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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

要向上結果，也要向下扎根！
在

兩岸三地的國樂發展上，臺灣對於國樂的「精
緻化」和「普羅化」有很大的貢獻，一方面
透過委託創作，讓曲目變得豐富多元，另一方面也
藉由成功的社團教育，造就一批批熱愛國樂的新生
代。
在精緻化方面，臺北市立國樂團（TCO）於 6 月推
出的《李天祿的四個女人》即為一例，這是臺灣第
一齣原創閩南語國樂歌劇。歌劇是一門大型綜合藝
術，也是每個指揮和樂團的夢想，不過對一個國樂
團而言，現有的國樂歌劇作品十分稀少，改編西方
歌劇又顯得格格不入，因此勢必得全新創作。
然而從無到有並非易事，畢竟距離 TCO 上次製作
國樂歌劇，已有 27 年，閩南語歌劇也僅有 2008 年
兩廳院製作的《黑鬚馬偕》，要整合「國樂」和「閩
南語」兩種元素，這還是頭一遭！所幸這次編劇賴
美貞老師在閩南語的語韻上，做了很仔細的推敲，
而作曲家錢南章老師雖然使用西方編碼歌劇的方式
創作，但樂器配置上則是以國樂特性來考量，例如
控制打擊樂和嗩吶的音量，以免影響歌手，並增加
鑼鼓點以呼應布袋戲主題等等，對於樂團和歌手都
是嶄新的經驗。
而在普羅方面，臺灣除了本島蓬勃發展的中小學國
樂社團之外，近十年來，金門的國樂教育也在黃光
佑老師帶領下，闖出亮眼的成績，甚至將這個成功
模式在彼岸的廈門複製，培養更多國樂人口。TCO
於 4 月時曾赴金門演出，便特地安排陳佳琳擔任二
胡協奏，她是金門第一批國樂社團所培育出來的青
年演奏家，能夠回到故鄉演出，對當地的學子而言
更是意義不凡。
當代國樂的「精緻化」和「普羅化」，分別擔負了
「向上結果」和「向下扎根」的責任。未來，TCO
將透過「TCO 劇院」，以歌劇和音樂劇每年輪流製
作的方式，蓄積臺灣的劇場人才與國樂作品能量；
同時並善用樂團的資源，與民間社團分享交流，培
養出穩定的國樂人口，成為國樂發展的堅強後盾！

S

peak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Taiwan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 to both of its refining and populariz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repertoire of Chinese music is enriched
and diversified by the commissioned works, and on the other
hand, new generations of youth enthusiasts of Chinese music
are cultivated through the successful education in schools as
well as in local clubs and associations.
The Four Women in Puppet Master LEE Tien-Lu’s Life, an opera
piece produced by the Taipei Chinese Orchestra (TCO) in
June, bears testimony to Chinese music’s refining in Taiwan.
Producing such an original Hokkien-language opera is
never an easy task. After all, it has been 27 years since the
TCO produced its last opera piece! The first-ever Hokkienlanguage opera, Mackay ─ The Black Bearded Bible Man, was
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Theater and Concert Hall (NTCH) in
2008. However, it is the TCO who first tries to blend Chinese
music and Hokkien language in one work. Librettist LAI MeiChen spares no efforts in contemplating Hokkien language’s
phonology and rhythms, while composer CHIEN Nan-Chang
takes Chinese music’s characteristics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erms of promoting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music,
in addition to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clubs at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Taiwan,
the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in Kinmen has also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the last decad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onductor Huang Kuang-You. The successful model is even
reproduced at Xiamen! Chen Chia-lin, one of the first youth
musicians originating from Kinmen’s Chinese music clubs,
was particularly invited to play erhu along with the TCO
during its tour to Kinmen in April.
No matter refining or popularization, in the future, the TCO
will continue to produce operas and musicals in alternate
years for the TCO Theater so as to accumulate energies
for cultivating theatrical talents and Chinese music works
in Taiwan. Meanwhile, it will also make the most use of
its resources to share and exchange with local clubs and
association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Chinese music
enthusiasts and to provide solid suppo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團長 General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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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創閩南語國樂歌劇向前行！
——從《第一百個新娘》到《李天祿的四個女人》

