2,000
游昌錦 2,000
游美智 2,000
游雪娥 2,000
游智呈 3,000
湯淑敬 2,000
湯淑裴 4,000
湯廣年 2,000
無名氏 2,000
無名氏 2,000
無名氏 2,000
無名氏 2,000
無名氏 2,000
無名氏 2,000
無名氏

(007****19250014402) 
6,000

無名氏(53359) 2,000

無名氏(700-****43797) 10,000
無名氏(台北市金龍路) 2,000
程守真 4,000
程果科技有限公司 2,000
程燕萍 2,000
程靜暐 2,000
程耀霆 2,000
程懿真 2,000
童瑞章 2,000
童禕珊 2,000
黃友信 4,000
黃永河 6,000
黃玉娟 14,000
黃生 2,000
黃田博 2,000
黃多恩 2,000
黃佑安 2,000
黃秀美 2,000
黃欣儀 2,000
黃俊諺 2,000
黃冠臻 2,000
黃思婷 2,000
黃春木 10,000
黃昱中 2,000
黃秋閔 2,000
黃貞媛 2,000
黃韋軒 2,000
黃泰華 2,000
黃御唐 5,000
黃啟穎 5,000
黃敏 2,000
黃連發 2,000
黃創夏 10,000
黃琦君 2,000
黃雁君 2,000
黃雅杏 2,000
黃雅麗 2,000
黃愛娟 2,000
黃祺真 2,000
黃裕程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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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詩芬 2,000
黃鈺婷 2,000
黃慶忠 10,000
黃慧子 2,000
黃曉青 2,000
黃錫柱 2,000
黃薇蓁 3,400
黃譿宇 2,000
黃彣王爭 4,000
圓合實業有限公司鄭惠月 2,000
奧美公共關係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8,500

愛爾蘭花坊(台北市文山

區花卉市場) 
1,000

新竹市青溪新文藝學會 2,000
楊文貞 20,000
楊卓靜美 3,000
楊承翰 2,000
楊招萍 2,000
楊明道 3,000
楊欣枏 4,000
楊珮盈 2,000
楊素敏 2,000
楊淑如 6,000
楊淑端 2,000
楊淩凱 2,000
楊勝哲 1,000
楊智麟 5,540
楊蕙菁 2,500
楊靜宜 2,000
楊麗鴒 2,000
楊鑑山 2,000
溫力立 2,000
溫巧鶯 2,000
溫貴琳 2,000
瑞麒事業有限公司 2,000
葉文榜 2,000
葉向榮 2,000
葉忠宜 2,000
葉奕良 2,000

葉美杏 2,000
葉美珠 2,000
葉英琦 2,000
葉淳平 2,000
葉新新 3,000
葉毓蘭 4,000
葉慶文龍 2,000
葉蘇金巡 3,000
葛玫玫 2,000
裘友隸 2,000
詹國富 2,000
詹敬恩 2,000
詹碧桃 50,000
賈幼雯 10,000
雷珍納 2,000
廖秀惠 2,000
廖俊全 2,000
廖南詩 7,000
廖思媚 2,000
廖悅君 2,000
廖惠慶 2,800
廖詠崴 2,000
廖祿立 10,000
廖達琪 4,000
榮星團友會 50,000
滿田彌生 黃曉惠 2,000
熊怡瑄 2,000
聞天祥 2,000
聚點影視有限公司  10,000
赫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趙正桓 2,000
趙強 2,000
趙啟堯 2,000
趙淑芳 2,000
趙慶福 11,000
趙慧菁 2,000
劉又綺 2,000
劉尹希 2,000
劉玉山 2,000
劉玉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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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有富 2,000
劉秀雯 2,000
劉秀瑛 2,000
劉邦亮 2,000
劉佳維 2,000
劉怡君 2,000
劉怡孜 2,000
劉承峰 2,000
劉明仁 2,000
劉信順 2,000
劉昭鴻 2,000
劉美芳 2,000
劉美珠 10,000
劉彩惠 2,000
劉彩雲 4,000
劉智寬 2,000
劉翠華 2,000
劉錦龍 2,000
劉藍玉 4,000
劉懿嬅 7,000
慧治投資公司 500,000
歐德濾 11,000
潘建邦 2,000
潘美慧 2,000
潘貴成 2,000
潘慧珍 2,000
滕美英 2,000
蔣恪忠 2,000
蔣美玲 2,000
蔣蓉蓉 2,000
蔡文玲 2,000
蔡如君 10,000
蔡如惠 2,000
蔡旭豐 2,000
蔡有池 2,000
蔡秀道 2,000
蔡育庭 2,000
蔡佳玲 2,000
蔡佩盈 2,000
蔡宜芳 4,000

