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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時，靈魂，你自由飛翔，進入無語之地，靜默 凝望 思量你最鍾愛的主題 —夜 沈眠 死亡與無盡繁星」～惠特曼



(Sun.) 14:30

(Sun.) 14:30

(Sat.) 19:30

(Mon.) 19:30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台中中興堂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台北國家音樂廳

06╱06
06╱12
06╱13
07╱05

主辦單位 │ 台北室內合唱團

媒體協辦 │ 新唐人衛星電視台．智邦藝術基金

協辦單位 │ 新竹市文化局．台中市文化局．嘉

贊助單位 │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台北市文化局



2010年夏天，台北室內合唱團演唱「寂‧光」，將卸下語言的界線，以人聲發現內心與時光的交

會，發現現代藝術的無盡可能…. 

「寂‧光」的製作，將以純淨無暇的人聲與強烈的音樂感染力詮釋當代前衛的合唱作品，期望在聲

音與光影交織中，激盪出每個人內心的寧靜與力量，反思自我與自然萬物的呼吸。在「寂‧光」，

我們用人聲傳達當代東歐與北歐作曲家所崇尚的神秘主義思潮，闡述神性的永恆；我們也在不間斷

的音響流體之中傳達時間的永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格悌 (Ligeti)的著名人聲作品〈永恆之光 

Lux Eternal〉，現代著名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A Space Odyssey），使用了這首作品作為電影

配樂，此作品堪稱現代電影與音樂結合的重要里程碑。

除演出東歐北歐的作曲家外，在台北的演出我們還演唱作曲家趙菁文的最新創作，將以人聲鑼鼓點

子表現現代無設限的東方美學的聲音藝術。

神性、時間、自然，三個面向的永恆，探究著人性內在的深度對話，也創造了宇宙無限的可能。台

北室內合唱團，以「追求完美、實踐精緻」的精神，在2010年的夏天，將以「寂‧光」與大家共同

發現生命的無限可能。

演出的話

藝術總監  陳雲紅

寂靜且亙古不變的光芒——
歌詠自然與神性



場次。曲目

06月06日（日）14:30 新竹市文化局演奏廳

06月12日（六）19:30 台中中興堂

06月13日（日）14:30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07月05日（一）19:30 台北國家音樂廳

Magnificat 

Bogoróditse Djévo

Credo

Laulu Oravasta

我有一個戀愛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月琴

草仔枝

叫做台灣的搖籃

〈中場休息〉

Lux  Aeterna

Hääled Tammsaare karjapõlvest

Jäta päike paistma

Hiilellä piirretyt puut

Viatonten Valssi

Jaakobin isot pojat

Magnificat 

Bogoróditse Djévo

Credo

Laulu Oravasta

 趙菁文《鑼鼓運動》

<中場休息>

Lux Aeterna        

Invisible Mantra      

Hääled Tammsaare karjapõlvest

Jäta päike paistma

Hiilellä piirretyt puut

 Viatonten Valssi

Jaakobin isot pojat



關於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成立於1992年8月，由深具演唱能力及豐富表演經驗的合唱歌手組

成。自創團以來，台北室內合唱團秉持著「嚴格訓練、追求精緻」為精神，並以

「精緻音樂藝術的實踐者」自我期許，現任指揮為留奧音樂家陳雲紅女士，團員

約有35人，為台灣頂尖的合唱表演團體。

台北室內合唱團在國內外舞台的表現令人驚豔，也屢次與國際知名音樂大師合

作，如奧地利指揮家Günther Theuring、英國文藝復興音樂大師Peter Phillips、中國

指揮大師嚴良堃、美國指揮家Paul Traver、英國作曲家Bob Chilcott等人，獲得他們

高度肯定與讚賞。

成立十餘年來，合唱團演出足跡遍布義大利、英國、法國、奧地利、西班牙、斯

洛維尼亞、德國、匈牙利、美國、中國大陸等地，屢次於多項國際性合唱比賽中

獲得佳績，2005年德國布拉姆斯國際合唱大賽双金牌得主、2006年「巴爾托克國

際合唱大賽」總冠軍、並受邀於2007香港國際現代音樂節、2008年丹麥世界合唱

音樂論壇中演出，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頂尖人聲表演團體。

身為藝術表演者，台北室內合唱團不僅演唱，亦以創作者的角色，啟動「合唱無

設限」計畫，邀請國內外知名音樂家，齊力為台灣發展現代合唱音樂，計已發表

鍾耀光、陳瓊瑜、陳玫君、嚴福榮、李子聲…等音樂家之作品，未來亦將持續與

更多優秀音樂家合作，深耕當代合唱創作，以全新的音樂語言，為藝術發聲。



台北室內合唱團得獎記錄
與演出大事紀

參加義大利阿雷佐（Arezzo）第四十二屆國際合唱大賽，獲得民謠組第一名、現代音樂組第二名、早期音

樂組第三名，為獲獎最多團隊

參加奧地利「史畢達（Spittal）第三十二屆國際合唱大賽」，奪得藝術組第二名、民謠組第三名、最受歡

迎團體獎，為獲獎最多團隊

參加英國北威爾斯「朗高倫（Llangollen）第五十屆國際合唱大賽」，獲得民謠組第一名、室內組第三名

受邀參加美國西雅圖「第一屆台灣藝術節」

受邀參加美國「愛達荷（Idaho）國際合唱藝術節」

受邀參加「斯洛維尼亞（Slovenia）國際合唱藝術節」

參加西班牙巴塞隆納「康托尼格羅（Cantonigròs）第十九屆國際合唱大賽」，獲得藝術組第二名、民謠組

第二名

受邀參加「澳門音樂節」

參加義大利「第42屆Seghizzi國際合唱大賽」，獲得民謠組第一名

受邀參加匈牙利「Vivace國際合唱藝術節」

參加德國「第四屆布拉姆斯（J.Brahms）國際合唱大賽暨音樂節」，獲得藝術組與民謠組雙料金牌

受邀參加「第十九屆澳門國際音樂節」，與澳門管弦樂團合作演出「黃河」大合唱。

參加匈牙利「第二十二屆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暨民謠藝術節」，獲得「室內組」第一名與大賽「總冠

軍」，並獲邀參加2007年「歐洲六大合唱總冠軍賽決賽」。

受邀參加「第二十屆澳門國際音樂節」，與澳門管弦樂團合作演出馬勒第八號交響曲。

11月受邀參加於香港舉行之「2007香港國際—亞太現代音樂節」（2007 ISCM-ACL World Music Days 

Hong Kong），為音樂節唯一合唱表演團體

07月受世界合唱聯盟（IFCM）之邀，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之「第八屆世界合唱論壇」（The 8th World 

Symposium on Choral Music）中演出，為世界各地受邀24個合唱團體其中之一。

09月、11月分別於香港、東京等地進行「合唱無設限亞洲巡迴演出」。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5年

2006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她曾多次帶領合唱團於義大利、比利時、奧地利、西班牙、英國及愛沙尼亞等地

參加國際合唱比賽與演出，並獲得多項殊榮及肯定：2006年帶領台北室內合唱團

赴匈牙利參加「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勇奪總冠軍，她個人榮獲最佳指揮獎。

2005年她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於德國「布拉姆斯國際合唱大賽」中榮獲金牌冠軍，

個人也獲得最佳指揮獎。1994年她率領台北室內合唱團赴義大利，榮獲「國際合

唱比賽Guido d'Arrezo」的金、銀、銅三項獎牌。2004年帶領華新兒童合唱團赴德

國參加「國際合唱奧林匹克」，榮獲決賽「合唱藝術組」銀牌及「伴奏民謠組」

金牌。2002年帶領台北世紀合唱團赴愛沙尼亞參加「巴倫國際合唱音樂節」，榮

獲無伴奏民謠組競賽冠軍。1997年她指揮台北世紀合唱團於義大利「國際合唱比

賽C.A.Seghizzi」榮獲總冠軍，她個人則囊括「最佳布拉姆斯音樂詮釋」及「最佳指

揮」獎項。

2007年，她受邀赴法國擔任「國際合唱比賽Florilège Vocal de Tours」之評審，同年，

她也入選德國出版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這實

為華人之殊榮！她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近年來在國際合唱比賽優異之表現備受國際矚

