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長的話

Words from the Commissioner

「改變臺北，從文化開始」，在拓展文化的道路上，要將臺北市的精
華激發出來，讓臺北市市民宜居，讓環境更美麗、生活更便利、心靈
更充實，帶給市民更多音樂的感動和體悟，是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首
要任務，開始讓臺北市改變。
即將邁向第 48 個年頭的北市交，每一年的樂季讓「改變」持續地發
生，逐漸豐富交響樂團的表演形式，所擔任的角色日漸多變，在新的
樂季中，涵蓋更多元的元素和節目，也和兩廳院合作台灣國際藝術節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邀請國際聲樂天后安琪拉 ‧
蓋兒基爾（Angela Gheorghiu）和北市交合作，拉近了國際之間音樂
文化的距離，多元合作更使得藝術界線逐漸模糊，在理念上的碰撞皆
讓彼此相互激盪，產生意想不到的新思維，達到文化差異之下的藝術
交流！
北市交在新的年度，持續秉持著相同的理念，讓交響樂走出音樂廳，
深入到市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尤其將「育藝深遠」及「文化就在巷
子裡」主動擴大辦理：在 2016 下半年度起啟動「音樂進入校園」計畫，
主動將音樂表演帶進學校，舉辦「國小學童音樂劇」，讓孩子們有機
會親身體驗，音樂劇從創作到演出的過程，讓音樂種子就此播種、向
下扎根、發芽。而在社區音樂推廣上，每個月第二個周末在大安森林
公園露天音樂台舉辦「森林音樂會」，讓欣賞音樂成為生活習慣，走
進公園，享受音樂，舒展身心，為城市帶來溫暖而安定的力量。
2017 年，北市交將帶著「改變臺北」的理念縱貫西部幹線，從臺北國
家音樂廳到臺中國家歌劇院、南探至屏東演藝廳，連結北市交在臺灣
各地的觀眾，分享「連結人心 ‧ 追求感動」的宗旨給全臺灣的樂迷。
本局與北市交共同努力，誠摯邀請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熱情參與這個
充滿活力與多元的樂季！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If we want to change Taipei, then we have to start by changing our culture”. On the path of
developing and extending culture, the finest quality of Taipei must be inspired to make the city
more liveable, which means to make the environment more beautiful, the people’s lives more
convenient and their minds more fulfilled. Along the way, the first and foremost mission of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SO) therefore is to start changing Taipei by presenting more inspirations
and insights of music to the citizens.
The TSO, recently welcoming its 48th anniversary, makes sure that there be “changes” every
season, where its forms of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roles it plays vary. In this new season,
more diversified elements and programs will be presented. The TSO is also collaborating with
the National Theater and Concert Hall for a joint performance with Romanian operatic soprano
Angela Gheorghiu in the 2017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Such multi-national
collaborations shorten the distance among international music, gradually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rts of various cultures. While the ideas of respective parties collide and interact, new
ways of thinking emerge as a result, creating an artistic exchange defin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TSO will adhere to the same idea in this new season and strive to let the symphonic music
flow out of the concert halls and into every aspect of the people’s lives. Particularly, art promotion
programs in which the TSO is taking parts, such as Art Education In-Depth and Arts Festival in
Community, have enlarged in scale. The Music In Campus program, launched in the latter half
of 2016, took music performances into schools and organized musicals involv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ho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s in the making of a musical from its
creation to performance. The seeds of music are thus planted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later root
and sprout. In regard to propagating music to the community, the Forest Concert, held in Daan
Forest Park every second weekend of every month, looks to bring warmth and tranquility to the
city and turn the music appreciation activity into a habit of the audience, who could walk into the
park, enjoy the music and stretch their body and mind.
In 2017, the TSO will head south along the island’s western corridor with its idea of Changing
Taipei, connecting its audience island wide at Taipei’s National Concert Hall, the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in Central Taiwan, and Pingtung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Southern Taiwan
respectively. The symphony orchestra hopes to share its aim of “connecting hearts, seeking
inspiration” to its fans in Taiwan.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pull together the effort in
every way, and sincerely invite our dearest audience and friend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eason full
of liveliness and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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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指揮的話

Words from the Principle Conductor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我很高興能歡迎各位來觀賞由世上最美的交響音樂所組成的萬花筒。其核心起源自德語地區：海頓、
莫札特們（父親與兒子）、貝多芬與理查 ‧ 史特勞斯。再來，我們將共同遊歷其他浪漫的地方，像是
俄羅斯、法國、英國、匈牙利和美國。
從開季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到季末的拉威爾《波麗露》之間等大家所熟悉的曲目，我們將為
自己和在座的各位，共同探索新的發現。我們將從家鄉出發，赴外縣市展開一連串令人興奮的體驗，
然後我們會再次回到這裡，演出一些經典又精彩萬分的曲目。
對於那些曾觀賞過我所指揮的 TSO 音樂會的朋友們一定都知道，我習慣在音樂會前作簡短的開場。這不僅是
為了介紹當晚的節目特色，更也是為各位介紹一位北市交的成員，因為如此－親愛的觀眾朋友－您才會更加
認識到，在這個樂團中有著充滿個人特色的成員，成就了這個樂團的美好音色。在音樂會後，則換成我來更
認識您們一點。認識來聆賞的觀眾，對我而言非常地重要。在接下來的這幾個月裡，我期待繼續與臺北的朋
友們繼續維持良好的互動，並也期待與其他縣市觀眾們見面。

I’m happy to welcome you to an exciting new kaleidoscope of the most beautiful symphonic music. The
center of the kaleidoscope is naturally from the German-speaking region: Haydn, the Mozarts (father and son),
Beethoven and Richard Strauss. From there, we have excursions to romantic places like Russia, France, Great
Britain, Hungary and U.S.A.
Between well-known works like Beethoven 9, with which we open the season, and Ravel’s Bolero where we
finish our journey, we embrace some new discoveries for our musicians and for you. After beginning at home,
we set off on an exciting adventure and have many breath-taking experiences to foreign places, finally returning
home to something which is both familiar yet exciting.
As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my TSO concerts before, you will know that I normally offer a few words at
the start of each performance. This is designed to introduce both the programme for the evening, but also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orchestra, so that you – the audience – may get to know a little more about
the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that make this wonderful orchestra sound so incredible. In turn, after the concert
comes my chance to get to know you a little better. It’s important and informative for me to get to know
the audience for whom we are cooking this musical meal.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connect with my
audience in Taipei, but also in other places in Taiwan where we will perform over the coming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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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的話

Words from the Director

2016/17 樂季 Part2 的節目多元豐富。臺北市立交響樂團（TSO）的足跡踏至臺中國家歌劇院、屏東音樂廳，
一方面是與北市交合作進入第五個年頭的首席指揮吉博．瓦格所帶來的特選節目，另外也邀請國際指揮包
括湯瑪斯．桑德霖、保羅．麥克里希等一流名家，以及大提琴家費蘭德斯、鋼琴家法佐．賽依等國際級大師，
還有北市交引以為傲的低音提琴首席卓涵涵同臺演出。此外，與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合作舉辦的音樂
會，特別邀請到國際當紅女高音安琪拉．蓋兒基爾（Angela Gheorghiu），帶來她享譽盛名的歌劇選粹；本
樂季絕對值得您的期待與參與！
《文化就在巷子裡》活動迄今已舉辦十餘年，今年的節目型態將更加多元豐富，為臺北市民在巷弄中帶來
一場場輕鬆的音樂會。此外， TSO 更結合三個附設團隊成立了 TSO POPS，與您相約每個月的第二個週末
晚上，在大安森林公園露天音樂台，與我們共享露天音樂會的歡樂與溫馨。在教育方面，我們也致力將音
樂向下紮根，一系列「音樂進入校園專案」的演出、「樂器學習圓夢計畫」、「國小音樂劇推廣學習計畫」，
以奠定臺北市國小學童的音樂與藝術涵養。能量充沛、豐富多元的樂季節目，我們期待用音樂「連結」市
民的心，為這個城市創造無比的「感動」！
The programs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2016/2017 season will be diverse and abundant.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at the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and the Pintung Performing Arts Center.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s is the hard work of Principal Conductor Gilbert Varga, who has cooperated
with TSO for five years. Renowned international conductors Thomas Sanderling and Paul McCreesh a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year's programs, as well as cellist Pablo Ferrández, pianist Fazil Say, and TSO's principle double
bassist Han-Han Cho. Famous soprano opera singer Angela Gheorghiu will also join in the concert held by TSO and
TIFA. This season's programs are the must-attend events of 2017!
The Community Arts Festival has been held every year for over a decade.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many diverse
types of programs, and will bring a relaxing alley concert for the residents of Taipei City. Additionally, TSO blended
the members of three ensembles into the TSO POPS. The TSO POPS will perform in Da-An Park on the second
weekend night of every month, sharing happiness and joy with us. In terms of education, we are devoted to the
promotion of music to students. A series of performances, called "Music into the School," "Instruments Learning
Project," and "Musical Promo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were established to cultivate interest in music and the arts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city. With an energetic and diverse program, we hope to connect the hearts
of Taipei city residents through music.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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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霖與

Sanderling & TSO ─ Beethoven No.9

名家精選

貝多芬第九「合唱」

TSO
4

sun 14:30

臺中國家歌劇院大劇院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Grand Theater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演出曲目 Program

貝多芬：D 小調第九號交響曲「合唱」，作品 125
Ludwig van Beethoven: Symphony No.9 in D Minor
“Choral”, Op.125
第一樂章：從容的快板，略微莊嚴的
Mov. I: Allegro ma non troppo, un poco maestoso
第二樂章：十分活潑的
Mov. II: Molto vivace
第三樂章：極為緩慢而且歌唱般的 – 中庸的行板
Mov. III: Adagio molto e cantabile –Andante moderato
第四樂章：急板
Mov. IV: Presto

指揮│湯瑪斯．桑德霖
Thomas Sanderling, Conductor

女高音│艾嘉．米高拉
Aga Mikolaj, Soprano

女中音│娜瑪．高曼
Na’ama Goldman, Alto

男高音│祖拉．祖拉畢許弗利
Zurab Zurabishvili, Tenor

男低音│賽巴斯汀．霍勒契克
Sebastian Holecek, Bass

國立實驗合唱團 Taiwan National Choir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9

歌劇雜誌
「... 管弦樂的襯和－引人注目、令人回味、強烈的描繪－在這戲劇性的一景扮演重要的角色。人聲和管弦樂之間取得典範
般的平衡，是魏因貝格作品最強烈的特色，在湯瑪斯．桑德霖精湛地指揮下，再次被精彩複製。」
「... 這位從柏林來的新指揮，給了我們一個奧妙的莫札特 ... 驚為天人！」

克里斯多福．巴蘭坦
– 維也納信使報

Opera Magazine
“…Orchestral accompaniment-compelling , evocative, strongly delineating - is a vital part of the
dramatic action.An exemplary balance between voices and orchestra is a striking feature of Weinberg’s score,
and under Thomas Sanderling’s masterful direction is thrillingly reproduced here. ”
– Christopher Ballantine
“…a new conductor from Berlin gave us a Mozart full of mysteries…Astonishing!”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Wiener Kurier

指揮 Conductor

湯瑪斯．桑德霖
Thomas Sanderling

湯瑪斯．桑德霖 24 歲時擔任哈雷歌劇院的音樂總

He became Music Director of the Halle Opera at the age

監。二十多歲時，他就曾指揮過東德所有頂尖的管

of 24. By his mid-twenties he was conducting in all East

弦樂團和歌劇院，包括德勒斯登國立歌劇院樂團和

Germany's principal orchestras and opera houses, including
the Dresden Staatskapelle and the Leipzig Gewandhaus.

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等。他在柏林喜歌劇院的

He won the Berlin Critic's Prize for his opera performances

演出，贏得了柏林評論人獎。他錄製的蕭斯塔科維

at the Komische Oper Berlin. His CD of Shostakovich's

契《米開朗基羅組曲》首演錄音專輯，使他成為指

Michelangelo Suite (premiere recording) directly lead

揮家卡拉揚與伯恩斯坦的助理指揮。1980 年代初期，

to his becoming assistant to both Herbert von Karajan

他成為柏林國家歌劇院的常任客席指揮，也讓他在

and Leonard Bernstein. In the early 1980s he became
permanent guest conductor of the Deutsche Staatsoper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首次登臺演出的《魔笛》大獲成

Unter Den Linden, which led to his successful debut

功。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旋即邀請他指揮《費加洛婚

at the Wiener Staatsoper, conducting Die Zauberflöte.

禮》– 在偉大的指揮家卡爾．貝姆去世後首度再次
製作這齣歌劇。他曾贏得了許多大賽首獎，並且以
指揮德國、俄羅斯及法國管弦樂曲目聞名於世。

Immediately afterwards the Wiener Staatsoper invited him
to conduct Le Nozze di Figaro – the first performance
after the death of the great Karl Böhm. He has won many
prizes and a competition and is particularly renowned for
the German, Russian and French orchestral reper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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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高音 Soprano

艾嘉．米高拉
Aga Mikolaj

前慕尼黑巴伐利亞國立歌劇院團員，艾嘉．米高拉師事於伊莉莎白．舒瓦茲柯芙，並以擔任莫
札特歌劇女主角而享負盛名。累積寬廣而多元的曲目，包括理查．史特勞斯、威爾第和華格納
歌劇的主要角色，讓她在歐洲、美國和日本都獲得高度評價。作為一位圓熟的音樂表演者，艾
嘉．米高拉曾在大西洋兩岸演出馬勒、貝多芬、舒伯特、史特勞斯、威爾第、潘德瑞茨基和席
曼諾夫斯基等作曲家的經典名曲。

A former member of Munich's Bayerische Staatsoper, Aga Mikolaj studied with the late Dame Elisabeth
Schwarzkopf and built her reputation on Mozart's leading ladies. Having now amassed a wide and
varied repertoire including principal roles by Richard Strauss, Verdi and Wagner, she has gone on
to enjoy operatic success throughout Europe, the USA and Japan. A consummate concert artist, Aga
Mikolaj has performed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in works by composers such as Mahler, Beethoven,
Schubert, Strauss, Verdi, Penderecki and Szymanowski.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女中音 Alto

娜瑪．高曼

Na’ama Goldman
出生於以色列，2012 年娜瑪．高曼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接演以色列瑪薩達藝術節，由丹尼
爾．奧倫所指揮的《卡門》女主角，其傑出表現為人稱道，旋即獲邀至以色列歌劇院擔任
主要角色。未來計劃在特內里費歌劇院演出《卡門》，和在以色列歌劇院演出《浮士德》
的席貝爾與《仲夏夜之夢》的赫米婭。
Born in Israel, Na'ama Goldman stepped in at very short notice to sing the title role of Carmen
at the Massada Festival in 2012 under Daniel Oren, making such a big impression that she was
immediately engaged for leading roles by Israeli Opera. Future plans include Carmen for Ópera
De Tenerife, Siébel in Faust and Hermia in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for Israeli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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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音 Tenor

祖拉．祖拉畢許弗利
Zurab Zurabishvili

1994 年在薩爾茲堡莫札特音樂大學研習聲樂，師事
瑪莎．夏普。2002 年起私下向薩爾茲堡莫札特音樂
大學的榮譽教授漢娜．路德維希學習聲樂技巧、詮
釋及演戲。2003 年獲得奧地利榮譽獎。2005 年二度
獲得塔利亞維尼國際聲樂大賽首獎。2003 至 2006
年成為奧格斯堡劇院之簽約歌者。2006 至 2007 樂
季加入達姆斯塔特國立劇院。2010 至 2013 樂季起
登上德國埃森的阿爾托劇院。

1994 voice study at Mozarteum Salzburg with Prof.
Martha Sharp. Since October 2002 private study
in vocal technique, interpretation and acting with
Hanna Ludwig,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Mozarteum Salzburg. He is the winner of the Austrian
Prize Honor in 2003, and two-time winner of the 11th
"Ferruccio Tagliavini" International Voice Competition
in 2005.He was engaged as a member of the ensemble
of Theater Augsburg from 2003 to 2006, of Staatstheater
Darmstadt from 2006 to 2007 and of the Aalto
Musiktheater Essen from 2010 to 2013.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男低音 Bass

賽巴斯汀．霍勒契克
Sebastian Holecek

奧地利男低音暨男中音賽巴斯汀．霍勒契克，於 2013
年在柯芬園皇家歌劇院的首次登臺，擔任《魔笛》中的
寺廟發言人，自此之後，便於該劇院演唱《弄臣》的蒙
特隆伯爵。在 2016/17 樂季，他將重返演出《紐倫堡的
名歌手》的柯特納。霍勒契克常現身在音樂會上，他曾
經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維也納金色大廳和維也納音樂
廳演出。他的影音作品包括《唐．喬望尼》和《魔笛》
的 DVD，CD 包括《魔笛》、《仙女》、施雷克爾歌劇
"Irrelohe" 和 "Christophorus"。他曾因飾演《莎樂美》的
施洗者約翰榮獲奧地利音樂劇場金席卡內德獎。

Austrian bass-baritone Sebastian Holecek made his
Royal Opera Covent Garden debut in 2013 as Speaker
of the Temple (Die Zauberflöte) and has since sung
Count Monterone (Rigoletto) for the Company. In the
2016/17 Season he returns to sing Fritz Kothner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Holecek appears widely
in concert, in venues including Carnegie Hall, New
York, and the Vienna Musikverein and Konzerthaus.
His recordings include DVDs of Don Giovanni and
Die Zauberflöte and CDs of Die Zauberflöte, Die
Feen, Irrelohe and Christophoros. His awards include
the Goldenen Schikaneder for his performances as
Jokan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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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實驗合唱團
Taiwan National Choir

教育部於民國 74 年輔導成立國立實驗合唱團，迄今三十多年已演出超過七百場，現由教育部委託國立
臺灣藝術教育館吳津津館長擔任團長。2007 至 2012 年間，聘請國際知名合唱指揮葛羅絲曼教授（Agnes
Grossmann）擔任音樂總監，接受多方面音樂風格的訓練。
合唱團曾應邀至全球十餘國演唱，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義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捷克、西班牙、
日本等地，將臺灣歌唱藝術帶至國際舞台。2004、2008 年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國際音樂教育年會邀請，
代表臺灣分別赴西班牙、義大利參加演出。
合唱團演唱曲目極廣，含括各國民謠、藝術歌曲、經文歌、彌撒曲、清唱劇、神劇、歌劇等，為國內素質
最優，受邀演出最多的國家級合唱團，現正積極朝向職業合唱團的目標邁進。
Taiwan National Choir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85. Over seven
hundred concerts were performed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Dr. Jin-Jin Wu, who is also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is the director currently. Since 2007 to 2012, professor Agnes Grossmann, is invited to be the
music director of chorus.
The Taiwan National Choir has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Spain, and Hawaii etc. in
recent years. Then it has the honor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 to perform in the annual conference for music
education of UNESCO held in Spain in 2004.
The repertoire of Taiwan National Choir is extensive, ranging from folk songs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to lieder
motets, masses, cantatas, and oratorios. It is the most proﬁcient and welcomed chorus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Hopefully it will reach the requirement for a full-time professional chorus in the near futur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he Beethoven Frieze, Gustav Klimt 繪於 1902 年。現今收藏於維也納國家美術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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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D 小調第九號交響曲，作品 125，「合唱」
Ludwig van Beethoven: Symphony No.9 in D Minor “Choral”, Op.125
（呈獻給普魯士王威廉三世 (Wilhelm III)，總譜由 Schott 在 1825 年首次出版）

隨著拿破崙 1812 年伐俄的慘敗，歐洲各地在 1813

貴族好友們一一凋零，最先是金斯基王子（Prince

年紛紛起而反抗拿破崙的統治，將過去十多年來所

Kinsky）在 1812 年 11 月 3 日去世。王子在去世之

受到的壓迫和恐嚇一舉加以去除。而曾經對拿破崙

前並未簽署文件保證繼續支付貝多芬年金，使得貝

青睞有加，對自由平等博愛這股法國大革命精神大

多芬固定的收入大減；再來就是他最早的贊助人之

加讚揚的貝多芬，卻也在此時悄悄地進入了他的第

一的李許諾夫斯基王子（Prince Karl Lichnowsky）

三個，也就是最後一個創作期；在他生命的最後一

在 1814 年 4 月 15 日接著逝世，羅 伯柯維茨王子

個階段中，與時勢潮流相脫節，像一介遺老似地孤

（Prince Lobkowitz）也在 1816 年 12 月 16 日逝世，

寂地活在世上。

這又將 1809 年時由魯道夫大公、金斯基王子與羅伯
柯維茨王子三人合簽給付貝多芬 4000 金元的年金又

對於歐洲歷史而言，拿破崙時代的結束不但在政治

減少了三分之一，這些變故使得貝多芬的有錢有勢

方面是個分水嶺，在藝術文化上也是如此，許多新

贊助人只剩下魯道夫大公一人。貝多芬外在的活動

一代的藝術家紛紛在此時誕生或發跡。羅西尼的喜

頓時減少了許多，隨著耳疾的困擾，他不再活躍於

歌劇名作《塞爾維亞的理髮師》在 1816 年首演，

舞臺演奏鋼琴，因而徹底的退出公眾生活，過著隱

是時全歐正颳起一陣羅西尼旋風，連維也納也不例

居般的日子，從 1818 年起只靠著談話簿與他人維持

外；羅西尼式的輕佻幽默，高聳入雲的漸強聲成為

溝通。更令他頭痛的事是在 1815 年時，貝多芬的弟

歐洲的最愛。另一方面德國浪漫派國民歌劇的鼻祖

弟加斯巴．卡爾（Caspar Karl）因病去世，臨死之

韋伯也在不久之後寫下了他的歌劇名作《魔彈射手》

前他指定貝多芬做為其兒子卡爾（Karl）的監護人，

（1817-21），而他那首被浪漫派奉為經典的鋼琴曲

負責養大卡爾。這不僅促使貝多芬與弟媳婦為爭奪

《邀舞》也在 1817 年出爐。年輕英俊的小神童孟德

監護權而上法庭打官司，並纏訟多年，而消磨了他

爾頌（1809-47）也在 1825 年寫下了他那才氣橫溢

大量的精力與時間；而那位小卡爾更是讓貝多芬操

的《弦樂八重奏》；浪漫派的健將也在此一年代左

心不已。貝多芬將之視同己出，但聰明伶俐的小卡

右紛紛誕生――白遼士（1803-69）、蕭邦（1810-

爾在日後卻將貝多芬玩弄於股掌間，破壞貝多芬與

49）、 舒 曼（1810-56）、 華 格 納（1813-83）、 李

樂界人物之間的交情，以圖能操控貝多芬作品演出

斯 特（1811-86）、 威 爾 第（1813-1901） … 時 代 真

的盈利，謀得一些錢財。貝多芬本人的健康也開始

的不同了。

惡化，不時有些小毛病，一會兒是眼疾，一會兒又
是腹瀉，病痛使得往日他那股剛毅充沛的幹勁不

貝多芬在他的最後一個創作期中產量銳減，風格驟

再。這幅晚景雖算不得淒涼萬分，但令人不由得心

變，獨自一人攀爬上了古典樂派的最高峰，成為一

生情何以堪之慨。

代之集大成者。雖然他留下了影響後世近百年之
久的幾曲鉅作，然而在私生活方面，這段時期卻

貝多芬從 1793 年起就一心想將席勒（Schiller）的

是他一生中最難挨的一段時光。首先是他昔日的

《歡樂頌》（Ode an die Freude）譜成樂曲，並且曾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貝多芬創作《莊嚴彌撒曲》時的畫像，Joseph Karl Stieler 繪於 1820 年。
現今收藏於波昂的貝多芬之家（Beethoven-Haus）。

