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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的話

The Taipei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DOCA) has invested much time and effort
in the design, creative, and artistic dimensions of the 2016 World Design Capital Taipei,
including working with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SO).
"Listening to the World through TSO!" - the theme for the ﬁrst half of the 2016/17 TSO
season - evokes Taipei's connection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programs that blur
boundaries and explore cultural diversit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ason is dedicated
to "connecting hear ts and pursuing inspiration", appealing to the idea that music's
fundamental purpose is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and make a positive impact on human
life.

2016「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年，臺北市文化局在設計、創意、藝術方面投入許
多心力，文化活動上豐富度尤其更勝往年。北市交在上半年度以「從 TSO 聽見
世界」這個主題呼應臺北與世界的連結，節目安排上消弭疆界，呈現多元文化風
貌。下半季則以「連結人心．追求感動」，訴求音樂最根本的功能在於將人的心
靈網絡連結，對於生活產生正面影響。
交響樂團的範疇不僅止於演奏古典音樂和音樂廳舞台，它可以自由變換不同的編
制和形式呈現多樣風貌，從大型交響曲到跨界流行搖滾，與土耳其傳統樂器結合
的中東風味，以及親子劇場的精緻可愛；從國家音樂廳、中山堂、公園露天音樂

But the symphony orchestra is not bound to perform classical music in concert halls.
By modifying orchestral sections and styles, changing form and context, the orchestra
presents an array of music that spans genres all the way from symphony to pop and
rock. Traditional Turkish instruments are used to play pieces infused with Middle-Eastern
culture, and there are even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for the whole family to enjoy. The
TSO will be bringing its musical prowess to a range of venue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Theater and Concert Hall, Zhongshan Hall, outdoor amphitheaters, and local community
centers.
For the 2016/17 season, the TSO explores the city in depth in order to offer a musical
program that truly connects with the public. The monthly "Forest Concer t" makes
music an intimate par t of our daily lives, as natural as breathing. The original music
story "The Little Goat" and the opera "Die Kluge" are parts of a family theater series
that incorporates popular music and eye-catching performances in order to appeal to
younger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The DOCA and TSO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make Taipei City a highly liveable city
and elevate cultural standards of living. We hope you will join us for a season of music
ﬁlled with vitality and diversity!

臺，乃至於鄰里社區的里民活動中心。
這個樂季中，北市交深入探索這個城市，提出更多音樂親近市民的生活提案，尤
其以每月一次的「森林音樂會」，音樂就在生活之中，與我們的呼吸在一起！與
流行樂團跨界合作、親子劇場系列的原創音樂故事《小山羊》與歌劇《聰明的女
人》，觀眾年齡層向下延展，抓住年輕人、小朋友的注意力，讓人眼睛為之一
亮！
打造臺北市成為宜居城市，提昇市民文化生活品質，臺北市文化局與北市交共同
努力，誠摯邀請您加入我們這一個充滿活力與多元的樂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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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指揮的話
回首擔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首席指揮這三年，我感到相當自豪！這個無與倫比的團隊，在音
樂上帶給我無限的樂趣，相信你們－－各位樂迷朋友一定也和我一樣！
在我展開第二任首席指揮任期的同時，個人有個心願，希望可以更加地認識你們。非常感謝
過去有機會在每一場演出中遇見您和您的家人，希望未來這份關係能夠繼續加深，讓您的音
樂體驗以及您與 TSO 的關係更加豐富。我們就是為了您而存在！
在接下來的這個樂季，將有許多精彩的節目與音樂家與您見面！很榮幸邀請到小提琴家陳銳
將再次返臺與我們一同演出，我的老朋友小提琴家法蘭克．彼得．齊瑪曼及多位客席音樂家
將首度與我們合作。
我們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將與你們分享，包括德國、俄羅斯、日本、丹麥、法國、美
國、土耳其等，當然，也少不了臺灣的音樂！此外，我們將演出卡爾．奧福的歌劇《聰明的
女人》。
TSO 就如同一艘夢之船，讓您在座位上就能遨遊於世界各地的音樂中。當越多人加入我們，
我們就能夠創造越多令人興奮的音樂旅程。我們很期待與您一同展開這一季的音樂之旅！

It is with immense pride that I look back over my ﬁrst three-year term as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he incredible teamwork of all the musicians in the orchestra have given
me and I'm sure you - our amazing audience - a highly enjoyable three years of music-making.
Now in my second term, my personal wish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is to get to know you better.
I have enormously appreciated meeting many of you and your families at our performances, and I
hope we can continue to become better acquainted so that your experience of the music an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orchestra can become even richer. We are here for you, the people of Taipei!
We have some wonderfully varied programmes and performers over the coming months: we're
delighted to welcome celebrated violinist Ray Chen back to Taiwan, and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ﬁrst visit of Frank Peter Zimmermann, an old friend of mine, as well as many other guest performers.
We also have music from the far reaches of the globe, including Germany, Russia, Japan, Denmark,
France, the USA, Turkey and of course from here in Taiwan, as well as a staged performance of Orff's
opera Die Kluge.
The orchestra is like a ship of dreams, able to transport you to a different world of sound without
leaving your seats, and the more we have developed together, the more inﬁnite the possibility for
exciting musical journeys has become. We look forward to embarking on this adventur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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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城市的交響樂團，倘若其音樂不夠精緻頂尖並
融入新創意，則樂團無以成為世界性參數，倘若對於市
民文化生活著力不足，則將無法獲得市民認同。在這新

CONTENTS

的 2016 / 17 樂季，北市交希望能兼顧這兩個面向，在專業
演奏、社區推廣、親子活動、校園音樂教育、戶外演出、創
新展演…等領域全方位出擊，謹邀請所有市民與我們共享

目錄

之。
在正式定期演出外，北市交及附設團從 9 月起，每個月第二
個週末晚間將固定在大安森林公園演出，以期帶動戶外欣賞
音樂風氣，催生 Waldbühne Taipei（臺北森林劇場）！在社區
音樂會方面，北市交也將充實節目內容與多樣性，讓「文化
攝影 / 張震洲

就在巷子裡」成為與市民分享音樂之樂的驚喜。此外我們將
推動「音樂在校園裡」計畫，以小編制組合深入國小校園，

讓孩子們直接與音樂家及樂器互動，協助音樂社團的發展，並以「國小學童音樂劇」讓孩子們除了
學會唱唱跳跳之外，也學會角色扮演、前後台合作等新世代應有的觀念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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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指揮瓦格先生出色地帶領著北市交在過去三年「用心新出發」，我希望北市交能夠「連結人
心，追求感動」，因為藝術的作用本該是如此，這正是我賦予自己與北市交的使命，以追求成為
「您的專屬樂團」。
As a City Symphony Orchestra, if its music is not exquisite and the programing is not creative enough, then it
will not be able to have a place in international music world and be a part of its parameter; if it doesn't play an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part in its city's cultural life, this orchestra will not be able to win full identiﬁcation from
its citizen. In this 2016/17 new season, TSO will keep the balance of these two phases, and fulﬁll its multiple roles
of professional music making, community concerts, family programs, reach-out activities, outdoor concerts and
creative new productions.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est invitation to everyone in this city. Beside subscription concerts, TSO will
launch weekend concerts in Da-An Forest Park every second weekend in a month, starting from Sep. to Dec.
With these concerts, TSO is wishing for the birth of an outdoor amphitheater, a Waldbühne Taipei for future
concerts. As to the Arts Festival in Community, TSO will expand the scope and program it with diversity and
richer content. Our new "Music in Primary Schools" Project will send small ensembles to visit every primary
school in Taipei and to help the school after-class activities. "Primary School Musical" Project will bring singing,
dancing, team-working, role-playing, the idea of design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to our future generation.
Maestro Varga has led TSO with "a heart for new path", but as General Director, I am wishing more for TSO with
a new mission of "Linking hearts and questing after be touched". For me, that's what the art is really for. It will be
my statement and also be the key to fulﬁll TSO's goal as "Your Personal Exclusive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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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ic Voices

瓦格獻禮

英雄本色

演出曲 目
PROGRAM

布魯赫：蘇格蘭幻想曲，作品 46
Max Bruch: Scottish Fantasy in E-flat Major, Op. 46
第一樂章：序奏；莊重的如歌的慢板
I. Introduction: Grave. Adagio cantabile
第二樂章：詼諧曲；快板
II. Scherzo: Allegro
第三樂章：較緩的行板
III. Andante sostenuto
第四樂章：戰爭似的快板
IV. Finale: Allegro guerriero

4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蕭士塔可維奇：E 小調第十號交響曲，作品 93
Dmitri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
Symphony No. 10 in E Minor, Op. 93
第一樂章：中板
I. Moderato
第二樂章：快板
II. Allegro
第三樂章：小快板 – 最緩板 – 更快一些
III. Allegretto - Largo - Piú mosso
第四樂章：行板 – 快板 – 前速
IV. Andante - Allegro - L'istesso tempo

0
2
8/

s at

0
19:3
指揮：吉博．瓦格

國家音樂廳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National Concert Hall

小提琴：陳銳
品嘗冷冽海風，酣暢淋漓的高地
舞蹈，喚醒英雄驍勇戰魂。
「英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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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Chen, Violin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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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銳

iolin
小提琴 V

Ray Chen

2009 年伊麗莎白女王音樂大賽冠軍、2008 年曼紐因音樂大
賽冠軍，當代最引人注目的小提琴新秀之一。陳銳持續獲得
來自世界各地的樂迷及音樂家肯定，2015 年受邀至法國國慶
日音樂會擔任獨奏家，與指揮加提及法國國家交響樂團一起
演出，2012 年他以最年輕獨奏家的身份在諾貝爾獎電視音
樂會上演奏，亦成功征服卡內基音樂廳及維也納金色大廳。
2012 - 2015 年擔任多特蒙德音樂廳的狂野青年藝術家。所發
行之三張專輯皆讓樂評人都讚譽有加，被 The Strad 雜誌及留
聲機雜誌評為「最值得矚目的音樂家」。陳銳期望透過社群
媒體平臺吸引年輕族群，藉此拓展古典音樂的觀眾。

「西貝流士夢想成為一名小提琴大師。陳銳用他無懈可擊的技巧與豐富的聲響，在
維也納金色大廳以輝煌奪目的演出實踐了這個夢想。」－KURIER
" Sibelius dreamed of a career as a violin virtuoso. Ray Chen is fulfilling this dream
with a brilliant debut in the Golden Hall [of Musikverein]. Rock-solid technique and
lush sound." KURIER
「陳銳在在表現了自己是一個執著於追求完美的音樂家，他的音色優美，有活力，
又不失輕盈。他已集所有音樂詮釋技巧於一身。」－小提琴大師凡格羅夫

Winner of the Queen Elisabeth (2009) and Yehudi Menuhin
Competitions (2008), Ray Chen is among the most compelling
young violinists today. Ray continues to win the admiration of fans
and fellow musicians worldwide. On Bastille Day in 2015, he joined
Daniele Gatti and the Orchestre National de France for a televised
concert on the Champs-de-Mars in Paris. In 2012 he became the
youngest soloist ever to perform in the televised Nobel Prize
Concert for the Nobel Laureates and the Swedish Royal Family.
His Carnegie Hall debut and his sold-out Musikverein concer t
were met with standing ovations. Ray was a Junge Wilde ar tist
at the Konzerthaus Dortmund between 2012 and 2015. Ray has
released three critically acclaimed albums on Sony. "Virtuoso" was
distinguished with the prestigious ECHO Klassik award. Followed
by over 2 million people on SoundCloud, Ray Chen looks to
expand the classical music audience by increasing its appeal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via all availabl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 Ray has proven himself to be a very pure musician with great qualities such as a
beautiful youthful tone, vitality and lightness. He has all the skills of a truly musical
interpreter." the great Maxim Vengerov

11

音樂手冊-P1-47.indd 10-11

2016/8/10 上午11:12

布魯赫：蘇格蘭幻想曲，作品 46
Max Bruch: Scottish Fantasy in E-flat Major, Op. 46

然而我們並不知道布魯赫究竟是受到哪個特定故事的啟發感動而創作了本曲，所以只能從樂曲面來
剖析，不過做為一個純音樂作曲家，我們也僅需從音樂層面理解布魯赫便可。實際上，布魯赫本人
也沒去過蘇格蘭，而是透過愛丁堡一位音樂出版商 James Johnson，在 1780 年代所出版的叢書「蘇格
蘭音樂博物館」（The Scots Musical Museum）而認識到蘇格蘭的音樂，海頓在 1791 到 1804 年之間，

《蘇格蘭幻想曲》是布魯赫（Max Br uch, 1838.1.6 1920.10.2）在 1879 - 1880 年間，為西班牙小提琴家薩拉

先後將這集子裡的 400 多首歌編曲出版，貝多芬在 1814 - 1818 年之間也根據這集子編寫了 3 個威爾
斯、蘇格蘭、愛爾蘭民歌集子出版；布魯赫的這首樂曲則是將這些旋律融入更大的交響構造之中，

沙泰（Pablo de Sarasate, 1844.3.10 - 1908.9.20）所創作

可說算是這民歌集子的最大型衍生物。

的小提琴與管弦樂作品。當時他在皇家利物浦愛樂擔任

第一樂章用到「Auld Rob Morris」，一說是「Through the Wood Laddie」，這曲調在第二與第四樂章

指揮（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1880.2 - 1883.1任
職），距離 1866 年他 28 歲時創作的那首經常被演出的
名作「G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26」已經 14 年
了，或許不由得大家會納悶，在這些年間難道他都沒有
什麼精彩的作品了嗎？作曲者本人也是對此感到困擾不
已，每每罵那些想要演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音樂家們
偷懶，應該去演他其他的小提琴協奏曲才對，那兩曲也
很不錯啊！
神童出身的布魯赫，雖然在這期間他創作了兩首交響曲、一部歌劇、一首小提琴協奏曲、一些合唱
曲與歌曲，然而幾乎皆不甚出色成功；奇妙的是，同一年緊接本曲之後，布魯赫為大提琴與管弦樂
團而作的《晚禱》（Kol Nidrei, Op. 47, 1880）也仍流傳至今。他最著名的三首樂曲都是協奏曲類型，
這種間歇性與歌謠曲風顯現出特性，但也引發侷限性。在 19 世紀後半葉，當作曲轉向以交響曲、

的結尾都會再度出現，作用類似於回顧性的過場，至於本樂章的慢速開頭據布魯赫友人的說法是－
「年邁的吟遊詩人沈思想著毀棄的城堡，哀嘆往昔光榮的時光。」第二樂章是建築在「The Dusty
Miller」一曲上，將之化成 6/4 拍的快速詼諧曲，大多時候始終反覆著同樣的節奏；第三樂章則運用
著「I'm A' Doun for Lack O' Johnnie」，旋律句尾有著典型的 Scots snap（拍子上的短重音+後面的長
音，形成 Di - La 的節奏）。
第四樂章則運用到 Hey Tuttie Tatie 一曲，也是本曲最知名的樂章。據說這首曲子在 1314 年領導
蘇格蘭打敗英格蘭的 Rober t the Bruce 國王為激勵士氣，在該決定性戰役（班諾克本大戰，Battle
of Bannockburn）開戰前演奏給三軍聽的。英國詩人羅伯特．伯恩斯（Rober t Burns, 1759.1.25 1796.7.21）在 1793 年根據這曲調寫了愛國詩歌「Scots Wha Hae」（蘇格蘭人，有何人）這首歌今日
仍是近年來鼓吹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 （Scottish National Party）的黨歌，每年在黨大會結束的
時候會高唱此曲。

交響詩、歌劇等描寫性、長篇連貫性的寫作技術為主的時代，經常必須依靠對仗重複相同旋律，呈

歌詞大意如下：「跟 Wallace（電影「英雄本色」Brave Heart 裡，Mel Gibson 所飾演的角色）一起流

現獨奏版本與樂團版本差異，以展現獨奏者琴技的協奏曲，經常被視為較次等的音樂作品，所以寫

過鮮血的蘇格蘭人，Bruce 經常領導過的蘇格蘭人，歡迎來到你們的血淋淋之床，或是迎向勝利。

作成功的協奏曲也就越來越困難，倘若從此一角度觀之，布魯赫的這三個協奏類型音樂的確彌足珍

今日正是那日，此時正是那刻。看到戰鬥隊伍前線低垂，看到驕傲的愛德華的軍力，帶來枷鎖與奴

貴。

役。誰會是叛徒惡棍？誰會躺入膽小者的墳墓？有誰希望做個低下的奴隸？讓他轉身逃跑吧。為

本曲由 Simrock 出版時，以「自由使用蘇格蘭民謠，為小提琴、管弦樂團與豎琴所作的幻想曲」
（Fantasie: für die Violine mit Orchester und Harfe unter freier Benutzung schottischer Volksmelodien）的
名稱問世，這曲題點出了豎琴在曲中的特別份量，帶出遊唱詩人以 Celtic 豎琴（愛爾蘭語稱之為
cláirseach，蘇格蘭蓋爾語稱之為 cláirseach）吟詠詩歌的梗，讓曲子聽起來好像是在述說一個淵遠流

了蘇格蘭國王與法律，強壯的拔出自由之劍，自由之身站起，要不就是自由之身倒下，讓他跟隨著
我。壓迫的磨難與痛苦，你的子孫戴上順從的手鐐腳銬，我們會流乾我們珍貴的血液，但他們將會
獲得自由。要那個驕傲的篡位者低頭，每個暴君皆倒下，自由存在於每一下的砍擊之中，我們會如
此做，否則就是死亡！」歌詞所傳達的豪氣遠超過布魯赫的曲子，原本慢速的曲調也被轉快，但是
就算不見得遙想起拋頭顱灑熱血的激情，念及英勇的小提琴獨奏家以超絕的琴技，奮戰屠殺了那麼

長的英雄往事。

多的音符（調侃李斯特受封貴族獲贈寶劍的漫畫所言），至少想必也會令愛樂者人心大快。

據說本曲的靈感來自於蘇格蘭作家華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8.15 - 1832.9.21）的文學著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作。司各特出生於愛丁堡，原本習法，後來在 25 歲的時候轉向職業寫作，1795 年出版第一部作品，
1805 年詩歌《最後吟詩者的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大獲成功，後來並轉往歷史小說寫作。
他的故事多半源自於蘇格蘭的歷史或民間故事，英雄、美人、愛情、戰爭這些主題反覆出現在作品
裡。他流傳至今的名作有：小說《撒克遜英雄傳》（Ivanhoe, 1820，又名《劫後英雄傳》，1952 年的
同名電影由 Elizabeth Taylor 與 Robert Taylor 主演）與詩歌《湖上美人》（The Lady of the Lake, 1810，
舒伯特著名的歌曲《聖母頌》的歌詞即出自於此）、《拉美莫爾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
1819，董尼采第的歌劇《拉美莫爾的露琪亞》（Lucia di Lammermoor）就是改編自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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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士塔可維奇：E 小調第十號交響曲，作品 93
Dmitri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 Symphony No. 10 in E Minor, Op. 93

些曲子何時能夠有機會首次公演，相信那時蕭士塔可維奇也是毫無把握，真的誰都說不準。
1953 年 3 月 5 日，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 1894.4.17 - 1971.9.11）
繼任（1953 - 1964）第一書記，美蘇此後進入冷戰年代，但是對於藝文界的箝制趨於放鬆，同年
12 月 17 日，本曲由列寧格勒愛樂管弦樂團，在穆拉溫斯基（Yevgeny Mravinsky, 1903.6.4 [舊曆5.22] 1988.1.19）指揮首演，聽眾與樂界反應皆十分熱烈，但是也都在某種程度上覺得必須做些評語以解
惑，名小提琴家大衛．歐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 1908.3.30 - 1974.10.24）說：「這首交響曲懷
著崇高的道德原則，深刻的人性以及一位偉大藝術家真實的心靈感受與愛國主義。它的力量在於它
無比的戲劇張力，尖銳的衝突，以及它緊扣人心的美感與語言合宜。」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Dmitri
Kabalevsky, 1904.12.30 - 1987.2.14）宣稱：「我深信它所描繪的衝突源自於當今全世界的緊張現象。」
這些說法的確有點「欲蓋彌彰」，至於官方在一陣內部爭論批鬥後，對此曲最終的定調是－「樂觀
的悲劇」。
在俄國音樂報導作家弗科夫（Solomon Volkov, 1944 - ）執筆完成的《證言》（Testimony, 1979）一書
中有著關於這首交響曲的一些敘述，雖然該書是真還是偽的爭議頗高，然而由於本曲的交響結構極
為特殊，並非完全依據邏輯性思惟與結構緊湊性來鋪陳，所以除非潛藏著某種特定訊息、情節，或
是具有傳達氛圍的描繪性作用，否則音樂的進行不會如此的不合常軌，甚至需要加以修剪，然而從

俄國舉世聞名的芭蕾舞巨星瑪雅（Maya Plisetskaya, 1925.11.20 - 2015.5.2）在她的自傳「I, Maya
Plisetskaya」（2001）中，寫到不少關於她在史達林暴政統治下的生活點滴。1949 年 12 月 21 日，

