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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音樂會上，看到全台各地的學子們站上
舞台，表現自己、成全他人的模樣，總讓人忍不住為他們喝采；而回
首那些成長的過程，也使我不斷勾起青春的回憶。能夠有這些成
果，實有賴於一群在背後付出的教師，長期陪伴孩子們，一步一腳印
走出自己的路。

2014年，這一群與「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教學相長的老師們，組成
了「JUT傑優教師打擊樂團」。每位JUT傑優教師，在專心投入教學領
域前，都曾擔任過一團或二團團員，擁有身經百戰的舞台經驗。為能
有持續累積演奏技藝的機會，並且分享自身所熱愛的打擊樂，JUT
傑優教師們在忙碌的教學工作中，主動投入團練與音樂會籌備事
務，即使疫情的影響使排練更加不易，但JUT傑優教師們仍願意為
了共同的目標努力。我相信，這樣的自我挑戰和要求，也會為學生們
帶來正向的影響。

在此向「JUT傑優教師打擊樂團」致意，並祝福《搖擺青春》音樂會演
出成功！

ARTISTIC DIRECTOR’S WORD

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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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樓
High Rise

約翰．保羅．查普曼
John Paul Chapman

作曲

1

Written to depi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kyscraper, High Rise by John Paul Chapman 
uses elements of blues, jazz, & contemporary classical music to invoke an urban imag-
ery. In addition to standard percussion instruments like marimba, timpani, toms, & 
vibraphone, this piece includes a host of “found” percussion instruments like glass 
plates, metal pipes, wine glasses, and brake drums.
Each performer in this advanced 8-player ensemble has a multipercussion setup com-
prised of a pitched mallet instrument along with a variety of non-pitched percussion 
instruments. High Rise is a whirlwind of a piece, guaranteed to engage performers as 
well as listeners.

約翰・保羅・查普曼的〈高樓〉在描繪摩天大樓的建造，使用藍調、爵士樂和當
代古典音樂的元素來喚起城市意象。除了常見的打擊樂器，如馬林巴、定音
鼓、中音鼓和鐵琴，這件作品還包括許多生活打擊樂器，如常見的餐具磁盤、
金屬鐵盤、酒瓶…等。〈高樓〉就像一陣旋風，是一首相當精彩的樂曲，保證讓
表演者和聽眾大呼過癮！

約翰‧保羅‧查普曼在密蘇里州威拉德學院擔任打擊樂

研究主任，擁有15年的教育經驗。他擁有密蘇里州立大學

作曲專業的音樂學士學位，師從 John Prescott 博士。十

多年來，他為密蘇里州、俄克拉荷馬州和佛羅里達州的眾

多行進樂隊、管樂隊以及打擊樂合奏創作了多首作品。他

是一位多產的作曲家和多軌錄音藝術家，將聲音學和電子

元素注入作品之中，創作了許多富有遠見的原創音樂。 



艾曼紐．賽瓊奈
Emmanuel Séjourné

作曲

Losa is a lively, uptempo duet for vibraphone and marimba, influenced greatly by 
Spanish Flamenco music. The syncopated dance-like rhythms create a nice flow 
between unison and solo sections. The addition of Spanish percussion instruments in 
the solo sections gives the piece a great feel and contributes nicely to the Flamenco 
style of music. 

LOSA

2
羅薩

〈羅薩〉是一首強烈、快節奏的鐵琴和馬林巴二重奏，深受西班牙佛朗明哥音

樂的影響。切分音符如同舞蹈般的節奏，在齊奏和獨奏之間創造了良好的流

動。 今天的版本演奏家在樂器的部分添加了具代表性的西班牙打擊樂器「木

箱鼓」，使該作品在聲響上更為豐富，給人明亮愉悅的感覺，為佛朗明哥音樂

風格做出很好的詮釋。

艾曼紐‧賽瓊奈為法國知名作曲家及打擊樂手。樂風受到西

方古典傳統及流行文化(爵士、搖滾及歐洲以外世界音樂)影

響，極富韻律性及浪漫元素，活力十足。作品每年在數十個國

家演出，為名古屋愛樂交響樂團、大阪愛樂交響樂團、多倫多

交響樂團、克羅埃西亞國家廣電交響樂團、盧森堡愛樂交響

樂團及瑞士義大利管弦樂團等世界知名樂團的固定表演曲

目。和薩克斯風名家菲利普‧蓋斯成立Noco Music樂

團 ，曾 獲 歐 洲 視 聽 大 獎 肯 定 。 至 今 仍 以 獨 奏 或 A c c r o -

che-Note樂團一員的身份，於世界各地巡迴演出，並首演過

上百首協奏曲、室內樂及獨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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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History of Man

我們的使命

In the History of Man by Ben Wahlund is a duet for drum set and marimba. Intended 
for a recital/concert setting, this duet takes the performerson a journey through 
many different styles and musical ideas (a mus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fferent 
things man has encountered throughout time).This is a technically difficult piece to 
play and find the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the marimba and drum set (which has a ten-
dency to overpower other instruments), requiring two experienced percussionists.

