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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 年當法國凱薩琳皇太后、這位來自義大利梅迪奇家族的公主，規

Catherine de Medici, the Urbino-born queen consort of France, is best remembered as the

一齣舞劇採用源自於義大利的舞蹈形式，以重新編寫的劇本讚頌法王，

in 1581. Choreographed for a lavish royal wedding by combining Italian dance aesthetics

劃了全世界第一齣芭蕾舞劇「皇后喜舞劇」作為皇室婚禮的賀禮，這
推出之後極受推崇，使芭蕾舞成為法國產物，學習芭蕾舞成為法國皇
室的必備禮儀與美學課程，並建立了全世界第一所芭蕾舞學校。凱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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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所珍愛的高跟鞋、鑽石、精品服飾皆源自於此。

Her descendant, King Louis XIV, was the Sun King of the House of Bourbon who was

當時的義大利人文底蘊，推出後大獲好評，造就了義大利歌劇風潮，

Claudio Monteverdi was an Italian composer and another renowned pioneer of the arts. He

「引進」、「模仿」與「創新」是一個文明接納另外一種或多種文明

settings. His experimental take on the Greco-Roman play brought dominance to Italian

戲劇、服裝以及佈景，這種由古羅馬戲劇演化而來的創新形式，融入
風行全世界迄今超過四百年。

的階段順序，「文藝復興」則是在「引進」、「模仿」之後，以「融和」、

staged a grand rendition of the Orpheus tragedy in 1607 titled "l'Orfeo," combining solo,
polyphony, and choir singing with dramatic elements such as dancing, costumes, and stage
opera for another four centuries.

「拼貼」或「多元並陳」等各種手法結合當代人文素養，進而「創新」

"Import, emulate, and innovate" is the standard modus operandi for many great

展皆是如此。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近 40 年前開啟「台北市音樂季」，為

combining fragments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 our modern world, this style of innovation

出展望於未來的作品，例如英國文學、韓國影視、日本音樂劇場的發
當時臺北市民「引進」與「模仿」西方精緻音樂作品，包括國際音樂

演奏大師、以及歌劇、舞劇等經典劇目，讓臺北市民看到國際、更讓

civilizations, but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took the process one step further by melding and
gave rise to British literature, Korean movies and dramas, and Japanese musical theater.

國際認識了臺灣；經過了數十年之後的今天「創新」呼聲日益高漲，

It is with this mindset that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stablished the inaugural Taipei

創造未來趨勢。

Opera, and Ballet for Taipei audiences. Decades later, the TSO now embarks on a journey

「融合」、「多元並陳」或「拼貼」。從「代孕城市」在捷運北投機

This year's Taipei Music Festival will return to its roots and re-embrace the Renaissance

情詠戲 - 周藍萍的臺灣小夜曲」的樂語歌影、世紀之交的改革者莫札

rendition of "Marching Toward The Republic", the program will also include enduring

索斯基與史特拉汶斯基、國家文藝獎得主「金希文樂展」的原創演繹、

Richard Strauss, Modest Mussorgsky, and Igor Stravinsky, Chou Lan-ping, and Gordon

Music Festival almost forty years ago, introducing and reenacting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of innovation to bring the musical trends of the future to the nation’s capital.

場演出、「前進理想國」結合歐洲童話劇本與臺北在地歌聲影技、「聲

spirit. From the soundscapes of "Surrogate Cities" by Heiner Goebbels to an audiovisual

特、舒伯特與小約翰史特勞斯、創新者如佛瑞、理查．史特勞斯、穆

compositions by Wolfgang Mozart, Franz Schubert, Johann Strauss II, Gabriel Faure,

以及依照臺灣百年交響樂團編制演進仿古演出的交響樂團「百年時空

逆旅」。這些作曲家或作品都正值時代交替，映照著北市交此次重啟
「台北市音樂季」的哲思。

「台北文藝復興」剛剛啟航，北市交邀請各類藝術同好共同協力，效

仿文藝復興時期「梅迪奇效應」的多元激盪，以「深耕在地」的精神
找尋出屬於臺北文化無限可能，齊力展望「國際發聲」的未來世代。

台北・文藝復興

patron of artists and artisans, leading an opulent life of fashionable luxury that set the
contemporary trend for high heels, diamonds, and couture.

今年度回創「台北市音樂季」的節目設計即圍繞著文藝復興的精神―

2018

widely renowned for his ballet skills. He brought art into everyday life as a formidable

的樂手現場演奏，舞臺上的歌唱家有獨唱、重唱、合唱，另加入舞蹈、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身為政府表演藝術團體，責無旁貸應該引領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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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et synonymous with French royalty and imperial etiquette, marking the beginnings of a
style that would shape the French school of ballet.

1607 年，當蒙特威爾第製作的歌劇 l’Orfeo 首演，37 位管弦樂團編制

文 藝 復 興

with a script rewritten to praise the French monarchy, the elaborate production made court

琳皇后的曾孫「太陽王」路易十四不但精於芭蕾舞、更將藝術融入生
活美學，推動巴黎民眾追逐皇室生活的時尚風潮並傳播全世界，現代

台 北

mastermind behind an elaborate court spectacle known as “Ballet Comique de la Reine”

Shi-wen Chin. This intersection of classic and new across the ages will serve as a good
reflection of the TSO's rebirth and its philosophical soul.
As our program "Taipei Renaissance" sets upon her maiden sail, we cordially invite artists
and music enthusiasts from all fields to join us in search of the next musical revolution.
Just as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was kindled upon a favorable intersection of ideas, concepts,
and cultures coined “The Medici Effect,” let us cultivate the cultural potential of Taipei by
setting down deeper roots and creating a fresh voice that will go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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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文 化 局 局 長 的 話｜

用 交 響 音 樂 豐 富 人 文 臺 北
Taipei – a cultural capital woven of
symphony music

臺北市文化局局長｜ 鍾 永 豐

CHUNG Yung-feng, Commissioner

臺 北 市 立 交 響 樂 團 茁 壯、 悠 揚 的 樂

W O R D S

音， 是 臺 灣 古 典 音 樂 教 育 的 知 識 寶
庫，臺北市音樂季的歌劇製作，重質

重量，用西方古典音樂的人類音樂資

F R O M

產，豐厚臺北市民的精神生活。

臺北擁有豐富歷史文化，在不斷成長
蛻變的過程中，承載了大量變革的精
神，也孕育出多元的混血創意，如何

T H E

讓臺北擁有持續創新的能量，更進一
步拓展公民對話與互動，讓多元文化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相互撞擊，讓新舊歷史脈絡相連，為臺北城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是一個成軍將近 50 年的音樂團隊，過去一肩扛起首

都古典音樂推廣與聆賞的重責大任。在這個新樂季當中，北市交端出

的菜單已非單一口味的家常小菜，而是匯聚南北，縱貫古今，面對歷
史也迎向未來的音樂大宴。在硬體建設上，臺北市政府傾力支持建造
新音樂廳的工作，期許能讓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有穩定的成長環境，也
能在音樂推廣教育上持續努力，培養新世代的古典樂迷，豐富充滿樂
音的文化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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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文藝復興

The music produced by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TSO) was nurtured and
strengthened by Taiwan's rich historical content, becoming a new treasure trove of
classical music to be passed down and shared with the world. The musicals completed
season after season are both refined in form and hefty in quantity, enriching the quality
of Taipei life with innovative productions sparked by the musical legacy of the West.
As the layers of Taipei's culture and history deepen, its lifeline pulses with increasing
diversity and an infusion of new ideas. Our mission remains to further this creative spirit
through civil dialogu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bring together more cultures, keep
alive the city's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 heritage, and open up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aipei's future.
For almost five decades, TSO has served as Taipei's top source of classical music education
and performances. The 2018/19 season will serve up more than just widely enjoyed
morsels - this musical banquet, which carries a menu filled with exciting elements foraged
from different regional corners and historic periods, is respectful of classical heritage
while braving new frontiers.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s also taken steps to expand the city's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he planning of a new concert hall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SO's steady growth. We look forward to greeting a new era
in the orchestra's role as an educator of music, mentor of a new generation of classical
music fans, and backbone of Taipei's status as a cultur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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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長 的 話

聆 聽 台 北

分 享 感 動

Beyond Touch, Symphonic Taipei

｜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長｜ 何 康 國 博 士

Dr. Kang-Kuo Ho, General Director,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即將邁入 50 年的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的階段性任務。

W O R D S
F R O M

1969 年成立之初肩負帶動音樂教育與欣賞風氣、培育優秀音樂人才發揚於國

際；1979 年台北市音樂季開展則致力於引進國際優秀音樂大師與作品、建立首

面對國際音樂產業的多元發展，近年來表演藝術的形式與經營方向也作出各種

都臺北與國際的互動；進入 21 世紀以來，北市交率先推動政府表演藝術組織

的改革，邀請國際音樂家擔任音樂總監，期待能夠為樂團的專業經營樹立典範。
回應，且隨著數位媒體與線上平臺的廣泛普及與應用，許多藝術形式都被重新

T H E

檢視「產業化」的可能性，「管弦樂團」動輒百餘人編制的樂種在全世界引起

許多討論，這一種養成教育不易、需要高成本維持營運的演出形式是否已經走
到盡頭？在網路即可看到柏林愛樂、維也納愛樂等國際天團演出的今天，我們

G E N E R A L

是否還有必要維持在地的管弦樂團？

回溯管弦樂團發展至今 400 年以來，社會、經濟、政治型態的變化帶給人們越

來越便利的生活，然而藝術作為跨國傳播的情形也愈來愈普遍，不論是義大利

歌劇、法國芭蕾、德奧管弦樂、日本能劇、臺灣歌仔戲、美國爵士樂…，世界

D I R E C T E R

上每一種藝術形式都是全人類的共同資產，學習任一種文明的藝術產品也都成
為地球村內所有人的共同權利，而且在學習之後融入本身在地的文化特色、以
本身文化背景重新詮釋與展現，更是全球化之下發展在地特色的必經之路，也
正是交響樂在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等非德奧體系國家得以蓬勃發展的
原因。

藉由臺北的交響樂團、臺北的樂團演奏家、臺北的指揮家與獨奏家、臺北作曲

家的作品、結合臺北其他領域藝術工作者共同製作，我們得以具有臺北文化特
色的聲音「聆聽臺北」；辦理育藝深遠、一校一樂團、音樂劇校園課程、森林

音樂會、關懷音樂會、寒暑期音樂營、邀請國際音樂家來臺灣、樂團出訪國際
巡演，我們得以專業成就「分享感動」。這些是北市交在邁入 50 年「知天命」
肩負的使命，也是音樂產業繼續在臺北深耕茁壯、向國際發聲的組織價值。

Upon the eve of turning 50,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looks
back at the tasks and challenges that were completed each decade.
1969 saw the orchestra’s establishment as an agent of public music
education and mentor of a new generation of musicians, while
1979 witnessed the start of the Taipei Music Festival, grand classic
performances,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between Taipei and the
global music community.
Now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21st century, TSO leads the way for
restructuring government-funded arts organizations by inviting worldrenowned musicians to join as artistic director. The goal is to ensure
th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of our orchestra and serve as a role
model for other Taiwanese music companies to follow suit.
A new trend has arisen in the performing arts, largely due to the reach and versatile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media and web platforms. The deliberate steps taken to commercialize the arts and expand
profitability now beg the question - is it worthwhile to maintain a city orchestra in this hyperconnected era?
A symphony orchestra is a taxing operation that takes years to nurture local talent and support the
hundreds of individuals involved. And when titans such as Berlin Philharmonic and Vienna Symphony
are being live-streamed across the world, what need does Taipei have for its own orchestr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have often brought greater convenience to the people
throughout the past four centuries of symphonic history. Art forms began to transcend state borders as
well, with Italian opera, French ballet, German and Austrian orchestra, Japanese noh drama, Taiwanese
koa-á-hì opera, and American jazz becoming part of the world’s shared heritage today.
As member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we are all entitled to learn the art forms we have most
interest in, regardless of their origins. But the true magic happens when we incorporate our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culture with the learned techniques. This melding of distinctive local elements with
the classical arts has proven to be most advantageous in face of unceasing globalization, as seen in the
robust orchestral development in n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team comprising musicians, conductors, soloists, and composers who identify with Taipei,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other Taipei artists with expertise from different fields, TSO is truly a musical
mouthpiece for the sounds unique to Taipei.
From hosting international musicians and touring the world, to holding education workshops, campus
tours, park concerts, charity performances, and music camps, our mission remains to share the delight
of music with the people of Taipei. Like the five decades before,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Taipei’s music industry and actively expand our international presence.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all those who are partaking in the 2018 Taipei Music Festival program. Your
feedback, constructive criticism, encour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will continue to motivate and
strengthen our resolve to grow. I hope your journey with us has been equally poignant and fruitful.

感謝各位參與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2018 年「台北市音樂季」的節目，期待您能

不吝給予我們批評、指教、鼓勵、支持以及持續的參與，有您的相伴，是我們
專業成長的最大動力，祝福您聆聽愉快、感動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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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城市》
Surrogate Cities

8 / 10 8 / 11
Fri. 19:30

Sat. 19:30

捷 運 北 投 機 廠

音樂劇場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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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文藝復興

8 / 12

Sun. 19:30

《前進！理想國！！》
1 1 / 17
Sat. 19:30

1 1 / 18
Sun. 14: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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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 19:30

Sat. 19:30

捷 運 北 投 機 廠

8 / 12

Sun. 19:30

…

城市牧養生命，代孕夢想；

8 / 10 8 / 11

車廂乘載足音，代運希望！

Surrogate Cities

穿行、激盪，劇場過境機廠，

對譯一席非調性樂賞

《代孕城市》

曲目｜

海恩納．郭貝爾：代孕城市

亞洲首演

Heiner Goebbels: Surrogate Cities for
big orchestra, voice, mezzosoprano
and sampler
Asia Premiere

作曲｜海恩納．郭貝爾
Heiner Goebbels, Composer

舞臺設計｜海恩納．郭貝爾
Heiner Goebbels, Staging Design

節目介紹

文 / 沈雕龍（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博士）

郭貝爾的《代孕城市》創作於 1994 年，迄今已在世界上多個城
市演出過，是一部結合管弦樂團、歌手、服裝、背景設計的音樂
劇場。以「城市」為名，是因為郭貝爾認為，樂團與城市之間有
許多相似之處，就像不同的演奏群相互抗衡、在不同的美學層次
中相互碰撞。《代孕城市》的情境試圖討論的，是在大城市的景
觀和政治變遷中，人們如何掙扎、面對考驗、準備、應對，又對
未來充滿渴望。然而，郭貝爾認為他的《代孕城市》沒有提供答
案，只是分享一個想法。郭貝爾這次在臺北的《代孕城市》製作，
特地選擇了位於北投的捷運機廠作為展演的場地，利用該場地散
發的城市及工業機械運作的聲音聯想，以凸顯人類與機械的衝突
感。並且利用北投機廠的現場背景，重新編作舞臺與燈光設計，
輔以樂團的現代、又不失流行性的音樂演奏、歌手的囈語和演唱，
讓聆聽和觀賞結合為一體。透過這次的《代孕城市》製作，郭貝
爾期待現代音樂聽眾能做更多的主動思考，看見更多劇場背後的
寓言。這次，代孕的寓言也是屬於臺北的。

燈光設計｜海恩納．郭貝爾、鄧振威

Heiner Goebbels & Cheng-Wei Teng, Light Design

指揮｜彼得．朗德爾
Peter Rundel, Conductor

歌手｜喬絲林 B. 史密斯、大衛．摩斯
Jocelyn B. Smith & David Moss, Vocals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朱宗慶打擊樂團

Ju Percussion Group

技術統籌｜高曉萍

Xiou-Ping Kao, Technical Coordinator

音響工程｜保羅．威廉．包普
Paul Wilhelm Bopp, Sound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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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與學院路線分歧的音樂生涯，卻累積出日後令人
驚艷的作品。因其作品的型態建立在「音樂劇場」的基
礎上，郭貝爾與劇場音樂幾乎劃上等號。

雖然朗德爾在 1984 年和 1996 之間，擔任德國「摩登樂
集」學院的小提琴手，但他卻從來沒有忘卻自己是一名
指揮家，持續參與指揮工作。

過去的 30 年裡受邀於世界各大戲劇院、音樂與表演藝術
活動表演，涵蓋超過 50 國，發行超過 20 張 CD 專輯。

1987 年首次登臺指揮，專攻現代音樂，朗德爾也定期與
德國「摩登樂集」、德國佛萊堡探索樂團、柏林歐里爾
合奏團以及維也納現代樂團合作演出。

探究郭貝爾歷年的作品，可以發現他最令人讚嘆的是有著
工藝家般的精確度―精確的樂譜、精確地實踐時間的藝術，
將創意完全落實於樂譜與科技的結合之中的能力，在戰後繁
花般的當代音樂作曲家中，寥寥無幾。

彼得．朗德爾
Peter Rundel

Conductor

德國指揮家彼得．朗德爾出生於德國腓特烈港，曾與小
提琴大師伊戈爾．奧齊姆、小提琴家 Ramy Shevelov 於
科隆、漢諾威、紐約一同學習小提琴，並與奧地利指揮
麥可．吉倫和匈牙利作曲家指揮家彼得· 艾特沃許一起學
習指揮。

指揮

德國作曲家海恩納．郭貝爾出生於 1952 年，大學
時攻讀社會學與音樂，有著戰後新生代特有的實驗
精神，但有趣的是他在四十歲之前的經歷，有一大
部分是「非嚴肅」音樂。

2005 年 1 月開始，朗德爾擔任位於葡萄牙波爾圖音樂之家混音樂團的藝術總監，直到今天仍以其現代音
樂作品風靡歐洲各大音樂節。

郭貝爾目前定居德國法蘭克福，將近 20 年的時間任教於德國
基森尤斯圖斯李比希大學劇場應用科學研究所，並同時負責與
義大利、法國、奧地利、丹麥和荷蘭等國際機構合作，提供學生
藝術練習、研討會與合作專案。

繼成功征服 2017、2018 薩爾斯堡音樂節與柏林音樂節之後，朗德爾將首次與維也納交響樂團一同登臺，並
重新掌舵包括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和法國廣播愛樂樂團在內的大型交響樂團。

此外，朗德爾所錄製的 20 世紀現代音樂獲得無數獎項，包括俱有聲望的德國唱片評論大獎，知名法國
唱片大獎、德國回聲音樂古典獎與葛萊美獎提名。

German Composer Heiner Goebbels born in 1952 in Neustadt/
Weinstrasse, lives in Frankfurt/Main since 1972. He studied sociology and
music.

Born in 1958 in Friedrichshafen, Germany, Peter Rundel studied violin with Igor Ozim and Ramy Shevelov
in Cologne, Hannover and New York. In addition, he also learned conducting with Michael Gielen and Peter
Eötvös.

Before turning 40 years old, Goebbels’s works mainly focus on “nonserious” music with a unique experimental spirit among baby boomer
generation.

From 1984 until 1996 he was a violinist in Ensemble Modern Academy, to which he remained closely affiliated as
a conductor.

Invitations from nearly all major theatres, music and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s and touring with all his ensembles, the productions
for stage got him to more than 50 countries in the last 30 years.
More than 20 CD produc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Goebbels’s
unique styl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classical music, has later
helped him accumulate many amazing dramatico-musical
works.

台北・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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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r,
Staging Desig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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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er Goebbels

Light Designer

Nearly 20 years, Heiner Goebbels worked as a professor from
1999 until 2018 and from 2003 until 2011 as a managing
director at the Institute for Applied Theatre Studies of the
Justus Liebig University in Giessen in Germany, respectively.
Goebbels was in charge of the artistic practice, seminars and
scenic projects, as well as cooperative projects with the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Italy, France, Austria, Denmark,
Netherlands etc.

海恩納．郭貝爾

In 1987 gave his debut as a conductor. A specialist of contemporary
music, he regularly collaborates with the Ensemble Modern, Ensemble
Recherche, Ensemble Oriol, and with Klangforum Wien.
In January 2005, he was appointed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Remix
Ensemble Casa da Música in Porto and has since enjoyed great
success with the contemporary music ensemble at important
festivals throughout Europe.
Following a successful start to the season 2017/18 at the
Salzburg Festival and the Musikfest Berlin, he will make his
debut appearance with the Vienna Symphony Orchestra
and return to lead orchestras including the Frankfurt
Radio Symphony,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and
the Orchestre Philharmonique de Radio France.
Peter Rundel has been awarded many prizes for his
recordings of 20th century music, including the
prestigious Preis der deutschen Schallplattenkritik,
the Grand Prix du Disque, the Echo Klassik and a
Grammy Award no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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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

David Moss

Vocal

勇於嘗試當代作品，大衛．摩斯 1949 年出
生於美國紐約，被認為當代樂壇最創新的歌
手之一。作品從獨唱到歌劇都有，表演足跡
遍及紐約林肯中心、威尼斯鳳凰劇院到布里
斯本藝術節等地區。

大衛．摩斯

摩斯在賽門拉圖爵士擔任首席指揮時期於柏林愛樂交響樂團演唱，並且與美國作曲家交響樂團合作首次
登上美東古典音樂重要殿堂卡內基音樂廳。他曾兩度擔任全球知名奧地利薩爾斯堡音樂節獨唱家。

歌手

Jocelyn B. Smith

Vocal

喬絲林 B. 史密斯

摩斯擔任 2008 年、2009 年 與 2016 年、2017 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整合表演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他也是瑞典 MADE 藝術節的藝術總監，也是生活音樂研究所的共同創辦人與藝術總監，自 2001 年以來
生活音樂研究所持續於世界各地舉辦大師班、工作坊和研討會。

美國爵士天后喬絲林 B. 史密斯 1960 年出生
於紐約的皇后區。史密斯 5 歲時，開啟學習
古典鋼琴之路，爾後的 12 年，她持續習琴
與 大 量 琴 藝 訓 練，13 歲 時 開 始 對 節 奏、 藍
調、靈魂樂、放克，以及爵士樂產生濃厚的興趣，開始視美國爵士歌手艾拉．費茲傑羅、美國藍調歌手
約翰．李．胡克，以及美國藍調歌王比比金等人為偶像，全力朝爵士發展。
喬絲林 B. 史密斯表示，因為教堂唱詩班的經歷，讓她的演唱多了福音元素，情感更為激越奔放。她表示
自己不會當醫生救人，但她希望可以用她的音樂幫助人，希望樂迷聽見她的歌聲，知道有她的陪伴，人
生不會孤單。

近日摩斯慶祝移居柏林 25 年週年，為德國學術交流協會微音樂節籌辦了一場音樂會，並於華沙秋季音
樂節以及波蘭弗羅茨瓦夫文化之都演出，與視覺藝術家拉里凡、聲音專家安德烈亞斯·博斯哈德和山姆 •
奧利那合作，並與比利時鍵盤演奏家唐．凡都瓦一同演唱巴哈晚期的作品《哥德堡變奏曲》。

David Moss, born in 1949 in New York,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singers in contemporary
music. He has performed his solo and theater works from New York (Lincoln Center) to Venice (Theatro La
Fenice) to Brisbane (Festival). In 1991 he received a Guggenheim Fellowship; in 1992, a DAAD Fellowship
(Berlin).
Moss has sung with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under Sir Simon Rattle, and made his Carnegie Hall debut with the
American Composers Orchestra. He was twice a featured soloist at the Salzburg Festival.

1984 年前往德國柏林發展，1991 年發行第一張個人專輯 ｢ 河流 ｣。1985 年在德國發行第一張專輯 ｢ 午
夜愛人 ｣，同時自組 ｢The Merride Men｣ 樂團。音響迷最熟悉的莫過於她在 1997 年推出的現場演出專輯
｢ 柏林現場 ｣，即興活生的錄音讓人難忘。在德國的三十年間，她除了推出 15 張專輯之外，更組團到處
演唱，舉辦演唱會至今超過 3000 場。

He was a 2008-09/2016-17 fellow of the “Interweaving Performance Cultures”
research center at the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Jocelyn B. Smith was born 1960 in New York. Music was always an intense companion in her life. When she was
5 years old, Jocelyn started classical piano lessons, which she then pursued, with a lot of discipline, for another
twelve years. Jocelyn only discovered later, when she was 11 years old, that her voice was a further form of musical
expression. As a child, Jocelyn was not yet aware that music would be her profession.

He recently celebrated 25 years living in Berlin by
curating a concert for the DAAD MikroMusik Festival,
performing in Warsaw Autumn Festival and Wroclaw
Cultural Capital, collaborating with visual artist
Lillevan, and sonic wizards Andreas Bosshard and
Sam Auinger, and singing with Belgian keyboard
virtuoso, Daan Vandewalle, in a new version of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At age of 13, Smith, who sees Ella Fitzgerald, John Lee Hooker, B.B. King as her role models, has developed a
great interest in music of R&B, Soul, Funk and Jazz.
Though she could not imagine working as a doctor, Jocelyn was certain that she wanted to help people. Therefore,
she found her own path, with the help of her musical talent.

He has been the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MADE Festival in Sweden
and is the co-founder/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Living
Voice, which has conducted master classes, workshops and
seminars internationally since 2001.

