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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紅色大提琴 The Red Cello

Fantasy of an Artist
Lost in Love

指揮家吳琇玲自幼受名師呂泉生及大提琴家張寬容教授之栽

培，爾後受名指揮家陳秋盛的啟蒙及指導進入指揮領域，隨

後赴美深造，進入密西根大學音樂院，主修大提琴並學習指

揮；之後於印地安那大學研究所主修指揮，獲音樂碩士。

1984年返國任東吳大學音樂系講師並參與多場演出，隔年再

度赴美進入印地安那大學合唱指揮博士班，師從Robert Porco

及G. Beulow，其間曾任紐約市第一長老教會音樂總監。學

成歸國後進入北市交服務，並於1992年起任北市交附設合唱

團指揮，帶領該團參與多場歌劇及音樂會演出，獲得極高評

價。現任北市交助理指揮，並經常於各地舞台指揮北市交公

開演出。

Conductor    

★Shou-Ling Wu

大提琴家簡荿玄於十五歲時即進入美

國茱麗亞音樂院大學先修班深造，師

事傳奇大師夏培洛，並在四年內取得

學士及碩士文憑。自1989年應邀返

國擔任北市交大提琴首席至今，為我

國最活躍之大提琴演奏家。曾至美

國、加拿大、日本、歐洲等各地演出

獨奏與室內樂；亦曾至日本參與各地

之音樂節活動，並與各大樂團音樂家

合作演出。於1990年與小提琴家凃

鳳玹（朱貴珠）合創鳳絃樂集（丹楓

樂集），除演出外，並推廣音樂教育

，首創學齡前兒童之音樂節目「魔法

DoReMi」親子音樂會，創下連續數十

場票房全滿的紀錄。

★Janet Chien

2月15日
我們一起面對
夢境與現實！

大提琴 簡荿玄   

2/15  SUN. 14:30

一根火柴，無法擺脫感情路上的惱人糾葛，《幻想交響曲》將愛不到人的滿腔憤

慨氾濫成前所未有的激情，極致詮釋「真實地呈現自己是浪漫」，也在音樂史上

寫下藝術新猷。北市交助理指揮吳琇玲與大提琴首席簡荿玄合作聖桑經典《A小

調大提琴協奏曲》重現巧奪天工的細緻與優雅。

Those feel betrayed or deserted by their lovers might consider committing suicide 
can get rid of their troubles quickly, while Berlioz, the Romantic composer, turned his 
anguish into an animated fantasy, and wrote down his love and hatred into Symphonie 
fantastique, a semi-autobiographic composition. With this music, he displayed the 
theory “Romanticism is genuinely showing oneself” to its utmost. He found the way for 
the sentimental youths to release their emotions, while his innovative orchestration and 
music writing turns a new leaf for the music history.
Shou-Ling Wu, Assistant Conductor of the TSO, and Janet Chien, the Principal Cello, 
will collaborate in performing Saint-Saëns’ popular Cello Concerto in A minor. Joining 
forces with the TSO, they will showcase the enthralling delicacy and elegance of the 
piece. Come and make a mark for your love and sorrow on February 15, the Valentine 
Day, this year.

Cello

指揮   吳琇玲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cheng Auditorium, Zhongshan Hall

瓜涅（J. L. P. Coignet）約在1850年以白遼士

頭部所繪之鋼筆習作。哈勒（Charles Hallé）

在此時與白遼士相識，這樣形容他：「….如

鷹的臉龐，蓬亂的頭髮，不可一世的的態度，

炯然放射出熾烈的感情。他是我見過最完美的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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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過探戈的阿根廷

Sounds from Pampas
彭巴斯草原之音

票價  200 400 600 800

客席指揮 喬治．伏里其
Guest Conductor Georg Fritzsch
豎琴 吉賽爾．波特斯 Harp Giselle Boeters

TSO40 ─  Muse 經緯線Ⅲ

14希那斯特拉(1916~1983)的創作風格可分為三個時期。在第一個階段裡，受到史特拉汶斯基、巴

爾托克與法雅的影響，他直接運用阿根廷的民俗與通俗要素，最著名的作品首推《阿根廷舞曲》

與芭蕾舞劇《牧場》。從1948年開始的第二個階段，他將傳統通俗要素轉化為象徵性的用途，

但節奏對比強烈，感覺深刻而充滿緊張度，旋律仍然相當重要，緊張與鬆弛的對比也仍存在，管

弦樂曲《第三號潘帕雅納》及至今仍熱演不衰的《第一號鋼琴奏鳴曲》是其代表作。

從1958年開始的第三個階段，不再有民俗的旋律或節奏細胞，也沒有任何的象徵主義，然而持

續帶著阿根廷要素，例如強烈著魔的節奏，沈思的慢板暗示著彭巴斯草原的寧靜感，神祕魔幻般

的音響，令人聯想起鄉間隱密的氣氛；歌劇《柏馬佐》、《第二號大提琴協奏曲》皆是這時期的

名作。《豎琴協奏曲》作於 1956年，是第二時期的傑作之一，1965年2月18日由著名的西班牙

豎琴家查巴雷塔（Nocanor Zabaletta）與費城交響樂團首演，曲中充滿了強烈的旋律、節奏與鮮

活的音響，是豎琴家必備的演奏曲目之一。

Zhongcheng Auditorium, 
Zhongshan Hall

 中山堂中正廳 3

卡蓋爾：沒有賦格的變奏曲
M. Kagel: Variations without Fugue 
希那斯特拉：豎琴協奏曲，作品25
A. Ginastera: Harp Concerto, Op. 25
德布西：「印象」，為管弦樂團
C. Debussy: Images for Orchestra

票價  
200  400  600  800 

SAT.  
19:30

德布西的《印象》帶領你沈潛霧氣氤氳的天使瀑布

凱格爾《沒有賦格的變奏曲》擴大你的想像半徑

希那斯特拉的動感豎琴

以音樂變裝來場徹夜不眠的南美熱辣狂歡節

二十世紀在樂壇留名的阿根廷作曲家

作曲家╱

希那斯特拉

藝術顧問 馬汀．費雪狄斯考
Artistic Advis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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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s from
Pampas

