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Suzuki Method

鈴木樂訊
社團法人台灣才能教育協會(Taiwan Talent Edu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TTEA) 2009年經內政部許可成立之非營利性組織，並於2014
年向台灣地方法院登記成為社團法人。TTEA亦為國際鈴木協會
（International Suzuki Association, ISA）與亞洲區域鈴木組織
(Asia Region Suzuki Organization, ARSO) 正式成員。

亞洲鈴木大會特輯
ISSUE.6

協會地址：臺北市11151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190巷8-4號1樓
電話/傳真：(02)2876-1253
E-mail：ttea.music@gmail.com
http://www.taiwansuzukimethod.tw/

由
出發的鈴木教學法
“心”

文◎陳藍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音樂教育博士 / 鈴木師資培訓授課教師

創始人鈴木鎮一先生其一生所堅持的
基本信念，乃為積極的開發每一個
人的才能。他堅信才能是後天培育出來的，每
一個人都能被教育成社會上有用之人，這即是
「才能教育」（Talent Education）的真諦，
為「鈴木教學法」之理論根基。鈴木教學法透
過活潑細緻的音樂學習過程，進而開發每一學
習者的潛能，其最終目標為創造和諧美好的社
會。
為何才能並非天生，而是經過後天培育的
呢？根據主要著作「愛的生活」（Nurtured by
Love）的描述，在一次四重奏的練習過程中，
鈴木先生頓悟到每一個國家的孩子們不論資質
高低，凡是在正常情況下，都能很自然順利的
學習其本國母語，而此一現象無所例外。他認
為，雖然這件事情看起來很稀鬆平常，然而其
中卻蘊藏著最自然與零失誤的教學原則，進而
孕育出鈴木教學法中母語式教學理念。
鈴木教學法提供了音樂教學上許多極具啟
發性的教學重點。首先，讓孩子在絕佳的時間
點進入音樂學習，亦即 2-3歲幼兒期。於此時
期提供幼兒愉悅生動的音樂環境，讓音樂很自
然地融入了幼兒的生活中，並且有較長時間的
培育期，只要家長願意付出愛心與耐心，相信
每一位孩子皆能透過學習而喜愛音樂，並擁有
豐富的音樂內涵。

在學習母語的環境中，孩子不斷的接觸周
遭豐富的語言環境，並經常反覆聽到許多生活
用語，在經過重複練習後，讓基本的語彙逐漸
擴展。在鈴木教學法中，提供學習者豐富生動
的音樂環境，即是激發學習動機的必要條件。
而在學習過程中，強調重複的練習與複習的重
要性，並依據孩子的個別學習能力，漸序發展
他們的能力。
鈴木教學法非常注重團體課程，並提供各
類型的音樂活動，更經常有許多國際性的交流
活動，讓所有鈴木教學法的教師、學生、家庭
都能參與，如即將於2015年在瑞士舉行的歐洲
鈴木大會，2014年在臺北舉行的亞洲鈴木大
會，2013年在日本松本市所舉辦的世界鈴木大
會等，都是提供了鈴木家庭與教師絕佳的學習
機會。
在鈴木教學法的主要讀本「愛的生活」序
言中強調，「許多人由於自認為不具備與生俱
來的才能而每天過著自怨自艾，無法迎接生活
喜悅，未曾感受到生命歡愉的日子，這真是人
生的最大不幸啊！」也因此，鈴木教師將偕同
家長們共同攜手努力，為孩子們創造一個快樂
溫馨的學習環境，透過美好的音樂，開發孩子
優異的才能，奠定孩子一生幸福的良好基石，
共創一個祥和美麗的新世界。

鈴木教學法也觀察到沒有一位家長會對於
正在牙牙學語的嬰幼兒，給予嚴厲的訓斥與責
罰，多數家長會積極鼓勵幼兒重複聆聽與學
習，耐心的期待著幼兒順利說出所學話語。孩
子若能在非常正面的環境下快樂學習與成長，
必會充滿信心的迎向未來。也因此，在音樂學
習過程中，教師與家長持續給予適切鼓勵，是
協助孩子建立自信心與認真學習的動機。
上圖：小提琴幼幼班團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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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鈴木大會大提琴講座
文◎黃韻宇 老師

