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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榮譽錄 
2009 年《唱歌吧》音樂專輯及合唱團獲第 20 屆金曲獎傳統暨藝術類「評審團獎」 
2010 年《唱歌吧》紀錄片獲第 32 屆獎勵優良影像創作「金穗獎」最佳影片首獎 
2011 年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參加香港國際青少年合唱比賽獲童聲組金獎 
2011 年受邀於建國百年國慶大典中演唱「百年禮讚」組曲 
2012 年協助齊柏林導演拍攝紀錄片「看見台灣」玉山主峰登頂演唱 
2013 年受邀出訪加州參加美國國慶於 City Fremont 領唱美國國歌，並舉行 

「加州國際交流暨行銷台灣-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活動。 
2013 年受邀於國慶典禮領唱國歌 
2013 年受邀於總統府「總統文化獎」頒獎典禮演唱 
2014 年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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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博物院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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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 
一群在山谷間吟唱天籟之聲的小小天使 

一個為了讓全世界聽見原鄉之美 奉獻熱情的帥哥校長 
 
在南投信義鄉，有一個不懂五線譜、體育專科出身的小學校長，和一群天馬行

空的山裡小孩，組成了一個合唱團。他們唱歌不按譜、隨興換聲部，唯一的秘

密武器是虔誠的信仰！  
 
在都市多一個知識份子，或是多一個菁英，其實沒什麼大
不了，但是在部落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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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可以像雲門舞集或明華園歌
仔戲一樣，成為台灣的驕傲。」 

--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指揮 馬彼得團長 

 
    這是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團長也是南投縣信義鄉羅娜國小校長馬彼得（Bukut Tasvaluan-
布農名）的夢想。Bukut 校長選擇以合唱教學作為實現他教育理念的方式。他所領軍的合唱

團，一直是合唱比賽的常勝軍，也因此他常常帶領著小朋友，在國內外各場合表演。 
    許多國外樂評人在聽過 Bukut 校長的合唱團演唱之後，常常會邀請他帶團前往他們的國

家表演，結果卻往往得到合唱團已解散的消息！這是因校長在每所學校都有任期限制，Bukut
校長會不斷地調校，而原任學校卻無法繼續維持合唱團，因為在山上幾乎沒有音樂師資，遑

論會教合唱的專業老師！國外的邀演機構都覺得不可思議，居然會因為一位校長的變動，而

讓這麼美好的聲音消失，而 Bukut 校長也不想讓這種事情再發生，他想成立一所跨部落的音

樂學校，不要讓同樣的事重演。 
    Bukut 校長的夢想，引起了一些人的共鳴，這些人以建中退休教師為主，聯合了教育界、

文界人士和媒體工作者等，於 2008 年 4 月組織了「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以協會的

力量，成立了原聲音樂學校，這是一所體制外假日學校，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玉山山麓的羅娜

國小。原聲音樂學校成立的目的是希望給部落孩子更多機會，幫助他們建立信心，因為在偏

遠山區除了交通不便、資源缺乏外；還存在著許多不利因素，影響著孩子們的學習。原聲每

年在信義鄉各部落招收小學二年級的學生（主要來自失能、失養家庭），然後對這些孩子許下

十年以上的承諾，培育他們直到升入大學。 
    原聲音樂學校學生皆加入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目前有一百餘人，皆為原住民，且大多

數家境相當困難。但他們認真學習、用心唱歌，其歌聲來自心靈深處，清澈、純淨又和諧，

被譽為天籟。2011 年 10 月受邀於建國百年國慶典禮中，以布農語、客語、福佬語和華語演

唱「百年禮讚」組曲，為台灣加油，讓全國民眾感動於咱台灣美麗島竟有如此充滿力量和質

樸動人的聲音。2013 年 10 月再度受邀於國慶典禮時，以清亮高亢的聲音領唱國歌，觸動人

心，振奮士氣。原聲透過課業輔導和合唱練習，希望培育部落的典範，並帶領孩子走出部落，

讓世界聽見玉山的聲音。 



 3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為台灣原聲音樂學校而存在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以台北市建國中學退休教師為主，聯合了教育、文化界人士、企業家

和媒體工作者等，於 2008 年 4 月向內政部登記立案成立。以協會的力量，在南投縣信義鄉成

立了體制外的台灣原聲音樂學校，每年二月在信義鄉招收各部落小學二年級的原住民學童，

培育孩子直到升入大學，未來期望能成立實體學校，並可將此模式複製推廣至各部落。 

台灣原聲音樂學校  要栽培原住民人才成為族群典範 
原聲音樂學校是一所假日住宿學校，目前從小二至高一共有百餘人，包括來自南投縣信

義鄉和水里鄉等十餘個部落的原住民學生，由東埔國小洪春滿校長兼任校務。利用每週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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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是