經多次在不同的旋律草稿上加上一些《歡樂頌》的

《魔彈射手》、《尤里安泰》也於這年在維也納上

片段歌詞，但是始終未曾將之完整地譜寫出來。而

演），可能對他的曲子不會再抱持著任何興趣，

這個將《歡樂頌》與《第九號交響曲》結合為一的

故而打算將此曲的首演改到柏林進行。但是當貝多

念頭更是後來的產物，一直到 1817 年開始正式寫作

芬的友人們得知此事後，他們在 1824 年 2 月時聯

交響曲之後才逐漸成形的。由於在寫作此曲的期間，

名給貝多芬寫了一封信，告訴貝多芬他們仍然熱切

貝多芬也忙於寫作一首《莊嚴彌撒曲》，以慶祝魯

地愛著他，衷心期盼著他的新作在此地發表，畢竟

道夫大公出任奧爾慕茲（Olmütz）大主教，這花掉

這裡才是他真正的故鄉。貝多芬感動之餘在 3 月間

了他 1819 至 1823 年之間的大半時間，使得譜寫《第

正式決定在維也納發表這件新作，這才使得演出的

九號交響曲》的工作在 1822 年 4 月左右才能全力展

工作得以開始籌備進行。但是指揮、獨唱的人選以

開，而在 1824 年 5 月 7 日完成全曲。

及場租等費用使得貝多芬在維也納劇院（Theater
an der Wien）、 凱 特 納 城 門 劇 院（Kaertnerthor

貝多芬一方面打算將此曲交由倫敦的愛樂協會演

Theater）的雷督頓廳（Redoutensaal）以及邦議會廳

出，一直稱呼此曲為一首「為愛樂協會」而作的交

（Landstaendischer Saal）三個地點之間猶豫搖擺不

響曲，另一方面在完成後卻又為了選擇此曲首演的

定，差點弄得一切停擺，直到最後一刻才由貝多芬

地點而頗費思量。他一度曾因擔心維也納已徹底被

本人決定在雷督頓廳舉行首演。由於原定三次的管

羅西尼所征服（1823 年時維也納辦了個羅西尼節，

弦樂排練中，被抽走一次拿去練別的芭蕾舞劇，所
19

以樂團在排練兩次後就上場表演，其演出結果可想

則是在 1836 年 2 月 11 日首次在布商大廈音樂會中

而知（以今日的樂團、合唱團的高水準，仍需至少

指揮此曲，奠定了詮釋此曲時的一些基本模式。而

四次左右的排練才可能演出此曲，況且在 1824 年 5

英國的首演是在 1825 年 3 月 21 日由 George Smart

月 7 日首演日的曲目還包括了《獻屋式序曲》以及

爵士指揮，法國的首演是在 1831 年 3 月 27 日在音

《莊嚴彌撒曲》的三個樂章）。

樂院音樂會上由 Habeneck 指揮。美國的首演則是在
1846 年 5 月 20 日由紐約愛樂協會舉行。而日後當

首 演 當 晚 的 音 樂 會 從 七 點 鐘 開 始， 由 Henriette

華格納在德勒斯登任職時，曾在指揮此曲時加上不

Sontag, Caroline Unger, Anton Haitzinger, Seipelt 擔任

少配器上的更動，並且對各樂章的內容加以解說。

獨唱，由貝多芬的好友 Ignaz Schuppanzigh 擔任指

這些更動至今仍不乏採用者，對於曲子具有實質的

揮，Ignaz Umlauf 擔任首席。演出時，貝多芬站在

建議與更動。

指揮的旁邊提示樂曲的速度。由於貝多芬當時已經
全聾，只能在提示曲首速度後，交由他人帶領樂團

第一樂章：從容的快板，略微莊嚴的，D 小調，

繼續奏下去，而當晚正因此合作模式而出現了令人

2/4 拍

動容落淚的一幕。當某個樂章奏完時（一說是第二

這是個相當長大的樂章，總共有 547 小節長，即使

樂章，一說是第四樂章），貝多芬仍深深地埋首樂

以貝多芬給的四分音符＝ 88 的速度來演奏，也需要

譜中，努力地在腦海中聆聽那實際上旁人皆可聽得

十三分鐘左右才能奏完，而一般的指揮選擇的速度

見，唯獨他聽不見的音樂。當如雷的掌聲響起時，

多半比這個慢，大約要十六分鐘左右才能奏完。它

他仍渾然不覺，仍在打著拍子。而女中音 Unger 過

是由在同一速度上逐漸累積而成的下行動機開場，

去拉了拉貝多芬的袖子，想要提醒他回頭致謝。在

而在高潮點上以強總奏宣示出第一主題。此一累積

貝多芬遲遲回過頭來的那一刻，人們才明瞭這位大

的過程在手法上純屬新創，它使得全曲的時間規模

師已聾的事實，而對他賦予無限的同情與愛戴，掌

因之變得相當大，也使得此曲與前幾首交響曲截然

聲一波又一波地響起。當鼓掌超過五次後，在座的

不同。第二主題群是由多個主題所構成，在降 B 大

警察總長起身叫大家安靜，因為連對皇室成員的歡

調上出現。發展部的前半集中於發展第一主題，中

呼也僅限三次而已，五次的歡呼已踰越了公共禮儀

間的核心部份則是個三重賦格，以第一主題的後半

的限制。貝多芬在該晚所獲得的榮耀遠超過帝王，

動機做成，在推向高潮轉趨平靜後又引入第二主題，

而這位不以戰爭及政治卻仍能深得人心的藝術家的

隨後又接入序奏的段落（調性不同），引導全曲回

確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帝王。

到再現部（貝多芬在此曲中反覆地運用壓縮手法塑
造出一股威力雷霆萬鈞的氣勢），再現部中則將呈

本曲在 1826 年出版時題獻給普魯士王威廉三世。一

示部裡的材料加以移調，次序不變地重覆了一次。

些初期較著名的演出場合茲節錄於下謹供參考，以

在再現部之後，全曲又進入另一個發展部，將第一

便瞭解此曲在當時受歡迎的狀況：奧國境外的首演

主題的後半動機加以展開，隨後則進入全曲的結尾

是在 1825 年 4 月 1 日由 Guhr 指揮；5 月 23 日時又

部。在弦樂低音的半音音階上，管樂器奏出送葬進

在下萊茵地區藝術節中演出，由貝多芬的門徒 Ries

行曲般的曲調，在推向高潮後，以第一主題的總奏

指揮。1826 年 3 月 6 日，此曲首次在萊比錫布商大

蓋棺論定地結束了整個樂章。

廈音樂會中演出，由 Schulz 指揮，隨後又在同一地
點於 3 月 19 日、10 月 19 日又演了兩次。孟德爾頌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華格納對這樂章內容的說法是：構思宏偉之極的一

場爭鬥，靈魂奮鬥著爭取幸福，對抗那夾在我們與

其所蘊含的柔情帶入果決的號角總奏聲中，似乎意

世間歡樂之間做梗的有害力量；這似乎正是第一樂

在將一切的一切託付於上帝手中。

章的基調。那偉大的第一主題，起先先是從十分明
白、強而有力的神秘面紗中現身；它與歌德所說的：

華格納對此一樂章的說法是：……它們是多麼的純

「遁世，你一定要遁世」有其不謀而合之處。

淨，像來自天堂般地溶解掉一切的反抗。被失望所
困擾折磨的靈魂的狂野衝動，被化為一股柔和憂鬱

第二樂章：十分活潑的，D 小調，3/4 拍

之情！就好像回憶在我們的心中甦醒――回憶起早

這個詼諧曲樂章在首演時即大獲好評，曾被要求加

年享受過的純真歡樂。因著這份回憶，一股甜蜜的

奏一次。由單一節奏構成的 D 小調分解和弦，先以

惆悵感也隨之而生，湧向我們的心頭，這股感受用

強奏揭示了全曲的基本動機，隨後由主題構成的五

這樂章的第二主題美麗無比地傳達了出來。

部賦格先是悄悄地逐一加入，隨後將曲子推向高潮
以總奏奏出此一主題。隨後的主題作用接近第二主

第四樂章：D 大調

題。在發展部中，第一主題以不同的距離做緊接卡

這個樂章是以席勒的《歡樂頌》為歌詞所譜寫的合

農，但不時被定音鼓聲打斷。在返回第一主題後，

唱樂章（只用了原《歡樂頌》中的部份詩節）。它

曲子將後一段在他調上加以複述一次，隨後就進入

分為兩大部份，前半是一幕尋找「快樂主題」的戲，

詼諧曲的中段，曲趣可愛幽默。在中段之後詼諧曲

將以往三個樂章的主題逐一奏出，但都加以打斷、

一成不變地反覆一次後又接入中段，但只幾小節後

加以否定，直到靈光一閃，快樂主題應運而生，在

就突然以強奏結束全曲。（由於詼諧曲主部近似一

躍入強奏後，曲子又回到曲首之狂暴音型，進入整

首奏鳴曲，所以不可能類似《第七交響曲》一般，

個樂章的後半段（華格納說這音型是失望地呼號控

將中段再奏一次）。

訴，對那誠摯尋求但卻未能得到滿足的失望）。

華格納的說法是：這第二樂章的第一個節奏馬上就

貝多芬在創作此曲時，對如何在樂章中引入《歡樂

狂亂快樂地捉住了我們。我們進入全新的世界裡，

頌》的唱段一事頗費思量，不知如何能在近乎五十

我們沉醉於其中，任它將我們帶著走。中段忽然的

分鐘的純粹音樂後，讓歌手開口高歌。直到某天突

嵌入，突然展現給我們一幅世間歡愉的滿足喜悅景

然靈機一動，想到加上「朋友們！且讓我們唱一唱

緻。這簡單、再三反覆著的主題似乎對我們述說著

席勒的《歡樂頌》吧！」做為引言，以打開局面引

某種強健有力的歡樂。

入合唱。（但這做法卻造成了前後矛盾地佈局，使
得前面的《歡樂頌》曲調形同過早出場的白癡。）

第三樂章：極為緩慢而且歌唱般的，降 B 大調，

整個後半段分為十大段落，其原文歌詞及翻譯如下：

4/4 拍
這是個「ABABA 尾奏」形式的長緩旋律風格樂曲，

1. 男中音獨唱：甚快板

平靜的 A 段與富表情、向外訴求的 B 段形成對比。

O Freunde, nicht diese Töene! sodern laβt uns

A 段每次反覆時都加以變奏加花，展現出貝多芬身

angemehmere anstimmen, und freudenvollere.

為他那時代最著名的即興演奏者的花奏能力。尾奏

啊！朋友！不要這樣的聲音！且讓我們更舒暢的、

則相當的長，將 A 段的氣氛加以深化、凝重化，將

更充滿歡樂的高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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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男中音主唱，合唱跟唱

5. 男高音獨唱 + 男聲合唱：活潑的甚快板

Freude, Freude, Freude, schöener Göetterfunken,

Froh, wie seine Sonnen ﬂiegen durch des Himmels

Tochter aus Elysium, wir betreten feüertrunken,

praecht'gen Plan, laufet, Brüeder, eure Bahn,

Himmlische, dein Heiligtum! Deine Zauber binden

freudig wie ein Held zum Siegen.

wieder, was die Mode streng geteilt; alle Menschen

歡樂吧，就像祂的太陽飛過閃亮的天空，兄弟們，

werden Brüeder, wo dein sanfter Flüegel weilt.

跑吧！就像得勝英雄般的歡樂。

歡樂，歡樂，你上帝的子女，樂園的兒女！我們帶

在一段賦格式的緊接樂段後，合唱接唱：

著愉悅的光芒來到你神聖的國度中！你的神力將那
些因習俗不同而分隔的人們重聚一堂；在你溫柔的

6. 四部合唱：歌詞與 2. 相同

羽翼下，四海之內皆兄弟！
7. 四部合唱：莊嚴的行板
3. 四部獨唱 + 合唱：

Seid umschlungen, Millionen! Diesen Kuss der

Wem der groβe Wurf gelungen, eines Freundes

ganzen Welt! Brüeder! üeber'm Sternenzelt muβein

Freund zu sein, wer ein holdes Weib errungen,

lieber Vater wohnen. Ihr stüerzt nieder, Millionen?

mische seinen Jüebel ein! Ja, wer auch nur

Ahnest du den Schöepfer, Welt? Such' ihn üeberm

eine Seele sein nennt auf dem Erdenrund!

Sternenzelt! üeber Sternen muβer wohnen.

Und wer's nie gekonnt, der stehle weinend sich aus

萬千眾人且相擁抱吧！這全世界的一吻！兄弟們！

diesem Bund.

在星空之外，定然住著一位慈祥的天父。下跪吧，

那些有幸的人們，那些有著忠實友人的朋友們，那

眾人們？你感受到這世界的造物者嗎？在星空之外

些擁有愛妻的人們，且與我們同聲高歌吧！是的，

尋找祂吧！祂一定住在眾星之上。

那些在虛幻的世間能夠找到一個屬於他的心靈的人
們，也來加入我們的行列吧！那些無此福份的人
們，將哭泣著離開我們這一圈圈！

8. 四部合唱：精力充沛的快板，一直清楚強調著歌
詞與 7 相同，但是次序對調，又加入 2 的起首第一
句「歡樂！你上帝的子女！樂園的女兒！」

4. 四部獨唱 + 合唱：
Freude trinken alle Wesen an den Brüesten der

9. 四部獨唱 + 合唱：從容的快板

Natur; Alle Guten, alle Beasen folgen ihrer Rosenspur.

歌詞與 2 相同，但詩句次序重新排列。

Küesse gab sie uns und Reben, einen Freund,
geprüeft im Tod; Wollust ward dem Wurm gegeben,

10. 合唱：最急板

und der Cherub steht vor Gott,

歌詞與 7 相同。

萬物在大自然的胸脯上暢飲著歡樂；人不論善惡皆
追隨著她的玫瑰腳步。她給了我們吻和葡萄酒以及
禁得起生死考驗的朋友，甚至連蟲兒們也能感受到
這生命的喜悅。似天使般的立於上帝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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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貝多芬素描畫像，Friedrich August von Kloeber 繪於 1818 年

貝多芬傳記－樂聖貝多芬
貝 多 芬（Ludwig van Beethoven） 在 1770 年 12 月

翰在 1752 年也進入選帝侯的樂隊中服務，起先擔

17 日受洗，實際生日不詳。按教會的規定應該在

任童聲女高音，後來擔任男高音。約翰的成就比父

出生的 24 小時內受洗，也就是說貝多芬的生日應

親來得小，他也步上母親的後塵染上酒癮。1767 年

該是 12 月 16 日，但是貝多芬本人認為教會的出生

11 月娶了宮廷內廚師總管的女兒瑪麗亞．馬達蓮

證明有誤，當時另有一位露德維希出生，他的生年

娜（Maria Magdalena,1746 - 87）為妻。露德維希是

應該是 1772 年 12 月 15 日。但是根據多方資料顯

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此外還有兩個弟弟加斯巴．卡

示貝多芬應該出生於 1770 年，是他的父親因為某

爾（Caspar Karl, 1774.4.8 受洗）與尼古拉斯．約翰

種因素（很可能他試圖竄改貝多芬的生年）以便使

（Nikolaus Johann, 1776.10.2 受洗）。科隆選帝侯駐

得他可以看起來像莫札特一樣，成為個小神童，博

紮於波昂，在位於波昂的宮廷裡，歷代選帝侯都雅

得人們的注意。貝多芬的祖父在科隆選帝侯的宮廷

好藝術，排場的花用之大，甚至使得選帝侯舉債渡

裡擔任樂隊長，但是並不會作曲，其主要職責在

日，但仍不改其揮霍本色，樂團中不乏當時名震一

於監督樂隊的工作狀況。1733 年他與普爾（Marie

時的好手。

Josepha Poll） 結 婚， 貝 多 芬 的 父 親 約 翰（Johann
van Beethoven, 1740 - 92）是他們唯一的孩子。約

1778 年 3 月 26 日，貝多芬首次公開演出，彈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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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協奏曲及三重奏。他早期是由父親啟蒙，後來跟
普費爾（Tobias Pfeifer）學琴。他的父親望子成龍，
希望他成為莫札特第二，對他十分嚴厲，動輒打罵，
貝多芬在此不快樂的環境中長大。他只受過小學教
育，這使得他的語文能力不足，日後常拼錯字或文
法錯誤。1779 年倪富（Christian Gottlob Neefe）來
到波昂任職，他在 1781 年成為宮廷管風琴師。他是
貝多芬第一個較有份量的老師，貝多芬終其一生都
稱呼倪富為他的老師（對海頓則不然）。1782 年倪
富因故短期離開波昂，貝多芬以 12 歲的稚齡接替倪
富的工作出任他的助手。次年，倪富在「音樂雜誌」
（Magazin der Musik）上對貝多芬大聲稱讚，文章
的結尾指出假以時日貝多芬定將成為莫札特第二，
此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首作品（以 Dressler 的進行
曲所寫的）變奏曲。1784 年科隆選帝侯去世，新任
選帝侯正式批准貝多芬的職務，小貝多芬開始工作
養家。
貝多芬在 1787 年首次遠遊維也納，但是因母親肺結
核病危提早返家，同年 7 月 17 日，母親過世。次
年華德斯坦公爵從維也納來到波昂，他比貝多芬大
八歲，是個頗具天份的業餘音樂家，他是選帝侯的
好友，貝多芬最熱情的贊助擁護者之一。（貝多芬
日後將他的一些曲子，如《C 大調第 21 號鋼琴奏鳴
曲》就是因題獻給華德斯坦而獲《華德斯坦奏鳴曲》
之別名）。透過華德斯坦，貝多芬認識了布洛尼希
（Breuning）一家。透過布洛尼希一家，貝多芬開
始接受他的人文教育，使他變成有教養有見識的文
化人。布洛尼希太太常管束貝多芬，使他遠離損友，
就像他的母親一樣，這溫馨的家庭氣氛使貝多芬成
長過程不再孤獨，布洛希尼的幾個孩子日後更成為
貝多芬的終生好友。1792 年 7 月海頓二度路過波昂，
貝多芬拿他的清唱劇當面請求海頓指正，海頓對他
贊揚有加。貝多芬向選帝侯請求許可及資助以前往
The Beethoven Frieze, Gustav Klimt 繪於 1902 年。
現今收藏於維也納國家美術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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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隨海頓學習。11 月初，貝多芬離開波昂，華
德斯坦在他的紀念冊上題了下列這著名的話：

「親愛的貝多芬：你將前往維也納一圓你多年來受

會中，公開地表演了他的鋼琴協奏曲（第二），隔

挫的夢想。莫札特的守護神仍在為他徒弟的死亡而

日上場表演即興彈奏。這年發生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憂傷哭泣，在多產的海頓身上他找到了暫時的庇護

貝多芬打算正式出版他作品 1 的三首鋼琴三重奏，

所，但卻不能占有他，經由海頓他想再度與他人結

呈獻李許諾夫斯基王子。在一次李許諾夫斯基王子

合。勤奮地工作，你將從海頓的手中繼承下莫札特

的晚會中，這三曲被演出，海頓也在場。在聆聽後，

的靈魂。」

他勸貝多芬不要出版其中的第三首；但第三首卻是
其中最受歡迎的作品，貝多芬懷疑海頓對他懷有惡

11 月的第二個禮拜，貝多芬到達維也納，開始跟海

意。1796 年 3 月他的《作品 2，三首鋼琴奏鳴曲》

頓上課，12 月 18 日父親在波昂過世。1793 年 11 月

出版時，貝多芬將此三曲題獻給海頓。海頓希望貝

23 日海頓為貝多芬寫信請求選帝侯多資助貝多芬一

多芬依當時的慣例在名字上加註他是海頓的學生，

些錢，以供他在維也納的開銷，並隨信附上貝多芬

但為貝多芬所拒，貝氏公開宣稱他雖跟海頓上了一

的五首曲子作為這一年學習的成績單。但選帝侯回

些課，但什麼也沒學到。結果這組奏鳴曲仍照貝多

信說，這些曲子中有四首是波昂時期的舊作，另一

芬的意思印行。二人關係惡化。1798 年法國元帥貝

首相較之下也沒什麼大進步，並且勸貝多芬打道回

那多特（Bernadotte）來訪問維也納，小提琴家克羅

府，結束在維也納的學習。海頓為此大失顏面。貝

采（Rodolphe Kreutzer）隨行，貝多芬立刻與二人

多芬和海頓的師生關係，外表看來還不錯，但實際

成為好友，據說正是貝那多特遊說貝多芬為年輕的

上二人相處不睦。二人個性完全不同，摩擦不斷，

拿破崙將軍作一首交響曲（英雄）。

海頓並沒教貝多芬什麼作曲技術（多半是嚴格對位
的寫作訓練）。貝多芬懷疑海頓故意不教他，以免

1799 年 5 月布倫斯威克女公爵二姊妹從匈牙利來到

日後他會成名，發展到威脅盟主的地位。貝多芬開

維也納，她們的母親請貝多芬教她們音樂。她們一

始趁海頓不在時另拜名師。他先找了阿爾貝列希伯

家人成為貝多芬的好友。稍早在 4 月 2 日，貝氏首

格（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 維 也 納 聖 史 蒂

次為自己舉辦全場音樂會，首演了他的第一號交響

芬大教堂的樂隊隊長），1794 至 95 年春天，他從

曲及《七重奏，作品 20》。這年完成《F 大調小提

阿爾貝列希伯格處學會了各式各樣的對位法，後來

琴奏鳴曲，作品 24，“春＂》，《悲愴奏鳴曲》出

在 1801 至 02 年間還去找莫札特的死對頭薩里耶利

版，次年《月光奏鳴曲》出爐，貝氏開始走出他個

（Antonio Salieri）學習譜寫義大利文歌曲的方法。

人的作曲方向。1802 年夏天在維也納郊外海列根城
（Heiligenstadt）渡假期間起草了一份遺囑（世稱

1793 年 3 月時，科隆選帝侯中止對貝多芬的補助。

「海列根城遺囑」），表達出他的意志與心境；他

但貝多芬透過他在波昂建立起的關係，特別是他與

因耳聾感到痛苦，人們對他的誤解使他難過，他曾

華德斯坦公爵的友誼，打開了維也納上流社會的大

想自殺，但藝術救了他。要直到他將他內心所感的

門。他成為眾人爭相邀請的名鋼琴家，成了社交名

一切表達出來後，他才能死。1803 年夏天在上多柏

流，他的即興演奏令眾人嘆為觀止，由於失去了經

林（Oberdöebling）渡假時致力於寫作《英雄交響

濟來源，李許諾夫斯基王子讓貝多芬在他家長期住

曲》。年底左右開始動筆寫作《華德斯坦奏鳴曲，

下。雖然貝多芬在貴族圈中小有名氣，但大眾仍不

作品 53》。大約在此時皇太弟魯道夫大公成為貝氏

知道一位天才已來到維也納。在 3 月 29 日於城堡戲

的學生。

院（Burgtheater）（當時的皇家戲院）的慈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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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 年 4 月 7 日，《英雄交響曲》在維也納劇院首

女孩逐出林玆城拆散二人，約翰則在 11 月 8 日結婚

演，曲子的長度以及氣派嚇壞並震驚了那時代的人

擺平此事，阻止了貝氏插手的企圖。1813 年 4 月 12

們，不少人開始對他叛離古典傳統之事大加批評。

日，其弟加斯巴  卡爾因肺結核病危，遺囑指定貝氏

同年完成了著名的《熱情奏鳴曲》，動筆寫作《拉

做他兒子卡爾的監護人（當時卡爾才 6 歲），雖然

蘇莫夫斯基弦樂四重奏》。11 月 9 日，奧國皇室因

加斯巴  卡爾後來康復，貝多芬仍得忙著幫他還債，

拿破崙之大軍入侵而逃離維也納，貝氏的歌劇在此

日後還背起了照顧卡爾的工作，使他後半生嚐盡人

情況下首演，結果慘敗。1809 年拿破崙的小弟傑諾

生親情苦樂。

米（Jerome）以一年 3400 個佛令（Florin）的高薪
想聘貝氏去卡塞爾（Kassel） 任樂隊長，貝氏以此

由於拿破崙戰敗，歐洲列強在維也納聚會商討歐洲

邀約促使維也納當局提供他相等之待遇使他留下。3

版圖重劃的問題，這就是著名的「維也納和會」。

月間魯道夫大公、羅伯柯維茨王子、金斯基王子合

這和會於 1814 年在維也納召開，貝多芬也因此寫了

簽了一份文件，三人每年合出 4000 佛令給貝氏，條

一些應酬曲子，如慶祝皇帝生日的《命名日節慶序

件是貝氏必需留在維也納，貝氏從此不必為經濟狀

曲》。11 月 29 日，清唱劇《黃金時刻》以及《戰

況操心。5 月初，拿破崙的大軍再度圍住維也納，

爭交響曲》，《第七交響曲》當著滿堂的貴族前演

5 月 11 日晚間以火砲轟擊維也納，貝氏躲在他弟弟

出，是貝多芬最受皇室禮遇，外在名聲最高昂的時

家中地下室避難，5 月 12 日午間，維也納城投降，

刻。由於他投資銀行獲利頗豐，再加上這段時間的

拿破崙住進美泉宮（Schöenbrunn）將軍隊分駐入民

收入，貴族所提供的年金也回復，貝多芬此時可真

宅，向市民徵收高額稅金，保證他們受到拿破崙帝

是名利雙收。1815 年弟弟加斯巴  卡爾的病情又轉

王人道主義的保護。在此環境下貝氏寫下了他的《降

惡，11 月 15 日去世，仍指定貝多芬擔任他兒子卡

E 大調鋼琴協奏曲》。在魯道夫大公隨皇室遠離避

爾的監護人，不要他的遺孀擔任教養兒子的工作，

難的這段時間，貝氏因懷念這位好友而寫下了《告

請求貝多芬要多加忍耐。貝多芬本來就跟弟媳水火

別奏鳴曲》（1810 年完成）。1810 年 6 月，歌德的

不容，現又為了爭奪卡爾的監護權與弟媳對簿公堂

朋友布列塔諾（Bettina Brentano）替貝氏與歌德傳

四年半。1818 年夏天打算讓卡爾進入中學，但其母

話，建立二人的通信。1811 年健康不佳在醫生的建

趁此機會再度提起訴訟，誰知在 12 月 11 日的庭訊

議下，去溫泉勝地台布里玆（Teplitz）療養。由於

中，貝多芬說溜了嘴，說出他並非出身貴族的事實，

療養的效果不錯，貝氏決定次年再動身去台布里玆
療養。歌德是時也正巧在該地，二人終於有機會碰
面。兩位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偉人相會結果並不甚歡。
歌德對貝氏的看法是：「他的才能令我大吃一驚；
他的個性桀傲不遜，他對這世界憎惡的看法並不全
然是錯的，但是他的態度並未使他或旁人好過些。
但另一方面，他很容易原諒別人，可惜的是，他的
聽力喪失，這影響了他的音樂，而比較不是他的社
交關係。」貝氏的看法是：「歌德太喜歡宮廷氣氛，
對成為一個詩人而言，的確太過了一些。」由於他
的弟弟在林玆有個情婦，貝氏求助於大主教欲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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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管轄此案的地方法院卻是為貴族而設，因此法院