目，2008年8月，他們受世界合唱聯盟（IFCM）之邀，於丹麥之「第八屆國際合唱

論壇」演出，引領台灣合唱登上國際舞台。此外，同年5月，她受邀赴香港參加「合

唱發展研討會」發表國際合唱趨勢的觀點。7月，受邀擔任「2008香港國際青少年合

唱節比賽」的評審，同年7月，她受邀赴匈牙利擔任「第二十三屆巴爾托克國際合唱

大賽」之評審。2010年4月，受邀赴新加坡擔任「2010新加坡青年藝術節」之評審。

接軌國際，是她展望世界觀的重要使命。

秉持熱愛合唱的理想，陳雲紅於2000年與一群朋友創立了「台灣合唱音樂中心」以

落實台灣合唱教育的推廣。為了更加落實台灣合唱教育的推廣，她曾創辦【合唱音

樂】期刊。她同時也創立「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希望全球的合唱歌者共享合唱

的感動。為了記錄台灣的合唱，她定期舉辦「向大師致敬」系列音樂會，以聲音記

錄台灣合唱作曲前輩的創作，她也錄製國人創作的有聲資料，見證台灣合唱歷史之

發展。她秉持著「創新 分享 服務」的精神，全力建置全新的台灣合唱音樂中心網

站，將創立全球最完善的合唱網站，以落實永恆無私的經營與傳承的合唱理念。

基於對現代合唱音樂的獨特興趣，她更是努力於發掘並提攜國內現代音樂新銳作曲

家，委託他們創作本國現代合唱作品，定期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舉辦「合唱無設限—

現代國作品發表」的音樂會。2007年，她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受國際現代音樂協會

（ISCM）與亞洲作曲家聯盟（ACL）之邀於「2007香港國際－亞太現代音樂節」中

演出，紀錄國際現代合唱音樂的發展。今年，她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所錄製的「當代狂

潮」當代合唱作品CD榮獲第21屆金曲獎傳統藝術類別的最佳演唱入圍，對於現代合

唱音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陳雲紅現任台灣合唱音樂中心執行長兼合唱藝術總監、台北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暨

指揮、台北市教師合唱團指揮、新節慶合唱團指揮、以及華新兒童合唱團音樂總監

暨指揮。

指揮   陳雲紅



自三歲開始學習鋼琴，曾師事謝秋月、林得恩、徐頌仁、諸大明等教授。鋼琴家史蘭

倩絲卡（Ruth Slenczenska）讚譽「擁有驚人的視譜能力，是位不可多得的伴奏家。」

美國新英格蘭音樂院教授派翠希亞．桑德（Patricia Zander）讚賞 「其演奏令人印象

深刻，是位有潛力、天賦異稟的鋼琴家。」

1996年通過教育部甄試進入東吳大學音樂系，2001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取美國曼哈頓音

樂院、新英格蘭音樂院、琵琶第音樂院等知名學府碩士班並獲頒獎學金，最後選擇於

東吳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師事諸大明教授。

在學期間表現優異曾獲優秀學生獎學金，慈濟音樂類獎學金，YAMAHA功學社獎學

金等榮譽獎項，除次之外也積極參與各項比賽，曾入圍2001年華信愛樂鋼琴組菁英

獎。2002年十二月發表論文『探討巴拉基雷夫鋼琴作品：伊斯拉美』，舉辦碩士畢業

音樂會，取得鋼琴演奏碩士學位後，九月即進入學校服務，致力於鋼琴教學至今。

經年來除了認真教學外，也累積豐富的演出經歷，曾與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台北愛樂

合唱團、台北金穗合唱團、榮星合唱團、青韵合唱團合作演出。2007年受邀於湖南大

學演出鋼琴獨奏。

現任教於曉明女中、彰化高中、雙十國中、大同國中、光復國小等音樂班，以及台北

室內合唱團、台北愛樂歌劇坊鋼琴伴奏。

鋼琴   王乃加



歌詞。曲目解說

阿爾弗‧佩爾特出生於愛沙尼亞派德(Paide)，是當代二十世紀愛沙

尼亞重要作曲家之一，其作品以宗教合唱作品最富盛名，也是「神

聖簡約主義」的主要作曲家之一。總體而論，佩爾特的音樂風格極

為簡約，在簡樸音符中尋求精神表達的最大可能，探索屬於靈魂的

聲響。

佩爾特的創作歷程大致為兩個時期，1970年以前的作品是典型的新

古典主義風格，受蕭斯塔柯維契、普羅高菲夫、巴爾托克的影響頗

深，後來更大膽地使用十二音列技法來表現當代精神。

1970年後，佩爾特浸淫早期音樂，他研習素樂(Plainchant)、葛利果聖

歌及複音音樂，更加入東正教會，深入地探索宗教靈性的精神層面。

潛心研究宗教的靈性世界，讓佩爾特的作曲方式徹底改變，1976年

他從中世紀素歌與教堂鐘聲得到啟發，發展出一套簡約平靜的音樂

語言—「鐘鳴風格」（或者叮噹風格，Tintinnabuli）：在整段甚至

是全曲中，以一個頑固的三和絃貫穿之，綿延不絕的固定三和絃，

堆疊出有如鐘聲的音響，他自己對於這個獨特風格解釋道：

「我發現當一個音符透過演奏完美呈現時，便已足夠。這個音符，

或另一個休止符，或是一小段的靜謐，都令我着迷不已。我以原始

的方式堆疊三和弦，或者一個特殊的旋律線，而三和弦的三個音堆

疊出有如鐘聲的音響，所以我將此法稱為「鐘鳴風格」。」

佩爾特簡單的和聲結構與反複重現的素材處理，與二十世紀中期於

英美興起的簡約主義(Minimalism)高度契合，也自述其音樂猶如光通

過三棱鏡：每人理解都不同，夾雜在一起就好像彩虹般多種音樂體

驗，但佩爾特簡潔而靈性的聖樂創作，有著沈澱心靈的超凡力量，

卻是無庸置疑。

佩爾特Arvo Pärt (b. 1935)

〈新竹、台中、嘉義〉



聖母讚主曲（Magnificat, 1989）是佩爾特典型具有鐘鳴風格的拉丁文宗教聖樂作

品。除鐘鳴風格外，佩爾特也運用綿延而連續的長音技巧(Drones)，就樂曲結構來

看，全曲分成兩種主體，其一為猶如朗誦調的吟誦樂段，其二則是三和弦式的合唱

樂段。這兩種不同的主體，在歌曲中交互呼應出現，表現出教會音樂的應答特徵。

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

et exsultavit spiritus meus in Deo salvatore meo

我的心靈歡躍於我的救主、天主

quia respexit humilitatem ancillae suae

因為祂垂顧了祂卑微的使女

ecce enim ex hoc beatam me dicent omnes generationes

今後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

Quia fecit mihi magna, qui potens est et sanctum nomen eius

全能者給我作了奇事，祂的名號何其神聖

et misericordia eius in progenies et progenies, timentibus eum

祂對敬畏祂的人們，廣施慈愛，千秋萬世

Fecit potentiam in brachio suo, dispersit superbos mente cordis sui

祂運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氣傲的人擊潰

deposuit potentes de sede, et exaltavit humiles

祂從高位上推下權貴，卻提拔了弱小卑微

esurientes implevit bonis, et divites dimisit inanes

祂使飢餓者飽饗美味，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回

Suscepit Israel, puerum suum, recordatus misericordiae suae

祂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因為祂常念及自己的仁慈

sicut locutus est ad patres nostros, Abraham et semini eius in saecula

正如祂曾應許我們的先祖，永久眷顧亞巴郎和祂的家族

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

1. Magnificat《聖母讚主曲》



聖母頌是佩爾特創作於1990年的俄文無伴奏混聲四部合唱作品，原曲獻給指揮家克里

奧貝里(Stephen Cleobury)以及劍橋國王學院合唱團(King's College Choir, Cambridge)。全

曲由明亮的E大調與豐富的變化拍號貫穿，重音交錯與力度對比形成活潑而戲劇的張

力，樂曲開頭由女低音聲部猶如獨唱般，和上三聲部對話，形成音響對比的趣味性，

曲中四聲部逐漸進入，節奏由原本躍動的八分音符轉為綿長的四分音符，混聲四部倏

地轉為八聲部，營造出響亮而寬廣的音色，震撼人心。末段再次重複開頭富節奏性的

旋律，不同的是四聲部同時演唱，速度於曲尾逐漸轉慢，於寧靜中結束全曲。

Bogoróditse Djévo, rádujssja, Blagodátnaja Maríje,

歡喜慶祝，喔 聖母瑪莉亞，如此優美充滿著恩惠，

Gosspód ss Tobóju; blagosslovjéna Ty v zhenákh

天父與你同在： 在眾婦女中賜福與你

i blagosslovjén plod chrjéva Tvojegó,

祝福的是妳腹中的胎兒，

jáko Sspássa rodilá jeessí dush ná-shikh.

