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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 

曾經聽過一種聲音 

閉上眼 

便看見山 看見水 找到心中失落已久的故鄉 

 

 

原聲教育計畫 

勾勒每一張臉上最真的笑容 

傳唱每個人心中最美的聲音 

 

 

請聽 

 

 

你會聽見玉山正在唱歌 

也會聽見屬於你自己的      原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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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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傳唱的聲符與嗓音之中 

我們可以聽見 

內心對生命的悸動！ 

聽見 

原本屬於每一個人生命中的真實歌聲 

  

原聲 

透過歌唱  讓新一代原住民小朋友 

重新感受一直屬於自己血脈的驕傲 

從心體會偉大先祖的生命智慧與情韻 

  

同時更透過教育 

讓出生在這個時代的原住民新血 

可以活在當下 

活出自我的真實生命 

  

原聲教育協會相信 

原始的生命之歌 

可以超越語言文化的藩籬 

直達每一個遠離、遺忘了內心原鄉的人心之中 

  

更可以重新釋放原住民內心被壓抑、束縛已久的奔放靈魂 

讓新一代的原住民 

可以用自己的驕傲與力量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大環境 

他們的生活哲學 

相對於主流文化 

不再只是 被研究的標本 或 供賞玩的表演 

不再只是資本主義生態下 苟延殘喘的保育類族群 

而可以繼承古老的血脈，用自己的意志，走向下一個時代的里程碑。 

 

原聲會員 –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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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篇                                                        

特別感謝 

 

Wisdom Culture & Education Organization 

一克拉教育基金會 

八方雲集食品有限公司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千業快速影印社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中華磊山慈愛社 

中華電信基金會 

文曄教育基金會 

台北市華新扶輪社 

安致勤益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 

佳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京霞ケ関獅子會 

東博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長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珍珠匯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風雅頌文化藝術基金會 

彭城投資公司 

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 

華褘股份有限公司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傳承教育基金會 

傳藝寰宇文教有限公司 

新北市大眾交響樂協會 

新竹市築愛協會 

瑞士銀行台北分公司 UBS-AG Taipei Branch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感謝所有幫助原聲的結緣者 

王永敏 

王立貞 

吳函璇 

吳函叡 

吳建明 

吳景弘 

吳曉雲 

宋祥興 

李志勳 

李明宗 

李佳蓉 

李宜靜 

李枝昌 

李金恭 

車平道 

車和道 

辛智秀 

辛麗津 

周志宏 

周咸成 

林三元 

林安鴻 

林家鈺 

邱詠堤 

 

 

范志強 

張育銘 

張美惠 

張榕枝 

張瓊如 

許秋齡 

許銘仁 

陳允懋 

陳興海 

陳鳳文 

彭嘉明 

楊佩珍 

楊紀華 

楊慰芬 

蔡心心 

蔡仁達 

盧琪生 

蕭淑敏 

賴美智 

賴美滿 

謝志松 

謝碧娥 

羅綸有 

蘇淑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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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巡演誌謝篇                                               

敬致謝忱 

 

 

 

謝謝 您 聆聽原聲   謝謝 您 讓更多人聽見玉山唱歌 

您的愛  我們永銘在心 

 

 

  

Crow Collection of Asian Art 

Dallas Asian American Youth 

Orchestra(DAAYO) 

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ECLAT Fundation 

Greater Dallas International 

Fundation 

Greater Dallas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Juin Hu Foundation 

Living Water 

Marina Food 

Sheng Kee Bakery 

北加州原聲之友會 

北加州籌委會 

休士頓原聲之友會 

紐約原聲之友會 

榮星創藝表演工作坊 

華府原聲之友會 

華府榮星兒童及青少年合唱團 

慧智文教基金會(WCEO) 

八方雲集食品有限公司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公益信託磊山慈善基金 

文曄教育基金會 

同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致勤資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東京霞關獅子會 

長榮航空 EVA Airways Co.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珍珠匯 

恩榮基金會 

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 

傳承教育基金會 

微熱山丘 SunnyHills 

瑞銀集團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期貨交易所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文化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僑委會 

原民會 

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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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最愛原聲的楊文貞監事致敬 

謹以此年報獻給 天上的您 

 

 

 
2015.1.23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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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議程             

會議時間：2017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1:30～ 

會議地點：台北市立建國高中資源大樓 5 樓會議室（台北市南海路 56 號） 

主    席：洪春滿                     紀  錄：李彩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報告出席人數 

貳、大會開始 

參、主席致詞 

肆、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伍、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會「2016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金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錄及基金收

支」案（如 2016 年報及大會所附資料），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2016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金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錄及基金收

支」案業經本會第 3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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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如 2016 年報），提請

討論。 

說  明：本會「2017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業經本會第 3 屆理、監

事聯席會第 14 次會議審查通過，擬於提請大會討論通過後，陳報內政部核備並實

施。 

決  議： 

陸、臨時動議 

柒、選舉第 4 屆理事、監事 

捌、原聲音樂學校學生成果發表(下午 3:00~3:40) 

原聲打擊樂團 

1. Double Dribble 兩次運球  曲/Chris Brooks 

2. Talkin' Trash 垃圾的對話  曲/Lamar D. Burkhalter 

3. Me Tarzan 泰山  曲/Chris Crockarell 

原聲童聲合唱團 

1. minkailasa kata 決心歸向主(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2. Turkey in the Straw(英語)    美國民謠 編曲/ Earlene Rentz 

3. 花は咲く花兒會開(日語)    詞/岩井俊二 曲/菅野洋子 編曲/西條太貴 

4. 耶和華祝福滿滿(台語)     詞/李信儀 編曲/游智婷 

5.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英語)   詞/曲/Sy miller & Jill J. Miller 

6. 快樂天堂(國語)      詞/呂學海 曲/陳復明 編曲/謝美舟 

7. kulumaha 回家吧(布農語)    詞/曲/金國寶  編曲/Jacek Sykulski 

玖、散會（下午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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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名錄                                                    

會員號 姓名 會員號 姓名 

1 尤美女 26 陳調鋌 

2 毛應騂 27 章大中 

3 王貫寧 28 曾世彬 

4 林靜一 29 童禕珊 

5 王麗楨 30 賀志強 

6 林武田 31 黃  生 

7 朱賜麟 32 黃春木 

8 李志勳 33 黃  煌 

9 宋祥興 34 黃憲宇 

10 姒元忠 35 廖達珊 

11 林比亨 36 廖達琪 

12 林晉源 37 劉美珠 

13 林基興 38 樓海鳥 

14 洪毓廷 39 蔡聰池 

15 保美玲 40 謝志松 

16 洪春滿 41 羅綸有 

17 孫文先 42 蘇玉枝 

18 孫蘭芳 43 蘇錦淑 

19 徐正梅 44 吳清福 

20 徐德蓮 45 李月霞 

21 秦永悌 46 林佑璟 

22 秦美燕 47 林聰慧 

23 馬彼得 48 張  楨 

24 高淑瑛 49 曹先進 

25 許正瑛 50 裘友棣 

    

    

會員號 姓名 會員號 姓名 

51 楊智麟 76 林美鈺 

52 林昭嚴 77 高光正 

53 劉玉山 78 車平道 

54 蔡銘城 79 史秀琴 

55 黃玉娟 80 陳元昭 

56 賴騰仙 81 謝孝宗 

57 崔秀雲 82 廖南詩 

58 江睿智 83 廖  楓 

59 許皓淳 84 王國昌 

60 劉昱亞 85 王涵江 

61 申爵瑞 86 陳榮枝 

62 林恩源 87 邱媛美 

63 歐德濾 88 薛富州 

64 吳雨哲 89 吳明榮 

65 蕭淑敏 90 張旭華 

66 楊佳勳 91 司秀梅 

67 伍懿芳 92 侯嘉珊 

68 熊偉傑   

69 黃慶忠   

70 薛如娟   

71 霍幼芬   

72 林三元   

73 陳念萱   

74 鄺麗君   

75 李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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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105 年度 監事會 監察報告書           

 

    查本會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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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財務報表經本監事會審

查，皆符規定。 

特此提出報告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第 3 屆監事會 

監事會主席 黃生       簽章 

106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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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收支決算                                               

 

 

 

 

科  目 決算數 占決算% 

收入總計 27,086,731  100 

課業輔導費 4,484,237  16.56 

教材教具講義費 225,644  0.83 

餐點營養費 768,230  2.84 

交通旅運費 1,619,875  5.98 

獎助學金 955,837 3.53 

假期營隊活動 164,720  0.61 

教學及演出活動費 8,558,608  31.60 

其他業務費 184,958  0.68 

部落服務活動費 1,012,102  3.74 

業務推展費 795,126  2.94 

業務費 18,769,337  69.29 

人事費 426,464 1.57 
 

科  目 決算數 占決算% 

文具紙張印刷費 45,973  0.17 

郵電費 26,175  0.10 

車旅膳雜費 21,218 0.08 

公共關係費 76,415 0.28 

租賦費 65,024 0.24 

財產保險費 6,230 0.02 

水電燃料費 4,739 0.02 

其他辦公費 27,445 0.10  

辦公室租金 150,000 0.55  

辦公費 423,219 1.56 

折舊 350,000 1.29 

建校基金 7,117,711  26.28 

支出總計 27,086,731  100 

餘絀 0 0 
 

 

人事費

426,464 

2%

辦公費

423,219

2%

建校基金

7,117,711

26%

業務費

18,769,337

69%

折舊35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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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工作報告                                               

愛與工作 

阿蠻 理事長 

    佛洛伊德說：「愛與工作，工作與愛，就是一切快樂所在。」 

    那是怎樣的一個午後，我和馬先生偷得浮生半日閒，看了「高年級實習生」這部電影，

姑且不論電影內容如何，我們兩個竟然高興找到為什麼生活可以這麼開心的原因？因為我們

有一份很好、很忙的工作，在工作中我們可以去愛人，我們不只享受工作，也享受去愛人。 

    東埔國小有位新老師週六早上到原聲音樂學校來觀課（數學教學），她問我週一到週五

忙東埔國小，週六、日到原聲音樂學校上班，那不是全年無休了嗎？ 

    八年多來阿貫、藍蔚老師焚膏繼晷過著比退休前還要忙碌的生活，處理著一百七十多位

孩子生活、就學的繁瑣問題，當然在這當中還有背後許多默默付出的志工、奴工們，大家聚

集在一起工作、一起討論；想著如何幫助孩子們更有效的學習、輔導他們的升學和將來的就

業，我們也想著可以提供給家長什麼樣的成長機會？如何解決老師們的交通問題和教學困

境？怎樣尋找各樣的資源和幫助？探討原聲音樂學校建校的問題……大家在一起享受工作、

享受愛，雖然辛苦，但那真的是一切的快樂所在！ 

    今年八月，我們最大的孩子進入了大學一年級就讀。馬先生在玉山星空音樂會孩子們唱

完「You raise me up」時，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他描述音樂會前一個晚上徹夜未眠，不是演

出的壓力，而是谷佳芳推甄上了台北教育大學兒童美語系公費生這件事讓他興奮難名，這樣

的成果得來不易。 

    2008 年馬先生為了幫助潭南部落更多的孩子可以參加原聲接受課業上的輔導（當時的

潭南部落沒有一個大學生），我們招募了潭南部落七個孩子來原聲，希望照顧他們可以繼續

升學；但不到兩個月，多數孩子都感到假日上學太辛苦而放棄，只剩下谷佳芳一人。 

    升上國中、高中後，她在功課上明顯落後許多，她也感受到原住民在都市求學和生活適

應上的困難和挫折，我們一路支持鼓勵她、為她尋找各樣的資源介入，協助她找到信心和自

己的人生目標。暑假營隊活動聽著她回來當志工，跟學弟妹的分享和勉勵，談到自己將來要

回到原聲，承繼校長的工作照顧更多部落的孩子們…這些話讓我們動容，我們是多麼地感到

高興與驕傲！ 

    看到我們的孩子一個個升上高中職後的改變和努力，我們相信會有更多的谷佳芳回到原

聲。每次在忙碌之餘，我跟馬先生互相打氣，只要我們不放棄，讓我們學習等待、陪他們走

過這些風暴、經歷這些困難，我相信他們將會回報原聲更多！ 

    2016 年已近尾聲，數算這一年發生在原聲音樂學校大大小小的每件恩典，我們真的感

謝讚美主；謝謝祂帶領我們經歷死蔭幽谷，帶領我們到青草地上，賜給我們智慧和勇氣，一

路與我們同在，祝福我們的每一個孩子和家長都有很多的學習和成長，也感謝祂預備了這麼

多的天使來幫助我們，給我們各項的支持和鼓勵。 

    未來這一年，我們希望實地走訪，吸取更多的寶貴經驗，更清楚地描繪出學校的藍圖和

概念，建立一個實體的原聲實驗學校，讓孩子們在這裡可以更有機會、更認識自己，學習得

更完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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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辛的實驗教育之路 

Bukut 團長 

    才剛過完年假上班的第一天，便去新竹參加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的 105 學年度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觀摩研討會。 

    實驗教育三法於 104 年公布後，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非常積極地推動原住民族實驗

教育。105 年八月，台中市達觀國小正式成為博屋瑪民族實驗學校，成為台灣第一所原住民

族實驗學校。這對我國原住民教育來說，是ㄧ新的里程碑。不只是博屋瑪，尚有地磨兒、土

坂、民族大愛、卑南及在六年前便以實驗型態成立的長榮百合等學校，去年都在教育部及原

住民族委員會的輔導下，陸續成為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在政府經費大力補助及輔導下，可以

預見，未來的兩三年，將有許多原住民重點學校轉型成為原住民族實驗學校。 

 

    談到原住民實驗學校，我也算是很早的推動者。民國 86 年，第一次帶合唱團參加全國

比賽，當時的決賽是北、中、南三區全都集中在台中市向上國中舉行，可謂名符其實的全國

比賽。經過一整天的激烈比賽，我們久美國小合唱團異軍突起，獲得第一名。比賽結束，我

一直思考第一名的意義為何？第一名不應該只是在一場比賽結束後就告終止，如何延續這第

一名的價值，讓原住民的教育產生質變，是我所思考的。 

 

    翌年（民國 87 年），我獲教育部邀請協助規畫原住民音樂教育推動計畫。在推動計畫的

兩年中，對原住民實驗教育的思考不曾間斷過，藉由推動原住民音樂教育的過程，慢慢浮出

一些具體的想法，於是提出了以原住民樂舞及藝術文化為核心的原住民完全學校，希望從國

小到高中十二年一貫，讓原住民的樂舞及藝術文化，經過教育的過程而精緻化、藝術化，甚

至國際化。 

 

    但我並不是把樂舞與藝術當成終極目標，而是希望讓原住民孩子從自己的文化中找到自

我、建立自信，進而在其他能力上也能提升，最終目標是把這學校變成為培養原住民未來人

才的搖籃。藉由不同的場合，我努力宣傳我的理念。但在那個一元化、封閉的年代，大家都

把我當成癡人說夢，從沒有一人理會過。 

 

    民國 89 年 5 月，陳水扁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總統。當年 8 月 1 日，我獲邀帶著久美國小

合唱團蒙總統接見，心想這是一個絕佳機會。在與陳總統的談話中，我建議總統以中央的力

量，成立一所以原住民樂舞及藝術為主的原住民完全學校，將原住民的樂舞、藝術透過整

理、創新而升級。而且我建議這樣的學校層次是國家層級的，將來總統出訪或他國元首來

訪，可請這學校學生演出代表台灣文化的節目。當時我的建議被總統讚為具有前瞻性。只是

具前瞻性並不代表可行性，八年過去了，一點影子都沒。 

 

    我反思在想，或許時機未到，但不能因此放棄。經過了十年，逢人就說，終於有人對我

的話產生了共鳴，於是在民國 97 年 5 月成立了台灣第一所原住民體制外的實驗學校-台灣原

聲音樂學校。台灣原聲音樂學校的成立，其實是當時我心中實驗學校的縮小版，希望以民間

的力量嘗試執行，再視時機轉進正式體制。我們以布農族的合唱概念為基礎，把合唱作爲建

立孩子信心的策略，當信心被建立後，就可遷移在其他的學習上，以提升孩子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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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執行體制外實驗教育的同時，一邊研讀國、內外實驗教育的相關文章，同時也多次去

參觀並請益最早推動實驗教育的道禾教育基金會，因而跟曾執行長成為好友。 

 

    爲迎接建國百年，教育部於民國 99 年委託當時的屏東教育大學林春鳳教授研擬了民國

百年原住民教育白皮書。我因擔任教育部原住民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而參與審查。當時提出

一建議，即在民族教育部分增列規劃辦理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提出此建議時，我的想法是在

現有體制內的原住民重點學校中選擇幾所辦理實驗學校，但原住民族委員會後來的規劃卻是

辦理部落學校及所謂的第三學期制，與我當初建議的想法相異。但不管怎樣，總是向前邁進

了一步。 

 

    原聲音樂學校成立第四年，我以口頭向縣長提出成立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的計畫。據說當

時縣長因為我提出此案，特地與教育處相關人員專程去宜蘭觀摩慈心華德福學校。但參觀之

後的結論卻是否決我的建議。從縣長的談話中，顯然他對公辦民營這概念不是很了解。印象

深刻的是曾有一次跟長官從下午四點談到晚上八點多，但最後還是無法改變結局。 

 

    在此同時，我在部落的溝通也面臨挫折。自奉派羅娜國小後，我在思考，羅娜部落既然

號稱是全國最大的原住民部落，在教育、文化上，也應該要成為全國原住民的領頭羊，於是

規畫要把羅娜國小轉型成公辦民營的布農族實驗學校。結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以布農族的

合唱概念為基礎，把羅娜國小打造成具布農文化特色的國際級學校。我常常認為，以羅娜的

歷史、文化及地理條件，羅娜不應該只是信義鄉的羅娜，南投縣的羅娜，它絕對可以成為台

灣的羅娜、國際的羅娜。以此為出發點，規劃了羅娜國小的發展藍圖，但在溝通過程中面臨

了困難與阻礙，其原因錯綜複雜。 

 

    內、外皆挫，元氣大傷。但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不斷的調整腳步，以最大的耐性繼續

溝通。而在這段時間，原聲音樂學校不斷成長中，慢慢受到國內、外音樂界的注意，後陸續

受邀至美國、日本及歐洲等，以布農歌謠文化為基礎，放眼國際，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的夢

想逐漸實現。 

 

    民國 103 年 11 月，通過了實驗教育三法的立法，心想或許時間已成熟，於是於 105 年

初再度提出申辦公辦民營實驗教育計畫。這回不同的是教育處長官全力支持，同時另有其他

兩校一起提出申請。在初審及說明會中全數獲得支持，眼看成功在即，就在要辦理公聽會的

前夕，縣政府一通電話，要求喊停，令人錯愕。 

    後雖經多方溝通，但終歸無效。很多人問我為何如此？我無言以對。實驗教育法雖然公

布執行了，但我的實驗教育夢想依舊受挫。 

 

    坐在台下，看著六所學校分享他們走向實驗教育的艱辛路程，為他們的執著與努力感到

高興。想到自己，努力辛苦十幾年，卻仍然原地踏步，徒嘆無奈！面對未來，何去何從，就

交給上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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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報告 

Uli 秘書 

關注學生 

    無論在學校裏的工作崗位如何，學生的成長無時無刻牽動著我們的心，把熱愛學生放在

第一位，有了這種心境，師生之間就能處於一種和諧的狀態，許多溝通的事情便迎刃而解，

熱愛學生包括尊重信任學生、關心愛護學生。 

 

夜間課業輔導 

    國中生週間仍維持留宿讀書，延續著對孩童教育的看重，關心孩子們的課業及人格發

展。在台大志工哥哥姐姐們的陪伴與教導，孩子們在這裡可以完成回家作業，更有機會把落

後的進度追上，每週預備不同科目的測驗卷給學生練習，持續的努力累積下來，連學校老師

都稱讚孩子們進步很多了呢！ 

 

家庭訪問紀錄 

    每年做一次家庭訪問，在約定的時間拜訪受訪者或是其家人，並藉由會談過程與受訪家

庭建立關係，蒐集並了解受訪者或是其家庭有關與訪視目的相關之資料，提供需要之協助而

達到家訪的目的。訪視過程中，不只可以深入到父母與子女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以獲得更多

對問題和需求的掌握。 

 

寒暑假學習營 

    課業輔導及營隊活動，比如：在東埔國小的建中營活動、羅娜國小的 ABC 英文營、數

學營等課程安排。因各校皆有辦學習營活動，所以參加人數會比平日上課人數減少，但學習

意願仍然高昂。 

 

外出演出資訊 

    外出公物物品必須在出外前一天再逐一清點確認，學生表演服提袋(暱稱小紅、小藍)由

學生自己負責攜帶，秘書們這邊會準備預備服，以備不時之需，通常孩子們忘了帶表演服時

會受到罰款的處罰。由於這樣的處罰方法，孩子們就都不會忘了帶自己裝表演服裝的小紅

袋、小藍袋。 

    我們很注重孩子們的外出禮儀，所以常常提醒孩子們要主動跟師長們打招呼、問安，臉

上要帶著微笑，用餐時盡量使用自己的碗筷、用餐時身體不可貼在椅背上，用餐畢後要收拾

餐桌上碗筷…等等。為了環保，紙本的外出資訊單就免了，外出資訊都上傳在 FB 的原聲園

地供大家參考。 

 

資料處理 

    每學期更新學生資料，如就讀年級、學校等基本資料。每年辦理家長微型保險加保、續

保等調查、簽名等。教師每週上課時數建檔、學生出缺席人數建檔、教師上課日誌建檔。每

年招生簡章資料寄至各國小等文書處理。 

 

一個熱血的真情告白 

    我喜歡我的工作，這份工作讓我可以接觸很多人，聽聽各種不同的故事。這份工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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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成長，當一個解決問題的達人，最後變成超人(哈哈)。 

    其實最重要的是因為我喜歡小孩，喜歡跟他們聊天，一起分享喜怒哀樂，週末的晚上我

想要留下來住宿的動力是來自於他們，跟家長們的關係又很好，像家人那樣的電話連繫時無

話不談，所以我愛原聲的大朋友小朋友們。上帝祝福我們所做的工！ 

 

期勉 

    加拉太書 6：9 我們行善總不要放棄，如果不灰心鬆懈，到了時候就有收成。 

(Galatians 6:9) So let us not give up in doing what is fine, for in due season we shall reap if we do 

not tire out. 

 

總務報告 

舞瑪夫-達給魯頓 秘書 

食 

    每週三以前的訂菜先確認學生人數，與廚媽討論菜單與添購其他食材後，便向菜商訂

購。星期五早上九點以前，確認每一道食材都要到位，若確認未到，便立即向菜商反應。除

了請司機補送，也可先行取消。另外，每天早上十點半要確認學生到校人數，寫在一張紙上

交給廚媽，讓他能知曉各餐桶的食物用量。 

 

衣 

    請志工協助分類倉庫衣物架上的各款制服。除了分類外，也要依照不同的尺寸分裝在不

同的箱子。學生換領的原則是以小換大與以舊換新。但若是嚴重污損或是遺失，就必須按原

價購買。換領時，先讓學生試穿，確認尺寸合適，便立即寫上清楚的名字，遺失時容易找

回。若是亂丟被收到失物箱中，則必須罰款，目的是希望讓學生懂得珍惜與愛護。每次的換

領也要記錄在雲端資料上，掌控好庫存數量，若是數量過少便要及時回報。 

 

行 

    收到行事曆就要算每個部落有多少人，四條路線總共承載多少。原則有二：除了交通路

線要順，每台車的學生人數也都要盡量平均。決定交通班表後，在每個月中，都要先在交通

line 群組回報下個月上課用車。在每週三之前，再次確認當週班次。並在星期六與星期日早

上，留意手機，隨時掌握學生搭車狀況。 

 

存簿帳 

    收到學生繳費單時，就要帶著校長印章與學生存簿印章至農會辦理提款。完成後除了拍

照傳到八人工班 line 群組，也要在雲端建檔。清楚記錄每一筆項目，將來學生也可以很清楚

存簿存款的流向。 

 

捐物 

    不管是物品還是食品，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點點收，紀錄於雲端資料。若校長或老師指示

要發給學生，便整理好發送。其他則存放於倉庫。希望將每一個來自社會各界的愛心，都能

夠妥善處理，讓學生學會感恩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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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報告 

李彩霞 秘書 

 

105 年行政業務仍是延續 104 年的工作內容，但範圍更加擴大，包含兩大項目： 

一、一般行政業務 

1. 財務：負責協會出納業務、記錄日記帳、捐款等相關工作。各項費用支付幾乎都以銀行

轉帳付款，並以 Email 報告會計祕書長，保留紀錄以便追蹤檢核。 

2. 行政：協會各項庶務，包含文件資料物品建檔保管、台北辦公室使用管理、協助開會事

宜、協助表演活動行政事宜、台大服務原聲課程相關事宜、辦理各項保險、協助出國巡

演準備工作、協助原住民海外遊學團專案之行政事務。 

二、遠距課輔業務 

1. 財務：負責協會出納業務、記錄日記帳、捐款等相關工作。各項費用幾乎都以銀行轉帳

付款，並以 Email 報告會計祕書長，保留紀錄以便追蹤檢核。 

2. 行政：協會各項庶務，包含文件資料物品建檔保管、台北辦公室使用管理、協助開會事

宜、協助表演活動行政事宜、台大服務原聲課程相關事宜、辦理各項保險、協助出國巡

演準備工作、協助原住民海外遊學團專案之行政事務。 

1. 大學伴召募：主要針對台大服務課學生及原聲建中成長營之服務志工召募，並請已擔任

大學伴之志工邀請其同學參與。 

2. 辦理大學伴課前研習：大學伴擔任遠距家教前需參加課前研習，說明協會之宗旨、遠距

課輔之教育目標及遠距課輔軟體之使用方法。 

3. 安排遠距課輔課表：針對信義鄉同富國中、信義國中和水里鄉民和國中之學生(稱「小學

伴」)需求，以及遠距家教(稱「大學伴」)之個人特質、授課專長等配對，並分配管理雲

端教室。 

4. 協助授課進行：上課或停課通知、大小學伴請假通知、安排代課人並發代課通知、協調

處理大學伴調課事宜、協助大學伴與同富、信義及民和三所國中之溝通協調、遠距上課

時間之疑難雜症排除等。 

5. 關懷大、小學伴：關懷大學伴之上課情形、注意小學伴上課出缺席狀況並與其就讀學校

討論協調、關懷小學伴對課程安排反應及上課情形等。 

6. 遠距課輔使用設備之保管及維護。 

7. 台大服務課學生遠距觀課：擬訂遠距觀課注意事項、排定觀課課程表、大學伴、服務課

助教及服務課學生間之協調及溝通等。 

8. 大學伴授課時數結算：每日統計大小學伴出席情形、定期下載上課錄影紀錄並保存、核

算大學伴鐘點時數、大學伴鐘點費統計並編輯匯款資料。 

9. 其他相關事宜：辦理大學伴期末座談、協助辦理大小學伴相見歡活動。 

 

展望未來，希望在能更有效率的規劃安排行政工作外，也期許在對遠距課輔的大小學伴

都有更多、更好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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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 

1. 專場音樂會日程 

 

2. 美國巡演日程 

場 時間 城市 地點 內容 

1 
7/30(六) 

1400-1600 
San Jose 聖荷西 

Jubilee Christian Church Center 

銀禧基督教堂 
專場音樂會 

2 
7/31(日) 

1900-2030 
Washington D.C.華府 

Washington D.C. Temple Visitors' 

Center 華盛頓摩門聖殿訪客中心 

聯合音樂會 

(榮星兒童合唱團) 

3 
8/05(五) 

1900-2100 
New York City 紐約 

Queens College 皇后學院 

Colden 音樂廳 
專場音樂會 

4 
8/07(日) 

1900-2100 
Dallas 達拉斯 

City Performance Hall 

市立表演廳 
專場音樂會 

5 
8/09(二) 

1900-2100 
Houston 休士頓 

Stafford Centre Performing Arts 

Theatre 史塔福中心演藝劇院 
專場音樂會 

 

3. 公益活動日程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24(六) Tutor ABC 公益禮讚音樂會 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 

3/19(六) 第 7 屆玉山星空音樂會 羅娜國小運動場 

5/14(六) 「我們一起唱歌吧」音樂會 南投微熱山丘村民市集 

7/23(六) 「為視障獨老而唱」募款音樂會 雙連教會 

8/21(日) 「聽·玉山·禮讚港都」音樂會 高雄文化局至德堂 

12/3(六) 南松山天主堂 62 週年堂慶感恩音樂會 南松山天主堂 

12/4(日) 臺大 EMBA 校友基金會「聽見原聲·看見初心」

贊助社會企業公益音樂會 

臺大管理學院 1 館 B1 正

大廳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12(五) 為地震災民及醫護人員義演 臺南奇美、新樓、成大醫院及高榮臺南分院 

8/08(一) 達拉斯老人中心義演 Sun Ray Senior Center 

8/08(一) 達拉斯癌症中心義演 Baylor University Sammons Cancer Center 

8/08(一) 達拉斯交通警察局義演 Dallas 交通警察局 

8/10(三) 休士頓癌症中心義演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8/10(三) 休士頓兒童醫院義演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8/10(三) 休士頓衛理公會醫院義演 Methodist Hospital 

12/3(六) 阿嬤家開館慈善募款義演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 

12/4(日) 仁濟安老院義演 新北市淡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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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獻詩日程 

 

 

 

 

 

5. 打擊樂團演出日程 

 

 

 

 

 

 

 

 

 

 

寒假課程 

傳統文化學習營 

 

日期/時間 
2 月 2 日 2 月 4 日 

星期二 星期四 

0800-0950 將清/雲豹 

谷明光/布農與山 

乜寇/布農的生態環境觀 

1000-1150 勝華/傳統射箭體驗 強福/布農的倫理美德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7/17(日) 主日禮拜獻詩 信義鄉久美教會 

7/24(日) 主日禮拜獻詩 台北市雙連教會 

7/31(日) 主日禮拜 華府國家主教座堂 National Cathedral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23(六) 華新社 RYLA 音樂會 圓山飯店大廳 

3/19(六) 第 7 屆玉山星空音樂會 羅娜國小運動場 

5/1(日) 長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晚宴 台北寒舍艾麗酒店 

5/7(六) 南投縣慶祝母親節音樂會 南投文化局 

5/14(六) 「我們一起唱歌吧」音樂會 南投微熱山丘村民市集 

8/21(日) 「聽·玉山·禮讚港都」音樂會 高雄文化局至德堂 

11/5(六) 中臺灣農業博覽會開幕典禮 南投縣農工商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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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課程 

1. 原聲建中成長營課表（7/5-7/9） 

日期/時間 
7 月 5 日 7 月 6 日 7 月 7 日 7 月 8 日 7 月 9 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700-0730 起床/內務整理、環境打掃 

0730-0755 早餐 

0800-0940 

學員報到 

開幕典禮 

A.歷史故事 A.記·夢想 A."果"然很"電" 

小隊時間 
B.記·夢想 B.歷史故事 B.面具製作 

C.徽章製作 C.面具製作 C.記·夢想 

D."果"然很"電" D.竹蟬 D.歷史故事 

E.我變我變我

變變變 

E."果"然很"電" E.竹蟬 

1000-1140 

相見歡 

小隊凝聚 

團康 A.環遊世界大富翁 A.竹蟬 
成果展 

結業典禮 

合影留念 

（全體） 

團康 B.竹蟬 B.環遊世界大富翁 

團康 C."果"然很"電" C.歷史故事 

團康 D.記·夢想 D.我變我變我變變

變 

團康 E.空穴來風 E.記·夢想  

1200-1250 午餐 

1250-1320 午間小憩 

學員返家 

服務志工 

部落巡禮 

體驗學習 

1240-1900 

1330-1630 
合唱(全體) 合唱(全體) 合唱(全體) 

A.面具製作 

B."果"然很"電" 

C.竹蟬 

D.空穴來風 

E.徽章製作 

1630-1730 

A.空穴來風 A.我變我變我

變變變 

A.徽章製作 晚會準備 

洗澎澎 1600~ 

B.徽章製作 B.空穴來風 B.我變我變我變變

變 

C.我變我變我

變變變 

C.環遊世界大

富翁 

C.空穴來風 

D.環遊世界大

富翁 

D.徽章製作 D.面具製作 

E.歷史故事 E.面具製作 E.環遊世界大富翁 

1730-1810 晚餐 

1810-1910 
寫功課 

晚會準備 

寫功課 

晚會準備 

寫功課 

晚會準備 

才藝晚會 

1820-2040 

1920-2035 洗澎澎 進入夢鄉 

2100~ 

檢討會 

點心時間 2035-2100 星光夜語 

2120~ 進入夢鄉 

※備註：建中志工團隊於 7 月 4 日下午進駐，完成場布；但因颱風提前於 8 日拔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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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語學習營課表第 1 週（國際志工） 

 

      日期 

時間 

7/11 

(一) 

7/12 

(二) 

7/13 

(三) 

7/14 

(四) 

7/15 

(五) 

7/16 

(六) 

7/17 

(日) 

0630-0630 起床盥洗/整理內務 起床盥洗 起床盥洗 起床盥洗 

0630-0730 運動時間 早餐 早餐 早餐 

0730-0800 打掃 探訪久美

部落 

探訪久美

國小 

16:00 

校長家享

用晚餐(烤

肉) 

探訪東光

部落 

探訪東埔

國小 

彩虹瀑布

健行 

協助部落

採收果菜 

生態教學 

0800-0830 早餐 

0840-0920 英語

教學 

英語 

做竹筒飯 

英語 

教學 

英語 

教學 0930-1010 

1010-1030 健康時間 

1030-1110 英語

教學 

英語 

做竹筒飯 

英語 

布農服飾 

英語 

原住民 

編織 

1120-1200 

1200-1240 午餐 午餐 午餐 

1240-1320 午休 探訪望鄉

部落 

野炊體驗 

準備第二

週課程 1330-1620 合唱及打擊樂練習 

1620-1700 歡迎

茶會 

音樂 

交流 
才藝表演 大掃除 

1700-1720 運動時間 教室檢查 

1730-1800 準備晚餐 放學回家 

1800-1840 晚餐 晚餐 

1850-2050 原住民樂器體驗 布農文化 布農建築 心得交流 

2100-2130 盥洗沐浴(學生) 盥洗沐浴 

2100-2130 志工小組會議 內務整理 

2130-2200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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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營課表第 2 週（國際志工） 

 

時間/日期 7/18(一) 7/19(二) 7/20(三) 7/21(四) 

0630-0630 起床盥洗/整理內務 

0630-0730 運動時間 

0730-0800 打掃 

0800-0830 早餐 

0840-0920 英語教學 英語 

彩繪山豬存錢筒 

英語 

布農傳統舞蹈 

英語教學 

0930-1010 

1010-1030 健康時間 

1030-1110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 英語 

布農傳統舞蹈 

英語 

竹餐具製作 1120-1200 

1200-1240 午餐 

1240-1320 午休 

1330-1620 合唱及打擊樂練習 

1620-1700 排舞教學 搗麻糬體驗 大掃除/打包行李 

1700-1720 運動時間 教室總檢查 

1730-1800 準備晚餐 惜別餐會 

布農美食饗宴 

放學回家(學生) 

1800-1840 晚餐 搭車到高鐵臺中站 

搭高鐵到臺北 

入住板訓所 

1850-2050 布農族語研習 成果發表會 

2100-2130 盥洗沐浴(學生) 

2100-2130 志工小組會議 

2130-2200  

※英語教學師資：慧智文教基金會甄選美國高中及大學生為教學志工 

 

3. 國三 K 書課表(7/11-8/4) 

時間/日期 7/11.18.25.8/1(一) 7/12.19.26.8/2(二) 7/13.20.27.8/3(三) 7/14.21.28.8/4(四) 

0700-0900  盥洗、早餐、分享 

0900-1000 英文(字彙與閱讀) 英文(字彙與閱讀) 英文(字彙與閱讀) 英文(字彙與閱讀) 

1000-1200 數學(課本講義例題) 
生物(閱讀課本講義.

整理筆記) 
數學(課本講義例題) 

理化(閱讀課本講

義.整理筆記) 

1200-1400 午餐、整理環境、午休 

1400-1500 數學(課本講義例題) 生物(上課/練習題) 數學(課本講義例題) 理化(上課/練習題) 

1500-1600 數學(會考題型練習) 生物(上課/練習題) 數學(會考題型練習) 理化(上課/練習題) 

1600-1700 數學(會考題檢討) 生物(上課/練習題) 數學(會考題檢討) 整理環境、賦歸 

1700-1900 運動、盥洗、整理環境、晚餐 數學會考題檢討、

生物和理化上課老

師：謝旻汎 
1900-2200 國文社會共讀/自習 國文社會共讀/自習 國文社會共讀/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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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原聲家長： 

  孩子們升九年級的暑假，以及升高一的暑假，決定了未來一年的課業是否能順利。在暑

假重新打好基礎，暑假結束後才能較順利地「接軌」，聽得懂老師上課的內容。反之，若浪

費了暑假的時間，沒有讀書學習，或是即使有讀書，但是三心二意、專注度不足、深度不

夠，那麼開學後的生活，一定會十分艱辛。我們希望孩子在自信心中成長，而不是一連串的

課業打擊，所以，我們要幫助孩子準備好自己。 

  部落沒有都市的大型圖書館，或是 K 書中心，所以這些年來，原聲 Jessica 老師總是利

用假期，帶著孩子們前往台北的個人教室，專注讀書。因為，一個寧靜的場所、一組適合讀

書的桌椅，是孩子能夠長時間專注閱讀的重要條件。若能加上用功的同學互相激勵、老師隨

時解惑，那又是更難得的環境了。 

  所以，這個暑假，原聲要在羅娜國小設置一個 K 書教室，營造一個適合長時間專注閱

讀的場所，讓有心想要用功的學生有合適的環境，同時，教室內一定有一位師長或家長管理

教室內的學生行為，維護學習環境的品質。對於即將升九年級的孩子們，原聲規劃了課表，

帶著大家補足過去可能沒有打好的基礎，期勉能夠以最佳狀態迎戰國中生活的最後一年。 

 

九年級導師 謝旻汎敬上 

 

以下是 K 書教室開放時間與規定(請特別注意)： 

7/11(一)~7/14(四)，7/18(一)~7/21(四)，7/25(一)~7/28(四)，8/1(一)~8/4(四) 

1. 全體住宿於羅娜國小，餐點由原聲供應。 

2. 嚴禁遲到、早退、缺席。 

3. 請攜帶手機、健保卡、水杯，手機到校交與師長保管，週四下午領回 

4. 第一週需攜帶七年級各科課本、講義、自修 

5. 學生須維持教室寧靜，不干擾他人 

 

學習成果 

2016 年學生升學概況 

1. 高三生 

序 姓名 性別 族群 入學年/月/屆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1 谷佳芳 女 布農 2008/05/1st 潭南 水里 中二中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

學系 

2 司侑宗 男 布農 2008/05/1st 水里 立人 立人高中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3 松瑋恩 女 布農 2008/05/1st 新鄉 同富 中二中 新北市真理大學運動管理學系 

4 史婉蓉 女 布農 2008/05/1st 東埔 同富 竹山高中 彰化縣大葉大學造形藝術系 

5 伊  部 女 布農 2008/05/1st 東埔 曉明 清水高中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6 謝孟庭 女 泰/布 2008/05/1st 東埔 正心 崇仁護專 
嘉義縣崇仁醫護管理專校護理科

四年級 

7 田景文 男 太/布 2008/05/1st 東埔 同富 水里商工 
新竹縣大華科技大學產學班(昇陽

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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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三生 

序 姓名 性別 族群 入學年/月/屆 國小 國中 高中 

1 田芷婷 女 漢/布 2009/01/2nd 潭南 民和 苗栗市育民工家時尚造型科建教合作班 

2 田芷恆 男 漢/布 2009/01/2nd 潭南 民和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五專部輪機科 

3 幸于辰 男 布農 2009/01/2nd 潭南 民和 台中高工冷凍空調科 

4 全襄柔 女 布農 2009/01/2nd 雙龍 水里 台北明倫高中 

5 幸雪芬 女 布農 2009/01/2nd 地利 民和 台北景文高中 

6 松昱希 男 布農 2009/01/2nd 地利 水里 台中興大附中 

7 司季欣 女 布農 2009/01/2nd 水里 立人 台中女中 

8 松憓婷 女 布農 2009/01/2nd 新鄉 信義 南投中興高中 

9 松雅各 男 布農 2009/01/2nd 新鄉 信義 南投中興高中 

10 司佩婷 女 布農 2009/01/2nd 羅娜 同富 台中文華高中 

11 史勇祥 男 布農 2009/01/2nd 羅娜 同富 台中青年高中汽車科 

12 甘詠祈 女 鄒/布 2009/01/2nd 久美 同富 台中西苑高中 

13 伍  瀚 男 布農 2009/01/2nd 久美 同富 台中一中 

14 林巧蝶 女 賽/布 2009/01/2nd 東埔 四育 台中女中 

 

家長事務 

1. 辦理親職教育：2016 年舉行 5 次(1/17、3/6、6/26、7/21、9/4)，家長出席率達 90%。 

2. 以部落為單位，選出 9 位家長委員組成家長會，並輪流至學校擔任餐廚志工。 

 

 

 

 

 

 

 

 

 

 

 

序 部落 委員 身分 子女 職務 

1 潭南 林佳文 母 幸琳茹、幸美茹、幸明仁、幸明山 副會長 

2 地利 司秀華 母 米靖恩 委員 

3 雙龍、人和 幸雅群 母 谷洛克、谷尼安 委員 

4 明德、豐丘 金全慶 父 金家儀 會長 

5 新鄉 伍珍珍 父 全聖煜 委員 

6 羅娜 王志堅 母 王  讓 委員 

7 久美 全蘭芳 母 史沅臻、史沅蓉、史念恩、史祥恩 委員 

8 望鄉 鄭意薌 母 鄔  歷、伊  畢 委員 

9 東埔 伍順良 父 伍  恩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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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工作紀事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1/1-2 高中生來台北麥偲克補習班複習課業 Jessica、藍蔚 

1/5 舞台組志工至圓山飯店場勘(黑導、皓玫、武錚) 

靖天電視江涵妤總經理說明原聲與張信哲合作事宜 

小呂 

阿貫 

1/6-8 台東 南投縣原住民國中小校長至台東賓茂國中.公東高工.均一

中小學教育參訪(Bukut、Uli、Balan、彩霞) 

小呂、藍蔚、阿貫 

1/9-10 

上山 

TutorABC 遠距教學 

期末家長座談會 

小呂、藍蔚 

1/11 台北稻香扶輪社演講 小呂、彩霞、阿貫 

1/12 討論建校計畫@協辦 Bukut、阿貫 

1/13 與辜懷箴討論休斯頓演出場地(Bukut 校長、趙翠慧) 藍蔚、阿貫 

1/16 召開第 3 屆第 10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  

1/19 1000-1200 教育部-原住民實驗教育會議(藍蔚、阿貫) 

1400-1630 數位學伴分享討論會(小呂、藍蔚、阿貫、彩

霞) 

 

1/21-22 合唱及打擊樂學習營  

1/23 1400-1630 於建中資源大樓五樓召開第 3 屆第 2 次會員大

會暨成果發表會 

1700-2000 華新扶輪社 RYLA 交流演出@圓山飯店 

 

1/24 TutorABC 公益音樂會  

1/31 景優班成果發表會@表演 36 房、Uli、Jessica  

2/1-4 傳統文化學習營  

2/1-2 上山 李守信(小白老師)、雙雙、Laura Teddy 

2/3 1000-1200 微熱山丘台北民生店會議 Teddy、藍蔚、阿貫 

2/4-5 原聲音樂學校家長台東農業觀摩學習 阿滿、Uli、Balan 

2/12 206 台南震災義演 宜靜、小呂、阿貫 

2/15 1930-2100 景優表演 36 房場勘 小呂、皓玫、武錚 

2/16 1430-1630 文曄基金會楊董至協辦討論原聲演出事宜 淑媛、阿貫 

2/18 1400-1700 玉山星空音樂會舞台組第 1 次籌備會 舞台組志工 

2/19 1200-1400 天和扶輪社演講 

1400-1700 台大服務課內容討論@協辦 

 

2/23 1200-1400 元大文教基金會聚餐 小呂、彩霞 

2/24 1200-1730 文曄教育基金會拜會 Vocal Asia 討論原聲國家

音樂廳演唱事宜 

1830-2030 遠距課輔數位學伴研習 

阿貫 

 

小呂、彩霞 

2/25 上山 1400-1600 玉山星空音樂會第 1 次籌備會@羅娜村辦公室 Teddy、藍蔚、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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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  作  項  目 備註 

2/26 1030-1200 應徵英文老師試教面談@羅娜國小(藍蔚) 

1330-1530 實驗學校公聽會@東埔國小 

1400-1600 2017 原住民海外遊學籌備會@公益平台 

Teddy、祥興、藍

蔚 

小呂、彩霞 

2/29 1000-1200 原聲建中成長營運作討論會@協辦 春木、Jessica 

3/1 1900-2100 玉山星空音樂會舞台組 2 籌@協辦  

3/4-6 上山 3/4 上山-梅子夢工廠、GO 比爾民宿、全秋雄 

3/5 原聲 104 下學期開課-上山 

3/6 1000-1400 孫蘭英、胡孫莒(Shirley)上山探訪受助生 

   1100-1200 李宗玥率大陸藝術團交流 

   1300-1330 高中升學說明會 

   1330-1400 新生家長說明會 

   1400-1600 家長座談會 

 

3/7 1400-2000 討論玉山星空音樂會影片、文宣 祥興、Teddy 

3/8 參觀大溪方濟生活園區 小呂、藍蔚、阿貫 

3/9 1500-1700 拜訪高雄市教育局范巽綠局長(Teddy) 藍蔚、阿貫 

3/10 1200-1400 保安扶輪社演講  

3/11 上山 1400-1600 玉山星空音樂會二籌@羅娜村辦公室 

1600-1800 玉山星空音樂會舞台組 3 籌@羅娜國小 

藍蔚、阿貫 

舞台組、表演組 

3/12 召開第 3 屆第 11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  

3/18-20 

上山 

3/18-19 哈薩克族童聲合唱團參加音樂會 

3/19 玉山星空音樂會 

日本東京霞關獅子會、德國華德福音樂老師 Markus 訪視 

 

3/22 松禾基金會來訪@協辦/小呂、彩霞、藍蔚、阿貫  

3/23 0900-1730 訪雲林樟湖國中小/小呂、和道、藍蔚、阿貫 

1300-1700 自律聯盟會員大會/彩霞 

 