姿態舉起拳頭向上看了數秒後，拳頭又沉回病床上，

駁回此案，交由一般的人民法院審理。此事給貝多

闔眼長逝。3 月 29 日出葬蔚為維也納的一件大事，

芬很大的刺激，大大傷了他的自尊心。完成《漢馬

估計約有萬人送葬。

克拉維奏鳴曲，作品 106》（意即槌子鋼琴變奏曲，
指的是現代的鋼琴，而非古式鋼琴）。貝多芬此時

演員安舒伏玆（Heinrich Anshüfz）在下葬前宣讀了

已逐漸為人們所遺忘，他的貴族朋友們已散去，音

詩人格里爾帕澤（Franz Grillpazer）所撰的祭文：

樂的風潮已轉向。他幾近全聾，開始用談話簿與人

「我們代表著整個國家，整個德國人民，站在逝去

溝通。1822 年完成《降 A 大調第三十一號鋼琴奏鳴

的他的墓前。哀悼著我們失去了國家民族藝術的光

曲，作品 110》以及《C 小調第三十二號鋼琴奏鳴曲，

芒、我們祖國精神的最偉大花朵。..... 韓德爾與巴哈

作品 111》。開始動筆寫作《第九交響曲》。出版

的傳人與發揚光大者，海頓與莫札特的繼承者已不

商狄亞貝利以他自作的圓舞曲主題發英雄帖，請了

再。....... 你們如今所悼念的他將從現在起從現在起

50 個作曲家以此主題譜寫變奏曲。11 歲的李斯特、

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之一，永遠神聖。因此在回

舒伯特及貝多芬都在受邀之列，貝多芬完成了他最

家的路上你心中充滿著悲淒，但且忍住悲哀。當你

長大變奏曲式作品－《狄亞貝利變奏曲》，1823 年

一旦聽到他的作品裡無比的力量排山倒海地向你湧

致力於寫作《第九交響曲》。8 月 6 日他十多年來

來，當你爆發的狂喜在那尚未出生的一代中淹沒時，

的謄譜者 Wenzel Schlemmer 去世，使得手稿音符字

那麼且記得此一刻，當他們埋葬他時，我們曾在這

跡撩亂的貝多芬痛失得力助手，而造成樂譜謄寫出

裡，當他死時，我們落淚悲泣。」

版上的極大不便。1824 年 5 月 7 日，《第九交響曲》
在凱特納城門劇院首演，當曲子結束時，眾人爆發

他先被葬在威靈（Währing）公墓，1883 年與舒伯

出如雷的掌聲，但是貝多芬仍低著頭在翻著譜協助

特的遺骸同時改葬在維也納的中央公墓內。

指揮，他完全聽不到人們的喝采聲。直到歌手拉了
拉他的袖子，指指聽眾才喚起了貝多芬的注意，人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們為之熱淚盈眶。
1826 年卡爾典當了他的手錶，買了兩把手槍，第二
天去他伯伯喜歡的海倫山谷（Helenthal）舉槍自盡。
但是兩發子彈都未貫穿他的腦袋，被抬回維也納他
母親家中。貝多芬聽到此一噩耗，當場老得跟 70 歲
一樣。由於卡爾曾表示想當兵。貝多芬在友人的協
助下將他送入熟人的部隊理當兵，貝多芬還將新完
成的《升 C 小調弦樂四重奏》題獻給將軍。1827 年
他病倒的消息傳遍各地，而他的經濟狀況也被誤傳
為拮据，各地湧入資助捐款，人們紛紛來探病。3
月 23 日簽下遺囑，將所有財產遺贈給卡爾。3 月 26
日下午 5 時左右，天空突然驚起一陣雷聲、下起了
雪，貝多芬突然睜開雙眼，右手握拳，以威脅性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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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繽紛舞佳節 ― TSO POPS
愛 ‧ 在一起 ― 臺北市原住民族少年兒童合唱團、TSO 附設合唱團
附管與名歌手的春吶 ― TSO 附設管樂團
你是我所有的回憶 ― TSO P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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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of Natural Horns

瓦格獻禮

雙古圓號之音

4

sun 14:30

臺中國家歌劇院大劇院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Grand Theater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演出曲目 Program

海頓：A 大調第五號交響曲
Joseph Haydn: Symphony No.5 in A Major, Hoboken I/5
第一樂章：不過慢的慢板
Mov. I: Adagio ma non troppo
第二樂章：快板
Mov. II: Allegro
第三樂章：小步舞曲與中段
Mov. III: Menuet - Trio
第四樂章：急板
Mov. IV: Presto

雷奧博．莫札特：降 E 大調雙古圓號協奏曲（1752）
Leopold Mozart: Concerto for 2 Horns & String
Orchestra in E-flat Major (1752)
第一樂章：快板
Mov. I: Allegro
第二樂章：行板
Mov. II: Andante
第三樂章：快板－打獵曲
Mov. III: Allegro – La Caccia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拉赫瑪尼諾夫：《死之島》，作品 29
Sergei Rachmaninoff: Isle of the Dead, Op.29

理查．史特勞斯：死與昇華，作品 24
Richard Strauss: Tod und Verklärung, Op.24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自然號│理查．貝利斯  
Richard Bayliss, Natural Horn

自然號│蓋文．愛德華斯
Gavin Edwards, Natural Horn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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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號 Natural Horn

理查．貝利斯
Richard Bayliss

作為一位獨奏家，貝利斯曾與 BBC 交響樂團以及聖馬丁學院樂團合作演出。除此之外，貝利斯
也曾經與許多英國在這個領域當中，數一數二的樂團合作，包括英國皇家愛樂樂團、倫敦莫札
特演奏樂團、英國室內管弦樂團，亦曾經擔任蘇格蘭室內樂團、挪威廣播交響樂團和古爾本基
安樂團之客座首席。作為自然號演奏者的貝利斯，他曾於加布里耶利合奏團、英國巴洛克獨奏
家、倫敦韓德爾樂團、古樂學會樂團等，出任首席的角色。貝利斯同時也是加利爾德合奏團管
樂五重奏樂團的創始成員之一，在英國的 BBC 第三電臺與古典 FM 的頻道上，經常可以聽見他
們的作品。
As a soloist, Richard has performed with the BBC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 Richard has performed with many of the UK's leading Orchestras, including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ondon Philharmonic, English Chamber and has performed as guest principal
with Scottish Chamber Orchestras, the Norwegian radio orchestra and the Gulbenkian Orchestra. As a
natural horn player, he has performed as principal with the Gabrieli Consort, English Baroque Soloists,
London Handel Orchestra, and the Academy of Ancient Music. Richard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Galliard Ensemble Wind Quintet, who can often be heard in the UK on BBC Radio 3 and Classic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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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號 Natural Horn

蓋文．愛德華斯
Gavin Edwards

在市政廳音樂暨戲劇學院學習的這段期間，愛德華
斯遇見了擔任古樂學會樂團法國號首席的霍爾斯特
德，並開始向他學習自然號。也因為霍爾斯特德的
關係，給予愛德華斯遠赴西班牙特內里費交響樂團
擔任法國號首席的機會，而開啟了他的演奏生涯。
愛德華斯很快地便成為了所有「古樂」合奏團的固
定合作演奏者，出任了漢諾威樂隊、英國巴洛克獨
奏家、革命浪漫管弦樂團、啟蒙時代管弦樂團、古
樂學會樂團、Florilegium 樂團，以及古典歌劇等等
的法國號首席。
During his time at the Guildhall, Gavin met Anthony
Halstead, who was Principal Horn with the Academy
of Ancient Music and started to learn the Natural Horn
with him. It was Anthony Halstead who started Gavin in
the profession by sending him as far away as possible to
play as Principal Horn with the Orchestra Symphonica
de Tenerife. Gavin was soon working as a regular player
with all the "period" ensembles, becoming principal
horn with The Hanover Band, The English Baroque
Soloists, The Orchestre Revolutionnaire et Romantique,
The Orchestra of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Academy of Ancient Music, Florilegium, and Classical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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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頓：A 大調第五號交響曲
Joseph Haydn: Symphony No.5 in A Major, Hoboken I/5

Joseph Haydn, Thomas Hardy 繪於 1792 年

海頓（Franz Joseph Haydn, 1732.3.31 - 1809.5.31）一

（Esterházy）王府的保羅．安東王子聘他為副樂隊

生總共創作了 104 首交響曲，在數量上的的確確大

長，次年王子過世後繼位的尼古拉斯一世（Nikolaus

幅領先其他知名作曲家，但是為什麼他會創作這麼

I, 1714.12.18 - 1790.9.28，1762 - 1790 在 位 ） 繼 續

多交響曲呢？創作的又為什麼會是「交響曲形式」

聘用他，並且於 1766 年在樂隊長 Gregor Werner 過

的樂曲呢？

世後，將他升任樂隊長，在這段「艾斯特哈齊王府
樂隊長」時代，他的第一首弦樂四重奏（1762）誕

海頓在 1749 年因為進入變聲期，不得不離開聖史

生，這種因為工作上必須創作音樂，以提供王府藝

蒂芬大教堂的合唱團開始打零工，靠演奏與作曲

術活動娛樂的需求，再加上當時新風格生成過程裡

賺錢餬口，他的創作與音樂才能在這些年間逐步

的探索，因而使得海頓在交響曲及弦樂四重奏兩個

受到維也納貴族的賞識，1757 年他終於獲聘成為

領域中留下驚人數量與質量的作品，前者為這綿延

莫 欽 公 爵（Count Morzin） 宮 廷 裡 全 職 的 樂 隊 長

近 200 年的「交響曲傳統」開啟先河，後者將主音

（Kapellmeister），他的第一首交響曲（1759）就

音樂的聲部寫作及織體，加以多樣化、活化與動機

是這時期的創作，1761 年匈牙利貴族艾斯特哈齊

化；若是沒有了海頓在兩個領域持續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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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古典樂派的黃金時期會不會出現，也都還是個

露身手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四個樂章都是 A 大

不定數。

調，在樂章調性的排配上仍留有巴洛克「組曲」的
痕跡，在手法上仍然以連綴多個封閉性段落為主，

美 國 鋼 琴 家、 音 樂 學 者 查 爾 斯． 羅 森（Charles

較少巧妙的呼應與強烈邏輯性推演。

Welles Rosen, 1927.5.5 - 2012.12.9）在他獲得美國國
家圖書獎的名作「古典風格」（The Classical Style,

不過慢的慢板，2/4 拍的第一樂章，是以奏鳴曲式的

1971）一書中，有極為詳盡生動的論述。他特別在

調性構造作成，但主要是歌謠風的旋律；第二樂章

第二章「交響曲」中提到：「我們這時代已經模糊

是 3/4 拍的快速樂曲，以奏鳴曲式作成，演奏效果

了公眾與私人的藝術形式之間的界限，但是海頓的

熱鬧忙碌；第三樂章的小步舞曲是以標準的小步舞

交響曲主要是跟聽眾對話，而不是像弦樂四重奏般

曲格式作成，中段（又被作曲家標示為《第二小步

是與演奏者對話。交響曲與弦樂四重奏的區隔，如

舞曲》），由號角與雙簧管獨奏擔綱，相互應答唱和；

果真的有的話，在海頓的一生中是被加以強調的。…

「急板」第四樂章是終曲，2/2 拍，大跳音程為主的

1760 年代的管弦樂，在艾斯特哈齊以及其他地方，

第一主題，搭配上快速的八分音符反覆，構成激動

在構想上仍是一件相對較為親密的事情，雖然當時

忙碌的精悍音樂。雖然這只是海頓的第五號交響曲，

有幾個很著名的管弦樂團。…」倘若我們從這觀點

不過千萬別認為這是學徒入門的嘗試性作品！「交

切入欣賞海頓這首早期的《A 大調第五號交響曲》，

響樂之父」初試啼聲，或許樂曲格局不大，調性結

我們將更容易進入這親密的音樂世界中。

構不夠開闊多變，素材開展變化不夠大，在作曲技
巧上也有其獨到之處，但是這音樂所含有的熱情與

本曲的樂團編制只有 2 支雙簧管、2 支 A 大調號角，

衝力的確不容小覷，這股戲劇性熱情正是海頓日後

還有弦樂五部；基本上，第一、第二小提琴是主角，

的標記之一。

其餘的弦樂擔任伴奏，管樂器則擔任增添和聲豐滿
度、添加色彩的插花性質配角，只偶爾有幾小段展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1759 年，27 歲的海頓應聘成為莫欽公爵王府的樂長，日後他常說起一個故事。有天他在彈奏大鍵琴，美麗
的莫欽公爵夫人靠過來想要看清楚樂譜，誰知此時她胸口的領巾鬆掉，『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番景色，我
腦袋裡一陣惶急混亂，演奏當下脫節，手指頭黏在鍵上無法動彈。「怎麼回事？海頓，你在幹什麼？」公
爵夫人高聲質問。我很恭敬地回答說：「但是我的夫人，誰不會被這番景象誘惑到失魂落魄呢？」』
顯然地，海頓並不只是我們口中所謂的聖人般的「海頓爸爸」而已。在個人感情生活上，他在 1760 年娶了
前女友的姊姊瑪麗亞．安娜（Maria Anna Theresia Keller, 1730 - 1800）為妻，年長海頓兩歲的瑪麗亞．安娜
在與海頓成婚後，足足讓海頓頭痛了 40 年之久，兩人各自皆另有愛人，也因而促使海頓養成雲遊四海不回
家的習性，是否因禍得福地成為日後從英國紅回奧國的動力來源，這就有待您從他的音樂之中去玩味體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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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號與法國號
Natural Horn and French Hornrchestra in E-flat Major (1752)

今日我們通稱 Horn 為「法國號」，但是實際上現今

1. 泛音列的演奏（Overtone）：吹奏時搭配氣流的

的管弦樂團樂手通常使用的只有兩種不同的 Horn，

快慢和嘴唇的鬆緊，吹奏出各個泛音列不同高低

一種是「法國號」（French Horn），另一種就是「維

音的分音。

也納號」（Vienna Horn），維也納號只有在維也納

2. 手塞音（Hand-stopping）：以右手在號口閉合產

地區的樂團使用；而「自然號」只用於現今的古樂

生泛音列有降低半音的物理現象；例如 : 演奏調

團，演奏曲目大多從巴洛克到古典時期的重要曲目。

調音管時右手 全部蓋起來，會將本來吹奏的音
降低半音，聽到的將會是 E 調調音管的泛音列；

為何稱作「法國」號呢？法國號這項樂器在發展的

另外還有手蓋住號口 1/2 或 3/4 等等不同程度的

期間，是由法國人做出金屬材質的獵號，用於打獵

開合，讓本來只能吹奏泛音列的自然號能演奏半

或是宗教儀式上使用，當時樂器的名字統稱為獵號

音階，因此又名「手號（Hand horn）」。

（Haunting Horn、Cor de Chasse、Waldhörner），

3. 唇振音（Lip trill）：以氣流角度和整體口腔的快

爾後德國發展出不同的系統，為了方便樂器轉換

速改變在兩個音之間快速來回演奏的方式，類似

調性和能夠在室內使用，發展出可替換的調音管

聲樂家的抖音演唱技巧。

（Crook）；而英國人在使用這兩種樂器的時候為了
做出區分，把在馬背上使用的所有號角都稱為「法

4. 喉音（Guttural）：以嘴唇演奏單音，同時聲帶發
出另外一個音。

國號」，而有使用調音管的號角稱作「德國號」。
在中文裡，「號角」一詞不夠精確，令人想起所有

1760 到 1840 年代工業革命期間，樂器製作的發展

各式各樣的號角；而臺灣仍然習慣性地稱之為「法

也 進 入 新 的 一 頁；1818 年 德 國 人 Heinrich Stölzel

國號」，大陸地區則多半用「圓號」來稱呼這樣樂

和 Friedrich Blühmel 率 先 發 明 出 加 裝 轉 筏（Rotary

器，主要是指出其吹管盤成圓形，有別於小號、大

Valves）的樂器，用來取代自然號在演奏時需要換

號或長號；為了避面名詞混淆。以下內文統一使用

調音管的不便；另外一方面 1839 年法國人 François

「圓號」代替慣用的「法國號」以避免與前述的「法

Périnet 將活塞系統（Piston Valves）加入自然號上；

國號」、「維也納號」以及「德國號」混淆。

自上述兩種不同系統的改良，從此自然號完全變成
另一種樂器，第一次能夠完整演奏半音階，並且在

無論是上列兩種的哪一種，他們的基礎發音原理都

調性轉換上也更加的靈活。到了現今大部分的樂手

源自於其前身－「自然號」。「自然號」主要是由

都是使用轉筏式的圓號，而使用活塞系統的樂器就

金屬管與吹嘴所構成，以嘴唇充當簧片，吹入空氣

剩下「維也納號」，而且嚴格講起來「維也納號」

震動金屬管而產生聲音，吹奏出泛音列裡的各個分

已經改良成  幫浦式」
（Pumpenvalve）的雙活塞系統。

音。自然號的演奏技巧大致上有：
在樂器的設計上現今的圓號大都做成兩種調性組合
而成的樂器；其一是降Ｂ調，管長約 280 公分，另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外一個是 F 調，長度約 370 公分；為的是追求更寬

目前除了維也納地區的交響樂團之外，沒有其他樂

厚的音色與較大的響度，現代圓號的管徑比較粗，

團在使用「維也納號」。

能夠演奏較大的音量和比較接近銅管家族樂器的金
屬聲響；「維也納號」的管徑較細，吹奏起來聲音

樂器解說 / 陳樹熙、陳信仲 撰文

較為圓潤、溫暖和柔和，而且音色較接近自然號；

自然號（Natural Horn）

法國號（French 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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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奧博．莫札特：降 E 大調雙古圓號協奏曲（1752）
Leopold Mozart: Concerto for 2 Horns & String Orchestra in E-flat Major (1752)

Leopold Mozart, Pietro Antonio Lorenzoni 繪於 1765 年

「父因子而貴」史上常有，但我們若只是單純把

團裡唱歌，進入耶穌會的中學學習邏輯、科學與神

雷 奧 博． 莫 札 特（Johann Georg Leopold Mozart,

學，畢業後進入 St. Salvator Lyceum 繼續深造。在

1719.11.14 - 1787.5.28）當作是他兒子的註腳，那麼

這段期間，雷奧博演戲、唱歌，還會拉小提琴、彈

我們真的就太小看他了。再者，就算您可能不見得

奏管風琴。雖然雙親希望他成為神職人員，但是雷

同意上述這觀點，話說若是沒有他優秀的 DNA 與

奧博在進入 St. Salvator Lyceum 就讀不到一年就離

個人音樂造詣，再加上他的大力栽培，史上獨一無

校，1737 年 11 月進入薩爾茲堡的 Benedictine 大學

二的「沃夫岡．阿瑪迪斯．莫札特」，很有可能是

攻讀哲學與司法，1738 年獲得哲學學士學位，但是

不會出現的。

次年 9 月卻因為缺課嚴重被大學退學。1740 年起，
雷奧博開始他的職業音樂生涯，擔任主教座堂議員

雷奧博．莫札特出生於奧格斯堡（Augsburg），父

（Canon）的侍僕與音樂家，並出版他的第一個作品。

親 Johann Georg Mozart（1679 - 1736）從事書本裝
訂工作，母親 Anna Maria Sulzer（1696 - 1766）是

1747 年他娶了落魄貧困的音樂家 Wolfgang Nicolaus

Johann Georg 的第二任妻子。雷奧博自幼便在聖詠

Pertl（1667 - 1724）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的

女

兒 Anna Maria Pertl

（1720.12.25 - 1778.7.3）為妻，Anna Maria 身體不

第一樂章：快板，4/4 拍，降 E 大調，先是由弦樂

太好經常生病，他們一共生了七個孩子，只有排

團奏出三句旋律串接構成的主要主題，圓號奏出第

行 第 四 的 Maria Anna Walburga Ignatia（1751.7.30 -

一句旋律的改寫版（請注意聽聽顫音及上下反覆大

1829.10.29） 以 及 排 行 第 七 的 Johann Chrysostomus

跳這些高難度的展技片段），結束第一次的獨奏段

Wolfgang Amadeus（1756.1.27 - 1791.12.5） 活 過 襁

落後，弦樂團接入原先旋律中的第二個（響亮的總

褓期長大成人。在雷奧博的事業方面，他在 1747 年

奏）的前 9 小節，不過整個移到屬調上，然後進入

進入薩爾茲堡大主教 Leopold Anton von Firmian 伯

第二個獨奏片段，回顧並延伸演繹主要主題的開頭，

爵的宅府中服務，擔任第四小提琴，負責作曲，並

弦樂團接著作間奏，主要主題又再度進入並延伸多

且教聖詠團的孩子們小提琴及鋼琴。

了幾小節，最後則是再次奏出後兩句旋律，將樂章
帶入終止。在此之所以寫了比較多的曲式分析，乃

1758 年雷奧博升任第二小提琴，1763 年升任副樂隊

是因為這並非大家所熟悉的古典協奏曲奏鳴曲式所

長，但是到此就升不上去了，就其音樂成就而言，

作成，主題也傾向只是幾個句子所構成而非完整的

剩下的光環與故事都落在沃夫岡頭上。今日大多數

主題，若是聆賞時，期望主奏與樂團的精彩競奏，

的人們仍記得他那些獨樹一格、結合著民俗樂器或

您恐將失望，必須從二者相互合作的觀點切入，才

生活情境、色彩歡樂的樂曲（《音樂雪橇遊》Die

能欣賞這紅花白花相襯之美。

Musikalische Schlittenfahrt, 1755 年 出 版 - 手 搖 鈴、
雪橇聲響；《狩獵交響曲》Jagdsinfonie, 1756 出版 -

第二樂章：中板，4/4 拍，C 小調，雖然這是 C 小

獵號、獵槍槍響聲），再來就是他在沃夫岡出生的

調的曲子，不過因為降 E 大調自然號的泛音列中沒

那一年寫的小提琴教本「小提琴演奏基礎原則教學」

有 C 小調的導音，所以只好樂團奏 C 小調的段落，

（Versuch einer gründlichen Violinschule）； 此 外，

圓號出現便回到降 E 大調，樂團的間奏又再回到 C

拜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 1932.2.18）改編彼

小調，圓號出現又再回到降 E 大調，結尾與開頭相

得． 謝 弗 爵 士（Sir Peter Levin Shaffer, 1926.5.15 -

同，首尾呼應以結束這樂章。由於樂器先天的限制，

2016.6.6）舞台劇《上帝的寵兒》而拍攝的電影 - 《阿

作曲家只好繞個彎來解決，其結果是樂團始終略微

瑪迪斯》（Amadeus, 1984）之賜，在大眾文化裡，

嚴峻且悲憤，獨奏則明亮柔和、纏綿吟詠，二者相

雷奧博成了控制慾強烈的嚴父，沃夫岡狂笑聲裡的

互對話但是沒有協調出結論。

陰影；不過這些都不符合本曲的內外在本質，創作
於 1752 年的《降 E 大調雙古圓號協奏曲》是雷奧

第三樂章：快板，6/8 拍，降 E 大調，如曲題所示

博 33 歲時候的作品，是一首三樂章的半巴洛克、半

這是一首熱鬧的打獵獵號曲，不過您會發現樂團的

古典風格的協奏曲，由弦樂五部及大鍵琴（數字低

長度與份量有點多，並非一路由主奏領軍奔馳到底；

音）協奏，兩支古圓號（自然號）獨奏兼合奏，也

古典樂派的語彙與巴洛克時代的底蘊在這協奏曲中

就是因為同時擔任合奏，所以聽來比較像具有較多

得到饒富趣味的結合。

圓號主奏段落的合奏曲，不過因為同一主題會有演
奏兩次，先是弦樂團主奏的版本，然後是雙古圓號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主奏的版本，再加上雙古圓號主奏的聲部在難度上
也超過弦樂團，所以仍可聽出協奏曲的性格與基本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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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瑪尼諾夫：《死之島》，作品 29
Sergei Rachmaninoff: Isle of the Dead, Op.29

身 高 198 公 分 的 拉 赫 瑪 尼 諾 夫（Sergei Vasilievich

在 希 臘 神 話 裡， 人 死 後 會 到 冥 河 － 斯 堤 克 斯 河

Rachmaninoff, 1873.4.1 [3.20] - 1943.3.28），手掌可以

（River Styx， 仇 恨 之 河 ） 或 阿 刻 戎 河（Acheron

跨十三度琴鍵（一般人能跨十度就已經很不錯了），

River，愁苦之河）河邊， 船伕卡戎（Charon）會收

是個不折不扣巨靈般的神奇人物。每當有人問他究

取亡者給的一枚錢幣，然後將亡者載上船送往冥府

竟他說的是真還是假的時候，他會以低沉的嗓音回

（所以古希臘有在亡者口中含一枚錢幣入殮的傳統

答說：「我不會撒謊，但我也不會死。」雖然常有

習俗）。這幅畫描繪著暗黑水面上一個荒涼的小小

人說：「世上除了死亡與繳稅之外，沒其他什麼事

岩石孤島，上面栽種著高聳茂密的松樹，一艘船正

情是確定不變的。」（富蘭克林語），但是我常在

接近水門與堤防，船伕在船尾划著槳，船頭載著一

想應該很少人會用這黑色幽默來回答旁人，也沒有

個白色裝飾著花綵的物體，多半人認為它是棺材，

幾個作曲家會把「末日經」曲調的開頭當作靈感的

島上的建築以及岩石上的窗口都令人想起墓窟；這

來源，三不五時地在樂曲裡引用它，甚至還俗氣地

一切構築起神祕陰沉的死亡意象，並且將崇高（Das

醜化它（《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的結尾），更沒

Erhabene）的大自然與人類的存在做了強烈的對比，

有誰會看到一幅關於死亡的畫作之後，根據它寫作

也帶出藝術天才不朽的理念。

了一首長篇管弦樂曲；沒錯！這就是今晚演出的《死
之島》。

拉赫瑪尼諾夫雖出身軍人世家，但是他的祖父同時
也是名望頗高的業餘音樂家，拉赫瑪尼諾夫自幼便
顯露出極佳的音樂天分，但是父母親離異，二姐在
他九歲的時候因白喉病去世，大姐在他十二歲的時
候逝世，或許就是這段家庭破碎、生離死別的兒時
經歷，使他對於死亡有著某種著迷與不解。
《死之島》的畫家波克林（Arnold Böcklin, 1827.10.16
- 1901.1.16）出生於瑞士巴塞爾，及長進入杜塞朵夫
學院就讀，畢業之後前往巴黎與羅馬遊學，他的畫風
受到浪漫主義的影響，被歸類於象徵派，題材多半與
希臘神話有關，但是會運用隱喻手法，藉之傳達極度
個人化、私人性、奇特、朦朧的神祕感受，在那時代
幾乎柏林家家戶戶都會掛的《死之島》，就是他這
方面最著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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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畫像，Arnold Böcklin 繪於 1872 年

