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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的話
Words from
the Commissioner
局長│鍾永豐
Commissioner: Yung-Feng Chung

2017 年臺北的盛事「世界大學運動會」，文化局傾力參與，讓世
界看見臺北的文化與能量，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身為首都的樂團，
也將在世大運開幕盛大演出。在高度藝術層次的展演之際，秉持
與市民為伍，擔起本市樂教之責，成為代表本市的藝術文化交流
的絕佳媒介。
音樂之於人的根本，正是在於透過樂音之美將市民串聯，消弭人
與人乃至於城市間的疆界，共同體會藝術的動人之處，進而對生
活及環境聚集向善能量。在 2017/18 樂季當中，優雅高貴的交響
之聲不可或缺，將持續在國家音樂廳及中山堂驚艷聽眾。而本季
延續著上一樂季的成功與好評，端出的年度歌劇卡爾．奧福二部
曲中的《月亮》更是精彩可期，向下延伸觀眾年齡層，突破歌劇
的既定思維，令人眼睛一亮！
走出音樂廳，北市交走進市民生活。「文化在巷子裡」以輕鬆、
親和的形式演出與民同樂；「育藝深遠」教育向下扎根，培育下
一代對美的感知與覺察。每月一次在大安森林公園露天音樂臺演
出的「森林音樂會」，更以多元的音樂主題貫串，持續辦理了兩
個樂季，北市交早已成為市民休閒生活的絕佳良伴，為北市帶來
溫暖安定的力量。
臺北市立文化局與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攜手豐富城市的文化生態，
點亮絢爛的音樂光譜，誠摯邀請愛樂者與市民們共襄盛舉，參與
優質又親民的全新樂季！

The 2017 Summer Universiade in Taipei is a grand occasion to say the least, one in which the
Taipei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has eagerly and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d. It is a chance
to display the culture and talent of the city of Taipei on an international stage. As part of this,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he city’s very own orchestra, will perform as part of the Universiade
opening ceremony. Representing the citizens and the entire city of Taipei at an occasion such as
this is a great honor.
Music has people as its foundation, and the beauty of music in turn connects people. It breaks
down border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he appreciation of art has the ability
to move people, to create positive interactions that are a force for good. The programs for the
2017/18 concert season are exceptional, with the exquisite sounds of the TSO filling the National
Concert Hall as well as Zhong Shan Hall. This season continues on the success and favorable
responses of last year. This year’s annual opera production, a highlight of every season, is another
work from Carl Orff, Der Mond (The Moon). It is a piece that can break the age barrier and bring
the magic of opera to especially young audiences.
Outside the concert hall,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is also a part of citizens’ lives. The
Community Arts Festival is a relaxed, comfortable performance program, and the School Music
Project plants the seeds of musical appreciatio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Once a month, in the
outdoor amphitheater of Da-an Forest Park, the TSO holds ‘Concerts in the Park,’ offering up a
more varied musical experience. With these two concurrent concert schedules, the TSO has long
been the music to Taipei’s recreational ears, becoming a beloved part of Taipei’s culture and arts
scene.
The Taipei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and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are working hand
in hand to enrich the city’s cultural environment. We welcome music lovers and all citizens of
Taipei to come together and enjoy the wonderful new concert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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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指揮
Words from
the Principal Conductor
首席指揮│吉博 ‧ 瓦格

Principal Conductor: Gilbert Varga

我與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共事已經進入第五年，樂團和我以前所未
有的專注力處理音樂性的細節。我們既高興又驕傲地為您獻上具
有多方位「浪漫主題」的 2017/18 樂季，本季曲目中，有生命力
旺盛的當代作品，也有熾熱奔放的匈牙利舞曲，風采萬千，盡展
西貝流士、柴科夫斯基、孟德爾頌、德弗乍克、貝多芬與布拉姆
斯等多位作曲家的飛揚氣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杜替耶，其作品
將於臺灣首次演出。
葛林戈斯、貝爾金與黃俊文這三位備受矚目的小提琴家受邀來演
出，尤其讓我興奮不已！葛林戈斯對音樂上的挑戰樂此不疲，有
演奏當代音樂的豐富經驗，也多次參與當代作品首演，他與我有
共同的嗜好，熱衷於推廣值得探索卻極少被演奏的作品。在樂壇
上發光發熱數十年，貝爾金不像一些音樂大獎得主那樣，用頭銜
來吸引觀眾，讓觀眾信服，他的演奏是橫亙於時間之外的火輝。
另外，我非常期待能夠認識黃俊文這名新銳；當初他在青少年歲
月，贏得北市交明日之星大賽而有機會與樂團同台演奏時，留給
樂團成員無限驚豔的印象，迄今大家還津津樂道。
我有絕對信心，北市交在新一樂季將表現卓越，他們對臺灣文化
環境向來有無窮的貢獻。北市交盡本分帶來完美演出的同時，也
熱衷且有計畫性地從音樂角度強化民眾的藝術體驗、進行音樂教
育，幫助臺北市的文化環境持續進化。我個人參與的方式是教授
大師班，還有指揮音樂系學生組成的交響樂團，而我得到的回饋
證明這些付出極有意義――歡迎所有朋友來見證我們的努力！謝
謝你們的支持，我們新一樂季再見！

This is my fifth year working with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he orchestra and I are now
focusing more than ever on the delicate details of the music we are performing. We are delighted
and proud to present you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display of romanticism in the 2017/18 season.
The repertoire ranges from vigorous contemporary work to passionate Hungarian dance, and
shows the different composers’ individual free spirits. Sibelius, Tchaikovsky, Mendelssohn,
Dvořák, Beethoven and Brahms are all on the list. Also to be noted is the French contemporary
composer, Dutilleux, whose work is performed for the first time on a Taiwanese stage.
I am especially excited about the appearances of the three featured violin guest soloists:
Ilya Gringolts, Boris Belkin and Paul Huang. Relishing in musical challenges, Gringolts is
experienced in performing contemporary compositions – often premieres – and shares one of
my passions of promoting works that are worth exploring but seldom performed. Celebrated
for decades, Boris Belkin does not persuade the audience with grand titles as some famous
prizewinners must, but his performance display timeless splendor. On the other hand, Paul Huang
is a young bright star whom I a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He made a
legendary impression on the orchestra when he first worked with them as an teenager, winning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s Young Talent Competition.
I believ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will excel in this season’s concerts. They always do,
whilst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Through enhancing the citizens’
artistic experiences by providing a musical context and promoting education, they are active in
enriching the city’s culture. I personally participate in such activities by giving master classes and
conducting university orchestras. From the feedback I received, what we are doing is meaningful.
I recommend your witnessing of our efforts. We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cannot wait to
see you again in this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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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代團長的話
Words from the Acting Director
兼代團長│劉得堅

Acting Director: Deh-Chian Liu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不只讓臺北聽見世界的聲音，2017/18 樂季的美巡音樂會，讓遠洋的愛樂者聽見
它相隔 25 年的成長，聽見它有幸得以在其玉琢之時給予支持的新銳小提琴家黃俊文的茁壯！臺北
市立交響樂團一直在追求進步，提供更好的音樂藝術育成環境，呈現更貼近人心、在時光浮沉中更
顯真實的演出。
本季頑固的不是低音，是「鄉音」。10 月首先由風格濃郁澄澈的芬蘭指揮大師奧科 ‧ 卡姆向祖國
最愛的西貝流士致敬，接著美巡重複鄉音主調，並於 12 月匈牙利裔首席指揮吉博 ‧ 瓦格指揮匈牙
利音樂主題作品時熱情升溫至最高點！實力派鋼琴家格斯坦、沉穩精鍊的小提琴家貝爾金、游刃於
當代與古典的小提琴家葛林戈斯與才華洋溢的大提琴家帕斯卡，同樣令人仰頸期待。
樂季的終場，在 1 月《德意志安魂曲》中有形化無形，成為體內慰藉的力量。這是臺北市立交響樂
團希望獻給各位的禮物：精神上的富足。期盼無論您是音樂表演藝術的長期擁護者、懂得用感知品
味世界的文化人，或者尋找靈性刺激的新鮮觀眾，都能在本季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gives exquisite performances not only to local audiences, but also abroad.
In the 2017/18 season, the TSO will embark upon a tour in America, showing Western audiences how the
ensemble has matured in the last 25 years. On this occasion, the orchestra also has the privilege to perform
alongside rising star Taiwanese-American violinist Paul Huang. The TSO is constantly pursuing perfection,
presenting outstanding musical artistry, authentic performances that move audiences no matter where they
perform.
The underlying theme of this season is cultural influence. October features an all-Sibelius concert led by
world-renowned Finnish conductor Okko Kamu. After that will be the American tour. In December, we
look forward to the Hungarian-themed concert led by music director Gilbert Varga, himself of Hungarian
descent. As part of these concerts, we highly anticipate appearances by world-famous soloists such as
pianist Kirill Gerstein, violinist Boris Belkin, cellist Aurélian Pascal, violinist Ilya Gringolts, with a wide
variety of pieces on the programs, from the classical era to the 20th century.
The final concert of the season, Brahms’s German Requiem in January, is to be a source of consolation
and strength. This performance is dedicated to our listeners, a work of emotional, perhaps even spiritual,
enrichment. We hope that whether you’re a veteran concertgoer or a new listener in search of an inspiring
experience, this season’s concerts will prove memorable and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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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首席指揮吉博．瓦格及 TSO 以浪漫樂派經典曲目開啟樂季，邀請 2001 年魯賓
斯坦鋼琴大賽首獎得主基里爾．格斯坦共同演出布拉姆斯《第二號鋼琴協奏
曲》，以精湛、無瑕的技巧來演繹此展現獨奏家與樂團既競爭又合作的登峰之
作！本場將呈獻孟德爾頌最後完成的交響曲作品－第三號交響曲《蘇格蘭》，
帶領觀眾一同透過音樂跟隨著作曲家當年的足跡，品味旅程中的啟發與無限想
像。

布拉姆斯：降 B 大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作品 83
Johannes Brahms: Piano Concerto No. 2 in B-flat Major, Op. 83
第一樂章：不過份的快板
Mov. I: Allegro non troppo
第二樂章：熱情的快板
Mov. II: Allegro appassionato
第三樂章：行板
Mov. III: Andante
第四樂章：優雅的稍快板
Mov. IV: Allegretto grazioso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孟德爾頌：A 小調第三號交響曲《蘇格蘭》，作品 56
Felix Mendelssohn: Symphony No. 3 in A Minor "Scottish", Op. 56
第一樂章：導奏—富動態的行板—稍激動的快板—相當富有
生氣—如第一段的行板
Mov. I: Introduction. Andante con moto – Allegro un poco
agitato – Assai animato – Andante come I
第二樂章：詼諧曲：不太過份地活潑
Mov. II: Scherzo. Vivace non troppo
第三樂章：歌唱的慢板
Mov. III: Adagio cantabile
第四樂章：戰爭般的終樂章（非常活潑的快板）—相當莊嚴
的快板
Mov. IV: Finale guerriero (Allegro vivacissimo) – Allegro
maestoso assai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鋼琴│基里爾．格斯坦

Kirill Gerstein, Pian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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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o

"K

irill Gerstein’s curiosity and versatility has led him to explore a wide range of repertoire and
styles. From Bach to Adès, his playing is distinguished by a discerning intelligence, great

virtuosity and a clarity of expression. He has been described as "Gloriously free and unfazed by technical
difficulties, he made the piano sing… The concerto that we’ve heard so many times before gained new
life." (Leipziger Volkszeitung)
格斯坦的好奇心與多才多藝使他得以探索廣袤的曲目與風格，從巴赫到阿德斯，他的演奏因獨到的
智慧、精湛的技藝，以及清晰的表現力而格外出眾，他曾被這樣描述：「極其自在，無需擔心技術
上的困難，他讓鋼琴歌唱，這首我們聽過多次的協奏曲，獲得了新的生命。」
─ 【萊比錫人民報】
2016 年 8 月，格斯坦再度受 BBC 逍遙音樂節之邀，與道斯加德指揮的 BBC 蘇格蘭交響樂團演出
柴科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1879 年版），【獨立報】評論：「無瑕的技巧並良好的說服力，
出人意表的美感遍佈在整場演出中，很少看到觀眾爆發出如此由衷而發的欣喜。」
格斯坦與維也納愛樂、柏林愛樂、阿姆斯特丹音樂會堂管弦、布商大廈管弦、德意志交響、西德廣
播交響、BBC 交響、法國國家管弦、波士頓交響、克里夫蘭管弦、紐約愛樂合作。他亦於維也納
音樂廳、易北愛樂廳、皇家利物浦愛樂廳及布弗拉耶音樂廳舉行獨奏會。
他為 myrios classics 錄製了世界首張 1879 年版柴科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它獲得古典回聲
大獎的「年度協奏曲錄音」。首張專輯被紐約時報選為 2010 年最佳錄音之一。
他在 2001 年獲得第十屆魯賓斯坦鋼琴大賽首獎，2010 年獲吉爾摩藝術家大獎。
In August 2016, Gerstein returned to the BBC Proms in a performance of Tchaikovsky’s First Piano
Concerto (1879 version) with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and Dausgaard. The Independent wrote:
"Technically flawless and imbued with benign authority, his performance was studded with moments of
unexpected beauty; one seldom sees an audience erupt with such spontaneous delight."
Gerstein performed with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Berlin Philharmonic,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Gewandhausorchester, Deutsches Symphonie-Orchester, WDR Sinfonieorchester Köln, BBC Symphony,
Orchestre National de France, Boston Symphony, Cleveland Orchestra, and New York Philharmonic. In
recital he performs at the Vienna Konzerthaus, the new Elbphilharmoni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Hall and Flagey.
Gerstein records for myrios classics. His world premiere recording of Tchaikovsky’s First Piano Concerto
won an ECHO Klassik Award for Concerto Recording of the Year. His first solo recording was chosen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one of the best recordings of 2010.
In 2001, he won First Prize at the 10th Arthur Rubinstein Competition, and in 2010, was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Gilmore Artis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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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姆斯：

降 B 大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作品 83
Johannes Brahms:
Piano Concerto No. 2 in B-flat Major,
Op. 83
文│蔡永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博士

雖然協奏曲之發軔，係強調獨奏者或獨奏群與伴奏之間的競奏關係，變漸漸強調獨奏者的
炫技性，然而這股核心價值，在十九世紀卻逐漸面對考驗。在當時，固然有為明星式獨奏
者所量身訂作的炫技式協奏曲，然而從貝多芬、舒曼、李斯特以降，卻又逐漸興起另一種
風潮，強調獨奏者與樂團間的密切互動，不讓樂團侷限於伴奏角色。而布拉姆斯（1833.5.7
- 1897.4.3）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就可以說是這股趨勢的顛峰。
布拉姆斯年輕時即以鋼琴家之姿活躍於樂壇。他在 1859 年為自己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
首演，就證明了他突出的技巧。然而在作品首演時，坐在觀眾席上的作曲家布魯克納卻
發牢騷道：「這是交響曲的主題啊！」。顯見即使是創作協奏曲，布拉姆斯仍然脫離不
了「交響曲」的影響。而當布拉姆斯間隔 22 年再次譜寫一首新鋼琴協奏曲時，「交響
曲」影響更為明顯。就現今資料推估，他約莫 1878 年時就著手這部新作，但直至 1881
年才完成，並於是年十月布達佩斯首演，再次由作曲家親自演奏鋼琴。首演反應平平，
到第二次演出才大獲全勝。但作曲家卻似乎對聽眾的反應不以為意。他寄給外科醫生友
人比爾若特（Theodor Billroth）的總譜副本時，形容這部作品為「幾首鋼琴小曲」（ein
paar kleine Klavierstücke）；而在寫給當代知名女鋼琴家馮 ‧ 赫爾佐根伯格（Elisabeth
von Herzogenberg）時，則提到自己「寫了一首短小的鋼琴協奏曲，包括一首小巧溫柔
的 詼 諧 曲 」（ein ganz ein kleines Klavierkonzert geschrieben mit einem ganz kleinen zarten
Scherzo）。
布拉姆斯係以反諷的語氣，道出這部協奏曲的龐大架構。正是因為這首「小巧溫柔」的〈詼
諧曲〉。讓作品有如四樂章的標準交響曲，清楚地建立了「交響性」的基調。而在作品的
每個樂章裡，布拉姆斯一反協奏曲裡，以主奏與樂團為基礎之段落對比傳統，反以招牌式
的「持續發展中的變奏」（entwicklende Variation）手法，將單一主題內的多個動機拆解，
綿密地編織進音樂整體，讓鋼琴與樂團無法分割。此外，他將華彩樂段收編為樂章主體的
其中一部份，也大幅削減了這首鋼琴協奏曲裡的「協奏曲」成份。上述情形，在第一樂章
裡都有清晰例證。樂章依然延續著協奏曲傳統裡首樂章慣用的雙呈示安排，但鋼琴與樂團