第五交響曲來看，蕭士塔可維奇絕對具有寫作邏輯性緊湊樂曲的能力，所以在本曲中他的著眼點應
該比較著重於描繪性敘事，而非著眼於推敲完美之樂音建築。

當全世界共產黨領導人齊聚莫斯科慶祝史達林七十歲大壽時，她應邀在克里姆林宮聖喬治廳獻演，

在《證言》中，蕭士塔可維奇對作者說：「我在第十號交響曲中……描繪史達林。我是在史達林死

毛澤東坐在史達林身邊一同觀賞，拼花木地板打上了厚厚一層閃亮的蠟，她第一次跳躍時，差點滑

了之後創作的，至今沒人猜得出它寓意何在。它是關於史達林以及史達林年代。第二部份，詼諧

倒造成大災難，一路勉強維持著不摔跤，在謝幕的沉悶掌聲中，她看到史達林傾過身去跟毛澤東說

曲，大可如此說，是一幅史達林的音樂畫像。當然，其中還有許多東西，但這是其基礎。」 這說法

話，她不由得心中浮起疑問，不知這些控制著眾生命運的人究竟在談論些什麼。舞蹈結束後她匆忙

常遭到質疑，但是畢竟作曲家是人，也是大時代裡的產物，沒人可能跟時代兩相遺忘，特別是蕭士

的退場，目光下垂，不敢抬頭仰視；多年後她才敢承認，出自本能的，她不敢直視史達林的雙眼，

塔可維奇這種國家級作曲家，更何況他是史上少見的非凡音樂天才。曾經參與此曲首演以及之前排

那實在太可怕了。

練準備工作的名指揮家庫特．桑德霖（Kurt Sanderling, 1912.9.19 - 2011.9.17） 在 1955 年被詢問到這首

的確，那個時代不分男女老幼，時時刻刻無不活在暴君史達林一手創造的恐懼之中。蕭士塔可維奇
在 1936 年那一波因歌劇《馬克白夫人》點燃的整肅中，幸運地全身而退，並且以「D 小調第五號交
響曲，作品 47」做出了勝利的回擊，但是他在 1945 年在全俄國經歷慘烈的對德作戰，獲得光輝勝利

交響曲是否真的是史達林的畫像，他回答說：「我認為對於這些曾經歷過那時代恐怖的我們所有這
些人而言，它的確是幅史達林的畫像。但是對於今日的聆賞者而言，它比較像是對於天下所有獨裁
者，一個迫害壓迫系統描繪。」

之後完成的「降 E 大調第九號交響曲，作品 70」卻讓眾人跌破眼鏡，也讓最高當局為之震怒。照道

但是不妨不要將這些說法奉為圭臬，或是將注意力大半集中於解謎（曲中運用了代表他自己名字

理來說，在此戰爭勝利舉國歡騰之際，身為國家代表作曲家的他應該以史詩般宏偉樂曲為勝利高歌

縮寫 DSCH [Re - Mi - Do - Si] 動機，以及代表當時他所愛上的一位學生 Elmira Nazirova [1982.11.30 -

歡呼才對，但是他寫出的卻是輕佻率真夾雜著苦澀諷刺，好像是覺得祖國的勝利與他無關，甚至還

2014.1.24] 的姓名縮寫動機 [B - E - B - A - E ]，降低五度之後就是 [E - L (a) - MI - R(e) - A]），而是將這

有點發愁，這可真讓外界為之錯愕惱火。

些說法當作欣賞了解本曲的切入點，那麼您將比較能夠感受本曲的獨特性與衝擊性魅力。

1948 年最高蘇維埃對他發動了第二次針對「不合宜、形式主義」的批判（連帶受批的還有普羅科菲

第一樂章運用奏鳴曲式的結構作成，沈思的第一主題延伸出新的插曲，帶向高潮後出現圓舞曲風格

夫、哈察圖量），一時間似乎他先前的命運又將再次重演，各界也不再演出他的作品，經濟上的打

的第三個主題。中間發展部運用第一主題將音樂帶向高潮，再現部由第一主題開始，接入第二主

擊令他難以承受，蕭士塔可維奇只好在隨後數年間靠寫作可以賺錢的電影配樂，要不就是只好接受

題，然後以第一主題做成結尾。整個樂章的情境比較像是：暗夜裡的焦慮等待，懷念過往的美好，

官方邀約寫作政治應景作品以求改運（1949 年的清唱劇《森林之歌》就是一例，史達林還因之稱讚

無比的悲痛襲來，失望、痛苦、悔恨、無助的情緒糾結成巨大的爆發，等待恐懼有被驅散的一天。

他是「偉大的園丁」）；另外一類就是為自己的信念而作，寫完之後就放在自家抽屜裡的曲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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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附設

第二樂章是個兩拍子的快速度樂章，直接有力到近乎野蠻，第三樂章以圓舞曲為基調，之後法國號
登場時吹出「Elmira 動機」，在隨後愈趨升騰的過程中，這動機始終在重要關鍵點上出現，堅持到
底從未改變過其樣貌，在這旋轉的喧囂世界裡，它是唯一不變的依靠；至於它是個事實，還是個祈
求，甚至過度強調到變成了個疑問，這就看您的解讀了。第四樂章以慢速的各樂器群組獨白開場，
隨後轉趨快速，除了當中介入一段長大的抒情旋律外，基本的態勢是一路興奮過度的狂奔到底，最
後「DSCH 動機」反覆的以強奏出現，堅持贏得最終的勝利。
說實在的，我相信那時代的俄國人心知肚明他在描繪訴說的是什麼，但是又有誰能公開的說出心中

營
樂
管
年
少
青
TSO 音樂會 & 閉幕音樂會
一期一會

成果

感想，除非作曲家開口直說，否則又有哪個人能夠說他的解讀就是作曲者的真意；這眾人「心知肚
明」、「意有所指」，但卻又查無實證，這正是純粹音樂巧妙又偉大的暗示性力量所在，也是古典
音樂迷之所以醉心於這些音樂的緣由。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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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tle
Goat

搭上這艘故事船，順著音樂的河流蜿蜒前行，在故事、音樂、繪畫的

8/26
8/27
8/28

交錯編織中，與小山羊一起踏上追逐阿努山的旅程吧！

中山堂光復廳 Zhongshan Hall

親子劇場

原創音樂故事劇場
結合故事與歌聲、民謠吉他與管弦樂團、繪畫投影與舞臺燈光
一個關於「勇敢」的旅程故事
獻給每一位大朋友與小朋友的暑假禮物

fri
19:30

sat
19:30

sun
14:30

指揮：姜智譯
Roger Chih-I Chiang, Conductor

藍的火說唱藝術
Blueﬁre Art

TSO 附設室內樂團

TSO Chamber Orchestra

謝杰：《小山羊》
Def: The Little G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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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精選
TSO

Mahler 7th

馬勒第七．夜之歌

演出曲 目
PROGRAM

華格納：威森東克之歌
Richard Wagner: Wesendonck Lieder
I. 天使
II. 靜止勿動！
III. 在溫室中
IV. 痛苦
V. 夢

Der Engel
Stehe Still!
Im Treibhaus
Schmerzen
Träume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馬勒：E 小調第七號交響曲「夜之歌」
Gustav Mahler: Symphony No. 7 in E Minor "Lied der Nacht"
第一樂章：慢板 – 堅定的快板，但勿過度
I. Langsam - Allegro risoluto, ma non troppo
第二樂章：夜曲 I ；中庸的快板 – 十分中速的（行板）
II. Nachtmusik I: Allegro moderato - molto moderato (Andante)
第三樂章：詼諧曲；暗影重重的
III. Scherzo: Schattenhaft
第四樂章：夜曲 II ；滿懷愛意的行板
IV. Nachtmusik II: Andante amoroso
第五樂章：迴旋曲 – 終曲；快板 – 莊嚴雄偉的
V. Rondo - Finale : Allegro ordinario - Maestoso

1

3
0
/
9

s at

0
19:3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指揮：史提芬．史托爾泰茲
Stefan Soltesz, Conductor

次女高音：米夏埃拉．瑟林格
Michaela Selinger, Mezzo Sopran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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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提芬．史托爾泰茲
Stefan Soltesz

ductor

指揮 Con

史提芬．史托爾泰茲常以客席指揮身分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及歐洲各大歌劇院演
出。1971 年，史托爾泰茲在維也納歌劇院展開指揮生涯第一步，之後他陸續在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擔任音樂指導及指揮，以及在格拉茲劇院擔任客席指揮。於
1978、1979 及 1983 年裡，擔任貝姆、杜南憶及卡拉揚等指揮大師的音樂助理。
史托爾泰茲曾擔任漢堡國家歌劇院及德國柏林德意志歌劇院的常任指揮。在德國
布倫斯維克州立劇院擔任五年音樂總監之後，他接著出任比利時安特衛普法蘭德
斯歌劇院的首席指揮。1997 - 2003 年間，史托爾泰茲出任德國埃森愛樂的音樂
總監，以及阿爾托劇院的藝術總監。
史托爾泰茲有許多重要的錄音作品，曾獲葛萊美獎及 ICMA 國際音樂大獎提名。

Stefan Soltesz is a frequent guest conductor at the Vienna State Opera and at the major
opera houses throughout Europe. His artistic career was launched in 1971, as conductor
at the Theater an der Wien, followed by engagements as coach and conductor at the
Vienna State Opera (1973 - 1983) and as guest conductor at the Opera House in Graz
(1979 - 1981). During three editions of the Salzburg Festival, in 1978, 1979 and 1983, he
worked as a musical assistant to Karl Böhm, Christoph von Dohnányi and Herbert von
Karajan.
Maestro Soltesz held the position of regular conductor at the Hamburg State Opera
(1983 - 1985) and at the Deutsche Oper Berlin (1985 - 1997). He served as general
music director of the State Theatre of Brunswick from 1988 - 1993 and as chief
conductor of the Flemish Opera in Antwerp and Ghent from 1992 - 1997. From 1997
to 2013 he has served as the general music director of the Essener Philharmoniker and
as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Essen opera house Aalto Theater.
Stefan Soltesz has led radio performances and concer ts, His recording of music by
Alban Berg and Hans Werner Henze won a Grammy nomination as well as an ICMA
no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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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女高音

prano

Mezzo So

米夏埃拉．瑟林格
Michaela Selinger

米夏埃拉．瑟林格的歌唱生涯始於 2004 年在日內瓦大劇院演出《帕西法爾》，
擔綱「花之少女」一角。這位奧地利的聲樂家在 2005 - 2010 年曾為維也納國家
歌劇院的成員。自此之後，她展開了她的國際演唱之路，包括歌劇及音樂會演
出，足跡遍及蘇黎士歌劇院、格林德本藝術節、萊茵歌劇院、里昂歌劇院、東京
新國家劇院、維也納金色大廳、維也納音樂廳及薩爾茲堡音樂節。
她曾擔綱演出許多歌劇的要角，包括：史特勞斯《玫瑰騎士》中的奧克塔文伯
爵、《納克索斯島上的阿麗雅德妮》中的作曲家、莫札特《費加洛婚禮》中的凱
魯比諾，以及《依多美尼歐》中的伊達孟特。
未來她將與兩位最重要的新世代導演策尼亞柯夫及楚林斯基合作。此外，她將再
次參與 2016 年薩爾茲堡音樂節。

Michaela Selinger star ted her career in 2004 at the Grand Theatre of Geneva in
Wagners Parsifal as Flower Maiden. The Austrian artist was member of the Vienna State
Opera (Director Ioan Holender) from 2005 to 2010. Since then an international career
has developed including opera and concer t appearances, amongst others, at Opera
Zurich, Glyndebourne Festival, Opéra du Rhin, Opéra du Lyon, New National Theatre
Tokio, Vienna Musikverein, Vienna Konzerthaus and Salzburg Festival.
Her most impor tant par ts in opera include Octavian in Strauss' Rosenkavalier,
Komponist in Strauss' Ariadne auf Naxos, Cherubino in Mozarts Le Nozze and Idamante
in Mozarts Idomeneo.
Future engagements will br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age
directors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Dmitri Tcherniakov and Mariusz Trelinski. Moreover
she will be guesting again at the Salzburg Festival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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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格納：威森東克之歌

I. Der Engel

天使

Richard Wagner: Wesendonck Lieder

In der Kindheit frühen Tagen
Hört ich oft von Engeln sagen,
Die des Himmels hehre Wonne
Tauschen mit der Erdensonne,

在早先孩提時日

Daß, wo bang ein Herz in Sorgen
Schmachtet vor der Welt verborgen,
Daß, wo still es will verbluten,
Und vergehn in Tränenﬂuten,

在恐懼中惶急的心

Daß, wo brünstig sein Gebet
Einzig um Erlösung ﬂeht,
Da der Engel niederschwebt,
Und es sanft gen Himmel hebt.

當他熱切地祈禱

Ja, es stieg auch mir ein Engel nieder,
Und auf leuchtendem Geﬁeder
Führt er, ferne jedem Schmerz,
Meinen Geist nun himmelwärts !

是的，我也有一位天使降下，

II. Stehe still !

靜止勿動！

Sausendes, brausendes Rad der Zeit,
Messer du der Ewigkeit;
Leuchtende Sphären im weiten All,
Die ihr umringt den Weltenball;
Urewige Schöpfung, halte doch ein,
Genug des Werdens, laß mich sein !

匆忙時間巨輪，

Halte an dich, zeugende Kraft,
Urgedanke, der ewig schafft !
Hemmet den Atem, stillet den Drang,
Schweiget nur eine Sekunde lang !

且停止吧，這生成的力量，

Schwellende Pulse, fesselt den Schlag;
Ende, des Wollens ew'ger Tag !
Daß in selig süßem Vergessen
Ich mög alle Wonnen ermessen !

起伏的脈搏，束縛起跳動；

Wenn Aug' in Auge wonnig trinken,
Seele ganz in Seele versinken;
Wesen in Wesen sich wiederﬁndet,
Und alles Hoffens Ende sich kündet,
Die Lippe verstummt in staunendem Schweigen,
Keinen Wunsch mehr will das Innre zeugen:
Erkennt der Mensch des Ew'gen Spur,
Und löst dein Rätsel, heil'ge Natur !

當眼眸飲著另一眼眸中的幸福，

1848 年橫掃歐洲大革命，華格納雖未親身上陣投入革命戰鬥中，只是在言論上支持革命，這已足夠
使得政府日後通緝他。在李斯特的協助下，華格納逃抵瑞士，他的夫人米娜（Christine Wilhelmine
"Minna" Planer, 1809.9.5 - 1866.1.25）雖不情願，但是也只好去瑞士和他會合，他在此時寫了一連串的
文章－「藝術與革命」、「未來的藝術作品」…等，闡明並宣揚他的藝術理念，為其自創結合音樂
與戲劇所產生的新劇種－樂劇定下美學規範。
在瑞士蘇黎世時，他的財務狀況又轉趨惡化，屢屢央求友人接濟，恰好有錢的進口商人威森東克
（Otto Wessendonk, 1815.3.16 - 1896.11.18） 在 1852 年聽到一場華格納的音樂會大受感動，原本就
熱愛藝術、贊助藝術活動的他，從 1853 年起大力資助華格納，要他日後再慢慢以作品演出之版稅收
入償還給他便是。1858 年他買下了華格納《指環》系列的演出權，但後來主動放棄，因為如此才能
讓路德維希二世獲得演出權，後來更讓華格納搬入他家院中之小屋居住。威森東克的太太馬蒂爾德
（Mathilde Wesendonck, 1828.12.23 - 1902.8.31，娘家姓 Luckemeyer，兩人在 1844 年結婚，共育有 5 子
女），這位美麗的婦人既會作詩又學識豐富，比起米娜實在是華格納的絕配佳偶，雖然華格納愛上
了她，但是她卻對華格納無意，在失戀之餘他決定創作《崔斯坦與依索迪》（Tristan und Isolde），
為自己建立史上最偉大的情夢；這齣長篇愛情大作將使他名震全歐，在樂壇獨領風騷近半世紀之
久。即使就算在這段單戀曝光之後，威森東克夫婦日後仍然跟華格納保持密切的書信往來聯繫，日
後去拜魯特欣賞演出時，也會住在華格納的家裡。在馬蒂爾德過世後，1903 年她寫給華格納的信公
開於世，但是華格納寫給她的信，卻在華格納過世後被他妒忌心極重的夫人柯西瑪（Cosima Wagner,
1837.12.24 - 1930.4.1，李斯特的女兒）給全燒了，所以至今我們仍無法得知兩人關係的細節，唯有這
幾首留下來的歌，見證著華格納當時熱烈的愛意。
這 5 首為女聲與鋼琴所作歌曲，分別創作於1857 年11月（天使），1858 年 2 月（靜止勿動），1858
年 5 月（在溫室裡），1857 年 12 月（痛苦），1857 年 12 月（夢），華格納特別為「在溫室裡」與
「夢」兩曲加註是《崔斯坦與依索迪》的習作。華格納那時曾經將「夢」改編成室內樂團版本，由
小提琴獨奏取代女聲獨唱，並在1857 年馬蒂爾德生日那天，在她的窗前演奏給她聽。今天我們所知
的大管弦樂版本並非華格納所作，而是他的門生 Felix Mott（l856 - 1911）所編寫的。

我常聽說過天使，
祂願將天堂的喜樂
交換地上的陽光，
滿懷著隱沒於世的渴望，
當希望靜默的流血時，
將隨著淚水消融，
唯求能夠得到救贖，
天使將從天而降，
溫柔地將它帶向天堂。
以閃亮的雙翅
祂引領著，遠離所有痛苦，
我的靈魂向天堂飛去！

你是永恆的度量者；
在寬廣宇宙中發光的球體，
你圍繞著這球體世界；
無盡的創造，且停止，
一切已足，且讓我自如！
原念，你所永恆創造的！
止住呼吸，停下企盼渴望，
靜下來一秒鐘！
結束，永恆企求的日子！
在這甜美的遺忘中
我願衡量所有的幸福！
靈魂完全沈入另一靈魂之中；
重新在對方身上找到自己，
當所有的希望都已燃盡，
雙唇在驚異的靜默中無語，
內心不再升起任何渴望；
人們將認得這份永恆，
解開了你的謎底，永恆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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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m Treibhaus

在溫室裡

Hochgewölbte Blätterkronen,
Baldachine von Smaragd,
Kinder ihr aus fernen Zonen,
Saget mir, warum ihr klagt ?

高聳的樹冠，
綠鑽的骨壺，
你們這些來自遠方的孩子們，
告訴我，你們為何而悲嘆？

Schweigend neiget ihr die Zweige,
Malet Zeichen in die Luft,
Und der Leiden stummer Zeuge
Steiget aufwärts, süßer Duft.

你們靜靜的彎下枝幹，
在空中畫著符號，
這份靜默裡的愁苦
向上升起，甜美的香氣。

Weit in sehnendem Verlangen
Breitet ihr die Arme aus,
Und umschlinget wahnbefangen
Öder Leere nicht'gen Graus.

以渴望的追求
你的雙臂大大地張開，
擁抱著妄想偏好
荒棄、空洞恐怖的虛無。

Wohl, ich weiß es, arme Pﬂanze;
Ein Geschicke teilen wir,
Ob umstrahlt von Licht und Glanze,
Unsre Heimat ist nicht hier !

是的，我知道，可憐的植物；
我們共享著命運，
雖然我們身處光線、光芒的照耀下，
我們的家鄉並不在這裡！

Und wie froh die Sonne scheidet
Von des Tages leerem Schein,
Hüllet der, der wahrhaft leidet,
Sich in Schweigens Dunkel ein.

太陽在分手時是何等的高興
從白晝空洞的照耀，
它遮蓋自己，真正受苦者，
在暗夜的靜默中。

Stille wird's, ein säuselnd Weben
Füllet bang den dunklen Raum:
Schwere Tropfen seh ich schweben
An der Blätter grünem Saum.

它變得安靜，輕語般的抖動
在黑暗的房間中焦急；
我看見沈重的水珠打轉
在綠色枝葉的邊緣上。

IV. Schmerzen

痛苦

Sonne, weinest jeden Abend
Dir die schönen Augen rot,
Wenn im Meeresspiegel badend
Dich erreicht der frühe Tod;

太陽，你每晚哭泣
你美麗的紅色眼睛，
當浸浴在海的鏡面上
你將被早逝所追及；

Doch erstehst in alter Pracht,
Glorie der düstren Welt,
Du am Morgen neu erwacht,
Wie ein stolzer Siegesheld !

然而你以往昔的光芒，
照亮昏暗的世界，
早晨將再次醒來，
像是驕傲勝利的英雄！

Ach, wie sollte ich da klagen,
Wie, mein Herz, so schwer dich sehn,
Muß die Sonne selbst verzagen,
Muß die Sonne untergehn ?

啊，我又為何要悲歎，
為何，我心，你是沈重的，
假如太陽一定要放棄希望，
假如太陽一定要沈落？

Und gebieret Tod nur Leben,
Geben Schmerzen Wonne nur:
O wie dank ich, daß gegeben
Solche Schmerzen mir Natur !

那麼有死才能生，
痛苦才能變成幸福；
喔我是何等的感謝
大自然給了我這份愁苦！

V. Träume

夢

Sag, welch wunderbare Träume
Halten meinen Sinn umfangen,
Daß sie nicht wie leere Schäume
Sind in ödes Nichts vergangen ?

且說，是哪個美妙的夢
圍擁著我的感官，
它不像空空的泡沫
消失於荒涼虛無中？

Träume, die in jeder Stunde,
Jedem Tage schöner blühn,
Und mit ihrer Himmelskunde
Selig durchs Gemüte ziehn !

夢，在每個時刻，
每天中美麗地綻放，
來自天堂的音訊
幸福的漫遊在我心中！

Träume, die wie hehre Strahlen
In die Seele sich versenken,
Dort ein ewig Bild zu malen:
Allvergessen, Eingedenken !

夢，就像天堂的光芒
穿透靈魂，
畫出一幅永恆的畫像；
忘卻所有，念著唯一！

Träume, wie wenn Frühlingssonne
Aus dem Schnee die Blüten küßt,
Daß zu nie geahnter Wonne
Sie der neue Tag begrüßt,

夢，就像春日的陽光
從冰雪中親吻花朵，
以未曾被注意的喜樂
向新的一天致意，

Daß sie wachsen, daß sie blühen,
Träumend spenden ihren Duft,
Sanft an deiner Brust verglühen,
Und dann sinken in die Gruft.