波克林一共畫過五幅《死之島》，第一幅是 1880

的神來之筆。作曲者曾經在一封寫給史托考夫斯基

年為他的贊助者 Alexander Günther 所畫的，但是完

（Leopold Stokowski,1882.4.18 - 1977.9.13） 的 信 中

成後卻被他留在身邊，一般通稱為「巴塞爾版本」

提到：「這一段應與作品中的其他部份形成強烈的

（100.5 x 141.5 cm）（現存於巴塞爾藝術博物館，

對比（快速、更加緊張、更富於情感），因為這個

1920 年 Gottfried Keller 基 金 會 捐 贈 ）； 第 二 幅 是

段落並不屬於那幅畫，實際上它是那幅畫的一個補

該年 4 月，當前幅畫還在創作時被銀行大亨的遺孀

充－這使得那種對比顯得更加必要。在此之前是死

Marie Berna 看到，她立刻愛上這幅「夢中景象」，

亡，在此之後是生命。」音樂又再次被暗影所籠罩，

因此波克林幫她另外畫了一幅尺寸較小的的同樣題

無止盡的划槳聲依舊。

材畫作（73.7 x 121.9 cm）（1926 年 Reisinger 基金
會捐贈），一般通稱為「紐約版本」；1883 年波克

作曲家本人在 1929 年帶領費城管弦樂團在費城音

林畫了第三個版本（80 x 150 cm），現收藏於柏林

樂廳灌錄過本曲，日後放在 RCA Victor 的廠牌下銷

國家博物館老畫廊裡（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售，是值得愛樂者一聽的版本。波克林在畫完這五

Alte Nationalgalerie），這幅畫曾經被希特勒收藏過；

幅《死之島》之後，在 1888 年畫了一幅《生之島》

次年波克林又畫了第四個版本，這幅畫後來被銀行

（Isle of Life），這幅畫的知名度就遠遜於《死之

家 Heinrich Thyssen （1875 - 1947）所收藏， 在二

島》，往往只被當作是《死之島》系列的註腳；然

次大戰中毀於戰火，今日只留有黑白照片；1886 年

而在拉赫瑪尼諾夫的曲子裡，他並未始終停留在死

波 克 林 接 受 萊 比 錫 美 術 館（Museum der bildenden

亡陰暗的世界裡，中間情緒氛圍轉趨柔和的段落在

Künste, Leipzig） 邀 請 又 畫 了 第 五 個 版 本（80.7 x

時空中巧妙地將二者合一（雖然靈感並非特定地來

150 cm），現存於該館。

自《生之島》），雖世人皆不免有朝踏上冥冥的死
亡歸途，眷戀生之歡樂，疑懼死之愁苦是人之常情，

拉赫瑪尼諾夫是在 1907 年在巴黎看到波克林的畫深

或許本曲並不是要描述死後的世界，而是在於表達

為感動，在 1909 年完成了這首交響音畫作品。樂曲

對於逝者無限的追思懷念；我也經常在想，究竟他

以船槳不規則地劃過水面的律動開始，音樂的色彩

們又到哪兒去了？什麼又是生？什麼又是死？且讓

幽暗，進行了好一陣子始終沒有什麼方向，只是情

我們一起沉浸在這樂聲中，尋找這無解祕密的暫時

緒愈來愈焦急迫切，片段旋律吊人胃口般地若隱若

解答吧！

現，最後死之島完整地浮現在眼前，音樂的進行變
得有力且方向明確，我們聽見《末日經》的旋律，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之後音樂轉為平靜，隨後變得越發熱情愉悅，但是
《末日經》的旋律聲終究壓倒這生之歡樂，音樂被
狂亂情緒宣洩帶到最高潮，在 C 音的長音上（先是
第一、二小提琴，後來轉到中提琴）突然被凝聚凍
結，音樂突然失去所有活力，只剩下《末日經》的
前四個音陰影般地餘波蕩漾，在獨奏小提琴一陣陰
森地抖動後，速度加快（piu mosso），雙簧管吹出
一段悠長熱情的降 E 大調旋律，隨後豎笛和弦樂加
入，使音樂的厚度增加許多，這個段落是史上少見
41

死之島第一版（1880）
現今收藏於巴賽爾美術館

死之島第二版（1880）
現今收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死之島第三版（1883）
現今收藏於柏林國家博物館老畫廊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死之島第四版（1884）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損毀於柏林

死之島第五版（1886）
現今收藏於萊比錫美術館

生之島（1888）
現今收藏於巴賽爾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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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史特勞斯：死與昇華，作品 24
Richard Strauss: Tod und Verklärung, Op.24

李斯特在創製他那由文學出發，將之與音樂結合為

導動機」，將之開展成長大的旋律線條，因而增添

一的「交響詩」曲式時，碰到不少音樂形式與文學

了音樂的豐富度與趣味性，使得他的交響詩得以勝

作品內容不能吻合的基本難題。這是因為本質上音

出，超越了李斯特的格局與此一樂種先天的障礙。

樂是抽象的，傳統的樂曲進行受制於所使用素材的
特性，循著動機發展及曲式段落就材料連接、線條

理查．史特勞斯在 1888 年起草這首交響詩，1889

起伏、高潮排配等要素來構思。然而這種音樂根本

年完稿，1890 年 6 月 21 日由作曲者親自指揮於德

無法敘述任何具體的事物，只能用來暗示情緒與其

國艾森納赫市（Eisenach）首演。在出版時題獻給好

起伏。李斯特想到的解決方法其實也不算新，舒伯

友菲德烈．羅希（Friedrich Rösch），並且在樂譜上

特在《流浪者幻想曲》、白遼土在《幻想交響曲》

由好友李特（Alexander Ritter, 1833.6.7 - 1896.4.12）

中都已經用過了，那就是「主題變形手法」。

執筆，依史特勞斯的原本創作大綱演繹成一首詩，
以敘述交響詩的內容：

簡單來說，所謂「主題變形手法」就是更動一個旋
律的節奏與音程等要素，讓主題旋律能變成多種不
同的形態，將之放在不同的音樂環境中，以便敘述
該交響詩內，各主題旋律所代表之中心意念在不同
環境中的情緒或相互之間的關聯。例如在交響詩《塔
索》（Tasso）裡，代表塔索的主題旋律應劇情的需
要，一會兒愁眉不展（改成小調），一會兒則穿梭
在舞會裡（配合舞曲節奏）。其實在今日的電影配
樂中，常將電影主題曲改頭換面以配合劇情，所用
到的作曲技術就是較簡單的「主題變形手法」。 這
手法固然增加了音樂敘述具體事物的能力，但是處
理不善時，便會因為音樂材料之進展被故事牽著跑，
以致於無法顧及本身之邏輯性與連貫性而弄得支離
破碎。所幸的是下一代的理查．史特勞斯採用了李
斯特的基本理念，但是在作曲手法上卻來得多變且
多樣化，有時以短小的「主導動機」出現在各聲部、
各段落，因而得以將該動機所象徵的意念融入多層
次的複音架構中（李斯特多半是將之改寫成另一個
主旋律或變成伴奏音型，而不是將之化為核心要素
進行多聲部的開展），另一個方式是略微鬆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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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Sascha Ritter ( 1833.6.7 - 1896.4.12)

在簡陋貧窮的小房間裡，

「將障礙化為階梯！」

蠟燭尾發出陰暗的光芒，

「永遠朝向更高而去！」

病者躺在小床上。

他又再奮力，再攀爬，

他剛與死神

不放棄這股神聖的衝動。

狂亂絕望地掙扎過。

以往所尋求的一切

現在他精疲力盡地沉睡著，

心靈最深渴望追求的一切，

牆上的時鐘輕輕的滴答聲

他試著在死未降臨前尋找到，

是屋中唯一能聽到的聲音，

尋找著

恐怖的寂靜

無論他已更清楚地掌握到它，

預示著死神將至。

無論它已逐漸在他心中成長，

在病者蒼白的臉龐上

他仍不能窮盡它，

一抹愁苦的微笑玩耍著。

仍無法在靈魂中完成它。

是在他生命的極限處

此時死神的鐵槌

夢見了孩提的黃金時光嗎？

又敲下最後威脅的一擊。

啊！但是永遠找不到。

將紅塵的肉體一分為二，
但是死神並不允許

以死亡之夜遮蓋住雙眼。

它的犧牲者享有睡眠與夢境過久。
殘忍地將他搖醒，

但是上方天際向他

重新繼續開始戰鬥。

傳來強而有力的聲音，

求生之慾與死神的威力！

他所渴求的在此已找到：

多麼恐怖可怕的搏鬥！

世界之救贖，世界之昇華！

無人贏得勝利，
又再度歸於沉寂！

這首交響詩是用幾個主要的動機譜成，各自代表某

因爭鬥的疲倦再度沉回，

種抽象之意念，在樂曲進行中依詩中情節展開，最

無眠的，一如發燒時的錯亂，

後以昇華淨化的場面結尾。此外值得一提的兩段小

現在病者看到他的一生，

插曲一當理查．史特勞斯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德國戰

一點一滴，一景又一景的。

敗時家徒四壁，打算寫幾首歌看看能不能賺點錢以

在他腦海中於眼前移過。
先是晨曦的孩提時代，
天真無邪地發出光芒！

維持生活。這組著名的《四首最後的歌曲》，在《夕
照》（Im Abendrot，艾辛朵夫詞）中在樂曲描寫死

接著是年輕人較大膽的遊戲

亡時，引用了此一交響詩中淨化昇華的主題，但已

鍛鍊力量、試驗他

不復往日年輕之激動昂揚，只留下平靜的惆悵；死

直到他成熟能加入男人的戰鬥，
生命中最高最好的一切
現在以白熱的歡樂燃燒著。

亡雖令人摸不清虛實，但對此垂垂老矣滿懷傷春悼
古之情的大師而言，死亡僅是最終的睡眠而已；另

他所看來已昇華的那一切，

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理查．史特勞斯彌留迴光返照

擬將之塑成更加昇華的形態，

時，突然睜開雙眼對他的兒媳說：「死亡與我在《死

這股崇高向上的衝動，
單獨地帶領他走過一生。
世界冰冷嘲諷的
在他向上之途中設下一道又一道的障礙。

與昇華》中所描繪得一模一樣」；他的這段話賦予
了此曲一層更深的私人及宇宙性意義，為這首扣人
心弦的交響詩留下動人的註腳。

他自己相信他的目標已近；
一聲如雷鳴般的「停止」迎向他。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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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o Divertimento

瓦格獻禮

低音的嬉戲

5

sun 14:30

屏東演藝廳音樂廳

Pingtung Performing Arts Center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瓦格獻禮

Sanderling & TSO, Beethoven No.9

演出曲目 Program

拉威爾：《庫普蘭之墓》，管弦樂組曲
Maurice Ravel: Le Tombeau de Couperin, Suite for Orchestra
I. 前奏曲 Prélude
II. 佛洛倫舞曲 Forlane
III. 小步舞曲 Menuet
IV. 里高東舞曲 Rigaudon

保羅．藍席爾：依庫普蘭主題而作的協奏風嬉遊曲
Paul Ramsier: Divertimento Concertante on a Theme of
Couperin
主題 Theme –
I. 船歌 Barcarolle
II. 進行曲 March
III. 輓歌 Dirge
IV. 宣敘調 Recitative
V. 電影風圓舞曲 Valse Cinematique
VI. 巴洛克風展技曲（帕薩卡雅舞曲）Toccata Barocca (Passacaglia)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莫札特：D 大調第六號小夜曲，KV.239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Serenade No.6 in D Major,
KV.239, “ Serenata Notturna”
第一樂章：進行曲（莊嚴的）
Mov. I: Marcia (maestoso)
第二樂章：小步舞曲
Mov. II: Minuetto
第三樂章：迴旋曲 – 小快板
Mov. III: Rondo–Allegretto

莫札特：C 大調第三十四號交響曲，KV.338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Symphony No.34 in C Major,
KV.338
第一樂章：活潑的快板
Mov. I: Allegro vivace
第二樂章：甚快的行板
Mov. II: Andante di molto
第三樂章：終曲－活潑的快板
Mov. III: Finale – Allegro vivace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低音提琴│卓涵涵
Han-Han Cho, Double Bass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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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張唱片（Poetic Schumann at 39） 中，卡爾與卓涵涵二重奏的抒情演繹遠遠越過舒曼所做的鋼琴原作，卓涵涵的自
然詮釋，音樂性渾然天成，她成熟的音樂敏銳度不僅與其師並駕齊驅，甚至開創出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傳奇。」
–2010 國際低音提琴雜誌

“...both Karr and Han-Han Cho interpret the lyricism to levels probably not conceivable by Schumann in
its original setting for piano. Han-Han Cho’s effortless execution along with an innately mature musical
sensibility allows her to keep pace with a legend, and maybe even start one of her own.”
– Bass World, 2010

低音提琴 Double Bass

卓涵涵

Han-Han Ch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低音提琴首席卓涵涵九歲起開始學習低音提琴，美國 UCSD 現代音樂演奏博士。2001 年
日本泉之森低音提琴國際比賽第三名得主。2004 年出版《現代音樂晚安故事集》演奏保羅．藍席爾作品獲
作曲家專文報導。曾擔任國際低音提琴協會比賽主席。攻讀博士期間獲得教育部留學獎學金殊榮，臺灣表
演藝術雜誌、Muzik 雜誌、英國雜誌 Double Bassist、國際雜誌 Bass World 曾專文介紹。目前使用之獨奏樂
器為國際低音提琴協會於 2004 年所贈。曾於北京低音提琴音樂節與美國舊金山國際低音提琴協會年會舉行
獨奏會，在美國 La Jolla 音樂節、加拿大 Victoria 音樂節等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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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提琴 Second Violin

陳昭佺

Chau-Chuan Chen
自幼由趙永男老師啟蒙學習小提琴，先後畢業於臺
中光復國小，雙十國中音樂班，國立藝專（今臺藝
大）音樂科，前後師事陳秋盛、簡名彥及謝中平老
師。1986 年入國防部示範樂隊服役，兩年後退役
並赴德深造。同年考入德國德特蒙（Detmold）音
樂院，師事 Lukas David。1993 年以優異成績通過
畢業考，並取得藝術家文憑。隔年考進臺北市立交
響樂團，兩年後升任第二小提琴聲部首席至今。除
樂團及教育工作之外，也曾任《CD 購買指南》、
《Muzik 音樂雜誌》主筆，兩廳院評議委員。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第一小提琴 Frist Violin

黃芷唯

Chih-Wei Huang
曾師事薛孝明、徐順騰、謝中平、林暉鈞，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在校期間曾獲臺
灣省音樂比賽成人小提琴組優等第一名。於國立高等巴黎音樂院（Conservatoire Superieur de Paris - CNR）
交流期間，獲國立巴黎音樂院小提琴高級演奏班第一獎及巴黎師範音樂院室內樂高級演奏文憑，並榮獲法
國國際比賽 UFAM 室內樂組第一獎。2002 年與巴黎市 20 區音樂院樂團協奏並受邀至 Woippy 城市演出，
並榮獲法國國際比賽 Leopold Bellan 小提琴第一獎。畢業於國立巴黎音樂院最高級獨奏家班，曾師事 Jean
Lenert, Bertrand Cervera, Miroslav Roussine, Devy Erlih。
2002 至 2006 年組成德法弦樂四重奏定期全省巡迴，2006 年於小巨蛋與陳鋼合作梁祝之化蝶， 2008 年 4 月
於國家演奏廳舉辦個人獨奏會。

中提琴

Viola

何君恆

Chen-Hung Ho
畢業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現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音樂科、巴黎師範音樂學院、國立高等巴黎音樂學
院高級室內樂文憑及高級演奏家文憑，主修中提
琴。1989 年獲得法國 U. F. A. M. 中提琴比賽首獎，
1992 年獲得全額獎學金至維雷克羅茲，由瑞士日內
瓦四重奏大賽首獎 Ysaye 弦樂四重奏指導室內樂並
參加瓦爾嘎音樂節，自 1994 年加入法國著名的現代
音樂樂團 2E2M 後，就經常在歐洲各地的國際現代
音樂節中演出，如葡萄牙、賽浦路斯、羅馬尼亞及
巴黎國家廣播電臺的國際現代音樂節。2013 年與臺
北市立交響樂團首席指揮吉博．瓦格合作演出韋伯
的《行板與匈牙利輪旋曲》、2017 年與春之聲交響
樂團合作演出胡麥爾的《幻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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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威爾：《庫普蘭之墓》，管弦樂組曲
Maurice Ravel: Tombeau de Couperin, Suite for Orchestra

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生於 1875 年 3 月 7 日於西波爾
（Ciboure, Basses Pyrenees），1937 年 12 月 18 日
因多發性失行症（Multiple Apraxia）及腦萎縮逝世
於巴黎。自幼秉賦相當高的音樂天份，7 歲時便開
始跟 Henri Ghys 學習鋼琴，12 歲開始學習和聲學。
1889 年考入國立巴黎音樂院主修作曲及鋼琴，他的
在校成績可說是乏善可陳，但是在藝文圈中卻非常
活躍。因結識狄亞吉列夫、史特拉溫斯基等人，而
開始從事芭蕾舞劇的創作，《鵝媽媽組曲》（1908
- 10，編曲 1911）以及《戴芙妮和克羅伊》（1909 12）創作於此時。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成千上萬百姓從軍，在壕溝
戰中紛紛為國捐軀，深深地震撼了當時所有的歐洲
人。在保衛祖國的愛國情操激勵下，拉威爾決心加
入空軍捍衛法國的領空，但是卻因身材瘦小，體檢
不合格（過輕），只好進入部隊擔任醫護助理，

François Couperin，繪者不詳。
現今收藏於凡爾賽宮。

1914 年 10 月，在加入軍隊的第一個月，他寫信給
他 昔 日 的 學 生 Alexis Roland-Manuel（1891.3.22 -

1668.11.10 - 1733.9.11）， 他 是 法 國 古 典 主 義 的 代

1966.11.1）說他想要寫一個法國組曲，曲中不會有

表性人物，1693 年他成為「太陽王」路易十四世的

《馬賽曲》的旋律，並且已經想好了其中的兩首樂

皇家教堂管風琴師，1717 年成為皇家管風琴家與作

曲－《佛洛倫舞曲》與《基格舞曲》（後來完成的

曲家，直至他去世為止。庫普蘭作有許多大鍵琴組

組曲裡並沒有《基格舞曲》），次年 3 月他被編入

曲，在內容與寫作手法上都有獨到之處，備受一些

第十三砲兵團擔任卡車駕駛兵，暫時將音樂放在一

作曲家推崇；此外，只要當人們提到「法蘭西古典

旁。1917 年他高齡的母親過世，他也因為染患赤痢

時期盛世」或「太陽王」的時候，腦海中浮現的不

而除役，這雙重的打擊使得他回到音樂創作之中，

外乎是宮廷芭蕾舞劇、戲劇家－拉辛（Jean-Baptiste

在他母親鄉下住處的養病期間，拉威爾完成了本曲

Racine, 1639.12.22 - 1699.4.21） 的 悲 劇、 莫 里 哀

的創作。

（Jean-Baptiste Poquelin, Molière, 1622.1.15 受洗
- 1673.2.17）的喜劇，再來就是庫普蘭的大鍵琴樂

本曲的曲題可以分作兩部份來解題，前半所指的

曲，所以他所代表的不僅是作曲家而已，對法國人

法 國 巴 洛 克 作 曲 家 － 庫 普 蘭（François Couperin,

而言，他是法蘭西偉大時代的象徵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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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之墓」，指的並不是去拜訪先人的墓，而
是借用十七世紀流行的曲題，意指「紀念某人而作
的樂曲」，一方面紀念著庫普蘭（根據拉威爾本人
的說法比較是針對法國巴洛克時期雅緻的鍵盤組
曲，而非特定針對庫普蘭），另一方面以將各曲題
獻給在戰爭中陣亡的好友；雙重的紀念與追思正是
本曲的宗旨。

原本的鋼琴組曲共有六首樂曲，第一首「前奏曲」
題獻給夏洛特中尉（Jacques Charlot）- 他曾將四手
聯彈的《鵝媽媽》改成獨奏鋼琴曲；這是以十六分
音型上下反覆流動所構成的音樂，優雅脫俗。第
二首《賦格》，題獻給克魯皮（Jean Cruppi），早
先拉威爾曾將他的歌劇《西班牙時光》（L'heure

Marguerite Long (1874.11.13 - 1966.2.13)

espagnole）題獻給克魯皮的母親。本曲並非巴哈式
的賦格，而是以賦格的形式來開展旋律，音域整體

1919 年拉威爾將之編寫成管弦樂，不過只取用了原

上下的移動是其特色之一，它賦予了這首賦格迷人

鋼琴組曲中的 4 曲（略去《賦格》與《展技曲》，

輕盈的色彩。第三首《佛洛倫舞曲》，題獻給巴

並且將《小步舞曲》與《里高東舞曲》的前後順序

斯克畫家德魯中尉（Gabriel Deluc），《佛洛倫舞

對調），樂團編制相當精簡，只有 2 長笛（第二長

曲》源自於義大利威尼斯，是一種快速 6/8 拍子的

笛手兼短笛）、2 雙簧管（第二雙簧管手兼英國管）、

求偶舞曲，拉威爾則將之大幅的延展，以單一的節

2 豎笛、2 低音管、2 法國號、1 小號、1 豎琴，弦

奏型貫穿全曲，並間雜著大調的旋律作色彩對比。

樂 五 部， 比 起 他 1920 年 2 月 28 日 由 Rhené-Baton

第四曲《里高東舞曲》，是法國的社交舞，快速

（1879.9.5 - 1940.9.23）指揮 Pasdeloup 管弦樂團首

的兩拍子，曲趣鮮活熱鬧，本曲題獻給高登兄弟
（Pierre and Pascal Gaudin），兄弟二人在砲擊中相
繼喪命。第五曲《小步舞曲》，題獻給陣亡的 Jean
Dreyfus，拉威爾是因為 Roland-Manuel 而認識他的
媽 媽 Fernand Dreyfus 夫 人， 她 幾 乎 可 說 是 拉 威 爾
的後母，拉威爾寫給她許多信，談論著他參戰期間
的感受見聞，Jean 是 Dreyfus 夫人再婚之後所生的
小孩；這是一首曲趣高雅無比的舞曲。第六曲《展
技曲》以活躍的十六分音符貫穿全曲，它的被題獻
人是馬利亞維上尉（Joseph de Marliave），這位音
樂學家在 1914 年 8 月在前線陣亡；本曲在 1919 年
首演時，是由名鋼琴家 瑪格麗特．隆（Marguerite

演於巴黎。管弦樂編寫得極為精緻，在音色的揀選
與聲部的平衡上幾近完美，幾乎會讓人誤以為它原
本就是為管弦樂團而作。話說，日後也有一些作曲
家嘗試編寫拉威爾未編寫的那兩首曲子，甚至是全
部重編，但是皆不甚成功，原因別無其他，那兩首
曲子的確因其特性（一是三聲部線條化的《賦格》，
一是以鋼琴同音輪指彈奏為核心發展而成的《展技
曲》），二者皆不大適合編成管弦樂；說實在的，
拉威爾的鋼琴曲也不是每首都能編成管弦樂曲的，
之所以是「管弦樂配器大師」，也不就是因為識得
樂團的特性與極限，而得以成就其一世美名嗎？

Long, 1874.11.13 - 1966.2.13）演出，她正是馬利亞
維上尉的遺孀。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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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藍席爾：依庫普蘭主題而作的協奏風嬉遊曲
Paul Ramsier: Divertimento Concertante on a Theme of Couperin

另外兩首也是為了低音提琴獨奏而作的“Road to
Hamelin＂以及“Eusebius Revisited＂，終於使他成
為知名作曲家，而這三首樂曲自首演以來，也成為
最常被演奏的「低音提琴＋管弦樂團」類型曲目。

作曲家自言：「當我首次聽到蓋瑞．卡爾演奏的時
候，我心生一個念頭，想要寫作一首樂曲，在類似
協奏曲的載體上，探索獨奏低音提琴範圍裡，獨特
的抒情與展技特色。開頭的庫普蘭主題變成後續六
個對比樂章的基礎，其情緒皆由其曲題所指出。在
這時候，蓋瑞．卡爾跟我住在紐約同一鄰近街區，
所以我得以三不五時地把我的想法拿出來試試看。
樂曲構思順手拈來，因我們二人發現低音提琴音樂
新領域共同的激動而滋生原動力。所有的音樂都是
如此獲得創作動力，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某些段
落，例如：《宣敘調》以撥奏音色為其特色；在《電
影風的圓舞曲》裡，我運用懷舊的手法來展現這樂
保羅．藍席爾，1937 出生於美國肯塔基州路易維爾

器令人驚艷的高音域；《輓歌》則自始至終在寬廣

市，自幼學習鋼琴與作曲，大學就讀於路易維爾大

的音域中維持著深度張力。」

學音樂系，研究所則是在茱莉亞學院跟隨 Beveridge
Webster 學習鋼琴，在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隨多赫南

至於為什麼所謂的「知名古典作曲家」沒什麼寫作

尼（Ern Dohnányi, 1877.7.27 - 1960.2.9） 學 作 曲。

低音提琴協奏曲？這主要是因為在音樂史上除了少

畢業之後有一陣子在紐約市芭蕾舞團擔任鋼琴伴

數因某幾位傑出低音提琴獨奏家個人的努力，而產

奏，深受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 1904.1.22 [1.9]