喬治．伏里其原為職業大提琴獨奏家，卻因熱愛指揮，轉而

跟隨指揮家羅格納學習。近幾年來在歐洲、亞洲、以色列、

南非和美國擔任客席指揮，曾與柏林德意志交響樂團、科隆

歌劇院交響樂團、威瑪交響樂團、慕尼黑交響樂團等合作。

2003年，接任基爾歌劇院的音樂總監，之後在德國萊茵歌劇

院與德勒斯登賽柏歌劇院指揮演出《波希米亞人》，其特有

的詮釋廣受歐洲觀眾歡迎，邀約更是滿檔，陸續演出《蝴蝶

夫人》、《卡門》、《漂泊的荷蘭人》等知名歌劇。

Guest Conductor    

★Georg Fritzsch

吉賽爾‧波特斯九歲開始學習豎琴，

師承多位國際豎琴大師，包括凱瑟琳

米歇爾、蘇珊‧麥唐娜等。以其嫺熟

精緻的技巧和唯美音色獲得許多豎琴

獎項，陸續在歐洲等地舉行獨奏會，

曾與荷蘭廣播愛樂樂團、阿姆斯特丹

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等合作。2007年

十月，吉賽爾與德國國立柏林歌劇院

的交響樂團合作演出一系列的歌劇和

芭蕾舞曲。

★Giselle Boeters

3月14日
北市交邀請您
一起見證！

豎琴 吉賽爾．波特斯  

3/14  SAT. 19:30

輕顫的琴弦流洩一室的珠玉，優雅細緻裡透著難以抗拒的天籟，以故鄉巴塔哥尼

亞草原恣意的自由為底蘊，焠鍊出《豎琴協奏曲》前所未有的熱情。

指揮名家喬治．伏里其，偕同身懷絕技的豎琴演奏家吉賽爾．波特斯，將迸發無

比燦爛目眩的音樂華彩，3月14日北市交邀請你一起見證！

On the stage, the harp is like a graceful swan fluttering its wings and ready to take off. 
Its strings, trembling under the soloist’s fingers, pour out capturing unresistable sounds. 
Combining the unstrained spirit bred in his homeland Patagonia with the animated 
styles he experien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Ginastera added unparallel affection into his 
Harp Concerto, which will be portrayed by the young talented harpist Giselle Boeters 
in this concert. At the same time, Georg Fritzsch, one of the most reknown conductors 
of this generation, will also lead the TSO to display the flowing and flickering Images 
III for orchestra, which is permeated with sophisticated colours and everchanging 
charming atmospheres.
Come to join us on March 14 to enjoy the other kind of splendid Argentinian music. 

 Harp  

客席指揮   喬治．伏里其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cheng Auditorium, Zhongsha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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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尊嚴 波蘭雙雄

Humanity in a Time of 
Confrontation

樂在戰火蔓延時

票價  200 400 600 800

客席指揮 彼得．古爾克
Guest Conductor Peter Gulke
小提琴 大衛．格里摩 Violin David Grimal

TSO40 ─  Muse 經緯線 IV

10魯托斯拉夫斯基（1913-1994）與潘德瑞茨基（1933 -）是波蘭二十世紀後半最著名的兩位國際性作曲

家。兩人相差了20歲，因所處背景時代的差異，作品風格的出發點與轉變也互異，但仍各自塑造了獨特

的語法、音響與曲式，的確是波蘭的「樂壇雙雄」。

魯托斯拉夫斯基一開始受到史特拉汶斯基的影響，在二次戰後波共當政的時期，受到蘇聯式教條的壓

制，作風類似巴爾托克（本晚演出的「管弦樂團協奏曲」就是這時期的創作（1954），連樂曲曲名也與

巴爾托克晚年的傑作相同），隨後他受到約翰．凱基的影響，將節奏與曲式予以解放，讓演奏者可以自

由決定一些要素，配合上「系列主義」音高結構，創出他獨特的「不定性音樂」（aleatory music）。潘

德瑞茨基則是波蘭二戰後的新生代作曲家，畢業自格拉哥音樂學院，作品初期受到魏本（Anton Webern, 
1883-1945）與布列茲（Pierre Boulez,1925-）的影響。1959年他的《大衛詩篇》等作品在華沙之秋藝術

節演出，聲名鵲起，次年完成的《廣島輓歌》則使他名聲遠播國際，1963-66年完成的《路加受難曲》

使他的地位更上一層樓。

National Concert Hall
 國家音樂廳

藝術顧問 馬汀．費雪狄斯考
Artistic Advis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SO

4票價  
200  400  600  800 

FRI.  
19:30

與音樂家們來場不流血的革命

風靡歐洲的指揮家彼得古爾克

世界傳奇大師們的愛將大衛‧格里摩的炫技琴音

全面光復你對音樂的想像

潘德瑞茨基：廣島輓歌
K. Penderecki: Threnody to the Victims of Hiroshima
柴科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5
P. I. Tchaikovsky: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  35
魯托斯拉夫斯基：管弦樂團協奏曲
W. Lutoslawsky: Concerto for Orchestra

作曲家╱

魯托斯拉夫斯基

魯托斯拉夫斯基與潘德瑞茨基是波蘭的「樂壇雙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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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y in a Time of
Confrontation

