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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補助辦理第六屆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結案報告書 

 

團體名稱：馬蘭榮家附設慎修養護中心 

電    話：089-233513   

地    址：臺東市南榮里更生路 1010 號  

提案名稱: 因為有你 讓愛轉動  

專案聯絡人：李玉美 

台新輔導志工: 王怡琁 

一、 前言 

慎修養護中心於94年1月由台北永和復康醫院響應政府ROT政策，接手經營管理，並 

於94年6月底完成內政部立案。經評估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度以上，年齡18歲以上，65歲以下，

具有低收入身份，提供住宿教養、生活自理、技藝陶治、醫療復健全日型住宿。 

 透過幾近失傳的阿美族傳統樂器竹鐘、竹鼓、排笛等，生動獨特的演奏方式來打撃、吹 

奏樂器，而服務對象學習需要的時間比一般人更久，他們的堅持與鼓勵卻感動你我。而本中

心截至105.11月底，安置181位服務對象，中途致障者129位，佔總人數71.2%，中途致障者的

生理功能在短時間內突然喪失，其心理層面所遭受到的打擊遠超過一般負荷，此時的障礙者

心靈最為脆弱，心理、精神雙重壓力，在復康之路，透過VAVI樂團的成立，音樂的療癒，協

助其生活重建。 

    2 年來藉由台新銀行公益平台基金會的協助下，VAVI 樂團走出機構，至社褔機構、社區、 

學校、表演分享生命歷程，提升自信心，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撫慰同儕受創的心靈、帶給 

城市更多的歡笑聲及文化傳承，成為社會有貢獻的一份子。 

二、提案名稱: 因為有你 讓愛轉動 

三、提案目標 

  1.有計畫的運用打撃樂器來幫助中途致障者，達到治療、復健、教育、訓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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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讓身心障礙者重新走入社區，透過表演與社區結合，促進民眾的了解與接納，同時能有 

    機會展現自我的才能，建構一個能接納與尊重身心障礙者的社會環境。 

  3.進入校園表演及分享如何從人生逆境中，努力奮鬥向上的歷程，以實際行動鼓舞並激勵 

    在場的高關懷學生。 

  4.協助成為表演團體。 

四、提案內容 
     1.持續 VAVI 樂團，進行阿美族傳統樂器課程。 

      2.聘請旮亙樂團專業老師指導教授，竹鐘、竹鼓、排笛..等樂器的打撃合奏等課程。 

     3.舉辦 VAVI 樂團表演。 

五、實施期程： 

105年01月01日至105年12月13日。 

每週二、四上午09:30至11:00(如遇表演時，練習時間彈性調整)。 

六、實施完成期程  

(一)預計完成期程 

起 迄 日 內      容 

2016/01/01~2016/01/10 1.成立『因為有你 讓愛轉動』打撃成長工作坊                                     

2.添購樂器 

2016/01/11~2016/11/30 1.『因為有你 讓愛轉動』打擊樂器成長工作坊執行(含 6

場次成果, 平均兩個月舉辦一次) 

2.立案表演團體 

(二)實際執行完成期程 

起 迄 日 內      容 

2016/01/01~2016/01/10 1.成立『因為有你 讓愛轉動』打撃成長工作坊                           

2.添購樂器 

2016/01/11~2016/12/13 1.『因為有你 讓愛轉動』打擊樂器成長工作坊執行(含 6

場次成果, 平均兩個月舉辦一次) 

2.立案表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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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執行費用規劃： 

(一) 預計暨執行費用 

 



4 
 

八、活動效益 

(一)服務人次： 

     辦理 1梯次樂器打擊成長工作坊活動，活動辦理 96次，每次進行 1.5 

 小時(遇表演調性調整練習時間)，服務量目標為 12位住民，服務人次 960 人 

  次。有計畫的運用音樂來幫助中途致障者，達到治療、復健、教育、訓練的 

目的。 

 (二) 愛的力量-因為有你 讓愛轉動成果發表:  