蔡炳坤 2,000
蔡振洲 2,000
蔡素韶 2,000
蔡敏麗 2,000
蔡惠美 3,000
蔡惠娟 6,000
蔡惠滿 2,000
蔡慧娟 2,000
蔡雙美 2,000
鄭世暖 2,000
鄭李聰如 2,000
鄭秀華 2,000
鄭秀華 1,000
鄭佩玲 10,000
鄭郁薰 2,000
鄭浩鐘 2,000
鄭淑寬 2,000
鄭淑慧 2,000
鄭雪莉 2,000
鄭惠娣 500
鄭渝維 2,000
鄭雅丹 2,000
鄭瑞城 4,000
鄭筠蓁 2,000
鄭詩穎 2,000
鄭穎 2,000
鄧乃綺 2,000
醉夢俠電影公司 6,000
黎嘉雯 2,000
蕭旭佑 3,000
蕭清華 2,000
蕭翊杰 2,000
蕭聰愋 2,000
賴仲宏 2,000
賴依莉 2,000
賴明珠 2,000
賴純愛 2,000
賴國仁 2,000
賴淑宜 2,000
賴婷如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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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惠玲 2,000
賴紫庭 2,000
賴雲卿 3,600
賴顏淑敏 3,000
賴騰仙 2,000
遲玉堃 2,000
龍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應翠梅 2,000
戴秀芬 2,000
戴秀玲 2,000
戴明熙 2,000
戴輝霖 2,000
繆友勇 2,000
總統府 12,000
聯冠資訊有限公司 2,000
聯展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謝孝宗 2,000
謝志偉 10,000
謝秀娟 2,000
謝佳芳 2,000
謝春梅 2,000
謝珮瑤 2,000
謝烋富 2,000
謝基煌 2,000
謝惠如 2,000
謝瑞華 6,000
謝碧惠 2,000
謝燕珠 2,000
鍾正芬 6,000
鍾艾妘 2,000
鍾依霖 62,272
鍾佩君 2,000
鍾家男 2,000
鍾淑薇 2,000
鍾楊聰 4,000
鍾蕙宇 2,000

韓意恆 2,000
鴻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000
簡子祥 2,000
簡文仁 2,000
簡秀娟 2,000
簡佳雯 2,000
簡宛亨 100
簡俊彥 2,000
簡偉斯 2,000
簡愛如 2,000
藍玉珍 2,000
顏呈聿 2,000
顏彤 2,000
顏惠真 5,000
魏吉漳 2,000
魏旭君 2,000
魏宏仁 2,000
魏美莉 2,000
魏碧琴 2,000
羅執允 2,000
羅綸有 18,808
羅翠玲 2,000
譚傳安 2,000
譚瑞員 6,000
蘇士尹 2,000
蘇明旭 2,000
蘇奎元 2,000
蘇柏元 3,000
蘇淑幸 114,000
蘇勝賢 2,000
蘇廖秀琴 3,000
蘇銘言 4,000
蘇銘隆 2,000
蘇錦鏞 2,000
蘇鵬今 2,000

 
統計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依支"原"者首字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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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錄                                                            

 
會員號 姓名 現職 
1 尤美女 法律事務所所長 
2 毛應騂 建中生物教師退休 
3 王貫寧 台大醫七 
4 王韻芳 南山中學組長 
5 王麗楨 理財顧問 
6 全建生 豐丘教會牧師 
7 朱賜麟 建中國文教師 
8 何光明 民和國中校長 
9 吳武雄 建中校長退休 
10 李志勳 巴黎銀行副總裁 
11 李秀慧 台耀化學公司董事長 
12 李亞南 漫遊者出版社總編 
13 李珀 復興實驗中學校長 
14 李錫津 嘉義市副市長 
15 李錦燕 建中國文教師 
16 沈容伊 建中特教組長 
17 卓娟秀 北師附小自然科教師退休

18 周秀惠 建中英文教師退休 
19 姒元忠 歐洲交易所駐台資深代表

20 林比亨 高雄中學生物教師 
21 林礽堂 建中數學教師退休 
22 林晉源 潤泰分析經理 
23 林基興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研究員

24 林祥源 台大精神科醫師 
25 洪毓廷 馬偕醫院腸胃科住院醫師

26 金娟華 建中職員退休 
27 保美玲 生機飲食協會理事 
28 段台民 復旦中學校長 
29 洪春滿 東埔國小校長 
30 洪蘭 中央大學神經認知所所長

31 孫文先 九章數學基金會董事長 
32 孫蘭芳 建中生物教師退休 
33 徐月英 財務經理 
34 徐正梅 建中數學教師退休 
35 徐立 滬江中學校長退休 
36 徐德蓮 建中國文教師退休 