因祂的降生帶來了拯救我們靈魂的救世主

2. Bogoróditse Djévo《聖母頌》



勞塔瓦拉（Einojuhini Rautavaara, b.1928）生於芬蘭赫爾辛基，1952年畢業於赫爾辛基大學音樂系，主修音樂學，又在1957

年於西貝流士音樂院(Academy Sibelius)取得作曲的學位。在西貝流士的推薦之下，勞塔瓦拉於1955年榮獲庫賽維茲基獎

學金(Koussevitzky Foundation Scholarship)，並在畢業後於美國紐約及檀格塢受教於庫普蘭(Aaron Copland)、塞欣斯(Roger 

Sessions)、沃格爾(Wladimir Vogel, 1896-1984) 等多位作曲大師。自1966年受聘於西貝流士音樂院，擔任作曲教授至今。

勞塔瓦拉的早期作品，深受史特拉汶斯基的影響，具有新古典主義的風格，1953年創作之《當代安魂曲》(A Requiem in 

Our Time, 1953) 為此時期代表性作品，此作品也奪下徒爾強森作曲比賽(Thor Johnson Competition)首獎。

50年代之後，勞塔瓦拉在創作中大膽運用序列主義(Serialism)手法，此外，勞塔瓦拉同時也以「非無調性的十二音列」 

(Non-Atonal Dodecaphony) 創作，在作品中呈現較為浪漫抒情的氣質。除了序列主義外，勞塔瓦拉所慣用的現代技法還包括

了「馬達節奏」(Motor Rhythms)、四度音程、三和絃堆疊…等。

自60年代以後，勞塔瓦拉的作曲風格開始朝「新浪漫」(Neo- Romantic) 及「複風格」 (Stylistic Pluralism) 前進。其創作最

明顯的改變，便是重回調性音樂的懷抱，並致力於將摩登與傳統的作曲手法融合再造，他以希臘神話故事為背景所創作之

《阿波羅與馬西亞斯》(Apollo ja Marsyas,1970)，便是融入了爵士樂風格的通俗音樂劇。此外，他也樂於嘗試使用預錄磁帶 

(Taped Elements) 或者機率音樂 (Aleotory) 等流行於後現代的作曲手法。

在人聲作品上，勞塔瓦拉常有極端的音域表現，以及厚重的聲部織度，他常使用八音音階 (Octatonic Scales) 於旋律或和聲

的表現，也常以變化三度和聲讓作品在調性、調式之間游離。勞塔瓦拉至今已完成的作品包括：八齣歌劇、八首交響曲、

十首協奏曲，以及室內樂、獨唱／奏曲、以及許多世俗／宗教混聲合唱、男聲合唱作品。是一位曲種豐富，且風格多變的

作曲家。

勞特瓦拉 Einojuhani Rautavaaraz (1928-)



《信經》(Credo, 1972) 是以天主教彌撒中的拉丁經文創作，三段體的無伴奏混聲合唱曲；此曲的作曲技法呈

現出勞塔瓦拉的風格典型：第一段落的經文是對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信仰的宣示，音樂的脈動隨著拉

丁文音節不斷地變換拍號，以快速且持續的馬達節奏呈現。高聲部的縱向和聲為連續平行四度音響，橫向旋

律則多由半音、或連續小三度構成的增四度組成。與之抗衡的低音聲部，在每個和聲區塊，以同音、平行四

度，或平行五度的持續低音般吟誦如葛利果聖歌般的經文。此段落由密集和聲的音響，逐漸增強音量與開展

音域，在經文「從天而降」時累積至最高峰。

第二個段落描述耶穌的誕生、釘死及復活。音樂以較慢的速度、極弱的音量與密集的和聲配置開始，氣氛轉

為靜謐。主題旋律以八音音階構成許多半音與分解減三和絃，也有鮮明之音畫表現，如：女高音聲部以極高

音點綴歌詞「靈魂」(“Spiritus”)、「神聖」(“Sanctus”)；或是以向上的平行三和絃，來描寫描述耶穌復活升天。

第三個段落是對於聖靈以及天主教大公教會的信仰宣示，連續的八分音符快速節奏，不斷改變上下行方向的

音程，描寫聖靈如風如火一般運行的想像。但隨即改變場景以連許四分音符，如強大撞擊般在的重複和絃，

吶喊基督徒必須相信「唯一神聖之大公之教會」與「永恆的生命」，最後以低音域，微弱音量的密集和聲

中，應和著「阿們」結束全曲。

Credo in unum Deum, Patrem omnipotentem, factorem coeli et terrae, visibilium omnium et 
invisibilium.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

Et in unum Dominum, Jesum Christum, Filium Dei unigenitum, et ex Patre natum ante omnia 
saecula, 

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

Deum de Deo, lumen de lumine, Deum verum de Deo vero,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genitum non factum, consubstantialem Patri, per quem omnia facta sunt; 

他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

qui propter nos homines et propter nostram salutem descendit de caelis.

他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

Et incarnatus est de Spiritu Sancto ex Maria Virgine: et homo factus est.

他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人

Crucifíxus etiam pro nobis sub Pontio Pilato, passus et sepultus est. 

他在般雀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而被埋葬

Et resurrexit tertia die secundum scriptúras,

1. Credo《信經》



〈松鼠〉選自《柳樹陰影下》(Halavan Himmeän Alla, 1998) 組曲，歌詞出自芬蘭文學之父阿爾克

斯‧基維 (Aleksis Kivi, 1834-1872) 的詩作。阿爾克斯是十九世紀在芬蘭提倡民族意識的先驅之一，

並撰寫第一本芬蘭語小說。在芬蘭獨立後，阿爾克斯被視為芬蘭文學之父，其雕像矗立在全國各

國家劇院之前，且每逢芬蘭國家紀念日，必有劇院上演他的作品。勞塔瓦拉為推崇這位名家，曾在

1995-96年間以其生平為題材創作小型歌劇《阿爾克斯‧基維》(Aleksis Kivi)。混聲合唱組曲《柳樹

陰影下》，則是勞塔瓦拉在1998年，自此歌劇中選了三首獨唱曲改編而成。

〈松鼠〉是組曲中的第二首，內容描述松鼠高枕無憂地安睡於樹梢與天窗邊，避開紛爭與迫害。阿

爾克斯並在詩句中或羨慕、或嘲諷地自述著，他期盼能同松鼠一般地居高臨下，置身於世俗紛擾之

外。勞塔瓦拉在創作上遵循詩詞的結構，音樂因此依照四個詩節分為四個段落，再以四小節的尾奏

作結。

2. Laulu Oravasta《松鼠》

他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

et ascendit in coelum, sedet ad dexteram Patris

他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

et iterum venturus est cum gloria judicare vivos et mortuos; cuius regni non erat finis.

他還要光榮地降來，審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國萬世無疆

Et in Spiritum Sanctum, Dominum et vivificantem, qui ex Patre Filioque procedit,

我信聖神，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

qui cum Patre et Fílio simul adoratur et conglorificatur, qui locutus est per Prophetas, 

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他曾藉先知們發言

Et unam sanctam catholicam et apostolicam Ecclesiam. 

