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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華⽂教基⾦會 
「一顆豆芽菜，也可以是一個偉大行動的始點」，財團法人科華文教基金會以音符種

子為始，將音樂從殿堂帶入偏鄉，作為愛樂的農夫，踏實感受土地的溫度，耕耘四

季。基金會於2017年成立，由陳董事長鳳文邀請各界先進一起擔任基金會董事：包含

公益平台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先生、致力於各類公益活動的周美青女士、双融藝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長黃宛華女士以及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董事長李靜芳女士等，並以「樂計

畫」及「Vocal	Asia	人聲樂集」為兩大品牌，盼望愛樂之苗在山之嶺、海之濱遍地開

花，持續地散播音樂的美好，創造美好的音樂！	

•  樂計畫 

「樂計畫」源起於NSO	30週年與蘇打綠的跨界合作。在流行樂壇成績斐然的蘇打綠，

更多是心心念念在音樂教育的推廣，持續在音樂耕耘這條道路上與想法契合的夥伴一

起努力。因此在「樂計畫」發起人邱瑗女士的助力之下，由長期支持藝文活動的陳鳳

文董事長邀集產學界的朋友共同成立的科華文教基金會，接棒「樂計畫」的音樂推廣

工作。	

自2017年4月開始，科華基金會以“樂計畫”為名，前往偏鄉進行音樂推廣、辦理偏鄉

音樂會，也致力於兩大師資培訓課程的推動，從阿卡貝拉到古典樂與爵士樂，以各種

音樂形式與教師、孩子們進行音樂交流，期許能以音樂為社會帶來美好。阿卡貝拉環

島計畫「A	Cappella	趴趴Go!	」也是基金會的另一個重要項目，帶著阿卡貝拉團隊走過

臺灣的各處，不管是本島還是離島，期待用音樂感動更多人心，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和改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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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al Asia ⼈聲樂集 

Vocal	Asia	人聲樂集為董事長陳鳳文長年耕耘的阿卡貝拉純人聲音樂跨國性整合平

臺，以臺灣為基地，整合日本、韓國、港澳、新加坡、菲律賓及東南亞，以及中國大

陸等地區的阿卡貝拉團體、歌手、創作者以及音樂、表演、資訊與知識，亦為全世界

僅見的阿卡貝拉跨國平臺。	

其每年主辦的「Vocal	Asia	Festival」阿卡貝拉國際藝術節，是一個會旅行的藝術節，

自2011年至今年年不休，曾在臺灣、中國深圳、桃園、韓國光州、中國上海、臺東、

香港、新竹、日本香川縣及瀨戶內藝術節等地舉辦，歷年參與的亞洲團隊超過百組，

相關展演活動總計超過350場，欣賞觀眾人數更是超過30萬人，已成為全亞洲最大規

模、最具影響力之阿卡貝拉藝術節。	

• 未來展望 

音樂，不僅能帶給人們快樂，同時也是人與人之間重要溝通管道，而人聲更是眾多音

樂形式中最快也是最直接的打入人心的聲音。「樂」計畫即是音樂人與愛樂人之間的

打火石，藉由推廣的方式將更多的音樂可能性帶給更多的人，認識進而欣賞喜愛音

樂。財團法人科華文教基金會以音樂種子為始，我們用音樂傳遞人類的良善與美好，

用歌聲來跨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用音符來連結不同的文化與種族。從不定點的推廣

分享到永續的人才培育，希望藉著音樂「跨齡、跨界」的特性，為臺灣這片土地帶來

感動與希望！	

我們期許成為愛樂的農夫，透過各種音樂活動和教育，讓愛樂的種子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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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計畫	

因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的影響，2020年度樂計畫活動全數取消，其中包

含A	Cappella	趴趴	Go	!、阿卡貝拉種子教師培訓營、爵士樂種子教師培訓營及阿卡	

Yo	樂園。	

三、Vocal	Asia	人聲樂集	

•	 Vocal Asia Festival Express (VAFex)	
Vocal	Asia	Festival	Express（簡稱	VAFex）為2020年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疫情而開發的全新線上藝術節。邀集世界頂級阿卡貝拉大師團隊以及亞洲團隊愛好者

