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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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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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因全球疫情，以「Vocal	Asia	Festival	

Express」之名，改為線上舉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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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卡⾙拉青年營（因疫情延期）	
	 因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以及	5/15	開始的三級警戒之影響，樂計畫

原訂之阿卡貝拉青年營活動延期至明年舉辦。但為讓學員在限制群聚的大環境下也能

在家中享受唱歌的樂趣，團隊規劃了一系列影片「阿卡接力挑戰」的活動。	

	 阿卡貝拉青年營於	6/15	向學員正式公告延期、辦理退費的同時，也進行了「阿

卡接力挑戰」的預告。並於	7/24	至	11/12	間，分階段執行「阿卡接力挑戰」。	

公告延期前之執行內容	

1. 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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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名情況	

招生人數：43名（一般生23名；原住民生20名）	

起訖時間：自	4/1	開放早鳥報名，截至	5/15	三級警戒	

學員所在區域、性別及年齡分佈如下表：	

•	 阿卡接⼒挑戰 
執行內容	

	 「阿卡接力挑戰」活動重新編曲「Dance	monkey」，共八小節，由營隊老師分

六聲部錄製示範教學影片。再將六支單聲部影片集合，製作六支各刪除一聲部的影

片，作為卡拉伴唱帶，使學員及觀眾可以自行選擇喜歡的聲部，以錄影的方式與老師

們同框，加入自己的影像及歌聲與老師們合唱，簡單的用手機完成錄影，上傳影片來

參與接力挑戰。也同時邀請國內外阿卡歌手們共同參與這個接力挑戰。最後，再將所

有參與者的影片剪輯，成為一支大合唱影片。	

執行成效	

1. 於	7/24	至	8/21	間，共推出教學影片七支、週間複習影片六支，分別露出於樂計畫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及	YouTube	頻道：	

人聲打擊VP—Gabriel老師	

	 人聲打擊VP番外篇：小鼓教學—Gabriel老師	

	 女高音二Soprano	II—蔡子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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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高音Tenor—邱恩老師	

	 男低音Bass—鄭淩翔老師 	

	 女高音一Soprano	I—古宸禎老師	

2. 於	8/21	推出六支卡拉伴唱帶，邀請挑戰者參與活動，並每天挑選一至兩支參與者

影片於樂計畫	Facebook	粉絲專頁露出，為期一個月（8/21～9/21）。參與者（尤其

學生之家長及老師）	十分期待自身影片的曝光，樂計畫粉絲專頁提供了阿卡貝拉

新生們一個能展現自我的表演舞台。總共募集到56支影片，因有參與者採團體錄

影，參與人數67人次。	

3. 將所有參與者與老師們同框，製作成大合唱影片。雖受限於疫情阻隔，但仍可透過

這樣的方式，把歌聲傳遞給彼此，一起歌唱，一起享受阿卡貝拉的快樂！在眾所期

待下，於	11/12	露出於樂計畫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頻道，同時公告明年營隊報

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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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看人數總計	

5. 執行檢討與年度展望	

	 我們期望在未來，持續向外接觸校園阿卡團隊，以利緩步達成增強臺灣阿卡貝

拉團體實力，落實阿卡貝拉教育深耕之目標。此外，亦將針對學員的現實狀況做更深

入的暸解，並期望在疫情後能夠順利舉辦「阿卡貝拉青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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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數量 Facebook粉絲專頁＋
YouTube頻道觀看人數