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Confiteor unum baptisma i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

et expecto resurrectionem mortuorum et vitam venturi saeculi. Amen. 

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阿們。



樂曲一開始，由男高音聲部起首吟唱第一個詩節，以上行五度接下行四度的動機展開約十小節、悅耳且頻繁變換

調性的橫向主題旋律。其餘聲部則縱向和聲式地，以綿綿不斷的四分音符馬達節奏，帶出連續平行三和絃、七和

絃構成的色彩變化，也替男高音聲部預備瞬間轉調的舞台。接續的三個詩節也運用相同的手法譜寫，橫向旋律依

次出現在女中音、男低音及女高音聲部。若忽略前後順序，而將這四次主題旋律的第一音，按照高低聲部縱向排

列，可發現勞塔瓦拉精密的設計：男高音的B音、女中音的F音、男低音的E音、女高音的C音，相鄰兩部皆為五度

關係，呼應著蘊含五度、四度關係的主題旋律。在第四個段落，勞塔瓦拉將女高音聲部再以分部，以甜美的二重

唱帶出高音域的主題旋律，好似詩節內容中愉悅輕快的鳥鳴在天窗邊迴繞。此時，男高音與男低音共六次同音反

覆著喚小松鼠，如搖籃曲般地哄著松鼠入睡；最後，音樂回歸平靜祥和，如歌詞所言，將松鼠帶進夢想的世界。

Makeasti oravainen makaa sammalhuoneessansa,

小松鼠甜美地睡在佈滿蘚苔的窩裡；

makeasti oravainen sammalhuoneessansa;

甜美地睡著，小松鼠，在它佈滿蘚苔的窩裡，

sinnepä ei Hallin hammas eikä metsämiehen ansa, sinnepä ei hammas eikä metsämiehen ansa ehtineet 
milloinkaan, ehtineet ei Hallin hammas eikä metsämiehen ansa, ehtineet ei milloinkaan.

你會平安地渡過獵犬的追趕以及邪惡獵人的陷阱，遠離傷害。

Kammiostaan korkeasta katselee hän mailman piirii, 

喔，從高貴的莊園裡看那世界的盡頭；

taisteloa allans monta; havuoksan viiri, rauhan viiri päällänsä liepoittaa, havuoksan viiri, päällänsä 
liepoittaa viiri.

僅管衝突和鬥爭環繞著你；但在你的額頭上方掛著卻是冷杉它那安詳搖曳的枝幹。

Mikä elo onnellinen keinuvassa kehtolinnass’, mikä elo onnellinen keinuvassa kehtolinnass’!

多麼快活的生活在高山上的巢穴中，豪華如城堡似的搖籃輕輕地搖著！

Siellä kiikkuu oravainen, siellä kiikkuu oravainen,

在杉樹媽媽的懷抱裡， 

armaan kuusen äidinrinnass’ kiikkuu. 

傾聽森林溫柔地唱和；

Metsolan kantele soi.

小心地哄你入睡。

Siellä torkkuu heiluhäntä akkunalla pienoisella, 

睡得香甜，你這帶著蓬鬆大尾巴的小松鼠， 

Siellä torkkuu heiluhäntä akkunalla torkkuu.

睡在開著小縫的天窗下，

Linnut laulain taivaan alla saattaa hänet iltasella, linnut laulain saattaa hänet iltasella unien kultalaan.

天堂裡那旋律輕快的鳥啼聲將帶你進入深夜星空的夢幻國度。



〈我有一個戀愛〉並非表面看來的情詩，其戀愛的對象其實是「天上的明星」（呼應了另一首〈為

要尋一個明星〉的命題），徐志摩的熱情在此詩中透露難得的清澈平靜，像是一幅筆觸乾淨的山水

畫，作曲者在譜曲的過程中很自然地融入東方禪意，乾淨簡單的鋼琴和弦進行，讓人聲自然流瀉，

渲染出晶瑩剔透的色彩。

我有一個戀愛　我愛天上的明星　

我愛它們的晶瑩　人間沒有這異樣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黃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　在風雨後的山頂

永遠有一顆  萬顆的明星

山澗邊小草花的知心　高樓上小孩童的歡欣　

旅行人的燈亮與南針　萬萬里外閃耀的精靈 

我有一個破碎的靈魂　像一堆破碎的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裡  飽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與柔情　我也曾嘗味　我也曾容忍　

有時階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傷  逼迫我淚零 

我坦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獻愛與一天的明星　任憑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太空中永遠有不昧的明星

除了〈再別康橋〉與〈偶然〉外，〈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稱得上是徐志摩最為人喜愛的浪

漫情詩，帶有旋律感的用字、工整漂亮的段落、以及不同溫度的情緒起伏，對於作曲家來說堪稱結構

完美的歌詞，由鋼琴緩緩吹起風的漣漪，其上承載綿長的人聲旋律線，讓夢中的傷感更顯真實。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在夢的輕波裡意會，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他的溫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甜美是夢裡的光輝，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他的負心我的傷悲。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在夢的被愛裡心碎，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黯淡是夢裡的光輝。

我有一個戀愛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詞／徐志摩‧曲／冉天豪

詞／徐志摩‧曲／冉天豪



再唱一段  思想起　

唱一段思想起  唱一段唐山謠　

走不盡的坎坷路  恰如祖先的步履　

抱一支老月琴  三兩聲不成調

老歌手琴音猶在  獨不見恆春的傳奇

落山風向海洋  感傷會消逝　

接續你的休止符  再唱一段唐山謠

再唱一段思想起  再唱一段思想起

日頭曝（勿會）死　大水淹（勿會）死

落霜凍（勿會）死　風颱吹（勿會）死

大水淹（勿會）死　風颱吹（勿會）死

有露水我就活落去　春風來我就出頭天　

有露水我就活落去　時機到我就出頭天

我若出頭天　世界就青青

我若出頭天　世界就青青

青青青＜閣＞青青青

葉仔會乾根（勿會）爛　代代＜閣＞敖生湠

代代＜閣＞敖生湠　代代＜閣＞敖生湠

有一個搖籃　搖著咱二千萬人

這個神奇的搖籃　伊的名叫做台灣

台灣海峽給伊輕輕啊搖　伊是（勿會）仆落的搖籃

太平洋也給伊輕輕啊搖　伊是世界美的搖籃

咱若做伙打拼有信心　　伊會搖出咱足好的命運

咱若保護環境有愛心　　伊會搖出咱美麗的春天

葉仔會乾根（勿會）爛　代代＜閣＞敖生湠

代代＜閣＞敖生湠　代代＜閣＞敖生湠

月琴

草仔枝（台語混聲四部合唱）

叫做台灣的搖籃（台語混聲四部合唱）

<中場休息>

詞／賴西安‧曲／蘇來‧編曲／冉天豪

詞／林武憲‧曲／張炫文

詞／謝安通‧曲／張炫文



出身匈牙利猶太家庭的李格悌，早期創作受巴爾托克（B. Bartok, 1881-1945）、史特拉汶斯基（I.F. Stravinsky, 1882-1971）

等作曲家影響，1956年離開布達佩斯，前往德國「科隆電子音樂研究室」任職，大量接觸序列音樂與電子音樂等新穎創作

手法，並與史塔克豪森（Stockhausen）以及幾位前衛派（Avant-Garde）作曲家密切往來。受到德國樂壇新風氣影響，李格

悌的創作思維徹底跳脫以往框架，不再將重心放在旋律、節奏與和聲發展上，相反改以電子音樂大方向的構想編排樂曲，

創造出獨具個人特色的音樂織度與音響色彩，而這些作品的原創性也相當受樂壇重視。大導演庫柏力克（S. Kubrick）因

喜愛李格悌作品的特殊氛圍，1968年在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即使用李格悌的管弦樂曲《氣氛》

（Atmosphères, 1961）與合唱曲《永恆之光》（1966）作為配樂，兩部作品也因此成為史上經典電影曲目。

《永恆之光》是李格悌1966年受德國斯圖加特歌唱學校委託創作，歌詞取自安魂彌撒（Requiem Mass）中的「領主曲」

（Communio）經文，曲子編制包含十六個聲部，無伴奏，是李格悌創作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在《永恆之光》中，李格