3/24 小英教育基金會陳德愉來訪/和道、阿貫  

3/25 0930-1100 與公益平台昱樺討論美國遊學簡章@協辦 

1130-1430 古亭+慈恩扶輪社演講 

小呂、彩霞、阿貫 

3/26 0900-1530 拜會淡水雲門劇場/和道、小呂、藍蔚、阿貫  

3/28 0930-1130 原住民海外遊學計畫 zoom 線上會議 彩霞、藍蔚、阿貫 

3/30 1030-1130 Jiun Hu Foundation 來訪@協辦 彩霞、和道、阿貫 

4/1 1400-1600 台達電技職數位教學經驗分享會 小呂、彩霞、藍蔚 

4/6-7 Uli 參加研習/善意溝通國際研討會  

4/9-10 上山 一克拉基金會訪視原聲+ Lulu 團長來訪  

4/10 原聲建中成長營第二次籌備會  

4/11 1400-1500 訪原點麵包-Lulu 團長 和道、藍蔚、阿貫 

4/13 1200-1400 台中省都扶輪社演講/小呂、Uli、Umav 阿貫 

4/14 1200-1430 群眾募資討論/綸有、和道 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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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  作  項  目 備註 

4/15 1130-1330 微熱山丘音樂會討論 小呂、阿貫 

4/17 1430-1600 3480 地區 10 分區推薦本會申請扶輪全球奬助金 

1530-1630 東埔部落會議/阿滿、Bukut 

 

4/19 1500-1700 美巡工作會議/小呂、藍蔚、阿貫  

4/20 0820-1700 去國稅局南投分局送 103 年財報資料(藍蔚、小呂) 

1000-1430 拜會潘冀建築師事務所(阿貫) 

 

4/26 1400-1600 拜訪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藍蔚、阿貫 

4/27 0900-1500 微熱山丘音響場勘 

1500-2000 赴高雄討論 8/21 音樂會 

小呂、藍蔚、阿貫 

4/28-29 

上山 

4/28 至民和國中討論遠距課輔/小呂、和道、藍蔚、阿貫 

     李志勳伉儷上山訪視 

4/29  0800-1000 探訪伍樹水沙里仙茶園 

 

5/1 0930-1200 原聲建中成長營第三次籌備會 

1430-2330 打擊樂團參加長豐公司公益晚宴 

小呂、彩霞、藍

蔚、Umav、阿貫 

5/3 公辦民營實驗學校評估會議@中興新村光復國小 小呂、藍蔚、阿貫 

5/7 1400-1500 打擊樂團參加南投縣教育處舉辦活動  

5/14 微熱山丘村民市集音樂會  

5/16 1330-1500 梵斯訂製原聲制服/藍蔚、阿貫 

1330-1700 東埔原聲實驗學校公聽會取消(對家長說明) 

 

5/18 1400-1700 原住民海外遊學報名者資料初審@公益平台 藍蔚、阿貫、彩霞 

5/19 拜訪台東霧鹿國小利稻分校/和道、藍蔚、阿貫  

5/20 1200 公布原住民海外遊學初審通過名單  

5/23 1400-1600 拜會 Thomas Tan (Adviser Bankers Association of 

ROC) 

和道、藍蔚、阿貫 

5/25 1500-1730 學思達觀課及拜訪張輝誠老師@中山女高 藍蔚、阿貫 

5/27 1400-1600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會議 藍蔚、阿貫 

5/28 原住民海外遊學複審面試@公益平台/小呂、和道、彩霞、藍

蔚、阿貫 

 

5/29 1400-1600 原聲阿卡團第一次練唱 阿貫 

6/5 0930-1200 原聲建中成長營第 4 次籌備會 彩霞 

6/5 合唱團一班集訓  

6/8-12 國中生端午連假北上讀書 Uli、Umav、Jessica 

6/20 1130-1400 李志勳來協辦討論原聲大學生事宜/阿貫 

1400-1700 觀摩淡水新市國小校社校園規劃/小呂、阿貫 

1900-2130 台大[服務學習]下學期課程討論/王俊能教授 

 

 

彩霞、藍蔚 

6/21 1400-1600 利稻分校贊助人林聖甦來訪協辦/阿貫 

1800-2100 林武田董事長榮退餐會/小呂、藍蔚、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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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  作  項  目 備註 

6/22 1400-1600 雙連教會場勘/皓玫、武錚 阿貫 

6/23 0900-2130 苗栗聯合大學建築系東埔實驗小學校園規劃評圖

/Teddy、祥興、小呂、阿貫 

 

6/26 上山 送英文課本之 BMW 車隊上山—丁正蓉老師引介 

1330-1630 期末家長座談會 

 

6/27 1600-1630 去立法院 Kolas Yutaka 辦公室送美巡申請原民會

補助文件/阿貫 

1800-2030 台大志工服務課期末分享/ Uli、Umav 

 

小呂、彩霞、藍蔚 

6/28 1000-1130 文曄基金會-國家音樂廳音樂會籌備會議 阿貫、彩霞 

6/29 1300-1500 原住民遊學團暑期課程視訊會議 

1500-1700 遠距課輔數位學伴分享會 

小呂、彩霞、藍

蔚、阿貫 

7/1-3 美巡合唱團員集訓(宿羅娜國小)  

7/2 第 3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2 次會議  

7/2-3 原聲建中成長營行前籌備會@建中  

7/4-7 上山 原聲建中成長營@東埔國小(因尼伯特颱風提前一天拔營) 

7/5 潘冀建築師孫寶年教授伉儷上山訪視 

   星島電台曾智寧越洋電訪 Bukut 團長 

小呂、阿貫 

7/10 上山 原住民遊學團第一次培訓報到@羅娜國小  

7/11-14 

上山 

國際志工--英文學習營(第一週) 

原住民海外遊學團培訓 

7/12 1230-1600 拜會林明溱縣長-銘傳大學校慶音樂會支援 

   1630-1800 同富國中原鄉小廚師計畫討論會 

   2000-2100 原聲實驗學校未來發展討論會 

小呂、阿貫 

 

 

藍蔚、阿貫、阿

滿、Bukut 

7/15 木蘭社演講@華漾飯店 

梵斯製衣廠退貨—制服 logo 印刷歪斜 

小呂、藍蔚、阿貫 

7/18-21 

上山 

國際志工--英文學習營(第二週) 

原住民海外遊學團培訓 

小呂、阿貫 

7/23-24 雙連教會慈善音樂會  

7/27-8/12 美國五城/聖荷西、華府、紐約、達拉斯、休斯頓巡迴演出  

8/15-18 數學學習營  

8/16 高雄中鋼人文講座演講 柏哖、小呂、阿貫 

8/17 1300-1700 對八方雲集獎助金高一受助生講課 阿貫 

8/19-20 參加台東 A cappella festival 阿貫 

8/20-21 高雄至德堂專場音樂會/祥興、Teddy、黑導 小呂、阿貫 

8/25 合唱團美國巡演南投縣政府授旗記者會 祥興、Teddy 

8/26 0830-1300 楊文貞監事追思會 

1300-1700 對八方雲集獎助金大一受助生講課 

原聲員工 

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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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  作  項  目 備註 

8/28 10:00-11:30 與胡卓君討論香港音樂會 阿貫 

8/29 討論明年赴大陸演出行程@Vocal Asia 辦公室 藍蔚、阿貫 

9/2 台大王教授與建中營幹部討論未來原聲社團之發展 

拜訪雅丰診所院長討論助養原聲學生事宜 

彩霞、藍蔚 

阿貫 

9/3 第 3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3 次會議  

9/6-11 去中國大陸場勘/上海-敦煌-阿克塞-西安-深圳 阿貫 

9/12 0930-1100 與楊女士討論贊助事宜 藍蔚、阿貫 

9/13 1200-1330 台大服務課說明會 

1600-1900 與胡卓君討論香港音樂會@曦爵 

1830-2100 遠距課輔期初研習-第一梯次 

小呂、彩霞、藍蔚 

阿貫 

小呂、彩霞、藍蔚 

9/19 1830-2100 台大志工行前訓練會 

1300-1600 同富國中原鄉小廚當家計畫開班典禮 

小呂、彩霞、藍蔚 

9/22 0930-1130 雙連教會松年大學演講 阿貫 

9/24-25 

上山 

9/24 原聲開課 

9/25 1330-1600 期初家長座談會 

小呂、藍蔚、阿貫 

9/26 1730-1900 台大服務課觀課遠距大學伴討論會 

1900-2200 遠距課輔期初研習-第二梯次 

小呂、彩霞、藍蔚 

10/1 1800-1900 原住民遊學團線上會議 彩霞、藍蔚、阿貫 

10/2 1100-1330 快樂髮廊義剪 Uli, Umav 

10/5 數位力 3.0 啟動未來自主 i 學習研習/Uli 彩霞、藍蔚、阿貫 

10/7 1300-1430 仁濟安養院場勘 

1430-1600 佳醫護理之家ㄧ樓國際會議廳場勘 

小呂、藍蔚、阿貫 

10/8 1530-1630 UWC 世界聯合學院招生說明/Jessica 

1700-2200 高中生溫書會聚餐/Teddy 

藍蔚、阿貫 

10/15-16 

上山 

10/15 0800-1200 原住民海外遊學團線上培訓 

志勳伉儷、曉明伉儷、詹 K 伉儷上山/和道 

昱樺、彩霞 

小呂、藍蔚、阿貫 

10/18 1030-1430 拜訪台北基督學院/和道 

1500-1600 台大管院場勘/和道 

小呂、藍蔚、阿貫 

10/19 0930-1100 拜訪普仁基金會 彩霞、藍蔚、阿貫 

10/23 1300-1500 美巡原聲之友僑務委員聚餐/和道、美智 小呂、藍蔚、阿貫 

10/26 0930-1230 新北市大眾交響樂協會捐款典禮/和道、佑媽 藍蔚、阿貫 

10/28 1200-1330 林久恩長老會面/和道 

1700-1800 原住民海外遊學團 ZOOM 遠距軟體線上研習 

 

彩霞 

10/29 1000-1130 與耶魯模聯羅亦甯視訊會議 

原住民海外遊學團線上英語培訓開課(至 2017/1/22 止) 

阿貫 

11/4-6 

上山 

11/5 打擊樂團於中台灣農博會開幕表演/和道、Teddy、祥興 

合唱團欣賞 WSK(布魯克納團)音樂會並致贈禮物@中興堂 

11/6 華府原聲之友王光蓉伉儷及陸蒓之上山訪視原聲 

小呂、藍蔚、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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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  作  項  目 備註 

11/9 0830-1000 與東博資本集團執行長會談 阿貫 

11/11 1230-1500 拜訪信驊科技公司執行長 阿貫 

11/13 1330-1500 台大電機蔡學長訪協辦 藍蔚、阿貫 

11/14 0930-1010 去智榮基金會評估是否需 Partition 

1900-2100 與香港太平紳士蕭烱柱討論音樂會合作事宜 

彩霞、藍蔚 

藍蔚、阿貫 

11/16 0930-1030 去智榮基金會搬二手辦公家具 小呂、彩霞、藍蔚 

11/18 0930-1230 與東博資本集團執行長討論演講內容 

1900-2100 華山農業文創店開幕/明榮 

阿貫 

11/19-20 

上山 

11/19 品家家品設計總監 Spencer 

11/20 1000-1130 賴建築師望鄕教會主日分享 

小呂、藍蔚、阿貫 

11/21 1630-2130 東博資本年會演講 rehearsal/祥興、柏哖 小呂、阿貫 

11/22 1530-1700 東博資本年會演講 小呂、阿貫 

11/24 0830-1230 與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會談 小呂、阿貫 

11/26-27 原住民遊學團會面培訓課@公益平台基金會/昱樺、彩霞 小呂、藍蔚、阿貫 

11/28 1000-1130 拜訪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 藍蔚、阿貫 

12/1 1600-1800 拜會李哲藝及舞台組會議 小呂、藍蔚、阿貫 

12/3-4 合唱團台北公益音樂會 

12/3 0930-0940 國家圖書館台灣閱讀節及嘉年華會 

    1620-1635 阿嬤家博物館開館慈善募款演唱會 

    1930-2130 南松山天主堂 62 周年堂慶音樂會 

12/4 1000-1030 仁濟安老所 

    1415-1445 臺大 EMBA 校友基金會慈善音樂會 

 

12/8 智榮基金會張奕昌專員訪視同富國中小廚師班 小呂、藍蔚、阿貫 

12/14 1300-1500 銘傳大學逸仙堂及基河會館場勘 小呂、藍蔚、阿貫 

12/17 合唱團台南遠東集團群英會表演 

原住民遊學團線上培訓課 

小呂、藍蔚、阿貫 

12/21 1200-1430 永安社演講 

1800-2000 台大服務課期末心得分享會議 

小呂、彩霞、阿貫 

小呂、彩霞、藍蔚 

12/24-25 華府榮星合唱團上山交流 小呂、藍蔚、阿貫 

12/26 1700-1900 與胡卓君討論香港音樂會事宜 藍蔚、阿貫 

12/29 1200-1430 波茲南男孩合唱團行程會議/靜芳、美智 阿貫 

12/30-31 原聲高一生林巧蝶北上參加 UWC 面試 藍蔚 

※經常性工作： 

1. 每月 1 日支付辦公室租金（轉帳） 

2. 每月 18 日信用卡捐款授權日 

3. 每月 30 日支付教師授課鐘點費（轉帳）、員林客運學生專車費（支票）及餐點菜金 

4. 每週統計學生出席率及作業繳交情形，每月底繳交工作日誌 

5. 志工上山前一日辦理旅遊平安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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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7 年工作計畫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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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5 月在南投縣信義鄉玉山山腳成立，目前借用信義鄉羅娜國小及東埔國小校舍上課。每年

2 月招收信義鄉各部落小學二年級的原住民學童（約 7 成為布農族籍），其中近 9 成來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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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社會等學科的課業輔導，並利用音樂教學陶冶性情，傳承族群文化。期望培育孩子學習

實力，擁有選擇未來人生的能力和權利，直到他們大學畢業。 

    原聲音樂學校下設童聲合唱團、打擊樂團及 A cappella(阿卡貝拉)人聲樂團，以音樂作

為學校特色而言，可謂已初具雛型，最終目標為成立原住民特色實驗學校。 

 

組織 

會員大會 91 人 

理事會 15 人 監事會 5 人 

理事長 

洪春滿 

監事會主席 

黃  生 

行政組 音樂學校 163 人 

洪春滿校長 

合唱團 

一團馬彼得團長 

伴奏趙慧菁 

二團張芳慈 
 

會計組 

秘書長 

孫藍蔚 

大一 7、十二 8、十一 12、十 14 

九 13、八 17、七 13、六 18 

五 18、四 11、三 12、小二 20 

執行秘書 

教導馬慧如 

總務伍宇暄 

行政李彩霞 

打擊樂團 

陳姿伶 

會計裘友棣 

A cappella 團 

劉郁如 

志工團 

舞台組志工 

攝影師呂克勝 

台大王俊能教授

服務課學生 

高、國中導師 

蕭淑敏、謝旻汎 

馬慧如、洪春滿 

教育組.資訊組

募款組.活動組 

法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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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南投縣信義鄉及水里鄉各部落原住民學生 

1. 人數：2016 年 12 月小三至大一為 143 人(大一 7、高中 34、國中 43、國小 59) 

2008.5 第 1 次招生，錄取小二~四 42 人(2016.8 升高二~大一餘 27，留校率 64%) 

2009.2 第 2 次招生，錄取小二 21 人(2016.8 升十年級餘 14 人，留校率 67%) 

2010.2 第 3 次招生，錄取小二 25 人(2016.8 升九年級餘 13 人，留校率 52%) 

2011.2 第 4 次招生，錄取小二 25 人(2016.8 升八年級餘 17 人，留校率 68%) 

2012.2 第 5 次招生，錄取小二 20 人(2016.8 升七年級餘 13 人，留校率 65%) 

2013.2 第 6 次招生，錄取小二 25 人(2016.8 升六年級餘 18 人，留校率 72%) 

2014.2 第 7 次招生，錄取小二 20 人(2016.8 升五年級餘 18 人，留校率 90%) 

2015.2 第 8 次招生，錄取小二 20 人(2016.8 升四年級餘 11 人，留校率 55%) 

2016.2 第 9 次招生，錄取小二 17 人(2016.8 升三年級餘 12 人，留校率 71%) 

2017.2 第 10 次招生，預計錄取小二 20 人平均留校率為 143/215=67% 

 

性別 大一 12 11 10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合計 

女 5 4 11 8 11 10 6 9 9 8 4 85 

男 2 4 1 6 2 7 7 9 9 3 8 58 

合計 7 8 12 14 13 17 13 18 18 11 12 143 

 

2. 背景：所屬部落、家庭環境 

部落 大一 12 11 10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合計 

潭南 1 2 2 3 1 1 1 2 2   15 

雙龍    1 2 1 3 1 1 2 1 12 

地利  3 1 2 2 2   2   12 

人和       1  1   2 

明德 1  1 1 2 2 1 3 2 1 2 16 

豐丘      2  1 1   4 

新鄉 1   2  1 1  1   6 

羅娜   3 2 2 2 3 3 2 2 1 20 

久美  1 1 2 1 3 1 2 3 2 4 20 

望鄉   2  2 1 1 1 1 2 4 14 

東埔 4 2 2 1 1 2 1 5 2 2  22 

合計 7 8 12 14 13 17 13 18 18 11 12 143 

 

家境 大一 12 11 10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合計 % 

低收入 5 8 10 11 9 15 11 15 14 10 9 117 82 

小康 2 0 2 3 4 2 2 3 4 1 3 26 18 

合計 7 8 12 14 13 17 13 18 18 11 12 1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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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名單 

計畫目標 

依據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300177151 號公布之「公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全國各國民中小學皆可據以申請辦理。本協會期望於三年內

成立原住民特色實體驗學校，以下為 2017 年目標重點。 

 

◎培養原住民典範人才 

一、配合「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擬於 2018 年 2 月提出申辦計

畫，規劃校園建築配置，設計校舍及景觀。 

人數 年級 學生姓名 

7 大一 谷佳芳 司侑宗 松瑋恩 田景文 史婉容 伊部．塔給鹿敦 謝孟庭  

8 十二 谷皓傑 幸琳茹 幸念緹 全心潔 全雅安 史志祥 史凱文 謝韶翔  

12 十一 
司念祖 松皓淵 幸詩涵 司季璇 王卉軒 司莉君    

司孟奾 史 庭 松夢葶 松夢筑 田雨卉 伍冠因    

14 十 
田芷恆 田芷婷 幸于辰 幸雪芬 松昱希 全襄柔 司季欣   

松憓婷 松雅各 司佩婷 史勇祥 甘詠祈 伍 瀚 林巧蝶   

13 九 
幸美茹 松昱蕎 幸雪芳 申 薇 全襄娃 全芷芸 全唯芯   

李羽妃 石伯華 何瑞耘 全 芊 松慈媗 伍宇欣    

17 八 

幸明仁 全雅平 松詠婕 史嘉馨 伍曉葳 全家榆 松鈺婷   

松雅德 伍承琳 伍邵恩 全文祥 尤蘇諾·乃佳納 何家程   

林郁家 松慈芸 伍 恩 釀恩·塔給鹿敦     

13 七 
谷巧玟 全郁華 金芊璦 賴念慈 司曄宇 田有宏 全聖煜   

伍恩婕 史俊祥 李  謙 林芷柔 松慈霖 伍約翰    

18 六 
幸明山 松冠銘 谷  薰 谷洛克 金家儀 田祈宏 全光榮 向  萱 呂宇澤 

陽詠智 林采萱 馬妤芯 全詩婷 史  灝 方  琪 方  圓 伍書韓 伍皓詳 

18 五 
幸舒妃 辜歆菲 米靖恩 松毓傑 司曄恩 金右翊 全若綺 田紹凱 史念恩 

史祥恩 松耀祖 史玥兒 王  讓 馬沛羽 林凡羽 伍奇浩 司念妮 谷尼安 

11 四 
全郁芯 幸晴楓 伍雨蕎 呂欣妤 張可軒 方逸曦    

林昕緹 鄔歷·伊斯卡卡夫特 全偉杰 司瑞克 伍孝軍   

12 三 
全襄恩 金羿崴 田道宏 依畢˙依斯卡卡夫特 王  諾   

史沅蓁 史沅蓉 全偉亮 全偉恩 全敬畏 顏韻欣 史彥恩   

20 二 

谷  璿 米靖璇 谷睿喆 金右翎 全孝媗 伍俊翰 伍聖霖   

松映彤 金  靈 田  晴 全豪傑 張可晉 史采玉 王  靜   

松巧妍 王  磊 史恩祥 司曄箴 幸侑晞 全芷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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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耶魯大學模擬聯合國大會團隊(Yale Model United Nations; YMUN)合作，甄選 10 名高

中生參加明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於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之聯合國模擬會議(p.42)。 

三、推薦學生參加世界聯合學院(United World Colleges)新生甄選(p.43)。 

四、繼續與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合作辦理原住民青年海外遊學實施計畫(p.44)。 

五、支援信義國中、同富國中及民和國中遠距課輔：招募台大學生利用中華電信基金會提供

之 Joinnet 視訊平台擔任三所國中學生每週一至週五晚自習之線上家教「數位學伴」

(p.44)。 

六、針對高中生量身打造個別輔導課：為下山就讀高中部之學生聘請所需輔導科目之家教，

由協會負擔教師鐘點費，以彌補與平地學生間之學習落差。 

七、輔導國三學生生涯探索，選擇適當升學進路：13 位九年級學生於 2017 年暑假將升入高

中職就讀，需密切關注其學習狀況，並與家長及學生充分討論，依其性向、能力選擇適

當志願。 

八、支援部落藝文體育活動：舉辦玉山星空音樂會、同富國中原鄉小廚計畫(p.44)、同富國

中拳擊隊訓練計畫(p.44)。 

◎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 

一、製作歷年出版專輯精選：從已出版之 3 份合唱專輯中，選擇若干經典曲目儲存於 USB 

Flash Drive，作為傳揚原聲天籟或贈送贊助者之禮物。 

二、合唱團赴中國巡演：預定於 2017 年 7 月底至 8 月上旬赴上海、敦煌、阿克塞自治縣、

深圳、香港等地巡演(p.44)。 

三、打擊樂團首度出訪：預定於 2017 年 7 月底至 8 月上旬與合唱團聯袂赴上海、敦煌、阿

克塞自治縣、深圳、香港等地巡演(p.44)。 

實施辦法 

一、課程 

1. 學期中：數學、英文及語文依能力分班，音樂課分為合唱一、二班及打擊樂團

 

 

※國二、三：每週一~四晚進行數位學伴遠距課業輔導 

2. 寒暑假 

寒假：1 週冬令營（傳統文化課） 

暑假：1 週夏令營（與台北市建國中學人文社會資優班長期合作辦理） 

暑假：5 週學習營，每週全日上課四天，實施數學、英語及合唱、打擊樂教學、出國巡

演 2 週 

二、合唱團及打擊樂團 

星期六 國二、三 國一 國小 

0830-1200 數學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20-1610 理化 
合唱 

生物(1 次/月) 

合唱 

打擊樂 

1620-1710 作業時間 

1710-2000 沐浴、晚餐、閱讀、打掃 

2000-2130 少年團契、小品音樂會、電影欣賞 

2130- 就寢 

星期日 國二、三 國一 國小 

0700-0800 起床、早餐、運動 

0810-1000 理化 語文、閱讀 

1010-1200 作業時間 合唱 

1200-1250 午餐、午休 

1300-1550 英文 

1550-1610 打掃、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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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唱團(一團)：指揮—馬彼得、鋼琴伴奏—趙慧菁 

 (1)十八姑娘（客語） 

 (2)火金姑叼位去（台語） 

 (3)愛情樹（國語） 

 (4)隱形的翅膀（國語） 

 (5)童年（國語） 

 (6)獵者之歌（布農語） 

2. 打擊樂團：指導老師—陳姿伶 

傳統打擊：杵音、原始之聲合奏 

生活器材打擊：Talkin'Trash、Double Dribble  

木琴小曲：Tanz der Gummibarchen、Polka、Walzer、Ententanz 

鼓的三重奏：After Math、鼓的四重奏：Bucket Brigade 

合奏曲：原住民組曲、Tijuana Samba 提華納森巴 

   3. A cappella 人聲樂團：指導老師—劉郁如 

(1)樂理：音感、節奏感、讀譜訓練 

(2)練習 A Cappella 曲目 

(3)練習 A Cappella 簡易編曲 

(4)練習 Beat-box 人聲伴奏 

 

三、師資 

1. 行政人員 

校長：洪春滿—校務及語文、閱讀課程 

秘書：Uli 馬慧如—學校教務、學務、輔導及家長聯絡事宜 

秘書：Puni 伍宇暄—學校庶務、財務及志工事宜 

秘書：李彩霞—協會行政業務及出納 

2. 學科教師 

 

 

 

 

 

數學：林宜城(南投漳興國小校長)、林麗敏、蕭玉鳳、林麗娟、郭淑芬、 

王瑞(以上為清水國小、漳興國小、中寮國小教師) 

英文：蕭淑敏(台北補習班教師)、蕭慧鈞(台北大安國中教師) 

蔡依倫(兒童美語班教師)、司秀梅(信義國中教師) 

黃翊禎(兒童美語班教師)、林惠琳(兒童美語班教師) 

吳姵穎(基隆銘傳國中教師)、張佳翎(兒童美語班教師) 

理化：謝旻汎(信義國中理化教師) 

生物：薛如娟(北一女退休教師) 

合唱：馬彼得(羅娜國小校長)、趙慧菁(台中市北屯國小音樂教師) 

張芳慈(南投縣竹山國中音樂教師) 

 9 年級 8 年級 7 年級 6 年級 5 年級 4 年級 3 年級 2 年級 

數學 謝旻汎 徐鵬凱 林宜城 王瑞 林麗敏 蕭玉鳳 林麗娟 郭淑芬 

英文 蕭淑敏 蕭慧鈞 蔡依倫 司秀梅 黃翊禎 林惠琳 吳姵穎 張佳翎 

導師 謝旻汎 馬慧如 洪春滿 -- -- -- -- -- 

(7)kulumaha 回家吧（布農語） 

(8)A Light Inside（英語） 

(9)I will follow you（英語） 

(10)Edelweiss（英語） 

(11)Vivaldi: Gloria（拉丁語） 

(12) Rossini: La Carità（義大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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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樂：陳姿伶(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團員) 

A cappella：劉郁如(Voco Novo 團長) 

 

四、校外教學及演出 

1. 表演活動結合校外教學參觀等多元學習活動，以拓展視野，薰陶素養。 

2. 年度專場演出次數限制為 8 次，以不影響課程及學生作息為原則。 

3. 參加公益活動，以教導學生感恩回饋。 

   4. 預定活動 

日期(星期) 活動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1/9(一) 銘傳大學校慶音樂會 銘傳大學逸仙堂 銘傳大學 

1/20-24(五-二) 音樂學習營 羅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1/22-23(日-一) 大小學伴相見歡 羅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1/24-26(二-四) 原住民遊學團培訓 義守大學 公益平台+原聲教育協會 

2/11(六) 原聲音樂學校開課 羅娜國小 原聲音樂學校 

3/5(日) 新生入學、家長座談會 羅娜國小 原聲音樂學校 

3/11(六) 第 8 屆玉山星空音樂會 羅娜國小運動場 信義鄉公所 

4/8(六) 沙鹿基督生活文化節 沙鹿聖教會 沙鹿聖教會 

4/15-16(六-日) 原住民遊學團培訓 公益平台基金會 公益平台+原聲教育協會 

4/29(六) 原聲會員大會成果發表 建國中學 原聲教育協會 

4/29(六) 再見復活音樂會 大溪方濟生活園區 台灣方濟會服務促進協會 

5/6(六) 原來是愛音樂會 微熱山丘村民市集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5/13-14(六-日) 原住民遊學團培訓 公益平台基金會 公益平台+原聲教育協會 

5/19-21(五-日) 耶魯模擬聯合國會議 劍潭活動中心 耶魯大學+原聲教育協會 

5/20(六) 玉山星空下的饗宴 同富國中運動場 同富國中 

6/10(六) 台南希望之光音樂會 台南聖教會 台南聖教會 

6/24-25(六-日) 原住民遊學團結訓授旗 公益平台基金會 公益平台+原聲教育協會 

7/1-9(六-日) 原聲建中成長營(夏令營) 東埔國小 建國中學人社班 

7/6(四) 世大運聖火傳遞演唱 塔塔加登山口 台北市政府 

7/10-13(一-四) 數學學習營 羅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7/15(六) 青商會慈善音樂會 中興新村大會堂 南投青商會 

7/17-20(一-四) 英語學習營(國際志工) 羅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7/24-27(一-四) 英語學習營(國際志工) 羅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7/29-8/14 

(六-一) 

中國大陸巡演 上海.阿克塞.深圳.

香港 

原聲教育協會 

8/15-17(二-四) 閱讀學習營 羅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9/2(六) 原聲音樂學校開課 羅娜國小 原聲教育協會 

9/16(六) 罕病基金會音樂會 台北懷恩堂 罕病基金會 

11/25(六) 瑪利亞基金會音樂會 台中勤美術館 瑪利亞基金會 

12/2(六) 國家音樂廳專場音樂會 國家音樂廳 文曄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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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落服務活動 

1. 辦理親職教育及家長讀書會 

(1) 2016 年迄今已舉行 5 次(1/17、3/6、6/26、7/21、9/25)，家長出席率達 90%。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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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及相互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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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學習並以身教做孩子榜樣。 

 

2. 舉辦玉山星空音樂會 

2017 年 3 月 11 日晚間於羅娜國小運動場舉辦，預定邀請金曲獎原住民歌手舒米恩

Suming、台灣純弦樂團、來自波蘭的波茲南少年合唱團，以及原聲打擊樂團、原聲童聲

合唱團共同演出。 

 

3. 引介資源 

(1)快樂麗康髮廊每月上山義剪 

(2)引介雅丰診所至信義鄉義診 

(3)引介逢甲大學師生團隊協助部落耆老完成部落文化紀錄及編撰講義 

(4)引介暨南大學師生團隊協助部落農人及獵人紀錄民俗植物及食材 

 

4. 詩歌頌讚 

 

 

 

計畫效益 

一、 12 年級升學狀況：8 位畢業生，預期 3 人升入普通大學，4 人進入技術學校，1 人進

入軍校。 

二、 9 年級升學狀況：13 位畢業生，預期 3 人升入高中，10 人進入技職學校。 

三、 2 年級至 9 年級學習成效 

項目 效益 指標 

知識 知道好的學習

行為 

90%孩子至少理解三項正確的學習行為（準時上學、完成作

業、認真閱讀） 

行為 實行好的學習

行為 

留校率達 80%、全勤率達 70%、閱讀課外優良讀物平均達到

40 本，最少者不低於 2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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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合唱團練習成效：複習 60 首舊曲目，學會 12 首新曲目。 

五、打擊樂團練習成效：學會 8 首打擊樂曲。 

六、學科學習成效：以教師上課紀錄、志工觀課札記、學生成長日誌及學習回饋單評量。 

  

日期 教會名稱 日期 教會名稱 

4/9(日) 沙鹿港區歸主聖教會 6/11(日) 台南聖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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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2017 年收支預算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科 目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說  明 

款項目 名稱 預算數 預算數  

1 本會收入 22,526,890  21,758,970  

1-1 入會費 0  0 不收新會員 

1-2 常年會費 107,000  91,000 1000*91 人 

1-3 捐款 20,312,000  20,738,900  

1-4 補助收入 2,000,000  800,000 申請政府補助 

1-5 其他收入 107,890  129,070  存款利息 

2 本會支出 22,526,890 21,758,970   

2-1 人事費 425,880  437,710  

2-2 辦公費 355,320  385,070   

2-3 業務費 21,745,690  20,936,190   

2-3-1 課業輔導費 4,706,690  4,657,190   

2-3-2 教材教具講義費 864,000  792,000   

2-3-3 餐點營養費 1,152,000  864,000   

2-3-4 交通旅運費 1,800,000  1,860,000   

2-3-5 獎助學金 1,033,200  993,200   

2-3-6 假期營隊活動 200,000  180,000  冬令營及夏令營 

2-3-7 教學及演出活動費 6,200,000  5,350,000  含中國巡演場租及旅費 

2-3-8 其他業務費 169,800  169,800   

2-3-9 部落服務活動費 1,380,000  1,350,000  玉山星空音樂會等 

2-3-10 業務推展費 640,000  720,000  合唱專輯製作等 

2-3-11 建校基金 3,600,000 4,000,000  

2-4 購置費 0 0  

2-6 提撥基金 0 0  

3 本期餘絀 0  0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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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說明 

一、收入 

2017 年預估所需經費較 2016 年略減少，主因去中國大陸演出旅費較便宜。目前本協會

僅以贈送專輯方式進行小額募款；未來將發展其他贈品，以增加收入。 

 

二、支出 

    2017 年較大宗支出為課業輔導費約 465 萬元多，其次為合唱團及打擊樂團赴上海、敦

煌、阿克塞自治縣、深圳及香港等地巡演，演出場地包括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及深圳大劇院

音樂廳等，其租金相當昂貴，含旅費約需五百餘萬元。此外，籌建實驗學校需土地鑑界及校

舍規劃繪圖等前置作業，此費用列為專案支出，約需 4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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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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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職志工（全數捐回協會） 

教導秘書 馬慧如 女 102.8.31 27,100 專職 

總務秘書 伍宇暄 女 106.1.1 23,000 專職 

行政秘書及出納 李彩霞 女 103.5.1 32,032 專職 

攝影紀錄 呂克勝 男 102.9.1 20,000 兼職 

會  計 裘友棣 男 103.9.1 0 兼職志工 

合   計 117,132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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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行事曆                                                 

一月 二月 三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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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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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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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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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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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新年放假 

1/9 銘傳大學音樂會及八方雲

集尾牙 

1/15 家長座談會 

1/19 休業日 

1/20-21 高中學測 

1/20-26 學習營(羅娜國小) 

1/22.23 大小學伴宿營活動 

1/23-26 原住民遊學團集訓 

1/26-1/31 放假(1/27 除夕 1/28

春節) 

2/1-10 放假 

2/11 原聲開課 

2/13 開學日 

2/18 補班補課(補 2/27) 

2/19 第 3 屆 15th 理監事聯席

會議 

2/25 合唱團練唱 

2/26 合唱團至新竹錄音 

2/25-28 二二八紀念日連假 

3/4 新生報到 

3/5 新生家長座談會 

3/9-19 波茲南少年合唱團訪

台 

3/11 第 8 屆玉山星空音樂會 

3/12 於新竹巨城與波茲南

團快閃 

3/20 公布原住民遊學團決

選名單 

3/28 銘傳大學校友會訪視

(東埔國小) 

四月 五月 六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1 2 3 4 5 6     1 2 3 

2 3 4 5 6 7 8 7 8 9 10 11 12 13 4 5 6 7 8 9 10 

9 10 11 12 13 14 15 14 15 16 17 18 19 20 11 12 13 14 15 16 17 

16 17 18 19 20 21 22 21 22 23 24 25 26 27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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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5/6 微熱山丘音樂會(其他照

常上課) 

5/12 布農日 5/14 母親節 

5/19-21 高中生參加耶魯模聯 

5/20 打擊樂團參加同富國中

玉山星空下的饗宴開場表演 

5/20-21 國中會考 

5/27-30 連假(5/30 端午節) 

5/27 復興中小學合唱團交流 

5/27 打擊樂團高雄校外教學 

6/3 補班補課(補 5/29) 

6/10 台南聖教會希望之光

音樂會 

6/11 台南聖教會主日獻詩 

6/25 原聲休業及家長座談

會 

6/28 原住民遊學團出發往

美國 

6/30 休業日 

4/1-2 合唱團及打擊樂團集訓 

4/1-4 婦幼節及清明節放假 

4/8 沙鹿基督生活文化節演出 

4/9 港區歸主聖教會獻詩 

4/16 復活節 

4/29 第 4 屆 1st 會員大會及

理監事聯席會 

4/29 成果發表及方濟音樂會 

4/30 上午電影欣賞/下午磊山

保經群英會演出 

說明：□原聲上課或校外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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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行事曆                                               

七月 八月 九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1 2 3 4 5 6      1 2 

2 3 4 5 6 7 8 7 8 9 10 11 12 13 3 4 5 6 7 8 9 

9 10 11 12 13 14 15 14 15 16 17 18 19 20 10 11 12 13 14 15 16 

16 17 18 19 20 21 22 21 22 23 24 25 26 27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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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7/29-8/14 中國大陸巡演 

8/15-18 閱讀學習營 

8/19 第 2 屆原住民遊學團心

得發表及檢討會 

8/30 開學日 

9/2 原聲始業 

9/3 家長座談會 

9/16 台北懷恩堂罕病基金

會音樂會 

9/30 補班補課(補 10/9) 

7/1-27 原住民遊學團美國遊學 

7/4-8 原聲建中成長營 

7/6 世大運聖火傳遞演唱 

7/10-13 數學學習營 

7/15 中興新村會堂音樂會 

7/17-20 英語營(國際志工) 

7/24-27 英語營(國際志工) 

7/22 第 4 屆 2nd 理監事聯席會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1 2 3 4 26 27 28 29 30 1 2 

8 9 10 11 12 13 14 5 6 7 8 9 10 11 3 4 5 6 7 8 9 

15 16 17 18 19 20 21 12 13 14 15 16 17 18 10 11 12 13 14 15 16 

22 23 24 25 26 27 28 19 20 21 22 23 24 25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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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中秋節 

10/7-10 國慶連假 

10/14 第 4 屆 3rd 理監事會議 

11/23 感恩節 

11/25 台中勤美術館瑪利亞

基金會音樂會 

11/26 發招生簡章及公函 

31       

12/2 國家音樂廳專場音樂

會(暫定) 

12/9 母語認證考試 

12/23-24 聖誕節放假 

12/30-31 新年放假 

 

※ 2017 年原聲上課日數：71 日 

1 月 7-8、14-15、21-26 6 7 月 4-6、10-13、17-20、24-27 15 

2 月 11-12、25 3 8 月 15-18 4 

3 月 4-5、11-12、25-26 6 9 月 2-3、9-10、23-24 6 

4 月 1-2、15-16、22-23 6 10 月 14-15、21-22、28-29 6 

5 月 7、20-21、27 4 11 月 4-5、11-12、18-19、26 7 

6 月 17-18、24-25 4 12 月 9-10、16-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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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YMUN 耶魯模聯》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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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s 

○ Anin, Staphany, Ben 

○ YMUN Taiwan 

■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 Organized by Ya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ociation 

■ Hosted in Chientan 

■ 500 delegates from Asia, mostly Taiwan 

■ Financial aid to increase diversity, especially among underprivileged youth 

■ Our beliefs: 

● A conference rooted in Taiwan 

● Education based conference 

■ Activities outside of committee: panels, workshops, banquet, social events 

○ Why Vox Nativa comes in 

■ Similar mission 

■ Passionate about education 

■ Helping people that have traditionally underprivileged 

● Contract 

○ YMUN Taiwan end 

■ Donations from delegates and 10% of merchandise sales 

■ Advertisement in delegate guide 

○ Vox Nativa end: 

■ Visas for international delegates - Anin’s Mom can help 

■ Speaker for opening ceremony 

■ Speaker for leadership summit to talk about Vox Nativa 

● Indigenous high school students  

○ Not more than 10 people - number has to be finalized before 2/17 

○ May not be very confident 

■ YMUN Taiwan online training program 

● YMUN Taiwan will post online videos teaching MUN 

● YMUN Taiwan will provide a platform for delegates to discuss 

● YMUN Taiwan will be available to video/ answer any questions 

■ Tiered committees 

● There will be beginner committees for inexperienced delegates 

● Beginner committee chairs are very experienced and teach more 

○ Drumming team can perform on Saturday evening 

 

大會開幕演講/臺大馮燕教授  工作坊主持人/北科大華國媛教授 

 

No. 姓名 學校 代表國家 No. 姓名 學校 代表國家 

1 幸念緹 長庚科大 UN Women 阿根廷 6 史  庭 臺中女中 UNDP 阿根廷 

2 伍  瀚 臺中一中 UN Women 泰國 7 王卉軒 興大附中 UNDP 南非 

3 松夢筑 景文高中 UN Women 南非 8 松昱希  UNDP 埃及 

4 松夢葶 文華高中 UN Women 埃及 9 林巧蝶 景文高中 ASEAN 柬埔寨 

5 全襄柔 明倫高中 UN Women 柬埔寨 10 司季欣 臺中女中 ASEAN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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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聯合學院 UWC 簡介                                        

1.問：甚麽是 UWC？ 

答：UWC 即世界聯合學院，創立於 1962 年二戰後的歐洲，發起人是德國教育學家 Kurt 

Hahn。二戰後，他意識到世界和平的一條道路就是讓不同國家地區、不同宗教、不同階層

有領導潛力的學生在 16-19 歲這個價值觀形成的時期在一起生活、學習，進而做到相互理解

和尊重，這是減少未來衝突的最好方法。 

學生通過在 UWC 學習的兩年中，將學會理解和欣賞包括自身文化在內的所有文化，並且能

夠擁抱彼此間的差異，同時學會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如何為自己的社區做出積極的貢獻，

成為一個擁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真正的世界公民。 

 

2.問：UWC 各個學院分布在哪裡？ 

答：UWC 世界聯合學院分別在以下 15 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分校：亞美尼亞，波士尼亞和黑

塞哥維那，加拿大，哥斯大黎加，德國，香港，印度，義大利，荷蘭，挪威，新加坡，南

非，美國和英國。 

 

3.問：UWC 的學生生源來自哪裡？ 

答：UWC 的學生來自 147 個不同國家和地區。每所 UWC 學院平均有 250 名年齡 15-19 歲

的學生。他們是來自 80 多個國家的學生代表，以體現世界的多樣性。 

各國學生由本國的 UWC 國家委員會擇優選拔，一般來說每所學院只有一到兩名國家代表。

學生們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種族和宗教背景。在學校你的同學可能是丹麥和約旦王子，但同

時也有泰國流浪孤兒和中國壯族農村女孩。學生生活在一起,好比小聯合國。 

 

4.問：UWC 在台的選拔名額、獎學金分配和全年學費？ 

選拔名額：每年只有約 10 名學生被擇優選拔，代表臺灣前往世界各地的 UWC 學習。 

選拔是在擇優基礎之上的，不為學生的家庭經濟或社會地位所影響。 

獎學金：在這些優秀青年中會有學生獲得 UWC 提供的全額或部分獎學金。 

全額費用（學費及住宿）：每年(兩學期）約為 55-145 萬台幣。詳細內容可參考臉書線上報

名表。 

 

5.問：UWC 的理想人選？ 

申請人必須為臺灣公民，並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前入學時年齡在 16-18 歲之間 

能夠代表臺灣，把臺灣歷史文化介紹給各國學生老師；具有一定的英語基礎； 

有興趣認識不同文化，包容文化差異並與各國學生交友；有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富有理

想，願意成為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能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和課外活動； 

成績優良、綜合素質全面發展，不為學生的家庭經濟或社會地位所影響；預計在日後有興趣

和能力在國外升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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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問：選拔日期(暫定) 

2016 年 10 月 20– 2016 年 12 月 18 日：線上申請開放 

2017 年 2 月第 3 週：通過初選的申請者接到參加面試的通知 

2017 年 3 月：被選拔上的學生將收到臺灣理事會的通知 

2017 年 5 月開始：被選拔上的學生收到各 UWC 分校的入學通知 

 

UWC South East Asia，新加坡 

位於全球化的新加坡的中心區域，UWC South East Asia 是全球最大的 UWC，為 3000 名 4-

19 歲的學生提供教育。該學院致力於為學生提供來自文化的、政治的以及亞洲經濟生活動

態的全方位視角。其大規模的“關心世界”的活動讓學生們能夠參與到發展中國家的項目中

去。在這些專案裡，學生組織研討會和實地考察，將年輕人從有衝突的地區帶到一起宣導和

平。所有年齡的學生都能夠參加該校高水準的音樂、戲劇和戶外教育專案。 

 

世界聯合學院 UWC 尋找台灣原住民學生 

有人問 UWC 的難民都從哪裡找的？ 

答案就是各國的 UWC 國家理事會都會特別關心當地的弱勢群體，希望可以提拔一些優秀的

孩子參與 UWC 教育。就像台灣理事會請 UWC 星加坡 2017 年提供一個全額獎學金(而且還

包括機票和零用錢！還能有更好的 offer 嗎？)贊助一個臺灣優秀原住民學生到新加坡 UWC

修讀為期兩年的 IB 國際文憑課程。 

有認識優秀原住民學生的，請與我們聯繫！早點找到合適人選，早點提供心理輔導，加強英

語能力，讓他們能更容易融合在 UWC 的生活。請大家幫忙找些 15-17 歲的優秀原住民學

生！ 

 

台灣原住民高中女同學看過來！ 

對，只有女生合資格（大概是學校男生太多的關係）。星加坡 UWC 

https://www.uwcsea.edu.sg/dover-campus 將提供一個高達全額的獎學金給 1 名台灣原住民女學

生。那可是兩年共超過 340 萬台幣的學費和食宿！而且如果通過學校的家庭經濟能力審核，

還有機會獲得機票和零用錢！還好我們去年甄選的 7 位台灣同學已經在世界各地的 UWC 就

學了，不然要被懷疑是詐騙了:) 

2017 年的 UWC 線上申請表將於 10 底開放下載。今年我們有 12 個名額到世界各國的

UWC。大家可以先看看我們臉書上的資料，多瞭解 UWC 是否適合你。 

https://www.facebook.com/uwc.taiwan/posts/900024933401074 

 

※高一生林巧蝶已錄取 UWC，將於 2017 年 8 月赴新加坡就讀兩年至高三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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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臺灣原住民青年海外遊學計畫                             

計畫緣起 | 為鼓勵臺灣原住民青年學生於暑假期間與世界各地原住民青年交流、參訪，體

驗國外生活，開展國際視野，提升語言能力，領導能力，以期未來能對原住民文化、社群的

各項議題，參與、領導貢獻其力量，台灣原聲教育協會與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共同主辦台灣

原住民青年海外遊學計畫 

計畫目標 | 甄選並提供多樣化培訓課程： 

 提升英語能力 

 認同原住民族文化 

 建立對各種議題的思辨能力 

 培育具行動力能帶動改變的原住民青年領袖 

計畫內容 | 培訓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培訓經複選錄取的 10 名學生。增強其英語會

