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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清晰度测试仪
Bedrock®SM50 STIPA

由STIPA测量指标原创发明团队所生产的语音传输指数测试仪

    Bedrock®SM50是一个全功能的声学测量仪器，这是由STIPA测

量指标原创发明团队” 嵌入式声学Embedded Acoustics “所设计。透

过彩色触控屏幕，您将会非常直觉与容易的操作！并且通过USB读取

已经存储的测量数据。该器件完全符合所有最新的标准与具有一些独

特的功能，以确保你测量STI能得到最准确、最可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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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Bedrock？
    Bedrock为一系列为专业音频工程师和声学工程师所研发的产品。其范围包括声学测量仪器(如：SM50)，而且涉

及了处理与控制音频信号的设备。所有的Bedrock是由荷兰的嵌入式声学Embedded Acoustics公司设计和制造。

为什么选择SM50？
    做一个STI测量简单到就只需按一个按钮。既使您只有偶尔的时间才会操作语音传输系数测量，你也会感受到这台

仪器易于操作的使用和直观的用户界面-完全不需要记忆复杂的选单结构。但如果您需要更进阶的测量参数，我们的

“STIPA PRO”模式可提供实时查看所有的测量细节，包括MTF值。测量运行的当下，这些数值将不断更新在屏幕上。

    SM50提供的不仅仅是STI测量，还有更多专业音频工程师和声学工程师所需要的一切。如内建的声压表与所有必

须常见的选项(包括A、C和Z加权、快、慢、Leq)，并提供了1/1和1/3倍频程分辨率的实时分析仪(RTA)。不同的测

量模式通过各自独立的app模块，形成了易于操作使用的选单。

    SM50 STIPA测试仪内建了顶尖的数字和模拟组件。多档位前置放大器提供了高达130dB的测量范围，这是令人惊

异的能力。在SM50标配了Type 2/Class 2 2类测

试话筒，但它仍然可以匹配任何需要48V幻象电源

的测量麦克风，此外内建的phantom power关闭

功能，使得对于外部讯号源以线路电平的输入信

号的量测也很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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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M50 STIPA测试仪提供了以下功能：

　　　　　　．基本功能：STIPA测试模式(标准和“专业pro”模式)，声

压计，实时分析仪(RTA)，可以设定1/1和1/3倍频程分辨率。

．更多的功能将通过免费韧体更新增加(预计2016年开放RT60测量功能)

．由嵌入式声学Embedded Acoustics “所设计的算法与电子测量仪器

． 全彩3.2“LCD触摸屏

． 4GB内部存储空间，至少有3.8GB的可用存储测量数据

． 通过USB升级韧体，跟下载测量数据。

． 易于操作的校准程序

． 标配Type 2/Class 2级测量麦克风；并可配合任何48V XLR测试话筒。

． 单次充电约可使用5-8小时(这取决于使用强度使用)

． 并允许使用行动电源作外置电源供应，延长运作时间。

． 可以通过USB充电器充电(包含充电器与国际适配器)

产品特点

　　　　　　． 麦克风前置放大器：> 120分贝测量范围。

　　　　　　． 线性测量范围(包括麦克风)：30至124分贝。

． 完全符合IEC-60268-16第4版(2011年)的STI测量标准。

． 符合ANSI S1.4和IEC-61762 的Type 2/Class 2SPL测量。

． 超过IEC-61260 0级要求的RTA滤波器规格

技术规格

　　　　　　 在SM50套装包含了以下附件：

　　　　　　． USB 随身碟，包含STIPA信号

档案与说明书电子文件。

． 手提箱

． 测量麦克风

． 全球电压与转接头的充电器

．  USB传输与充电电缆

． 手提绳

． 快速入门指南

． 校准证书

． 海绵防风罩

配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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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学与教博览会 
卡讯携手新威洋行展新局
撰文/副总办公室、国外业务部

    学与教博览会是亚太地区年度大型教育博览
会，由于香港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积累，兼容了
英式教育的国际化与华文的细致，所以，在
展览当中，除了教学软硬件设备之外，有相
当多的教育议题也聚焦在论坛与研讨会，
以及最新趋势与解决方案的交流。卡讯
电子洪志临副总经理，在研讨会上针
对了智能校园应用发表了演说，为华
人圈的智能校园广播、电能、节能
设备管控、无声视觉传达、安全
防护提供了见解与发展方向。