的關係有明顯轉換。在以往，雙呈示係先樂團一次，再主奏一次；但在這個樂章裡，第一
次呈示就已展現了鋼琴與樂團間的緊密關係：樂章開始，第一法國號以三聲上行連綴三連
音下行，再以小三度上行提問，鋼琴接續以和弦堆疊模仿；法國號再次出現，此次是三聲
下行連綴三連音下行，再以四度提問，鋼琴再次以和弦堆疊模仿。法國號的主題裡兼備級
進、三連音與跳進，在隨後樂段馬上被緻密發展；而由鋼琴模仿法國號，既尊重此為「樂
團呈示」段落，但也昭告了「這是首鋼琴協奏曲」。在第一主題呈示後不久，鋼琴獨奏出
由第一主題分化、發展出的旋律，風格有如裝飾奏，內涵卻又緊扣樂章主題素材與發展邏
輯，這亦是對傳統協奏曲定義的另一個挑戰。相對於第一主題的莊嚴隆重，第二主題就帶
有大小調間的模糊色彩，由兩部小提琴呈示。在發展部尾聲，鋼琴以顫音音型，漸次改變
和聲，而法國號搭配單簧管則在鋼琴編織出的音響薄紗間，悠悠帶出樂章第一主題，由此
開始較呈示部精簡的再現部。最後，布拉姆斯灌注樂章至此都仍出現的動能，再一次將主
題變奏，結束第一樂章。
被作曲家戲稱為「小巧溫柔」的詼諧曲，融合了傳統 ABA 的對比性與奏鳴曲式邏輯。第
一主題為樂章開始由鋼琴所帶出，彷彿具有向前滾動的能量，而鋼琴隨後肥厚的和弦，亦
有如與樂團抗衡之勢；第二主題則在高音，由小提琴演奏，在 E-F 之間以半音游移，又有
欲拒還迎之態。發展部中段，樂章短暫地脫離與前述兩主題的鮮明關連，有如詼諧曲裡的
「中間樂團」（Trio），但這抒情的告白卻很短暫，迅速地再度回到兩大主題的嚴謹結構。
第三樂章之所以著名，不只是因為布拉姆斯再度地完美展現綿長旋律裡的字字珠璣，他也
竟在一首「鋼琴協奏曲」中，安排了大提琴獨奏，呈示主要旋律，再交由樂團與鋼琴變奏、
擴充、潤飾。而這段旋律，後來又被作曲家取出改寫為藝術歌曲《我的假寐將會越來越輕
巧》（"Immer leise wird mein Schlummer"）。
終樂章結合了奏鳴曲式與輪旋曲的精神：第一主題為樂章起始的附點主題，具有半音關係，
調皮富有生氣；第二主題則由長笛等高音木管帶出，同樣有半音關係，使用較長附點，但
多情而妖嬈多姿，係布氏筆下所少見，但其異國風情，又符合了布拉姆斯對於吉普賽風格
的熱愛。這首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不僅開創了鋼琴協奏曲的不同可能性，也洩露了布拉姆
斯的多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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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爾頌：

A 小調第三號交響曲《蘇格蘭》，作品 56
Felix Mendelssohn:
Symphony No. 3 in A Minor "Scottish",
Op. 56
文│蔡永凱

德國作曲家孟德爾頌（1809.2.3 - 1847.11.4）於 1809 年出生於漢堡，他從當代最知名的神
童，成長為德語地區在 1830 至 40 年代音樂發展的中堅份子。孟德爾頌身兼多個角色，包
括指揮家、鋼琴家、管風琴家，同時也是作曲家。他的音樂語言早在二十歲之前就大致發
展成熟，融合各樣偉大傳統，其中包括巴赫的對位手法、莫札特的形式與優雅、與貝多芬
和韋伯的戲劇性張力。換句話說，孟德爾頌亦正是藉由其音樂中「古典」與「浪漫」之間
的繁複辯證關係，讓他在人才輩出的十九世紀中脫穎而出。
蘇格蘭交響曲，雖然在孟德爾頌的五首交響曲編號第三，卻是五首中最晚寫成者。1829
年，他在友人可靈格曼（Karl Klingemann）的陪同下，展開英國之旅。可靈格曼比孟德爾
頌長十一歲，因在漢諾威立法機關擔任秘書，得以派駐倫敦。1829 年 3 月，孟德爾頌在
給可靈格曼的信中，告知他即將抵達倫敦，並希望接下來的八月能夠造訪蘇格蘭，除了廣
闊的鄉間，也希望見識當地的住民與民謠。是年七月，願望成真，首先前往愛丁堡，顛簸
痛苦的車程被生動地記錄在作曲家的草稿簿裡。7 月 26 日他們到達愛丁堡後，再啟程前
往蘇格蘭高地，最西到大西洋的史塔發（Staffa）與（Iona）各島，最後取道葛拉斯哥返
回英格蘭，並於九月初返抵倫敦。
即使作曲家日後還多次訪問英國時，都未再向北前往蘇格蘭，但 1829 年的經歷，卻對他
留下長遠而深刻的印象，不只讓他完成了音樂會序曲傑作《芬加爾洞窟》，也開啟了他對
一部交響曲新作的想法。1829 年 7 月 30 日的一封信，流露出這塊陌生地域帶給他的創作
靈感：
今晚，在漸暗的微光中，我們前往瑪麗皇后所居住過且鍾愛的皇宮；裡面有一個小房間，
由一道迴旋梯引領而上。當時，他們就是從那裡上樓，在房間裡發現黎奇歐（註），將他
拖出，並在三個房間之外的那個黑暗角落裡將他殺死。邊上的小教堂已經沒了屋頂，雜草
與藤蔓叢生，而就是在那破敗的祭壇上，瑪麗被加冕為蘇格蘭女王。那裡的每一個事物都
被毀壞、斑駁，攤開在清朗的天空下。我相信，今天我已為我的「蘇格蘭交響曲」找到開頭。

他先以鋼琴譜的形式，寫下十六小節的旋律並草草記下配器想法。但直到 1840 年底，當他已經完
成了第二號交響曲《讚美歌》、第四號交響曲《義大利》與第五號交響曲《宗教改革》後，才開始
真正專注在這部交響曲上。經過 1841 年秋天的密集寫作，最終於 1842 年 3 月在萊比錫，由作曲家
親自指揮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首演。
雖然作曲家曾提及創作的動機與靈感，但最後他選擇將這部交響曲以「絕對音樂」的型態呈現，避
免特定而具體的標題內容或描述對象。然而，當代的聽眾卻仍然對作品中的民謠性格印象深刻。經
過研究，孟德爾頌在這首作品裡，事實上並未使用任何地方的民謠旋律，而是將他的所見所聞，
根據他自己所特長的歌唱線條與節奏動機手法，抽象卻又動人地呈現出這趟旅程帶給他的啟發
與聯想。
作品一般認為係由四樂章組成，但也有人將終樂章尾聲視為一獨立樂章，形成五樂章結構。作品各
樂章間不間斷地接續演奏，與他日後譜寫的知名小提琴協奏曲有異曲同工之妙。第一樂章以行板導
奏開啟，導奏主題即 1829 年之旅所留下的旋律，由雙簧管、單簧管與中提琴帶出，並以低音管、
法國號填充，呈現陰鬱的色彩。這段導奏在強聲後漸漸消褪，在遲疑中，樂章主體「稍激動的快板」
以極弱聲浮現。奏鳴曲式的第一主題為 6/8 拍，雖然具有輕盈的節奏，但旋律其實係脫胎自導奏主
題。由第一樂章主題處理，可以看出孟德爾頌習用的手法：在第一主題單獨呈示後，作曲家為該主
題設計一抒情對題，常與第一主題一同出現，呈現出對位的思考傾向；之後出現的第二主題，雖然
情緒較為迂迴轉折，有如無言歌旋律，但其中的節奏與音程，則與第一主題和其對題有相通之處，
體現貝多芬的影響。這兩個傾向，在發展部得到極致的發揮。在尚稱工整的主題再現後，作曲家先
透過第一主題的風格轉變，藉以轉化氣氛，引領至導奏主題，以樂章開頭的行板速度再現，配器也
近乎一致，有意藉首尾相扣的概念來鋪陳樂章結尾。然而，樂章真正結束的兩音，卻是弦樂的撥奏，
和聲雖完滿、但聲響卻似有未完之意，順裡成章地讓聽眾將注意力延續至下個樂章。
第二樂章為詼諧曲。弦樂小聲且快速地演奏重複音、間雜著管樂的警示聲。而上行四度的跳進，即
前樂章導奏旋律的開啟音程。這個樂章的主旋律由單簧管獨奏帶出，迴繞的五聲音階搭配附點節
奏，幽默且質樸。以抒情擅長的作曲家，在慢板的第三樂章也不乏以導奏主題反行發想出的甜美旋
律，但頻繁出現的附點音型，卻又帶有送葬進行曲的暗示，彷彿在回應瑪麗皇后的愛情悲劇。在較
早版本的樂譜裡，第四樂章的速度標示為「戰爭般的快板」（Allegro Guerriero），貼切地詮釋終
樂章音樂裡的力度與剛正節奏。而在樂章後端的賦格段落與音型模仿，有如戰場中的哀嚎遍野，相
當傳神。作曲家為終樂章安排了一段特殊的尾聲，從 A 小調至 A 大調，頌詩般的旋律其實也源自
首樂章的行板導奏。由管樂低音為主的含蓄到樂團齊奏的明亮盛大，孟德爾頌藉此歌頌蘇格蘭的歷
史榮光，也為自己的交響曲中獨特的當代性與歷史性，在音樂史裡找到不朽的定位。
註：黎奇歐（David Rizzio, 1533-1566）為瑪麗女王的私人秘書。相傳因為女王丈夫達恩利勳爵因為嫉
妒妻子與秘書有染，在兩人用餐時，將黎奇歐刺殺而死，此事件也重創瑪麗女王的名譽與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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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

Okko
Kamu &
Jean
西貝流士 Sibel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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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

名家
精選

1

國家音樂廳 National Concert Hall
與西貝流士同樣來自芬蘭，兩次錄製西貝流士全集的指揮權威奧科．卡姆獻上

全場西貝流士作品，並與 1973 年贏得蘇聯國家小提琴大賽首獎的一線小提琴
家鮑里斯．貝爾金攜手演出小提琴協奏曲之經典。

西貝流士：《鶴之情景》，作品 44/2
Jean Sibelius: "Scene with Cranes", Op. 44/2

西貝流士：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47
Jean Sibelius: 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Op. 47
第一樂章：中庸的快板
Mov. I: Allegro moderato
第二樂章：很慢的慢板
Mov. II: Adagio di molto
第三樂章：不過份的快板
Mov. III: Allegro, ma non tanto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西貝流士：E 小調第一號交響曲，作品 39
Jean Sibelius: Symphony No. 1 in E Minor, Op. 39
第一樂章：不太慢的行板—精力旺盛的快板
Mov. I: Andante, ma non troppo - Allegro energico
第二樂章：不太緩的行板
Mov. II: Andante (ma non troppo lento)
第三樂章：詼諧曲：快板—不太緩的緩板—原速度
Mov. III: Scherzo: Allegro - Lento (ma non troppo) - Tempo I
第四樂章：終樂章（彷彿幻想曲）：行板—很快的快板
Mov. IV: Finale (quasi una Fantasia): Andante - Allegro molto

指揮│奧科．卡姆

Okko Kamu, Conductor
小提琴│鮑里斯．貝爾金

Boris Belkin, Violin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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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
Conductor

奧科 ‧
卡姆

Okko
Kamu

"U

nder Kamu's seemingly effortless command, the SCO thundered into life, giving us a sense of
how shockingly new it must have sounded to puzzled audiences when [Brahms] the 26-year old

composer’s D minor giant was first unleashed in 1859, and gleaming, at least from my seat in the Usher
Hall, like an especially translucent Berlin Philharmonic."
David Nice – The Arts Desk, 14th November '14
「在卡姆看似輕鬆的指揮下，蘇格蘭室內管弦樂團撼動人心，就如當（布拉姆斯）這位二十六歲作
曲家所譜的 D 小調（鋼琴協奏曲）鉅作在 1859 年首次公演時告訴所有困惑的觀眾，音樂聽起來該
如何新異震撼的感受一般，並且閃閃發光，至少從我在亞瑟廳的座位聽起來，就像是特別清澈的柏
林愛樂。」
─大衛 ‧ 耐斯，【The Arts Desk】音樂雜誌，2014 年 11 月 14 日
卡姆以敏銳、自律淬鍊不慍不火自然而生的內斂名聲享譽樂壇。他擔任拉赫蒂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
至 2016 年 6 月。帶領該團為 BIS 唱片錄製西貝流士交響曲全集。過去他曾與卡拉揚分別帶領柏林
愛樂為 DG 唱片錄製西貝流士交響曲全集。他繼續擔任新加坡交響的首席客席指揮，過去曾任芬
蘭廣播交響、奧斯陸愛樂、赫爾辛基愛樂及荷蘭廣播交響、芬蘭國家歌劇院及瑞典皇家歌劇院的首
席指揮，亦擔任伯明罕市立交響及洛桑室內管弦的首席客座指揮。他在 1969 年贏得柏林第一屆卡
拉揚國際指揮大賽。
卡姆客席指揮過世界各地的頂尖樂團，合作的歌劇院則包括大都會歌劇院、柯芬園歌劇院、波修瓦
歌劇院、基洛夫歌劇院、蘇黎世歌劇院及哥特堡歌劇院。他錄製超過一百張唱片，合作的唱片公司
包括 Finlandia 及 Musica Sveciae 等。他為 Naxos 錄製貝瓦爾德四首交響曲及鋼琴協奏曲專輯雙
雙獲得 Diapason d'Or 金音叉獎。
Okko Kamu enjoys a reputation for spontaneity tempered by sensitivity and discipline. He concluded
a successful tenure as chief conductor of the Lahti Symphony in June '16, having recorded a complete
Sibelius cycle for BIS following an earlier recording made with Herbert von Karajan and the Berlin
Philharmoniker for DG. Previous titles have included Principal Guest Conductor of the Singapore
Symphony; Chief Conductor with the Finnish Radio Symphony, Oslo Philharmonic, Helsinki
Philharmonic, the Nederlands Radio Symphony, Finnish National Opera, and Swedish Royal Opera; and
Principal Guest Conductor of the 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and Lausanne Chamber Orchestra. He
came to prominence in 1969 after winning the first Karajan International Conducting Competition.
Okko Kamu has made guest appearances at major orchestras and opera houses such as New York’s
Metropolitan, Royal Opera at Covent Garden, the Bolshoi and Kirov in Russia, Zürich, and Göteborg.
He has recorded over 100 CDs for labels including Finlandia and Musica Sveciae, with his recordings of
Berwald’s four symphonies and piano concerto for Naxos both receiving the "Diapason d'O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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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
Violin

鮑里斯 ‧
貝爾金

Boris Belkin

"E

xpressiveness without sentimentality." Marie-Aude Roux, 17 Nov '12 / Prokofiev–Violin
Concerto No. 2 Op. 63, Boris Belkin (violin), Orchestra of St. Petersburg Philharmonic,

