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出的話

台北室內合唱團2011年度製作「海洋旅人」，將以十五、十六世紀歐洲文藝

復興的宗教與世俗音樂，以及新大陸美國的當代合唱作品與黑人靈歌，演示

在不同時空與地理環境下，合唱藝術在內容與風格上的多彩面貌。

葛利果聖歌（Gregorian chant）的單一旋律男聲齊唱揭開音樂會序幕，隨著人

聲的二部與三部多旋律線條的複音音樂，唱出西方合唱發展。隨著人類文明

的發展，在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聖樂與俗樂，更高度表現了作曲家的深

刻內涵與人聲無伴奏合唱的極致表現。

隨著人類歷史與時間的發展演進，承襲英國與歐陸文化的新大陸美國，於數

百年後的今日，在海洋的彼端建立起自身特有的音樂內涵：無論是美國當代

合唱音樂，或是融合了非洲民族音樂與基督宗教精神的黑人靈歌，都表現出

多元文化的交織而產生的變化與特色。

今天的「海洋旅人」，我們將人聲藝術橫跨數百年的音樂風貌，呈現於舞台

之上，我們以唱出純淨的文藝復興聖樂與浪漫的俗樂，華麗多彩的美國當代

合唱以及吶喊生命的黑人靈歌。我們期望內斂與熱情的聲音，唱出歷史的軌

跡，唱出台北室內合唱團對合唱永恆的愛。

藝術總監  陳雲紅



〈宜蘭、台中、桃園、廣藝廳〉

（一）序幕
Organum: Sequence, Rex caeli, Domine

                 Trope, Agnus Dei

St. Martial: Benedicamus Domino

Perotin: Alleluya

（二）走過文藝復興

義大利聖樂

Tu Solus qui facis mirabilia

Jubilate Deo

Dies Sanctificatus

英國俗樂

Fyre, Fyre

Weep, weep, mine eyes

2011年「海洋旅人」音樂會

曲目內容



〈台北〉

（一）序幕
Gregorian chant: Magnificat anima mea

Organum: 

Sequence, Rex caeli, Domine

Trope, Agnus Dei

St. Martial: Benedicamus Domino

Perotin: Alleluya

（二）走過文藝復興

義大利聖樂

Tu Solus qui facis mirabilia

Jubilate Deo

Dies Sanctificatus

Ave Maria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英國俗樂

Fyre, Fyre

Too much I once lamented

Weep, weep, mine eyes

（四）當代美國之聲
Ave Maria

Ubi Caritas et Amor

Les Chansons des Roses

（五）黑人靈歌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No hidin’ place

Ezekiel saw de wheel

Elijah Rock

（三）中文經典
桐花圓舞曲

我有一個戀愛

紅龜粿

永遠的故鄉

〈中場休息〉

（四）當代美國之聲
獅子王組曲(台中場/東大附小合唱團)

Les Chansons des Roses

（五）黑人靈歌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No hidin’ place

Ezekiel saw de wheel

Elijah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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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n t o n i g r ò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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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日光之上－台語聖詩專輯」入圍「最佳宗教音樂專輯獎」，以「當代狂

潮－當代合唱音樂作品」榮獲第21屆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類「最佳演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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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TCMC）執行長暨合唱藝術總監

台北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華新兒童合唱團音樂總監、台北教師合唱團

指揮、新節慶合唱團指揮。

榮獲德國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她曾多次帶領合唱團於歐洲各地參加國際合唱比賽與演出，並獲得多項

殊榮及肯定：帶領台北室內合唱團於2006年參加匈牙利「巴爾托克國際

合唱大賽」，勇奪總冠軍與最佳指揮獎，並受邀於2008年擔任此大賽之

評審；2005年，於德國「布拉姆斯國際合唱大賽」榮獲金牌冠軍與最

佳指揮獎；1994年，於義大利「國際合唱比賽Guido d'Arrezo」榮獲金、

銀、銅獎牌；1997年，她帶領台北世紀合唱團於義大利「國際合唱比賽

C.A.Seghizzi」即榮獲總冠軍與「最佳布拉姆斯音樂詮釋」及「最佳指揮」

個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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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2008年，她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受世界合唱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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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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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受

邀擔任「2010第三屆歌韵東方國際合唱節」之評審。接軌國際，是她展

望世界觀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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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人作品發表」的音樂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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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對於現代合唱音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