    卡讯电子在港澳地区的代
理商-新威洋行，已有39年
的历史，是全面性的教学
音响广播提供者，成立
至今已服务了数百间中
小学、训练中心、教
会、工会等等，例
如：香港大学附
属学校王锦辉中
小学，嘉诺撒
圣方济各书
院新校及澳

门圣罗撒英文小学.......等。藉由此次
学与教博览会，卡讯与新威携手和
全港澳用家、工程商以及学校发表

BXB「数字IP化公共影音广播系
统」；同时，我们也一并介绍了

卡讯电子亚洲总代理的BEDROCK 
SM50 STIPA语音清晰度测试仪，为

华人地区教学设备的扩声质量，提供
可量化的量尺工具。

    BXB「 数字IP化公共影音广播系统」可使
用多讯号源，对单一教室或多年级分组寻址

广播；广播时，教师可以选择播放声音、影像
或是图片、文字等无声广播，让教学与考试的内

容更加丰富与先进。尤其是TTS文字转语音功能，
能够针对中文及英文之文字，自动转换为语音进行

播音输出，不需预先录制语音文件，节省人事及时间
成本，TTS系统所播出之语音可选择男、女音，也可调

整音量大小、速度、音调高低、抑扬变化，是这次询问
度最高的特点！此系统具有教学扩音组，利用扩大机在喇

叭内整体封装，数字D类线路，达到环保节能的综效；并且
具有安全回报功能，成为智能校园防护网的一环。

    新威洋行廖总表示：「经过三天展会，和先前跟客户和工
程商沟通后，对此套IP广播系统的概念是有兴趣的；主控制面

板的按钮比以往的Hard key好看多了，而且按起来比较舒服；如
果文字能加上走马灯之类的效果，或是能随意更换文字传播时的

背景图就更好。」这次BXB IP影音广播系统为校园应用提出全新的
概念，超越传统的广播音响，将解决方案跨足至影像视频的领域，

也有赖代理商、工程商与学校用户们提出更多使用面的需求，来让这
套系统贴近校园的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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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观香
港 学
与 教 博
览会，明
确 的 指 出
了教材云端
化、电子化的
方向，并且对
于录播的市场是
可以期待的！这次
展会的成功，我们
相当感谢新威洋行团
队的筹划，相信在廖总
和源总的带领下，BXB 
的数字 IP化公共影音广播
系统将为港澳的学校提供
一个整合平台，将校园影音
设备、安全监控反馈等都纳
入统一管理，让智慧校园落
实于日常作息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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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观光学院旅馆管理系

国际会展专业人才培训中心暨多功能会议厅

FCS-6350会议系统实绩介绍
撰文/ 国内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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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为大家介绍的实绩案例是位于花莲县寿丰乡的台湾观光学院，此

校创立是配合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平衡东西部的教育资源。因学校所在

地正是台湾具观光资源与发展潜力区域的东台湾。为此，期望能提升东

部人力资源素质，落实国内观光事业的推广与升级及奠定区域学术及产

业发展基础，建立最具竞争力、创意力之优质观光餐旅专业学府，以培

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餐旅技术达人。

    此案是由东部的视听公司所规划，主要经营项目视听广播设备、LED电子字幕机、舞台灯光吊具设备......等等，提供专业的规

划、设计、安装及维护服务。秉持着「诚信经营、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并在学校以及公家机关用户获得良好的评价与肯定。