She then in 1984 moved to city of Berlin in Germany and pursued her career in the Western Europe country.
With her album My Way released 2015 Jocelyn is celebrating her 30th anniversary: 30 years in Germany and more
than 3000 conc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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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 lyrics
海恩納．郭貝爾（Heiner Goebbels, 1952-）
─《代孕城市》 （1994）
歌詞：保羅．奧斯特（ Paul Auster）
海恩納．彌勒（ Heiner Müller）
雨果．漢彌爾頓（ Hugo Hamilton）

翻譯：沈雕龍、陳怡文

朱宗慶打擊樂團

Ju Percussion Group
朱宗慶打擊樂團由朱宗慶先生於 1986 年成
立，是臺灣第一支職業打擊樂團，也是國際
上少數能融匯中西打擊樂器演出的團體，以
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展演風格，廣受專業社群與社會大眾的喜愛與肯定，是現代打擊樂在臺灣發展的重要
推手。32 年來，朱宗慶打擊樂團以臺灣為家、世界為舞臺，結合演奏、教學、研究、推廣工作，持續分
享感動的節奏。至今，樂團足跡遍及全球 31 個國家及地區，累積委託創作曲目達 222 首，並透過教學
系統培育超過 13 萬學習人口；同時，團隊開枝散葉，陸續成立「朱宗慶打擊樂團２」、「躍動打擊樂團」、
「傑優青少年打擊樂團」、「JUT 打擊樂團 - 傑優教師打擊樂團」等，致力推動臺灣成為世界打擊樂的
發展重鎮。

The Ju Percussion Group (JPG), founded by percussionist Ju Tzong-Ching in January 1986, comprises 15 talented
percussionists and 1 composer in residence. The group devotes itself to performance, education and percussion
promotion. JPG has become known worldwide for its innovative blends of the East and West,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The members possess transcendental virtuosity in playing Western Percussion instruments as well
as different forms of traditional Asian music.
Through more than 3,000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s, it has greatly expanded Taiwan’s pres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percussion map. To date, the group has played in 31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ultivating more than 130,000 percussion learners by means of its instruction system. Besides, the group has
been commissioned to create as many as 222 pieces so far. The growth of Ju Percussion Group is, so to speak, a
reflection of how contemporary percussion develops on th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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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C

最後的事情之城 1
紋章中之拳

寫給取樣器與樂團的組曲

最後的事情之城 1
作詞人 / 保羅 • 奧斯特

薩拉邦德舞曲
阿勒曼德舞曲
庫朗舞曲
吉格舞曲
布雷舞曲
帕薩加里亞舞曲
夏康舞曲
小步舞曲
嘉禾舞曲
詠嘆調

這些是最後的事情了，她寫到。它們一個接著一

1. 羅馬與阿爾巴
2. 因此，鮮血滴在大地上
3. 在狗遊走的地方遊走

對待你的方式，徹頭徹尾地顛覆你的想法；讓你

三首赫拉提爾之歌

最後的事情之城 2
代孕人

個消失，且不再回來。我可以告訴你那些我看過

的、卻不再有的，可是看來我沒有時間了，當下
的一切都發生的太快了。 這些是最後的事情。有

一天，一間房屋佇立在那，隔日便消失了。你昨
日走過的街，今日便不復存在。

當你活在城市裡，你學到沒有事情是理所當然。
短暫地閉上眼睛，轉頭看看其他的東西，那些曾
經在你眼前的突然就消失了。什麼也沒留下，你
看看。

一旦某個東西消逝，便結束了。這就是一座城市
去求生，同時又消耗你的生命。這是無法擺脫的。
不管你成功或者失敗。就算你成功了，也不能確
定下次還會再成功。若有一次不成功，你永遠不
會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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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

赫拉提爾之歌

作詞人 / 海恩納 • 彌勒

2.
因此，鮮血滴在大地上

征服者在這裡。他的名字是：赫拉提斯。

要再抽一次籤嗎？

兩者，都是他。

赫拉提爾與庫里亞提爾被問道：
而赫拉提爾與庫里亞提爾皆回答：不。

然後，在戰鬥的隊伍間，他們兩人拼搏著
而後，赫拉提爾傷了庫里亞提爾

最後，庫里亞提爾用漸趨微弱的聲音說：

謀殺者在這裡。他的名字是：赫拉提斯。
征服者得到了桂冠。謀殺者被予以刀斧。
桂冠戴在赫拉提爾頭上。
刀斧落在赫拉提爾頸上。

就這樣，鮮血滴在大地上。

留下被征服者的性命吧。我與
你妹妹有婚約。

1.
羅馬與阿爾巴

在羅馬與阿爾巴兩個城市之間

3.

而後赫拉提爾將他的劍插入

─ 在狗遊蕩的地方遊蕩

爆發了一場爭奪統治權的戰爭。

庫里亞提爾的喉嚨，就這樣，鮮血滴在大地上。

雙方的指揮官步向前，對著彼此說道：

赫拉提爾回家往羅馬的路上

征服者與被征服者，讓我們抽籤吧

他肩上垂著的戰袍

既然戰鬥會造成

這樣的話，將會有一個男人為我們的城市而戰
對上一個，為你們的城市奮戰的男人
雙方軍隊握著劍，敲著盾
抽出了籤。

抽出的籤決定了戰鬥的人

為羅馬而戰的是赫拉提爾，

為阿爾巴而戰的是庫里亞提爾。

庫里亞提爾與赫拉提爾的妹妹有婚約。
赫拉提爾與庫里亞提爾
被各自的軍隊問道：

他與你妹妹有婚約 / 你與他的妹妹有婚約。
要再抽一次籤嗎？

赫拉提爾與庫里亞提爾皆回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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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舉在因他而無傷亡的兵士的盾牌上的
來自被他殺害的庫里亞提爾。
從東城門迎面而來

是他腳步倉促的妹妹。

他該被稱為阿爾巴的征服者
他該被稱為他妹妹的謀殺者

他的功與過，全在一口氣間。
談他的罪，卻不談他的功的人

該去狗遊蕩的地方遊蕩，做一隻狗
談他的功，卻不談他的罪的人
也該隨狗群而去。

他妹妹認得那件血漬斑斑的戰袍

然而，那些一下子談他的罪

然而赫拉提爾斥責哀痛中的妹妹：

同一張嘴，在不同時間說不同的話

出自她的做工，她尖叫並散下了自己的頭髮。
妳為何尖叫還散下了自己的頭髮。

羅馬征服了對方。而征服者正站在妳面前。
妹妹親吻著那染血的戰袍，並大喊：

一下子又談他的功的人

或是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
應該拔掉他的舌頭。

羅馬。

文字應該保持純粹。

而後赫拉提爾將他的劍插入

也可能腐朽，但文字

還我那曾披過這袍子的人。
這位哭泣中女孩的胸膛

就這樣，她的鮮血滴在大地上。

作詞人 / 保羅 • 奧斯特

這就是我以她待續的信活著的方式……我將一隻腳搭
在另一隻腳上，這另一隻腳再搭回第一隻腳前，然後
我希望能持續反覆下去。僅如此而已……

當你穿越街道時，她繼續，你必須謹記每次只走一
步。否則，摔倒是必然的。你必須保持雙眼睜亮，瞻
前顧後，望上觀下，小心其他人，警戒未知的事情。

重要的是不要讓自己受害。因為習慣是致命的。儘管

然而赫拉提爾大喊：
我的新娘名是羅馬。

最後的事情之城 2

因為一把劍會腐朽，一個人
落入熙攘的世間後不能再回收

讓事情變得為人所知，實然不明。

已是第一百次了，你還是要把每件事都當成從未遭遇

過一般。無論多少次，都必須要像是第一次。在城市
裡，最好的處事之道是相信你眼睛所見……。一步之
後才來一步，然後再走下一步，這就是規矩。若你本
身無法配合，那麼你乾脆就地躺下自行斷氣。

代孕人
作詞人 / 雨果 • 漢彌爾頓

她一直在逃跑。為何？……是什麼緣故，讓一個年輕
女子如此奔逃？在白晝？在城市裡？……讓你看起來
像是在趕什麼。像是忘了什麼東西。好像需要去趕銀

行、趕掛號、趕法律諮詢；好像你沒有自己的車；在
早餐時做了一大場夢；讓你幾乎說不出話來；似乎有

人騙了妳。……讓你看起來好像被攻擊了；好像你剛
從東邊逃出來。……好像你嚐過自由的滋味。好像妳
看過了讓你返回的東西；好像你有過一個極其渴望的
想法。

逃跑讓你看起來像遺失了什麼，或偷了什麼東西；或

說了什麼，撒了謊。……妳看起來，像發現了其他人

知道的事情。妳似乎有個極度渴望的想法。……奔跑

的妳，看起來煥然一新。……逃跑讓你顯得不屬於這
些街道；好像你無以為業；不屬於德國；一個代孕人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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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19:30

1 1 / 18
Sun. 14: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

演員｜ 張殷齊

Yin-Chi Chang, Actor

演員｜ 李培松

Pei-Sung Lee, Actor

當格林童話走上舞台，說書人粉末登場，
唱作、舞藝，聲情流轉

1 1 / 17

尋訪美麗小鎮，
傳說中的理想國在何方？

《前 進！理想國！！》

曲目｜

老牛 2018
走吧
小小風琴手
唱歌都為你
曼波雞
森林之歌
月光舞
喝酒歌 2018
搖阿搖 2018
因為有你

The Old Cow 2018
Let's Go
Little Organist
Sing for You
Mambo Chicken
Song of the Forest
Dancing Under the Moonlight 2018
Drinking Song 2018
Lullaby 2018
Because of You

製作人｜何康國

Kang-Kuo Ho, Producer

創意團隊 Creative Team

演出團隊 Performance Team

Kang Hua Chang, Stage Director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導演｜張剛華

原創音樂｜黃連煜

Ayugo Huang, Original Music

管弦樂編作曲｜王倩婷

Tina Wang, Composer & Music Arranger

肢體演員｜ 呂永圻

劇本｜吳易蓁

演員｜ 賴冠穎

Kuan-Ying Lai, Actor

I-Chen Wu, Playwrite

舞臺設計｜陳

演員｜ 蕭名喬

Ming-Chiao Shiao,
Actor

Yung -Chi Lu,
Physical Actor

演員｜ 范

服裝暨造型設計｜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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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Fan, Actor

肢體演員｜ 李政衛

Cheng-Wei Lee,
Physical Actor

斻

燈光設計｜魏匡正

Kuang-Cheng Wei, Lighting Design

Wen-Hao Chang,
Physical Actor

馬戲顧問｜陳星合

Hsing-Ho Chen, Circus Consultant

舞蹈設計｜張國韋

肢體演員｜ 林潔民

Chieh-Min Lin,
Physical Actor

Kuo-Wei Chang, Choreographer
肢體演員｜ 邱仕惠

Shih-Hui Chiu, Physical Actor

追尋人生意義的驚奇之旅
TSO 音樂劇場《前進！理想國！！》

肢體演員｜ 陳宣伶

Hsuan-Ling Chen, Physical Actor

氣球人指導｜詹澤程

Tse-Cheng Chan, Balloon Art Consultant
肢體演員｜ 陳萱丞

Xuan-Cheng Chen,
Physical Actor

那是一個理想的國度，森林環繞，小河流過，每個人都想要到那裡生活，就連動物也不例外！上了年紀
的老牛、被主人丟棄的流浪狗、即將被端上餐桌的公雞，還有一隻崇尚自由的黑貓，牠們決定要到理想
國組成樂隊，演奏世界上最快樂的歌！只是前往理想國的路途困難重重，他們必須穿越美人魚湖泊，還
要越過野獸遍佈的森林，更遇上了可怕的巫婆與強盜！一路的險峻考驗著大家，究竟這群動物朋友能不
能順利到達那個美麗的理想國呢？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說書人｜黃連煜

Ayugo Huang, Narrator

演員｜張殷齊
演員｜李培松

Harng Shen, Costume Designer

肢體演員｜ 張汶皓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Yin-Chi Chang, Actor

慧

Hui Chen, Staging Design

指揮｜吉博．瓦格

道具設計｜王君維

Jun-Wei Wang, Property Design

技術執行團隊 Technical Team

Pei-Sung Lee, Actor

演員｜賴冠穎

Kuan-Ying Lai, Actor

演員｜蕭名喬

Ming-Chiao Shiao, Actor

演員｜范

Yi Fan, Actors

頤

肢體演員｜
呂永圻、李政衛、林潔民、
邱仕惠、張汶皓、陳宣伶、陳萱丞
Yung -Chi Lu, Cheng-Wei Lee,
Chieh-Min Lin, Shih-Hui Chiu,
Wen-Hao Chang, Hsuan-Ling Chen,
Xuan-Cheng Chen, Physical Actors

舞臺監督｜汪慶璋

服裝設計助理｜王靖慧

導演助理｜楊佩蓁

排練助理｜江禹蓁

Calvin Wang, Stage Manager
Pei-Chen Yang, Director Assistant

Jin-Hue Wang, Costume Design Assistant
Yu-Chen Chiang, Stage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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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Stage
Director

張剛華

Kang Hua Chang

1987 年出生於印尼雅加達，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

2018 年 第 29 屆「 金 曲 獎 」、2017 年 第 21

核心成員、臺北市立復興高中戲劇科兼任講師，曾

1960 年出生於苗栗頭份鎮，黃連煜在流行歌曲圈

劇學系畢業，現為自由創作者、「明日和合製作所」
獲國家藝術基金會「新人新視野」專案補助。

屆「臺北文化獎」得主。

已有 20 餘年之久，從 1992 年開始與陳昇合作的「新

作品專注在處理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近年創作實踐注重在典型劇場空間以外的展演形式，包

寶島康樂隊」在流行音樂圈裡打下一片天。

代與社會、觀眾、議題間的向度。

片。在 1997 年離開新寶島康樂隊之後，黃連煜亦陸續

含參與式、沉浸式展演、場域限定創作等，欲透過展演空間及形式的轉變，重新審視表演藝術作品在當

此後黃連煜在流行音樂界裡走跳，製作過許多暢銷唱

近年個人作品： 2017 沉浸式展演《恥的子彈》、 2017 牯嶺街小劇場為你朗讀 VI 《再也沒有人說話》、

發表了《BANANA》（客語）、《Only Love》（臺語）、

2018 澳門城市藝穗節《可以睡覺》、2017 臺北市立美術館「社交場」-《等待果陀》、2017 沉浸式展演《尚

《黃泥路》（客語）等五張個人專輯，在金曲獎上無往不利，

2015《網路解碼棒棒》。與明日和合製作所共同創作：2018 王大閎建築劇場《走路去月亮的人》、
未指稱的對話》等。

Born Jakarta in 1987, Chang Kang-Hua is a graduate of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School of
Theatre Arts and co-founding member of theater troupe Co-ism. He is also a lecturer at Taipei Municipal Fuxing
Senior High School and an independent artist who has previously received funding from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His diverse works include 2018 architecture-inspired play “Walking to the Moon” at Wang Dan Hong House
Theatre; site-specific performance “You Can Sleep Here” at the 2018 Macau City Fringe Festival; 2017 immersive
theater performance “Unspeakable” at cultural lab Venue; 2017 experimental sound performance “Then No One
Speaks Again” at Guling Street Avant-Garde Theatre; and satirical play “CODEC” at the 2015 Taipei Fringe
Festival.
Chang’s latest creative collaborations include “EUREKA,” a
creative lab for theater professionals at the newly established
National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Arts, in May 2018;
and the ADAM (Asia Discovers Asia Meeting for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an artist residency
and networking program spearheaded by the Taipei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August 2018.

《 十 二 月 古 人 》（ 客 語 ）、《 山 歌 一 條 路 》（ 客 語 ）、

以《黃泥路》拿下第 29 屆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獎。

對於語言音韻的敏銳使得他能輕易的編織客、臺、國語甚至英語入曲，這份底蘊其來源自，客家山歌的
文化基礎使得他能駕輕就熟於音韻，並在其中找到語言運用的自由。近年來以客家流行音樂創作代表人
物的身分，演出客家音樂劇、電視劇，並且擔任客語演唱會的音樂總監。

The winner of the 2018 Golden Melody Awards and 2017 Taipei Culture Award.
Born in Miaoli County’s Toufen Village in 1960, Ayugo Huang has been active in Taiwan’s pop music scene for
over twenty years. His career began in 1992 as one-half of the Taiwan duo New Formosa Band, a collaboration
with fellow singer Bobby Chen. That era was one full of friendly interest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his Hakkalanguage musical creations drew appreciation for its cultural
playfulness and hint of homesickness.

黃連煜

Taking leave from the band in 1997, Huang’s creative journey
as a singer-songwriter continued onwards with the release
of several top-selling albums, including “Only Love” in the
Taiwanese language, and “BANANA,” "Shan Ge Yi Tiao Lu,”
and “The Dirt Road” in the Hakka language. The latter was
named Best Hakka Album by the 2018 Golden Melody Awards.

Ayugo Huang

2018

台北・文藝復興

原創音樂

Original Music

22

Attuned to the rhythmic balanc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Huang
deftly weaves Hakka, Taiwa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into his musical creations. He credits his Hakka heritage and
inspiration from Hakka tea-picking ballads for his acclaimed
musical dexterity and linguistic fluidity. Recent years have seen
the talented music maker take on new roles as Hakka-language
musical performer, television actor, and concert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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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編作曲

Composer &
Music Arranger

王倩婷

Tina C.Wang

2004 年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主修

理論作曲，為臺灣少數能同時為大型古典交響
樂團創作，又能跨流行音樂作曲編曲演奏之音
樂家，與台灣音樂圈合作長達 14 年，音樂作

品橫跨影視、電玩、音樂劇、古典交響樂團與

流行歌手演唱會，曾擔任羅志祥世界巡迴鋼琴

手長達 5 年，合作過的歌手有五月天、A-Lin、
張 惠 妹、 梁 靜 茹、 蔡 依 林 … 等。 於 2015 年

再度赴美進修，畢業於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電影配樂科系研究所，師事於 10 座
艾美獎及奧斯卡最佳電影配樂提名的好萊塢作

曲家 Bruce Broughton，及現任奧斯卡音樂類

主席 Laura Karpman，2016 年擔任好萊塢女性

作曲家音樂會 The Woman Who Score Concert

的助理指揮。近期作品包含多部美國影展得獎
短片、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世界巡迴演唱會電
影配樂、香港動作片電影《臥虎潛龍》、中國
網易電玩遊戲配樂 Immortal Conquest；近期

配 樂 作 品 如 中 國 網 劇《 結 愛 千 歲 大 大 人 的 初
戀》，上映至今已破 28 億瀏覽人次，最新電

影配樂作品為《為你寫詩》，現正熱映。
個人音樂網頁 www.tinawangmusic.com

Tina studied film score at the world famou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 Screen
Scoring department under the mentor of Bruce Broughton and Laura Karpman. She has worked
in the Asian music industry for 14 yeas as a composer, pianist, music director, and producer. Her
composing experience includes music for orchestra, pop music, musicals, advertisement, film,
television, and video games.

24

2018

台北・文藝復興

目前為【夾腳拖劇團】的團長兼工友，希望以「夾腳拖」的
意像，創作出「小人物精神的原創故事」，由小人物的故事
與觀眾找到共鳴，並藉此為社會各個需要關注的對象發聲。

Wu I-Chen is a theater playwright and audiovisual professional. After writing several scripts upon graduation from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School of Theatre Arts, Wu began to tire of waiting for produc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ose instead to pursue a post-graduate filmmaking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s
East15 Acting School. Upon completing her studies, she began her own personal studio to raise awareness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promote interest in Taiwanese history.

吳易蓁

I-Chen Wu

編劇

Her website: www.tinawangmusic.com

得獎經歷包括：獨立短片《廣播時刻》入圍 2012 繁光電影
節最佳編劇、導演；《再見獨角仙戰士》獲得行政院新聞局
98 年度優良電影劇本之佳作、編劇獎；《從前從前，有個
巫婆！》入選 2009 國立臺東兒童文學獎之編劇獎；《我的
超級乾媽》入圍 2009 臺北兒童藝術節－兒童戲劇創作暨製
作團體組編劇獎。

Playwrite

She was invited to work as an assistant conductor to the 2016 Hollywood "Women who score
concert" hosted by the Alliance for Women film composers. She continues to work internationally
and you can hear her latest work at the 2018 Chinese Web Series "Moonshine and Valentine"
Directed by Leste Chen. This Web Series hit 2.8 billion views till present. This incredibly successful
show is currently ranked the number 1 web series in China.

吳易蓁為戲劇和影像工作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
業後，寫了一些劇本，苦於劇本只能等人拍，就跑到英國唸
電影。英國 East15 Acting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Filmmaking 碩士畢業，回臺後投入影像和劇場的懷抱，在
自己的工作室裡開心創作，希望透過影像與戲劇故事，繼續
關注社會角落和傳承臺灣歷史。

Her accolades include being nominated for best scriptwriter and
director for independent short “On the Radio” at the 2012 Fine
Ground Film Festival; awarded for best production and scriptwriter
for “Au Revoir Rhinoceros Beetle Warrior” at the 2010 Excellent
Screenplay Awards; nominated for best scriptwriter with “Once
Upon A Time, A Witch!” at the 2009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Children’s Literature Awards; and nominated for best children’s group
play with “My Super Godmother” at the 2010 Taipei Children’s Arts
Festival.
As director of Flip Flops Theatre, Wang hopes to use the everyday
image of flip-flops to rally support for marginalized groups, and write
original stories showcasing their spirit. She is also the author of “On
the Road to Freedom: A Backpacker’s Guide to Taiwan’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 travel guide; and “The Bear Cub Who Liked to
Sing” and “We Promised Not to Cry,” children’s books based on the
memoirs of political victims of the White Terror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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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理念

文 本 改 寫 自 格 林 童 話「 前 進 布 萊 梅 的 樂 手 Die Bremer

Stadtmusikanten 」，描述故事中的弱小動物們因為不同的原因

而離開原本生活的地方、踏上旅程，想要尋找那個傳說中理想
國。旅途上，他們相互扶持、團結合作，而在歷經重重困難抵

達目的地之後驀然回首，發現了心中想要追尋的風景，其實並
不僅僅是那個理想國，更是在旅途的艱辛過程中，陪伴在身邊
的夥伴們。路上的風景凝聚成一個心中對於朋友、家人、國民

的想像，那個如同烏托邦的理想國真的存在嗎？本次的演出不
是一個被粉飾的童話，更是給大人的寓言故事：「團結」不會

那麼輕易、「家」不只是溫柔與諒解、「愛」的另一面則有複

歌詞

老牛 2018

唱歌都為你

天色也暗了

水底的魚兒愛唱歌

愈走愈遠 我的心也碎了
要去哪裏 我的心呼喚你
田地也哭了

疲憊的老牛 沒力氣挽回
路上的花謝了

愈走愈遠 愈走愈遠

雜的義務與溝通。觀眾在看這個作品時可能會經驗到壓迫、共

走吧

感到憤怒的、恐怖的、害怕的事件持續發生，我們必須要直接

吸一口氣 是時候了

很多力氣達成共識，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到達心中的「理想國」。

不再悲傷 世界改變了

在舞臺上呈現一個動態的繪本，由黃連煜老師作為說書人（農

帶著希望 踏上旅途

鳴、接受、和解，而演出的最後將揭露：社會中有很多令集體
面對這些事件的本身、直視恐懼的核心，並且與夥伴合作、花
導演處理的手法，將以「視覺詮釋音樂」的方向為主調。如同
莊主人），四個主要角色（牛、狗、貓、雞）用歌曲表達心聲
與意念，另會有特技演員、舞者、演員等將運用特技、街舞、
現代舞、手影等風格的肢體表演來呈現。

走吧 整理好自己
走吧 昨天已逝去

打起精神 走自己的路

唱一首情歌給誰聽
我的愛人你在哪裏
到那裡尋找你蹤影
可知我唱歌都為你
我最愛唱歌
我最愛唱歌

我最愛唱情歌
老情歌也好
流行歌也好

我最愛唱情歌

走吧 走吧 走吧 走吧

人見人愛的曼波雞

她的命運好無奈
躲在山上獨徘徊
她的家人都不來
多少孤獨的夜晚

望著遠方燈火暗悲傷
一次想念一個愛
一直等著你的愛

台北・文藝復興

田裡的水牛愛唱歌

曼波雞

為了理想 怎麼能輸

有一個可愛小女孩

2018

山上的猴子愛唱歌

不管黑夜 多麼恐怖

小小風琴手

26

樹上的小鳥愛唱歌

我是一隻曼波雞

因為我有天生好節奏
世界第一的舞技
我是一隻曼波雞

人見人愛的曼波雞

隨著音樂搖擺甩甩頭
英雄不怕出身低

跳一首曼波 跳一首探戈
就等你找我去 Battle

跳一首 Jungle 跳一首 Disco
曼波雞係捱汝知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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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之歌