生了一些協奏曲之外，以往多半將這樂器定位在低

- 1983.4.30）以及斯特拉溫斯基（Igor Fyodorovich

音線條的演奏上，而將旋律丟給高音樂器，畢竟若

Stravinsky, 1882.6.17 [6.5] - 1971.4.6） 的 影 響， 同

是樂團使用的音域高過於獨奏，其光彩往往會壓過

時 也 繼 續 跟 隨 海 耶 夫（Alexei Vasilievich Haieff,

獨奏，若是限縮樂團的表現，那麼「協奏」將淪為

1914.8.25 - 1994.3.1) 學作曲。

「伴奏」，失去「競奏」的張力，所以作曲家必須
繞過這層限制來創作，而低音提琴獨奏家也經常用

在創作了許許多多的歌劇、管弦樂、室內樂、合

「獨奏調弦」，將低音提琴的空弦定音調高二度，

唱 曲 之 後， 1965 年 他 所 創 作 的 本 曲， 以 及 隨 後

加強對琴橋施加的靜態壓力，使得音色變得較為輝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蓋瑞．卡爾與卓涵涵合影

煌明亮的方式來補強；此外低音提琴演奏技巧的多
樣化也是在二十世紀才有所突破，所以也留給當代
作曲家極大的空間來創作，而不必直接跟史上所謂
著名的協奏曲面對面一較高下，本曲便是這背景下
的知名成功範例。
本曲於 1965 年 6 月 20 日由小澤征爾指揮芝加哥交
響樂團，由蓋瑞．卡爾擔任獨奏，首演於拉維尼亞
藝術節（Ravinia Festival）。今晚擔任獨奏的北市交
低音提琴聲部首席卓涵涵，她的老師便是蓋瑞．卡
爾，卡爾稱卓涵涵為最喜愛的二重奏夥伴，多次與
卡爾演出二重奏，兩位音樂家在 1999 年曾與北市交
演出二重協奏曲，由她來詮釋這首樂曲的確是本曲
臺灣首演的最佳人選。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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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D 大調第六號小夜曲，KV.239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Serenade No.6 in D Major, KV.239, “Serenata Notturna”

若是望文生義，「小夜曲」（法文：Sérénade，德

小步舞曲，仍在 D 大調上，小步舞曲由全體演出，

文：Serenade 或 Ständchen， 義 大 利 文 Serenada 或

中段則交給主奏群；精神抖擻的迴旋曲第三樂章，

Serenata）在中文裡往往被解讀似乎是「小型的夜

以 2/4 拍小快板為主，運用 ABCA 曲式，將俏皮輕

曲」，要不就是從戲劇或文學的角度切入，被認知

快的 A 段以及氣氛莊嚴的 B 段慢板，然後接回新的

像是晚上在窗臺下唱給情人聽的「情歌」，但是

快板 C 段，才又再回到 A 段以熱烈的情緒結束全曲。

實際上因為同一名詞可能在歷代有不同的用法，
經常造成近代人的「假性溝通」與錯誤解讀。原
本 Serenata 在十六世紀末指的是一種在寧靜美麗夜
晚演出的聲樂曲，向所愛戴的人物或高層以音樂致
意問候，後來在十七世紀末則被引用到器樂演奏曲
上，在內容、形式與場合作用方面與「嬉遊曲」
（Divertimento）相近，都是為了特殊的場合聚會，
例如：婚宴、家族團圓聚會、節慶聚會、儀式典禮、
晚宴而作，做為吃飯或優游的背景演奏音樂，在樂
團的編制上也是因場合與地點所提供的條件而定，
並不是在「學院」（莫札特時代稱呼音樂會的名稱）
裡展現藝術功力的嚴肅曲目，曲趣比較輕鬆愉悅，
藝術企圖心也較不強烈，雖是功能性的應景音樂，
不過是因為出自莫札特的手筆，至今仍值得作為獨
立欣賞對象。
本曲 1776 年 1 月間創作於薩爾茲堡，是莫札特 10
歲時候的作品，樂團編制極為特殊，是由兩個群組
以類似「大協奏曲」的方式構成，主奏群由第一小
提琴首席、第二小提琴首席、第一部中提琴與低音
提琴所組成，協奏群則是由其餘的第一小提琴、第
二小提琴、第二部中提琴、大提琴以及定音鼓所組
成；弦樂團的編制卻加上定音鼓，這在音色的融合
度以及聲音規模上來看都是因地制宜而生。第一樂
章是 D 大調 2/4 拍的進行曲，這是個仕紳的進行曲，
而非軍隊進行曲；第二樂章是 3/4 拍的風格樸實的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Mozart 幼年時期，Felice Cignaroli 繪於 18 世紀。現今收藏於薩爾茨堡莫扎特音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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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C 大調第三十四號交響曲，KV.338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Symphony No.34 in C Major, KV.338

莫札特肖像畫，繪者不詳。現今收藏於維也納音樂協會金色大廳。

莫 札 特 在 1786 年 左 右 寫 信 回 答 英 國 男 高 音 凱 利

上面這番話其實頗堪玩味，一來所謂的「旋律作曲

（Michael Kelly, 1762.1.2.25 - 1826.10.9） 請 教 他 關

家」並不見得不會用到「對位法」，「對位法作曲家」

於是否該學習「對位法」時說：「旋律是音樂的精髓。

並不見得不會用到「旋律」；而是前者比較貼近利

我把一位好的『旋律作曲家』比做一匹好的賽馬，

用旋律寫作與動機發展來展開樂曲，後者則是延續

而把『對位法作曲家』比做租來的驛馬；所以要接

著巴洛克時代的做法以多線條交織以推動樂曲的進

受忠告，別去想其他的，要記住依據古老的義大利

行；前者仰賴創造旋律的天分，後者仰賴苦學以精

諺語：『知道最多的人，也是懂得最少的』。」

通對位法；前者需要創意以展現新意，後者需要技
術以展現做工；這點其實從莫札特精通即興變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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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寫作諸多變奏曲一事中，便可得到印證。因為那

茲堡的觀眾的音樂素養不是特別高，所以一首交響

時代的變奏主要是在改變旋律的樣貌，對位式寫作

曲有三個樂章就夠了。至於莫札特本人則對於本曲

是塑造賦格式樣貌所需的技巧之一，而不是作曲技

抱持著高度的信心，日後曾經又兩度在公開場合中

巧的全部。所以聆賞莫札特音樂的重點比較是放在

演出此曲，引起眾人的讚嘆，為他鋪起日後成功的

主旋律本身，然後間雜著欣賞在某些地方穿針引線

路途。

式的巧妙聲部進行，才能夠體會其紅花襯綠葉的完
美搭配。

本曲管弦樂團的編制不大，只有 2 支豎笛、2 支低
音管、2 支法國號、2 支小號、定音鼓以及弦樂五部。

如何在主音音樂中帶來豐富的聲部寫作變化，這始

第一樂章是壯麗的 4/4 拍 C 大調的奏鳴曲式快板音

終是十八世紀後半葉作曲家的一大挑戰，海頓在他

樂，架式十足，效果輝煌；第二樂章是 2/4 拍 F 大

一連串的弦樂四重奏中提出極為有趣且精闢的做

調的歌謠風樂曲，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樂章裡低音

法，莫札特則一直要到寫作「海頓弦樂四重奏」

線條只有一部，以兩支低音管加上大提琴與低音提

（1782 - 85）之後才到達這境界，故本曲仍屬他轉

琴演奏，基本上可算是弦樂團的樂曲。中提琴則分

折期的作品，也就是說，重點落在「旋律」並搭配

做兩部，使得中間音域的聲部豐富度增加許多，成

上俐落簡潔的聲部寫作，以震攝人心的樂團齊奏及

為五個聲部的基本樣態，充分地發揮中提琴可與小

高反差的力度對比，帶來聆賞時的衝擊興奮感；這

提琴齊鳴也可與大提琴、低音提琴共舞黏合性的中

是一個為演奏會而創作的音樂，享受它而非思考它。

介特色。第三樂章是 C 大調 6/8 拍的快速塔朗泰拉
舞曲（Tarantella），雖是奏鳴曲式不過發展部短小，

1777 年，莫札特 21 歲時候的奧格斯堡（Augsburg）、

洋溢著喜劇歡樂的氣氛，且聽莫札特如何在再現部

曼海姆（Mannheim）、巴黎、慕尼黑求職之旅，以

的結尾處加上充滿驚喜的新結尾引領觀眾走向心緒

母親病逝於巴黎與失戀的慘澹結尾收場，1779 年 1

昂揚的歡暢最高峰。

月 15 日莫札特被迫低頭重新回到薩爾茲堡，繼續待
在薩爾茲堡大主教手下任職。首演於 1780 年 9 月 2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日（或 3，4 日）的本曲，就是這「為五斗米而折腰」
期間的創作，也是這時期的最後一首交響曲。1781
年在與薩爾茲堡大主教大吵之後被解雇，莫札特永
久離開了那小小的山城，傾全力轉往維也納發展，
徹底脫離了「神童莫札特」的階段，躍身成為我們
今日所熟知的「史上獨一無二」的偉大作曲家。

在遊遍諸國之後，各方面閱歷大幅成長的莫札特，
極不喜歡薩爾茲堡的一切，「不願意和大多數他不
喜歡的人交往」、「觀眾就像是由桌子椅子組成的
一樣」（1781 年 5 月 26 日致父親的信），但是無
可奈何地他又得在城裡討生活。這首交響曲只有三
個樂章而非四個樂章的原因，據推測就是因為薩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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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dn & Elgar

名家精選

海頓與艾爾加

5

sun 14:30

國家音樂廳
National Concert Hall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演出曲目 Program

莫札特：《依多美尼歐》芭蕾音樂，KV.367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Idomeneo”, Ballet Music,
KV.367
I. 夏康舞曲 Chaconne
II. Le Grand 先生的獨舞 Pas seulde Mr. Le Grand
III. Redwen 小 姐 的 帕 瑟 皮 耶 舞 曲，Redwen 小 姐 的 獨 舞
Passapied pour Madsell. Redwen, Pas seul de Madsell.
Redwen
IV. 嘉禾舞曲 Gavotte
V. 帕薩卡雅舞曲 Passacaille

海頓：《貝芮妮絲》-「你意欲何為 ?」
Joseph Haydn: “Scena di Berenice”-Berenice, che fai?,
Hob.XXIVa:10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艾爾加：降 E 大調第二號交響曲，作品 63
Edward Elgar: Symphony No.2 in E-flat Major, Op.63
第一樂章：活潑而莊嚴高貴的快板
Mov. I: Allegro vivace e nobilmente
第二樂章：甚廣板
Mov. II: Larghetto
第三樂章：迴旋曲
Mov. III: Rondo
第四樂章：中板且莊嚴的
Mov. IV: Moderato e maestoso

指揮│保羅．麥克里希
Paul McCreesh, Conductor

次女高音│雷娜塔．波庫比奇  
Renata Pokupić, Mezzo Sopran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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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 Conductor

保羅．麥克里希
Paul McCreesh

保羅．麥克里希為加布里耶利合奏團的創辦人與藝術總監，自 1982 年創立以來，麥克里希帶領合奏團一起
到世界各地巡演並錄製多張得獎專輯。麥克里希也擔任許多遍及全球的一流管弦樂團及合唱團的客席指揮，
他合作過的有最近期的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柏林音樂廳、卑爾根愛樂樂團、東京都交響樂團、香港
愛樂樂團、雪梨交響樂團、韋爾比耶音樂節以及英國北方交響暨管弦樂團。另外他也定期並時常與聖保羅
和巴賽爾室內管弦樂團合作演出。
2013 至 2016 年，麥克里希擔任里斯本古本加管弦樂團的首席指揮及藝術指導，指揮過的樂曲包含從古典時
期到十九、二十世紀，類型廣泛，同時也與著名的古本加合唱團密切合作。在 2016/17 樂季，麥克里希二度
指揮交響樂團，包含艾爾加的《傑若提斯之夢》與獨奏家葛替耶爾．卡普頌演出薩替、卡米爾．聖桑與貝
多芬的曲目，麥克里希為音樂創作注入的熱情與活力是廣為人知的，他也非常熱情地與年輕的音樂家們合
作，拓展古典音樂之路。
Paul McCreesh is the found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Gabrieli Consort & Players which he established in 1982
and with whom he has toured world-wide and made many award-winning recordings. McCreesh has guest conducted
many of the major orchestras and choirs across the globe,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the Leipzig Gewandhaus,
Bergen Philharmonic, Royal Northern Sinfonia, Tokyo Metropolitan Symphony, Hong Kong Philharmonic, Sydney
Symphony, and Berlin Konzerthausorchester, whom he returns to this season to conduct Berlioz Grande Messe des
Morts. McCreesh also enjoys regular and ongoing collaborations with Saint Paul and Basel Chamber Orchestras.
From 2013-2016 he was Principal Conductor and Artistic Adviser of the Gulbenkian Orchestra (Lisbon) with whom
he conducted a wide range of music from the classical period through to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world-renowned Gulbenkian Choir. In 2016/17, McCreesh returns to the orchestra twice
to conduct Elgar The Dream of Gerontius and a programme of Satie, Saint-Saëns and Beethoven featuring Gautier
Capuçon.McCreesh is well-known for the energy and passion that he brings to his music-making, and is especially
enthusiastic about working with young musicians and broadening access to classical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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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女高音 Mezzo Soprano

雷娜塔．波庫比奇
Renata Pokupić

克羅埃西亞的次女高音－雷娜塔．波庫比奇以她對於巴洛克、古典
和花腔曲目充滿吸引力又富有情感的詮釋，受到許多一流歌劇院和
管弦樂團的讚賞與愛戴。近期的歌劇演出，包含有《費加洛婚禮》
的凱魯比諾，在法蘭德斯歌劇院演出莫札特歌劇《依多美尼歐》擔
任伊達曼特，與蘇格蘭室內樂團合作歌劇《狄奧多拉》擔任艾琳，
與古樂學會樂團合作《波佩亞的加冕》擔任尼祿等。

雷娜塔．波庫比奇在音樂會舞台上也相當活躍，近期她在澳洲首次
亮相與墨爾本交響樂團合作演出《浮士德的天譴》中的瑪格麗特，
也與卑爾根愛樂樂團演出白遼士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與比利時
的 Collegium Vocale Gent 樂團和柏林德意志交響樂團演出德弗札克
的《聖母悼歌》等。

Croatian mezzo-soprano Renata Pokupi is praised for her engaging and
expressive interpretation of baroque, classical and coloratura repertoire,
and is much sought after by major opera houses and orchestras. Recent
operatic engagements include Cherubino Le nozze di Figaro, Idamante
in Mozart Idomeneo for Opera Vlaanderen, Irene Theodora with the
Scottish Chamber Orchestra, Nerone L'incoronazione di Poppea with
the Academy of Ancient Music etc.
Much in demand on the concert platform, she recently made her
Australian debut as Marguerite La damnation de Faust with Melbourne
Symphony Orchestra, sang Berlioz Romeo et Juliette with the Berge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Dvorak Stabat Mater with Collegium
Vocale Gent as well as DSO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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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依多美尼歐》芭蕾音樂，KV.367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Idomeneo”, Ballet Music, KV.367

1780 年 深 愛 藝 術 的 巴 伐 利 亞 選 帝 侯 卡 爾． 西 奧
多（Karl Theodor, 1724 - 99）， 委 託 莫 札 特 為 次
年的慕尼黑狂歡節創作歌劇，聞名一時的曼海姆
（Mannheim）管弦樂團就是他先前成立的，之前莫
札特曾經想要申請這樂團的工作但是被拒絕，當他
成為選帝侯之後他才駐地於慕尼黑。劇本是由通曉
音樂也會作詩寫劇的宮廷司鐸吉安巴替斯塔．瓦雷
斯科（Giambattista Varesco, 1735 - 1805）所改編，
原本故事是由法國小說家安托萬．當謝（Antoine
Danchet, 1671.9.7 - 1748.2.21） 所 作， 法 國 作 曲 家
安 德 烈． 坎 普 拉（André Campra, 1660.12.4 受 洗 1744.6.29）在 1712 年為了他自己的歌劇“Idoménée,
tragédie en musique＂，將之改寫成義大利文版本，
瓦雷斯科就是根據坎普拉的版本改寫的。

然而，瓦雷斯科對於歌劇劇場實在沒什麼概念，莫
札特在創作期間曾經跟父親抱怨過腳本太長太囉
唆，也要求瓦雷斯科縮短某些段落。這惹得瓦雷斯
科不大高興，不過莫札特還是堅持到底，甚至在未
1781 年 1 月 29 日 由 莫 札 特 指 揮《 依 多 美 尼 歐 》 於 慕 尼
黑 之 首 演， 男 高 音 安 東． 拉 弗（Anton Raaﬀ, 1714.5.6 1797.5.28）飾演克里特國王依多美尼歐（Idomeneo, King of
Crete）。

得到瓦雷斯科的同意下就直接刪掉某些段落；其實，
音樂的趣味性、緊湊性與戲劇性才是歌劇的核心，
過多的詩詞只會淹沒音樂，變得文有餘而樂不足。

莫 札 特（Johann Chrysostomus Wolfgang Amadeus

歌 劇 於 1781 年 1 月 29 日 在 皇 宮 劇 院（Residenz

Mozart, 1756.1.27 - 1791.12.5）歌劇《依多美尼歐》

theater）首演，當時共演出了 3 場，日後於莫札特

的創作時間點，落在本樂季也排入演出曲目的《C

在世時，只有 1786 年在維也納以音樂會的形式演出

大 調 第 三 十 四 號 交 響 曲，KV.338》 與《A 大 調 第

過一次，就算在今日它的演出頻率也不敵莫札特的

十二號鋼琴協奏曲，KV.414》之間，作於 1780 年

其他五齣名歌劇，不過選帝侯卡爾．西奧多對於此

10 月至 1781 年 1 月之間的這齣歌劇也是屬於他重

劇讚嘆有加，說：「從沒有其他音樂給過我那麼強

新回到薩爾茲堡大主教轄下任職期間的作品。

烈的印象。它輝煌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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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歌劇首演的逼近，莫札特最後才動筆寫作芭蕾

裡的同名樂曲，由主題與五段變奏所構成，之後又

音樂，忙碌中跟父親寫信時說到都是這討厭的音樂，

回到縮短了的「快板」，直接接入《Le Grand 先生

害得他沒時間回信。這些芭蕾舞曲是由慕尼黑宮廷

的獨舞》，這段獨舞是連綴四段舞曲所組成，速度

的舞蹈家 Jean-Pierre Le Grand 負責編舞，除了他之

一段比一段快（Largo - Allegretto, sempre piano - Più

外， 另 外 還 有 兩 位 獨 舞 者 － Redwen 與 Falgera 小

allegro），前三段是 Le Grand 的獨舞，最後一段是

姐以及群舞，莫札特譜上也準確地註明哪些段落是

芭蕾的群舞，將興奮昂揚的情緒推向最高點。

由誰演出。然而從現存的手稿來看，我們不易推敲
出來究竟首演時實際上哪些舞曲被排入演出，還有

《Redwen 小姐的帕瑟皮耶舞曲》與《Redwen 小姐

是怎麼穿插在劇中的，因為這些舞曲的內容強弱排

的獨舞》在結構與句法上比較制式，《帕瑟皮耶舞

列組合與調性排配有點不連貫，並非以「組舞」的

曲》由各十六小節的大調段落與小調段落所組成，

形式組成，所以很有可能只有《夏康舞曲》與《Le

並以重複大調段落結束，緊接的《獨舞》則是由各

Grand 先生的獨舞》被放在全劇的結尾演出，其餘

八小節的旋律各自反覆兩次所組成，然後重新再奏

的都被刪掉；這種以舞曲結束歌劇的方式也是巴洛

一次《帕瑟皮耶舞曲》的大調段落結束。G 大調 2/2

克以降的慣例，而且調性與氣勢上也跟歌劇的結尾

拍的《嘉禾舞曲》在新莫札特全集（NMA）中，被

相合。

當做第一幕《No.8a 克里特島少女們的舞蹈》（Ballo

第一曲 D 大調 3/4 拍的《夏康舞曲》有著輝煌壯麗

降 E 大調 3/4 拍的《帕薩卡雅舞曲》則運用低音變

的總奏「快板」做為開場，其後由降 B 大調「甚

奏曲的方式構築連串音樂，供獨舞與群舞之用，以

廣板」（Larghetto）引入溫和優雅的獨舞之後，才

收連貫中帶有變化之效。

delle donne Cretesi No.8a），以 ABA 的曲式作成；

進入《夏康舞曲》的本體。舞曲主題引用葛路克
（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 1714.7.2 - 1787.11.15）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歌劇《伊菲姬尼在陶里德》（Iphigénie en Aulide）

《依多美尼歐》之莫札
特手稿，作於 1781 年。
71

海頓：《貝芮妮絲》-「你意欲何為 ?」
Joseph Haydn: “Scena di Berenice”- Berenice, che fai?, Hob.XXIVa:10

海頓（Franz Joseph Haydn, 1732.3.31 - 1809.5.31）的

故 事 敘 述 著 馬 其 多 尼 亞 國 王 Antigonus Gonatus 與

清唱劇《貝芮妮絲》，現今多半被當作音樂會詠嘆

貝芮妮絲公主定有婚約，然而她愛的卻是他的兒子

調來唱，這首曲子跟《D 大調第 104 號交響曲》被

Demetrius。稍早的時候，Epirotes 國王亞歷山大曾

放在他 1795 年 4 月 4 日的告別演奏會裡，原本是為

經追求過貝芮妮絲，而國王 Antigonus Gonatus 的女

了女高音 Brigida Giorgi Banti（1757 - 1806.2.18）而

兒 Ismene 愛的卻是亞歷山大國王。Demetrius 拋棄

創作，她是倫敦當時的新寵，據說海頓對音樂會的

了貝芮妮絲，以便讓她可以嫁給他父親。在海頓所

收入比對她的演唱來得滿意。

譜寫的這個場景中，貝芮妮絲以為 Demetrius 會因
為擔心他倆的事情曝光而打算自殺。她自問該如何

歌 詞 來 自 於 悲 歌 劇 大 師 梅 塔 斯 塔 西 奧（Pietro

才是，想到她的未來、她的愛人還有她必須眼前要

Antonio Domenico Trapassi， 筆 名 Pietro Metastasio,

做的決定時，她愈來愈激動到歇斯底里。這段場景

1698.1.3 - 1782.4.12） 在 1744 年 與 哈 塞（Johann

包含兩首詠嘆調，傳達出貝芮妮絲惶急慌亂心情的

Adolph Hasse, 1699.3.25 受 洗 - 1783.12.16） 合 作 的

倆番面貌。歌詞大意翻譯如下：

歌劇《安提格農》（Antigono）裡的第三幕第七景。
Recitativo:
宣敘調：
Berenice, che fai? Muore il tuo bene,
貝芮妮絲，你意欲何為？你所愛的正要去尋死，
stupida, e tu non corri?
笨女孩，你不能奔向他？
Oh Dio! Vacilla l'incerto passo;
天哪！我腳步猶豫不定；
un gelido mi scuote insolito tremor tutte le vene,
一陣莫名冰冷的抖動使我的血管顫抖
e a gran pena il suo peso il piè sostiene.
我的雙腳難以承擔我的重量。
Dove son? Dove son? Qual confuse
我在哪裡？我在哪裡？這些可怕
folla d'idee tutte funeste adombra la mia ragion?
想法完全遮蔽了我的理智
Brigida Giorgi Banti, Hopkins J. 繪於 17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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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go Demetrio; il veggo che in atto di ferir...
我看到 Demetrio；正要揮劍劈下…

Fermati! Fermati! Vivi!

Recitativo:

停止！停止！活下去！

宣敘調：

D'Antigono io sarò.

Me infelice! Che ﬁngo? Che ragiono?

我將屬於 Antigono

我真不幸！我在矜持假裝什麼？我在說什麼？

Del core ad onta volo a giurargli fè:

Dove rapita sono dal torrente crudel de' miei martiri?

我想違抗我的內心，跑到他身邊向他告白我的忠誠：

我被那痛苦的急流捲向何方？

dirò che l'amo; dirò...

Misera Berenice, ah, tu deliri!

我將說，我愛著他；我將說：

不幸的貝芮妮絲，啊！你神經已錯亂！

Misera me, s'oscura il giorno, balena il ciel!
我很悲傷，天色昏黑，但是天空充滿光明！

Aria:

L'hanno irritato i miei meditati spergiuri.

詠嘆調

我刻意的謊言激起了它。

Perchè se tanti siete,

Ahimè! Lasciate ch'io soccorra il mio ben, barbari Dei.

假如你是那麼的多，

啊！讓我幫一下我所愛的人，殘酷的神。

che delirar mi fate,

Voi m'impedite, e intantoforse un colpo improvviso...

使得我瘋狂，

你阻擋著我，然而，或許突如其來的的一陣劈砍…

perchè non m'uccidete,

Ah, sarete contenti; eccolo ucciso.

那為什麼不殺了我。

啊！你將會感到滿意，看到他被殺。

affanni del mio cor?

Aspetta, anima bella: ombre compagne a Lete andrem.

折磨我的心？

等一下，我所愛的人：我們兩人的魂魄將同歸黃泉。

Crescete, oh Dio, crescete

Se non potei salvarti potrò fedel...

加強吧，神啊，加強

假如我無法救你，忠實的人，我將…

affanni del mio cor,

Ma tu mi guardi, e parti?

我內心的痛苦，

但是你望著我，想要走開？不要離開！

ﬁnchè mi porga aita
帶來幫助

Aria:

con togliermi di vita

詠嘆調

取走我的生命，

Non partir, bell'idol mio:

l'eccesso del dolor.