37 秦永悌 內壢高中輔導教師 
38 秦美燕 南山中學英文教師 
39 馬彼得 羅娜國小校長 
40 高淑瑛 軟體工程師 
41 常月如 建中教務主任 
42 許正瑛 北市商自然教師退休 
43 許建志 建中數學教師退休 
44 陳海茵 東森電視台新聞主播 
45 陳調鋌 科準科技公司董事長 
46 章大中 慈濟大愛台紀錄片導演 
47 曾世彬 建中地科教師退休 
48 游森棚 高雄大學數學教授 
49 童禕珊 建中生物教師 
50 賀志強 加貝通運負責人 
51 黃生 台師大生物系教授退休 
52 黃春木 建中歷史教師 
53 黃煌 建中職員退休 
54 黃憲宇 永齡希望小學社工督導 
55 廖美菊 花蓮中學生物教師退休 
56 廖達珊 建中生物教師退休 
57 廖達琪 中山大學政治所所長 
58 劉美珠 民生國小音樂教師 
59 樓海鳥 永大針織公司財務經理 
60 蔡聰池 建中數學教師退休 
61 謝志松 千業影印社負責人 
62 韓慶仁 廣達公司品管協理 
63 魏季美 建中公民教師 
64 羅芳晁 建中物理教師退休 
65 羅綸有 渣打銀行總經理 
66 蘇玉如 建中生物教師退休 
67 蘇玉枝 東元基金會副執行長 
68 蘇錦淑 明門扶輪社社長 
69 王繼光 南山高中校長 
70 朱芳琳 建中生物教師 
71 吳素絹 萬海航運資深客服 
72 吳清福 南山生物教師 
73 李月霞 建中生物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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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李宏學 汽車零件業 
75 李麗敏 建中生物教師 
77 周華國 三賓企業副理 
78 周筱婷 延平中學英文教師 
79 林明進 建中國文教師 
80 林金盾 台師大生物系教授退休 
81 林盱生 台師大會計退休 
82 林信安 建中數學教師 
83 林學凱 建中化學教師 
84 林聰慧 建中生物教師 
85 侯嘉珊 證券稽核室協理 
86 姚淑美 南山英文教師 
87 徐淑芬 宏遠證券秘書 
88 馬松季 西艾迪公司軟體工程師 
89 崔秀雲 南山中學服務中心主任 
90 張正華 冠西電子經理 
91 林華星 建中生物教師退休 
92 張楨 中磊電子策略採購經理 
93 曹先進 商周雜誌副社長 
94 陳彥宏 意法半導體經理 
95 陳麗瓊 郵政局三重分局長 
96 楊智麟 聚點影視公司導演 
97 劉世慧 台師大生科系助教 
98 劉玉山 建中生物教師 
99 劉翠華 建中生物教師 
100 蔡敏麗 建中生物教師 
101 蔡銘城 南山中學主任 
102 鄭湧涇 台師大生物系教授退休 
103 鄧安倫 軟體工程師 
104 賴騰仙 宏遠證券 
105 繆友勇 建中數學教師 
106 謝宜為 中小企聯中心副科長 
107 魏宏仁 建中生物教師 
108 顧長永 中山大學社科所教授 
109 簡薰育 建中英文教師退休 
110 林昭嚴 南山中學組長 
111 梁玉蘭   南山中學組長 
112 許美蓮 成功中學生物教師 
113 江睿智   非凡財經雜誌副總編 
114 許皓淳 台大醫畢業服役 

115 劉有富 工程師 
116 申爵瑞 BGO 美妝網執董 
117 謝燕珠 文藻國文講師退休 
118 楊勝哲    證券公司經理 
119 林恩源 北醫神經外科醫師 
120 洪筱琍 台中地院公證人 
121 歐德濾 園藝業 
122 劉又青 電腦工程師退休 
123 林友梅 中華中學教師 
124 李訓帆 南山高中教師 
125 鄭雅鈺 南山高中教師 
126 楊瀅涓 南山高中教師 
127 杜明晃 天成醫院胸腔內科醫師 
128 黃昭展 昭億企業公司董事長 
129 宋明惠 高雄市環保局稽查員 
130 陳清月 高雄縣議會會計室主任 
131 林冠琦 台南科技大學軍訓室主任

132 吳雨哲 建中生物教師 
133 張明珠 長紅國際造型總監 
134 莊小萍 建中生物教師退休 
135 王茜穎 密西根州大留學 
136 邱綉幀 育達商職教師實習 
137 伍懿芳 久美國小老師 
138 文士豪 建中學務主任 
139 邱金桃 兆豐商銀新興分行襄理 
140 洪郁盛 日月光半導體工程師 
141 劉汝松 昭億企業公司倉儲管理 
142 薛如娟 北一女生物老師 
143 張月端 武功國小退休教師 
144 曾哲明 醫學圖書出版公司協理 
145 張鈴蘭 化學貿易公司負責人 
146 霍幼芬 國中教師退休 
147 林三元 中華電信基金會執行長 
148 龔書哲 台灣微軟總經理 
149 蕭淑芬 長天科技 
150 王小梅 翰林出版公司研發處副總