話、簡報製作等能力，並學習台/美原住民文化相關課程，探討教育、社區發

展、環保、生態及醫療等議題。最終決選出至多 5 名學生參加海外遊學計畫

及若干名儲備種子學生。獲選學生必須參與 2017 年 3 月至 6 月的行前集訓及

出國事項準備 

海外遊學 

  2017 年 7 月進行至多四週的美國參訪行程，包括參加美國原住民青年年度大

會（UNITY Conference），參訪大學、部落及景點等活動 

成果分享 

遊學活動結束後，學員提交報告，並於 2 個月內進行活動執行檢討與心得分

享 

評選辦法 | 

 

 

 

 

 

 

 

 

初選：書面審核 

．申請者須於 2015/5/15（日）前繳交報名相關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2016/5/20（五）公布初選通過名單 

複選：面試 

．日期：2016/5/28（六） 

．地點：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1 巷 3 號） 

．面試前將進一步說明遊學計畫內容，以面試評選出 10 名學生，進行培訓 

．2016/6/3（五）公布複選通過名單（10 名） 

決選 

培訓期間各項學習表現，將逐次計分並累計，以為決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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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計分課程如下： 

．國際志工英文學習營志工服務（日期：2016/7/11-2016/7/21） 

．每週英文會話線上課程 

．每月定期培訓課程：日期及內容將於複選面試時公布並說明 

．2017/1/20（五）公布入選名單（至多 5 名）及若干名儲備種子學生 

報名訊息 | 日期 

即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15 日（日）止 

資格 

高中職 11 年級及大專院校之原鄉原住民學生（以報名時所屬年級為準；須提

出國中小就讀學校證明）；且未曾獲得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贊助出國留學/遊

學/進修/研究/研習/訓練或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贈送之獎學金；低收入戶

學生優先錄取 

報名方式 

請上網填寫報名表（連結），並檢附以下相關證明文件： 

．記載族籍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國中小就讀學校證明、低收入戶證明

或其他證明文件，如族語或外語能力證明。 

請以 Email 寄至：陳小姐/yuhua@thealliance.org.tw 

．另需提供一份老師推薦函。請推薦人直接以 Email 寄至： 

陳小姐 yuhua@thealliance.org.tw 

錄取通知 

各階段甄選結果會公布於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及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網站，並

以 E-mail 通知各階段錄取者 

計畫費用｜培訓及遊學期間食宿、交通及學習等相關費用由主辦單位補助，其他私人費用需

自行負擔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及財團法人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慧智文教基金會及北美原聲之友會 

 

【2017 夏天．看見世界 臺灣原住民海外遊學計畫】決選通過名單(依姓氏筆畫) 

序 姓名 性 族籍 學歷 現職 

1 司秀梅 女 布農族 朝陽科大應用外語系 南投信義國中英語代理教師 

2 張嘉菱 女 阿美族 高雄餐旅大學(二技) 花蓮太巴塱國小代理教師 

3 何祖兒 女 排灣族 彰化師大英語系二 學生 

4 谷佳芳 女 布農族 國北教大兒童英語教育系一 學生 

5 林聖心 女 排灣族 新竹教大音樂系一 學生 

6 高雅安 女 布農族 高雄師大國文系三 學生 

7 顏稟鴻 男 布農族 中興大學外文系三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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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台灣原聲教育協會遠距課業輔導計畫                    

一、計畫緣起 

本協會 2008 年在南投縣信義鄉成立體制外台灣原聲音樂學校，每年二月招收小二學生入

學，於週六、日及寒、暑假實施國文、英文和數學、自然、社會等課業輔導及合唱和打擊樂

教學，迄今已屆 9 年。目前自小三至大一共有 160 餘位學生，至 105 學年度國中生已達 43

人，高中到大一學生也達 41 人。原聲音樂學校現階段借用羅娜國小教室上課，唯因路遠地

偏，不易覓得長期任教師資；此外，國中生未來到都市升學，面臨課業進度落差，高中到大

學的學生則除了課業落差之困難外，尚有都市生活的適應問題。有鑑於此，本協會從 2014

年起就積極思考運用電腦、視訊系統、網路等數位科技，進行遠距數位教學，也開始對國、

高中生進行一對一的遠距輔導陪伴，以期能有效地運用教育資源，彌補教學落差並提升學生

適應能力，本計畫至 105 學年度已邁入第三學年。 

 

二、計畫目標 

1. 邀請都市優良教師加入遠距課輔行列，解決偏鄉師資來源不足之困難。 

2. 邀請大學生加入數位學伴行列：『願我的存在，成為他人的祝福』、『以生命陪伴生命，以

生活教導生活』為服務價值，以自身能給予的知識為輔，以分享生活、求學經驗等，當作

豐富彼此生命的一段交流歷程。 

 

三、實施方式 

1. 協助信義鄉信義國中、同富國中及水里鄉民和國中(以上學校以原住民學生為主)建置網路

課業輔導學習環境。 

2. 網路課業輔導環境、設備建置 

  (1)教學端需備個人電腦、網路攝影機、耳機麥克風、手寫板； 

     學習端需備個人電腦、網路攝影機、耳機麥克風、手寫板。 

  (2)網路教學平台：視訊會議系統--JoinNet 數位教室 16 間。 

  (3)伺服器：設置於原聲教育協會台北辦公室，存放教學資料。 

3. 與台灣大學簽訂學生服務協議書，甄選台大服務課學生擔任大學伴，建立「數位學伴—

偕同學習輔導」團隊合作機制。。 

4. 每學期初進行大學伴課前講習活動，提供大學伴陪伴輔導技能，每學期末進行大學伴的

分享會，以增加大學伴的課輔陪伴技能。 

5. 上課時間及時數：每位小學伴每週上課 2 次(2 晚)，每次 2 節課，每節 50 分鐘。每位大

學伴每週上課 1 或 2 次，若以大學伴每週上課 1 次計算，則每位小學伴會有 2 位大學

伴。 

6. 接受課輔學生(小學伴)：原聲音樂學校的高中、職生及信義國中、同富國中和民和國中等

三校，每校各約 10 名學生，由大學伴進行課業輔導及陪伴成長。 

7. 舉辦大小學伴相見歡活動：於每學期末辦理大學伴上山和小學伴進行兩天一夜交流活

動。 

8. 上課地點及管理：國中由信義、同富及民和三校提供場所及管理聯繫人員，高中、職則

由本協會教師提供場所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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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時程：105 年度(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 

 

五、計畫效益 

1. 偏鄉與弱勢關懷 

由各國中行政人員參與學生網路課輔，可有效管理追蹤個別學習的成效，可在平日(週

間)就落實關懷偏鄉與弱勢的服務。 

2. 大學與企業社會責任 

大學與民間企業資源豐富，共同合作網路課輔計畫。組織大學生擔任數位學伴、師長從

旁輔導。民間企業支援設備、網路頻寬、課輔鐘點費等，以網路連結偏鄉與弱勢教育關

懷網絡，善盡大學與企業的社會責任。 

3. 大學生人文關懷及弱勢學生機會 

大學生透過對偏鄉教育處境的參與，進而了解、關懷台灣社會，提升未來社會菁英之社

會意識與服務動能。弱勢學生獲得助力拉拔，有機會改變人生未來際遇。 

 

六、經費概算：新台幣 2,309,500 元整 

序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說明 

1 視訊會議系統 間 16 4,000 64,000 JoinNet 教學平台(數位教室) 

2 耳機麥克風 支 50 350 17,500 補購及汰換 

3 鐘點費 節/週/人 4/35/40 300/節 1,680,000 
一年 40 位學生，上課 35 週，

每人每週 4 節 

4 行政管理費 天/週/人 4/35/4 300/天 168,000 共 4 人 35 週，每週 4 天 

5 設備修繕維護費 套 10 18,000 180,000 含筆電費 

6 
大小學伴交流活

動費 
次/人 2/40 2500/人 200,000 

1 學期 1 次，1 年 2 次，每次 2

天 1 夜(含交通食宿) 

7 合計    2,309,500  

 

七、本計畫經本協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亦同。 

 

八、實施報告 

李彩霞 

無論交通如何發逹、科技如何進步，城鄉間的教育落差仍無法彌平，本協會在中華電信

基金會的支持與協助下(提供網路頻寬及連線系統)，於 103 年 11 月開啟了對南投縣信義鄉的

國中學生遠距課業輔導，招募台大、政大、師大等校大學生對信義鄉國中生實施 1 對 1 或 1

對 2 的遠距課輔。 

從 103 學年的一所國中--信義國中 2 位學生及 2 位台大長期志工開始，到目前 105 學年

下學期已發展為有 56 位大學生及 1 位退休老師對三所國中(信義、同富、民和)29 位學生、2

位高一學生進行課輔及陪伴，雲端教室(Joinnet 會議室)也從 103 學年的 4 間、104 學年的 6

間到目前共 16 間教室，其發展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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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大學伴 受輔學生/小學伴 每週

次數 

教室

數 

輔導科目 

信義 同富 民和 高一 

103 上 2 2    4 4 英、數 

103 下 8 6    12 4 英、數 

104 上 14 6 5   21 6 英、數 

104 下 21 8 8   24 6 國、英、數、自、社 

105 上 56 10 11 10  60 16 國、英、數、自、社 

105 下 57 10 9 10 2 62 16 國、英、數、自、社 

105 學年度開始，根據之前實施情形調整如下： 

1. 三所國中及台北協辦於遠距課輔時間專責行政人員協助：三所國中由校長指派替代

役教官協助，台北協辦則請志工廖柏哖協助。 

2. 遠距設備之更新及添置：台北協辦需提供每日 6~8 位大學伴上課，因此添購筆電及

視訊相關設備。信義鄉學校端也依各校需求資助其遠距設備，並委請資訊志工吳重

川、張維翰至信義鄉各校了解並改善其視訊設備及網路架設等事宜。 

3. 大學伴請假代課制度：大學伴請假時，由協會秘書代覓代課大學伴。 

4. 開放非原聲之國中生參加課輔：將遠距課輔之機會亦開放給三所國中其他有需要的

孩子，原聲和非原聲學生比如下表： 

學期 學生總數 信義國中 同富國中 民和國中 高一學生 

原聲 非原聲 原聲 非原聲 原聲 非原聲 原聲 非原聲 原聲 非原聲 

103 上 2 0 2 0       

103 下 6 0 6 0       

104 上 11 0 6 0 5 0     

104 下 16 0 5 0 5 0     

105 上 21 10 4 6 9 2 8 2   

105 下 22 9 4 6 8 1 8 2 2 0 

5. 台大修服務學分課之學生(簡稱服學生)遠距觀課制度：開放遠距課輔給服學生觀

課，以協助服學學生對部落孩子能更深入了解，也與孩子有更多連結，期許服學生

未來亦有意願成為遠距課輔之大學伴。經過現行上課之大學伴同意後，105 上提供

9 堂課、105 下提供 11 堂課供服學生觀課。 

6. 學期結束舉辦大小學伴相見歡活動：遠距課輔計畫開始實施時，每學期就舉辦期末

座談會，以了解上課情形，並針對缺失改善。至 105 學年度，擴大舉辦二天一夜的

大小學伴相見歡活動，活動中除了期末座談會外，更透過規劃好的行程，讓原本身

處兩地的大小學伴，可透過見面之互動，縮短彼此距離，增進彼此了解，以期許能

幫助未來的課程進行。 

遠距課輔可以順利進行及擴展，是因中華電信基金會的支持及協助，在台北協辦設置了

頻寬較大的寬頻網路，並免費提供遠距教室(Joinnet 會議室)；慧智文教基金會則在有需要

時，支援 ZOOM 教室供遠距上課使用；普仁基金會提供一批二手筆電，以便來協辦上課之

大學伴有更完善的設備使用；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天使在各方面的資助與支持。 

展望未來，希望能招募到更多的大學伴參與偏鄉國中生的遠距課輔。台北協辦也希望能

更適切的成為大學伴、偏鄉國中師生和志工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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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南投縣信義鄉《玉山星空音樂會》計畫                     

壹、緣起 

星空下、山谷中，縈繞耳際的美好樂聲，將是您永生難忘的美好經驗…。 

為了充實部落生活內涵、鼓舞部落族親與孩童家長，南投縣信義鄉公所和台灣原聲教育

協會仿效德國溫布尼夏日森林音樂會模式，於2010年在海拔近千公尺的羅娜國小運動場舉辦

了首屆露天的「玉山星空音樂會」，讓一生可能沒有機會到國家音樂廳欣賞節目的族親，能

在群山環繞的星空下，輕鬆愜意的聆賞國際水準的藝文演出。 

「玉山星空音樂會」在信義鄉公所和原聲教育協會的共同努力下，已從單純的地方活

動，發展成為臺灣的年度音樂盛事。這是一個結合了原鄉觀光資源和原民文化體驗的活動，

除了聆賞美妙音樂之外，也讓來自各地的朋友們倘佯在大自然中，顧盼桃實梅子，披戴布農

衣裳，讓那風雲月露伴隨大家同作溫泉之浴。2016年我們就這樣聚而復散了三千四百餘

人…。 

2017年，玉山星空音樂會邁入了第八年，我們特別邀請遠自歐洲前來，素有波蘭維也納

之稱的「Poznań Boys' Choir 波茲南市立少年合唱團」演出，他們已有60年悠久歷史，且是

波蘭最優秀且最富盛名的合唱團。此外，尚有曾獲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及金曲獎最佳年度歌

曲獎的阿美族鬼才歌手—舒米恩參與演出；而由臺灣頂尖本土音樂家所組成的「台灣純弦樂

團」亦將共襄盛舉。本次音樂會的演出者涵蓋了本土與國際最優秀的團隊，宣示著咱們心中

「立足原鄉·走向世界」的情懷。 

淡淡三月天，巍巍玉山下，讓我們一起星野垂穹聽樂音吧！ 

貳、目的 

一、提供部落優質藝術活動，鼓舞學童家長及部落鄉親 

二、推動健康休閒生活，學習聆賞音樂會禮儀 

三、充實部落生活內涵，培育藝術人文素養 

參、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肆、主辦單位：信義鄉公所、羅娜國民小學、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伍、協辦單位：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南投縣政府信義鄉衛生所、信義鄉鄉民代表會、信義鄉農

會、羅娜村辦公處、羅娜社區發展協會、羅娜社區部落會議、羅娜基督長老教會、羅娜

天主堂、信義鄉各國民中、小學 

陸、贊助單位： 

八方雲集食品有限公司、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磊山慈愛社、文曄教育基金會、

生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安致勤資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東京霞關獅子會、東博財

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信義鄉農會、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珍珠匯、晶豪科技教育基

金會、瑞士銀行台北分公司、新北市大眾交響樂協會、傳承教育基金會、鼎泰豐小吃店

股份有限公司、慧智文教基金會 

柒、演出時間：2017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18:30~21:00(18:00 入場) 

捌、演出地點：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小學運動場 

玖、演出單位 

一、羅娜社區老人會 10’ (1830~1840) 

二、信義鄉卡菲亞團契 10’ (1840~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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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羅娜+原聲打擊樂團 15’ (1900~1915) 

四、台灣純弦樂團 25’ (1915~1940) 

五、波蘭波茲南市立少年合唱團 25’ (1950~2015) 

六、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25’ (2015~2040) 

七、舒米恩 Suming+米大樂團 20’ (2040~2100) 

演出單位簡介 

信義鄉卡菲亞團契 

    卡菲亞團契成立於 2005 年，是由信義鄉公所一群熱愛傳統藝術文化的布農族員工所組

成，旨在傳揚宗教信仰、改善部落風氣。團員皆為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卡菲亞是布農語

「kaviath」的音譯，意為「百步蛇」，又引申為「朋友」之意。 

    團員平日戮力從公、案牘勞形，業餘時則投入合唱藝術中，除了怡悅心靈、修身養性之

外，並可協助公所推廣藝文活動。其歌唱以表現宗教信仰與傳統文化為主，希望能夠透過歌

唱，傳達原住民古代真實的生活樣貌，保存原住民文化精髓，也希望藉此宣揚福音。 

 

台灣純弦樂團 

    台灣純弦樂團是 2011 年在豎琴大師李哲藝號召下，集合了臺灣頂尖且炙手可熱的弦樂

演奏家所組成，團員包括小提琴/林天吉、薛志璋、黃裕峰等，中提琴/歐聰陽，大提琴/歐陽

慧儒，低音提琴/卓涵涵，豎琴及作曲/李哲藝。每位演奏家都具有豐富的國際演奏經歷，所

有成員的首席頭銜加起來達數十個。 

台灣純弦成立至今雖然才短短五、六年，但這幾位演奏家是交情超過二十幾年的音樂夥

伴，多年來秉持相同的理念與熱情在音樂演奏上精進努力，彼此間情感和默契的累積，在他

們所演奏的音樂中展露無遺。成立之初所錄製的《絃舞‧臺灣》《絃舞 I》專輯，即榮獲金曲

獎最佳作曲人獎的肯定。他們希望能夠為臺灣的音樂文化貢獻一己之力，將多元優美的文化

色彩，藉由音樂這項國際語言將臺灣的音樂特色發揮到極致。  

 

波茲南市立男孩合唱團 Poznań Boys' Choir 

    1957 年波蘭指揮大師 Jerzy Kurczewski 創辦波茲南合唱學校，同時成立波茲南少年合唱

團。波茲南少年合唱團傳承波蘭合唱藝術的豐富傳統，同時亦勇於挑戰和探索音樂中的未

知。2003 年 9 月在波茲南市長建議下，獨立於合唱學校之外，成為波茲南市立少年合唱

團，由作曲及指揮大師 Jacek Sykulski 擔任團長及藝術總監，以確保該團傳統的延續及風格

的創新。 

    波茲南市立少年合唱團結合了超過半世紀的傳統和波蘭唯一合唱學校的成就，在波蘭和

國外被公認是「Polish Nightingales 波蘭珍珠」，在波蘭和世界音樂文化中創造了一個新的品

牌，其藝術造詣與維也納少年合唱團旗鼓相當，被譽為波蘭的維也納。波茲南市立少年合唱

團曾在歐亞美非四大洲的國家舉辦過 2200 多場音樂會，參加許多著名的音樂節，並在卡內

基音樂廳、柏林愛樂廳和維也納音樂廳等著名場地，演出了重要作曲家的世界首演曲，成就

輝煌。如今能邀請該團參加玉山星空音樂會演出，實為族親及樂迷之福。

http://www.pchch.pl/en/article/1,Institution.html 

 

舒米恩 Suming Ru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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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ing 為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的阿美族人，曾參加過無數音樂創作比賽，他是海邊詩

人、詞曲創作人，曾為眾多歌手創作，會演奏直笛、手風琴等樂器，也曾是傳統竹編、籐

編、刺繡的工藝師、劇場舞者、開過畫展的素人畫家等，最後卻以黑馬之姿，在 2008 年以

《跳格子》獲第 45 屆金馬獎最佳新人獎而嶄露頭角。2015 年憑《太陽的孩子》電影主題曲

〈不要放棄〉獲第 52 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2016 年再獲第 27 屆金曲獎最佳年度

歌曲獎。 

    Suming 多才多藝，能唱也能演，但他並未因此忘記自己的初衷，回到都蘭部落，繼續

從事關懷部落青少年的文化教育工作。他說：「我的歌像海浪一樣，聽不懂浪沒關係，但浪

每一次打上岸都會有感覺的。我用歌曲當作唯一的武器，讓每個人都愛上我家鄉的美麗。」

也因為這樣，Suming 的創作有種特殊氣味，來自山野卻能綻放於都會。豐富的生活經驗是

他創作的巨大能量，足以跨越語言、穿越時空，在音樂和吟唱之間，找到你我心中的喜悅與

感動。 

 

羅娜+原聲打擊樂團 

    原聲打擊樂團在臺北雙連扶輪社大力支持下，於 2012 年 9 月成立，目前有十餘位團

員，皆為南投縣玉山腳下各部落的原住民孩童；大多數團員家境困難，但他們認真學習且深

具節奏感。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資深團員陳姿伶擔任指導老師，除了教導孩子西洋

打擊樂之外，也致力發展以生活中唾手可得的素材來讓孩子學打擊；更採集原住民傳統打擊

樂曲，以發展創意多元的曲風。2016 年 8 月於高雄文化局演藝廳演出，同年 11 月受邀於中

臺灣農業博覽會開幕典禮演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希望透過具有特色的打擊樂團，保存傳揚

原住民傳統音樂；也期許透過教育，培育原住民孩子成為族人典範，以帶動部落成長。 

    原聲打擊樂團於每週六日借用羅娜國小音樂教室練習，為使打擊樂器在週間也能被充分

利用，因此羅娜國小也同時成立打擊樂團。羅娜國小打擊樂團成員雖少，但在姿伶老師指導

下於 2016 年仍然獲南投縣音樂比賽優等第二名，2015 年更以 7 人最小編制參賽而榮獲優等

第一名，兩團聯袂演出格外值得掌聲鼓勵。 

 

原聲童聲合唱團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成立於 2008 年 6 月，羅娜小學校長馬彼得擔任團長兼指揮，台中

市北屯小學音樂老師趙慧菁為鋼琴伴奏。目前有百餘人，皆為南投玉山山麓各部落的原住民

孩童。大多數團員家境困難，但他們認真學習、用心唱歌，其歌聲來自心靈深處，清澈、純

淨又和諧，彷如天籟。 

    2010 年 5 月應邀赴上海世界博覽會於臺灣館開幕典禮中演唱，2011 年受邀於百年國慶

大典中，以布農語、客語、臺語、國語演唱「百年禮讚組曲」，2013 年 7 月應邀於美國加州

City Fremont 慶祝國慶升旗活動中演唱美國國歌，同年 10 月再度受邀於國慶典禮中領唱國

歌。2014 年應「全日本合唱連盟」邀請赴日本參加「東京國際兒童合唱節」，並隨榮譽團長

周美青女士於東京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開展表演。2015 年 9 月遠赴歐洲，

於德國、波蘭、奧地利三國巡演，並受邀參訪維也納合唱學校，與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交流及

聯合演出。2016 年 8 月於美國五大城—聖荷西、華府、紐約、達拉斯、休士頓巡迴演出，

獲得熱烈歡迎並感動無數觀眾。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希望透過教育，培育原住民孩子成為具有

使命感的典範，以帶動部落成長；也希望透過具有國際水準的合唱團，保存傳揚原住民傳統

音樂，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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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中技藝教育原鄉小廚當家開班計畫    

壹、依據 

一、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9 日台參字第 0970048821C 號令修正之『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

辦法』 

二、中華民國 97 年 3 月 3 日台國(四)字第 0970018511D 號函公布之『教育部補助推動技藝

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三、同富國中校務發展計畫 

 

貳、目的 

一、針對廚藝學習較有興趣的學生，開設原住民文化廚藝教育選修課程，協助其對在地文

化的認識與認同，以利學生未來之返鄉服務或貢獻的生涯發展。 

二、提供學生生涯試探之機會、以奠定其生涯發展基礎，教材內容在協助學生具備認識原

住民族文化進而產生自我認同以及文化創新的能力。 

三、發展學校特色及因應地區產業需求，輔導學生認識、種植、採摘及養殖傳統原住民食

材及創新原住民料理。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同富國中輔導室 

三、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肆、課程設計原則：授課內容需包含原住民食材歷史及文化，學習餐飲製作及管理技術、擺

盤藝術、接待禮儀及創新原住民料理。 

 

伍、實施對象及遴選方式 

一、以國一、二、三學生為對象，依其意願報名參加且經由導師推薦。 

二、經「技藝教育學生遴選與進路輔導委員會」遴選後經家長同意配合授課方式及時間，

每班以 20 人為原則，採抽離式上課方式且假日需上課。 

 

陸、師資遴聘：由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協助遴聘專業教師，本校隨隊老師一名擔任。 

 

柒、教材發展與選編 

一、依原住民文化食材課程為主，教材由任課教師自編。 

二、教學主題： 

1. 原住民族群歷史 

2. 認識、種植及採摘傳統原住民食材 

3. 創新原住民料理及擺盤藝術 

4. 接待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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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學習評量 

一、依技藝教育學程成績評量辦法辦理。 

二、上課期間，如有：1.無故曠課達 1/3 以上者；2.違反校規情節重大者，得取消選修技藝

教育課程資格，並且記過處置，強制返回原班上課。 

三、修習本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學校授予修習課程結業證明書。 

玖、生涯進路：選修本計畫之學生，可申請就讀高職，並有機會參與企業合作，以暢通其生

涯進路。 

拾、預期效益 

一、讓學生認識原住民文化食材並促進漢人學習原住民文化及分享快樂。 

二、讓學生得以認識、種植、採摘及養殖傳統原住民食材。 

三、讓學生懂得運用餐飲技術、管理及用餐接待禮儀。 

四、培養學生認同在地文化，增進學生生涯規劃返鄉服務或貢獻契機。 

拾壹、經費：由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籌措。 

拾貳、本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中 105 學年度技藝教育「原鄉小廚當家」計畫經費概算 

項次 經費別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一、人事費 

1 

鐘點費 

節 1200*4 

400*4 

2,000 

1,000 

 

26 

26 

15 

15 

124,800 

41,600 

30,000 

15,000 

每學期授課週數 13 週(1 學年上課 26 週) 

依實際授課時數核實支付 

主廚每次 4*1,200 含交通補助 

助手每次 4*400 

假日野外實習老師每日 2,000*15 

假日野外實習助手每日 1,000*15 

2 輔導教師費 月 1,000 10 10,000 輔導教師每班每月 1,000 元，核實支付 

二、業務費 

3 實作材料費 班 100,000 1 100,000 教學所需食材、調味料等 

4 設備維護費 班 152,275 1 152,275 
儀器設備養護修繕及零星設備添購，視

實際情況核銷 

5 雜費 
班 116,325 1 126,325 含教師交通、保險、教材製作費等，視

實際情況核銷 

合計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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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中 105 學年度拳擊隊訓練計畫                 

一、緣起 

    學校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玉山下東埔溫泉旁的同富村，學區與原住民布農族部落相鄰，分

別為望鄉、久美、羅娜、新鄉、豐丘及東埔、東光部落。全校學生計 155 位（為台灣原鄉國

中學生數最多之學校），原住民籍學生佔百分之七十，族群別分別為布農族（郡社群、巒社

群、卓社群）及極少數的鄒族（阿里山區），以及百分之四十的漢族(客家人為主)，族群相

處融合，充分展現多元文化豐富活潑的景象。學校拳擊隊於民國 100 年成立，招收校內對拳

擊運動有興趣之學生，由本校代理教師陳志翔老師擔任教練，讓布農族孩子學習拳擊多元發

展，成績優異並培育出甘家威等國手為國爭光。 

 

二、目的 

1. 提供拳擊隊有教練指導，提高平時訓練成效及對外比賽成績表現，增加學習興趣及

自信，建立優秀運動人員之健全心態及積極正向之生活態度。 

2. 讓教練培養本校拳擊體育優秀人才，提供完備訓練課程、提升競賽成績。 

3. 讓教練指導學生參與國內拳擊運動賽事，促進拳擊體育優秀人才交流，提升本校學

生體育水準，擴充視野，增加自信。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承辦單位：同富國中教導處 

 

四、實施日期：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7 月 

 

五、實施地點：同富國中操場及拳擊教室 

 

六、拳擊隊基本組織 

任務名稱 姓名 現職 任務 

執行總監 張文嘉 校長 監督指導計畫執行 

執行召集 許淑春 教導主任 計畫執行與協調 

執行秘書 王馥蓉 學務組長 計畫執行 

執行委員 陳一舟 家長會長 社區資源 

執行委員 賴美杏 主計主任 經費核銷協助 

執行委員 洪錦坤 庶務組長 採購協助 

執行委員 賴秀足 出納組長 經費核銷協助 

執行委員 陳志翔、張瑞清 教練 計畫執行 

執行委員 黃安良、徐月梅 導師與舍監 計畫執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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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訓練方式及時間 

(一)執行期程月計畫：由 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日期 執行項目 預計參賽 備註 

105 年 1 月 加強體能訓練   

105 年 2 月 加強基礎訓練   

105 年 3 月 加強腳步移動訓練 105 學年全國中等學校拳擊錦標

賽 

 

105 年 4 月 加強攻擊練習   

105 年 5 月 加強重量訓練   

105 年 6 月 模擬對練   

105 年 7 月 暑期密集訓練   

105 年 8 月 暑期密集訓練   

105 年 9 月 移地訓練   

105 年 10 月 加強攻擊練習   

105 年 11 月 模擬對練 105 年全國總統盃拳擊賽  

105 年 12 月 加強體能訓練   

(二)拳擊訓練時間：每週四、週五下午 1:00~5:00 

 

八、教練規畫及遴聘 

姓名 教練證照字號 簡歷 聘用方式 

陳志翔 C 級拳擊教練證 1.台北體院競技系-拳擊專長 

2.大專盃拳擊賽冠軍 

拳擊教練 

 

九、中長期培訓計畫及目標 

  (一)選手來源及出處 

選手來源學校 參加方式 選手出處學校 升學方式 

各國小畢業生 自由報名 鶯歌工商/二林高中/二林工商 參加單獨招生考試 

  (二)培訓目標 

 

短程目標：參加臨近縣市主委盃、中區聯盟拳擊錦標賽青少年組獲得團體前三名及個人前三

名為近程目標。 

中程目標：參加全國中等學校與總統盃拳擊錦標賽國中組團體前三名及個人前三名，取得保

送甄試資格為中程目標。 

長程目標：培養未來國際性比賽、亞奧運中華代表隊為遠程目標。 

 

十、預期效益 

短程目標：充實設施設備，提升訓練效果。 

中程目標：參加對外比賽，取得保送甄試資格為中程目標。 

長程目標：累積比賽經驗，為縣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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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費：本項計畫經費由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補助。 

經費概算表 

項次 經費別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1 

平日訓練鐘點費 

次 1,200 38 91,200 1.每週授課 2 天(次)，每次時間 

13:00～17:00 計 4 小時 

300 元/時*4 小時=1200 元 

2.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7 月共計 38 週 

38 週*2 次/週=72 次 

2 

比賽集訓鐘點費 

次 1,200 12 14,400 每學年比賽 3 次，每次比賽前 2 週集

訓再加 2 天訓練 

3 次*2 週*2 次=12 次 

3 雜費等其它費用 次 10,000 1 10,000  

合計    115,600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十二、本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4 學年度訓練績效 

104 年拳擊比賽成績紀錄 

王嘉佑 青年男 49-52 公斤(第三名) 

伍承耀 青年男 43-46 公斤(第一名) 

高芷盈 青年女 42-45 公斤(第二名) 

史寶兒 青年女 57-60 公斤(第一名) 

104 年總統盃全國拳擊錦標賽 

田潔琳 國女組 38 公斤級(第二名) 

史寶兒 國女組 54 公斤級(第二名) 

伍承耀 國男組 42 公斤級(第一名) 

104 年全國中等學校全國拳擊錦標賽 

全以勒 國男組 40 公斤級(第三名) 

伍承耀 國女組 46 公斤級(第三名) 

田潔琳 國女組 38 公斤級(第三名) 

史寶兒 國女組 60 公斤級(第三名) 

 

  



 

 - 59 - 

2017 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及打擊樂團中國巡演及參訪交流計畫     

一、團體簡介 

原聲童聲合唱團成立於 2008 年，隸屬「台灣原聲教育協會」，指揮為布農族的馬彼得

校長，團員皆為南投縣玉山山麓各部落的原住民孩童。大多數團員家境困難，但他們認

真學習、用心唱歌，其歌聲來自心靈深處，清澈、純淨又和諧，彷如天籟。台灣原聲教

育協會希望透過教育，培育原住民孩子成為具有使命感的典範，以帶動部落成長；也希

望透過具有國際水準的合唱團，保存傳揚原住民傳統音樂，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 

台灣原聲打擊樂團成立於 2012 年 9 月，隸屬「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目前有十餘位團

員，皆為南投縣玉山腳下各部落的原住民孩童；大多數團員家境困難，但他們認真學習

且深具節奏感。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資深團員陳姿伶擔任指導老師，除了教導

孩子西洋打擊樂之外，也致力發展以生活中唾手可得的素材來讓孩子學打擊；更採集原

住民傳統打擊樂曲，以發展創意多元的曲風。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希望透過具有特色的打

擊樂團，保存傳揚原住民傳統音樂；也期許透過教育，培育原住民孩子成為族人典範，

以帶動部落成長。 

二、計畫名稱：2017 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及打擊樂團中國巡演及參訪交流計畫 

三、計畫目標 

1. 於上海、敦煌、阿克塞自治縣、深圳、香港舉辦至少 5 場音樂會，促進國際文化交

流並宣傳行銷台灣藝術文化。 

2. 傳揚臺灣原住民音樂，將原住民文化推展至大陸舞台，培養部落孩童自信心及榮譽

感。 

3. 與當地中小學學生交流，促進教育交流，落實「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教育理念。 

四、邀請單位：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 

五、受邀單位：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及打擊樂團 

六、指導單位：文化部、外交部、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大陸事務委員會、南投縣政府 

七、辦理單位 

主辦：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 

協辦：中華暢聲亞洲音樂協會 Vocal Asia 

八、實施期間：106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至 8 月 14 日(星期一)，共計 16 日 

九、計畫實施地點：上海、敦煌、阿克塞自治縣、深圳、香港 

十、計畫內容 

  (一)資源分析：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及 Vocal Asia 負責活動規劃、行程安排；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負責經費籌募及行政支援。 

  (二)人員參與情形（參考「活動行程」） 

  (三)活動執行方式（參考「活動行程」） 

  (四)計畫進度： 

        106 年 5 月底前完成訪團邀請、行程規劃、經費預算 

        106 年 6 月完成訪團名單確認、各組工作分配 

        106 年 7-8 月計畫執行 

        106 年 9 月完成經費結報與計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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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力分工 

姓名 職稱 工作項目 

洪春滿 原聲教育協會理事長（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校長） 活動組 

馬彼得 原聲童聲合唱團團長（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國小校長） 演出組 

趙慧菁 原聲童聲合唱團伴奏老師（台中市北屯國小音樂教師） 演出組 

陳姿伶 原聲打擊樂團指導老師（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管樂團員） 演出組 

冉天豪 原聲童聲合唱團音樂總監 演出組 

陳皓玫 原聲童聲合唱團舞台總監 演出組 

李武錚 原聲童聲合唱團技術總監 演出組 

廖柏哖 原聲教育協會課輔及舞台志工 演出組 

宋祥興 原聲教育協會理事 演出組 

孫藍蔚 原聲教育協會秘書長 行政組 

馬慧如 原聲音樂學校教導秘書 行政組 

李彩霞 原聲音樂學校行政秘書 行政組 

呂克勝 原聲教育協會攝影師 行政組 

廖阿貫 原聲教育協會執行理事 活動組 

車和道 原聲教育協會海外代表 公關組 

陳鳳文 Vocal Asia 理事長/原聲教育協會中國代表 公關組 

  (六)文宣方式：DM、記者會、平面媒體、網站 FB、手機即時通訊、社團動員等 

十一、經費預算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複價 說明 

1 旅費   3,531,000  

1-1 機票 9,200 55 506,000 台北→上海,香港→台北 

1-2 機票 15,000 55 825,000 上海→敦煌→西安→深圳 

1-3 食宿交通門票費 40,000 55 2,200,000 7/29-8/14 共 17 天 16 夜 

1-4 證件費 1,500 55 82,500  

2 業務費   771,000  

2-1 場地費 350,000 2 700,000 含鋼琴.譜架等租金 

2-2 印刷費 20 3,000 60,000 文宣.節目單.學習手冊等 

2-3 保險費 200 55 11,000  

3 雜支 4,302,000 0.02 86,040 文具.藥品.伴手禮等占總支出 2% 

4 合計   4,388,040  

十二、預期效益 

    (一)培養為臺灣發聲、名揚國際的文化演出團隊，成為臺灣的世界品牌。 

    (二)與中國少數民族青少年互動，促進雙方了解及教育交流。 

    (三)藉由與中國少數民族童聲合唱團交流切磋，增進彼此藝術造詣。 

    (四)培育原住民菁英人才，成為部落典範，回饋造福部落。 

網頁連結 

website:http://voxnativa.org  FB :https://www.facebook.com/VoxNativa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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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及打擊樂團中國演出及交流參訪行程 

一、活動日期：2017 年 7 月 29 日(星期六)至 8 月 14 日(星期一)，共計 16 日 

二、航班：東方航空公司 

《去》7 月 29 日(六) 中華航空 CI 501 桃園 TPE-T2 / 上海浦東 PVG-T1   0850 / 1050 

《回》8 月 14 日(一) 中華航空 CI 910 香港赤鱲角 HKG / 桃園 TPE      1400 / 1555 

 

三、行程概要 

日期 主要內容 交通方式 

7/29 六 

上海 

欣賞上海阿卡節閉幕音樂會 19:30-21:30 臺灣-上海 

7/30 日 上海音樂廳專場音樂會 19:30-21:00 上海市復興中路 1380 號 

7/31 一 上海狄斯奈樂園  

8/1 二 嘉峪關 上海到嘉峪關 
大巴：嘉峪關關城，機

場 

8/2 三 嘉峪關 七一冰川一日遊 
大巴：嘉峪關－七一冰

川 

8/3 四 
敦煌 

上午嘉峪關關城，下午搭機到敦煌，晚上到阿克塞 
大巴：敦煌市內，敦煌

到阿克塞 

8/4 五 原聲與哈薩克族合唱團交流，回訪哈薩克族小朋友  

8/5 六 

阿克塞

哈薩克

族合唱

團交流 

參觀阿克賽的賽馬，期間穿插“賽駝”、“姑娘追”、

“叼羊”、“哈薩克摔跤”等哈薩克族傳統活動。活動

結束後參觀阿克塞縣博物館 

大巴：阿克塞縣城 

8/6 日 

1、上午-原聲-飛越彩虹之阿克塞哈薩克草原音樂會 

2、下午去到海子草原蘇幹湖、阿克塞縣老縣城，

晚上到敦煌 

大巴：阿克塞縣城，阿

克塞到敦煌 

8/7 一 
上午：去莫高窟，看球幕電影 

下午：鳴沙山，月牙泉 
大巴：敦煌市內 

8/8 二 
西安 

上午：探訪敦煌市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百適小學 

下午：敦煌到西安 
 

8/9 三 西安方濟各主教座堂頌讚，參觀兵馬俑 大巴：西安城內 

8/10 四 
深圳 

西安至深圳 

在深圳高中與百合合唱團舉行交流音樂會 
 

8/11 五 深圳音樂廳專場音樂會 20:00-21:30 深圳市深南東路 5018 號 

8/12 六 
香港 

深圳到香港 

香港城市科大專場音樂會 20:00-21:30 

火車：隨時發車 50 分鐘

抵達 

8/13 日 香港一日遊/海洋公園  

8/14 一 返程 與香港少年管絃樂團交流/香港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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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人員：70 人（學生 58 人、師長 12 人） 

打擊樂團 14 人(女 4 男 10) 

伍恩婕、林采萱、林昕緹、林芷柔、尤蘇諾·乃佳納、田有宏、司瑞克、伍奇浩、伍皓詳、

李  謙、何家程、呂宇澤、松慈霖、松耀祖 

合唱團 44 人(女 35 男 9) 

第一聲部 15 人(女 12 男 3) 

史玥兒、向  萱、伍承琳、伍書韓、全雅平、全詩婷、米靖恩、谷巧玟、呂欣妤、張可軒、

史祥恩、金右翊、陽詠智、田雨卉、全襄柔 

第二聲部 14 人(女 12 男 2) 

伍雨蕎、伍曉葳、全郁華、全家榆、金家儀、金芊璦、松詠婕、松鈺婷、馬妤芯、馬沛羽、

賴念慈、田紹凱、全光榮、司孟奾 

第三聲部 15 人(女 11 男 4) 

方  琪、方  圓、伍  恩、全若綺、谷  薰、松慈芸、幸舒妃、辜歆菲、王  讓、史俊祥、

伍約翰、谷洛克、松冠銘、松毓傑、幸雪芬 

師長 12 人 

洪春滿  原聲教育協會理事長及原聲音樂學校校長 

馬彼得  原聲童聲合唱團團長 

冉天豪  原聲音樂學校音樂總監志工（特約作曲家） 

陳皓玫  原聲音樂學校舞台總監志工（資深廣告製片） 

李武錚  原聲教育協會技術總監志工（後製工程師） 

廖柏哖  原聲教育協會課輔及舞台志工 

趙慧菁  原聲童聲合唱團伴奏老師（台中市北屯國小音樂教師） 

陳姿伶  原聲打擊樂團指導老師（國立台灣交響樂團管樂團團員） 

馬慧如  原聲音樂學校教導秘書 

李彩霞  原聲音樂學校行政秘書 

呂克勝  原聲教育協會攝影志工 

廖阿貫  原聲教育協會執行理事 

 

五、演出曲目 

打擊樂團 

1. 勇士舞         編舞/Talum Soqluman  

2. Our Favorite Son 我最愛的兒子    Cy Coleman 編舞/Tommy Tune 

3. Talkin' Trash 垃圾的對話      Lamar D. Burkhalter 

4. Eine kleine Tischmusik 開飯樂    Manfred Menke 

5. Double Dribble 兩次運球     Chris Brooks 

6. Me Tarzan 泰山       Chris Crockarell 

合唱團 

1. kula vali 太陽快出來(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2.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3. tankaun hanvang 牽牛(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4. aiza tasa ahlu-ua 一隻螞蟻(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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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kadaidaz 相親相愛(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6. kulumaha 回家吧(布農語)     編曲/Jacek Sykulski 

7. pislahi 獵祭(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8. 獵者之歌(布農語+華語)      曲/冉天豪 

9. minkailasa kata 決心歸向主(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10. Uyingcwele baba 你是我主(祖魯語)   南非詩歌 

11. Amazing Grace 奇異恩典(布農語+英語+華語) 編曲/Edwin O. Excell 

12. You raise me up(英語)      編曲/Teena Chinn 

13.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讓地上有平安(英語) 曲/Sy miller & Jill Jackson Miller 

14. Turkey in the Straw 麥桿裡的火雞(英語)  美國民謠 

15. Adiemus(虛構納美語)      編曲/Jacek Sykulski 

16. Duetto buffo di due Gatti 貓之二重唱   編曲/Jacek Sykulski 

17. A Light Inside 內在之光(英語)    編曲/吳博明 

18. Gloria 榮耀頌(拉丁語)      曲/Antonio Vivaldi 

19. 小小的夢想(華語)       編曲/馬彼得 

20. 更高處(華語)        編曲/吳博明 

21. 天烏烏(閩南語)       編曲/詹興東 

22. 花樹下(客家語)       編曲/蔡昱姍 

23. 茉莉花(華語)        編曲/冉天豪 

24. 台北的天空(華語)       編曲/林福裕 

25. 大海呀故鄉(華語)       編曲/楊鴻年 

26. 外婆的澎湖灣(華語)      編曲/吳博明 

27. 讓生命圓滿(華語)       編曲/冉天豪 

28. 明天會更好(華語)       編曲/冉天豪 

29. 快樂天堂(華語)       編曲/李彥蓁 

30. 幸福進行曲(華語)       編曲/冉天豪 

 

基本資料 

全銜：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立案文號：內政部 97.5.19 台內社字 0970081991 

法人登記：南投地院 102.4.25 證他字 31 號 會址：556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 5 鄰美信巷 23 號 

統編：45685626 網址：http://www.voxnativa.org/ 

https://www.facebook.com/VoxNativaTaiwan 

理事長：洪春滿(漢族) (M) 0920-672595 E-mail: akuanhung@gmail.com 

秘書長：孫蘭芳(漢族) (M) 0953-560933 E-mail: languisun@gmail.com 

辦公室：116 台北市文山區景明街 59 號 4 樓 電話 02-2933-3381 傳真 02-2931-1639 

捐款帳戶：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017）台北復興分行 008-10-53083-0 

註：1. 2017 年會員大會預訂 4 月 29 日召開會議，選舉第 4 屆理、監事，同時舉行原聲音樂學

校學生成果發表會。 

2. 第 3 屆理、監事任期自 2014 年 2 月 22 日至 2017 年 2 月 21 日止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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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特輯                         

慧智文教基金會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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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mont 市長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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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亞裔青少年管絃樂團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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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星兒童合唱團邀請函 

 

 

 

Glorystar Music Education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P.O. Box 4327 Rockville, MD 20849 

www.glorystar.org     info@glorystar.org        240-277-7629 

 

 

致原聲童聲合唱團 

 

素聞貴團對於保存和發揚原住民的文化，及對此文化的自豪和認同不

遺餘力；為發揚多元文化與兒童音樂教育，本人謹代表美國華府榮星

兒童合唱團，特地致函敬邀 原聲童聲合唱團 能於今夏(2016)七月訪

問美國華府，並能與當地兒童合唱團以樂會友，互相觀摩。敬希早日

賜覆，不勝感激！ 

 

特此邀請 

 

榮星兒童合唱團 音樂總監 

陳淑卿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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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迴演出及文化交流計畫          

一、團體簡介 

原聲童聲合唱團成立於 2008 年，隸屬台灣原聲教育協會，指揮為布農族的馬彼得校

長，團員皆為南投玉山山麓各部落的原住民孩童。大多數團員家境困難，但他們認真學

習、用心唱歌，其歌聲來自心靈深處，清澈、純淨又和諧，彷如天籟。台灣原聲教育協

會希望透過教育，培育原住民孩子成為具有使命感的典範，以帶動部落成長；也希望透

過具有國際水準的合唱團，保存傳揚原住民傳統音樂，「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 

二、計畫名稱：2016 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迴演出文化交流暨行銷台灣計畫。 

三、計畫緣起 

1. 應美國榮星兒童及青少年合唱團 Glorystar Choir 邀請聯合演出。 

2. 與波士頓文藝復興小學 Boston Renaissance Charter Public School (BRCPS)合唱團

Voices of Renaissance (VOR)指揮交流。 

3. 應達拉斯亞裔青少年管弦樂團 Dallas Asian American Youth Orchestra (DAAYO)邀請，

舉行聯合音樂會。 

四、計畫目標 

1. 應邀與 Glorystar Choir、Dallas Asian American Youth Orchestra 舉行 2 場聯合音樂會，

並於聖荷西、達拉斯、休士頓各醫院及老人院等舉行 6 場公益演出，促進文化交流、敦

睦友誼，並宣傳行銷臺灣。 

2. 於聖荷西、紐約、華盛頓特區、達拉斯、休士頓舉行 5 場專場音樂會，演唱國、

臺、客語、布農族語、英語、拉丁語歌曲，宣慰僑胞，加強與僑民互動聯繫。 

3. 傳揚臺灣原住民音樂，將原住民藝術文化推進國際舞台，培養部落孩童自信心及榮

譽感。 

4. 住宿接待家庭，與當地中小學學生交流，促進臺美教育溝通，並落實「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教育理念。 