術界肯定。

落實台灣合唱音樂教育，整理台灣合唱歷史文獻，接軌國際合唱發展潮

流，是她終生不變的志業。

陳雲紅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鋼琴演奏碩士，師事徐頌仁教授。自幼由母親

啟蒙音樂的學習，1992年參加全國高中音樂班資優甄試，保送至國立台

灣師大附中音樂班，主修師事徐頌仁教授；副修理論作曲，師事盧炎教

授。1995年參加全國大學音樂系資優甄試，保送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

樂系，主修師事賴麗君教授。自學校畢業後，隨即全心投入教職，同時

不斷地自我學習，定期舉辦及參與各項音樂演出。目前任教於國立台灣

師大附中，並擔任台北室內合唱團伴奏。

1996 / 04   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鋼琴協奏曲比賽「最佳協奏獎」。

1997 / 08   參加法國尼斯音樂營鋼琴及伴奏課程，分別受教於Olivier Gardon及Alain Jacquon。

1997 / 12   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鋼琴協奏曲比賽第一名。

1998 / 03   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管弦樂團於師大禮堂合作演出。

1999 / 05   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演奏廳舉辦鋼琴獨奏會。

1999 / 08   應大阪同鄉會之邀，於大阪クレオ大阪東演出「台灣のタベ」。

2004 / 06   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廳舉辦鋼琴獨奏會。

2006 / 01   於國家演奏廳舉辦鋼琴獨奏會。

2007 / 08   於國家演奏廳舉辦張寶藝謝書儀雙鋼琴演奏會。

2008 / 06   於十方樂集週末音樂會系列舉辦鋼琴獨奏會。

張寶藝



【序幕】

〈台北〉

1. Gregorian chant 葛利果聖歌

葛利果聖歌 (Gregorian Chant) 的名字來自拉丁文〈Cantus Gregorianus〉，

亦稱為「平歌」或「素歌」。葛利果聖歌與宗教的禮拜儀式密不可分，須配

合各種儀式演出不同聖歌內容，在儀式之中擔負任務，它是一種功能性質的

音樂。在六世紀以前，歐洲各地的天主教會都有自己專屬的聖歌，彼此教會

儀式與音樂皆不統一，西元六世紀末葉，羅馬教廷出現了一位改革人士－教

宗葛利果一世（Gregorius I, 590~604）。他致力推動將羅馬教會中的素歌加

以編纂、歸類，並改善當時儀式與儀式音樂的紛亂現象，奠定了宗教年曆的

崇拜儀式，並明定各類儀式所配合的素歌。此後這些被歸類彙整的素歌，以

及一部份之後加以編訂的聖歌，被後世通稱為「葛利果聖歌」（Gregorian 

chant），以紀念教宗葛利果一世的偉大貢獻。

葛利果聖歌在結構上，屬於無伴奏的單音音樂，歌詞使用拉丁文，音樂特性

是帶有一種超然、不含世俗意念的氣質。樂曲中無小節線和固定拍號，完

全依照經文歌辭的長短自由地演唱，現今將葛利果聖歌中常用的演唱形式

分為四種：第一種音節式（Syllabic）為一字對一音的唱法；第二種聖詠式

（Psalmodic）是在同一音高唱出數字；第三種音團式（Neumatic）為一字對

數音的唱法，是葛利果聖歌中最常用的一種；第四種花腔式（Melismatic）

一字對多音的唱法，如歡呼歌（Alleluia）。

在記譜法方面，早期聖歌都只憑口耳相傳，並無樂譜的形式，久而久之造

成內容誤傳或不正確，在西元九世紀，天主教會的音樂家發明了「紐姆」

（Neumes）符號的使用，成為西洋音樂史上記譜法的開端。早期的「紐姆

譜」只能約略記載音節的長度與旋律的輪廓，尚無法完全記錄下正確旋律，

但是對於演唱者而言能有效幫助樂曲旋律的記憶。直到十一世紀，由義大利

音樂家桂多‧達賴左（Guido d’Arezzo, 995-1050）制定出四線譜的系統，成

為葛利果聖歌的通用記譜方式，也形成今日五線譜的基礎。

隨著教會的傳播，葛利果聖歌流傳至歐洲各地，逐漸成為天主教最正統重要

的禮儀音樂之一。



Magnificat anima mea 聖母讚主曲

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

Et exsultavit spiritus meus in Deo salutary meo.