Yuri Temirkanov (conductor) - Théâtre des Champs Elysées, Paris
「充滿表現力但不流於感傷。」─ 瑪西 – 歐德 ‧ 盧克斯評論貝爾金與泰密卡諾夫指揮
聖彼得堡愛樂的普羅柯菲夫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2012 年 11 月 17 日
貝爾金七歲時首次公開演出，1973 年贏得蘇聯國家小提琴大賽首獎。曾與伯恩斯坦、阿
胥肯納吉、梅塔、馬捷爾、慕提、小澤征爾、桑德霖、泰密卡諾夫、杜南伊、杜特華、拉
圖、海汀克與柯岡合作。合作的樂團包括波士頓交響、克里夫蘭管弦、柏林愛樂、以色列
愛樂、洛杉磯愛樂、費城管弦、匹茲堡交響、蒙特婁交響、巴伐利亞廣播交響、阿姆斯特
丹音樂會堂管弦及英國各大樂團。經常於米亞札奇音樂節演出，亦與巴許密特、麥斯基及
普魯德馬謝合奏室內樂。
他曾參與多齣電視錄影。首張錄音錄製帕格尼尼第一號協奏曲廣受讚揚。其它專輯包括柴
科夫斯基、西貝流士、理查 ‧ 史特勞斯、普羅柯菲夫、布拉姆斯、布魯赫、葛拉祖諾夫、
蕭士塔科維契及莫札特的協奏曲，以及與米謝 ‧ 達貝多合錄的布拉姆斯奏鳴曲。
Boris Belkin made his first public appearance when he was seven and in 1973 won first prize
in the Soviet Union’s 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Violinists. Boris Belkin regularly worked
with conductors like Bernstein, Ashkenazy, Mehta, Maazel, Muti, Ozawa, Kurt Sanderling,
Temirkanov, Dohnányi, Dutoit, Gelmetti, Herbig, Tennstedt, Rattle, Haitink, Berglund, Mata,
Chung, Hirokami, Fedoseyev, Ahronovitch, Welser-Most, Lazalev, Simonov, Gelmetti and
Kogan, alongside many others, performing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orchestras including
the Boston Symphony, Cleveland, Berlin Philharmonic, Israel Philharmonic,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Philadelphia, Pittsburgh Symphony, Montreal Symphony, Bayerischer Rundfunk,
Royal Concertgebouw and the major British Orchestras. Boris Belkin has regularly returned
to the Miyazaki Festival. He plays chamber music with artists such as Yuri Bashmet, Mischa
Maisky, Georges Pludermacher, and many others.
Boris Belkin has featured in several television productions. His first recording, Paganini’s 1st
Violin Concerto was extremely highly praised. His other discs include Concertos of Tchaikovsky,
Sibelius, Richard Strauss, Prokofiev, Bruch, Glazunov, Shostakovich, and Mozart. He recorded
Brahms’ Sonatas with Michel Dalb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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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貝流士：

《鶴之情景》，作品 44/2
Jean Sibelius:
"Scene with Cranes",
Op. 44/2
文│呂碧玲 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監事

西貝流士（1865.12.8 - 1957.9.20）不僅是芬蘭國寶級的作曲家，更是國民樂派的代表性人
物。《鶴之情景》乃 1903 年他為其妻舅阿爾維德 ‧ 亞內費特（Arvid Järnefelt）象徵主義
的心理劇《死亡》（Kuolema）所作。它的姊妹作是令人難忘的暢銷曲《憂傷圓舞曲》（Valse
Triste）。1903 年 12 月 2 日亞內費特的戲劇加上西貝流士的音樂在芬蘭國家劇院（Finnish
National Theater）首演，並由作曲家親自指揮。
1906 年西貝流士將《死亡》的第三、第四段配樂改編成給弦樂、定音鼓、單簧管的《鶴
之情景》。開頭由裝上弱音器的第一小提琴在中高音域拉出迷濛又優美的旋律。第二小提
琴和中提琴則以半音下滑，給予支持。中段是一連串緊湊的突強，呼應兩支單簧管發出六
次鶴鳴般的聲響。最後由小提琴獨奏一段哀傷的旋律，而定音鼓則以極弱音量滾奏兩次，
作為結語。
對西貝流士而言，水禽類的天鵝、白鶴、野鴨的叫聲強烈
得令人印象深刻。他曾說「我每天看見白鶴大聲帶著牠們
的音樂往南飛，而一再作為牠們最勤奮的學徒。牠們的鳴
叫在我內心迴響。」他還曾在一次訪問中表示：「我必須
說我的音樂並非民謠風；我從未運用芬蘭的地方音樂動機
達成作曲目的。我常譜寫民間風格的曲調，但音符總是出
於自己的想像，或是熱愛的芬蘭心…我沉浸在本土的詩詞
和傳說中，然後唱出自己的曲調。」由此可見難怪西貝流
士的作品到處充滿民族風味和個人色彩。

瑞典藝術家 Albert Engstrom 繪筆下的西貝流士（1904 年）

西貝流士：

D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47
Jean Sibelius:
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Op. 47
文│呂碧玲

西貝流士從十五歲開始學習小提琴，並夢想成為一位大師。後來他雖放棄這個想法，卻為
小提琴譜寫共約六十首作品，包括一首協奏曲。他自己的技術也許無法演奏這首小提琴協
奏曲，但是能夠譜寫合乎這個樂器語法的高深段落。西貝流士原本將這首協奏曲題獻給當
時著名的小提琴家 Willy Burmester，但他因經濟拮据，必須提前在 1904 年 2 月 8 日於赫
爾辛基首演，連帶更換獨奏者為音樂學院的小提琴教師 Victor Novácek。由於時間倉促和
難度太高，首演成為一場災難。改寫之後，才在 1905 年 10 月 19 日由理查 ‧ 史特勞斯在
柏林指揮首演，並由樂團首席 Carl Halir 擔任獨奏。
這首樂曲的形式遵照傳統協奏曲的框架：第一樂章的奏鳴曲式包含三個明顯的主題。由小
提琴的顫音伴奏，第一主題緩慢展開、逐漸激動的抒情旋律充滿西貝流士的個人風格。在
高潮和短暫裝飾奏後，簡潔有力的第二主題由弦樂和低音管奏出。第三主題出現時則速度
加快。發展部完全由裝飾奏取代，根據第一主題擴張，並且不斷轉調。再現部由低音管開
始，然後第一主題進入節奏活潑的尾奏。為了凸顯獨奏，樂團部分還一度省略了小提琴。
第二樂章的形式屬於簡單的歌曲三段式。首先木管引進莊嚴的慢板，接著小提琴奏出高貴
的主題。另外，西貝流士善用小號的高音製造張力。中間樂段則由獨奏彰顯交叉節奏和雙
音奏法。最後樂團在不同聲部重現開頭的旋律，達到高潮，再由獨奏呈現溫柔而簡短的尾
奏。第三樂章由活潑有力的兩個主題構成自由輪旋曲式。由小提琴奏出切分音的第一主題
有些粗曠，因此音樂學者 Donald Francis Tovey 戲稱這「顯然是北極熊的波蘭舞曲」。樂
團引進的第二主題交替運用 6/8 和 3/4 節拍。接近尾聲時小提琴以精彩的八度大跳展現絕
技。這個樂章技巧相當困難，可能是所有小提琴協奏曲中最偉大的段落。西貝流士表示這
個樂章需要以絕對純熟技巧演奏，當然要快，但不可犧牲完美。
Tovey 曾讚美說：「在由孟德爾頌和舒曼創造的協奏曲形式中，我不曾見比西貝流士小
提琴協奏曲更有創意、巧妙、令人振奮的作品。」而從 1930 年代，小提琴大師 Jashua
Heifetz 為其錄音後，這個作品開始廣受歡迎，至今絲毫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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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貝流士：

E 小調第一號交響曲，作品 39
Jean Sibelius:
Symphony No. 1 in E Minor,
Op. 39
文│呂碧玲

西貝流士在三十三歲譜寫 E 小調第一號交響曲時，已經完成三十八首創作，包括根據芬
蘭民族史詩《卡列法拉》（Kalevala）所寫的《庫烈弗》（Kullervo）交響曲。他的早期
作品充滿濃厚的民族色彩，在國內大受讚揚，卻難以打開國際名聲。因此，1898 年初西
貝流士開始構思以龐大而普及的交響曲形式實現理想。然而隔年四月作曲家親自指揮的首
演不甚令人滿意。1900 年春夏間他進行改寫，並由赫爾辛基愛樂管弦樂團帶到歐洲巡迴
演出，終於贏得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柏林…等地樂評肯定。
這首第一號交響曲顯示西貝流士轉向絕對音樂發展的努力，因為他捨棄標題，採用傳統形
式，並專注動機發展。但其中鮮明而獨特的旋律仍然透露許多民族訊息。這個作品可說是
遵照柴科夫斯基浪漫派的作法，也呈現鮑羅定國民樂派的風格。西貝流士沒有抄襲，更不
缺乏原創，倒是刻意擴展表現領域，融合新舊手法，藉此創造更豐富的內容和效果。
在這首作品的草稿中，西貝流士曾寫下：音樂對話—I. 〈湖上吹起冷冷的風〉交響曲第一
樂章的標語，II. 海涅（〈北方的樅樹夢想南方的棕櫚〉），III. 冬天的故事／糾瑪的天堂（出
自 Juhani Aho 的小說 Panu）。另外在終曲的草稿裡，還註記白遼士的名字。雖然這些描
述不見得化成音符出現在樂曲中，卻可供我們揣測作曲家創作的心路歷程。
以奏鳴曲式寫成的第一樂章包含三個主題。第一主題在定音鼓輕聲伴隨下，由單簧管緩緩
獨奏而出，頗具魅力。第二主題在弦樂及豎琴伴奏下，由活潑的長笛吹出。第三主題標明
安靜（Tranquillo），在弦樂持續的震音中，由木管滑奏出來。發展部中，木管的下行半
音階結合低音部提琴的上行半音階，形成特殊效果。而其銜接再現部的方式是西貝流士慣
用的形式壓縮手法，可說是他的個人印記。
夢幻般的第二樂章屬於五段輪旋曲式。A 段由小提琴吟唱溫柔的搖籃曲，再由木管回應。
B 段由法國號、豎琴和悸動的小提琴開啟。然後 A 段再由法國號加定音鼓重現。C 段則由
激動的整個樂團加快引進。最後 A 段由銅管在弦樂中重新展現，並且突然消失。

阿克塞利 ‧ 加倫─卡勒拉的畫《酒宴》，最右一位是西貝流士（1894 年）。

類似布魯克納手法的第三樂章由小提琴的撥奏開啟，再由定音鼓敲出活力充沛的主題，有
如砲聲隆隆作響。中段則由法國號和長笛召喚出平靜的自然氛圍。最後主題短暫重現成為
尾聲。
兩個主題交織組成第四樂章的奏鳴曲式。首要主題堅定地採用民間音樂節奏，對應主題則
延續先前抒情特質。開頭由弦樂熱情重現第一樂章單簧管獨奏的旋律，木管則溫柔回應。
樂團達到高潮後，小提琴奏出溫暖而舒緩的曲調，再度進入浪漫輝煌的高潮。結尾卻沒出
現震撼性的尾奏，而是點綴兩個詭異的撥奏和弦。
西貝流士的 E 小調第一號交響曲最初在歐洲巡演時，樂評家 Ferdinand Pfol 曾讚揚這部作
品充滿「放縱的力量、熱情的活力和驚人的勇氣，…邁向新的道路，好像迷醉的神祉往前
直衝。」數年 Ernest Newman 則興奮地說：「我從未聽過任何音樂令我完全脫離平常的西
方生活，而旅行到新鮮的文明國度。第一號交響曲的每一頁都傳達著另一種想法、另一種
生活方式，甚至另一片不同的風景。」但是對近代音樂學者 Lionel Pike 而言，這首第一
號交響曲主要著重在表面的音響特色，而非在內在邏輯的統一聯繫，所以是個不成熟的作
品。
無論如何，這首交響曲自從首演以來一直普遍受到喜愛。西貝流士不僅因此確立自己的國
際地位，更在歷史上留下不容小覷的成績。終其一生，他總共完成七首交響曲，比起稍早
的布拉姆斯、布魯克納、馬勒，毫不遜色。Cecil Gray 甚至推崇西貝流士為貝多芬死後最
優秀的交響曲大師。事實證明一位國民樂派作曲家勇敢擁抱國際共通語言的結果值得世人
極力讚賞。
29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SO 美巡 Pre-tour
行前音樂會 Concert

聽城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睽違 25 年，TSO 將再度踏上美國巡迴演出，先聽為快！由 TSO 委託臺灣當代
作曲家趙菁文的新創作首演揭開序幕！甫榮獲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新銳藝術家
獎」的首屆 TSO 明日之星大賽得主小提琴家黃俊文，將與我們再續琴緣， 一
齊將臺灣城市的多情多姿躍上國際！

趙菁文：《來自遠方的島嶼記憶》
Ching-Wen Chao: "Reminiscences from Faraway Islands"

德弗乍克：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53
Antonin Dvořák: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in A Minor, Op. 53
第一樂章：從容的快板
Mov. I: Allegro ma non troppo
第二樂章：從容的慢板
Mov. II: Adagio ma non troppo
第三樂章：從容的、嬉戲般的快板
Mov. III: Allegro giocoso, ma non troppo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柴科夫斯基：F 小調第四號交響曲，作品 36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Symphony No. 4 in F Minor, Op. 36
第一樂章：持續的行板－活潑的中板
Mov. I : Andante sostenuto - Moderato con anima
第二樂章：如歌曲般的小行板
Mov. II : Andantino in modo di canzona
第三樂章：詼諧曲－頑固的撥奏
Mov. III: Scherzo- Pizzicato ostinato
第四樂章：熱情的快板
Mov. IV: Allegro con fuoco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小提琴│黃俊文

Paul Huang, Violin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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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

黃
俊文

Paul

Huang

©Marco Borggreve

Violin

"H

uang is definitely an artist with the goods for a significant career." (The Washington
Post)

「黃俊文絕對是一位具備良好條件，擁有遠大演奏生涯的藝術家。」─【華盛頓郵報】
黃俊文以強烈的表現力、特別的音色、自在展現的技藝獲得 2015 年費雪事業獎及 2017
年林肯中心新銳藝術家獎。
他曾與休士頓交響、太平洋交響、奧馬哈交響、聖芭芭拉室內管弦、路易斯安納愛樂、
首爾愛樂、底特律交響、阿拉巴馬交響、畢爾包交響、墨西哥國家交響、臺灣國家交響
樂團合作。
2015 年，他曾接替宓多里，與史特拉金指揮的底特律交響合作演出西貝流士小提琴協奏
曲，備受好評。他於林肯中心、甘迺迪中心、喬治亞表演藝術大學、佛羅里達表演藝術
大學、史翠斯摩藝術中心、菲利普美術館、水牛城室內樂協會、伊莎貝拉嘉納藝術博物館、
喬登音樂廳、羅浮宮、首爾藝術中心及臺灣國家音樂廳舉行獨奏會。
他的首張獨奏專輯《熟悉的靈感》由奇美發行，他還為 Harmonia Mundi 錄製哈比森作
品。黃俊文 2011 年曾獲美國青年音樂會藝術家國際大賽及 2009 年瑞士汐昂國際小提琴
大賽首獎。
Recipient of the 2015 Avery Fisher Career Grant and 2017 Lincoln Center Award for Emerging
Artists, Huang is recognized for his expressive music-making, distinctive sound, and effortless
virtuosity, having performed with the Houston, Pacific, Omaha Symphonies, Santa Barbara
Chamber Orchestra, Louisiana and Seoul Philharmonics, Detroit, Alabama, Bilbao Symphonies,
and National Symphonies of Mexico and Taiwan.
In 2015, Huang appeared in Midori's place with the Detroit Symphony Orchestra and conductor
Leonard Slatkin, in a critically-acclaimed performance of the Siblieus concerto. His recent recital
appearances include performances at the Lincoln Center, Kennedy Center, University of Georgia
Performing Arts, University of Florida Performing Arts, Strathmore Center, Phillips Collection
in Washington D.C., Buffalo Chamber Music Society,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Jordan
Hall, Louvre in Paris, Seoul Arts Center, and National Concert Hall in Taiwan.
His first solo CD, Intimate Inspiration, was released under the CHIMEI label, and his album of
John Harbison's works under the Harmonia Mundi label. He won the 2011 Young Concert Artists
International Auditions and first place in the 2009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Sion-Va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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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菁文：

