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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舞敦煌 創新大型穿越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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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觀-自在 「舞」動-平衡  

「閱舞」致力於傳遞「良善文化」大型舞劇創作 透過故事、音樂、舞蹈整體編創 將美、

善結合，引動善緣，傳遞愛的善循環 讓我們的下一代有更良善的生活環境 

更發揮「渡」的精神 邀約當地以及偏鄉的學童、老殘一起欣賞舞劇， 共邀舞劇欣賞，從

「心」開始，營造「善循環」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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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徵求企業贊助 

國父紀念館大會堂 敦煌舞蹈團主辦「渡-舞敦煌」演出，籌募紫

蓮兒童之家的建設基金。 

 

 

《企業贊助 合作方案》 
將於音樂會文宣品上做廣告贊助露出，含海報、DM、 節目本等，並提供音樂

會票券給予貴單位使用。 (票價 1000 元 / 2000 元 ) 
 

紫蓮慈善基金會秘書處聯絡人 : 佩珮秘書長 
聯絡電話:02-2593-6611 / 0968-131-652 

 

贊助 
     購票 

贊助單位 

20 萬元 

贊助單位 

10 萬元 

 

合          

作          

方           

式 

1. 節目本，廣告 2 頁 

2. FB、官網、EDM 之

Logo 廣告 

3. 贈送票券 40% 等值

金額票 

1. 節目本，廣告 1 頁 

2. FB、官網、EDM 之

Logo 廣告 

3. . 贈送票券 30% 等值

金額票 

媒體宣傳 紫蓮官網、fb 粉絲團、 LINE 大群組 

 



 

貳、前言 

目的： 

本次募款所得全數用於籌設紫蓮兒童之家（育幼院）建設相關經費 

位置：紫蓮兒童之家預定地 

1. 地號：新北市淡水區公司田段 179 地號，位於淡水輕軌義山站旁交通方便 

2. 建地面積 185 坪，容許地面建築物面積 220 坪，預計地上三層、地下一層。 

3. 預定 112 年秋天動土，112-114 年完成兒童之家建設，115 年正式開始營

運。 

4. 預計收容服務 0-12 歲失親兒童 20 名，除了提供舒適明亮的生活空間與溫

飽之外， 最重要的在於「愛與教育的人格培養」。配合新北社會局兒少科

收/出養規 定，為孩童媒合合適的收養家庭，得到家庭的溫暖與教育機會，

快樂長大，未來成為國家社會有用的人才。 

 

 



 

叁、基金會簡介 

基金會簡介 

一、成立： 

本基金會於 108 年 7 月 18 日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准立案，於 8 月 7 日完成新

北地方法院登記。 

二、宗旨： 

募集更多愛心志工共同奉獻於慈善事業，希望因愛心付出，挽救更多不幸和貧

困的家庭。因著我們溫暖的關懷來成就、幫助受困貧童與其家庭獲得適當的照

顧，並改善生活品質。 

三、短期目標： 

關懷訪視並幫助弱勢兒童與家庭、扶助弱勢兒童就學、開辦兒童讀經班、長青

讀書會、志工訓練、各項社區成長課程。 

四、中長期目標： 

於淡水設立紫蓮育幼院，養育 12 歲以下失怙無依之健康孤兒 15-20 名，提供

收出養相關諮詢服務。 

 

 

 



 

肆、演出規劃 

演出時間：112.03.11(六) 7-9pm (7:00pm入場，7:30開始)  

演出地點：國立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505號) 

主辦單位：閱舞Yue Wu敦煌舞蹈團 

協辦單位：善導寺/十方學舍/財團法人禾繕基金會/天麗生技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紫蓮基金會  

贊助單位：源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單位：吉珅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演出規劃 :  

 

「世界首創」 跨舞種、跨時空的創新大型敦煌舞劇 

一段牽掛千年的記憶糾纏，當今生的芭蕾與前世的敦煌相遇，透過舞

蹈述說橫跨 1500年的輪迴情事舞敦煌-舞出敦煌的前世今生。 從千

手觀音的高度，看穿輪迴的一生… 

 

契 
故事主角的前世因為身在唐朝盛世，養尊處優。但是突如其來的戰亂，

讓她從宮廷流落人間。她的前世人生遭逢劇變，這段悲傷的痛苦記憶

也跟著輪迴...在今生一次芭蕾舞劇「仙女」死亡的舞碼表演時，因

為死亡觸動了輪迴的機緣，讓她的靈魂回到了前世，距今 1500年前

的唐朝時代…. 

 



 

  
緣 

主角前世因為戰亂，驚嚇四散的從宮廷逃出來，她擁有舞藝高超的本

領，卻沒有生存本事，只有靠著沿途賣藝回到家鄉敦煌。 

這一路的逃難，驟然驚變的人生，讓她身心受創，在哀傷到無以為繼

時，她跪下垂死了…千手觀音聞聲救苦，解救了她。 

她感激千手觀音的悲心救苦…千手觀音了解人無法超脫輪迴所經歷的

痛苦，起大悲心，展現穿越時空的力量，進入 1500年後的現在，解

救了今生舞劇中垂死的芭蕾舞者。 

 

 

悟 
千手觀音先救贖了主角的前世，再跨越時空一併解救了主角的今生。

最後，千手觀音展現法力無邊，破除輪迴的障礙，讓相隔 1500的前

世與今生相見。兩者頓悟因為「我執」造成的痛苦與恐懼。最終，她

們跪下感激與讚嘆千手觀音慈悲的力量。 

 



 

伍、演出單位介紹 

閱舞敦煌舞蹈團         

創辦人/製作人 林弘洲 

投入文化藝術產業，源自於對宗教藝術的熱愛!  