們舉辦線上工作坊與音樂會，同時也重播過往音樂會及拍攝特別阿卡節目等，讓今年

世界各地的阿卡同好者們，在不受疫情的影響下，仍可以在網路世界分享彼此的音樂

和聲音。VAFex	於5月16日至23日間舉辦，採用	Facebook、YouTube	與	Zoom	等平台

同步進行直播，其中包含：邀請Vocal	Asia	Festival（簡稱VAF）歷年的12支來自美

國、德國、瑞典、澳洲、芬蘭、古巴、加拿大、英國等地的大師團隊，在雲端開設工

作坊;	將過往VAF於亞洲不同城市舉辦的經典精彩音樂會進行線上重播;	邀請臺灣四組

著名阿卡貝拉團隊參加「集合啦！阿卡聲友會」直播音樂會，在網路世界與粉絲們互

動;	由來自全世界的團隊提供各自精彩演出片段來進行音樂接力的「阿卡日：Let’s	

social-distanSING!」;	用更生活的方式推廣阿卡貝拉音樂的「阿卡綜藝節目」。利用網

路的特色，完成過往實體藝術節辦不到的構想，VAFex	提供觀眾一個阿卡貝拉的「影

像頻道」或甚至「電視臺」，讓樂迷們不用走出門，在家即可參與阿卡貝拉音樂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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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成效 

·	為全球第一個線上阿卡貝拉藝術節	

於5月16日至5月23日舉行的	Vocal	Asia	Festival	Express	(簡稱	VAFex	)，為全球阿

卡貝拉界最超前部署，根據疫情趨勢，判定國際活動以及演出活動至下半年仍難

以舉行，因此迅速應變，全體團隊通力合作，在三月份宣布十週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延期後，即刻進行的決策。在當下，世界各地阿卡貝拉推動組織以及大師

團隊仍然認為阿卡貝拉難以進行線上化，而	VAFex	的籌備與成功，影響了全世

界，包括美國紐約之聲國際爵士藝術節、德國黑森林人聲藝術節等活動，都因為

與	VAFex	的交流討論，而決定進行線上化。	

·首個創造收費模式的線上藝術節	

Vocal	Asia	Festival	Express	為首個進行線上工作坊售票模式的藝術節，以每人99美

元的價格，讓參與者有機會一次參與多堂大師班及工作坊。本次線上藝術節成功吸

引超過170位來自世界十多個國家地區的參與，不僅是亞洲學員，還有歐洲、美國

的參與者，甚至有不少歐美專業團隊的歌手也來參與。我們於工作坊結束後，收到

許多各地參與者的感謝及支持話語，讓大家能夠在疫情生活下，還能夠持續地增進

自我，與其他阿卡愛好者們進行學術交流。	

·國內品牌經營效果大幅提升，媒體效應響亮	

2020年初所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嚴峻，並且持續延燒整年度。在

疫情期間，多數國內外的行為皆為相對令人氣餒的「取消」、「延期」、「支撐」

等類型新聞，Vocal	Asia	Festival	Express	的出現給了臺灣表演藝術界，以及全世界

阿卡貝拉圈一劑強心針，國內報導踴躍，並給予極度正面評價。原本	Vocal	Asia	品

牌在臺灣經營較少，主要以國際為主，本次線上藝術節，卻成為了臺灣表演藝術產

業的2020年亮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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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節⾏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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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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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Fex	
Online	Workshop	大師工作坊	

內容 

1. 時間：2020/05/17	(日)~	05/23	(六)	