    本套会议系统是安装于旅馆管理系的专业教学空间之一「国际会展专业人才培训中心暨多功能会议厅」；其设置目在于提升教学

成效与学生之实务经验与实际训练，将学校所学能与业界接轨并培育出观光餐旅实用专业人才。此会议厅可容纳100人以上，为配合

课程规划设计，在厅内设有视讯功能、会议梯间教学设备、主席台高背会议椅、自动控制系统、会议系统等，提供专业会展会议的

实习场所及实习制度，以「做中学、学中觉、觉中悟」实际操作演练的方式，启动学生自我学习机制，提供学生练习与应用的机会

；由于此会议厅内原有之会议系统已老旧且不符使用需求而进行设备汰换，以2人共享1组麦克风来划，且需能配合摄影机、视频切

换功能，透过WEB页面预设，进行摄影机自动追踪定位，以满足校方国际会议厅的设备需求。

    針對以上學校的需求，採用BXB-6350會議系列方案來解決。BXB FCS-6350主機最多可連結1009組會議麥克風(包含10組主席

及999組列席)，同時具備多種會議麥克風發言管理模式(主席專用/輪替發言/排隊發言/開放發言/聲控啟動與關閉模式......等)，大型



图形化LCD显示器，具备中文及英文两种显示目录指引功能，可清楚

的显示会议系统的各种状态。此外，内建TCP/IP通信协议网络控制，

可特过有线及无线网络方式，使用计算机及手持行动装置可直接与会

议主机联机，可于网页浏览器中进行各种会议秩序更改及指定列席麦

克风发言，也可配合视讯系统的控制及使用。且主机提供RS-485摄
影机链接控制接口，可连接BXB高速回转摄影机系统执行发言者自动

定位追踪。此次的会议系统建置，为达到『使用者安心，管理者放心

』的理念，又特别多设计了1台会议主机当”紧急备品”使用，以应付

会议中的突发状况，让会议可以很顺利圆满的完成。

    此外，在会议麦克风的部分则是采用FCS-6331/6341桌上型机

种，单体内建喇叭，当开启麦克风发言时，具抗手机电波干扰功能

，不影响会议之进行。同时，搭配超软管鹅颈麦克风，可轻易的用

手指头调整麦克风上下左右角度，单体座不会产生移动的现象。系

统采用环状式联机设计，提供安全的故障备援机制，也就是当某组

麦克风故障时可马上直接将该单体拔除脱离，不需做任何其他线路

替用或PASS的信号动作，不会影响其他麦克风使用。

    承包商表示：由于先前旧系统线路是采用明线安装，造成地面上

有许多压条，不美观。在此次更换新系统的同时，把损坏的管路修复

并克服线路外露之问题，当系统完成后地面无任何压条，学校对施工

质量很满意。另外，学校提到此套新款BXB超软管鹅颈麦克风，当在

调整鹅颈麦克风高度时，不用像以前用旧系统时，需一手压着麦克风

单体，一手调整鹅颈麦克风角度。现在只需用单手即可调整鹅颈麦克

风角度，非常棒。BXB会持续不断的努力，推陈出新产品，让管理者

和使用者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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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主机可控制多达10支主席与999支列席，提供RS-232控制埠，支持Crestron或AMX；内建回授抑制功能，有效抑制啸叫，

并提高声音的清晰度；具音效处理扩充模块、快速摄影机定位控制模块、软件图形控制通讯模块功能等特色，使其在任何环境皆能

达到客人所需。此外，世界通用的Cat5E连接线也让安装快速又简便。

    项目经理Jemal Mounir先生表示：「最近与卡讯合作的两起案子皆得到很好的回响。当联邦观光旅游社要求使用桌上型主席

搭配嵌入式列席时，我们二话不说的推荐了BXB的产品。从客户们的满意度来看，我们规划BXB是正确的选择。」

    根据各式各样的客户需求及会议室规模，卡讯可提供EDC-1000系列、

FCS-3000系列、FCS-6000系列及最新的FCS-6300系列会议系统产品。

而此次，我们将介绍由突尼西亚的合作伙伴，STE NOUR ATHENES团队

Jemal Mounir先生所主导的两起安装实绩。

    首先，社会部的会议室采用EDC系列产品，包含2支主席及14支桌上型

列席。主机EDC-1050可配置3条之输出回路，每回路最多可连接25支单体

。开机时，主机会自动扫描检测来协助判断每支单体是否正常运作。搭配

电源中继器，主机可延展达10支主席及256支列席。除此之外，桌上型单

体EDC-1011/1012皆含内建喇叭，当配置于小型会议室时，可免除外接喇

叭的安装费用。

    确保各阶层人们的福利为突尼西亚社会部的宗旨，包含劳工、社会安全

等，保障社会中下层的教育权。社会部并安排各式各样的会议，来讨论社会

工作、保护、协助、雇佣及失业政策、退休金、福利、健康、社会安全、工

作标准及移民政策等。

    第二套会议室采用FCS-3000系列，安装于突尼西亚联邦观光旅游社，

共搭配了3支桌上型UFO、12支FCS-3026嵌入式列席以及FCS-3071图控

突尼西亚社会部
EDC会议系统实绩
撰文/ 国外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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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与大陆，一般教室的建筑装