彼得‧古爾克以客席指揮的身分在柏林、漢堡、維也納…等

地指揮歌劇演出，並至日本和美國擔任音樂會指揮，與許多

著名樂團合作演出。古爾克錄製過許多的唱片和光碟，包含

舒伯特交響作品全集、荀白克、貝爾格、魏本、貝多芬、海

頓…等作品；也曾多次指揮世界首演的作品，並獲得讚揚。

1994年獲西格蒙．佛洛伊德獎，之後亦獲得艾迪生唱片大獎

（Edison Record Prize）、Von-der-Heydt獎、卡爾．弗斯勒

獎。2003年，威瑪李斯特音樂大學頒給他榮譽理事的頭銜，

2004年則榮獲瑞士伯恩大學榮譽博士頭銜。

Guest Conductor    

★Peter Gulke

格里摩參與過無數音樂會，合作過的

知名指揮家不計其數，包括克里維尼

（E. Krivine）、巴墨特 (M. Bamert)…

等，亦與鋼琴家巴瑞佐夫斯基（B. 
Berezovsky）、長笛演奏家詹姆斯．

高威、大提琴家王健…等音樂家合作

進行室內樂演奏，也在許多大型的音

樂廳和音樂節中現身表演。格里摩錄

製過許多專輯；2005年，亦推出個人

DVD影音專輯。除了獨奏家、「奧

菲歐四重奏」與「不和諧」樂團成員

的身分外，格里摩也是哈佛爾港國立

劇場（Le Volcan）的常駐音樂家，

2008/09樂季起亦是第戎人民大會堂 

（Auditorium de Dijon）的常駐音樂

家。

★David Grimal

4月10日
與您一同感受生
命中不可輕易
承受之樂！

小提琴 大衛．格里摩

4/10  FRI. 19:30

經歷烽火戰亂的顛沛流離，「波蘭貝多芬」潘德瑞茨基和魯托斯拉夫斯基，為當

代留下多首反應社會、表現人生的經典。潘德瑞茨基將戰爭中無辜百姓的悲鳴和

痛徹心扉的哀痛，強烈的音樂意涵嘶吼成一闕哀悼原爆的《廣島輓歌》。魯托斯

拉夫斯基從戰俘營逃脫存活下來後，才有《管弦樂團協奏曲》波瀾壯闊的管弦音

畫綻放成熟的藝術光華。

即使人生變化無常，他們的作品卻閃耀著永恆的璀璨光芒。

Penderecki wrote numerous masterpieces reflecting the reality of modern lives. 
His Threnody to the Victims of Hiroshima revealed innocent people’s hollering and 
deep pains in the aftermath of nuclear bombing. The experience escaping from the 
prison camp made Lutoslawsky written down the splendid and impressive Concerto for 
the Orchestra. Although the future is unpredictable, both composers’ works will forever 
shine. On April 10, well-known conductor Peter Gulke and David Grimal, the disciple 
of several legendary violinists, will join forces to bring you the “music which is unable to 
bear in your life.”

 Violin 

客席指揮   彼得．古爾克

國家音樂廳 National Concert Hall

《廣島輓歌》總譜一隅，奇特的圖形記譜法

充滿著爆炸性、現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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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雅緻與華麗的盛宴 

逸樂零距離
Agrément sans distance

客席指揮╱藝術顧問 馬汀．費雪狄斯考
Guest Conductor╱Artistic Advis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鋼琴 喬治．普魯得馬謝爾
Piano Georges Pludermacher

TSO40 ─  Muse 經緯線Ⅴ

22對於以網羅全天下頂尖藝術天才，共聚一堂攜手合

作為職志的狄亞吉列夫而言，既然發跡地點是在巴

黎，委託法國作曲家創作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原本拉威爾的新作應該趕上1911年的舞季，但因為

進度落後，《達夫尼與克羅伊》拖到1912年6月8日

才在夏特雷劇院首演，由伏爾金編劇、編舞，巴克

斯特設計佈景服裝，凱薩維娜飾克洛伊，尼金斯基

飾達夫尼，玻姆 (Adolf Bolm ) 飾鐸孔 (Dorkon )。
上圖為巴克斯特所設計的舞台佈景與人物造型，鮮

豔的色彩與生動的造型，至今仍令人眼睛為之一

亮。

National Concert Hall
 國家音樂廳 5票價  
200  400  600  800 

FRI.  
19:30

法國遙遙，但音樂唾手可得

1979年蓋札‧安達大賽唯一得主

小提琴大師密爾斯坦欽點鋼琴家

橫跨古典爵士，還寫作

今年初夏，和喬治．普魯得馬謝爾一起出走

發現法式逸樂

拉摩 J. P. Rameau: 
序曲，選自《查伊斯》
Overture to "Zais" 
葬禮場面，選自《嘉斯特與波魯斯》
Scène funèbre from "Castor et Pollux"
對舞與迴旋曲，選自《波雷亞的兒子們》  
Contredanse en Rondeau from "Les Boréades"

拉威爾：G大調鋼琴協奏曲
M. Ravel: Piano Concerto in G major

拉摩 J. P. Rameau: 
序曲，選自《波雷亞的兒子們》 
Prélude from "Les Boréades"
波里迷妮的進場，選自《波雷亞的兒子們》
Entrée de Polymnie from "Les Boréades" 
夏康舞曲，選自《優雅的印度》
Chaconne from "Les Indes Galantes"
拉威爾：《達夫尼與克羅伊》第二組曲
M. Ravel: Daphnis et Chloé, Suite No. 2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SO
合唱指導 吳琇玲 Chorus Master Shou-Ling Wu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合唱團
TSOC

達夫尼與克羅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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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ément
sans distance

1979年蘇黎士的安達鋼琴國際大賽唯一

得主喬治．普魯得馬謝爾，曾與蕭提、

杜南伊、布列茲等指揮大師合作，更是

法國許多重要音樂節（包括薩爾茲堡、

愛丁堡、亞維儂等）的常客。和許多俄

派大師相較，法國鋼琴家往往被批評曲

目不夠廣，甚至被質疑演奏非法國音樂

的能力，但他卻樂於挑戰貝多芬、莫札

特和舒伯特的作品，曾以貝多芬《迪亞

貝里變奏曲》，贏得查理克羅斯學院大

獎；而向來拿手的法國印象派作曲家德

布西的練習曲，一舉博得法國世界音樂

大獎、音叉獎以及學院唱片大獎等三項

好評，堪稱全能的姿態在法國鋼琴界中

獨樹一格。熱愛室內樂的他，更是許多

小提琴大師密爾斯坦、費拉斯和吉特利

斯等人欽點合作的首選之一。除了古典

，他還是位爵士樂演奏家，並撰寫當代

音樂書籍，信奉「創造力」反對刻板的

音樂詮釋，讓他的演奏充滿新意和娛樂

氛圍。

★Georges
    Pludermacher

5/22  FRI. 19:30

 Piano 

國家音樂廳 National Concert Hall

馬汀．費雪狄斯考來自傑出的音樂世家，父親是知名的男中音

與指揮家戴特利希．費雪狄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

母親是大提琴家波本（Irmgard Poppen）。費雪狄斯考二十二

歲就被德國音樂聯盟選為德國最優秀的年輕藝術家並進入美國

底特律交響樂團，成為已故匈牙利指揮大師杜拉第的助理指

揮。1976與1977年，他兩度獲得德國音樂委員會最高獎項，

從此開始與德國一流樂團合作，進而獲得小澤征爾邀請，成為

美國譚格塢伯恩斯坦獎學金之受獎者。

Guest Conductor╱Artistic Advis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鋼琴 喬治．普魯得馬謝爾