這首曲子是一首由爵士鼓與馬林巴木琴演繹的二重奏，以現代的綜合樂器

編制概念賦予了打擊樂器嶄新的樣貌。二重奏的演奏需要爵士鼓與馬林巴

木琴在全然平衡狀態下的完美發揮，意即演奏者使用演奏爵士鐵琴般的技

巧風格再重新詮釋馬林巴木琴，同時，爵士鼓呈現在綜合樂器編制中，這樣

新穎的結合，跳脱了以往套鼓編制下的演奏型式，讓音樂元素更加精煉且出

色，締造出更為合諧且愉悦的聽覺享受。這樣的創造如同在時代印證下的挑

戰，對於人類在自我觀照中所面臨的突破，都必須經歷一條險阻重重的漫長

路程，儘管如此，開創者面對層層困難的堆疊，仍堅持突破。終也成就鼓舞人

心的蛻變。〈我們的使命〉，在一年一度的Qusy Percussion Duo作曲獎第一

屆比賽當中為美國作曲家班‧瓦倫赢得了第一名的殊榮。

班‧瓦倫是一位作曲家、演奏家及音樂教育學者。他擁有北達科他州俾斯麥聖母大學的

初等、中等音樂教育和打擊樂學士學位，也擁有音樂理論與作曲的碩士學位，並獲得北伊

利諾州大學所頒發的打擊樂證書。曾赢得了兩座Golden Apple Awards 傑出教育獎，以

及Disney Excellence的教育獎提名，是一位優秀的音樂教育者。目前是威斯康辛州柏

屈克里克音樂中心裡的常駐演奏家及客座講師。他不僅曾在美國及歐洲巡迴演出，他的

作品更曾在美國、加拿大、德國、西班牙、波蘭、日本及法國等國家演出。

班．瓦倫
Ben Wahlund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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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sh and Bone

血肉之軀

Rick Dior's Flesh and Bone takes its name from the two soloists featured in the work. 
The first soloist plays their instruments uses their hands (as in flesh) and the second 
soloist plays with sticks (as in bones) to produce sound. These two soloists are accom-
panied by a six piece mallet ensemble including four marimbas, a vibraphone, glock-
enspiel and crotales. In addition to African rhythms used throughout the piece, the 
musical material of Flesh and Bone uses complex compound time signatures, running 
melodic lines, and driving unison statements to make one cohesive and lasting musical 
impression!

〈血肉之軀〉曲名的靈感來自於其中的兩位獨奏者。第一個獨奏者使用手（如
在肉中）演奏他們的樂器，而第二個獨奏者用棍棒（如在骨頭中）演奏以產生
聲音。 並伴隨著六個鍵盤樂器，包括四台馬林巴、一台鐵琴、鐘琴和鐃鈸。整
首作品中除了使用極具特色的非洲節奏外，〈血肉之軀〉還運用了複節奏搭
配流暢的旋律線，營造出一種連貫而持久的音樂印象！

里克‧迪奧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畢業於曼哈頓音樂學院，師從定

音鼓手 Fred Hinger 、爵士作曲家 Bob Mintzer，和著名的爵士

鼓手Joe Morello。里克曾與許多音樂流派的優秀藝術家合作，並

擁有豐富的管弦打擊樂背景，自 1990 年以來一直擔任夏洛特交響

樂團、夏洛特芭蕾舞團和卡羅萊納歌劇院的首席打擊樂手和定音

鼓手，並和劇院進行數十場百老匯巡迴演出。他同時也是一位非常

活躍的教育家，自 2001 年以來一直擔任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分

校的打擊樂講師，並經營個人教學工作室。作為作曲家，他為打擊

樂團、管弦樂團和爵士樂團創作了許多作品。 2018 年受英國國家

青年管弦樂團巡演委託編排他的作品《科幻小說》。

里克．迪奧
Rick Dior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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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談
Table Talk

Table Talk was commissioned by Arx Duo in 2016 with the goal of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percussion "4-hands." Taking the idea of piano 4-hand music and applying it to a shared 
percussion set-up, I was inspired to make one more parallel to a technique common to 
modern piano repertoire, that of "preparing" the instrument. Composed at the Avaloch 
Farm Music Institute, this piece for prepared vibraphone evolved as an attempt to stretch 
the idea of what a vibraphone could sound like, from exploiting the subtle timbral shifts of 
a single note to masking its identity completel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s of other items 
placed on top of it.