不要離開，我英俊的愛人：

以極度的哀傷。

per quell'onda all'altra sponda
越過海面到另一岸邊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voglio anch'io passar con te.
我想與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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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爾加：降 E 大調第二號交響曲，作品 63
Edward Elgar: Symphony No.2 in E-flat Major, Op.63

提 起《 愛 的 禮 讚 》（1888） 與《 威 風 凜 凜 進 行

英 王 愛 德 華 七 世（Albert Edward, 1841.11.9 -

曲 》（1901）， 相 信 幾 乎 所 有 古 典 樂 迷 都 知 道，

1910.5.6） 在 1901 年 1 月 22 日 即 位， 成 為 聯 合 王

這是英國作曲家艾爾加（Sir Edward William Elgar,

國與自治領的國王，印度的皇帝，本交響曲就是呈

1857.6.2 - 1934.2.3）的名作。若是提起因為傳奇性

獻給他的。先前在聽完《第一號威風凜凜進行曲》

大 提 琴 杜 普 雷（Jacqueline Mary du Pré, 1945.1.26 -

之後，他曾建議作曲家應該給這首曲子填詞，使之

1987.10.19）而爆紅的《E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作品

成為一首偉大的歌，後來當艾爾加應邀為他的登基

85》（1919），相信聽過的人也不少；至於《謎語

寫作一首加冕頌，找了詩人及散文家本森（Arthur

變奏曲，作品 36》（1898 - 99），雖然極其優美，

Christopher Benson, 1862.4.24 - 1925.6.27） 幫 他 寫

聽過的人可能就更少了一些；若是再說到他的《降

歌詞，本想趁此盛會回應愛德華七世的提議，用到

E 大 調 第 二 號 交 響 曲， 作 品 63》（1911） 相 信 不

《第一號威風凜凜進行曲》的旋律，但是由於愛德

少愛樂者都會浮出大大小小的問號，索盡枯腸也不

華七世罹患盲腸炎，原本預定在 6 月 26 日舉行的

太想得出來有什麼好理由要聽它。不過在這艾爾加

加冕儀式一直拖到 1902 年 8 月 9 日才舉行，所以艾

一百六十年誕辰的前夕，北市交特地為您演出本曲，

爾加決定另外將之寫成一首單獨的歌曲，1902 年由

讓大家有機會乘著他的音樂，回眸看看這「日不落

克拉拉．巴特夫人（Dame Clara Ellen Butt, 1872.2.1

國」的美麗與哀愁，遙想起這位大英帝國「愛德華

- 1936.1.23）首演，這就是今天被英國人傳唱不已的

時代」的代表性人物。

《希望與榮耀的土地》（Land of Hope and Glory）。

Edward VII,Paul Nadar 攝於 18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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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e Clara Ellen Butt (1872.2.1 - 1936.1.23)

從上述這首幾乎被認為是「英國第二國歌」的誕生

加以說明：「為了貼近這首交響曲的情緒，可以讀

經過，我們可以看出艾爾加與愛德華七世的交情，

讀雪萊的詩，但是這音樂並不是來描繪整首詩，也

從貼切配合著曲調的歌詞－「自由之母，輝望之域，

不是這首詩說明了這音樂。」所以筆者建議讀者可

偉國之子，如何頌汝之譽？爾界爾疆，日廣日龐，

以依循作曲者本人的建議，先從讀一下雪萊的詩歌

天力天威，益浩益強！」我們看那時代的大不列顛

做為切入點，感受其情緒氛圍再進入對於樂曲構造

帝國的驕傲與光榮，而這份「益浩益強」的氣勢也

深入的探討，不過因為這首詩相當長，所以只能請

正反映在本交響曲裡。作曲家在譜上寫著：「獻給

讀者自己日後做功課了。詩的大意最主要是在慨嘆

過世的英王愛德華八世。這首交響曲在 1910 年初的

何以復得歡樂，並提及他所愛的世間各項事物，但

時候原本是要做為對皇室的禮讚，感謝當今聖上慷

他最愛的是心靈，因為它就是愛情與生命，並且祈

慨地允諾，它現今仍維持著這原本題辭。」

求它以詩人的心房為其歸宿。

艾 爾 加 曾 說 本 曲 是「 靈 魂 的 熱 情 巡 禮 」（The

艾 爾 加 曾 經 跟 他 的 好 友 音 樂 學 家 泰 瑞（Charles

Passionate Pilgrimage of the Soul）， 也 曾 說 這 首 交

Sanford Terry, 1864.10.14 - 1936.11.5）討論過他的作

響曲代表著從 1909 年 4 月到 1911 年 2 月間發生在

曲方式，泰瑞說艾爾加對於每個樂章的形式與高潮

他身上的事情，他在 1911 年 2 月 28 日完成本曲，5

點都一清二楚，他始終先是定好高潮。但是同樣的

月 24 日在女王大廳由作曲家親自指揮女王大廳管弦

會有許多起起伏伏的素材，這些素材會在他腦海中

樂團在倫敦音樂節中首演。做為緊跟在他 1908 年極

將作品發展最終成形之前就位，因為鑄造它們的「火

為成功出色的《降 A 大調第一號交響曲，作品 55》

爐」是同一個。除非這些素材以及其前後文是必然

的後續者，觀眾與樂界反應平平，多半是對於這首

的連接，否則他不會覺得滿意。為了快速可以給大

光芒內斂的曲子感到不解，再來也因為與當時舉國

家一個切入欣賞本曲的指點，我們就用這方法來概

哀悼的氛圍不合，對此作曲家頗為耿耿於懷，在 22

述各樂章的起伏脈絡，以便能夠在初次接觸可以比

年後才再次動筆寫作新交響曲，但是卻未能在過世

較容易掌握這首曲子的進行。

前完成，留下未竟的遺憾，也使得本曲成為他的最
後一首交響曲。

第一樂章，12/8 拍，降 E 大調，奏鳴曲式，「格言
主題」在頭上出現，結尾處被以 fff 強調，第一主題

關於這首交響曲，英國著名的音樂學家托衛爵士

為樂團總合奏的強力大聲翻騰音樂（聽聽法國號第

（Sir Donald Francis Tovey, 1875.7.17 - 1940.7.10）曾

7、8 小節的狂呼！），力度降到最低點時第一小提

經在他的著作「音樂分析論文」（Essays in Musical

琴演奏擔綱的第二主題浮現傾訴溫情，小結尾有著

Analysis）中花了不少的篇幅來分析它。論文章中

雙重高潮，音樂由輝煌轉趨嚴肅莊重。當音量迅速

他特別提到本交響曲第一樂章開頭主題的第三小

降低時樂曲進入發展部，先是始終留在柔情面，讓

節下降音型，乃是引用英國浪漫派短命天才詩人

「格言主題」做為轉折點，每出現一次音樂就會接

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8.4 - 1822.7.8）去

入新的情境（用原素材改作而成），在掉到最低點

世前不久所寫的詩作－「很少，很少，你前來，歡

之後（只剩第一豎笛、低音豎笛、第一、二低音管，

樂的心靈！」（Rarely, Rarely, comest thou, Spirit of

pp），從這最低點音樂的情緒逐步推高，最後變得

Delight!）所型塑的「格言主題」（Motto-theme），

凝重嚴肅，幾乎緊握雙拳等待爆發，隨著再現部第

這主題在隨後的音樂中會反覆出現，艾爾加曾特別

一主題以無比的張力爆發，奇特的是，它直接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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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主題」嵌入，這主題的確有非凡的意義！

最響亮的銅鈸聲，隨後音樂逐漸消散，才又回到詼
諧曲中。為什麼只有這一聲鈸，艾爾加曾經告訴好

再現部並無太大的變化，主要是將原進行加以濃縮

友 W.H.T. Gairdner 說，這一刻情緒的重要性可以跟

精簡，再現部的結尾情緒不再是突然下沉，而是逐

詩人但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8.6 - 1892.10.6）

步收束漸趨緩和低沉，在回到降 E 調後結尾部再次

的詩歌 Maud（V, I）裡的詩句相映證－“Dead, long

把樂曲推向結尾的高潮，以「格言主題」反覆兩次

dead…＂，說的是突然降臨的死亡，墳墓之上並無

誇張的漸強漸弱進行，以最高的戲劇張力結束。

平安寧靜可言；總而言之，這是一段合奏技巧困難、
寓意深遠的高藝術質感音樂。

也就是說，高潮點如下：呈示部開頭與小結尾，發
展部結尾加上再現部開頭，再現部小結尾，樂章結

第四樂章，降 E 大調，3/4 拍，仍然是以奏鳴曲式

束處。低潮點為：呈示部第二主題，發展部大前半

作成，值得一提的是在結尾部「格言主題」乘在第

段、發展部的轉折點接入返回再現部處，再現部第

一主題之上再次出現，先是以平靜的姿態進入，推

二主題，結尾部的開頭。相信以上面這輪廓做為指

向單一的高潮之後就一路收束，似乎想要寧靜地結

引，您一定能夠在這洋洋灑灑長達 20 多分鐘的音樂

束掉，但最後突然轉趨大聲，以強奏的降 E 音，語

中尋出端倪。

帶肯定地為這個長達一小時多的交響曲劃下終點。
肯定什麼？正如雪萊的詩結尾所言：

第二樂章，4/4 拍，C 小調，這是一個帶著送葬進行

I love Love--though he has wings,

曲音調的樂章，主要的主題有三個，在八小節前奏

And like light can ﬂee,

之後出現低調內斂第一主題，柔美無比的第二主題

But above all other things,

（又是在相對的最低點－ pp）由第一小提琴主奏，

Spirit,

整個弦樂群合奏（除了第二小提琴之外），情緒隨

I love thee-- Thou art love and life!

後升騰出結尾的主題。中間的段落則集中於展開結

O come!

尾主題與第一接第二主題之間的過門材料，當音樂

Make once more my heart thy home!

情緒降到相對最低點，第一主題再現由長笛主奏，
獨奏雙簧管一直喃喃自語，極為傳神動人，情緒又
上升到最高點時，結尾部引入「格言主題」，高呼
數次但卻沒有下文，也無任何回應，音樂逐漸變得
低沉，稀稀疏疏淒涼地回到開頭的前奏，黯然地結
束這樂章。

第三樂章是詼諧曲，3/8 拍，C 大調，曲趣恰如其名，
由主要主題與兩個插曲所構成，主要主題第二次回
來的時候，第一主題的動機的片段一直反覆，直到
推向降 E 大調，輕聲地引入第一樂章呈示部小結尾
的材料，當然這是意有所指，不過他隨即將之隱沒，
混入主要主題，但是在最高潮點上突然敲響了唯一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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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Quixote

名家精選

騎士交響夢

6

sat 19:30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演出曲目 Program

普羅高菲夫：降 B 大調第五號交響曲，作品 100
Sergei Prokofiev: Symphony No.5 in B-flat Major,
Op.100
第一樂章：行板
Mov. I: Andante
第二樂章：強調的快板
Mov. II: Allegro marcato
第三樂章：慢板
Mov. III: Adagio
第四樂章：滑稽的快板
Mov. IV: Allegro giocoso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理查．史特勞斯：《唐．吉軻德》，基於一個騎
士風格主題的幻想風變奏曲，作品 35
Richard Strauss: "Don Quixote", Fantastische
Variationen über ein Thema ritterlichen Characters,
Op.35

指揮│羅伯特．崔維諾
Robert Trevino, Conductor

大提琴│巴勃羅．費蘭德斯
Pablo Ferrández, Cell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Don Quixote, Pablo Picasso 繪於 1995 年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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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位令人興奮的指揮家手中，舞出了令人屏息的舒伯特與馬勒。他更為舒伯特的第四號交響曲創造了名副其實的貝多
芬光環，而且這光環漸漸閃耀。在第一樂章和最後樂章裡，崔維諾與慕尼黑愛樂樂團從舒伯特的音樂精神喚起了明確可信
的貝多芬版本。」

– 南德意志報

「劇中角色被指揮羅伯特．崔維諾完全看透…透過這樣的演出，藝術家們為未來的華格納詮釋設立了非常高的標準。」
— 阿爾格伊報

"Breathtaking Mahler... Schubert and Mahler, in the hands of an exciting conductor. It became obvious little by
little, as he created a veritable Beethovenian aura for Schubert's Fourth… In the first and last movements [Trevino
& The Munich Philharmonic] conjured up an utterly believable vision of Beethoven out of Schubert's spirit. "
– Suddeutsche Zeitung
“The role completely penetrated conductor Robert Trevino… With such a performance, the artists set the bar
very high for future Wagner interpretations”
– Allgauer Zeitung

指揮 Conductor

羅伯特．崔維諾
Robert Trevino

崔維諾以空無前例的成功表現，於 2013 年 12 月莫斯科大劇院的威爾第歌劇《唐．卡洛》全新製作中，接
替瓦希里．辛奈斯基，在國際聚光燈下嶄露頭角。熱情的觀眾和俄羅斯新聞都讚賞崔維諾說 :「莫斯科自從
范．克萊本的演出之後，就沒有其他美國人有過這種規模的成功演出了」。他後來被提名入圍金面具獎的
「最佳新製作指揮獎」。自他以法國斯威特拉諾夫國際指揮大賽桂冠頭銜初獲成功起，他與某些世界頂尖
交響樂團的合作就只能用引起轟動來形容。與蒙地卡羅愛樂管弦樂團初次合作的馬勒第五號交響曲，帶來
了遍及歐洲和亞洲的巡演計畫，包括為佛羅倫斯五月音樂節佛羅倫斯歌劇院新落成的音樂廳進行開幕演出。
2016 年曾擔任巴斯克國家樂團的音樂總監。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revino burs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with unprecedented success at the Bolshoi Theatre in December 2013,
when he led a new production of Verdi's Don Carlo substituting for Vasily Sinaisky. The enthusiastic audience and
Russian press praised Mr. Trevino by saying "There has not been an American success of this magnitude in Moscow
since Van Cliburn" . He was subsequently nominated for a Golden Mask award for "Best Conductor in a New
Production" . Appearances with some of the world's top orchestras have followed in what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a
sensational rise, since his initial success as a laureate of the Evgeny Svetlanov International Conducting Competition
in France. Debuts with the Orchestra Philharmonique de Monte Carlo with Mahler's Fifth Symphony have led to
extensive touring plans throughout Europe and Asia, including inaugurating the new hall, Opera di Firenze of the
Maggio Musicale Fiorentino. He has been named, in 2016, the incoming Music Director of the Basque National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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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頂尖的年輕大提琴家，而且擁有一切大提琴家所需要的特質：絢麗的技巧、深刻的音樂表現以及難以抗拒的魅
力！」

– 指揮大師克里斯多福．艾森巴哈

"He is the top young cellist. He has everything: splendid technique, profound musicality and an overwhelming ch
arisma!"
– Maestro Christoph Eschenbach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大提琴 Cello

巴勃羅．費蘭德斯
Pablo Ferrández

最近在 2016 國際古典音樂大獎贏得夢寐以求的「年
度青年音樂家獎」，並在第十五屆柴科夫斯基國際
音樂比賽和第五屆保羅國際大提琴比賽中雙雙獲獎
的巴勃羅．費蘭德斯，向世人宣告他的確是個高水
準的音樂家。他舞台上情感的強度和鮮明個性，驚
艷了全球的聽眾。他音樂的真確常受讚美，樂評更
稱他為「頂尖大提琴家之一」（音叉雜誌 - 雷米．
路易斯）。25 歲的巴勃羅．費蘭德斯也透過和國際
聞名的藝術家與世界頂尖樂團的合作，逐步打造亮
眼的職業生涯。
Recently awarded the coveted ICMA 2016 "Young
Artist of the Year", and prizewinner at the XV
International Tchaikovsky Competition and at the
V Paulo International Cello Competition, Pablo
Ferrández announces himself as a musician of stature.
His emotional intensity and personality on stage have
wowed audiences around the globe. Praised by his
authenticity and hailed by the critics as"one of the
top cellists" (Rémy Louis, Diapason Magazine), the
25-year-old Pablo Ferrández continues building a
brilliant career through collabor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enowned artists and world leading orchest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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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高菲夫：降 B 大調第五號交響曲，作品 100
Sergei Prokofiev: Symphony No.5 in B-flat Major, Op.100

光 從 普 羅 高 菲 夫（Sergei Sergeyevich Prokoﬁev,

鬍子行動」（Unternehmen Barbarossa）入侵俄國。

1891.4.23 - 1953.3.5）結實的軀幹來看，他既不像個

俄軍要不是不堪一擊，要不就是無心作戰紛紛投降，

體弱多病的早逝天才，也不像額頭寬廣滿臉智慧的

但是德軍開始屠殺俄國戰俘與百姓，因而使得全俄

大師，反而倒像精力充沛的運動員，一心一意要給

國上下變得齊心抗戰。這全民戰爭的爆發反而給了

別人好看。而他初期的音樂也正是要給別人好看。

所有蘇維埃作曲家喘氣的機會，他們能夠自在地以

當他冷冰冰地在鋼琴上以激昂節奏敲打出刺耳的不

音樂表達衝突緊張以及痛苦折磨，而不必擔心被貼

協和音時，他將音樂帶離飄渺溫柔的世界，讓音樂

上「反蘇維埃共產主義」的標籤。普羅高菲夫在戰

上的肉體暢快感發揮無遺。這的確足以讓那些慣於

爭期間被疏散到中亞，因而得以有機會完成他的歌

在音樂中找尋宇宙哲思或浪漫激情的人們感到反

劇《戰爭與和平》（1942），一般通稱為「戰爭奏

胃，硬是吞不下這赤裸裸的音樂降格之舉，他作品

鳴曲」的《A 小調第六號》（1940）、《降 B 大調

中的那份嘲諷揶偷更令這些人有如芒刺在背、坐立

第七號》（1942）、《降 B 大調第七號》（1944）

難安；不過叛逆的青年到了中年以後又該何去何從

鋼琴奏鳴曲，《F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奏鳴曲》（1938

呢？

- 46）、《F 大調第二號弦樂四重奏》（1941）、芭

大體來說，普羅高菲夫的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第

而又以 1945 年 1 月 13 日由作曲家親自指揮俄羅斯

一個時期是從創作《第一鋼琴協奏曲》（1912）到

國家學院交響樂團（State Symphonic Orchestra of the

《鋼鐵步伐》（1927），大多都是驚世駭俗的作品；

U.S.S.R.），於莫斯科音樂院柴可夫斯基大廳首演的

蕾舞劇《灰姑娘》（1940 - 44）都是這時期的傑作，

第二個時期是從《第三號交響曲》（1928）至《羅

本交響曲最為出色，它見證著二次大戰結束之際，

密歐與茱麗葉》（1934 - 35）為止，此時期的作品

普羅高菲夫個人藝術生涯的最高峰。

漸趨收斂，民族風味愈趨明顯，抒情風格也浮現，
音響也趨於協和；第三個時期是從 1936 年舉家遷

在進入討論《降 B 大調第五號交響曲》之前，筆者

回俄國定居起至去世為止，在這段時間裡適逢史達

想先提一下關於普羅高菲夫管弦樂法的事情，因為

林對藝文界展開清算，普羅高菲夫也只得大多數時

他的管弦樂法是出名困難、不太安全的管弦樂法，

候依照黨的指示寫作一些《彼得與狼》（1936）、

原因別無其他，他經常會將樂手拐手的片段曝露在

《十月革命二十週年清唱劇》（1936）之類的「人

聽眾面前，而不是用重疊其他樂器這比較安全的方

民作品」，不過雖然偶爾也會出些像《基傑中尉》

法來遮掩，要不就是樂團演奏和弦時音高的分配不

（1934）、《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清唱劇（1939）

均，使得木管、銅管與弦樂的音準、音色與泛音不

之類的傑作。

容易融合黏在一起，管弦樂整體音響會偏乾，這又
會使得情況更加惡化，只要比對一下今天下半場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 1939 年 9 月 1 日爆發，在隔年「英

查．史特勞斯的作品，相信您就會聽出其中極大的

倫之戰」失利後，希特勒於 1941 年 6 月 22 日發動「紅

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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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斯塔科維契曾經在《證言》一書中提及，他們在

第二樂章，D 小調，4/4 拍，這是普羅高菲夫最拿手

上李姆斯基－柯薩可夫的「配器法」課程時，普羅

的招牌詼諧曲，有時語帶挖苦與譏諷，有時古怪尖

高菲夫一副瞧不起老師的樣子，還趁著林姆斯基－

叫，有時則得意洋洋、五顏六色，下一刻又直接迎

高薩可夫轉身寫黑板的時候，站起來對其他學生比

頭劈下；這音樂只需直觀去聽，且欣賞作曲者如何

了個手勢，說這老頭一定是瘋了！還提及《羅密歐

把這音樂經營得始終虎虎生風、趣味洋溢。F 大調，

與茱麗葉》的配器法是別人操刀修改過的。

3/4（9/8）拍的第三樂章，其音樂則回顧第一樂章

雖說《證言》的正確性今日存疑，但是您聽完這

間的段落三連音消失，音樂又變得線條化近似第一

首交響曲之後，一定也會興起類似的疑問，因為

樂章，同音反覆的三連音加上兩個八分音符的節奏

本曲線條單純，配器經常是運用各樂器在重複描

號角聲響起。

的氛圍，連串流動的三連音驅動著這個樂章，在中

粗這些線條，比較缺乏色彩化的巧妙背景音響，
而上面這招正是林姆斯基－高薩可夫的強項。不

降 B 大調，2/2 拍的第四樂章，仍是以奏鳴曲式譜

過話雖如此，普羅高菲夫的音樂未必在管弦樂法

成，曲首先是由連串對第一樂章開頭素材的問句開

上出色，但是即使以其現存樣態，仍有許多他人

場，隨後接中提琴的八分音符騷動跳躍節奏之中，

無法可及的獨到之處，所以就不妨認知說，赤裸

豎笛歡欣鼓舞地奏出第一主題，這主題正如後面的

生硬、強力直率、強悍有加的聲部線條，這就是

所有主題一般，皆與第一樂章有密切的關連，但是

普氏風格與聲響吧！上述這些特色對於這首落在

所有先前的陰霾一掃而空，中間則導入一段帶俄羅

一個特別時間點上的交響曲而言，結果反而是加

斯民歌風的旋律（由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演

分，畢竟在這舉國為了戰爭而受苦的時刻，對於

奏）；總之雖有許多回顧以往的黯淡時刻，但是最

人類英雄作為的表彰，以及對於人性的內 省、同

終樂團反覆衝刺向前推進，以眾人齊聲高歌，頌揚

情與提升，直率反而易見真情，過多的花飾反而

光輝喜悅的勝利時刻，熱鬧興奮地結束了這首宏偉

顯得矯情。

的交響鉅作。

樂團為標準的三管編制，另加上鋼琴、豎琴與打擊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樂器。第一樂章：降 B 大調，3/4 拍，奏鳴曲式。
第一主題彰顯著史詩般宏偉氣魄與威武的英雄氣
概，第二主題速度稍快，由長笛及雙簧管演奏，搭
配上弦樂震音分解和弦，情緒甜美溫柔，發展部則
是用前述主題的素材作旋律開展，並且逐步疊厚聲
部，並將運用來自呈示部小結尾的一個十六分音符
跳躍短動機，不斷地穿插回答這些材料，將在在升
高對峙時的戲劇性張力，然後才接回再現部。不過
最令人注目的是這樂章的結尾部，第一主題再三強
悍地堆疊到宏偉至極的最高峰，似乎是在對於人性
中無比高卓的精神致上最高的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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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史特勞斯：《唐．吉軻德》，基於一個騎士風格主
題的幻想風變奏曲，作品 35
Richard Strauss: “Don Quixote”, Fantastische Variationen über ein Thema ritterlichen Characters, Op.35

1. 序奏：中庸的速度，唐．吉軻德在讀了騎士小說後迷失，決定成為遠遊四方的騎士
Introduction: Mäßiges Zeitmaß. Thema mäßig. "Don Quichotte verliert über der Lektüre der Ritterromane seinen
Verstand und beschließt, selbst fahrender Ritter zu werden"
2. 主題：唐．吉軻德，騎士的悲傷形狀
Theme: Mäßig. "Don Quichotte, der Ritter von der traurigen Gestalt"
3. 大調：桑秋．旁札
Maggiore: "Sancho Panza"
4. 第一變奏曲：平靜的，風車歷險
Variation I: Gemächlich. "Abenteuer an den Windmühlen"
5. 第二變奏曲：戰爭風格的，與偉大皇帝阿里方法隆大軍戰鬥的大勝利
Variation II: Kriegerisch. "Der siegreiche Kampf gegen das Heer des großen Kaisers Alifanfaron"
6. 第三變奏：中庸的速度，主僕兩人的對話
Variation III: Mäßiges Zeitmaß. "Gespräch zwischen Ritter und Knappen"
7. 第四變奏：稍寬廣，與一群朝聖行列不幸的冒險
Variation IV: Etwas breiter. "Unglückliches Abenteuer mit einer Prozession von Büßern"
8. 第五變奏：十分緩慢的，騎士的守夜
Variation V: Sehr langsam. "Die Waffenwache"
9. 第六變奏：快速的，與杜爾西內亞幽會
Variation VI: Schnell. "Begegnung mit Dulzinea"
10. 第七變奏：比前面稍微平靜的，在空中騎行
Variation VII: Ein wenig ruhiger als vorher. "Der Ritt durch die Luft"
11. 第八變奏：平靜的，在平底船上不幸的航行
Variation VIII: Gemächlich. "Die unglückliche Fahrt auf dem venezianischen Nachen"
12. 第九變奏：快而狂風暴雨的，跟假想的魔法師作戰
Variation IX: Schnell und stürmisch. "Kampf gegen vermeintliche Zauberer"
13. 第十變奏：更加寬廣許多，與明月騎士決鬥
Variation X: Viel breiter. "Zweikampf mit dem Ritter vom blanken Mond"
14. 終曲：重新回復神智－唐．吉軻德之死
Finale: Sehr ruhig. "Wieder zur Besinnung gekommen"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把妓女當成貴婦，將他的孱弱老馬（將之命名為
Rocinante）當駿馬騎，又讓客棧老闆封他為騎士，
找到樸實的鄉下農夫桑秋．旁札做他的侍從，兩人
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冒險，把風車當作是兇殘的巨
人，把路過的羊群當作是皇帝阿里方法隆的大軍，
英勇地衝鋒陷陣捨身殺敵，將鄰家農家女杜爾西內
亞（Dulcinea del Toboso） 當 作 他 所 崇 敬 的 貴 婦 愛
人…，在一連串的冒險後，最後吉軻德大人因為被
明月騎士擊敗，被迫休息了一年，退休回到他的農
舍想去牧羊，但是旁人勸他還是留在家裡比較好；
罹患重病的他終於回復了理智，桑秋．旁札想要恢
復他的信心，但是吉軻德大人只是放棄了雄心壯志，
對他所造成的傷害跟眾人道歉，留下遺囑聲明若是
他的姪女嫁給讀騎士小說的人，她將失去繼承權，
之後吉軻德大人黯然辭世。