悌採用「卡農」手法讓各聲部以相同的音高序列先後行進，保有聲部間的連貫性，有趣的是，各聲部又以三連音、五連音

與十六分音符等不同節奏型態出現，在不斷交錯的不規則拍子，和時而和諧、時而不和諧的微複音音樂（micropolyphony）

與音堆（tone cluster）聲響中，聽眾只能感受到曲子整體寬廣、連綿不絕的模糊音響，而無法分辨某聲部清楚的旋律走向。

《永恆之光》中的微複音音樂（micropolyphony）概念是李格悌典型的創作手法，各聲部在水平流動中並不會突然轉換和

聲，而是如雲霧般緩慢又細膩地與其他聲部融合，逐漸轉換成另一種新的音樂聲響，這種多層次的聲部重疊交錯運動，賦

予了《永恆之光》一種既靜態又複雜的聽覺美感。

《永恆之光》可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歌詞為「願祢永恆的光照耀他們」（Lux aeterna luceat eis），女高音與女低音雖在相

同音高上開始全曲，卻因不斷交錯的節奏構成厚薄濃淡不同的音響效果，隨後聲部間的音程開始出現細微變化，產生更多

流動性，男高音在此段後半加入並演唱女聲音域。第二部分歌詞為「主啊，和主的聖徒們在一起直到永遠，因為祢是仁慈

的」（Domine cum sanctus eis in aeternam, quia pius es. Requiem aeternum dona eis），由男低音三個聲部以假聲高音唱出「主

啊」（Domine）一詞，象徵「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聖靈從天堂降下，歌曲音色變化更豐富，也是本曲首次出現的垂

直「音堆」聲響。男高音緊接著加入，而後女聲聲部唱出「安息」（Requiem），十六聲部此時一同出現，將全曲帶入最

高點。第三部分歌詞為「主啊，願祢永恆的光照耀他們」（Domine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男低音在正常的低音域唱出

「主啊」（Domine），其他聲部陸續加入，女高音在高音Si上以長音值唱出「光亮」（Lux）一詞，隨後交錯的節奏律動趨

向平靜，各聲部一一淡出，樂曲最終結束在七小節的靜謐休止中。

Lux aeterna luceat eis,

願祢永恆的光照耀他們， 

Domine cum sanctis tuis in aeternum, quia pius es. 

主啊，和主的聖徒們在一起直到永遠，因為祢是仁慈的。

Requiem aeternum dona eis, 

請給死者永遠安息吧，

Domine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 

主啊，願祢永恆的光照耀他們。

李格悌 György Ligeti (1923-2006)

Lux Aeterna  《永恆之光》



出身愛沙尼亞的托密斯(Veljo Tormis, b.1930)，為當今國際樂壇舉世公認的合唱音樂大師，超過五百首的驚人

合唱作品數量中，不僅多為無伴奏形式，更大量地選擇愛沙尼亞傳統民謠（Regilaulud）為創作依據，將傳統

民謠的織度、旋律、風格融入在其創作之中，使其作品中流露著濃厚的傳統復古樣式，也讓愛沙尼亞的民間

音樂風格廣傳於世。從外界的角度來看，托密斯堪稱愛沙尼亞民間音樂的代言者，但他自己卻這麼說：「不

是我使用了民間音樂，而是民間音樂使用了我」，此話足證他對民族傳統音樂精神的重視。

托密斯的父親是位音樂教師，身兼教會的管風琴樂師與詩班指揮，在環境薰陶下，托密斯自幼即接觸合唱音

樂，也熱愛管風琴音拴所產生的強烈音色對比，影響了日後其成熟的音樂風格中，經常展現厚重的織度與高

度的對比性。

當東歐尚在共產制度的控制下，儘管有政治干預與審查，托密斯的合唱作品早已是前蘇聯政府與東歐地區最

受歡迎的演出曲目，80年代後，他與愛沙尼亞愛樂室內合唱團的密切合作，更大幅提高了其作品在國際間的

能見度，90年代之後，托密斯也陸續與西方著名的團體如國王合唱團、希利亞合唱團合作，直至今日，托密

斯已被譽為二十世紀東歐最具貢獻的合唱作曲大師之一。

托密斯 Veljo Tormis

此曲是托密斯於1977年，為紀念愛沙尼亞詩人塔米薩里 (A.H. Tammsaare, 1878-1940) 一百週年，創

作給男聲、錄音機、以及打擊樂器的小型清唱劇，歌曲融入愛沙尼亞民謠，由預錄好的「錄音機」

聲部，在歌曲開頭與結尾，演唱民謠主題「哭泣的橡樹」，另有一位獨唱則在身藏幕後，於歌曲開

始之前僅以母音「a」，猶如在曠野中豪邁地呼喊，故事隨著人們與橡樹的對話，逐漸開展。

托密斯於1984年依據愛沙尼亞文人克列茲瓦爾德的民族史詩《卡列維波埃格》（Kalevipoeg）第十

篇，選用其詩文為歌詞，創作男聲四部無伴奏合唱曲，其富節奏性與急速的曲風，呈現出豪邁而寬

廣的氣魄。短促切分的節奏音型，瞬間轉變的五拍、七拍的變化拍號以及對比性的力度記號，展現

出極富戲劇張力的音響效果。

1. Hääled Tammsaare Karjapõlvest



Kaua mina käisin karjateedal,sing sale proo

我在牧草地上徘徊。唱首撒勒波洛

mis mina leidsin metsateedalt:

猜我找到了什麼？

leidsin tame nuttemasta.

是一棵在哭泣的橡樹。

Miks sina nutad tammekene?

親愛的橡樹，你為何哭泣？

Mind on üksi siia jäetud,

因為我被孤單地留在這牧場，

siia taeva tuule kätte.

就這樣任風拖曵。

Ära sina nuta tammekene,

我說 : 別哭了，親愛的橡樹：

mul on kodus seitse venda,

我家中有三兄弟，

igal venal seitse kirvest,

他們都有斧頭，

tulevad tame raidumaie.

他們會來把你給砍了。（如此你便不孤獨）

Pliksati ja plaksati!

窸窸窣窣的聲音，

Mädaroigast mässiti,

是拴牲口用的尖木梉被扭轉，

karu karvu kakuti,

是熊的棕毛被修剪，

perepojal pakuti,

是小老闆被招待，

punepüksa puniti,

是一串地瓜被纏繞在一起，

salasõnu soniti,

是魔法咒語被輕頌，

rõõmurõngast osteti,

是喜樂的戒指被買下，

hõbeveesse kasteti,

是水漾銀波被沾濡，

nääris õnne valati,

是難得的好運被釋出，

kuuse otsas kuulati.

然後他們站在樹上聆聽，

Taderitti-ralladi!

(塔德利第-拉拉第)

Pühapäev lä’en pulmagi

這星期天將有一個婚禮，

teise pere temaga,

我會攜伴參加，

lelle sauna vanaga.

是跟我叔叔的貧窮老房客。

…käokene, kuku

大家都知道的那隻布穀鳥，咕咕叫

kus su kuldas pesakene?

你的金黃色的巢呢？

Tua taga tame otsas,

在屋子後面樹橡樹上，

suos suure kuuse otsas,

在沼澤中的冷山樹上，

laanes laia lepa otsas.

在森林中寬闊的赤楊樹上，

Kus nied puud on jälle saanud?

這些樹都怎麼了？

Mies neid maha raiunud on.

一個男子把他們都砍了。

Kus see mies on jälle saanud?

那位男子怎麼了？

Puges põllupienra alla.

他藏身於牧場草地。

Kus see põllupienra saanud?

那草地怎麼了？

Hundid üles uuristanud,

狼群們把草地給挖起來，



karud üles katkestanud.

幾隻大熊把土壤翻挖了。

Oma noores lapsepõlves

在我年少時

vaga isa silma all,

我看顧照料我虔誠的父親

olin ma siis viel sel ajal

因此這段日子我很開心

väga rõõmus Jundamaal.