五、邀請單位：慧智文教基金會 

六、受邀單位：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七、指導單位：文化部、外交部、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南投縣政府 

八、辦理單位：主辦：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 

          協辦：慧智文教基金會 Wisdom Culture and Education Organization 

九、實施期間：105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至 8 月 11 日(星期四)，共計 16 日 

十、實施地點：美國加州、華盛頓特區、紐約州、德克薩斯州 

十一、計畫內容 

  (一)資源分析：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負責活動規劃、行程安排；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負責經費籌募及行政支援。 

  (二)人員參與情形（參考「活動行程」） 

  (三)活動執行方式（參考「活動行程」） 

  (四)計畫進度： 

        105 年 4 月底前完成訪團邀請、行程規劃、經費預算 

        105 年 6 月完成訪團名單確認、各組工作分配 

        105 年 7-8 月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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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9 月完成經費結報與計畫檢討 

  (五)人力分工 

姓名 職稱 工作項目 

洪春滿 原聲教育協會理事長（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校長） 活動組 

馬彼得 原聲童聲合唱團團長（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國小校長） 演出組 

趙慧菁 原聲童聲合唱團伴奏老師（臺中市北屯國小音樂教師） 演出組 

陳姿伶 原聲打擊樂團指導老師（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管樂團員） 演出組 

冉天豪 原聲童聲合唱團音樂總監 演出組 

陳皓玫 原聲童聲合唱團舞台總監 演出組 

李武錚 原聲童聲合唱團技術總監 演出組 

馬慧如 原聲音樂學校教導秘書 行政組 

孫藍蔚 原聲教育協會秘書長 行政組 

李彩霞 原聲教育協會行政秘書 行政組 

宋祥興 原聲教育協會理事及錄影師 行政組 

呂克勝 原聲教育協會攝影師 行政組 

廖阿貫 原聲教育協會執行理事 聯絡組 

吳翠萍 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聖荷西主委 活動組 

王光蓉 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華府主委 活動組 

王金智 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紐約主委 活動組 

陳景華 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達拉斯主委 活動組 

駱健明 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休士頓主委 活動組 

車和道 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會長 聯絡組 

賴美智 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執行長 公關組 

  (六)文宣方式：DM、記者會、平面媒體、網站 FB、手機即時通訊、社團動員等 

官方網頁 http://voxnativausa.org  臉書/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Vox Nativa Taiwan 

十二、經費預算 

編號 項目 單價 數量 複價 說  明 

1 旅費   5,747,921   

1-1 國際線機票 44,015  47  2,068,705  7/27 台北→舊金山、8/11 休士頓→台北 

1-2 美國內機票 14,228  47  668,716  7/30 舊金山→華府 

1-3 美國內機票 9,300  47  437,100  8/07 紐約→達拉斯 

1-4 團費 54,200  47  2,547,400  膳宿交通門票等 

1-5 遊覽車車資 13,000  2  26,000  7/27.8/12 南投信義鄉 桃園機場 

2 業務費   712,300   

2-1 場地費 160,000  4  640,000  音樂會場地租借 

2-2 印刷費 10  3,000  30,000  海報.DM.節目單等文宣品 

2-3 保險費 900  47  42,300   

3 雜支   193,807  文具.藥品.禮品等占總支出 3% 

4 合計   6,65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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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預期效益 

    1. 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提升臺灣能見度，行銷臺灣。 

    2. 保存傳揚部落藝術文化，建立原住民自信，加強音樂實力，走向世界，為臺灣在國

際發聲。 

    3. 宣慰僑胞，凝聚團結心，加強對國家向心力。 

 4. 住宿美國接待家庭，與美國青少年互動溝通建立友誼，促進教育交流。 

 

2016 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迴演出及文化交流參訪行程 

一、活動日期：2016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至 8 月 11 日(星期四)，共計 16 日 

二、飛機航班： 

    國際線/長榮航空公司 EVA  舊金山入 休士頓出 

    《去》7/27(三) BR 018  桃園 TPE舊金山 SFO  1950 / 1630 

    《回》8/11(四) BR 051  休士頓 IAH桃園 TPE  0115 / 0555 + 1 

    美國國內線/聯合航空 UA & 美國航空 AA 

    舊金山華府  7/30(六) UA355   SFOIAD   2300 / 0653 

    紐約達拉斯  8/07(日) AA1114  LGADFW  0850 / 1139 

三、行程概要 

    7/28：接受灣區廣播電台及電視台訪問，於兒童醫院義演 

    7/30：於聖荷西 Jubilee Christian Church 舉行專場音樂會，飛往華府 

    7/31：於華府 Temple Visitors' Center 舉行專場音樂會 

    8/01：拜會我國駐華府代表處 

    8/02：參訪白宮及國會大廈 

    8/03：抵達紐約，拜會駐紐約代表處 

    8/04：參觀古根漢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 

    8/05：於法拉盛 Queens College 舉行專場音樂會 

    8/06：參觀聯合國、時代廣場、百老匯、Bryant Park 等 

    8/07：飛往達拉斯，於 City Performance Hall 舉行專場音樂會 

    8/08：於達拉斯老人院及癌症中心醫院義演 

    8/09：Stafford Centre Performing Arts Theatre 舉行專場音樂會 

    8/10：於休士頓癌症中心、兒童醫院及教會醫院義演 

四、參訪師生：47 人（學生 39 人、師長 8 人） 

第一聲部 13 人（女 11 男 2） 

史玥兒、申  薇、伍承琳、伍書韓、全雅平、全襄娃、全詩婷、向  萱、谷巧玟、李羽妃、 

幸美茹、史祥恩、金右翊 

第二聲部 13 人（女 11 男 2） 

全郁華、全家榆、全唯芯、伍曉葳、金芊璦、金家儀、松昱蕎、松詠婕、松鈺婷、馬妤芯、 

賴念慈、田祈宏、全光榮 

第三聲部 12 人（女 6 男 6） 

方  琪、史嘉馨、伍  恩、谷  薰、松慈芸、幸雪芳、史俊祥、伍約翰、全聖煜、谷洛克、 

松冠銘、松毓傑 

   打擊伴奏/田有宏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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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長 8 人 

   洪春滿  原聲教育協會理事長及原聲音樂學校校長 

   馬彼得  原聲童聲合唱團團長 

   趙慧菁  原聲童聲合唱團伴奏老師 

   陳姿伶  原聲打擊樂團指導老師 

   林麗娟  原聲音樂學校數學老師 

   蕭淑敏  原聲音樂學校英文老師 

   蕭慧鈞  原聲音樂學校英文老師 

   伍順良  原聲音樂學校家長會長 

 

五、演出行程 

次 時間 城市 地點 內容 

1 7/28(四) Palo Alto Stanford Packard Children's Hospital 兒童醫院義演 

2 
7/30(六) 

1400-1600 
San Jose 聖荷西 

Jubilee Christian Church Center 

銀禧基督教堂 
專場音樂會 

3 
7/30(六) 

1630-1930 
San Jose 聖荷西 

金山灣區華僑文教中心 

100 Milpitas Blvd , Milpitas CA 95035 
VIP 感恩音樂會 

4 
7/31(日) 

1030-1130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athedral 華府國家主教座堂 彌撒頌讚 

5 
7/31(日) 

1900-2030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 Temple Visitors' Center 

華盛頓摩門聖殿訪客中心 
專場音樂會 

6 
8/02(二) 

1800-2000 
Washington D.C. 華僑文教中心 VIP 感恩音樂會 

7 
8/05(五) 

1900-2100 
New York City Queens College 專場音樂會 

8 
8/06(六) 

1900-2100 
New York City 臺灣會館 VIP 感恩音樂會 

9 
8/07(日) 

1900-2100 
Dallas 達拉斯 City Performance Hall 市立表演廳 專場音樂會 

10 8/08(一) Plano Sun Ray Senior Center 老人中心義演 

11 8/08(一) Dallas 達拉斯 
Dallas Baylor University Sammons Cancer 

Center 
癌症中心義演 

12 
8/09(二) 

1900-2100 
Houston 休士頓 

Stafford Centre Performing Arts Theatre 

史丹福中心演藝劇院 
專場音樂會 

13 8/10(三) Houston 休士頓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癌症中心義演 

14 8/10(三) Houston 休士頓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兒童醫院義演 

15 8/10(三) Houston 休士頓 Methodist Hospital 衛理公會醫院義演 

16 
8/10(三) 

1800-2000 
Houston 休士頓 華僑文教中心 VIP 感恩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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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演出曲目 

1. kula vali 太陽快出來(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2. tankaun hanvang 牽牛(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3. pislahi 獵祭(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4.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5. pakadaidaz 相親相愛(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6. minkailasa kata 決心歸向主(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7. kadidazun ku tu Iesu 我所敬愛的耶穌(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8. pulumahav Iesu 請耶穌進入我心(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9. Uyingcwele baba(祖魯語)      南非詩歌 

10. Amazing Grace(布農語+英語+國語)    編曲/Edwin O. Excell 

11. Jubilate! Sing Out a New Song(拉丁語)    曲/Dave & Jean Perry 

12. You Raise Me Up(英語)       編曲/Teena Chinn 

13. Turkey in the Straw(英語)      美國民謠 

14. 如鹿切慕溪水(國語)        編曲/Phil Dave 

15. 更高處(國語)         編曲/吳博明 

16. 耶和華祝福滿滿(台語)       編曲/游智婷 

17. 天烏烏(台語)         編曲/詹興東 

18. 叫做台灣的搖籃(台語)       編曲/冉天豪 

19. 花樹下(客語)         編曲/蔡昱姍 

20. 台北的天空(國語)        編曲/林福裕 

21. 讓生命圓滿(國語)        編曲/冉天豪 

22. 茉莉花(國語)         編曲/冉天豪 

23. 外婆的澎湖灣(國語)       編曲/吳博明 

24. 明天會更好(國語)        編曲/冉天豪 

25. 幸福進行曲(國語)        編曲/冉天豪 

26. 今年夏天(國語)        編曲/吳博明 

27. 美國國歌(英語)        曲/John S. Smith 

28. 國歌-布農版(國語)        編曲/冉天豪 

 

七、說明事項 

1. 行程承攬：雄獅旅行社/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 111 號 2 樓 02-87932106 

2. 聯絡單位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巡演執行委員會 

  車和道  herdawche@gmail.com 0953-678981  (USA)+1-408-3963697 

  賴美智  meichih@wceo.org  0978-327092  (USA)+1-510-3903398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台北市青田街 5 巷 17 弄 7-1 號 2 樓 02-23913478 

  秘書長 孫藍蔚 languisun@gmail.com   0953-560933 

  執行理事廖阿貫 akuanliao@gmail.com   0919-98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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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巡紀實                                    

2016 的今年夏天 

車和道/原聲海外代表/於北加州 8/11/2016 

友情 無聲降臨 我回味從前 想起了你 

心中泛起了一波波漣漪 雖有時嘔氣 卻還是珍惜 

朋友 曾經相惜 我站在窗前 靜靜回憶 

臉上浮起了一絲絲笑意 心中雖有時感到空虛 卻依舊溫馨 

*今年夏天是個充滿希望的季節 我們就要說再見 

不知何時會相見 曾相處的畫面 不停重複上映在眼前* 

#今年夏天有種令人不捨的感覺 徘徊在你我之間 

抹去彼此流下的淚水 重新展開笑顏 各自踏上 錦繡的明天# 

友情 不曾離去 我想起從前 好多美麗 

人生不一定會一切順利 但我會將你放在心裡 替自己打氣 

今年夏天是個離情依依的季節 我們友情到永遠 

對你說一聲再會 輕輕畫上句點 輕輕畫上最美的句點 

(以上《今年夏天》為原聲於每一城市感恩餐會時為僑胞獻唱之私房歌) 

 

記得三年前送走了原聲美巡團，久久不能入眠，當晚在洛杉磯就寫了“今年夏天”的感

言。昨晚在休士頓送走了原聲團，卻是累得倒床不支，現在在回灣區的飛機上再續“今年夏

天”的功課。拿出三年前的文稿，發覺我要講的話是一樣的，就在這裡偷個懶，將 2013 的拙

文附上，不再贅敘，以下只是指出今年比較特別的地方。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美國感恩之旅，於 2016 年 7/27-8/12 巡迴美國五個城市區域，39 名

學生年齡從 9 歲到 14 歲，38 人是合唱團團員，1 人是原聲打擊樂團團員。15 位老師、家

長、工作人員，及一些原聲理監事及贊助者同行。茲將其重點報告如下： 

‧ 有五場公開演出，分別在加州的聖荷西，馬里蘭州的肯辛頓，紐約市皇后區，德州的達

拉斯及休斯頓。每場都是近乎滿堂彩，中外觀眾擠滿演唱會場，極獲好評。在我們的專

場音樂會中，有不同的演出合作團體做為表演嘉賓，包括 ACC 的「愛飛揚」團，華府的

榮星兒童合唱團，休斯頓的 Resolute 四重唱團。 

‧ 除了正式的音樂會演唱，我們到不同的文化歷史景點參觀學習，情況許可時，也喜歡快

閃，共有十幾次，在舊金山機場、佛斯特市餐館、市政廳、金門大橋、華府的二戰紀念

公園、雙橡園、華盛頓紀念碑、鑄幣局、紐約的中央車站，駐紐約經文處大堂、華埠等

地。 

‧ 除了快閃，還到醫院、警察局、老人院義唱。最有意義的是到世界最大的休斯頓醫學中

心義唱了三場，分別是安德森癌症中心、德州兒童醫院、衛理公會醫院。另外今年七月

間在達拉斯發生槍襲警察事件，我們也特別去達拉斯的貝勒醫院及捷運警察局總部獻

唱，尤其是唱這首“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來撫慰人心。 

‧ 除了音樂會地點（聖荷西的銀禧大教堂及華府的耶穌後期聖徒教堂）外，還去這些有名

的教堂：華府的國家大教堂(National Cathedral)、紐約的三一教堂(Trinity)、達拉斯的聖母

瓜達盧佩大教堂(Cathedral Shrine of the Virgin Guadalupe)，並在裡面唱聖歌或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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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地大物博，五個大城市間的舟（飛機）車奔波，即便是蜻蜓點水，也跑了一萬公

里。原聲的師生會有更廣更深入的體驗，東岸、西岸，及南方的氣候、人文、景觀，認

識到多元的面向，擴大了視野。除了參觀遊覽著名的美國景點，譬如舊金山金門大橋、

漁人碼頭，華府的白宮、國會、博物館、紀念碑，紐約的自由女神像、911 紀念公園、

達拉斯的瓜達盧佩聖母教堂、休斯頓的太空中心之外，還有很多有意義的景點及活動。 

‧ 特別遊覽參訪的名勝有：加州的紅木公園、華盛頓 D.C.的鑄幣局、太空博物館、印第安

博物館、波托馬克河上划龍舟、費城的獨立宮、紐約洋基棒球場、中央公園、林肯中心

的室外音樂會、達拉斯的鄉村俱樂部、休斯頓的福斯電視台、Outlet 購物商城。 

‧ 去美國國家大教堂做禮拜，參與儀式。現場主任牧師特別宣布歡迎遠從臺灣來訪的 Vox 

Nativa Choir 一起敬拜，並邀請 4 位原聲小朋友擔任獻寶血小聖徒。 

‧ 去參觀了幾個著名的音樂廳，包括華府的甘乃迪中心及紐約的無線電城（原聲榮譽團長

美青姊親自陪同導覽），並在內試音快閃。又途徑舊金山的 Davies Symphony Hall，紐約

Carnegie Hall 及林肯中心的 David Geffen Hall，這些都是日後我們可能會去演唱的場地。 

‧ 媒體的報導 - 在一個月前就有數個電台/電視台，電話訪問馬校長及現場訪問志工。團體

踏上了美國後，又有多次的記者會、機場、演出場地/感恩會場的專訪，及電視台現場訪

問。後者包括舊金山 KTSF-26 台及休士頓 Fox-26 台。其他新唐人電視、優視 1.9，及宏

觀電視也都有多次報導。中外的平面媒體也有多篇幅的報導。 

‧ 受頒 16 份祝福公告 Proclamation/Commendation 及達拉斯市的榮譽市民證。 

‧ 得到各地駐外使館（經文處）及僑教中心的關懷支助。舊金山、紐約及休斯頓的經文處

處長（大使）都親自接待，出席音樂會及餐會。我們也在每一個城市舉辦感恩餐會，各

地僑教中心主任熱心籌措辦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華府的中華民國的國土“雙橡園”

參觀用餐。在所有的感恩餐會中，我們都記得感謝所有的駐外單位及當地的志工和贊助

人的幫助，小朋友唱“私房歌”獻上他們的感恩。 

‧ 除了臺灣的各級官員外，許多美國的民選官員也前來欣賞音樂會，包括聯邦眾議員

Congresswoman Amata Redewagen（Somoa)、加州眾議員、加州參議員、達拉斯市副市

長、德州糖市市長、加州阿拉米達縣縣長、加州密爾達市市長、加州庫比蒂諾市市長、

加州佛利蒙市市長、加州薩拉托加市市長等人。 

‧ 一場特殊的因緣。就是在灣區跟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的小孩交流。他們是來自非洲

賴索托及馬拉威的 18 個黑人孤兒，在臺灣的慧禮法師所辦的孤兒院裡長大，兩個不同環

境（都是艱苦）下長大的孩子，不同的種族、文化、宗教的背景，都遠渡重洋數千哩來

到舊金山灣區，他們同台表演，分享各自的生活學習環境，撒下多元文化的種子，讓我

們看到世界大同的美景。 

‧ 各地都有青年志工出來接待，多是 FASCA (Formosa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ultural 

Ambassadors)的成員，在灣區還有青少年三天全程的陪同，更有前期及本期擔任原聲暑

期英語教學志工的玉山隊隊員參與，讓小朋友興奮不已。值得一提的是 Ethan Huang，

他剛從南投山上回到灣區，但因為家庭聚會，而不能在聖荷西跟“他的”原聲學生重聚。

因此 Ethan 特別飛來休斯頓，跟小朋友重聚了兩整天。這種情誼，讓周邊人動容。 

‧ 每次出國巡演，孩子們最喜愛的活動是去寄宿家庭，跟大哥哥大姐姐們同享一段美好的

時光經驗。今年在南灣有 18 個家庭熱心接待，他們希望我們有更多的學生可以分到向隅

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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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檢討做得好及不足之處： 

1. 小朋友的紀律及自制力更進步了，注意飲食休息，不讓病痛入侵。我們也很慶幸沒有發生

水土不服、腹瀉、感冒生病的困擾。 

2. 更多的志工投入到計劃宣傳執行的工作，讓他們認識接觸到孩子和老師們，接待接觸原聲

後，沒有讓他們失望（只怪怎麼沒有早來做這麼有意義的事），形成了龐大的海外後援會，

對原聲未來的建校發展會有長久深遠的影響助益。原聲一個目標就是培養出十個二十個“馬

彼得”，才能在部落造成巨大長久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們看到今年將升大學的原聲第一屆

學生的表現，“小馬彼得”們隱隱呈現。同樣的，我想原聲若有 10 個阿貫、10 個藍蔚、10 個

和道，我們的格局氣勢永續力一定不同。這次 2016 美巡，最欣慰的是認識徵召了一大批志

同道合的志工、推銷員、執行家、募款者，出現了 10 個 20 個“和道”，對未來的發展會有深

遠正面的影響（我也可以退休了）。 

3. 主流的接觸還是太少。希望跟主流的兒童合唱團交流、洋人的寄宿家庭會給孩子們更多元

的經驗；非華人觀眾嫌少；主流媒體的報導仍不足；可以練習英文的機會太少。 

4. 行程排得太緊，以致休息時間不足，多少會影響演出品質。 

    綜合而言，2016 美巡算是圓滿完成了，後會有期。 

 

Mihumisang 美好美善 

冉天豪/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音樂總監/特約作曲 

回台一週，慢慢從時差、感冒與體力透支中恢復，也終於可以好好回頭整理這次的收穫

點滴。堅實的演出行程，兩週內橫跨美西、美東、美南，實在稱得上壯舉，比起原聲去年的

歐洲巡迴演出，今年美國巡迴的難度高上許多，全團 70 人包括小朋友以及師長，除了聖荷

西、華盛頓、紐約、達拉斯、休士頓五大城市的專場演出，還有數十場未公開的拜訪、快

閃、慈善義唱，要克服的不只是體力，還有心性的堅定。 

如同去年驚艷歐洲，這次美國巡演每一站演出都受到極大迴響，不只是當地僑胞熱烈歡

迎，更不乏當地名人或政要官員的授獎或表揚，小朋友們甚至受邀至休士頓當地收視率最高

的 FOX 電視台演唱。接受這麼多的掌聲與榮耀，我非常好奇這群孩子們心裡頭怎麼想，他

們會虛榮嗎？他們會自滿嗎？他們會忘記回家後仍然要面對殘缺的家庭關係、匱乏的部落資

源嗎？原聲給予他們見識世界的機會，會在他們的人生成就什麼意義呢？ 

有幾場演出，對於大人尤其是我們工作人員來說，幾乎到了體力透支的程度，但最大的

壓力仍落在上台表演的孩子們，他們從未喊苦，甚至表現更好。在後台的相處，或是在回到

旅館休息、在遊覽車上打打鬧鬧的相處中，我完全感受到他們的不同，他們長大了。不只是

生理上的成長，還有見識上、品德上、心性上的成長。 

原聲成立第八年了，他們認真的表現持續受到矚目，至少大家都有個模糊印象，南投信

義鄉有個馬彼得校長帶領一群布農族小朋友合唱團的勵志故事，要不然就是電影《看見台

灣》最後在玉山頂上唱著〈拍手歌〉的那群小天使，然而他們做的其實比想像還要更多、更

苦，更有甚者，他們的夢常常被誤解。他們常常告訴別人，成立合唱團只是建立孩子自信的

方法，教育才是他們最大的宗旨，包括八年來從未間斷的假日學校、每年三月的玉山星空音

樂會，以及發行音樂專輯、不定期的公益演出、每年的出國巡迴等等，為的都是這個目的。 

當年第一屆的原聲孩子今年已考上大學，而這也是原聲的承諾，只要孩子有能力、有意

願、有表現，原聲會全力支持他們，包括他們的生活照料、課業輔導乃至學費供給，而他們

支持的對象全都是布農族貧困的學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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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復一年，他們嚴格的紀律從未改變（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小細節，例如用餐前必定禱告

感謝、絕不挑食、餐後收拾餐盤，例如團體紀律、待人禮貌，例如演出期間自主性禁食甜

點、冰品、炸物等等），孩子們將榮譽心視為第一考量，他們相信所有的善緣都不是必然，

而是必須用盡一切努力所掙來的，也因此心中永遠充滿感恩，這讓他們從不喊苦，心中謙

遜。你會說這不是老早就落伍的觀念嗎？我們不是老早就獨立思考、鼓勵孩子們標新立異

嗎？那你可能完全不了解他們的成長背景，那是一個如何不公平的起始，而這些習慣的培

養，都是翻轉命運的過程。 

而這次美國巡迴，我也終於有機會聽到阿貫師的演講（阿貫師是建中退休的老師，現在

是原聲教育協會理事，原聲幕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認識這位”貫老太”的人都曉得，她表

面是個嚴厲且極度實際的人，內心的愛與執著卻是綿長而堅定，那種堅定有時讓人倍感壓

力，但更多的時候是讓人尊敬。 

對於她的演講，阿貫師常常開玩笑說，等她講完，台下的人自動就會有錢出錢、有力出

力。那些善緣不會進到她或任何一個人的口袋，而是原聲長期需要的資源，小至孩子們的營

養午餐，大則是一個建校的夢。她與同是建中退休的藍蔚師與山上的馬校長、洪校長結緣，

開啟了原聲的夢，完成許許多多不可能的任務，她從不在乎受到關注，謝絕任何媒體報導，

更別說什麼臉書按讚，所以我在這裡怎麼說都不用怕被她嘮叨。 

她的簡報最後一段主題這麼說著，「原聲教育協會的最終目的，就是消滅原聲。」這句

話我第一次聽到時異常震撼。當有一天山上部落再也不需要別人的資源挹注，而能靠自己的

力量站起來，那就是整個故事最好的結果。這是一種行道者的使命，常常這些老師們會發一

些很離譜的願（例如最一開始的玉山星空音樂會、例如去年跟維也納少年合唱團同台演唱、

例如有一天想要買地建校等等），到最後總是很神奇的成真，哪怕一開始是多麼的痴人說

夢，但就像馬校長常常帶領孩子們的禱告，我相信這樣的心誠則靈會持續下去。 

阿貫師簡報的最後一句，是布農族的問候語，mihumisang，大概就是我們說「祝福你」

的意思，但實際上這是布農族獵人在山上互相調侃「你還活著喔」的意思。只要活著，就應

該要心懷感激、充滿希望，阿貫師自己將 mihumisang 翻譯成「美好美善」，我想這是一種對

人生的期許，希望原聲的孩子們永遠不會忘記初心，也希望原聲下一個建校的夢能早日實

現。 

 

被教育翻轉的部落孩子人生 

陳念萱/作家、原聲會員 

導讀 

馬彼得校長曾表示，願意待在部落裡從事基礎教育工作，正因為自己的布農族身份，在漢人

族群裡受教育期間的種種自卑與屈辱，才能感同身受地回到部落裡幫助族人。 

 

“將來長大想做什麼？”“考上大學，從事教育工作，回到部落幫忙校長教育村裡的

人。”“學醫，可以回來給族人治病。”“學法律，以後我們就不會被欺騙。”真的嗎？有多少

人走出大山裡的部落後又心甘情願地回來？像布農族出身的馬彼得校長那樣，從事教育工作

三十年，無怨無悔？ 

什麼樣的價值觀，能讓人心甘情願地返鄉幫助族人？ 

山裡的孩子，自小二到小六，參加合唱團後，第一次離開部落看見海，走小三通從金門

到廈門，然後首度坐飛機去上海，參加世博臺灣館開館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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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線的安排，是讓孩子們既坐上船也搭上飛機，一途兩經歷。這段路程，小孩 50

人與義工 30 人，皆大歡喜地浩浩蕩蕩，沒有出任何意外，孩子們沿途都非常守規矩地珍惜

難得的旅程，演出期間，照樣定時寫作業，他們多半來自布農族，也有其他少數族群甚至半

漢族混血，只要是在信義鄉，不分族群都能參加原聲合唱團。 

然後，孩子們去了美國的洛杉磯、三藩市以及日本東京，去年到歐洲巡迴演出，今年七

月從美西到美東與美南共七個城市，場場爆滿，甚至必須增加臨時座位。許多現場觀眾紛紛

抹淚表示：“好久沒有聽到這麼純淨的聲音，太美了！簡直讓人無法相信世界上有這麼乾淨

的聲音。”當孩子們在公演後，走進醫院甚至警察局，隨機演唱慰問走動的人們，無論是否

聽懂了歌詞，紛紛訝異地綻放了溫柔的笑容，立即問明白，這群孩子來自臺灣。 

 “老師！您退休以後，無論做什麼，我們都追隨您，出錢出力。”一大群事業有成的學

生們表示力挺到底。兩位建國中學資優班老師，阿貫與藍蔚，放棄自己的本名，接受布農族

長老命名，從此加入玉山腳下多災多難的信義鄉布農族部落，她們說：“漢人太壞了，我們

來彌補罪孽。”每次上山聽到淳樸的原住民如何被騙取了土地與勞力，兩位退休的老師便咬

牙切齒：“他們的智商不比漢人低，只是缺乏資源而已，我們要把山下的教育資源搬來，看

看到底誰更聰明。” 

臺灣原聲教育協會成立八年來，原聲童聲合唱團，遠征廈門、上海、三藩市、洛杉磯、

維也納、布拉格，演唱的曲目來自四面八方，語言涉及中文、布農族、阿美族、客家、英

語、德語、祖魯族語，無論走到哪裡，與當地交流的最好方式，便是接受挑戰，演唱主客雙

方各自的選曲。 

當然，合唱團只是教育的手段之一。當我們的孩子在廈門或上海與當地小學交流時，餐

餐安靜就食，自動自發地收拾桌椅，做好垃圾分類並整齊放置餐具，即便是在大型的餐館也

一樣，餐後立即整理乾淨，絕不遺留杯盤狼藉的現場。沿途接待方的義工們紛紛表示，孩子

們教得太好了。 

美僑觀眾們忍不住詢問：“這麼小的孩子，怎能把英文歌唱得如此標準？同時還要唱自

己族語、閩南語甚至其他國家的語言？”此時此刻，最得意的莫過於來自建中的兩位老師。

有用心教學又專業的老師們，就能教出有水準的孩子。其實，那麼專業的歌聲，孩子們只有

週末練唱三小時，其他時間，都在補修外語、數學、生物等難度較高的課程，師資，則多半

是具備專業的義工。 

“我們主張菁英教育，提供舞臺建立自信，從而提升孩子們學習的動力與能力，再回饋

給家人與族人，這才是原聲合唱團真正的目的。原聲的終極目標是消滅原聲，將來原聲培育

出來的孩子足以自立自強而成就自己幫助別人，那麼，原聲便可以消失了。” 

馬彼得校長曾表示，願意待在部落裡從事基礎教育工作，正因為自己的布農族身份，在

漢人族群裡受教育期間的種種自卑與屈辱，才能感同身受地回到部落裡幫助族人。 

除了在基礎教育培養未來的菁英，馬校長甚至突發臆想，把外面世界的音樂帶上山，讓

族人也能欣賞來自四面八方的音樂響宴。於是，一屆屆的玉山星空音樂會，從兩百逐年增加

為三千人的觀眾，信義鄉以及聞聲而至的外地人都參與了盛會，演出者的知名度亦隨之水漲

船高。 

還記得第一場音樂會，馬校長非常緊張，既害怕學生的家長不願意參與，又擔心愛喝酒

的族人來鬧場。未料，不但吸引越來越多的在地原住民參與，連平時日日醉倒路旁的族人，

都穿得整整齊齊地溜進來專注地聆聽。一開始，他們會害羞地表示聽不懂，後來，會說：

“很不一樣但是很好聽。”再後來，從他們享受的表情上，人人都找到了音樂的共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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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相信，原聲合唱團的指揮馬彼得，原本是體育老師，根本看不懂樂譜，為了組織合

唱團，硬著頭皮學指揮，且收集部落失傳的傳統樂曲，再尋求外地的專業協助。原聲之所以

能夠站上世界的專業舞臺，真正的動能，來自于教育孩子的懇切，而非專業的基礎素養。當

然，自助人助且天助，慢慢地，加入原聲合唱團的義工們越來越專業，水到渠成地，讓原聲

在成立短短八年後，能與歷史長達 518 年的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站在同一舞臺上一起飆歌。 

未來，阿貫與藍蔚兩位老師，希望能幫助馬彼得與洪春滿兩位元校長成立獨立的音樂學

校，奠定並延續深入原住民基礎教育，便功成身退，交給返鄉的原聲孩子們接棒，真正的代

代相傳培養菁英走出困境。 

年屆耳順，經常丟三落四，2016 暑假旅美演出期間，總有小朋友默默地遞上我遺失的

太陽眼鏡、外套或草帽。這次合唱團 40 名孩子，都是鼓溜溜的大眼睛黑皮膚，不常上山的

我其實很難辨識誰是誰，她們卻眼明手快，有的跑來問我：“你的好吃餅乾怎麼做的？”某次

校長從臺北帶回我的香料烤餅，我自己都忘記有這件事，小朋友卻記得清清楚楚，且明確知

道是誰做的。他們不再是初見時的怯弱恍惚，越來越篤定的眼神，讓人明白“教育”可以產生

多大的力量。 

 

2016 美國巡演音樂會紀實 

Bukut Tasvaluan/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指揮 

    第二次來美國演出。不同的是這回多出了些行程；從舊金山、華盛頓 D.C.、紐約、達拉

斯及休士頓五個城市，橫跨大半個美國。五場專場音樂會，六場義演，再加上其他感恩茶

會….等，平均一天至少一場，可說是魔鬼行程。當我看到這個行程時，心中充滿忐忑，一

直擔心自己的體能，不知能否負荷？自從去年摔斷肋骨後，一直都在休養中，體能大不如

前。二為擔心孩子因旅程太長及時差問題而太勞累，影響演出品質。演出品質是我最擔心

的，孩子們辛苦練習這麼久，因為人為因素而無法呈現最好的一面，那是最不值得的。面對

無法改變的行程，出國前除了歌曲的練習外，透過跑步加強學生體能，另外就是加強心理建

設，強化美國巡演的價值，提升榮譽感。 

    舊金山的音樂會，地點選在三年前來過的聖荷西 Jubiliee church。這是我來美國前最有

把握的音樂會，因為這裡是和道大哥的地盤。還有台光二哥、美智等核心人物及志工，對他

們來說駕輕就熟。雖然三年前才來過，但在志工們大力宣傳及僑胞的熱情支持下開出紅盤，

兩千多個座位座無虛席，令人感動。孩子們也感受到僑胞的熱情，雖然時差尚未完全調整

好，但努力的把歌唱好。從觀眾的回應，可感受到孩子們的演出並沒有讓大家失望。 

    音樂會之後，參加感恩茶會。茶會中遇見了十幾年前剛開始教合唱時認識的許天輝老

師。七、八 O 年代，他也算是台灣合唱界的大師級的人物。他對我們演出大加讚賞，尤其

在聲音處裡的細膩程度表示敬佩。坦白說，練合唱二十餘年，對於孩子們聲音的處理，是我

最有把握的。他鼓勵我要繼續努力，建立台灣童聲合唱在世界的地位，這樣的期許讓我感到

惶恐。 

    由於僑胞的熱情及 ACC（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的簡稱，針對非洲因貧窮戰亂、天災肆

虐、愛滋蔓延而痛失父母的兒童，給予照顧及受教機會）團體的加入，感恩茶會變成尬歌大

會，欲罷不能。 

    華府的音樂會是我在出國前最擔心的一場。一方面是學生沒有充足的睡眠，二方面是舊

金山和華府還有時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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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金山感恩茶會結束後便匆匆趕往機場，搭乘晚上十點五十分飛機飛往華盛頓。依行程

規劃是要讓孩子在飛機上睡覺，到達華府剛好是早上，但那是一個理想。在擁擠的空間及噪

音干擾下，要想睡好覺那是緣木求魚。雖然我一再叮嚀孩子要睡，但我知道有些孩子還是睡

不著，只是非常努力的閉目休息。在飛機上，我的心一直掛慮著，幾乎沒有睡著。每隔一段

時間，就起來看孩子有沒有睡著以求心安。一到華盛頓，就接著參加 National Cathedral 的聚

會。一夜沒睡，我體力不支，等待的時刻，就在教堂前椅子上睡著了。貫老說待會兒要獻

詩，我在想怎麼唱？孩子都沒睡好，還好最後沒唱，要不然真會漏氣。 

    中午，稍歇息了片刻便去彩排。場地的特殊及學生的疲累，讓彩排狀況不是很好，讓我

更焦慮，但不忍苛責學生，只能隱藏著自己的焦慮，不斷地給孩子鼓勵。 

    音樂會是在華盛頓摩門教聖殿訪客中心，由於教會規定不能售票，所以是採現場索票。

下午六點，當我們進場準備時，已見僑胞們大排長龍等著索票，見此情形，非常感動，於是

在後台跟孩子說，雖然我們身體有點疲憊，但僑胞們這麼熱情支持我們，我們要打起精神，

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他們。在禱告之後，孩子們也相互擁抱、互相鼓勵。 

    這場音樂會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整場音樂會中場不休息，也不唱安可曲。教會規定

音樂會必須在晚上九點半以前結束，包括離場。為了避免逾時，所以中場不休息。已是疲憊

的身軀，中場又不能休息，是一項挑戰，心中雖有些微詞，但也只能接受。但我還是技巧性

地讓孩子在中間退場五分鐘，喝一口水後便又上場。 

    唱完最後一首歌，從觀眾們的反應，我們並沒有讓他們失望。孩子們全部退場後，安可

聲依舊。舞台總監皓玫問我安可聲不停怎麼辦？我問了皓玫時間？他說唱兩首安可曲加換裝

退場有足夠的時間，於是當機立斷請學生再上場連唱安可曲。 

    散場後，僑胞似未過癮，不忍離去，在大廳等候著我們。當我們走出來時，或鼓掌、或

豎起大拇指給我們肯定、鼓勵，從僑胞們的鼓勵與興奮的表情，雖累卻感安慰。一位女士對

我說，她跟她先生開了九個小時的車來聽音樂會，非常值得。返回飯店的途中，我把這事跟

孩子分享，孩子為自己的表現鼓掌歡呼。回到飯店，疲憊不堪，加上為孩子認真的表現感

動，情緒難平，整夜翻來覆去難以成眠。還好音樂會之後，有四天的參觀行程可調整自己的

身體狀況。 

    離開華府前往紐約市途中，負責接待的光蓉姊寄了一封信給大家，形容我們是原聲颶

風，橫掃華府。信中還附上了世界日報及星島日報對我們的報導。其中星島日報的報導中這

樣寫著：「…這些孩子使用國語演唱時，他們的吐字相當精準，而且平舌與捲舌的發音都很

正確，沒有南方人在唱歌時所難以避免的含混。這些孩子們用國語所表達的歌聲，以及歌聲

裡所包含的情感，都以近乎完美的國語發音而極具感染力、極具表現力。….這些孩子將歌

曲中的寓意進行了透徹的表達。….」 

這是我看過最特別、最有誠意的報導。然而在這背後，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花了多少時間

反覆的雕琢。從聲符的分解練習、嘴型的要求，不斷反覆，務求精確，其過程是相當枯燥無

味的。但孩子們從不厭煩，認真的學習。我鼓勵孩子，重複做件枯燥無味的事，其實就是心

性、毅力的磨練，這也是布農合唱的核心精神。 

    在此，要特別感謝在華府負責接待我們的光蓉姊。她已七十多歲高齡，仍願幫我們規畫

安排整個華府的演出與參觀行程。據說在我們來華府的前兩天，她不慎腳傷，走路不便。但

她吃著止痛藥，帶著我們參觀華盛頓各景點，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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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市的音樂會，應該是學生狀況最好的時候，音樂會是安排在紐約的第三天。這三

天，孩子們去洋基棒球場欣賞地鐵大戰，搭渡輪看自由女神及紐約市區觀光等，這應該是此

行孩子們最期待的行程。對山上的孩子來說，紐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城市，只能從電視或電

影中認識它，能夠來此走走，是一生的夢想，只可惜因為塞車問題及太多的顧慮，而刪除了

一些行程，殊為可惜。 

    音樂會安排在皇后學院。從出發前阿貫老師的描述及來紐約後接待單位的談話，我對這

場音樂會充滿著期待。但一進會場，發現它是音樂劇舞台的設計，並非音樂廳，加上所使用

的麥克風，讓我心中難免有所擔心。還好音響算是頂級，加上由武錚操作，心裡才放鬆些。 

    在音樂會之前，得知今晚將有許多特殊的貴賓。除了當地所謂主流社會的政商名流外，

據說還會有爆破藝術家蔡國強先生、作曲家譚盾先生、小提琴家馬友誠女士（大提琴家馬友

友的姐姐）等專業音樂人士，整個會場二千一百多個座位全部坐滿。整場音樂會僑胞們充分

表現他們的熱情，熱烈地給我們鼓掌。但在音樂會進行中，也有許多干擾，包括手機聲響、

講電話聲，甚至在演唱中，未在指揮引導下就興起打拍子，干擾了孩子的演出。這情形讓我

想起雲門在中國上海演出時，因觀眾的干擾而中止表演，也許哪天我們也可以這麼瀟灑。 

    音樂會結束，觀眾的歡呼依然如前兩場一樣，許多貴賓紛紛上來向我致意。當我正跟貴

賓一一握手時，一個聲音從台下對我說：指揮，馬友友的姐姐想跟你打招呼。我立即回身跳

下舞台向她致敬，她的第一句話說：「你們的演出太棒了，不應該只給華人聽。」這是三場

音樂會以來最棒的肯定與鼓勵。對於此次美國巡演，我一直把重點放在孩子的練習上，對於

整個行程的安排幾乎沒有去關心。曾聽說紐約的演出將在一間教堂，且是以白人為主要對

象，但後來為何改變至皇后學院，我也不清楚。的確，當我們的演唱到某一水平時，是應該

嘗試著擴大我們演出的對象，才有辦法達到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的夢想。此次美巡雖然大部

分聽眾是華人，但還是有一定的收穫，一步一腳印，只要有實力，不怕人不知。 

    八月七日，再度搭上美國國內線飛機飛往達拉斯。這天四點起床，五點上車去機場。前

一晚林青萍女士的熱情招待，孩子們很晚才回飯店，洗澡、整理行李，大約十二點才睡，我

又在心裡擔心著。阿滿跟我說別擔心，飛機上還可以睡，到達拉斯時間也充裕，會有足夠的

時間休息。偏偏不巧，飛機不知甚麼因素，延誤了一個多小時，孩子們在飛機上心有焦慮，

根本就睡不著。我則默默禱告著，願一切平安順利抵達。 

    達拉斯的音樂會選在市政府表演廳。據負責接待我們的詹益明先生說這表演廳才蓋好三

年，設備遠勝於紐約皇后學院音樂廳。下午彩排，果真如此，於是決定不用音響設備。唯一

的遺憾是觀眾的容納量小了些，只有七百五十個座位。音樂會還是一樣滿座，也不乏政商名

流及音樂專業人士，包關達拉斯副市長及北德州大學音樂系系主任等。對我來說什麼人來不

重要，孩子把歌唱好才是我心中唯一關注的事。孩子們也跟我一樣的認知，因此，不管路程

多麼奔波，身體多麼疲憊；大家忍受誘惑，一路禁吃冰淇淋、巧克力、炸雞等，光是這點，

真的是要為這群可愛的孩子豎起大拇指。大家都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把歌唱好。 

    離開達拉斯前的感恩餐會，副市長也來參加，為孩子們在達拉斯所做的善行來鼓勵，並

親自頒發榮譽市民證書給每一位孩子。昨晚音樂會之後，第二天早早起床，先是去華人安養

院義演，之後去貝勒大學附設癌症中心醫院(Baylor Sammons Cancer Center)及捷運警察局總

部義演。其中警察局義演讓我感動深切。 

據接待的詹益明先生說，今年七月六日發生員警被槍擊事件後，達拉斯員警士氣一直處

於低迷，我們的義演希望能帶給他們一些溫暖與鼓勵。其實為了鼓舞當地警察士氣，昨晚的

音樂會中，也特別邀請了警察代表前來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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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鼓勵孩子，我們受到社會各界太多的幫助，我們也當為這社會付出。因此，只要

有機會，不管在何地，我們非常樂意進行義演，孩子們也以參與義演為榮。美國巡演雖然奔

波勞累，但孩子們皆能盡力的完美演出，其實多少是以義演的心態，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

提升演出的價值。 

    來到最後一站休士頓，已是深夜十點多，舟車勞頓，身心交疲。但看到僑胞們在飯店門

口列隊迎接，房間裡放著備好的水果，一張問候卡，身體的疲憊頓然全失。從美巡的第一站

舊金山到後一站休士頓，僑胞們的熱情都始終有增無減。 

    來到休士頓的第一件事便是上福斯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要在攝影棚唱歌。與貫老討論

後，決定唱布農古調。過去常說要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這正是一個好機會。或許是身為布

農人對自己文化的使命感使然吧！說實話，來美國這麼多場的演唱，這是唯一讓我有點緊張

的一次，即使是只唱一首歌。 

    錄影結束，已是十點多，決定取消參觀的行程，讓孩子多休息，準備迎接最後一場專場

音樂會。 

    音樂會也是在劇院舉行。美國巡演音樂會，除了達拉斯的市立表演廳為正式音樂廳外，

其他都在教會或劇院，所以音響設備的好壞更顯重要。美國教堂大都為現代建築，其空間的

殘響不比歐洲老教堂，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還好有武錚、天豪隨行，減去了我這部

分的顧慮。彩排中，貫老說學生今天的聲音不怎麼好。我說當然不好，長途奔波勞累，不是

休息一、二小時就能恢復的。彩排中，我刻意不要求學生的音量，只專注在音樂的詮釋與表

現，以及幾處高音部分如何轉換唱腔等多加叮嚀。在這個時候，休息是最重要的。我也相

信，正式音樂會，孩子們會表現的更好。 

    音樂會因為是晚上七點半開始，加上致詞、頒獎及當地一重唱團體的演出，音樂會結束

已近十點，但還得參加消夜宴，我的心裡又開始擔心。專場音樂會結束，每個人都鬆了一口

氣，孩子們也很 high，我只好一一叮嚀孩子不宜得意忘形，明天還有三場義演。有人說義演

而已，只不過是唱個幾首歌罷了！不需要太緊張。但對一位指揮來說，唱一首歌和唱一場專

場音樂會是一樣的。這是態度問題、責任問題，所以我不允許因為只是義演而鬆懈，對我來

說，唱完三場的義演才是真正的結束。 

    綜觀這次美國五大城市的巡演，孩子們不管生活紀律、禮貌、演出表現都可圈可點。來

舊金山的第三天，在台光二哥的陪同下上了當地華人現場電視節目，除了介紹原聲外，也接

受聽眾 Call in。其中一位太太提到當天下午她去舊金山僑教中心，恰巧我們也要去參加當地

僑界辦的歡迎記者會。當她準備要進門時，一位落單的原聲孩子也正要進來，於是就順勢幫

這個孩子開了門。這位孩子非常有禮貌地向這位太太說，謝謝您為我開門，令她非常感動，

她認為我們把孩子教育的非常成功。其他如飯後把餐桌整理乾淨、打招呼問候，孩子們皆表

現得宜，也難怪幫我們開車的巴比司機會深愛著我們的孩子。 

    在音樂會的演出方面，縱使有時差、長途奔波勞累等因素，沒有迪士尼的加持，沒有環

球影城的誘因，一路禁吃冰淇淋、巧克力，但孩子們沒有任何抱怨，謹遵禁令，竭盡能力把

每一場音樂會唱好。在返國的飛機上，我不停的反覆思索著孩子一路的表現，自己感動到數

次落淚。孩子們，身為你們的指揮，我是何其榮幸與驕傲。 

後記： 

    此行美國巡演，真心感謝僑胞們的熱情。不管是在舊金山、華府、紐約市及達拉斯、休

士頓等都一樣。您們不僅是我們的天使，也是我們這趟行程中重要的支持力量。身處海外千

里遠的您們，其實和我們是這麼靠近。謝謝您們的每一分鼓勵，我們會珍惜並勇敢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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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合唱團 Vox Nativa Choir 休斯頓 Stafford Center 演出樂評 

