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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樂·覽頭城」 

頭城喚醒堂 122 週年人文藝術音樂會 

暨頭城文化走讀活動 

 

活動企劃書 

 

 

 

 

 

 

 

 

 

 

 

主辦單位：就正書軒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國立宜蘭大學學務處 

承辦單位：國立宜蘭大學跨‧國‧趣國際交流社、噶瑪蘭資訊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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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目的： 

    就正書軒文化基金會們秉持「喚醒堂」傳道、授業、解惑及教化人心之本質，

期待能透過優質音樂會來散播「善」的種子，而藉此活動，為了讓外籍學生認識開

蘭第一城頭城的文化，促進文化交流，本校跨‧國‧趣國際交流社將接待外籍學生，藉

由具國際經驗的志工個人化的接待與跨文化互動介紹頭城文化。 

二、 活動時間：106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13：00~22：00 

三、 活動地點：頭城喚醒堂、頭城老街 

四、 參與對象：全國各大專院校之外籍生計 10 名。 

五、 報名方式：報名截止日期為 106 年 6 月 23 日(五)止，請填妥附件之報名表，寄至

ihli@niu.edu.tw。 

六、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13:00-13:20 報到集合 頭城火車站 

13:30-15:00 蘭陽博物館(暫定) 蘭陽博物館 

15:00-17:30 頭城老街走讀 頭城老街 

17:30-18:30 用餐  

18:30-19:00 休息片刻  

19:00-22:00 《詩與樂・紅珠簾》 音樂會 盧纘祥故宅前池塘 

22:00 賦歸  

 

mailto:寄至ihli@niu.edu.tw
mailto:寄至ihli@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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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報名表 

活動名稱 「樂·覽頭城」 

姓名  

學校  

聯絡電話  

E-mail  

護照號碼(辦理保險用)  

出生年月日(辦理保險用)  

搭乘之交通工具 □ 火車    □ 客運  □ 自行前往火車站 

膳食習慣 □ 一般      □ 素食 

備註 
 活動報名截止日期為 106 年 6 月 23 日(五)止 

 本活動為免費參加(含活動中之晚餐、保險費用) 

 報名表填妥後 E-mail:ihli@niu.edu.tw 

 聯繫方式  

李怡嬅 聯絡電話:03-9357400 轉 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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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7 喚醒堂 122 週年慶人文藝術音樂會系列活動 

 

延伸有聲創作系列音樂會《詩與樂・紅珠簾》 

及 

音樂家徐崇育 Vincent Hsu《爵士狂潮》 

 

一、 主旨 

    繼 2015 年「時空的交錯」-迎恩主聖典音樂盛宴活動，及 2016 年「信使歸來」

扶鸞人文藝術音樂會，引很大起迴響，多數人期待今年音樂會，是否會帶來更不一樣

音樂意涵與視覺感受。 

    今年是就正書軒文化基金會於頭城喚醒堂王恩主誕辰舉辦人文藝術音樂會的第三

年，也是舉辦系列音樂會計畫的最後一年，我們秉持「喚醒堂」傳道、授業、解惑及

教化人心之本質，期待能透過優質音樂會來散播「善」的種子。 

 

二、 音樂會主題： 

延伸有聲創作系列音樂會《詩與樂・紅珠簾》及《爵士狂潮》 

 

三、 音樂會意涵： 

「緣、源、圓、緣」 

「緣啟」：緣起於 2015年頭城喚醒堂迎回保存於中央研究院的聖典「援溺慈帆」的

同時，我們期待能藉由優質音樂會的感染，來啟迪隱藏於人們心中的「善」

種子。 

「源泉」：我們期待這一場最後、最重要的音樂會能喚醒人們對於「飲水思源」、「追

本溯源」和「正本清源」等意涵的省思與重視。 

「圓滿」：今年是基金會連辦三年優質音樂會任務的第三年，也是最後、最重要的一

次，我們期待參與的聽眾們，能協助我們把「善」種子不斷散播出去，用

正能量去影響他們周遭的人們，幫助我們圓滿地完成這項任務。 

「緣續」：我們期待音樂會能引起人們共鳴與反響，更期待有更多更有心、更有能力

的社會賢達，能站出來舉辦更優質的音樂會來撫慰、引導人心走向善良與

慈悲。 

 