修方式，通常是采取RC或砖墙结构进

行粉刷，灯具使用延长杆下吊的方式

进行布局。整个教室就不会有天花板(
吊顶)的装修，因此在教室的扩声安装

，一直以来就往教室黑板上方或是两

旁柱子上安装喇叭的方向去做。但都

存在着不完美，这些问题包含了：

1. 回授 
2. 听者背向位 
3. 声压分布不平均 
4. 语音清晰度不均匀

如何对教室提供更好的方案，一直是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吊顶与吸顶喇叭
于教室扩音与语
音清晰度的优势

撰文/ 副总办公室

场域的重新思考

    在许多空间当中，如果能有天花板，将相对使得许多空间服务设施可以从空间的

两侧墙往天花板上去移动，并且可以很好的收纳线缆。例如:空调就可以从墙面的分

离式冷气，变成中央空调出风回风口，灯具就从下吊式灯具变成是T-BAR灯。而最

明显的就是音箱，可以从壁挂的箱体音箱转换为吸顶喇叭，当然能够有轻钢架天花

板是极好的，也能透过选用合适的材料来达到吸音降低残响的目的！但是在没有天

花板的做法，有没有更佳的方案呢？本次藉由泰武国小的特殊环境进行了扩声的实

验，获得了相当特殊的体验。在此与各位分享！

室的横宽面约9.6米，纵向长度约10米。我们在纵向每2米安装一只WS-652T，而线

槽与线槽间距离约3米，共计4道，所以总数量是16只。安装高度约是2.5米，因此形

成了一个16个锥的服务区。WS-652T的语音频率服务角度约是100度，所以当学生耳

朵1.2米高时，头顶到喇叭高度尚有1.3米的状态下，服务范围直径可以到达3.09米。

    泰武国小由于是一个企

业捐建的学校，加上学校屋

顶采取斜背与透气窗的做法

，不利于灯具下吊定位，因

此加入了企业厂房中会使用

的手法：利用线槽来构成一

个灯具安装平面，在线槽下

方安装了40W长管日光灯管

。这是一个在一般学校当中

少见的手法，藉由这样的一

个空间基础，我们尝试使用

了BXB的WS-652T喇叭，于

灯具间进行大量的布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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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现场成为创新的”吸顶喇叭区”

    而在安装细节上，为了快速的布放施作，我们在线槽上打洞，使用塑料线缆固定头GRIP来做固定，保证线缆穿过线槽时得到保

护，而且线缆也被固定。并预留一小段线缆，悬空，从而避免喇叭的震动传导到线槽形成共鸣腔，造成声音混浊。略为美中不足的

是，由于每只喇叭是外接圆方式进行对齐，所以在喇叭与喇叭间会存在衰减较大的范围，但不至于不可听闻。未来BXB需要发展扩

散角度更广的吊顶喇叭为这种环境做准备！

以下简单说明上述优点：

1. 声音分布平均

喇叭发声方向是对着地板的，所有的

喇叭是在同一平面上发声，因此人在

任一位置游走，基本上音量都是相等

的，不会因为是点声源的反平方定律

，导致学生前后排有严重的声压级落

差。

2. 麦克风直接音非常明确

由于听者位于每一只喇叭的服务区正下

方，而且是在喇叭能量最直接的范围内

，尚未脱离”混响半径”，因此可以听到

扩声系统传出来的麦克风直接音非常明

确(这就像电话听筒近听很清楚，拿远就

感觉模糊了一样)。

延伸阅读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H5glSpWnS0-j5

F-KkCfujrLM_LTcCtAPECKegGhff3twrnieaxKx-

8mbVX4FC-8DHMFa_rrgZDoqwxzmjQ119a

好处多多的吊顶/吸顶布置

    当系统完成之后，我们与现场原有的扩音系统对比后，在整体声音的清晰度上有明

显的改善。基本上有以下优点：

1. 声音分布平均

2. 麦克风直接音非常明确

3. 在喇叭服务范围内，空间残响状况基本可以忽略

4. 不容易回授

5. STIPA语音可懂度很高量测结果有0.54~0.61左右(原先四只壁挂喇叭仅有0.4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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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喇叭是对着地板发声，声音的反射