151 陳念萱 作家 
152 廖宜宗 E-2000 茶坊坊主 
153 丁雯靜 長天傳播總經理 
154 邱建文 琉園藝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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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周志宇 建中歷史老師 
156 朱清和 巡防署台南海巡隊隊長 
157 葉錦源 堃元圖書公司負責人 
158 魯怡君 家管 
159 林美鈺 會計 
160 高光正 證券分析師 
161 李偉文 牙醫師 
162 項必艾 資產管理顧問公司業務 
163 項必蒂 國北教大教師退休 
164 常念穎 家管 
165 車平道 家管 
166 張真利 師大附中歷史老師 
167 龔素雅 建中生物教師退休 
168 李秉文 復旦中學校長退休 
169 趙麗萍 會計 
170 高嘉穗 北市懷生國小音樂教師 
171 史秀琴 東埔國小教導主任 
172 廖惠慶 荒野保護協會常務理事 

173 黃泰華 誼安牙醫診所主治醫師 
174 蕭琴馨 巴黎銀行副總裁 
175 曾淑慧 巴黎銀行副總裁 
176 盧正 質了設計師 
177 謝孝宗 綠色採購聯盟經理 
178 姜秀瓊 有得電影公司導演 
179 陳聞詩 建中英文教師 
180 王師 傳影互動行銷與公關經理

181 廖南詩 中研院分生所研究員 
182 廖楓 中研院生醫所研究員 
183 劉正鳴 中正高中校長退休 
184 張秋娥 建中歷史老師 

185 林華韋 
台灣體育學院 
競技運動系主任 

186 蕭鳳庭 復健師 

187 王國昌 
稻江科技管理學院 
助理教授 

188 王涵江 陸委會文教處第四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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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1 屆會員大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09 年 2 月 14 日（星期六）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台北市立建國高中資源大樓五樓會議室 
          台北市南海路 56 號 
主  席：廖達珊                            紀  錄：孫蘭芳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報告出席人數 
    應出席人數 156 人，出席人數 94 人（含委託出席 15 人），請假 35 人，缺席 27 人。 
貳、大會開始 
參、主席致詞 
肆、報告事項 
一、理事會工作報告（詳 2008 年報）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如監察報告書） 
 
伍、討論提案 
一、案由：本協會「2008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金出納、資產負債、基金收支」案（如

2008 年報），提請討論。 
    說明：本協會「2008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金出納、資產負債、基金收支」案業

經本協會第 1 屆理監事聯席會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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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由：本協會「2009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如 2008 年報）， 
          提請討論。 
    說明：本協會「2009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業經本協會第 1 屆理 
          監事聯席會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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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原聲音樂學校學生學習成果發表 

展出作業 
   演唱歌曲：(1) Kipahpah Ima 拍手歌，(2) 螃蟹歌，(3) 公雞鬥老鷹，(4) 送你這對翅膀，

(5) 那雙看不見的雙手。 
 
捌、散會（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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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1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09 年 7 月 11 日（星期六）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台北市南海路 56 號紅樓二樓資優研討室 
主  席：廖達珊                            紀  錄：孫蘭芳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理事：姒元忠、常月如、許正瑛、章大中、賀志強、黃春木、廖達珊、蘇玉枝、蘇錦淑 
  監事：段台民、陳調鋌、黃生 
列席人員：會員林靜一、楊智麟（黑導）、羅綸有、聚點影視製片廖述寧、楊子宜 
 
壹、報告事項 
  一、協會工作報告 
  二、協會 98 年上半年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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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名（#173~#178，如附件 1）。 
          2. 審查通過後，收取入會費 1 千元及 98 年年費 1 千元，造具名冊報內政部備查。 
  決  議：通過。 
 