Cover Story

文／郭士榛 圖片提供／臺北市立國樂團、國家兩廳院、聯合報圖庫

在臺灣的歌劇創作歷程中，專為國樂譜寫的歌劇
並不多，為閩南語譜寫的更少。1990 年，臺北市
立國樂團（TCO）曾將大陸喜歌劇《第 100 個新
娘》改編為國樂演奏，是第一齣國樂歌劇；2008
年，國家兩廳院製作《黑鬚馬偕》，則是第一齣
閩南語歌劇。2017 年，TCO 以原創歌劇《李天祿
的四個女人》一次結合「國樂」與「閩南語」兩
個元素，也算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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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家錢南章難得粉墨登場，扮演李天祿一角，
靜靜看著戲臺上人生造化。開演前，舞臺上
的小戲臺，搬演著布袋戲的《扮仙》，讓進場觀眾
身在劇院卻有看外臺廟會戲的感覺。這是 TCO 原
創閩南語國樂歌劇《李天祿的四個女人》，在語言、
文學、音樂、戲劇的牽引下，見證李天祿的生命
故事。

封面故事

國樂歌劇：從《第一百個新娘》到
《李天祿的四個女人》

這齣喜歌劇原為交響樂編制，由大陸作曲家
王世光編寫，運用中國邊疆地區的音樂旋律
串連而成，具有濃厚的新疆風味及中東音樂
色彩。在 TCO 演出前，必須把交響樂改編

Cover Story

早在 1990 年，TCO 為慶祝成立十週年，製
作了第一部國樂喜歌劇《第一百個新娘》，
由當年的 TCO 團長陳澄雄與導演曾道雄攜
手推出，也是國內演出大陸作曲家歌劇作品
的先例。

TCO 於 27 年前製作了第一部國樂喜歌劇《第一百個新娘》，由當年的團長
陳澄雄與導演曾道雄（左一）攜手推出。

成國樂，當時陳澄雄自己扛下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苦
差事，還開玩笑地說：「為了娶一百個新娘，真把
我累壞了！」
相隔 27 年，TCO 劇院重新再開幕，學西樂出身的
鄭立彬在兩年前接掌團長時，就想製作歌劇。「困
難的是歌劇作曲家難找，且題材也難設定，臺灣作
曲家寫歌劇機會並不多，難找歌劇編曲人才。」此
時，作曲家錢南章的名字在他腦海浮現，過去他曾
在臺北國際合唱音樂節指揮過錢南章的大型國樂
合唱作品《12 生肖》，當時 12 個樂章的歌詞
皆由錢南章的夫人賴美貞創作，有了此次的因
緣際會，當鄭立彬向錢南章提出閩南語國樂
歌劇的構想時，便一拍即合。
「自己口袋早有路寒袖的《李天祿的四個女人》
的 4 首詩，本來想創作獨唱曲或合唱曲，但多年
沒有機會創作發表。」錢南章此次便將 4 首詩擴編
成歌劇。

採用西方編碼歌劇形式，調整國樂配器平衡
對於歌劇創作，作曲家錢南章早有實戰經驗；他認
為劇本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需要花很多時間溝通與
修改，幸好這次劇本創作由他夫人執筆，可隨時提
出修改的意見，賴美貞說：「劇本寫好錢南章同意
後，我就用閩南語一句句戲詞唸給他聽，然後做出
聲韻的筆記。」這樣的合作，讓錢南章很放心的創
作樂曲。
《李天祿的四個女人》是臺灣第一齣原創閩南語國樂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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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鬚馬偕》是全球第一部以閩南語和英語演唱的大型歌劇。

「2016 下半年，整齣歌劇的譜曲便已完成。」錢南
章表示，歌詞是以閩南語發音，而閩南語的音韻相
當美，要如何讓歌詞音韻與音樂融合在一起，是此
次譜曲最大的挑戰。此外，錢南章採用莫札特時期
的古典號碼歌劇形式創作，樂曲旋律性極高，尤其
4 位女主角的 4 首主題曲相當動聽。
鄭立彬指出，錢南章作曲都先由鋼琴譜曲，完成後
再由鋼琴曲配樂器成國樂團的演奏曲。和西方交響
樂團所不同的是，國樂團必須特別注意聲音的平
衡，做好音量控制，尤其國樂團的吹奏和打擊聲部
一向「活力十足」，錢南章刻意減少了擊樂、嗩吶
等器樂配置，以免干擾歌者的演唱。除此之外，他
還運用大量的京劇鑼鼓經，聲樂家們得又唱又跳，
與布袋戲偶在舞臺共舞。
此次導演曾慧誠是古典聲樂出身，對歌劇自然不陌
生。起初他認為東方布袋戲歌劇用西方歌劇的美聲
唱，是兩大極端，也覺得突兀，但多次開會討論後，
發現錢南章的音樂雖然是西方的合聲，卻加入了布
袋戲的鑼鼓點元素，還有一種閩南語的典雅之美，
是一種嶄新的聽覺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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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歌劇：從《黑鬚馬偕》到
《李天祿的四個女人》
閩南語歌劇最難突破的點在於閩南語發音既要配合
音樂，又要不同於說話，音樂或聲韻，有時候只能
擇一，並在兩者中找到平衡。
2008 兩廳院旗艦歌劇《黑鬚馬偕》是全球第一部以
閩南語和英語演唱的大型歌劇，動員歐、美、亞上
百位傑出歌劇名角和製作群，在眾人心中留下深刻
印象。當時閩南語歌詞的撰寫由編劇施如芳操刀，
「語言乘著音樂的翅膀飛翔」這是施如芳完成《黑
鬚馬階》歌詞撰寫後的感想，她還將寫好的歌詞錄
音，提供作曲家金希文作為聲韻音樂的參考。脫離
不了戲曲編劇手法的施如芳，在寫作過程中仍想要
在歌詞上給予「押韻」的習性，「實在是自討苦
吃」。但施如芳認為，韻角有音樂性，是閩南語、
華語自然形成的美感。
錢南章所創作的前 3 齣歌劇都是國語劇，沒有發音
的問題，而這次閩南語歌劇的演出，他最大的要求
是如果沒有字幕，也要讓觀眾聽得懂唱詞。錢南章