亞洲大會開辦的前一年，就聽到令人
雀躍的消息，大提琴的師資將請來
的是教學界世界級的吉爾達芭爾斯頓(Gilda
Barston)教授來台教學，她是之前的美國鈴木
協會會長，現在是國際鈴木協會執行長，是演
奏、教學、行政等全方位的領導人。
筆者自15年前即多次參加芭爾斯頓教授創
辦的「芝加哥鈴木夏令營」(Chicago Suzuki
Institute)，在教學的學習路程上得以觀摩
她十幾二十年辛苦耕耘的成果－組織近百位
小小提琴手加上近百位小大提琴手以及鋼琴
部門，五十位以上的師資群，每年聚集在芝
加哥，ㄧ起練琴、拉弦樂團、重奏、演奏，
創造了ㄧ個絕佳的音樂村。如果說鈴木先生
語錄裡－“Education means to teach and to
nurture－without nurturing,education in
ineffective.＂有效率教育是須要沃土滋養、
“Man is a Son of his Environment.＂人是環
境之子─在學音樂的路途上，鈴木夏令營或亞
洲鈴木大會，創造了理想有趣的音樂環境、學
習進步、且認識音樂朋友而能相互交流。
課程中Gilda老師竭盡所能把困難、枯燥的
技巧問題變換成生動有趣的遊戲，活潑的引導
學生挑戰新的技術，小朋友上課都非常開心，
也是每ㄧ位老師認真努力學習的目標─“Every
child can be educated－depends on how you do
it.”每一位小孩都能學習，但要看我們如何引
導。老師們秉持愛的教育，深信“Where love
is deep,much can be accomplished.”有愛，
很多事便可以達成、“I respect all living
thing”相互的尊重成為和諧的團體進而達到高
水準才能教育，進而期待“Ability develops
from effective practice and perseverance.”
堅持有效的練習才能夠提昇能力。
在鈴木團體裡各個來自不同國家、文化的
家庭的家長們因為有一同演奏音樂的機會，能
夠互相觀摩學習，且相互支持－家長、老師、
學生之間的關係更是這個教學的重心，語錄
裡面“Creating motivation is in the hands
of parents.”父母是創造學習的動機的重要
推手、“The parent's smile is mirrored in
the child's smile"學習過程裡父母的微笑完
全像鏡子般影響了小孩學習時的微笑。老師
相互分享各自辛苦的研究教學方法而大家都

能在教法上更上一層樓，看著學生們學習成
長，演奏技巧精進，我想每一位老師心裡期
待著美麗的琴音、美麗的人心－“Beautiful
Tone,Beautiful Heart.＂、“Create music
forests high sensitivity in man.”創造音樂
的森林使人性更加敏銳，以及“Art reflects
mankind.”期待能學習藝術豐富人生。如果這
個世界充滿更多的藝術、音樂，是否國家之
間、人與人之間衝突可以減少，1961年大提琴
家帕伯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於東京聽了
400位5、6歲的學生在武道館的演奏之後，轉身
對鈴木博士說：「音樂，不只是聲音，而是情
感，或許，音樂是可以拯救世界的」。

上圖：第五屆亞洲鈴木大會開幕式：大提琴齊奏
(由Gilda Barston和陳白綺老師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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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篇
愛得夠深 無所不能
文◎黃昭文 老師
這一次的亞洲大會，我擔任布魯斯威廉安
德森(Bruce Anderson)老師的助理，經歷了很
多，也有很多學習。
Mr.Anderson是一個平易近人的老師。他
的課程，很能吸引小朋友與家長的目光。對於
小朋友，他總是給他們很簡單的指令和示範，
讓小朋友能夠有效，並且專心的學習；在上課
中，Anderson老師也會跟家長們，溝通鈴木先
生的理念，如何以愛與鼓勵的方式與小朋友互
動。這一些讓我更加深了解，鈴木教學是需要
老師、家長和小朋友，三方面互相溝通的。
大師班課程中，Anderson老師會運用CD與
樂曲的分析，幫助學生們可以了解作曲的動機
與鋼琴聲音的美感，更能讓學生們去追求更美
的聲音與詮釋。藉由這樣的課程，幫助我了解
在練琴的過程中，是需要一直不斷的找出方
法，並且更有效率的增進自己的技巧。
擔任這一次亞洲大會Mr.Anderson助理的經
歷，更深刻的體會到鈴木老師們，對鈴木教學
法的精神與努力，是充滿使命感的。