  案由二：原聲音樂學校「250 個小時的挑戰」紀錄片拍攝製作簽約事宜。 
  說  明：由聚點影視公司擬具拍攝製作合約書（如附件 2）提請討論。 
  決  議：修訂「250 HOURS」紀錄影片製作合約書第四、八、十條後，同意簽約委託聚點 
          影視公司拍攝製作本協會「250 HOURS」紀錄影片。 
          原條文：第四條：本約總金額 
                  本合約總價爲新台幣：壹佰肆拾陸萬肆仟柒佰伍拾元整（含稅）。 
          新條文（總價減少）：本合約總價爲新台幣：壹佰肆拾陸萬元整（含稅）。 
          原條文：第八條：交付日期 
                  乙方應依照製作進度表執行及交付製作物（如附件二）。無論原聲合唱團 
                  是否順利通過 2009 年十二月世界合唱奧林匹克大賽之預賽，乙方都將 
                  依照製作進度表進行拍攝製作，甲方亦應以本約約定之總金額完成付款。 
                  乙方若因天氣或自然災害，及戰亂人禍等不可抗拒之因素，無法遵守進 
                  度時，甲乙雙方應另議交片日。 
          新條文（增訂罰則） 
          第八條：交付日期 
                  （一）無論原聲合唱團是否參加 2010 年第 6 屆世界合唱比賽之複賽， 
                        乙方都將依照製作進度表進行拍攝製作，甲方亦應以本約約定之 
                        總金額完成付款。 
                   （二）如乙方無法依雙方約定之進度表拍攝或延遲本案之驗收日期，每 
                         遲延一日，乙方應支付甲方本約總金額 0.2%之計罰。如遲延超 
                         過 10 日，甲方有權解除本約，乙方除仍應支付上開計罰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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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賠償甲方本約總金額 20%之違約金。 
          原條文：第十條：影片之著作權 
                  乙方依合約受託製作影片及音樂專輯之著作權歸屬甲方。乙方不得擅自 
                  將本合約之影片重裝、改作、公開播放、公開上映、附加字幕或變換配 
                  音。 
                  甲方如認為本片有修改或另行剪接之必要時，應優先考量委託乙方處理。 
                  乙方應擔保所有非甲方所提供之人員及其他依本約所提供之資料或人員 
                  等，均無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它權益之情事。如有違反，乙方應 
                  負一切法律責任。 
          新條文：第十條：影片之著作權 
                  （一）乙方依合約受託製作影片之著作權歸屬甲方。乙方不得擅自將本 
                        合約之影片重裝、改作、商業販賣、變換配音。 
                  （二）乙方擁有自行將影片於國內外參與影展觀摩、競賽之權利，參展 
                        之相關費用將由乙方自行負擔，若參展及競賽部分獲得獎金，亦 
                        將歸屬於乙方所有。 
                  （三）影片於國內外電視等媒體播放之版權商業買賣事宜，將另立合約 
                        協議之。 
                  （四）甲方如認為本片有修改或另行剪接之必要時，應優先考量委託乙 
                        方處理。 
                  （五）乙方應擔保所有非甲方所提供之人員及其他依本約所提供之資料 
                        或人員等，均無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它權益之情事。如有 
                        違反，乙方應負一切法律責任。 
 
  案由三：原聲合唱團接受邀約演唱原則。 
  說  明：擬訂原聲合唱團接受各界邀約演唱原則草案（如附件 3），提請討論。 
  決  議：延至下次理監事聯席會討論。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 
 
附件 3  台灣原聲音樂學校合唱團 2010 年受邀演唱原則草案 
一、公益演唱：不收費，邀約單位僅需負擔交通、住宿、膳雜費 
6. 國際會議、活動、慶典 
7. 國家會議、活動、慶典 
8. 政府單位：南投縣政府 
9. 醫院、慈善機構 
10. 贊助及合作者： 

2008~2009 年團體捐款贊助協會台幣 50 萬元以上、個人捐款 10 萬元以上者 
二、商業演唱：暫不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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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1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2009 年 10 月 17 日（星期六）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台北市和平東路 1 段 59 號二樓儒林天廈會議室 
主  席：廖達珊                            紀  錄：孫蘭芳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理事：尤美女、姒元忠、許正瑛、章大中、曾世彬、賀志強、黃春木、廖達珊（如簽到表） 
  監事：李錫津、陳調鋌、黃生（如簽到表） 
  列席人員：22 林晉源、96 楊智麟（黑導）、聚點影視副導徐祥育（羅伯特）、志工施創譯、

志工徐亦甫（如簽到表） 
 
壹、報告事項 
  一、協會工作報告 
  二、協會 2009 年 1 月至 9 月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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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179 陳聞詩、180 王師、181 廖南詩、182 廖楓。 
          2. 審查通過後，各收取入會費 1 千元，造具名冊報內政部備查。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暫停參加 2010 年第 6 屆世界合唱大賽案。 
  說  明：8 月 8 日莫拉克風災導致往東埔國小交通中斷，使原聲音樂學校課程及培訓進度 
          皆無法依原訂目標進行，無法依照規定期限錄製預賽 CD，提請討論。 
  決  議：通過。 
  案由三：支援信義鄉羅娜國小推動英語表演藝術及教師數學領域教學研習事宜。 
  說  明：由羅娜國小擬訂「推動英語表演藝術實施計畫」及「發展解題能力教學模式研習 
          計畫」（如附件 1、2）提請討論。 
  決  議：通過。發展解題能力教學模式研習的參與人員可擴及信義鄉的各國小教師。 
  案由四：原聲合唱團接受邀約演唱原則。 
  說  明：擬訂原聲合唱團接受各界邀約演唱原則草案（如附件 3），提請討論。 
  決  議：現階段以公益公演為主，暫不考慮商業演唱。 
 
