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學年度藝文季【希望】音樂祭活動計畫 
 

一、 活動名稱︰希望──譜一曲愛的新世界 

二、 活動主題：音樂展演以「希望」為主題作呈現，面對全世界的災難與考驗，讓社

團利用音樂，展現對世界的「愛與關懷」，進而呈現出充滿希望的願景與盼望。 

三、 主辦單位：圖書館 

四、 協辦單位：學務處、各處室 

五、 活動日期：104年 5月 23日(星期六)15:30~17:00 

六、 活動地點：臺南慈濟高中視聽教室 

七、 參加對象：全校師生、學生家長 

八、 活動內容：學生社團展演(日文社、口琴社、絲竹社、舞蹈專修社、吉他社、陶笛

社、烏克麗麗社、小提琴社、太鼓校隊、手語社、直笛校隊、高中部吉他社、高

中部長笛社、高中部熱音社、高中部熱舞社) 

九、 節目規劃：以個人身邊的小愛，擴散到對世界的大愛，進而使我們自己成長，心

靈開闊。（表演會場時，會搭配人文室提供的志工影片，以溫暖、大愛，為世界

製造「希望」。） 

 

表演順序 社團名稱 表演曲目 表演時間 

1 太鼓校隊 前奏曲 5 

2 小提琴社 朋友 5 

3 小提琴社 月亮代表我的心 5 

4 小提琴社 多瑙河之波 5 

5 烏克麗麗社 小情歌 5 

6 手語社 成長 5 

7 手語社 人間有愛 5 

8 直笛校隊 讓愛傳出去 5 

9 直笛校隊 小小世界 5 

10 高中部長笛社 南都夜曲 5 

11 高中部長笛社 快樂的出航 5 

12 太鼓校隊 流雲 7 

13 太鼓校隊 春風 5 



十、 活動工作組織 

 

十一、工作進度規劃： 

日期 項目 細部內容 負責人員 

104/03/04 前置作業 
召開社團指導老師第一次會議

確認展演規畫細節 
維蓮老師 

104/03/05 

~104/04/21 

前置作業 社團練習時間 社團指導老師 

104/04/21 前置作業 第一次籌備會議 伊薇老師 

104/04/22 前置作業 音樂展演社團小彩排(週三社團) 巧伶老師、伊薇老師、 

組別/ 

負責人 
股別 股長 股員、志工 地點 工作內容 

接待組 

(淑惠主任) 

外場接

待 
文雅老師 

麻煩淑惠主

任安排 

校門口 

各 管 控

點 

1.校門口迎賓 

2.查驗入場券 

3.引導來賓至視聽教室，避免誤入

教學區(學生志工) 

4.校內外秩序管控維護 

內場接

待 
宜均老師 

麻煩淑惠主

任安排 

視 聽 教

室門口 

視 聽 教

室內 

1.視聽教室門口迎賓 

2.內場導引入座 

3.發放節目單、鞋袋 

4.查驗入場券(避免學生無票進場) 

節目組 

維蓮組長、 

巧伶組長 

舞台監

督 
昭堂老師 

8 位學生志

工 
 

1.各預備位置之演出人員出場序

確認及管控 

2.搬運樂器、譜架及其他演出器材

之學生志工培訓 

燈光音

控 
秀玲組長 

學生志工 3

人 
音控室 

1. 音控、燈光測試及操作 

(志工 1人) 

2. 舞台兩側協助收發 mini mic 

(2人) 

演出控

場 
伊薇老師 

兩位主持人

(學生) 
後台 

1.主持人培訓及確認串場稿 

2. 活動場控 

3.各組活動志工招募 

4.文宣品設計印製 

活動紀錄

組 

千娟老師 

影音紀

錄 
相渤老師 

人文真善美 

共 8人 
 活動錄音、錄影、拍照 

新聞稿 珮婷老師 學生 1位  撰寫新聞稿、拍照 

總務組 

芳儀主任 

庶務 雲亮組長 
王淑薇老師 

詩芬老師 
 

1.借用鞋袋、長桌、桌巾 

2.臨時傷病處理(詩芬老師) 