瑞士安達國際鋼琴大賽得主喬治．普魯得馬謝爾，法國鋼琴學派出身華彩奪目的琴

技，不僅是箇中翹楚，對於德奧大家的經典作品，詮釋起來更是遊刃有餘、獨樹一

幟。他的演出總能同時體現藝術深度與優遊自在的歡愉，身兼鋼琴家、作家、爵士

演奏家，多場名演更是囊括多項國際性權威大獎。

拉威爾《達夫尼與克羅伊》第二組曲源自芭蕾舞曲，向來是法國作品中最受全球樂

迷鍾愛的經典，樂曲精雕細琢，現場聆聽沉醉於作品中酖美樂興更是一大享受。

Georges Pludermacher, winner of Anda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held in 
Switzland, is not only renowned for his blazing artistry inherited from the French Piano 
School, but also accomplished in interpreting the masterpieces of eminent German-
Austrian composers. His performance always conveys both the artistic profundity and 
casual delight. Being a pianist, composer, and jazz musician, Pludermacher has garnered 
several awards and his performances are highly acclaimed.
Ravel’s Daphnis et Chloé Suite No. 2 is originally written for ballet performance. The 
piece is permeated with sophisticated refinement. It is appealing to indulge yourself to 
assimilate its shinning beauty on a live performance. 

 5月22日
與北市交一同享受
道地法蘭西雅緻與
華麗盛宴！

客席指揮╱藝術顧問  馬汀．費雪狄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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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史特勞斯 系列
3╱27 田園交響曲4808

4╱23 超人對我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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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三世的音樂世界

無數戀人在歌劇《玫瑰騎士》裡找到比占星更有效的愛情建議

鋼琴家在超技《諧謔曲》裡拾回遺失已久的幽默感

牧人和野鳥在《阿爾卑斯山交響曲》裡發現最完美的度假勝地

理查三世的音樂世界 

歡迎來打包靈感和能量

田園交響曲4808
Sinfonia Pastorale 4808

客席指揮 藍哈特．塞福里德
Guest Conductor Reinhard Seifried
鋼琴 蘇立群 Piano Li-Chun Su

TSO40 ─  理查．史特勞斯Ⅰ

27Zhongcheng Auditorium, 
Zhongshan Hall

 中山堂中正廳 3票價  
200  400  600  800 

FRI.  
19:30

由於不可能再有第二個（Second）理查．華格納，因此理查．史特勞斯說他自己是「理查三世」（The Third）；

他還說，他不是一流作曲家，而是二流作曲家中的一流。的確，不會再有第二個華格納，而他的確在藝術造

詣、意境與宏偉度上，比不過巴哈、莫札特、貝多芬、華格納這些偉人，但是以他作品的產量、水準、風格變化

幅度、意涵、美感來衡量，算是二流作曲家中的一流的話，那麼一大堆名流青史的作曲家，就只配算得上是二

流中的二流。玩笑中帶著一絲揶揄自嘲，真理中帶著一份自信自傲，這就是理查．史特勞斯。

理查．史特勞斯在1944年11月24日致友人的信中寫道：「我一生的工作被毀滅了，德國歌劇被打擊到報銷了。

德國音樂被放逐到機器的地獄，在那裡它受禁錮的靈魂在可憐的痛苦狀態中存活，我所感到驕傲的美麗維

也納房屋變成廢墟－我的作品將不再有機會於世間被聽到或看到－我希望，莫札特與舒伯特會在我80歲之

後帶我進天堂，我也希望能夠帶著葛路克美麗的胸像成行。不！忘了它吧！忘記一切吧！」人性！太人性的！

《阿爾卑斯山交響曲》被樂評戲稱為「標高4800公尺的田園交響曲」，把貝多芬的名作拿來相提並論，卻揶

揄挖苦說高處不勝寒，有點誇張膨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尖牙利齒、小鼻子、小眼睛的樂評永遠是

理查．史特勞斯的敵人。                

理查．史特勞斯：《玫瑰騎士》組曲
R. Strauss: Rosenkavalier Suite
理查．史特勞斯：諧謔曲，為鋼琴與管弦樂團
R. Strauss: Burleske for Piano & Orchestra
理查．史特勞斯：阿爾卑斯山交響曲，作品64
R. Strauss: Eine Alpensinfonie, Op. 64

二流作曲家中的一流

作曲家╱

理查．史特勞斯

藝術顧問 馬汀．費雪狄斯考
Artistic Advis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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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fonia Pastorale
4808

出生於台灣的蘇立群，是英國樂評口中

「毫無疑問的優秀鋼琴家。」曾獲2007

年孟德爾頌大賽及許納貝爾大賽雙料冠

軍，在德、英國等地舉行多場孟德爾頌

的獨奏會及室內樂演出。除了勃發的獨

奏事業，蘇立群也鑽研室內樂，特別的

是，他還是位古鋼琴家，獲邀在柏林舉

行的國際徹爾尼研討會上，以百年古鋼

琴演奏。2008年十月初才出爐的葡萄牙

波圖國際音樂大賽鋼琴組首獎得主，台

灣鋼琴家蘇立群奪獎的消息，獲得葡萄

牙媒體大幅報導。

★Li-Chun Su

3/27  FRI. 19:30

以大地為詩，四季更迭為韻，管弦音畫精雕細琢心馳神往的山居印象，海拔

4,808公尺的田園之歌，美成一闕壯麗動人的交響曲。

藍哈特．塞福里德系出名門，以助理指揮身分採擷大師肯培、庫貝利克、李希特

與伯恩斯坦藝術菁華。現今活躍於樂壇上另一位「台灣之光」—蘇立群，2007

年獲孟德爾頌大賽、許納貝爾大賽雙料冠軍、2008年又獲波圖大賽首獎，將以

《諧謔曲》展現精湛琴技。

The thatched forest, blue creeks, raging waterfalls, and neverending glaciers, all the scenes 
at the height of 4808 meters are transformed into notes that touch audiences’ hearts. 
Reinhard Seifried has learned from maestros when he was the assistant conductor to 
Kempe, Kubelik, Richter, and Berstein. Li-Chun Su, another “Taiwanese Glory” in 
the international music circle, garnered first prizes of both Mendelssohn and Schnabel 
Music Competitions in 2007. She will reveal her unrivaled artistry in Scherzo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Piano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cheng Auditorium, Zhongshan Hall