封面故事

表示，所以聲韻要找到音符，抑揚頓挫再配合咬字、
語氣、間奏、音樂等，要把聲韻做在歌詞裏。「因
為我是要寫個閩南語歌劇唱閩南語，不是一個西洋
歌劇唱國語或閩南語，所以要非常講究。」

喜歡看《悲慘世界》歌劇版拍成電影的賴美貞，運
用人聲的巧妙發音寫出了令人捧腹叫絕的「老鴇之
歌」，像是運用西班牙文中的「HO LA（你好）」、
英文的「COLA（可樂）」、臺灣國語的「餓了」，
到臺語把尋歡客口袋裡的錢都掏光光的「挖啦」，
合唱團與男高音孔孝誠跟國樂團幽默演出，是全劇
哀愁感傷的基調裡難得的歡愉焦點，錢南章和賴美
貞這樣的劇樂創作組合，才互相激盪出這樣的精采
好歌。

集合國內優秀人才，配合音樂與戲劇演出
鄭立彬說，北市國
這次製作希望將機
會給臺灣的優秀人
才，編劇、作曲、導演、
製作群及聲樂家們，全
都是國人親自上陣。

Cover Story

寫劇本對於賴美貞來說是第一次，「小時候說閩南
語，後來求學過程大多說國語，賴美貞想到幼時媽
媽教唱閩南語兒歌、說故事時的發音，慢慢找回運
用閩南語寫作的方法。賴美貞也強調，閩南語發音
相當重要，抑揚頓錯音不正確，整句話意思會走偏。
「每天我都會把一句句臺詞用閩南語唸給錢南章
聽，會聽但不太會說閩南語的他，偶爾會標錯音韻，
等排練場演員一唱就聽出問題，要立即修正。」

作曲家錢南章自己粉墨登場，客串李天祿一角。

不僅如此，曾慧誠還創新讓歌劇演員擔負走位的壓
力。「唱歌劇的演員通常不帶小麥克風，因而需要
對著觀眾定位演唱，但這次運用許多技巧，演員不
但要走位，增加戲劇感，最後仍要回到定點演唱。」
主要演員和合唱團雖大喊吃不消，但都願意接受
挑戰。
《李天祿的四個女人》成功的演出，給了鄭立彬更
大的信心，鄭立彬表示，臺北市立國樂團不會讓觀
眾再等 27 年才可看到歌劇的演出，自今年起北市
國將每年輪流製作歌劇及音樂劇，到北、中、南各
地演出。他也呼籲臺中歌劇院，未來可以多排定歌
劇演出機會，多方面培育人才，才可以讓臺灣的歌
劇蓬勃發展。

「選角最困難的反而是李天祿
這個角色！」鄭立彬笑道，男高音的身材多半很
有「份量」，但李天祿本人瘦小，實在很難選到符
合形象的男高音，最後基於藝術考量，仍請男高音
王典演唱李天祿的角色。而錢南章則因身型像李天
祿，被導演請上舞臺客串演出。至於四個女人邀請
臺灣知名聲樂家兩位女高音林孟君、陳美玲、兩位
次女高音翁若珮、鄭海芸共同演出。
除了音樂之外，導演曾慧誠也加重了戲劇的渲染，
以隱喻的方式，呈現李天祿在舞臺上的虛實人生，
SILK ROAD ︱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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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usic Opera:

From The 100th Bride to The Four Women in Puppet Master LEE T
Cover Story
TCO blends the elements of Chinese music and the Hokkien language in producing the
original Hokkien-language opera, The Four Women in Puppet Master LEE Tien-Lu’s Life