（合唱）喂⸺喂⸺喂⸺
捱向高山盡命喊

喂⸺喂⸺喂⸺

（女聲）盡喊捱 个 情郎

喂⸺喂⸺喂⸺

（男聲）盡喊捱 个 姑娘

喂⸺喂⸺喂⸺

（女聲）日頭勞佢烤到像石炭

那係山豬、猴仔或係大野狼

（男聲）撅 个 頭拿毛像樹仔共樣長

要婆、阿啾箭、或係長尾山娘

（合唱）梅花鹿、揚葉仔或係小綿羊

月光舞

搖啊搖 2018

月圓的夜晚我們坐在湖邊

月光光 秀才郎 騎白馬到蓮塘

今夜的星空多麼的美麗

黑色的湖面像撲了一層金粉

隨著波浪閃呀閃看到你的大眼睛
你說過愛情沒什麼理由

月圓的夜晚吹著涼涼的風

月光下你的笑容白淨的牙齒

天上星光閃呀閃也是你的大眼睛
月光舞 月光舞

喂⸺喂⸺喂⸺

（女聲）呼喊我的情郎

喂⸺喂⸺喂⸺

（男聲）呼喊我的姑娘

喂⸺喂⸺喂⸺

（女聲）太陽把他烤得像黑炭

那是猴子、山豬還是大野狼

（男聲）她的頭髮像樹一樣長

老鷹、斑鳩、還是長尾山娘

（合唱）梅花鹿、蝴蝶還是小綿羊
百步蛇、飛鼠還是黑山羊

沒汝怎作得

搖啊搖 惜啊惜 發好夢到天光
月光光 秀才郎 騎白馬到蓮塘

因為和風吹拂著草原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向高山大聲喊

幾坵田 幾分地 耕種一生

跟著圓圓的月光一步步

捱向高山盡命喊

（合唱）喂⸺喂⸺喂⸺

承蒙汝的福氣

因為有你

月光舞 月光舞

喝酒歌 2018

喂⸺喂⸺喂⸺

感謝天 感謝地 祖先保庇

轉呀轉 跳呀跳到日出

百步蛇、蝦公或係烏山羊
喂⸺喂⸺喂⸺

搖啊搖 快快睡 我親愛的心肝

啦啦啦啦啦啦啦
朋友和我跳舞好嗎
跳舞跳到地老天荒
朋友和我唱歌好嗎
大聲唱到聲音啞
杯底唔通飼金魚

喝酒到天亮 喝酒啦 喝酒啦
煩惱跑光光 喝酒啦 喝酒啦
喝酒到天亮 喝酒啦 喝酒啦
痛苦跑光光 喝酒啦 喝酒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因為白雲依戀著山

因為有你 不再悲傷
因為你 變得勇敢

讓我們牽著手走向遠方
不怕黑夜多麼淒涼

輕輕唱著屬於我們的歌
漫漫長路一起去闖
因為有你

生命有了陽光
因為有你

雨水滋潤高山
因為有你

迷失的心找到港灣
因為你

在我身旁 不再孤單
因為有你
因為有你
因為有你

喂⸺喂⸺喂⸺
我向高山大聲喊

喂⸺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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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格 獻 禮
系 列

TSO
Varga Exclusive

吉博．瓦格，知名匈牙利小提琴家提伯．瓦格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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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起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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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吉．傑利畢達克與查爾斯．布魯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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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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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陸愛樂管弦
樂團、雪梨交響樂團。他曾任赫夫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1980-1985

年）、匈牙利愛樂的首席指揮（1985-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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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5 年）與瑪爾摩交響樂團的首席客

席指揮（199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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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格的唱片由 ASV、Koch International 與 Claves Records 等唱片公司

發行。他最新的錄音為與德意志交響樂團和克里斯提安．波泰拉合作
的蕭斯塔科維契和馬悌努的大提琴協奏曲，由 BIS 於 2017 年 5 月發

行。2011 年，由 Naïve Records 出版，與鋼琴家安娜．維妮斯可雅與

柏林德意志交響樂團合作演出的拉威爾和普羅科菲夫協奏曲，榮獲了

BBC 音樂雜誌五星獎。

首席指揮
Principal Conductor

吉博．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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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quisite textures, a broad range of colours, and subtle use of dynamics.
Renowned for his elegant and exceptionally clear baton technique, Varga has held positions with and
guest conducted many of the major orchestras across the world, and in 2013 was appointed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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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ularly the Tibor Varga Chamber Orchestra, before rapidly developing a
reputation as a symphonic conductor.
Varga has conducted orchestras including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DSO Berlin, Radio Symphony
Berlin, Orchestre de Paris, Oslo Philharmonic, Sydney Symp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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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chestra,leading them through ten seasons,
including tours across the UK, Germany, Spain
and South America.
Va r g a’s d i s c o g r a p h y i n c l u d e s r e c o r d i n g s
w i t h va r i o u s l a b e l s i n c l u d i n g A S V, Ko c h
International, and Claves Records. His latest
recording of cello concertos by Shostakovich &
Martinů with Deutsches Symphonie-Orchester
B e r l i n a n d C h r i s t i a n Po l t é r a o n B I S w a s
released in May 2017, and his 2011 recording of
concertos by Ravel and Prokofiev with Deutsches
Sy m p h o n i e - Orc h e s t e r Be r l i n a n d A n n a
Vinnitskaya on Naïve Records was given
five stars by BBC Music Magazine.

Gilbert Va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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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 Varga & Shyan-Jer Lee

8 / 19

Sun.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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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創樂奇才彩繪浪漫、丹麥作曲名家編織 綺 想；

《生 命 本色，從 愛而 生》

魔幻之愛魅舞迷離、西城故事傾訴悲歡。

旋律，為愛展揚
…

瓦 格 獻 禮
系

1

列

T
S
O
Varga Exclusive

曲目｜

林梅芳：《愛情的顏色》
TSO 委託創作 • 世界首演

Mei-Fang Lin: Les Couleurs de l’Amour

Commissioned Work by TSO•World Premiere

葛隆達：長號協奏曲

Launy Grøndahl: Concerto for
Trombone and Orchestra

法雅：《魔幻之愛》

Manuel de Falla: El amor brujo

伯恩斯坦：〈交響舞曲〉，
選自《西城故事》

Leonard Bernstein: ‘Symphonic Dances’ from
“ West Side Story”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長號｜李賢哲

Shyan-Jer Lee, Trombone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TA IPEI RENA ISSA NC E

33

林梅芳：《愛情的顏色》

TSO 委託創作 • 世界首演

Mei-Fang Lin: Les Couleurs de l’Amour

長號

Trombone

李賢哲

Commissioned Work by TSO．World Premiere

Shyan-Jer Lee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長號最高級演奏家文憑，現
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長號首席，並於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輔仁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實踐大學、
東海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曾師事許雙亮教授
及何佶老師、David Studar 教授。 1989 年赴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
院進修，師事巴黎交響樂團長號演奏家 J.Toulon 教授及巴黎
巴士底歌劇院交響樂團首席長號演奏家 G. Milliere 教授。

1991 年 3 月 獲 頒 長 號 最 高 級 演 奏 家 文 憑 博 士 學 位
（ Diplome Superieur de Concertiste de Trombone ）。
1993 年考入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長號聲部。2018 年 7 月
應澳門長號協會邀請，舉辦大師班及音樂會演出，並
參與亞洲銅管音樂節擔任駐營藝術家。

Lee Shyan-Jer is the principal trombone player of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He studied under maestros
including Hsu Shuang-Liang, Ho Chi, and David
Studar before joining the Ecole Normale de Musique
de Paris (ENMP) in 1989.
Lee completed his studies and received the "Diplome
Superieur de Concertiste de Trombone" in March
1991, and officially joined the TSO's trombone
division in 1993.
In July, 2018 he was invited by the Macao Trombone
Association to held his own masterclass and concert.
He was also invited by the Allessi Seminar Asia as
their resident artist.

樂曲解說／林梅芳

許多人嚮往並追求愛情，對愛情擁有著無限的憧憬。然而愛情的滋味有酸甜亦有苦辣，箇中滋味，恐

怕難以言喻。以顏色做一比喻，愛情彷彿帶著繽紛的色彩，有熱情危險的紅色，有浪漫溫柔的粉紅色，
有純潔天真的白色，有愉快明朗的黃色，有優雅神秘的紫色，有沉靜崇高的藍色，也有吃醋忌妒的綠

色，更有溫暖幸福的金色。愛情往往是在各種不同顏色的交織下，畫下一幕接一幕令人難以忘懷的情
境，敘述一段接一段令人動容的愛情故事。

歷史上曾將音樂與顏色做連結的作曲家不乏其人，在本曲中作曲家也希望能藉著管弦樂團中單獨樂器
的特殊音色與家族樂器的混合音色之運用，搭配特定的和聲語言以及音域的選擇，來對各個顏色與其

相關情感意義做一遐想。此曲命名為 “Les Couleurs de l’Amour” ( 愛情的顏色 ) ，除了上述概念的轉

化實踐外，一來是對作曲家留法期間曾待過三年的浪漫之都「巴黎」做一遙想，二來也是對作曲家
非常熱愛的幾位近代法國大作曲家（德布西 Claude Debussy 、拉威爾 Maurice Ravel 、杜替耶 Henri

Dutilleux) 做一致敬。

“Les Couleurs de l’Amour” ( 愛情的顏色 ) 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2017 年之委託創作，獻給所有天下有情人。

葛隆達：長號協奏曲
Launy Grøndahl: Concerto for Trombone
and Orchestra

樂曲解說／江百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長號比賽、考試、音樂會獨奏或協奏的曲目，幾乎少不了葛隆達 (Launy Grøndahl, 1886-1960) 的這
首《長號協奏曲》。葛隆達是一位丹麥作曲家，從小就展現音樂天賦。 8 歲學習小提琴的他， 13 歲就

進入位於哥本哈根的卡西諾劇院樂團擔任小提琴手，並於 1925 年開始接任丹麥國家交響樂團的指揮

直到 1956 年退休。葛隆達創作過的樂種包含管弦樂曲、弦樂曲以及小提琴協奏曲 ... 等等，其中，《長
號協奏曲》是他最知名的作品。

身為小提琴演奏家的葛隆達會創作《長號協奏曲》，與他的音樂生涯經驗有關。 13 歲的他，在卡西諾

劇院樂團擔任小提琴手的時候，非常欽佩樂團裡一位長號手的吹奏技巧跟表現。這段無法忘懷的記憶，
激發葛隆達在 1924 年創作這部協奏曲，讓長號演奏家能透過這首樂曲，將技巧發揮的淋漓盡致。

在音樂表現方面，以十九世紀末調性創作開始瓦解，二十世紀發展出新古典、十二音列、電子音樂的
年代，《長號協奏曲》則是以調性音樂來寫作，所以音樂風格是屬於比較保守的，不過，還是能夠在
音樂中，聽到二十世紀初期音樂的和聲架構與音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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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雅：《魔幻之愛》
Manuel de Falla: El amor brujo

伯恩斯坦：〈交響舞曲〉，選自《西城故事》
Leonard Bernstein:
‘Symphonic Dances’ from “West Side Story”

樂曲解說／江百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樂曲解說／江百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法雅是一位非常熱愛自己國家文化的作曲家，他的歌劇常以西班牙為背景，音樂方面也常引用西班牙

19 世紀出現的輕歌劇 (Operetta) ，在 20 世紀初，逐漸被音樂劇 (Musicals) 所取代。大部分的 19 世紀

民歌或西班牙舞曲特有的節奏來創作。所以，當「異國情懷」在歐洲開始盛行的時候，法雅就在 1907

的美國作曲家，古典音樂的學習資源來自於歐洲來的教師，或是遠赴歐洲學習音樂創作。所以，他們

激發他們創作具有西班牙風格的樂曲，而他也因此受到法國印象樂派的影響。

同時採用本土的音樂特色，才發展出美國風格的古典音樂作品。所以，當美國在古典音樂創作中，走

年到 1914 年長期居住在法國期間，透過與德布西、拉威爾、史特拉溫斯基等音樂家交流的過程中，

1915 年，法雅從法國回到故鄉馬德里。不過，他在前一年就已經接受一位佛朗明哥舞者的委託，創作
一部關於佛朗明哥的作品。身為佛朗民歌藝術愛好者的法雅，根據他收集以及關注佛朗明哥文化的經

創作的樂曲帶有深刻的歐洲古典音樂風格。直到 19 世紀末，美國作曲家在吸收歐洲古典音樂特色時，
出屬於自己的路之後，一首首代表性的作品也開始相繼出現，諸如蓋希文、艾伍士等人的作品。

美國作曲家伯恩斯坦 (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 開始創作的時候，已經是美國古典音樂發展成熟

驗，創作了《魔幻之愛》。有趣的是，這部作品雖然以佛朗明哥、吉普賽為題材，樂曲也同時存在法

的階段，他創作過交響曲、輕歌劇、音樂劇、協奏曲等樂種，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音樂劇作品《西

室內樂編制的版本。如此新奇的演出方式，卻在 1915 年首演時未獲得觀眾及評論家的肯定。不過，

啟創作，並於 1957 年首度登上百老匯的舞臺。

國印象主義的音樂色彩。《魔幻之愛》一共有四種編制版本。最初，法雅創作了以佛朗明哥歌唱搭配
即使首演失敗，法雅依舊將這首樂曲，相繼改編成管弦樂、芭蕾舞曲及鋼琴組曲的演出形式。

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 》。這部音樂劇於 1949 年開始計畫，不過因為種種原因，直到 1954 年才重
《西城故事》是一部改編自經典名著《羅密歐與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的現代音樂劇，其場景架

《魔幻之愛》的音樂不只與佛朗明哥密切相關，其故事也取材自關於舞蹈的故事。內容是訴說一名吉

構在 1950 年代的美國曼哈頓西區，劇中以該區兩個幫派彼此敵對的設定，牽涉了種族、愛情、暴力

夫不斷糾纏女孩與她的愛人。在無可奈何之下，女孩召集數名吉普賽人，在半夜時圍繞著火光，讓她

年拿下兩座東尼獎之後，聲勢才開始水漲船高，並在隔年改編成電影，還拿下十座奧斯卡獎。

普賽女孩嫁給一位對感情不忠的丈夫，有一天，丈夫身亡後，女孩終於找到她的伴侶。無奈的事，亡
在圈內與亡夫的靈魂跳舞，直到魔法將丈夫的亡靈吸入火中，讓他無法再到人世間糾纏。

及犯罪等議題。由於故事的內容太過於寫實與暴力，《西城故事》的首演並不算非常成功，直到 1958

1960 年，伯恩斯坦又將《西城故事》改編成管弦樂編制的〈交響舞曲〉。此版本從音樂劇中，選出九
首音樂劇中的經典旋律改編而成，曲目順序為序曲 (Prologue) 、敘事曲 (Scherzo) 、曼波 (Mambo) 、

恰恰 (Cha-Cha) 、相遇場景 (Meeting Scene) 、冷靜 (“Cool” Fugue)、決鬥 (Rumble) 、終曲 (Finale) 。

值得注意的是，〈交響舞曲〉並沒有依照音樂劇的劇情編排，而是希望觀眾透過聆聽音樂，藉由熟悉
的旋律跟樂曲的風格，來判斷故事的劇情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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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瑞敘事凝鍊、柯拉德左手引言拉威爾生命 體 驗；

Gilbert Varga & Jean-Philippe Collard

法朗克純釀交響，法式風華，是黃金比例的 絕 美印象 。

《法 蘭 西─ 黃金 印象》

瓦 格 獻 禮
系

2

列

T
S
O
Varga Exclusive

曲目｜

佛瑞：《敘事曲》，為鋼琴與管弦樂團
Gabriel Fauré: Ballade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拉威爾： D 大調左手鋼琴協奏曲， M.82
Maurice Ravel: Piano 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 in D Major, M. 82

法朗克： D 小調交響曲

César Franck: Symphony in D Minor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鋼琴｜尚－菲利佩．柯拉德
Jean-Philippe Collard, Pian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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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

Piano

尚－菲利佩・柯拉德

Jean-Philippe Collard

法國鋼琴家尚 - 菲利佩 • 柯拉德 1948 年
出生於音樂世家， 5 歲開始習琴， 12 歲就
得到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錄取入學，一
路傳承，被視為法國學派的最佳典範。

16 歲時，他受到一致認同地獲得了音樂學
院一等獎，隨後贏得了許多其他獎項，包括全國獨奏家藝術家大賽、法國巴黎羅賽爾獎、
加布里耶．佛瑞獎、巴黎隆．堤博大賽、齊夫拉鋼琴大賽。

除了完全掌握法國音樂精髓之外，他從古典到當代樂曲的詮釋也都獨樹一幟。2003 年 1 月
法國政府授予柯拉德最高榮譽騎士勳章的殊榮，目前與妻子和五個孩子定居於巴黎。

Jean-Philippe Collard was born in 1948 in Mareuil-sur-Ay, Marne, into a musical family. He
started playing the piano at age five and was admitted to th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de Paris at an exceptionally young age.
At sixteen he was unanimously awarded the Conservatory's First Prize, and subsequently he has
won many others, including the Grand Prix du Concours National
des Artistes Soloists, Prix Albert Roussel, Prix Gabriel Faure,
Prix du Concours International Marguerite Long/Jacques
Thibaud, and Grand Prix du Concours International
Cziffra.
Although pianist Jean-Philippe Collard's name
is as French as his birthplace, Mareuil-sur-Ay,
Champagne, his repertoire knows no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佛 瑞：《 敘 事 曲 》，為 鋼 琴 與 管 弦 樂 團
Gabriel Fauré:
Ballade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樂曲解說／林惟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
「敘事曲」這個 19 世紀浪漫時期的熱門鋼琴曲種，取自原來聲樂「敘事歌曲」之名，發展為「無言之

歌」般的器樂作品，並且在蕭邦與李斯特等鋼琴家手上成為有著自由的結構、厚實而龐大的聲響與源

源不斷地熱情的鋼琴曲目。 1877 年，法國的作曲家佛瑞創作了作品 19 給鋼琴獨奏的《敘事曲》，當

時 32 歲的佛瑞還曾將早先的版本，呈給前輩大師李斯特彈奏過，李斯特下了這樣的評語：「我沒有更

多手指了」，並鼓勵佛瑞將之完成；從這段李斯特的評語中可想而知鋼琴獨奏版本演奏技巧困難的程

度。後來，佛瑞將之改編為給鋼琴與管弦樂團的版本，即便鋼琴部份的變化不大，但卻有了嶄新的聲

響氣氛。這個版本加入了管弦樂，使得原先由鋼琴獨自擔綱著豐厚織度的責任可以稍微轉移，抒情精

巧的旋律線條便像是由水面下浮躍而出，有了更清晰的輪廓。在自由的結構之下，有著相似面容的兩
個主題，分別以 F# 大調和 Eb 小調，在如歌的行板與稍快板的速度奏出，接著彼此接合交融，樂團在

此細膩地支撐與回應著鋼琴的樂句，直到逐漸轉快且較為強有力的三拍子第三主題出現。美國作曲家

庫普蘭 (Aaron Copland) 形容佛瑞的音樂散發著「精緻、節制與藝術性」，且有著法國音樂的所有特性，

例如「和聲易感性、無懈可擊的品味、古典的節制、清晰的線條與妥適的比例」，這樣的形容，也全
然展現在這首《敘事曲》中。全曲充滿著飄逸、迷人與輕巧的抒情情緒、自由狂想不斷地轉調，柔情
似水的渴望中，又帶有羞怯節制，宛如青春期少年熠著淡粉紅色光芒的愛情之詩。

In addition to his complete mastery of French
concerto literature, his interpretations of works
by Bartok, Brahms, Gershwin, Haydn, Liszt,
Mozart, Prokofiev, Rachmaninoff, Strauss, and
Tchaikovsky have met with great acclaim.
Jean-Philippe Collard was named Chevalier de la
Legion d'Honneur in January, 2003 and currently
lives in Paris with his wife and fiv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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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威爾：D 大調左手鋼琴協奏曲，M. 82
Maurice Ravel: Piano 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 in D Major, M. 82

法朗克：D 小調交響曲
César Franck: Symphony in D Minor, M. 48

樂曲解說／林惟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

樂曲解說／車炎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博士）

「 寫 一 首 只 給 左 手 的 協 奏 曲，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當 拉 威 爾 受 到 奧 地 利 鋼 琴 家 保 羅． 維 根 斯 坦 (Paul

第一樂章 緩板──不過份快速的快板（ Lento – Allegro ma non troppo ）

期間服役而失去右手臂，卻仍堅持鋼琴演奏家生涯的維根斯坦，同時又希望創作出不僅只是展示鋼琴

第三樂章 終樂章：不過份快速的快板（ Finale: Allegro non troppo ）

Wittgenstein) 委託創作一手給左手的鋼琴協奏曲時，拉威爾如此向他的出版商坦承。拉威爾尊敬一戰

家如何克服身體殘疾的一首「左手的」協奏曲。拉威爾決心向莫札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等

創作的嚴肅協奏曲傳統看齊，他同時研究當時已有的為左手而寫樂曲，包括聖桑 (Saint-saëns) 、布拉

姆斯 (Johannes Brahms) 和史克里亞賓 (Alexander Scriabin) 等人的作品，也加入了個人行旅而得的收

穫，如 1928 年訪美後而有深刻接觸的爵士樂元素。拉威爾更以天賦的管弦樂配器能力，讓這首單手

的協奏曲，有著不輸給雙手鋼琴協奏曲的深厚與豐富織度，也因此這首單樂章的協奏曲，除了一一具

足那些經典協奏曲標配的澎湃和弦段落、動人抒情旋律、狂熱炫技裝飾奏，且總讓人無意識那僅是由
一隻手的演奏外，更因那些創作者個人性的生命經驗與嘗試探索，而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鋼琴協奏曲
之一。

第二樂章 稍快板（ Allegretto ）

19 世紀作曲家法朗克唯一留下的一首交響曲，也是法國交響曲歷史上極重要的名作之一。歷經大約二

年創作期（ 1886-88 ）後，此曲完成於 1888 年 8 月 22 日，並且在翌年 2 月 17 日舉行於巴黎音樂院首

演。時任巴黎音樂院教授的法朗克，特別將此曲題獻給作曲學生杜巴克（ Henri Duparc ）。法朗克在

此曲首演後翌年離世，他在巴黎音樂院 18 年教學與創作生涯（ 1872-1890 ）也隨之終結。

第一樂章從莊嚴的導奏開始到奏鳴曲式主部，用來起始此曲的三音主題素材貫穿統一，即使歷經多次

發展變化，仍可在樂曲中清晰辨認，構成首尾相應、樂念統一的法國「循環形式」（ cyclic form ）。

顯然，這三個音的原型，更加突顯此曲受德奧音樂典範的影響。

第二樂章將交響曲裡的慢速抒情樂章和詼諧曲樂章合而為一，展現出與眾不同的創意與法國管弦樂法
獨到之處。迷人的抒情主題，由音色醇厚的英國管主奏──這種配器手法在德奧音樂相當罕見（至少
不曾聽聞貝多芬和舒伯特如此處理），但在白遼士等法國作曲家的配器技術裡則顯而易見。

由主調性 D 小調起始的交響曲，到了終樂章轉為 D 大調（ 2/2 拍子）。歡樂洋溢的音樂氛圍，像是在
迎接光明與勝利的希望到來，就如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調性處理和邏輯再現於世一般。法朗克最後

的（也是唯一的） D 小調交響曲，為這個世界留下了另一闋謳歌普世價值的讚美頌歌，此曲也成為管

弦樂團曲目中的珠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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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時空 逆旅》
10 / 6

Sat. 19: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瓦 格 獻 禮
系

餘音繞樑，

3

列

T
S
O
Varga Exclusive

重逢大稻埕的聲情花火，照亮今昔。
人文聚落，在傳襲藝術年輪的世代中，重返榮耀！
曲目｜

蘇佩：《輕騎兵》序曲

Franz Von Suppe: Light Cavalry Overture

祈雷亞：〈費德瑞柯的悲歌〉，選自歌劇《阿萊城姑娘》
男高音｜王典

Francesco Cilea: 'È la solita storia del pastore' from "L'arlesiana"
Fernando Wang, Tenor

舒伯特：野玫瑰

男高音｜王典

Franz Schubert: “Heidenröslein” (the Wild Rose) Fernando Wang, Tenor

普契尼：〈我的名字叫咪咪〉，選自歌劇《波西米亞人》
女高音｜蔡澐宣

Giacomo Puccini: 'Mi chiamano Mimi' from "La Bohème"
Yun-Hsuan Tsai, Soprano

蔡培火：咱臺灣

女高音｜蔡澐宣

Tsai Pei-huo: “We Taiwan” Yun-Hsuan Tsai, Soprano

比才：歌劇《卡門》選曲

Georges Bize: "Carmen" (Highlights)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張玹：《 1931 》

TSO 委託創作．世界首演

Chang Shiuan : “1931”

Commissioned Work by TSO•World Premiere

節目規劃顧問｜呂鈺秀、張啟豐

Yu-Hsiu Lu & Chi-Feng Chang, Program Planning Consultant

男高音｜王典

Fernando Wang, Tenor

女高音｜蔡澐宣

Yun-Hsuan Tsai, Sopran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1923 年玲瓏會時期

1937 年有忠管絃樂團

1945 年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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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音

Tenor

2000 年 畢 業 於 國 立 盧 森 堡 音 樂 院， 王 典 以 第
一名成績取得歌唱及藝術歌詞兩項最高演唱文
憑。王典其音色及音域之華美寬廣亦為少有。
師 事 辛 永 秀、Arrigo Pola、 Gianni Raimondi、
Camille Kerger、Edoardo Lanza 等多位大師。曾
獲得 1996 年義大利聖瑪格麗特國際聲樂大賽第
一獎、第一屆新加坡國際聲樂大賽首獎。

回國期間，致力投入於聲樂教學與演出，多次於臺北愛樂歌劇坊，參與歌劇 《霍夫曼的故事》、《卡
門》、《波西米亞人》、《唐喬望尼》、《法斯塔夫》、《蝙蝠》的演出。2014 年 8 月參與國家交響
樂團的《德沃札克的波希米亞傳奇》。 2017 年 12 月參與《歐洲耶誕樂韻》室內樂講座演出。

王典致力於德法藝術歌曲鑽研及美聲劇碼拓展。同時也於 1999 年、

Tsai graduated with First Class Honors in vocal music and chamber music from the Conservatory Regional
Influence De Rueil-Malmaison. During her time in France, she had been invited to hold recitals across French
cities and performed at several music schools. Her performances of vocal music and chamber music have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王典旅居德國十餘年，於近年返國定居，目前任教於中國
文化大學、國立海洋大學。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Tsai engages in teaching and performing vocal music. She had participated in six
productions by the Taipei Philharmonic Opera Studio. In addition, Tsai joined the keynote speech as well as
the “NSO Music Discovery - Christmas Spirit from Europe” forum held
by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王典

Fernando Wang

王典擅長義大利美聲歌劇。其遼闊明亮的音色、
充滿生命力的演唱，使他於臺灣、盧森堡的演
唱皆獲得高度讚賞。在神劇演唱方面亦有耀眼成績，透過溫暖而澄澈的
音色加上完整的技巧，他詮釋的《彌賽亞》、《以利亞》、《創世紀》
皆呈現出令人為之動容且優美而純正的風格。

2000 年於羅馬尼亞、匈牙利、盧森堡等國家演唱《唐喬望尼》、
《拉摩莫的的露奇雅》、《西城故事》。

Graduated from the Conservatoire du Luxembourg with
First Class Honors in chant and art lyric in 2000, Fernando
Wang had studied with Yung-Siu Hsin, Arrigo Pola, Gianni
Raimondi, Camille Kerger, and Edoardo Lanza. His beautiful
timbre and wide vocal range is truly one of a kind. Wang had
won several awards including the top prizes at the international
vocal competitions in Italy and Singapore.
Specializing in Bel Canto, Wang’s full, light timbre and lively
performances on stage are highly acclaimed. His performance
of oratorio is also outstanding. With warm, clear timbre and
comprehensive vocal techniques, Wang presents oratorio in
elegant style and authentic Italian sound.