住在猶太(古代羅馬所統治的Palestine南部)

Seekemis, kus meie karjad

我們在那兒放牧，

sõivad palmipuude all.

在棕櫚樹葉的蔭下。

Kord mind saatis isa välja

有一次我父親叫我出去

oma vendi vaatama.

去找我親愛的兄弟們，

Andis kirju kuue selga—

他給我穿上光鮮的大衣，

mina läksin rõõmuga.

就這樣我開心地走在路上。

Vaat siis süttis vende viha

兄弟們看到我穿著大衣好是生氣嫉妒，

minu piale põlema—

燃燒著一陣怒火朝我而來。

võtsid nõuks mind ära tappa,

他們計畫要把我殺了，

kaevu sies mind sureta.

把我投入井裡。

Viimaks tõmbasid mind välja,

緊要關頭又把我給拉上來，

kui mu hing ju keele pial.

這時我已奄奄一息。

Nüüd mina kannan vangirauad 

如今我帶著手聊腳銬，

Egiptuses nutuga.

隻身埃及終日以淚洗面。

Minu isa hallid juuksed

我親愛父親的灰髮

lähvad hauda murega.

伴著他的傷悲進入了墳墓。

Kuis mu vennad värisesid,

我兄弟們怎麼忍心

pole ma neil paha teind.

我從沒做過對不起他們的事。

Ära sina nuta, tammekene.

我親愛的橡樹別哭了：

Juurikast teen joogikannu,

我來用你的樹根做個大杯子，

oksadest teen hoostetalli,

我來用你的樹枝搭個馬廄，

lehtedest teen lehmalauda,

我來用你的樹葉造個牛棚，

ladvast teen veel laevamasti.

我來用你的樹幹製個桅杆，

Kaua mina käsin karjateedal,

我在牧草地上徘徊。

mis mina leidsin karjateedalt…

猜我找到了什麼？



Kalevipoeg, poisikene,

卡列維浿，我親愛的朋友

tahad minna taevateeda:

如果你想到天堂的話：

ära tähissa takista,

不要被星星阻擋住了，

ära kuussa komistele,

不要在月亮上躊躇，

ära puutu päikesesse!

不要去碰觸太陽！

Jäta päike paistmaie,

讓太陽繼續照耀，

kuu kuma andemaie,

讓月亮發微光，

tähed teeda näitamaie!

並且讓星星帶領我們去天堂的路！

Kalevipoeg, poisikene,

卡列維浿，我親愛的小老弟

tahad minna põrguteeda:

如果你想到地獄的話：

ära hukka põrgu uksi,

別破壞了地獄之門，

värista põrgu väravaid!

不要去搖那柵欄門！

Jäta seisma põrgu seined,

保持地獄之牆直立著，

托密斯於1984年依據愛沙尼亞文人克列茲瓦爾德的民族史詩《卡列維波埃格》（Kalevipoeg）第十

篇，選用其詩文為歌詞，創作男聲四部無伴奏合唱曲，其富節奏性與急速的曲風，呈現出豪邁而寬

廣的氣魄。短促切分的節奏音型，瞬間轉變的五拍、七拍的變化拍號以及對比性的力度記號，展現

出極富戲劇張力的音響效果。

2. Jäta päike paistma《讓太陽發光》

jäta uksed hukkamata,

還有那些門都要完好如初，

väravad väistamata!

讓地獄的柵欄免於搖晃！

Kalevipoeg, poisikene,

卡列維浿，我親愛的兄弟

lähed sõtta sõitemaie,

當你乘馬車加入戰爭，

vaenuteeda veeremaie:

當你大步的走在征途上：

jäta nõdrad nottimata,

讓你最弱的敵人免於被殺害，

poisikesed puutumata,

讓那些孩童們不被碰觸，

laste isad langemata!

不要擊倒有孩子的父親們！

Siis ei leski leinamaie,

如此便不會有寡婦哀悼，

piiga silmi pisaraille,

沒有小女孩泛淚的眼眶，

vaeseid-lapsi valu sisse.

沒有孤兒被遺留的痛苦。

Kalevipoeg, poisikene!

卡列維浿，我親愛的伙伴！



科斯帝艾寧 (Pekka Kostiainen, b.1944) 出生於芬蘭中部的大學城于維斯屈萊 (Jyväskylä)，是當今芬蘭著名之

作曲家及指揮。他先後於西貝流士音樂院拿下管風琴以及作曲的雙學位，並在畢業後持續受教於芬蘭的作

曲家前輩們，如依格盧德 (Einar Englund, 1916-1999)、科科寧 (Joonas Kokkonen, 1921-1996)，以及勞塔瓦拉 

(Einojuhani Rautavaara, b. 1928)等人。

自西貝流士音樂院畢業後，科斯帝艾寧先於芬蘭北部的教堂擔任管風琴師，而1971年後回到家鄉，任教於于

維斯屈萊大學。1977年他在于維斯屈萊大學的音樂系創立了「穆西卡室內合唱團」(Musica Chamber Choir)，

活躍於各大國際合唱比賽、音樂節演出，以及錄製唱片工作，科斯帝艾寧至今仍為該團指揮。2000年後，他

專注於作曲及指揮的工作，除了大量的合唱作品外，也有管弦樂與獨唱/奏作品，2004年更獲得于維斯屈萊大

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

克斯提艾倫 Pekka Kostiainen

《木炭畫上的樹》(Hiilella Piirretyt Puut , 1988) 是科斯帝艾寧受「于維斯屈萊室內合唱團」 (Jyväskylä Studio Choir) 