路径在初期反响(early reflections)阶段

是增加了语音的丰满度(延迟小于30ms)
，而多次反响(reverberation)的部分，

会远大于直射路径，因此有很大的声能

量衰减，此一部分残响的声音能量与直

达声音存在将近15dB的落差时，便容易

被人耳所忽视。

4. 不容易回授

由于每一只喇叭的服务区域是小的，因此仅需要极小的能量就能推动，听

众也就能听闻，也无须为了纵向10米的衰减而将音量刻意放大。因此非常

不容易将系统开到回授临界点，也就不会造成回授！

5. STIPA 语音可懂度很高

由于位在喇叭的辐射范围内，而且初期反响恰当的增强了语音丰满度，因此具有直接有效的声能量，从而让人耳具有极好的语音

判断环境，STIPA指针也能够到达0.54~0.61左右的水平。

结语：

    透过泰武国小的演示，与既有的建筑手法，我们创造了一个教室扩声与弱电安装的典型，在不施作天花板的教室，如果能妥

善利用线槽，就能让后续弱电、电化教学增设/维护等各方面具有札实的平台基础。然而，线槽的布建必须妥善考虑到吊顶喇叭的

服务半径，吊顶喇叭的广角化也是电声业者必须尽快进行的一个课题。

3. 在喇叭服务范围内，空间残响状况基本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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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日暨偏乡耶诞送暖
撰文/ 卡讯同仁

    随着圣诞节到来，今年卡讯电子的家
庭日不同以往，不仅让员工和眷属走出户
外放松心灵，亦结合企业本质专业，善尽
企业社会责任，关怀偏乡地区教育资源，
捐赠喇叭设备改善校园硬设备。

    此外，由同仁自身发起的二手物资捐
赠更带给偏乡地区更多暖流与关怀。也借
泰武国小的一隅进行了交换礼物的活动。

    下午的行程则前往六堆客家文化园区
感受客家风情，并到大鹏湾乘船环游泻湖，
欣赏开桥秀，为忙于工作大伙，偷得一日闲
暇空间，并增进了同事之间深层的交流。

恬芳：在前往泰武国小的游览车上，透过
影片的介绍，让我对这间学校的有着更多
的认识与期待，到了学校终于见到传说中
最美丽的小学及充满爱心的美珍老师和巴
鲁，从美珍老师的神情及笑容中，看到了
对教育的热忱与爱，而巴鲁，则是一位很
真性情的小男孩，一直喃喃自语表示紧张
到实际导览的精彩表现，看到了每个人都
有该有的天赋与专长，多给予赞美鼓励，
是会充满力量的。

这次搭配交换礼物的活动，可以增加同仁
的互动，从小天使的安排也学习到多观察
别人的特质而量身准备礼物，是一种很棒
的圣诞祝福呢！谢谢公司及福委举办如此
有意义的活动，从一起牵着手唱着歌跳着"
同手同脚"的大腿舞到一起搭船看到好美的
sunset开桥秀，都可以增加大家的感情，
是一种团队很棒的氛围！

瑞芬：此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泰武国小
影片简介和福委，它们给我的共同印象：
教师及福委同仁任劳任怨、善意的付出不
求回报。第一次带女儿出来参加大型活动
，女儿玩到不想回家，坐在开回的家用车
上直喊不要回家还要坐BUS，女儿还回家
向爷爷奶奶分享他坐船和看开桥秀的心得
。以前都是独身参加，这次终于实实在在
体验到家庭日的用意，感谢福委对此次活
动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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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婷：卡讯的爱心让今年的员工家庭日很
不一样！早上一抵达泰武国小，看到学校
合唱团教室里装设着公司捐赠的喇叭设备
及合唱团学生们脸上雀跃的表情，让同身
为公司一份子的我感到与有荣焉。而待在
泰武国小的上半天，其学校师长及学生们
的热情，不管是即兴地拉着我们一起跳舞
，又或者是让大家会心一笑地的导览，都
让我充份感受到他们的喜乐与知足，虽然
公司是为做公益而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
但或许我们得到的却更多！谢谢公司与福
委们的努力，让这次的家庭日更有意义。



崇彬：在这次公司的家庭日活动当中，让我发现到了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尚存在着这么漂亮
的净土，也让我深深的体悟到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尚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帮助的每个角落。

不论是耸立于泰武村中的泰武山、或是混合着庄严与柔情的教堂，甚至是在学校里一处
处小朋友们用心与耐心所雕刻的木雕作品，每一处的景象都使我体会到在这山村中的纯
朴与美丽，在巴鲁的细心解说与领导下，让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排湾族文化的壮丽，
对一个学习障碍小朋友来说，或许这次的导览只是我们身为一个游客的走马看花，但是
对他而言却是花了许多时间不停的练习，并且鼓足了勇气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所展现的成
果，在他身上让我看见了排湾族小朋友的勇气与纯真，也了解了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个
自己专属的舞台发光发热，而这个舞台对于弱势族群来说更是重要。这次的家庭日活动
当中，使我感触良多，也让我的内心充满了许多正面能量，也非常感谢此次安排活动的
工作人员，让整个家庭日变得非常有意义。