我的靈魂歡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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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s.

今後萬代的人都要 稱我有福

Quia fecit mihi magna qui potens est: et sanctum nomen ejus.

全能者給我作了奇事，祂的名號何其神聖

Et misericordia ejus a progeni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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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jus in saecula.

正如祂曾應許我們的祖先，永遠眷顧亞伯拉罕和他的家族

Gloria Patri, et Filio, et Spiritui Sancto.

願光榮歸於聖父、聖子及聖靈

Sicut erat in principio, et nunc, et semper, et in saecula saeculorum, Amen.

起初如此，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

2. Organum 奧干農

西元九世紀一項重要的發展，就是「複音音樂」（Polyphony）的出現。

當時教會的作曲家以葛利果聖歌為定旋律（Cantus firmus），在其上方或

下方加入新旋律與之對位，此種創新作曲手法為「奧干農」，亦即「平

行調」、「平行複音」之意。



I. Parallel Organum(9th c.)  平行奧干農(約九世紀)

II. Free Organum (12th c.)   自由式奧干農 (約十二世紀)

Sequence, Rex caeli, Domine 繼抒詠：天上的君王，上主

Trope, Agnus Dei  填詞調：羔羊經

最早於第九世紀產生的奧干農為「平行奧干農」，這類奧干農包含一葛利果聖歌旋律，稱為「主聲部」（Vox 

principalis），及另外一至三部與主聲部平行，且音程是完全一、四、五、八度和諧音程的聲部，稱為「奧干農

部」（Vox organalis）。其二為「混合奧干農」，將簡易奧干農之一部或二部以八度重覆；最後是「修正式平

行奧干農」，為避免增四度音程出現，兩部會以共同音開始，然後斜向開展進行至完全四度後平行進行，再以

斜向減縮進行至共同音結束。本首歌曲即屬於「修正式平行奧干農」形式。 

Rex caeli Domine maris undisoni,

天上的君王，祢是創造澎湃大海

Titanis nitidi squalidique soli.

陰暗大地、輝煌太陽的天主。

Te humiles famuli modulis venerando piis.

祢卑微的僕人，虔誠地崇拜祢，

Se jubeas flagitant variis liberare malis.

懇求祢下令免除各種罪惡。

西元九世紀，葛利果聖歌出現擴張的型態，由於一些華彩樂段使得音樂的長度增長，作曲家開始從傳統的聖歌

插入新填的文字或音樂到原有聖歌中，有潤飾歌曲或是解釋原有詞句的作用，稱之為「填詞調」(Trope)。

西元十一世紀，奧干農發展出一種「反行調」（又稱為反行複音，Discantus）形式，將原先的旋律附加上一個

反向進行的聲部，以豐富樂曲的變化性。同一世紀末，原本即興演出的奧干農，更逐漸被「作曲」取代，「自

由式奧干農」因此出現，在主聲部上方有一聲部以「同向」、「斜向」或「反向」進行，「聲部交錯」也被允

許，行進仍以一度、四度、五度、八度音程為主。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qui pius es factus, protho plaustisanet ut actus: 

因為祢是慈悲和滿全的，

Miserere noblis.

求祢垂憐我們。



III. Melismatic Organum  花腔奧干農

Benedicamus Domino 讓我們稱頌主 / School of St. Martial聖馬歇爾學院

十二世紀初期，一種新的奧干農，在西班牙康波斯特拉的聖地雅哥修道院

（Santiago de Compostela），及法國中南部林摩基省（Limoges）的聖馬歇爾寺

院（Abbey of St. Martial at Limoges）中出現，發展出技巧華麗的「花腔式奧干

農」（Melismatic organum），或稱為「華彩式奧干農」（Florid organum）與「聖

馬歇爾奧干農」（St. Martial organum）。

這類奧干農的特色是「奧干農聲部」出現在「主聲部」上方，並以「一列華彩樂

句」對「一個聖歌旋律中的音」。這一個聖歌中的音，也因為遷就奧干農聲部的

花腔而延長。由於聖歌在這種奧干農中延長的現象，聖歌或主聲部因此而被改稱

為「持續聲部」（Tenor, 拉丁文為 tenere，字義是「持續」）；同時，「奧干農

聲部」也改稱為「第二聲部」（Duplum）。

IV. Organum:  Alleluya (Nativitas) 哈利路亞

Pérotin 佩羅坦(ca.1160-1240)