    105.01.01~105.12.17 計發表 12 次成果發表，累計受益人數 2,396 人。 

場次 日期 主題 主辦單位 地點 
受益人

數 

1 105.01.19 公東高工學生寒冬送暖活動 慎修養護中心 慎修養護中心 120 

2 105.02.15 
105 年 VAVI 樂團『因為有你 讓愛

轉動』感恩之旅-東女  
台東女中 台東女中 600 

2 105.02.15 VAVI 樂團-社區適應 慎修養護中心 

池上鄉農會四

季花海、初鹿

牧場  

10 

3 105.04.01 
臺東縣 105 年度社會工作人員績優

表揚活動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 170 

4 105.05.27 台新銀行公益基金會天使團來訪 慎修養護中心 慎修養護中心 6 

5 105.06.29 台東活力秀 台東縣衛生局 
台東縣文化演

藝廳 
500 

6 105.08.05 
105 年 VAVI 樂團『因為有你 讓愛

轉動』感恩之旅-長青 
長青養護中心 長青養護中心 50 

6 105.08.05 
105 年 VAVI 樂團『因為有你 讓愛

轉動』感恩之旅 
迦南養護中心 迦南養護中心 30 

8 105.08.17 
【歡欣鼓舞、築夢、圓夢 】 年度公

益展演-台南鼓樂團&VAVI 樂團 
慎修養護中心 慎修養護中心 150 

9 105.11.05 
第八屆全國心智障礙才藝大賽東區

初賽 
台東縣智障協會 寶桑國小 450 

10 105.11.26 台東縣身心障礙園遊會義演 
台東縣身心障礙保

護協會 
體育場 50 

11 105.11.27 台新志工偕同爽爽貓 快閃募票 

台新銀行公益基金

會&台東縣政府社

會處 

台東火車站 140 

12 105.12.17 105 年寒冬送暖 台東青商會 岩灣客棧 120 

  合計       2,396 

合計 12 場次受益人數 2,39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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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執行狀況分析 

    100％以上同意打擊合奏音樂活動對中途致障之生活品質之效益，在增進自我成就感、創

造力、肯定自己能力的正向特質、結交到新朋友以及運動等因素皆有顯著的進步。 

十、成效檢討與建議 

一、對機構檢討 

（一）打擊合奏音樂活動實施之內容 

  活動內容設計均以打擊竹鐘、吹奏排笛 2種輪流練習與合奏，在內容變化及樂器選項 

  較不足。 

（二）打擊合奏音樂活動之未來 

 打擊合奏音樂活動，可提升機構服務生活品質，學員均表示期望有機會持續參與， 

 成立樂團，走出機構至社區……等，輔導考取街頭藝人證照。成為回饋社會的一份子。 

二、對機構的建議 

（一）個別化服務計畫中增列打擊合奏音樂活動 

建議機構針對不同需求之服務對象，設計一系列打擊合奏音樂活動，將音樂活動納入服

務對象 ISP 計畫執行方式之一，使服務對象能藉由打擊合奏音樂活動之參與，逹成欲改善之

行為目標。 

(二)社團教學與班級教學相互配合進行 

因音樂活動每次僅 1.5 小時一週兩次，因學員對打擊合奏音樂活動之參與，雖然日益主

動與積極，成員的生活品質提升，其實施時間過於短暫，以致影響力有限，若能除了社團之

音樂活動實施外，成立音樂班，讓更多的中途致障者服務對象能參與，進而增進其機構服務

生活品質，成為機構特色。 

(三) 打擊合奏音樂活動加入音樂的元素 

課程設計尚可加入阿美族傳統打擊樂、管弦樂樂器，如：鼻笛、排笛、口笛、口簧、弓

琴等，演奏加上演唱、阿美族複音歌謠吟展現阿美族傳統音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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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動照片 

     
第六屆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感謝所有的天使協助投下珍貴的一票，讓 VAVI 樂團再度獲回饋社會的機

會…………………….. 

  
聘請旮亙樂團專業老師席乃罕 達邦老師、楊美玲 2位老師指導教授，阿美族近失傳的竹鐘、

竹鼓、排笛..等樂器的打撃合奏等課程。學員懷著感恩的心，高與的學習。(105.01~105.12.13) 

  
公東高工學生特地親自做圍巾贈送住民，VAVI 樂團代表住民合奏樂曲回饋學生，並現場與學

生以鼓交友(10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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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至台東女中開學典禮演奏，學員優美的璇律感動現場學生(105.02.05) 

  
獲邀參加臺東縣 105 年度社會工作人員績優

表揚活動，感謝大家的協助，讓在場社工與長

官瞭解，只要給予機會，人生是可以翻轉的。 

社區適應-池上鄉農會四季花海、初鹿牧場

(105.02.15) 

  

台新銀行公益基金會天使團關懷(105.05.27) 珍惜每一次的上台機會，在後台彼此鼓勵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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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成功走進台東縣演藝廳表演，獲得如雷掌聲。(105.06.29) 

VAVI 樂團-文化之旅:團員在解說員帶領下感動的觀賞祖先的文物 

(地點:史前博物館 105.06.29) 

 
 

颱風重創台東，團員穿著由善心人士提供的團

服，重新出發至社褔機構義演關懷，陪同長者

過父親節。長青護中心長者歡度父親節。  

105 年 VAVI 樂團『因為有你 讓愛轉動』感恩之

旅-與迦南養護中心長者歡度父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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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台南鼓樂團至中心表演，精湛的鼓聲震撼了現場，同時也激勵 VAVI 樂團。(105.08.17) 

      

努力獲得社會大眾的肯定，經評選獲選 105 年度最佳方案獎。學員們心情緊張，由社工陪同

走上紅地毯，接受縣長親自頒發。 

    

VAVI 樂團為自己走上街頭表演感動現場的民眾，投入珍貴的票，支持台東 10 個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