蔡澐宣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法國國立馬爾梅嵩音樂院，取得聲樂碩士演唱文憑、室內樂文憑。留法
期間，曾應邀於法國巴黎、波爾多等城市舉行個人獨唱會，曾受邀至法國尼斯市政廳演出。每個月都
獲凡仙音樂院邀請參加定期的演出，也常受法國多間音樂院的邀請，舉辦聲樂演唱和室內樂演出，多
次獲得好評。

目前任教於實踐大學音樂學系、華僑中學。並為臺北愛樂歌劇坊，兩廳院歌劇坊正式團員。

Tsai currently teaches at the Music Department of Shih Chien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Overseas Chinese Experimental Senior
High School. She is also the member of the Taipei Philharmonic
Opera Studio and the Opera Studio.

蔡澐宣

Yun-Hsuan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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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rano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from Germany, Wang
currently teaches at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女高音

Wang has been dedicated to studying German and French
art songs while promoting opera productions of Bel
Canto. He had performed “Don Giovanni,” “Lucia di
Lammermoor,” and “West Side Story” in Romania,
Hungary, and Luxemburg in 1999 and 2000.

TA IPEI RENA ISSA NC E

47

聽見二十世紀前期本島西式樂團的聲音
1920 年代「新文化運動」在臺掀起旋風，在蔣渭水、林獻堂等知識份子推動新文化、新生活、婦女權利，
甚至發展到工運與民運等民主活動新概念的同時，音樂部分主要有西式音樂所帶入的新音樂聲響、新演奏形
式與新聆聽經驗。這種表演形式與聆聽經驗，經過九十多年的涵化，已為今日普羅大眾所接受並視為常態。
本場音樂會為將於大稻埕成立的「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開幕活動之一。上半場曲目，意圖追隨新音樂的

發展軌跡，呈現二十世紀前半期三個不同階段，三個樂團的四場不同音樂會精華。這四場音樂會，首先是臺

蘇佩：《輕騎兵》序曲

Franz Von Suppe: Light Cavalry Overture

樂曲解說／江百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這這 .... 這不是哪裡聽過的音樂嗎？」聽眾們，是不是覺得很熟悉呢？這首《輕騎兵》序曲，一直

是卡通配樂的熱門曲目，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迪士尼在 1942 年開始製作的《交響曲時間 (Symphony

Hour 》系列中，由米奇指揮的樂團在演出當天，因為高飛狗不小心在電梯裡壓壞樂器，害得樂團只

灣第一個管弦樂團「玲瓏會」，於 1923 年 5 月 12 日在臺大醫專大講堂所舉行成團後的第一場演出；另有

能用壞掉的樂器，演奏出別有一番風味且逗趣的《輕騎兵》序曲。這首，無論是輕歌劇還是序曲，在

臺南公會堂，以及 1937 年 3 月 6 日在屏東公學校的演出內容；最後結束於二次戰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那麼，這首序曲為何能在不同的時代中重返榮耀呢？

發跡於屏東，由鄭有忠組織，訓練出臺灣南部無數音樂人才的「有忠管弦樂團」，於 1935 年 5 月 11 日在
交響樂團」於 1945 年 12 月 15 日在臺北中山堂的樂團成立後第一場音樂會曲目。其中於「有忠管弦樂團」

十九世紀，就獲得觀眾的喜愛，到了二十世紀，序曲卻不只在音樂廳，也在螢光幕前讓觀眾印象深刻。

演出部分，並包括經常與「有忠管弦樂團」合作，跨界藝術音樂與流行音樂的女聲樂家林氏好的演唱曲目。

奧地利作曲家蘇佩 (Franz von Suppé, 1819-1895) 所處的年代，正是中產階級崛起的時候。當時的人

之下，首先被拘禁於往昔稱為「草山」的陽明山療養院，之後並傳被押送至廈門，於日據末期過世。林氏好

來發展的可能，便順應潮流，創作不少輕歌劇作品。

林氏好的丈夫盧丙丁，因參與及領導新文化運動所引發的勞工與反殖民等民主運動，於 1932 年的白色恐怖
因丈夫對於臺灣民主的推動，首先失去了在幼稚園的教師工作，之後更被要求放棄臺南婦人會的臺籍幹事代

們逐漸有餘力消費娛樂活動，進而帶動新興的娛樂產業發展。蘇佩在這樣的趨勢之下，看好輕歌劇未

表一職。而這次演出所選擇，當年由林氏好演唱，社會運動者蔡培火創詞，歌頌臺灣島秀麗景色的《咱臺灣》，

這首《輕騎兵》序曲，源自於同名輕歌劇作品，在 1866 年於維也納的卡爾劇院首演。這首序曲最大

除了演出曲目上回顧了當年的狀況，本音樂會上半場，同時試圖追求當年的演出聲響的原真性。日人進入

緊接著，蘇佩利用弦樂拉奏主旋律的快板樂段，引領音樂進入另一段風格活潑的旋律，描繪騎兵騎著

更展現出當時新文化運動中，對於自己這片土地的重新觀看，以及反抗殖民的象徵意義。

臺灣本島之前，西式音樂已隨教會悄然在臺灣響起。日據殖民之初，西式音樂開始進入學校，並在新文化
所帶動的影響下，以新音樂形象，在樂器與音樂結構更加科學化等面向上，開始廣泛在這個島嶼推廣。臺

灣社會的聲音景觀，因而逐漸轉變。此外，隨著學習西式音樂人口的增加，西式樂團在臺灣也具備了成立
的條件。從本場演出所依據的臺灣第一個樂團：玲瓏會，此樂團為臺灣第一位公費留學日本學習音樂的張
福興先生所創立，樂團成員則以張福興先生的小提琴私塾學生為主體，組織而成。至本場演出所依據的第

二個樂團：有忠管弦樂團，在弦樂器與管樂器的比例上逐漸平衡，但仍缺少中提琴等填充音色樂器，以及
雙簧管、長笛、法國號等樂團中重要的旋律性管樂器，因而僅能以鋼琴替代之。此外，由於管樂隊在本土
的快速成長，日據時期的樂團，除了總可見到豎笛、小號、薩克斯風等樂器，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
樂團的演出照片中，也仍可見曲目中非必要的樂器：薩克斯風的出現。

本音樂會上半場，試圖透過模仿當時的樂團編制與展演曲目，重建日據時期臺灣樂團的聲響演變。總體而

言，二十世紀前半期，隨著距離今日時間的縮短，樂團不但在人數上不斷增加，配器上也更趨完備。曲目

方面，隨著樂隊中樂器種類的逐漸齊備，以及各方面演奏技術的精進，從早期僅演奏一些較為簡單的曲目，
至今日我們的樂團，已能駕馭所有西方大型曲目，且國內還有優秀的作曲家為我們進行創作。感謝前輩的

篳路藍縷，讓這片島嶼上因而能留下如此豐沛美好的聲響。使本場音樂會能透過尋找二十世紀前期聲響原
真性的同時，為今日樂團演出，帶來另一個新的聲響可能性，再創二十一世紀臺灣樂團的新聲音。

上半場策展人

呂鈺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教授

＊本場音樂會，感謝公共電視陳郁秀董事長、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蕭景文女士、鄭有忠先生之子鄭國勢先生，臺中
教育大學徐麗紗教授在影像上所提供的協助，以及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提供有關蔡焙火《咱臺灣》之歌譜資料。
另外在重建當時聲響上，音樂學者孫芝君女士以及真理大學許雙亮教授，也提出了寶貴的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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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在於變化多端的曲風與節奏。開頭由銅管奏出威嚴的旋律，而這段旋律也是樂段發展的素材。
馬奔馳的樣子。

接下來，音樂風格開始帶有神秘的色彩，並由豎笛獨奏引領音樂進入到帶有匈牙利音樂風格的弦樂齊

奏樂段。當這異國色彩的樂段結束時，音樂又接回先前描繪騎兵的旋律，並在結尾引用樂曲開頭那威
嚴旋律為素材，將音樂的精彩推向最高峰直達結束。

祈雷亞：〈費德瑞柯的悲歌〉，
選自歌劇《阿萊城姑娘》
Francesco Cilea: 'È la solita storia del pastore'
from "L'arlesiana"

樂曲解說／江百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工業革命後的歐洲，人們的生活環境及習慣隨著劃時代的發明推陳出新，產生了明顯的變化。人們從

農業的生活方式，改以為了達到工作便利性，逐漸群居在一起，形成大大小小的都市，同時，社會問題，
諸如貧民窟的產生、過度勞動也隨之而來。因此，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開始改變藝術的創作風格
與審美觀，終於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文學、繪畫及戲劇等藝術，出現寫實主義的思潮。

祈雷亞 (Francesco Cilea, 1866-1950) 出生於義大利，小時候欣賞到作曲家貝里尼 (Vincenzo Bellini,

1801-1835) 的歌劇《諾瑪 (Norma) 》後，便對音樂產生興趣，進入拿坡里音樂院就讀，逐步往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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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生涯發展。他的作品包含數首交響詩、鋼琴、聲樂、以及五部歌劇。歌劇，是祈雷亞最代表性的
樂種，他受到寫實主義思潮的影響，將其精神運用於歌劇作品，代表歌劇包括《阿德萊雅娜 (Adriana

Lecouvreur) 》與《阿萊城姑娘 ( L’arlesiana ) 。

今日演出的這首〈費德瑞柯的悲歌〉，源自歌劇《阿萊城姑娘》。這部歌劇於 1897 年於米蘭首演。

祈雷亞在創作這部歌劇時，對它抱持極大的期待，看好這部歌劇能受到觀眾的喜愛。無奈的是，觀眾

欣賞完這部作品之後並不買帳，也沒有評論支持這部作品其值得的價值。面對這樣的結果，祈雷亞並
不死心，將作品不斷更改、刪減或增加內容。所以，最後釋出的版本，即使與首演的內容相差甚遠，
依然挽回不了失敗的局面。

雖然，我們現在很難欣賞到《阿萊城姑娘》歌劇的演出，但祈雷亞在歌劇的第二幕中，創作出經典且
動人的詠嘆調〈費德瑞柯的悲歌〉。這首歌曲由擔任男高音的主角演唱。在這部歌劇中，他飾演一位

深愛從未謀面來自阿萊城的姑娘，不斷想找出關於她的所有訊息。直到有一天，他從母親轉述牧牛人
的勸告及兩封證明信件，得知這位神秘的姑娘早已心有所屬。面對這樣的消息，男主陷入無止盡的悲
傷，並在一次嘗試以工作忘卻失戀痛苦的情況中，再次拿出信，思索信中的文字時不禁悲從中來，唱
出這首詠嘆調。

舒伯特：野玫瑰
Franz Schubert: “Heidenröslein” (the Wild Rose)
樂曲解說／江百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這首耳熟能詳的藝術歌曲，您可能從學校音樂課認識到它，或是透過電影《海角七號》重溫這部經
典的作品。不過，您一定很難想像，這首歌曲在當時，並未受到世人的重視，而是在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797-1828) 去世前不久，他的創作價值才逐漸被重視，作品也隨之發揚光大。舒伯特除了

藝術歌曲外，也創作過鋼琴曲、管弦樂及歌劇，而器樂曲與藝術歌曲是他備受肯定的樂種，對歐洲音
樂發展有相當的貢獻。不過，為何舒伯特的藝術歌曲如此值得被討論呢？

舒伯特一共創作六百多首藝術歌曲，《野玫瑰》是 1815 年的作品，這一年也是他作品最多產的一年。

《野玫瑰》的歌詞源自德國詩人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的作品，這首詩在

1771 年創作而成，是歌德回憶過往愛情而寫作的詩。所以，歌德在這首詩以年輕男子和玫瑰之間的互
動，暗喻少女拒絕年輕男子的追求，這樣如此心碎的結果，讓詩讀起來帶有富饒憂傷的氣息。

舒伯特引用這首詩創作藝術歌曲時，注意到整首詩共分為三段，每段內容有著相似的字詞與工整架構，
而決定採用詩節式來譜曲，即以重複的旋律搭配一段詩詞，反覆三次。另外，在風格方面，鋼琴以簡
單和聲、和弦基礎音，加上每段結尾的短小旋律，為樂曲添增活潑的色彩。不過，由於鋼琴的伴奏並

無變化，所以歌唱者的情緒表現就顯得非常重要了。聲樂家需要注重歌詞中的情緒、轉折處，甚至是
戲劇上的變化，才不至於讓歌曲聽起來索然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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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契尼：〈我的名字叫咪咪〉，
選自歌劇《波西米亞人》
Giacomo Puccini: 'Mi chiamano Mimi'
from "La Bohème"

樂曲解說／江百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友誼關係因為事業或感情上互相爭奪而決裂，是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親自經歷或耳聞的事情。這部歌劇
《波西米亞人》，正是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 1858-1924 ）與雷翁卡伐洛從此交惡的

作品。那麼，為何普契尼不顧友誼，也要創作這部歌劇呢？

普契尼的創作音樂生涯在一開始並不順遂，因此，他在成名以前，沒有固定的收入，只能過著捉襟見肘、
家徒四壁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普契尼以《瑪儂 · 雷斯考特 (Manon Lescaut) 》初嚐成功的滋味後，便開

始積極突破自己的能力，不斷尋找歌劇劇本的題材，期待自己能趁著當前的名氣，將事業推向另一個高

峰。有一天，普契尼發現法國小說家穆傑 (Henri Murger, 1822-1861) 的作品《波希米亞人的生涯 (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 》的內容非常吸引人，小說中描述波希米亞人貧困的情形與他自己曾經窮困的經
驗極其相似，於是普契尼不顧好友雷翁卡伐洛正依照相同的小說內容，進行歌劇的創作，秘密改編、創
作並且搶先在歌劇院上演。不知情的雷翁卡伐洛得知此事之後，兩人從此絕交，不再有任何來往。

《波西米亞人》完成於 1896 年，同年在義大利都靈皇家歌劇院首演。全劇共有四幕，描述 1830 年代
法國拉丁區的一個公寓閣樓裡，住著三位窮困的藝術家、一位哲學家以及鄰居裁縫師咪咪。在寒冷的聖
誕夜，男主角魯道夫因鄰居咪咪來借火點蠟燭時，兩人因互動而產生情愫，認定對方是彼此的真愛。不
過，他們的愛情不如童話般順利。

這部歌劇光在第一幕，就有兩首經典的詠嘆調，分別為〈妳那冰冷的小手 (Che gelida manina) 〉及今日

演出的作品〈我的名字叫咪咪〉。這首〈我的名字叫咪咪〉是咪咪向魯道夫訴說自己身世所演唱的詠嘆

調。這首詠嘆調，將普契尼創作特色完美的呈現出來，他受威爾第 (Giuseppe Verdi, 1813-1901) 的影
響，擅長用音樂描繪悲傷的氛圍。所以，普契尼在這首詠嘆調，細膩的表現咪咪柔弱的形象，也在音樂
中預示悲劇結局的發展。

蔡培火：咱臺灣
Tsai Pei-huo: “We Taiwan”
文／賴淳彥撰，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提供

資料來源：《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

「咱臺灣」這首歌，是培火先生所作的歌曲內底最出名，流傳最久長的一首。無論是曲情或是歌詞，
都會予（ ho ）唱的人感覺到臺灣人對自己故鄉的思念、愛情及讚美。「遠來人客講汝粹」當然是指的

世紀遠航至東洋的葡萄牙人稱讚臺灣為「 Ilha Formosa 」（美麗島）的。詩中也流露出臺灣人的自尊

心及志氣，如「玉山蓋扶桑（指日本）」「東洋瑞士穩當成」等句。想到這條歌在七十多年前，日本
統治下的臺灣發表，實是值得喝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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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月守所募集了的臺灣歌謠，都無夠好。自月初就有意自己作一首看看，詞和曲到今日全部編

張玹：《 1931 》

當時，伊大概也無料想這首歌竟得到又廣又久的接受。 1929 年發表的幾年後，日本古倫美亞唱片公司

Commissioned Work by TSO．World Premiere

關於其創作，蔡先生在 1929 年 4 月 15 日的日記，只有如下簡短的記述：

好……

曾印製「咱臺灣」的唱恃，由當時的臺灣歌星林氏好女士演唱。可惜，不久以後政局由和轉亂，日本

軍閥發動侵華戰爭，這首含有臺灣意識的歌，則因不合時代，未得繼續流傳。 1945 年日本戰敗，中國
接管臺灣了後，因大家自動或被動急於學中國普通話（北京語），無閒去唱臺灣話歌謠。 1950 年代，

臺灣廣播電臺曾收錄並廣播過蔡氏自唱的「咱臺灣」，但也未引起多大的迴響。

卻（ khiok ）在 1960 年代的美國，各地臺灣留學生集會的時，不知是誰提起的，有人上臺演唱或是大

家合唱「咱臺灣」，以敘大家思鄉之情。記得在 1973 年，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彭明敏在紐約主

持首次臺灣民眾大會的時，「咱臺灣」是開會的序曲，而且在閉會前又由大家合唱。直到最近（ 1996

年）在紐約市林肯中心舉行的「台灣之夜」音樂會中也有排在節目，由演員聽眾大合唱，只可惜當時
演唱的曲和詞都稍有誤傳之處。臺灣的現代作曲家蕭泰然教授也曾於 1984 年前後為「咱臺灣」編作
合奏曲。

比才：歌劇《卡門》選曲
Georges Bize: Carmen (Highlights)

樂曲解說／江百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在文學界中發展出寫實主義的思潮，同時，方才提到的「異國情懷」也是當時
音樂創作的趨勢之一。在這樣音樂環境之下，法國作曲家比才 (Georges Bizet, 1838-1875) 就在這兩種

潮流之下，創作出著名的歌劇《卡門 Carmen) 》。

這部歌劇完成於 1874 年，劇本改編自法國文學家梅里美 (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 的同名作品，

描述菸草女工卡門，引誘年輕軍官荷西，讓他深深地愛上卡門，甚至為卡門走私物品。無奈的是，卡

TSO 委託創作 • 世界首演

Chang Shiuan : “1931”

樂曲解說／張玹

這首曲子分為五個樂章。

第一樂章⸺第一樂章由老式錄音機播放〈桃花泣血記〉開頭，結合〈跳舞時代〉、〈望春風〉。〈桃

花泣血記〉為臺灣史上第一首流行歌 (1931 年發行 ) ，作為開頭別具意義。三首主題旋

律被解構後重新組合，透過不同手法的重疊創造出一種時光回溯至 30 年代的電影感覺。

第二樂章⸺此樂章是輪旋曲式，以 〈丟丟銅仔〉為主題，運用不同的樂器組合帶出工業發展時期的
經濟成長速度感與重工業感。

第三樂章⸺京劇以及古時候的詩詞歌賦，因為漢語、河洛語等語言的音樂性十足，文字在整體音樂

貢獻的音樂性比重非常大。因此在重新將中國古時候的音樂，或者二十世紀初期京劇「現

代化」或者以西洋古典音樂形式呈現時，因為去除了文字，呈現結果都會少了許多韻味，
甚至少了靈魂。由此可見，京劇及各類戲曲的藝術性非常高。

因此京劇等經典的文化音樂素材，並無法也不該被改編，而是應該透過思考、感受，並
作為其他藝術形式靈感的借鑑。第三樂章就是受京劇啟發的創作 ( 稍微抽象 ) ：結合〈身
騎白馬〉、〈月夜愁〉。

第四樂章⸺臺灣悲情音樂：〈一隻鳥仔哮啾啾〉、〈港邊惜別〉，進入〈造飛機〉、〈外婆的澎湖灣〉
等較正面的情緒。希望藉由此樂章描述日本殖民時期的愚民政策，這種對於人民的壓榨，
對於思想的控制提出抗議與釋放正面的能量。

第五樂章⸺最有臺灣味的旋律〈望春風〉再現，呼應第一樂章以歡樂音樂，並加入〈三輪車〉 + 〈四
季紅〉以節慶的形式做結尾。

門很快就對荷西失去興趣，轉而戀上鬥牛士艾斯卡米諾。荷西離開軍隊了成為走私販，加上母親因病
去世，幾乎一無所有的他，希望能挽回卡門的感情。但是，心裡只有艾斯卡米諾的卡門，完全不把荷

西看在眼裡，就在拒絕他準備轉身離開那一剎那，荷西將匕首刺入卡門的胸口。或許這部歌劇是第一
部女主角被謀殺的歌劇，對當時的觀眾衝擊太大，《卡門》在一八七五年首演時並未獲得成功。比才

在無法接受這樣結果的情形之下，從此一病不起，無緣見到《卡門》再次演出時，受到觀眾歡迎的盛況，
大概也無法料想到，《卡門》能通過時間的考驗，依然是今日常被上演的歌劇之一。

《卡門》這部歌劇無論在聲樂歌唱的表現或是管弦樂的音樂，都與劇本欲呈現的內容相輔相成。例如，
卡門在演唱哈巴奈拉 (Habanera) 詠嘆調時，管弦樂奏出富舞曲搖擺的節奏，比擬卡門性感手足舞蹈的
模樣，而卡門開頭演唱半音下行的音型，就像是在勾引荷西般，引誘荷西愛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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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堂 中 正 廳

舒伯特為創作而生，莫札特光華天成；

Fri. 19:30

小約翰圓舞曲之冠，理查樂劇蜚聲。

10 / 26

瓦格攜手麥德茉演繹天才經典，

Gilbert Varga & Anne-Marie McDermott

五線譜，無限延伸。

《巨 匠 的五 線譜》

瓦 格 獻 禮
系

4

列

T
S
O
Varga Exclusive

曲目｜

舒伯特：羅莎蒙德序曲，D.644

Franz Schubert: Rosamunde Overture, D.644

莫札特：降 B 大調第十五號鋼琴協奏曲，K.450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15 in B-Flat Major, K.450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小約翰．史特勞斯：晨報圓舞曲，作品 279
Johann Strauss II: Morgenblätter Walzer, Op.279

理查．史特勞斯：《玫瑰騎士》組曲，作品 59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鋼琴｜安－瑪莉．麥德茉
Anne-Marie McDermott, Pian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Richard Strauss: Der Rosenkavalier Suite, O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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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o

鋼琴

安－瑪莉．麥德茉

Anne-Marie McDermott

安 - 瑪 莉． 麥 德 茉 來 自 美 國， 目 前 是
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會員。 她也是美
國 科 羅 拉 多 州「 喝 采！ 瓦 爾 山 谷 音 樂
節」、佛羅里達大礁島「海洋珊瑚礁室
內音樂節」、佛羅里達州「基拉戈節」、「海洋珊瑚礁室內音樂節」及「阿維拉室內音樂節」藝
術總監。
麥德茉獲得數個重要的獎項，並於 12 歲時首次登上卡內基音樂廳舞臺。她錄製了蓋希文、海頓、

巴哈與普羅高菲夫全系列作品。從紐約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到南卡羅來納州的美國史波雷多藝術
節，麥德茉一直處於表演陣容的首選。

過去的 25 年麥德茉表演的協奏會、獨奏會、室內音樂會遍及美國，歐洲和亞洲等上百座城市，
其演奏曲目範疇橫跨古典與現代，從巴哈、海頓到普羅高菲夫和斯克里亞賓，還有當今最具影響
力作曲家的作品都有。

她也與當今許多重要樂團合作包括紐約愛樂樂團、明尼蘇達州和費城管弦樂團，亞特蘭大、達拉
斯和休斯頓以及聖路易斯的交響樂團。自 1995 年以來，她一直是林肯中心室內樂協會的成員，
並與小提琴家納迪亞．莎樂諾．索娜柏建立長期合作的關係。

Anne-Marie McDermott is an American classical music pianist, and member of
the Chamber Music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
McDermott won several major awards and made her Carnegie Hall debut
at age 12. She has recorded complete works of Prokofiev, Bach and
Gershwin. And she's been on the A-list of concert lineups, from the
Chamber Music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 to Spoleto USA.
Pianist Anne-Marie McDermott is a consummate artist who
balances a versatile career as a soloist and collaborator. She
performs over 100 concerts a year in a combination of
solo recitals, concerti and chamber music. Her repertoire
choices are eclectic, spanning from Bach and Haydn to
Prokofiev and Scriabin to Kernis, Hartke, Tower and
Wuorinen.