說明

教學影片 7 6,950 觀看人數統計區間：	
自活動第一支教學影片	
7/24	露出，至11/19
（大合唱影片11/12	釋
出後一週），計約	4	
個月。

週間練習 6 3,239

卡拉帶 6 1,908

挑戰影片 49 12,380

大合唱 1 1,767

合計 26,244



三、Vocal	Asia	人聲樂集	

•	 Vocal Asia Festival (VAF)	
	 原預定於	8/13～8/15	舉行，在新北市藝文中心盛大舉行之實體	Vocal	Asia	

Festival，因發布三級警戒（5/15）而改為全線上辦理，重新與原定講師們洽談課程轉

為線上，6/17	重新公布課表與新的內容，並於	6/28	開始報名。	

執行內容	

	 於	8/14、8/15	兩日舉行線上工作坊，由來自各國的十位講師，帶來十堂精彩且

多面向的課程，並且在	8/21	舉辦	Cloud	Gala	線上音樂會，希望在這紛亂的世界裡，用

音樂連接大家的心，齊聚歡唱。	

執行成效	

	 今年的講師包含國際阿卡貝拉組合	Accent，發跡於	YouTube	影片協作計畫，

六位來自五個不同國家的阿卡貝拉歌手，分享在網絡世代如何跨國經營一個人聲樂

團；被譽為「當代無伴奏合唱之父」的	Deke	Sharon，也是電影《歌喉讚》的音樂導演，

從阿卡貝拉的歷史開始，與大家分享人聲旅程；爵士鼓手，同時也活躍於身體打擊、

人聲打擊（Beatbox），以及歌手身分的	Gabriel	Hahn，帶領學員認識人聲中的節奏；

在丹麥皇家音樂學院擔任指揮與合唱講師的	Jesper	Holms，與學員分享25年的當代音

樂指揮技術經驗；身為專業歌手及薩克斯風手的	Kristoffer	Fynbo	Thorning，則教導大

家如何使用各種工具結合人聲表演；真實之聲教育學院（The	Real	Academy）的院長	

Peder	Karlsson，教導大家實體與線上的排練技巧；擁有20年人聲教學指導經驗的	

Tine	Fris-Ronsfeld，為全世界的學員帶來四個丹麥系統的人聲技巧；來自臺灣的謝韻

雅	Mia	Hsieh，是當代少數融合聲音創造力與靈性療癒的藝術家，帶著學員從聽到唱，

探索如何與生活連接；爵士樂歌手蔡雯慧則從樂風、節奏、和聲以及個人觀點探討音

樂的不同面貌，練習更全面的掌握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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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藝術節主視覺	

2. 線上工作坊	

(1) 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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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共有	77	名學員，參與	10	堂線上工作坊，總計有	639	出席人次。	

(3) 學員來自臺灣、香港、中國、日本、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巴西、美國，

並以日本學員為大宗。	

3. VAF	Cloud	Gala	音樂會		

(1) 於	8/21在	Vocal	Asia	Facebook	粉絲專頁、YouTube	頻道線上直播，節目採預錄

影片以及現場直播模式混合播出。


(2) 節目內容包含來自11地（臺灣、香港、日本、中國、韓國、菲律賓、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度、美國、丹麥）的	26	個團隊，演出	29	首歌曲。	

(3) 演出曲目	

科華⽂教基⾦會 2021 年度 11

Leo Shen
  



科華⽂教基⾦會 2021 年度 12



未來展望	

	 儘管受限於疫情而無法在本年度繼續以實體辦理	VAF，我們仍以線上的形式完

成了	2021	年的	VAF	，期待未來回歸實體辦理，並且不論我們未來在亞洲何處，都期

望能夠見到喜歡唱歌、喜歡無伴奏人聲重唱這種藝術形式的夥伴們。	

四、年度影⾳回顧 

•	樂計畫	
·【Groove	It!	阿卡接力挑戰賽	大合唱】	

•	Vocal	Asia	人聲樂集	
·Vocal	Asia	Festival	10週年紀錄片：The	10	Years	of	Vocal	Asia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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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閱讀， 

我們誠摯邀請您在社群網站上追蹤我們，以接收最新消息。

樂計畫 粉絲專⾴

Vocal Asia 官⽅網站

粉絲專⾴

愛上阿卡⾙拉　 粉絲專⾴

YouTube頻道

https://www.facebook.com/projectm2017/
https://www.vocalasia.com
https://www.facebook.com/vocalasia
https://www.facebook.com/acappella.lov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Pi7MMOV_ZR2ifhXXN-Inb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bUcQgYguZo&feature=emb_logo&themeRefresh=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BEneKOW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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