求知慾旺盛的藍哈特‧塞福里德曾擔任雷姆沙伊德交響樂

團、奧登堡國家歌劇院等指揮。2000年，成為著名的薩爾

茲堡莫札特大學的教授，又取得慕尼黑國立音樂院的碩士學

位，轉往義大利錫耶納跟隨費拉拉學習。先後擔任世界級知

名指揮如肯培、庫貝利克、李希特與伯恩斯坦等人的助理。

近年來，他的指揮備受肯定，獲邀多次擔任班貝爾格交響樂

團、巴伐利亞電台廣播交響樂團等客席指揮，也與多國的歌

劇院合作。

Guest Conductor   

★Reinhard Seifried

客席指揮  藍哈特．塞福里德

鋼琴  蘇立群

3月27日
一起閱聽阿爾卑
斯山之美！

羅 勒 為 《 玫 瑰

騎 士 》 首 演 設

計的二套服裝：

右為元帥夫人，

左為歐克斯男爵

(Baron Ochs von 

Lerchen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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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音樂的永恆對話

懷納以《小夜曲》為黑夜寫下最完美的墓誌銘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為尼采的哲學觀譜出一座紀念碑

巴爾托克以十七小節的空白悼念未完成的精采人生

北市交請你與我們一起甜蜜紀念

超人對我如是說
Thus spake Übermensch
to me

TSO40 ─  理查．史特勞斯Ⅱ

23National Concert Hall
 國家音樂廳

中提琴 菲力斯‧史瓦茲 Viola Felix Schwartz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SO

4票價  
200  400  600  800 

 THU.  
19:30

懷納：小夜曲，作品3
L. Weiner: Serenade, Op. 3
巴爾托克：中提琴協奏曲，遺作
B. Bartok: Viola Concerto, Op. posth.
理查．史特勞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作品30
R. Straus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Op. 30

這個歌名叫＜再一次＞，它的意思「在整個永恆裡！」－唱吧！

啊，高等的人！唱查拉圖斯特拉之歌吧！啊，人們！你得留心。傾聽著深邃的午夜之音。

「我剛是熟睡的，我從深夢裡猛醒－世界是深邃的，遠過白晝所能想像的深。它的痛苦是深邃的，它的痛

苦，歡悅比痛苦還更深。痛苦說：減輕吧！消失吧！但是一切歡悅要求永恆，要求深邃的深邃的永恆。」

─以上取自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四部，醉後之歌

尼采在1883-1885年間完成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本寫給所有人及不寫給任何人的書》是尼采

最知名也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尼采在書中提出了「永恆輪迴」的理論，並在「高等的人」一節中，第一

次使用了「超人」（Übermensch）這個詞。上文所引用的這段詩文，是「醉後之歌」的結尾，馬勒曾

經把它譜寫入他的「第三號交響曲」，而理查．史特勞斯這首交響詩的結尾影射的也是這結尾的「午夜

之歌」（聽的時候不妨仔細數數十二響鐘聲）。肯定歡悅，也就也肯定了痛苦，深刻的活著，真實的感

受並獲得生的歡悅與力量。

客席指揮 海可．馬蒂斯．福斯特
Guest Conductor Heiko Mathias Förster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尼采最知名也最重要的哲學著作

哲學家╱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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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spake
Übermensch to me

★Felix Schwartz

4月23日
請您親臨一場
哲學與音樂的
永恆對話！

4/23  THU. 19:30

理查．史特勞斯將音畫之美發揮到登峰造極之境，是春天山林間的微風輕哨、

是混沌多年後甦醒的第一道朝陽、是英雄與超人者勢力萬鈞的恢弘、是智者哲思

篇篇的覺悟。《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源自尼采的超人學，華麗盛大的交響詩

篇，鋪陳出宏觀的磅礡氣勢，唯有現場聆聽，才能全然感受其中的大器。

Richard Strauss portrayed the beauty of musical tableaux to their utmost. No 
matter it is spring breeze blowing through the forest, first twilight beam after long 
darkness, maturity arisen from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superman and hero, or 
awakening of the sage. Originated from Nietzsche’s “übermensch” concept,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is a magnificent symphonic poem with stately force, which can only be 
perceived on live performance. Heiko Mathias Förster, the well-known conductor from 
Germany, will reveal his vast and subtle German heritage to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Joining forces with Felix Schwartz, winner of Genev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they will capture the audiences’ hearts with Bartok’s swan song, the profound Viola 
Concerto. Words and language only give us hints about the truth, while eternal affection 
is always flowing inside the notes. 

 Viola

國家音樂廳 National Concert Hall

Guest Conductor   

★Heiko Mathias Förster

客席指揮  海可．馬蒂斯．福斯特

中提琴   菲力斯‧史瓦茲

德國指揮家海可‧馬蒂斯‧福斯特以歌劇曲目進入指揮領域

，他曾深入鑽研華格納的音樂，2000年在慕尼黑首演與後續

一系列歐洲巡迴中，福斯特指揮、詮釋羅瑞歐特導演的《一

個孤單夜晚的指環》音樂劇，吸引了許多觀眾；他也曾將歌

劇《指環》改編為一小時的純交響樂篇章《無言的指環》，

因此博得「華格納作品最佳詮釋者」的美譽。2006年、2008

年福斯特兩度與北市交合作，詮釋莫札特以及理查‧史特勞

斯的作品，兩場皆創下滿座的票房，令人印象深刻。

菲力斯‧史瓦茲在就讀柏林「漢斯‧艾

斯勒」音樂院時，即在「日內瓦國際音

樂大賽」中拿下兩項大獎；求學時即

成為柏林國家交響樂團（Staatskapelle 
Berlin）的中提琴首席獨奏家。史瓦茲

創立「柏林弦樂六重奏」，另與同好組

成「阿波羅三重奏」並錄製多張CD。

史瓦茲經常在各地著名的音樂節中演

出。史瓦茲身為羅斯托克音樂大學教授

及克羅亨連朵爾夫堡寒訓學院創辦者，

致力於音樂教育工作，於2007年擔任由

巴倫波因負責的東西詩集工作坊，在各

地舉辦之管弦樂團暨室內樂夏令營的指

導教師，也曾在世界各地教授中提琴與

室內樂的大師班課程。

1939年柏林愛樂

歡慶理查‧史特勞斯

七十歲生日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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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藝深遠音樂會－