《來自遠方的島嶼記憶》
Ching-Wen Chao:
"Reminiscences
from Faraway Islands"
文│趙菁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趙菁文為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作曲博士，目前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系，留美期間師事英國作曲大師 Jonathan Harvey 與 Brian Ferneyhough。近期新作《暗
光》由荷蘭新室內樂團委託創作並於 2016 年在極富盛名、具當代音樂指標性的阿姆斯特
丹音樂廳（Muziekgebouw aan't IJ）首演。趙菁文擔任兩廳院「新點子樂展」策展人以及
數場大型跨界音樂會製作之創意總監；曾獲洛杉磯時報評：「她的音樂像是一連串精緻的、
美麗的、不可思議的聲音事件縈繞在空氣中……」
此次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赴美巡演之委託創作，試圖將近年來主導跨界製作之視野，融入
音樂創作手法之中，而非受限於典型旋律動機創作之思維。《來自遠方的島嶼記憶》以當
代聲響營造自然界與大地之氛圍，環抱一切，在其中，「埋伏」著過往的多首臺灣民謠的
旋律片段，甚或是其它島嶼國家的民謠，忽隱忽現，如同夢中的美好記憶。這些具象的旋
律，漂浮在自然界，漂浮在夢境中的空氣裡；而「遠方」有著多重意義，民謠之歷史年代
的遠方，夢境與現實的遠離，記憶的遠方，配器層次所形成氛圍之遠方，樂團旅美巡演時
的遠方……

德弗乍克：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53
Antonin Dvorák: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in A Minor, Op. 53
文│陳惠湄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等校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德弗乍克（1841.9.8 - 1904.5.1）這首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寫作於 1879 年，與他的鋼琴協
奏曲相隔了三年。布拉姆斯在 1878 年為著名的小提琴家姚阿幸（Joseph Joachim, 18311907）寫作了小提琴協奏曲，德弗乍克的這首小提琴協奏曲也是為了姚阿幸所作，並且題
獻給他。姚阿幸雖然在收到樂譜後向德弗乍克提出許多建議，但卻一直遲遲不肯演出，
最後這首樂曲終於在 1883 年 10 月 14 日由小提琴家 František Ondříček（1857-1922）與
指揮家 Moric Anger（1844-1905）在布拉格首演。德弗乍克完成《斯拉夫舞曲》（Danses
slaves）後不久所創作的這首小提琴協奏曲，同樣也從波希米亞地區的民間音樂擷取靈感，
運用了許多民歌的素材於其中。
與古典時期的協奏曲不太一樣，這首小提琴協奏曲一開始並非由管弦樂團奏出整個呈示部
的主題，而是在幾個小節的樂團齊奏之後，就馬上進入小提琴的獨奏。揭開樂曲序幕的小
提琴獨奏以富有表情的旋律緊緊抓住聽眾的心弦。小提琴獨奏在多處展現出精湛艱深的技
巧，例如高把位、三度音、和弦、顫音、琶音、八度音等，但卻從未失去歌唱的本質；而
樂團的管弦樂法寫作，也小心地注意著不要蓋過獨奏小提琴的光芒。A 小調色彩的第一樂
章最後，是一段短小的間奏，像是橋一樣，讓樂曲不間斷地連接到第二樂章。在 F 大調上
奏出的高貴美麗歌唱旋律之間，夾著 F 小調的憂鬱戲劇化中段；最後在銅管樂器的八度聲
響背景中，木管樂器在降 A 大調上重現主題，再帶回到 F 大調的第二樂章結尾。明亮的
A 大調第三樂章主題由小提琴獨奏在高音域拉出；樂團與獨奏作出切分節奏，貫穿全樂章
的二拍、三拍交錯或重疊的節奏配置，讓音樂充滿活力；而在木管樂器群中出現的模仿捷
克民間樂器的聲響，或者是樂章中段部份，於回到 A 大調的再現部之前，在 D 小調上奏
出的杜姆卡（Dumka）歌謠片段，則讓樂曲更富有斯拉夫民族的風情。第三樂章大致上來
說，是個充滿活力與生之喜悅的樂曲。
這首技巧艱難的協奏曲，如今已成為小提琴的經典曲目。也許不如 1878 年創作的布拉姆
斯或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那麼有名，規模也不如德弗乍克自己的鋼琴協奏曲那麼龐
大，但是這首小提琴協奏曲在音樂上所展現的原創性，以及優美細膩的旋律與節奏，卻讓
人愛不釋手，是受獨奏家與聽眾歡迎的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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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科夫斯基：

F 小調第四號交響曲，作品 36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Symphony No. 4 in F Minor,
Op. 36
文│陳惠湄

1878 年 在 好 友 尼 可 萊 ‧ 魯 賓 斯 坦（Nikolaï Rubinstein, 1835-1881） 的 指 揮 之 下， 於 莫
斯科首演了這首第四號交響曲，但這次演出並沒有獲得肯定，讓柴科夫斯基（1840.5.7 1893.11.6）頗為消沈；幸好同年底在聖彼得堡由指揮家 Eduard Napravnik（1839-1916）帶
領的演出獲得了很大的迴響，才讓此首交響曲有了平反的機會。
寫作這首交響曲時，剛好是柴科夫斯基開始與梅克夫人（Madame Nadejda von Meck,
1831-1894）通信的時期，他在 1877 年 5 月的信中寫道：「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從這個冬天
開始寫作的一首交響曲，我將會題獻給您，在其中您會感受到對您的想法的回應，以及您
隱藏在內心深層的情感。」之後，在寫給梅克夫人的一封長信中，柴科夫斯基鉅細靡遺地
描述了這首第四號交響曲的內容：「這首交響曲存在著可
被述說的可能性，我渴望著對您，只對您，描述樂曲整體
以及細節，當然，我只能說出個大概。」他如此寫道：「第
一樂章在華爾滋的律動中（in movimento di valse），一開
頭在導奏中出現的，就是構成整部交響曲最主要的核心－
『命運』（fatum）的動機，是這個瘋狂的力量阻礙了奔
向幸福的腳步，讓美好與和平從來不會是完美的，從來不
會是沒有陰影的；它一直嫉妒地盤旋在我們的頭上，猶如
達摩克利斯（Damoclès）的劍，毫不留情地殘害我們的靈
魂；而它是打不敗的，我們只能懷抱著絕望與沮喪，放棄
與之對抗。這沒有歡樂與希望的情感越來越強烈，因此，
背離現實、轉向夢境，不是更好的選擇嗎？啊！歡愉！至
少在夢中溫柔地出現，善良光明的人類意象猶如一道光一
般。多麼幸福啊！在快板中糾纏不休的第一主題，現在只
模糊地在遠處呢喃，夢境佔據了靈魂，所有陰暗與悲傷被

贊助柴科夫斯基並持續鼓勵他的梅克夫人

遺忘，這裡，這裡就是幸福。不！這只是個夢，命運的動機再度將我們拉回現實。這就是
人生中不斷交錯的悲慘現實與甜美夢境，而我們只能在這樣的大海中無助地游著，直到被
吞噬。這就是第一樂章大概的內容。」一開始由銅管樂器家族奏出的「命運」動機，雖然
有如軍樂一般地響亮，但卻帶著一種悲壯，一直下墜到進入小提琴群奏出的旋律樂段，整
個樂章構成優雅哀傷的性格，也從一開始就抓住了觀眾的心。
作曲家接著寫道：「第二樂章表達了另一種型態的不安。在工作後的夜晚，孤獨、疲憊，
捧起一本書，但它卻從手中滑下；我們被回憶所淹沒，為那些曾經發生過，卻永遠已經結
束的事感到失落，但也為曾經擁有過的青春感到喜悅；為逝去的感嘆，但卻不想再重來一
回；回憶過去，做個回顧，是舒適的。」一開始由雙簧管奏出動聽的歌曲旋律，由大提琴
承接，再交給低音管，弦樂器則以對位的方式伴隨，淒美而動人。在中段，哀傷的曲調逐
漸加強力道，隨後，命運的動機出現，最後再以不同的配器與對位方式重新回到第一段，
在結尾時則出現了一個新的主題。
作曲家如此描述：「第三樂章並沒有確定的情感表露，而是阿拉貝斯克（arabesque）式的
綺想，是一些無法捕捉的意象，是在喝了酒之後的微醺狀態中，在腦中掠過的一些景象；
既非歡樂，也不是憂傷，只是讓一些奇怪的景象自由地飄來飄去。突然，辨識出一幕微醺
的農民所跳的舞蹈場景，以及街頭歌曲，還有遠方的軍隊行進，不過這都是沒有關聯的景
象，只在腦中掠過，直到我們睡著；這些都與現實毫不相干，是荒謬的、奇怪的，毫無道
理的。」這首 ABA 三段體曲式的詼諧曲在配器法的寫作上非常精采，令人矚目。A 段完
全是弦樂器上的撥奏，與木管樂器演奏的民俗歌謠主題的 B 段形成對比，而軍隊的行進
則由銅管樂器奏出。
柴科夫斯基如此形容第四樂章：「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快樂的動機，那麼，看看
別人吧；進到人群中，看看人們如何玩樂，如何將自己投入單純的歡樂之中；這是一幅大
型節慶的圖像。但，就在你忘卻自身，被他人歡樂的場景所吸引時，命運的動機出現，將
你拉回到你自己的回憶之中。不過別人並不會注意到，甚至不會回過頭來，他們是如此
地被單純自發的歡樂所征服。你呢，就停止感到全世界都充滿了哀傷的想法吧，看看那
單純卻強力的歡樂，為別人的歡愉感到高興吧。至少，我們還活著啊。」這個終樂章的主
題來自俄羅斯一首著名的歌謠《一顆樺樹聳立在田野中》（"Un bouleau se dressait dans le
champ"）。一開始的命運的動機在最後這個樂章也出現，使得第四號交響曲成為柴科夫
斯基最初的循環主題作品（œuvre cyclique）。這個糾纏不休的命運動機，爾後也將出現
在柴科夫斯基最後的兩首交響曲中。這首充滿著悲觀主義、壯闊又哀傷美麗的交響曲是演
奏會中百聽不厭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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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加州 庫帕提諾│佛林特表演藝術中心
Flint Center, Cupertino, CA

04 SAT.

加州 聖地牙哥│雅各布音樂中心柯普萊交響音樂廳
Jacobs Music Center's Copley Symphony Hall,
San Diego, CA

本場「聽城」音樂會以相同曲目及原班人馬於國際巡演。睽
違 25 年，TSO 再度前進美西，由臺灣獨奏家黃俊文、臺灣
作曲家趙菁文的委託創作作品及臺灣的樂團，演繹動人的交
響之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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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戈斯的

夢之樹

11 25 SAT.
/

Gilbert
Varga &
Ilya
Gringolts

19:30

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16 歲即獲得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首獎的俄國小提琴家伊利亞．葛林戈斯，
參與多部現代音樂作品之首演。此次與首席指揮吉博．瓦格攜手帶來法國當代
作曲大師杜替耶的《夢之樹》，以器樂與小提琴的對話消長、交錯，滋長出充
滿驚喜的夢境之旅。

梅湘：《被遺忘的奉獻》－交響樂的冥想
Oliveier Messiaen : "Les Offrandes Oubliées", Méditations Symphonique
〈十字架〉：很緩慢、痛苦的、深沈的悲傷
La Croix : très lent, douloureux, profondément triste
〈罪〉：快速的、兇暴的、絕望的、歎息的
Le Péché : vif, féroce, désespéré, haletant
〈聖體〉： 緩慢，充滿悲憫與愛
L’Eucharistie : lent, avec une grande pitié et un grand amour

杜替耶：小提琴協奏曲《夢之樹》
Henri Dutilleux :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L’Arbre des Songes"
第一樂章：自由地
Mov. I : Librement
間奏
Interlude
第二樂章：活潑的
Mov. II : Vif
間奏二
Interlude 2
第三樂章：緩慢的
Mov. III : Lent
間奏 3
Interlude 3
第四樂章：寬闊的、生氣勃勃的
Mov. IV : Large et animé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貝多芬：F 大調第八號交響曲，作品 93
Ludwig van Beethoven : Symphony No.8 in F Major, Op.93
第一樂章：活潑的、充滿活力的快板
Mov. I : Allegro vivace e con brio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小提琴│伊利亞．葛林戈斯

Ilya Gringolts, Violin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第二樂章：詼諧的小快板
Mov. II : Allegretto scherzando
第三樂章：小步舞曲的速度
Mov. III : Tempo di minuetto
第四樂章：終曲：活潑的快板
Mov. IV : Final : Allegro viv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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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

伊利亞．
葛林戈斯

Ilya

Gringolts
©Tomasz Trzebiatowski

Violin

"W

here we were once content simply to marvel at the
pyrotechnics, now, because of Gringolts’ acute sense

of timing and close attention to dynamics, we hear the music. "
(Gramophone)
「過去，我們滿足於演奏家讓人嘆為觀止的炫技；現在，因為見
識到葛林戈斯的演奏——他精準地掌握時間點，又極其專注於演
奏時的各種決定性因素——我們終於聽到了音樂。」
—英國【留聲機】雜誌
葛林戈斯以其名家風範與細緻的詮釋方法，擄獲滿堂聽眾的心，
而且隨時都在找尋新的音樂挑戰。身為一名廣受邀約的獨奏家，
他不只為經典交響曲目奉獻心力，也樂於嘗試當代音樂，以及鮮
少被演奏的作品。就當代音樂而論，他曾擔任彼得•馬克斯韋爾•
戴維斯、奧古斯塔．里德．湯馬士、克里斯托夫•貝特朗與麥可．
夏瑞爾的作品首演演奏者。除此之外，他也對具歷史意義的音
樂表演很有興趣，最近便與芬蘭巴洛克交響樂團合作，擔任獨
奏家兼指揮，以原版調性演繹帕格尼尼第一號小提琴獨奏曲。最
近 ，他還受到牛津愛樂樂團的獨奏邀請。
The Russian violinist Ilya Gringolts wins over audiences with
his extremely virtuosic playing and sensitive interpretations, and
is always looking for new musical challenges. As a sought-after
soloist, he devotes himself to the great orchestral repertoire but
also to contemporary and seldom-played works. He has premiered
compositions by Peter Maxwell Davies, Augusta Read Thomas,
Christophe Bertrand and Michael Jarrell. In addition, he is interested
in historical performance practice: most recently he could be seen in a
play-conduct role performing Paganini’s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its
original key with the Finnish Baroque Orchestra, and was invited as
soloist with the Oxford Philhar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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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湘：

《被遺忘的奉獻》─交響樂的冥想
Oliveier Messiaen:
"Les Offrandes Oubliées",
Méditations Symphonique
│陳惠湄

二十世紀法國音樂家梅湘（1908.12.10 - 1992.4.27）這首樂曲標題中的「交響樂的冥想」
（Méditations symphonique），提示了作曲家以管弦樂曲作為心靈冥想的意念；堅貞的天
主教信仰是貫穿他一生創作生涯的重要靈感來源。寫作於 1930 年，首演於 1931 年（同年
也改編成鋼琴版本），《被遺忘的奉獻》是梅湘二十二歲時的作品；即使曲中的樂器編
排手法尚屬「古典」，但也已經預示了日後梅湘個人的音樂語法，例如纖細豐富的音響
色彩、鮮明的節奏用法等等。這首不到十二分鐘的管弦樂三部曲，由三個連續不間斷的
篇章組成，每一篇都有相對應的短詩。〈十字架〉是個短小的前奏，以弦樂器為主，哀
愁的旋律線條在 E 小調的色彩中緩緩升起。整首樂曲只在中間的樂章〈罪〉中使用了全
管弦樂團的編制，在此，樂團奏出暴烈的節奏（似乎受了斯特拉溫斯基的影響）與聲響。
最後的樂章―〈聖體〉（L’Eucharistie）的副標
題與樂曲的大標題緊緊相扣；詩句中寫著「十字
架與聖體是聖靈的奉獻…ć愛我們，親愛的耶穌，
但 是 我 們 忘 了 」（La Croix et l’Eucharistie sont
les divines Offrande…Vous nous aimez, doux Jésus,
nous l’avions oublié）。 第 一 小 提 琴、 第 二 小 提
琴、中提琴循序奏出在 E 大調上的細膩旋律，
依照作曲家的形容，是「紅色、金色、藍色的聲
音，就像遠方的彩繪玻璃一樣」。這首短小的交
響樂篇章，無疑地是接觸梅湘音樂思想與手法的
入門樂曲。

法國作曲家梅湘

杜替耶：

小提琴協奏曲《夢之樹》
Henri Dutilleux:
"L’Arbre des Songes" ,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文│陳惠湄