它們因而成長，開花，
夢賜予它們芬芳香氣，
它們在你胸前溫和地發著光並消逝，
然後沈降進入墓裡。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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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E 小調第七號交響曲「夜之歌」
Gustav Mahler: Symphony No. 7 in E Minor "Lied der Nacht"

馬勒到布拉格準備首演本曲時，克倫貝勒正好在布拉格劇院擔任指揮。他提到那時一群年輕音樂家
圍繞著馬勒，大家都想要幫上一些忙，可是馬勒仍然事必躬親，在每天排練結束後，會把所有的分
譜帶回旅館去增添演出細節指示，每晚他們會聚在飯店閒聊，馬勒則在他們面前評論繼任他維也納
宮廷劇院總監職務的溫加特納（Felix Weingartner, 1863.6.2 - 1942.5.7），說他根本離華格納遠得很。然
而第七號交響曲並不成功。柏林的樂評家，特別是 Leopold Schmidt，強烈地表達對此曲的不滿，並
且提到第一、五樂章在今天還是難，但是中間的三個樂章因其簡潔而很有感染力。
華爾特在 1912 年回憶馬勒時提到：「他寫作他的第七號交響曲，就像第六號一樣，是個『客觀』
的作品，但更加地豐富多采。第一樂章精神煥發、正面肯定。三個中間樂章被稱為『夜之音樂』比
較令人想起他早先的浪漫主義，但是因其形式而格外迷人。第三樂章或許是馬勒所寫過最美麗的曲
子：甜美溫柔的愛慾在其中顫動，這是我能想到馬勒所有作品中，唯一一個愛慾之聲。」
Hans Swarowsky 在他的專文中提到，馬勒在他晚期的作品中都是以「原型動機」（Urmotiv）或
「核心」（Kern）方式來處理材料，與貝多芬、布拉姆斯相同，這些「原型動機」在樂曲進行中
一直持續的發展變化，荀白克（Arnold Schönberg, 1874.9.13 - 1951.7.13）稱之為「發展性變奏」
（entwickelnde Variation），「相同的會不同」（dasselbe immer anders），因此例如第七號交響曲第
一樂章的主要主題前前後後出現時沒有兩次一樣，對於聽眾還可，但是會造成分析者的混亂。另一
同這時期的手法特徵之一，就是沒有兩次的重複會是一樣的，此刻發生的將改變下一刻它再次出現
時的樣貌，許多以此方式重複的段落，其功用將變得與傳統不同，因而使得以傳統概念來分析這些
曲子時，會不知如何下手，但是實際上只要從區隔大段落切入，自然會比較容易掌握長大樂章的結
構，以獲得綜覽全局的視野，不會迷失在漫長的夜路上。

說起馬勒第七，筆者心中就會湧起一陣翻攪，倒不是因為愛它愛的瘋狂，而是當時在國立維也納音
樂院唸作曲、指揮的時候，馬勒第七是我們大家必定要研究的曲子。若學生想考「曲式學」的免修
考試，指定的教材就是 Hans Swarowsky （1899.9.16 - 1975.9.10，Claudio Abbado, Zubin Metha, Giuseppe
Sinopoli, Iván Fischer, Alexander Alexeev …等人的老師）所著作的「形式的存護」（Wahrung der Gestalt,
1979）一書，裡頭有一篇長達 25 頁關於這首交響曲的分析，可說是這首公認形式複雜的樂曲最佳的
破解攻略，其段落分析井然有序，下文將會概述其分析，以提供可能夜裡在山間會迷路的朋友們參
考。
馬勒於 1904 夏季在卡林西亞省（Carinthian）的 Maiernigg 湖邊租了一個避暑的屋子，完成第二、四
樂章的草稿，次年夏天暑假期間於同一地點，四週內完成了其他三個樂章，1905 年 8 月 15 日正式完
成作曲，管弦樂譜的編寫則是在維也納宮廷劇院樂季進行期間，於 1906 年 5 月完成（馬勒的作曲習
慣一向如此，夏天放假時作曲，樂季進行期間編寫管弦樂總譜）。隨後這首交響曲拖了兩年才有機
會首演，但是這兩年間接二連三的厄運降臨在馬勒身上，1907 年他辭掉了維也納宮廷劇院的職務，
7 月 12 日他所心愛、年僅 5 歲的長女 Maria Anna 因猩紅熱與白喉去世，隨後得知他有心臟病，將不久
於人世，「告別」與「死亡」將長伴著他。

關於本曲的調性其實真的很難說，因為第一樂章從 B 小調開始（呈示部從 E 小調開始），結束在 E 大
調上；第二樂章從 C 大調（小調）開始，中段在降 A 大調上，結束在 C 小調；第三樂章詼諧曲
從 D 小調開始，中段在 D 大調上，結束在 D 大調上；第四樂章「夜曲」F 大調開始、F 大調結束；第
五樂章 C 大調開始、 C 大調結束；因為第一樂章的中心是 E，而第五樂章卻是 C，若說此曲是「E 小
調交響曲」，顯然有點牽強失真，畢竟一般多樂章樂曲，開始和結束會在同一個調上，由此更可以
看出馬勒在本曲中打破古典慣例的企圖，並未將外側兩樂章定在相同的調性中心上，也就是說調性
中心不再具有重力吸引力，一切的一切都在遊走、發展、生成中。
B 小調的第一樂章分為 5 部份－「序奏」（1 - 49 小節）、「呈示部」（50 - 144 小節）、「發展部」
（145 - 372 小節；第一發展部 145 - 227 小節；第二發展部 228 - 337 小節；第三發展部 338 - 372 小
節）、「再現部」（373 - 494 小節）、「結尾部」（495 - 547 小節）。「序奏」是慢板，由次中音
號（Tenor Horn）在弦樂的軍樂節奏上展開，其他樂器接奏逐步發展，以帶出第一主題的樣貌特徵。
速度轉快之後進入 2/2 拍的「呈示部」，第一主題由大提琴與法國號開頭，此一主題的開頭幾個音所
構成的動機將是聯繫隨後各種樣態的核心要素，音樂轉趨平靜後，抒情撫慰、線條蜿蜒起伏的 C 大
調 4/4 拍第二主題，由第一、二小提琴在法國號的對旋律上出現，情緒逐次波動高昂後，音樂進入進

1908 年初馬勒遠赴美國發展，終於在當年 9 月 19 日，一場慶祝奧國皇帝法朗茲．約瑟夫一世（Franz

行曲風的短小結尾，就此結束了「呈示部」。「第一發展部」主要是以第一主題的開頭動機作為核

Joseph I, 1830.8.18 - 1916.11.21）登基 60 年的系列慶祝活動裡，本曲由作曲者親自指揮捷克愛樂首演於

心加以開展，做出各種上下前後的組合，「第二發展部」先是經第二主題與第一主題組合開展，不

布拉格，才得見天日。馬勒兩位著名的門徒－克倫貝勒（Otto Klemperer, 1885.5.14 - 1973.7.6）與華爾

久後音樂轉趨沉靜，小號吹出遠方的號角聲，獨奏的小提琴惶惶孤獨回應著，當號角聲第二次出現

特（Bruno Walter, 1876.9.15 - 1962.2.17）所作的敘述，很適合讓我們做為切入點來觀察本曲。

後，音樂突然轉入 B 大調，第一、二小提琴在高音域奏出第二主題，這一段是極其美妙的音樂，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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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輕微震動地顫音每每令我想起夕陽餘暉，音樂在此暫時找到停歇點，旋律線條逐次模進推高後，
從最高點頓挫有力的下降，進入 B 小調「第三發展部」，它將開頭「序奏」的材料轉化為過門性

指揮家華爾特（Bruno Walter, 1876.9.15 – 1962.2.17）

質，以便將樂曲帶回「再現部」。
「再現部」將「呈示部」的進行加以改換以展現更繁複的樣貌，此外第二主題直接由高潮點切入，
使得音樂關係更加緊湊；「結尾部」仍回到進行曲節奏，以E 大調堅定的結束了這個長達 20 多分鐘

「1896 年 7 月一個很棒的夏日，我搭湖上的蒸汽輪
船到 Steinbach。馬勒在碼頭接我，雖然我抗議著，
但是他仍然親手把我的行李推下走道。在我們走去

的樂章。

他的房子的路上，我的目光落在 Höllengebirge（上奧

C 大調，4/4 拍的第二樂章，以「序奏 - A B A - C - A B A - 結尾」的形式組成；「序奏」由法國號的號

地利省的山群，接近薩爾斯堡附近著名的觀光景點

角應答開場，隨即所有木管逐次加入這陣騷動鳴叫，四部法國號奏出A段主要主題，隨後弦樂接手，
這主題從來沒走遠過，只是以行走的速度（行板）慢慢地逛，再度回到號角聲之後，大提琴奏出
降 A 大調的B段旋律，心緒怡然自得、不疾不徐的往前行，氛圍再三令人聯想起馬勒早期的歌曲與交
響曲。隨後音樂轉回 A 段，稍事發展後，又以法國號號角聲銜接進入 C 段 Trio，曲趣近似「兒童魔法
號角」裡的守夜音樂。這樂章特色之一是曲調中心始終不曾走遠，走出去不久又會再轉回來；「乘
著夜色在附近轉轉」？說不定吧！
D 小調「暗影重重」，3/4 拍，流暢但不快的「詼諧曲」，以標準的「詼諧曲－中段－詼諧曲」曲式
構成。D 大調舞曲風格的甜美中段（由雙簧管主奏）與夜色下川流不息擾動著的暗流形成強烈的對

Salzkammergut）它可怕的岩壁襯托著否則可以說是迷
人的背景。馬勒說，「不要再看那裡了－它們都被用
盡了，被我寫成音樂。」接著馬上跟我說起第三交響
曲第一樂章的構成，序奏上寫著暫時性的標題「岩石
與高山告訴我的」。（註：雖然後來的標題並不是如
此！）

攝影 / W (enzel) Weis (1858 - 1930)

（摘譯自：The Book of Music Anecdotes, Norman Lebrecht, The
free Press, 1985）

比；第四樂章，F 大調，2/4 拍，「滿懷愛意的行板」，它分為三個大段落加上結尾（I. A B A C A, II.
D E, III. A B A C A, Coda），在配器上用了曼陀林琴與吉他，銅管只剩兩支法國號，所以整體音響變得
輕盈美妙，基本上是闋情歌（小夜曲），馬勒真的很少在他音樂中這麼露骨的傳達出盈盈愛意。
若我們把第一樂章當作是黃昏，中間的三個樂章則構成了夜的三個樣態，則迴旋曲－終曲的第
五樂章裡必定該會是日出。這樂章分為四大部分，每次都是疊句（refr ain）開始，然後是對句
（couplet），接著是變奏，然後接入下一個大段落。由銅管宣告強力光明的開頭疊句旋律會再三反
覆出現，每個對句會展現主題不同的發展樣貌，最後則是以強奏的疊句結束了這個將近 20 多分鐘的
終樂章，同時也為這從黃昏起頭，接著融入蒼茫夜色，最終迎向日出的交響曲，做了強而有力的正
面總結。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女高音 Lilli Lehmann（1848.11.24 – 1929.5.17）
「在馬勒的交響作品裡，我立刻被這麼簡潔的
旋律所造成效果所震驚，當然他知道用龐大眾
多的樂器來呈現它。同時我心中也突然有個念
頭，他或許會願意，特別是關於這個機制，回
到那簡單的途徑，我於是問他。他以輕蔑的笑
聲回答說：「妳在想些什麼？在一世紀後我的
交響曲會在可以容納兩萬到三萬人的音樂廳裡
演出，也將會有廣受歡迎的藝術節。」我沈默
不語，但是我不由自主的想到，音樂愈沒有親
切性，它就愈缺乏真天才。」（註：顯然的，
時間證明了 Lilli Lehmann 的顧慮是多餘的！雖
然在兩、三萬人的音樂廳裡演馬勒極為少見，
不過馬勒的預言也與今日的事實相去不遠。）

（摘譯自：The Book of Music Anecdotes, Norman Lebrecht, The free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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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第二個週末晚間，
與 TSO 相約在大安森林公園，
分享你我熱愛的音樂！

sat - sun 19:30

9/10.11
10/08.09
11/12.13
12/10.11

流行金曲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你的最愛－音樂劇
TSO 附設合唱團
附設室內樂團音樂會

戲如人生－電影音樂會
TSO 附設管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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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6-9 18
/

/

《冬 未了》@ 台北 中山堂中正廳
蘇打綠與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同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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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
家
音樂

憶起∼
Promenade à Paris

漫步巴黎

初秋的悠閒午後，再次漫步在巴黎，
塞納河畔依舊熙來人往，
卻感受不到一絲絲的擁擠與吵雜，
站在橋上遙望著西堤島上的聖母院，
空氣中瀰漫的不僅是咖啡香與香水味，

9/23
fri 19:30

還有更多的回憶……

中山堂光復廳 Zhongshan Hall
德布西：潘神笛
Claude Debussy: Syrinx
佛瑞：幻想曲，作品 79
Gabriel Fauré: Fantaisie, Op. 79
松貢：小奏鳴曲（1946）
Pierre Sancan: Sonatine (1946)
浦朗克：長笛奏鳴曲，FP 164
Francis Poulenc: Sonate for Flute and Piano, FP 164
維多：長笛組曲，作品 34
Charles-Marie Widor: Suite for Flute and Piano, Op. 34
吉歐：馬利翁組曲
Raymond Guiot: Marion's Suite

長笛 /

鋼琴 /

劉兆哲

呂冠葶

Chao-Che Liu,
Flute

Kuan-Ting Lu,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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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團

附設

American Choral Highlights

合唱曲精選

9/24

sat
19:30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人文資源豐富的美國
以文化大熔爐為榮
造就了兩百年舉世無雙的「美國音樂」
別錯過北市交合唱團

威廉．畢齡：我是沙崙的玫瑰
William Billings: I am the Rose of Sharon

為您帶來全場七彩繽紛的美國合唱曲

佛斯特：故鄉的親人
Stephen Foster, arr. Perna: Old Folks at Home
佛斯特：美麗的夢中人
Stephen Foster, arr. Parker / Shaw:
Beautiful Dreamer

艾瑞克．惠塔克雷：五首希伯來愛之歌
Eric Whitacre: Five Hebrew Love Songs

柯普蘭：活著的承諾
Aaron Copland: The Promise of Living

艾瑞克．惠塔克雷：豪雨
Eric Whitacre: Cloudburst

柯普蘭：雲雀
Aaron Copland: Lark

巴伯：上帝的羔羊
Samuel Barber: Agnus Dei

希格登：我從未旅行過的地方，欣然超越
Jennifer Higdon: Somewhere
I have Never Travelled, Gladly Beyond

戴維斯：祖尼日出曲，選自「美洲原住民組曲」
Brent Michael Davids: Zuni Sunrise Song from
"Native American Suite"

希格登：唱！唱！
Jennifer Higdon: Sing, Sing

摩西．霍根編曲：以利亞頌讚
Moses Hogan arr. : Elijah Rock

伯恩斯坦：讓我們的花園茂盛成長
Leonard Bernstein, arr. R. Page:
Make Our Garden Grow

伯恩斯坦：《西城故事》合唱組曲
Leonard Bernstein, Arranged by Mac Huff:
West Side Story, Choral Suite

指揮 / 吳琇玲

Shou-Ling Wu, Conductor

男中音 / 姚盈任

Ying-Jen Yao, Baritone

小提琴 / 黃芷唯

Chih-Wei Huang, Violin

鋼琴 / 莫啟慧

Chi-Hui Mo, Piano

鋼琴 / 翁重華

Chung-Hua Weng, Piano

TSO 附設合唱團

TSO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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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lsen 3rd

瓦格獻禮

尼爾森第三．展心

演出曲 目
PROGRAM

呂泉生：3 首合唱曲
Chuang-Shien Lu: 3 Choral Pieces
1. 杯底不可飼金魚
2. 搖嬰仔歌
3. 阮若打開心內門窗

Drinking Song
A Lullaby
If We Open Our Hearts

尾高尚忠：長笛協奏曲，作品 30b
Hisatada Otaka: Concerto for Flute and Orchestra, Op. 30b
第一樂章：有精神的快板
I. Allegro con spirito
第二樂章：緩板－近似行板的小快板
II. Lento - Allegretto quasi andante
第三樂章：十分活潑的
III. Molto vivace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5

尼爾森：第三號交響曲「展心」，作品 27
Carl Nielsen: Symphony No. 3, Sinfonia Espansiva, Op. 27

7
0
/
0
1

第一樂章：寬廣的快板
I. Allegro espansivo
第二樂章：田園風的行板
II. Andante pastorale
第三樂章：稍快的小行板
III. Allegretto un poco
第四樂章：終曲 – 快板
IV. Finale - Allegro

fri

0
19:3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長笛：游雅慧

Christine Yu, Flute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SO 附設合唱團
TSO Chorus

音樂手冊-P1-47.indd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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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長笛 Flu

游雅慧 Christine Yu

以無數的獎項、精湛的演奏樹立了她獨特的風格與影響力。游雅慧擁有先後在「維也納國立
音樂院」以及「法國里昂國立高等音樂院」接受完整訓練之罕見學習經歷，是極難得能夠將
德奧傳統音色與法國式長笛風格融會貫通的長笛演奏家。
游雅慧以其早慧的音樂天份融合德奧傳統與法式風格之外，也致力創新自己的長笛語法，持
續不懈保留以協奏曲、獨奏以及室內樂等不同形式的演奏來提昇長笛音樂的欣賞層次。
2009 - 2011 年，獲「歐洲藝術音樂節」之邀，於德國「萊比錫全歐音樂節」、奧地利維也納「歐
洲藝術音樂營」及法國「Pablo Casals 音樂節」演出，並舉辦長笛大師班。
擔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長笛首席逾 20 年，兼任臺師大、臺藝大、東吳與輔仁大學音樂系暨研
究所副教授。

TSO Cho

rus

TSO 附設合唱團

成立於 1993 年 4 月，由音樂本科系學生、畢業生和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愛樂者所組成。
1993 年 8 月以經典合唱作品—威爾第「安魂曲」作為創團首場演出之後，配合臺北市藝術季
及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年度演出計畫，每年均有極為吃重與頻繁的演出，曾演出的歌劇包括
《卡門》、《杜蘭朵公主》、《阿依達》、《漂泊的荷蘭人》、《丑角》、《鄉村騎士》、
《茶花女》、《波西米亞人》、《弄臣》、《蝴蝶夫人》、《瑤姬傳奇》、《唐喬望尼》、《魔
笛》、《糖果屋》、《馬儂雷斯考》…等。除歌劇以外，豐富的演出尚包含莫札特「安魂曲」
及「C 大調彌撒曲」、貝多芬「莊嚴彌撒」、「合唱交響曲」、佛瑞「安魂曲」…等經典名曲，
皆頗受好評。
2012、2014 年皆受澳門文化局之邀，於澳門玫瑰堂演出復活節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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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底不可飼金魚

呂泉生

Chuang-Shien Lu

詞：陳大禹 曲：呂泉生

呂泉生（1916 - 2008），臺灣臺中人，作曲家、合唱

飲啦！杯底不可飼金魚，好漢剖腹來相見 ;

指揮家、音樂教育家。1939 年畢業於日本東洋音樂學

拼一步，爽快麼值錢！

校，主修聲樂。旅日期間，曾先後在日本劇場、常盤

有的杯底不可飼金魚，興到食酒免揀時，

座、東寶聲樂隊與 NHK 放送合唱團擔任歌手，暇餘

情投意合上歡喜，杯底不可飼金魚，

並從東寶專屬作曲家若山浩一研習寫歌作曲的方法。

朋友弟兄無議論，要哭要笑記在伊，

1942 年返臺之後即運用所長，在求才若渴的樂壇裡，

心情鬱卒若無透，等待何時咱的天！

組織與帶領合唱團，推廣合唱風氣，並在動盪的社會

啊！ 哈哈哈哈 醉落去！

中，致力譜寫適合大眾傳唱的歌曲，成為臺灣在二戰

1941 年，呂泉生利用在日本劇
場排練的空檔閱讀書籍。

杯底不可飼金魚。啊！

的合唱表演與歌曲創作事業再創高峰。他以「榮星」

搖嬰仔歌

阮若打開心內門窗

為標的，改編大量國內外民謠、名曲，以供練習與演

詞：廬雲生 曲：呂泉生

詞：王昶雄 曲：呂泉生

嬰仔嬰嬰睏，一暝大一寸，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五彩的春光，

嬰仔嬰嬰惜，一暝大一尺。

雖然春天無久長，總會暫時消阮滿腹辛酸。

搖子日落山，抱兒金金看，

春光春光今何在？望你永遠在阮心內。

子是我心肝，驚汝受風寒。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五彩的春光。

前後政權更迭中的樂壇代表人物。
1957 年，呂泉生在友人辜偉甫請託下，籌組台北榮星
兒童合唱團，開了臺灣兒童合唱的先河，也為他個人

出；同時譜寫適合「榮星」演唱的歌曲，兼抒發他個
人的音樂創作理想，完成其集創作與表演於一身的合
唱音樂家夢想。在 1991 年退休前夕，行政院以其建
立了社會合唱教育的基礎與榜樣，及在歌曲編寫創作
上，表達對本土的關懷與對民族文化的摯愛而頒發行
政院文化獎，表彰他對臺灣音樂文化的貢獻。（孫芝