最早於第九世紀產生的奧干農為「平行奧干農」，這類奧干農包含一葛利果聖

歌旋律，稱為「主聲部」（Vox principalis），及另外一至三部與主聲部平行，

且音程是完全一、四、五、八度和諧音程的聲部，稱為「奧干農部」（Vox 

organalis）。其二為「混合奧干農」，將簡易奧干農之一部或二部以八度重覆；

最後是「修正式平行奧干農」，為避免增四度音程出現，兩部會以共同音開始，

然後斜向開展進行至完全四度後平行進行，再以斜向減縮進行至共同音結束。本

首歌曲即屬於「修正式平行奧干農」形式。 

Rex caeli Domine maris undisoni,

天上的君王，祢是創造澎湃大海

Titanis nitidi squalidique soli.

陰暗大地、輝煌太陽的天主。

Te humiles famuli modulis venerando piis.

祢卑微的僕人，虔誠地崇拜祢，

Se jubeas flagitant variis liberare malis.

懇求祢下令免除各種罪惡。



【走過文藝復興】

音樂史上的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始於十五世紀前半，終於十六世紀末葉。這兩百年間，義大利

教會勢力減弱，實際統治權轉向君主與貴族，商業貿易的活絡興盛，促使經濟繁榮與文化交流，為原本封閉的

社會帶來巨大且開創性的轉變，也為西方哲學藝術開啟了新紀元，留給後世無數的輝煌成就。

文藝復興音樂約可分為三時期發展：早期（1420-1475）、興盛期（1475-1520）與巔峰期（1520-1597）。

義大利半島雖是文藝復興音樂的主要發展地，但主導早期及興盛期的優秀作曲家，都是來自歐陸北方的法蘭德

斯與尼德蘭地區（現今荷蘭、比利時與北法）。這些地區在十五世紀初曾受英國音樂影響，特別重視聲部間的

律動優雅性，並承襲英國旋律優美、和聲明亮和諧的典型風格，包括杜飛（Guillaume Dufay, 1397-1474）、奧

凱根（Johannes Ockeghem, 1410 or 1425-1497）、德普瑞（Josquin des Prés, 1440-1521）、拉素士（Orlande de 

Lassus, 1532-1594）等作曲家將這些特色帶到南方，為義大利音樂注入新的發展元素，創造出融合南北兩地風

貌的音樂色彩。

1. 聖樂

與其他藝術相同，文藝復興時期不論宗教聖樂或世俗歌曲，皆受「人文主義」思潮影響至深，回歸自然並重視

人類的情緒感受，是整個歐陸思想開放後，對中世紀教條束縛的一股反動表現。在文藝復興前期，我們已可於

杜飛的彌撒曲中，聽見音樂刻意營造與歌詞意境相符情感之實例；到了興盛期，許多作曲家更極盡所能運用旋

律音型、速度、節奏、強弱等手法，表現歌詞語意中的主要情緒與感情，如以半音下行音型表現「悲傷」的心

情、「上升、下降」歌詞分別以上下行音階表示等，這種與文字情境緊密結合的「音畫」（word-painting）、

「情感描繪」（mood-painting）手法，到了文藝復興後期更加明顯。

另一文藝復興音樂的重要特色，則是歌曲內部的「統一性」。在中世紀歌曲中，時常會出現不同聲部演唱相異

歌詞或不同語言的狀況，文藝復興作曲家則相當重視聲部平衡，不僅安排各聲部演唱相同歌詞，德普瑞更廣泛

運用「模仿」手法，使各聲部產生某種程度的關聯性，例如每聲部皆以某特定樂句相繼進入，而後相互交織，

營造更豐富的複音織體與聲響。在其之後，這種創作技法便成為文藝復興時期的典型風格，最後並成就了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賦格曲的誕生。

文藝復興的聖樂與俗樂遍佈使用「文字描繪」與「模仿」手法，使兩者在音樂表現上並無明顯差異。受到人文

主義影響，以彌撒曲與經文歌為主的宗教音樂，也僅剩歌詞具有教義精神，音樂旋律則滲透著強烈的世俗風

格。對此，羅馬教廷在十六世紀中葉明定教會音樂應回歸端莊肅穆，不讓炫耀技巧的歌唱以及過度繁複的複音

音樂模糊經文歌詞，並以作曲家帕勒斯替那（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1525-1594）的作品為典範，為羅