 

林志豪 Chih Hao Lin 

耶魯大學音樂碩士 08’ 

曼哈頓音樂院學士 06’ 

前約旦安曼國家交響樂團小號首席 

現任美國陸軍第一騎兵隊樂隊小號手 

 

18 歲離開家鄉台灣來美國求學的我，已經在這異鄉美國待了有 14 年之久。一路從音樂

學士到音樂碩士，從小到大古典音樂的薰陶下，耳朵對於音感、音準、與音質上特別敏感挑

剔。今天 8/9 2016 受邀來聆聽由羅娜國小校長馬彼得所帶領的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演出。 

首先一開場就被這純淨的歌唱音質給吸引住了，沒有美式與歐式的顫音，而是直接無瑕

疵的長音，加上合唱團團員所展現的自信台風，完全超越了國小學生的水準，讓我這挑剔的

耳朵不得不豎起來聽；看著合唱團員們眼睛盯著指揮的一舉一動，嘴唇咬字上清晰度，聲部

與聲部間的完美和聲，音與音之間的轉折，還有音準，就像是一個人的獨唱。如果聽眾閉上

眼睛，肯定想像不到這是個 30-40 人的合唱團。更難得的是，這是一場全程背譜的演出，只

要是一個團員不夠專心，都會給其他團員帶來壓力，但是他們都完美的做到了。 

除了把高品質的音樂帶給了聽眾，舞台效果的設計，也給大家帶來了更深入的原住民文

化的認識。運用了舞台與觀眾席高低差，模仿了高山上用歌聲來做遠距離的溝通，同時也是

原住民音樂最原始的容貌；在音樂裡利用樂器來模仿各式各樣動物聲音，讓聽眾更融入了歌

曲的情境；舞臺動作的設計與歌詞的意義都表現得恰到好處，尤其是團員整齊劃一的動作，

也讓人驚艷。選曲方面也可以看出很用心的安排，歌曲的語言從原住民語、台語、客家語、

華語、英語與拉丁語。讓合唱團不僅吸引了華人聽眾，也同時吸引了國際的聽眾。 

音樂會最後加入了幾首台灣家喻戶曉的曲子，台北的天空、外婆的澎湖灣等等，也讓我

這在異鄉的遊子眼眶不知不覺的紅了起來。整場音樂會團員的表現相當成功，音樂的水準與

舞台的表現都有職業的水準，也可看出團員練習的用心與時間的付出。 

演出完後到了後台，聊天之餘才瞭解到，原來有這麼多的幕後工作人員都是自掏腰包全

程的付出，來替台灣原聲合唱團圓夢，把台灣的聲音傳出去。一個偉大的夢想與一場成功的

音樂會，都少不了這後台默默付出的人員。 

當然，再精彩的演出都希望下次能更加完美，有更突破性的進步。首先在伴奏上面，如

果可以依照曲目的性質適當的加入邦加鼓(Bongo Drums)或是節奏性強的打擊樂，會是個帶

動聽眾律動的好方法。服裝上在上下半場可以準備不同的樣式，視覺上會有新鮮感。藝術性

上可以利用組曲的方式來說個小故事，用故事把每首曲子串起來，或是利用說唱式演出(一

個人介紹演說，合唱團背景伴奏)，來加強演出的完整性與豐富性。 

最後，我希望合唱團能夠持續的再接再厲，不要因為眼前的成功而鬆懈；我更希望未來

能夠在其他國際舞台上，再次聆聽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的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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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巡日誌 

蕭慧鈞/原聲英文老師 

Day 1 

  臺灣時間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美好清亮的夏日午後，原聲音樂學校三十九位學生

及眾多師長，一行人浩浩蕩蕩抵達桃園國際機場，預備再次前往美國這泱泱大國，為今年夏

天譜出不一樣的美麗音符。 

  三十九位出征的孩子裡，不少人是第一次出國，第一次的飛行便要橫跨大半個地球，著

實令人興奮又期待。不僅師長團隊籌備美國行已久，孩子們也做足了準備，過往數個月來，

勤加練習自己的外語能力，期望能用共通的語言和滿滿的熱情，為彼此點燃更多交流的契

機。 

  在等待登機的空檔，孩子們整整齊齊地列隊，年長的孩子領軍、年幼的孩子牽著手彼此

照應，眼神裡透著雀躍，心上也掛記著方才師長及學長姐所交代的事項，互相提醒著。小小

的年紀、稚嫩青春的臉龐，卻也透著成熟的樣貌，孩子們謹記著此趟旅途的願景，也清楚自

己身上乘載著父母、甚至整個家族的期許，要為布農族、為台灣、也為自己爭光。有師長無

私奉獻的眾人之力、有家人不計辛勞的為讓自己圓夢而努力，成就今日這趟美國之旅。小小

的夢想，能成就大事！ 

  坐上飛機，等在眼前的是長達十四小時的飛行。安坐好的孩子們，有的興奮地戳按著眼

前的屏幕、探索著飛機上的各項貼心設備，也有孩子點開了飛行示意圖，研究起了世界地

圖，談論著螢幕上每個已經或即將飛過的城市，一雙雙大眼，專注地看著螢幕上模擬的小小

飛機，一點一點地往前飛翔，逐漸遠離故土。窗外的天如此清澈，隨著高度逐漸升高、窗外

氣溫逐漸下降，雀躍的心卻是一點一滴加溫著。懷抱著興奮也蓄勢待發的心，台灣原聲童聲

合唱團，即將再次唱響美國！ 

  經過十多個小時的飛行，飛機平安降落在美國舊金山機場。一出機場大廳，便遇見車和

道大哥、何台光大哥所領軍的熱情朋友們，帶著大大紅布條及可愛的糖果花圈，用盛大熱情

及友愛，熱烈歡迎台灣原聲合唱團的到來，孩子們的疲憊一掃而空，換上了同樣熱情與快樂

的微笑。美國，這是多麼美好的初印象！當地朋友們的熱情我們無以回報，孩子們於是在機

場大廳獻上了此次美國行的第一次快閃演出，用熱情的歌聲感謝彼此，也唱出我們的真誠心

意。 

  美國，我們來囉！ 

 

Day 2 

  休息一晚後，原聲 2016 的驚奇夏之旅，正式展開。今日孩子們走訪舊金山，體會美國

西岸城市美好風光。 

  昨日傍晚，孩子們在就在舊金山灣旁的餐廳用餐，豐盛的晚膳、美好的心意，滿室溫

馨。走出餐廳外景色更是奪人心神，孩子們紛紛著迷於向晚的灣區晚霞，金黃中透些暈紅的

色澤遍染整片天空，伴著不斷吹拂在臉畔的涼爽微風，空氣中流動著繽紛氣息，原來舊金山

是這樣美麗多姿的城市。 

  晚霞的沁涼愜意猶然存於心上，今日走訪市區，發現舊金山的早晨也是同等美好，這樣

的城市實在令人醉心。這天，天氣晴朗舒適，溫煦陽光曬在身上，透著暖意，一如我們在這

個城市中所遇見的美好人們。上午的第一站，孩子們就沿著市中心信步而行，飽覽市區各式

人文風光，眼前每棟建築物都具備著自己的特色，博物館群、藝文中心…不同的建築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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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色彩搭配，而當中最奪目的當屬舊金山市政廳，巨大的穹頂無論遠觀、近眺，都充滿

迷人魅力。孩子們也趁著宜人天氣，襯著陽光於市政廳前再次獻上快閃演出，用歌聲為自己

在舊金山市區唱出最珍貴的紀念。歌聲太美麗，不少朋友們駐足聆聽呢！ 

  來到舊金山，當然不能錯過著名的金門大橋。孩子們久聞金門大橋盛名，早先僅是搭車

經過時，眾孩子們便紛紛開始回憶著以往在書上、電影裡，以各種姿態現身的金門大橋，而

當孩子們在 Crissy Fields 與友伴及一隻隻駐足停下的大嘴海鳥們一起野餐、享受悠閒灣邊風

光後，一行人浩浩蕩蕩的走往金門大橋，親身體會這名聞遐邇的世界地標。沁涼的風不停地

吹，吹呀吹地，吹不走一行人的雀躍，風中洋溢著我們快樂的笑聲，今日散發赤紅光彩的不

僅是金門大橋的巨大橋身，還有我們一起留下的美好回憶，相信也是孩子們生命的一頁美好

篇章。美好的回憶少不了美麗的歌聲相伴，就在再一次的快閃演出中，我們的灣區風光也在

此時彎出了最美好的印記。 

  舊金山有多美麗，今日的旅途就是最美好的證明。一天下來，飽覽市區風光、走過金門

大橋與沿岸公園，但精采尚未結束呢！午後，我們驅車前往同樣名聞遐邇、走過經過不可錯

過的漁人碼頭，此地的繽紛熱鬧和方才橋邊水岸的風光又大不相同，多了一種熟悉的喧鬧

感，正如同碼頭给人的溫暖印象。繽紛的道路色彩，熙來攘往的人群，遠方立著巨大螃蟹

像，而眼前也有一間間標榜的新鮮螃蟹的特色小餐館，空氣中散發著蝦蟹蒸熟過後的誘人香

氣。原聲的孩子飄洋過海，從玉山山腳下，來到了舊金山的漁港邊，山的孩子如今飽覽海的

氣息，如此的薈萃令人無盡喜悅。曬著太陽、悠悠哉哉地在街角駐足，令人感到由衷的舒

適，難怪漁人碼頭是如此的吸引眾人！ 

  時光過的飛快，富足的一天也咻的一聲這樣結束。風景雖然無法獨佔，我們共寫的回憶

卻是如此的美麗，閃耀著歷久彌新的光彩。 

 

Day 3 

  來到美國的第三日，上午，我們造訪加州州立紅木森林公園(Henry Cowell Redwoods 

State Park)，這天上午太陽依舊熱情，但紅木森林公園鬱鬱蒼蒼，走在小徑上絲毫不會感到

炎熱，為加州夏日寫出另一種涼爽風情。孩子們來自玉山山群，對於樹木的熟悉度自然不在

話下，來到紅木森林公園，彷彿來到的自家後花園一般，有些孩子甚至能精準指出某些樹木

的樹種，如數家珍地道起自家故鄉的樹木，小小森林家的模樣令人感動。雖然對於樹林感到

熟悉，孩子們仍不免震懾於整片紅木森林之廣闊，以及樹木群高聳挺立、枝葉繁盛又棵棵相

連的壯觀場景，就見孩子們各個昂起頭顱，抓著自己的相機，為眼前的美景留下珍貴紀錄。

陽光從枝葉縫隙中灑落，形成一道道金黃光影，映照在一個個走經過的孩子身上，氣氛寧靜

祥和，又帶著一絲神聖莊嚴，當真是大自然的禮讚。 

  紅木公園真不愧是加州最大又最古老的公園，我們緩步在樹林中徐行，途中不僅路經一

棵樹齡高達 2000 年的高齡年輪，也看見一棵被雷擊中、但仍強韌活存著的大樹，樹林鬱鬱

蒼蒼，蘊藏強健生命力，是大自然的驚奇，有幸能造訪這片林地的我們，何其幸運。 

  紅木森林公園的森之浴後，孩子們接著拜訪葡萄園 Mountain Winery，美麗如電影場景

一般的葡萄莊園出現在眼前，往前走去，還可由上往下俯瞰加州地區，地勢之遼闊，迥異於

台灣的風景，讓孩子們紛紛抓緊了相機，盼望能留下這驚奇的一刻。來自信義鄉的孩子們，

對於葡萄園並不陌生，但也於此見識到台美兩地葡萄園的不同，也約略得知了這其來有自，

孩子們用親身經歷大展見聞，相信將來等到孩子們接觸到更多知識時，必能想起今日他們用

自己的眼，所留下的回憶。正所謂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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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時分，孩子們回到了市區，來到了等待已久的重頭戲時間，要與 ACC 阿彌陀佛關

懷中心的友伴們交流。 

會場中，一群帶著黝黑肌膚、晶亮雙眼的青少年孩子們安坐著，明顯的非裔人種樣貌、

口中卻字正腔圓地講著道地的中文，令一旁的我們大感驚奇，沒有想過竟然會有外國人聽起

來如此的像我們。 

看著這群孩子，盈滿心中的不僅是讚賞，更多的是感動。ACC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長期

關懷非洲因貧窮戰亂、天災肆虐或疾病災害而流離失所的孩子，不僅給予食衣住行上的支

持，更予以文化上、心靈上的輔導，讓這群原本可能徘徊在生死邊緣、飽受磨難的孩子，如

今有機會成長成熟為如此美好的樣貌，看著 ACC 孩子們各個精神飽滿、青春洋溢的模樣，

如何不令人動容。 

  在演出前，原聲孩子們已有聽聞這群 ACC 孩子們的能力，但百聞不如一見，當交流開

始時，ACC 這群外國孩子一站上台，開口唱得並非原以為的異國歌曲，而是我們再熟悉不

過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台北的天空〉等膾炙人口的中文歌曲，讓台下觀眾無不驚奇，這

是多麼奇妙的衝擊感！不僅將中文歌曲唱得音正詞圓，ACC 孩子們打起中國武術來更是虎

虎生風，在掌風下，看得見中華文化對其之薰陶，也看見年輕孩子旺盛的生命力。如此壯觀

場景，讓原聲孩子們除了驚訝讚嘆，也紛紛摩拳擦掌起來，蓄勢待發，預備端出同樣精彩的

表演。 

  換上原聲孩子們歌唱時，孩子們專注的看著指揮，開口歌唱的歌聲直直打入心中，三個

聲部相輔相乘。只見方才興奮的 ACC 孩子們此刻目不轉睛地看著舞台上的友伴們搖擺著身

軀，真心誠意地用歌聲讚揚生命。表演精彩動人，然而兩團孩子們的生命交流更是令人喜

悅，這兩群孩子，或多或少在各自過往的生命歷程裡，經歷了大大小小的磨難，然而生命是

如此的玄妙，不僅有貴人們出現在這群孩子的生命裡，這群孩子也如此力爭上游，用自己的

努力寫下生命的無限精彩。莫怪人們總說，孩子是來自上帝的天使，此時此刻孩子們身上閃

耀的動人光彩，瑩瑩動人，真如同天使一般，給予人們對於未來的無限希望。 

  ACC 孩子黝黑的膚色和立體的輪廓自然吸引原聲孩子們的好奇，表演結束後，兩邊孩

子們迅速聚在一起自在的歡聲暢笑、擁抱合影。微笑與熱情果真是世界性語言，無遠弗屆！ 

  然而，今晚的重頭戲不僅僅如此。在美國行前幾週，原聲音樂學校的孩子們才在暑假學

習營時，體驗過一群來自美國的 ABC 大哥哥大姐姐所用心籌辦的英語學習營隊，當時的精

采學習與真心相伴猶在心中蕩漾，也還記得當初營期結束要互道再見時，彼此有多麼不捨，

如今他們即將再聚首－先前是美國的哥哥姐姐跋山涉水來到信義鄉，現在是孩子們遠渡重洋

來到舊金山，再次與心愛的大哥哥大姊姊們一起歡度美好時光。今晚，孩子們將入住灣區當

地的家庭，體驗寄宿生活，看看美國 Local 當地生活，究竟有怎麼樣的異國滋味。 

  孩子們在與自己的寄宿家庭相見歡時，便已興奮的抱在一團，原先的緊張、要脫離師長

們的懷抱而到一個新的家庭裡的羞澀與膽怯，在大哥哥大姊姊們的熱情之中煙消雲散。牽著

手離去的他們，背影是如此的快樂幸福。 

  為了接待原聲的孩子，每個家庭都用盡心思用心準備，孩子們心中的感恩與感動又更深

了。一個晚上的住宿時光太短暫，但孩子們相機裡拍下的卻將讓回憶能夠無限延伸。照片裡

的人們也許躺在房間地板上嬉戲、笑得眼角都瞇了起來，也許是在大賣場的推車旁露出了頑

皮的笑容，也或許是在舒適的房間裡、窩在角落研究著架上的藏書，每個孩子都和自己的寄

宿家庭共度了美好的晚上，相信這樣的回憶，會永遠保存在孩子們心中，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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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如此用心接待我們的家庭！期望有機會，我們也能在台灣再聚首，屆時換我們作東

道主，一樣用熱情，綿長我們的情誼。 

Day 4 San Jose 專場音樂會 2700, 感恩晚宴,紅眼飛機飛 DC 

時光過得飛快，轉眼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2016 年美國巡演的第一場專場音樂會即將登

場。 

一早，孩子們從寄宿家庭前往演出地點 Jubilee Church。Jubilee Church 莊嚴美麗，內部

舒適，原已可容納兩千多名觀眾，但加州地區朋友盛情非常，主辦方還加碼了許多座椅，讓

更多朋友可以聽到來自玉山的天籟之音。三年前，原聲初訪美國時，也有造訪美麗的 Jubilee 

Church，在此舉辦音樂會。三年後，再次來到這裡，心中的感動依舊，也更有一種使命感，

希望能讓演出更上一層樓。 

這天晚上，座無虛席，2700 名座席滿座，當地的朋友們組成工作效率一等一的工作團

隊，負責接待、義賣專輯等等工作，舞台工作部分也由無比專業、又總是親切地笑瞇了眼角

的方大哥來主導，有求必應，專業又親切的模樣實在令人感動。謝謝來自四界的原聲之友！ 

  彩排時的孩子們，面對偌大的表演場地，不見畏懼之色，也許是因為知曉這是個教堂，

知道今晚的他們不僅是要唱給當地盛情的朋友們聽、也是要唱給心中的信仰聽，分享歌聲中

的美麗力量。時光過得飛快，一下子便到了登台前之時刻，孩子們在校長的帶領下，靜下心

來虔誠禱告，期望能唱出最好的聲音，留給當地的朋友們最美好的回憶。 

  這場專場音樂會，也請到當地電視節目主持人鄭家榆小姐擔任主持人，美麗的她，身著

布農服，為演出帶來最美麗的開場。初試啼聲，第一場音樂會就這麼開始囉！ 

  為了此趟美國巡演，孩子們準備了二十支歌曲，預備著要在音樂會上完整呈現。曲目安

排上亦是用盡心思，希望能保留歌曲間的連貫性，讓感動加倍。開場的曲目，便是原聲一路

走來廣受喜愛的招牌曲，充滿布農風味的〈kipahpah ima 拍手歌〉，一開場便邀請台下朋友

們與我們一起在心中歌唱。接下來也準備了多首詩歌，布農語、拉丁語、英語、祖魯語與中

文等頌讚歌曲接連登場，期望能將我們心中的虔誠信仰與聲音中的力量，透過音符，分享給

與會朋友們。 

  多首頌讚曲中，有些是以鋼琴清脆音符伴奏，有些是孩子們原音清唱，有些則是由原聲

打擊樂團與鋼琴一起伴奏。此行打擊樂團團員僅田有宏一人出征，一人擔起打擊樂伴奏的重

責大任，揹著非洲鼓，也準備了鐘琴、鈸、木魚等樂器，慎重又恰如其分地為樂曲增添不同

風味，著實迷人。 

  登台前的有宏，不像合唱團員們能夠彼此聚在一起加油打氣。他獨自一人在後台等待

著，揹著大大的非洲鼓，自己為自己整理服裝儀容，靜靜地佇立著、等待自己的登場時刻。

緊張嗎？待會要獨自一人走向打著亮光的舞台，會不會害怕？有宏笑了笑，眼神中透著一種

雖然緊張、卻也預備好了的大將之風，彷彿一隻蓄勢待發的鷹，這樣帥氣穩重。在此時此

刻，忽然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孩子的成長，腦海中那個個子小小的、頑皮的在教室裡跑跳的稚

嫩孩子，和眼前這個眼神沉定的少年，是如此的相似，卻又如此的不同，兩個影像交疊在一

起，重疊出最美好的感動。時光過去，沉澱、淬洗出的是孩子們真真切切的成長。 

  舞台上，三十九位孩子和指揮、伴奏老師共同呈現出這段日子以來日以繼夜的練習成

果。台下，滿席的觀眾，目不轉睛的看著台上的孩子唱出自己的晶瑩之光。 

  上半場在〈pislahi 獵祭〉中畫下圓滿休止符，短暫的休息後，萬眾矚目的下半場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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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場的曲目與上半場相比，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激盪。多首台灣傳統歌曲－〈台北的天

空〉、〈外婆的澎湖灣〉、〈茉莉花〉等多首曲目連串登場，希望能勾起海外華僑朋友的滿滿故

鄉回憶，愈陳愈香。其實早在開場時獻唱國歌、揮舞國旗時，眾人思鄉的情緒已被勾起；當

〈台北的天空〉樂音一起，孩子們澄澈的嗓音唱出故鄉的美麗時，不少觀眾默默伸手抹去了

眼角的淚光。能在他鄉，聽到孩提時代、來自故鄉的歌曲，美麗的台北又再次出現在眾人心

中。孩子們的歌聲，再一次的撫慰了人心，溫暖的傳遞了力量。 

  就在眾人們的齊聲安可下，孩子們獻上加碼的安可曲，以最用心的演出回應眾人的熱

情。揮手向滿場觀眾道別的孩子們，臉上有著羞怯但又驕傲的微笑，今日他們再一次地用專

注、用誠摯，為自己的生命寫下精彩的一頁。專場音樂會順利落幕，但精采的一天還沒結束

呢！ 

  傍晚時刻，熱情的加州太陽還捨不得落下，孩子們來到感恩餐敘的場合，再一次地與

ACC 友伴們聚首，也和來自四面八方的原聲之友們共進餐敘。在大夥兒放下演出壓力、快

樂用餐時，咦，怎麼台前忽然傳出了鼓譟聲，席間傳來不少興奮的低語，Wow！竟然是原聲

與 ACC 的孩子們搶起麥克風，要上台獻唱了！ACC 的孩子大方地上台，拿起麥克風來就是

獨唱；原聲的孩子們也大受鼓舞，三五成群，一樣準備要再次送上自己的美聲，台上台下都

好不熱鬧，笑聲隨著歌聲不斷滾落席間。多麼精彩又溫馨的結尾！ 

  感恩餐敘結束後，眾人依依不捨的道別，而孩子們也趕緊奔向機場，準備搭上紅眼班

機，離開溫暖的灣區。夜空下，家家戶戶的燈光綻亮著舊金山，在飛機上飛翔的我們，心懷

感恩。美東，華盛頓，我們來囉！ 

 

Day 5 華府國家主教座堂 National Cathedral, 主日彌撒, 雙橡園, 摩門聖殿訪客中心 Temple 

Visitor Center, 與榮星合唱團專場音樂會 

夜晚的飛行，予人十分不同的感受，孩子們紛紛驚奇，原來美國當真如此地大物博，要

從美國的西邊飛到東邊，竟然不是開車或是搭火車，而是直接搭上國內航班，坐上飛機，飛

上整整五小時。在台灣，從最北飛到最南也不過兩個小時，孩子們彎彎手指換算一下發現自

己所飛越的距離還真不是普通的長，紛紛驚嘆著，美國真是奇妙的泱泱大國！ 

落地後，孩子們拉著行李箱，搭上大巴，前往華盛頓的第一站。問孩子們對華盛頓的第

一印象是什麼？孩子們睜著大眼睛，拉起了大大的笑容，說「這裡好像變熱了！山也不見

了！」言談裡充滿著對新城市的無限期待，果真是精力旺盛的孩子們。華盛頓的精采正等著

我們！ 

今天會是緊鑼密鼓的一天，早晨落地，傍晚旋即要舉辦此行的第二場專場音樂會，而適

逢禮拜天，虔誠的孩子們不忘心中的信仰，我們前往華府國家主教座堂 National Cathedral 進

行主日彌撒。 

一從地下通道走上地面，晴陽朗朗的撒到身上，藍天、白雲、綠地，令人心神開闊，而

一抬眼，映入眼前的是高聳挺立的國家主教座堂，在雄偉的教堂面前，我們僅能仰著頭，竭

盡所能地將教堂收進眼底，在它面前的我們是多麼渺小！教堂處處可見設計的精巧用心，即

便歷史如此悠久，卻費心維護的如此之好。教堂外部的雕塑講述著聖經裡的故事，內部的莊

嚴也傳遞著信仰的力量。孩子們紛紛收起玩樂的心，踏入莊嚴殿堂之中。能夠來到這裡與上

帝親近，我們多麼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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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鑼密鼓的一天，我們還有個千載難逢的盛大邀請，珍貴的下一站－來自台灣的我們，

要踏進華府的中華民國領地了！中美的歷史關係隨著時光過去不斷變遷，但美麗的雙橡園歷

久彌新，在眾人努力之下悠揚著來自台灣的光輝。我們多麼幸運，能夠一訪此處，體驗歷

史，也寫下歷史。 

親切的大使親自為孩子們導覽，也擺出非常台灣味的美味饗宴招待孩子們，一面看著炒

米粉、鳳梨蝦球、鮮蔬燴魚片、宮保高麗菜等佳餚，也一面記起自己猶然身處異地，這種美

國味台灣情的異樣感受，格外使人衝擊卻也感動。孩子們一面看著雙橡園外美麗的庭園景

色，也一面佩服起長年在此處為台灣外交打拚的駐外人員，當他們烹煮著如此台灣味的故鄉

菜餚時，會不會也像此刻的我們一樣思鄉呢？又是什麼樣的使命感，讓他們能夠排除萬難繼

續留在此地為外交關係努力，不畏挑戰，守護著美麗的雙橡園？我們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在雙橡園悠揚，在旗下悠然唱著歌的是我們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歌聲，似乎是我們唯一能

獻給此處辛勤工作的美好人們的禮物，樂音裡傳遞著是我們無盡的感謝與佩服。謝謝雙橡

園，這一趟來訪，我們尋獲了更多努力向前的力量，神聖的使命感。為了自己，也為了國

家，我們要讓更多人看見台灣的美好！ 

  心中的澎湃依舊在，孩子們在短暫休息後，便前往今晚音樂會的場地，摩門聖殿訪客中

心 Temple Visitor Center。孩子們第一次拜訪摩門教教堂，遠遠的便見到它特別的外表，全白

的建築物上矗立著幾個金色尖塔，驅車近看時才發現其中一個尖塔上站立著一個全身金黃的

小天使，高聳挺立彷彿直入雲端，讓神聖莊嚴之感直入人心。 

登台演出前，幾個孩子也許真的累到了，小小聲地喊起了頭暈，卻又體貼著不願被師長

們聽到，害怕師長擔憂。我拿出涼涼的百靈油讓孩子們擦、醒醒腦，只見方才還疲憊著的小

孩們登時生龍活虎起來（不知是否覺得有百靈油可玩？），爭相擦起了百靈油，但卻不是爭

著往自己的頭上抹，而是呼朋喚友起來，叫他來擦、叫她來擦，夥伴之間合作無間，好不忙

碌。擦完百靈油的孩子頓時有活力了不少，此起彼落地甜甜道起了謝謝，慎重其事地把小小

的罐子放回我的口袋。空氣中飄著淡淡薄荷香，一群穿戴著表演服的孩子同時笑彎了眼角，

頭上的鈴鐺叮叮噹噹舞動著快樂。不知是這薄荷氣味讓氣氛舒緩了起來，還是孩子們之間這

種互相扶持的氣氛改變了環境，空氣霎時之間流動了起來，有種美好的感動在彼此之間流轉

著，我們好似一個溫暖的大家庭，你看顧著我，我也看顧著你。 

登台時刻很快到來，站上舞台的孩子們全神貫注，眼裡閃著晶晶光芒，歌聲明亮透徹。

廳內座椅鋪著紅軟墊，襯得滿室溫馨，而椅上坐滿貴賓，不遠千里而來的參與原聲孩子的音

樂盛會，享受著上下半場的曲目。 

演出順利落幕，安可曲呼聲不斷，孩子們再度登台，獻上精心準備的安可曲，其中

〈Turkey in the Straw〉大受歡迎，耳熟能詳的旋律加上孩子們俏皮的小舞蹈讓台下觀眾歡笑

不斷，點亮了夜晚的氣氛，也為音樂會畫下完美的句點。散場時，觀眾們都捨不得離去，擠

在入口廳處形成人潮，希望能得知更多有關原聲的消息。孩子們今晚再度感動了台下的觀

眾，曲終人會散，但相信歌聲中觸動人心的力量將歷久彌新。 

  夜晚很快到來，演出完畢的孩子們紛紛收拾好行囊，預備回飯店歇息。台上幕已落，但

我們的熱情的心永不落幕，華盛頓的第一天，圓滿結束，期待明日到來！ 

 

Day 6 市區觀光(華盛頓紀念碑 林肯紀念中心 二戰紀念 白宮 海軍博物館) 划龍舟 

  太陽再度升起，旭日東昇預告著今日的精彩，孩子們整裝出發，要來好好體驗華盛頓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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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華盛頓，孩子們想到了櫻桃和華盛頓總統，但其實華盛頓貴為美國首都，有太多太

多值得好好體會的地方呢！ 

  今天我們首先造訪的是華盛頓紀念碑，高高的方尖碑挺立著，昭顯著這個城市的歷史意

義。放眼四周，青青草地，遠眺林肯紀念中心、阿靈頓國家公墓和二次大戰紀念區，而眼前

長長的水池和廣場活脫脫是歷史的印記，當年，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就在此處的台階發表演

說，他的〈我有一個夢〉道盡了多少人心中的小小願望，撼動了多少人，帶來了多少改變，

讓美國能有此刻的族群光景……《阿甘正傳》、《博物館驚魂夜》裡的人物場景也歷歷在目，

與此刻的溫煦陽光、美好風景融合在一起，在這裡實在是有說不完的故事！孩子們戴著耳

機，仔細地聽著曉虹姊姊說故事，飽覽華盛頓的過去與現在，一睹美國典雅的歷史風光。時

光過去的飛快，許多傷痕已然淡去，歷史的重量變成此刻矗立在眼前的建築物，提醒著我們

要能從過去中成長，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林肯紀念中心當然也是不可錯過的朝聖地，孩子們拾級而上，一面牽著手，以免被眾多

觀光人潮給沖散。進入中心內部，林肯總統的潔白石像映入眼簾，彷彿能看見當年林肯的不

屈不撓，義無反顧地要將美國帶往更光榮的未來。巨大的紀念雕像就在眼前，兩旁牆上雕寫

著林肯當年的演說，這是距離林肯總統最近的一刻了......即便是初次聽到林肯總統故事的年

幼孩子們都難掩興奮，深刻地感受到此處對於美國、對於民主、對於族群融合的歷史意義，

這是多麼的令人感動！ 

  相信等到孩子們成長茁壯，未來在課本或是生活中再次與美國歷史相遇時，會記起今日

站立在廣場上的我們，記起微風怎麼樣吹拂我們的臉龐，記起當年我們如何在這裡誠心獻上

歌唱，也記得這些歷史故事教給我們的道理，讓我們能更加有智慧的生活。“Freedom is not 

free.” 未來的我們也要好好用心，珍惜所擁有的一切。 

  不過，雖然歷史的重量舉足輕重，孩子們對於當前總統歐巴馬的辦公室更加有興趣，紛

紛期待著能一睹白宮風采 

 

～Day7 至 Day16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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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心得                                                      

申薇 9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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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薇 9 年級 

 



  

- 92 - 

申薇 9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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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約翰 7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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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萱 6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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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萱 6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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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回音                                                      

國中畢業生暑期部落壯遊心得 

史勇祥               2016 年 7 月 24 日 

一、 壯遊期間，你對於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請打 V 並寫出理由）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V     

理由：不會的事都會主動問，越來越懂原住民文化 

二、 你在壯遊活動中學到最實用的知識或技能為何？ 

認識木頭，因為以後如果在山上迷路就知道怎麼燒火。 

三、 壯遊期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理由。 

總結叔叔，愛搞笑，可是只要到了山上就完全變了一個人，而且很可愛。 

四、 壯遊活動讓你感動最深或感觸最深的部分為何？理由。 

卡度老師，在山上以前的老人家的生活，真的無法想像。 

五、 你在壯遊活動中得到什麼啟發？（或者今後我可以做些甚麼？） 

我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想學吉他，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傳統歌謠，順便組個樂團。 

六、 你認為壯遊活動哪些部分可以再改進？理由。 

拉長時間。 

 

司佩婷               2016 年 7 月 24 日 

一、 壯遊期間，你對於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請打 V 並寫出理由）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V     

理由：很認真的參與每個行程 

二、 你在壯遊活動中學到最實用的知識或技能為何？ 

就地取材的開火。住山上有些住家利用開火稍熱水洗澡，經過這一次的學習讓我知道如

何開比較快。 

三、 壯遊期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理由。 

卡度叔叔，他時常面帶笑容。唱歌很好聽，而且他也會講過去布農族的歷史，以及布農

族遷徙的事情。 

四、 壯遊活動讓你感動最深或感觸最深的部分為何？理由。 

在利稻村表演的前一天晚上，Dama Biung 花時間陪我們練習。因為是臨時說要表演，

都讓我們摸不著頭緒，Dama Biung 在我們練習的時候，一直給我們良好的意見。 

五、 你在壯遊活動中得到什麼啟發？（或者今後我可以做些甚麼？） 

可以向親朋好友述說自己這次的經驗，讓他們知道布農族以及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性，為

自己是布農族感到驕傲。 

六、 你認為壯遊活動哪些部分可以再改進？理由。 

其實沒有缺點，只是行程要排定好。要不然又會像剛到利稻村一樣沒安排行程，白白浪

費了一天！不過還是是在歡樂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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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詠祈               2016 年 7 月 24 日 

一、 壯遊期間，你對於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請打 V 並寫出理由）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V     

理由：行程充實，收穫滿滿 

二、 你在壯遊活動中學到最實用的知識或技能為何？ 

如何開火以及如何砍柴。 

三、 壯遊期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理由。 

建廷哥哥，因為他很認真，只要 tama biung 叫他做什麼，他就會去做，而且身為客家

人的他，感覺比我們還要了解布農文化。 

四、 壯遊活動讓你感動最深或感觸最深的部分為何？理由。 

印象深刻的地方是，第一天上山去看我們祖先以往所居住的家，看了之後就覺得我們的

祖先很有智慧，在堆石板的過程也是有技巧的。我想，這難得的機會應該是我一生的唯

一一次。雖然走在內本鹿古道時，覺得心癢癢的，一不小心就可能跌落山谷，但是一旦

想起我們的祖先是如何的翻山越嶺躲日本人時，就覺得這一切都沒什麼好怕的了。 

五、 你在壯遊活動中得到什麼啟發？（或者今後我可以做些甚麼？） 

今後的我一定要好好的了解布農文化，更要好好學族語，把知道的文化保留下來，將來

才能傳給下一代。 

六、 你認為壯遊活動哪些部分可以再改進？理由。 

希望能和部落年輕人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全襄柔               2016 年 7 月 24 日 

一、 壯遊期間，你對於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請打 V 並寫出理由）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V     

理由：因為很多事都有學著去嘗試！ 

二、 你在壯遊活動中學到最實用的知識或技能為何？ 

生火。因為如果哪天在山上失蹤，至少不會冷，可以活久點 

三、 壯遊期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理由。 

Tahai 叔叔，因為他非常熱情的招待我們，這些另一邊的布農同胞。 

四、 壯遊活動讓你感動最深或感觸最深的部分為何？理由。 

有一個晚上在山上獨處，因為在當時非常害怕，我們女生不斷的呼喊對方的名字，還一

起唱歌，在那時所有害怕都消失了。 

五、 你在壯遊活動中得到什麼啟發？（或者今後我可以做些甚麼？） 

學習嘗試不同的東西、努力傳承屬於自己的文化、多做事多學習多說好話。 

六、 你認為壯遊活動哪些部分可以再改進？理由。 

我覺得這次的壯遊非常精彩又完美，接待我們的人都非常的熱情，也從不同的部落，發

現了自己，找到了自己。不管是人事物，我都學到了很多，從不熟到不捨，這過程一定

是這個暑假最美麗的塗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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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于辰               2016 年 7 月 24 日 

一、 壯遊期間，你對於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請打 V 並寫出理由）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V     

理由：讓我充分了解原住民的傳統和做人的秘密。 

二、 你在壯遊活動中學到最實用的知識或技能為何？ 

打獵。哪天上山生存一段時間也不怕餓死 

三、 壯遊期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理由。 

總結叔叔。因為我從他身上學會生存技能。 

四、 壯遊活動讓你感動最深或感觸最深的部分為何？理由。 

去利稻部落的時候，人人都熱情，尤其是達海叔叔，那麼的照顧我們。 

五、 你在壯遊活動中得到什麼啟發？（或者今後我可以做些甚麼？） 

更熱忱的學習我們自己的文化，繼續在部落永續發展下去，尤其是打獵生存、織布、染

布，都好重要。如果沒有這一次的體驗，我真的就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會了。 

六、 你認為壯遊活動哪些部分可以再改進？理由。 

我們還要改進的是我的態度，我的習慣，總是很想要輕鬆，不想要做什麼。還有時間觀

念還是不會控制，一直遲到。 

 

 

松昱希               2016 年 7 月 24 日 

一、 壯遊期間，你對於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請打 V 並寫出理由）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V    

理由：在要學習的時候，我都盡量去學習，因為知道自己對知識的不足。 

二、 你在壯遊活動中學到最實用的知識或技能為何？ 

用刀的方法，因為將來要切東西或者要木材的時候很需要。 

三、 壯遊期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理由。 

Tama Biung. 因為他非常的有趣，氣氛不好的時候會搞笑，但是在嚴肅的時候也會有應

有的態度。並在最後告訴我們，「多做好事、多說好話、多多學習」 

四、 壯遊活動讓你感動最深或感觸最深的部分為何？理由。 

上山的第一天晚上，作了一個布農族該做的事，那就是打獵。因為爸爸身體不適合帶我

上山打獵，所以這是我第一次的體驗，也第一次這麼接近祖先。 

五、 你在壯遊活動中得到什麼啟發？（或者今後我可以做些甚麼？） 

我知道了，要學會把身邊的材料、物品運用得很好。告訴其他小孩在山上的生活方式，

與祖先的智慧。 

六、 你認為壯遊活動哪些部分可以再改進？理由。 

對我來說，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因為我非常滿意這次的活動！完全沒有不好的回憶，

因為他們的態度、他們的課程，都是我該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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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憓婷             2016 年 7 月 24 日 

一、 壯遊期間，你對於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請打 V 並寫出理由）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V     

理由：因為就算不會做的事，也會努力去做，勇於嘗試 

二、 你在壯遊活動中學到最實用的知識或技能為何？ 

燒火，因為原住民熱愛烤肉，所以要學會燒火的順序。還有煮開水或烤肉的木頭都要

挑，控制火候。 

三、 壯遊期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理由。 

總結叔叔，因他幽默，帶點氣勢，很看重這個活動，因為很想把祖先的智慧留給我們。 

四、 壯遊活動讓你感動最深或感觸最深的部分為何？理由。 

對於上山這件事，現在上山需要申請，但是山本來就是留給我們的，為什麼要申請，只

是回去最原本的家而已啊，為什麼要阻止？ 

五、 你在壯遊活動中得到什麼啟發？（或者今後我可以做些甚麼？）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認識自己，讓自己成長，學會表達自己是原住民，而且以布農族

為傲。 

六、 你認為壯遊活動哪些部分可以再改進？理由。 

在山上的天數可以拉長，好讓我們有更多感受祖先的智慧。 

 

林巧蝶              2016 年 7 月 24 日 

一、 壯遊期間，你對於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請打 V 並寫出理由）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V    

理由：雖然有時候事情做的不好，但我還是有認真的想去完成！ 

二、 你在壯遊活動中學到最實用的知識或技能為何？ 

燒木柴。從小家裡都沒燒過，這次學到真的很實用 

三、 壯遊期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理由。 

每個招待過我們的人都很深刻，但有一個叔叔，Tama Tahai，他的熱情還有招待真的很

讓我感動！ 

四、 壯遊活動讓你感動最深或感觸最深的部分為何？理由。 

好幾天晚上的營火！第一次真真實實的用木柴，而且招待我們的每個大人，都會彈吉

他、講笑話，那種感覺真的很好！ 

五、 你在壯遊活動中得到什麼啟發？（或者今後我可以做些甚麼？） 

我認為我們原住民打獵並不是一件犯法的事，我們應該好好維護我們的尊嚴，好好保存

我們的文化。 

六、 你認為壯遊活動哪些部分可以再改進？理由。 

這次這樣的活動，很棒！有很多未曾有過的體驗。第一次在沒有完整的設備下自己處理

食物，第一次營火就這麼簡簡單單的聽他們唱歌，彼此分享喜樂。第一次看到男生們打

到獵物，心中突然有極大的喜悅，第一次學習拿獵槍、染布、編織，而且這邊的布農族

真的很熱情、很感動，每一個行程對我來說都很完美！超捨不得離開的…  



  

- 100 - 

玉山星空音樂會回響 

《寫在玉山星空音樂會之前》 

Bukut 團長 

    八年前，黑人導演(簡稱黑導)等人來我家，飯後之餘，在客廳一邊泡茶一邊觀看著溫布

尼夏日森林音樂會 DVD。看到一半，我隨口說了句「我們應該可以辦類似的音樂會！」才

說一句，黑導便迅速的插話，「拜託！拜託！請校長不要亂說話！」 

    跟黑導認識是從帶著東埔國小合唱團赴泰國演出開始，我們一起經歷驚奇的音樂會路

程。後來接著拍攝「唱歌吧！」紀錄片，彼此像兄弟般。他經歷過多次我隨口說說，最後竟

然成真的奇蹟，所以他很怕聽到我又說出一些想法來。他常說：「校長，你的一句話，常常

會累死很多人。」所以可理解當我說出想辦戶外音樂會的想法時，他為何會立即插話制止。 

    七年前，我調派羅娜國小。開學後，每天思考著我能為羅娜做些什麼？有一天，我往學

校後面的樹林走走，看到信義鄉公所建的戶外展演場，雜草叢生，枯木橫躺，一片髒亂，心

裡感慨萬千。走在樹林裡，心中再次湧現著溫布尼森林音樂會的場景，我停下腳步，環視整

個樹林，這地方的確有溫布尼音樂會的氛圍，如果能在這裡辦音樂，那該有多好？於是開始

幻想著如果真要在這裡辦音樂會，場地要如何規劃、設計。走回辦公室，便坐在電腦前，開

始擬寫音樂會計畫。 

    當我向工作夥伴提出計畫時，並未獲得支持，我提出了兩個理由試圖說服大家。一為既

然成立合唱團，就當為他們建立舞台，展現自己(當時原聲才成立第二年，沒有多少的演出

場次)。我們的孩子不只要唱別人聽，更應該唱給自己族人聽。二為部落的族人一生中沒有

機會去國家音樂廳欣賞高水準的音樂會，我們何不自辦音樂會，邀請國內外知名音樂團體上

山演出給部落族人聽？經過幾番溝通，終於獲得大家的共識，試辦一年。 

    然而，當辦理音樂會的事傳到部落時，有人嗤之以鼻，認為我的想法過於天真。邀請歌

星演唱或許還會有人來看，正式音樂會，怎麼可能！到時來聽的都是酒醉的，嘲諷的言語不

絕。但這些言語並沒有打垮我們辦音樂會的決心，我的想法是：就是因為這樣，才更應該

辦，即使真有酒醉者來聽音樂會，那也是成功，至少我們多了一位聽眾。 

    關於音樂會的名稱，我們也討論了很久，最後採納了黑導的建議：「玉山星空音樂會」。

由於是試辦性質，大家不敢做很大。就如我前面所說的，主要是讓孩子們有個演出的舞台，

讓部落族人也有機會聽聽不同類型的高水準音樂會。初創的台灣原聲音樂學校，是個默默無

名無人知曉的小團體，缺乏社會資源的贊助下，其實也很難做大。音樂會排在三月份，是經

過慎思討論的。每年十二月，羅娜社區有全國知名的聖誕節晚會。但上半年幾乎沒有固定的

活動，但又要避開四月到十月的雨季，所以決定在三月辦理。 

    既已決定，就當無所顧忌。雖然大家對辦音樂會都沒有概念，但還是很認真的討論、規

劃、分工、執行，每個過程都缺一不可。在有限的資源下，除了原聲孩子的演唱外，邀請了

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及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李京熹的弦樂四重奏。邀請胡德夫先生是希望藉由他

原住民歌手的身分，能吸引部落族人前來聆聽。而這樣的慣例，也沿用至今。 

    2010 年三月，第一場玉山星空音樂會正式開演。但因為經費的困難，土地使用權限問

題，並沒有在樹林裡辦理，而是在羅娜國小的運動場上。小小的舞台，簡陋的音響，前來聆

聽的，除了極少數當時就已贊助我們的友人外，幾乎都是學生家長及部落族人，總共約四、

五百人。這樣的人數對我們來說，已經非常滿足。這場音樂會中，唯二的貴賓是剛當選信義

鄉鄉長的史強先生及信義鄉農會總幹事黃志輝先生。他們的到來，也使信義鄉公所及信義鄉

農會成為了後來玉山星空音樂會重要的贊助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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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會結束，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校長室(當時沒有任何義工，所有的事都由幾位原聲

的工作夥伴事事親躬)，貫老隨後跟著進來，以平緩又有點激動的口氣對我說：「Bukut 校

長，你設定的目標有達到耶！音樂會過程中，我一直注意觀察每位家長及族人，的確有三、

五位族人微醺而來，但都安安靜靜地專注聆聽著台上的演出。當孩子唱布農族的歌時，還聽

見他們輕輕地跟著哼唱，音樂果真有魔力……」貫老越講越感動，最後說了一句話：「這音

樂會值得繼續辦理下去。」就這樣音樂會一直繼續到今天。 

    七年來，我們沒有忘記我們的初衷─感恩回饋，邀請國內最好的團體來演出，分別邀請

過台北愛樂合唱團、葉樹涵銅管五重奏、朱宗慶打擊樂團、長榮交響樂團、天作之合音樂劇

團、鋼琴家黃裕翔等，也固定保留一定的座位給部落族人。因應演出團體的需求，舞台越做

越大，我們從外行到半專業甚至到專業。前來聆聽的人從最初的五百人到去年的三千餘人，

來自北、中、南各地都有。玉山星空音樂會儼然已成為國內重要的音樂盛事之一。 

    每年到了十一月，就陸陸續續有許多團體或個人詢問玉山星空音樂會的日期，以便訂飯

店民宿。據飯店業者的告知，每年玉山星空音樂會當日的房間，大約在三、四個月前就已被

訂光，這音樂會帶動了信義鄉的觀光產業，帶來的經濟效益是我們始料未及的。 

對族人來說，每一場音樂會都是功課，他們認真的學習如何做一位稱職的聽眾與主人。

所以，當他們看到遠道而來的樂迷們沒有座位時，會自動的讓出座位，寧願站在邊邊角落，

從頭到尾站著欣賞。音樂會結束後，他們會自動的把所有椅子收好排在一起，有些人拿起垃

圾袋撿拾地上的垃圾，以減輕志工們的工作負擔。兩年前，媒體人黃創夏先生看到此情景非

常感動，還特地寫了一篇文章稱讚。 

    當音樂會越辦越大，聽眾越來越多時，對我們固然是一種鼓勵，但也帶給我們更大的壓

力。工作量倍數的增加，特別是經費需求的增加，不是我們一個小小協會所能負擔的。很多

關心我們的朋友建議採售票方式，或設捐款箱讓前來的樂迷們自由捐款，以減輕經費壓力，

但我們堅持免費進場。我們沒有忘記我們的初衷：感恩回饋。感謝族人對我們的鞭策與包

容，感謝社會各界對我們的支持與鼓勵。原聲音樂學校從無到有，能走到今天，是社會給我

們的愛，是社會給我們的力量。因此，每一位工作夥伴從無抱怨，別無所求，盡心盡力，因

為這是我們回饋社會的一個機會。 

    走過七年，雖然辛苦，但也有許多感人的故事。參與的志工從國內到國外，從學生到大

學教授，從農夫到各行業老闆，甚至是官員。志工們上午九點報到，分配工作後便開始工

作，每一個環節、每一項工作執行，都是感人的畫面。這些點點滴滴的感人畫面，成為我們

持續舉辦這音樂會的動力。 

    這兩三年，每年舉辦音樂會時很多人問我，玉山星空音樂會明年還會持續嗎？我的回答

是應該會吧！隨著音樂會越辦越大，越受大家喜愛，其實我們也在思維上尋求改變，夢想越

來越大。因此，提出實驗學校的想法，希望因為實驗學校的存在，讓這音樂會能常駐羅娜，

把它經營得更久更好，成為國內最高水準的戶外音樂會，甚至媲美德國溫布尼夏日森林音樂

會，成為國際知名音樂家嚮往演出的音樂會，但……。總之，如果您參與了今年的音樂會，

要大大的恭喜您。 

    淡淡的三月，當夜幕低垂時，樂音漸漸響起，縈繞山谷間，享受它吧！或許我們還有很

多地方做的不夠好，服務不夠周到，設想不夠細膩，但…就享受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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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總監的歡迎詞 

舞台總監  楊智麟 

03/19/2016 羅娜部落 

 

    我想，大多數的朋友在認識原聲之前，其實先認識的是拍手歌－Kipahpah ima，然後，

才跟隨著這首歌的音符，找到原聲的。 

    十年前的我，也是這樣開始認識原聲的。 

    嚴格的來說，十年前，我剛認識馬彼得校長的時候，還沒有原聲，那時，他正在為了到

泰國的演出而忙碌，阿貫老師帶著我，走進校長正在和孩子們練唱的東埔國小圖書室，一坐

下來，他們就唱了這首歌給我聽。 

    拍手歌—kipahpah ima，在布農語中，kipahpah 是拍手的意思，ima 指的是數字五，代表

手的五個手指頭，這首歌，是族人們在每個星期日的主日崇拜時，唱的第一首歌，意思是歡

迎所有的兄弟姐妹來到教堂，一起榮耀上帝。聽著這些布農孩子們，用清亮的童音，對你唱

著輕快的拍手歌，歡迎你的到來，真的會讓人有一種從全身毛細孔開始融化的感覺，接著，

靈魂就會被那沒有一絲雜念的天籟之聲俘虜了。在那時，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馬校長每一

次的表演，都是用拍手歌開場，用來歡迎所有遠道而來的朋友。 

    接下來的十年，我開始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跟媒體聽到這首歌，從新聞的報導、電視的廣

告、國慶的閱兵大典到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十年來，許許多多的朋友被它吸引，靠

著它的指引，來到了原聲，也成為原聲最有力的支持者。而原聲也在許多人的支持下，漸漸

地找到自信，走出自己的路。 

    現在，每個來原聲的孩子，第一首學的，是拍手歌，第一次上台，唱的也是拍手歌。這

首歌，帶著原聲和許多朋友結下了善緣，以前唱，是為了表示歡迎，現在唱，是為了深深感

謝，所以，每次的演出，校長總會在安可曲中，為 kipahpah ima 留下一個專屬的位子。那個

最後也最重要的位子，將孩子們可以站在舞台上發光的榮耀，歸功於所有坐在台下，鼓掌尖

叫的各位。每次當它的前奏響起時，總會帶起觀眾們最熱烈的歡呼。而觀眾們的歡呼，也會

讓原聲的孩子們心中的感恩更加的深刻。 

    因為，原聲的每一個人都清楚的知道，原聲每一次往前踏出的一步，都是來自社會各界

無私的支持。也許有許多的朋友覺得，拍手歌是原聲的招牌歌曲，但是，在原聲所有人的心

中都很清楚，是你們的支持，才得以讓原聲孩子的拍手歌，被世界所聽見。我們的孩子所能

做的，也就是把這首歌學好，然後獻給所有支持原聲的朋友們。 

今晚，在玉山的星空下，當 kipahpah ima 的歌聲再度響起時，誠摯地邀請各位來到玉山的朋

友們，舉起雙手，跟著校長的指揮打節拍，同時也接受原聲孩子們，最衷心的感謝。 

 

 

PS. 