之委託，為其創團二十週年音樂會所寫的作品。全曲並無特定歌詞，僅以母音變化呈現動聽的旋律及透明的和

聲，透過純粹的聲響描繪芬蘭森林在不同季節與氣候中的景象。

此曲運用許多上、下行如拱型一般的音階旋律，並以六八拍子的舞曲節奏呈現；科斯帝艾寧並常各聲部一分為

二，以卡農方式展現，宛如樹枝被風吹拂著左右搖曳。音樂的結構大致可分為三個段落：首段由男低音聲部在G

上的持續低音開始，有如穩固的大地。而後男高音、女中音於其上以復古的弗里吉安 (Phrygian) 調式，從降E基礎

音上展開旋律，氣氛較為晦暗，待女高音聲部明亮的高音出現，瞬間將陰霾一掃而空，轉為G音上的五聲音階音

響，透明清澈；第二個段落主要由D音上的多里安調式音階 (Dorian) 為基礎，由男低音聲部開始後，高音聲部逐

漸模仿進入。接著，各部音階爬行的幅度變窄，樂句的交織越趨密集；縱向和聲連續平行七和絃的音響，加上較

快速的節奏感，使音樂氣氛逐漸緊湊且建築段落的高峰，好似一陣強風或暴雨，樹梢劇烈搖晃的景象。而後，音

樂回到段落開頭的多里安調式音階，聲部間僅作下行音階的模仿，強風吹拂過後再度回歸平靜。接著，男低音再

度帶出持續低音G，進入第三個段落。科斯帝艾寧似欲描述雨過天晴大地的復甦，男高音與女中音逐漸由低音發

芽，女高音則是再度翔詠歌歡的鳥類。各聲部以似低限主義 (Minimalism) 的手法，不斷各自重複相同的音型、節

奏，呈現深根的樹林、微風低喃、平靜祥和的景色。

1. Hiilellä Piirretyt Puut《木炭畫上的樹》



《天真浪漫者的華爾滋》 (Viatonten valssi, 1980) 是科斯帝艾寧混聲合唱作品中，極受歡迎的一曲。此曲是1980年為于維斯屈

萊市新圖書館落成，受委託創作的小清唱劇。歌曲內容以芬蘭詩人海拉科斯基 (Aaro Hellaakoski, 1893-1952) 的諷刺詩文為藍

圖，故事描繪在璀璨的夏日夜晚，小天使與小惡魔正手拉手開心的舞蹈，但褪在一旁的天使羽毛和翅膀，與惡魔的皮衣卻

被貪婪的豬給吃掉了。當清晨來臨，舞曲結束時，天使與惡魔為失去的自我痛哭，他們被迫改變容貌與衣裳，但夏日的夜

晚依舊燦爛。科斯帝艾寧巧妙地以無伴奏合唱的方式，將此迷人的景致、華爾滋的氣氛，及戲劇張力表現得淋漓盡致。

此曲在結構上沿著故事情節，在段落上設計不同的氣氛與音響效果，大致可分為帶有前奏的ABA’三段體。樂曲的開端描述

平靜的夜、清澈的水波與蟋蟀的奏樂，竟多以連續二度的堆疊、連續平行四、五度，甚至是增四度的強烈和聲描繪，似乎

暗示著不平凡的事即將發生。中間進入快速的三拍子華爾滋舞曲，男聲兩部呈現華爾滋的舞步節奏，加入女聲兩部三度、

六度平行二重唱的旋律，正是小天使與小惡魔沉浸於歡愉的舞蹈。旁白這時在一旁朗誦貪婪的豬偷襲的情節，獨立於舞曲

之外，顯示天使與惡魔完全渾然忘我，無視邪惡的侵犯。尾段的音樂多以和聲式音堆創作。科斯帝艾寧詼諧地節錄中段舞

曲旋律，但縱向配上不甚和諧的和聲，故事走樣，轉喜為悲，沉重地作故事寓意的反省與總節。

2. Viatonten Valssi《天真浪漫者的華爾滋》

Kun kesäinen yö oli kirkkain 

ja tyyninä valvoivat veet,

ja helisi soittimet sirkkain 

kuin viulut ja kanteleet.

這夏天的夜晚正在它最明亮的時候

這水是如此的柔和平靜又有深度。

蚱蜢們正在彈奏著他們的鄉村小提琴及豎琴。

viisi pientä piruparkaa, 

aivan ujoa ja arkaa, 

sievin kumarruksin tohti 

käydä enkeleitä kohti, 

五個小惡魔

勇敢豪邁地向天使們行禮。

Uniformunsa karvaiset heitti

he, sarvet ja saparoyyön;

oli lanteillavain lukinseitti;

ja helisi harputyön.

他們脫下了他們的獸毛制服，

他們的魔角以及尾巴。

Enkelitkin sulkapaidan 

jätti tuonne päälle aidan.

Siellä häntä siellä siipi, 

toisiansa tervehtiipi.

天使們也同樣的，

脫下了他們的羽毛和翅膀。

Ja niinhän he, nostaen jalkaa 

niin nätisti tanssia alkaa 

yli kallion kasteisen,

Ja yö oli onnellinen.

他們一起手牽手

興高采烈的跳著舞

在海邊濕漉漉的懸崖峭壁。

那是一個開心的夜晚。

Missäs sika, Jos ei kerää

kärsäänsä se yhtäperää

siivet, karvat, ynnämuuta,

vielä maiskutellen suuta.

但有一隻豬，牠貪心地

用他的豬嘴收集著翅膀、獸衣

和全部其他的物件，甚至想找更多更多。



Sill’ aikaa enkelit tanssi 

niin ujosti, u josti varpaillaan,

vain pukuna pikkuinen kranssi, 

viis pirua toverinahaan, toverinaan.

此時此刻的天使們，,

穿戴的只有那象徵勝利和榮譽花冠 

在他們頭上，

和五個小惡魔跳舞。

Kerran tuli aamunkoitto, 

loppui tanssi, loppui soitto.

Pirut, niinkuin enkelitki 

tunnusmerkkejänsä itki.

早晨來臨。

舞會結束了。音樂也停止了。

小惡魔和小天使不經大聲喧叫

為了他們自己的損失、迷失。

Oi pienoiset, ettehän arvaa: 

moni vaihtaa nahkaa ja karvaa, 

sika paljin siipiä syö.

Mut harppua sirkat lyö 

yhä, kun on kesäyö.

喔，年輕人啊，你能想像嗎：

他們在顏色、外貌和裝飾特徵的巨變。

那死豬吃了多少隻翅膀！

蚱蜢們仍是彈奏著牠們的豎琴

那夏夜依舊明亮。

《雅各的兒子》(Jaakobin Isot Pojat, 1984) 原本寫給同聲合唱，科斯帝艾寧在1984年以更為現代的作曲手法，改編成

混聲合唱作品。此曲有著前衛聲響與炫技色彩，成為國際間合唱比賽的熱門曲目。科斯帝艾寧與繆西卡室內合唱

團，曾在匈牙利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中演唱此曲，並獲得混聲合唱組銀牌的佳績。根據舊約聖經記載，雅各是

猶太人的祖先，當雅各在異鄉興旺發達後，率妻兒返鄉，途中忽然有一人來與之格鬥，雅各獲勝，那人其實是一

位天使，他便向雅各祝福道：「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改為以色列 (Israel)，因為你與主格鬥得了勝利」。雅各

在埃及住了十七年之後，以147歲的高齡去世，臨終前一一祝福十二個兒子，也就是後來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

《雅各的兒子》一曲，歌詞便是雅各十二個兒子的名字：呂便（Ruben)、西門（Simeon)、利未（Leevi)、猶大

（Juuda)、但（Daan)、拿弗他利（Naftal)、迦得（Gaad)、亞設（Asser)、以薩迦（Issachar)、西布倫（Sebulum)、

約瑟（Joosef)，以及便雅憫（Benjamin)。樂曲結構大致可分為四個段落，以現代作曲手法創作，將混聲合唱分為

八個聲部。首段以聲部依序朗誦唱人名，以人聲點描出二度堆疊的強烈音響。然後聲部逐漸增多，男聲、女聲交

錯和聲式地架構出不同的三和絃，最後逐漸節奏統一，以七部的大三和絃結束。第二段的織度較薄，女聲念唱人

名、男聲則是連續平行六和絃的進行。第三段則有偏像空間的記譜手法，在指定秒數內，將同一個名字將由低聲

往高聲，或由高聲往低聲地在聲部間接力頌念；或是每個聲部一句念出一個名字。末段的手法與首段相似，最後

從最低聲部往上二度疊合一個八度C大調音階的音羣，震撼地作結。

Ruben, Simeon, Leevi, Juuda, Dann, Naftal, Gaad, Asser, Isaskar, Sebulon, Joosef ja Benjamin. Jaakobin poikia, kaikki.

呂便、西門、利未、猶大、但、拿弗他利、迦得、亞設、以薩迦、西布倫、約瑟，以及便雅憫。以上這些都是雅

各的兒子。

3. Jaakobin isot pojat《雅各的兒子》



《無形咒》一曲，是瑞典作曲家諾丁受瑞典國家廣播電台委託創

作，為瑞典國家廣播合唱團所寫的作品。

諾丁曾就讀斯德哥爾摩皇家學院、史丹福大學和巴黎音樂與聲樂研究

機構 (IRCAM)，隨後獲聘為瑞典國家電台駐台作曲家 (2004-2006)，

他的作品曾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曲家論壇作曲大獎。諾丁的音樂

揉合了傳統瑞典民間音樂、搖滾樂和即興音樂，其作品曾獲邀在國際

現代音樂節 (ISCM)、荷蘭高德雅姆斯音樂節 (Gaudeamus) 以及國際

電腦音樂節 (ICMC)等之中演出。2006年，瑞典國家電台發行的唱片

《Residues》收錄了諾丁部份重要的管絃樂作品。

此首無詞的合唱曲源自諾丁對生命特殊體驗的呈現與實踐。在長達

十二分鐘、二十六頁的樂曲中，其編制涵蓋三個重要的獨唱角色，

以及多達十六個龐大編制的合唱聲部。在如此數大的外框形式內，

隱含的是什麼樣的音樂內涵呢? 關於《無形咒》有三項作曲者生命

體驗的呈現，分別是融入諾丁自身的冥想經驗，其二是音樂元素採

自加姆特蘭民歌的民謠，以電腦重組再加工後形成此曲新的基本素

材；最後是唱法受艾爾泰爾合唱團即興式演唱風格的影響，使此曲

呈現超然詭侷的靜謐氣氛。

《無形咒》雖稱無詞，其實諾丁運用三種主要的腔韻呈現咒語神秘

的音樂能量，分別是無意義子音、字串式含糊不清的快速低喃，有

分為沒有音高以及有音高式的快速吟誦，形成如晦暗低吟般的咒語

聲；另者，則是長拍音符的「顫抖聲」，連綿延長不絕於耳；偶有

先來音快速滑落在長音上，增添幾許惆若黯然地沉響。全曲激盪著

回音裊裊的咒語聲，有時爛若丹霞、皎如素雪，有時卻又幽若鬼

魅、聲響層疊交錯。

《無形咒》融合了不同的音樂概念和風格，讓我們欣賞不同文化、

不帶任何偏見，讓音樂超越其本身的價值，突破當地的界限，前往

更美好的世界。

諾丁 ( Jesper Nordin, b.1971)
〈台北〉

Invisible Mantra  《無形咒》



趙菁文
《鑼鼓運動二章》 (2010) – [世界首演]