一點親骨肉，愈看愈心色，

君撰）
1992 年在臺北獲頒金曲獎特別獎。

暝時搖伊睏，天光抱來惜。

阮若打開心內的窗，就會看見心愛彼的人，
雖然人去樓地空，總會暫時給阮心頭輕鬆。

嬰仔嬰嬰睏，一暝大一寸，

所愛的人今何在？望你永遠在阮心內。

嬰仔嬰嬰惜，一暝大一尺。

阮若打開心內的窗，就會看見心愛的彼的人。

同是一樣子，那有兩心情，
查埔也著痛，查某也著晟。
小漢土裡爬，大漢要讀冊，
為子款學費，責任是咱的。
嬰仔嬰嬰睏，一暝大一寸，
嬰仔嬰嬰惜，一暝大一尺。
畢業做大事，拖磨無偌久，
查埔娶媳婦，查某嫁丈夫。
痛子像黃金，晟子消責任，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故鄉的田園，
雖然路頭千里遠，總會暫時給阮思念想要返，
故鄉故鄉今何在？望你永遠在阮心內。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故鄉的田園。
阮若打開心內的窗，就會看見青春的美夢，
雖然前途無希望，總會暫時消阮滿腹怨嘆，
青春美夢今何在？望你永遠在阮心內。
阮若打開心內的窗，就會看見青春的美夢。

養到你嫁娶，我才會放心。
嬰仔嬰嬰睏，一暝大一寸，
呂泉生訓練著名的台北榮星兒童合唱團。

嬰仔嬰嬰惜，一暝大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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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高尚忠：長笛協奏曲，作品 30b
Hisatada Otaka: Concerto for Flute and Orchestra, Op. 30b

腦溢血去世，得年 39 歲。樂評家 Koichi Nomura 認為是 NHK 繁重的工作害死了尾高尚忠，而該團也
在尾高尚忠去世半年後，終於得到 NHK 的肯定，改名為 NHK 交響樂團，並且設立了一個「Otaka 作
曲獎」，固定頒發給日本優秀的管弦樂作品以作為紀念與補償。
本曲作於 1948 年，原本是為了室內樂團與長笛獨奏而作，1951 年改寫成兩管管弦樂團的版本，然而
作曲者並未來得及完成全曲，而是他的學生，也就是本曲的校訂者林光（Hayashi Hikarira, 1931.10.22
- 2012.1.5）完成第三樂章部份的配器。長笛大師尚－皮埃爾．朗帕爾（Jean-Pierre Rampal, 1922.1.7 2000.5.20）在 1980 年日本讀賣交響樂團（Yomiuri Nippon Symphony Orchestra）錄過本曲，因而使得
本曲具有國際知名度，在樂壇上佔有一席之地。
尾高尚忠寫作此曲的語彙，主要是以三和弦搭配五音調式所構成，曲式構造上也相當傳統並不難理
解，各方面來看都算得上是一首頗具有藝術創造力的作品。第一樂章以小奏鳴曲式作成（沒有長大
的發展部），第一主題以五音調式從上到下的花奏音開場，第二主題是轉趨平靜，由長笛率先奏
出，隨後弦樂反覆此一旋律時，長笛在其上作花奏。小結尾建基在第二主題的頭上幾個音，肩負著
過門與返回的作用，長笛則奏出忙碌的 16 音符，當音樂再次回到 A 大調管弦樂團總奏時，第一小提
琴奏出開頭長笛獨奏的旋律，音樂進入再現部；隨後將先前的小結尾加以變化而成，長笛獨奏以分
解和弦多次堆疊，以便將樂曲帶入輝煌的結束。
D 小調 4/4 拍第二樂章的開頭，長笛在弦樂長低音上做出華麗幻想風裝飾奏，隨後的「近似行板的
小快板」像是導言，真正的趣味重點是長笛獨奏的 G 大調長旋律，弦樂以忙碌的 16 分音符伴奏。
旋律結束後，長笛又進入另一次幻想風的裝飾奏，最後一溜煙地以輕聲結束後，音樂又回到「小快
板」，最後又回到最開頭的那個裝飾奏，再三強調A大調主三和弦，在豎琴的輕聲滑奏之後，音樂進
入 4/4 拍的 D 小調第三樂章。
第三樂章是以小奏鳴曲形式作成，小調的第一主題以同音反覆為其特色，大調的第二主題則充滿著
不規則節拍；一路上獨奏與樂團忙碌著交互應答前行，在結束前管弦樂團以 ff 總奏高鳴，帶回整首
協奏曲一開始的那段音樂，以首為呼應之勢，輝煌亮麗的結束了這首長笛協奏曲。

日本作曲家、指揮家尾高尚忠（1911.9.26 - 1951.2.16）是日本知名的指揮家尾高忠明（Tadaaki Otaka,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1947.11.8 -）的父親，出生於東京的他，自幼喜歡音樂，中學畢業後，1931 年首度赴維也納求學，
一年後回日本進入武藏野音樂學院就讀，1934年又再度赴維也納求學，隨約瑟夫•馬克斯（Joseph
Marx, 1882.5.11 - 1964.9.3）學習作曲，隨溫加特納（Felix Weingar tner, 1863.6.2 - 1942.5.7）學習指
揮，也私人隨 Franz Moser（1899 - 1970）學習作曲，在歐洲期間活躍於指揮活動，曾經指揮過維也
納交響樂團與柏林愛樂管弦樂團，並與小提琴家史奈德翰（Wolfgang Eduard Schneiderhan, 1915.5.8 2002.5.18) 成為好友。
1940年回到東京後他擔任新交響樂團（New Symphony Orchestra，NHK 交響樂團的前身）的指揮，
1941年1月首次登台演出。在新交響樂團要被重組成日本交響樂團（Nippon Symphony Orchestra）
時，Joseph Rosenstock（1895.1.27 - 1985.10.17）、山田一雄（Kazuo Yamada, 1912.10.19 - 1991.8.13）和
尾高尚忠皆為樂團的全職指揮，忙碌於日復一日指揮定期音樂會的演出，在日本二戰後的衰敗環境
中，他更是一人身兼數職，既作曲又忙於指揮。過度的操勞使得他在帶領樂團於名古屋演出時猝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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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森：第三號交響曲「展心」，作品 27
Carl Nielsen: Symphony No. 3, Sinfonia Espansiva, Op. 27

曲者試圖藉著此曲表明，雖然是從個人生命裡的境遇感受鍛鍊而成，但是偉大的藝術能超越個人，
而成為全人類集體的共同經驗。不過在許多年後，在某次訪問中，他說其實曲子的名字一點也不重
要，「我的第一首交響曲沒有標題….然後是『四種氣質』，『展心』，『不可撲滅的』，實際上
這些不同的名稱都在說著同一件事，音樂所能說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靜止的力量與活躍力量的對

丹麥作曲家尼爾森（Carl August Nielsen, 1865.6.9 - 1931.10.3）

立。」

一般被公認是該國最重要的作曲家，出身貧困音樂家庭，自幼

第一樂章 3/4 拍，按照調號解讀應該是 D 小調，不過卻是以 A 為中心最後結束在 A 大調主三和弦上。

及展露出音樂天分，1884 - 1886 年進入哥本哈根皇家音樂院就

曲子從連續 26 響的節奏性強奏 A 音開始，然後出現氣勢萬千的第一主題群，同音反覆的基本要素貫

讀，23 歲時首演了他的作品1「弦樂組曲」，並開始在皇家丹

穿其間，最後以降E音的節奏性強奏結尾，平靜的第二主題群由長笛主奏引領登場，音量再次升騰，

麥管弦樂團擔任第二小提琴手長達 16 年之久，在 1891 年他遇

源自於第一主題群的小結尾，以 C 大調強總奏揮灑一陣子後，又導回開頭節奏性反覆和弦，結束了

見了義大利音樂界的「鍵盤上的浮士德」－ 布梭尼（Ferruccio

呈示部。發展部展開前述兩個主題，整體上風格比較接近舞曲，將前面的過門逐次向上推展，在降

Busoni, 1866.4.1 - 1924.7.27），他倆的友誼持續了將近 30 多年，

B 小調強奏第一主題後，音樂又趨緩，轉而發展第二主題與過門素材，在 A 大調上強奏小結尾的主題

布梭尼深深的影響了他的音樂觀，再加上對華格納的反感，也

後，音樂進入再現部，將第一主題在 D 小調上由低音樂器帶入，在第二主題群與小結尾之後，這樂

使得他的音樂走向較為保守的純音樂方向。

章的結尾部將第一主題推向正向充滿活力的最高點。尼爾森在 1931 年為了本曲的演出，他曾經撰寫

該年 3 月 2 日他在巴黎認識了與他一樣拿著獎學金去巴黎遊學的年輕雕刻家 Anne Marie Brodersen
（1863.6.21 - 1945.2.21），兩人陷入熱戀之中，3 月 20 日結婚，4 月 10 日公開宴客，5 月 10 日在義大
利佛羅倫斯的聖馬克教堂舉行婚禮，婚後的十多年裡，Anne Marie 大半時間都不在哥本哈根，而是決

過樂曲解說，關於這樂章他的說法是：「意味著吹起一陣能量強勁與肯定生命的勁風，吹向更寬廣
的世界。」
第二樂章是個田園風的樂曲，描寫著美麗的風景，令人想起尼爾森小時候成長之地－丹麥的第三大

心追求自己雕刻藝術生涯的發展，尼爾森大半時間都是一個人待在哥本哈根，一面帶著他們兩人的 3

島－菲因島（Funen），作曲家本人也曾經寫過一段說明：「所有的思慮消失，我躺在蒼空下。」但

個孩子（他在外面還有兩個私生子），同時忙著在劇院演奏工作，長相帥氣的他當然也不時的繼續

是後來又將之刪去。這樂章的特色之一是後半用到一個女高音與一個男中音，在遠方唱無詞的旋律

跟其他女人偷偷情。1910 - 1911 年之間，他所創作的第三號交響曲，使他得以打開國際知名度，再

（但是也可由單簧管與伸縮號取代）。這是一段很美很神奇的音樂；尼爾森的說法是：「第二樂章

加上 1914 - 1916 年創作的「第四號交響曲，不可熄滅的」也受到各方肯定與重視，終至 1916 年皇家

絕對是個相反…平靜的心緒，人們幾乎可以想像是在天堂。」

音樂院邀請他擔任教職，在這工作上他一直持續到去世為止，創作了許許多多的新作品。
從各方面來看，尼爾森的一生都算過得有些平淡，他比較知名的一些曲子都是在他前述這段時間左

第三樂章，2/4 拍，升 C 小調，關於這樂章尼爾森的說法是：「這是個無法真的描繪出來的事，因
為惡與善都被擴大，而並未得到真正的解決。」音樂在暗黑與明亮兩種心緒之中流轉接續，若有所

右創作的，丹麥文化部在 2006 - 2007 年之間，在八個領域中挑選了 108 個作品做為「文化經典」

思、有所期待，擾擾不安的騷動著，但是也無法真正的有所行動、獲致結果。第四樂章，D 大調，

（ Kulturkanonen），以「代表丹麥最偉大、重要的文化遺產」，尼爾森有兩首作品入選，一個是歌

快板，2/2 拍，光輝的終曲：「完全直接了當：工作的聖詠，日常生活的健康活動。並非滿懷熱情

劇《假面舞會》（Maskarade, 1906），另一首就是 1916 年的「第四號交響曲，不可撲滅的」（The

的歌頌生命，而是一種寬廣深厚的快樂，能夠參與生命的工作。」他也特別註明：「我在此特別想

Inextinguishable），他任教職以後的作品並未入列，今日其中也只有長笛協奏曲與豎笛協奏曲偶爾會

要強調我的說法不可當作是個標題故事。音樂這門藝術無法表達任何概念性的事物，…〔我的〕說

出現在世界樂壇的舞台上，但是無論如何，丹麥人舉國上下還是很捧他的場，只要有演出尼爾森的

法…只應該被當作是音樂與我之間的私人事情來看待。

曲子，觀眾無不熱烈參與並報以熱烈的掌聲，這種認同感實在令人欽佩。
這是一首生命正面能量極強的交響曲，不必真的太過於在意曲式分析，多用感覺去聽，希望您能從
在創作此曲的時候，尼爾森成為劇院的第二指揮已經有兩年，卻升遷無望，但是他仍然奮力向上。
這位45歲的作曲家一點也未鬆懈，始終尋求能夠臻入新境界，這首展心交響曲的確將成為他生命中
的轉捩點，開拓了一個「廣袤」的天地。在交響曲裡，他將紅潤健康的旋律、精力充沛的節奏驅動

心底感受到這股力量，因之而「展心」強志，迎向更寬廣的世界。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力、還有快樂的舞曲以及狂想風插曲結合在一起，並且以「前進式調性」（progressive tonality）的手
法來處理和聲與調性，主調是樂曲一直推動前往的最終點，而不是路途上滯留的那個點，一直要到
最後才會揭曉，這種進行的確令人繃緊神經，產生極高能量的張力。
其實比起第二號交響曲，這首第三號交響曲在規模與意境上，並沒有真的來得更加宏偉，所謂的
Espansiva 最主要是指－思緒向外的成長，以及因此而來的生命拓展，所以將之暫譯為「展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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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音樂會

名家精選
TSO

Our Music, Our Time

中山堂

那些年我們的音樂

80

演出曲 目
PROGRAM

舒伯特：B 小調第八號交響曲「未完成」
Franz Schubert: Symphony No. 8 in B Minor,
D. 759 "Unfinished"
第一樂章：中庸的快板
I. Allegro moderato
第二樂章：稍快的行板
II. Andante con moto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青主：我住長江頭
Ching Ju: I live at the Head of Yangtze River
華麗絲：喜只喜的今宵夜
Ellionre Valesby: The Happiness of Tonight
黃自：玫瑰三願
Huang Tzu: Three Wishes of a Rose
黃自：清唱劇《長恨歌》
Huang Tzu: Cantata "The Eternal Lament"

2

郭芝苑：楓橋夜泊
Guo Zhi-Yuan: A Night Mooring by the Maple Bridge
戴金泉：螢
Dai Ching-Chuan: Firefly
郭子究：回憶
Guo Zi-Jiu: Memory

2
0
/
1
1

李抱忱：人生如蜜
Li Bao-Chen: Life is like Honey

d
we

指揮：江靖波

Paul Chiang, Conductor

0
19:3

女高音：張莉

Lily Zhang, Soprano

男中音：巫白玉璽

中山堂中正廳

Wu Bai-Yu-Hsi, Baritone

Zhongshan Hall

中山堂內部古色古香每個細節都充滿了人文與歷
史的重要性，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遞降書的
地點。整個建築凝聚了無數的台北藝文記憶，散
發出一種讓人祥和與寧靜的香醇。中山堂讓我們
延續了過去並走向未來。
－鋼琴家 葉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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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韵合唱團

Ching Yun Choir

政大校友合唱團

NCCU Alumni Chorus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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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高音 S

張莉

oprano

Lily Zhang

旅美女高音歌唱家張莉：美國威廉蒙．佩大學、美國林
肯大學音樂表演榮譽藝術博士，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聲樂教授，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客座教授，四川音
樂學院歌劇系原主任、教授、研究生導師。曾在歌劇《雷
雨》、《江姐》、《唐璜》、《藝術家的生涯》、《茶
花女》、《蝴蝶夫人》等經典歌劇中扮演女主角。
2016 年 2 月 3 日應邀在中國國家大劇院新春音樂會上擔
任獨唱。CCTV 音樂頻道及國際頻道分別為張莉製作多
集專訪節目。

江靖波 Paul Chiang
指揮 Conductor

aritone

男中音 B

巫白玉璽

Wu Bai-Yu-Hsi

兩度獲得全國音樂比賽小提琴獨奏以及室內樂第一名，而後赴美雙修小提琴與管
弦樂團指揮，江靖波於 1998 年返台創辦「樂興之時」管弦樂團，致力於提升樂
團素質及觀眾之鑑賞力。其現場錄音之「蕭士塔可維奇第五號交響曲」已成為紐
約「朱麗亞音樂院」權威教授之指定教材。丹麥國家廣播公司曾以專題報導的方
式介紹了江靖波以及「樂興之時」，並於北歐五國轉播其整場音樂會實況。
2008 年率【樂興之時】赴德國擔任 Young Euro Classic 音樂節開幕音樂會之演出，
以馬勒第五號交響曲以及賴德和教授融和東、西方美學的作品獲得柏林滿場聽眾
起立致敬。隨後於義大利歌劇之都 Verona 以及 Trieste 的首演皆獲極大成功。
近年如於紐約卡內基廳的首演以及與以色列交響樂團、墨西哥國立交響樂團的合
作，或率「樂興之時」遠赴南非擔任「來自地極藝術節」之駐節樂團均獲廣大迴
響。
2015 年起，江靖波成為希臘頂尖樂團 Thessaloniki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 之首
席客座指揮。

出生於台灣宜蘭，父親來自中國哈爾濱，母親是臺灣泰雅族原住民，聲音特質兼併了北國的豪邁與
高山的濃情。三十年豐富的演唱經歷與憾動人心的戲劇天份，使他成為臺灣最具份量與魅力的男聲
樂家，國家戲劇院賦予「臺灣首席男中音」之封號。
1984 年畢業於國防大學音樂系，1996 年取得義大利國立米蘭威爾第音樂院演唱家文憑。留義期間曾
受邀至各大城市參與演出，1995 年獲得貝爾加摩市音樂協會最佳歌劇演唱殊榮。
巫白玉璽音色渾厚高亢，演唱技巧於古典、浪漫與寫實風格之間運用自如，舞台演技精湛，屢為國
內外指揮家及導演指定演出。目前任教於實踐大學、國防大學及培德高職音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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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hoir

Ching Yu

青韵合唱團

青韵合唱團前身為台大之建中、北一女校友合唱團，至今已有四十三年歷
史，於 1973 年擴大吸收社會上愛好音樂之校友，並定名「青韵合唱團」，
為台灣歷史悠久的合唱團之一。歷年承蒙陳建中、饒韻華、陳樹熙、陸蘋、
洪綺玲、李葭儀、翁佳芬、戴怡音、張成璞等老師指導，音樂品質穩定成長。
目前青韵合唱團又分為大團、室內團及草莓團。大團由張成璞老師帶領，
積極嘗試不同風格的曲目，並固定舉辦年度音樂會，及與建中、北一女學
弟妹交流。室內團於 2003 年成立，由翁佳芬老師指揮，致力於小而精緻的
合唱音樂，亦曾多次發表委託創作作品。草莓團則由創團時期的資深團員
組成，於 2002 年 9 月成立，由李葭儀老師帶領，使團員能夠定期交流音樂
與彼此間的情誼。這次演出，是以青韵草莓團為演出主體。
走過台灣合唱四十多年，藉著歌唱，每位團員在各自的生命經歷裡，找到
相同的感動與記憶。青韵合唱團將持續結合青年愛樂者，傳播並推廣合唱
音樂。期許我們能憑藉對合唱的熱情與執著，繼續前行，喚醒並傳承社會
對於藝術活動的關注，為這塊土地的音樂發聲。

政大校友合唱團

rus

mni Cho

NCCU Alu

民國 66 年，一群剛離開學校合唱團不久，對於合唱依然戀戀不捨的人，抱
著「繼續唱一輩子」的癡情，成立了政大校友合唱團，忽焉四十載，華髮
已生，熱情未減，始終堅持著那份對傳統合唱的執著。每個星期六上午，
固定聚集在政大藝文中心練習，聘請專業指導老師，涉獵中外藝術、宗教、
民謠、流行各類合唱歌曲，除了每兩三年的定期成果發表演唱外，也時常
參加海內外各種形式的合唱演出，不論練唱認真的程度以及上台演出的水
準，都絲毫不減當年。四十年來，成員不再只是政大校友，而是聚集了許
多熱愛合唱的歌友；合唱團不再只是練唱，而是隨時分享生活中所有的樂
趣。歲月不曾磨損我們心中對合唱的熱愛，那個當年「唱一輩子」的念頭，
而今，已不再是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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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伯特：B 小調第八號交響曲「未完成」
F. Schubert: Symphony No. 8 in B Minor, D. 759 "Unfinished"

第二樂章E 大調，3/8 拍，以小奏鳴曲式構成，第一個主題帶著抒情性格的宗教氛圍，略帶愁苦哀怨
的升 C 小調第二主題，由單簧管在上三部弦樂的切分和弦伴奏聲上奏出，隨後展現出舒伯特最擅長
的以簡短的如歌旋律，以變化和弦進行色彩明暗升降變化，旋律新意也次第出現，但是途中突然被
粗暴的總奏打斷，之後該旋律又再出現，兩度將小調開頭的旋律結束在大調上，但音樂隨後仍落入
陰沈的色彩中，活動量減少並再三強調E 音之後，樂曲進入再現部。
再現部樂思的進行大致與呈示部相同，只是轉入它調（第二主題改在 A 小調上出現），粗暴的總奏
將樂曲打斷的次數也增加，此後音樂沈吟再三，反覆尋求和諧圓滿的結束，最終以曲首的音型配合
堆疊向上的木管和弦，結束在那心靈沈靜的最高處。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舒伯特有一次去拜訪 Bendedikt Randhar tinger
（1802.7.27 - 1893.12.23，奧國歌唱家、指揮家、作
曲家），請他借 15 弗羅林給他（Florin是奧匈帝國
十九世紀的主要貨幣，每一個 Florin 大約是 46.771
克重的銀，不過因為當時還沒實施金本位制，銀幣
仍是主要的官方貨幣，所以不大能用今日銀價計算
出的總市價 14,730 元，推算回去當時的價值），
以便能夠支付房租，讓他不被房東趕到街上。
Randhar tinger 馬上就借給舒伯特他所需要的這個數
目，他們倆個人就去找債主，然後付了 15 弗羅林。
「未完成」多半意味著無法完成，然而對於舒伯特而言，未完成並不是因為他早逝所以未能夠完成
它，而是當他在 1822 年完成了前兩個樂章及第三樂章的鋼琴草稿之後，就擱置一旁，似乎在他隨後