這首協奏曲是法國國家廣播電臺（Radio France）的委託創作，1985 年由作品的題獻者－
小提琴家伊薩克．史坦（Issac Stern, 1920-2001）與法國國家交響樂團（Orchestre National
de France）在指揮家馬捷爾（Lorin Maazel, 1930-2014）的指揮下首演，獲得熱烈的迴響。
原本杜替耶（1916.1.22 - 2013.5.22）曾一度想放棄《夢之樹》這個標題，認為太過詩意了，
不過這標題其實並不浮誇，在深層的意涵上或者樂曲的結構上，都可說是有著微妙的象徵；
曲中主要的音樂動機在全曲中不斷發展、再生，彷彿被樹液滋生般地拓展枝葉。
演奏長度約二十五分鐘左右的此曲，分成四個樂章，每個樂章之間夾雜著間奏，但是必須
不間斷地、一氣呵成地演奏。獨奏小提琴和樂團由相同的脈動點燃彼此，親密地融合在一
起；一條旋律線貫穿全曲，這也是獨奏小提琴的核心主題。導奏部份由輕聲細語般的小提
琴演奏，引進到速度相當自由的第一樂章，激動的快速段落與夢幻般的內斂段落互相交
錯。第一段間奏由鐘聲動機（鐘琴、顫音琴、鋼琴等樂器演奏）組成，逐漸增快速度，帶
入小提琴炫技的裝飾樂段，接到流動的、燦爛的第二樂章，持續獨奏樂器的技巧展現。在
第二段間奏中，小提琴以顫音奏法拉出旋律動機，與第一段間奏的鐘聲動機重疊。在慢板
的第三樂章中，獨奏小提琴與樂團的柔音雙簧管（hautbois d’amour）奏出精采的對話，作
曲家多彩的管弦樂手法在此展現無疑。第三段間奏帶著不安定的氣氛：雙簧管和樂器群脫
離，彷彿要破壞均衡一般，隨著將之牽引到緊湊的、濃稠的第四樂章；拖著疲憊腳步的獨
奏小提琴樂句似乎宣示著憂傷的結尾，但之後卻重新發展為激動、迸發的情緒，在火花四
射中結束樂曲。
慢功出細活、對自己出產的音樂有著嚴厲要求的杜替耶，每一首作品的結構都非常嚴謹，
在復古、均衡的古典樣式中，融入了精巧的管弦樂器配器手法與色彩豐富的聲響，其創作
受到演奏家與聽眾的歡迎，歷久不衰。國內樂團演出杜替耶管弦樂作品的機會並不多，這
次能夠在現場聆賞這從首演後即大受歡迎的小提琴協奏曲，是聽眾一飽耳福的好機會，不
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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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

F 大調第八號交響曲，作品 93
Ludwig van Beethoven:
Symphony No. 8 in F Major,
Op. 93
文│陳惠湄

在創作了第七號交響曲之後不到五個月的時間，貝多芬（1770.12.17 - 1827.3.26）又完成
了這首第八號交響曲，不過，這首從 1812 年夏天就著手創作的樂曲，要等到 1814 年才有
機會在維也納首演。即使貝多芬在寫作此首樂曲時健康狀況不佳，生活也不順遂，但也許
是夏天在波希米亞的溫泉小鎮特普利茲（Teplitz）療養時美麗的風景所帶來的回憶，讓第
八號交響曲有著愉快輕巧的風格。
第一樂章沒有導奏，呈示部充滿活力的第一主題由小提琴群以強音量齊奏的方式在 F 大調
和弦上奏出，四小節後由單簧管接續，再交回給小提琴。過渡樂段的動機由第一小提琴演
奏，接著在低音管的伴奏下，優雅的 D 大調第二主題，由小提琴群以弱音量奏出。整個
樂團加入演奏，並轉到 C 大調；在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的最初主題的圍繞下，木
管樂器群吹出柔和的樂句；在定音鼓的滾奏中，木管樂器奏出 C 大調和弦，弦樂器則強
化主音，結束了呈示部。在發展部中，第一主題轉為 F 小調，並輪流在樂團的所有聲部
中出現，之後，在 D 小調上，低音弦樂器與第一小提琴之間以密接的方式發展第一主題。
到了再現部時，終於出現了一些旋律性的素材；在結尾部中，屬和弦與主和弦交叉出現，
最後，弦樂器群在弱音量中反覆第一主題的前兩小節，結束這活潑的第一樂章。
具有節奏動感的第二樂章由木管（除了長笛之外）樂器以及法國號以跳音的奏法吹出降 B
大調分解和弦，導入第一小提琴演奏的第一主題，再由大提琴與低音提琴承接並完成第一
主題。管樂器的規律節奏音型也許是由當時的 Mäzel 節拍器得到靈感，但在樂曲中這個固
定節奏是活潑飽滿、具有躍動性的。在回到主調降 B 大調之前，先短暫地轉調到 G 小調。
在這規律節奏中，歌唱性的第二個動機由小提琴和中提琴帶出。第一主題於主調再現，不
過旋律有些改變；在結尾部中，整個樂團以強弱音量交替的方式，帶著幽默結束這輕巧又
微妙的「嬉遊曲」。
接在輕鬆幽默的第二樂章之後的，是高雅的小步舞曲，F 大調短小的第三樂章。和之前貝
多芬交響曲中使用的詼諧曲不同，這裡又恢復到海頓與莫札特時代，在交響曲的第三樂章

使用小步舞曲的習慣。在小步舞曲的節奏中，旋律主題由弦樂器與低音管奏出，小喇叭
與定音鼓則在其中點綴。反覆之後，小提琴群在 C 大調上對話，長笛與雙簧管則接著在 F
大調上，完成了在降 B 大調上的再現部。法國號的二重奏帶領進入溫柔的中段（Trio），
在大提琴的撥奏分解和弦之上，單簧管和第二部法國號奏出主題，之後由弦樂器，再由木
管樂器接續這個動機，有時以對話的方式，有時是伴奏，最後再回到小步舞曲。
F 大調的第四樂章是個輪旋曲，這個終曲的長度相當於前三個樂章的總合。小提琴以三連
音在弱音量上奏出活潑的第一主題，再由中提琴、長笛、雙簧管接續，之後結束在 C 大調。
樂團在高音域上反覆第一主題，低音弦樂器則以撥奏點綴。第一小提琴在降 A 大調上奏
出歌唱性的第二主題，長笛與雙簧管在 C 大調上溫柔地重覆。第一主題先經由 A 大調，
然後從主調 F 大調再現；第二主題則由第一小提琴在降 D 大調上奏出，再由長笛拉回到
降 A 大調。樂團以強音量重覆奏出兩小節的降 B 大調和弦，最初的主題由弦樂器帶出。
延長記號與樂章一開頭的三連音，標示了進入結尾部的訊號。一開始的動機經由 D 大調
的強音量到 F 大調的弱音量，在整個樂團的聲部以對位式的手法發展，最後，樂團以漸強
的方式演奏著密接式的對位連接，從強到更強的音量，反覆二十三個小節 F 大調的主和
弦，燦爛地結束了這首交響曲。
緊接在結構龐大的第七號之後，這首第八號常被視為是「小的」交響曲，除了結構較小之
外，也相對於同樣是 F 大調的，但篇幅較為長大的第六號交響曲《田園》。這首演奏長
度大約只有二十六分鐘的交響曲，與貝多芬其它龐大組織的交響曲相較，確實算是袖珍型
的，在音樂會中被演奏的次數也比較少，但貝多芬自己卻相當喜愛這首交響曲。縱使他在
現實生活中諸事不順，又百病纏身，但這首樂曲卻輕巧又帶著幽默感，在貝多芬創作中算
是少見的。他在音樂史上留下永垂不朽的九首交響曲，其中的單數編號，例如第三號的《英
雄》、第五號的《命運》，第七號，或是第九號的《合唱》，或悲壯深沈，或壯麗遼闊，
都深深撼動人心，少有像第八號這樣小巧玲瓏，甚至還帶著一些開玩笑的況味，例如第二
樂章木管家族的規律節奏被認為是模仿當時的 Mäzel 節拍器，在樂章結尾還讓這個頑固音
型錯開，被視為節拍器故障的影射，樂曲中也隱含了其它一些音樂玩笑，透露出貝多芬
難得詼諧的一面。相較於嚴肅正經的其他樂曲，這首樂曲輕鬆愉快的性格不免引起諸多猜
測。有人揣測這首樂曲中的愉快輕巧可能與當時貝多芬對一位來自柏林的女歌唱家 Amile
Sebald 的愛意有關。這位甜美的女性迷倒了貝多芬，她開朗的個性也許也感染了貝多芬，
影響了他當時作曲的心境。無論如何，這首交響曲雖然短小卻緊湊紮實，充分展現了貝多
芬的功力，是一首可以在音樂會中輕鬆聆賞的大師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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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 Gilbert
Varga &
匈牙利 Aurélien
Pas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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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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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中正廳 Zhongshan Hall

4

瓦格
獻禮

匈牙利裔首席指揮吉博．瓦格帶來同鄉作曲名家高大宜與李斯特的作品，
以熱情炫技、奔放灑脫的羅姆舞曲，邀您一齊激情高昂！同場，十九歲即
勇奪 2014 年傅爾曼大提琴大賽首獎、首度訪臺的法國大提琴金童帕斯卡，
優雅呈獻海頓早期清新秀麗的精湛名作《C 大調大提琴協奏曲》，盡顯如歌
般的生命力！

德弗乍克︰ B 大調夜曲，作品 40
Antonin Dvořák: Nocturne in B Major, Op. 40

海頓：C 大調第一號大提琴協奏曲，Hob.VIIb:1
Joseph Haydn: Cello Concerto No. 1 in C Major, Hob.VIIb:1
第一樂章：中板
Mov. I: Moderato
第二樂章：慢板
Mov. II: Adagio
第三樂章：甚快板
Mov. III: Allegro molto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高大宜：加蘭塔舞曲
Zoltán Kodály: Dances of Galánta

李斯特：第二號匈牙利狂想曲
Franz Liszt: Hungarian Rhapsody No. 2, S. 395/4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大提琴│奧赫利安．帕斯卡

Aurélien Pascal, Cell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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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

奧赫利安
‧ 帕斯卡

Aurélien
Pascal

©Béa Cruveiller

Cello

“I

n an extraordinary display of dazzling virtuosity and riveting music making, 19-year
Aurélien Pascal confirmed that the future of music is in good hands.” –Laurence Vittes,

Gramophone
「十九歲的帕斯卡技巧精湛、極具吸引力的非凡演奏，讓我們對音樂的將來感到樂觀。」
─勞倫斯 ‧ 維茨，【留聲機】雜誌專欄作家
法國大提琴家帕斯卡十九歲時奪得傅爾曼大提琴大賽首獎、觀眾票選獎及恩斯特 ‧ 托赫
大提琴協奏曲最佳演奏獎。他師從菲利浦 ‧ 穆勒、威斯佩維及海默生，多次接受大提琴
巨擘亞諾斯 ‧ 史塔克的大師班指導。
曾於「音樂之鄰」、橘園音樂節、「音樂相遇」、法國南特及日本「熱狂之日」、「拉威
爾之日」、卡薩爾斯音樂節、拉羅克 ‧ 昂迪戎國際鋼琴音樂節及蒙佩利爾音樂節演出。
合作過的樂團包括柴科夫斯基交響、香港小交響、薩瓦省國立管弦、廣島交響、紐倫堡交
響、蒙地卡羅愛樂、法國管弦、關西愛樂、日本管弦、慕尼黑室內樂團、布魯根廣播愛樂、
巴塞隆納交響及布蘭登堡國立管弦樂團。他與葛里菲斯率領慕尼黑室內樂團，共同錄製的
丹濟大提琴協奏曲錄音將在今年發行。
At only 19 years old, French cellist Aurélien Pascal was awarded the Grand Prix, Audience
Prize and Special Prize for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a concerto by Ernst Toch at the 2014
Emanuel Feuermann Competition. Aurélien studied with Philippe Müller and Helmerson, and
attended master classes given by the legendary János Starker. He is currently a student of Frans
Helmerson.
He performed at the Tons Voisins, Orangerie de Sceaux, Rencontres Musicales de Calenzana, La
Folle journée de Nantes, La Folle Journée au Japon, Festival de Radio – France in Montpellier,
La Roque d’Anthéron, Les Journées Ravel, and Casals Festival.
He collaborated with the Tchaikovsky Symphony Orchestra, Kansai Philharmonic, Hong Kong
Sinfonietta, Orchestre national des Pays de la Loire, Hiroshima Symphony, Monte Carlo
Philharmonic, Nuremberg Symphony, Deutsche Radio Philharmonie Saarbrucken, Barcelona
Symphony Orchestra, Brandenburg Staatsorchester Frankfurt, and l’Orchestre des Pays de
Savoie. His CD of the Danzi Cello Concerto with Howard Griffiths and the Munich Chamber
Orchestra to be released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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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弗乍克︰

B 大調夜曲，作品 40
Antonin Dvorák:
Nocturne in B Major,
Op. 40
文│梁正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博士候選人

英國音樂史學家伯尼（Charles Burney）曾說：「常有人告訴我，波希米亞人是德意志最
具音樂性的民族，或許也是全歐洲最具音樂性的民族；一位聲名顯赫的德意志作曲家此
時在倫敦向我宣稱，如果波希米亞人享有義大利人那樣的優勢，他們將會超越後者。」
伯尼這段話，是他在 1772 年訪問布拉格之後所說，當時波希米亞正飽受戰禍之苦。隨著
十九世紀波希米亞風起雲湧地爭取民族獨立，一系列音樂家也隨之聲名鵲起，德弗乍克
（1841.9.8 - 1904.5.1）便是其中代表。
德弗乍克這齣作品，原本是他寫於 1870 年、但生前未出版的第四號 E 大調弦樂四重奏中
的慢板樂章，後來又納入 1875 年第二號 G 大調弦樂五重奏中作為其中兩個慢板樂章之一；
但他最終選擇將此單獨抽出，發展成為現今的夜曲，在 1883 年出版。除了這個給弦樂團
的編制外，德弗乍克也有寫給小提琴與鋼琴二重奏，以及鋼琴四手聯彈的版本。
1875 年以前，也就是德弗乍克三十五歲之前，通常被歸為他的初期風格，基本上依賴於
貝多芬與舒伯特音樂所遺留的軌範，早期室內樂作品尤其如此。德弗乍克一般較為大眾所
熟悉的個人風格，泰半是他後期進一步吸收內化波希米亞及其周邊地區民間音樂的成果。
如果站在十九世紀晚期歐洲音樂的宏觀歷史角度來看，德弗乍克的音樂是相對保守的，他
的聲譽基本上建立在傳統大型器樂的創作上，也就是交響曲、弦樂四重奏以及其它帶有鋼
琴的室內樂。
儘管這首夜曲出版於 1875 年之後，但它的原型與規模則定於 1875 年之前，因此基本上屬
於早期風格，波希米亞的情調尚不明顯，反倒依稀可辨他早期試圖模仿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些許痕跡。不到十分鐘的曲長中，始終籠罩在靜謐安恬的氣氛之下，綿長悠
揚的抒情旋律，如同從薄霧中漸次呈露，若隱若顯，欲說還休。似乎作曲家當此之時正在
十九世紀後期浪漫主義的澎湃糾葛樂風中，摸索著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海頓：

C 大調第一號大提琴協奏曲，Hob.VIIb:1
Joseph Haydn:
Cello Concerto No. 1 in C Major,
Hob.VIIb:1
文│梁正一