I

Chinese Music Opera: From The 100th Bride to The
Four Women in Puppet Master LEE Tien-Lu’s Life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Taipei Chinese Orchestra (TCO)

The TCO produced The 100th Bride, the first opera in Chinese

produced its first opera piece, The 100th Bride, which

music, as early as in 1990. This comic opera, originally

became the first opera written for Chinese music. In 2008,

written for symphony orchestra with melodies from

the National Theater and Concert Hall (NTCH) produced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is full of the flavors of Xinjiang and

the first-ever Hokkien-language opera, Mackay—The

Middle East music. The symphonic music was converted

Black Bearded Bible Man. Then in 2017, the TCO blends the

into Chinese music by then TCO General Director CHEN

elements of Chinese music and the Hokkien language in

Tscheng-Hsiung, who once made a joke, saying, “I was

producing the original Hokkien-language opera, The Four

indeed exhausted from marrying a hundred brides!”

n the history of opera creation in Taiwan, not many
were written specifically for Chinese music, let along for

the Hokkien language. In 1990, based on a comic opera

Women in Puppet Master LEE Tien-Lu’s Life, which is also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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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27 years, the TCO Theater reopens again! At first,

封面故事

Tien-Lu’s Life
Cover Story

The 100th Bride

General Director CHENG Li-Pin thought, “Taiwanese composers hardly
have opportunities to write operas, so it must be very difficult to find
such a talent.” Then the name of composer CHIEN Nan-Chang occurred
to him. He has conducted CHIEN’s The 12 Animal Signs of Chinese Zodiac,
a Chinese music work for chorus, whose scripts and Hokkien-language
lyrics were all written by CHIEN’ wife, LAI Mei-Che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ooperation, they hit it off right away when CHENG Li-Pin
approached CHIEN Nan-Chang with the idea of producing a Hokkienlanguage opera in Chinese music.

Adapting the Form of the Western Opera and Rearranging the
Balance Among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Composer CHIEN Nan-Chang is very experienced in writing operas,
but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for this piece is to integrate the Hokkien
language’s phonology and rhythms into the music. In addition, as CHIEN

SILK ROAD ︱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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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d the classic form of opera writing, all the dialogues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he uses a lot of gongs and

are supposed to be sung out loud with melodies.

drums as in the Beijing opera and the vocal artists have to
sing and meanwhile dance with the puppets on the stage.

CHENG Li-Pin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unlike the Western

Cover Story

symphony orchestra, the Chinese music orchestra has to

As a vocal major, Chris TSENG, director of this production,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sounds by controlling

is never foreign to opera. At first, he thought it would be

the volume of musical instruments. To that end, CHIEN

incompatible to sing an oriental puppet show in the style

reduces the deployment of the percussion instruments and

of western opera as they are at the two extremes of the

suona, aiming to avoid their interference in the vocalists’

musical spectrum. However, after intensive discussions, he
discovered that CHIEN’s music, by blending the western
elemen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puppet
shows, such as the gong and drum beats, and highlighting
the elegance of the Hokkien language, is actually a brandnew audio combination.

Hokkien-language Opera: From Mackay—The
Black Bearded Bible Man to The Four Women in
Puppet Master LEE Tien-Lu’s Life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n producing a Hokkien-language
opera is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 Hokkien-language’s
phonology and music,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normal
speech. Sometimes, you can only choose either of the two.
In the 2008 NTCH production of Mackay—The Black
Bearded Bible Man, the first-ever opera piece sung in the
Hokkien language and English, the lyrics were created by
veteran scriptwriter SHIH Ju-fang. After completing the
work, she even had the lyrics read out and recorded, and
then sent the recording to composer Gordon CHIN so that
he could get acquainted with the language’s phonological
rhythms. In her work, SHIH also tried to keep the rhymes
in the lyrics, “which was asking for trouble!” However,
she holds that rhymes have musicality of their own
and naturally shape the aesthetic sense in the Hokkien
language in particular an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s as a
whole.
For this production, CHIEN Nan-Chang demands that all
of the audiences should be able to fully comprehend the
lyrics even without subtitles! Therefore, the phonology has
to match with the music, and the intonation has to conform
to articulation, tones of speech, interludes and music so

Director invited composer CHIEN Nan-Chang, whose is more or less similar to Master LEE in the
physical stature, to make a cameo appearance on the st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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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In the 2008 NTCH production of Mackay ─ The Black Bearded Bible Man , the ﬁrst-ever opera piece sung in the Hokkien language and English

as to embed the phonology into the lyrics. LAI Mei-Chen

the playwright, composer, director, producing team, and

also emphasizes the pronunciation of each word in the

vocalists, to show their talents.