當他們經過維也納格拉本大街（Graben）的時候，
狄亞貝立（Anton Diabelli, 1781.9.5 - 1858.4.7，樂譜

在世的六年間，他壓根兒沒想到還有這首曲子，一直到他過世三十七年後，才被有心的音樂學者從

出版商，曾經為了打知名度，特別委託 50 位作曲

他的遺物中找出，公開發表，而成為舒伯特最受眾人歡迎的交響曲作品。

家，就他所譜的「圓舞曲」為主題寫作變奏曲，

由於此曲未完成，所以日後曾經有人想要徵求作曲家將之續完，但是沒人敢應徵這種注定被罵得體

貝多芬在 1819 - 23 之間寫了 33 段變奏曲，10 歲的
小李斯特也在 1822 年寫了一段變奏曲）的樂譜店

無完膚的工作；說實在的，這首作品未完成一事雖然令人抱憾，但是假如依照此曲的比例長度完成

就在這條街上，舒伯特說：「親愛的 Benedictus，

的話，很可能它將在長度上直逼第九號交響曲「偉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倒反而成了另

我會馬上還你錢，假如這裡的這些人付我那些歌的錢；他們有許多我這類的作品，但是

一種缺憾，是福是禍還很難說。
第一樂章 B 小調，3/4 拍，以奏鳴曲式作成，曲首由低音奏出陰沈的序奏，音樂節奏變快時出現由雙
簧管與豎笛主奏的第一主題（有點像「天鵝湖」的序奏），由大提琴奏出的抒情旋律是第二主題，
音樂雖然透出一線希望，但是終究回歸陰沈的情緒。在發展部中，序奏陰沈的氣氛被層層堆疊，渲
染成深刻迫人的悲劇感，氣氛平息後又若無其事的回到原本的旋律中，進入再現部。結尾呼應著中

每次我跟他們要錢，他們一直說我的歌曲花的錢太多，但是賺回來很少。我拜訪了狄
亞貝立 12 次，但是我到現在半文錢也沒拿到；我不會再給他們任何我的歌曲了。」他
把他 12 冊歌曲集以 800 弗羅林賣給狄亞貝立；然而光光其中的一首歌《流浪者》（Der
Wanderer），據說就讓狄亞貝立淨賺了 36,000 弗羅林。
（摘譯自：The Book of Music Anecdotes, Norman Lebrecht, The free Press, 1985）

央的發展部，在留戀的情懷中，再三的被沈重的和弦聲打斷，春夢不成，了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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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長江頭

清唱劇《長恨歌》

詞：李之儀 曲：青主

詞：韋瀚章 曲：黃自

我住長江頭

一、仙樂風飄處處聞

君住長江尾

日日思君不見君
此水幾時休

驪宮高處入青雲。歌一曲，月府法音，霓裳仙韵，舞一番，羽衣迴雪，紅

此恨何時已

只願君心似我心
此水幾時休

共飲長江水

袖翻雲。宛似菡萏迎風，楊枝招展，飄飄，飄飄，欲去卻回身。更玉管冰

定不負相思意

絃嘹亮，問人間那得幾回聞？

此恨何時已

只願君心似我心

二、七月七日長生殿

定不負相思意

風入梧桐葉有聲，銀漢秋光淨，年年天上留嘉會，羨煞雙星。
祇恨人間恩愛總難憑，如今專寵多榮幸，怕紅顏老去，卻似秋風團扇冷。
先偶縱長生，那似塵緣勝？問他一年一度一相逢，爭似朝朝暮暮我和卿？
舉手對雙星，海誓山盟，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兩家恰似形
和影，世世生生。

喜只喜的今宵夜

三、漁陽鼙鼓動地來

詞：白雪遺音 曲：華麗絲

漁陽鼓，起邊關，西望長安犯。六宮粉黛，舞袖正翩翩，怎料到邊臣反，
那管他社稷殘，祇愛美人醇酒，不愛江山。兵威驚震歌舒翰，舉手破潼

喜只喜的今宵夜

關；遙望滿城烽火，指日下長安。

怕只怕的明日別離

離別後

相逢不知哪一夜

聽了聽

鼓打三更交半夜

五、六軍不發無奈何

月照紗窗影兒西斜

恨不能雙手托住天邊月

怨老天為何閏月不閏夜

恨不能雙手托住天邊月

怨老天為何閏月不閏夜

僕僕征徒苦，遙遙蜀道長，可恨的楊貴妃，可殺的楊丞相。怨君王沒箇主
張，寵信著楊丞相，墮落了溫柔鄉，好生生把錦繡山河讓，亂紛紛家散人
亡。
六、宛轉娥眉馬前死
從來好 事易摧殘，祇怨緣慳！迴腸欲斷情難斷，珠淚雖乾血未乾。勸君王
淒涼莫為紅顏嘆，珍重江山！兩情長久終相見，天上，人間。
八、山在虛無縹渺間

玫瑰三願

香霧迷濛，祥雲掩擁，蓬萊仙島清虛洞，瓊花玉樹露華濃。却笑他，紅塵

詞：龍七 曲：黃自

碧海，幾許恩愛苗，多少痴情種？離，合，悲，歡，枉作相思夢，參不
透，靜花水月，畢竟總成空。

玫瑰花

玫瑰花

爛開在碧欄干下

玫瑰花

玫瑰花

爛開在碧欄干下

十、此恨綿綿無絕期
淒淒秋雨灑梧桐，寂寞驪宮，荒涼南內玉階空，慘綠愁紅。

我願那妒我的無情風雨莫吹打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如今怕聽淋鈴曲，只一聲，愁萬種。

我願那愛我的多情遊客莫攀摘

思重重，念重重，舊歡新恨如潮湧，碧落黃泉無消息，料人間天上，再也

我願那紅顏常好勿凋謝

難逢。

好教我留住芳華
黃自（1904.3.23 - 19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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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橋夜泊

回憶

詞：張繼 曲：郭芝苑

詞：陳崑 曲：郭子究

月落、烏啼，霜滿天，

春朝一去花亂飛

又是佳節人不歸

江楓、漁火，對愁眠；

記得當年楊柳青

長征別離時

姑蘇城外寒山寺，

連珠淚

繡征衣

夜半鐘聲到客船。

繡出同心花一朵

和針黹

思歸期 憶歸期

中山堂 80 週年特展

中山堂藝文活動資料庫建置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藝文中心主任、音樂學研究所教授

忘了問歸期
往事多少盡在春閨夢裡

幾度花飛楊柳青

中山堂八十週年特展策展人、

征人何時歸

民國 50、60 年代是臺灣脫離戰後陰霾，經濟復甦的時期，當時的藝文表演發展迅速，為社
會帶來了一片蓬勃的生氣，這也是臺北中山堂最活躍的日子。中山堂落成於 1936 年，前身
為日治時期公會堂，在國父紀念館、兩廳院完工之前，中山堂無疑是臺北、甚至臺灣首屈一
指的藝文展演場館，許多國內藝文工作者都以躋身中山堂展演為傲，而國外表演團體來臺，
中山堂更是他們的首選場地。
民國 50 年 12 月，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第一次訪臺，團裏都是金髮碧眼的西洋小孩兒，五官精
緻又活潑可愛，對於當時的臺灣人來說可新奇了！當然，他們的歌聲也有如天籟一樣。演出
結束後，竟有位觀眾從後臺抱走了一個孩子，說是要把這麼可愛的洋娃娃帶回家給老母親瞧

螢

人生如蜜

一瞧，這下子惹得所有人都急得不得了，連警察都來了呢！幸好，沒多久人就找到了，從此

詞：余光中 曲：戴金泉

詞：王大空 曲：李抱忱

中山堂才有了後臺管制。
民國 61 年，由趙琴策畫，中廣公司主辦的第二屆「中國藝術歌曲之夜」是一場令人難忘的

誰說我已經去遠，

蜜

永不將你留戀？

是花開

不是葉落

是鳥鳴

每個幽冷的星夜，

是喜悅

不是悲悽

為了重逢

我仍在你的窗前。

情人的淚

啊！默默地，默默地，
我在你窗前走過；
不曾提一盞昏火，
也不曾哼句悲歌。
園中有月季朵朵，
花上有露珠顆顆；
露水最濃的地方，

蜜

甜如蜜

人生如蜜

如蜜

音樂會。這場音樂會演出了完整版的《長恨歌》清唱劇。《長恨歌》由韋瀚章作詞，1942

不是猿啼

年黃自先生只完成其中七個樂章，40 年後由其弟子林聲翕教授補遺，呈現了完整的十個樂

強忍分離

陸正是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而隔了一道海峽的臺灣則處於澎湃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還

點點如蜜

是初中生的我坐在觀眾席中，親眼看到觀眾嗚咽、落淚，臺上臺下一片感動，彷彿以樂音延

人生甜如蜜
蜜

蜜

甜如蜜

人生如蜜

是星閃

不是月滅

是日出

是歡欣

不是憂鬱

為了彩虹

淚的小花
人生甜如蜜

章。音樂會於民國 61 年 5 月 9 日在中山堂舉行，那天正是黃自逝世 34 週年，當時，中國大

朵朵如蜜

如蜜
不是雲起
強忍愁雨

續了中國文化的命脈，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山堂似乎一直給人政治的聯想，總是被貼上國民大會、選總統等各式各樣的政治標籤。其
實公會堂從建築之初已蘊含了藝文性在內，在我們蒐集的資料中，藝文展演的數量相當驚
人。事實上，中山堂不僅是個既政治又藝文的地方，它也承載著普羅大眾的共同記憶；也許
一些老市民還記得，這裡有時髦又好吃的西餐，是許多人第一次約會的地方，一樓可以理髮、
擦皮鞋，廣場上有四處奔跑笑鬧的孩童，以及默默注視著這一切的、蒲添生雕塑的國父銅像。

我曾在那兒哭過。

從臺北公會堂到中山堂，這棟建築象徵了這個城市的文化脈動，它自己也彷彿有了栩栩然的

白蒂啊白蒂！

生命氣息。它的建築融會了阿拉伯、中國風格、蘊含了日本味及臺灣地方特色，大量的展演

請把那小窗開開，

散發了豐沛的藝術能量與多元風格，告訴你這是一棟「活著」的建築。80 年了，雖然已被

夜深時讓我進來；

認定為古蹟，中山堂卻是一座歷久彌新的古蹟。我們規畫了中山堂八十週年特展，歡迎民眾

我願化螢光一點，

蒞臨參觀，來回憶、來尋找，你心中的中山堂。

繞着你帳兒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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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音樂

詩意∼
秋之 狂想

中提琴 / 王瑞
Jui Wang,Viola

深秋時分，
藉由雙簧管那帶著些許哀傷憂愁的獨特音色，
結合中提琴低沈且富有磁性的人聲音域，
輔以鋼琴作為貫穿與融合，
為著這特別的季節許下最佳的註解！

雙簧管 / 李珮琪
Pei-Chi Lee, Oboe

11/10
中山堂光復廳 Zhongshan Hall

thu

19:30

富特：薩拉邦德舞曲與里哥東舞曲
Arthur Foote: Sarabande and Rigaudon
勒弗列：2 首狂想曲
Charles Martin Loefﬂer: 2 Rhapsodies
康恩：小夜曲，作品 73
Robert Kahn: Serenade, Op. 73

鋼琴 / 顏華容
Artemis Yen, Piano

克魯格哈特：5 首蘆葦之歌，作品 28
August Klughardt: 5 Schilﬂieder, O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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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insimo

瓦格獻禮

瓦格與齊瑪曼

非．常．小提琴

演出曲 目
PROGRAM

薩替：《吉諾佩第》第三、一號（德布西編曲）
Erik Satie: Gymnopédies No. 3 & 1 (Arranged by Debussy)
比才：C 大調交響曲
Georges Bizet: Symphony in C Major
第一樂章：較快板
I. Allegro vivo
第二樂章：慢板
II. Adagio
第三樂章：詼諧曲 - 小步舞曲
III. Scherzo - Menuetto
第四樂章：活潑的快板
IV. Finale - Allegro vivace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巴爾托克：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Sz. 36
Béla Bartók: Violin Concerto No. 1, Sz. 36

6

第一樂章：持續而不太慢的行板
I. Andante sostenuto
第二樂章：滑稽的快板
II. Allegro giocoso

拉威爾：《吉普賽》
Maurice Ravel: Tzigane
Erik Satie

8
1
/
1
1

fri

0
19:3
指揮：吉博．瓦格

中山堂中正廳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Zhongshan Hall

小提琴：法蘭克．彼得．齊瑪曼
Frank Peter Zimmermann, Violin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67

Jelly d'Arányi

音樂手冊-P1-47.indd 66-67

2016/8/10 上午11:13

法蘭克．彼得．齊瑪曼
Frank Peter Zimmermann

iolin
小提琴 V

法蘭克．彼得．齊瑪曼被公認為是他的世代裡最傑出的小提琴家之一。他以渾然
忘我的音樂性受到讚揚，他的才華與才智讓世界各大樂團、知名指揮在過去三十
年間爭相邀請合作，也讓他在國際許多重要的音樂廳及藝術節演出，足跡遍布歐
洲、美國、日本、南美洲及澳洲。
作為室內樂演奏家和獨奏家，齊瑪曼享有同等的尊敬，其不論古典、浪漫、
20 世紀的曲目詮釋皆廣受媒體和大眾佳評。
他曾獲頒許多殊榮獎項，如 1990 年義大利錫耶納齊吉亞那音樂學院首獎、1994
年德國萊茵文化獎、2002 年度杜伊斯堡市音樂獎、2008 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勳
章、2010 年德國哈瑙「亨德密特獎」等。
多年來法蘭克．彼得．齊瑪曼累積為數可觀的錄音，其中許多專輯獲得世上最重
要的獎項。

Frank Peter Zimmermann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remost violinists of his
generation. Praised for his selﬂess musicality, his brilliance and keen intelligence he has
been performing with all major orchestras in the world for well over three decades,
collaborating on these occasions with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conductors. His
many concert engagements take him to all important concert venues and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s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Sou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他的音響調色太令人激賞了！齊瑪曼將巴爾托克的第一與第三樂章摻入充滿感情
的炫目光芒，此刻火熱粗暴，下一刻瞬間轉換為奇異的、誘人的或靦腆的。在
此，僅能一句話總結他所展現的技巧：無懈可擊！
美國《誠懇家日報》2016 年 5 月
"His palette alone was marvelous. To the first and third movements of the Bartók,
Zimmermann applied a dizzying array of emotional colors, playing it fiery and
rambunctious one moment and then eerie, seductive or coy the next. One word,
meanwhile, sums up the technique he displayed: impeccable."
The Plain Dealer May 2016

He is an equally respected chamber musician and recitalist. Hi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romantic and 20th Century repertoire are received with great critical acclaim
from press and public alike.
He received a number of special prizes and honours, among which the "Premio
dell'Accademia Musicale Chigiana, Siena" (1990), the "Rheinischer Kulturpreis" (1994),
the "Musikpreis" of the city of Duisburg (2002), the "Bundesverdienstkreuz 1. Klass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08) and the "Paul-Hindemith-Preis der Stadt Hanau"
(2010).
Over the years Frank Peter Zimmermann has built up an impressive discography. Many
of these recordings have received prestigious awards and prizes worldwide.

69

音樂手冊-P1-47.indd 68-69

2016/8/10 上午11:13

薩替：《吉諾佩第》第三、一號（德布西編曲）
Erik Satie: Gymnopédies No. 3 & 1 (Arranged by Debussy)

他自己是「吉諾佩第主義者」來耍帥。兩個月之後他開始創作本曲，並於 1888 年 4 月完成，8 月出
版第一首時，《吉諾佩第》附上了上述 Contamine de Latou 的詩行，接著出版第三首，在七年後才又
出版第二首。
在當時法國的樂界裡，德布西對於薩替情有獨鍾，1896 年由於薩替的經濟情況突然轉趨惡化，當時
已經頗具知名度的德布西（《牧神的午後前奏曲》完成於 1894 年）希望能夠運用他的名氣，拋磚
引玉的將薩替的鋼琴曲編成管弦樂，以喚起眾人對於薩替的注意。他在 1897 年 2 月間選擇了其中的
第一與第三首（因為他認為第二首無法編成管弦樂），並且將原曲的第三首改成他編曲版本的第一
首，將原曲的第一首改為第二首，所以才出現今天此曲究竟該從何命名的小問題，並隨後在 1898 年
出版這樂譜。
經過德布西的巧手，這兩首短小的《吉諾佩第》變得色彩豐富，優雅感傷的緩慢拖著步履往前行，
極度法式浪漫風情。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吉諾佩第》是薩替（Éric Alfred Leslie Satie, 1866.5.17 - 1925.7.1，他簽名自稱為Erik Satie）1888 年在
巴黎出版的鋼琴曲集，第一首 D 大調 / D 小調「緩慢而痛苦的」（Lent et douloureux），第二首 C 大
調「緩慢而悲傷的」（Lent et triste），第三首是 A 小調「緩慢而沈重的」（Lent et grave），三首氛
圍性質的短曲，共用著類似的素材與結構，在樂曲的種類上近似今日的環境音樂。在和聲上以大七
和弦以及九和弦為主，和弦落下去的時候，上方的旋律音也經常不是和弦音，因而造成巧妙的不諧
和效果，聽來別具色彩感。
然而究竟什麼是「吉諾佩第」？薩替聲稱這靈感來自於小說家福樓拜（Gustave Flauber t, 1821.12.12
- 1880.5.8）的小說《薩朗波》（Salammbô, 1862），然而實際上「吉諾佩第」一詞很有可能來自於
詩人 J. P. Contamine de Latou（1867 - 1926）所作的詩歌《古人》（Antiques）裡的詩行：「琥珀的原
子在火裡發光，將它們的薩拉邦德舞曲混合著吉諾佩第」（Où les atomes d'ambre au feu se miroitan,
mêlaient leur sarabande à la gymnopédie）。薩替想要遠離法國那時候的沙龍音樂傳統，所以在 1887 年
創作了3首薩拉邦德舞曲，並且在樂譜上引用 Contamine de Latou 的詩《滅亡》（La Perdition）作為引
言。
在這一年的 12 月，他有次前去看黑貓歌舞秀（Chat Noir），以尖牙利嘴知名的秀導 Rodolphe Salisf
（1851.5.29 - 1897.3.20）問他在何處高就，在樂界混得不怎麼樣的薩替不希望被他看扁，所以就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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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才：C 大調交響曲

在瑞士巴塞爾首演本曲，距離它完成已經有 80 年之久。

Georges Bizet: Symphony in C Major

C 大調 2/2 拍的第一樂章，以標準的傳統奏鳴曲式作成，活潑亮麗、機智怡人的第一主題與圓滑奏旋
律性的第二主題形成互補對比；A 小調 9/8 拍的第二樂章由雙簧管開場，甜美苦澀參雜的旋律令人聞
之無法忘懷，之後弦樂奏出的長線條旋律相當美麗動聽，在多線條交織發展的過門之後，又回到雙

相對於德國音樂在歌劇、管弦樂、獨

簧管的旋律，以「美麗與哀愁」的心緒結束這高度感性的樂章。G 大調 3/4 拍的第三樂章是標準的小

奏曲、室內樂、藝術歌曲等方面都有

步舞曲，「中段」與「小步舞曲」的基本素材相同，只是前者是在低音弦樂的空心五度長低音上，

同等質與量的發展，法國在19世紀

由單簧管與低音管奏出圓滑奏版本，後者是由樂團合奏的斷奏版本，自始至終洋溢著年輕旺盛的活

至 1870 年普法戰爭戰敗為止，幾乎都

力。C 大調 2/4 拍的第四樂章仍是以奏鳴曲式作成，第一主題是快速的 16 分音符音群，所有樂器忙

將其整個音樂文化的重心放在歌劇上

碌的奔馳應答著，曲線圓滑的第二主題由第一小提琴奏出，一路拉出揚升的走向，引導進入出自第

（唯一的特例是白遼士，但他個人對全

一主題的小結尾，以忙碌應答的姿態結束呈示部。發展部圍繞著原本的材料一路轉調，拉遠了調中

局影響不大）。先是義大利口味的歌劇

心，提昇了張力之後返回再現部，稍加變化的將整個過程重述一次，便結束了這個樂章。

（羅西尼）風靡一時，再就是梅耶貝爾
（Giacomo Meyerbeer, 1791 - 1864）以
其佈景豪華、有歌有舞、音調撼人的大
歌劇，在 1830 - 1850 年代征服了巴黎，
其後就是奧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
1819 - 1880）在 1850 - 1870 年代以其玩
世不恭的輕歌劇對花都巴黎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做出輕佻的嘲諷。這些歌劇雖風行一時，但是卻未能