儘管海頓（1732.3.31 - 1809.5.31）並不指望成為任何一件樂器的演奏大師，但他會演奏的
樂器卻相當多。身兼指揮與作曲家的海頓，最揮灑自如、得心應手的創作媒介，一直都是
管弦樂團。在海頓生時，可說沒有人比他更精通這項「樂器」了。正為如此，海頓的交響
曲創作總能源源不斷，同時兼具鮮明的幽默感與深刻的嚴肅性。相形之下，海頓的協奏曲
儘管也引人矚目，充滿魅力，然而在數量、規模及企圖性上，顯然無法與交響曲相提並論，
基本上「秀美」多於「壯美」。
古典時期三大巨匠中，莫札特並沒有特別針對大提琴的作品，貝多芬則寫過幾首大提琴的
變奏曲及奏鳴曲，因此，海頓為大提琴創作的協奏曲會成為古典時期最重要的經典曲目，
也就不難想見了。據考證，海頓的一生當中可能寫過五首大提琴協奏曲，但現今只有 C
大調第一號及 D 大調第二號兩闕存世，其餘皆不完整或失傳。事實上，就連第一號協奏曲，
都被埋沒了兩百多年之久。1961 年，捷克音樂學者普爾克特（Oldřich Pulkert）在布拉格
國立圖書館中，發現到這一份作品的手抄譜，經過一連串調查，最終確定是海頓手筆，並
在隔年首演，轟動樂界。
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儘管滄海遺珠，海頓的大提琴協奏曲仍極具份量。曾有人將第
二號協奏曲與舒曼及德弗乍克的創作，合稱大提琴的「三大協奏曲」。事實上，第一號協
奏曲重見天日以來，所受到的喜愛與關注，也不亞於第二號。相對於第二號協奏曲古典風
格寫作手法的純熟、大提琴獨奏技巧的絢麗，完成於二十年前的 C 大調協奏曲顯得清新
怡人，同時還帶有巴羅克些許遺風，在古典協奏曲中並不是那麼地「正統」。學者推測，
這部作品大約創作於 1761 到 1765 年之間，時年海頓三十出頭，正值盛年，在匈牙利任尼
古拉親王（Prince Nicolaus）艾斯特哈吉家族宮廷樂團（Esterházy Orchestra）的樂長。
眾所周知，這個宮廷樂長的職位，讓海頓歷經多年兩週一次的密集音樂會籌備，鞭策出他
日後交響樂創作的高產能，並由青澀漸趨成熟。海頓早期交響曲之所以明顯傾向獨奏者的
發揮，主要即是受限於當時樂團整體素質不齊所致。正為如此，早期交響曲仍帶有巴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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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國藝術家巴爾薩札 ‧ 威贛德 Balthazar Wigand 繪筆的 1808 年
《創世紀》演出，這是一場向海頓致敬的音樂會。

的協奏曲風格，混合著大協奏曲與獨奏協奏曲的元素。第一號大提琴協奏曲就是完成於
這個階段，與他的第六、七、八號交響曲《晨》、《午》、《夜》大約同時。
這首協奏曲是海頓為好友魏戈（Joseph Franz Weigl）所作。魏戈是當時艾斯特哈吉宮廷樂
隊的大提琴首席，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大提琴手，因為樂譜上只有這麼一個大提琴聲部。
當然，也有可能其他的大提琴手演奏的是數字低音，或者是海頓自己彈奏大鍵琴，由其
他低音弦樂手拉奏數字低音。就像巴羅克的大協奏曲一樣，樂團合奏的部分編制很小，
除了弦樂群外，只有兩支雙簧管與兩支法國號，第二樂章甚至屏除木管而不用。全曲三
樂章在快、慢、快的常規安排下，都採取奏鳴曲式為佈局。樂團與主奏的競合關係，與
悠長工整的句法結構，遺傳著巴洛克與古典風格的時代基因。從全曲隨處可見寬廣的音
域變換、抒情的歌唱線條，以及弓法的收放自如，可以體察到海頓當時對大提琴表現力
的瞭若指掌，以及他元氣淋漓的生命力。

高大宜：

加蘭塔舞曲
Zoltán Kodály:
Dances of Galánta
文│梁正一

高大宜（1882.12.16 - 1967.3.6）與巴爾托克兩人同為現代匈牙利音樂的奠基者。雖然巴爾
托克長高大宜一歲，但高大宜對匈牙利民間音樂感興趣其實早於巴爾托克，甚至對巴爾托
克步入該領域發揮過關鍵影響。與巴爾托克的音樂相比，高大宜所運用的民間音樂素材更
傾向於保持其原始的形式，當中所接收二十世紀前衛尖銳的聲響較少。儘管高大宜作品
中的調性傳統與三度疊置和聲很明顯，並延續傳統的曲式結構，但他富有個性化的音樂
語言依然清晰可辨。也許高大宜個別作品的名氣與總體的影響力不如巴爾托克，但他更
為「接地氣」的表現方式，一旦接觸過，必會留下深刻印象。在俄國斯特拉溫斯基（Igor
Stravinsky）的原始性動力與巴爾托克的學院派手法之間，更顯出高大宜別具一格的特色。
加蘭塔舞曲之名，源於高大宜曾在加蘭塔（Galánta）居住過數年時光，此地位於匈牙利
東北部，如今有一部分隸屬斯洛伐克。這裡長久以來都是吉普賽人的居住地，至今尚流傳
著許多改編成吉普賽風格的民謠曲。高大宜那幾年經常聆聽當地的吉普賽民謠，在將這些
音樂採集之後，於 1933 年譜成了這首管弦樂曲。時年高大宜六十一歲，創作功力已臻爐
火純青。
全曲共分五段，在數十分鐘的曲長中，歷經多次速度變化，從散板式、宣敘性的序奏，到
繁聲促節、熱烈奔放的快板，跌宕多姿，一氣呵成，無半刻冷場。源於西歐貴族傳統的交
響樂團，在此彷彿搖身一變，成了東歐鄉間的軍樂遊行隊伍，讓人忘掉自己原來置身於廳
堂之中。從序奏繁複細碎的裝飾音，立即讓人嗅出有別於西歐藝術音樂的民間風情，旗幟
鮮明地與十九世紀浪漫音樂甜俗平庸的異國情調劃清界線，展現出自本自根的原生態、樸
質性與爆發力。
希臘古哲柏拉圖曾指出，音樂中真正激動人心的元素在於節奏。文藝復興時期以音樂喚起
情感的理念，之所以在巴洛克時期得以完成，節奏元素的開發其實功莫大焉。從加蘭塔舞
曲氣韻生動的節奏感，我們從高大宜身上聽到屬於匈牙利「文藝復興」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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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

第二號匈牙利狂想曲
Franz Liszt:
Hungarian Rhapsody No. 2, S. 395/4
文│梁正一

十九世紀的歐洲，音樂中的民族主義成分在新興民族國家中，當然是比既存國家來得更鮮
明，匈牙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數百年來，匈牙利歷經了馬札爾人、土耳其人與奧地利
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到了 1830 年代，這裡開始了一場改革與獨立運動，幾經波折，終
於在 1867 年得以完成。在十八世紀奧地利統治時期，西歐藝術音樂在匈牙利貴族中得到
繁榮的發展，最有名的例子當屬海頓在艾斯特哈吉家族宮廷樂團，度過了他漫長職業生涯
的大部分時間，匈牙利第一座正式的歌劇院就是在他的指導下於 1768 年落成。
十八世紀初，匈牙利盛行著一種植根於本土民間音樂的音樂語彙，也就是所謂的維爾本
科斯（Verbunkos）舞曲，這種曲風時常作為軍隊招募之用。事實上，其字根即來於德語
「Webung」，即意為「徵兵」。這個風格是以慢速的拉桑舞曲（Lassu 或 Lassan）與快速
的弗利斯卡舞曲（Friss 或 Friska）相互交替，並以鮮明的附點音型及三連音節奏為特徵，
附帶豐富多彩的小提琴裝飾音。這種音樂語彙明顯與吉普賽音樂家有所聯繫，並被很多音
樂家所採用。
1830 年代，具有鮮明匈牙利風格的藝術音樂開始佔據重要地位，主要在首都布達佩斯。
同時，傳統的匈牙利音樂語言隨著外國作曲家的採納，亦逐漸為歐洲其它地區所熟知。貝
多芬與舒伯特都曾偶爾模仿維爾本科斯風格寫作。然而，在這方面最具盛名的應用者與傳
播者仍當推李斯特（1811.10.22 - 1886.7.31）莫屬。1839 年，李斯特訪問布達佩斯，首次
顯示出對祖國音樂的興趣。在隨後的八年中，他譜寫了一系列民歌風謠與狂想曲，這些
改編作品就是後來著名的匈牙利狂想曲。在他的祖國匈牙利，人們用貴族之劍展現他的形
象，並宣稱他是一位民族英雄——儘管他幾乎連一個匈牙利單字都不會說。
李斯特的父親是匈牙利人，母親是奧地利日耳曼人，父母很早就移居到維也納為他請鋼琴
教師，十一歲便投入貝多芬的高徒徹爾尼（Carl Czerny）門下，一年後徹爾尼便宣布能教
他的都已經教完了，並建議他入巴黎音樂院學習。李斯特十二歲遷居巴黎，為法國皇室公
演，即名震一時，歐洲貴婦名流紛紛為之癡狂。

李斯特在辭世前四個月時的照片（攝影／ Nadar）

不過，強中自有強中手。當義大利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在 1831 和 1832 年征服整
個巴黎時，讓二十歲的李斯特備感震驚。雖然李斯特本來就對華麗而高難度的鍵盤炫技醉
心不已，但帕格尼尼的影響使他對這方面的偏好更為明確而專注，同時進一步啟發他的想
像力。受到帕格尼尼的刺激，李斯特當時全心投入到近乎瘋狂的魔鬼特訓當中，每天都花
四到五個小時練習顫音、六度、八度、震音、同音反覆、琶音等技巧。
第二號匈牙利狂想曲創作於 1847 年，原為鋼琴獨奏曲，1851 年出版，是李斯特十九首匈
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亦是最有名的一首。它被認為是鋼琴獨奏曲中技術要求最高的其
中之一。李斯特運用鋼琴技巧，出神入化地模仿了吉普賽樂隊的音響。吉普賽樂隊由小提
琴、木管和匈牙利大揚琴（Cimbalom）組成。這種風格中誇張的裝飾，主要是與維爾本
科斯中快速的拉桑舞曲、特別是小提琴獨奏相聯繫，非常合乎李斯特對炫技即興演奏的胃
口。由於第二號匈牙利狂想曲廣受喜愛，李斯特後來和另一位奧地利作曲家杜普勒（Albert
Franz Doppler）共同改編成管弦樂版本，於 187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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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 Ein
Deutsches
安魂曲 Requiem
0113
/

19:30

SAT.

瓦格
獻禮

5

國家音樂廳 National Concert Hall

《德意志安魂曲》為撫慰在世者哀傷的靈魂所作！
布拉姆斯於母親過世的那一年開始寫這部作品，被視為布拉姆斯最大成就之一
的這部巨作，給予在世者慰藉，哀慟的人必因為它得安慰。藉著樂音，指揮吉
博．瓦格帶領女高音斯塔格、男中音斯特拉什那和國立實驗合唱團，讓我們看
見黑暗中的陽光，細細咀嚼生命的溫潤與可貴。

海頓：D 大調第六號交響曲，Hob. I:6
Joseph Haydn: Symphony No.6 in D major, Hob. I:6
第一樂章：慢板─快板
Mov. I: Adagio – Allegro
第二樂章：慢板─行板─慢板
Mov. II: Adagio – Andante – Adagio
第三樂章：小步舞曲＆中段
Mov. III: Menuet & Trio
第四樂章：終曲：快板
Mov. IV: Finale: Allegro

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作品 45
Johannes Brahms: Ein Deutsches Requiem, Op. 45
第一樂章：有福了，哀慟的人
Mov.I: Selig sind, die da Leid tragen
第二樂章：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Mov.II: Denn alles Fleisch, es ist wie Gras
第三樂章：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
Mov.III: Herr, lehre doch mich
第四樂章：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Mov.IV: Wie lieblich sind Deine Wohnungen
第五樂章：你們現在也是憂愁
指揮│吉博．瓦格

Mov.V: Ihr habt nun Traurigkeit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第六樂章：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

女高音│西沃恩．斯塔格 Ilya

第七樂章：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Siobhán Stagg, Soprano

Mov.VI: Denn wir haben hie keine bleibende Statt
Mov.VII: Selig sind die Toten, die in dem Herrn sterben

男中音│克雷希米爾．斯特拉什那

Ilya Siobhán Stagg, Sopran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國立實驗合唱團

Taiwan National Choir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合唱團

TSO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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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高音
Soprano

希沃恩．
斯塔格

Siobhan
Stagg

澳

大利亞籍女高音斯塔格剛展開演唱生涯就擁有耀眼的國際聲譽，她曾贏得重要的國際聲樂比
賽，被知名女高音克里斯塔．露德薇希譽為「我聽過最美的聲音之一。」

她於 2015 年 1 月與提勒曼指揮柏林愛樂合作的三場布拉姆斯《安魂曲》音樂會及世界播出的錄影
擄獲無數觀眾的心。近年重要的演出包括：於倫敦的皇家歌劇院演出羅西《奧菲斯》，與肯特．長
野合作伯恩斯坦《一個安靜的地方》，於日內瓦大劇院演出《費黛里歐》與《阿爾辛娜》，於漢堡
國立歌劇院演出《李爾王》與《後宮的誘逃》，於柏林德意志歌劇院演出《後宮的誘逃》、《玫瑰
騎士》、《弄臣》與《魔笛》。斯塔格曾赴德國各地、倫敦、阿姆斯特丹、華沙、第戎與巴黎等地
演出，並於澳洲巡演。
Australian soprano Siobhan Stagg is a young artist at the beginning of an exciting international career. She
has won prizes at major vocal competitions. Even the great Christa Ludwig has described her voice a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I have ever heard.”
In January 2015, Siobhan won the hearts of many when she stepped in at short notice for three concerts
and a worldwide video broadcast of Brahms‘ Requiem with Christian Thielemann and the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She recently made important debuts in Rossi’s Orpheus at the Royal Opera House in
London, with Kent Nagano in Bernstein’s A Quiet Place, and in Fidelio and Alcina at the Grand Théâtre de
Genève.
She performed in 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 and Reimann’s Lear at the Hamburg State Opera, in 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 Der Rosenkavalier, Rigoletto, and Die Zauberflöte at Deutsche Oper Berlin.

低男中音
Bass-baritone

克雷希米爾 ‧
斯特拉什那

Stražanac

克

©Patrick Vogel

Krešimir

羅埃西亞低男中音斯特拉什那畢業自斯圖加特國立音樂與表演大學，師事 Dunja Vejzović 及
Cornelis Witthoefft。曾贏得包括拜魯特的國際柔聲曲調大賽等多項比賽。

他曾演出歌劇艾特沃許《三姊妹》、《杜蘭朵》、《納克索斯島上的阿麗雅德妮》、《費黛里歐》、
《安德烈 ‧ 謝尼耶》及許威默《金銀島》（世界首演），神劇及音樂會曲目則涵蓋了早期巴羅克
至現代的作品，並經常舉行獨唱會。
他在 2017-2018 樂季將與法蘭德斯皇家愛樂、德國聲之控樂團、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弦、萊
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波爾多音樂廳交響及與奧斯陸愛樂合作。
他曾錄製《卡門》、《費黛里歐》、《紐倫堡的名歌手》、《約翰受難曲》、《詩篇》及《馬太受難曲》
等 CD ／ DVD ／藍光片。
Croatian bass-baritone, Krešimir Stražanac studied voice with Dunja Vejzović and art song interpretation
with Cornelis Witthoefft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Music and Performing Arts in Stuttgart. He is the winner
of several prestigious vocal competition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antilena Competition in Bayreuth
(Opera/Operetta Division).
Mr. Stražanac appeared in Péter Eötvös’s Three Sisters, Turandot, Ariadne auf Naxos, Fidelio, Andrea
Chénier, and the world premiere of Frank Schwemmer’s Die Schatzinsel. In addition he has an extensive
oratorio and concert repertoire, containing works spanning early Baroque to contemporary music. He
frequently performs vocal recitals (art songs and operatic arias).
Mr. Stražanac will collaborate with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Flanders, Orchestre of
Klangverwaltung,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Gewandhaus Orchestra, Orquestra Sinfónica do Porto
Casa da Música, and the Oslo Philharmonic in the 2017-2018 season.
On CD/DVD Mr. Stražanac is featured in recordings of Carmen, Fidelio.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St. John Passion, Psalms, and St. Matthew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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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於民國 74 年輔導成立國立實驗合唱團。現由國立臺

教

灣師範大學張國恩校長擔任團長。曾應邀至全球十餘國演

國立實驗唱團
Taiwan
National
Choir

唱，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日本、韓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澳洲、紐西蘭、夏威夷…等地。
合唱團優異表現亦成為國際知名音樂團體來臺演出爭相邀請合作
對象。2004、2008 年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國際音樂教育年會邀
請，分別赴西班牙、義大利演出。2011 年應邀至義大利參加洛雷
托（Loreto）國際聖樂節，優異表現獲國際樂壇一致讚賞，身兼
國家文化大使之任務。

Taiwan National Choir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85.
Dr. Kuo-En Chang, who is also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s the director
currently. The Taiwan National Choir has visited Korea, Singapore, Malaysia,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Spain, and Hawaii, etc. in recent years. Then it had the honor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 to perform in the annual conference for music education of UNESCO held in
Spain in 2004 and in Italy in 2008.