玉芬：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家庭日活动，从

听闻要到全世界最美丽的小学做捐赠开始

，就展开对泰武国小的好奇，直到活动当

天透过游览车上面影片的简短介绍，然后

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后，我才深刻的感受

到在地的好山好水，还有影片中给人温暖

的美珍老师及充满热情的小小导览员-巴鲁

，亲自体会果真如影片内所呈现，他们展

露的真性情会让人不自觉的喜欢这里，特

别的是他们的传唱队、好客的查马克老师

，为卡讯献唱两首歌曲及带领我们一同参

与原住民舞蹈，让我感受深刻，那种传唱

母语认真的表情及同心协力完成的舞蹈，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都让我感受到满满

的感动及欢乐，很谢谢卡讯的福委筹划的

家庭日及谢谢泰武国小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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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y泰武国小心得分享：

1. 正面乐观的精神：乐天知命、坚持到底、永不放弃、把梦做大！把根扎深！http://www.liviatravel.com/2013/06/tai-wu.html
2. 我们只要坚持每天进步0.1, 自己的成就也会不一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Z6n1zp4JY
3. 每个老师、学生都在『想办法』生存＆增加收入：太阳能板能自给自足外还可以卖给台电、利用好歌喉来发行古谣专辑、木雕的好手
    艺来参加比赛并年年得奖、采咖啡豆来成为当地特色、向伊甸基金会来争取费用提供全校小朋友的早餐.......勉励卡讯的同仁要感恩惜
    福、珍惜一切！

4. 校园的故事 http://163.24.105.140/tour/school-map.html
5.【改变世界的4个苹果】
  热情的赖校长提到：有四颗苹果改变了全世界：第一颗是亚当夏娃偷吃苹果；第二颗是牛顿在苹果树下发现地心引力；第三颗是贾伯  
  斯的APPLE公司(i phone)；第四颗是泰武国小图书馆内的木雕苹果树，或许出身的背景是比较偏乡弱势，但是透过阅读、知识就是力
  量、可以拓增视野、扭转命运、改变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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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哲：关于这一场捐赠
因缘际会下，认识了美珍老师，认识了泰武国小，因为STIPA推
广的关系，跟泰武国小借了教室，做了一场扩音的实验，才发现
一般的音响设备对于残响过大的空间(教室的残响时间居然有1.6
秒)，改善能力非常有限，在几个月的沉淀与思考之后，为了确认
新的扩声方式与创造案例，因此向公司提议了捐赠设备，来改善
学校学校教室的扩音质量，让学生能够有更好的受教质量。

在家庭日之前用了两个半天进行安装，换得STIPA语音可懂度指
针大幅上升，达到令人惊讶的0.61，这个结果是令人开心的！

我们跟泰武的朋友们其实学习到更多
家庭日，在泰武是满满的惊喜！因为古谣传唱队将要出国表演，
12/19是补课日，临时为卡讯演唱了两首歌曲。查马克老师更带
着大家一起跳了一支舞，这完全不在我们计划之内，这样的好客
与热情，来自于对于卡讯的捐赠行为的感谢，这样的行程内容，
我相信是千金难买的！没有发自内心无计较的捐献，是无法擦出
如此闪亮的火花的，而半年多不见的孩子，还能记得我，腼腆跟
我打招呼，让人相信为孩子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巴鲁，憨直的巴鲁，长得越来越壮了。在跟大家解说关于泰武，
排湾的一切事物时再自然不过！顺畅与自信，溢于言表！这都得
益于师长们的不放弃与为孩子们尝试多打开扇开窗的努力，让我
相信，我们的支持与鼓励，在未来，会对他们更有帮助。泰武的
校园内有那么多排湾族的文化故事与族群特色教学成果，对于老
师的用心，前人的智慧，不得不说声你们好棒！

这一次的员工日，让我体验到义务付出的过程是令人开心的，得
到的响应也更积极有力！感谢卡讯的全体同事，感谢泰武国小！ 
有你们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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