叁、臨時動議 
   提案人：監事李錫津、陳調鋌 
   案  由：成立邀約演唱評估及決策小組以利邀約回覆的時效性 
   說  明：理監事聯席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對邀約演唱的回覆時效性不佳，建議成立一

個五人小組的委員會，由理監事授權此委員會逕行評估及決策。 
   決  議：通過。五人小組成員為馬彼得、洪春滿、陳念萱、孫蘭芳、廖達珊。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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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1 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10 年 1 月 16 日（星期六）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台北市和平東路 1 段 59 號二樓儒林天廈會議室 
主  席：廖達珊                            紀  錄：孫蘭芳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理事：尤美女、姒元忠、林基興、常月如、章大中、賀志強、廖達珊、樓海鳥、蘇玉枝、 
  監事：段台民、黃生 
列席人員： 65 羅綸有、96 楊智麟（黑導）、聚點影視副導徐祥育（羅伯特）、志工施創譯、 
          志工徐亦甫、志工黃威愷 
 
壹、報告事項 
  一、協會工作報告 
  二、協會 2009 年 1 月至 12 月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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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183 劉正鳴、184 張秋娥、185 林華韋、186 蕭鳳庭。 
          2. 審查通過後，各收取入會費 1 千元，造具名冊報內政部備查。 
  決  議：通過。 
  
  案由二：確定本會第 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召開日期、地點及議程（附件 1）。 
  說  明：擬於 2010 年 2 月 28 日（星期日）10:00 假台北市南海路 56 號建國高中 
            資源大樓 5 樓會議室舉行。 
  決  議：通過。 
   
  案由三：審查「2010 年度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草案（附件 2、3）。 
  說  明：審訂後提請本會第 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通過據以實施。 
  決  議：通過。 
   
  案由四：審查「2009 年度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金出納、資產負債、基金收支」草案 
          （附件 4~8）。 
  說  明：審訂後提請本會第 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通過據以實施。 
  決  議：通過。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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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曲目簡介及歌詞                                                  
1.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族現代歌謠）                    詞曲/王拓南 編曲/馬彼得 
    這是一首流傳在布農族教會的詩歌，布農族人平日忙於農耕，每到星期日，便會放下工

作到教會聚會，並合唱這首歌歡迎所有的弟兄姐妹。本曲經馬彼得校長重新編曲，旋律簡單

輕快，呈現布農人歡樂開朗、敬天愛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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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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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kahuzas 能和各位相見 我心歡喜來歌唱 
manaskal manaskal manaskal sisdang tama kamisama 快樂歡喜 快樂歡喜 歡喜快樂仰望上帝 
uka hanimumulan uka kaisalpuan is-ang 沒有憂愁 沒有煩惱 
kaupahanian aluskunan kamisama 上帝日日與我同在 
manaskal matumashing kaupakaupa hanian manaskal 歡喜讚美 日日都快樂歡喜 
taisisan kahuzas, muskun kahuzas matumas-hing 歌唱吧朋友 一起唱歌讚美 
manaskal manaskal manaskal sisdang tama kamisama 快樂歡喜 快樂歡喜歡喜快樂仰望上帝 
uka hanimumulan uka kaisalpuan is-ang 沒有憂愁 沒有煩惱 
kaupahanian aluskunan kamisama  上帝日日與我同在 
 
2. tina 媽媽（布農族現代歌謠）                               詞曲/周偉寬 編曲/馬彼得 
    作者周偉寬先生大學考試落榜後，母親不但未指責他，反而給予更多鼓勵，讓他感動不

已而作此曲；其後被翻譯成布農語，列入布農教會唱詩班歌譜中。本曲旋律結構簡單，但和

聲優美；為使歌曲更加扣人心弦，中段特安排一段獨唱，演唱此段時，每每使聆聽者感動不

已。 
 
tina tu mata hai masivit itu uvaz tu sinihumis  媽媽的眼腈隨時注視著 孩子的生活 
kaupa ha-niian mihdi haitu manaskal saicia tu is-ang  每天日子雖然辛苦 但她的心情是快樂的 
kapa ha-niian nitu islunghu uka ail-uan  每天都不停的努力工作沒有停止休息的時間 
tina tu mata hai maisivit itu uvaz tu sinihumis  媽媽的眼腈隨時注視著 孩子的生活 
kaupa ha-niian mihdi haitu manaskal saicia tu is-ang 每天日子雖然辛苦 但她的心情是快樂 
 