〈桌談〉為艾利斯在 2016 年受到 Arx 二重奏（Arx Duo）的委託創作，此曲
使用了所有材質類型的打擊樂器及物品，包括鍵盤樂器、金屬類、木質類、皮
革類和塑膠類。本首作品是作曲家的第一首純打擊樂室內樂曲。從樂器編制
上來看，可以看出此首作品屬於較新興創作。作曲家將預置鋼琴的創作手法
使用在鐵琴上，將鐵琴上的某些位置放置了讓人意想不到的各類物品以便
在演奏鐵琴的同時也能敲擊其他物品使鐵琴成為一個能創造多種音色的混
合樂器。除了新穎的創作手法與樂器編制外，在樂曲的不同段落之間作曲家
都加入了大量的 4 對 3 節奏模式。而在不同的速度變化之下，時而激進時而
沉穩的音樂就像是雙方對談，互相交流對話般便可以從中理解為何作曲家
以標題〈桌談〉來命名此首作品。



作曲家 艾利斯・溫伯格出生於 1988 年。其創作以「狂熱而又凝

聚力的音樂語言」和「富有重量的情感緯度」而備受讚譽。艾利

斯發現合作對他來說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因此他經常

透過與作家、舞者和視覺藝術家等的不同領域的藝術跨界合作

中得到靈感。艾利斯・溫伯格獲得普林斯頓大學作曲博士學位；

柯蒂斯音樂學院藝術家文憑；曼哈頓音樂學院作曲碩士學位；

范德比爾特大學作曲與理論學士學位。艾利斯的作品也被許多

知名的藝術家和樂團演奏過，包括了 Eight Blackbird 創意團

隊、SoPercussion、yMusic 和 Aizuri 四重奏，以及明尼蘇達

管弦樂團、聖地牙哥交響樂團、路易斯維爾管弦樂團和新澤西

樂團交響樂團。他的作品也獲得了美國室內樂、邊緣藝術和賓

夕法尼亞芭蕾舞團、巴恩斯基金會和柯蒂斯音樂學院的委託創

作和獎項。

艾利斯．溫伯格
Alyssa Weinberg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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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

Escape the Boundary

黃婉真
Huang, Wan-Jen

作曲

全曲共分為五個段落，第一段由鐵琴奏出神秘的主題開始，其它樂器用三連

音、五連音及六連音來表現四處縈繞的風聲、蟲聲與葉子抖動的聲音；第二

段則由鍵盤樂器主導，鐵琴愉悅探奇、木琴輕盈跳躍；第三段則是由鑼、

鼓，以及緊接著加入的磁磚、金屬管、木鼓與非洲甕等特殊的音色變化，象徵

著人生在超越自我、掙脫束縛的心路歷程；而被稱為「美麗境界」的第四

段，是由鐵琴、木琴唱出柔美的二重奏旋律，就像剛脫蛹的蝴蝶，展開翅膀翩

翩起舞；終段則是再回到曲子一開始由鐵琴奏出的神秘旋律。整首曲子聽完

之後就彷彿是踏入了一座奇異森林，象徵著人內心深處的異想世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作曲碩士。2015臺北打擊樂團《作曲家列傳－黃

婉真當代擊樂讀譜樂展》演出歷年擊樂作品；2016年臺北世紀合唱

首演出合唱與擊樂作品〈生命之河〉；2018年玎酉擊樂首演擊樂重

奏〈聲紋〉；2019朱宗慶打擊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首演擊樂交響

協奏曲〈歷險〉；2020幕聲合唱團首演合唱與擊樂作品〈森林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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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

LIZ

加藤大輝
Daiki Kato

作曲

Liz for Marimbas was commissioned by Liz Marimba Quartet and premiered at their 
debut recital on September 23, 2017. They are from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lisabeth 
University of Music in Hiroshima Japan. The title is from Elisabeth's nickname.You 
can play "Liz" as a quartet on two marimbas or a sextet on three marimbas. Players 5 
and 6 are optional.