我想，觀眾在閱讀樂曲解說之際，應該會想知道作曲家在創作的過程中，到底在想什麼？

每一次的創作，都是每一次問題的成立，而後思維掙扎，終究解決問題的過程。我原先預

選了兩首詩經的詞來譜曲，但是逐漸發現，自己與這些詩詞似乎無法感受到強烈的情感共

鳴，也覺得有些地方似乎是勉強自己去配旋律，對於喜愛尋找音樂與聲響行為之間聯繫的

我，希望音樂本身能有更大的自主性。於是，我丟掉了兩個多月以來寫出的草稿，重新找

尋idea，於是想到…如果，將合唱團當成打擊樂來用？

因此，這二個「鑼鼓運動」樂章就誕生了。所用的歌詞，並非文字，而是來自模仿打擊樂

器所發出的聲響，以及鑼鼓經的口訣用字，像是：[蒼tsang-才tse-台de-才tse]、[蒼tsang-另ling

才tse-乙yi台de-蒼tsang]、[台-乙-台-台]、[另定-台]等。（在此解釋鑼鼓經並非重點，大致而

言，大鑼=倉、小鑼=台、鈸=才，但它們齊奏時，有時也使用相同的文字…）

第一樂章由此起彼落的鐘鑼聲開場，由14部不同的節奏點、不同的空間站位同時進行，但

隨即由外放的高姿態，似乎向內縮進了大鑼的共鳴聲「裡面」，由D音散開的兩個五聲音

階群共振，企圖產生金屬打擊樂中拍頻音(beat frequency)的震動效應。這段進程結束後，和

聲塊淨化為單純的五聲音階，由男高音帶領其他聲部的加入。隨即而來的插入舞段，導入

了一個兩種時間同時並存的過渡段，由規律時間，非常緩慢地聲響形變(morphing)為非規律

的自由時間，此起彼落的鐘鑼聲再現。

相較於前樂章的沈靜，第二樂章由幾個活潑的仿擊樂鑼鼓樂段所組成。而沿襲前樂章在空

間站位上的設計，造成擊樂聲響的空間呼應，更強調分為內圈choir及外圈soloists的配置。

樂曲由仿擊樂噪聲開始，逐漸地找到一些音高，隨即這些焦點音高，擴大為焦點和聲，再

由焦點和聲衍生至多樣的和聲群。在樂曲接近尾聲時，同於前樂章，也出現了一個兩種時

間(regular vs. irregular)同時並存的過渡段，出乎預期地帶入鑼鼓段的再現。

這首作品的編制是為混聲合唱與擊樂助奏，打擊樂器可加或不加，以配合隨團巡演時的方

便性。感謝雲紅老師與台北室內合唱團的委託創作，讓許久未接觸合唱作品的我，重浸自

然人聲的美好。

文／趙菁文



主辦單位：台北室內合唱團

協辦單位：新竹市文化局

台中市文化局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台北市文化局

媒體協辦：新唐人衛星電視台

智邦藝術基金會

古典音樂台 FM97.7  好家庭廣播

製作單位

台北室內合唱團 / Taipei Chamber Singers

電話：(02)2776-4089

傳真：(02)2776-4090

E-mail：singers.tcs@msa.hinet.net

網址：www.tcschoir.org.tw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59號3F

藝術總監暨指揮 / 陳雲紅      顧    問 / 陳何家

團長暨藝術指導 / 方素貞      行政總監 / 房樹孝

團務經理 / 高端禾、鄭逸伸    執行秘書 / 黃曉君

助理指揮 / 馬韻珊、彭孟賢    

鋼    琴 / 王乃加 

燈光設計 / 黃諾行

燈光技術執行 / 蟻天技術團隊

美術設計 / 林晁綺

曲目解說 / 趙菁文、馬韻珊、彭孟賢

歌詞翻譯 / 龍適行

女高音 / 陳品穎、方素貞、彭孟賢、鍾慧敏、黎妍庭、卓鈺薰、涂慧玲、鄒瑜洳

女低音 / 謝竺晉、馬韻珊、陳羚榛、葉思吟、莊皓瑋、吳羽蕎、傅貞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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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pe Palm

方慧美小姐

田芸小姐

呂素蓮老師

何伯堂先生

李寶鈺老師

林玉茹小姐

林松虎先生

林岱羚老師

林錦霞老師

施珊佑小姐

韋書華老師

柯愛蓮小姐

孫素惠老師

高雅芳老師
徐鴻慶先生

郭心怡老師

黃名秀小姐

陳宏毅先生

許敬章先生

陳信昌牧師

陳毅民先生

陳錫仁老師

黃寶珠老師

張上民老師

張月圓小姐

張筱琪老師

馮蕙珍老師

楊宜真老師

楊明慧老師

感謝名單

楊覲伃老師

廖坤崧先生

鄭以心小姐

潘任展先生

潘恩盛牧師

顏崇勝老師

大開劇團

玉山合唱團

文化合唱團

台中市勞資合唱團

台中康乃馨合唱團

台中薰風婦女合唱團

芬蘭商務辦事處

荷風合唱團

新港文教基金會

艋舺長老教會

嘉義女聲合唱團

嘉義美的N次方合唱團

嘉義室內合唱團

嘉義愛樂合唱團

(依姓氏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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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狂潮」—當代合唱音樂作品集
2010金曲獎『最佳演唱獎』入圍唱片

，

「日光之上」—2010金曲獎
『最佳宗教音樂專輯獎』入圍唱片

當代前衛驚世鉅作╳十六聲部無伴奏人聲模擬電子音樂『無形咒』

挑戰音場動態極限╳『無止盡的雨』、『食人女妖』等當代人聲經典

台北室內合唱團首張當代前衛合唱作品專輯「當代狂潮」，集結東西方最令人震撼的前衛聲響。專輯收錄

瑞典當紅作曲家諾丁以人聲模擬電子音樂，意境超凡的之十六聲部無伴奏鉅作『無形咒』、委內瑞拉作曲

家葛勞挑戰人聲動態， 射拉丁炙熱靈魂的『無止盡的雨』、紐西蘭女性作曲家麥克蘭以低限主義手法，

關注原住民文化失落的『希望』、澳洲合唱大師李克全曲擬聲特效作品『食人女妖』⋯等狂飆超限的人聲

極致，是國內罕見的重量級當代音樂專輯。

永恆的詩歌╳收錄「聖哉、聖哉、聖哉」、「至好朋友就是耶穌」等永恆詩歌

純淨的天籟╳同時收錄純淨人聲無伴奏演唱，以及管風琴莊嚴伴奏版本

「日光之上」是台北室內合唱團第一張以教會台語聖詩為主題之唱片，收錄「至好朋友就是耶穌」、「我

心大歡喜、主站身邊」、「救主愛疼的聲」、「聖哉、聖哉、聖哉」⋯等永恆美好的詩歌，除以純粹無伴

奏人聲演唱外，也與留美知名管風琴演奏博士陳韵芬合作，將純淨無瑕人聲與莊嚴華麗之管風琴結合，永

恆的詩歌，純淨的天籟美聲，傳唱永不止息的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