四、 音樂會之選址： 

 

1. 盧纘祥故宅前池塘：(7/8 《詩與樂・紅珠簾》音樂會) 

A. 「 源 」— 飲水思源 

追念離世一甲子的先賢  —  盧纘祥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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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名縣長，一代大詩人」 

1957 年時任副總統的陳誠先生於盧纘祥公出殯日親臨致祭，並題此聯

悼輓。 

纘祥公不僅是一位名縣長、大詩人，更是一位儒商、一位儒俠。頭城鄉

里無一不受惠於斯，且其對宜蘭的貢獻，更非僅於頭城一隅之地。 

在公共事務的參與方面，纘祥公倡議設縣、建校育才（捐地捐錢）、造林

保育、推行土改，縣長任內更捐地五十甲設立救濟院。 

在人文事務的參與方面，其發行詩報、組織吟社、復辦搶孤、纂修縣志。 

而其文人的嶙峋風骨，則更體現於其不戀棧權位上面，在一屆縣長任滿

後未再連任，於卸任時賦《歸田留別》詩云：「存拙於今願已酬，前塵回憶思

悠悠；三年有幸蒙青眼，一事無成感白頭。聚散渾如雲出岫，臨流端賴雨司

舟；不須折柳依依別，附驥遠期復九州」。 

纘祥公乃吳祥煇公的漢學弟子，每自台北州議會開完會返抵頭城時，必

先至就正軒書院向先生請安問候後，方才返家，其尊師重道的典範適足以為

我輩崇敬傚法。 

適逢今年為纘祥公離世一甲子，謹此以懷念先賢之文人風範，感念先輩

之無私奉獻，並以為景仰之典範。 

 

B. 「 源 」— 追本溯源 

 

    盧纘祥故宅前的水塘，塘中建有四方形雙島，島上各建有涼亭一座，有

橋相連島間與水岸。 

    纘祥公在世時，常召集文人雅士與登瀛吟社同好於宅前池塘，或泛舟於

池上吟風頌雅，或作詩賦詞於亭中。 

    對於頭城而言，宅前的池塘不應僅是一窪縣定古蹟。它見證了整個頭圍

人文的璀璨與衰落，也述說著人心、人性如何隨著年歲更迭與時代變遷而離

棄本質、遺忘初衷。 

    至此，由不得想起柯慶明教授在一本贈友人書上的題詞：古典止禮；現

代見情。 

    只要池塘依舊存在，纘祥公的文人典範依舊不滅，頭圍的人文泉源依舊

會如池內的湧泉，無法被填埋。 

 

註：「頭圍」，頭城鎮的古稱。是蘭陽平原開發的起始點，也是蘭陽人文

的發源地。頭城的古建築目前雖然留存不多，且或有改建者，或有

因恐被列為古蹟而人為破壞，但夤夜漫步於頭城老街，仍尚能感受

到一絲幽幽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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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頭城喚醒堂宣講台：(7/9 《爵士狂潮》音樂會) 

A. 「 源 」— 飲水思源 

 

7/9(農曆 6/16)乃喚醒堂王恩主的壽誕，我輩承恩主(註)之教化，特以各

項文化藝術活動，崇敬恩主。 

頭城喚醒堂，集私塾、社會救濟與社會教育功能於一身。以人

授業，以神教化。  

 

註：「恩主」之稱，乃指授業恩師之意。其堂生的正式稱呼為「沐恩生」。 

 

B. 「 源 」— 追本溯源 

 

頭城喚醒堂成立於一八九五年，全台鸞堂祖廟頭城喚醒堂，集

私塾、社會救濟與社會教育功能於一身。日本治台初期，地方人心

惶惶，頭城教育家吳祥煇 (春麟 )乃將其位於頭城太陽庄的書齋改設為

喚醒堂，創辦鸞堂，開設就正軒書院，創辦登瀛吟社，倡議戒鴉片，

在安定民心上，發揮相當影響力。  

日治時期仍教授漢學，是縣內重要鸞堂，堂內奉祀「王恩主」，

又被稱為恩主公廟，兼具書塾及信仰中心多重角色，從清朝時期創

立後，培育出宜蘭 2 個縣長與 5 個鎮長，首任民選縣長盧纘祥、前

縣長林才添，曾是頭城喚醒堂門生。  

喚醒堂在鸞堂信仰中地位極高，臺北覺修宮、淡水行忠堂、三芝智成堂、

新竹勸化堂、苗栗感化堂，甚至著名廟宇「木柵指南宮」與「臺北行天宮」…

等，皆由喚醒堂分香而來。 

 