〈伊莉莎白〉是受到莉茲馬林巴四重奏所委託創作的曲目，於 2017 首演。他

們來自日本廣島伊莉莎白音樂大學。團名「莉茲」則是來自母校伊莉莎白的

暱稱。這首樂曲可以演奏在兩台馬林巴木琴上的四重奏版本，或者是在三台

馬林巴木琴上的六重奏版本。今天的演出為六重奏版本。

打擊樂、馬林巴琴演奏者、作/編曲家，出生於日本岐阜縣大

垣市，目前定居於琦玉縣新座市，年幼時由鋼琴及作曲開始

接觸音樂，中學時期對管樂器略有接觸，18歳開始學習打擊

樂，並獲得日本著名的私立尚美演奏學院打擊樂專攻文

憑，師承小川佳津子、百瀬和紀、日比一宏等教授。作曲方面

師承鈴木英史、廣瀬勇人、高橋伸哉、武野晴久等教授。主要

獲獎經歷為第22屆神戶國際音樂比賽，第3屆日本管打・吹奏

樂學會作曲賞佳作。連續三年受關島音樂節委託作品創

作，目前致力於打擊樂作品創作及編曲，設有個人網站及

YouTube頻道，並以「Beat Laboratory節奏實驗室」擊樂重

奏團團長一職活躍於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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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hambeaux

剪刀石頭布

Written for the Phantom Regiment percussion ensemble, Rochambeaux was awarded 
first prize in the 2001 DCI percussion ensemble competition. The dominating 7/8 
feel, flashy keyboard runs, and ethnic modalities drive the three distinct sections of 
this groove-based work.

絢麗的馬林巴木琴聲及充滿異域風情的曲調。在此曲中，主旋律擁有7/8拍

的感覺以及華麗的鍵盤技巧，民族曲風的形式主導著三個截然不同的段落。

本首曲子在演奏上，可以各自選擇不同的獨奏樂器，在延長的慢板及中板的

樂句中，樂團所選擇的獨奏樂器突顯出這些它們自身的特色。其他的獨奏部

分則在非洲樂風的6/8拍小節中，全曲中所有樂器的演奏節奏都不一樣，保

證能抓住你的目光。而曲名同時也有「剪刀、石頭、布」的意思，是不是很有趣

呢！

布萊恩‧馬森是德高望重的當代打擊合奏軍樂隊的創新者。身兼

多職的他，以臨床醫生、設計師和評判員的身份密集地奔波於美

國、日本、加拿大、韓國和墨西哥。他在DCI活動的事業跨越20

年，其間包括透過騎士，幻影軍團，以及Santa Clara先鋒等表演團

體之最著名作品創作，在他的終身任期內同這些組織獲得了無數

的獎項與榮譽。

布萊恩．馬森
Brian S. Mason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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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現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科，隨後至奧地利國立

維也納音樂院深造，師事華特・懷格（Walter Veigl）教授及維也納愛樂前打擊樂

首席理查 ・霍賀萊納（Richard Hochrainer）教授。1982年獲打擊樂演奏家文

憑，為華人世界獲得該項文憑之第一人。2005年獲得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高階

公共管理碩士學位；2017年獲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

回國後擔任臺灣省立交響樂團打擊樂首席，積極活躍於音樂舞臺。1986年1月成

立朱宗慶打擊樂團，是臺灣第一支專業的打擊樂團，並數度赴歐、美、亞、澳等多國

演出。1989年成立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專司樂團行政事務。1991年創辦朱

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自基礎教育來推廣打擊樂。1993年創辦「TIPC臺灣國際打

擊樂節」，建構引領國際打擊樂發展之重樂平台，至今共舉辦十屆。1998年創辦

《蓺類》雜誌，1999年起每年舉辦「TIPSC台北國際打擊樂夏令營」，提供國內學習

打擊樂的年輕學子一個多元豐富的學習管道，希望引領更多人進入藝術生活。

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音樂系教授兼主任暨研究所所長、藝術行政與管理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2009高雄世界運動會開閉幕式總導演，以及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主任暨改制行政法人首任藝術總監與第四屆董事長、國家交響樂團團長；2017