舒伯特：羅莎蒙德序曲，D. 644

Franz Schubert(1797-1828): Rosamunde
Overture, D.644

樂曲解說／車炎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博士）

約在 1820 年夏，舒伯特曾為格奧格．馮．霍夫曼（ Georg von Hofmann ）的劇作《魔幻豎琴》（ Die

Zauberharfe ）譜寫配樂；同年 8 月 19 日，維也納河畔劇院首演劇評反應慘淡，因此該劇很快就下檔。
然而，劇評透露對舒伯特配樂的讚賞，讓該劇序曲成了亮點。

三年後，舒伯特為德國女作家謝姬（ Helmina von Chézy ）四幕浪漫戲劇《塞浦路斯公主羅莎蒙德》譜

寫配樂；但因趕不及在首演前完成序曲，於是便以先前舊作頂替上場。序曲出自舒伯特自己的歌劇《阿

豐索與艾絲特蕾拉》（ Alfonso und Estrella ），由於舒伯特在世時不曾演出過該劇，所以對維也納觀
眾來說，臨時頂替上場的《羅莎蒙德》序曲仍是全新之作。謝姬替韋伯（ Carl Maria von Weber ）準備

歌劇《尤莉安特》（ Euryanthe ）劇本、參與排練工作期間，又另外邀請舒伯特合作《塞浦路斯公主羅
莎蒙德》戲劇配樂。

看似塵埃落定，但《羅莎蒙德》序曲出現離奇發展：在舒伯特過世多年後，《羅莎蒙德》全劇配樂於

1891 年編輯出版，該劇序曲卻換成《魔幻豎琴》序曲。據研究，這闋序曲部分內容擷取自舒伯特在

20 歲那年譜寫的舊作（ D. 590 ），其中明顯引用羅西尼 1813 年歌劇《譚克雷迪》
（ Tancredi ）裡的一闋歌曲旋律。全曲形式結構反映當年維也納戲劇序曲
的時代潮流：由沈重莊嚴的 C 小調行板導奏進入，之後的主要部分則

為活潑生動的的 C 大調奏鳴曲式樂曲。其中的旋律不論優雅抒情、

還是靈動活躍，《羅莎蒙德》序曲反映舒伯特創作美好旋律的

超凡天分；相形之下，此曲的真實頭銜或離奇根源似乎就不那
麼重要了。

In the recent seasons, McDermott performed
with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Buffalo
Philharmonic, North Carolina Symphony,
C h a r l o t t e S y m p h o n y, H u n t s v i l l e
Symphony, Alabama Symphony, San
Diego Symphony, the Oregon Mozart
Players, and the New Centur y
Chamber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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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降 B 大調第十五號鋼琴協奏曲，K. 450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15 in B-Flat Major, K.450
樂曲解說／林惟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

「這是會讓您冒汗的協奏曲」 1784 年莫札特接連完成了第 15 號 (K.450) 和第 16 號 (K.451) 鋼琴協奏

曲，他寫信給父親雷奧波 (Leopold Mozart) 時這樣評價兩首甫完成的作品。莫札特更補充說明，「第

15 號相較第 16 號更為困難」。

1784 年 2 月至 1785 年 3 月間，莫札特為了自己一系列的公眾音樂會演出，在八個月間完成了 13 首

鋼琴協奏曲，作為系列創作的起始，莫札特在第 15 號中試驗了許多鋼琴上困難的技巧，特別是在第三
樂章中，在這個 6/8 拍的輪旋奏鳴曲式，當鋼琴上上下下的連續琶音，雙手同時的震音 (tremolo) ，由

最高音域跳躍串連而成的十六分音符旋律，與時而交叉的雙手聲部倒轉，飛騰的指尖在鍵盤間來回穿

梭著，燦爛金光便再也藏不住，鋼琴彷彿與管弦樂團賣力地對抗著，這樂章可說是莫札特最具挑戰性
的鋼琴作品之一。

即便如此，莫札特卻沒有讓這部作品成為僅是單純炫技的作品，莫札特在此將木管聲部，與整體樂曲織

體做了更錯綜複雜的結合，充滿智性的巧妙管樂配置，讓樂曲不僅有技巧的魅惑，更有聲響的豐富深刻。
在電影《阿瑪迪斯》中，當飾演與莫札特敵對的反派角色－薩里埃利，與女僕串通好趁莫札特外出時

曲》。小約翰．史特勞斯以一個兩拍子的引子開啟這首華爾滋，長短短的節奏宛若報紙印製的機器運
轉聲，這應該是身為記者作家都會不免會心一笑的孰悉聲響，在引子之後，由小提琴、長笛與雙簧管
奏出清晰的三拍子主題，帶出第一組的舞曲，也是此首圓舞曲最令人熟悉與著名的樂段。

整首圓舞曲由五組舞曲組成，不同小約翰．史特勞斯晚期的華爾滋創作，此曲沒有以明確的新音樂素

材來連接舞曲，而是在每組舞曲都回到開頭，重述第一組舞曲的主題片段，來使之能架構為一個整體，
但在這些不同組的舞曲中，又帶有大不相同的聲響情緒，最後一次回到熱烈的開頭主題之後，以弦樂
密集的震音 (tremolo) 和齊奏的管樂聲部，帶至燦爛絢麗的曲終。

奧芬巴赫的《晚報圓舞曲》，以溫婉柔美的姿態開啟樂曲，最後卻是以喧嘩的尾段做結，像是為整日
生活的辛勞作了狂歡式宣洩；與此相比，《晨報圓舞曲》宛若開啟朝氣洋洋一日的振奮，更無怪乎協
會為兩首華爾滋做了這樣深富巧思的命名點睛。

理查．史特勞斯：《玫瑰騎士》組曲，作品 59

Richard Strauss: Der Rosenkavalier Suite,
Op.59

樂曲解說／蔡永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博士）

潛進莫札特的居所，一瞧莫札特正在寫甚麼樣不可告人的大作，此時，響起的配樂便是這首第 15 號鋼

史特勞斯的歌劇創作，在經歷了《宮傳》、《火荒》後，為了解決歌劇劇本來源的困境，他大膽採用

演奏著第三樂章，那帶著燦笑奏出明亮輕巧音符的莫札特，與正背著光明做著暗黑勾當的薩里埃利，

Hofmannsthal) 的話劇劇本《艾蕾克特拉》譜寫同名歌劇，這也促成了原本不相識的兩位創作者，展

琴協奏曲，畫面一轉，在晴朗的戶外花園廣場中，莫札特為正坐高位的皇帝與旁邊撐著洋傘的貴族們，
無須旁白，音樂在此便成了情節最好的對比利器。

小約翰 • 史特勞斯：晨報圓舞曲，作品 279
Johann Strauss II: Morgenblätter Walzer,
Op.279

樂曲解說／沈雕龍（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博士）

話劇劇本直接創作出《莎樂美》。 1909 年他如法炮製，採用奧國學者兼文人霍夫曼斯塔爾 (Hugo von

開了《玫瑰騎士》的寫作計畫。在這部新歌劇裡，霍夫曼斯塔爾以精緻的語言重現十八世紀的維也納
貴族生活；而史特勞斯則以圓舞曲（華爾滋）構築聲音上的時空場景，成為他在歌劇上的代表作。

目前流傳的這部《玫瑰騎士組曲》，編曲家疑似指揮家若金斯基 (Artur Rodzi ń ski) 。他大致保存了歌

劇裡的音樂原貌，少部份加以刪減或串連，或許如此，在 1945 年時，史特勞斯本人亦默許此作之出版。
雖名組曲，但呈單樂章形式：首先第一幕開場，包括奧克塔文與元帥夫人的偷情場面；第二段為奧克

塔文遞送銀玫瑰，卻與富家女索菲一見鍾情的場景；第三段為好色男爵奧克斯的代表華爾滋；第四段
為曲中知名的女高音三重唱；最後則同樣出自第三幕，為惡作劇真相大白時的華爾滋。

小約翰．史特勞斯 (Johann Baptist Strauss, 1825-1899) 被稱為「圓舞曲之王」，他們家族對音樂最大

的貢獻，就是將本來屬於民俗舞蹈的華爾滋舞曲，提昇到貴族階級，並且讓這種舞曲在歐洲流行起來。
小約翰．史特勞斯在 1862 年受「康科迪爾記者與作家協會」委託，為該協會的年度舞會創作一首圓

舞曲；這個協會約莫同時間也委託了另一位作曲家奧芬巴赫 (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 創作了

一首華爾滋舞曲。

最後，這個協會以幽默的方式，將這兩首圓舞曲以對戰的意味分別稱作《晨報圓舞曲》和《晚報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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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力瓦格、超技凡格羅夫，

國

展藝蕭斯塔科維契，極致樂饗！

Tue. 19:30

T S O六 個 寒 暑 ，

12 / 4

領軍

Gilbert Varga & Maxim Vengerov

展覽會之畫，
─

《吉 博．瓦格 與
凡 格 羅 夫》

瓦格祭出壓軸獻禮

長留樂想
…

瓦 格 獻 禮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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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Varga Exclusive

曲目｜

蕭斯塔科維契：
A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作品 99
Dmitri Shostakovich:
Violin Concerto No.1 in A Minor,
Op.99

穆索斯基：
《展覽會之畫》

Modest Mussorgsky:
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指揮｜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Conductor

小提琴｜麥可辛．凡格羅夫
Maxim Vengerov, Violin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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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in

小提琴

麥可辛．凡格羅夫

Maxim Vengerov

蕭斯塔科維契：A 小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99
Dmitri Shostakovich: Violin Concerto No.1 in A Minor, Op.99
曾獲葛萊美獎肯定的俄國小提琴家麥可
辛．凡格羅夫是當代最優秀的音樂家之
一，後來因傷轉任指揮，成就亦備受國
際讚譽，至今他已經恢復，持續在國際
樂壇展現他精湛的技巧與迷人的演奏風
采。

1974 年出生的凡格羅夫，五歲開啟小提琴獨奏家之路，師事俄國小提琴
家琳娜．托恰尼科娃與小提琴大師扎克哈爾．布隆。10 歲與 15 歲時分
別贏得維尼奧夫斯基小提琴大賽與卡爾· 弗雪小提琴大賽，之後在西方樂
壇打響知名度，且獲獎無數，幾乎無人能敵，他的演出酬勞一度還是全
世界小提琴家中最高的。他的演出邀約最多時曾高達一年有 130 場。

1997 年凡格羅夫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委任為國際音樂大使，是第一位接
受這項委派任務的古典音樂家。

Universally hailed as one of the world’s finest musicians, and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greatest living string player in the world today, Grammy award
winner Maxim Vengerov also enjoys international acclaim as a
conductor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n-demand soloists.
Born in 1974, he began his career as a solo violinist at the age of
5, won the Henryk Wieniawski Violin Competition and Carl
Flesc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t ages 10 and 15 respectively,
studied with Galina Tourchaninova and Zakhar Bron, made his first
recording at the age of 10, and went on to record extensively for
high-profile labels including Melodia, Teldec and EMI,
earning among others, Grammy and Gramophone
artist of the year awards.
In 1997 Mr. Vengerov became the first classical
musician to be appointed International Goodwill
Ambassador by UNICEF.
Vengerov took a 6-month sabbatical in 2005,
during which time he suffered shoulder
damage from weightlifting. He subsequently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conducting and
teaching.
As one of Mr. Vengerov’s greatest passions is
the teaching and encouraging of young talent,
he has held various teaching positions around
the world.

樂曲解說／賴家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當蘇聯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1947-48）於 1947 年創作這首Ａ小調小提琴協奏曲時，是
他人生中較為平靜幸福的一段時期。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時，蕭斯塔科維契以紀念英勇抵抗納粹德國的《列寧
格勒交響曲》獲得「史達林獎」，於是在大戰結束後，蘇聯總書記、領導史達林給了蕭斯塔科維契一間舒適
的公寓與鄉間小別墅。次年，蕭斯塔科維契完成了這首小提琴協奏曲，但是平靜的生活也開始不平靜了。

當時蘇聯政府成立審查制度，不只是蕭斯塔科維契，包括其他作曲家的作品都開始被審查，而且被要求要符合
「形式主義」與「社會寫實主義」的目的，所以這首不符合目的的協奏曲，在史達林過世二年後（1953）的
10 月 29 日才由蘇聯小提琴大師大衛・歐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與穆拉汶斯基（Yevgeny Mravisky）指揮
列寧格勒愛樂首演這首二十世紀最偉大、最美的小提琴奏曲，蕭斯塔科維契也將這首作品獻給歐伊斯特拉赫。

歐伊斯特拉赫曾說這部小提琴協奏曲是「藝術家的內涵之路」，並描述獨奏小提琴「有莎士比亞筆下主角的
精髓」。又說第一樂章夜曲，是「壓抑的情感」，第二樂章詼諧曲像「著魔般」，同時作曲家將自己的名字
簡化為 DSCH（D=Dmitri，Shostakovich，德文應為 SCHostakovich，DSCH 為德文音名Ｄ - 降Ｅ - Ｃ - Ｂ）
運用在此樂章，亦成為爾後非常重要的音樂動機不斷地出現，意味著作曲家自身的存在，此曲有可能是最早
使用 DSCH 動機的作品，而這個動機，爾後不斷被運用在其他協奏曲、交響曲與室內樂中。

蕭斯塔科維契的音樂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服從克里姆林宮的指導」，一個是「複雜抽象，為了滿足作曲家
自己的藝術標準」，這首小提琴協奏曲就是以後者為取向所完成的音樂作品。此曲原為作品 77，爾後因為史
達林去世之後才得以問世，所以也以作品編號 99 出現，因此在俄國以外的地方，常使用作品 99 這個編號，
而作品 77 反而常被編給三首管弦小品。

穆索斯基：《展覽會之畫》

Modest Mussorgsky: 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樂曲解說／賴家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俄國作曲家穆索斯基（Modest Petrovich Mussorgsky, 1839-1881）是十九世紀末俄國五人組中最具有原創性的
一位。 這部《展覽會之畫》是穆索斯基參觀了摯友哈特曼的畫展得來靈感的作品。

哈特曼從美術學校畢業後於 1870 年返國，在 1873 年突然去世。其好友斯塔索夫於次年在聖彼得堡美術學校
舉辦哈特曼遺作展展出四百餘件作品。這些作品展現了哈特曼的才華，並反應各國民間生活風貌，穆索斯基
欣賞之後，留下深刻的印象，於是樂思和曲調源源而來，完成了這一組鋼琴組曲。

穆索斯基樂思泉湧，不可遏抑，他曾說：「我連記譜都感到來不及。」可惜在作曲家生前幾乎沒有在音樂會上
演奏過。1922 年，法國作曲家拉威爾改編為管弦樂曲成名，才在歐洲流行鋼琴版本的演出。 全曲共分十段，每
段均根據一幅圖畫而作，且各有標題。以「漫步」的主題貫穿、連接各段樂曲，描述作曲者漫步觀賞畫展的情景。

全曲共分成〈侏儒〉、〈古堡〉、〈御花園〉、〈牛車〉、〈雛雞之舞〉、〈兩個猶太人〉、〈市場〉、〈墓
窟〉、〈女巫的小屋〉以及〈基輔城門〉等十首，其中〈侏儒〉樂曲一開始時用突發性急促音響呈現出侏儒
主題，每一句末加一延長主音，使得樂曲得到平衡。接著由下行二度的曲調，帶有悲涼、悽慘的感傷。末段
緩慢而沈重的曲調，彷彿可憐而孤獨的侏儒一顛一簸般的躑躅徘徊，表現了作者的同情心和悲壯的情懷。〈牛
車〉樂曲低音區不斷反覆著和弦音形，沈重而遲緩，使人聯想到拖著滿載牛車的老牛，步履艱難得緩慢驅動
著車輪，由近而遠。
〈市場〉則描寫法國中部一座老縣城利莫日的市集，樂曲在快板上展現充滿生氣的曲調；猶如一群商販和婦
女們在市場上喧鬧閒談的情景。〈墓窟〉則宛如一幅陰森森的墳墓圖案，使作者悲痛的想到老友的死，第一
部份有著低沈、陰冷的低音和不安定的和弦，使人如同深夜置身於空曠的墓穴中。第二部份轉為行板，並附
有標題：「用冥界語言與死者交談」，在高音區震音所表現的飄忽、神秘的氣氛中出現了「漫步」的主題。

最後的〈基輔城門〉氣勢宏偉，描寫了三種意念：一是莊嚴般的巨人樣子，使人聯想「漫步」的主題。二是
虔誠的讚美詩歌彷彿教堂的管風琴般。三是描寫慶典的鐘聲，宛如古代基輔城裡的開心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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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曉─金希文樂展》
Gordon Shi-Wen Chin Series Music

8 / 31

Fri. 19: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名家
系列

《巨匠交鋒─
阿 雷 席 夫 與 弗 拉 特 科 維 茲》
Nikolay Alexeev & Radovan Vlatković

11/4

Sun. 19:30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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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堂 中 正 廳

…

系列

Fri. 19:30

時光流域，浮潛著生命的悲喜，

8 / 31

柴科夫斯基幽思抒懷、

Gordon Shi-Wen Chin Series Music

金希文摯情吟詠，相映於藝術長空

破曉時刻，樂境昇華

《破 曉 ─
金 希 文 樂 展》

名 家

1

曲目｜

柴科夫斯基：
E 小調第五號交響曲，作品 64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Symphony No.5 in E Minor, Op.64

─

金希文：第四號交響曲

Gordon Shi-Wen Chin: Symphony No.4

指揮｜金希文

Gordon Shi-Wen Chin, Conductor

女高音｜范孟帆

Meng Fan Fan, Sopran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音契合唱團
Yinqi Chorus

台北當代合唱團

Taipei Contemporary Chamber Choir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合唱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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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Shi-Wen Chin

金希文生於臺灣斗六市，中學期間在日本接
受教育，大學就讀美國拜歐拉大學，並在該
校獲取鋼琴與作曲雙學位。之後則在伊士曼
音樂學院攻讀作曲、鋼琴、指揮，取得該校
作曲博士學位。金希文為第二十屆國家文藝獎得主。

多年來金希文經常受國際重要音樂團體、音樂節邀約創作與作品演出。如 2004 年接受英國
曼徹斯特舉辦的國際大提琴節委託創作，並在該音樂節由大提琴家范雅志發表《風，時間碰
撞的聲響》。
金希文所譜臺灣第一部臺語歌劇《黑鬚馬偕》，於 2008 年在國家戲劇院舉行了世界首演。

2009 到 2014 年間，金希文於日本和紐約相繼指揮演出，同時也錄製出版室內樂作品。 2017
年在布魯塞爾、華沙、林茲、柏林、維也納、里昂等六個城市演出《第三號交響曲》。 2018
年 4 月先在國家交響樂團於韓國爾藝術殿堂演出，接著在臺中歌劇院，指揮並發表兩首合唱
管弦樂曲。
金希文目前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並擔任音契合唱管弦樂團的音樂總監。

Shi-Wen Chin received education in Japan before attending Biola
University, where he received a dual degree in piano and
composition. Later he studied at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and obtained a doctoral degree in composition. Chin is
the winner of the 20th National Award for Arts.
Chin has been commissioned to compose many
musical works. In 2004, he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Cello Festival
to compose a concerto titled “Wind, the
Sound of Time Clicking.”
“Mackay - The Black Bearded Bible Man,”
Chin’s first Taiwanese language opera had
world premiere in 2009. From 2009 to
2014, Chin served as a conductor for several
orchestras in Japan and New York. Since
2017, Chin had performed in six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as Seoul and Taichung.

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聲樂組研究所，范孟帆
為音樂比賽的常勝軍，曾獲得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個人項目女聲獨唱女高音類高中職 A 組

Meng-Fan Fan

女高音

范孟帆

Soprano

指揮

Conductor

金希文

第三名、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個人組聲
樂女高音獨唱組北區第一名、第一屆國際歌劇重唱大賽學生組首獎、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陳
慶堅醫生德文藝術歌曲獎學金第四名。

她也曾經入圍第六屆「全世界歌劇唱法聲樂大賽」亞太區初賽、2019 年聲樂家協會之聲協新
秀。

范孟帆的表演經歷豐富，過去幾年在臺灣參加許多演出，包括「 2015 關渡新聲優勝者音樂
會」、關渡藝術節「愛情靈藥」演出，擔任女主角阿迪那的角色；兩廳院工作坊「糖果屋」演出，

擔任女主角葛麗特、睡仙及露水仙童的角色；兩廳院歌劇工作坊「灰姑娘」擔任姊姊克洛琳
達角色等，現任教於臺北愛樂婦女合唱團聲樂指導及臺北信義社區大學聲樂老師。

Graduated from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Meng-Fan Fan had
won several domestic music competitions in vocal music category since
she was a student.
Fan also entered the Asia regional preliminary of the 6th
NT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Vocal Competition and was
nominated for the 2019 Emerging Talent by the Association
of Vocal Artist of R.O.C.
Fan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performing. She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TNUA Emerging Young Artists Concert,
and played various leading roles in musicals such as “L'elisir
d'amore” at Kuandu Arts Festival, “Engelbert Humperdinck:
Hänsel & Gretel” and “Rossini: La Cenerentola” by Opera
Studio, and “What’s My Script” and “The Empty Day” by
YinQi Symphony Orchestra & Chorus.
Fan currently serves as a vocal music instructor for the Taipei
Philharmonic Women's Chorus and vocal music teacher at the
community university in Xinyi District of Taipei.