這故事既是悲劇也是喜劇，甚至是鬧劇一場，閱讀
時經常會捧腹大笑到噴淚，但是轉念思之其中自有
深意，高且瘦、為理想所驅動的吉軻德大人與矮胖、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第
一版封面，出版於 1605 年。

充滿著世俗感的桑秋．旁札，形成世間兩種典型人
物的強烈對比，他的老馬 Rocinante 成為多國語言裡

《唐．吉軻德》是西班牙方言文學作家賽凡提斯

的辭彙，英文成語“tilting at windmills＂（持矛挑戰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9.29（據推測）

風車），更被當作意指「挑戰幻想中的敵人」。《唐．

- 1616.4.23）傳世不朽傑作，《來自曼查的騎士吉

吉軻德》原本被當作的是滑稽嬉鬧的小說，但是在

軻德大人》（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xote de la

法國大革命之後，唐．吉軻德被當作是表徵著舉世

Mancha）先後分成兩冊出版，第一冊出版 1605 年，

皆醉我獨醒，挑戰社會不公不義現象的英雄人物，

第二冊出版於 1615 年。故事敘述著五十歲左右的落

後來更進一步被解讀為悲劇，因為唐．吉軻德的理

魄貴族（Hidalgo）吉軻德大人（唐．吉軻德）沉迷

想與高貴被後騎士時代的人們認為是神志不清，完

於騎士小說的世界裡，深信書上所寫的每一個字、

全被世間的現實所擊敗而變得荒廢無用，今日我們

每一句話，讀到昏了頭想在現實世界裡實踐騎士精

仍可在社會各角落、各個階層看到「唐．吉軻德」

神，對於發生在他周遭的事物，吉軻德大人每次都

的身影，鼓舞著我們對理想與高貴情操的信心。

會把它套入騎士故事的幻想世界裡加以解讀。
不少藝術家也曾經以此為題進行創作，理查．史特
看到凡人不可解的異象或是妖魔鬼怪，他挺身而出

勞斯 1897 年的這首交響詩是一例，畢卡索（Pablo

捍衛騎士價值之際，在現實中他根本就是個瘋子，

Ruiz y Picasso, 1881.10.25 - 1973.4.8）1955 年

他先是把客棧當成城堡，把客棧老闆當成領主，

經 畫 過 速 寫 草 圖，1964 年 的 音 樂 劇“Man of La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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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a＂（共演出了 2,328 場，獲得過五座東尼獎）

無怪乎音樂學家郎格（Paul Henry Lang, 1901.8.28 -

是另外一例，該劇的主題曲“The Impossible Dream

1991.9.21）會視他為「浪漫主義的敗家子」，所以

(The Quest)＂ 更 是 成 為 流 行 金 曲 素 標 竿，1972 年

聆賞時不妨調整焦點與小說《唐．吉軻德》脫鉤，

由 彼 得． 奧 圖（Peter Seamus O'Toole, 1932.8.2 -

集中注意在這位自稱可以將世間一切情狀入樂的

2013.12.14）主演的同名電影，更是四、五年級生共

「二流作曲家中的一流」（自謙之詞），如何編寫

同的回憶，不過在文化藝術範疇裡，似乎沒有聽過

音符與樂器，為這著名的傳奇故事添加上豐富傳神

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並不會對於這題材少掉

的聲音想像。

根本的認識或有所遺漏，它並未成為人們認識《唐．
吉軻德》的必要途徑。但是為什麼理查．史特勞斯
會挑選這題材來創作呢？是有感於其偉大的騎士精
神與理想，還是其他方面的因素呢？

在論及「變奏曲」的專文中，葛羅夫（Grove）字典
的撰文者曾經提及，若是連風車聲都可以被納入當
作變奏的話，那麼還有什麼是變奏曲做不到的呢。
當然語氣有點酸酸的，可是的確也切中要點，因為
這種做法跟巴洛克時代嚴謹的低音變奏曲或曲調變
奏曲已經相差十萬八千里，因此本曲的副標題可能
被解讀為「基於一個主題」所作的自由「幻想風變
奏曲」，以敘述一位騎士的許多冒險故事。
至於為什麼用變奏曲式，因為這樣可以只針對各段
故事的內容進行描繪與敘述，而避免掉音樂必須從
頭到尾做不間斷線性敘述的窘境，躲開李斯特因為
要遷就故事進行，結果東拉西扯失去呈現的流暢
度，破壞了樂曲結構與邏輯性；況且，正如作曲家
本人說的，他也可以藉此發展音樂的描繪與敘事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and Sancho Panza, Gustave Doré
繪於 1863 年

能力，證明他能夠塑造出描繪各種事物與情節的音

理查．史特勞斯以序奏、主題，加上十段變奏以及

樂，這對於他正在逐步嘗試的歌劇創作方向，將是

尾奏構築起這首交響詩，以獨奏大提琴替吉軻德大

至關緊要的核心能力。筆者認為，《唐．吉軻德》

人發聲，所描寫場景的順序大致與原著相近。「序

之所以吸引被理查．史特勞斯去創作，主要當然一

奏：中庸的速度，唐．吉軻德在讀了騎士小說後迷

方面是基於《唐．吉軻德》的高知名度與豐富意涵，

失，決定成為遠遊四方的騎士」，這是管弦樂團的

不過他所創作出來的音樂並未彰顯其高貴情操，反

前奏，帶出兩個重要主題的片段（開頭最初幾小節－

而成為愛樂者驚嘆其音樂描寫能力的載體，就像

「唐．吉軻德」，稍後溫暖動人的雙簧管獨奏旋律－

他另一首《英雄的生涯》（Ein Heldenleben, Op.40,

「杜爾西內亞」），這兩個旋律被交織成複雜的形

1898）裡一樣，貝多芬的英雄叱吒風雲、氣蓋山

態並加以模進延展，再三以誇張的混亂姿態（迷失）

河，而他的英雄只是用音符屠殺那些敵對樂評家，

將音樂推向高潮。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獨奏大提琴出現，音樂進入「主題：唐．吉軻德，

向夢幻熱情的至高境界。「唐．吉軻德的理想與願

騎士的悲傷形狀」，隨後的低音豎笛與低音號奏出

景」？或許這應該就是吧！在「桑秋．旁札」又嘮

「大調：桑秋．旁札」，笨笨胖胖、土味十足，遂

嘮叨叨地說了幾句後，小號與伸縮號以緩慢平靜堅

後接入中提琴獨奏，此後中提琴獨奏將反覆凸顯於

定的姿態吹出「唐．吉軻德」主題，將音樂如夢似

本曲中，代表著桑秋．旁札的出現。隨後的所有變

幻的結束在升 F 大調上。

奏曲基本上就是將這幾個主題自由的交織在管弦樂
織體中，搭配上衍生的素材，以描繪作曲者精挑細

「桑秋．旁札」又再插嘴，「第四變奏：稍寬廣，

選的幾段唐．吉軻德冒險故事。

與一群朝聖行列不幸的冒險」登場，以「唐．吉軻
德」主題變化反覆開場，低音管、小號與伸縮號齊

「第一變奏曲：平靜的，風車歷險」，獨奏大提琴

奏起聖詠（象徵著朝聖行列），「唐．吉軻德」主

的「唐．吉軻德」主題與低音豎笛的「桑秋．旁札」

題突然闖入衝了過去，馬上又被打趴在地上，最後

主題被作成上下對位，最後導入高音域的顫音，乘

則以「桑秋．旁札」的悲歎與誇張的笑聲（低音豎

著「唐．吉軻德」主題，音樂突然上衝，豎琴接著

笛與低音號突然向上竄，然後以斷奏向下掉，意在

快速下滑，我們的主角被風車甩過去掉在地上不能

模擬笑聲－作曲者特別註明：活潑且愉快的 Lebhaft

動彈，只好呻吟哀嘆。

und Lustig）。

「第二變奏曲：戰爭風格的，與偉大皇帝阿里方法

「第五變奏：十分緩慢的，騎士的守夜」幾乎完全

隆大軍戰鬥的大勝利」，在「唐．吉軻德」吹響戰

是獨奏大提琴獨白，帶入「杜爾西內亞」主題時，

鬥號角，「桑秋．旁札」錯愕地再三連問，羊群湧

豎琴與第一、第二小提琴在伸縮號與定音鼓的長音

入（這段音樂很傳神），「唐．吉軻德」戰鬥號角

上，突然做了一個飛揚上升隨即迅速下降的動作，

聲以勝利的姿態結尾（其實作曲者只描寫了羊群的

美麗的音響帶起對遠方愛人的無限愛意與思念。

推擠與吵雜聲，再呈現四散奔逃的動作，最後以戰
鬥號角聲收尾；他並沒有真的描寫這段插曲完整的

「第六變奏：快速的，與杜爾西內亞幽會」，「杜

故事）。

爾西內亞」主題化身為五拍子，有點鄉下阿花的樣
貌，由兩支雙簧管奏出（顯然的，這主要是用來描

「桑秋．旁札」又再固執問了幾句，「第三變奏：

繪冒牌的「杜爾西內亞」），「桑秋．旁札」則三

中庸的速度，主僕兩人的對話」登場。作曲家在總

不五時地在干預，因為這是他一手安排幽會。

譜上註明「根據各個主題的基本性格加上豐富的修
飾 」（je nach dem Grundcharakter der verschiedenen

「第七變奏：比前面稍微平靜的，在空中騎行」，

Themen zu modiﬁcieren），獨奏大提琴、獨奏中提

主要乘著「唐．吉軻德」主題片段，讓管弦樂團描

琴、低音豎笛混雜的交談著，小提琴獨奏偶爾插個

繪飛行的動作；在女子的捉弄下，唐．吉軻德騎上

嘴。中提琴獨奏隨後忠厚老實、苦口婆心的發表長

木馬想像自己是在遨遊天際。

篇大論，對唐．吉軻德提出建言與勸慰，在「唐．
吉軻德」主題的一陣堅持與爭論後，音樂進入升 F

「第八變奏：平靜的，在平底船上不幸的航行」，

大調，「唐．吉軻德」主題延展成扣人心弦的長線

主僕兩人划著小船想去拯救磨坊中假想的王子，小

條旋律，隨後接入「杜爾西內亞」主題，將音樂推

船被水車攪得翻覆；這是將旋律轉為 6/8 拍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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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歌與波浪），最後主僕兩人的主題高聲喧譁，

音樂的戰鬥氣息拉抬到最高點，不過最後都以下降

隨後撥奏聲以半音下掉，突然以響起如同打耳光般

的半音進行結束，在主僕二人短短的一陣子拌嘴之

的清脆撥奏聲收場。「唐．吉軻德」主題變得緩慢

後，音樂突然再次小小崩潰性的爆發往下掉落，最

而富有宗教氣息（作曲者特別加註：Religioso），

後趨於平靜，獨奏大提琴飄到高音域，接入「終曲：

稍微停頓便接入「第九變奏：快而狂風暴雨的，跟

重新回復神智－唐．吉軻德之死」。

假想的魔法師作戰」。
獨奏大提琴奏出深情款款的「唐．吉軻德」主題，
唐．吉軻德將兩位善良的修士當做是邪惡的巫師與

在恢復了神智之後，仍有一分堅持與執著，做出最

他們大戰，先是弦樂團在 3 支伸縮號的長音和弦上

後的英雄告白。音樂逐漸趨於低落沉靜，最後獨奏

做出挑釁的動作，接著 2 支低音管低聲嘮嘮叨叨的

大提琴以滑音慢慢向下結束，我們的騎士昂起的頭

一唱一答，描寫出這兩位冬烘修士的神態，前述挑

逐漸滑落死去；最後幾個輕聲的和弦長音，似乎是

釁姿態的音樂再次出現，在 3 支伸縮號的和弦上，

在宣告說－這就是「唐．吉軻德」傳奇性一生，故

低音管動作突然轉趨激烈，以分解和弦短動作下揮，

事結束！

敢怒而不敢言。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第十變奏：更加寬廣許多，與明月騎士決鬥」將

俄國當代芭蕾舞伶瑪雅演出《唐．吉軻德》
Judy Cameron 攝於 1974 年。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sun 14:30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TSO 附設合唱團
TSO Chorus

TSO 附設管樂團
TSO Symphonic Winds

TSO 附設室內樂團
TSO Chamber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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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佐．賽依與

Say Plays Mozart

瓦格獻禮

神童再臨

TSO

6

sun 19:30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演出曲目 Program

莫札特：共濟會葬禮音樂，KV.477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Maurerische Trauermusik,
KV.477

莫札特：A 大調第十二號鋼琴協奏曲，KV.414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12
in A Major, KV.414
第一樂章：快板
Mov. I: Allegro
第二樂章：行板
Mov. II: Andante
第三樂章：小快板
Mov. III: Allegretto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巴爾托克：4 首管弦樂小品，作品 12
Bela Bartók: 4 Pieces for Orchestra, Op.12
I. 前奏曲
I.Preludio
II. 詼諧曲
II.Scherzo
III. 間奏曲
III.Intermezzo
IV. 送葬進行曲
IV.Marcia Funebre

拉威爾：波麗露舞曲
Maurice Ravel: Bolero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鋼琴│法佐．賽依
Fazil Say, Pian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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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 Piano

法佐．賽依
Fazil Say

超過 25 年，法佐．賽依用他不凡的鋼琴才華，感動了許多聽眾和
評論家。法佐．賽依最初師事 Mithat Fenmen。自由形式的創作練
習過程，造就他極大的即興演奏能力和獨特審美觀，更塑造了今日
的名鋼琴家、作曲家。從 2005 年到 2010 年，法佐．賽依是德國多
特蒙德音樂廳的駐團藝術家；2010/11 樂季，他擔任柏林音樂廳的
相同職位。2012/13 樂季，擔任德國法蘭克福黑森廣播公司的駐團
藝術家。2015/16 樂季則受邀到法蘭克福舊歌劇院及蘇黎世室內樂
團擔任駐團藝術家。

他所錄製的巴赫、莫札特、貝多芬、蓋希文及斯特拉溫斯基的樂曲
獲得樂評高度的評價並贏得多項獎項，包括三次回聲古典唱片大
獎。自 2016 年起，法佐．賽依成為華納古典的專屬藝術家。

With his extraordinary pianistic talents, Fazil Say has been touching
audiences and critics alike for more than twenty-ﬁve years. Fazil Say
had his ﬁrst piano lessons from Mithat Fenmen. The contact with free
creative processes and forms is seen as the source of the immense
improvisatory talent and the aesthetic outlook that make Fazil Say the
pianist and composer he is today. From 2005 to 2010, he was artist in
residence at the Dortmund Konzerthaus; during the 2010/11 season he
held the same position at the Berlin Konzerthaus. During the 2012/13
season Fazil Say was the artist in residence at the Hessischer Rundfunk
in Frankfurt am Main. During their 2015/2016 season the Alte Oper
Frankfurt and the Zurcher Kammerorchester invited him to be their artist
in residence.
His recordings of works by Bach, Mozart, Beethoven, Gershwin and
Stravinsky have been highly praised by critics and won several prizes,
including three ECHO Klassik Awards. Since 2016 Fazil Say is an
exclusive Warner Classics artist.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95

莫札特：共濟會葬禮音樂 , KV.477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Friemason Maurerische Trauermusik, KV.477

莫札特與共濟會的淵源相當的深，他不但在 1784 年

辛康內德二人之所以合力在這齣民間傳說故事般的

12 月加入共濟會，更為共濟會寫作了一些動人的樂

歌劇之中，加入了大量的共濟會教義，或許正是希

曲，歌劇《魔笛》就是其中之一，1785 年 11 月作

望能公開宣揚共濟會的宗旨，維繫該會的命脈。但

於維也納的本曲也是其中之一。

是二人的努力仍然未能力挽狂瀾，在「魔笛」首演
之後的六個月，雷奧博二世駕崩，繼位的法蘭西斯

共濟會的歷史相當久遠，它起源於中世紀的行會，

二世稍後在 1795 年下令全面查禁共濟會，從此徹底

最初發源於英國切石工人之間，在十七世紀當大教

禁絕了該會在奧國的活動近一世紀之久，德國的共

堂紛紛建築完畢，開始吸收有錢人與貴族，在十八

濟會則一直要到納粹執政時，才遭到查禁。

世紀初脫胎換骨成為智慧、美感、知識、真理的化
身，強調自由、平等、博愛，深受啟蒙主義哲學家

本曲是以葬禮進行曲的風格譜成，音樂具有強烈的

們的青睞，高級知識分子與官員爭相加入該會，連

震撼力，是為了兩位過世的會友艾斯特哈齊伯爵與

當時美國革命的英雄華盛頓、富蘭克林等人也都是

Mecklenburg-Strelitz 公爵的紀念聚會而作，莫札特

共濟會的會員。

將共濟會的「三者合一」信條，與通過死亡獲得生
命的信念化為感人的音符。

由於共濟會強調開明啟蒙，對宗教容忍，相信人生
而平等，會員之間私下會救濟貧苦無依的會員遺
孀，形成一種如兄弟般緊密的會員情感，自然會針
對權威統治的君王政治制度與羅馬天主教提出挑
戰，某些支會甚至暗地裡從事顛覆政府的活動。在
這統治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奧皇只好下令全面監
管共濟會，先是在 1781 年明令禁止奧國的共濟會與
他國的共濟會串聯，後來在 1785 年更緊縮分會的
數目，在維也納只容許三個支會存在，每個支會限
制招收 180 名會員，定期集會的時間與參與人員都
要向皇帝報備核准。當約瑟夫二世在 1790 年去世
後，繼位的雷奧博二世更緊縮控制，以警察對全國
進行嚴密的監控，防止奧國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感染。
同一年在布拉格爆發了一樁由共濟會支會－啟蒙派
（Illuminati）所主導的反叛行動，牽連到許多政府
官員，因此更加深了雷奧博二世對共濟會的疑慮。
據後人推測，在這共濟會危急存亡之秋，莫札特與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Initiation ceremony in Viennese Masonic Lodge, Ignaz Unterberger 繪於 1789 年。圖中最右側的人物為莫札特。
現今收藏於維也納博物館。

共濟會（Freemasonry, Freimaurerei）十八世紀出現於西歐，1717 年在英國成立第一個總會所，至今遍布全球，
史上許多著名的政治家（華盛頓、傑佛遜、老羅斯福、小羅斯福）、文人（歌德、雨果、柯南．道爾、馬克．
吐溫）、思想家（孟德斯鳩）、科學家（愛迪生）、藝術家、音樂家（海頓、莫札特）…等人皆是共濟會會員。
共濟會是一種類似宗教組織的兄弟會，基本宗旨倡導博愛、自由、慈善，追求提升個人精神內在美德以促
進人類社會完善。由於必須要由會內兄弟推薦並通過審查後才能成為會員，所以它始終帶有一絲神祕色彩，
在十八、十九世紀更經常被認為是政治陰謀的策劃者。好萊塢也對於這聯想深感興趣，尼可拉斯．凱吉主
演的電影《國家寶藏》裡所找到的，就是共濟會所遺留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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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A 大調第十二號鋼琴協奏曲，KV.414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12 in A Major, KV.414

1777 年 8 月，21 歲 的 莫 札 特 辭 去 薩 爾 茲 堡 的 工
作， 跟 母 親 前 往 奧 格 斯 堡（Augsburg）、 曼 海 姆
（Mannheim）、巴黎以及慕尼黑找工作，途經曼海
姆時，當地演奏技巧絕頂高超的管弦樂團令他為之
而瘋狂，並在該地首次墮入情網，對象是女高音安
羅西亞．韋伯（Maria Aloysia Antonia Weber Lange ,
1760 - 1839.6.8），二人對這段感情十分認真，但是
父親來信催促他到巴黎去打天下，莫札特只好依依
不捨地離開了愛人踏上旅途。莫札特這趟巴黎之行
雖不及上次轟動，仍不無收穫，但是 1778 年 7 月 3
日，母親客死巴黎，再加上找工作並不順利，莫札
特只好在 9 月時，收拾行囊動身返回薩爾茲堡。在
回程中順道造訪了安羅西亞，但是她這時已經是成
功的女高音歌手，對他已經失去興趣，1779 年 1 月
15 日莫札特重新回到薩爾茲堡任職。
1781 年，莫札特為了要在維也納，自行安排為皇
帝與其他貴族演出以賺取外快時發生爭執，與薩爾
茲堡大主教大吵之後被解雇，此後莫札特便在維也
納定居，希望做獨立自主的音樂家，靠作曲教書養
活自己。7 月間他的第一部歌劇傑作《後宮誘逃》
（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 首演，劇中土耳
其風味的樂曲風靡一時，而這年冬天莫札特則與
安羅西亞的妹妹康絲坦瑟（Aloysia Mozart (Weber),
1762.1.5 - 1842.3.6）發展出一段情，1782 年 8 月 4
日二人結為夫婦，此後莫札特就以維也納為中心忙
碌於作曲、教學與演奏的活動，本曲就是在這年秋
天於維也納完成的，是莫札特成為「自由藝術家」
之後的第一批作品，連同《F 大調第十一號鋼琴協
奏曲，KV.413》以及《C 大調第十三號鋼琴協奏曲，
KV.415》，皆是為了他次年在大齋期（Lent）所舉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Johann Christian Bach, Thomas Gainsborough 繪於 1776 年。
現今收藏於英國國家肖像藝廊。

辦的音樂會而創作的。一般來說，當時的鋼琴家若

結，以形成更深層次情緒意涵的構面。

想要開音樂會賣票賺錢，就得彈奏自己新創作的協
奏曲，莫札特就是在這種大環境的要求下，創作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樂章的第一主題引用了約翰．

他大多數的鋼琴協奏曲供自己演出用，也因為是他

克里斯蒂安．巴哈（Johann Christian Bach, 1735.9.5

自己擔任獨奏，所以有時候鋼琴聲部的樂譜並不完

- 1782.1.1，巴哈最小的兒子）《心之磁石》（La

整，只有旋律與低音線條，其餘就看他自己即興發

Calamita de Cuori）裡的曲調，以紀念該年稍早去世

揮了。

的這位作曲家。莫札特在 1764 與 1765 年曾經在倫
敦受教於他，並且接觸研究過他的樂曲，是影響莫

第一樂章，A 大調，4/4 拍，快板，雙呈示部奏鳴曲

札特作曲技巧與風格最大的人物之一。莫札特在得

式；第二樂章，D 大調，3/4 拍，行板，奏鳴曲式；

知約翰．克里斯蒂安．巴哈的死訊時，寫信跟他父

第三樂章，A 大調，2/4 拍，小快板，迴旋曲式；雖

親說，這是音樂界的一大損失；這段行板或可被視

然在曲式結構上並未比他以前的協奏曲來得進步，

為是莫札特為約翰．克里斯蒂安．巴哈所作的墓誌

無論是奏鳴曲式的構築，或是多個主題與其延伸變

銘，在親切地傾訴中略帶憂傷之情，是莫札特年輕

化之間的流暢轉接，都流露出莫札特樂思橫溢的典

時期最美麗動人的慢樂章之一。

型特色，聆賞的重點在於演奏家如何展現音樂構思
的巧妙與流轉，而不在於如何以各種樣態的段落連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Aloysia Weber，由 Johann Baptist Lampi 所繪。

Constanze Mozart， 為 Aloysia Weber 的 妹 妹、Mozart 的 妻
子，Hans Hansen 繪於 18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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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托克：4 首管弦樂小品，作品 12
Béla Bartók: 4 Pieces for Orchesta, Op.12