認識交響樂
要培養文化素養，先從美感教育紮根，臺北市政府推動了全國第一

個將文化設施、專業展演團體等藝術資源，與學校的藝術教育系統

相互結合的方案－「育藝深遠方案」。從此北市每一位五年級學

童，都有機會在音樂廳裡聆聽一場由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所演出的音

樂會。

「育藝深遠音樂會－認識交響樂」從94年9月開始舉辦，至今邁入

第四個年頭，到97年12月為止已舉辦了115場次，總共有114,682

名學童參與，歷年來獲得師生與家長熱烈的掌聲，預計98年度上半

年將再舉辦24場次。

98年上半年

管樂、弦樂，那一樣好？

鮑凱里尼優雅的弦樂五重奏、潘皇龍活潑的木管五重奏、費爾摩嘹

亮的銅管五重奏，管弦樂團多樣化的樂器音色一一呈現於舞台上，

你會喜歡那一種呢？【管樂、弦樂，那一樣好？】將帶領大家尋找

千奇百樣的管弦樂器及它們的發聲原理，傾聽不同音色組合所撞擊

出的響音。銳利的小鼓、厚沉的低音號、優美的小提琴同台演奏，

會好聽嗎？柯普蘭、約翰‧威廉斯將會令小朋友耳目一新，終身難

忘。

指揮 吳琇玲、楊智欽 Conductor Shou-Ling Wu、Chih-Chin Yang

演出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SO

地點

城市舞台

中山堂中正廳

時間

AM 09:00～10:00
AM 10:40～11:40

AM 09:00～10:00
AM 10:40～11:40

日期

3/09-10 
5/25-26

4/02-03
4/27-28
4/30-5/1
5/07-08

場次

8場

16場

指揮   吳琇玲 指揮   楊智欽

Conductor    

Shou-Ling Wu
Conductor    

Chih-Chin Yang

☉參加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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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積極推動臺北市政府之文化普及政策，使藝術更貼近一般市民

的生活，在臺北市各個角落免費欣賞到精采的藝術饗宴，自91年

起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每年至少辦理24場「文化就在巷子裡」社區

音樂會，巡迴全市12個行政區之醫院、學校、公園及里民活動中

心演出，落實文化向下紮根之工作，至今已演出近200場次，深得

市民的喜愛與重視。

本年度樂團計畫配合40週年團慶，將擴大辦理全年度的演出場次

提高到40場。

3－6月 週末

文化就在巷子裡－

社區音樂會

詳細時間地點請上北市交網站查詢

www.tso.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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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422世界地球日

用音樂愛地球
Ode to the Earth

指揮 許雙亮
Conductor Shuang-Liang Hsu

 TSO40 －北市交附設管樂團

17

Zhongcheng Auditorium, 
Zhongshan Hall

中山堂中正廳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
Taipei Symphonic Winds

4

票價  
200  400  600  800 

FRI.  
19:30

史巴克：《土、水、日、風》交響曲
Philip Sparke: Earth, Water, Sun, Wind - Symphony for Band
阿貝蒙：微美世界
Bert Appermont: Microtopia
葛拉佐諾夫：《秋》，選自芭蕾舞劇《四季》
Alexander Glazunov: “Autumn” from Ballet Suite “The Seasons”
八木澤教司：太陽讚歌－大地的鼓動
Satoshi Yagisawa: Ode to Sun
魯斯特：亞馬遜
Jan van der Roost：Amazon

註：為減少樹木之砍伐，

本場音樂會將不提供紙本

節目單。

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ing, melting of 
polar caps, disappearing of the rain forests, and 
expanding of the deserts, human beings cause all 
these environmental crises listed above. For the 
coming Interntional Earth Day on April 22, Taipei 
Symphonic Winds will present music associated with 
the Earth,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 slideshow will 
be displayed at the same time to remind the audiencet 
the issues related with the Earth Day. 
Ps. In order to save the trees, no paper copies of program notes will be 
dispatched at this concert.

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極地融

冰、雨林縮減、沙漠擴大......，

這些我們熟悉的動名詞其實是

你我造成的。4月22日「世界

地球日」即將到來，臺北市立

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將演奏和

地球、生態、環境有關的音樂

，並將搭配投影片，喚起您對

「地球日」相關議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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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交演奏家賴承儀擔任雙

簧管獨奏，與小提琴家姜智

譯、中提琴家張菁珊及大提

琴家許瀞文組成獨特的室內

樂組合，帶來古典、浪漫及

現代各時期雙簧管四重奏的

迷人曲目。雙簧管時而高

亢，時而幽美，豐富而充滿

呼吸脈動的音樂魅力，勢必

喚醒樂迷心靈的感動。

賴承儀雙簧管四重奏

三合一的浪漫

 TSO40 －北市交獨奏家系列

17

Guangfu Auditorium, 
Zhongshan Hall

中山堂光復廳

5

票價  
200 

SUN.  
19:30

莫札特：為雙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四重奏，作品370
W. A. Mozart : Quartet in F major for Oboe, Violin, Viola and Cello, KV.  370
布列頓：《幻想》四重奏
B. Britten : Phantasy Quartet
大衛：四重奏…等
T. C. David : Quartet…etc.

雙簧管 賴承儀 Oboe Chen-Yi Lai
小提琴 姜智譯 Violin Roger Chih-I Chiang

中提琴 張菁珊 Viola  Chin-Shan Chang
大提琴 許瀞文 Cello Ching-Wen Hsu

Romantics 3    1

With Chen-Yi Lai, the solo oboist of  TSO, being the 
oboe solo,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violinist Roger 
Chih-I Chiang, the violist Chin-Shan Chang, and the 
cellist Ching-Wen Hsu, this quartet with a unique 
combination will showcase an enthralling repertoire 
which covers the oboe quartets from the Classical, 
Romantic, and Contemporary periods. The various and 
rich palettes of the oboe, which rise and fall with the 
performer’s breath rhythms, will definitely leave a vivid 
impression on the audiences.