十年來，我跟著馬校長上山下海，出生入死的，這首歌聽了好幾百次，每一次聽到，我總是

會想起十年前，在東埔國小的圖書室裏，那群孩子們為了我一個人唱的拍手歌，那首俘虜我

的靈魂十年之久的 kipahpah 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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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彩虹臺灣公益行（3 之 1）--當冬不拉在玉山響起 

2016-04-08 厲放  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 

 

 “今天晚上，有一批哈薩克的小朋友從非常、非常遙遠的部落（“騎著駱駝”，我在心裡

接下茬）來到我們這裡。” 

2016 年，3 月 19 日晚 7：00，臺灣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小學校的露天音樂會現場，主持人

這樣說。這裡是臺灣第七屆玉山音樂節，當晚觀眾超過五千))人。 

 

旋即，在一陣節奏明快、跳躍的冬不拉彈奏聲中，12 位身著豔麗民族服裝的孩子們唱起

了他們心裡的歌。 

我的故鄉，金色搖籃，母親一樣， 

你用乳汁把我養育成長。 

當我呱呱墜地的那天， 

臍帶血液滴在你的臉上。 

…… 

啊，我的故鄉，哦，我愛你， 

啊，金色搖籃，哦，歌唱你， 

金色搖籃，阿克塞。 

…… 

這一刻，我和本次“飛越彩虹民族童聲合唱團臺灣行粉絲團”的每一位成員一樣，一顆懸

著的心落定了，眼前一片朦朧，臉上卻是熱熱的；這一刻，我們見證了一個美麗約定的實現，

一個彩虹夢想的實現。 

2015 年初夏，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秘書長王芳去臺北參加“海峽兩岸慈善公益論壇”，期

間有幸結緣“臺灣原聲教育協會”，交流中發現原聲教育協會與松禾基金會之理念和宗旨競是

如此一致，可以說“大家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而且，每年 3 月，由原聲教育協會推動的“玉山星空音樂會”已經舉辦六屆，2016 年將迎

來第七屆。在原聲教育協會理事長洪阿滿、執行理事阿貫老師、秘書長藍蔚老師、合唱團指

揮馬校長和老師們的推動下，它已經成為臺灣最具影響力且同樣具備高音樂水準的、在玉山

原生態部落裡舉辦的戶外音樂會。“未來發動一場兩岸民族童聲合唱的交流，那是多麼有意義

的事情呀。”當時一位老師感歎。 

於是乎，王芳頓時聞言生意，當即表示“我回去一定致力於推動、促成大陸民族地區的孩

子明年參加玉山星空音樂節。”我不知當時王芳腦海裡所想的“民族地區”是哪裡？因為，松禾

基金會當時共有 21 個民族童聲合唱團，分佈在四川、雲南、貴州、新疆和甘肅。 

但是，冥冥之中似乎又自有安排。在她與原聲合唱團的孩子們交流時，問起大家知道大

陸的哪些少數民族，一個女生非常執著、任性地高喊“哈薩克、哈薩克”。我不知這位從未謀面

的女生內心是否和我一樣渴望草原、駿馬和冬不拉？她是否知道駿馬和歌唱是哈薩克的翅膀？

那裡承載著一個民族的勇敢、驕傲和自豪？兩岸相惜，君子重諾。結果，飛越彩虹哈薩克族

童聲合唱團成為第一個受邀的內地合唱團，飛越彩虹項目第一個走出國門的童聲合唱團，亦

是阿克塞縣第一個出境演出交流的在校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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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剛結束“回訪飛越彩虹甘肅地區民族童聲合唱團，助力戈 10”公益行不久，並且

榮獲新的“冠名”—阿帕依，浩西姑姑。當王芳把這個消息告知我時，頓時讓我心率加速，與

合唱團的孩子們一樣，有難以言表的興奮，卻又感到難以置信的美好。從那一刻起，我的心

和王芳，趙曉愛老師（松禾基金會藝術總監）以及基金會的老師們一樣，飛向阿克塞，飛向

合唱團的孩子們。 

趙老師，作為基金會的藝術總監，她深知這個只有兩年團齡的合唱團，尚無在國際舞臺

上表演的經驗，孩子們無論在合唱技巧和表演藝術方面都需要非常專業和有力的指導和訓練。

於是，基金會第一時間邀請合唱排練專家紅梅老師奔赴阿克塞小學進行了團員選拔及合唱團

排練指導。緊接著，著名作曲家劉曉耕老師和指揮家葉明菊老師，又和趙老師一起趕赴阿克

塞。 

當春節之後，我又一次聽到趙老師再去阿克塞時，內心真是無比的感動和敬佩。按年齡，

趙老師已是祖母級，家裡也有孩子需要她的照顧。但她這樣不辭辛勞地奔波，而且告訴我“雖

然很累，但卻快樂。”我想除了對藝術的堅持，還有心中那熾熱的愛，對少數民族文化、對少

數民族孩子們那摯誠、至善的愛。同時，趙老師還非常善解人意，從阿克塞向我“報告”浩西的

情況，帶給我一番別樣的溫暖。 

話說這次被選上的 12 個合唱團的孩子也確實了得。用他們民族老師浩西的話說“孩子們

認真起來特別聰明，一天學會一首歌。”他們用短短的 4 個月時間，在三位專家和兩位學校老

師浩西和張亞琴的指導、訓練下，排練出了 7 個節目，25 分鐘的精彩、多彩、美麗的哈薩克

歌舞，帶來了獨具特色的大漠風情。 

“嗚嗚嗚……呀呀呀”，一陣低沉、渾厚的聲音把我的思緒拉回到現場，這是浩西在表演

呼麥《英雄》。 

他邊彈冬不拉，邊運用特殊的聲音技巧，時而發出粗壯的氣泡音，形成低音聲部，時而

唱出透明清亮、帶有金屬聲的高音聲部。在這個美麗的夜晚，浩西用冬不拉，用那美妙、奇

特、豐厚的聲音向我們講述著一個草原民族的故事。 

“睿智的話語蘊藏在深邃思想裡，珍貴的寶石埋藏在深深海洋裡，痛苦和磨難孕育出睿智

的語言，洶湧的波濤激蕩出海底的寶石。” 

我知道浩西的呼麥，曾在無垠的西部草原、蔥鬱的大西南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鵬城

迴蕩過。這晚，在群山環抱的玉山腳下，在廣袤的月夜裡又一次響起，似是英雄的號角，似

是萬馬千軍的奔騰，又似一個智慧老人喃喃細語的述說。演唱者醉了，下面的聽眾醉了，頭

頂上的月夜老人也醉了！萬籟俱寂，唯聽《英雄》。 

“嗚嗚嗚……呀呀呀，哇！”冬不拉嘎然而止！ 

鼓掌啊，歡呼吧，浩西謝幕了。我的心卻依然在冬不拉跳動的旋律中。 

 

我是哈薩克，開始夢想的地方 

我是哈薩克，將祖先的智慧發揚光大 

我是馬背上的民族，被迫遠離故鄉 

我是哈薩克 

在鮮血的逼迫下，離開故鄉的哈薩克 

在英雄們的領導下，重新振作的哈薩克 

是阿布萊一樣的勇士，帶領我們重新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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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堅定、寬廣、清亮、甚至有些蒼滄的聲音壓過全場，我很難相信這是一個 12 歲的女

孩在唱這樣一首頗為悲壯的歌。 

“我叫托麗斯，大家叫我托拉機”。一天前這個女孩告訴我。聞聲，我嚇了一跳，看著這個

甜美可愛的姑娘。“因為我做事拖拉，還丟三落四。”她依然笑著說。“那麼你現在第一個下車，

沒人再說你拖拉。”我順勢鼓勵她。 

這晚，她鎮定自若的站在高高的舞臺上，那激昂、跳躍的彈唱中，悠遠、深情、舒緩的

歌聲裡，我看到了哈薩克的自信和勇敢，那馬背民族的自豪。曉耕老師後來說，托麗斯的第

一句唱出來，他知道這台節目成功了。不愧是馬背上的民族，沒有膽怯，唯有自信和膽量。 

“我唱歌時面帶笑容，我們是一個快樂的民族，我們肩負著民族文化的使命。”可愛、可敬

的孩子，難怪你的歌聲那麼走心、入心、醉心。 

 

《黑走馬》、《歡樂歌》、《潔白的頭巾》在男孩子激昂、跳躍、歡快的舞步中，7 個天

使般美麗姑娘柔美、輕漫、深情的歌聲裡，一一登臺。孩子們五彩的服裝，姑娘們頭頂的貓

頭鷹毛隨著她們輕盈的舞步也在翩翩起舞。整個舞臺上宛若一道絢麗的彩虹在飛舞、在歌唱、

在傾述一個馬背民族的古老傳說。 

我家住在金黃的田野邊， 

我匆忙趕路何時到你家， 

啊金黃的麥子， 

這是我思念的歌謠啊， 

倘若讓我親吻你的臉， 

我依戀你啊， 

何時到你家， 

啊金黃的麥子。 

…… 

 

終於，我最喜歡的那首《金黃的麥子》唱響了。雖然聽不懂歌詞，但那緩緩流過心頭、

深情、優美的弦律，讓我想起阿克塞，想起第一次聽浩西時而平緩時而激越的歌唱和他略帶

憂鬱的眼神，讓我感受到了歌曲的憂傷，思念和美麗。 

 這一次經曉耕老師改編，變化為男女生兩個聲部的演唱，表現力更為飽滿和豐富。這也

讓我感到那些民族的、原生態的歌唱，如果有像曉耕老師這樣 -- 對民族藝術有著堅定的信念

和深厚感情的專家指導，鼎力相助，將會更加精彩和富有生命力。完全有可能走向更大、更

廣闊的舞臺，走向世界的舞臺。 

 我同時感到孩子們和浩西是何其幸運，有曉耕老師，這位著名作曲家，不僅在排練之初，

從溫暖如春的大西南飛往數九嚴寒的阿克塞，於春節前夕和指揮家葉明菊老師、趙老師對合

唱團進行專業指導。在阿克塞的三天半時間裡，除了簡單的就餐和短暫的休息，其餘時間全

部進行歌曲改編、演唱指導，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之久。返回雲南後，曉耕老師依然時刻關

注合唱團的排練情況，反復推敲排練視頻，提出改進意見和建議。 

 這次在臺灣，我也有幸和曉耕老師在一起，看到他在酒店、在大巴上、在教室裡，對每

一個節目、每一個孩子、每一個細節進行細緻的指導和整體的把控，使每一次演唱都更生動、

更和諧、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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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出當天下午的彩排中，曉耕老師站在高高的調音臺上，親自進行音效調控，對每一

個曲目、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站位、每一句發聲都悉心的指導和調控，不僅讓我看到呈現一

台完美節目所需要的複雜、周密和細緻的工作，更感佩曉耕老師的專業水準和那滿腔的熱忱。 

    當晚演出時，25 分鐘 7 個曲目的表演，曉耕老師依然站在高高的調音臺上全程掌控，

把孩子們最完美的歌聲呈現給在場的每一位聽眾。 

一陣明快的冬不拉響起，趙老師、浩西老師和張亞琴老師走到舞臺中央。噢，我們的壓

軸節目《瑪依拉》上演了。 

趙老師，這位曾開過個人演唱會的音樂教授，今天，在這樣一個難忘的夜晚，和哈薩克

的師生同台演出。她那高亢、飽滿，富於情感的歌聲，融入了一腔對民族音樂的愛，對孩子

們的愛；一個帶有磁性和厚暖的哈薩克男聲加入進來，那是浩西在用哈薩克語演唱；最後，

張亞琴老師富有光澤的歌聲蓋過全場。 

我們的哈薩克孩子們隨著歌聲翩翩起舞，宛若彩虹飄舞，不僅在舞臺上，在我們的眼前，

更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 

飛越彩虹，彩虹終於飛越了海峽兩岸，在玉山的星空下，在這個不平凡的夜晚。 

這一晚，玉山飄蕩著哈薩克的歌聲，這一晚，他們把自己的故事留給了玉山。 

哈薩克的孩子說，這一晚“跟夢一樣的美。”親愛的孩子，你親歷了一個美麗夢想的實現，

豈不比夢更美？！ 

因為一個美麗的約定，萬里之遙的他們來到這裡，和臺灣的少數民族孩子們手牽手在玉

山的星空下歌唱。今天我和這些可愛的孩子們在一起，那歌聲、笑聲、嬉戲聲是那麼的美麗。 

    我欣慰地看到他們 -- 我們的孩子們，民族老師們，沒有辜負你們，所有支持、幫助、關

注民族童聲合唱團的朋友們，你們的一片愛心在孩子們的歌聲裡飛揚，飛出了大山，飛出了

草原，正飛向彩虹閃現的遠方…… 

因為有你，孩子們能夠有尊嚴地、快樂地唱自己民族的歌，“大山裡美麗童聲”唱出了大

山，成全了孩子的夢想！這是一個美麗的事業，需要更多、更多美麗的心靈相伴，感謝有你。 

 

飛越彩虹臺灣公益行（3 之 2）-- 我是哈薩克 

2016-04-08 厲放 

2016 年 3 月 20 日，在玉山的演出圓滿結束後，我和孩子們搭乘同一輛車返會臺北。這

是一個讓人激動、感懷、不捨的時刻。這個始於 2015 年初夏的跨年之約，終於在春天的繁

花裡實現。 

為了讓合唱團的孩子們按計劃入境臺灣，如願登上玉山音樂會的舞臺，除了藝術方面的

專家、老師親赴阿克塞對孩子們給予專業指導和訓練，還有許許多多我認識和不認識的領導、

朋友們給予了及時、有力、高效的支持和幫助。 

為了讓孩子們順利出行，不知多少人經歷了“勞心、鬧心、煩心、擔心”的過程?下敦煌上

酒泉，從學校到公安，從甘肅到臺灣，從縣城到省會，從阿克塞到北京，電話，面見，信函，

不知多少人為此不厭其煩地呼籲、奔忙？不要資源、不要錢、不要官位，為了什麼？只為幫

孩子們圓夢，圓一個彩虹的夢想，把哈薩克的文化宣揚出去，讓孩子們的歌聲唱出大山，唱

到更廣闊的舞臺。難怪，當有團友“抱怨”孩子們的名字不好記時，基金會秘書長王芳幽幽地

一句“幫他們辦一次出境簽證就都記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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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2016 年 3 月 16 日，古道大漠的邊陲小鎮阿克塞還在沉睡中，12 個哈薩克的孩子

和他們的校長李海霞及童聲合唱團的老師浩西、張亞琴已經搭上一輛大巴駛向敦煌，接著他

們又經歷了 48 小時的舟車勞頓，終於在 17 晚按計劃入境臺灣。 

這邊廂，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和“飛越彩虹民族童聲合唱團臺灣行粉絲團”早

以在臺北翹首盼望。彩虹飛越了臺灣海峽，終於實現了來自甘肅阿克塞縣的哈薩克族童聲合

唱團和臺灣原住民布農族原聲童聲合唱團同台，在玉山的星空下，唱響天籟之音。原聲合唱

團榮譽團長、臺灣第一夫人周美青女士到場，親自上臺為孩子們贈送禮物。 

在返回臺北的路上，孩子們由衷地分享了他們連日來的感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

此，我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和這份感動的親歷者。 

第一個主動發言的是 8 歲的薩合達提。這是個人見人愛的小精靈，渾身都是戲，他含笑

的神態、靈動的目光、閉合的嘴巴、搖擺的手勢、聳動的雙肩，把那一份由衷的陶醉傳遞給

我們，感染了我們，活脫脫一個讓人一見難忘的小明星。而他，對來臺灣起初最擔心的是“沒

有朋友。”結果是“一天之內認識了很多朋友”，就在那天演出結束後，我們上臺與孩子們合影

時，我發現薩合達提不見了？後來他從舞臺側面急急忙跑過來。 

“到哪裡去了？”我問。 

 “和幾個朋友聊天去了。剛認識，又要分開了。”那雙靈動的眼睛告訴我他是多麼的不捨。 

這個 8 歲的孩子總結道“到現在以來從來沒有這麼開心。”不過，他也有苦惱。那就是“認

識了幾天的朋友，就要說再見了。而且，排練的時候我有時很調皮，我覺得對不起張亞琴老

師。現在我也有高興的事，要回家了，要見到他們了。”我們都笑了，亞琴老師笑的格外滿足。 

    宋哈爾，和我有過一面師生之緣。這次見面他的個子高過了老師。他告訴我他的志向，

讓我相信這是一個對藝術有著強烈追求的孩子。這幾天他的感想是“首先感謝基金會，沒有你

們的幫助，我也不會這麼快樂，別人就不能認識我們哈薩克這麼偉大。音樂會上別人的表演

形式沒有我們的多樣性，我們應該保持自己的形式。”頓時，他引出了一個嚴肅的話題。 

“很開心，參加這麼大型的音樂會。同時，看到臺灣布農族和我們的區別很大。表演時

我對自己信心滿滿，慢慢地唱，宣揚我們的文化。特別感謝老師們。在羅娜小學有人對我說

‘hello’，我就回答’hi’”。甜美的恩卡爾一句一字地道來，讓我看到新一代哈薩克孩子的自信

和大氣。 

圓圓臉的麥克劍，是個敏感、細膩、會思考的孩子。“開始以為在做夢，後來自己被幸福

包圍了。出來之後明白了我們是一個團隊。團隊需要團結，我們要更加努力，加強我們的特

色。四個月的訓練為了什麼？來臺灣為了什麼？為了宣傳我們的民族特色。我問了幾個人，

他們不知道哈薩克，我很傷心。我們不比別人差，四個月前我們是一群小孩，現在我們學會

了感恩，為哈薩克驕傲。”她動情地說著，打動了每個人的心。 

“感謝基金會的老師，他們怕我們生病，把自己的衣服給我們穿。這四個月我們在排練，

老師們為我們辦護照，那麼辛苦。感謝姑姑，她幫我們買了魷魚絲和我們想要的東西（演出

那天，孩子們不能上街，我代他們出門採購），我想給她一個擁抱。”有著一對酒窩，內心懷

有遠大志向，甜美的能把冰雪融化的瑪瑞娜起身向我走來，那一刻我的心早已醉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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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安拜，一個看起來有些靦腆、憨厚的男生，發表的感言同樣質樸、直白。“感謝各位老

師和基金會的關心。感謝張亞琴老師耐心給我們排練，浩西老師教會我們冬不拉和表演。基

金會的楊芳老師幫我們辦簽證，趙老師拖著一把老骨頭為我們排練。”轟，此話一出，一車人

都笑了，趙老師也笑了，眼中卻是水盈盈的閃動。 

接著，他又動情地說了一句“張老師，親媽，謝謝你。”這次輪到亞琴老師“hold 不住”了，

孩子們紛紛起身去擁抱她，那份摯真、摯純，真能將阿爾金山的積雪融化。 

    這一路，除了海霞校長宏觀總控，微觀把握外，要說操心最多、最細、最碎的當屬亞琴

老師。難怪上路不久，孩子們就發現“張老師出來就是給我們當媽的。”這個大學畢業後，選擇

到阿克塞來教書的張老師，告訴我她已工作了三年。雖然家不在阿克塞，但她已經喜歡了這

裡，喜歡自己的工作和這些孩子們。這一刻，亞琴老師的心裡該是怎麼樣的欣慰和滿足呀。 

“我要感謝基金會的叔叔、阿姨們，我要用行動改正錯誤。”一身精氣神的努爾道列提言

簡意賅，不知他“犯了”什麼錯誤。在我們眼裡孩子們個個精靈可愛，棒棒滴。 

    輪到阿曼古麗發言了。這是一個對人、對事都很用心的孩子。她的舞蹈柔曼、輕盈、優

美，富有靈氣。人群中她會認真地聽人講話，輕輕地提出自己的問題。和她說話，她表現出

這個年齡少有的穩重和成熟。我還發現她是一個很會替別人著想的人。 

    在來臺灣的旅程中，她最思念的是基金會的楊芳老師。演出結束的那天晚上，孩子們回

到酒店已近午夜，但是他們卻沒有立刻休息。當時，我們幾個大人正坐在酒店大堂閒聊，一

個女生下來找吃的東西。我把一包博兒匝克送去她的房間。一看阿曼古麗和幾個女生都沒有

休息，箱子裡的東西攤了一地。阿曼古麗非常抱歉地說“老師，讓你這麼辛苦，你快點去休息

吧。我們自己來。”這麼懂事的孩子真讓人暖心。 

“感謝基金會和阿帕依。因為愛心人士給了我們許多資源，我們才能到臺灣，長了見識，

這裡太美了。表演時我做錯了一個動作。我看到原聲合唱團太棒了，我們差距很大。但是，

我們的歌舞也很有特色。”後來我知道，她的學習也很努力，而且志高懷遠，她要用外語作為

工具，用歌舞弘揚哈薩克的文化，我唯有深深地祝福她，哈薩克的天使阿曼古麗。 

能歌能舞的姑娘塞迪娜看到了“有很多人幫助我們。我也看到了原聲合唱團的演出，我們

需要更加倍地努力。過去排練我也很調皮，我要對老師說聲抱歉。感謝基金會，感謝愛心人

士。” 

活潑、靈動的拉紮提 “感謝好多不認識的叔叔、阿姨，謝謝姑姑。”她還觀察到同學間互

相照顧，她告訴“有心人”小帥哥的名字。 

瓦特漢（葉爾德劍）也是一個和我有過師生之緣的學生，他是合唱團的鼓手，當我問起

他將來的打算時，這個高個子男生略顯靦腆地低聲告訴我，原來對未來他有著那麼美好的嚮

往，我真心地祝他心想事成。這時他說“特別感謝浩西老師，他教我從小彈冬不拉，教我唱歌。

我愛浩西。”這一刻，坐在我身旁的浩西老師美美地笑了。 

我把托麗斯的發言放在最後，是因為如同她的歌聲一樣震撼。“非常高興我們民族的文化

傳到其它地方，將自己部落的文化發揚光大。我們是哈薩克的後代，跟別人在一起時，也要

不忘自己的文化。我父親非常注意培養我們，從新疆找人教我們哈薩克的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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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追隨明星，卻忘記了自己民族的明星。羅娜小學和原聲合唱團確實很好，但是我們

自己也不差。我們展示了自己的文化，很有自豪感。在基金會的幫助下，我們去了很多地方。

我們在臺灣肩負著宣揚民族文化的使命，我們是一個快樂的民族，我們要去昇華自己，我要

面帶笑容地唱哈薩克的歌。” 

    孩子們大氣、自信，心懷感恩，勇於反思，讓我們看到新一代哈薩克的希望。亦看到他

們善於學習，敢於走出大山，渴望走出大山，去傳承、去高歌那個馬背民族的勇敢和驕傲。 

   “我是哈薩克，開始夢想的地方 

我是哈薩克，將祖先的智慧發揚光大。” 

夜幕下，大巴載著我們正駛向臺北。因為你們，可愛的哈薩克孩子們，這個平凡的夜晚

再不平凡。 

“我是哈薩克”。 

今晚，我們都是哈薩克。 

願更多、更多人成為彩虹使者，幫助更多、更多的孩子們圓夢，這是一個像彩虹一樣美

麗的事業，給孩子們一個彩虹般的希望。 

 

飛越彩虹臺灣公益行（3 之 3）-- 讓夢想飛的校長 

2016-04-10 厲放 

“這才是合唱。我們要的就是這種聲音。” 

2016 年 3 月 19 日晨，臺灣南投縣羅娜小學，隨著一陣清亮、純淨、透明的合聲，我們

的隨團專家劉曉耕老師和藝術總監趙曉愛老師，倆人不約而同發出一陣讚歎。這是臺灣原住

民(臺灣對生活在當地少數民族的統稱)原聲童聲合唱團的孩子們在為當晚的演出排練。雖然

還未登臺，他們已經先聲奪人。 

翻查一下記錄，這個童聲合唱團也確實了得。他們是被昵稱為「臺灣維也納」的世界級

童聲合唱團，參加過國際間大小演出無數，獲獎無數，邀約無數。不過，這些並不是我關注

的重點，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他們還被稱為“馬校長的合唱團”？而真正讓我震撼和感動的是

馬校長帶出了這樣的合唱團。 

“你好，你好。歡迎，歡迎。歡迎來到玉山，來到我們羅娜小學。”這天一早，我們乘車

來到羅娜小學。除了整潔的教學樓，最搶眼的就是一片綠茵操場，這將是今晚音樂會的場

地。 

我們一行人站在二樓樓梯口，隨著連連的歡迎聲，一位精幹、膚色黝黑、頭髮灰白的中

年男子從樓上快速下來，旋即和基金會的各位老師和我們一一握手寒暄。他，就是“台灣原

聲童聲合唱團”的團長及羅娜小學的校長馬彼得。同時，他被描述成“全身散發傳奇色彩的校

長”、才子校長。 

他的傳奇之一：本是體育出身，並不是一個音樂老師； 

傳奇之二：至今也不太看得懂五線譜； 

傳奇之三：有著天生好嗓門（當晚的音樂會上，我們有幸聆聽），但不諳學院派樂理； 

傳奇之四：他本身是臺灣的少數民族—布農族； 

傳奇之五：他居然有辦法帶出了一個世界級的童聲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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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的傳奇，其實只是源於一個“夢想”--讓世界聽到原住民孩子的歌聲。 

"給孩子機會，他們就有機會改變未來。" 

據臺灣官方統計，臺灣現有 16 個民族，統稱原住民。原住民在臺灣的活動已有數百至

數千年之久。 

布農族（Bunun），人口約 4 萬多人，是臺灣原住民的一個族群，主要居住在海拔 1500

米以上的高山上，是典型的高山族。 

馬彼得，生長於南投信義鄉久美部落，是一個土生土長于深山部落的人。在那個年代，

只有 3 個原住民考上台中師專，最後只有他考上校長返回部落服務。畢業時，他滿腔熱情。

回家的途中，偏偏是個颱風天，從縣政府到家的一路上，倒灌的河水，被風吹毀的房舍，滿

目瘡痍，看得他百感交集。但是，眼見重創的家鄉，反而更堅定了他的信念。“我終於要回部

落服務了！”這個當年立下的志願，迄今已近 40 年，卻沒有改變。 

16 年前，時任久美小學主任的馬彼得被指派帶領學校的合唱團。他發現團裡多數孩子來

自單親或父母外出打工隔代教養的家庭（等同我們的留守兒童），不僅孩子們本人缺乏妥善

的照顧，甚至於小小年紀就要幫忙、照顧弟妹打理三餐。馬彼得深知，如果這些孩子沒有接

受教育，繼續升學，他們的生命故事只會和他們的父母一樣。 

同樣身為原住民的他，深諳部落中普遍低迷的自信對於年輕生命的扼殺，於是，在他放

膽跨進未知的音樂領域時，他決定讓孩子唱出自己的獨特，用最純樸的方式、自信、自然地

演唱布農族的歌。 

當時，久美小學去參加南投縣歌唱比賽，孩子們在賽前聽了城鎮學校的美聲唱法後，嚇

到不敢出聲，不敢登臺。“主任，我們的聲音怎麼不一樣？我們錯了，他們才是對的！”孩子們

膽怯地說。當時的馬主任扮著鬼臉逗孩子笑，好說歹說哄著他們上去唱了一輪，結果競把冠

軍杯捧回校園。 

那一幕讓馬彼得太震撼了。“直到現在，原住民的孩子還是自信心不足。”他開始思考怎

麼幫助孩子們，始發現最直接的方式是搭建舞臺，讓他們從掌聲中逐步建立自信。 

“合唱可以參與的小朋友比較多，平常沒有比賽也可以出去表演！”原住民孩子有他們自

己的唱法，但是他們很少跟外面接觸，沒有膽量，總認為都市孩子的唱法比較好聽。然而，

當他們以天然的唱法贏得掌聲時，信心就在逐步地建立。 

可是，面對音樂，面對合唱，一個體育出身的老師，該是要多難有多難。通常，他最常

請教的音樂老師是伴奏老師。但伴奏老師不是每週都能上山協助練唱，馬彼得就把鋼琴伴奏

曲錄成 MP3 檔，然後在譜上標記幾分幾秒。練唱時，將筆記型電腦往桌上一放、重複播放

MP3，就這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克服困難地練起了合唱。 

“我的合唱經過很多調整，現在是介於美聲與流行音樂間，屬於比較自然的原聲唱法！”

他表示。 

許多合唱曲目都是馬彼得採集、編曲的母語歌謠。在唱這些歌時，他總是一個字一個字

教孩子發音，並講解歌謠背景，讓孩子除了唱歌，更要瞭解自己的文化，期與他們把布農文

化傳承下去。 

他教孩子們聆聽大自然的聲音，雞鳴狗叫、看風聽雨、觀山望瀑，把山野間最原始、最

細碎、最動人的聲音用自己的歌聲表達出來。他和孩子們一起尋找美妙音聲的源泉。這樣的

歌怎麼會不打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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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馬主任成為馬校長，他把久美小學的合唱團帶成全臺灣第一名；七年後，他職掌

新鄉小學，同樣是臺灣地區音樂賽的常勝軍。 

“不可能每個人都當歌手”，馬校長很清楚，合唱團只是讓孩子找回自信。“我們最重視

的是人格教育！”他期盼原住民的孩子們能從歌唱中獲得掌聲，在掌聲中找到自信。 

“有了自信，自我概念完整，自我期許變高，就會想讀書提升自己。就能發揮能力！” 

這些已經展露自信的孩子，他們都相信馬校長常說的話：“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不想

做的事！”他們的明天勢必更美好。 

 

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 

玉山，通常是指玉山主峰，海拔 3,952 米。山容氣勢磅礡、雄踞一方，四季景致分明而優

美。我們到達時雲山霧罩，時雨時雲，翠綠欲滴。 

生活在玉山腳下的布農族，以山田燒墾和游耕為生，對於農作的祭儀複雜和隆重，布農

人相信，歌聲越和諧、優美，天神越高興，當年的小米就會豐收。他們有渾然天成的合音：

布農人合音唱法是無所不在的，凡飲酒歌、祭槍歌都以合音的方式來表現。就連四、五歲的

小孩，都能以合音的方式唱誦布農族的歌謠。當天，我們有幸造訪了一位 89 歲的布農族部落

長老。在我們的請求下，他‘小唱’了一下八部合音，當晚老人親自上臺和族人一起表演。 

可是，長久以來，原住民的天籟並沒有機會讓國際聽見，馬彼得認為，這種“八部合音”是

世界級的。 

從帶合唱團的第四年起，馬彼得就有一個心願，希望籌建原住民合唱學校。他的目標是

透過音樂讓孩子們站上世界舞臺，讓部落的聲音從山谷裡、深水邊傳到都市裡。這源於他對

自己的土地、自己民族的熱愛和希望。 

這塊土地上擁有難能可貴的多元文化，而原住民文化便是其中令人驕傲的一部分。馬彼

得期望，通過孩子們獨特的歌聲，能夠串起族群文化藝術的認同，幫助他們肯定族群的自我

價值，傳承原住民富饒的歌謠文化。十多年來他到處宣揚這個理念，終於有人聽進去了。 

終於，2008 年 6 月，對音樂毫無造詣，讀師專時一度羞赧到不敢碰音樂的他，竟然使“臺

灣原聲音樂學校”開學了。這裡招收信義鄉共 11 個部落的孩子，從小學生到高中生，每個週

末到羅娜小學上課唱歌，目前已有近百位學生。 

馬校長說，部落的孩子週末不讀書，成天在部落閑晃。他想起自己的學生時代，數學、

英語學習困難。“再怎麼認真，也沒辦法跟上都市的小孩”，便決定把部落的孩子找回學校。

“當他的視野開闊的時候，他對自己生涯的規劃就認真了。” 

但是，若用“週末來補習念書”號召，部落的孩子恐怕不會理睬他，但若以“週末來唱歌”號

召，願意來的孩子就會增加。其實，週末兩天集訓，真正唱歌的時間只有週六下午，其餘時

間安排數學、英語、閱讀課程與藝文，以及針對學習落後的孩子課輔補救。教材是原聲學校

根據原住民孩子的特質自己編纂的，老師來自臺灣各地。 

就在我們到訪的當天早上，一些從外地趕來的老師（多是大學裡的學生）來給孩子們上

課。我們的哈薩克孩子分散到“法語”、“英語”、西班牙語”和“德語”四個班。 

在課堂上喧騰、歡笑和各種語言的混雜聲中，我看到各民族的孩子們正在用心、開心、

真心地交流，每個人的臉上無不展現著那獨特的信心和驕傲。馬校長的孜孜追求正在新一代

原住民孩子身上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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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站在臺上，不是靠天分，而是靠努力以及責任感” 

馬校長特別重視孩子的紀律、態度與榮譽感。對每個要參加合唱團的小朋友，他提出兩

項要求：一是要準時寫功課；二是要準時練唱。沒達到上述要求，就算孩子有天籟之音，也

會遭到撤換。對於紀律，馬彼得總是“玩真的”。同時，他是孩子的大朋友，可以談心，也可以

一起做夢。 

孩子不按時上課，不認真練習，不交作業，就算有再好的歌喉，也無法上臺演出。孩子

喉嚨沙啞，但是認真練習，馬校長絕對儘量安排他上臺的機會。“今天能站在臺上，不是靠天

分，而是靠努力以及責任感。” 

有一年，合唱團去泰國演出，一個孩子因為週末練習沒請假就缺席，隔天馬上被換掉。

“我替他遺憾，但我必須割捨。”馬校長說。因為，冠軍不是他的目標，“比賽是一時，但規範

和觀念的建立是一生的。”儘管有些家長求情，但馬校長非常堅持。 

“改變，一直是我辦教育的根本。行為、態度、觀念要改變，不改變就沒有競爭力！”他不

甘心被套上原住民散漫、生性浪漫的刻板印象，“合唱，只不過是實現我幫小孩子改變的一種

教育策略。” 

2008 年，東埔合唱團要錄製紀念 CD，沒想到製作團隊的規格非常高，16 首歌全部錄完

居然花了 45 天。錄到後期，孩子們紛紛累癱在臺上，嚷著“校長，不要錄了！” 

此時，馬校長沒有發火，卻是拿“夢”說事。他輕聲提醒“小朋友，雖然很累，但我們要一

起做夢，共同完成這個夢想喔！而且，當初跟你們說錄音很累，你們都說沒關係，既然沒關

係，那我們就沒關係到底喔！” 

在校長的鼓勵與吃麥當勞的“利誘”下，東埔小學的《唱歌吧！》CD 終於錄完，2009 年還

獲得臺灣金曲獎評審團特別獎。 

儘管肯定紛至遝來，但馬校長總是對孩子說：“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所得到的肯定，都是

意外的火花，高興一下子就好！”他認為，煙火再燦爛，總是要歸於平靜。唯有教育可以百年

樹人，培養出原住民精英，帶動原住民社會向上流動。 

 “大家以為原住民天生就會唱歌，但這把孩子的努力抹煞了，這些孩子之所以唱得好，

是因為他們都經過苦練！”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理事阿貫老師說。 

其實，馬校長合唱團的孩子 85%來自低收入家庭和單親、隔代教養等失能失養的弱勢家

庭，孩子們 90%沒有音樂背景，看不懂五線譜，也不會彈鋼琴。馬校長要一句一句示範地唱

給孩子們聽，讓他們模仿。 

馬校長也說“如果只以為他們有‘天賦’，對孩子非常非常不公平，抹殺了他們的認真和努

力。我們練合唱，不是‘訓練’，是教育，是一種態度的訓練，認真的態度，相互彼此扶持的

態度的培養。” 

馬校長本人和太太（另一所學校的校長）兩人是全年無休的工作，所有心思都放在孩子

身上。松禾基金會的老師都記得 2015 年 11 月在臺灣首次訪問原聲合唱團時，馬校長是拄著

拐杖來見大家的。原來校長在家整理雞窩時不幸摔傷，斷了幾根肋骨。大家都知道“傷筋動

骨一百天”，需要好好休養的常識，更何況還是斷骨。但是，校長就是放心不下合唱團的孩

子，硬是從床上爬起來，柱拐給孩子們排練。這一幕我聽基金會不止一個老師說起，大家對

馬校長的敬業精神無不充滿敬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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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經歷那個改變，你可以看到那個盼望。” 

每一場演出，馬校長都要一再地問自己：“我的孩子會學到什麼？”讓這些孩子走出玉

山，踏上世界的舞臺，為了什麼？不是為了炫耀，也不只是為了拿冠軍，他是在作教育，要

這些孩子知道“未來”是什麼？ 

面臨傳統社會結構瓦解，新的價值尚未被建立之際，原住民常會產生價值觀念上的衝

突。“我想努力培養一群人，五年以後、十年以後，他們能回到部落，影響他們的部落、提

升他們的部落。”這是馬校長當初成立音樂學校的原因之一，其實他真正希望的是改變一個

民族的未來。 

部落裡，過往孩子看到的未來選擇只有務農，或是當軍警人員。組成合唱團後，他們到

處表演、比賽，孩子們的視界一下打開了，發現世界上的職業多彩多姿，他們可以當麵包師

傅、資訊工程人員，開飛機，做電臺的 DJ 節目，當老師，還有好多好多。 

他從 100 多個孩子中挑選幾個優秀的學生，一路支付生活費、學費栽培，讓他們讀私立

學校、補習、出國遊學、長見識，為的是在各種領域的頂尖人才中有原住民、有布農族人，

在世界的舞臺上可以和其他民族一爭高下。 

校長夫婦把合唱團裡幾個家庭條件不好的孩子領到家裡，把他們視如自己的親生寶貝，

一樣的疼愛，一樣的給予關懷，一直撫養他們長大。 

不僅如此，馬校長以多年服務原住民的經驗知道，原住民除了需要信心，還要有機會。

只有兩樣都建立起來，才有希望。因此，他爭取帶著這群孩子“走出去”，從地區性的合唱比

賽舞臺，登上國家音樂廳，走進上海的世博，再回到了臺北的花博。孩子們開始知道世界之

大，世界如此美好，而他們每一個都是上帝眼中獨特的寶貝。 

走筆至此，我也想到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的“飛越彩虹”，何嘗不是同一個理念？讓少數

民族的孩子們有尊嚴地、快樂地唱自己民族的歌，讓孩子們在本民族歌舞傳承中收穫民族自

信，通過學習傳統文化來理解、認同、熱愛自己的民族，讓日漸式微的民族文化獲得薪火相

傳般自生長的力量。通過歌唱，幫助孩子們走出大山，走出他們的祖輩們沒有走出過的世

界。讓他們看到--山的那邊就是海，有一個全新的世界等待他的到來。 

“教育就是不斷給孩子機會”，馬校長心裡始終想著孩子的未來。他的遠見和志向是培養

布農族未來的部落精英和領袖人才。他的目標在十年後、二十年後，這些孩子成為影響同

學、影響社區、影響社會的菁英。他們長大，為人父母之後，會關心自己的孩子、關心教

育，這樣一代接著一代，“你可以經歷那個改變，你可以看到那個盼望。”馬校長充滿信心地

說。 

就在那天音樂會的尾聲，馬校長當眾宣讀了一封信。這是一個原聲合唱團的布農族女

生，走出了大山，考上師範大學而寫的感謝函。她不僅感謝了校長、感謝原聲合唱團，還表

示將來要像校長當年一樣，回到部落，做一個老師，教育孩子們。 

誰說一首歌不能改變一個孩子的未來？馬校長哽咽的聲音，女學生淚水盈盈的雙眼，在

場的每一位激蕩的內心，舞動的雙手，融匯在一起，猶如一首心靈的聖歌，在玉山的夜空下

久久地飄蕩。 

馬校長也曾多次差點被分發到都市區當校長，但他自動請纓留下。“在都市里，多一個

知識份子或是多一個菁英，沒什麼了不起。但是在部落裡，多一個知識菁英，就多一份力

量，就能夠改造整個原住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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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每次遇到挫折，我就會回到當時的心境，回到聖經雅各書裡講的，那個‘起初的

愛’，我很快就會把那些挫折、傷心給拋掉了。”這是馬校長信心的源泉。 

“歌唱吧，歌唱吧，我們一起來歌唱” 

當晚的音樂會 5000 人之多，在雨後露天草坪的椅子上排排就坐。從入場到散場，從各

自收拾起自己的座椅，到按指示撕下椅子背後的標號，最後放到指定地點，一切組織工作井

然有序。就連一個上午還在淅淅瀝瀝下著小雨的天氣，也有如神祝般地在下午就停了。 

羅娜小學的孩子以及從羅娜小學走出去的孩子，這天像忙自己家的事情一樣，一直張羅

著。那個考上了師範大學的女生，當天下午我們看見她拿著一個拖把清潔主席臺下的積水。

晚上，看見她上臺和馬校長因感恩、因幸福相擁而泣。這一幕，實在美好，實在震撼。我想

到馬校長的堅持“我們最重視的是人格教育！” 

