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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屆 Yamaha 兒童創作曲
線上全國發表會JOC活動介紹

特別感謝
【JOC 特訓老師】傅文娟、鄧靜然、何芸燕、楊芷蘅、陳慈華

【JOC 特訓會場】直營中心教室、直營研研教室、琴絃社、鴻韻竹北教室、鴻韻科園教室、

KHS 五福教室、KHS 明誠教室

【音響】九太音響工程有限公司【攝影】北台傳播有限公司【器材搬運】豐證有限公司

【設計】薛偉成、呂麗卿 【印刷】秋雨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演出會場】東吳大學松怡廳

我與大地和聲，建築屬於我的音樂城堡。狗狗成為我的黑白鍵，兔子與鳥兒為我伴奏，我想讓大家聽見，那個屬於我夢想中的幻想曲。



關於 Yamaha 兒童創作曲發表會
Yamaha 兒童創作曲發表會（簡稱 JOC），是一個特殊且美好的音樂活

動，每年均邀請 16 歲以下的小朋友來參與這個音樂嘉年華。藉由各種樂器

以獨奏、合奏或歌唱的方式，將他們對世界的想像，及真實生活的點滴與體

驗，用感情譜成美麗音符，向所有人展現「真、善、美」的兒童世界。

從創辦至今已邁入 49 屆的 JOC，由小朋友自己的想像力來創作，也以

自己的方式演奏詮釋作品與感情，我們相信，經由兒童純真的心靈所創作的

音樂，是最能感動人的音樂。在這個活動中，大人從旁協助小朋友建造音樂

夢想的舞台，看著他們成長，期待著他們發光發亮，本著此理念，JOC 多

年來造就了許多真正的音樂家。

JOC 更是一個龐大的國際性活動，每年均會從各國的音樂小天使，挑

選出具民族或地域特色的曲子參加國際的大型發表會。因此本屆亦將從國內

眾多優秀的音樂作品，挑選出代表台灣的曲子，參加 Yamaha 集團舉辦的

Yamaha International Highlight Concert，藉著音樂顯示文化的多樣性，也

藉著音樂使人的距離更近更融洽。

今年 Yamaha 從全國許多位小創作者中，選出優秀的音樂小天使，於台

北東吳大學松怡廳舉行線上發表會，以音樂述說屬於兒童的生活與他們眼中

的世界。而為了傳播這些美麗的音樂，這些 JOC 小天使們不斷地練習，所

以請不要吝惜您的掌聲與讚美來為他們精彩的演出做一次熱烈見證！



  1 魚寶 -The Fish Castle     吳梓瑜 Electone 獨奏   陳雅敏

  2 遊樂園組曲           褚喬浚 鋼琴獨奏   陳盈里

  3 太空之旅           許善節 Electone 獨奏   溫馥竹

  4 企鵝派對           邱羽靚 鋼琴聯彈   張秀宜

  5 Let's Dance           高子涵 Electone 獨奏   方嘉慧

  6 我的西班牙幻想曲          郭孟澄 鋼琴獨奏   吳佳穎

  7 獨舞的少女           蔡智涓 合奏                  何慧柔

  8 絢麗的銀河系           黃鉬珊 Electone 獨奏   方嘉慧

曲  名             作曲者       演奏型態     指導老師

即興演奏

節目順序
Program

  9 出發                          蘇柏睿 鋼琴獨奏   葉怡湄

10 Star Fantasy           李佳家 Electone 獨奏   陳綺文

11 小松鼠的歷險           邱煥騰 鋼琴聯彈   許雅茹

12 窗外                          林荻霏 合奏                  溫馥竹

13 纏鬥                          陳育煊 Electone 獨奏   方嘉慧

14 夏日午後           翁晨語 鋼琴獨奏   陳盈里

15 風暴                          李旻哲 合奏                  邱如杏

演出者介紹
Performer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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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魚寶 -The Fish Castle 03 太空之旅

02 遊樂園組曲 04 企鵝派對

吳梓瑜 (6 歲 )

Electone

許善節 (7 歲 )

Electone

褚喬浚 (9 歲 )

鋼琴

邱羽靚 (10 歲 )