﹠

許瀞文姜智譯 張菁珊

賴承儀



｜66｜

｜67｜

大提琴的醇郁 + 單簧管的空靈 + 
鋼琴的澎湃 = 一場美艷的遊園驚

夢！三位技藝超群的演奏家—北

市交大提琴首席簡荿玄、北市交

單簧管副首席楊喬惠以及鋼琴家

辛幸純，精心挑選為這稀有組合

所譜的精妙曲目，是絕不能錯過

的心靈刺激！

遊園驚夢

 TSO40 －北市交獨奏家系列

13

Guangfu Auditorium, 
Zhongshan Hall

中山堂光復廳

6

票價  
200 

SAT.  
19:30

大提琴 簡荿玄 Cello Janet Chien  
單簧管 楊喬惠 Clarinet Chiao-Huei Yang
 

鋼琴 辛幸純
Piano Hsing-Chwen Hsin

Ecstacy

The combination of luxurious cello, crystalline 
clarinet and magnificent piano amounts to a dream 
of ecstasy！TSO’s brilliant performers cello 
principal Janet Chien and assistant clarinet principal 
Chiao-Huei Yang carefully select pieces composed 
exclusively for this marvelous instrumentation, a thrill 
you just cannot miss!

簡荿玄

簡荿玄

楊喬惠辛幸純

穆辛斯基：為鋼琴，大提琴和單簧管的三重奏幻想曲，作品26
R. Muczynski: Fantasy Trio for Piano, Cello and Clarinet, Op.26 
布拉姆斯：為鋼琴，單簧管和大提琴的三重奏
J. Brahms: Trio for Piano, Clarinet and Cello
佛瑞：為鋼琴，單簧管和大提琴的三重奏…等
G. Faure: Trio for Piano, Clarinet and Cello…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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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為國內演出曲目最多且受國外邀約演出最多的大型音樂團體。四十年

來，樂團所締造的首演記錄不計其數，演出形式的多樣，舉凡歌劇、芭蕾、戲劇、交響樂

等演出，亦屬國內樂團之冠。歷年來除與國內優秀音樂家合作外，並邀請國際知名指揮

家、演奏家參與音樂會之演出，未幾，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已蔚為臺彎地區音樂團體的主

幹。成立於民國五十八年，原隸屬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成立之初人員編制僅三十人，首

任團長為鄧昌國，嗣由名音樂家陳暾初接任團長，在經陳團長暾初努力奔走規劃下，樂團

編制員額擴增，組織日漸完備，終致奠定了目前大型專業樂團的規模，而在陳團長暾初榮

退後又禮聘指揮家陳秋盛擔任團長。九十三年二月文化局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借調曾任本

團副團長之著名低音管演奏家徐家駒教授接任團長。九十四年八月起聘請匈牙利籍指揮家

李格悌（András Ligeti）擔任音樂總監。九十七年度聘請德國籍指揮家馬汀．費雪狄斯考

(Martin Fischer-Dieskau)擔任準音樂總監。

六十八年春，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時任臺北市市長，為推動本市文化建設，指示本團籌辦

臺北市「音樂季」。至今已歷三十屆，首開國內大型音樂季之先河。禮聘各國藝術家參

與，已成為著名之國際性藝術活動。歷年演出歌劇、芭蕾、交響樂等，皆受國人喜愛，尤

其歌劇方面製作及演出水準之高，堪稱國內第一。計演出過「茶花女」、「卡門」、「杜

蘭朵公主」、「阿依達」、「蝴蝶夫人」、「莎樂美」、「鄉村騎士」、「丑角」、「魔

笛」及「糖果屋」等著名歌劇。並於八十九年音樂季即首演譚盾之多媒體歌劇「門」。

歷年應邀來訪參與台北市音樂季演出的國外一流樂團，包括英國皇家愛樂管弦樂團、以色

列愛樂交響樂團、皇家大會廳管弦樂團、邦貝格交響樂團、俄羅斯愛樂交響樂團、奧斯陸

愛樂交響樂團、聖彼得堡愛樂交響樂團、法國廣播交響樂團、柏林廣播交響樂團等。對於

提昇國內文化活動，充實市民音樂生活，成績斐然。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並於七十七年、八十年及八十三年舉辦三屆國際小提琴大賽，供愛樂人

士觀摩切磋，深受國際樂界矚目與好評。亦積極參與國際樂壇之音樂交流。應邀赴俄羅

斯、法國、西班牙等地演出；九十年應邀赴奧地利史台爾、維也納演出、頻繁的國外邀約

與廣受好評之演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已成為亞洲最好的樂團之一。本團日常工作在於演

練技藝、提高演出水準、擴大演奏範疇，並舉行定期、露天、社區、校際、親子音樂會等

演奏。此外，為推廣精緻音樂，目前已出版七張CD及四張DVD。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was founded in 1969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hang-
Kuo Teng, who was succeeded by Tun-Chu Chen in 1973. In 1986, the Orchestra 
appointed Felix Chiu-Sen Chen as the music director. Under Chen's masterful 
leadership, the Orchestra has grown in size and strength, the number of orchestra 
members increased, and the length of the season expanded. He has also broadened 
the Orchestra's repertoire by introducing new and unfamiliar works from all music 
styles and periods, while maintaining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traditional classical 
music. In the season of 2004,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nominated the well-known 
bassoonist, Chia-Chü Hsü as the General Director. In August, 2005, the Hungarian 
conductor, András Ligeti, was appointed as the Music Director. In 2008, the German 
conduct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was appointed as the Music Director Designate.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has received high acclaim with successful and 
outstanding opera productions, such as La Traviata, Faust, Carmen, Turnadot, La 
Boheme, Aida, Madame Butterfly, I Pagliacci, Othello, Cavalleria Rusticana, Rigoletto, 
and The Flying Dutchman. While traditional opera was being presented, twentieth 
century works were also introduced and popularized. Most recently, the Orchestra 
gave the Taiwan premiere of The Gate, a multi-media composition by Tan Dun.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has become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international 
musical arena. In 1991, the Orchestra was invited by the Phoenix Symphony to 
perform at their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They toured Russia in 1993; appeared at 
the 1995 Valois Festival in France, traveled to Spain in the fall of 2000, and concerts in 
Vienna in the summer of 2001 won them rave reviews. The Orchestra was also invited 
by Mainland China to perform in 1993 and 1998. Their frequent tours and well-
acclaimed performances have established them as one of the leading orchestras in Asia. 
In 1979, the Taipei Music Festival was created to promote cultural activity within the 
island. After twenty-two seasons, the Festival is recognized worldwide for its successful 
performances and international roster of artists. Many Orchestras from abroad have 
also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during the Taipei Music Festival, including the Royal, 
Israel, St. Petersburg, Russian State, and Oslo Philharmonic Orchestras, the Bamberger 
Symphoniker, Budapest Symphony Orchestra,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Orchestre Philharmonique de Radio France, and Rundfunk-Sinfonie Orchester Berlin.
In addition to its Music Festival and regular Concert Series,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has been essential in promoting music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island. 
Taiwan's youth and their families are able to discover the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through the Family Concert Series. The Orchestra remains involved in 
community service through outreach programs and free park concerts such as 
the Starlight Concert Series. Created to help celebrat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special performances of the opera Rigoletto and Russian Ballet 
Masterpieces were given outdoors.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is dedicated to 
enriching the lives of all ages everywhere.
The TSO continues to seek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orchestral and ensemble 
performance. By building on its traditions of artistic quality and outstanding leadership,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is prepared to achieve a new level of excelle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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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