臺北市立
交響樂團
附設合唱團
TSO
Chorus

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合唱團成立於 1993 年 4 月，由助理指

臺

揮吳琇玲擔任指揮，北市交附設合唱團團員除了音樂本科

系之學生和畢業生外，還有來自各行各業的愛樂者。
20 多年來，合唱團與北市交成功演出十多齣膾炙人口的歌劇及
無數經典交響合唱曲。近年與國際知名指揮如羅伯特．阿巴多
（Roberto Abbado）、克里夫蘭管弦樂團合唱總監羅伯特．波爾
寇（Robert Porco）合作。並於北市交年度歌劇中演出，如《瑪
儂雷斯考》、《阿依達》、《尤金．奧涅金》等二十多部作品，
也數次赴澳門演出。

Established in the April of 1993,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Chorus is currently led by Shou-Ling Wu,
assistant conductor of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It is comprised of students and alumni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of music and music lovers who work in other field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Chorus has joined forces with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in performing
over ten beloved operas and numerous well-known large-scaled choral works. Recently, we collaborated
with such prestigious conductors as Roberto Abbado and Robert Porco, the chorus director for the
Cleveland Orchestra. We have performed in over twenty annual opera productions of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including Manon Lescaut, Aida, and Eugene Onegin. The Chorus has also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in Macau several times.

海頓：

D 大調第六號交響曲，Hob. I:6
Joseph Haydn:
Symphony No.6 in D major,
Hob. I:6
文│呂懿德 聯合晚報、音樂時代等刊物主筆

歷史的演變經常不循世人所預期的途徑。古典樂派以維也納為中心蔚為風潮、蓬勃發展，
然而奠定古典樂派基礎、躋於創始者之列的作曲家海頓（1732.3.31 - 1809.5.31），他一生
中大半的歲月都待在奧國邊陲地帶、艾斯特哈吉親王的宮廷內（長達三十年）。只有在親
王赴維也納度假時，他與樂團才跟著親王前行。根據海頓自己的說法，遠離當時具有影響
力的作曲家及音樂潮流，「迫使他獨樹一幟」。換句話說，可稱之為「蕃鎮」的匈牙利貴
族成了贊助古典樂派興起的功臣。
海頓在 1761 年（二十九歲時）被聘擔任艾斯特哈吉宮廷的副宮廷樂長。同年，他應雇主
的要求，寫了第 6 至 8 號交響曲《晨》、《午》、《夜》。艾斯特哈吉宮廷樂團的編制較
當時一般樂團的規模略小，受此限制，屬於海頓最早一批創作的這三首交響曲並未完全脫
離巴洛克樂派大協奏曲的形式。由於當時的艾斯特哈吉親王―保羅 ‧ 安東 ‧ 艾斯特哈吉
以他的宮廷樂團的演奏水準為豪，海頓體貼親王的心意，在曲中安排了許多供不同樂器炫
技的獨奏樂段，尤其是分別給小提琴及大提琴的長篇獨奏，讓他擢選的樂團首席―義大利
小提琴家湯瑪西尼及同享盛名的大提琴家威茍有充分發揮的空間。
第六號交響曲的暱稱“晨＂並非海頓所擬，但第一樂章開始時緩緩奏出的旋律確切地捕捉
到破曉時分、旭日東昇的景象，凸顯出海頓用音樂描繪實景的能力。接著出現了供長笛暨
雙簧管獨奏的快板樂段，氣氛轉為活潑，隨後轉回啟始的慢板樂段結束第一樂章。第二樂
章同樣由慢板的序奏開始，緊接著是讓弦樂獨奏炫技發揮的各個樂段。第三樂章中，長笛
在小提琴的伴奏下擔任主導。生氣蓬勃的終樂章再度給予各樂器獨奏炫技的樂段，尤其是
小提琴，在此海頓讓湯瑪西尼有機會充分展現他的琴技，本樂章的發展部彷彿為他量身訂
做的小型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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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姆斯：

德意志安魂曲，作品 45
Johannes Brahms:
Ein Deutsches Requiem,
Op. 45
文│沈雕龍 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博士

「《德意志安魂曲》是一部具不凡意義和偉大技藝的作品。似乎，它是聖樂領域中，自後
貝多芬風格以來最完熟的成果之一」—樂評家漢斯力克（Eduard Hanslick, 1825-1904）
於《新自由報》，1867 年 12 月 3 日

在西方藝術音樂的歷史中，為悼念亡者而創作的大型管弦樂團歌樂作品，向來以天主教的
拉丁文安魂彌撒為主，以德文創作的並不多見。有嚐試過的著名德文地區作曲家，包括了
十七世紀初的許茲（Heinrich Schütz, 1585-1672）曾經譜過一首《德文葬禮彌撒》(Teutsche
Begräbnis-Missa, 1636)；十八世紀的巴赫也用清唱劇的形式，寫作了《神之時是最好之時》
（Gottes Zeit ist die allerbeste Zeit，又稱《哀悼行事》Actus tragicus，1707/08），然這些作
品都鮮為人知；代表維也納古典樂派的三位作曲家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因所處的維也
納地區以信奉天主教為主，都沒有機會一試。在這個脈絡下，十九世紀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5.7 - 1897.4.3）的《德意志安魂曲》能夠成為一部成功且至今依舊常演的作
品，意義自然非凡。
《德意志安魂曲》是布拉姆斯最大型、也是最重要的合唱作品，整部樂曲的七個樂章，陸
續在 1865 至 1868 年間完成。一般認為，布拉姆斯母親於 1865 年去世，為此曲直接的創
作動機。然而，布拉姆斯自 1861 年起，就已經開始積極收集創作材料，有些樂曲片段甚
至可以追溯回 1854 年。1854 年 2 月，提攜布拉姆斯的舒曼因長期受幻聽所苦而跳河自殺，
雖然最後被人救回，最終卻必須進入精神療養院接受治療。舒曼住院期間，布拉姆斯協助
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 1819-1896）處理家中事務，亦在克拉拉不便前往探視丈
夫的情況下，定期去探望舒曼了解治療情形，持續扮演他們夫妻兩人間的橋樑，直到舒曼
於 1856 年在療養院中去世。舒曼的病與逝、克拉拉的悲與苦，在布拉姆斯心中留下了深
深的印記，可以說也是他創作安魂曲的潛在動機。
在漢堡地區長大的布拉姆斯，深受路德教派的影響。他為自己的安魂曲，從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譯的德文舊約和新約聖經中，重新選配歌詞來表達自己的宗
教觀。傳統天主教安魂曲的歌詞內容重點放在悼念亡者，來自末日與地獄的訊息亦散發著

1866 年時的布拉姆斯

警告與威嚇的訊息；然而，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卻將重點放在對生者的慰藉，
歌詞處處顯示出安撫、歡喜和允諾等溫情昇華的氛圍。布拉姆斯寫信給克拉拉談到這部安
魂曲時說：「就像大家習慣的拉丁文歌詞，這份德文歌詞也會讓妳喜歡。」
1866 年，布拉姆斯譜寫了六個樂章，加上 1868 年完成的第五樂章，形成了一部七樂章
的安魂曲。整曲樂章安排的特殊之處，是第四樂章「萬軍之神的居所何等可愛！」（Wie
lieblich sind deine Wohnungen, Herr Zebaoth!）可以視為一部中心樂曲，圍繞此曲的其他樂
章，可以觀察出一個前後對稱的關係：第一樂章點出「在世者有福」，呼應了第七樂章
述及「亡者有福」；第二樂章和第六樂章談到此生及彼岸的意義：生命的轉瞬即逝—「因
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Denn alles Fleisch ist wie Gras），對比復活的神秘—「死者
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die Toten werden auferstehen unverweslich）；第三和第五樂章都
是由獨唱開始，先是對神的呼求—「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Herr, lehre
doch mich, das ein Ende mit mir haben mus,），後有神的對此呼求的回應：「你們現在也是
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Ihr habt nun Traurigkeit; aber ich will euch
65

wieder sehen und euer Herz soll sich freuen）。此外，整部《安魂曲》以「有福」（Selig）
一字唱出開始，亦以同一字「有福」作為最後一個唱詞結束，加強了全曲構造的對稱特性。
這種以一首樂曲為中心，圍繞著其它前後對稱樂曲的形構，亦為不少巴赫的宗教類型合唱
作品之特色。
第一樂章內容主要為安慰在世者，省略單簧管和小提琴的樂團配器反映出這個溫暖的語
調。一開始，兩支法國號以八度的音毯效果，與低音弦樂，伴隨著溫和煦暖的大提琴和中
提琴旋律，然後帶入歌詞：「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Selig sind, die da
Leid tragen, denn sie sollen getrostet werden）。一直到歌詞「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Die
mit Tränen säen, werden mit Freuden ernten.）處，樂團才整體奏出；此處布拉姆斯特別要求
兩架豎琴演奏分解和弦，詮釋昇華的淚水。
第二樂章強調的是生命的短暫與無常。在小調中，布拉姆斯以頑固的弦樂低音音型，搭配
穩定的定音鼓聲響，呈現出慢速的、進行曲般的效果，象徵著命運巨流進行的不可逆。在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Das Gras ist verdorret und die Blume abgefallen）文段中，布拉
姆斯亦運用轉調、半音造成的大小調變換，巧妙地營造出一種，生命展開，卻又難逃萎縮
的週期性。
第三樂章，在類似第一樂章開頭的聲響中，男中音獨唱帶出對耶穌的祈求，合唱團應
答般地反覆獨唱的話語。結尾的「義人的靈魂在天主手裏，痛苦不能傷害他們」（Der
Gerechten Seelen sind in Gottes Hand und keine Qual ruhret sie an）段落，是一種領悟和信心，
布拉姆斯將這個譜為專屬合唱團與管弦樂團的輝煌賦格。值得注意的是，整部《德意志安
魂曲》雖有多處獨唱段落，但布拉姆斯的獨唱只是連續性結構中的一部分，和天主教的彌
撒或安魂曲中歌劇單曲式的獨唱截然不同。
第四樂章為整部安魂曲中最短的曲子，呈現的情緒也最為祥和，反映了歌詞中塵世之人對
天主之國懷有的嚮往。
第五樂章以女高音飾唱神的話語，和合唱團交替，傳達對世人的慰藉之意。布拉姆斯設計
給女高音的原因，應是要呼應本樂章尾段的訊息：「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
們」（Ich will euch trösten, wie Einen seine Mutter trostet）。
第六樂章預示最後審判的來臨。「號角終將吹響」（Denn es wird die Posaune schallen）的
段落，樂團以甚快（vivace）的速度，全體奏出強音，散發著威嚴與正義，為整部安魂曲
中最震撼之處。最後對神的讚美：「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
（Herr, du bist würdig zu nehmen Preis und Ehre und Kraft），亦昇華在綿延的人聲賦格裡。

第七樂章的主題雖然是確認了亡者在天上會受到祝福，但實際上卻是對生者的撫慰。這個
樂章回到第一樂章中的氣氛裡，樂團以同樣的調性和相似的速度開始，配器亦為弦樂加上
兩支法國號的八度音毯效果，主要的不同在於小提琴與單簧管的回歸，讓聲響較第一樂章
多了份明亮溫柔的質地。逝者已矣，來者可追：《德意志安魂曲》的曲終，要讓存在的聽
者於淡淡的哀肅氣氛中，感受當下生命的希望與期待。
《德意志安魂曲，作品 45》歌詞對譯：
第一樂章
Selig sind, die da Leid tragen,

有福了，哀慟的人

denn sie sollen getröstet werden.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Die mit Tränen säen,

流淚撒種的，

werden mit Freuden ernten.

必歡呼收割。

Sie gehen hin und weinen

那流淚出去

und tragen edlen Samen,

帶種的，

und kommen mit Freuden

必要歡歡樂樂地

und bringen ihre Garben.

帶禾捆回來。

第二樂章
Denn alles Fleisch, es ist wie Gras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und alle Herrlichkeit des Menschen

他的美榮

wie des Grases Blumen.

都像草上的花。

Das Gras ist verdorret

草必枯乾

und die Blume abgefallen.

花必凋謝。

So seid nun geduldig, liebe Brüder,

你們要忍耐，弟兄們哪，

bis auf die Zukunft des Herrn.

直到主來。

Siehe, ein Ackermann wartet

看哪，農夫等候

auf die köstliche Frucht der Erde

地裡寶貴的出產，

und ist geduldig darüber,

忍耐直到

bis er empfahe den Morgenregen und Abendregen. 得了秋雨春雨。
Aber des Herren Wort bleibet in Ewigkeit.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Die Erlöseten des Herrn werden wiederkommen,

並且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

und gen Zion kommen mit Jauchzen;

歌唱來到錫安；

Freude, ewige Freude,

歡樂，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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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d über ihrem Haupte sein;

必歸到他們的頭上；

Freude und Wonne werden sie ergreifen,

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

und Schmerz und Seufzen wird weg müssen.

憂愁歎息盡都逃避。

第三樂章
Herr, lehre doch mich,

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

daß ein Ende mit mir haben muß.

我身之終。

und mein Leben ein Ziel hat,

我的壽數幾何，

und ich davon muß.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

Siehe, meine Tage sind

你使我的年日

einer Hand breit vor Dir,

窄如手掌；

und mein Leben ist wie nichts vor Dir.

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

Ach wie gar nichts sind alle Menschen,

各人最穩妥的時候，

die doch so sicher leben.

真是全然虛幻。

Sie gehen daher wie ein Schemen

世人行動實係幻影。

und machen ihnen viel vergebliche Unruhe;

他們忙亂，真是枉然；

sie sammeln und wissen nicht,

積蓄財寶，不知

wer es kriegen wird.

將來有誰收取。

Nun Herr, wes soll ich mich trösten?

主阿，如今我等甚麼呢？

Ich hoffe auf Dich.

我的指望在乎你。

Der Gerechten Seelen sind in Gottes Hand

義人的靈魂在天主手裏，

und keine Qual rühret sie an.

痛苦不能傷害他們。

第四樂章
Wie lieblich sind Deine Wohnungen,

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Herr Zebaoth!

萬軍之耶和華啊！

Meine Seele verlanget und sehnet sich

我羨慕渴想

nach den Vorhöfen des Herrn;

耶和華的院宇；

Mein Leib und Seele freuen sich

我的肉體，我的心腸

in dem lebendigen Gott.

向永生神呼籲。

Wohl denen, die in Deinem Hause wohnen,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

die loben Dich immerdar.

他們仍要讚美你。

第五樂章
Ihr habt nun Traurigkeit,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

aber ich will euch wieder sehen,

但我要再見你們，

und euer Herz soll sich freuen,

你們的心就喜樂了，

und eure Freude soll niemand von euch nehmen.

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

Ich will euch trösten,

我安慰你們，

wie einen seine Mutter tröstet. Sehet mich an:

如同母親安慰兒子，你們親眼看一看罷！

Ich habe eine kleine Zeit

我不多

Mühe und Arbeit gehabt

勞苦

und habe grossen Trost funden.

卻獲得了最大的安寧。

第六樂章
Denn wir haben hie keine bleibende Statt,

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

sondern die zukünftige suchen wir.

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Siehe, ich sage euch ein Geheimnis.

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

Wir werden nicht alle entschlafen,

我們不是都要睡覺，

wir werden aber alle verwandelt werden;

乃是都要改變，

und dasselbige plötzlich in einem Augenblick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

zu der Zeit der letzten Posaune.

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

Denn es wird die Posaune schallen

因號筒要響，

und die Toten werden auferstehen, unverweslich;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

und wir werden verwandelt werden.