2. 課表：	

3. 講師：VAF歷年大師團隊共12組：Freeplay	Duo、Home	Free、The	Idea	of	North、

Naturally	7、New	York	Voices、ONAIR、Rajaton、The	Real	Group、SLIXS、The	

Swingles、Vocal	Sampling、Women	of	the	World、	

4. 參與人次：178名（含線上報名、國際代表報名、國內外貴賓及講師）	

5. 課程介紹：	

·Vocal	Play—	這是關於聲音、關於時間、更多的是關於態度。做你喜愛的事的同

時，也要理解過去。本堂課由	Naturally	7	的團員帶領學員們進入他們的過去，從福

音音樂到流行樂，再從流行樂到阿卡貝拉音樂，最後結合藍調音樂，將屬於

Naturally	7	的音樂呈現給大家。	

·Inside	SLIXS—	SLIXS	將利用自身的團隊經驗，將團隊操作方式、音樂創作及改編

等技巧傳授給學員們。	

·The	Joy	is	in	the	Journey—	The	Real	Group	的團員們將帶學員們穿越時光，回到他

們創團的開始，將經驗和重要時刻點分享給大家。	

·Going	Pro—	一個成功的阿卡貝拉團隊是如何開始的？ONAIR	的音樂為何那麼地吸

引人？本堂課將從團隊歷史、音樂編曲、排練技巧以及舞台呈現切入，讓學員們從

大師們的過往經驗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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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Hour	of	Rajaton—	Soila	與	Ahti	兩位團員將與學員們分享	Rajaton	的過去，並講

述芬蘭傳統音樂如何影響	Rajaton。	

·Bridging	the	Gap—	此課程將分為4個15分鐘片段，由四位團員分別講述	New	York	

Voices的過去、爵士音樂的寫詞法、音樂的創作及改編以及演唱即興法。	

·Singing	with	Swagger—	使用團隊過往音樂影片搭配著與學員互動的上課方式，傳

授如何製作音樂影片及如何利用它來吸引觀眾們。	

·A	Cappella	Live	Looping—	FreePlay	Duo	兩位團員將於課程中介紹	Live	Looping	的

技巧、編曲以及加上線上即時示範，學員們將有機會感受	Live	Looping	的魅力。	

·Cuban	A	Cappella—	Vocal	Sampling	將介紹古巴音樂的特色，並講述他們如何將利

用人聲重現此種音樂。	

·Harmony	Hub—	The	Idea	of	North	團員們將介紹團隊排練的過程及技巧，同時也將

分享音樂寫作的過程和提供學員們發問的機會！	

·Chat	with	Women	of	the	World—	本堂課是關於	Women	of	the	World	的過去、現在

以及未來，學員們在聆聽故事的過程，也將有機會向團員們發問！	

·Bass,	Beatbox	and	Production—	Home	Free	的團員們將分享阿卡貝拉音樂的低音唱

法及節奏口技的技巧，除此之外，也利用自身的過往演出經驗，不僅邀請學員們一

同探討音樂，也一同探討商業及音樂作品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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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Fex	
Aca-	Show	節目	

內容 

1. 時間：2020/5/16	(六)~	5/23	(六)	

2. 節目表：	

3. 平台：YouTube	及	Facebook	愛上阿卡貝拉粉絲專頁		

4. 各節目內容：	

·	Songs	for	the	Island	and	the	New	World	(2019	VAF	Concert)	

-	播出時間：5/16	(六)	19:00-21:00	

-	內容：為	2019年	Vocal	Asia	Festival	主題音樂會	

·Hakkappella!	(2018	VAF	Concert)	

-	播出時間：5/17	(日)	11:00-12:30	

-	內容：為	2018年	Vocal	Asia	Festival	主題音樂會	

·食唱玩家	

-	播出時間：5/17	(日)	15:00	

-	卡司：陳午明、冰冰、海鷗K人聲樂團、B-MAX馬克筆人聲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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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想吃到CP值超高的美食，絕對不能錯過大學周遭！來到孕育許多神團的世