Hokkien language because the variation in the intonation
of a word may change its meaning. “I read out each line of

“It turns out that LEE Tien-Lu is the most difficult role to

the lyrics in Hokkien to CHIEN Nan-Chang every day. CHIEN

be cast,” Cheng Li-Pin laughed. Most of the tenors tend to

understands Hokkien but hardly speaks it so sometimes he

be “heavy-weight,” but Master LEE himself is actually quite

will make mistakes in marking phonology. These errors will

small,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ind a tenor who fits the image

be exposed when vocalists sing them out in rehearsals and

of the role. Eventually, out of the artistic consideration,

have to be corrected immediately.”

tenor Wang Dian is selected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while
the director also invites CHIEN Nan-Chang, whose is more

LAI Mei-Chen, who loves Les Misérables very much, writes

or less similar to Master LEE in the physical stature, to make

the hilarious “Song of Procuress,” cleverly blending human

a cameo appearance on the stage.

voices with the lyrics, such as “HO LA” in Spanish, “COLA” in
English, “Erle” in Mandarin (meaning “hungry”), and “Wala”

The success of The Four Women in Puppet Master LEE Tien-

in Taiwanese (meaning “digging out the money from

Lu’s Life grants CHENG Li-Pin the confidence in producing

customers’ pockets”), which becomes a rare comic relief in

more operas. CHENG promises that the TCO will not let

this work of melancholy.

the audiences to wait another 27 years for the next opera
piece. Since this year, the TCO will produce operas and

Assembling Taiwan’s Outstanding Talents in the
Music and Theatrical Performance

musicals in alternate years and also tour around Taiwan.
He further calls for the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opera performances and

CHENG Li-Pin said: It is hoped that this production will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all aspects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vide a stage for Taiwan’s outstanding artists, including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aiwan’s operas.
SILK ROAD ︱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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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前哨變身美麗國樂島
——令人驚豔的金門國樂

Education

2002 年，金門金城國中國樂團第一回來臺參
加全國音樂大賽，在參賽的 20 隊中拿到甲等
18 名，雖然成績不佳，但是對於指導老師黃光佑和
領隊王金國來說，卻已達標，讓離島的孩子見識到
所謂比賽，國樂演奏不只是他們知道的樣子。臺灣
中小學的國樂教育早就制度化，水準和規模令其眼
界大開。

在

兩年後，他們捲土重來，並提前借成功高中的樂器
與場地集訓，這次合奏賽進入優等；回家後在文
化中心公演，首開金門學生樂團獨立公演之例，當
時王金國老師還戲謔地以「羞答答的玫瑰靜悄悄地
開」來形容這支隊伍。

文／潘雅君 圖片提供／金門國樂團

器皆有涉略，金門的美術、陶藝、音樂、國樂學會
都是他發起創立的。
早在 1973 年，金城國中就有國樂社，2000 年王金國
任訓育組長，夏令營特別跨海請了 4 位老師，黃光
佑即是其中一位，當時他還在讀藝研所。王老師決
定培育國樂團，他先說服校長，以金城國中國樂團
為母團，邀請黃光佑到金門帶團，並找了中廣國樂
團的學生捐了一批舊樂器重新整合，那時金門學國
樂的孩子不多，樂器零零落落，全島只有一套定音
鼓在文化局，還得說服學生練嗩吶、笙等冷門樂器。

2005 年，這群升上高中的孩子參加全國音樂比賽，
金門高中國樂團和絲竹樂團同獲北區決賽優等，
一雪前恥，技壓群雄，大家直呼「金門來的很厲害
哦！」此後，金門的國樂實力已不容小覷，2016 年
甚至從國中到高中都拿下了特優第一的佳績。

現任金城鎮鎮長石兆瑉就是王金國的學生，他和當
時的校長李再杭成立了金門第一個國樂團家長後援
會，擔任會長，夫人涂凱津便理所當然的成為愛心
媽媽，大家都叫她石媽媽，後來甚至「入戲太深」，
在王金國過世後接手打拚金門國樂教育。「我家 3
個孩子都是團員，王老師 50 歲就為了推展國樂提
早退休，家長都是被他感動的。」

舊樂器撐起來的國樂團

為了教學而入籍金門的老師

師大美術系畢業的王金國是金
門藝術教育史上值得記
載的好老師，他
愛好音樂，小
提 琴、 木 琴、
笛子等各門樂

金城國中國樂團成立後，接著陸續成立國小團、高
中團、青少年團，終於在 2006 年成立金門國
樂團，並且組織了國樂協會。涂凱津
說，一直以來，最大困難是經費與師
資，這漫長的國小、國中、高中
各 3 年的培育，甚至到臺灣讀大