Chin currently teaches at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serves as
the music director for YinQi Symphony
Orchestra &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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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契合唱團

YinQi Symphony Orchestra
& Chorus

音契合唱管弦樂團成立於 1989 年，為臺灣
首創大型合唱團與管弦樂團之常態表演團
體。每年 12 月持續在臺北懷恩堂與臺北神
召會舉行聖誕音樂會，並於 2009 年開始在
臺巡迴，觸角往臺南、高雄、臺中、屏東等地擴展，秉持對專業演出與創作的堅持，以音樂傳達生命內涵，
表達對人們的關懷以及對時下潮流現象的省思。曾兩度獲選為文化部的「傑出表演扶植團隊」。
音契也持續致力優良有聲出版品，留下豐盛的音樂資產，包括《痕跡 & 回憶與盼望》、《聖樂選粹》，

心靈樂篇回顧專輯《臺灣情，音契心》等，2002 年推出針對中學生創作的《年輕的歲月 - 合唱草葉集 I》；
《留心》雙 CD 更榮獲第 11 屆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因感於推廣國人作品之重要，於 2006 年出版
《青春之歌》。2009 年陸續出版《凱旋之歌》CD 、 12 月出版《聖誕時刻》CD 。 2017 年出版《心之所
獻》改編古典聖詩 CD 。
音契合唱團歷年來由錢善華、林舉嫻、朱如鳳指導。三十四年來，音契合唱團受到臺灣各地許多愛樂者
的支持與迴響，音契將堅持為臺灣奉獻的心志，期許在文化環境中，留下長遠的影響。

Established in 1989, YinQi Symphony Orchestra & Chorus is the first large performing group of its kind in
Taiwan. Since 2009, it has toured across cities in Taiwan. Dedicated to presenting the meaning of life through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nd music creation, the ensemble expresses humanitarian concerns and contemplation
on current phenomenon. The ensemble had been select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s the “Outstanding Taiwan
Band” twice.
YinQi also engages in making music records. Its 2CD album “Heart Stays” had won the Golden Melody Award
for best classic music album. To promote works by Taiwanese musicians, YinQi has released four albums so far.
Over the past 34 years, YinQi has gained numerous fans across Taiwan. The ensemble will continue making
contribution to Taiwan in the hope of leaving a long lasting impact on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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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當代合唱團

Taipei Contemporary
Chamber Choir

由二十位熱愛室內樂的專業歌手及資深合唱
歌 手 組 成， 2006 年 創 團 以 來， 留 美 合 唱 指
揮戴怡音博士的指導下，音樂風格融合巴洛
克的莊嚴和百老匯的歡樂氣氛。樂團以研究
巴哈作品以及當代音樂為首要目標，並致力推廣臺灣本土音樂，包括國、臺、客語創作或改編的作品。
團員彼此之間良好的互動，深厚的默契，是臺北當代合唱團展現合唱藝術的無價之寶。
秉持著推廣優質音樂的理念，台北當代合唱團每年於臺北艋舺長老教會舉辦兩次定期演出，以多元的曲
目結合導聆的方式和活潑的肢體動作，與聽眾近距離互動。此外，也不定期接受國內外邀約，足跡遍及
臺灣各地，並於 2008 年、 2014 年分別赴日本東京與北海道演出。

The Taipei Contemporary Chamber Choir, which was initiated by 20 professional singers and veteran choir
singers of Taiwan, was found in 2006 and is currently led by Conductor Dr. Tai Yi-yin. The musical style of the
Choir has been integrating the Baroque's solemnity with the joyful atmosphere of Broadway, while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Choir is to research into works by classical music's greatest composers Johann Sebastian Bach along
with contemporary music.
In addition, the Choir is also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aiwanese local music including works created or
adapted by the Mandarin Chinese, Taiwanese and
Hakka dialects.
With the idea of promoting quality music, over the
past year, the Taipei Contemporary Choir regularly
organizes two performances each year at Taipei Bangka
Presbyterian Church to interact with audiences. In
addition, the Choir has performed in many cities
around the county, while in 2008 and 2014, the
Choir had tour performances to Tokyo and Hokkaido,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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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科夫斯基：E 小調第五號交響曲，作品 64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Symphony No.5 in E Minor, Op.64

樂曲解說／車炎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博士）

第一樂章 行板 精神煥發的快板
（Andante – Allegro con anima）

第二樂章 如歌的行板，稍微自由隨意
（Andante cantabile, con alcuna licenza）

第三樂章 圓舞曲：中庸的快板
（Valse: Allegro moderato）

第四樂章 莊嚴的行板 活潑的快板
（Finale: Andante maestoso – Allegro vivace）

1888 年 11 月 17 日，第五號交響曲在聖彼得堡舉行首演，
由柴科夫斯基本人指揮。翌年 3 月在漢堡（Hamburg）
演出後，獲得當地音樂家、樂評和觀眾的一致讚賞，其
中甚至包括當時年高德劭的布拉姆斯。自此，柴科夫斯
基重拾信心，此曲成為他晚期創作階段中重要的里程
碑，更可列入音樂會最受歡迎管弦樂曲目之一。
雖然第五號交響曲並未附上任何文字標題，但從後人在
柴科夫斯基的草稿簿裡找到和第五號交響曲有關的記錄
來看，顯然作曲家早已暗自替此曲規劃了樂曲的主題和
內容重點，而且這些內容彷彿就像他個人的私密告白。

「命運」或「宿命」是柴科夫斯基的晚期交響曲共通
的主題。第五號交響曲使用象徵「命運」的主題貫穿
全 曲， 形 成 統 一 全 曲 各 樂 章 的「 循 環 形 式 」（cyclic
form）；「命運」主題從一開始命定之下的原始形式，
歷經不同階段的奮鬥考驗與變化發展，到最後終於戰勝
命運、高唱凱歌的歷程。簡言之，本闋交響曲是作曲家
人生哲學的縮影。
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第一樂章起始的「命運」主題
原型，是由單簧管在樂曲開始處奏出的一段旋律。這個
陰鬱的主題，以及後續的管樂主題群，都具有送葬進行
曲的性格特質，象徵世人全然屈服於命運或宿命之下的
結果。

接著是三段式抒情樂章，形成具歌唱特質的器樂浪漫曲
（romance）。在弦樂輕柔的和聲襯托下，獨奏法國號
吹奏出一段如歌似的主題旋律，浪漫悠揚的樂風，成為
此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經典時刻。B 段音樂逐漸激動起
來，尤其是命運主題數度闖入，打破先前的柔情氛圍。
再度回到 A 段時，先前純粹的抒情氛圍已不復見，柔
情和衝突互現，其間的鮮明對比正是這個樂章的迷人之
處。

第三樂章流暢曼妙的圓舞曲主題，成為這個樂章的核心
要素。樂章結束前，「命運」主題冷不防再度現身（單
簧管和低音管），雖然只有短短幾個小節，卻為圓舞曲
蒙上一層陰影。
終樂章一開始就以「命運」主題的再現震懾人心。歷經
一段戲劇性的戰鬥過程，命運主題勝利的榮景，再度以
明朗的 E 大調調性奏出，在小號高奏凱歌的樂聲中結束
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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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希文：第四號交響曲

I. 看哪！黑暗的世代

Gordon Shi-Wen Chin:
Symphony No.4

樂曲解說／金希文

1995 年先後完成了兩首交響曲，在答應溫哥
華交響樂團的曲約、而且已經開始作曲之後，
又應允了日本 Euodia 交響樂團，譜寫演出日
期更早的交響曲。因此不得不快馬加鞭的，以
每個禮拜一個樂章的進度，完成了第四號交響
曲。相較接下來花了半年的時間所完成的第三
號交響曲，1996 年由溫哥華交響樂團首演後，
就被我歸類「滿意」的作品，而第四號交響曲
則一路顛簸。

由日本 Euodia 合唱交響樂團首演雖然有好評，
但效果令我汗顏。雖然自己認為是靈感充沛的
創作，但在細節、架構上都不夠精緻。於是在
1999 年的台灣演出，先把日文翻譯成中文、
重寫了第二樂章、大幅度刪改第三樂章，演出
結果仍然不夠理想。於是 2011 年繼續修改了
第三、四樂章，發現作品仍然有些瑕疵。因此，
為了這次的演出，我又一些細節、配器上作了
若干的修剪，盼望有較好的演出結果。
以現代音樂手法為藍圖開始的作品，經常出現
了大篇幅的「傳統調性」段落，我想這與表達
歌詞內容有相當大的關聯，譜曲時，歌詞內容
所呈現出來的張力，不但蠻橫的拉扯著內心，
也會要求某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在這不同音樂
語法的晃動之下，我嘗試維持著架構上的完整
性，避免不同語法的使用導致樂曲的分裂。
這首交響曲有四個樂章，各樂章的標題如下：

I. 看哪！黑暗的世代
II. 瞻望的年代
III. 闇夜之光
IV. 榮光

表達內容大意如下：

第一樂章－黑暗的時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看
不見光而迷失了。
第二樂章－人的追求、掙扎、與等待，黎明始
終不見身影。於是，有如約伯般的
開始跟神辯論。

第三樂章－以母親的愛比喻神對人類的愛，雖
然覺悟了自己也是「小人」而痛
苦。

第四樂章－「愛」扭轉了我們的視野，尤其在
神的愛中看見了光，同時轉身對
自己同胞開始呼喚：「台灣的子民
啊，要專心等候上帝」，整首作品
以盼望、以堅毅的信念走向光亮的
結尾。

[ 女高音 ]
黑暗終於籠罩了這塊土地
不是光的源頭殆盡
而是他們的心眼
逐漸昏闇
[ 合唱 ]
上帝必以公義來審判世界
祂要按公義 按祂的信實
審判萬民

稱惡為善
那些人稱惡為善 稱善為惡
他們以暗為光 以光為暗
以苦為甜 以甜為苦
禍哉 禍哉
那些自以為有智慧的人哪
那些自以為通達的人哪
禍哉 那些勇於飲酒的人
以能力調濃酒
喝酒喝多後就自為勇士
他們因受賄賂就稱惡人為義
將義人的義奪去
因受賄賂內心昏暗
就稱惡人為義
火苗怎樣吞滅碎稭
乾草怎樣落在火焰之中
神的審判必臨到他們
他們的根必像朽物
他們的花必像灰塵紛飛
他們厭棄神的訓誨
藐視祂的言語

[ 女高音 ]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他們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上主吹起一陣風
草就枯乾 花兒就凋謝
人跟花草沒有兩樣
所有的人全是花草
都像草芥野地的花
上主吹起一陣風
草會枯乾花兒會凋謝
人跟花草實在沒有兩樣
真是如此 人們全是花草

[ 合唱 ]
世上多有苦難和黑暗
苦惱的幽谷
迴響著被追獵者驚惶的悲鳴
公義離我們愈來愈遙遠
正義從這塊土地上逐漸消失
黑暗中我們迫切等待黎明
卻只看見深淵
暗夜中我們迫切等待黎明
無奈悵然流失在黑夜裡
罪惡征服的世代
亮光無法穿透
[ 女高音 ]
祂把我趕入黑暗中
使我愈陷愈深
祂一再的打擊我
毫不憐惜
祂用痛苦圍繞著我
祂強迫我居住在黑暗中
像死去許久的人一樣

II. 瞻望的年代

[ 女高音 + 合唱 ]
你要我再走
離去而又折回的路
難道你看不見
沾上夕陽的野芒草
急忙的溶解著鮮紅
空留巉巖的黑暗
你要我握緊鐵鎚
永遠敲打人生這面牆
鏘！鏘！鏘！
難道你聽不見
火裡枯枝吱嗄聲
隨著煙而消逝
仍是埋葬一切
遙遠的撞擊

[ 合唱 ]
人在世上豈無爭戰
他的日子豈不像雇工的日子
像奴僕切慕黑影
像雇工盼望工價
他躺臥的時候便說
我何時起來
黑夜就過去
我總是翻來覆去
我的日子比梭更快
都消耗在無指望之中

[ 女高音 + 合唱 ]
你要我攀爬
這座過高的山
難道你不知道
矗立烏雲深處
寂然不動的山巔
殘暉已熄
留下峭厲如割的沉寂
我的日子已經過了
我的謀算
我心所想望的已經斷絕了
他們以黑夜為白晝
說亮光近乎黑暗
這樣 我的指望在那裡呢？
我所指望的 誰能看見呢？

我的靈魂如一把刀
山嶺深湖裡飛舞
想把暗夜劃開
告別咒詛拍翅的撲響
神卻用籬笆攔住我的道路
使我不得經過
又使我的路徑黑暗
神奪去我的理
祂使我心中愁苦
願人得與神辯白
惟願我知道在哪裡可以尋到 神
我就在祂的面前陳明人生的苦楚
光明的居所從何而至？
黑暗的本位在於何處？
死亡的門可曾向你顯露？
死蔭的門你又曾見過？
不要切慕黑夜
閤上雙眼而瞻望
可以刺透窒息的年代
奔向黑暗
黑暗無法囚禁
生命的真光
我的心要等候神
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歌詞

III. 闇夜之光

[ 女高音 ]
臺灣的子民哪
你們要仰起你們的臉來
要堅信黑暗不能覆蓋光明
黎明不再遙不可及
因為上主必憐憫這塊土地
臺灣的子民哪
你們的心靈必跳躍
真理的旗幟在我們的心靈升起
在上帝的榮光裡飛舞

[ 女高音 ]
婦人豈能忘記
她喫奶的嬰孩
不憐恤她所生的孩子
即或有忘記的
我卻不會忘記你

我白日呼叫 祢不應允
我夜間呼求 心不得安寧
我像令人作嘔的蟲
被隔離 羞辱
摒除在幸福外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
彷彿我不是人

我們重新擁抱人生
因上主的慈愛
生命實在美好

婦人豈能忘記
她喫奶的嬰孩
不憐恤她所生的孩子
即或有忘記的
我卻不會忘記你

[ 合唱 ]
臺灣的子民哪
你們的心靈必跳躍
真理的旗幟在我們的心靈升起
在上帝的榮光裡飛舞
我們重新擁抱人生
因上主的慈愛
生命真是美好
哈利路亞
因為在祢那裡 有生命的源頭
我們要讚美上帝
哈利路亞
在祢的光中 我們必得見光
因為在祢那裡 有生命的源頭
因為上主的慈愛 生命真是美好

我晝夜以眼淚為飲食
罪孽擄掠我
如同岩石重重壓下來
使我腰彎曲
無法爬起
因我的愚昧
傷口不得癒合而發臭
我被壓倒在地
痛苦使我唉哼不定
羞愧令我嘆息不止
婦人豈能忘記

[ 女高音 + 合唱 ]
臺灣的子民哪
願你們都頌讚上主
臺灣的子民哪
願你們的心充滿著真光
臺灣的子民哪
願我們的心仰望祂

她喫奶的嬰孩
不憐恤她所生的孩子
即或有忘記的
我卻不會忘記你
人生不過短暫逗留
旅程或許沉重
生命翅膀不再翱翔
只能拍打
在空氣中抽搐

祂是我們的力量
祂是我們的福氣直到永遠

不久闇夜來訪
我們便安然躺臥入睡片刻
我們的靈魂
湧入永遠驚訝的喜樂
在那亮光中
光亮的永恆裡甦醒

IV. 榮光

[ 合唱 ]
世上所有萬民哪
你們要發光
上主的榮光照耀在你們臉上
照耀在你頭上
萬國萬民在上主的光中行走
世上君王在祢的光輝裡行走
我要稱頌讚美主
我要歌頌讚美祂
稱謝讚美耶和華
要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
要在萬民中宣揚祂的奇妙事
你們要向萬國萬民述說祂的作為
哈利路亞
救贖，榮耀，權能
都歸於上帝耶和華
讚美歌頌上主 我們的上帝
我們要讚美上帝
哈利路亞

[ 合唱 ]
臺灣的子民哪
你們要仰起你們的臉來
要堅信黑暗不能覆蓋光明
臺灣的子民哪
要專心等候上帝
你們的救恩從祂而來
你的盼望從祂而來
你們眾民當時時依靠祂
在祂面前傾心吐意
祂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祂的路徑都滴下油脂
臺灣的子民哪
上主的作為都是公義
祂所作的都有憐憫
願一切被造的永遠稱頌祂的名
願你們高聲歡呼頌讚上帝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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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匠交鋒，編織藝術新象，

Nikolay Alexeev & Radovan Vlatković

超臨界跨度，壯美激盪！

《巨 匠 交鋒 ─
阿 雷 席 夫 與弗 拉特 科維茲》

名 家

2

曲目｜

理查．史特勞斯：
《唐璜》，作品 20

Richard Strauss: Don Juan, Op.20

理查．史特勞斯：
第二號降 E 大調法國號協奏曲

Richard Strauss:
Horn Concerto in E-flat Major, No.2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史特拉溫斯基：《春之祭》

Igor Stravinsky: The Rite of Spring

指揮｜尼可萊．阿雷席夫
Nikolay Alexeev, Conductor

法國號｜拉多萬．弗拉特科維茲
Radovan Vlatković, French Horn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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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指揮家尼可萊 • 阿雷席夫出生於 1986
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合唱學院。阿雷席夫音
樂作品無數，創作感動人心，也因為如此自
2007 年以來獲封俄羅斯聯邦人民藝術家的
頭銜，以公開表彰他對音樂界的貢獻。

1982 年阿雷席夫還是一名學生，參加於柏林舉辦的卡拉揚國際指揮大賽獲得首獎，自此之後他成為許多
知名交響樂團爭相邀約合作的對象，如利物浦皇家愛樂樂團、 BBC 蘇格蘭交響樂團和新日本愛樂交響樂
團等，他亦曾受邀於歐洲許多重要音樂廳演出，如荷蘭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鹿特丹愛樂等。自 2000
年起，指揮家阿雷席夫從拉脫維亞籍指揮大師馬里斯· 揚頌斯手中，接下聖彼得堡愛樂管弦樂團終生指揮
的職務。

此外， 2001 年到 2010 年間，阿雷席夫領軍波羅的海諸國中歷史最悠久的愛沙尼亞國家交響樂團，並且
獲頒愛沙尼亞共和國文化獎章。目前由阿雷席夫指揮的音樂會遍及世界各地如德國、法國、義大利、英
國、比利時、荷蘭、拉丁美洲、日本和美國等。

2017 年阿雷席夫獲頒俄國聖彼得堡政府獎章。

當代傑出法國號演奏家拉多萬 • 弗拉
特科維茲曾獲義大利安科納音樂大賽
及慕尼黑 ARD 國際音樂大賽首獎，目
前以獨奏家身分巡迴世界各地與各大
知名樂團演出，同時任教於薩爾茲堡
莫札特音樂大學與馬德里索菲亞皇后音樂學院。

Radovan Vlatkovic

法國號

拉多萬．弗拉特科維茲

French
Horn

指揮

Nikolay Alexeev

Conductor

尼可萊．阿雷席夫

來自克羅埃西亞的弗拉特科維茲，6 歲開始接觸法國號，在學期間就是各項國際大賽常勝軍，這些榮耀
和肯定讓他有機會和世界一流樂團合作，從歐陸、美洲、一路到澳洲及亞洲，展現法國號亮麗迷人樂音。
值得一提的是，2000 年 6 月他在維也納首演波蘭當代作曲大師潘德瑞茨基的《六重奏》，與鋼琴家阿雷
席夫、大提琴家羅斯托波維奇、中提琴大師巴許密特、小提琴家拉赫林及單簧管演奏家保羅．梅耶等名
家世紀同臺，至今仍讓樂迷念念不忘。

1982 年至 1990 年，弗拉特科維茲受聘為柏林廣播交響樂團的法國號首席，之後離開樂團，全心致力於
獨奏事業及教育領域。他演奏曲目相當廣泛，上自巴洛克，下至二十世紀的現代音樂。錄音作品豐富，
曾獲得德國錄音評鑑大獎。2014 年 7 月他並獲邀加入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成為榮譽會員，全球僅 300 名
優秀音樂家獲此殊榮。

Nikolay Alexeev was born in 1986 and graduated from the
Leningrad Choral College. For his fruitful work and touching
music-making, Alexeev has been given a title of People’s
Artis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ince 2007.

Radovan Vlatković is one of the world’s highly regarded horn players. As a student, the Croatia born musician
already won man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irst prizes, including the Premio Ancona in 1979 and the ARD
Competition in Munich in 1983, the first to be awarded to a horn player for 14 years.

After winning the first prize on Herbert von Karajan
Competition in Berlin in1982, h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n-demand conductors in many countries with
many prominent orchestras.

This led to numerous invitations to music festivals throughout Europe, the Americas, Australia, Israel, Korea as
well as regular appearances in Japan. From 1982 until 1990 Vlatković served as Principal Horn with the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Berlin (now Deutsches Symphonie Orchester). After
that, he left the group to devote himself to an international solo career
and teaching.

Nikolai Alexeev is the permanent conductor of the
St. Petersbur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since 2000,
position taken over from Mariss Jansons.
From 2001-2010, Nikolay Alexeev led the
oldest orchestra in the Baltic States - the
Estonian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for
which the musician was awarded the State
Culture Prize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In 2014, Vlatković was awarded an Honorary Membership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Music in London, an honor
bestowed upon only 300 distinguished musicians
worldwide. He is also professor of horn at the
Mozarteum in Salzburg, Austria, and teaches at
the Reina Sofía School of Music in Madrid.

At present, the artist’s concert activity
covers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Germany, France, Italy, UK,
Belgium, Netherlands, Latin Americ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7, the conductor was awarded the
St. Petersburg Government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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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史特勞斯：《唐璜》，作品 20
Richard Strauss: Don Juan, Op.20

樂曲解說／賴家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德國作曲家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生於慕尼黑的音樂世家，早期受到李斯特、華格
納等前輩作曲家的影響，而完成的《自義大利》這首作品，同時他也成為慕尼黑歌劇院的第三指揮，並開
始創作交響詩，並稱為音詩（tone poem）。1880 年之後，他陸續完成《馬克白》、《唐璜》、《死與昇華》
等音詩，這些作品為寫給大型管弦樂團單樂章的管弦樂曲，每一首都有著故事般的音樂劇情段落，其豐富、
亮麗的管弦樂法，宛如調色盤般出現豐富、亮麗的色彩。

1894 年，理查 • 史特勞斯與慕尼黑歌劇院的女高音寶琳娜結婚，婚姻生活幸福美滿，其歌劇《間奏曲》
就是其婚姻生活的寫照。1898 年成為柏林皇家歌劇院指揮，同年與羅許創立「德國作曲家協會」處理作曲
版權的問題。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但史特勞斯的聲望卻到達巔峰，成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音樂
總監。1933 年，希特勒奪得政權，設立音樂局，並下令史特勞斯擔任局長，但是史特勞斯無法完成政府排
斥猶太人的任務，最後罷官求去。辭官後的史特勞斯搬到巴伐利亞山中的卡米許靜養，由於史特勞斯最喜
愛的維也納歌劇院在戰爭中毀損，使得他久久無法平靜，為此還寫信指揮卡爾．貝姆，建議歌劇院的重建
計畫。

《唐璜》1889 年 11 月 11 日在威瑪首演，當時史特勞斯才 24 四歲，已經是威瑪的宮廷樂長，他指揮威瑪
歌劇院管弦樂團首演此曲。因此曲的首演成非常成功，使他聲名遠播，建立了國際聲望。在首演之後，史
特勞斯自己也說：「《唐璜》獲得極大的成功，它聽起來如此完美與美好，掌聲如雷，這在威瑪並不常見。」

《唐璜》原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傳奇，當時詩人尼可拉斯・雷瑙（Nikolaus Lenau）重新撰寫這部故事
（1844），但是沒有完成。史特勞斯就以《唐璜終曲》這部戲劇作品為樂曲的故事藍本完成這首充滿戲劇性、
抒情性與有著輝煌旋律主題的音詩，似乎是在向一個美好的年代道別般的充滿金色的聲音色彩與依依不捨。

理查．史特勞斯：第二號降 E 大調法國號協奏曲
Richard Strauss: Horn Concerto in E-flat Major, No.2

樂曲解說／賴家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跨越十九世紀，亦歷經一、二次世界大戰的理查 • 史特勞斯，是浪漫時期風格的終結者，他的逝世也代表
這個時代的結束。經歷過十九世紀末的輝煌，與一、二次世界大戰人類極度毀滅的史特勞斯，盼望在晚年
時世界應回歸秩序的安詳與沉思。德國社會學家阿多諾說，史特勞斯的這樣的期盼與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
「不由自主的回憶」有著相同的意涵。

這首協奏曲流瀉不止的旋律以及如黃昏彩霞光暉般金色光芒的聲音色彩，抒情動人，似乎是美好生活的寫
照，然而在作曲家寫這首樂曲時，全家正陷入困境。太太寶琳娜視力出現問題，他自己得了嚴重的流感，
猶太媳婦以及孫子正陷入危險，因為此時的維也納也陷入納粹的勢力範圍。從 1941 年開始，猶太人開始被
送入集中營。1942 年夏天，他雖然嘗試將兒子及媳婦送往瑞士卻失敗了，即使以史特勞斯在德國的高聲望，
都無法營救自己的姻親，最後都在集中營中去世。人世間的悲哀，作曲成了這位老作曲家逃避世間苦難與
悲傷的樂園，他的音樂美學也映照了人類最高的藝術與文化成就。

史特拉溫斯基：《春之祭》

Igor Stravinsky: The Rite of Spring

樂曲解說／賴家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俄國作曲家史特拉溫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是二十世紀穿越各主義潮流的作曲家，早期的作品帶
有十九世紀末的餘風，但他是以打破浪漫主義詭麗的音樂色彩賦予一種新的視聽，他不願遵循德布西的腳
步，反而創作一種具原始色彩、粗野的、自然的、憾動人心的新音樂。

史特拉溫斯基早期的創作融合俄國民間素材為俄國原始主義（1910-1923）時期，此時民間的音樂、調式、
尖銳的音響、不規則的強烈節奏，以及異於西方和聲的自然和聲，頑固低音 ( Ostinato) 與副調 ( bitonality,
polytonality) 等，這些聲響都運用在芭蕾舞劇《春之祭》的音樂中，這使得史特拉溫斯基成為二十世紀初最
具原創性的作曲家，也是新音樂的先鋒之一。
史特拉溫斯基就讀聖彼得堡音樂院時，除了隨安東・魯賓斯坦的學生學習鋼琴外，還隨林姆斯基－高薩可
夫學習作曲，這對亦師亦友的情誼，也讓林姆斯基－高薩可夫在史特拉溫斯基的父親過世之後，猶如他的
第二位父親，所以史特拉溫斯基將其第一號交響曲獻給林姆斯基－高薩可夫。

在聖彼得堡音樂院畢業之後，史特拉溫斯基來到巴黎與俄國芭蕾舞團經理人迪亞基列夫合作，為該舞團創
作了包括火鳥（1910）、春之祭 (Le sacre du printemps, 1913) 、彼得羅希卡 (Petrushka, 1911) 等舞作的音樂，
也曾與著名的編舞家尼基斯基與畫家畢卡索等當代藝術家合作前衛的藝術作品，當時《春之祭》在巴黎首
演時，震撼巴黎，芭蕾舞劇一開演不久，所有觀眾奪門而出，因為觀眾看到的不是優雅的芭蕾舞劇，而是
穿著俄國民間服裝，臉上畫著宛如木偶的臉孔，耳聽不是優美的旋律，而是反覆敲擊的節奏與尖銳刺耳的
樂器聲，感到驚恐，一刻也不願留在劇院裡，當然隔天的樂評絕對沒有一句好話，但是這部芭蕾舞劇從編舞、
劇情到音樂卻成為劃時代的偉大的作品。