鋼琴（四手聯彈）

指導老師 陳雅敏

所屬教室 鴻韻科園

指導老師 溫馥竹

所屬教室 揚璽

指導老師 陳盈里

所屬教室 直營研研

指導老師 張秀宜

所屬教室 KHS 東寧

這首曲子描述一隻想念媽媽的魚寶，在大海中經歷奇

幻冒險的故事，從游上海面看著天空想念媽媽的心

情，到好不容易逃過漁夫捕撈，經歷驚險瞬間的驚慌

和恐懼。海流的變化讓故事出現了轉機，最後魚寶終

於找到自己的心靈城堡，依偎在媽媽身邊，一起游上

海面看著美好的夕陽。

我喜歡星星，也喜歡月亮，好希望有一天，可以開著

太空船，到外太空去探險，找尋我的星球樂園。

我一直很想要去遊樂園遊玩，但是因為疫情沒辦法如

願。我寫下對遊樂園的想念，曲子裡描寫了主題樂

園、鬼屋、旋轉咖啡杯、雲霄飛車和開心回家的情景。

希望帶給每一個人快樂遊玩的感覺。

同學跟我說：角落生物裡的白熊、企鵝、炸豬排、炸

蝦…都很可愛。我請爸爸買給我，發現裡面的企鵝最

可愛了！所以創作這首曲子時，我就想到那隻愛吃小

黃瓜的胖胖企鵝。胖胖的企鵝搖搖擺擺、左晃右晃，

開起派對、跳起舞來，那模樣真的太有趣了！我想像

著那畫面，把它譜成一首可愛的歌曲。

共同演出者 蘇暢妶 ( 鋼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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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Let's Dance 07 獨舞的少女

08 絢麗的銀河系06 我的西班牙幻想曲

高子涵 (12 歲 )

Electone

蔡智涓 (14 歲 )

Electone

黃鉬珊 (12 歲 )

Electone

郭孟澄 (11 歲 )

鋼琴

指導老師 方嘉慧

所屬教室 KHS 明誠

指導老師 何慧柔

所屬教室 琴絃社

指導老師 方嘉慧

所屬教室 KHS 五福

指導老師 吳佳穎

所屬教室 揚聲

隨著音樂聲的響起，我們知道畢業 Party 開始了！想

起過去在校園的點點滴滴、酸甜苦辣，我們一同趕報

告到昏天暗地，也一同為了努力得名的競賽，流下感

動的淚水。原來我們竟然一起走過了這麼多的年頭，

一起創造了這麼多的回憶！

熱情的我們隨著輕快的音樂，快樂自在的跳舞、旋轉

著，感染所有人隨之起舞。不管明天我們要如何面對

嶄新的開始，今晚就讓我們瘋狂的 Dance，眾聲高喊 

"Let's Dance !"

陽光透過樹葉打在森林裡，少女隨著早晨的曙光踮起

腳尖、旋轉、跳躍，她美妙的步伐喚醒了森林裡的動

物。這是一場人類與動物的狂歡。

在浩瀚的宇宙中，我覺得最美麗的是銀河系。「銀河

系」由無數顆閃爍璀璨的星星組成，若是能搭乘太空

梭去外太空欣賞炫麗奪目的星星在宇宙中漫舞就好

了！

某天我彈即興動機給老師聽，老師說有西班牙風味。 

一想到西班牙，我就想到了奔放的鬥牛士、熱情的佛

朗明哥舞、想像力爆發的建築，還有美味的 Tapas 和

海鮮燉飯。 讓我幻想可以馬上去西班牙旅遊，於是我

寫了這首歌。

共同演出者 陳祐萱 ( 鋼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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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出發

10 Star Fantasy

蘇柏睿 (9 歲 )

鋼琴

李佳家 (11 歲 )