黃光佑指揮金門國樂團演出莒光樓募款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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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參考。
琵琶演奏家鄭聞欣與金門孩子相見歡。

以成立「金門愛樂」為目標
王金國去世後，涂凱津以驚人的執行力有系統的運
作金門國樂團，她計畫一年出國交流，一年回國家
音樂廳，並且開放大學生回團。黃光佑形容她是「溫
和的強大，像海綿般吸收別團經驗，而且對數字很
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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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凱津對黃老師不辭辛勞與不計酬勞來金門帶團十
分感恩，樂團剛開始沒有師資，平常由王老師帶領
孩子練團，學長教學弟。為鼓勵家長參與和宣傳，
後援會還組團在廟前演奏佛曲，現在已有 10 位分
組老師固定來教課，也有 4 位孩子回來帶團。

子由、笙郭秀容、大提琴邱應欽、打擊謝從馨等，來
自金門高中、金城國中、中正國小、金湖國小等學校
的「三代」孩子們，由首席代表接受大師指點，其他
人也勤做筆記，現場還有家長錄影網路直播，供日後

教育扎根

2012 年， 新 落 成 的 金 門 縣
藝文中心演奏廳（金城國中
藝文中心）首場音樂會，站
在前面指揮的仍是黃光佑，
只不過表演的孩子長大了，
這場國樂盛宴則是為了追
思王老師。大家忍住淚水，
回想一路陪伴成長的老師，
小時候，練琴累了，帶他們
跑操場、玩老鷹捉小雞，舒
緩集訓時的煩躁心情。這棟
王金國老師對金門的國樂及藝文教育功不可沒。
有 演 奏 廳 及 國 樂、 管 樂 教
室 的 現 代 化 藝 術 展 館， 也
學，還想繼續練琴花費，需要多少人的協助才行。
是王老師生前到處奔走促成的。
更別談出國赴天津國際少兒文化藝術節，與 5 大洲
60 餘國少年交流專場演出，還有廈門大學、福建大
雖然涂凱津自謙說自己只是跟著王老師的願景走，
戲院、北京國家大劇院等的音樂會。
但是邁向專業樂團，一切都要制度化。「我們的願
景預計 20 年，有足夠的孩子成立金門愛樂。」涂
黃光佑記得，剛開始樂團時常斷炊，他為了省錢，
凱津明快的做了結論，也宣示開始。
很快入籍金門，因本地人機票打 7 折。2013 年國家
音樂廳的「風獅爺傳奇」音樂會，是金門國樂團首
TCO 讓金門孩子們首次體驗「大師班」
次專場演出，臺上 117 位樂手連指揮都是金門人。
闊別 20 年，臺北市立國樂團在團長鄭立彬率領下，
他還委託作曲家以金門風情創作《風獅爺傳奇》、
終於再度渡海到金門演出，4 月的《跨越》巡迴音樂
《閩南風海峽情—躍動金門》、《愛戀金城》、《神
會不僅爆滿，鄭立彬還帶著 9 位樂團首席，義務指導
遊浯州醉金城》等曲子，都由該團首演。其中《閩》
150 位浯江學子，黃光佑特別感謝 TCO 讓孩子們首
曲還是在北京世界首演，圓了王金國將金門打造成
次體驗「大師班」，勝練十年功。
除了高粱酒、鋼刀外的「國樂島」遺願，更體現金
門國樂教育的長期目標－－「紮根小學、強化國中、
這群大師包括：二胡陳慧君、琵琶鄭聞欣、揚琴李庭
精緻高中」。
耀、柳琴馬翠妤、古箏劉虹妤、笛子賴苡鈞、嗩吶林

國樂人物

看到他，就一定要奮發！
——傳說中的鋼鐵酷師黃光佑

People

文／潘雅君 圖片提供／黃光佑、金門國樂團

第

一次來金門必訪的「古寧頭戰史館」有幅楊
興生的巨型油畫「光榮校閱」，蔣中正總統
威風凜凜地站在吉普車上閱兵，這時，導遊會戲劇
化的指示：「金門駐防國軍士氣高昂，請大家盯著
蔣公的眼睛，無論你站在哪裏，他都在看你！」還
真的呢！這導覽打心理戰，令人難忘。
黃光佑第一次站上金門的講臺時，雖沒打心理戰，
但同樣先「整理」孩子們的心。初次見面，不教笛
子，沒拉胡琴，當然更不指揮，而是練「排椅子」！
對齊、對齊、再對齊，足足排了一個小時。他說，
形正而心正，讓浮動的孩子排桌椅，可以使心靜下
來，準備學習。後來，他經常從臺灣帶錄影、錄音
讓學生們觀摩。「只要開闊離島孩子的眼界，金門
人的認真與傲氣格局會更大。」他說。