1942 年完成歌劇《奇想曲》的首演時，他寫道：「我生命的作品已經用這首《奇想曲》終結了。然而我匆
匆寫下的註記現在已經不會出現在音樂史上了。」然而這首《第二號法國號》協奏曲就在他待在維也納首
演這部歌劇之後，用很快速的方式完成，其樂譜的註記寫著草稿完成於 11 月 11 日，於 11 月 28 日定稿，
並在最後標記「在維也納美麗屋子」。

史特勞斯的父親生前是慕尼黑宮廷的法國號演奏家，這首作品是他題獻「我父親的回憶」回憶他父親的作
品，就像是他兒時與青年時期的回憶錄，但這首作品的出現，使得「生命作品的終結」不攻而破，反而揪
引出《變容》、雙簧管協奏曲、寫給豎笛與低音管的二重小協奏曲，以及生命結束前的《最後四首歌》
（1949）等精彩之作。
78

2018

台北・文藝復興

TA IPEI RENA ISSA NC E

79

典藏
系列

《潮牌古典》
10 / 5
Fri. 19: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樂空星宿》
11 / 24
Sat. 19: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聲情詠戲－
周 藍 萍 的 臺 灣 小 夜 曲》
12 / 21 12 / 22
Fri. 19:30

Sat. 19: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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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張致遠

Chih Yuan Michael Chang, Conductor

曲目｜

帕格尼尼： D 大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Op. 6
Paganini: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D Major, Op. 6

莫札特： A 小調第二十三號鋼琴協奏曲，作品 K. 488
W. A.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23 in A major, K.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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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魔鬼過招、與天才對酌，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遊刃帕格尼尼的超技，

Fri. 19:30

暢飲莫札特的芳醇。

10 / 5

跨世紀潮牌古典，典藏精銳！

《潮牌古典》

1

系列

台北・文藝復興

小提琴｜張善昕

Shan-Hsin Chang, Violin

鋼琴｜呂宜珊
I-Shan Lu, Piano

TSO 附設室內樂團

TSO Chamber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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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善昕

Shan-Hsin Chang

授、德籍指揮名師 Otto Werner Mueller。

指揮

Chih Yuan Michael Chang

Conductor

張致遠

新一代深具潛力的指揮新秀張致遠，先後取
得波士頓大學打擊樂碩士 / 音樂演奏學士及
美國紐約茱莉亞音樂院管弦樂指揮碩士。並
於 2010 年 12 月榮獲 NTSO ( 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 ) 第一屆指揮大賽首獎。

現任職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助理指揮、臺北愛樂梅哲青少年管弦樂團指揮及雙十國中小提
琴教師。

After winning the 1st prize at the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Orchestra (NTSO) Conducting
Competition in 2010, Chih Yuan Michael Chang has already been regarded as a potential
rising star of his generation. His performances have been widely acclaimed and praised by the
critics and audiences as “stunning, powerful and full of passion!”
Born in 1978 in Taichung, Taiwan, Chang holds two master's degrees: one in percussion from
the Boston University, and the other in conducting from the Juilliard School where he studied
orchestral conducting with Maestro Otto Werner-Mueller.
Chang has worked with many orchestras such as the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the Orchestra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 the Slovakia Kosic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the Taiwan Center Orchestra, string ensemble of the
Taipei Philharmonic and the National Taiwan Youth Symphony. In addition,
he has attended the Tanglewood Music Festival as a percussionist where
he worked with conductors such as Seiji Ozawa, Andre Previn, James
Conlon, and among others.
The conductor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assistant conductor of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2018

台北・文藝復興

Vladimir Chang, two top prize winners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Luigi Zanuccoli in Italy this year, started playing the piano and violinist at age
five. In 2007, the talented artist seized his first top honor at an Internationallevel competition in Singapore, since then, he has subsequently won many
others.

Marimba 木琴著名演奏家 Nancy Zeltsman、
波 士 頓 交 響 樂 團 定 音 鼓 首 席 Tim Genis 教

2011 年張致遠獲邀參加世界著名之阿斯本音樂節。 2012 年 6 月擔任臺灣第 23 屆傳統暨藝術音
樂金曲獎頒獎典禮表演節目樂團指揮 , 帶領臺灣電影樂團 , 臺灣國樂團與知名京劇大師李
寶春、偶像藝人溫嵐、嚴爵以及邁可森 Maksim 合作。

2011 年至法國巴黎市立音樂學院深造，2013 年考取里昂高等音樂院，曾
師事小提琴名家 Igor Volochine、Marc Danel，2015 年獲巴黎貝隆小提琴大
賽第二名。2015 年到 2018 年夏天皆獲邀於義大利薩爾馬焦雷際音樂藝術
節中演出。2014 年至今定期於巴黎蕭士塔高維契中心舉辦獨奏會。2016
年開始，受胡乃元之邀成為 Taiwan Connection 音樂推廣計畫的成員之一，
並隨團在兩岸巡迴演出。

今年 5 月在義大利札努柯里年輕音樂家國際競賽，囊括室內樂組與小提琴
獨奏組首獎。目前使用奇美基金會 Jean-Baptiste Vuillaume 1860 年名琴，
特此感謝。

張致遠音樂受教於前波士頓交響樂團第二小
提琴首席 Marylou Speaker Churchill 教授、

2002 年張致遠擔任茱莉亞愛樂管弦樂團助理指揮赴義大利巡迴表演。 2006 年九月受邀前往斯洛伐克參
加大師 Jorma Panula 指揮研習營，同時指揮斯洛伐克愛樂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五號交響曲」。 2010
年帶領臺北愛樂弦樂團至韓國大邱市演出並於 2010 年 12 月 榮獲 NTSO (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 第一屆指
揮大賽首獎。

84

小提琴 Violin

1993 年出生於臺北。5 歲開始學習小提琴與鋼琴，2007 年獲得於新加坡
首次贏國際小提琴大賽首獎，之後獲獎不斷。

Chang was admitted to the CRR de Paris in 2011 and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Lyon in 2013. He had studied with Igor
Volochine and Marc Danel. he Won the 2nd place at Concours International
Leopold Bellan held in Paris in 2015.
Chang was invited to perform at Casalmaggiore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in Italy between 2015 and 2018, and performed his violin solo concert at Paris-based Shostakovich Centre
periodically since 2014. In 2016, he was also invited by Taiwan's veteran violin soloist Hu Nai-yuan to join the
Taiwan Connection, a music promotion program launched in 2008. Special thanks to Chimei Foundation for
letting him use the famous Jean-Baptiste Vuilaume violin from 1860.

呂宜珊

I-Shan Lu
鋼琴 Piano

呂宜珊，1996 年出生於新北市，4 歲時由母親啟蒙，曾師事張欽全教授，
並以教育部「特殊選才」入學甄試資格保送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
系就讀，現師事林淑真教授。
她多次獲得國際大師的指導，如鋼琴大師安德拉斯．席夫、俄羅斯鋼琴女
皇歐薩娜．雅布隆絲卡亞、已故著名鋼琴大師阿勞嫡傳弟子尼爾森．德 維涅．法柏利、阿奎雷斯．德雷 - 維涅、鋼琴大師鄧泰山等，獲益良多。

2016 年獲得 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 A 組鋼琴獨奏特優第一名
之後，呂宜珊的習琴之路更為寬廣多元，也因此獲獎頻頻，2018 年獲選為
TSO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音樂人才庫儲備人才。

2011 年代表臺灣參加國際少年原創音樂會，於日本橫濱市港灣未來音樂廳
演出，2015 年參加巴黎國際暑期音樂營，獲選於著名音樂廳演出。2017
年獲邀於第十屆臺北藝穗節《時空線場》演出。

Born in 1996 in New Taipei City, Lu I-Shan started playing piano at age four.
She studied with Prof. Chin-Chuan Chang. Lu later was admitted t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iano under a recommendation
program for special talents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Taiwan.
Currently, she studies with Prof. Shu-Cheng Lin.
After winning a first place in category of solo piano at a nationwide student
competition in 2016, since then Lu has subsequently won many others.
In 2018, she was listed under a talent development program by the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In 2011 Lu performed at International Junior Original Concert held at Yokohama Minato Mrai Hall in Japan.
He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at the 2015 Paris International Summer Sessions helped her receive an opportunity
to perform at a renowned concert hall in Paris. In 2017, Lu was invited to perform with a musical titled “Lost in
Modernization” at Taipei Fringe Festival, an arts festival held annually during summer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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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格尼尼：
D 大調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Op. 6

Paganini: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D Major, Op. 6

樂曲解說／賴家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莫札特：
A 小調第二十三號鋼琴協奏曲，作品 K. 488
W. A.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23 in A major, K. 488

樂曲解說／賴家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音樂史上最傳奇的人物―十九世紀義大利的超技小提琴大師帕格尼尼（ N. Paganini,1782-1840 ），其

這首 A 大調鋼琴協奏曲，是奧地利作曲家莫札特（ Wolfgan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最受歡迎的

板上的飛奏，與嚇人的連續三度雙音音階、半音等，加上消瘦的外型、鷹勾鼻與散亂的頭髮，皆嚇倒

號鋼琴協奏曲早三週（ 3 月 24 日），這意味著這些作品都是在同一時間創作，而且這兩首鋼琴協奏曲

生涯可媲美小說，尤其是他用靈魂與魔鬼交換琴技的傳言，更是令人遐想，不過當年他的左手指在指

鋼琴協奏曲之一，他完成於 1786 年 3 月 2 日，比歌劇《費加洛婚禮》的首演早了兩個月，比二十四

了當時的聽眾，聽眾當場血脈噴張的傳聞更是實有耳聞，因而有「小提琴魔鬼」的封號。

都有可能都是由莫札特親自彈奏鋼琴部分邊指揮樂團完成首演的。

除了帕格尼尼的招牌，這首小提琴協奏曲也展現帕格尼尼抒情、似義大利歌劇詠嘆調般的旋律，尤其

這首樂曲的樂團編制為一支長笛、二支豎笛、二把低音管、兩隻法國號與弦樂團，這樣的木管編制與

是模仿同時代歌劇劇匠羅西尼大開大閤的華麗風格（他們倆人為至交），音樂有如義大利歌劇中花腔

女高音演唱的樂曲形式―跑馬歌（ cabaletta ），前有著詠嘆調般如歌似的旋律，表現內在的情緒，後

弦樂器是均等的高中低聲部，這是莫札特晚期作品常見的編制。

有炫技般的快速樂段，在在展現帕格尼尼驚人的演奏技巧與義大利音樂中特有的浪漫、熱情的抒情性，

這首樂曲有三個樂章，是標準的古典協奏曲形式，從形式到音樂的內容，都是呈現平衡與均等的維也

第一樂章：莊嚴的快板（ Allegro maestoso ） 以長達九十四小節壯麗的樂團呈式部開始，宛如義大利歌

其中第一樂章：快板（ Allegro ）是奏鳴曲式樂章。不僅展現演奏家的技巧，也呈現和聲的戲劇張力，

心，音樂展現帕格尼尼義大利歌劇的抒情風格。該樂章幾乎是義大利歌劇序曲加花腔女高音跑馬歌的

協奏曲呈式部的古典風格⸺平衡與理性與音樂內涵產生的愉悅感，以及莫札特不經雕琢變非常自然

這首作品被認為是小提琴家「展技的協奏曲」。

劇序曲，將樂曲中即將出現的角色、氛圍告知觀眾，獨奏一開始以花腔女高音的詠嘆調進入樂曲的核
器樂版協奏曲，處處展現溫暖、燦爛、華麗、機靈、歌唱風格的義大利情調。

納古典優雅風格，是代表維也納古典風格的樂曲之一。

讓聽眾期待回到主調上。這是古典協奏曲常見的形式，即使莫札特在發展部不斷地轉調，但不減這首
流暢的音樂旋律，即使頻繁地轉調，也是不著痕跡自然而然地出現，這就是莫札特。

第二樂章 ：慢板（ Adagio ）是非常有表現力的慢板樂章，如同偉大的歌劇場景，帶有些許悲劇的情緒，

第二樂章：行板（ Andante ）此樂章由六八拍的西西里舞曲節奏開始。這是莫札特唯一的一首升Ｆ小調

（ Rondo ）樂章輕快、靈巧的風格結合了拋弓（ ricochet ）與各種形式的斷奏以及各種右手運弓的技巧，

也成為歌劇《唐喬望尼》當中三重唱〈哦！閉嘴，不公正的核心〉（ Ah! taci ingiusto core! ）。

主角（ prima donna ） 運用美聲唱法的技巧演唱了令人拍案叫絕的精彩詠嘆調。

第三樂章：急板（ Presto ）迴旋奏鳴曲式，回到 A 大調，為二二拍，與第一樂章第一主題相呼應，由

展現詠嘆調的抒情性，連頓弓的旋律宛如啜泣，向上大跳音型展現了悲壯的情緒。第三樂章︰迴旋曲

聆聽時就想像這是羅西尼或董尼才悌等浪漫前期義大利拿坡里歌劇作曲家的作品。在幕落前，第一女

86

2018

台北・文藝復興

的樂章，是非常輕柔、優美的慢板樂章。到中段時，由長笛與豎笛奏出亮麗的 A 大調，這個旋律後來

主和旋所構成第一主題，有著大跳的音型動機，使這個樂章一開始即呈現十足的活力，熱鬧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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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柴科夫斯基 : 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35

藝術天際，樂空浩瀚，一顆顆銜音織韻的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星子，守護著真善美的典藏。

Sat. 19:30

奏鳴、詠嘆、激擊、交響，當星宿升起，

11 / 24

樂空開啟新章。

《樂空星宿》

2

系列

小提琴｜ 鄭逸豪

P. I. Tchaikovsky: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35
Yi-Hao Zheng, Violin

艾爾加： E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作品 85
大提琴｜柯容軒

E. Elgar: 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 Op. 85
Jung-Hsuan Ko, Cello

鍾耀光：打擊樂協奏曲
打擊｜陳盈均

世界首演

Yiu-Kwong Chung: Concerto For Solo Percussion and Orchestra
(after three poems by Qing Huang) World Premiere
Ying-Jun Chen, Per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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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孫愛光

Aikuang Sun, Conductor

大提琴｜柯容軒

Jung-Hsuan Ko, Cello

小提琴｜鄭逸豪

Yi-Hao Zheng, Violin

打擊｜陳盈均

Ying-Jun Chen, Percussion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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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iKuang Sun is an active orchestral and choral conductor. In 2007, Dr.
Sun founded the Sun Taipei Philharmonic and the orchestras have given over
a hundred performances, and received widespread recognition and popularity.
Additionally, since 1995, Dr. Sun has been the Music Director of Taipei
YMCA Oratorio Choir, producing large-scale repertoire. Dr. Sun is currently a
full-time Professor in Conducting at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he received a Doctor in Musical Arts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under the tutelage of Maestro Anshel Brusilow.

文／趙瑪姬

指揮

AiKuang Sun

Conductor

孫愛光

樂 夜 ． 星 空 閃 耀

指揮舞台展演活躍的女指揮家，展演足跡遍及俄國、日本、韓國、泰國、
香港、美國、加拿大、奧地利、捷克、中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 所 ) 專任指揮教授；美國北德州大學 (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 管弦
樂指揮博士。曾榮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臺中女中第二屆傑
出校友獎。 2007 年創立「陽光台北交響樂團」暨「陽光台北青少年管弦
樂團」，畢生致力於指揮人才培訓、青少年樂團教育、管弦樂作品暨合
唱作品之展演音樂會；目前亦擔任台北 YMCA 聖樂團音樂總監。

TSO 音樂人才庫 綻放才華

擁有一身古典音樂演奏技藝，沒有機會演出？樂
思泉湧，優秀樂作沒有機會演出？學習指揮，卻
沒有機會指揮樂團，實際演練？那麼，臺北市立
交響樂團「音樂人才庫」計畫將會是開啟機會之
門的黃金之鑰。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音樂人才庫」計畫已經熱鬧
展開，第一場音樂會「樂空星宿」將於 11 月 24
日在中山堂舉行，由孫愛光指揮臺北市立交響樂
團演出，參與的獨奏家們均為第一屆北市交「音
樂人才庫」成員之一，包括大提琴家柯容軒、小
提琴家鄭逸豪以及打擊樂家陳盈均。演出曲目包
括艾爾加《E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鍾耀光《打
擊樂協奏曲》以及柴科夫斯基《D 大調小提琴
協奏曲》

提升古典音樂水平 為國家培養人才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長何康國表示，一個交響樂
團的社會責任除了提升古典音樂水準之外，也要
為社會培養音樂人才，薪薪相傳，環環相扣，成
為音樂產業的穩定力量。

這次樂團提出「音樂人才庫」計畫，何康國表示，
主要希望放眼在已經學有所成的音樂家，樂團
可以提供音樂家演出機會，提振音樂產業發展。
身為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所長與教授多年，何康
國從學界到業界，觀察多年，他認為現階段許多
學音樂的學子一身技藝，但苦無演出的機會跟舞
臺，他希望透過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平臺，能夠
為音樂會與音樂學子搭建更多交流的橋梁，從演
出中累積演奏實力，為下一階段的音樂生涯累積
經驗值。

做一件對的事情

「我們提出這個計畫之後，各界反應都非常好，
我們也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對的事情。」何
康國說，目前第一場演出即將在新樂季中推出，
「這次的音樂會獨奏家都非常特別，技巧純熟自
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對於古典音樂有非常大的
熱情。」

大提琴新秀柯容軒 前途閃耀

其中大提琴家柯容軒畢業於紐約曼哈頓音樂院演
奏學士、茱莉亞音樂院演奏碩士以及新英格蘭音
樂院演奏文憑，曾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林肯中
心、華盛頓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波士頓交響樂
團廳等地演出，也擔任瑞士韋爾比耶音樂節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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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首席，亦受邀至日本太平洋音樂節、德國什列
斯威－霍爾斯坦音樂節擔任樂團大提琴首席，表現出
色。今年柯容軒考上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交響樂團大
提琴助理首席，九月即將上任。

初生之犢 小提琴新秀鄭逸豪

小提琴家鄭逸豪受母親啓蒙和影響，鄭逸豪長期接受
音樂薰陶，一路走來對音樂的喜愛和堅持絲毫不減。
2015 年鄭逸豪考取加拿大皇家音樂學院先修班，是當
年唯一華人全額獎學金得獎者。2016 年奪得加拿大皇
家音樂學院協奏曲第一名，與皇家音樂學院交響樂團
演奏帕格尼尼《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2016 年考
取美國費城寇蒂斯音樂學院，目前受教於小提琴家艾
達．卡娃伐安。2018 年還獲得第三十屆奇美音樂藝術
獎和第一屆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人才庫。

擅長傳統與跨界 打擊樂家陳盈均放眼國際

打擊樂家陳盈均則是北市國的擊樂演奏家，源於傳
統，勇於跨界，陳盈均喜愛跨界合作，樂於在獨奏會
上發表獨特的國人創作的電子音樂和擊樂組合作品，
並極力推廣「擊樂劇場」的表演形式。她曾在比利時
國際木琴大賽贏得最佳傑出演奏獎。2016 年她代表臺
灣藝術團隊，受邀於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藝術節與舞
者吳建緯演出「儺舞 III」。這齣作品從是原 9 分鐘的
作品發展為一首約 20 多分鐘的打擊樂與電腦二重奏
的作品。

「音樂人才庫」計畫對象鎖定中華民國國籍，專長為
西洋管弦樂器者，包含豎琴、鋼琴、打擊、聲樂、作
曲或指揮等。採資料審查方式，每年 3 月、9 月會在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網站公布，主要分為演奏 / 唱者、
指揮與作曲等三項，由樂團進行審查。

音樂人才庫 為準備好的人開起機會之門

其中演奏 / 唱者與指揮需準備個人簡歷之外，至少需
要準備 30 分鐘的演出有聲影像 DVD( 不必專業錄影
錄音 )。參加徵選作曲者除了個人簡歷之外，也必須
準備至少 10 分鐘以上之管弦樂作品總譜及錄音提供
試聽，序曲、協奏曲、交響樂曲均不拘 ( 樂器編制請
參照北市交現有編制：12-9-9-9-6,3-2-2-2,4-3-3-1, 打
擊 1+3) 以及作品授權同意書。
凡入選者，北市交將會邀請至樂團年度適當演出場次
演出，指揮與作曲者則會邀請安排在樂團排練期間實
地演練，邀請排練期間，樂團也會安排錄影 ( 音 )。歡
迎各界音樂新秀勇於嘗試，接受挑戰，為自己打開更
多的機會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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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科夫斯基 : 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 35

P. I. Tchaikovsky: 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35

樂曲解說／蔡永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博士）

鍾耀光：打擊樂協奏曲

世界首演

Yiu-Kwong Chung: Concerto For Solo Percussion
and Orchestra (after three poems by Qing Huang)
World Premiere

1878 年三月，柴科夫斯基為了躲避失敗的婚姻，前往瑞士的克拉倫斯 (Clarens) 度假，卻在那兒巧遇
曾 經 教 過 的 學 生 柯 太 科 (Iosef Kotek) 。 由 於 後 者 為 小 提 琴 家， 兩 人 開 始 試 作 一 部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雖

然迅速地完成，作品的演出卻一波數折。由於小提琴部份太過艱難，作曲家轉而請求奧爾 (Leopold

樂曲解說／鍾耀光

Auer) 首演，作品卻被這位當時聖彼得堡最知名的小提琴家評價為「非小提琴的」。奧爾不僅未依承

打擊樂協奏曲

Concerto For Solo Percussion and Orchestra

卻在同年於紐約，以鋼琴伴奏公開演出這部作品。後續， 1881 年四月俄國小提琴家伯洛德斯基 (Adolf

第一樂章：月亮的哀求

1.The Moon's Lament

第三樂章：飛向

3.Heading For

諾修改甚至取消原訂於 1879 年三月的首演。所幸，指揮家兼小提琴家丹姆若須 (Leopold Damrosch)

Brodsky) 則在維也納以完整編制首演這部作品，並且按照作曲家自己譜寫的版本。這不僅讓大眾認識

作品的原貌，也吸引更多小提琴家挑戰這部曾被認為無法被拉奏的作品。這部作品第一樂章之主題看

似甜美曲折，其實蘊含了波蘭舞曲的韻律。第二、三樂章不間斷地演奏，後者因加入了俄國特雷巴克
舞曲 (trepak) ，洋溢著強悍陽剛的氣息。炫技、旋律與舞動，構築成現今最受歡迎的小提琴經典。

艾爾加：E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作品 85

E. Elgar: 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 Op. 85

樂曲解說／林惟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碩士）

1919 年 10 月，艾爾加指揮自己的大提琴協奏曲在皇后廳 (Queen ’ s Hall) 首演，作為倫敦交響樂團在

一次大戰後，第一個樂季音樂會的曲目，但卻因排練不足而僅獲得觀眾冷淡的回應，儘管如此，隨著
歲月淘洗，此曲遂嶄露熠熠光芒。這首四樂章的協奏曲，雖篇幅不長卻豐富壯闊，成為當代大提琴家
的試金石，也是大提琴協奏曲中的經典之作。

1918 年 3 月，艾爾加因病割除了扁桃腺，自護理之家離開之際，取了紙筆寫下這首協奏曲最初的主題，
1919 年夏天，艾爾加在妻子陪伴下，在鄉間別墅花園的工作室中譜完此曲，艾爾加回憶起妻子在這個
夏天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而這個夏天是他與摯愛妻子共渡的最後一個夏天，最後在首演的五個月後

妻子辭世，這對艾爾加來說是無比殘酷的打擊，往後的 14 年間艾爾加創作慾望與才能彷彿隨之埋葬，

再無完成任何重要的作品，這首大提琴協奏曲便成了其最後的代表作。

（根據黃晴的三首新詩而寫）
第二樂章：我相信

(after three poems by Qing Huang)

2.I Believe

打擊樂協奏曲 （根據黃晴的三首新詩而寫）

此首打擊樂協奏曲於 2009 年完成國樂團版本，由臺北市立國樂團和 Evelyn Glennie 世界首演，並由
瑞士 BIS 唱片公司世界發行。這次演出是西洋交響樂團版的世界首演。

第一樂章 〈月亮的哀求〉

此樂章的背景來自黃晴的得獎詩作 < 月亮的哀求 > ，詩人想像自己是身在寂靜無聲世界中的月亮，作

品籠罩於沉鬱的氣氛之中，獨奏部分由兩顆小鼓表現，利用小鼓響弦的音色刻畫出內心的吶喊。
第二樂章〈我相信〉

此樂章來自於黃晴一首風格樂觀的詩作 < 我相信 > ，詩中洋溢著童真的色彩，獨奏部分由馬林巴木琴

表現，樂隊伴奏部分以弦樂撥弦為主，樂曲開始於略帶獨自沉思的氣氛，之後接著一段輕快活潑 . 自
然流暢的旋律。

第三樂章 〈飛向〉

此樂章是根據黃晴特別為聽奧選手所寫的新作 < 飛向 > 而創作，詩句勵志激昂，獨奏部分由十一顆不

同大小鼓的表現，樂章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帶有遠古原始野性與豪邁，第二段為打擊獨奏的自由華
彩段落，第三段的開頭出現了適合像奧運大型體育活動的主題，最後以一段信號曲為尾聲結束全曲。