20 世紀芭蕾舞大師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 1904.1.22 - 1983.4.30），在 1947 年為巴黎歌劇院芭蕾
舞團編成芭蕾舞《水晶皇宮》（Le Palais de Cristal），後來改為今日常用的名稱《C 大調交響曲》。
這段芭蕾舞是巴蘭欽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經常被各大舞團納入常備劇目之中，舞蹈動作與服裝佈
景搭配完美，傳神的勾勒出本曲裡的青春活力光彩與浪漫憂鬱，是本曲最佳的視覺化、跨界詮釋。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在人類的文化史上留下深刻的足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曲者都是外國人（奧芬巴赫及梅耶貝
爾皆出生於德國）。雖然音樂院教作曲就是在教學生寫歌劇，每個作曲家也以寫作一部成功的歌劇
做為躍過龍門的不二途徑，但是土生土長的法國作曲家並未有任何傑出表現，這狀況一直要到古諾
（Charles Gounod, 1818 - 1893）及比才登場後，法國才開始有其值得驕傲的本土歌劇作曲家。
1838 年 10 月 25 日出生於巴黎的比才，雙親皆是音樂家，一心一意要培養兒子成為出色的接班人，
有段時間比才愛上文學時，雙親甚至把他的書藏起來以免他忽略了音樂。自幼便顯露出非凡的音樂
天份的比才不到十歲（1848）時便進入巴黎音樂院就讀，在學校成績一流，深獲師長的喜愛。他先
是在1852年以鋼琴首獎畢業，1855 年獲賦格與管風琴之首獎，這時他的作曲老師哈里維（Fromental
Halevy, 1799 - 1862）就已經公然宣稱他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證諸當時他完成的本曲（從他生日前四
天到 10 月 29 日開始動筆，大約一個月之後完成），便知哈里維所言屬實。
比才在完成本曲後，於 1857 年贏得了巴黎音樂院作曲學生人人羨慕的至高榮譽－羅馬大獎，在政府
公費支持下展開了三年的羅馬之行，從羅馬回來之後的比才，才逐步成長為我們所熟知的那個《卡
門》作曲家。在這首交響曲裡所展現的是他研讀並消化吸收海頓、羅西尼與古諾之後的亮麗結晶，
帶著他熱情洋溢的年輕精神，以及逐漸成為他典型的轉調手法、旋律語法與亮麗管弦樂法特質。
本曲於比才在世的時候似乎沒有機會演出，在他過世後，本曲的總譜成為他遺孀所繼承的財產，
她似乎對於她先夫的才氣不甚了解，所以將此曲的總譜贈與作曲家阿恩（Reynaldo Hahn, 1874.8.9
- 1947.1.28），而阿恩又將之轉贈給巴黎音樂院圖書館，一直到 1933 年，才被法國音樂學者Jean
Chantavoine（1877 - 1952）挖掘出來，而後由比才第一本音樂傳記的作者 Douglas Charles Parker 介紹
給名指揮家溫加特納（Felix Weingartner, 1863.6.2 - 1942.5.7），隨後在 1935 年 2 月 26 日才由溫加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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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托克：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Sz. 36
Béla Bartók: Violin Concerto No. 1, Sz. 36

兩人的戀情進展的並不順利，郎有意而妹無心，長長的情書告白，無神論的內容也嚇壞了 Stefi，斷
然拒絕了巴爾托克的追求，陷入苦戀的巴爾托克在 1907 年開始起草這首協奏曲，次年完成後將此曲
的手稿給了 Steﬁ 做為回憶；1909 年，巴爾托克娶 16 歲的 Márta Ziegler（1893 - 1967）為妻， 她是他
的學生，巴爾托克也幫她用音樂畫了幅素描（7 Sketches, Sz. 44 裡的第一首「Portrait of a Girl」），
從此二人天各一方，Stefi Geyer 先是另一位作曲家 Othmar Schoeck（1886.9.1 - 1957.3.8）愛上了
她，也幫她寫了一首小提琴協奏曲，然而她選擇的是平凡的音樂家生活，先是嫁給了維也納一名
律師，丈夫因流感在一次大戰期間過世後，1920 年改嫁瑞士作曲家 Walter Schulthess（1894.7.24 1971.6.23），此後一直在蘇黎世音樂院教琴。
至於巴爾托克，他在 1905 年結識了高大宜（Zoltán Kodály, 1882.12.16 - 1967.3.6），高大宜在採集民
歌方面是專家，且剛出版了他的民歌研究專書，二人一見如故結為莫逆，一同四處上山下鄉採集民
歌，更重要的是透過高大宜的介紹，他認識了德布西的印象派音樂，使他在作曲風格上大有突破。
至此影響他作曲的四大要素：貝多芬的奏鳴曲式、巴赫的賦格手法、德布西的和聲解放、匈牙利的
民歌要素已全部融入腦海中，只靜待時間促其成熟，從這些研究中找出一條新的創作之路，終使得
巴爾托克成為名列青史的偉大作曲家之一。
至於這首協奏曲，他也沒全然就此把它藏起來，而是將之納入作品 5《兩幅畫像》中做為第一幅畫像
（只修動了極少的力度與發音細節），然後用相同的旋律做開場，導出急躁粗獷、情緒起伏多變的
第二幅畫像，據說這是巴爾托克的音樂自畫像。至於日後巴爾托克在編列自己的創作年表時，完全
對此曲隻字未提，所以當這首後發現的協奏曲要被冠上「第一號協奏曲」的時候，曾經引起學者的
反彈，認為不應編入正式的作品之列，況且其中一部份已經被用在它曲之中，不過今日多半還是承
認此曲是巴爾托克的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也正式的奠定了此曲地位。
所以從上述幾個線索來觀察，幾乎可以倒推猜測本曲的第一樂章是描繪 Steﬁ Geyer 的素描，在手稿總

Steﬁ Geyer

巴爾托克（1902）

譜的封面上他寫道：「我的告白」－「給 Stefi，來自我倆曾經快樂在一起的時光。雖然那只有一半
的快樂。」巴爾托克也說第一樂章是在描寫「理想化的 Stefi，內斂而純潔如天仙」；小提琴獨奏率
先奏出七和弦構成的旋律，獨奏的後半接入新素材，此時樂團第一小提琴登場時所奏出的對旋律在

這故事其實有一點像《給愛麗絲》，偉大的作曲家寫了一首曲子送給他心儀的年輕女孩，而女孩拒

往後扮演著類似次要主題的角色，兩者所衍生的大小起伏旋律曲線貫穿整個樂章，在反覆中將情緒

絕了這份愛情，拒絕的原因或許不同，不過結果卻相似，這首曲子從此小心地被這女孩收藏著，

推到最高潮，然後突然地轉到最輕聲，親密溫柔地將曲子的旋律推到夢幻般最高的天際。

直到她去世之後，這首曲子才得見天日；小提琴家 Stefi Geyer（1888.1.28 - 1956.12.11）將巴爾托克
（Béla Bar tók, 1881.3.25 - 1945.9.26）這首小提琴協奏曲的手稿遺贈給巴塞爾室內管弦樂團的指揮札
赫爾（Paul Sacher, 1906.4.28 – 1999.5.26）與瑞士小提琴家 Hansheinz Schneeberger（1926.10.16 - ），
1958 年 5 月 30 日由兩人在巴塞爾進行首演之後，此曲才正式曝光，逐漸成為二十世紀小提琴協奏曲
的最佳選項之一。
本曲創作起筆於 1907 年 7 月 1 日，1908 年 2 月 5 日完工，巴爾托克那時 26、7 歲，剛剛進入布達佩斯

音樂未停頓的突然直接接入「滑稽的快板」的第二樂章，描寫的是「快樂高興、機智有趣、令人心
喜」的 Stefi；多變的音樂以近似迴旋曲的曲式構成，每次都回到開頭的四個四分音符音型，各自導
引出後續不同的情態面向，據說這幾個音所構成的「主導動機」代表的就是 Stefi；且聽聽巴爾托克
心中的俏皮愉悅的 Steﬁ，對於許多作曲家來說，愛情的確是最佳的靈感來源。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皇家音樂院擔任鋼琴教授（他一生從來沒有擔任過作曲教職，1905 年他曾經獲得安東魯賓斯坦鋼琴
比賽的第二獎；神童出身的小提琴 Steﬁ Geyer，7歲開始學琴進展神速，1898 至 1902 年（10 - 14 歲）
在布達佩斯皇家音樂院隨胡貝（Jen Hubay, 1858.9.15 - 1937.3.12）學琴，12 歲登台時就已經轟動匈牙
利與維也納，1902 年巴爾托克在一場音樂會裡遇見她，當時巴爾托克還在音樂院裡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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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威爾：《吉普賽》
Maurice Ravel: Tzigane

拉威爾在本曲中運用到的小提琴演奏法包羅萬象，雙音、泛音、左右手撥弦加上右手持弓、雙音震
音…，樂曲先是一段從長大的導奏，由小提琴獨奏（佔了曲子的總演出長度將近 45%），除了以悲
傷孤獨、壓抑糾結的情緒破題並加以渲染之外，也順道帶出隨後的幾個主要旋律；豎琴的裝飾奏打
破了樂團的沈寂，音樂進入「中板」開始入拍，小提琴獨奏接連奏出兩段旋律，隨後並做出變奏，

法 國 作 曲 家 拉 威 爾 生 於

並引入他的一小段裝飾奏；樂團隨後奏出間奏，這是一小段降 B 大調的「快板」曲調（連串的十六

1875 年 3 月 7 日於西波爾

分音符還有同音反覆），隨後小提琴又在返回原先的旋律做兩次變奏，樂團與獨奏接入新的旋律

（Ciboure, Basses Pyrenees），

（較不活潑，富麗堂皇的；Meno vivo, Grandioso），樂團隨後將之單獨重複了一次，速度再次降低後

1937 年 12 月 18 日因多發性失

音樂進入最後結尾連續衝刺的段落，兩波衝刺以豎琴的滑奏分解和弦作為分界點，再次的凸顯了豎

行症（multioleapraxia）及腦萎

琴在本曲中的作用類似揚琴（cimbalom），管弦樂團也經常模仿揚琴的演奏效果，而小提琴與揚琴的

縮去世於巴黎。雖然早期的創作

雙重組合原本就是吉普賽演奏的特色。

依循印象派的主流色彩性描寫性
曲風，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
後，拉威爾開始脫離改以明確的
曲調、節奏、和聲、曲式等要素
創作，傾向當時流行的「新古典
主義」，同時也開始做比較多的
管弦樂編寫工作，例如著名的穆
索斯基《展覽會之畫》就是他在
1922 年編寫的。
1922 年，在某次倫敦的私人音樂會中，拉威爾偶然聽見匈牙利小提琴才女 Jelly d'Arányi（1893 1966），她是小提琴大師姚阿幸（Joseph Joachim, 1831.6.28 - 1907.8.15）的姪外甥女，與巴爾托克合
作演出後者的「第一號小提琴奏鳴曲」，倍覺印象深刻之餘，整晚黏著她演奏吉普賽音樂給他聽直

前文之所以關於曲式進行著墨極多，這是因為聽者在聽完本曲之後，經常會有一種覺得曲子是熱鬧
無比，但是印象裡似乎不甚結實完整，長度比例不大均衡；然而這是作曲者刻意精心安排的奇幻效
果。再說，「幻想曲」就像做夢一樣，天下又哪可能有邏輯性強烈、結構堅實緊湊的幻想夢境呢！
有點八卦的是，1933 年在某次瑞典大使 Erik Kule Palmstierna 男爵所辦的降神會（séance）裡，Jelly
d'Arányi 與她的姊姊 Adila Fachiri 受邀參加，Jelly d'Arányi 擔任靈媒，結果用通靈板（Ouija board）招來
舒曼的鬼魂，隨後另一次的降神會裡，她問起舒曼那首下落不明的小提琴協奏曲，接著又招來了姚
阿幸的鬼魂，後者指點她到柏林音樂院的博物館，於是她請大使去柏林的時候順便替她找，沒想到
不在那裡，但是音樂院裡有人建議大使去普魯士國家圖書館找，結果真的給他找到了舒曼「D 小調
小提琴協奏曲」的手稿，此後為了這首協奏曲的首演還鬧出一陣風波，不過這是後話，光光這個八
卦，我想就夠讀者驚悚一陣子，也比較能夠想像這首《吉普賽》的超絕出奇之處。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到第二天清晨；他告訴巴爾托克說，他們倆人激發了他寫作一首技巧困難至極的「夢幻匈牙利」小
提琴曲。
雖然因為這份機緣而生了心願，但是拉威爾那時正埋首於創作歌劇《小孩與魔法》，一直拖到兩年
後在 1924 年才快速地花了短短幾天完成這首曲子，剛好趕上 4 月 26 日 d'Arányi 與鋼琴家 Henri GilMarchex（1894 - 1970）預定好在倫敦的首演。拉威爾告訴 d'Aryáni 說：「這首《吉普賽》絕對會是
一首展技的曲子，有些段落的效果輝煌，假如可能演奏得了的話，關於這點，我倒不是始終那麼的
確定。」因為 d'Aryáni 首演演出精彩，後來拉威爾先是改編給小提琴與 luthéal 鋼琴（混合性鋼琴，在
某些音域可以發出像揚琴的音色，是拉威爾喜歡的獨門樂器），後來才又再改編給小提琴與管弦樂
團。
《吉普賽》屬於拉威爾比較後期的作品，原本是為了小提琴與鋼琴而作，它的次標題是「演奏會狂
想曲」（Rapsodie de Concert），實際上，就跟其他與吉普賽無甚關連的作曲家，如：李斯特、布拉
姆斯、薩拉沙特等人，所創作的吉普賽風格樂曲一樣，靈感得自於吉普賽人的演奏，著重於運用其
吉普賽風格旋律入樂，並將幾個姿態情緒互異的小段落旋律連綴起來，以狂想（幻想）即興變化心
緒的方式來構築全曲；效果具有高度的可觀性與娛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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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精選
TSO

Istanbul Symphony

交響古今伊斯坦堡

跨境歐亞

演出曲 目
PROGRAM

雷史畢基：《貝爾基絲，希巴女王》組曲
Ottorino Respighi: "Belkis, Queen of Sheba"
Suite for Orchestra
第一樂章：所羅門王之夢
I. Il sogno di Salomone
第二樂章：貝爾基絲在黎明的舞蹈
II. La danza di Belkis all'aurora
第三樂章：戰舞
III. Danza guerresca
第四樂章：狂歡之舞
IV. Danza orgiastica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賽依：伊斯坦堡交響曲
Fazil Say: Istanbul Symphony
第一樂章：鄉愁
I. Nostalgia
第二樂章：宗教修會
II. Religious order
第三樂章：藍色的清真寺
III. The Blue Mosque
第四樂章：衣著美麗的少女們登上渡輪前往王子島
IV. Merrily clad young ladies aboard the ferry to
the Princes' Islands
第五樂章：從海達帕廈車站前往安納托利亞的乘客
V. About the travellers to Anatolia departing from the
Haydar Pasha train station
第六樂章：東方之夜
VI. Oriental Night
第七樂章：終曲
VII. Fina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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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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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霍華德．葛瑞菲斯
Howard Grifﬁths, Conductor

0
19:3

鼓：艾庫特．庫瑟拉

Aykut Köselerli, Kudüm / Bendir / Darbuka

笛：布裘．卡烈妲

國家音樂廳

ˇ Nay
Burcu Karadag,

National Concert Hall

琴：哈坎．岡格什
Hakan Güngör, Kanun

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
Mosque of Sultan Ah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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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or

指揮 Con

霍華德．葛瑞菲斯
Howard Griffiths

出生於英格蘭，1981 年起移居瑞士。霍華德•葛瑞菲斯曾擔任蘇黎世室內樂
團藝術總監超過 10 年，並常以客席指揮的身份與世界著名樂團合作。自 2007 /
2008 年樂季起，葛瑞菲斯成為法蘭克福市立交響樂團的藝術總監，就任的第一
場音樂會即獲得樂評讚賞，2013 - 2018 年他繼續擔任這份職務。
錄製超過 100 張唱片，無數個唱片公司包括華納、環球、德國 CPO 唱片公司、
索尼與德國 Koch 唱片公司共同見證了葛瑞菲斯寬廣的藝術領域。這些錄音包括
瑞士及土耳其的現代作曲家以及後來再發現的 18、19 世紀音樂的首演錄音。
葛瑞菲斯與無數知名藝術家合作。包括莫里斯．安德烈、凱瑟琳．芭特爾、約
夏．貝爾…等。除了與知名音樂家及樂團的合作外，葛瑞菲斯也致力培養潛力新
生代音樂家。
葛瑞菲斯獲英國伊莉莎白女王所頒發之大英帝國勳章，表揚他對瑞士音樂文化生
活的貢獻。

Howard Grifﬁths was born in England. He has lived in Switzerland since 1981. Howard
Grifﬁths was the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Zurich Chamber Orchestra for ten years and
has appeared as a guest conductor with many leading orchestras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 the season 2007 / 08 he is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Brandenburg Staatsorchester.
His ﬁrst concert of the season met with critical acclaim. He renewed the contract in
2013 until 2018.
About 100 CD recordings with various labels (including Warner, Universal, cpo, Sony and
Koch) bear witness to Howard Grifﬁths' broad artistic range. These recordings include
works by contemporary Swiss and Turkish composers as well as première recordings of
rediscovered music dating from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Howard Grifﬁths performs with numerous renowned artists, including Maurice André,
Kathleen Battle, Joshua Bell, etc. Apart from his collaboration with renowned soloists and
orchestras, Howard Grifﬁths is also extreme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young musicians.
In the annual New Year's Honours List, which is announced on New Year's Day by
Queen Elizabeth II, Howard Grifﬁths was appointed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MBE) in recognition of his services to musical life in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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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坎．岡格什

艾庫特．庫瑟拉
Aykut Köselerli

鼓

Bendir
Kudüm /

Hakan Güngör

a

/ Darbuk

琴 K anun

1985 年生於土耳其首都安卡拉。2004 年以打擊樂手的身份加入安那托利亞青年管弦樂

生於 1973 年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1990 年初，他在土耳其格濟大學就讀音樂系，1992

團，此樂團是由世界著名的鋼琴作曲家法佐．賽依所成立，也因此為庫瑟拉帶來許多國

年進入 ITU 音樂學院修習作曲的課程。他的音樂性、飽滿的音色、乾淨又柔和的撥弦技

內外的演出機會。當他完成他的學士學位，並獲得名譽學位的同時，他已經擁有許多與

巧，使他成為非常獨特的音樂家，也被視為卡隆琴的知名演奏家。

各國知名樂團合作演奏的機會，如：德國法蘭克福廣播管弦樂團、法國國立管弦樂團等。2013 年 1 月起
庫瑟拉在土耳其薩姆松市立歌劇院暨芭蕾舞團擔任打擊樂手，並多次擔任法佐•賽依眾多曲目的世界首演
獨奏家。

從 1993 年起，岡格什也和許多世界知名的音樂家合作，如：約第．沙瓦爾、馬友友、雷諾．加西亞．
馮、法佐．賽依…等。岡格什不僅參與了他們的音樂會，並且也在歐洲和土耳其參與他們多張專輯的錄
製。除了音樂會演出之外，他同時也在哈里奇大學任教，並且在伊斯坦堡電台擔任卡隆琴樂手。

He was born in Ankara in 1985. In June 2004, he joined the Anatolian Youth Orchestra as a percussionist, which was
set up by world-renowned piano composer Fazil Say. This was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concerts he gave at home
and abroad. By the time he completed his bachelor's degree with an honorary degree, he had already found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in many important orchestras such as hr-Sinfonieorchester, l'Orchestre National d'Île de France,
etc. In January 2013, he took up his current position as a percussionist at Samsun State Opera and Ballet Orchestra
and since then he has been performing in world premieres the recent compositions of Fazil Say.

布裘．卡烈妲
Burcu Karadagˇ
笛 Nay

At 1990 initially, he studied at the music department of Gazi University and then at 1992, he passed to Composition
Department of ITU Turkish Music Conservatory. His melodic style, his rich sound as well as, the clearness and
tenderness of his Mezrab (plectrum) make him very unique. He is considered a virtuoso of this instrument.
Since the 1993 he collaborated with world famous musicians such as Jordy Saval, Yo-Yo Ma, Renaud Garcia-Fons, Fazil
Say, etc. He participated in their concerts and played in their CDs made in Europe and Turkey. Besides giving concerts,
he is a teaching specialist at Halic University and he works at Istanbul Radio House as a Kanun player.