一貫陶成」期。臺灣老師也成了紅到對岸的「名
師」，指導 21 團參加全國賽，15 團勇奪特優，身
兼 5 個樂團的音樂總監與優秀的青年國樂指揮家，
忙得一天當 48 小時用。他對自己與學生依然時時
心戰喊話，黃光佑酷酷的微笑說：「紀律是根本，
『現在不做，以後後悔。』一直是我的中心思想 ，
雖然這也是合理化我的嚴格啦。」
指揮席上，黃光佑被譽為感性和理性兼具有音樂天
賦的新銳，聽聽他指揮的《風獅爺傳奇》，隨著樂
段起伏感受砲聲隆隆、風沙席捲的強大壓力交織
下，出現的卻是堅韌綿密的懷鄉情愫，他詮釋的浯
島，像柔和暖陽，多了點不同的風采。而在教室裡
則是個「老派」的嚴師，「要求高、重傳承，有榮
譽感，希望學生自己找答案，努力往上走。」他強
調：「練不好是心態問題，不是技術差。」

傳說中的酷師，以嚴格的紀律為根本
歲月靜好，戰地的氣氛早已被「小三通」的觀光賞
鳥潮取代。金門孩子的國樂水準從暑期集訓的「未
開竅」期，到登上海峽兩岸國家級音樂廳的「十年

如何切換指揮和老師兩種角色？「我對每次教學工
作都當最後一次，去每個樂團客席都視作唯一一
場，所以都要全力以赴。兩者在當下，都必須認知：
我們是一個團隊的夥伴。」黃光佑期許自己能成為

黃光佑 ( 中間著西裝者 ) 與金門縣青少年國樂團家長後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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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主之計畫奇妙，當年黃光佑拿起電話向金門的
王金國老師拜年時，是機會，也是命運。他雖是個
學生，但從 17 歲任成功高中國樂社社長起，就一
點一滴累積音樂能量及經營團隊技巧。「王老師誠
摯地邀請我再來金門一次，他欣賞我帶指揮樂團的
方式，認為能刺激孩子練習動機，我們談了許多音
樂教育的願景。」黃光佑如今回想起來，仍覺得熱
血澎湃，也因 這份賞識，證明自己的價值，凡事做
到極限，是理所當然的。
黃光佑眼神柔和下來，吁了口氣道：「一生中，不
容易碰到王老師和石媽媽這樣為家鄉教育付出，立
定目標努力不懈，這麼支持我的人。」 所以，當王
金國老師過世之後，黃光佑自此許下每場音樂會必
演奏《風獅爺傳奇》的承諾，紀念這份友誼。

讓喜歡國樂的孩子都有出路
17 年 來， 黃 光 佑 持 續 不 斷 往 返 教 學，「 邊 做
邊摸索，將最新的音樂資訊消化過帶回金
門。」同時，自己的事業也越來越繁瑣，
從四處參加國際級指揮舉辦的大師班精
進藝能，到現在客席北市國、臺灣國、
高市國、香港、廈門等多家專業樂
團，大小音樂會不斷，練習也排得
喘不過氣來，還要經營樂團與學校
授課等，依然是固定搭著早班機去
金門上課，花來回 4 個鐘頭的交通時
間，有時遇到濃霧，還得在機場苦
等起飛時間，為的是什麼？

17 年來，黃光佑不辭辛勞與不計酬勞到金門帶團，
並帶來最新的音樂資訊。

SILK ROAD ︱ June 2017

14

People

因賞識，將凡事做到極致

金城國中、金門高中畢業的顏蔚與張鳳宜說，黃老
師以身作則，力遵守時、善用時間及不忘本等好習
慣。如今她們已完成大學國樂系課業後回鄉教書
了，很多外聘分組老師也曾是門徒。黃光佑期許他
們成為下一代典範，就像自己把恩師當偶像一樣，
希望讓喜歡國樂的孩子能有出路，學音樂也可以維
生，讓家長有信心支持孩子，做學習後盾，這樣金
門的國樂實力將會更強大！

國樂人物

孩子的榜樣，喜愛音樂也能夠永續經營，教學嚴格
能幫他們打好基礎。例如「請假規則，就是沒有規
則——不能請假。」只要對孩子表明：「想清楚，
不想看到傳說中很兇的黃老師，就認真練。」立刻
見效。