幫助孩子建立信心的策略，最重要的是品格陶冶及課業實力的加強。原聲音樂學校希望培育

孩子成為典範，有信心跨出部落奮鬥，有承擔願意為部落付出。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是部落孩子走向世界的媒介 
原聲音樂學校學生皆加入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或打擊樂團。童聲合唱團目前近七十人，

分為原聲一團（高年級生為主）和原聲二團（低年級生為主），一團由馬彼得校長擔任團長兼

指揮，台中市北屯國小音樂老師趙慧菁為鋼琴伴奏；二團由資深音樂老師潘憶蘅指導。打擊

樂團則甫於 2012 年 9 月初成立，目前有十餘位學童，由國立台灣交響樂團的陳姿伶老師指導。

原聲希望透過歌唱保存傳揚部落藝術文化，讓新一代原住民小朋友感受屬於自己血脈的驕

傲；同時也培育合唱團具有國際水準，走向世界，為台灣在國際發聲，「讓世界聽見玉山唱歌」。 

 
未來計畫 
1. 籌建實體學校：2014 年 8 月籌備成立原聲實體學校，預定 3 年完成。 
2. 發行音樂專輯：2015 年公益發行第 3 份音樂專輯，預定收錄國、台、客語及英、日語歌

曲，以原住民童聲重新詮釋經典歌謠，讓大眾聽到來自玉山的台灣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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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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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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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館開幕點燈祈福典禮演出 
2010.08 馬彼得校長獲遠見雜誌選為『新台灣之光』99 位人物之一 
2010.10 受邀於中央研究院院慶演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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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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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 台灣原聲打擊樂團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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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 受邀參與齊柏林導演空拍紀錄片「看見台灣」拍攝登玉山主峰於峰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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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專場音樂會 
2013.08 受邀於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專場演出 
2013.09 台灣原聲 A cappella 合唱團誕生 
2013.10 受邀參加國慶典禮領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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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受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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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世界棒球賽」開幕領唱國歌 
2014.11 受邀參加台大 86 週年校慶音樂會專場演出 
 
社團法人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聯絡人：理事長洪春滿 0920-672595、執行理事廖阿貫 0919-984987、秘書長孫藍蔚 0953-560933 
E-mail：akuanhung@gmail.com  akuanliao@gmail.com  languisun@gmail.com 
辦公室：106 台北大安區市民大道 3 段 208 號 3 樓  TEL 02-2775-4733  FAX 02-2931-1639 
會  址：556 南投縣信義鄉久美部落美信巷 23 號 

 網址 http://voxnativa.org  http://blog.xuite.net/voxnativa/blog   http://voxnativausa.org 
相關影音 

【不只唱歌吧】預告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p_AQGroCUE 
【原聲】夢想家 馬彼得與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IagthTWDkQ 
遠見【改變】http://www.youtube.com/watch?v=qgV8nXAdjbU&feature=related 
2011.10.10 國慶【百年禮讚】http://www.youtube.com/watch?v=bkxcCYvqOM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YWbNEXu7xE  
20130714【聖荷西】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訪美歡迎及感恩餐會_宏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cywRTmVJU  
2013/10/8【華視】紅到國外去 原民童國慶領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sQfnATGxg  
2013.10.27【看見台灣】幕後花絮 - 來自玉山的歌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vbZdCK3n4k  
2014.01.04 中天的夢想驛站／第一次看電影！原聲孩子看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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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pWGB6TluCng 
2014.01.04 中天的夢想驛站／藉音樂找自信 原住民孩子尋回希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wTegj7vpZE 

 
原聲小美女 

 

 
原聲小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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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5 月於上海世博會台灣館開幕演出 

 
2011 年 5 月於國家音樂廳專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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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7 月參加香港國際青少年合唱比賽榮獲童聲組金獎 

 
2011 年 10 月於建國百年國慶大典，以布農語、客語、福佬語和國語演唱「百年禮讚」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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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 11 月在玉山主峰峰頂唱歌（3,952m） 

 

2013 年 7 月總統夫人周美青女士擔任榮譽團長率團於美國加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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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8 月於高雄至德堂「聽‧玉山天籟」專場音樂會 
 

 
2013 年 10 月國慶典禮領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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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10 月國慶典禮領唱國歌 

 
2013 年 12 月於總統府「總統文化獎」頒獎典禮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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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馬彼得校長 Bukut Tasvaluan（布農族） 
現任南投縣信義鄉羅娜國小校長兼任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團長及指揮 
「一直餵牛吃飼料，牛就忘了牠原本會吃草；要用認真贏得支持，不要用可憐獲取同情；讓

孩子有選擇人生的能力和權利！」 

 
明天會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