1979 年生於土耳其伊斯坦堡。小學畢業之後，她進入土耳其的 ITU 音樂學院修習樂器培訓。她特別專
精於奈伊笛（蘆笛）的吹奏，這是一種在土耳其傳統音樂中很常用到的基本樂器，通常由男性演奏者吹
奏；但在短短的時間內，她成為土耳其卓越的奈伊笛演奏家之一。布裘也與許多世界著名的音樂家們合
作過，包括：法佐．賽依、吐盧．提爾龐…等。近期她在德國曼海姆市為賽依的「黑瑟芬」奈伊笛協奏
曲世界首演擔任獨奏家，也持續與她的樂團「布裘．卡烈妲計劃」及其他樂團在各地演出。
She was born in Istanbul, in 1979. After elementary school, she attended ITU Conservatory, Instrumental Training
Department. She specialized in "nay" (reed ﬂute), which is one of the basic musical instruments of Classical Turkish
Music. In a short time, she has become one of the outstanding nay players in Turkey, even though the instrument
is generally played by male musicians. She has made performances with lots of world-wide famous musicians such
as Fazil Say, Tulu Tırpan, etc. she played for the world premiere of Say's new piece Concerto for Nay named
"Hezarfen" at Mannheim. Nowadays, she continues her performances with her band "Burcu Karadagˇ Project" and
different b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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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史畢基：《貝爾基絲，希巴女王》組曲

而坐，僕人兩旁侍立，以及他們的衣服裝飾和酒政的衣服裝飾，又見他上耶和華殿的台階〔或作他

Ottorino Respighi: "Belkis, Queen of Sheba" Suite for Orchestra

在耶和華殿里所獻的燔祭〕，就詫異地神不守舍。對王說：「我在本國裡所聽見論到你的事和你的
智慧實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話，及至我來親眼見了，才知道人所告訴我的還不到一半。你的智
慧和你的福分越過我所聽見的風聲。你的臣子、你的僕人，常侍立在你面前聽你智慧的話，是有福
的！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喜悅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國位。因為他永遠愛以色列，所以立
你作王，使你秉公行義。」
「於是希巴女王將金子和寶石，與極多的香料，送給所羅門王。她送給王的香料，以後奉來的不
再有這樣多。希蘭的船隻從俄斐運了金子來，又從俄斐運了許多檀香木（或作烏木，下同）和寶
石來。王用檀香木為耶和華殿和王宮作欄杆，又為歌唱的人作琴瑟。以後再沒有這樣的檀香木進國
來，也沒有人看見過，直到如今。希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羅門王都送給她。另外照自己的厚
意饋送她。」
雷史畢基在 1931 年 10 月 20 日完成了這齣《貝爾基絲，希巴女王》芭蕾舞劇，全長將近 80 分鐘，
次年 1 月 23 日在米蘭史卡拉歌劇院首演，這個近東異國題材刺激起雷史畢基無窮的想像，在芭蕾舞
劇盛大的版本中他用了西塔琴、造風機、合唱團、說書人，他還刻意模擬古希伯來旋律，並且運用
許多近東的打擊樂器以創造迷幻多采的近東世界。首演由馬辛（Leonide Massine, 1896.8.9 [o.s.7.28] 1979.3.15）編舞，並且特別邀請庫德族舞蹈家 Leila Bederkhan 公主（1903 - 86）飾演希巴女王，David
Lichine（1910.10.25 - 1972.6.26）飾演所羅門王，並且請戴亞基列夫俄羅斯芭蕾舞團旗下最知名的舞
台服裝設計家 Alexandre Benois（1879.5.3 [o.s.4.21] - 1960.2.9）設計華麗至極的佈景，以及將近 600 套
豔麗的舞蹈服裝；當時義大利已進入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7.29 - 1945.4.28）掌權時代，被

提起《羅馬三部曲》（《羅馬之泉》1914 - 16，《羅馬之松》1923 - 24，《羅馬節日》1928），幾乎

認定是國家代表作曲家的雷史畢基，當然能夠享有這般奢華的製作，不過似乎此劇首演後的命運平

無人不曉得這是義大利作曲家雷史碧基（Ottorino Respighi, 1879.7.9 - 1936.4.18）的傑作，這三部作品

平，雷史畢基接著在 1934 年將其中一些精彩的音樂改編成管弦樂組曲，才使得舞劇裡的音樂能夠盛

使他得以在音樂史留名，將寫意融入寫景音樂之中，大大增添了愛樂者對於羅馬人事時地物無比美

演至今。

麗的想像。

第一樂章「所羅門王之夢」（Il sogno di Salomone），一開始描寫著所羅門王仰望著星空，隨後出現

出生於音樂家庭，自幼學習音樂，1899 年以主修小提琴畢業於波隆納音樂學院（Liceo Musicale），

莊嚴的進行曲，東方風味旋律踩著沈重的和弦與響亮的管樂登場，「美麗的國王登場，他舉止莊嚴

次年因接受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的邀請，在該劇院的義大利歌劇季中擔任樂團中提琴首席，因此

且帶著宗教氣息，沉思於深奧的思想中。」隨後大提琴的獨奏旋律上場，這旋律後來成為二人初次

機緣而追隨李姆斯基－柯薩可夫（Nikolai Andreyevich Rimsky-Korsakov, 1844.3.18 [o.s.3.6] - 1908.6.21

相會愛苗滋長的戀曲。第二樂章「貝爾基絲在黎明的舞蹈」（La danza di Belkis all'aurora），在舞劇裡

[6.8]）學了五個月的作曲，回到波隆納之後，雷史畢基又重回音樂學院攻讀作曲，獲得了他的第二個

貝爾基絲躺在孔雀綠瑟的睡椅（Divan）上，四名黑奴照顧著她，眼前是華麗的空中花園；貝爾基絲

音樂學位。

醒來，舉起雙手向世界之光致敬，赤腳為這新昇起的太陽起舞；這段音樂具有極度東方誘人曖昧的
情調，極為美麗動聽。

由於他的作品經常被演出且廣獲好評，雷史畢基在 1913 年獲邀成為羅馬聖塔西西利亞音樂學院
（Conservatorio di Santa Cecilia）的作曲教授，展開他一生的教學工作，此外他也研究 16、17、18 世
紀音樂，因而產生了他另一條源自於古樂的創作路線，其中又以三組《古代歌謠與舞曲》（ Antiche

第三樂章「戰舞」（Danza guerresca），古銅膚色近乎赤裸的年輕運動員跑過，敲響著巨大的大鼓，
他們狂亂的舞蹈腳步隨著這節奏跳躍起舞，此樂章的基礎節拍是不規則的 3/2+3/4，後面轉快的音樂

arie e danze）最為知名；比較不為人知的是他也很喜歡編曲，1930 年的《 5 首素描練習曲》（將拉赫

有點西部片的味道，跟近東有點不太相搭。第四樂章「狂歡之舞」（Danza orgiastica），是舞劇的

瑪尼諾夫的 5 首鋼琴曲編成管弦樂），1933 年的《鳥》（Gli uccelli）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最高潮結尾，在所羅門王神奇的宮殿種著雪松與棕櫚的花園裡，正準備著一場慶典。「一大群年輕
男女、戰士、各種族各種膚色的奴隸群起跳舞，掀起一陣陣的歡笑與致敬。在這陣轟鬧中，遠處昇

希巴女王的故事來自於《聖經．列王紀》：「希巴女王聽見所羅門因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聲，就來

起兩個巨大的皇室座椅，所羅門王與希巴女王端坐其上，就像金鑄的雕像一般；全場觀眾在驚嘆之

要用難解的話，試問所羅門。跟隨她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駱駝馱著香料、寶石和許多金子。

餘，頓時響起狂熱的如雷掌聲！！」

她來見了所羅門王，就把心裡所有的對所羅門都說出來。所羅門王將她所問的都答上了。沒有一句
不明白、不能答的。希巴女王見所羅門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宮室、席上的珍饈美味，群臣分列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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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歷史
History of Turke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Oguz tribe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many of today's Turkic peoples. In the 11th
century, Oguz migration to Persia and the Near East began. This migrating group became, in time, the Seljuk
Empire. The Malazgirt victory in 1071 against the Byzantines literally opened up the gates of Anatolia to the
Turks. The Turks began to control the region. Seljuk Empire rapidly declined with the Mongol invasion. During
the decline and after its disappearance, one of the principalities, Ottoman Beylik was founded and rapidly
expanded throughout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ttoman Beylik thus arose the Ottoman Empire. In 1453, the
Ottomans completed the conquest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by capturing its capital, Constantinople. The
empire ruled over a vast territory on three continents and lasted more than 600 years until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1918. After WWI, large concessions on territories of the Empire were occupied by several
Allied Powers. Mustafa Kemal, an Ottoman military commander united sporadic and disorganized resistance
groups and organized them into a structured army to fight for Turkish national independence.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Turkish army drove out foreign enemies. The Republic of Turkey was proclaimed on October
29, 1923. Mustafa Kemal was elected the president and later given the last name Atatürk or "Father of Turks".
Mustafa Kemal Atatürk introduced series of reforms to make Turkey a modern, secular state. Being arisen from
the ashes of Ottoman Empire which used to be called the Sick man of the Europe, Turkey now is with a 78
million young and dynamic population and the 17th biggest economy of the world.

伊斯坦堡聖索蘇菲亞博物館 The Hagia Sophia, Istanbul
相傳現代土耳其人先祖是屬於歐烏斯族的一支，他們於11世紀時南下遷徙到伊朗和近東一帶，後甚
至建立大塞爾柱帝國。1071 年並於馬拉茲吉特戰役中擊敗拜占庭，奠定了土耳其立國小亞細亞（安
納托利亞）的根基。塞爾柱帝國滅亡後，安納托利亞大陸上，分裂出許多個侯國，奧斯曼即為其
一。奧斯曼侯國後來演變為今日所知的奧斯曼帝國。帝國在14世紀時快速擴張，於 1453 年攻陷君
士坦丁堡，滅東羅馬帝國，鼎盛時統治勢力達歐、亞、非三大洲。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加入同盟國作戰，於 1918 年戰敗後喪失了大片領土。奧斯曼將軍凱墨爾領導起義，發動民族解放
戰爭，成功擊退了歐洲勢力，並在 1923 年 10 月 29 日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凱墨爾成為共和國總統，
之後他並被賦予「阿塔圖爾克」（Atatürk，意為「土耳其之父」）的姓氏。凱墨爾進行一系列的改

塞利米耶清真寺庭院 Courtyard of Selimiye Mosque

革，倡導全面西化和世俗化，將土耳其成功轉成現代化的國家。今日的土耳其共和國，已由奧斯曼
帝國「歐洲病夫」的稱號中浴火重生，擁有七千八百萬年輕的人口並位居世界第 17 大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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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地理
Geography of Turkey

格萊梅國家公園卡帕多奇亞怪石堡 Cappadocia
土耳其是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國土包括西亞的安納托利亞半島及巴爾幹半島的東色雷斯地區。位
於亞洲的領土佔其總面積的 97%，位於歐洲部份的則佔總面積約 3%，兩者被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
尼爾海峽和馬爾馬拉海所分開。
土耳其與敘利亞、伊拉克、伊朗、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喬治亞、保加利亞和希臘等八國接壤，北
臨黑海，南臨地中海，西接愛琴海。土耳其的國土面積有 783,562 平方公里，為世界第 37 大國。
國內分為七個地理區域：馬爾馬拉地區、愛琴海地區、黑海地區、中安納托利亞地區、東安納托利
亞地區、東南安納托利亞地區和地中海地區。伊斯坦堡為土耳其最大城市，首都則是位處安納托利
亞高原中央的安卡拉。

Turkey is a transcontinental Eurasian country. Asian Turkey on the Anatolian peninsula which includes 97
percent of the country, is separated from European Turkey by the Bosphorus, the Sea of Marmara, and the
Dardanelles. European por tion on the Balkan Peninsula which is also known as east Thrace, comprises 3
percent of the country. Turkey is bordered by eight countries: Syria and Iraq to the south; Ira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o the east; Georgia to the northeast; Bulgaria to the northwest; and Greece to the west.
Turkey's land area, including lakes, occupies 783,562 square kilometer which makes it the world's 37th-largest
country. The country is encircled by seas on three sides: the Aegean Sea to the west, the Black Sea to the
north and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south.
Turkey is divided into seven geographical regions: Marmara, Aegean, Black Sea, Central Anatolia, Eastern
Anatolia, Southeastern Anatol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Capital city of Turkey is Ankara, through the biggest
city is Istanbul.

內姆魯特山東平台全覽 General view of the East Terrace, Nem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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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依：伊斯坦堡交響曲

第一樂章：鄉愁

Fazil Say: Istanbul Symphony

伊斯坦堡交響曲從黑夜帶著馬摩拉海（Marmara）波浪颯颯的低語聲開始。這波浪的低語聲我們在全
曲結束的地方也會聽到。我希望如此的描繪它：「這交響曲共有七個樂章，源自於大海，述說著伊
斯坦堡，然後最後回歸大海。」在這「鄉愁」樂章裡，我們找到的並不是當代，而是在波浪颯颯低
語聲的陪同下，潛入一個夢幻世界。或許我們會發現是 1940 年？那（詩人）Orhan Veli 的年代…或者

賽依（Fazil Say, 1970.1.14 -）是土耳
其當今最著名的世界級鋼琴家與作

是在 1920 年代？我們沈入夢境中…不知何時漆黑的大海開始低語，交響曲以 Hicaz-Makam 音階譜成

曲家，他自幼跟隨 Alfred Cortot 的學

沈重的「主要主題」開始。笛（Nay）與琴（Kanun）在遠方伴隨著管弦樂團。音樂與畫面展開，愈
來愈暗。我們潛入我們的夢裡愈來愈深。黑暗包圍下我們踏上了時光之旅到 1453 年。被征服的那一

生 Mithat Fenmen 學習鋼琴，Fenman
要求他每天要結束練琴前，在鋼琴

天！我們聽得到土耳其軍歌（Ceddin Dede）、軍鼓（Mehter-Trommeln）、號角、吵鬧喧天、爆炸、

上就他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做即興

戰爭的混亂、禁衛軍樂隊的鼓聲（Kudüm-Trommel）。鄂圖曼帝國正在與拜占庭交戰！伊斯坦堡史

演奏，因而使得他今日具有非凡的

上最混亂的一天！之後我們再醒來。我們發現我們又在夜色之中，回到 Hicaz 旋律…大海颯颯的低語

即興演奏能力，也形塑了他日後的

著。我們夢著。我們在夢中夢著……

音樂美學。14 歲還在安卡拉音樂院

第二樂章：宗教修會

求學的時候他就開始作曲，1986 年

神聖的面孔。狂熱。我這 30 年間所發現的憤怒，宗教為政治所濫用，宗教教派龐大的影響力，為

德國作曲家萊曼（Ariber t Reimann,

宗教所利用的，促成了黑暗撕裂張力十足的音符，從中展開了這快速樂章。它象徵著憤怒，這是我

1936.3.4 -）在訪問安卡拉的時候聽

在宗教修會中發現的，與「宗教與金錢」相對立。我音樂中的憤怒以一個節奏來主導。想想看那些

到他的演奏，被他直率誠懇的琴音

人們，反覆背誦著「阿拉是唯一真主」（la ilahe illallah），重複上百次，上千次！這是一段有趣的音

深深感動，於是馬上邀請隨他前去

樂、節奏化的音樂、節奏化的旋律。今日吟唱的節奏化旋律，我們可以稱之為「古色古香」，遠遠

訪問的美國鋼琴家 David Levine 去音
樂院找賽依，他說：「你一定要聽
他，這孩子琴彈得出神入化，活像
個魔鬼。」

的在梅夫拉維教團（mevlevischen）與拜克塔什教團（bektaschischen）音樂文化之後，這些存留了好
賽依（Fazil Say, 1970.1.14 -）土耳其當今最著名的世界級鋼
琴家與作曲家

幾個世紀至今。且讓你心中只想著「la ilahe illallah」這句話。這樂章的主要樂念就是這個節奏。
第三樂章：藍色的清真寺
在經歷過這宗教為政治所濫用，宗教修會黑暗的音符之後，我們現在說的是伊斯蘭文化閃亮的

1987 年，賽依前往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進入舒曼音樂院隨 David Levine 學琴，後來又轉往柏

傑作。一座清真寺。所有清真寺中最美麗、最平靜、最光彩奪目的一座。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

林，逐步的成為全方位的鋼琴演奏家。1994 年彈奏他的作品1－「四首舞曲」（Nasreddin Hoca'nın

（Sultanahmet Mosque）。我喜歡停步駐足在那裡，好像在冥想，他具有神奇魔力。其形而上的規

dansları）獲得了紐約年輕音樂家甄選。這首曲子展現了幻想曲式的基本結構，變化節拍經常是經由
切分音形成的舞蹈風格，持續且活力充沛的驅動力，源於土耳其與鄰近地區民間音樂的豐富旋律創

模，就像人的組成一樣。笛與鼓（Kudüm Drum）隨著 Segah - Makam 起舞，管弦樂團延伸自我並且增
強。清真寺的主題是憂鬱的。它想登上宇宙。它是超脫凡俗的。

意，這些都是他日後創作的特色。
第四樂章：衣著美麗的少女們登上渡輪前往王子島
在隨後的多年間，賽依一直在德、法、日等國擔任駐團或駐藝術節作曲家，2010 年，在他連續五年

琴是在蒸汽輪船上一位外表英俊的年輕男子。長笛、雙簧管、豎笛、低音管是衣著美麗的少女們，

擔任多特蒙音樂廳（Konzerthaus Dortmund）駐廳作曲家的最後一年，由德西廣播公司（WDR）與音

希望引起這位英俊男子的注意。低音號是蒸汽輪船的號聲。這是一個幸福洋溢的夏日清晨。為了這

樂廳聯合委託他創作了本曲，道出他對土耳其古城伊斯坦堡的感受。

個男人，少女們甚至一直鬥嘴到結尾。

雖然在樂曲裡，他運用了土耳其的鼓、笛、琴等傳統民間樂器，但是這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折衷性

第五樂章：從海達帕廈車站前往安納托利亞的乘客

當代融合曲風作品，而非對於土耳其傳統音樂的禮讚致敬。藝術音樂與當代古典世界在此被巧妙的

近似為了 Nazim Hikmet（1902 - 1963，土耳其詩人、作家）的「人類風景」所作的背景音樂。夜車

結合在一起，展現出豐富的色彩感與異國情調。

正行駛在路上，搭這列車旅行的人們進入夢鄉，這旅程是個夢。在餐車裡坐著一對剛結婚的新人，

作曲者在總譜前面的序言中，關於各樂章都有完整的解說：

他們沈浸在夢裡…後面坐著一位戀愛中的男人，他也沈浸於情境中，夢想著戀愛。這些人注意著我
們。列車裡的夜晚，我們的右手邊是海…打擊樂器的聲響令我們聯想起鐵軌的噪音。小號響起火車
汽笛聲…坐在另一桌的是一位愁苦的男子。他有著很大的煩惱愁苦？癌症？或者是葬禮？伸縮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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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宣告了一個主題。接著我們看到我們前面的那一桌。剛結婚的新人與戀愛中的男人、鐵軌的
噪音、鐵軌的律動…所有都在一起。愁苦的男子、戀愛中的男人、剛結婚的新人……
第六樂章：東方之夜
在燈光夜色下伊斯坦堡的某條街上，琴奏出悠長的即興演奏（Taqsim）。這深廣性的交響曲必須要休
息…一旦當琴結束了他的演奏，舞蹈開始。在我們看來，我們不知從何處聽到一首歌飄來，它近似
有名的歌曲「解開你的秀髮，來到這裡」（Dök Zülfünü meydane gel），接著是一陣快速歡樂的「舞
蹈時光」！舞蹈以極響亮的噪音中斷。在被街燈照亮的水塔街（Sulukule）上，我們酩酊大醉。琴也
喝醉了，它連「解開你的秀髮，來到這裡」也奏不清。在燈光夜色下伊斯坦堡的某條街上。
第七樂章：終曲
終於我們再回到當代。在這裡，在此刻！惶惶焦急的人們。有著 1500 萬人口的大都會伊斯坦堡，浪
漫全飛走了，生命也飛走了…壓力、愁苦、悲傷、無夢…管弦樂團以震耳欲聾的怒吼爆炸了 3 次。憂
鬱、悲傷的旋律。音樂試著要飛翔。交響曲其他樂章的主題像被錯置的片刻，以閃電般的速度飛過
我們眼前－ 1453 年禁衛軍樂隊的鼓聲、「阿拉是唯一真主」的節奏、清真寺悲傷的主題旋律、「衣
著美麗的少女們」以及列車上「愁苦的男子」…。我們一口氣的回到了最開頭，回到昏暗的夜色與
我們的夢裡去。Hicaz 是我們唯一的歌。鄉愁。波浪再度的颯颯低語。從海洋中升起的伊斯坦堡交響
曲結束，回歸大海，消逝無蹤。
樂曲解說 / 陳樹熙 撰文
圖片提供 / 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Turkish Trade Ofﬁce in Taipei）

塞利米耶清真寺內觀 Interior view of the Selimiye Mos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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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的音樂咖啡館
A Musical Soirée at the Coffee Lounge with TSOC
用音樂調和一杯香濃咖啡佐溫馨與熱情

團

附設

12/04

sun 14:30
中山堂光復廳
Zhongshan Hall

愉悅分子在聽覺與味覺中歡然甦醒
讓 TSO 附設合唱團以諧和的樂音溫暖您的初冬！

喬望尼．加布里埃利：歡欣讚美主
Giovanni Gabrieli: Jubilate Deo
莫雷：讓我們詠唱
Thomas Morley: Sing We and Chant It
卡契尼：聖母頌
Giulio Caccini: Ave Maria
德弗乍克：當我的老母親教我唱歌時
ˇ Als die alte Mutter mich noch lehrte singen
Antonín Dvorák:
佛漢．威廉斯：《在伯利恆市》，選自四季民謠組曲－冬
Ralph Vaughan Williams: " In Bethlehem City", from Folk Songs of the Four Season - Winter
佛漢．威廉斯：《飲酒歌》，選自四季民謠組曲－冬
Ralph Vaughan Williams: "Wassail Song" from Folk Songs of the Four Seasons - Winter
理查．史特勞斯：明天
Richard Strauss: Morgen
德布西：《當我打著鼓》，選自三首香頌
Claude Debussy: "Quant j'ai ouy le tabourin" from Trois Chansons
浦朗克：織布工人
Francis Poulenc: Les tisserands
羅傑．華格納編：法國民謠《我有好菸草》
French Folk Song: "J' ai Du Bon Tabac"（Arr. by Roger Wagner）
… and more
指揮 / 吳琇玲
Shou-Ling Wu, Conductor
女高音 / 李琇錦
Hsiu Chin Lee, Soperano
鋼琴 / 莫啟慧
Chi-Hui Mo, Piano
TSO 附設合唱團
TSO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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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女人

Die
Kluge
親子劇場

很久很久以前，農夫在他田裡發現一個金色的臼，女兒警告他別獻給國王，因為要是國王發現那臼少
了同樣是黃金做的杵，必定會把農夫關進大牢。農夫不信，果然被國王關起來。農夫在牢裡大哭，後
悔不聽女兒的勸。
國王聽到了覺得好奇。他找來這個女兒，女兒竟然答對了國王的三個謎題。國王開心地釋放農夫，聰
明的女人變成皇后，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嗎？
卸下《布蘭詩歌》的磅礡氣勢，這一次卡爾 • 奧福改由活潑輕鬆的語氣敘說《格林童話》的故事。
滑稽的音樂、詼諧的劇情、深刻的哲理。怎樣最聰明？看戲的人最聰明。

12/16 17 18
fri
19:30

sat
19:30

sun
14:30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卡爾．奧福：歌劇《聰明的女人》
Carl Orff : Die Kluge

導演 / 趙自強
Tzu-Chiang Chao, Stage Director

指揮 / 林天吉

帶著驢子的人 / 湯發凱

國王 / 巫白玉璽

帶著騾子的人 / 林中光

Wu Bai-Yu-Hsi, Der König

Chung-Kuang Lin, Der Mann mit dem Maulersel

農夫 / 羅俊穎

第一個壞蛋 / 王典

農夫的女兒 / 林惠珍

第二個壞蛋 / 趙方豪

典獄長 / 謝銘謀

第三個壞蛋 / 黃譯陞

Paul Tien-Chi Lin, Conductor

Julian Lo, Der Bauer
Mewas Lin, Die Kluge, Bauertochter
Ming-Mou Hsieh, Der Kerkerme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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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ai Tang, Der Mann mit dem Esel

Fernando Wang, Erster Strolch
Fang-Hao Chao, Zweiter Strolch
I-Sheng Huang, Dritter Stro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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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附設

英倫星空的
Ian Bousfield &

Taipei Symphonic Winds

歲末狂想

12/30

fri
19:30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邀一方大師、奏其國之聲，英國長號家布許斐爾德拿起長號望遠鏡，在點點
音符棋布的樂海長空，向 TSO 附設管樂團流成的浩瀚星河上下求索，大角、
天犬追逐著大熊、小熊和天琴；雙子、獵戶、人馬盡收眼底，那是多佛筆下
聲浪濤濤的白色銀河，也是英國作曲家—艾爾加及佛漢威廉士都曾仰望的繁
星點點。
最原味的經典號音，擺渡斑斕天河，在民謠、狂想迴繞的冬夜，與您同舟。

佛漢．威廉斯：英國民謠組曲
Ralph Vaughan Williams: English Folk Song Suite
郎佛：給長號與銅管樂隊的狂想曲
Gordon Langford: Rhapsody for Trombone and Brass Band
多佛：長號協奏曲《星象家》
Jonathan Dove: Stargazer, Concerto for Trombone
艾爾加：威風凜凜
Edward Elgar: Pomp and Circumstance No. 1

指揮 /

蔡佳融
Chia-Jung Tsai,
Conductor

長號 /

伊安．布許斐爾德
Ian Bousfield,
Trombone

TSO 附設管樂團
Taipei Symphonic 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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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藝深遠

校園音樂推廣計畫
School Music Project
「育」樂是生活；
「藝」術是品味；
「深」植音樂幼苗；
「遠」遞藝術文化代代相傳；

相約2017。臺北
MEET 2017 . TAIPEI

「育、藝、深、遠」總合起來構成了本計畫的核心使命。

在 2016 / 17 樂季裡，TSO 的「校園推廣計畫」包含著下列四個項目：
1. 育藝深遠音樂會
2. 音樂在校園裡
3. 樂器學習圓夢計畫
4. 國小學童音樂劇推廣計畫

Let's

Play F
ootbal
l

!