3. 小雨中的回憶                                        詞曲/林詩達  編曲/林福裕 
    七十年代在淡江大學的一場民歌演唱會上， 李雙澤在臺上彈吉他開始唱起自己的歌，揭

開了校園民歌的序幕。其後在全國校園裡卷起一片民歌運動風，反映年輕學子對於民族文化、

自我追尋的熱情，由於民歌歌詞清新，演唱者多非職業歌手，成為音樂的一股清流，《小雨中

的回憶》即是當時眾多民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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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時常漫步在小雨裡  在小雨中尋覓   小雨像一首飄逸的小詩  常縈繞在我心裡  
在沒人的雨中更顯得孤寂  但我臉上並不流露出痕跡   每當小雨飄過  總喚起我的回憶 
 
4. 小黃鸝鳥                                                 內蒙民歌  編曲/鍾維國 
    這是一首家喻戶曉的內蒙民歌，曲調優美抒情，略帶感傷，表達了漂泊的旅人如同孤苦

無依的小黃鸝鳥一樣，帶有思念家園的淡淡酸楚。 

 
小黃鸝鳥兒呀 你可曾知道嗎  馬靴上繡著 龍頭兒鳳尾花 
兩朵花兒呀 繡一隻鞋呀 只有四朵花  我和你 兩個四朵 湊成八朵呀 

 

5. 虎姑婆                                                 詞曲/李應錄 編曲/吳博明 
    《虎姑婆》是早期流傳在臺灣客家村的民間故事，是個家喻戶曉的故事，內容敘述老虎

精化身姑婆模樣，騙小孩開門，好進到屋子裡去吃小孩。故事目的主要在警示孩子，不要隨

便相信說是親人，就開門讓陌生人進到家裡來。虎姑婆的故事在臺灣的表演藝術中不斷出現，

同名童謠則是收錄在歌手金智娟的流行音樂專輯中。 
 
好久好久的故事 是媽媽告訴我  在好深好深的夜裡 會有虎姑婆 
愛哭的孩子不要哭 他會咬你的小耳朵  不睡的孩子趕快睡 他會咬你的小指頭 
還記得還記得 瞇著眼睛說  虎姑婆別咬我 乖乖的孩子睡著囉 
 
6. pakadaidaz 相親相愛（布農族童謠）                                    編曲/馬彼得 
    這是傳統的布農歌謠，歌詞內容在勸勉小孩子不要嘲笑殘障者，才可得到上天的祝福，

並鼓勵小孩愛人、助人。歌謠結構非常簡單，僅由 Do、Mi、So 三個音組成。其中第 13 小節

至 24 小節，是對子女的勸誡，顯示出布農人的愛心；第 25 至 32 小節則表現出布農人的省

悟，可說是布農歌謠的經典，但也是最難表現之處。 
 
sima aska daiza azaaza minmamata  那邊走來是誰人 全是一群凸眼人 
katu tupa na ula tupa tama tina  勿論他們免被染 爸媽敎我 
masiala malka bunun na suhabas malinaskal  要以愛待人 才能擁有永久的快樂幸福 
mikailasa kata katu vala vala a  我們要省悟 不能迷迷糊糊白白活 
kaupa kaupa hania manaskal madaidaz   每天每天 要以快樂的心去愛別人 
madaidaz taisisan na suhabas muskun taisan malinaskal  
愛所有人 快樂愛人才能擁有永恆快樂生命 
 
7. 臺北的天空                                    詞/陳克華  曲/陳複明  編曲/林福裕 
    如果挑一首歌來代表臺北，很多人可能會選歌手王芷蕾唱紅的《臺北的天空》。作詞者是

陳克華醫師，他以思念故鄉花蓮的心情寫下這首歌。 
 
風好像倦了 雲好像累了  這世界再沒有屬於自己的夢想 
我走過青春 我失落年少  如今我又再回到思念的地方 
臺北的天空 有我年輕的笑容  還有我們休息和共用的角落 



  
- 106 - 
臺北的天空 常在你我的心中  多少風雨的歲月我只願和你度過 
風也曾溫暖 雨也曾輕柔  這世界又好像充滿熟悉的陽光 
我走過異鄉 我走過滄桑  如今我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  
 
8. 送你這對翅膀（Take these wings）                 詞/Steve Kupferschmid 曲/Don Besig 
    這是一首著名的基督教詩歌，歌名及歌詞充滿祝福意涵，生命對付出的喜樂和自在。當