左圖：鋼琴團體課
(Bruce Anderson老師)

文◎劉珮樺 老師
在這次的亞洲鈴木大會裡，我是珍妮佛莫
伯格(Jennifer Moberg)老師樂團課的協助老
師之一。D團是一群初學者，而這全部學生卻要
在短短四天內將一首非鈴木教材的曲目合奏成
功，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但是在這
短短的四天，我看到Jennifer老師的魅力。
D團的小孩很優秀，小提琴學生全部都站著
上課，小孩們大多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課程，
不懂得看台上老師的指揮，自己拉自己的。
老師用她的方法正在教著如何拉奏“WILLIAM
TELL”，但是小孩們似乎不知道應該要跟著老
師一起開始一起結束，Jennifer老師想到了一
個方法，就是“亂拉”！小孩子們高興的不得
了，竟然可以亂拉，Jennifer老師用誇張的肢
體語言，讓小朋友們一起拉大、小聲，重點是
要一起結束，只要有人沒有一起結束，這個遊
戲就失敗了，直到成功為止，剛開始成功的機
率不高，總是有小朋友拉到忘我，但是看看閉
幕式時的表演，D團的學生們，全部都記得看老
師的指揮，在曲終時，我非常地感動，沒有一
個小孩有失誤，每個小孩都非常的專注在這次
的表演裡。
Jennifer老師真的很厲害，因為在這個資
訊爆炸的時代，小朋友的注意力普遍不佳，可
是她卻可以在短短幾天之內，讓小小孩們學會
注視她的動作，學會專心地上課，成功地贏得
幼童的注意力，這是非常令人佩服以及值得學
習的地方。
文◎蔡佳娟 老師
和藹慈祥的正岡紘子老師，指導高冊團體
課學生右手臂的運弓方法，如何發出深沉厚實
圓潤的音色，很細心的指導每一位學生，如何
運用弓的部位與長短，讓樂句更容易處理而更
富音樂性。正岡老師的小巧法寶－超級短弓!
讓全部學生瞠目亮眼的驚喜，哇〜怎麼拉呀!
好短哪! 大家輪流拉著這小巧的法寶，大大的
體驗基格舞曲(Gigue)的特別拉奏方式，果然是
發揮了極大的效果，讓大家體會手臂與弓的直
接運用關係，真是妙用啊!

左圖：Jennifer Moberg老師團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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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篇
用心成就不凡
文◎芝燁爸爸/林樹淳
還記得去年2月，當協會老師家長們還忙
碌著松本行之際，這場大會的籌備工作早已啟
動。為了善用世界大會的曝光機會，老師們趕
在出發前決定舉辦日期、洽談場地、設計DM、
印製海報/布條/貼紙、直闖市府觀傳局授權照
片、蒐集交通部/市政府/國議會等各式補助辦
法，最後搬著一箱箱文宣品到了日本。
行前任務編輯組觀摩記錄，會場中四處發
傳單拉布條，我甚至半夜抱著一捆海報貼遍附
近旅館，出遊時恣意佔領巷弄佈告欄和車站文
宣架，帶著擔心日本循線找上協會的心虛回到
台灣！
再回頭看看記錄，大會網站從9月就開始
規劃，之後老師們持續忙著邀請講師、設計議
程、報名作業，一直到正式開始前一晚，都還
可透過facebook感受到老師整夜沒睡的戰鬥
力。終於，最後呈獻給大家的是流暢、豐富與
感動。沒有活動是完美無暇，但我們看得到前
一天的瑕疵在第二天立即調整，本土元素高山
青的用心設計，台灣孩子相對優秀的演奏，甚
至樂團上台前老師的精神講話都屬前所未有，
果然也激勵出孩子們前所未有的專注與好評。
這場用心的盛宴，就像終場灑下的氣球般絢
爛，也希望帶給孩子用心學琴、用心做事的啟
發，成就未來的不凡。