 

五、 活動內容： 

1. 《詩與樂・紅珠簾》 音樂會 

 地點：盧纘祥故宅前池塘，宜蘭縣頭城鎮和平街 139號 

 時間：2017年 7月 8日 19:00 

 內容： 

    受宜蘭頭城喚醒堂之邀，委託「延伸有聲空間」策劃創作的音樂會，延續喚

醒堂舉辦祝壽音樂會的傳統，但以國樂、流行、爵士、詩創作全新的現代作品。 

    推廣詩與樂仍將是我們今年的主題。此次音樂會的演奏風格，除了國樂的演

奏之外，並邀請電音金音創作獎得主——「師子吼」二人樂團：編曲章世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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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吳羽軒 J.Wu挑起重任，除了保有原金音創作獎風格外，此㳄演出將融入現場

國樂團一齊共襄盛舉。 

 邀請演出人員： 

作曲編曲：林少英 

詩人——向陽、李敏勇、張芳慈 

國樂團客席指揮：陳俊憲 

掦琴、打撃指導：林雅雪 

琵琶指導：王琇媜 

嗩吶、管子：崔洲順 

低音提琴：徐崇育 

電音合成器：章世和 

Programer：黃浩倫 

國樂團：宜蘭高商國樂團 

合唱指揮：金照美 

合唱團：蘭雨老友會合唱團 

小朋友詩歌：頭城國小 

「師子吼」二人樂團：編曲章世和、主唱吳羽軒 

客語由金曲歌手羅思容 

宜蘭文史演說：莊文生 

舞台統籌：顏尚亭 

音響：捷越音響 

舞台：宏銘舞台 

 

2. 《爵士狂潮》音樂會—徐崇育爵士五重奏 

 地點：頭城喚醒堂宣講台，宜蘭縣頭城鎮纘祥路 39號 

 時間：2017年 7月 9日 19:00 

 內容： 

    2017年 7月 9日，傳統喚醒堂王恩主壽誕當日，再邀請「霧社交響詩」主奏

Double Bass音樂家徐崇育Vincent Hsu盡情揮灑他心中的“爵士狂潮”。徐崇育

六月從紐約回台後，即將帶著他的朋友們來到宜蘭頭城，在喚醒堂演出一場精彩的

爵士，帶給聽眾們真正的爵士意涵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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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演出之外，這次更期許年輕及熱愛創作演奏者都有機會展現新的理念，放

手去玩音樂，我們相信只有如此才能提升台灣音樂創作，讓演出者落實他們心中充

滿意念的作品。 

 邀請演出人員： 

低音提琴：徐崇育 

次中音薩克斯風：謝明諺 

吉他：李仕鈞  

鋼琴：林政憲  

爵士鼓：Cody Byassee 

3. 莊文生說故事 

 地點：頭城北門福德祠 

 時間：2017年 7月 8日 15:00 

 

4. 詩人向陽分享會 

 地點：頭城李榮春文學館 

 時間：2017年 7月 8日 16:00 

 

5. 吳政安及小朋友寫詩、唱詩 

 地點：頭城盧宅前大榕樹下 

 時間：2017年 7月 8日 18:00 

 

6. 楊晉平頭城鸞堂文化巡禮 

 地點：頭城喚醒堂、慶安堂 

 時間：2017年 7月 9日 10:00 

 

7. 青年樂團音樂演出 

 地點：頭城喚醒堂宣講台 

 時間：2017年 7月 8日 15:00 

欲了解相關活動，請連結至

https://m.facebook.com/yanshenstudio/photos/a.2002296206760133.107374

1833.1780067032316386/2002296220093465/?typ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