終於，馬校長一身黑色合體的西裝站在舞臺上，瀟灑、幹練。在他富有激情的指揮下，

我們聆聽到國際水準的童聲合唱，清純、柔美、流暢、悠揚、和諧。似一縷盛夏裡的清泉緩

緩流出，似一束冬日裡的暖陽穿透雲霧，更似心靈的甘露一點一滴地滋潤著每一位聽眾。那

是一種享受，一種聽見美、看見美、享受美的時刻。 

他們不愧是世界級的合唱團。當晚演唱的曲目即民族且國際，風格各異。從布農族歌

謠，到新近流行的英文歌，到德語歌，日語歌，中文歌。每一首孩子們都演繹得恰到好處，

演唱水準之高、音色之和諧和優美，讓我們的哈薩克孩子、民族老師、音樂專家、藝術總監

和我們這些聽眾連連稱奇，讚譽不斷。 

“在女兒及夥伴的建議下，《You raise me up》我唱了兩句，這是要對社會各界給我們的

支援，表達我的感激之意。七年多來，我們承受了無數的困難、壓力與污蔑，若不是對孩子

的一份愛、眾多朋友的支持以及信仰的力量，我們早放棄了。當孩子們唱著這首歌時，腦海

中湧現的是篳路藍縷的畫面，幾次幾乎要淚崩，我努力控制著，但在最後還是無法…，落淚

是因為感傷、感謝、感動。”當晚沒有比馬校長的感言更真實、更真切、更感人至深的了。 

“歌唱吧，歌唱吧，我們一起來歌唱，拍拍手，拍拍手，我們一起來拍手。 

…… 

看見各位兄弟姐妹，我心歡喜快樂，能和各位相見，我心歡喜來唱歌……” 

這首布農族的《拍手歌》，曾是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臺灣館點燈祈福典禮的主唱曲，

這晚在玉山的夜空下響起。 

這是一個美好的夜晚，一個難忘的夜晚，一個因應一個夢想，一個堅持而讓世界聽見了

玉山的夜晚，也是一個讓我們的“飛越彩虹”團隊備受鼓舞和感動的夜晚。 

我想到馬校長的追求，“玉山星空音樂會的價值不僅僅是音樂會的本身，還有背後的教

育意義與族人的尊榮感”。馬校長堅持 7 年主辦玉山星空音樂會，用他的話說：是為了提供

給孩子一個舞臺，讓他們有機會在自己家人、族人面前唱歌。另一方面，邀請知名的藝文團

體上山演出，讓一生沒有機會進音樂廳的部落族人也能聆聽高水準的音樂會。幾年下來，不

管是孩子或家長，越來越重視這場音樂會；在孩子們的心中，甚至遠比去外面的任何演出還

重要，所以都認真的練習，以爭取當天的演出機會。家長們也以自己的孩子能上臺演出為

傲。 

當晚有位志願者發現：在整場演出過程中，每一位族人的眼神都是充滿著希望與驕傲；

因為他們知道這群孩子們會是部落的希望，部落族人因為孩子們的努力成就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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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因愛而生；人生，因夢而美麗。馬校長的故事令人感動，也令人鼓舞。他讓我看

到信仰和堅持的力量。 

我看到，他是夢想家，那發自內心對孩子的愛與關懷，成為他們一起造夢和實現夢想的

推動力。 

同時，他更是教育家，他以一種情懷、一種信念、一種遠大的志向、更以一種堅持，培

育孩子。他清楚地知道唯有教育，才是一個民族的未來；唯有受過教育的孩子們，才能夠改

變布農族的未來。而合唱團，是他和他們夢想的舞臺，是使夢想飛揚的舞臺。 

孩子們，何其有幸，有馬校長這樣的教育家；原聲，何其有幸，有馬校長這樣的夢想

家；我們，何其有幸，結緣了原聲，認識了馬校長。 

結束本文之前，我想劇透一下。馬校長的合唱團已受“松禾成長關愛基金會”之邀，將於

2017 年到大陸回訪我們的飛越彩虹童聲合唱團。這將是一次令人期待的山與海的合聲，是

又一次跨越海峽的飛越。我期待他們的到訪，期待再一次聆聽那純淨、清亮、悠遠的大山之

音。 

更期待看到許多、許多“飛越彩虹童聲合唱團”的“馬校長”– 馬背上的馬校長、草原上的

馬校長、帕米爾高原的馬校長，瀾滄江畔的馬校長，山寨裡的馬校長，竹樓下教孩子唱歌的

馬校長，帶著我們的孩子，把山谷裡，河潭邊唱的歌，把祖先留下來的歌，大聲地唱響，唱

到大山之外，唱到天邊，唱到彩虹閃現的地方。 

這是一個美麗的事業。“只要出發，一定能到達。”讓我們一起為更多的孩子們圓夢，彩

虹之旅與你同行。 

 

2016 玉山星空音樂會迴響之 1 

鄭鑑輝 

    在第七屆玉山星空音樂會上，馬彼得校長致詞時突然哭了起來，"原聲終於有了第一個

大學生"。七年來馬校長致力於布農族的原民兒童教育，七年後有一位家庭背景不可能受高

等教育的女生，終於考上了台北教育大學。馬校長一直認為唯有致力於兒童教育的扎根，才

能徹底改變原住民的社會和習性，當他見到開花結果時不禁哭了起來，以前的被污蔑誤解的

委屈一下子湧了上來。 

    本屆玉山星空音樂會不但有當地的成人參加，也有來自大陸的哈薩克兒童演出，更有已

成長至高中的原聲兒童的優人神鼓。當我聆聽成人的布農族八部合音時，眼眶有點潮濕。八

年前建中退休的阿貫老師來到本地，到處是醉倒在路上的原住民，阿貫老師和馬彼得校長一

致認為，只有從兒童的教育開始，漸漸影響家人，才能改變原住民的習性。因此成立原聲小

學，利用週末用車把各部落有潛力的孩子接到學校來課輔，並成立合唱團用音樂潛移默化他

們，原聲童聲合唱團已裴聲國際，兒童增強了自信，大人也重拾起自己的文化，不再糊塗過

日子，馬校長的理念實現了。 

    德蕾莎修女曾說過，不管你是如何的大公無私，人們還是會攻訐你，但是無論如何，你

只要低頭做善事就對了。 

    想到藍天家園一批迷途的孩子，我們低頭持續課輔並作為行為的典範，必能逐漸影響他

們，我們要借鏡馬校長的毅力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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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玉山星空音樂會迴響之 2 

WCEO 志工 蔡汶呈 

    這是一場令人感動的盛會！ 

志工們不分彼此、不論尊卑的無私奉獻，部落居民全員出動參與，來賓們井然有序的配

合，真的好棒！ 

在整場演出過程的，我發現每一位族人的眼神都是充滿著希望與驕傲；因為他們知道這

群孩子們會是部落的希望，部落族人因為孩子們的努力成就感到驕傲。這是我不斷穿梭會場

中的意外驚喜與感動，我想這是原聲除了歌聲之外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孩子們的教育需要我

們共同護持，孩子們的未來就是部落發展最榮耀的希望！ 

 

 

2016 玉山星空音樂會迴響之 3 

新竹中華大學教授  現任東海新竹校友會會長 

    第一次與築愛協會去聽玉山星光音樂會，週六一早從新竹出發就大雨不停，領隊 Amy 

Chiu 說 7 年來曾兩次也是大雨不停，大家禱告等到晚上音樂會開始時，雨奇蹟般的停了。 

    這次我們也經歷了奇蹟，音樂會現場雨停了，而且月亮都露了臉。除了動人的音樂饗

宴，我更被馬彼得校長還有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為改變布農族的生活，從孩子的教育著手。多

年來所遇到的困難與挫折不計其數，但憑著信念與信仰，堅持做該做的，已看到一些改變。

這就是僕人領導的典範，我要用這個作為常勝領導力培訓的例子。 

    對了，三個多小時的音樂會結束後，雨又開始下了！雨中的山景＋新鮮的空氣 so 

bl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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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音樂會結束之後》 

Bukut 校長 

感謝無盡…… 

音樂會結束了！這幾天已經有人在問，明年的玉山星空音樂會是什麼時候？都表示明年

一定要再來。從他們的口氣中感覺得出，玉山星空音樂會是必然要繼續舉辦下去的。面對這

樣的問題，我避免正面回答。其實兩年前，我就開始面臨這樣的窘境。七年前調派羅娜國

小，基於給孩子提供舞台、回饋部落族人及對羅娜的認同而辦了玉山星空音樂會，一轉眼就

七年了。當我在羅娜待得越久，就表示它隨時都可能結束，所以在音樂會謝幕時才有感而發

地說：「要安可一首歌容易，但要安可玉山星空音樂會卻有很大的變數。」 

玉山星空音樂的辦理，是為了提供孩子一個舞台，讓他們有機會在自己家人、族人面前

唱歌。另一方面，邀請國內知名的藝文團體上山演出，讓一生沒有機會進國家音樂廳的部落

族人也能聆聽高水準的音樂會。幾年下來，不管是孩子或家長，越來越重視這場音樂會；在

孩子們的心中，甚至遠比在外的任何演出還重要，所以都認真的練習，以爭取當天的演出機

會。家長們也以自己的孩子能上台演出為傲。 

有一位孩子來原聲之後，由於聲音獨特，無法參加合唱團，便安排參加打擊樂團。但在

打擊樂的學習中也面臨障礙，一直沒有機會上台，眼看就要升上九年級了，去年的音樂會

中，老師特別安排了一個角色上台演出。這位同學非常興奮的跟家人說：「我今年要上台

了！」家人得知後，迅速通知所有的親戚朋友，甚至把外出工作的親友們全部邀請上山，一

團人浩浩蕩蕩地開車前來欣賞孩子的演出。終於上台了，這位同學擔任的是打銅鈸的角色，

整場演出中只打了兩聲。雖是如此，家人還是興高采烈，回家後很得意的跟部落鄰居說：

「我的孩子上台了！」 

擔任志工的蔡汶呈在他的臉書上寫著：「這是一場令人感動的盛會！……在整場演出過

程中，我發現每一位族人的眼神都是充滿著希望與驕傲；因為他們知道這群孩子們會是部落

的希望，部落族人因為孩子們的努力成就感到驕傲。這是我不斷穿梭會場中的意外驚喜與感

動，我想這是原聲除了歌聲之外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孩子們的教育需要我們共同護持，孩子

們的未來就是部落發展最榮耀的希望！」玉山星空音樂會的價值不僅僅是音樂會的本身，還

有背後的教育意義與族人的尊榮感。 

今年的音樂會，在女兒及伙伴的建議下，《You raise me up》我唱了兩句，這是要對社會

各界給我們的支持，表達我的感激之意。七年多來，我們承受了無數的困難、壓力與汙衊，

若不是對孩子的一份愛、眾多朋友的支持，以及信仰的力量，我們早放棄了。當孩子們唱著

這首歌時，腦海中湧現的是篳路藍縷的畫面，幾次幾乎要淚崩，我努力控制著，但在最後還

是無法…，落淚是因為感傷、感謝、感動。 

從網友在臉書上的留言，發覺到孩子們的聲音已經成為一股正向的社會力量，我們慶幸

我們的堅持，也將繼續堅持，因為那已是我們的責任。滿滿的感動，滿滿的感謝。在一個偏

遠山區能夠把音樂會辦到如此，也算是一個奇蹟吧！ 

感謝支持我們的眾多朋友、公益團體、公司、單位等。感謝熱情的志工們，任何的大小

演出，你們總是放下工作跟著我們南奔北跑，甚至把志工當職業，還要忍受批評責罵（志工

皓玫是廣告達人，某家公司要聘請她擔任要職，被她拒絕。老闆問原因，她說因為她要當原

聲志工。） 

總之...感謝您！感謝大家！Mihomi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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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原聲音樂學校參加會員大會行程                               

一、 活動目的：展現學習成果，感恩會員會友，學習付出及回饋。 

二、 活動日期：2017 年 4 月 29 日至 4 月 30 日(六-日) 

三、 活動地點：4/29(六)建國高中資源大樓五樓會議室（台北市南海路 56 號） 

          4/29(六)天主教方濟生活園區（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 305 號） 

          4/30(日)台北文創大樓 14 樓（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四、 參加人員：打擊樂團 14 人（女 4 男 10）+合唱團 46 人（女 33 男 13） 

伍恩婕、林采萱、林昕緹、林芷柔、尤蘇諾·乃佳納、田有宏、司瑞克、伍奇浩、 

伍皓詳、李  謙、何家程、呂宇澤、松慈霖、松耀祖 

第一聲部 15 人（女 11 男 4） 

史玥兒、史念恩、向  萱、伍承琳、伍書韓、全雅平、全詩婷、米靖恩、谷巧玟、 

|呂欣妤、張可軒、史祥恩、金右翊、幸明山、陽詠智 

第二聲部 16 人（女 13 男 3） 

伍雨蕎、伍曉葳、全郁華、全郁芯、全家榆、金芊璦、金家儀、松鈺婷、松詠婕、 

馬妤芯、馬沛羽、鄔  歷、賴念慈、田紹凱、全光榮、全偉杰 

第三聲部 15 人（女 9 男 6） 

方  琪、方  圓、伍  恩、全若綺、谷  薰、林凡羽、松慈芸、幸舒妃、辜歆菲、 

王  讓、史俊祥、伍約翰、谷洛克、松冠銘、松毓傑 

家長 6 人/谷莉娜、司秀華、幸雅群、林佳文、全寶玉、谷約翰 

師長 4 人/阿蠻校長、Bukut 團長、Uli 師、Puni 師、慧菁師 1 家(自駕)、姿伶師(高鐵) 

五、 乘車資訊：彰化客運 

0730 東埔停車場(東埔)→ 0750 玉山消防隊(望鄉)→ 0755 晨軒梅莊(久美、羅娜、新鄉) 

→0800 黑火炭(豐丘)→0810 信義鄉公所(信義)→ 0835 水里玉管處(濁水溪線)→ 0900 名

間交流道→經國道 3→1200 建國中學 

六、 乘車名單 

A 車(40 人)/阿蠻校長、Bukut 校長、Uli 師 +合唱團 37 人 

史玥兒、向  萱、伍承琳、伍書韓、全雅平、全詩婷、米靖恩、谷巧玟、呂欣妤、 

史祥恩、金右翊、陽詠智、伍雨蕎、伍曉葳、全郁華、全家榆、金芊璦、金家儀、 

松鈺婷、馬妤芯、馬沛羽、松詠婕、賴念慈、田紹凱、全光榮、方  琪、伍  恩、 

谷  薰、松慈芸、幸舒妃、辜歆菲、王  讓、史俊祥、伍約翰、谷洛克、松冠銘、 

松毓傑 

B 車(30 人)/Puni 師+打擊樂團 14 人+合唱團 8 人+家長 6 人 

方  圓、史念恩、全若綺、林凡羽、張可軒、鄔  歷、幸明山、全偉杰、全郁芯、 

伍恩婕、林采萱、林昕緹、林芷柔、尤蘇諾·乃佳納、田有宏、司瑞克、伍奇浩、 

伍皓詳、李  謙、何家程、呂宇澤、松慈霖、松耀祖、谷莉娜、司秀華、幸雅群、 

林佳文、全寶玉、谷約翰 

七、 台北工作人員 

4/29(六)1200@建中資源大樓 5 樓：黑導、皓玫、武錚、柏哖、敬恆、祥興/意梅、

Teddy/小珍、小呂、彩霞、明榮、藍蔚、阿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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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日)1400@臺北文創大樓 14 樓：黑導、祥興/意梅、Teddy/小珍、小呂、藍蔚、 

阿貫 

八、 住宿地點：中華電信板橋訓練所（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168 號）38 間房 

九、 住宿人員及分配：學生 60(女 37 男 23)+師長 7(含眷 1)+家長 6+駕駛 2=75 人 

十、演出節目 

會員大會 

打擊樂團 

1. Double Dribble 兩次運球      曲/Chris Brooks 

2. Talkin' Trash 垃圾的對話      曲/Lamar D. Burkhalter 

3. Me Tarzan 泰山        曲/Chris Crockarell 

合唱團 

8. minkailasa kata 決心歸向主(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9.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英語)    詞/曲/Sy miller & Jill J. Miller 

10. 耶和華祝福滿滿(台語)      詞/李信儀 編曲/游智婷 

11. 花は咲く花兒會開(日語)     詞/岩井俊二 曲/菅野洋子 編曲/西條太貴 

12. Turkey in the Straw(英語)     美國民謠 編曲/ Earlene Rentz 

13. 快樂天堂(國語)       詞/呂學海 曲/陳復明 編曲/謝美舟 

14. kulumaha 回家吧(布農語)     詞/曲/金國寶 編曲/Jacek Sykulski 

安可/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詞/王拓南 曲/伍欽光 編曲/馬彼得 

再見復活音樂會/方濟生活園區 

打擊樂團/Me Tarzan 泰山      曲/Chris Crockarell 

合唱團 

1.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詞/王拓南 曲/伍欽光 編曲/馬彼得 

2. minkailasa kata 決心歸向主(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3. kadidazun ku tu Iesu 我所敬愛的耶穌(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4.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英語)    詞/曲/Sy miller & Jill J. Miller 

5. 小小的夢想(國語)       詞/李信儀 曲/游智婷 編曲/馬彼得 

序 房號 室友 序 房號 室友 序 房號 室友 

1  慧菁師一家 14  詠婕、妤芯 27  Uli、恩婕 

2  書韓、玥兒 15  家儀、芊璦 28  有宏、瑞克 

3  承琳、若綺 16  念慈、鄔歷 29  慈霖、耀祖 

4  向萱、欣妤 17  光榮、偉杰 30  家程、奇浩 

5  雅平、靖恩 18  Puni、昕緹 31  李謙、皓詳 

6  巧玟、可軒 19  伍恩、方圓 32  尤蘇諾、宇澤 

7  詠智、右翊 20  谷薰、舒妃 33  采萱、芷柔 

8  祥恩、念恩 21  慈芸、歆菲 34  姿伶師 

9  校長伉儷 22  方琪、凡羽 35  谷莉娜、司秀華 

10  曉葳、雨蕎 23  俊祥、紹凱 36  幸雅群、林佳文 

11  郁華、郁芯 24  約翰、王讓 37  全寶玉、谷約翰 

12  家榆、詩婷 25  冠銘、毓傑 38  駕駛 2 位 

13  鈺婷、沛羽 26  洛克、明山 ※每房第 1 位擔任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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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鹿切慕溪水(國語)      詞曲/Martin J. Nystrom 編曲/Phil Dave 

7. 送你這對翅膀(國.英語) 詞/Steve Kupferschmid 曲/Don Besig 中譯/高蔡慧君 

8. 耶和華祝福滿滿(台語)      詞/李信儀 編曲/游智婷 

9. 更高處(國語)   詞/Johnson Oatman 曲/James Boersma 編曲/吳博明 中譯/劉德義 

10. You Raise Me Up(英語) 詞/Brendan Graham 曲/Rolf U. Løvland 編曲/Teena Chinn 

11. Turkey in the Straw(英語)     美國民謠 編曲/ Earlene Rentz 

12. 外婆的澎湖灣(國語)      詞曲/葉佳修 編曲/吳博明 

13. 快樂天堂(國語)       詞/呂學海 曲/陳復明 編曲/謝美舟 

14. kulumaha 回家吧(布農語)     詞/曲/金國寶 編曲/Jacek Sykulski 

安可/幸福進行曲(阿美語+國語)     編曲/冉天豪 

磊山保經群英會/台北文創大樓 

打擊樂團/ Me Tarzan 泰山      曲/Chris Crockarell 

         Talkin' Trash 垃圾的對話    曲/Lamar D. Burkhalter 

1. kipahpah ima 拍手歌(布農語)     詞/王拓南 曲/伍欽光 編曲/馬彼得 

2. Turkey in the Straw(英語)     美國民謠 編曲/ Earlene Rentz  

3. 外婆的澎湖灣(國語)      詞曲/葉佳修 編曲/吳博明 

4. 快樂天堂(國語)       詞/呂學海 曲/陳復明 編曲/謝美舟 

安可/磊山典範之歌 

十一、活動行程 

4 月 29 日（星期六） 4 月 30 日（星期日） 

0730~1200 東埔→建國中學 

1200~1330 午餐(飯盒)、午休(資五) 

1330~1500 參加會員大會/練習、待機 

1500~1540 成果發表演出 

1550~1640 建國中學→方濟生活園區 

1700~1750 試音、彩排 

1750~1850 晚餐、更衣、待機 

1900~2100 音樂會演出 

2110~2150 方濟生活園區→板訓所 

2150~2230 沐浴、祈禱、就寢 

0800~0830 起床、盥洗、早餐(自訂) 

0830~0900 發聲(板訓所) 

0900~0930 板訓所→信義威秀影城(瑞銀 Dennis 哥哥) 

0930~1230 看電影"天聲男孩"@信義威秀影城 

1230~1400 午餐@Chili's/松壽路 22 號 2 樓(NEO19) 

1400~1415 Chili's 餐廳→臺北文創大樓 14 樓 

1415~1430 更衣(換表演服)、待機 

1430~1500 磊山保經群英會 

1500~1510 更衣(換制服)、分發餐盒 

1510~1930 文創大樓 14 樓→信義鄉各部落 

十二、攜帶物品 

學生自備： 

牙刷+毛巾、短袖黑帽 T (4/29)、長袖圓領 T (4/30)、黑外套、牛仔褲 1(穿)、換洗內衣褲 1

套、打擊樂團表演服(整套籃球裝、白襯衫、小領帶、黑長褲或七分褲、布希鞋)、布農表演

服(合唱團)、黑襪 2 雙(穿 1 雙)、健保卡、環保杯及筷、原聲背包 

公用物品： 

台北準備/封套 2、"我最愛唱的"專輯 1 箱、文具及簽單(會員大會所需物品另定) 

山上準備/感謝狀 2(方濟、磊山)、團旗、喉糖、塑膠垃圾桶*3、大鐵垃圾桶*4、塑膠油漆桶

*4、小鐵水桶*3、籃球*10、鼓棒 16 對(含備用)、預備服(男女各 2)、志工背心 2(L&M) 

十三、本活動計畫由本會理事長依協會年度工作計畫決行，修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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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受邀演唱原則                         

一、公益演唱：請邀約單位負擔交通及膳宿費。 

1. 國際活動、慶典。 

2. 國家活動、慶典。 

3. 地方活動、慶典：限南投縣政府所屬單位。 

4. 醫院、學校、教會、監獄、慈善及教養機構（安養院、育幼院等）。 

5. 回饋贊助及合作者： 

   2016~2017 年團體捐款贊助台幣 50 萬元以上，個人捐款 20 萬元以上者。 

 

二、贊助演唱： 

    接受公益基金會、協會及民間公益團體(如扶輪社、獅子會、崇她社等)邀約。 

1. 邀約單位負擔交通、膳宿費。 

2. 邀約單位捐款本協會作為校務基金（贊助額視演唱時間、場次、方式等相關內容而定）。 

 

三、受邀注意事項： 

1. 公益及贊助演唱場次兩者合計一年不超過八場為原則，以維持團員正常作息及課程實

施。 

2. 邀請單位請於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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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uanliao@gmail.com）與台灣原聲教育協會聯繫。 

 

原聲大事紀                                                   

2008.05 台灣原聲音樂學校及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誕生於南投縣信義鄉玉山山腳 

2009.06 公益發行《唱歌吧》專輯入圍第 20 屆傳統藝術類「金曲獎」最佳傳統歌樂專輯獎 

2010.01 接受廈門市台胞及台商聯誼會邀請，首次於海外演出 

2010.03 公益發行之《唱歌吧》紀錄片，獲第 32 屆「金穗獎」最佳影片首獎 

2010.05 受邀參加上海世界博覽會台灣館開幕典禮演出 

2010.08 Bukut 團長獲選為遠見雜誌『新台灣之光』99 位人物之一 

2010.10 受邀於中央研究院演唱，為國內首次專場演出 

2010.12 參加新竹「築愛慈善音樂會」演出 

2011.05 於國家音樂廳和國家國樂團聯合演出 

2011.06 與哈佛大學鱷魚合唱團於東埔國小同台演出 

2011.07 參加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比賽獲童聲組金獎及民歌組銀獎 

2011.10 於建國百年國慶大典中演唱「百年禮讚」組曲 

2011.11 公益發行《不只唱歌吧》音樂專輯和紀錄片 

2012.02 受邀於台南奇美博物館演藝廳及樹谷園區演藝廳專場演出 

2012.03 受邀赴北京柏萊沃古典音樂俱樂部於金融家年會「寶島之夜」專場演出 

2012.08 於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為創世基金會募款專場慈善演出「愛築家園」音樂會 

2012.09 原聲打擊樂團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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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 受邀協助齊柏林導演空拍紀錄片「看見台灣」登玉山主峰於峰頂演出 

2012/11 參加南投縣政府「全民運動會」開幕典禮演出 

2012.12 參加新竹「築愛慈善音樂會」演出 

2013.07 受邀出訪美國加州參加國慶領唱國歌及國慶遊行、巨人大聯盟球場、Children 

Discovery Museum、Forest Lawn Museum、UNITY Conference、ICICE 全球華文網

路教育研討會、Facebook 總部獻唱，並於舊金山及洛杉磯劇院演出兩場專場音樂會 

2013.08 受邀於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專場演出 

2013.10 受邀參加國慶典禮領唱國歌 

2013.10 原聲A capella合唱團誕生 

2013.11 受邀與長榮交響樂團於中興大學惠蓀堂聯合演出 

2013.12 受邀於總統府「總統文化獎」頒獎典禮演唱 

2014.02 受邀於台南樹谷園區演藝廳專場演出 

2014.04 受邀於台北誠品松菸表演廳「看見台灣．聽見原聲」專場演出 

2014.08 應「全日本合唱連盟（JCA）」邀請赴日本參加第 28 屆東京國際兒童合唱節，於新

宿文化中心舉行專場音樂會，並隨總統夫人周美青女士於東京博物館參加台北故宮

博物院「神品至寶」開展演出 

2014.08 受邀於台中市圓滿劇場為「看見台灣-臺中心動影像音樂會」演出 

2014.09 受邀於木柵動物園為台灣自製第一部 3D 動畫長片「桃蛙源記」首映會演唱 

2014.10 受邀於台北小巨蛋參加慶祝國慶「四海同心聯歡大會」演出 

2014.11 受邀於台中洲際棒球場參加「21U 第一屆世界棒球錦標賽」開幕領唱國歌 

2014.11 受邀參加臺灣大學 86 週年校慶音樂會專場演出 

2014.12 受邀參加南投縣長就職典禮演出 

2015.02 應文化部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邀請於高雄衛武營榕園舉行專場音樂會 

2015.03 合唱團及打擊樂團應邀參加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開幕典禮演出及藝文表演 

2015.04 打擊樂團及 A cappella 團應邀參加「第 6 屆台灣兒童醫療貢獻獎」頒獎典禮演出 

2015.05 合唱團及打擊樂團受邀參加微熱山丘感恩音樂會 

2015.05 受邀參加監察院舍百年慶祝「薪火相傳-經典重現」音樂會表演 

2015.09 應柏林市立綜合中學(Bettina von Arnim Schule)、波蘭波茲南音樂學校(Poznań Music 

   School)、維也納合唱學校(Wiener Sängerknaben; WSK)邀請，赴德國、波蘭、奧地利 

   三國參訪巡演，與波蘭波茲南夜鶯合唱團(Poznań Nightingales)、波茲南市立男童合唱 

      團(Poznań Boys’ Choir)、柏林綜合中學合唱團，以及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交流聯演，並 

   於柏林、波茲南、維也納三地舉行專場音樂會 

2015.09 出席我國致贈德國歷史博物館「1921 年中德協約」精緻複印本贈約典禮並演出 

2015.09 Bukut 團長獲總統府頒授教育貢獻類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2015.12 應國立故宮博物院邀請於「南部院區—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開館典禮演出 

2016.07 受邀赴美國加州.馬里蘭州.紐澤西州.德州參訪巡演，於聖荷西、華府、紐約市、 

        達拉斯、休斯頓等城市，舉行 5 場專場音樂會，並與華府榮星合唱團交流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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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原聲離開信義鄉 

一、反思 

原住民學生的當前處境，面臨兩個考驗，一是部落文化傳承及發揚，二是現代社會適應

及發展。過去，我們平地人只要一想到原住民教育，立即的、單一的想像或期望就只有「部

落文化傳承」，至於「發揚」，不曾靜下心來仔細思量。至於「現代社會適應及發展」，就只是

模模糊糊的國文、英文、數學等學科的加強或補救教學，幾乎是平地升學主義模式直接複製，

完全和原住民學生的真實生活情境與問題脫節。 

這造成甚麼結果呢？原住民依然很難在現代社會適應及發展，而「最好的」情況頂多只

是，絕大多數原住民能夠傳承相當程度的部落文化，因此在部落裡發展觀光，討生活，滿足

我們平地人的想像和好奇心；部落成為當代政府治理下活生生的原住民文化村，這種景況大

約是比典藏在博物館中強上一些。 

無論從多元文化或社會正義的角度來思辨與批判，上述這樣的原住民教育想像或目標設

定應該得重新檢討與改革。 

 

二、規劃：設校新北市。 

1. 優點 

無論是合唱團、基礎學科、部落文化課程，北部其實都具有豐沛的教育及社會資源，足

以拓展原住民學生的視野和能力。 

學校的教育團隊，將由具備深厚部落文化素養的原住民專業師資、了解原住民文化的平

地人專業師資，以及認同原住民文化的社會與學生志工等共同組成。這個團隊的具體功能有

二，一是研發課程，二是活化教學，大幅提升學校教育品質，擺脫山區存在已久的教育困境。 

2. 侷限 

學生遠離部落，並與家人分隔兩地。解決方式如下： 

(1) 透過學校的文化課程實施及環境布置，發揮境教及身教的影響力。 

(2) 參照部落文化及民俗作息，將學年規劃為四個學期（每學期約 10~11 週），以「學

期」及「學期間假期」的規劃，來強化與部落的連結。具體作法是二學期在新北市

上課，一學期進行海內外壯遊，一學期返回部落上課，再加上學期之間假期的非正

式課程規劃，提升學生對於部落的了解、認同和參與。 

 

三、預期效益 

1. 紮根學生的基本學力，豐富多元文化與國際教育素養。 

2. 在與當代的對話中，落實學生的部落文化傳承及發揚。 

3. 在與部落的對話中，促進學生的現代社會適應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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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3 屆會員大會第 3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16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 2:00~4:10 

會議地點：台北市立建國高中資源大樓 5 樓會議廳（台北市南海路 56 號） 

主    席：洪春滿                     紀  錄：李彩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報告出席人數： 

應出席人數 107 人，實際出席人數 61 人（含親自出席 48 人、委託出席 13 人） 

貳、大會開始 

參、主席致詞：略。 

肆、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如 2015 年報 p.10~22。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如 2015 年報 p.9。 

伍、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會「2015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金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錄及基金收

支」案（如 2015 年報及大會所附資料），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2015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金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錄及基金收

支」案業經本會第 3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0 次會議審查通過，擬於提請大會討論

通過後，陳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通過。 

案由二：本會「2016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如 2015 年報），提請

討論。 

說  明：本會「2016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案業經本會第 3 屆理、監

事聯席會第 10 次會議審查通過，擬於提請大會討論通過後，陳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原聲音樂學校學生成果發表(下午 3:20~4:10) 

打擊樂團 

1. Lids 

2. Eine kleine Tischmusik 

合唱團 

1. kula vali 太陽快出來(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2. tankaun hanvang 牽牛(布農語)        詞/方茂發等人 曲/伍欽光 編曲/馬彼得 

3. pulumahav Iesu 請耶穌進入我心(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4. kadidazun ku tu Iesu 我所敬愛的耶穌(布農語)                         編曲/馬彼得 

5. Uyingcwele Baba (祖魯語+英語)          南非祖魯民謠 

6. 如鹿切慕溪水(國語)                 詞曲/Martin J. Nystrom 編曲/Phil Dave 

7. Widerspruch 矛盾(德語)3’00”      詞/Gedicht von J.G.Seidl  曲/Franz Schubert 

8. 茉莉花(國語)                            編曲/冉天豪 

9. 幸福進行曲(阿美語+國語)            詞曲/李泰祥 編曲/冉天豪 

玖、散會（下午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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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3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16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14:00～17:00 

開會地點：台北市青田街 5 巷 17 弄 7-1 號 2 樓 

主  席：洪春滿                      紀  錄：李彩霞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理    事：宋祥興(請假)、林晉源、林基興(請假)、林靜一(請假)、邱媛美、許正瑛(請假)、洪

春滿、黃春木、楊智麟(請假)、黃慶忠(請假)、廖南詩、廖阿貫、鄺麗君、羅綸有

(請假)、蘇錦淑 

監    事：尤美女、曹先進(請假)、黃 生(請假)、楊文貞(請假)、樓海鳥 

列席人員：裘友棣、呂克勝、孫蘭芳 

壹、報告事項 

一、2016 年人事異動報告：秘書長報告 

1.  如會議資料 p.6。 

2. 原總務祕書 Balan 於 2/24 請辭，新任祕書 Umav 3/5 就任。Umav 為羅娜部落人，

75 年次，南華大學視覺與媒體藝術所畢業。 

3. 小學英文老師全缺，經過 FB、以前老師協助等介紹補齊了老師，共有六位英文師

使用高鐵+計程車共乘上山教課，因此本學期交通費將會增加。 

二、2016 年 1~2 月財務報告：秘書長 

1. 1 月份餘絀 812,907 元，2 月份收入 374,669 元、支出 602,929 元、餘絀-228,260

元。 

二、2016 年玉山星空音樂會實施計畫及概算：執行理事 

1. 如會議資料 p.7~10。 

2. 貴賓索票登記 1600 餘位、網路索票 1000 張在半小時即額滿、再加上長官、族人等

今年仍約有 3000 人以上入場觀賞。 

3. 總預算 1,261,295 元，鄉公所補助 600,000 元，其餘原聲負擔。 

三、東埔原聲實驗小學學校經營計畫書：理事長 

1. 如附件資料-東埔原聲實驗小學學校經營計畫書。 

2. 實驗教育三法在去年通過，現在的教育處長極力推動實驗學校的成立，東埔原聲實

驗小學也在實推動下著手辦理，已於三月初召開說明會。 

3. 第二階段將辦理計畫審查、第三階段計畫評估、最後再辦公聽會。教育處希望立刻

啟動，期望今年辦理建校、招生。 

4. 因東埔國小校地部份沒有使用執照，須重建。總預算 1 億三仟多萬。 

5. 此學校公辦民營，學生學費比照公立收費，校長及老師有主導聘用權。 

 

貳、討論提案 

案由一：修訂本協會「員工人事管理規則」第八條(如附件)。 

說  明：原條文為每年一聘，擬增訂「唯若連續兩年考績甲等，得一聘兩年。」 

決  議：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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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3 屆第 1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16 年 7 月 2 日（星期六）14:00～16:30 

開會地點：台北市青田街 5 巷 17 弄 7-1 號 2 樓 

主    席：洪春滿                      紀  錄：李彩霞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理    事：宋祥興、林晉源(假)、林基興(假)、林靜一、邱媛美(假)、許正瑛(假)、洪春滿、黃

春木(假)、楊智麟、黃慶忠(假)、廖南詩(假)、廖阿貫、鄺麗君(假)、羅綸有、蘇錦

淑 

監    事：尤美女、曹先進(假)、黃  生、楊文貞(假)、樓海鳥 

列席人員：呂克勝、孫藍蔚 

 

壹、報告事項 

一、2016 上半年財務報告：秘書長 

    2016 上半年收入 5,146,113 元、支出 5,413,562 元、餘絀為-267,449 元。 

二、2016 下半年工作報告：執行理事 

    如會議資料 p.6~18。 

三、東埔原聲實驗小學申辦進度報告：理事長 

1. 2016/5/3 東埔原聲實驗小學和明潭國小、鯉魚國小等三所學校申辦公辦民營實驗學

校評估會議會中，審查學者認為東埔原聲實驗小學提案內容最佳並通過審查，但

5/11 議會通知南投縣政府教育處暫停受理實驗學校申辦案件，亦停止辦理公聽會。 

2. 未來仍朝辦理實驗學校為目標，但校址及相關規劃等再研議。 

四、臉書粉絲頁經營報告：林靜一理事 

1. 穩定經營中，目前固定粉絲人數為 26,953 人 

2. 若上傳合唱團唱歌製粉絲頁時，按讚人數最多。 

 

貳、討論提案 

案由一：修訂本協會「台灣原聲音樂學校學生接受助養贊助辦法」(如下附件一)。 

說  明：原辦法實施迄今，部分不適用條文需檢討修訂。 

決  議：依照修訂條文全文通過。 

 

案由二：修訂本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原聲音樂學校學生獎學金申請要點」(如

下附件二)。 

說  明：原辦法實施迄今，部分不適用條文需檢討修訂。 

決  議：重修訂條文四、（一）4.後，全文通過。 

         就讀私立高職（含五專一至三年級），前一學期之學業或智育成績總平均在 85 分 

         以上者，發給八千元整；總平均在 75 分以上者，發給五千元整。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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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原聲音樂學校學生接受助養辦法 

一、 目的 

1. 作為家境困難學生教育基金。 

2. 作為家境困難學生生活扶助金。 

二、 助養標準 

1. 就讀原聲音樂學校達 3 年且其家庭列為低收入戶者。 

2. 就讀原聲音樂學校達 3 年其家庭未列為低收入戶，但經師長訪視家庭後認可者。 

三、 助養費用 

1. 固定助養金：每助養 1 位受助生每月 1000 元。 

2. 特定禮金：生日、年節或特殊紀念日獎勵金（自由贈予，每位每次不多於 2000

元）。 

3. 其他（禮物）：卡片、書本、文具等（每位每次禮物價格不多於 500 元）。 

四、 助養對象：由本會依據助養人意願（性別、人數）媒介。 

五、 助養方式 

1. 月捐 1000 元/名  2. 季捐 3000 元/名  3. 半年捐 6000 元/名  4. 年捐 12000 元/名 

六、 雙方聯絡：皆經由學校安排，確保雙方隱私及安全。 

1. 學校報告：收到助養人申請表及第一次助養金後，寄給助養人受助生基本資料。 

2. 受助生報告：受助生每年至少寄給助養人 1 次書信，報告生活及學習狀況（由學校

代轉）。 

七、 執行準則 

1. 絕不對外公開受助生的相關資料。 

2. 絕不洩露助養人的任何資料。 

八、 本辦法經本協會第三屆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修訂亦同。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原聲音樂學校助養學生申請表 

助養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生日  職業  

聯絡方式 
（公）              （宅）              傳真：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助養人意願 希望助養  男孩（   名）   女孩（   名）   不拘（   名） 

助養方式 月捐 1,000/名  季捐 3,000/名  半年捐 6,000/名  年捐 12,000/名 

捐款方式 
轉帳匯款  信用卡（請下載簽單） 

支票（抬頭：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請 email 本表至 languisun@gmail.com 

聯絡人：秘書長藍蔚老師   TEL：02-29333381  FAX：02-29311639  M：0953-560933 

※本會收到申請表及第一次助養金後，預定 2 週內寄出受助生基本資料及捐款收據。 

mailto:網路e-mail至bettyleu810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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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原聲音樂學校學生獎學金申請要點 

一、為獎勵及激勵台灣原聲音樂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努力向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凡具原住民身分，於本校就讀滿六個月以上之在學學生，且未領有其他政府

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之獎助學金者，得申請本獎學金。 

三、申請時間及方式：本獎學金每學年辦理二次，由符合前述資格之學生自公告申請日起十

五日內，向本校提出申請，逾期概不受理。 

四、申請項目、條件及發給金額 

（一）學習優秀獎學金 

1. 就讀公立高中，前一學期之學業或智育成績總平均在 70 分以上者，發給新臺幣（下

同）八千元整；總平均在 60 分以上者，發給五千元整。 

2. 就讀公立高職（含五專一至三年級），前一學期之學業或智育成績總平均在 80 分以上

者，發給八千元整；總平均在 70 分以上者，發給五千元整。 

3. 就讀私立高中，前一學期之學業或智育成績總平均在 80 分以上者，發給八千元整；

總平均在 70 分以上者，發給五千元整。 

4. 就讀私立高職（含五專一至三年級），前一學期之學業或智育成績總平均在 85 分以上

者，發給八千元整；總平均在 75 分以上者，發給五千元整。 

5. 就讀國中者成績依九年一貫各學習領域形式，以百分等第計分法計換算。 

前一學期之學期成績，各科均在 70 分以上，總平均在 80 分以上者，發給五千元整。 

前一學期之學期成績，各科均在 60 分以上，總平均在 70 分以上者，發給三千元整。 

6. 就讀國小者成績依九年一貫各學習領域形式，以百分等第計分法計算。 

前一學期之學期成績，各科均在 80 分以上，總平均在 90 分以上者，發給三千元整。 

※以上申請者皆需經導師確認證明無重大違規或不良行為且無記過以上處分（一年級新生

不得申請）。 

（二）升學獎學金 

1. 考取高中、職（含五專）者，考取當年度發給五千元整。 

2. 考取大專院校者，考取當年度發給一萬元整。 

五、申請應備文件 

（一）學習優秀獎學金：申請書、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其他相關證明。 

（二）升學獎學金：學校錄取通知單及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六、獎學金名額：不限名額，凡符合申請條件者皆發給獎學金。 

七、本獎學金之申請作業，由台灣原聲音樂學校辦理。 

八、本辦法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 

※檢附證件請以 A4 格式影印並依順序裝訂，且一律不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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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優良獎學金給予條件及金額對照表 

校別/分數 總平均90 總平均85 總平均80 總平均75 總平均70 總平均60 

公立高中     8,000 5,000 

公立高職   8,000  5,000  

私立高中   8,000  5,000  

私立高職  8,000  5,000   

國    中   5,000  3,000  

國    小 3,000      

備    註 各科80  國中各科70  國中各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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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3 屆第 1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16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14:00～16:30 

開會地點：台北市青田街 5 巷 17 弄 7-1 號 2 樓 

主    席：洪春滿                      紀  錄：李彩霞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理    事：宋祥興、林晉源、林基興(假)、林靜一、邱媛美、許正瑛(假)、洪春滿、黃春木、

楊智麟、黃慶忠、廖南詩(假)、廖阿貫、鄺麗君(假)、羅綸有、蘇錦淑 

監    事：尤美女(假)、曹先進、黃  生、楊文貞(永遠請假)、樓海鳥 

列席人員：呂克勝、孫藍蔚 

壹、報告事項 

一、2016 年 1~8 月財務報告：秘書長 

1. 本會收入截至 7 月底止 9.788,886 元，支出 8,343,476 元，餘絀 1,445,410 元。 

2. 相關資料請參閱資產負債表、餘絀表。 

3. 美巡支出初步結算 790 萬餘元，詳細的預算決算表待 8 月份帳務結算完再彙整。 

二、2016 年美國巡演報告：團長 

1. 音樂會部份請參考會議資料。 

2. 美巡快閃的地點無法像歐洲那樣有吸引人的地點，很多安排的地點也以讓學生留下

紀念為主。但其實快閃地點並不需要多，而是要有很重要的點，才能吸引人。 

3. 合唱團的小朋友非常好，他們很知道美巡的目的與價值：行銷原聲及宣慰僑胞，所

以很認真的調整自己，並且互相加油鼓勵、打氣。 

4. 未來安排巡演行程不要排那麼長，建議時間 7~10 天為妥。 

5. 在美巡期間有聽眾反應，原聲這麼好的聲音不應該只在僑界辦音樂會，希望未來有

機會可以在美國音樂界的主流群眾中辦音樂會。 

6. 理事長補充報告：這次美巡團員 39 位中只有 6 位 2013 來過美國，所以在這當中有

33 位是第一次到美國。和 2013 年美巡比較，這次相對辛苦很多，完全沒有吸引孩

子的旅遊行程，但學生透過美巡的訓練，技巧更好、台上的演出更亮眼、生活蛻變

而有很大的成長。他們心裡起了何種化學變化還有待觀察，但是我們看到這 16 天

來他們的成長和忍耐，他們真的不一樣了。 

7. 執行理事補充報告：此次美巡團員中有 11 位男生團員，是例年來男生團員最多的

一次，讓第三聲部的聲音均勻渾厚，表現讓主流驚艷，雖然未來很想在主流音樂廳

演出，但其場租昂貴要多方考量。 

三、臉書粉絲頁報告：靜一理事 

1. 去美前按讚會員約為 2 萬多會員，美巡回來後增為 2 萬 8 仟多會員。 

2. 和歐巡比起來，歐巡回來後會員增加率較高。 

3. 放一張照片並寫小短文，約為 1 萬多人按讚；若放上影片，則約為十萬人按讚。 

4. Youtube 目前無人管理，請曹先進監事協助管理。 

5. FB 網頁最好能和原聲的收益結合，例如:高雄音樂會透過 FB 購票金額約為六萬

元。 

四、工作報告：執行理事 

1. 明年預定至大陸巡演，相關安排待下週至大陸場勘後再做後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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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半年活動只有 12/3、12/4 的表演。 

3. 台北辦公室預定使用至 12 月底，辦公室地點再請大家集思廣義。 

4. 明年玉山星空音樂會訂在 3 月 11 日，節目安排仍在邀約中。 

五、原聲實驗學校未來方向：理事長 

1. 黃春木理事分享的『假如原聲離開信義鄉』請參閱會議資料。春木理事提出立文依

據： 

(1). 檢討目前部落文化危機與部落學生的危機那個比較重, 比較後是部落學生的危

機比較重，因學生除了有部落文化危機外，也有自己現實生活適應的危機：又

要傳承部落、又要面對生活等的雙重挑戰。長久以來在討論原住民的教育課程

時，大部份落在部落文化傳承，但其實這是很多平地人的思維，十八世紀以來

主流社會在看待傳統部落時都是在展示：若你是布農族，就應該過布農族的生

活並留在部落裡面，但這樣的思維是需要批判的。故我們在談論原住民教育

時，不可以只談部落文化。 

(2). 在台北當然有楊智麟理事提出的優點－離開信義鄉一方面學生可以脫離部落的

不良影響，另一方面師資比較好找。再加上在台北市或新北市，相對人力、資

源比在南投多。當然付出代價是把布農族的小孩拉到台北來，如何和原來部落

做連結，便在課程規劃上做改善。 

2. 阿滿理事長回應：部落的很多人不想學習布農文化，因為覺得部落孩子連主流的東

西都學不好，沒有時間學習布農文化，這就是部落學生的危機。我們漢人覺得的部

落危機和他們自己覺得孩子要面對的危機是不同的。 

3. 馬校長回應：倒底是部落文化危機重要還是部落學生的危機重要是一個論辯，都各

有各的論點，但兩者是可以兼顧的，可以透過教育來找出它的平衡點。如果要如此

做的話，我們要很認真思考並規劃執行。 

4. 執行理事回應：我們從八年前一路走到現在，宗旨沒變都是培養原住民菁英及讓世

界聽見玉山唱歌，其內涵倒底為何?下一步該如何拓展?請大家好好思考並集思廣

義。 

5. 黃生監事回應：學校經營管理要從大方向去思考，應該將其落在文化中心的格局

上，如此師資和教育資源都無虞匱乏，獲得的關注大、遠景也會大。若分為四個學

期，其中一個學期回部落，讓學生學到的好東西帶回部落讓部落的人驚艷，這是對

兩面都有利的想法，所以離開南投到台北來辦校的話是比較好的選擇。 

6. 楊智麟理事回應：如果要走出信義，是否仍然可以保留住我們原本經營很久的核

心？ 

7. 結論：走出信義，我們主軸還是一樣專注，但來源擴大了。 

 