文◎沛潔媽媽/王馨儀
很感謝徐老師鼓勵我們參加今年在台北舉
辦的鈴木亞洲大會，雖然女兒當時才學到第一
冊後半段，本來很猶豫要不要參加的，事後感
覺真的很棒!!
一開始，在開幕典禮上，見識到來自亞
洲各國上百支小提琴合奏，氣勢磅礡也非常
震撼人心! 之後開始一連串精彩的課程。這
次我們共上了三位老師的課，每位老師都帶
給我們不同的收穫! 其中，Ms.Anderson強調
基本功、Ms.Warby 強調“聆聽”的重要，而
Mr.Anderson老師重視彈琴的姿勢。最重要的
是，在這幾天的學習中，我更加了解鈴木先生
的精神，也更加認同家長要陪同上課的理念!
而透過午間音樂會也讓女兒見習到各個不同國
家的孩子的表演，對女兒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這五天讓我真的感到不虛此行，每一堂
課、每一場音樂會，都讓我有不同的體悟跟收
穫!也非常謝謝鈴木所有老師的精心策劃及投
入，您們真的辛苦了，謝謝。

上圖：樂團練習
(Antonio Gabriel G.Arambulo老師)

左圖：Paul Landefeld老師團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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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辰翎媽媽/游靖慧
這次的亞洲大會活動中，除了孩子們最愛
的團體律動課，以及每天早上的指定曲課程，
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團練的活動安排。
不同於上次所參加在日本舉辦的世界鈴木
大會，此次的活動加入了分組的團練課程；一
連三天的課程，三首不同的曲目，來自亞洲不
同角落的孩子們，一同為了活動最後一天的表
演節目而努力。
真的很難想像的是，三天的團練，即使是
來自不同的國家，使用著不同的語言與樂器，
孩子們竟然也在歡樂的練團氣氛中完成了曲目
的合奏。阿瑞爾安布羅(Ariel Arambulo)，這
位來自菲律賓的小提琴大師，用著活潑生動的
方式讓孩子們主動的練習合奏；並且為同樣的
樂曲詮釋不同的表演方式；如此不同於台灣傳
統思維的教學方式，我相信會讓參加這次活動
的孩子們在心中埋下一點點不一樣的音樂種
子。
在最後一天的表演中，由小到大的各個團
體，也完美的表現出這三天中練習的成果，這
些成就也在家長們欣嘆的眼光中畢露無疑。最
棒的事，這次的團練也讓辰翎交了幾個來自國
外的好朋友，也約定下次的活動一定要再見
面。以樂會友，人生至樂呀！

第五版

文◎芸妮與安妤媽咪/李佩芬
這次國際性的音樂夏令營，對於我跟孩子
們而言，都是第一次參與，真的是大開眼界
呢！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孩子們自信快樂地拉
著同樣的旋律，被他們那種自然流露出喜歡音
樂的模樣還有熱情而感動。每天早上到飯店樓
下，聽到大廳還有咖啡廳，都有各國孩子們自
發性地彈鋼琴，拉小提琴，自信而悠揚的樂聲
滿溢，真的很享受。
此外，各國的鈴木小提琴老師們活潑與熱
情地帶領孩子們齊奏或是分級上課，還有樂團
演奏，讓我跟孩子們都體驗到學小提琴的不同
樂趣。晚上的音樂會，所有的演出都非常地精
彩絕倫。還有一些年齡很小的孩子，自信而熟
練地演出，對我的孩子們而言也是很好的機會
教育。相信在她們小小的心靈裡也得到很多刺
激與收穫。
2014年暑假的國際鈴木音樂夏令營，真的
是難得又珍貴的體驗與回憶。所有的活動從籌
畫，進行到結束，每個環節都規劃的非常精彩
非常的棒，相信協會裡的老師們都辛苦了！謝
謝你們不辭辛勞地的付出，讓整個活動精彩而
完美，也讓我跟孩子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
憶。
文◎鈞祐媽媽/孫小媚 老師
這次的亞洲鈴木盛會在台北舉辦，有許多
國際教師來自美洲、歐洲、澳洲和亞洲。學員
從亞洲各國相聚在一起，用共同的音樂語言相
互交流學習。
教師們、家長們同心投入，完成這樣的盛
會，讓小朋友們留下成長中難忘且珍貴的經
驗。數十把大提琴齊奏時的美妙音色，在小孩
心裡留下深刻的印象，啟發他學習的熱情。
同時身為家長、教師的我，親自體驗到國
際友人的熱情支持和感受其教學的魅力，著實
難能可貴且深受感動。