愛樂新勢力

連續五年特優第一，
打破大會紀錄的常勝軍

New Power

——介壽國中國樂團

臺

北市立介壽國中是全國馳名的優質學府，學
生不僅在課業上表現優異，國樂團的表現亦
同樣非凡。自 2010 年來連續 5 年在全國賽國樂合
奏項目都獲得特優第一的殊榮，2014 年更是得到
95.3 分的驚人成績，不僅破了大會紀錄，更讓音樂
圈各界讚嘆、全校師生為之雀躍不已！
成績和音樂練習兼顧
介壽國中國樂團歷史悠久，但是曾經一度中斷，直
到 1999 年 9 月在熱心家長推動之下，禮聘校友林
怡慧擔任國樂團負責老師，重組絲竹樂團。隔年國
樂學生增加至 43 人，增聘陳慶文老師指導，並成
立家長後援會。到 2002 年透過楊啟鵬顧問得到企
業贊助樂器，聘任燕平老師擔任樂團指揮，建立完
善訓練計畫，組織國樂大團，從此獲獎不斷，不論
是國樂合奏或絲竹室內樂的比賽，經常都得到特優
第一名的殊榮，深獲各界好評。
介壽國中國樂團屬社團性質，只能利用每週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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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介壽國中國樂團

午的社團時間及星期六早上進行分組和合奏練習，
在比賽前才可以用週一周會時間晨練。練習時間不
多，卻能得到優異的成績，指揮任燕平老師的嚴格
訓練功不可沒。任老師邀請專業師資擔任國樂團的
指導老師，有名師的加持和專業的訓練方式，每年
都吸引了來自新北市、汐止、內湖、基隆等地的學
生為了參加國樂團跨區就讀。不僅如此，參加國樂
團的學生課業成績也有很好表現，每年大約有 1/3
的學生可以考上前三志願。家長後援會為了鼓勵孩
子們認真讀書，還會頒發獎金給成績進步的孩子。
成果發表會 曲目多變
介壽國中國樂團每年有兩個重要的任務，一是音樂
比賽、一個是成果發表會。每年的成果發表會，任
燕平老師都絞盡腦汁，希望帶給家長和觀眾耳目一
新的感受。例如去年的成果發表會上，除了傳統的
樂曲之外，樂團演奏《玫瑰玫瑰我愛你》、《牽阮
的手》邀請校長和家長會長等人上臺高歌，還有星
光幫歌手曾佩慈的《一個人想著一個人》，二胡

愛樂新勢力

協 奏 電 影 女 人 香 主 題 曲《Por una
Cabeza》，以及鍾耀光的《超時空
的城牆》，創新的曲目受到觀眾非
常熱烈的迴響。

廼忠《春思》、程大兆《陝北四章》、李博禪《楚
頌》、郭宗翰《藝閣綵街》、以及鍾耀光《打擊樂
協奏曲》、《超時空的城牆》、和委託創作世界首
演《錫穗搖滾》。這群校友們利用演出前兩週每天
密集練習，團員們都大呼過癮，希望每年都可以有
這樣的演出機會，而且可以一直演下去。
對樂團的未來期許

錫穗國樂團
在介壽國樂團 3 年的練習時間，帶給畢業校友們難
忘的回憶，希望能夠成立校友國樂團，重溫當年團
練的感覺。5 年前，醞釀多時的「錫穗國樂團」終
於成立了。錫穗國樂團以畢業校友為主體，除少數
幾位團員就讀大專院校音樂科系外，大部分團員都
非音樂科班學生。今年 7 月 23 日即將在國家音樂
廳演出。由任燕平老師擔任指揮，邀請到笛子侯廣
宇老師，打擊謝從馨老師、二胡林佳慧老師、嗩吶
林子由老師等，擔任協奏表演，演出曲目包括：關

任燕平認為，在少子化的影響下，經營樂團是困難
的，很多學校的國樂團從大團變小團，最後就沒有
了。介壽國中國樂團目前可以維持近 90 位的團員
人數和成績，很不容易，真的要非常感謝家長後援
會的努力和支持。有他們對孩子們的關心和照顧，
才能讓樂團能夠持續的成長茁壯。未來，希望國樂
團除了可以在音樂比賽中持續保有好成績，在每年
成果發表會，也都能有更創新的點子，讓觀眾願意
花錢買票進場觀賞他們精心設計的演出節目，並給
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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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臺北市親子劇場的成果發表
會，更是結合介壽家長合唱團，曲
目從《望春風》、《小城故事》、《龍
的傳人》、林強的《向前行》、《愛
拚才會贏》、《我的未來不是夢》、到張惠妹的《站
在高崗上》，都是觀眾耳熟能詳的歌曲。指揮任燕
平說，從前演出的時候，家長只是幫忙訂便當，搬
樂器。現在組成家長合唱團，家長利用星期六孩子
練國樂的時間練合唱，在成果發表會的時候可以與
孩子同臺演出，讓家長不但有參與感，還能一起在
舞臺上發光，是很令人感動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