我們也要改變。

Dann wird erfüllet werden das Wort,

那時經上所記的話

das geschrieben steht.

就應驗了

Der Tod ist verschlungen in den Sieg,

死被得勝吞滅

Tod, wo ist dein Stachel?

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裡？

Hölle, wo ist dein Sieg?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

Herr, Du bist würdig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

zu nehmen Preis und Ehre und Kraft,

榮耀、尊貴、權柄的；

denn Du hast alle Dinge erschaffen,

因為你創造了萬物，

und durch Deinen Willen haben sie das Wesen

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

und sind geschaffen.

被創造而有的。

第七樂章
Selig sind die Toten,

有福了，

die in dem Herrn sterben,

在主裡面而死的人

von nun an.

從今以後。

Ja, der Geist spricht,

聖靈說：是的，

daß sie ruhen von ihrer Arbeit;

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

denn ihre Werke folgen ihnen nach.

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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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
浪漫情懷
陳昱翰獨奏會
中山堂光復廳 Zhongshan Hall

舒曼：夢幻曲與間奏曲
Robert Schumann: Träumerei & Intermezzo

鋼琴│梁文尊

貝多芬：給鋼琴、單簧管與大提琴的降 B 大調三重奏，作品 11
Ludwig van Beethoven: Trio for Piano, Clarinet and Cello in B-flat Major,
Op. 11

單簧管│黃姿穎

Franky Leung, Piano
Tzu-Ying Huang, Clarinet
大提琴│陳昱翰

皮亞佐拉：遺忘
Astro Piazzolla: Oblivion
布拉姆斯：間奏曲，作品 117 第 1 號
Johannes Brahms: Intermezzo, Op. 117 No. 1
布拉姆斯：給單簧管、大提琴與鋼琴的 A 小調三重奏，作品 114
Johannes Brahms: Trio for Clarinet, Cello and Piano in A Minor, Op. 114

Yu-Han Chen, Cello

狂舞琴弦
陳姵怡小提琴
獨奏會

10 14

中山堂光復廳 Zhongshan Hall

小提琴│陳姵怡

Pei-I Chen, Violin

齊馬諾夫斯基：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9
Karol Szymanowski: Violin Sonata, Op. 9

鋼琴│祖齊瑄

斯特拉溫斯基：為小提琴與鋼琴所寫的嬉遊曲
Igor Stravinsky: Divertimento for Violin and Piano

吉他│柯懿芳

法雅：七首西班牙流行歌謠
Manuel de Falla: 7 Canciones populares Espanolas for Violin and Guitar

Chi-Hsuan Tsu, Piano
Yi-Feng Ko, Guitar

柴科夫斯基：冥想曲，作品 42 第一號
J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Meditation, Op. 42 No. 1
齊馬諾夫斯基：夜曲和塔朗泰拉，作品 28
Karol Szymanowski: Notturno and Tarantella for Violin and Piano, O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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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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音樂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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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中育藝深遠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在臺北市文化局指導與支持下，於 106 學年度
首次辦理國中育藝深遠，將交響樂結合舞蹈進入國中校園演出。

2. 國小育藝深遠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與教育局聯手主辦，每學期提供臺北市國小五
年級學生進入音樂廳欣賞音樂會演出。

3. 進入校園專案計畫
以不同形式的表演及課程進入國小校園，將音樂教育多元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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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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 六 )14:00

士林區芝山里

芝山國小芝星廣場 德行東路 285 號

9/23( 六 )18:00

北投區永明里

義理街 65 號 1 樓

9/23( 六 )19:30

大安區民輝里

臺北衛理堂 新生南路一段 113 號

9/30( 六 )18:30

士林區臨溪里

臨溪區民活動中心 至善路二段 286 號

9/30( 六 )19:00

文山區華興里

永建區民活動中心 木柵路 1 段 177 號 3 樓之 1

10/ 1( 日 )16:00

信義區五常里

五常公園溜冰場 永吉路 225 巷 50 號旁

10/27( 五 )18:30

萬華區錦德里

錦德公園 西園路二段 281 巷 32 號

10/27( 五 )19:30

北投區中庸里

北投聖高隆邦堂 大業路 695 號

10/28( 六 )19:00

信義區三張里

三張區民活動中心 莊敬路 423 巷 7 弄 2 號

12/23( 六 )19:00

文山區景東里

景美國中 景中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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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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1969 年，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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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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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翠科、安琪拉．蓋兒基爾、小提琴家祖克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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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陸愛樂管弦樂團、聖彼得堡愛樂管弦樂團等國際知名樂團來臺
外，更建立了每年進行歌劇製作的悠久傳統，曾演出《丑角》、《茶花女》、《浮士德》、
《卡門》、《杜蘭朵》、《波西米亞人》等經典劇碼，2011 年 10 月《阿依達在臺北》，
成為首齣登上臺北小巨蛋的全本歌劇表演，近年則以《狄托的仁慈》全本、《納克索斯島
上的阿麗雅德妮》、《尤金．奧涅金》與親子歌劇《聰明的女人》、《月亮》的臺灣首演，
確立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在臺灣歌劇製作上的重要性。
除了國內演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更沒有缺席於國際舞臺，曾赴奧地利、美國、日本、俄
羅斯、法國、西班牙、德國、盧森堡、新加坡、中國、菲律賓等地演出；近年來更參與許
多國際藝術節慶及重要活動，如 2008 年北京國家大劇院開幕系列演出、2009 年德國薩布
呂肯藝術節、2010 年上海世博會、2011 年亞洲文化推展聯盟大會閉幕演出、2012 年日本
金澤、富山及東京熱狂之日音樂節、2014 年日本札幌、橫濱巡迴音樂會以及 2015 年 6 月
法國漢斯夏日漫步音樂節。至今共走過 12 個國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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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熙等團
長的率領，邀請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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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方成長至今日的樣貌。國際知名匈牙利裔指揮家
吉博．瓦格從 2013 年 5 月起出任首席指揮，劉得堅自 2017 年 3 月起擔任兼代團長，引領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邁向新的里程碑，為臺灣古典音樂舞臺創造更多驚豔！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In 1969, when 30-odd musicians got together in a concert hall in Taipei, when the music scene in Taiwan
was far from flourishing, this group graced the city with beautiful music. Now, more than 40 years later,
that small band of musicians has matured to become a 100-plus-member professional ensemble – a brilli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music in Taiwan, and the only Western orchestra that truly belongs to the
friendliest city in the world –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SO).
From the ensemble’s inception, the TSO has been known for its high musical standards, and has invited
innumerable renowned musicians to perform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m, including sopranos Anna Netrebko
and Angela Gheorghiu, violinist Pinchas Zukerman, cellists Yo-Yo Ma and Mstislav Rostropovich,
conductor Yuri Temirkanov, clarinetist Sabine Meyer, trombonist Christian Lindberg and composer Tan
Dun.
In 1979, when the first Taipei Music Festival was held, it set the precedent for large-scale music festivals
in Taiwan, and aside from inviting renowned international orchestras, such as the Pittsburgh Symphony
Orchestra, the Oslo Philharmonic, and the Saint Petersbur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the TSO also
established its long tradition of performing an opera every year, including such classic works as Pagliacci,
La Dame aux Camélias, Faust, Carmen, Turandot, and La bohème. In October of 2011, the TSO's
production of Verdi's Aida was the first time a full opera was ever performed at the Taipei Arena. In recent
years, the TSO performed La clemenza di Tito in its entirety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Taiwan debuts of Ariadne auf Naxos, Eugene Onegin and Die Kluge, establish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TSO in the performance of opera in Taiwan.
Apart from performing in Taiwan, the TSO is no stranger to international concert halls, having performed
in Austria, the U.S., Japan, Russia, France, Spain, Germany,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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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azawa, Toyama and Tokyo, Japan in 2012, as well as a tour of Japan in 2014, performing in Sapporo
and Yokohama, and performing at France's Les Flâneries Musicales de Reims in June 2015. To date, the
TSO has performed in 44 cities in 12 countries, not only allowing the world to hear superior musical
performances from a Taiwanese orchestra, but also marketing the city of Taipei and realizing the lofty goal
of cultural diplomacy.
Since founding director Chang-Kuo Teng established the TSO, directors over the years have included
Tun-Chu Chen, Felix Chiu-Sen Chen, Chia-Chu Hsu, Wei-Ming Hwang and Shu-Si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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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past, the TSO has invited many renowned
figures to serve as music director or interim music director, including Hungarian conductor András Ligeti
and German conduct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Since May 2013,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Hungarian
conductor Gilbert Varga has served as principal conductor, and in March 2017, Te-Chien Liu became the
current acting General Director. Together, they are leading TSO to new milestones and creating yet more
classical music memories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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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瓦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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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露權威的他，每每受到讚賞的就是他擁有一種讓樂團展現出豐富色彩以及豐沛情感的魔力。瓦格以細膩

雅緻的指揮技巧聞名於世，常以指揮或客席指揮的身分與世界許多重要樂團合作演出。瓦格經常受邀與北美洲
各交響樂團合作如明尼蘇達、納許維爾、聖路易斯等交響樂團。亦於歐洲各大音樂廳演奏的他，足跡遍佈各大
交響樂團包括蘇格蘭皇家國家交響樂團、法蘭克福博物館學會、利物浦皇家愛樂管弦樂團等。
2015 / 16 樂季中，他很期待將與下奧省藝術家交響樂團於維也納金色大廳的首次合作，並也將遠赴澳門交響樂
團演出。2013 年 5 月受聘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首席指揮。瓦格曾分別追隨三位風格迥異的指揮大師學習：法蘭
柯．費拉拉（Franco Ferrara）、塞吉．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idache）與查爾斯．布魯克（Charles B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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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與 Clavs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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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 extensively with the symphony orchestras of North America, enjoying regular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including the Minnesota Orchestra, Nashville Symphony, St Louis Symphony amongst others.
In Europe, he works regularly with many of the major orchestras including the Royal Scottish National
Symphony, Frankfurt Museumgesellschaft,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and in the 2015/16 season he
looks forward to his debuts with the Tonkünstler Orchestra at Vienna's Musikverein and further afield with
the Macao Symphony. In May 2013 Varga was appointed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Gilber t Varga studied under thre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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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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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mphonie-Orchester Berlin and Anna Vinnitskaya on Naïve Records was given five stars by
BBC Music Magazine.

首席指揮
Principal
Conductor

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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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名錄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兼代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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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首席

劉得堅
吉博 ‧ 瓦格（Gilbert Varga）
吳琇玲
★ 姜智譯
☆ 黃芷唯
張雅禮
吳靜雯
謝思盈
林一忻
鄞言錚
楊亦淨
☆ 張世昌
蕭景雲
林俊雄
★ 何君恆
☆張菁珊
王 瑞
★ 簡荿玄
☆王佩瑜
許瀞文
★ 卓涵涵
☆林枝盈
周以珊
★ 游雅慧
☆劉兆哲
曾安立
★ 王頌恩
☆賴承儀
李珮琪
★ 楊喬惠
☆林祖鑫
張文馨
★ 張先惠
☆王興蘋
吳南妤
☆ 王怡鈞
蕭崇傑
陳信仲
★ 鄧詩屏
☆何君毅
穆恩信
★ 李賢哲
蔡佳融
陳畊宇
陳建勛
★ 韓立恩
凌國周
孫 綾
陳薏如

★代理首席

阮子恬

賴尚菁

朱亞蓁

蘇莉莉

陳美秀

黃清芬

陳臻嫻
賴佳琪
陳瑾平
黃詩倩

李威萱
顏君玲
簡靖斐
洪瑜蔚

陳宜琳
張知禮
洪淑玲
游婉婷

陳姵怡
劉盈君
陳昱翰

花苾茲
黃譯萱
高洛堯

吳宛蓁
陳梅君
詹書婷

黃昕誼

☆代理助理首席

行政人員
副團長
秘書
演奏組組長
演奏組組員
樂譜管理
演奏組專案行政
研究推廣組組長
研究推廣組組員
研究推廣組專案行政
會計員
會計佐理員
人事管理員
人事助理員
秘書組主任
秘書組幹事
約僱書記
駕駛
工作人員

郭玟岑
徐端容
陳鄉怡
郭沛涓
陳碧琪
張君卿
周恆如
蔡馥徽
鄭青青
蔣淑君
蕭如妙
葉馥宇
梅雅婷
莊婷婷
陳翰廣
林士玹
徐國義
蔡受珍

鄧于思

徐淳淵

蔡岳儒

黃相瑜
陳詩涵

熊思婷

林冠亨

陳冠婷

陳昭秀

唐寶貞

舒錫蘭

周賢俊

王麗芬

郭美女

Deh-Chian Liu
Director		
Gilbert Varga
Principal Conductor
Shou-Ling Wu
Asst. Conductor
★ Roger Chih-I Chiang
Concertmaster
Asst. Concertmaster ☆ Chih-Wei Huang
First Violin		 Ya-Li Chang
Li-Ly Su
☆ Shih-Tsang Chang
Second Violin
Pei-I Chen Flora Hua
★ Chen-Hung Ho
Viola
Ying-Chun Liu
★ Janet Chien
Cello
Yu-Han Chen
★ Han-Han Cho
Double Bass
★ Christine Yu
Flute
★ Song-En Wang
Oboe
★ Chiao-Hui Yang
Clarinet
★ Hsien-Hui Chang
Bassoon
☆ Yi-Chun Wang
French Horn
★ Hsei-Ping Deng
Trumpet
★ Shyan-Jer Lee
Trombone
Keng-Yu Chen
Bass Trombone
Chien-Shiun Chen
Tuba
Li-En Han
Timpani
Kuo-Chou Ling
Percussion		

★ Principal

☆ Asst. Principal

Ching-Wen Wu
Mei-Shiou Chen
Ching-Yun Hsiao
Wan-Chen Wu
☆ Chin-Shan Chang
I-Hsuan Huang
☆ Pei-Yu Wang
Lo-Yao Kao
☆ Chih-Ying Lin
☆ Chao-Che Liu
☆ Chen-Yi Lai
☆ Tsu-Hsin Lin
☆ Hsing-Ping Wang
Chung-Chieh Hsiao
☆ Chun-Yi Ho
Chia-Jung Tsai

Ling Sun

★ Active Principal

Deputy Director
Secretary
Orchestra Manager
Associate Orchestra Manager
Librarian
Assistant of Orchestra Manager Dept.
Research & Promotion Manager
Associate Research & Promotion Manager
Assistant of Research & Promotion Dept.
Accounting Officer
Accounting Assistant
Personnel Officer
Personnel Assistant
General Affairs Manager
Document Staff
Contract Clerk
Driver
Staff

Sy-Ying Shieh
Chin-Fen Huang
Chun-Hsiung Lin

Tsu-Tien Juan
Yi-Hsin Lin
Jen-Hsien Chen

Shang-Ching Lai
Yen-Cheng Yin
Wei-Hsuan Lee

Ya-Chen Chu
Yi-Ching Yang
I-Lin Chen

Jui Wang
Mei-Chun Chen
Ching-Wen Hsu
Shu-Ting Jan
I-Shan Chou
An-Li Tseng
Pei-Chi Lee
Wen-Hsin Chang
Nan-Yu Wu
Hsin-Chung Chen
En-Shin Mu

Chia-Chi Lai

Chun-Lin Yen

Chih-Li Chang

Chin-Ping Chen

Ching-Fei Chien

Shu-Ling Hong

Shih-Chien Huang

Yu-Wei Hung

Wan-Ting Yu

Hsin-Yi Huang

I-Ju Chen

☆ Active Asst. Principal

Lydia Wen-Chen Kuo
Tuan-Jung Hsu
Jessica Chen
Jenny Kuo
Bridget Chen
Nini Chang
Zoe Chou
Fu-Hui Tsai
Ching Cheng
Shu-Chun Chiang
Alina Hsiao
Fu-Yu Yeh
Ya-Ting Mei
Natalie Chuang
Jeff Chen
Wade Lin
Kuo-Yi Hsu
Shou-Chen Tsai
Lih-Fen Wang

Kandy Teng

Jord Hsu

Yeuh-Ju Tsai

Shiang-Yu Huang
Vivian Chen

Angela Hsiung

Vera Lin

Kuang-Ting Chen

Chao-Hsin Chen

Bao-Chen Tang
Mei-Nu Kuo

Hsi-Lan Su

Hsien-Chun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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