上圖：鋼琴講座(Sheila Warby老師)

祝福協會成長蓬勃，所有小朋友們學習愉
快、收獲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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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篇
音樂是充滿愛的
文◎蔡旻紓
今年暑假的亞洲鈴木大會很幸運地在臺灣
舉辦，在這五天內我學到了很多。
我很喜歡大家一起演奏音樂的感覺。在那
個時候不需要煩惱，只需要專注。不需要擔
心，只需要用「心」感受音樂。這次我參加的
團體課程大多是跟菲律賓的學生，他們都比我
還要大三到四歲，但是看著他們彈鋼琴卻讓我
感覺到熱情與活力，而且充滿愛。從他們交談
的方式來說，當我在大家面前彈奏完一首曲
子，他們會稱讚鼓勵我，讓我對自己感到信心
滿滿。當別人在大家面前彈奏時，一旁的人會
跟我分享他的想法，我從他們的想法中學到更
多技巧。他們會主動跟我聊天，跟他們交談很
自由，我們互相討論在練習的曲子，討論練琴
方面的問題。我也漸漸了解到，建立良好的溝
通力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能力。
我也發現到，在老師上課之前，大家都會
提早到教室，主動輪流到鋼琴前練習。觀察他
們練琴的方法很有趣，我學到了「分句練」的
技巧，從一顆音，一個小節，一個樂句，到一
個段落，都是需要靠時間與耐心琢磨出來的。
所以我從他們的音樂當中聽到用心和愛。
我很感謝能在這次的閉幕式當中演奏，在
這麼多老師和學生的注目下演奏是一件很榮譽
的事，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我享受在演奏
音樂的當下，我融入在旋律中，而觀眾也是。
其實投入音樂當中並不難，最重要的是要投入
「愛」，對音樂的熱愛，對音樂的熱情，還有
對音樂的熱衷。你將會發現，有了「愛」，一
切都變得有意義。

文◎李沅峻
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Suzuki的活動，我覺
得很有趣，因為剛學長笛沒多久，加上自己很
怕上台，一想到要上台就非常緊張，但上台之
後的第一個感受不是緊張而是很輕鬆的。在活
動中學習到了一些新的曲子。這活動讓我克服
了上台的恐懼。
文◎劉可郁
我的暑假不留白，所以一放假就參加了各
式各樣的研習營。其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鈴木長笛研習營」，指導我們的是宮前丈明
老師。他是一位非常特別的長笛演奏家，擁有
醫學研究專業及長笛演奏家身份。
這次能參與他的課程是多麼榮幸的事，因
此我很專心聆聽大師的講解和指導。他精湛的
吹奏技巧讓我們佩服，在他循循善誘的教導之
下讓我了解吹奏長笛的要訣：高音要乾淨無雜
音、低音要渾厚、中音氣要長。我回家後朝著
宮前丈明老師的指導一一練習，受益匪淺。
宮前丈明老師擁有兩項頂尖的專業背景，
是我們最佳的典範。這次的研習營給我最大的
啟示是，不管學什麼，下苦功是唯一的方法，
努力不懈才有成功的一天。