製作舞敦煌的初衷是將「良善文化」 

透過藝術表演方式呈現給大家， 

達到無國界、無分別的善循環。 

這樣善循環的宗教文化價值， 

在我十幾年的海外求學及工作時，感受深刻。 

回國後，創立「閱舞 Yue Wu」以推動良善文化為目的， 

以藝術文化為主軸，藉由團隊的力量，建立一個落實推動良善文化， 

為大眾傳遞幸福的藝術創作表演團體。 

 

                                        執行總監  高子婷 

                                                      大學畢業就投身節目製作及廣告活動 

                                                      創意公司，至今已 25 年之久。初           

                                                      見敦煌舞姿就被她幾近菩薩的神韻    

                                                      所吸引，於是開始創作有關於敦煌  

                                                      的故事。一本寫了 6 年的前世今生 

                                                      敦煌舞劇，尤其是芭蕾跟敦煌跨舞  

                                                      種的結合是很創新的嘗試，修修改 

                                                      改無數次，經由無數貴人的幫助才   

  完成這齣包含善循環的前世今生輪       

  迴的創新大型敦煌舞劇—舞敦煌。 



 

附件一、服務成果 

110 年服務成果報告-1 

《經濟弱勢學童課後激勵》 

★本方案獲得新北市社會局 110 年創新方案部分補助，以及台新銀行慈善基金

會補助 

提供新北市偏鄉小學，針對經濟弱勢及學習成就低落之學生課業補救教學，以

實現弱勢關懷並確保基本學力。縮短學習成就低落學生之學習落差，彰顯教育

正義，幫助弱勢學童跟上進度，建立自信心。 

《服務對象》 

1.學習落後且無法參加教育部學習扶助方案之弱勢學童。 

2.教養弱勢：單親、失親、隔代教養、新住民子女、父母一方為身心障礙者。 

3.經濟弱勢低收中低收入戶或全年家庭收入 60 萬以下者。 

4.對家庭清寒或突發變故，導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弱勢家庭或個人。 

《服務成效》 

★急難救助：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提供弱勢家庭生活物資包，共提供新北市八所

學校共計 377 人次。 

★課後輔導激勵班：於新北市更療國小、仁愛國小、深坑國小開課 

   採外加式小班制教學，與學校在校內合作開辦課輔班，由學生平常熟悉的老

師進行課後輔導教學，免除需要重新適應老師的過程。 

★烏克麗麗才藝班：提供學生學習第二專長，除課業外讓學生能找到自己的天

賦能力，協助發掘優勢與潛能，滿一學期經指導老師評估認學習者，將獲得烏

克麗麗一組。 

課後學習班及才藝班皆有效運用學生課餘時間進行，與正式課程不相衝突，除

讓學習落後的學童即時獲得適當的教導與改善學習，並解決學童放學回家時家

中無人照顧之困境。 

 

 



 

110 年服務成果報告-2 
 

《課後輔導激勵班&烏克麗麗才藝班統計》 
 

學校 激勵班 

上課次數 

烏克麗麗課程 烏克麗麗 

上課人次 

備註 

更寮國小 1 班 59 次/361 人次 1 班 29 次/224 人次  

仁愛國小 5 班 136 次/266 人次 0 0 9 月起因疫情停辦 

深坑國小 2 班 42 次/280 人次 1 班 24 次/216 人次  

忠義國小 0 1 班 8 次/66 人次 9 月起因疫情停辦 

元長國小 0 1 班 5 次/40 人次 舉辦期間 3-5 月 

元長國中 0 2 班 31 次/248 人次 9 月起 2 班 

     907 人次  97 人/794 人次  

對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而言，能有學習彈烏克麗麗的機會，真的是非常難得！ 

 

    

 

 



 

110 年服務成果報告-3 

《紫蓮志工熱情滿滿 散播溫馨散播愛》 

● 3/1 主辦板橋全聯文聖店捐血活動   

● 4/24-4/25 參加淡水明緯公益園遊會 

● 4/30-5/2 參加花博園遊會  

  

《愛心捐血活動 解救國內血荒》 

5/2 主辦花博捐血活動，當天共募到 193 袋熱血！ 

      

 

 



 

110 年服務成果報告-4 

《每周三提供街友愛心便當》 

   板橋火車站 發放街友便當 

 

星期三下午四點一到板橋火車站，街友們井然有序排隊領便當 

感謝紫蓮愛心志工，為街友們準備熱騰騰的營養美味餐食 

 
《紫蓮志工熱情滿滿 散播溫馨散播愛》 

 



 

愛心生活包-幫助疫情困境弱勢清寒家庭 

總計送出 528 包：平溪國小、忠義國小、燕子慈

善會、元長國中、元長國小、更寮國小、深坑國

小、仁愛國小、積穗國小及部分案家。 

                三重碧華國小、中和積穗國中 

110 年服務成果報告-5 

《110 年急難救助總計》 

       110 年急難救助補助 3,556 人次，物資總計：米 105.74 公斤、油 21 公升、

麵條 88 包、糖 3 公斤、全聯年菜禮盒 4 批、奶粉尿布用品 2 批、生活救助包

528 包、現金 228,946 元、醫護防疫物資 3,000 份。 

木 

 

 

 

 

 

 

 

 

 

 

板橋亞東醫院 

募集 3000 套-隔離衣、紙帽、鞋套、臉部防護隔板， 

分送-板橋亞東醫院、永和耕莘醫院、新北市消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