團長

副團長

秘書

演奏組主任

研究推廣組代理主任

總務組主任

會計員

會計佐理員

人事管理員

人事佐理員

演奏組團員

樂譜管理

舞台監督

研究推廣組團員

總務組幹事

駕駛

工作人員

陳暾初

徐家駒

陳樹熙

林國欽

許雙亮

陳達章

江再發

焦丕康

翁筱茜

黃淑雲

黃雅琪

林惠鈴 陳鄉怡 鄧詩屏

陳碧琪

李書秀

郭沛涓 呂佳玲 王靖和 

陳群生 蔡佳音 吳玉英

徐國義

張秀琴 蔡受珍 吳文聰 唐寶貞    舒錫蘭 

王麗芬 周賢俊 郭美女 江定成

   

 

 吳琇玲      楊智欽      

   江維中      姜智譯

   黃芷唯

助理指揮

樂團首席

樂團助理首席

第一小提琴

第二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提琴

長笛

雙簧管

單簧管

低音管

法國號

小號

長號

低音長號

低音號

定音鼓

打擊樂

豎琴

鋼琴

   

 吳宜芳      張雅禮      陳恩琦      葉公誠 吳靜雯 謝思盈

   阮子恬      賴尚菁      朱亞蓁      蘇莉莉      陳美秀      黃清芬

★ 陳昭佺   ☆ 張世昌      蕭景雲      林俊雄      高偉森 陳臻嫻

   李威萱      羅文慧      黃淑女      謝燕坤      陳宜琳      陳姵怡 

★ 何君恆   ☆ 張菁珊      王   瑞 賴佳琪      顏君玲      張知禮

   趙婕娑  曾乙允      戴國俊  

★ 簡荿玄   ☆ 王佩瑜      許瀞文 陳瑾平      游綉玉      簡靖斐

 盧建銘      江翠蓮   ▲ 洪淑玲 陳佳芬   

☆ 陳維哲      蔡菲芳      游文青 廖心華      周以珊      黃詩倩 

★ 游雅慧   ☆ 劉兆哲      曾郁蓉 

★ 王頌恩   ☆ 賴承儀      李珮琪

★ 陳威稜   ☆ 楊喬惠      林祖鑫 張文馨

★ 張先惠   ☆ 王興蘋      王琇慧 

★ 陳彥豪   ☆ 王怡鈞      陳麗千 蕭崇傑      陳信仲

   鄧詩屏   ☆ 何君毅      彭國良 

★ 李賢哲      蔡佳融

   陳畊宇

   陳建勛

   韓立恩

     凌國周      孫　綾  陳薏如  

   王伶伶 

   陳秀嫻

 

★首席   ☆助理首席   ▲留職停薪 

團員名錄

行政人員

TS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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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Muse經緯線II 一位失戀藝術家的幻想告白

03/14—Muse經緯線III 彭巴斯草原之音

03/27—理查．史特勞斯I 田園交響曲4808

04/10—Muse經緯線IV 樂在戰火蔓延時

04/23—理查．史特勞斯II 超人對我如是說

05/22—Muse經緯線V 逸樂零距離

音樂會售票訊息Ticket Information

A. 消費券套票優惠方案╱

＊持政府發行之消費券購買上列6場次之票券，原價共4800元（單場票價800元），可享優

 惠價共2400元（5折優惠），並加贈北市交出版品“炫技大提琴”CD一張（市價300元）。

＊持政府發行之消費券購買上列6場次之票券，原價共3600元（單場票價600元），可享優 

 惠價共2000元（約56折優惠），並加贈北市交出版品“慶典序曲”CD一張（市價200元）。

B. 學生套票優惠方案╱

學生憑證購買上列6場次之票券，原價2400元（單場票價400元），套票票價600元（25折

優惠），限量100套。（持消費券可購買本套票之票券）

優惠說明

優惠場次╱

2009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40週年音樂會系列
1月18日全面啟售

單場音樂會之購票優惠方案╱

＊北市交之友、功學社會員、新光銀行卡友購票享八折。

＊以台新銀行游藝卡刷卡購票享八折，以台新銀行信用卡刷卡購票享九折。

＊兩廳院之友、誠品會員卡購票享九折。

＊同一場音樂會購買十張以上團體票可享七折優惠。

＊老殘票（65歲以上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不限場次張數，五折優惠（購票時請出示證明）。

＊學生在開演前二小時，於演出票口憑學生證可享五折優待。

＊公務人員憑識別證購票可享八折優惠。本團亦加入辦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課程，每場音樂

　會折算三小時之認證課程數，請於每場音樂會完十日內，將票根連同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

　年月日及聯絡電話傳真至：02-25778244「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以便作認證登錄。

＊持政府發行之消費券購票享7折。

備註

＊各套票不受理單場退票。

＊購買「消費券套票」，請至北市交（北市八德路三段25號7樓）辦理購票事宜。

＊購買「學生套票」，請至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北市中山南路21-1號）國家音樂廳及國家　    

 戲劇院售票口辦理購票事宜。

有關各項優惠購票辦法歡迎上網查詢http://www.tso.taipei.gov.tw/

洽詢電話 (02)25786731轉724  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02)33939888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異動權

套票Buffet優惠方案╱

一般民眾購買上半年音樂會票券，除1/11、5/6及獨奏家系列場次外，其餘8場次任選4場，

任何票價隨意組合，皆享6折優惠。



徐家駒

陳樹熙

陳達章  呂佳玲  郭沛涓

王靖和  張嘉芳  柳香礽    

品墨設計

許斌  顏涵正  林敬原

40週年音樂會系列

2009 Concert Series

發行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地址 台北市105八德路三段25號7樓
7F, 25, Bade Road Sec. 3, Taipei 105, Taiwan, R. O. C. 
電話  +886-2-25786731  傳真  +886-2-2577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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