上圖：長笛科學生合奏練習
(領導老師：宮前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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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芝燁
這次的亞洲鈴木大會非常新奇有趣，也讓
我了解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個道理。
大會有依程度而排的四個樂團，我是在程
度第二高的樂團B，幾乎每天都要練習，因為亞
洲鈴木大會為期只有五天，而最後一天，也就
是閉幕典禮，就要表演樂團練的曲子，根本就
沒時間把曲子練好。
大會中也有令我們非常緊張會不會丟臉的
Master Class，也就是所謂的大師班。Master
Class是由一位從外國來的名師一對一的指導，
而學生則要負責選一首曲子，把它練熟、練好
後，再去接受名師的指點。因為來台參加亞洲
鈴木大會的老師們很多，因此會接受哪位名師
的指導，得看主辦單位的安排。
以前我以為全世界的小提琴演奏家，唯獨
台灣才能教育協會理事長—陳藍谷老師最厲
害，無人能及。但在經歷了這次的亞洲鈴木大
會後，我了解了一件事，沒想到外國的老師們
也是這麼的優秀！明年在瑞士的歐洲大會，應
該也會讓我像這次的亞洲大會一樣大開眼界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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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宥達
我抱著期待已久的心情去參加亞洲鈴木大
會。
第一天的園遊會令人十分開心，有棉花
糖、彈珠球、龍鬚糖、捏麵人等有趣味的活
動，拉龍鬚糖的婆婆還讓我練習拉糖真好玩。
參加活動前我學到第二冊第3首，我以為上
課會是跟個別課一樣的感覺，沒想到那些外國
老師是在跟我們搞笑亂拉一通，讓我覺得好有
趣，平時學小提琴我都是單獨自己一個人拉琴
好無聊，有這麼多人陪我一起拉琴一起搞笑真
有趣。珍妮佛老師的演奏真好聽，她還讓我們
分辨正確和錯誤的聲音，第一次和那麼多小提
琴、大提琴一起上課練習，真是難得的機會。
這次的活動我還交到一位新朋友，他已經
學到第二冊第8首，我和他差了5首，我覺得我
還要繼續再加油。這次的齊奏我只能拉5首，好
羨慕那些站在後面，已學到第七冊的小朋友可
以拉那麼多首，現在我要好好努力練習，明年
參加活動時我要練到第三冊，這樣我就可以多
拉幾首曲子。
文◎古安妤
我很喜歡這次夏令營活動。上課的時候，
國外的小提琴老師，會帶我們玩遊戲，一邊拉
琴，一邊開心地玩音樂。真的是好有趣喔！
文◎古芸妮
這次的鈴木音樂夏令營真好玩。我很享受
這幾天的音樂晚會表演。看到別的小朋友的演
出，讓我覺得要更加努力地練琴才行。我也很
喜歡跟那麼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還有老師
們一起拉琴的感覺，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再次參
加音樂夏令營活動。

上圖：小提琴All Level Group Class
(領導老師：Martin Rüttimann)
右圖：Faculty合照(由左至右)：
陳白綺、張喬希、宮前丈明、Bruce Anderson、
陳藍谷、Carmencita G. Arambulo、Therese
Wirakesuma、Sheila Warby、Martin Rüttimann、
Gilda Barston、Paul Landefeld、王慧慈、Brian
Lewis、Jennifer Moberg、Antonio Gabriel G.
Arambulo、正岡紘子、小西真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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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訊息
2015年活動預告
3月1日，公佈學生檢定結果
4月中，舉辦學生畢業音樂會
7月14〜19日，歐洲鈴木大會瑞士之旅
8月 22〜23日，第五屆鈴木音樂夏令營暨年度音樂會

寒假教師培訓課程
1月26日～1月31日，小提琴第一冊
2月01日～2月05日，小提琴第二冊
1月26日～1月31日，大提琴第一冊
2月01日～2月05日，大提琴第二冊
2月01日～2月06日，鋼琴第一冊

上圖：瑞士達沃斯(Davos)，2015歐洲鈴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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