生命列車將抵終點時，還願意奉獻自己所有，讓生命有缺陷者可以藉此感受希望和溫暖，這

是真摯的愛。本曲旋律優美感人，由本合唱團來詮釋，更令人動容。 
 
我看到有只麻雀落在地 看牠的生命似已到盡頭 
我跪下將牠捧在手心中 牠輕聲對我說 朋友 
送給你這對翅膀 學習飛翔越過最高山  送給你這對眼睛 學看世上的美事 
送給你歡欣的歌 歌頌春天來臨的喜悅  送給你跳躍的心 翱翔在海的那邊 
我見另有只麻雀在沙地 小麻雀生命正開始起步 
我輕輕將牠捧在手心中 我微笑對牠說 孩子 
送給你這對翅膀 學習飛翔越過最高山  送給你這對眼睛 學看世上的美事 
送給你歡欣的歌 歌頌春天來臨的喜悅  送給你跳躍的心 翱翔在海的那邊 
 
9. 我們可改變世界（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詞曲/Mary Donnelly  中譯/高蔡慧君 
   本曲節奏明快、旋律輕盈有力，歌詞積極正向，由本合唱團唱來更為活潑有能量，使人心

情振奮。 
 
晨曦中我們迎接新的一天 不久我們將握有明天 
而我當盡本份 使世界更美好 若我不放棄追求那天邊星 
若我願 你和我可改變世界  若我願 我們夢想會實現 
到那日 我們會看到世界充滿和諧安詳  是 這世界可改變 若我願 
肩並肩 我們學習同心合作  手牽手 邁向更好的明天 
未來前途如何 掌握你我手中  所以當把握生命的每一天 
若我願 你和我可改變世界  若我願 我們夢想會實現 
到那日 我們會看到世界充滿和諧安詳  是 這世界可改變 若我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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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原聲發展得實在太快了啦 

Bukut、阿蠻、藍蔚、阿貫都被原聲逼老了啦 

而年近花甲的阿貫更是被原聲追趕得氣喘吁吁… 

 

這本年報是在陰雨連綿的漫長年假 

種在電腦前面完成的 

各位親愛的朋友  您可要仔細看分明喔 

就會知道孩子們多麼努力 老師們多麼認真 

有多少十方善美能量在默默地幫助原聲！ 

 

Uninang  Mihumisang 

(無你難)  (美好美山) 

 

 

                                                                            阿貫 

 

編完此本年報時，原聲寶寶又茁壯一歲了 
很感謝阿貫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見識到 run 一個 NPO 組織幕後的辛苦過程 
與原聲走一趟廈門  感動於孩子的天真    也驚訝於孩子的潛力 
隨老師編一回年報  震撼於老師的爆發力  也驚訝於威愷的美編 
接觸原聲的每件事務 
總讓我感受到無數平凡卻又非凡的事蹟 
不斷完成於無數平凡卻又非凡的無名英雄手裡 
箇中的成就感與滿足感實非言語所能形容 
很高興  能與原聲一起成長 
也歡迎大家與我們一起分享原聲的足跡 

                                                                      華華(J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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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帳戶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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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ive2asia.org/ 
Find the button "Donate Now" on the main bar Click "SEARCH BY LOCATION"  

Find "REGION-TAIWAN" And you will find "Vox Nativa Association" 

支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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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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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建中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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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建中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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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建中成長營                                                     
 

 

 

 

 

 

 

 

 

 

 

 

 

 

 

 

 

 

 

 

 

 

 

 

 



 
 - 113 - 

原聲建中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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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聲建中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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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課-萬聖節                                                      
 
 
 
 
 
 
 
 
 
 
 
 
 
 
 
 
 
 
 
 
 
 



  
- 116 - 

溫故知新展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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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鄉梅花季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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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行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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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行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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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行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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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行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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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行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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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行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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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會台灣館啟動發表會、嘉義演唱                                
 
 

 

 

 

 



 
 -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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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兩年，並開列捐款收據。 

 

 

 

 ※ 2000 元傳播無限能量！ 
限量公益發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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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片） 
總計公益發行 2000 片，送完即不再發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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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 元「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 
《唱歌吧》紀錄片「海外版」，含中、英、法、西班牙四國字幕版 
適於贈送國外有情人 
捐款 1000 元即贈送 1 份（含紀錄片 DVD 1 片及精美 DM 明信片 1 組） 

 
以上皆開列捐款收據 
捐款帳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帳戶 1. 永豐銀行（807）汀州分行              帳號：176-001-0038951-6  
帳戶 2.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017）台北復興分行  帳號：008-10-53083-0 
帳戶 3. 元大銀行（806）景美分行              帳號：20152000000308 
帳戶 4. 大眾銀行 (814)  文山簡易型分行        帳號：108-213348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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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捐款帳戶：http://www.give2asia.org/ 
Find the button "Donate Now" on the main bar Click "SEARCH BY LOCATION"  

Find "REGION-TAIWAN" And you will find "Vox Nativa Association" 



 
 - 127 - 

聯瑩贊助原聲行李箱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