瑞 士 指 揮 家 沙 赫 爾（Paul Sacher , 1906.4.28 -

為震撼，勤讀理查．史特勞斯的樂曲，又在鋼琴上

1999.5.26）說：「有人見過巴爾托克，並思及其作

彈奏自己改編的《英雄的生涯》（Ein Heldenleben,

品中節奏的原始力量時，必會為其瘦弱的外型感到

1898）到處演奏。

訝異…。他的眼中閃爍著莊嚴的火，在他『研究者』
炯炯的目光中，沒有虛偽與模糊。如果在音樂演奏

1904 年，他的大型交響曲《柯蘇特》（Kossuth, 匈

中克服了一些特殊的困難或冒險，他會天真豪放地

牙利民族獨立運動英雄）在布達佩斯首演，該曲曲

笑起來。對於一個課題的圓滿完成感到欣慰時，他

風混合李斯特與理查．史特勞斯的風格，因曲中蓄

總是表示適度的禮貌，這比言不由衷的客套更有意

意扭曲奧國國歌象徵奧軍敗退而引起軒然大波。

義，我也從未自他口中聽到類似的話。」

1905 年他去巴黎參加魯賓斯坦大賽，在鋼琴方面落
敗，作曲方面則與另一位作曲家共同得到參賽證書

1881 年 3 月 25 日 生 於 匈 牙 利 那 森 米 克 斯

（因為大賽沒錢頒作曲獎）。

（Nagyszentmiklos），1945 年 9 月 26 日 病 逝 於 紐
約，巴爾托克的父親是農業學校校長，酷愛音樂，

是時匈牙利音樂在音樂發展上，輕視傳統、崇拜西

母親也是教師，會彈鋼琴。他的音樂天份極早便已

方，真正的民間音樂為士大夫級所棄，除了在窮鄉

顯露，九歲時就會作曲，在一連串的私人音樂學習，

僻壤或少數音樂家及吉普賽人身上外，已經不太可

於普左尼（Pozsong）唸完中學後，在多赫南尼（Ern

能尋找它們的蹤跡。1904 年巴爾托克於女傭處聽到

Dohnányi, 1877.7.27 - 1960.2.9）的建議下，進入布
達佩斯的李斯特音樂學院求學。
在 校 期 間 他 跟 托 曼（István Thomán, 1862.11.4 1940.9.22）學鋼琴，隨柯斯勒（Hans von Koessler,
1853.1.1 - 1926.5.23）學習作曲。托曼像父親般地
照顧巴爾托克，給他錢買譜、聽音樂會，替他申請
獎學金，將他介紹給當時樂界名流。巴爾托克在校
成績極佳，1903 年 6 月從鋼琴組畢業，他鋼琴彈得
極棒，視譜、伴奏也很行，日後也幾乎一直靠教琴
演奏維生，未曾教過作曲。在求學期間，他的音樂
視野從李斯特拓展到華格納，在 1902 年 2 月間當
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Georg Strauss, 1864.6.11 1949.9.8）的交響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 1896）在布達佩斯首演時，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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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爾 托 克（ 左 ） 與 高 大 宜（ 右 ）， 匈 牙 利 攝 影 師 Aladár
Székely（1870.3.5 - 1940.9.27）攝於 1905 年。

一首民歌曲調將之記譜後就逐步投入匈牙利民歌的

主要是在凸顯前後音樂的凶狠暴力；中板 3/4 拍圓

採集工作。1905 年他結識了高大宜（Zoltán Kodály,

舞曲風的《間奏曲》除了中間情緒轉為激動之外，

1882.12.16 - 1967.3.6），高大宜在採集民歌方面是

前後的段落旋律輕聲細語、散發著光芒，雖若有所

專家，且剛出版了他的民歌研究專書，二人一見如

感但迅即平復；莊嚴的《送葬進行曲》帶來令人喘

故結為莫逆，一同四處上山下鄉採集民歌，更重要

不過氣來的壓迫性嚴肅感受，沒有英雄主義的高卓

的是透過高大宜的介紹，他認識了德布西的印象派

情懷，也沒有哀婉欲絕的悲傷，只是將樂曲層層壓

音樂，使他在作曲風格上大有突破。至此影響他作

入沉重的結尾。值得一提的是，巴爾托克經常寫「輓

曲的四大要素：貝多芬的動機發展形式、巴哈的對

歌」類型的樂曲，前前後後寫了十來首，究竟是創

位法、德布西的和聲解放、匈牙利的民歌要素，皆

作類型化探索的結果，還是個性有其悲觀的面向，

已全部融入腦海中，塑造出他獨特的集大成式綜合

經常藉此類型音樂抒發一己感受，這就看您的喜好

風格。

與判斷了。

1907 年 26 歲時成為布達佩斯音樂院的鋼琴教授，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1910 年 3 月他辦了全場作品發表會，但是仍未受重
視。在隨後數年間，他一直忙於民歌採集、創作、
教琴的工作，作曲風格轉變為由匈牙利民歌出發，
吸收一切可用的手法以使之現代化。1911 年他的歌
劇《 藍 鬍 子 的 城 堡 》（Bluebeard's Castle） 首 演，
舞劇《木偶王子》則在 1917 年首演，反應不錯，
同年完成了舞劇《奇異的滿洲人》（The Miraculous
Mandarin）鋼琴譜，1918 年歐洲最大的出版商環球
（UE）開始出版他的樂曲，象徵性地表示他已被認
定為當時世上傑出的作曲家之一。
《四首管弦樂小品》是巴爾托克在 1912 年創作的，
但是直到 1921 年才將管弦樂編寫完成，1922 年 1
月 9 日在布達佩斯首演，樂團為 4 管編制。在這組
曲子裡，匈牙利民歌的要素並未被刻意強調，只是
作為影射或引用的對象。《前奏曲》明顯受到德布
西印象派風格的影響，用四分音符構成的旋律線自
由展開，有時加入一些豎琴滑奏或弦樂震音等色彩
豐富的效果，其素材並未完全開展，恰如其名的似
乎在為某個重要的思緒或情緒鋪陳。以 3 拍子譜成
的快板《詼諧曲》所流露的並非幽默詼諧，而是直
率粗魯、光怪陸離、暴力霸道，有點像《奇異的滿
洲人》裡的街景音樂，中間雖然情緒轉為和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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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威爾：波麗露舞曲
Maurice Ravel: Bolero

法 國 作 曲 家 拉 威 爾（Joseph Maurice Ravel），

基以及法國本土作曲家夏布里耶等傳統的配器法－

1875 年 3 月 7 日 生 於 西 波 爾（Ciboure, Basses

以「群」的概念來編曲。在寫作總譜時，他的案

Pyrenees），1937 年 12 月 18 日 因 多 發 性 失 行 症

上會放一本魏道（Charles-Marie Jean Albert Widor ,

（Multiple Apraxia）及腦萎縮去世於巴黎。他的作

1844.2.21 - 1937.3.12）的「近代管弦樂法」（1904）

品大致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做為分水嶺，前後兩時

一書做為參考，但是他運用「樂器群」的概念則是

期雖然曲風不同，但是做工仍維持同等的精緻細膩

比前人更躍進了一大步。他和楊納柴克都碰到過同

與獨特創意。除此之外，拉威爾也是史上少數會將

樣的問題，同時二人的手法某些方面極為近似，他

自己鋼琴作品翻寫成管弦樂的作曲家，有的是在鋼

們都必須解決如何替機械化的背景伴奏與反覆更動

琴曲完成多年後才進行改編，例如：《鏡－小丑的

的前景旋律分別著以分離、對比但卻可相連貫的色

晨歌》（1904 - 05，1918 改編），《古風小步舞曲》

彩。二人的解決方法不同，但是卻都以創造複雜的

（1895，1929 改編），另一類的是緊接在鋼琴曲完

背景音響為其作品特色。

成之後便進行改編，例如： 《鵝媽媽組曲》（1908
- 10，1911 改編）、《高雅感傷的圓舞曲》（1911，

不過在他眾多的作品裡，《波麗露舞曲》是少數的

1912 改編）、《庫普蘭之墓》（1914 - 17，1919 改

例外，是唯一只可能用管弦樂團演奏的樂曲，因為

編），不過也很奇特的是，至今同首樂曲的鋼琴版

它乃是運用兩個旋律再三地反覆，並每次改換樂器

與管弦樂版都仍然同等受到歡迎，並沒有相互排斥

演奏的方式作成，同時也是一個運用管弦樂團各種

的現象，也因此往往有人稱拉威爾為管弦樂大師，

樂器的力度與厚度，以「漸強」曲式堆疊而成的，

但實際上，該說他是管弦樂編曲大師才比較貼切。

不用管弦樂團來演奏是完全行不通的，也因此在拉
威爾的作品中獨一無二，將它倒過來改編成鋼琴曲

許多作曲家無法將鋼琴曲轉換成管弦樂曲，一方面

更是匪夷所思！

因為二者作曲手法不同，另一方面則因為作曲者對
樂隊的陌生感，舒曼即是一例。管弦樂法牽涉到三

《 波 麗 露 舞 曲 》 的 創 作 來 自 於 舞 蹈 家 艾 達． 魯

件事：1. 樂器的性能、音域、音色等。2. 多種樂器

賓 斯 坦（Ida Lvovna Rubinstein, 1883.10.5 [9.21] -

的重疊效果。3. 如何賦予各個段落獨特的色彩，但

1960.9.20）1928 年 的 邀 約。 艾 達． 魯 賓 斯 坦 活 躍

卻又能統合為一。這三件事看來簡單，實際上卻因

於二十世紀初期至中期，出身自富有的猶太家庭，

其不同可能性的組合而千變萬化。拉威爾常常零碎

父親在 1892 年過世時留給她大筆的財富，隨後她

的記下片段音樂，捎封信給他的好友，附上此一片

搬到聖彼得堡跟阿姨同住，日後家族一直聘請聖彼

段，問問他們：「這樣可以演奏吧？」於是乎他能

得堡的專家來教導她音樂、舞蹈與戲劇表演，雖然

夠在樂器的演奏性能上有所突破。

她的原生家庭對於她在舞台上拋頭露面一事極為反

至於在第 2、3 點上，他則師承俄國作曲家林姆斯

1909 年加入戴亞吉列夫（Sergei Pavlovich Diaghilev,

感，但是後來仍然擋不住她遠赴巴黎學習，並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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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 Rubinstein, Antonio de la Gandara 繪於 1913 年

1872.3.31 [3.19] - 1929.8.19）的俄羅斯芭蕾舞團，

因為聖巴斯丁這角色居然是由一位猶太女性擔任演

1909 年擔任《克麗奧佩脫拉》（Cléopâtre）的主角，

出，有點不倫不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她先

故事裡她要被裹在毯子裡帶到凱薩面前，據說身穿

後在一些話劇中演出，1928 年她又組織了自己的

幾層透明薄紗的她，在毯子展開後如蛇般性感地扭

舞 團， 由 尼 金 斯 卡（Bronislava Nijinska , 1891.1.8

動腰肢軀體，大幕才剛剛落下，巴黎的唯美主義、

[1890.12.27] - 1972.2.21） 擔 任 編 舞， 她 委 託 了 斯

象 徵 派 詩 人 Marie Joseph Robert Anatole, Comte de

特拉溫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 1882.6.17

Montesquiou-Fézensa（1855.3.7 - 1921.12.11） 衝 到

[6.5] - 1971.4.6）創作了芭蕾舞劇《仙女之吻》（Le

她的化妝室，成為她的死忠擁護者，使得整個巴黎

Baiser de la Fée），另外就是委託拉威爾創作一齣以

拜伏在她腳下。

西班牙為背景的芭蕾舞劇，這就是本曲的濫觴。

艾達．魯賓斯坦在 1910 年主演俄羅斯芭蕾舞團的

原本艾達．魯賓斯坦是委託拉威爾將西班牙作曲

《雪哈拉莎德》（Scheherazade）之後，於次年離

家 阿 爾 班 尼 士（Isaac Manuel Francisco Albéniz y

開戴亞吉列夫成立自己的舞團，邀請德布西為她

Pascual, 1860.5.29 - 1909.5.18）《伊貝利亞》（Iberia,

創作芭蕾舞劇《聖巴斯丁的殉道》（Le Martyre de

1905 - 09）裡的六首鋼琴曲編成管弦樂演奏曲，然

saint Sébastien）的音樂，由她自己擔任主角，但是

而後來發現西班牙指揮家 Enrique Fernández Arbós

演出結果不甚成功，天主教方面也抵制這齣舞劇，

（1863.12.24 - 1939.6.2）被賦予這幾首曲子的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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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雖然 Arbós 得知此事之後，願意將著作權釋出，

所以實際上是共五組反覆，兩個旋律各自出現九次，

然而拉威爾已經決定另行創作新樂曲，並且打從一

使用的堆疊手法並不只是單純的增加樂器，而是在

開始就決定要用單一的旋律做多次的反覆，並一直

更換或增加樂器，調高音量的同時，也用平行三和

盡其所能的進行管弦樂堆疊，因而成就了原本曲名

弦來加粗線條，伴奏的節奏樂器也是以此手法操作，

《方當果舞曲》（Fandango）的本曲。

逐步地將全曲的音量與光彩度推到最高潮。

芭蕾舞的背景是設定在西班牙小客棧裡，在午後悶

本曲後來的編舞以莫里斯．貝嘉（Maurice Béjart ,

熱慵懶的時光為了助興，其中的某位客人開始跳起

1927.1.1 - 2007.11.22） 在 1960 年 為 南 斯 拉 夫 舞 者

舞來，眾人逐漸加入，終於轉變成熱烈興奮地群舞，

Duška Sifnios（1933.10.15 - 2016.10.14） 所 作 的 最

為午後帶來激動昂揚的氣氛。在小鼓固定的波麗露

為知名，舞劇的背景也去除掉西班牙要素，而是將

舞曲節奏上，反覆出現主要的曲調，實際上是由兩

之變成一張巨大的紅色圓桌，除了獨舞者站在紅

個旋律構成，前句（A）奏兩次之後接入後句（B），

桌子上之外，其餘所有的舞者都圍繞圓桌而坐，

前句完全由 C 大調的白鍵音所構成，後句則含有降

再隨後三五成群地加入舞蹈的行列在桌邊起舞。

B、降 D 與降 A 音，為旋律帶入一絲近東色彩，也

1974 年俄國當代芭蕾舞伶瑪雅（Maya Mikhailovna

是演奏兩次之後，再回到前句；每次句子銜接的地

Plisetskaya, 1925.11.20 - 2015.5.2） 在 Dubrovnik 看

方都有兩小節的過門節奏。本曲的旋律主題樂器分

到 Duška Sifnios 跳這支舞，狂熱地愛上了它，於是

派與變化如下：

寫信給貝嘉希望能夠有機會參與演出，次年他邀請

4 小節前奏（pp）－

瑪雅在比利時演出，誰知瑪雅記不住這些反覆又多

A（ 長 笛，pp） － A（ 豎 笛，p） － B（ 低 音 管，

變的動作，結果演出時從頭至尾都是靠貝嘉在觀眾

mp）－ B（高音豎笛，p）－

席的後方，以他們約好打暗號給她（例如：螃蟹、

A（柔音管，mp）－ A（小號＋長笛，mp）－ B（次

太陽、魚、B.B.、匈牙利女人、貓咪、肚子、桑巴

中音薩克斯管，mp）－ B（超高音薩克斯管－高音

舞曲），才讓她得以順利地完成演出。

薩克斯風，mp）－
A（鋼片琴＋法國號＋ 2 短笛，p）－ A（雙簧管

1979 年 Jorge Donn (1947.2.25 - 1992.11.30) 首 次 演

＋柔音管＋英國管＋ 2 豎笛，mf）－ B（伸縮號，

出這支舞，將原本為女舞者而作的舞劇改變成由

mf）－ B（2 長笛＋短笛＋ 2 雙簧管＋英國管＋ 2

男舞者擔綱，Jorge Donn 在 1981 年與二十世紀芭

豎笛，f，平行三和弦）－

蕾舞團（Ballet du XXe Siècle）所作的錄影成為經

A（第一小提琴＋ 2 長笛＋短笛＋ 2 雙簧管＋ 2 豎笛，

典名作，法國著名導演克勞德 ‧ 雷路許（Claude

f，八度齊奏）－ A（前述陣容＋第二小提琴＋英國

Lelouch, 1937.10.30）1981 年的作品《戰火浮生錄》

管，f，平行三和弦）－ B（前述陣容＋中提琴﹝旋

（Les Uns et les Autres）就是用這段舞蹈影片開場，

律音域降低的時候﹞＋小號，f，八度齊奏）－ B（前

而拉威爾的音樂也深深地影響著大眾通俗文化（例

述陣容＋中提琴＋伸縮號＋超高音薩克斯管，f，平

如：波．德瑞克主演的電影《十全十美》）；這兩

行三和弦）－

齣演出今日上網都可以看到，很值得愛樂者做為欣

A（第一小提琴＋ 2 長笛＋短笛＋ 3 小號＋高音薩

賞本曲的絕佳切入點。

克斯風＋次中音薩克斯管，ff，平行三和弦）－ B（前
述陣容＋高音小號＋伸縮號，ff，平行三和弦）
結尾（共 14 小節，轉 A 調 8 小節，然後轉回 C 調）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樂曲解說／陳樹熙 撰文

Maurice Béjart, Erling Mandelmann 攝於 1988 年

Maya Plisetskaya (1925.11.20 - 2015.5.2)

Jorge Donn (1947.2.25 - 199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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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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藝術文化代代相傳；
「育、藝、深、遠」總合起來構成了本計畫的核心使命。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推行「育藝深遠校園音樂推廣計畫」不遺餘力，從音樂欣賞的「育藝深遠音樂會」，到
延伸舉辦樂器講座「音樂在校園裡」、樂器教學「樂器學習圓夢計畫」及音樂劇製作教學「國小學童音樂劇」
四大計畫，將音樂教育落實地更深、更廣。

育藝深遠音樂會
計畫

1

105 學年度育藝深遠音樂會主題為《諾
特的神奇機器》，「諾特」，就是樂
音的「音符」－ Note，也是組成世上
所有美妙音樂的最基本元素，經由作
曲家的巧筆與管弦樂團各種樂器的臨
摹，將這些「諾特」變身成為一首首
描繪機器的樂曲，讓參與學童感受音
樂神奇的描寫力與想像力。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在

2

裡

音樂

計畫

校 園

「音樂在校園裡」是「育藝深遠」校園音樂推廣計畫的延伸，北市交致力讓在孩
子進入音樂廳堂觀賞「育藝深遠」之前，先到訪校園並且走入課堂，為學生做暖
身和預習，成為「育藝深遠」的前導活動。
北市交編列四組團隊，分別為弦樂四重奏、木擊四重奏、管弦五重奏與銅管五重
奏，以樂器試奏的方式與學生做近距離的接觸，高互動性模式開發孩子們對音樂
的興趣。在 105 學年度上學期，北市交進入 19 所學校，舉辦 71 場「音樂在校園
裡」課程講座，逾兩千名學童參與受惠。在未來，北市交更期許持續發揚此課程，
讓音樂種子深耕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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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3

樂器學習
圓夢計畫

樂器演奏為增進藝文修養、展現自我、建立自我紀律、發
展創意思考、培養感受細膩度與耐性等性格特質的極佳管
道。在 105 學年度，北市交進入民族國小、華江國小、永
吉國小、逸仙國小，建立校內音樂性社團，提供 40 位國
小學童免費的小提琴，並安排優良師資進入學校教學。長
達三年的樂器學習計畫，從無音樂基礎到有能力拉奏小提
琴，一步一腳印見證學童們努力的成果。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計畫

4

音樂劇是一項融合眾多藝術領域技能的藝術項目。在一齣音樂劇
中，需要運用的專業從音樂詮釋、角色扮演、肢體語言、口語
表達到舞臺佈景、服裝道具設計等，能讓孩子接觸全面性藝術
領域。
105 學年度北市交與麗山國小、太平國小、銘傳國小、富安國小
四所學校合作，帶領孩子們學習製作一齣音樂劇的所有臺前幕後
工作，並於 106 年 1 月份演出《當我們劇在一起》成果發表會，
孩子們的成長與熱情，是家長及觀眾有目共睹的。
在 105 年度下學期，北市交則計畫由創意團隊，引領國小學童發
揮想像力與創造力，讓編劇與小朋友一同參與創作音樂短劇，並
將於 106 年暑假期間成果發表，學童們在舞臺上發光發熱的可愛
模樣，北市交邀您一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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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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更勝以往的是，北市交在 2016 年 10 月成立 TSO
POPS，以 TSO 附設團之原有團員為班底，並另行招募國內優秀之青年
音樂家，組成以演奏輕古典、流行、爵士、電影音樂、民歌等多元、
跨界性的團隊，使樂團更貼近市民音樂生活，希望帶給臺北市豐富的
藝文體驗，點亮絢爛的音樂光譜。
TSO P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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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3/11 ( 六 ) 19:00

大同區延平里

歸綏戲曲公園 重慶北路二段、歸綏街口

3/18 ( 六 ) 19:00

內湖區清白里

清白區民活動中心 星雲街 161 巷 3 號

3/18 ( 六 ) 19:00

文山區興安里

仙岩公園 仙岩路 22 巷內

3/25 ( 六 ) 16:30

中山區朱園里

伊通公園廣場 松江路 85 巷底

5/06 ( 六 ) 10:00

信義區黎平里

黎富公園 富陽街 91 號對面

5/06 ( 六 ) 15:00

士林區天山里

天母區民活動中心 中山北路七段 154 巷 6 號 4 樓

5/06 ( 六 ) 18:00

松山區新聚里

新聚區民活動中心 南京東路五段 374 號

5/06 ( 六 ) 18:30

南港區鴻福里

玉成公園廣場 ( 福德宮旁 ) 中坡南路 51 號

5/20 ( 六 ) 14:30

萬華區雙園里

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 西園路二段 9 號 3 樓

5/26 ( 五 ) 19:00

北投區東華里

捷運唭哩岸站 1 號出口廣場 東華街二段 301 號

5/27 ( 六 ) 15:00

大安區民炤里

民榮公園 新生南路 1 段 157 巷、建國南路一段 304 巷口

5/27 ( 六 ) 18:00

內湖區湖濱里

碧湖公園 內湖路二段 177 號旁

5/27 ( 六 ) 19:30

中山區行政里

農安公園 農安街 227 巷 3 弄 22-1 號對面

5/29 ( 一 ) 18:00

中正區三愛里

連雲公園 新生南路一段 146 巷

6/02 ( 五 ) 18:30

中山區新庄里

新祿公園 吉林路 456 巷 9 號旁

6/10 ( 六 ) 19:00

南港區九如里

凌雲新邨社區廣場 研究院路三段 12 巷口

7/08 ( 六 ) 19:00

中正區網溪里

牯嶺公園 牯嶺街 133 號對面

* 本團保留節目異動權
各場次更新資訊將即時公告於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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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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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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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高音安娜．涅翠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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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進行歌
劇製作的悠久傳統更為人讚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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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達

在臺北》成為首齣登上臺北小巨蛋的全本歌劇，近年以《狄托

的仁慈》首次全本演出、《納克索斯島上的阿麗雅德妮》與《尤金．奧涅金》臺灣首演，更於 2016 年推出
臺灣首次親子歌劇《聰明的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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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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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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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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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法國漢斯夏日漫步音樂節以及 2016 年上海國際藝術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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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表現則由早期的團長兼任指揮，樂團成
長至今日的樣貌，採行政管理與音樂分立的雙軌制，曾邀請匈牙利籍指揮家李格悌、德國籍指揮家馬汀．
費雪－狄斯考等人擔任音樂總監及準音樂總監，並從 2013 年 5 月起，邀請國際知名匈牙利裔指揮家吉博．
瓦格出任首席指揮，雙方共同攜手合作，引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邁向新的里程碑，為臺灣古典音樂舞台創
造更多驚豔！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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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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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t comes to
producing operas, the TSO also established its long tradition of opera production, including such classic operas as
Pagliacci, La Dame aux camellias, Faust, Carmen, Turandot, and La bohème. In 2011, Verdi's Aida was the first time
a full opera was ever performed at the Taipei Arena. In recent years, the TSO performed La Clemeza di Tito in its
entirety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n Taiwan, also Taiwan debuts of Ariadne auf Naxos and Eugene Onegin. In 2016, Die
Kluge was the pioneer production of children’s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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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arbrü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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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ée in Japan's Kanazawa, Toyama and Tokyo in 2012, Japan tour (Sapporo and
Yokohama) in 2014, Les Flâneries Musicales de Reims in 2015 as well as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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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Chu
Chen, Felix Chiu-Sen Chen, Chia-Chu Hsu and Wei-Ming Hwang. In March 2016, Shu-Si Chen became the current
General Director. The musical expression of the early days, in which the director was also the principal conductor,
gradually gave way to a division of labor, with one director and one conductor. The TSO invited Hungarian
conductor András Ligeti and German conduct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to serve as music director and inte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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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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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格曾指揮過與許多全球重要的樂團，包括：費城管弦樂團、柏林德意志交響樂團、柏林廣播交響樂團、巴黎管
弦樂團、奧斯陸愛樂樂團、雪梨交響樂團，在 2016/17 樂季他很期待與辛辛那提交響樂團初次合作，並也將與再次
與利物浦皇家愛樂樂團、澳門樂團合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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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ibidac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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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V、Koch Inter national 與 ClavsRecor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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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雜誌五星獎。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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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conducted many of the major orchestras across the globe, including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DSO
Berlin, Radio Symphony Berlin, Orchestre de Paris, Oslo Philharmonic, Sydney Symphony and in the the 2016/17
season he looks forward to his debut with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as well as return engagements with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and the Macao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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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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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ttgart Chamber Orchestra (1991 - 1995) and Principal Guest of the Malmö Symphony (1997 -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首席指揮  Principle Conductor

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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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rtos by Ravel and Prokofiev with Deutsches SymphonieOrchester Berlin and Anna Vinnitskaya on Naïve Records was given five stars by BBC Music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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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名錄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團長
首席指揮
助理指揮
樂團首席
樂團助理首席
第一小提琴
第二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提琴
長笛
雙簧管
單簧管
低音管
法國號
小號
長號
低音長號
低音號
定音鼓
打擊樂

★首席

陳樹熙
吉博 ‧ 瓦格
吳琇玲
★ 姜智譯
☆ 黃芷唯
張雅禮
吳靜雯
黃清芬
林一忻
★ 陳昭佺
☆張世昌
花苾茲
吳宛蓁
★ 何君恆
☆張菁珊
陳梅君
★ 簡荿玄
☆王佩瑜
詹書婷
★ 卓涵涵
☆林枝盈
★ 游雅慧
☆劉兆哲
★ 王頌恩
☆賴承儀
★ 楊喬惠
☆張文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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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首席 ★代理首席

謝思盈
鄞言錚
蕭景雲

阮子恬
楊亦淨
林俊雄

賴尚菁

朱亞蓁

蘇莉莉

陳美秀

陳臻嫻

李威萱

陳宜琳

陳姵怡

王

瑞

賴佳琪

顏君玲

張知禮

劉盈君

黃譯萱

許瀞文

陳瑾平

簡靖斐

洪淑玲

陳昱翰

高洛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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