貳、討論提案：無。 

參、臨時動議： 

1. 單曲歌譜出版販售：因拍手歌索譜的人太多，規劃出單曲歌譜並放在 vocal Asia 寄

賣，目前正在規劃並設計，設計好出售，出售之利得給作曲、作詞人。 

決議：通過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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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3 屆第 1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1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14:00～16:30 

開會地點：台北市青田街 5 巷 17 弄 7-1 號 2 樓 

主    席：廖阿貫(代理)                      紀    錄：李彩霞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理    事：宋祥興、林晉源(假)、林基興、林靜一、邱媛美(假)、許正瑛(假)、洪春滿(假)、黃

春木、楊智麟、黃慶忠、廖南詩、廖阿貫、鄺麗君、羅綸有、蘇錦淑 

監    事：尤美女(假)、曹先進、黃  生、樓海鳥 

列席人員：呂克勝、孫藍蔚、車和道 

 

壹、報告事項 

一、2016 年 1~11 月財務報告：秘書長 

1. 本會收入截至 11 月 8 日止 19.805,241 元，支出 19,805,241 元，餘絀 0 元。 

2. 相關資料請參閱會議資料 P.16 及資產負債表。 

3. 八方雲集獎助學金代收付及中學生輔導基金皆為八方雲集基金會捐款補助中學生，

原聲代為管理。 

4. 2016 年收支概算請參考會議資料 P.15。 

二、臉書粉絲頁報告：靜一理事 

    1. FB 粉絲專頁按讚人數 29,595 人。 

2. 內容沒有更新的狀況下，每天仍有 250 人次按讚或分享。 

3. 缺少內容素材導致內容無法時常更新。 

三、工作報告：執行理事 

1. 2017 年工作計畫請參閱會議資料 P8。 

2. 計畫目標請參閱會議資料 P10。 

3. 出國巡演 2017 年至中國大陸，2018 年預定赴紐澳、2019 年到歐洲。 

 

貳、討論提案： 

案由一：確定第 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召開日期。 

說  明：擬於 2017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13:30 舉行。 

決  議：通過。 

 

案由二：審查 2017 年「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及工作人員待遇」草案(如附件)。 

說  明：審查後提請本會第 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通過，據以陳報內政部核備並實施。 

決  議：通過。 

 

參、臨時動議 

案由：到平地來設立原住民特色實驗學校。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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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監事主席黃生：原聲教育協會的開始原本只有一個小小目的--成立合唱團，現在則成長

為教育的大鴻圖。未來原聲到人文薈萃且有資源的平地來設校發展，同時也照顧到更多

原住民。在此我們可建立未來的共同理想—不侷限在山上立足峰頂，峰頂是有限的，到

平地來將理想實現並擴散，其影響力及未來發展會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無限：創造新的

未來、新的機會、新的思維。 

2. 黃春木理事：若考慮財政負擔，最好是公辦民營，若桃園市政府願意合作，的確很適

合，因為 1.離南投不算遠；2.原住民人口數較多。 

決議：通過。 

散會。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第 3 屆第 1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2017 年 2 月 19 日（星期日）14:00～16:30 

開會地點：台北市泰順街 44 巷 11-3 號 4 樓 

主    席：洪春滿                      紀  錄：李彩霞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序） 

理    事：宋祥興、林晉源、林基興、林靜一、邱媛美、許正瑛、洪春滿、黃春木、楊智麟、

黃慶忠、廖南詩、廖阿貫、鄺麗君、羅綸有、蘇錦淑 

監    事：尤美女、曹先進、黃  生、樓海鳥 

列席人員：裘友棣、吳明榮、張旭華、呂克勝、孫藍蔚 

 

壹、報告事項 

一、2017 年原聲音樂學校展望/理事長 

二、2016 年財務總報告/秘書長 

三、辦公室整修記事/秘書長 

四、臉書粉絲頁年度報告/靜一理事 

五、2017 年工作報告/執行理事 

 

貳、討論提案 

案由一：確定第 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召開地點、議程。 

說  明：擬於台北市南海路 56 號建國高中「資源大樓」5 樓會議室舉行。 

決  議：通過。 

案由二：審查 2016 年「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現金出納、資產負債、財產目錄及基金收

支表」草案（如附件）。 

說  明：審查後提請本會第 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通過，據以陳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通過。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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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者芳名錄                                                 

一  

BTS 家長 1,850 王*雪 1,500 江*慈 4,000 吳*瑩 12,000 李*峰 5,000 

Peggy Yu 300 王*甯 4,000 何*文 4,500 吳*璇 100,000 李*峰 3,000 

丁*棻 2,000 王*筑 3,500 何*治 3,000 吳*賢 20,000 李*恭 100,000 

小*康嗣 2,000 王*萍 2,000 何*玥 500 吳*霆 1,500 李*珠 120,000 

尤*梅 2,000 王*鈞 1,500 何*芳 9,000 吳*儒 2,000 李*真 3,300 

尤*智 2,000 王*雲 2,000 何*娟 10,000 吳*儒 100 李*祐 500 

文*橋 2,000 王*翰 500 何*華 1,000 吳*叡 100,000 李*紋 200 

方* 1,500 王*龍 2,000 何*雅 200 吳*樵 12,000 李*動 6,000 

方*文 2,000 王*孺 1,500 何*慈 1,500 吳*靜 2,000 李*祥 2,000 

方*忠 2,000 王*灑 2,000 何*蓉 500 吳*頤 4,000 李*雪 500 

方*亮 2,000 史*鳯 2,000 余*津 4,500 吳*豐 2,000 李*智 2,000 

方*蘭 1,000 田* 8,000 余*礎 2,000 吳*鑾 500 李*華 2,000 

毛*貞 16,000 田*堇 2,000 吳*弘 100,000 呂*仿 4,000 李*歆 2,000 

王* 4,500 石*湖 4,000 吳*安 2,000 呂*珊 2,000 李*漢 2,000 

王*一 100 任* 300 吳*東 2,000 呂*雪 2,000 李*慧 2,000 

王*一 500 任*叡 1,500 吳*芬 300 呂*揚 4,000 李*慧 2,000 

王*仁 2,000 伍* 2,000 吳*芳 2,000 呂*琴 2,000 李*璇 4,000 

王*尹 2,000 伍*玲 300 吳*玲 6,500 呂*如 2,000 李*勳 100,000 

王*文 300 伍*惠 1,000 吳*凌 500 宋*蓉 2,000 李*勳 2,000 

王*文 2,000 安*倩 500 吳*陞 2,000 宋*興 80,000 李*臻 1,500 

王*君 58,000 成*玲 12,000 吳*敏 1,000 李* 500 李*蕙 2,000 

王*君 6,000 成*璠 5,000 吳*欽 3,000 李* 12,000 李*錫 12,000 

王*昌 1,000 朱*平 10,000 吳*琦 500 李*仁 6,000 李*霖 2,000 

王*芳 2,000 朱*姬 2,000 吳*琴 8,000 李*文 5,000 李*靜 2,000 

王*芳 15,000 朱*喜 5,000 吳*雲 100,000 李*文 40,000 李*謙 1,500 

王*珍 2,000 朱*毅 2,000 吳*慈 10,000 李*正 5,000 李*麗 2,000 

王*美 2,000 朱*輝 2,000 吳*暉 4,000 李*玉 400 李*耀 1,500 

王*美 3,600 朱*鎮 5,000 吳*照 2,000 李*如 2,000 李*耀 2,000 

王*苓 2,000 朱*轟 2,000 吳*筳 500 李*枝 2,000 李*馨 1,500 

王*貞 100,000 江*蓮 2,000 吳*榮 48,000 李*玥 2,000 杜*育 12,000 

王*音 2,000 江*言 2,000 吳*榮 11,000 李*芳 500 杜*杰 2,000 

王*飛 10,000 江*昌 2,000 吳*福 10,000 李*恬 2,000 汪*和 2,000 

王*恩 1,500 江*祥 12,000 吳*蓉 2,000 李*玲 200 沈*收 12,000 

王*祐 2,000 江*凱 2,000 吳*銘 6,000 李*玲 500 沈*孜 500 

王*彬 2,000 江*智 10,000 吳*德 2,000 李*娜 500 沈*芳 10,000 

王*敏 100,000 江*華 7,000 吳*潔 2,000 李*娟 2,000 沈*瑜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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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車*道 104,780 林*宇 2,000 林*源 5,000 邱*義 5,000 胡*化 1,000 

辛*秀 100,000 林*亨 4,000 林*源 21,000 邱*德 52,000 胡*君 1,000 

辛*津 100,000 林*均 2,000 林*祺 10,000 邱*鎔 2,000 胡*宏 12,000 

邢*琴 2,000 林*宏 1,000 林*萱 2,000 金*光 2,000 胡*馨 500 

阮*成 2,000 林*村 6,000 林*誠 1,500 俞*心 2,000 范*平 4,800 

阮*智 2,000 林*忠 10,000 林*鈺 1,000,000 姚*邑 1,500 范*芳 2,000 

卓*宜 2,000 林*明 20,000 林*彰 500 姚*琳 300 范*宸 3,000 

周*成 2,000 林*芬 6,000 林*旗 50,000 姜*岑 750 范*強 1,000,000 

周*成 100,000 林*芬 2,000 林*榛 2,000 姜*瓊 5,000 范*真 2,000 

周*佑 3,000 林*金 2,000 林*榮 18,000 施*竹 2,000 范*棠 10,000 

周*宏 100,000 林*信 4,000 林*滿 3,000 施*妤 200 凌*真 3200 

周*宏 5,000 林*苓 6,000 林*端 4,000 施*良 2,000 唐*蓉 500 

周*岑 2,000 林*茂 2,000 林*嫺 500 施*明 2,000 孫* 2,000 

周*欣 2,000 林*貞 500 林*德 5,000 施*峻 1,000 孫*玲 600 

周*青 11,000 林*卿 2,000 林*德 4,340 施*惠 1,000 孫*堂 14,000 

周*玲 4,000 林*娟 12,000 林*德 500 施*華 1,000 孫*梅 7,500 

周*珍 2,000 林*恩 2,000 林*慧 500 柯*汝 46,000 孫*婷 500 

周*娟 2,000 林*珠 2,000 林*慧 10,500 柯*芳 2,000 徐*傑 18,000 

周*莉 2,000 林*珠 2,000 林*慧 33,000 柯*美 2,000 徐*富 300 

周*隆 12,000 林*祐 1,500 林*潔 10,000 柯*然 1,800 高*津 300 

周*萱 44,000 林*貞 2,000 林*瑩 9,000 柯*潔 2,000 徐*勤 4,000 

周*麟 2,000 林*凰 200 林*樺 10,000 洪*川 2,000 徐*誼 1,500 

和*治 2,000 林*淇 2,000 林*燕 1,000 洪*木 300 徐*翰 5,000 

姒*忠 1,000 林*美 2,000 林*臻 20,000 洪*美 300 徐*嬪 2,000 

居*祥 1,000 林*章 6,000 林*濤 500 洪*娟 1,000 徐*鴻 500 

易*芳 500 林*陵 2,000 林*鴻 200,000 洪*峰 1,000 涂*廷 1,500 

林* 1,100 林*傑 2,000 林*鵬 2,000 洪*敏 5,000 涂*明 2,000 

林*女 2,000 林*堯 2,000 林*馨 21,000 洪*莉 2,000 秦*悌 11,000 

林*仁 2,000 林*堯 2,000 林*蘭 2,000 洪*森 2,000 秦*燕 4,000 

林*心 500 林*堯 5,000 武*芳 4,000 洪*雄 2,000 翁*瑜 200 

林*文 12,000 林*惠 2,000 邱*平 20,000 洪*滿 3,200 翁*慧 10,000 

林*卉 17,500 林*斌 2,000 邱*男 36,000 洪*慧 500 袁*玉 2,500 

林*民 2,000 林*萍 3,300 邱*美 23,000 洪*懌 1,200 袁*芳 3,000 

林*玄 10,000 林*萍 36,000 邱*崇 10,000 紀*怡 4,000 馬*文 1,000 

林*立 2,000 林*進 6,000 邱*祥 10,500 紀*明 10,000 馬*珍 2,000 

林*仲 2,000 林*雲 2,000 邱*堤 100,000 紀*嬌 4,000 馬*得 259,200 

林*吉 1,000 林*雲 500 邱*智 2,000 紀*緯 40,600 高*化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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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正 19,000 張*瑋 2,000 許*琪 500 陳*君 4,000 陳*惠 500 

高*明 2,000 張*瑛 2,000 許*華 300 陳*孜 3,500 陳*景 9,000 

高*浩 2,000 張*葦 200 許*榮 6,000 陳*岑 200 陳*琪 9,000 

高*華 6,000 張*甄 2,000 許*豪 4,000 陳*秀 2,000 陳*琳 4,000 

高*慈 500 張*德 4,000 許*蓮 1,000 陳*良 6,000 陳*琳 2,000 

高*質 2,000 張*德 750 許*儒 2,000 陳*良 4,000 陳*琴 2,000 

高*勳 1,000 張*賢 1,000 許*齡 100,000 陳*宜 6,000 陳*翔 1,000 

高*權 2,000 張*勳 500 郭*伊 12,000 陳*明 2,000 陳*菁 2,000 

張* 20,000 張*翰 2,000 郭*伶 2,400 陳*松 5,000 陳*華 2,000 

張* 2,000 張*霖 200 郭*汾 2,000 陳*枝 2,000 陳*華 2,000 

張*平 2,000 張*壘 300 郭*青 3,000 陳*芸 1,000 陳*雄 4,500 

張*玉 2,000 張*薰 100 郭*政 2,000 陳*信 4,000 陳*新 5,500 

張*如 2,000 張*耀 4,000 郭*玲 10,000 陳*姿 2,400 陳*瑋 1,500 

張*如 4,000 張*孌 2,000 郭*貞 2,000 陳*彥 12,000 陳*瑜 8,000 

張*宇 12,000 曹*政 1,000 郭*祥 2,000 陳*昭 24,000 陳*群 4,500 

張*利 18,000 曹*榮 2,000 郭*琴 2,000 陳*洲 3,600 陳*萱 5,000 

張*忠 6,000 梁*勻 2,000 郭*雄 6,000 陳*為 500 陳*誠 9,600 

張*欣 1,000 梁*娟 1,000 郭*裕 500 陳*玲 2,000 陳*彰 2,000 

張*保 9,000 梁*傑 4,000 郭*綸 1,500 陳*玲 2,000 陳*禎 2,000 

張*玲 500 梁*賢 2,000 郭*綾 2,000 陳*玲 4,500 陳*福 3,000 

張*英 2,000 梁*瓊 500 郭*孋 2,000 陳*玲 2,000 陳*福 2,000 

張*姬 2,000 粘*容 2,000 郭*霜 2,000 陳*珍 2,000 陳*蓉 5,000 

張*恩 300 莊*怡 5,000 郭*權 1,000 陳*美 2,000 陳*豪 1,500 

張*益 2,000 莊*葵 1,500 陳* 2,400 陳*倩 2,000 陳*豪 20,000 

張*敏 6,000 莊*銘 5,000 陳*尹 3,000 陳*倫 2,000 陳*鳳 5,000 

張*淳 2,000 莊*霞 1,000 陳*冬 2,000 陳*卿 5,000 陳*璉 9,000 

張*翎 10,800 莫*崴 2,000 陳*生 18,000 陳*哲 2,000 陳*賢 2,000 

張*莉 1,000 許*仁 100,000 陳*任 3,000 陳*娥 10,000 陳*樺 2,000 

張*婷 4,000 許*任 2,000 陳*全 4,000 陳*恩 200 陳*燕 2,000 

張*媖 1,000 許*洋 5,000 陳*吉 5,000 陳*珠 500 陳*璣 9,000 

張*惠 100,000 許*玲 1,500 陳*如 5,000 陳*珠 2,000 陳*艙 6,000 

張*惠 1,000 許*珊 2,000 陳*宇 1,500 陳*秝 6,000 陳*謀 1,536 

張*菁 2,000 許*郎 2,000 陳*安 1,500 陳*偉 10,000 陳*霖 12,000 

張*華 45,000 許*婕 2,300 陳*羽 1,500 陳*基 2,000 陳*聰 2,000 

張*貴 2,000 許*淳 1,200 陳*伶 200 陳*梅 600 陳*臨 3,600 

張*慈 4,500 許*翎 2,000 陳*伶 2,000 陳*清 2,000 陳*霞 7,200 

張*煌 10,000 許*森 1,000 陳*利 2,000 陳*惠 2,000 陳*鏗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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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陳*齡 11,250 黃*玲 2,000 楊*山 2,000 廖*如 2,000 劉*豪 2,000 

陳*欉 2,000 黃*珊 2,000 楊*仁 200 廖*妤 2,000 劉*豪 2,000 

陳*靈 500 黃*貞 2,000 楊*名 2,000 廖*岑 2,000 劉*慧 8,000 

陶*珠 7,000 黃*修 2,000 楊*如 2,000 廖*芳 1,000 劉*潔 12,000 

傅*明 1,200 黃*卿 300 楊*貝 12,000 廖*哖 4,500 劉*蓮 2,000 

傅*淇 500 黃*夏 36,000 楊*宜 100 廖*玲 1,000 劉*鎮 2,000 

喻*筱 2,000 黃*娟 1,000 楊*芬 100,000 廖*美 1,000 劉*麗 2,000 

彭*明 60,000 黃*紗 2,000 楊*芳 500 廖*子 2,000 劉*麟 2,000 

彭*國 6,000 黃*國 5,000 楊*珍 300,000 廖*淇 1,000 樓*鳥 52,000 

彭*瑛 2,000 黃*基 2,000 楊*美 500 廖*琪 200,000 歐*權 1,000 

彭*綝 50,000 黃*清 2,000 楊*珠 2,000 廖*詩 2,000 歐*濾 11,000 

曾* 2,000 黃*通 2,000 楊*梅  2,000 廖*豪 1,500 潘*言 2,000 

曾*珍 2,000 黃*喆 1,500 楊*堯 3,000 廖*嫻 200 潘*威 100,000 

曾*財 1,000 黃*堯 1,500 楊*惠 200 廖*慧 2,000 潘*玲 2,000 

曾*軒 1,500 黃*婷 2,000 楊*欽 5,000 廖*緯 32,000 練*濰 2,000 

曾*琳 2,000 黃*斌 3,000 楊*華 1,500 熊*傑 1,000 蔡*女 200 

曾*禎 2,000 黃*棻 500 楊*量 4,000 趙*中 40,800 蔡*心 100,000 

湯*芳 300 黃*翔 1,500 楊*雅 16,500 趙*男 2,000 蔡*文 2,000 

湯*珊 750 黃*萍 2,000 楊*萱 2,000 趙*虹 2,000 蔡*帆 2,500 

湯*娟 1,700 黃*瑄 1,500 楊*運 2,000 趙*傑 2,000 蔡*吟 2,000 

程*雲 2,000 黃*葳 41,700 楊*蓀 10,000 趙*賢 25,000 蔡*里 2,000 

童*珍 200 黃*裕 2,000 楊*慧 300 劉* 2,000 蔡*宗 3,600 

粟*燕 7,500 黃*詩 4,500 楊*標 2,000 劉* 3,000 蔡*杰 2,000 

華*媛 7,800 黃*碩 2,000 楊*賢 1,500 劉*文 2,000 蔡*杰 2,000 

馮*棣 2,000 黃*禎 2,000 楊*霖 1,500 劉*安 6,000 蔡*芬 1,000 

黃* 15,000 黃*綺 2,000 楊*蘭 2,000 劉*彣 2,000 蔡*芳 2,000 

黃*文 2,000 黃*瑩 200 葉*如 500 劉*明 24,000 蔡*城 1,400 

黃*光 3,000 黃*嬡 2,000 葉*伶 2,000 劉*芳 2,000 蔡*政 4,000 

黃*沂 500 黃*興 500 葉*青 500 劉*青 2,000 蔡*玲 1,000 

黃*定 2,400 黃*融 30,000 葉*娟 2,000 劉*勇 1,000 蔡*祝 12,000 

黃*忠 500 黃*融 30,000 葉*翔 2,000 劉*茵 2,000 蔡*軒 3,600 

黃*忠 6,000 黃*錫 2,000 葉*華  1,000 劉*堂 2,000 蔡*惠 6,000 

黃*怡 500 黃*霓 19,000 葉*鈺 5,500 劉*彬 2,400 蔡*揚 2,000 

黃*昌 600 黃*蘋 5,000 解*娟 300 劉*梅 5,000 蔡*琳 3,600 

黃*明 2,000 黃*櫻 2,000 詹*格 2,000 劉*惠 14,000 蔡*逵 1,500 

黃*枝 2,000 黑*鎔 3,000 詹*惠 2,000 劉*雄 2,000 蔡*雄 5,000 

黃*芪 6,000 楊* 3,000 廖* 12,000 劉*雯 2,000 蔡*雲 4,000 



  

- 138 - 

 

五 

  

蔡*義 2,000 賴*亨 2,000 鍾*閔 2,096 013-**054717 1,000 

蔡*精 2,000 賴*昇 9,000 鍾*織 2,000 103-**100316 300 

蔡*慧 2,000 賴*玲 1,000 簡*如 2,000 107-**687453  5,000 

蔡*儒 2,000 賴*癸 2,000 簡*庭 280,720 807-**901434 2,000 

蔡*瓊 1,000 賴*貞 2,000 簡*玲 2,000 005-**035981 2,000 

蔡*蘭 2,000 賴*香 1,000 簡*勳 2,500 006-**844537 2,000 

蔣*棟 3,600 賴*茹 2,000 藍*卿 500 007-***52952 500 

衛*霞 2,000 賴*淑 2,000 鄺*君 2,000 021-**585662 5,000 

鄧*淨 100 賴*暉 2,000 顏*安 5,000 0540-*294418 5,000 

鄧*銘 2,000 賴*榮 1,000 顏*軒 2,000 107-**101944 12,000 

鄭*元 4,000 賴*滿 23,100 顏*緯 1,500 108-**015141 1,000 

鄭*君 6,000 賴*賢 1,000 魏*仁 1,000 700-**092913 2,000 

鄭*均 100 霍*莉 20,000 魏*豪 2,000 700-**177841 2,000 

鄭*宏 1,500 駱*君 1,800 魏*德 10,000 812-**099474 3,000 

鄭*怡 4,000 戴*志 2,400 羅*月 2,000 Ta Cheng Wang 12,944 

鄭*芬 2,000 戴*幸 500 羅*有 384,000 無名氏 23 筆 56,966 

鄭*玲 10,000 戴*真 2,000 羅*秀 1,000 無名氏(美國) 345,446 

鄭*娟 3,500 薛*中 2,000 羅*森 1,500 ※以下為單位捐款  

鄭*莉 2,000 薛*元 2,000 羅*萍 2,000 3480 車隊 10,000 

鄭*敦 2,000 薛*娟 12,600 羅*萍 2,000 ECLAT Foundation 158,665 

鄭*琪 2,000 謝*君 6,000 羅*雄 2,000 九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鄭*儀 2,000 謝*易 2,000 羅*睿 2,000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鄭*耀 1,859 謝*珠 2,000 羅*豪 1,500 大益診所 1,000 

閰*璞 3,000 謝*富 14,000 羅*鳳 2,000 大象藝術空間有限公司 2,000 

盧*玉 2,000 謝*華 5,500 嚴*芬 500 天和扶輪社 40,000 

盧*廷 4,000 謝*雲 600 蘇*仁 2,000 世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盧*怡 2,000 謝*鳳 2,500 蘇*旭 2,000 台中省都扶輪社 46,000 

盧*隆 100,000 謝*德 2,000 蘇*幸 360,772 台南南門教會 2,000 

盧*輝 500 謝*勳 50,000 蘇*貞 2,00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 46,000 

蕭*美 12,000 謝*叡 1,500 蘇*嵐 10,000 永豐棧生活會館業務部 2,000 

蕭*珣 6,000 謝*燕 15,000 蘇*晶 2,000 立翬實業有限公司 2,000 

蕭*惠 2,000 謝*穎 2,000 蘇*源 2,000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蕭*寧 500 謝*龍 6,000 權*博 1,000 安致勤益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 490,628 

賴*吉 2,000 鍾*姐 2,000 龔*彬 4,000 艾莉詩服飾股份有限公司 4,000 

賴*成 1,000 鍾*武 2,000 -- -- 佳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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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霞ケ関ライオンズクラブ 298,200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99,000 

東博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國家圖書館 60,000 

泛喬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康佳特科技有限公司 20,088 

社團法人中華磊山慈愛社 3,200,000 梵蒂亞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10,000 

社團法人台北市保安扶輪社 58,000 彭城投資公司 100,000 

社團法人新北市大眾交響樂協會 300,000 陽十八主任儲訓班 2,005 

金之園小吃店 1,000 傳藝寰宇文教有限公司 3,936,078 

金格蘭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1,500 新竹市築愛協會 100,000 

長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370,000 

亮顏美學牙醫診所 2,000 瑞居渡假飯店有限公司 2,000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 聖苑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春水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60,000 

津魚企業有限公司 15,000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318,150 

活力元素多媒體有限公司 10,000 嘉年生化產品有限公司 2,000 

茂祥不動產有限公司 20,000 榮星合唱團 22,000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福生貿易有限公司 2,000 

財團法人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717,000 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 2,000 

財團法人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 100,000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4,000 

財團法人高雄市風雅頌文化藝術基金會 900,000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166,000 

財團法人富邦慈善基金會 50,000 德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 

財團法人晶豪科技教育基金會 200,000  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財團法人傳承教育基金會 300,000 財團法人文曄教育基金會 500,000 

財團法人臺北市臺大 EMBA 校友基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 100,000 

啟芳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0  

六 

支原者徵信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贊助者芳名錄如以上篇幅，為節省版面，捐款抬

頭為 5 個字以上者另立名錄欄，皆依首字母筆劃數排序，感恩所有支“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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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巡剪影                                                     

 

  

7/27 晚上我們帶著國旗、南投縣旗、團旗和大家的

祝福從桃園機場出發 

7/27 下午抵達舊金山機場，受到僑胞熱烈歡迎 

  

7/27 記者於舊金山機場訪問馬彼得團長 7/27 晚餐結束快閃一曲《幸福進行曲》 

  

7/28 上午參訪舊金山市政廳並快閃 7/28 上午在市政廳前告訴大家我們來自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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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下午在金門大橋前快閃招牌曲《拍手歌》 7/28 灣區青年志工陪同原聲小朋友歡喜雀躍 

  

7/29 晚在金山灣區僑教中心與來自馬拉威、賴索托

的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小朋友交流 

7/29 贈送禮物給 ACC 朋友留念 

  

7/29 與 ACC 小朋友交流結束後合影 7/29 晚間原聲孩子至接待家庭寄宿一晚，體驗美式

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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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 晚音樂會開始前，灣區各市市長贈送本團

procalamation 

7/30 周美青容玉團長.馬鍾麟處長與音樂會嘉賓 

  

7/30 下午於 Jubilee Christian Church Center 舉行美巡

第一場音樂會 

7/30 音樂會結束時，全場 2700 觀眾起立，熱烈鼓

掌久久不息 

  

7/30 於金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行感恩餐會，

向熱情僑胞致最高敬意和謝意 

7/30 感恩餐會結束後，赴舊金山機場搭夜機至華

府，原聲孩子與灣區大小朋友揮手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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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在華府國家主教座堂 National Cathedral 作禮拜 

，4 位原聲孩子受邀擔任獻寶血小聖徒 

7/31 參訪我國駐華府大使館—雙橡園 

  

7/31 駐華府馬組長及僑領陳柏南先生在雙橡園熱誠

接待 

7/31 在雙橡園獻唱，感謝駐處工作同仁及僑胞 

  

7/31 原聲與榮星兩團小朋友相見歡，交換禮物 7/31 晚間於華府摩門聖殿訪客中心 Temple Visitor 

Center 舉行音樂會，感謝主任牧師免費提供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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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晚間原聲與榮星於摩門聖殿訪客中心 Temple 

Visitor Center 聯合演唱最後 2 曲 

7/31 音樂會全場座無虛席，另開 2 間影音播放教室

給向隅觀眾同步欣賞 

  

8/01 參訪華府歷史建築，並在華盛頓紀念碑前快閃 8/01 中午經由任職 EEI 的何淑妙女士安排參訪愛迪

生電力研究所(EEI)，該機構 Director 親自簡報 

  

8/01 董繼玲女士邀請聯邦眾議員 Congresswoman 

Amata Redewagen(Somoa)蒞臨致詞鼓勵原聲小朋

友，董女士即席口譯 

8/01 Congresswoman Amata Redewagen 聆聽原聲小

朋友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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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敬贈 Congresswoman Amata Redewagen 女士原

聲音樂專輯 

8/01 何女士、Congresswoman Amata Redewagen 女

士、本會洪理事長、董女士、馬團長(由左至右) 

  
8/01 下午在白宮前合影 8/01 下午在波多馬克河上划龍船 

  

8/01 下午在甘迺迪中心 Kennedy center 大廳唱布農

族古調《minkalasa kata》 

8/02 參觀林肯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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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上午參訪鑄幣局，了解錢幣鈔票製造過程 8/02 下午參訪太空博物館，小朋友專注聆聽 

  
8/02 下午參訪印地安博物館，導覽爺爺講解十分精

彩有趣，小朋友聽得津津有味 

8/02 於華府僑教中心舉辦感恩餐會，感謝華府地區

熱心僑胞，如王光蓉女士、何淑妙女士…等 

  

8/03 傍晚由華府抵達紐約市，參觀中央車站，順便

快閃《拍手歌》 

8/03 中央車站快閃吸引眾多行人駐足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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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拜會我國駐紐約代表處，徐儷文處長致歡迎詞 8/03 於代表處一樓大廳獻唱布農版國歌 

  
8/03 獻唱布農版國歌時，全體起立 8/03 記者採訪原聲小朋友全唯芯 

  

8/03 理事長感謝僑領王金智哥哥主辦原聲音樂會 8/03 晚於洋基球場觀看洋基 vs 大都會地鐵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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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第 3 局開始前，看板打出 Yankees Welcome 

TaiwanVox Nativa 

8/03 洋基球場看板螢幕顯示出看台上的原聲小朋友 

  
8/03 小朋友歡聲雷動、興奮不已、揮舞國旗 8/04 上午參訪三一教堂並獻唱布農古調讚頌詩歌 

  

8/04 下午參訪無線電城劇院 Radio City Stage，由劇

院資深演員導覽 

8/04 在無線電城劇院 Radio City Stage 高歌一曲，測

試音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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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傍晚於林肯中心欣賞戶外音樂會 8/05 晚間於 Queens College 舉行專場音樂會，團長

指揮小朋友領唱美國及我國國歌 

  
8/05 專場音樂會中演唱布農傳統歌謠《獵祭》 8/05 小朋友下台至觀眾席對嘉賓唱《台北的天空》

並敬贈福袋 

  

8/05 安可曲《Turkey in the Straw》結束動作俏皮可

愛 

8/05 音樂會結束，全場兩千多位觀眾起立鼓掌歡呼

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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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馬團長與小提琴家馬友誠女士 8/05 所有僑胞天使嘉賓們及榮譽團長周美青女士，

於演出結束後與小朋友大合照 

  
8/06 中午感恩餐會中敬贈紐約僑界代表及處長小朋

友手繪感謝狀及原聲錦旗 

8/06 感恩餐會小朋友獻唱《今年夏天》以答謝僑胞 

  

8/07 中午抵達達拉斯機場，僑胞熱情迎接 8/07 音樂會在 Dallas City Performance Hall 舉行，

FASCA 青少年志工正在布置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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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Dallas City Performance Hall 是非常專業優質的

音樂表演場所 

8/07 達拉斯警局兩位警察代表前來欣賞音樂會，僑

務委員曹明宗和詹益明接待 

  

8/07 Dallas 副市長 Erik Willson 出席音樂會 8/07 小朋友開場時演唱我國及美國國歌並揮舞國旗 

  

8/07 手牽手唱《We are the world》 8/07 僑領谷祖光宣布原聲小朋友為達拉斯殉職警員

特別獻唱《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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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全體觀眾起立聆聽，動容不已 8/07 音樂會結束，感謝 FASCA 志工熱心服務 

  

8/08 早上前往 Sun Ray 華人安養中心義演 8/08 Sun Ray 安養中心長者專注聆聽 

  

8/08 僑領谷祖光贈送小朋友紀念品 8/08 貝勒醫院為 7 月達拉斯襲警案急救醫院，小朋

友前往義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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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Dallas 副市長 Erik Willson 頒發達拉斯榮譽市

民證書 

8/08 理事長致贈原聲錦旗予副市長 Erik Willson 

  

8/08 達拉斯鄉村俱樂部會員 Patrick & Kathy 

Jenevein 伉儷贈送紀念筆 

8/08 理事長回贈原聲志工 T shirt 及音樂專輯 

  

8/08 一克拉基金會董事長贈送德州牛仔帽 8/08 Dallas 副市長與熱心僑胞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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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午間在達拉斯鄉村俱樂部為感謝贊助人而唱 8/08 上午小朋友來到 Dallas 交通警察局 

  
8/08 為辛苦執行勤務的警察伯伯阿姨而唱 8/08 警察伯伯阿姨熱烈鼓掌 

  

8/08 警察阿姨好愛原聲小朋友 8/08 警察阿姨說：你的笑容最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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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團長敬贈 Dallas 交通警察局長原聲錦旗 8/08 理事長敬贈一份原聲專輯 

  
8/08 警察局長回贈原聲小朋友交通規則英文圖卡，

由史祥恩代表授贈 

8/08 與警察局伯伯阿姨合影留念 

  

8/08 上午參訪瓜達盧佩聖母教堂 8/08 在教堂內獻唱布農讚美詩《minkailasa 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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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晚間 10 點才抵達休士頓旅館，僑領駱健明哥哥

率僑胞在門前熱情迎接 

8/08 理事長伉儷與熱情僑胞合影 

  

8/08 休士頓僑領駱健明哥哥和郭穎姊姊及熱心僑胞

們和小朋友合影 

8/08 駱健明哥哥和原聲小男生立刻成為哥兒們 

  

8/09 一早駱健明哥哥安排原聲於電視公司福斯 26

臺(Fox 26)受訪 

8/09 原聲師生與福斯 26 台兩位美女主播在主播檯前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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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 申薇和李羽妃在 Fox 26 電視台 logo 前 8/09 小朋友在錄影現場即席演唱，開始錄製 

  
8/09 駱健明哥哥受訪介紹原聲 8/09 錄影結束與主播合影 

  

8/09 全體師生在錄影棚內合照 8/09 中午 12:23-12:27 Fox26 臺播出 5 分鐘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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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 田有宏是認真盡責的打擊樂伴奏 8/09 在 Stafford Centre 進行本次巡演的最後一場演

出，純淨嘹亮的歌聲讓觀眾聽得如癡如醉 

  

8/09 專場音樂會必唱的演唱布農傳統歌謠《獵祭》 8/09 唱完最後一首安可曲《Turkey in the Straw》，

小朋友喜形於色 

  

8/09 全場觀眾一起用雙手豎起大拇指，向原聲合唱

團致意，畫面壯觀 

8/09 一無例外的全場觀眾以 stand ovation 來表達對

原聲的最高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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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 糖城市長 Joe R. Zimmerman、聯邦眾議員 Pete 

Olson、休士頓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哈瑞斯縣

長 Ed Emmett 等主流政要都送來賀詞 

8/09 與休士頓主流政要及熱心僑胞們大合照 

  

8/09 感謝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蒞臨鼓勵 8/09 感謝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大力支持協助 

  
8/10 早上第一站到世界有名的癌症治療醫院 MD 

Anderson 義演 

8/10 義演結束與 MD Anderson 公關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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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第二站到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義演 8/10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是世界有名的兒童醫

院 

  
8/10 第三站到衛理公會醫院 Methodist Hospital 義演 8/10 小朋友很興奮，因為衛理公會醫院大廳懸掛了

我國國旗 

  
8/10 敬贈手繪感謝卡及錦旗給駱健明哥哥 8/10 敬贈手繪感謝卡給台商會梁慶輝會長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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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駱健明哥哥致贈紀念品，由原聲家長會長伍順

良代表接受 

8/10 駱健明哥哥致贈小朋友紀念品，由谷洛克代表

接受 

  
8/10 小朋友獻唱私房歌《今年夏天》，僑胞們專注聆

聽 

8/10 大家一起唱《高山青》，享受我們在一起的美

好時光 

  
8/10 所有行程都已平安圓滿結束，駱健明哥哥和小

朋友殷殷話別 

8/10 帶著美麗而深刻的回憶揮別休士頓，我們要回

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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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剪影                                                

 

  

1/23 打擊樂團於建中舉行之會員大會中表演打擊垃

圾桶 

1/23 打擊樂團於會員大會表演生活素材(飯匙)打擊 

  

1/23 合唱團於會員大會中演唱 1/23 打擊樂團於圓山飯店大廳快閃演出，觀眾反應

熱烈 

  

1/23 合唱團於圓山飯店大廳快閃演出 1/23 圓山飯店大廳圍滿觀眾欣賞快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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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合唱團於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公益音樂會 1/24 青少年育樂中心公益音樂會，小朋友賣力演唱 

  

2/1 臺灣鼓王小白老師(李守信)來訪 打擊樂團表演給小白老師看 

  

小白老師示範 歡樂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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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寒假學習營 

 

  

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學習傳統射箭 學習傳統射箭 

  

學習傳統射箭 學習傳統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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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理監事聯席會議結束後留下難得的合影 2/24 數位學伴研習 

  

2/12 於臺南奇美醫院為 0206 臺南地震災友義唱 2/12 在榮總臺南分院結束義唱與醫護人員合影 

  

2/12 在成大醫院演唱前為傷病友及醫護人員禱告 2/12 在新樓醫院演唱前，院長致詞感謝原聲小朋友 

 

  



  

- 166 - 

 

  

3/5 小二新生入學 3/5 合唱二班上音樂課 

  

3/6 英文課 3/6 英文教師教學研討會 

  

3/6 英文老師李宗玥率山東省藝術教育聯盟來訪 3/6 山東省藝術教育聯盟與合唱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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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國際扶輪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學生上山欣賞玉山星空音樂會 

 

  

國際扶輪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學生與社友 與原聲及哈薩克小朋友交流 

  

分別教小朋友英語、法語、西班牙語 教各國語言 

  

小朋友超愛金髮碧眼的哥哥姊姊們 外語會話課結束了，來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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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玉山星空音樂會 

 

  

原聲朋友粉絲參加玉山星空音樂會 第一屆的谷佳芳甄試錄取國北教大，衝上舞台

擁抱校長表達無盡感恩 

  

羅娜薪傳樂團吟唱 pasibutbut 年近 90 的布農耆老霖卡夫爺爺精神矍鑠 

  

卡菲亞團契 亦帆飆唱"我是隻小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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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玉山星空音樂會 

 

  

哈薩克男孩彈奏"冬不拉" 浩西老師唱"呼麥" 

  

趙曉愛老師也高歌一曲 璀燦星空天籟與共 

  

景文高中優人神鼓表演藝術班高二學生表演 原聲的全雅安 

 

  



  

- 170 - 

3/19 玉山星空音樂會 

 

  

展現氣勢 原聲的全心潔 

  

原聲的全雅安 原聲的幸琳茹 

  

主持人 Ali 說她們三人都來自原聲 感謝景優班的精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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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玉山星空音樂會 

 

  

原聲打擊樂團表演"開飯樂" 表演充滿力道的"Lids 蓋子" 

  

指揮陳姿伶師謝謝觀眾 開心而自信的表演"Tijuana Samba 提華納森巴" 

  

合唱團表演 合唱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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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打擊樂團於寒舍艾麗酒店為長豐企業公司周年

慶演出 

5/7 打擊樂團於南投文化局母親節音樂會演出後與

指導老師合影 

  
5/14 於南投市微熱山丘村民市集舉行慈恩音樂會 5/14 於南投市微熱山丘村民市集舉行慈恩音樂會 

  

6/10 端午節國中生到 Jessica 補習班 K 書，Ｊ師面

授讀書秘技 

6/10 在 Jessica 師補習班一起認真努力，學習定靜

安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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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暑期原聲建中成長營 

 

  

7/5 原聲建中成長營（第 9 屆夏令營）總召何蔚

慈 

7/5 黃春木老師是建中也是原聲理事，諄諄提醒

營隊需注意事項 

  

7/6 利用吸管做排笛 7/6 原聲大孩子回來當志工指導學弟寫作業 

  

7/7 十年有成—原聲志工與校長合影 7/7 全體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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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1 原住民遊學團通過初選者上山培訓 

 

  

7/10 來自各族的 10 位高手報到 7/10 與美國來的青少年國際志工相互學習 

  

7/11 英文會話課 7/13 春木師擔任教育議題課 

  

7/14 凌婉真老師 7/18 邱盈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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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1 原住民遊學團通過初選者上山培訓 

 

  

7/18 布農族的全秋雄老師 7/18 原住民老師果然幽默風趣 

  

7/18 在紮實的培訓後，大家都收穫滿滿 7/18 晚會表演大合唱 

  

7/18 能歌也善舞 我們都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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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1 美國青少年國際志工英語營 

 

  

7/10 到羅娜國小第一天 7/11 哥倆好 

  

7/12 教小朋友英文 7/12 互相學習 

  

7/13 領隊 Vista 老師 7/13 課程多樣又有趣 

 

  



 

 - 177 - 

7/10-21 美國青少年國際志工英語營 

 

  

姊姊教你 哥哥教你 

  

姊姊教你 姊姊教你 

  

歡樂合影 歡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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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1 美國青少年國際志工英語營 

 

  

在晚會上表演舞蹈 除了跳舞還有戲劇表演 

  

小朋友看得不亦樂乎 有模有樣 

  

7/14 姿伶師指導孩子如何正確打擊非洲鼓 7/14 申薇坐在油漆桶上壓陣，好讓小呂哥鑽孔

綁繩以做成打擊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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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臺中高鐵站快閃，眾多人群圍觀 7/23 於鼎泰豐小吃店快閃 

  

7/23 於台北雙連教會為視障獨老募款而唱 7/24 於台北雙連教會主日敬拜獻詩後合影 

  

8/21 打擊樂團於高雄至德堂表演籃球打擊 8/21 合唱團與創世歌劇團賴玨妤聯合演唱“心肝寶

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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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打擊樂團於南投「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表演 11/5 合唱團臺中中興堂欣賞維也納少年合唱團演

出，會後相見歡並合影 

  

12/3 國家圖書館閱讀節開幕演出 12/3 為婦女救援基金會阿嬤館建館募款義演 

  
12/3 於南松山天主堂專場音樂會唱布農語《平安

夜》 

12/3 致贈南松山天主堂盧神父小朋友手繪感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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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上午在仁濟安老院義演 12/4 義唱結束，敬贈阿嬤平安福袋 

  

12/4 阿嬤非常愛原聲小朋友 12/4 下午於台大 EMBA 校友會為盲友公益演出 

  
12/17 於遠東群英會上演唱《奇異恩典》 12/17 結束本年最後一場演出，感恩喜樂滿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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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在布農族人的語彙中  用「同爐灶的人」來形容同根源的人 共同命運的人  

也是最親愛的人 

 

那麼 

咱們就以下列這篇由脈樹·塔給鹿敦校長所作的布農語短詩「同爐灶的人」 

來向您致上最深最深的敬意 以及 無限無限的感恩 

 

mastan tu manaskal sitala isu tu daidaz 

非常喜悅地領受了  您的愛 

isu daidaz hai maszan savih tu manauuaz 

您的愛  如玉山那樣巍峨壯美 

maszan tastas tu hudas suhan dula tu hamisan 

如瀑布旋律  吟唱千千萬萬年 

maszan mas vali buan bintuban isian imita tu mata munabav 

如日月星辰  總在孩子的眼眸裡出現 

kada hai tastuhabu tu bunun 

我們是同爐灶的人啊！ 

uninang 

謝謝您 

katu sipungul tu kata hai tastuhabu 

請您記得 我們是同爐灶的人 

katu sipungul tu kata hai tastuhabu 

請您記得 我們是同爐灶的人 

 

是您的支持 鼓勵 和關愛 陪伴原聲一路勇往直前 

在歷史的長河裡  願我們都能及時去愛 

謝謝您 

 

阿貫 2017 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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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這樣支持原聲                                            

 

※ 2000 元傳播無限能量！ 

2011 年 11 月公益發行的《不只唱歌吧》專輯（含 CD 及 DVD 各 1） 

2015 年 8 月公益發行的《我最愛唱的》專輯（含 CD 及 DVD 各 1） 

2016 年 7 月公益發行的松木材質 8GB USB 一套四款（每支含 2 曲） 

款 1/百步蛇圖騰—族語歌    款 2/十字架圖騰—讚頌曲 

款 3/玉山圖騰—國語歌曲    款 4/台字圖騰—民謠 

 

捐款 2000 元  即敬贈 1 份專輯（請任選其 1） 

捐款 500 元   即敬贈 1 支 USB 

期盼有緣人！ 

 

以上皆開列捐款收據 

※ 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 2 項第 2 款：「個人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

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者，得申報為『列舉扣除額』。」 

※ 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 2 款：營利事業之捐贈，以不超過所得額百分之十為限，得列

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捐款帳戶：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捐款帳號：兆豐國際商業銀行（017）台北復興分行008-10-53083-0 

          永豐銀行（807）南門分行176-001-0038951-6 

          元大銀行（806）景美分行20152000000308 

 

美國捐款帳戶 

Write a check payable to "WCEO", memo indicating "Vox Nativa"  Mail the check to 

Attention: Vox Nativa, WCEO, 44599 S. Grimmer Blvd. Fremont CA 94538, USA 

Contact name: Ms. Tswei-Ping Wu  Tel. 510-252-9226 

 

First Commercial Bank (USA) 

ABA Number ( Routing Number) / 122242377 

SWIFT Code / FCBCUS6L  Account Number / 051300010 

Account Name / Wisdom Culture and Education Organization or〈WCEO〉 

Note/ Vox Nativa USA  Tax ID 94-335-3598 (501c.3 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