美感養成是一輩子的事，音樂興趣的扎根現在就開始。TSO 帶動國小學童的音樂體
驗，孩子的音樂興趣啟發，我們將有目共睹！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育藝深遠將於 12.26 – 30 間，共計演出 8 場。
※ 本活動係配合臺北市藝術教育，未對外開放觀賞。

101

音樂手冊-P1-47.indd 100-101

2016/8/10 上午11:13

文化就在巷子裡
Community Concerts
音樂並不遙遠
音樂就在你我身邊
音樂就在巷子裡

自 2001 年起至今，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已演出近 500 場次「文化就在巷子裡」音樂會。TSO
以此積極推動文化普及，邀請市民走進公園、學校或是住家附近的鄰里巷弄間，聆聽優美動
人的音樂，讓藝術文化真正深入社區，豐富市民文化內涵，將臺北市打造成一個充滿藝術能
量的創意城市。

2016 下半年社區音樂會場次
8/27（六）10:30

大安區龍生里

龍生公園 和平東路二段 107 巷 26 號旁

9/3（六）14:30

松山區美仁里

美仁里民活動中心對面綠地 八德路 3 段 99 巷 12-8 號

9/3（六）19:30

文山區景華里

景華公園 景華街 55 號

9/3（六）18:00

信義區安康里

安康公園 松仁路 95 巷博愛國小旁

9/3（六）18:30

信義區中興里

中興公園 基隆路一段 380 巷 5 號旁

9/10（六）10:30

萬華區青山里

萬華青山區民活動中心 貴陽街二段臨 5 號

9/10（六）19:00

南港區中研里

四分溪河濱公園 研究院路二段 12 巷底

9/10（六）19:00

萬華區仁德里

老松國小 2 樓視聽教室 桂林路 64 號

9/10（六）19:00

北投區裕民里

感恩堂前廣場 明德路 161 號

9/11（日）15:30

松山區東榮里

新中公園 新中街富錦街口

9/11（日）18:00

南港區新光里

新勝公園 昆陽街 152 巷 133 號旁

9/11（日）18:30

中正區文祥里

杭州南路一段 143 巷 43 號空地

9/11（日）19:00

萬華區菜園里

菜園活動中心 環河南路一段 280-3 號

9/14（三）19:00

南港區萬福里

萬福公園音樂臺 忠孝東路六段 70 巷內

9/15（四）10:00

信義區松友里

松友公園 信義路六段 76 巷 12 弄

9/15（四）19:00

北投區一德里

桃源國中體育場 中央北路 4 段 48 號

10/1（六）19:30

中正區忠勤里

忠義國小 2 樓中庭 中華路二段 307 巷 17 號

12/24（六）19:00

士林區德行里

德行公園 德行西路 30 號

* 本團保留節目異動權。
各場次更新資訊將隨時公告於「臺北市交響樂團網站 www.ts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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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演出純淨、靈活以及強烈表現感，給人強烈的印象，亦
藉此躋身國際頂尖交響樂團之流。」— 薩布呂肯日報
「跟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合作令人愉悅，除了良好的演出之外，更能快速的反
應音樂上的需求。」— 黎志華
「你們具有毋庸置疑的國際演奏水準，是令人振奮的傑出音樂家。我真的很
享受與大家共事，尤其是你們與瓦格指揮的人情味，對我而言就像與朋友同
樂。」— 莎賓．梅耶
1969年，30餘位音樂家齊聚一堂，為當時尚稱一片荒蕪的臺北音樂環境，注入
無數美妙的音符。40多年過去，這個小團體逐步成長，成為超過百人的大型樂
團，為臺灣音樂演出史寫下精采的篇章，也成為唯一隸屬於首善之都的西方樂
團 —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從成立之初，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就以高水準的音樂品質聞名，邀請合作的知名音樂家更
是不計其數，包括大提琴家馬友友、羅斯托波維奇、指揮家泰密卡諾夫、單簧管演奏家
莎賓．梅耶、長號演奏家林柏格、作曲家譚盾等。1979 年開辦的「臺北市音樂季」，更
是臺灣大型音樂季之先河，除了邀請匹茲堡交響樂團、奧斯陸愛樂交響樂團、聖彼得堡
愛樂交響樂團等國際知名樂團來臺外，更建立了每年進行歌劇製作的悠久傳統，曾演出
《丑角》、《茶花女》、《浮士德》、《卡門》、《杜蘭朵》、《波西米亞人》等經典
劇碼，2011 年 10 月《阿依達在臺北》，成為首齣登上臺北小巨蛋的全本歌劇表演，近年
則以《狄托的仁慈》首次在臺全本演出、《納克索斯島上的阿麗雅德妮》與《尤金．奧
涅金》臺灣首演，確立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在臺灣歌劇製作上的重要性。
除了國內演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更沒有缺席於國際舞臺，曾赴奧地利、美國、日本、
俄羅斯、法國、西班牙、德國、盧森堡、新加坡、中國、菲律賓等地演出；近年來更參
與許多國際藝術節慶及重要活動，如 2008 年北京國家大劇院開幕系列演出、2009 年德國
薩布呂肯藝術節、2010 年上海世博會、2011 年亞洲文化推展聯盟 大會閉幕演出、2012 年
日本金澤、富山及東京熱狂之日音樂節、2014 年日本札幌、橫濱巡迴音樂會以及2015 年
6 月法國漢斯夏日漫步音樂節。至今共走過 12 個國家、44 個城市的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不但讓世界聽到臺灣的高水準音樂表現，更透過音樂行銷城市，達到文化外交的遠大目
標。
從創團團長鄧昌國的篳路藍縷，中間歷經陳暾初、陳秋盛、徐家駒、黃維明等團長的率
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成長至今日的樣貌，自 2016 年 3 月起由陳樹熙擔任團長。曾邀請
匈牙利籍指揮家李格悌擔任音樂總監，2013 年 5 月邀請國際知名匈牙利裔指揮家吉博．
瓦格出任首席指揮，引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邁向新的里程碑，為臺灣古典音樂舞臺創造
更多驚豔！

"The clarity, agility, and expressiveness of the TSO are awe–inspiring, an orchestra destined
to take its place as one of the world's top symphony orchestras." - Saarbrücker Zeitung
"Really enjoyed working with the TSO. They responded well in rehearsals. When the
orchestra listens to each other, they sound great." - Jason Lai
"You are outstanding musicians with an inspiring enthusiasm who play on a technical
level of doubtlessly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 really loved working with you and especially
enjoyed the warm personal contact with you and Maestro Varga. For me it was like playing
with friends and I hope to come back soon." - Sabine Meyer
In 1969, when 30-odd musicians got together in a concert hall in Taipei, which at the time
could still be called a relatively desolate music scene, they infused the city with countless
notes of splendor. Now, more than 40 years later, that small group of musicians has grown
up, becoming the 100-plus members of a large-scale orchestra – adding a brilliant chapter
to the history of music performance in Taiwan, and becoming the only Western orchestra
that truly belongs to the friendliest city in the world -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SO).
Starting from the very inception of the ensemble, the TSO has been known for its high musical standards, and
has invited innumerable renowned musicians to perform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m, including cellists Yo-Yo Ma
and Mstislav Rostropovich, conductor Yuri Temirkanov, clarinetist Sabine Meyer, trombonist Christian Lindberg
and composer Tan Dun.
In 1979, when the ﬁrst "Taipei Music Festival" was held, it set the precedent for large-scale music festivals in
Taiwan, and aside from inviting renowned international orchestras, such as the Pittsburgh Symphony Orchestra,
the Oslo Philharmonic, and the Saint Petersbur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the TSO also established its long
tradition of performing a different opera every year, including such classic operas as Pagliacci, La Dame aux
camellias, Faust, Carmen, Turandot, and La boheme. In October of 2011, the TSO's production of Verdi's Aida
was the ﬁrst time a full opera was ever performed at the Taipei Arena. In recent years, the TSO performed
La Clemenza di Tito in its entirety for the ﬁrst time ever in Taiwan, performed the Taiwan debuts of Ariadne
auf Naxos and Eugene Onegin, establish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TSO in Taiwan when it comes to producing
operas.
Apart from performing in Taiwan, the TSO is no stranger to international concert halls, having performed in
Austria, the US, Japan, Russia, France, Spain, Germany, Luxemburg, Singapore,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In
recent years, the orchestra has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s and important events, such
as the concert series for the opening of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n Beijing in 2008, the
Saarbrucken Arts Festival in Germany in 2009, the Expo 2010 Shanghai China,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Federation for Asian Cultural Promotion in 2011, La Folle Journee in Japan's Kanazawa, Toyama and Tokyo in
2012, toured Japan in 2014 performing in Sapporo and Yokohama, as well as France's Les Flaneries Musicales
de Reims in June of 2015. To date the TSO has performed in 44 cities in 12 countries, not only allowing the
world to hear superior musical performances from a Taiwanese orchestra, but also marketing the city of Taipei
and realizing the lofty goals of cultural diplomacy.
Since the founding director Chang-Kuo Teng established the TSO, directors over the years have included TunChu Chen, Felix Chiu-Sen Chen, Chia-Chu Hsu and Wei-Ming Hwang. In March 2016, Shu-Si Chen became
the current General Director. The TSO invited Hungarian conductor Andras Ligeti to serve as music director,
and ever since May of 2013,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Hungarian conductor Gilbert Varga has served
has its principal conductor, leading the TSO to new milestones and creating more classical music miracles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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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指揮 /

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Principal Conductor
吉博．瓦格（Gilbert Varga），知名匈牙利小提琴家提伯．
瓦格（Tibor Varga）之子，指揮獨特且才華洋溢。一上臺
即充分展露權威的他，每每受到讚賞的就是他擁有一種讓
樂團展現出豐富色彩以及豐沛情感的魔力。瓦格以細膩雅
緻的指揮技巧聞名於世，常以指揮或客席指揮的身分與世
界許多重要樂團合作演出。
瓦格經常受邀與北美洲各交響樂團合作如明尼蘇達、納許
維爾、聖路易斯等交響樂團。亦於歐洲各大音樂廳演奏的
他，足跡遍佈各大交響樂團包括蘇格蘭皇家國家交響樂
團、法蘭克福博物館學會、利物浦皇家愛樂管弦樂團等。
2015 / 16 樂季中，他很期待將與下奧省藝術家交響樂團於
維也納金色大廳的首次合作，並也將遠赴澳門交響樂團演
出。2013 年 5 月受聘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首席指揮。
瓦格曾分別追隨三位風格迥異的指揮大師學習：法蘭柯．
費拉拉（Franco Ferrara）、塞吉．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 idache）與查爾斯．布魯克（Char les Br uck）。
在瓦格早年的指揮生涯裡，尤其在成為頗富聲望的交
響樂團指揮之前，他主要致力於與室內樂團合作，特
別是提伯．瓦格室內樂團。他曾任宮廷交響樂團的首
席指揮（1980 年 1985 年）、匈牙利愛樂的首席指揮
（1985 年 1990 年），並率領該團與曼紐因合作共同於匈
牙利境內作首度的巡迴演出。他也曾任斯圖加特室內樂團
常任客席指揮一職（1991 年 1995 年）與瑪爾摩交響樂團
的首席客席指揮（1997 年 2000 年）。從 1997 年到 2008
年，他則擔任巴斯克國家樂團的音樂總監，率領該團在英
國、德國、西班牙與南美洲各地巡迴演出。
瓦 格 的 唱 片 發 行 有 A S V 、 K o c h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與 C l av s
Recordings 等唱片公司。他最近錄音發行於 2011 年 1 月，
由 Naïve Records 出版，安娜．維尼斯卡亞（鋼琴）與柏
林德意志交響樂團的拉威爾和普羅科菲夫協奏曲，榮獲了
BBC 音樂雜誌五星 。

Gilber t Varga, son of celebrated Hungarian violinist Tibor
Varga, conducts with distinctive presence and flair. A
commanding and authoritative ﬁgure on the podium, Varga
is repeatedly acclaimed for performances displaying a
broad range of colours, exquisite textures, and subtle use
of dynamics. Renowned for his elegant and exceptionally
clear baton technique, Varga has held positions with and
guestconducted many of the major orchestras across the
world.
Varga works extensively with the symphony orchestras
of Nor th America, enjoying regular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including the Minnesota Orchestr a, Nashville
Symphony, St Louis Symphony amongst others. In Europe,
he works regularly with many of the major orchestras
including the Royal Scottish National Symphony, Frankfur t
Museumgesellschaft,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and in
the 2015/16 season he looks forward to his debuts with the
Tonkünstler Orchestra at Vienna's Musikverein and fur ther
afield with the Macao Symphony. In May 2013 Varga was
appointed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Gilber t Varga studied under three ver y different and
distinctive maestros: Franco Ferrara, Sergiu Celibidache and
Charles Bruck. In the earlier par t of his conducting career
Varga concentrated on work with chamber orchestras,
par ticularly the Tibor Varga Chamber Orchestra, before
rapidly developing a reputation as a symphonic conductor.
He was Chief Conductor of the Hofer Symphoniker (1980 1985), and Chief Conductor of the Philharmonia Hungarica
in Marl (1985 - 1990), conducting their debut tour to
Hungary with Yehudi Menuhin. He was also Permanent Guest
Conductor of the Stuttgar t Chamber Orchestra (1991 1995) and Principal Guest of the Malmö Symphony (1997 2000). In 1997 Varga became Music Director of the Basqu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leading them through ten
seasons, including tours across the UK, Germany, Spain and
South America.
Varga's discography includes recordings with various labels
including ASV, Koch International and Claves Records. His
latest recording, released in January 2011, of concer tos by
Ravel and Prokoﬁev with Deutsches Symphonie-Orchester
Berlin and Anna Vinnitskaya on Naïve Records was given ﬁve
stars by BBC Music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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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首席

☆樂團助理首席

陳樹熙
吉博．瓦格
吳琇玲
★姜智譯
☆黃芷唯
張雅禮
陳恩琦
阮子恬
賴尚菁
陳美秀
黃清芬
◆陳昭佺 ◇張世昌
陳臻嫻
李威萱
花苾茲
吳宛蓁
◆何君恆 ◇張菁珊
顏君玲
張知禮
◆簡荿玄 ◇王佩瑜
簡靖斐
洪淑玲
詹書婷
◆卓涵涵 ◇林枝盈
洪瑜蔚
游婉婷
◆游雅慧 ◇劉兆哲
◆王頌恩 ◇賴承儀
◆楊喬惠 ◇林祖鑫
◆張先惠 ◇王興蘋
◇王怡鈞
蕭崇傑
◆鄧詩屏 ◇何君毅
◆李賢哲
蔡佳融
陳畊宇
陳建勛
◆韓立恩
凌國周
孫 綾

徐端容
陳鄉怡
林惠鈴
陳碧琪
林佳文
周恆如
蔡馥徽
陳祐萱
蔣淑君
蕭如妙
葉馥宇
梅雅婷
黃仁勇
陳翰廣
林士玹
徐國義
蔡受珍
王麗芬

◆首席

吳靜雯
朱亞蓁
林一忻
蕭景雲
陳宜琳

謝思盈
蘇莉莉
鄞言錚
林俊雄
陳姵怡

王 瑞
劉盈君
許瀞文
陳昱翰

賴佳琪
黃譯萱
陳瑾平
高洛堯

Viola

周以珊

黃詩倩

Double Bass

曾安立
李珮琪
張文馨
陳信仲

黃昕誼

陳薏如

郭沛涓

黃相瑜

黃明賢

陳冠婷

唐寶貞
郭美女

舒錫蘭

◇助理首席

General Director
Principal Conductor
Asst. Conductor
Concertmaster
Asst. Concertmaster
First Violin

◆代理首席

周賢俊

◇代理助理首席

Second Violin

Cello

Flute
Oboe
Clarinet
Bassoon
French Horn
Trumpet
Trombone
Bass Trombone
Tuba
Timpani
Percussion

Shu-Si Chen
Gilbert Varga
Shou-Ling Wu
★ Roger Chih-I Chiang
☆ Chih-Wei Huang
Ya-Li Chang
Tsu-Tien Juan
Mei-Shiou Chen
◆ Chau-Chuan Chen
Jen-Hsien Chen
Flora Hua
◆ Chen-Hung Ho
Chun-Lin Yen
◆ Janet Chien
Ching-Fei Chien
Shu-Ting Jan
◆ Han-Han Cho
Yu-Wei Hung
◆ Christine Yu
◆ Song-En Wang
◆ Chiao-Hui Yang
◆ Hsien-Hui Chang
◇ Yi-Chun Wang
◆ Hsei-Ping Deng
◆ Shyan-Jer Lee
Keng-Yu Chen
Chien-Shiun Chen
◆ Li-En Han
Kuo-Chou Ling

Secretary
Orchestra Manager
Associate Orchestra Manager
Librarian
Assistant of Orchestra Manager Dept.
Research & Promotion Manager
Associate Research & Promotion Manager
Assistant of Research & Promotion Dept.
Account Manager
Assistant Account Manger
Personnel Manager
Associate Personnel Manager
General Affairs Manager
Document Staff
Contract Clerk
Driver
Staff

★ Concertmaster

☆ Asst. Concertmaster

En-Chi Chen
Shang-Ching Lai
Chin-Fen Huang
◇ Shih-Tsang Chang
Wei-Hsuan Lee
Wan Chen Wu
◇ Chin-Shan Chang
Chih-Li Chang
◇ Pei-Yu Wang
Shu-Ling Hong
◇ Chih-Ying Lin
Wan Ting Yu
◇ Chao-Che Liu
◇ Chen-Yi Lai
◇ Tsu hsin Lin
◇ Hsing-Ping Wang
Chung-Chieh Hsiao
◇ Chun-Yi Ho
Chia-Jung Tsai

Ling Sun

Tuan-Jung Hsu
Jessica Chen
Helen Lin
Bridget Chen
Chia-Wen Lin
Zoe Chou
Fu-Hui Tsai
Ashley Chen
Shu-Chun Chiang
Alina Hsiao
Fu-Yu Yeh
Ya-Ting Mei
Jen-Yung Huang
Jeff Chen
Wade Lin
Kuo-Yi Hsu
Shou-Chen Tsai
Lih-Fen Wang

◆ Principal

Ching-Wen Wu
Ya-Chen Chu
Yi-Hsin Lin
Ching-Yun Hsiao
I-Lin Chen

Sy-Ying Shieh
Li-Ly Su
Yen-Cheng Yin
Chun-Hsiung Lin
Pei-I Chen

Jui Wang
Ying-Chun Liu
Ching-Wen Hsu
Yu-Han Chen

Chia-Chi Lai
I-Hsuan Huang
Chin-Ping Chen
Lo-Yao Kao

I-Shan Chou

Shih-Chien Huang

An-Li Tseng
Pei-Chi Lee
Wen-Hsin Chang
Hsin-Chung Chen

Hsin-Yi Huang

I-Ju Chen

Jenny Kuo

Shiang-Yu Huang

Shu-Jih Chang

Kulang-Ting Chen

Bao-Chen Tang
Mei-Nu Kuo

Hsi-Lan Su

◇ Assistant Principal

◆ Acting Principal

Hsien-Chun Chou

◇ Acting Asst.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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