新大學與清華大學，讓海鷗K人聲樂團與B-MAX馬克筆人聲樂團帶你吃遍美食，邊

吃邊玩邊唱歌！	

·Songs	of	Love	是愛情啊婚禮神曲！	

-	播出時間：5/18	(一)	20:00	

-	卡司：敏柔、Just	Vocal	Band、B-MAX馬克筆人聲樂團	

-	內容：紅毯延伸的大門緩緩敞開，承載祝福的旋律響起.....沒錯！就是這首婚禮神

曲！你是不是也曾在婚禮現場因為音樂與新人挽著手的模樣而落下感動的淚珠呢？

婚禮主持人敏柔和	B-MAX	馬克筆人聲樂團、Just	Vocal	Band	來和大家分享這些幸

福又可愛的小故事，告訴你在婚禮現場如何用聲音道出最美好的感動。	

·Sing	男大主廚	

-	播出時間：5/19	(二)	20:00	

-	卡司：陳午明、顏仁宣、蜻蜓、孫諾、孝恩	

-	內容：阿卡貝拉界的	Sing	男們，不只唱得一把好聲音，對美食也暸若指掌！懂吃

懂唱又懂煮的Sing男們挽起袖子下廚，挑戰照著天團	The	Real	Group	的名曲	Chili	

Con	Carne（辣椒燉肉）歌詞，一步步完成這道風味獨到的菜餚，搭配風靡全世界的

臺灣好滋味珍珠奶茶，就用充滿愛的料理及聽不完的好歌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吧！	

·Love	Online!	Gabriel	&	Christine	

-	播出時間：5/20	(三)	20:00	

-	卡司：Gabriel	Hahn、Christine	Liu、Wuming	Chen	

-	內容：我們邀請到阿卡貝拉音樂界的情侶檔-	Gabriel	和	Christine	來到節目中，用

音樂挑戰關卡測驗他們彼此間的默契。除此之外，他們也將表演一段	body	

percussion，讓觀眾們在家可以與另一半一起享受音樂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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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Twist	(2017	VAF	Concert)	

-	播出時間：5/23	(六)	11:00-12:30	

-	內容：為	2017年	Vocal	Asia	Festival	主題音樂會	

5. 參與人數：	

·	Songs	for	the	Island	and	the	New	World	(2019	VAF	Concert)	

-觀看人數：共12,393人	

·Hakkappella!	(2018	VAF	Concert)	

-觀看人數：共4,214人	

·食唱玩家	

-	觀看人數：共2,476人	（YouTube	202人、Facebook	2,274人）	

·Songs	of	Love	是愛情啊婚禮神曲！	

-	觀看人數：共1,694人	（YouTube	301人、Facebook	1,393人）	

·Sing	男大主廚	

-	觀看人數：共2,797人	（YouTube	200人、Facebook	2,597人）	

·Love	Online!	Gabriel	&	Christine	

-	觀看人數：共1,170人	（YouTube	240人、Facebook	930人）	

·Hong	Kong	Twist	(2017	VAF	Concert)	

-	觀看人數：共5,867人	

活動照⽚ 

*	Songs	for	the	Island	and	the	New	World											*	Hakkapp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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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唱玩家																																				*	Songs	of	Love	是愛情啊婚禮神曲！	

	

*	Sing	男大主廚																																		

	

*	Love	Online!	Gabriel	&	Christine	

*	Hong	Kong	Tw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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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Fex	
Aca Crossing: Team Taiwan Ver.  
集合啦！阿卡聲友會！		

	 	 	 	  