年1月至2022年4月擔任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

獲獎無數，曾獲頒「金鼎獎」、「金曲獎」、「國家文藝獎」、「總統府二等景星勳章」，並

由國際打擊樂藝術協會（Percussive Arts Society, PAS）頒授「傑出貢獻獎」、「終

身教育成就獎」，以表揚他對打擊樂藝術的貢獻與成就。2016年獲選PAS名人

堂，是華人世界獲此殊榮之第一人；2020年以其在打擊樂、藝術教育、劇場管理等

領域之卓越貢獻獲頒「行政院文化獎」。

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藝術總監、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講座教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榮譽教授。

About Artistic Director



「JUT打擊樂團─傑優教師打擊樂團」由范聖弘、黃佳莉、李昕珏、陳景琪、陳璟宜、

李玠嫻、王可心、林奕彣等成員所組成，現任「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專任指導老師

的他們，以堅強的實力與無比的熱忱，每年指導全台逾千位喜愛敲敲打打的音樂少

年追尋夢想。

在投身「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教學行列之前，「JUT打擊樂團─傑優教師打擊樂

團」的每位成員均曾為「朱宗慶打擊樂團」、「朱宗慶打擊樂團2」的一份子，不僅接

受過完整的打擊樂專業訓練，更歷經每年上百場演出的淬鍊；沿襲朱宗慶打擊樂團

專業、熱情、具親和力、中西融合的特質，「JUT打擊樂團─傑優教師打擊樂團」將秉

持挖掘更多變的擊樂潛能為目標，在演奏、教學、研究與推廣之餘，不斷追求自我精

進，挑戰無可限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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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JUT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2003年獲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藝術碩士學位。由連雅文老師啟蒙學習打擊樂，曾師
事朱宗慶教授、張覺文老師、吳思珊老師。
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一團團員，現任JUT─傑優教師打擊
樂團團員及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專任指導老師。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06年獲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碩士學位，自幼學習鋼琴，由周有宏老師啟蒙學習打
擊樂，曾師事朱宗慶教授、張覺文老師、林宏明老師。喜愛
鍵 盤 和 鼓 類 演 奏，1 9 9 9 年 受 邀 與 青 年 管 樂 團 合 作 演
出，2008年受邀和木琴大師安倍圭子於第六屆TIPC台北
國際打擊樂節合作演出。
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一團團員，現任JUT─傑優教師打擊
樂團團員及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專任指導老師，並兼任於
桃園同德國中管弦樂團打擊分部、桃園中興國中、大成國
中、大成國小音樂班及大成國小擊樂團。

范聖弘

黃佳莉



自 幼 即 進 入 朱 宗 慶 打 擊 樂 教 學 系 統 開 始 啟 蒙 音 樂 學
習，2012年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赴日本交流演出。曾師事
朱宗慶教授及鍾耀光老師、吳思珊老師、吳珮菁老師、陸淯
姿老師、李幸真老師、廖芊蕙老師。2012年獲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藝術碩士學位。
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見習團員，現任JUT─傑優教師打擊
樂團團員及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專任指導老師，並兼任於
桃園市平鎮國中藝才班、桃園新勢國小音樂班、新北高中
音樂班。

自幼學習鋼琴，由何鴻棋老師啟蒙打擊樂，並加入傑優青
少年打擊樂團學習至結業。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
系。師事吳思珊老師、吳珮菁老師。在校期間獲關渡新聲室
內樂優勝。2016年舉辦個人獨奏會，同年獲北藝大管絃與
擊樂研究所碩士學位。
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２團員，現任JUT傑優教師打擊樂團
團員、傑優專任指導老師，活力班指導老師。

李昕珏

陳景琪



自幼進入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學習，畢業於嘉義高中音
樂班、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曾隨管樂團到新加坡、韓
國、大陸等地演出，2016年獲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弦與擊
樂研究所碩士學位，曾師事吳珮菁老師、吳思珊老師、葉靜
怡老師、高正賢老師。
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２團員，並隨二團巡迴演出豆莢寶寶
兒童音樂會，目前任教於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現任
JUT─傑優教師打擊樂團團員及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專
任指導老師。

自幼學習鋼琴，小學五年級起開始學習打擊樂，畢業於國
立師大附中普通班、實踐大學音樂系，2018年獲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碩士學位。曾師事黃雅綾老師、范聖弘老師、吳
思珊老師、吳珮菁老師。2017年隨朱宗慶打擊樂團赴莫斯
科契訶夫藝術節演出撃樂劇場《木蘭》。
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２團員、現任JUT打擊樂團─傑優教
師打擊樂團團員及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專任指導老
師，並兼任教於擊樂PAPAGO偏鄉教學計畫老師、桃園特
教學校、台北市桃源國中特教班打撃樂社團指導老師。