Electone

指導老師 葉怡湄

所屬教室 鴻韻新竹

指導老師 陳綺文

所屬教室 KHS 復興

柏睿是汽車迷、火車通，他最大的願望是能搭乘他喜

歡的交通工具，到處去遊玩。「出發」這首曲子，就

是以這個理念為發想，在和家人一起旅行的過程中，

除了有輕鬆愜意的感覺，有時也會遇到令人驚喜的意

外，無論如何，總是讓人回味無窮啊！

星星在浩瀚的宇宙中閃耀著，我仰望星空，一顆一顆

星星都在對我眨眨眼。我伸出手拉著它們一起跳舞，

伴隨美妙的旋律，豐富了整個夜空。

關於即興演奏
About Improvisation

所謂的即興演奏，是將當下所感立即以聲音呈現。許多場合是指給予演

奏者一個課題（動機或主題），再使用各自擔任的樂器，現場彙整成一首曲

子加以演奏。

追溯西洋音樂的歷史，許多音樂家會在音樂會換場的時候進行即興演

奏。例如：貝多芬或李斯特……等等著名的大作曲家，他們同時也是即興演

奏的名家而廣為人知。另一方面，在流行音樂領域，代表性的爵士樂演奏

方式就是許多現場即興演奏的表現，成為展現該音樂家個性或實力的重要要

素。

Yamaha 音樂教室以綜合性的音樂學習和創造性的音樂表現為目標。自

行創作樂曲或即興演奏，正可說是其象徵的創造性音樂表現。

能將內心的感觸自由地以聲音表現出來，是 Yamaha 所重視，也在這樣

一貫性的課程基礎下施行音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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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松鼠的歷險 13 纏鬥

12 窗外

邱煥騰 (10 歲 )

鋼琴（四手聯彈）

陳育煊 (12 歲 )

Electone

林荻霏 (9 歲 )

鋼琴

指導老師 許雅茹

所屬教室 韋音

指導老師 方嘉慧

所屬教室 KHS 明誠

指導老師 溫馥竹

所屬教室 揚璽

小松鼠在河邊撿著松果，突然狐狸出現了 !! 小松鼠

嚇得丟下松果急忙逃走，一不小心腳滑跌進河裡，毛

絨絨的大尾巴讓小松鼠浮了起來，牠在河裡漂著、游

著，也躲著好奇的魚群，直到狐狸離開牠才上岸，哎

呀 ~ 全身都濕透啦！幸好松果都還在，還是帶回樹洞

裡再享用吧！

我佇立在東北角岸邊，觀賞浪濤一遍遍拍打岸邊礁

岩，靜心觀察，赫然發現在浪潮下洶猛暗流也正一次

次的侵蝕著礁岩。潮來潮退，經年累月，礁岩越是堅

毅不屈、挺立不墜，越是與大自然之力纏鬥，越能看

見自身的本質與特性，最終成為獨一無二且令人讚嘆

的綺麗奇石。 如同人生，每一次的選擇都必須與它進

行纏鬥，結果可能勝出，可能落敗，可能難分軒輊。

不論如何，人生透過不斷的纏鬥與歷練，可以發現自

己真正的底蘊，涵養生命，進而看見光輝，發光發熱。

窗外有藍天，有白雲，蝴蝶在花叢中輕快的飛舞。突

然下起一陣大雷雨，雨滴也在石頭上開心的跳舞。雨

停了，天空出現彩虹，又是一幅美景。

共同演出者 張育韶 ( 鋼琴 )

共同演出者 許善節 (Elec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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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風暴
李旻哲 (13 歲 )

Electone

指導老師 邱如杏

所屬教室 東欣

夜色低垂，戰場上悄然無聲，敵對的雙方磨刀霍霍等

著給對方致命一擊。戰爭一觸即發，士兵們拿著各自

的武器衝了出去，以死相搏。炮火四射，震耳欲聾，

場面十分震撼。

共同演出者 鄭君懿 (Electone)

14 夏日午後
翁晨語 (11 歲 )

鋼琴

指導老師 陳盈里

所屬教室 直營研研

夏天的快樂有好幾種，我最喜歡在夏日的午後聽著音

樂，愜意的吃著冰淇淋，沉醉在我最愛的小說裡；或

是外出散步，趴在綠茵的草地上接受陽光的洗禮，享

受著涼爽微風輕拂肌膚的感覺，悠閒的打瞌睡、做白

日夢……。你最愛在夏天裡做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