票務 嘉櫻老師   
1.入場券索取規劃及發放作業 

2.演出人員及來賓座位規劃安排 

安全 泰彰老師   1.巡視校園與音樂會現場 



主要驗收項目： 

1、各社團學生練習狀況。 

2、時間長短。 

3、服裝討論。 

維蓮老師 

社團指導老師 

104/04/25 前置作業 音樂展演社團小彩排(週六社團) 

主要驗收項目： 

1、各社團學生練習狀況。 

2、時間長短。 

3、服裝討論。 

巧伶老師、伊薇老師、 

維蓮老師 

社團指導老師 

104/04/30 前置作業 音樂展演第一次彩排 巧伶老師、伊薇老師、維

蓮老師 

104/05/06 前置作業 展演海報&邀請函印製寄送 伊薇老師 

104/05/14 前置作業 音樂展演第二次彩排 

主要驗收項目： 

1、統整各項目，看各項目之間

的流暢度。 

2、測各表演時間。 

3、各項服裝確認。 

4、學生是否對曲目熟練。 

5、燈光、音響設備、配合。 

巧伶老師、伊薇老師、維

蓮老師 

社團指導老師 

104/05/19 前置作業 音樂展演第三次彩排 巧伶老師、伊薇老師、維

蓮老師 

104/05/22 前置作業 靜態佈展確認  

104/05/23 前置作業 表演設備最後確認 全體工作人員 

104/05/23 

15:30~17:00 

正式演出  全體工作人員 

 

十二、 本活動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悠揚樂聲中聽見希望   南慈中音樂祭譜幸福 

紀錄:黃千娟於 2015/05/26  PM 01:04 

 

    臺南慈中音樂祭活動於二十三日下午舉行，場外大雨滂沱，場內洋溢著表演

同學及與會嘉賓的熱情，現場有近五百名的聽眾蒞臨，為演出的同學帶來莫大的

鼓勵。 

     

    音樂祭為臺南慈中學生音樂表演活動的年度盛事，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年，本

次音樂會主題為「希望」，由六種樂器演奏出不同形式的情感，藉由樂聲讓聆賞

者聽見「希望」，盼望更美好的未來，並將愛與關懷傳播到社會。 

 

    「希望」音樂祭從半年前就開始籌備，由表演團體甄選開始，包括每一次的

排演練習，主辦單位與表演同學皆都用心在準備，希望能讓觀眾聽到最好的演

出。演出當天會場的佈置，節目單、邀請函、活動海報的設計，皆是校內師生的

巧思，一點一滴都能看到老師和學生的用心及創意。 

 

    音樂祭由太鼓校隊結合力與美的演出開始，整齊劃一的鼓聲，撼動全場，也

讓聽眾為其合作無間的默契動容；而小提琴與烏克麗麗用樂音歌頌生活中的各種

情感，博得熱烈掌聲；手語社與直笛校隊則以「人間有愛」、「讓愛傳出去」勾

勒一個充滿希望與愛的生命風景，最後長笛社的「快樂的出航」，希望引領聽眾

找到一個美好的目標，一個希望將美好帶給他人的態度。 

 

    高二感恩的劉宇恩同學是高中部直笛社的成員，於音樂祭中優雅而自信的演

出，讓人印象深刻。劉宇恩同學：「很開心有機會可以站在舞臺上表演，將平日

練習的成果展現出來！」 

 

    「希望」音樂祭在讚嘆聲中畫下句點，與會家長感恩學校用心的安排，讓孩

子得以在繁重的課業壓力之外，感受到不一樣的風景。「希望」音樂祭盼望美妙

的樂聲能夠將這份美好的幸福傳遞出去，歌頌希望，讓這個平凡的午後，更具意

義。 

 



 

藉由樂聲讓聆賞者聽見「希望」，盼望

更美好的未來，並將愛與關懷傳播到社

會。 

 

長笛社的劉宇恩同學很開心有機會能

夠將練習的成果展現出來。 

 

手語社同學演繹「人間有愛」傳佈善的

種子。 

 

與會家長感恩學校用心的安排，讓孩子

得以在繁重的課業壓力之外，感受到不

一樣的風景。 

撰文者：于珮婷 

圖:黃裕銘、許珉耀 

報  導：臺南慈中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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