陳璟宜

李玠嫻



自幼進入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學習，畢業於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管弦與擊樂研究所，曾師事林豊洋老師、吳思珊老
師、吳珮菁老師。
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２團員，現任JUT打擊樂團─傑優教
師打擊樂團團員及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專任指導老師。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絃暨擊樂研究所，啟蒙於廖芊
蕙老師，曾師事徐啟浩老師、朱崇義老師、張覺文老師、吳
珮菁老師、吳思珊老師。
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２團員，現任JUT打擊樂團─傑優教
師打擊樂團團員及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專任指導老師。

王可心

林奕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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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係由朱宗慶先生號召一群熱心文化教育人士，於1989年
共同創立，專司朱宗慶打擊樂團相關行政事務，以嚴謹的活動規劃與堅強的團隊精
神，成功地樹立專業藝術行政的形象。基金會的成立，確立了樂團專業化的步伐，並
結合政府、企業界與文化界的力量，一起為帶動、提升台灣文化藝術在展演、創作與
研究上的發展而努力。多年來，基金會推廣打擊樂的不遺餘力，儼然已成台灣與國際
打擊樂壇上一個重要的交流平台。
基金會現由劉叔康先生出任董事長，陳絲綸小姐擔任執行長，下設企劃、行銷、行政、
秘書、財務及資訊等六個部門，共二十多位專職行政人員。於基金會的隸屬單位
中，除了朱宗慶打擊樂團外，還包括朱宗慶打擊樂團2、躍動打擊樂團、傑優青少年打
擊樂團，以及JUT傑優教師打擊樂團；在基金會的策劃下，每年平均於國內外的演出
共約一百六十場。除樂團的演出事務外，基金會自1993年起舉辦「TIPC臺灣國際打
擊樂節」，2023年邁入第十一屆；自1999年起，基金會每年舉辦「TIPSC台北國際打
擊樂夏令研習營」，提供國內學習打擊樂的年輕學子另一個學習管道，受到國內外專
業社群的高度重視；自2016年10月正式成立「JPG擊樂實驗室」，啟發創意、發掘並培
育創意人才，在打擊樂與創意的領域中，一同開創下一個世代需要的新局面。

朱宗慶打擊樂團隊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

行政服務部

表演藝術研究室

朱宗慶打擊樂團

朱宗慶打擊樂團２

JUT打擊樂團-傑優教師打擊樂團

躍動打擊樂團

創辦人暨藝術總監│朱宗慶

榮譽董事長│林信和
董事長│劉叔康
董事│王亞維  李光倫  吳堉文  林光清  涂建國　
           萬岳乘  陳絲綸  黃教傑  黃堃儼  廖裕輝

監事│沈鎂喻
執行長│陳絲綸
秘書室│郭秉嘉  洪佩昀  陳佩愉
企劃部經理│賴慈宜
企劃部主任│廖書旋
企劃部│錢佳君  侯韋如  彭霽維  徐立軒
行銷部票務組主任│王美娟
行銷部│林孜昱  陳韡誌  吳姿儀  韋欣儒  曾渝婷

(依姓氏筆劃排列)

主任│林冠婷

副總經理│呂艷慧
行政部│蔡瓊惠  鄭凱齡  沈聖雄  高立勤  林靜文 
財務部│王雅君  吳亞璇  吳桂琴  黃立寧  鄧淑如
資訊部經理│羅尹翔
資訊部│陳冠廷

團長│吳思珊
駐團作曲家│洪千惠
資深團員│何鴻棋  吳珮菁  黃堃儼
團員│李佩洵  林敬華  盧煥韋  陳宏岳
            陳妙妃  戴含芝  彭瀞瑩  高瀚諺
            李翠芸

２團助理藝術總監│陳宏岳
團員│陳致欽  李欣穎  許銘珊  蕭心慈
            吳宣忻  王倚軒  陳珮馼  黃心妤
            張倚珮  劉昕宜  何欣蓉  李玟昕
            陳煥梧  羅博仁  林奕萱

團員│范聖弘  黃佳莉  李昕珏  陳景琪
             陳璟宜  李玠嫻  王可心  林奕彣

團員│羅曼嘉  柯曼琳  蔡逸萱  陳奕樺
            陳苡銜  黃穎禎  屠德沅  林宸帆　
           林聖哲  葉立偉  沈沛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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