內容 

1. 時間：2020/05/21	(四)	19:00-20:30	

2. 播出平台：YouTube、Vocal	Asia	Facebook	

3. 演出團隊：神秘失控人聲樂團、歐開合唱團、Voco	Novo	爵諾歌手、The	Wanted	

尋人啟事	

4. 內容：集合啦！阿卡聲友會！要不要來我們的「阿卡臺灣島」聽歌？邀請四組風格

不同的臺灣阿卡貝拉團隊：神秘失控人聲樂團、歐開合唱團、爵諾歌手、尋人啟

事，舉辦臺灣史上第一次阿卡貝拉線上聯合音樂會！用你最輕鬆的方式，在家一起

加入阿卡貝拉的行列，聽聽具有臺灣特色的阿卡歌曲！聲友們，集合啦！	

5. 曲目/演出順序：	

6. 觀看人數：共8,963人（YouTube	1,873人、Facebook	7,090人）	

團隊 曲單

神秘失控人聲樂團

1. I’ll	Be	There	For	You	
2. 魯冰花	
3. Eternal	Flame	
4. 美麗島	
5. 世界上唯一的花

Voco	Novo	爵諾歌手

1. 我要去巴黎	
2. 蝶戀花	
3. 遙遠的小河（Loop）	
4. 晚安曲

尋人啟事

1. So	What	
2. 宮崎駿組曲	
3. 我巨大的悲傷	
4. 刀與槍

歐開合唱團

1. 大武山美麗的媽媽	
2. 一起唱吧	
3. 織布歌	
4. 歡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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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 

*	活動圖片																																														*	神秘失控人聲樂團	

*	神秘失控人聲樂團																																	*	Voco	Novo	爵諾歌手	

*	Voco	Novo	爵諾歌手																																		*	The	Wanted	尋人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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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anted	尋人啟事																																*	歐開合唱團		

					

*	歐開合唱團																																														*	主持人	

																																																			*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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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Fex	

Aca	Day:	Let’s	social-distanSING!	

阿卡日 
內容 

1. 時間：2020/5/23	(六)	14:00	

2. 播出平台：YouTube、Vocal	Asia	Facebook	

3. 演出團隊/	演出順序：FreePlay	Duo	（加拿大）、Vocal	Sampling	（古巴）、Zense	

A	Cappella（香港）、Narin（韓國）、Gentlewomen	（臺灣）、Others	（愛沙尼

亞）、The	Outside	Edition	（新加坡）、Just	Vocal	Band	（臺灣）、Acappuccino（新

加坡）、Quap（日本）、AMuiXis（香港）、B-MAX（臺灣）、Burgundy	Blue（澳

洲）、Kessay（香港）、Regardless（臺灣）、HaMoReSo（日本）、Voco	Novo（臺

灣）、CMYL（香港）、Semiscon（臺灣）、Dekoor	Close	Harmony（荷蘭）、

Acapellago（菲律賓）	

4. 觀看人數：共6,196人（YouTube	635人、Facebook	5,561人）	

活動照⽚ 

 

*	Aca	Day:	Let’s	social-distanSING!																				*	FreePlay	Duo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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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al	Sampling	（古巴）																													*	Zense	A	Cappella（香港）	

*	Narin（韓國）																																										*	Gentlewomen	（臺灣）	

 

*	Others	（愛沙尼亞）																																		*	The	Outside	Edition	（新加坡）	

*	Just	Vocal	Band	（臺灣）																												*	Acappuccino（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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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p（日本）																																												*	AMuiXis（香港）		

 

*	B-MAX（臺灣）																																							*	Burgundy	Blue（澳洲）				

*	Kessay（香港）																																										*	Regardless（臺灣）					

*	HaMoReSo（日本）																																								*	Voco	Novo（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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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YL（香港）																																													*	Semiscon（臺灣）					

*			Dekoor	Close	Harmony（荷蘭）																							*	Acapellago（菲律賓）	

四、年度影⾳回顧 

•	Vocal	Asia	人聲樂集	
1. VAFex 12 All-Star Groups ONLINE Workshops	

2. VAFex	now	ONLINE!	5/16	-	5/23	Don’t	miss	out!		

3. VAFex	阿卡節目-食唱玩家	

4. VAFex	阿卡節目-	Songs	of	Love	是愛情啊婚禮神曲！	

5. VAFex	阿卡節目-	Sing男大主廚	

6. VAFex-	Love	Online!	Gabriel	&	Chri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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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ghziCFtu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UnxJrVwJ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XdSzR74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IIQB76a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KrjJEFel4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ksnWN4v2o

	2020 年度
	執行報告
	目錄
	樂計畫
	Vocal Asia 人聲樂集
	未來展望
	Vocal Asia Festival Express (VAF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