戰爭的陰霾、健康的疑慮是潛伏在艾爾加晚年生命中的暗流，當第一樂章獨奏大提琴如掏自肺腑的宣
敘調主題與那如夢般動人心碎的慢板樂章主題，在第四樂章再次奏響時，生命之流似也匯流而成那潛
藏力圖精神底下的深沉悲切終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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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情詠戲－
周藍萍的臺灣小夜曲》
12 / 21 12 / 22
Fri. 19:30

Sat. 19: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3

系列

曲目｜

序曲：臺灣印象組曲

序曲：小調印象組曲

昨夜你對我一笑

山歌姻緣時代曲

一朵小花

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組曲

老電影，回味青澀、盤點夢想…
情懷，縈迴於主題旋律、
停格經典。
倒敘一場人生，
深情永繫著遠山含笑！

家在山那邊
美麗的寶島

電影《西施》組曲

電影《大醉俠》組曲
當我們小的時候

電影《狀元及第》：馬不停蹄

苦情花

願嫁漢家郎
出人頭地

茶山情歌

我愛唱的一支歌
綠島小夜曲
回想曲

指揮｜林天吉

Paul Tien-Chi Lin, Conductor

主持人 / 節目規劃｜藍祖蔚

Zu-Wei Lan, Host and Program planning

節目規劃｜周揚明

Yang-Ming Zhou, Program planning

演唱家｜岳 華、殷正洋、羅美玲、蔡旻佑、舞思愛

Elliot Ngok Wah, Johnny Yin, Irene Luo, Evan Yo Tsai & Usay Kawlu, Singers

編曲家｜李欣芸、櫻井弘二、陳哲聖、洪千惠

Xin-Y un Lee, Koji Sakurai, Zhe-Sheng Chen & Qian-Hui Hong, Music Arranger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94

2018

台北・文藝復興

TA IPEI RENA ISSA NC E

95

悠唱綠島小夜曲

周藍萍經典再現
1962 年 6 月，周藍萍被延攬到香港邵氏公司，短短十個月就以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揚

眉吐氣，1963 年獲得第十屆亞洲影展，第二屆金馬獎最佳音樂，此後佳作名片源源而出。由《花木

蘭》、《黑森林》、《山歌姻緣》等歌唱片，到《大醉俠》、《龍門客棧》等武俠片，1968、 1969

連續以《水上人家》、《路客與刀客》贏得兩座金馬獎最佳音樂殊榮。無奈事業上的意氣風發，換
來的是身體的長期透支，1971 年 5 月 17 日遽然辭世，享年僅四十六歲。

同輩公認，周藍萍是戰後臺灣國語流行歌曲的創始者，也是第一位在國語歌曲裡注入臺灣元素的作

曲家，更是戰後第一位由臺灣走向亞太國際的音樂家。他留下數百首動聽的歌曲，上百部電影音樂，
他在世時金馬獎只辦了八屆，他一人囊括了三屆「最佳音樂」獎，外加一座亞洲影展「最佳音樂」獎，
成就非凡，令人尊敬。

1950、60 年代是臺灣自戰後荒蕪裡復甦更生的年代，音樂家周藍萍（1926-1971）生逢此時，是

國語流行歌曲及電影音樂的一顆灼灼明星。他是湖南湘鄉人，抗戰時期就讀於重慶國民黨「中央
訓練團音樂幹部訓練班」第三期，畢業於國立音專。 1948 年來臺，參與電影《阿里山風雲》的拍

攝演出， 1952 年 12 月進入中國廣播公司，逐漸在音樂創作上嶄露頭角。

傳唱已經一甲子的〈綠島小夜曲〉是他的代表作，創作於 1954 年的仲夏夜，其他膾炙人口的歌曲，
包括〈回想曲〉、〈春風春雨〉、〈家在山那邊〉、〈願嫁漢家郎〉、〈美麗的寶島〉……等等。
他的歌曲，或是如〈綠島小夜曲〉，把臺灣描繪成只有愛情沒有戰爭的人間樂土，寄寓著在此安

居樂業的美好想像；或是如〈家在山那邊〉，在風雨山河裡慨歎著故鄉已遠，激勵著復國還鄉的

意志。除了流行歌曲以外，他也廣泛涉足於清唱劇、歌舞劇、國樂曲的創作，也為舞臺劇、廣播劇、
電影配樂作曲，由於作品數量眾多，風格多元，被人戲稱為「周多芬」。

1955 年周藍萍開始電影音樂工作，作品涵蓋國語及臺語影片；國語片如《水擺夷之戀》、《音容

劫》、《龍山寺之戀》，臺語片如《王哥柳哥遊臺灣》、《林投姊》。炙手可熱的程度，被記者
形容為「臺灣影圈中最篤定賺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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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 掃 兩岸 三 地 影 壇

華 人 電影 配 樂 大 師 周藍萍
第四位知音最關鍵：他的夫人李慧倫。
他們的師生戀是傳奇，更大的傳奇則
是周藍萍獻給李慧倫的情歌：「綠島
小夜曲」。政治受難者聽聞綠島，聽
聞「 這 綠 島 像 一 隻 船 在 月 夜 裏 搖 啊

搖」，總會想起那段被迫聽海的幽禁
時光；一般民眾聽聞「讓我的歌聲隨

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或者是「這

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 姑娘喲 你為什

麼還是默默無語」的旖旎曲調時，誰
不感慨歌曲唱出情人心聲，也樂意引
吭附和呢？

至於本次音樂會特別安排的〈昨夜你
對我一笑〉、〈我愛唱的一隻歌〉和

〈當我們小的時候〉曲子你同樣可以

聽到李慧倫帶給周藍萍的愛情與音樂靈感。

音樂家周藍萍有兩個身份，他是流行音樂的開路先鋒，他也是電影音樂的領頭羊。他譜寫的情歌，
歷經一甲子，依舊傳唱不歇，他創作的電影音樂，至今都是無人能及的經典。

音樂家周藍萍有兩顆心，一顆繫念故土，一顆情繫寶島。故鄉帶給他的滋養，讓山歌小調飄洋過
海得著了新生命；臺灣帶給他的溫暖，讓他從土地風情中提煉出沁人心脾的歌謠。

周藍萍影響了兩個地區的電影工業，香港電影音樂因為他起了翻天覆地的大海嘯；臺灣電影乘著
他的音樂翅膀，飄過街頭巷尾，登堂入室成為大流行。

周藍萍這輩子有過四位知音，李行導演的《王哥柳哥遊台灣》和《街頭巷尾》讓他的臺灣歌謠采風，
滲透銀幕；李翰祥導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讓陳腔多時的黃梅調風雲再起；胡金銓導演的《大
醉俠》與《龍門客棧》則讓戲曲古調有了畫龍點睛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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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周藍萍的女兒拍攝了紀錄片《音樂家周藍萍》，不但實踐了女兒思親尋親的心願，也補足
了臺灣電影史缺頁的章節，更震驚了香港影人，不但承認他們虧欠周藍萍太多，因為他的音樂不
但帶動了邵氏電影的黃金盛世，他更為香港電影一直奉獻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2016 年周藍萍先生 90 冥誕，臺北市立國樂團曾經舉辦過一場音樂會，紀念這位音樂巨人，紀念

這位被音樂學者沈冬譽為是「戰後臺灣國語流行歌曲的創始者，也是第一位在國語歌曲裡注入臺
灣元素的作曲家」，應該要有一場接一場的音樂會，這一回，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請到了新生代的
作曲家與歌手重新來詮釋周藍萍的音樂，舊曲新聲，世代傳頌，我們引頸，我們歡唱。

資深影評人｜藍祖蔚
Veteran Film Critic

Lan, Z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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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Sat. 19:30

9/9

Sun. 19:30

大 安 森 林 公 園

仲夏夜，森林好尋夢，
星空隨足音漫步、
蟲鳴伴笑語共舞…
燈明處，清韻嘹亮，
篇篇佳曲乘歐風而來，
翩翩優遊。

2. 德國民謠：我得那麼做（編曲：西蒙）
German Folk: Muss I Denn (Arr. Bill Simon)
3. 富契克：老牢騷鬼
Julius Fucik: Der Alte Brummbar, Op.210 -

4. 小約翰史特勞斯：匈牙利萬歲快速波卡舞曲

Johann Strauss II: Eljen a Magyar (Polka Schnell, Op.332) Arr. Scott Lubaroff

5. 愛德華史特勞斯：清空軌道波卡舞曲
Eduard Strauss: Clear Track Polka (Arr. Alfred Reed)

6. 小約翰史特勞斯：吱吱喳喳波卡舞曲（編曲：瑞德）
Johann Strauss II: Tritsch-Tratsch Polka (Arr. Reed)
7. 小約翰史特勞斯：雷鳴與閃電（編曲：德恩）

Johann Strauss II: Thunder and Lightning (Unter Donner und Blitz) Arr. Larry Daehn

8. 傳統：花生豆與餅乾的小號手（花生波卡舞曲）（編曲：西蒙）

Traditional: Peanuts and Crackerjack Trumpets (The Peanuts Polka) Arr. Bill Simon

9. 民謠：單簧管波卡舞曲（編曲：西蒙）
Traditional: The Clarinet Polka (Arr. Bill Simon)

10. 阿諾：薩拉邦德與波卡舞曲（編曲：佩恩特）
Malcolm Arnold: Sarabande and Polka (Arr. Paynter)

11. 小約翰史特勞斯：撥奏波卡舞曲
Johann Strauss II: Pizzicato Polka (Arr. Hannickel, M)

指揮│林天吉

Paul Tien-Chi Lin, Conductor

TSO 附設管樂團

Taipei Symphonic Winds

12. 小約翰史特勞斯：快遞波卡舞曲（編曲：黎恩哈特）
Johann Strauss II: Express Polka (Arr. Glen D. Lienhart)
13. 維沃達：啤酒桶波卡舞曲（編曲：波爾）
Jaromir Vejvoda: Beer Barrel Polka (Arr. Adam Boll)

14. 羅曼：巴伐利亞波卡舞曲（編曲：羅登馬赫）
Georg Lohmann: BAYRISCHE POLKA (Arr. Luc Rodenmacher)
15. 林克：柏林氣息（編曲：尼瑟）
Paul Lincke: Berliner Luft (Arr. Roger Niese)

《闔家歡樂
慶 重陽》

10 / 13 10 / 14
Sat. 19:30

Sun. 19:30

大 安 森 林 公 園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
合唱團將在公園以家喻
戶曉，平易近人之音樂與
市民共渡重陽節。此回的
選曲以長者熟悉的古早
歌曲與兒童最喜愛的動
畫配樂為主題，提供民眾
一個攜家帶眷、老少互動
的優質藝文活動。
指揮｜吳琇玲

Shou-Ling Wu,Conductor

TSO 附設合唱團
TSO Chorus

曲目

曲目

《歐風樂遊》

1. 布洛尼曼：過來節慶帳篷吧！
Ernst Broeniman: Come to the Festival Tent (Auf zum Zeltfest)

1. 宜蘭民謠：丟丟銅仔 ( 錢善華編 )
2. 鄧雨賢：望春風 ( 蔡昱姍編 )
3. 客家民謠：採茶歌 ( 呂泉生編 )
4. 呂泉生：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
5. 台灣童謠：天黑黑 ( 蔡昱姍編 )
6. 水社族民歌：快樂的聚會 ( 呂泉生編 )
7. 荀貝格：〈我曾有夢〉，選自《悲慘世界》
Claude-Michel Schönberg: “I Dreamed a Dream” from Les
Misérable (Arr. Ed Lojeski)
8. 洛伊 • 韋伯：〈回憶〉，選自《貓》
Andrew Lloyd Webber: “Memory” from Cats (Arr. John Leavitt)
9. 艾爾頓 • 強：〈你今晚能感受到愛嗎？〉選自《獅子王》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from The Lion
King (Arr. Keith Christopher)
10. 洛佩茲與安德森：〈放開手〉，選自《冰雪奇緣》（編曲：
艾瑪森）
Robert Lopez and Kristen Anderson-Lopez: “Let It Go” form
Frozen
11. 門肯：《阿拉丁》合唱精選（編曲：胡夫）
Alan Menken: Aladdin Choral Highlights (Arr. Mac Huff)
12. 《美女與野獸》集錦（編曲：艾瑪森）
"Beauty and the Beast" Medley (Arr. Roger Emerson)

16. 威爾第：飲酒歌，選自《遊唱詩人》（編曲：布蘭德）
Giuseppe Verdi: Brindisi from La Traviata (Arr. BRAND G)

17. 坎佩羅：巴伐利亞小徑進行曲
Joseph Compello: Bavarian Trails March (Bayrische Wanderwege Mar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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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風 起 雲 湧．希 望 之 光 》

8 / 18

曲目｜

尼爾森：洛磯角假日

Ron Nelson : Rocky Point Holiday

高橋宏樹：希望之光

Hiroki Takahashi : Light of Hope

巴伯：驚駭海岸
Clarence Barber : On The Dread Coast

Sat. 19: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薩烏希多：群鷹甦醒

Richard L. Saucedo : Eagles Awake

鮑布羅維茲：輪
David Bobrowitz : Wheels
艾倫：快馬加鞭
Thomas S. Allen: Whip and Spur
各地傳統歌謠：冬日慶典（編曲：羅培茲）

Various : WinterFest (arr. By Victor López)

高爾伯：郊遊日
Adam Gorb : Awayday

名家名曲，樂動初心；
管樂新韻，校園傳音。

瑞德：王者之道
Alfred Reed : El Camino Real

一脈相承的嶄新篇章，

薩烏希多：飛入雲中

TSO 附管演示經典，
輝映樂林星光。

Richard L. Saucedo : Into the Clouds

指揮｜蕭崇傑

Chung-Chieh Hsiao, Conductor

伯諾塔斯：急流洪水

Chris M. Bernotas : Flash Flood

葛西：橡樹島漫遊

Vince Gassi : Oak Island Odyssey

侯志正：南風進行曲

Chih-Cheng Hou: Southern Breeze March

歐羅格林：太初
Sean O'Loughlin : Primal
斯川曼：禮讚

Carl Strommen : DeSalvo

指揮｜蕭崇傑

Chung-Chieh Hsiao, Conductor

TSO 附設管樂團

Taipei Symphonic 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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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靈 動．西 班 牙 》

曲目｜

費蘭：視響序曲
Ferrer Ferran: Cinephonics Overture
費蘭：《喜悅女神歐悌爾佩》－為長笛與交響管樂團
Ferrer Ferran: Euterpe, Concerto for Flute and Wind
Orchestra

12 / 2
Sun. 14: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費蘭：《阿拉福，天堂之夢》交響素描

Ferrer Ferran: Arafo Ensueno de un Paraiso
Impresión Sinfónica

費蘭：《法國號的羅德里哥》鬥牛舞風序曲，為法國號四
重奏與交響管樂團

Ferrer Ferran: Rodrigo El Trompa Overture in pasodoble for
Horn Quartet and Wind Orchestra

費蘭：《彼得潘》四樂章交響曲

Ferrer Ferran: Peter Pan Suite Sinfónica en 4 mov.

全方位音樂家
側寫長笛守護神 Euterpe，
新銳笛手協奏喜悅之聲。
綺麗音畫，彩音舞詠，
滿版西班牙靈動…

指揮｜費雷爾．費蘭
Ferrer Ferran, Conductor

長笛｜胡志瑋

指揮｜費雷爾．費蘭
Ferrer Ferran, Conductor

長笛｜胡志瑋

Chih-Wei Hu,Flute

Chih-Wei Hu,Flute

TSO 附設管樂團

Taipei Symphonic 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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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號 角．人 聲 齊 揚 》

12 / 7

合唱樂音圓渾悅耳，銅管聲響振奮亮麗。當兩者產生對話時，
會創造出什麼樣的氛圍呢？
布魯克納被公認為浪漫時期創新獨具的交響樂作曲能手，
但鮮少人知道

Fri. 19:30

中 山 堂 中 正 廳

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
一生創作了不下 150 首合唱曲且大部分是宗教曲。
本場音樂會將讓聽眾一窺合唱與銅管時而相輔相成，
時而互別瞄頭的微妙關係。

指揮｜吳琇玲

曲目｜

Shou-Ling Wu, Conductor

鋼琴 / 鍵盤｜莫啟慧

Chi-Hui Mo, Piano & Keyboard

魯克納：E 小調第二號彌撒

Anton Bruckner: Mass No. 2 in E Minor

布魯克納：暮之魔法

女高音｜李琇錦

Anton Bruckner: Abendzauber WAB 57

Hsiu-Chin Lee, Soprano

沃恩威廉斯：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

女高音｜鐘佩珍

Vaughan Williams: O Clap Your Hands

Pei-Chen Chung, Soprano

魯特：榮耀頌

女中音｜彭孝怡

John Rutter: Gloria

Hsiao-Yi Peng, Alto

男中音｜陳欣豪

Hsin-Hao Chen, Baritone

法國號｜黃昕怡、陳信仲

Hsin-Yi Huang & Hsin-Chung Chen, French Horn

長號｜李賢哲、姜威霖、蔣格西

Shyan-Jer Lee, Wei-Lin Chiang & Ko-Hsi Chiang,
Trombone

低音號｜陳建勛

指揮｜吳琇玲

Shou-Ling Wu, Conductor

Chien-Shiun Chen, Tuba

TSO 附設合唱團

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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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 室

內

沙

01

龍

10 / 30
Tue. 19:30
國

家

演

奏

廳

小提琴｜姜智譯

Roger Chih-I Chiang, Violin

中提琴｜何君恆

Chen-Hung Ho, Viola

中提琴｜張菁珊

Chin-Shan Chang, Viola

…

法國號｜

拉多萬．弗拉特科維茲
Radovan Vlatković,
French Horn

法蘭茲．史特勞斯：《主題與變奏曲》，作品 13
Franz Strauss: Introduction Theme and Variations for Horn and Piano, Op.13

大提琴｜簡荿玄

法國號｜王怡鈞

法國號｜蕭崇傑

法國號｜陳信仲

法國號｜黃昕誼

鋼琴｜王佩瑤

Janet Chien, Cello

Yi-Chun Wang, French Horn

Chung-Chieh Hsiao, French Horn

理查．史特勞斯：行板，為法國號與鋼琴，Op.posth

Richard Strauss : Andante Op.posth. for Horn and Piano

從森林獵人的號角，到剛柔並濟的清響，法國號婉轉而輝煌！

遊藝沙龍天地寬，一席經典，浩瀚綺想

《號 撼 奇響》

理查．史特勞斯：第一號降 E 大調法國號協奏曲，作品 11

Richard Strauss : Concerto No. 1, E flat Major, Op.11 for Horn and Piano

齊爾品：六首法國號四重奏
Nikolai Tcherepnin: 6 Pieces for Horn Quartet

莫札特：降 E 大調法國號與弦樂五重奏，K.407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Quintet for Horn and Strings, E flat Major, K.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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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Chung Chen, French Horn

Hsin-Yi Huang, French Horn

Pei Yao Wang,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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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 室

內

沙

龍

02

《 絃 舞 》

12 / 12
Wed. 19:30

中 山 堂 光 復 廳

小提琴｜花苾茲
Flora Hua, Violin

大提琴｜陳昱翰
Yu-Han Chen, Cello

鋼琴｜盧易之
Yi-Chih Lu, Piano

葛利埃爾：8 首小提琴與大提琴的二重奏，作品 39
Reinhold Gliere: 8 Duets for Violin and Cello, Op.39
阿倫斯基：D 小調第一號鋼琴三重奏，作品 32

Anton Arensky: Piano Trio No.1 in D minor, op.32

盧易之：臺灣民謠改編
Taiwanese Folk Songs Arr. by Yi-Chih Lu
荀菲爾德：咖啡館音樂
Paul Schoenfield: Café Music for Violin, Cello and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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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講座

2018【台北市音樂季】開季獻禮，TSO 將舉辦多場「人文講座」，邀請名家主講音樂
會主題，為讓樂迷更貼近音樂的美好，搭配室內樂現場演出，從多元化的策展概念出發，
一起聆聽每場音樂會、音樂劇所激盪出的動人故事。
2018【台北市音樂季】TSO 推動全新推廣講座，8 月 4 日起至 12 月 15 日止，每月第一、
三週週六 14:30-17:00，於功學社復興店 12 樓音樂廳，TSO 邀請名家主講音樂會主題
並搭配室內樂現場演出，為樂迷帶來更多元、更貼近藝術的機會。

時間｜ 2018 年 8 -12 月每月第一、三週的週六下午 2 : 30-5 : 00
地點｜功學社復興店 12 樓音樂廳（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22 號 12 樓）
費用｜單場次新臺幣 100 元（憑指定音樂會場次票券免費入場講座）
請 至 T S O 官 方 網 站 報 名 w w w. t s o . g o v. t a i p e i

日期 / 時間

講座主題

8/4

代孕城市策展概念

8/18

金希文室內樂作品

六 14:30

六 14:30

文化無法一蹴可及，文化得在生活裡感受，茁壯，

江佳穎（臺北市立大學音樂系

TSO 名家系列－《破曉─金希文樂
展》

樂學博士）

專任助理教授）

父子情．音樂心：
理查．史特勞斯的成長

羅基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
系專任教授）

10/20
六 14:30

父子情．音樂心：
理查．史特勞斯的成長

陳彥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

11/3

當傳統遇到未來

張剛華 導演

11/17

臺灣管樂團發展

10/6
六 14:30

六 14:30

六 14:30

12/1

TSO and the World

六 14:30

12/15
六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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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炒短線，文化沒有僥倖，

TSO 音樂劇場－《代孕城市
Surrogate Cities》

陳漢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

六 14:30

文／趙瑪姫

沈雕龍（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

淡紫色的音濤－
法國「美好年代」
（Belle Époque）
的室內樂

9/15

古典

只能持續灌溉，耕耘，日復一日，成為永恆的價值。

何康國（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

六 14:30

讓 孩 子 愛 上

指定音樂會場次

主講人

臺北文藝復興
Taipei Renaissance

9/1

啟動 音樂工程

長）

系專任副教授）

系專任助理教授）

許雙亮（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

設管樂團前指揮 / 作曲
家）

TSO 首席指揮
吉博．瓦格 Gilbert Varga
藍祖蔚（資深影評人）

2018 台北市音樂季任一場次節目

TSO 瓦格獻禮－《法蘭西─黃金印
象》
TSO 瓦格獻禮－《巨匠的五線譜》
TSO 室內沙龍《號撼奇響》

TSO 名家系列－《巨匠交鋒─阿雷
席夫與弗拉特科維茲》
TSO 室內沙龍《號撼奇響》

成為生命的一部分，誰也拿不走。
身為臺北市的交響樂團，我們擔負社會責任，持續舉辦「文化就
在巷子裡」、「校園音樂推廣計畫」以及「育藝深遠」等計畫，
全方位親近臺北市民的生活。

「文化就在巷子裡」讓團員親近市民、社區，感受民眾在音樂上
的需要，展開親密交流。「育藝深遠」計畫讓當年度國小五年級
學生聆賞音樂會，展開與交響樂的第一次相遇，今年起因應少子
化高齡化，將開放臺北市樂齡班學員共同參與，老幼攜手，感受
音樂流動之美。

在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與教育局合作之下，北市交推動「校
園音樂推廣」計畫，其中「一校一樂團」由北市交提供樂器、師資、
教材費用等，將多元化之音樂課程帶入校園，深獲學生、家長及
學校支持響應。「校園音樂劇」則透過課堂中的學習與集思廣益，
激發學生的人文素養與美學感知能力，讓孩子們共同創作一齣屬
於自己的音樂劇。

TSO 名家系列－《巨匠交鋒─阿雷
席夫與弗拉特科維茲》
TSO 音樂劇場－《前進！理想國》
TSO 星光系列－《靈動．西班牙》
TSO 瓦格獻禮－《吉博．瓦格與凡
格羅夫》
TSO 典藏系列－《聲情詠戲－周藍
萍的臺灣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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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交 響 樂 團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演出純淨、靈活以及強烈表現感，給人強烈的印象，
亦藉此躋身國際頂尖交響樂團之流。」─ 薩布呂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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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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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enjoyed working with the TSO. They responded well in rehearsals. When the orchestralistens to
each other, they sound great." - Jason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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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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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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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睽違 26 年的美西巡迴音樂會，讓太平洋彼岸
的樂迷，聽見臺北、甚至臺灣的驕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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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法國漢斯夏日漫步音樂節以及 2017 年
8 月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開幕演出。至今共走過 12 個國家、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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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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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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Kluge and Der
Mond, establish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TSO in the performance of opera in Taiwan.
Apart from performing in Taiwan, the TSO i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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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ular, the TSO’s 2017 return tour of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26 years gave fan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Ocean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the pride of Taipei and indeed the whole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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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our
of Japan in 2014, performing in Sapporo and Yokohama, and performing at France's Les Flâneries Musicales
de Reims in June 2015, as well a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17 Summer Universiade. To date, the TSO has
performed in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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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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