馬以及數個同樣反對宗教改革的地區，帶來簡潔的新聖樂風格。與帕勒斯替那風格有著極大差異，是同時期威

尼斯聖馬可教堂的聖樂作品，作曲家加布里埃利（Giovanni Gabrieli, 1554/1557-1612）配合教堂建築設計，藉由

合唱與合奏樂器的呼應產生壯麗恢弘聲響，這是文藝復興音樂發展到後期的極致表現，也預示了巴洛克時期的

音樂風格。



I. Tu Solus Qui Facis Mirabilia  祢獨自創造了奇蹟

Josquin des Prés  德普瑞（1440-1521）

文藝復興興盛期作曲家德普瑞，為文藝復興音樂帶來兩項重要且具關鍵性的影響，即對「音畫」與「聲部模

仿」技法的重視。這兩項創作技法曾出現在早期作曲家的創作中，然而並不廣泛。德普瑞則相當注重音樂與歌

詞之間的搭配，在音符變化中展現濃厚情感，並以靈巧的模仿技巧，使旋律線條優美流暢。藉由樂譜出版，德

普瑞作品在各地流傳並產生全面性的影響，奠定了日後文藝復興音樂發展的主要特色。

經文歌是德普瑞最能發揮個人特質的歌曲類型，除了擅用上述手法，樂曲中亦時常出現「對位複音」與「和弦

主音」織體的相互交織，製造調性音樂氛圍，並在結束前以飽滿豐厚的音響效果強化終止，增加音樂感動力，

是人文主義的典型表現。

Tu Solus qui facis mirabilia,

祢獨自創造了奇蹟

Tu Solus Creator, Qui creastinos,

祢是唯一的創造者，創造了我們，

Tu solus Redemptor qui redemisti nos sanquine tuo pretiosissimo.

祢是唯一的救贖者，救贖了我們，用你最寶貴的聖血。

Ad te solum confugimus,

唯一的祢，我們尋求保護，

In te solum confidimus,

唯一的祢，我們信任，

Nec alium adoramus, 

沒有他者使我們敬拜，

Jesu Christe.

耶穌基督。

Ad te preces effundimus,

祢讓我們傾訴我們的祈禱，

Exaudi quod supplicamus,

聽見我們的懇求，

Et concede quod petimus,

並且恩賜我們的所求，

Rex benigne.

仁慈的君王。

在大環境對器樂音樂需求增加，與教會勢力沒落的十六世紀中後期，器樂作品成為創作主流，自此取代聲樂長

踞西方音樂數世紀的首要地位。縱使如此，文藝復興合唱在藝術上累積的成就，仍展現當時人類無限的創意精

髓，並持續為後世提供龐大的音樂養分，發揮它歷久不衰的影響力。



II. Jubilate Deo  請向上主歡呼

III. Dies Sanctificatus  這神聖的日子

Orlando di Lasso  拉素士（1532-1594）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帕勒斯替那（1525-1594）

出生於尼德蘭地區的拉素士，是文藝復興巔峰期

最具「國際性」風格的代表作曲家，由於時常遊

歷各國，創作結合各民族的音樂精華於一體，如

義大利優美旋律與表現力，法語歌詞中的優雅意

境與德國複音音樂的充實感。

拉素士作品數量非常龐大，其中又以充滿多樣

化歌詞的經文歌，最能發揮豐沛想像力，不僅

能生動運用音畫技法，有時更出現極端的半音

表達樂曲內涵。拉素士創作的五百多首經文歌

曲，都收錄在其子為其出版的歌集《音樂大全》

（Magnum opus musicum）中流傳後世。

Jubilate Deo, omnis terra,

普世大地，請向上主歡呼，

servite Domino in laetitia:

要興高彩烈地事奉上主；

intrate in conspectus eius in exsultatione, 

走到上主面前，應該歡呼，

quia Dominus ipse est Deus.

因為雅威就是天主。

帕勒斯替那一生服務於羅馬大型教堂，其音樂觀與拉素

士相當不同，他秉持「保守」而非創新，但卻能在既有

的技法中提煉更加精緻的音樂，將複音音樂藝術發展帶

至巔峰。

帕勒斯替那的音樂以平穩、自然起伏的旋律線條為最大

特色，各聲部透過精巧的模仿技巧縝密結合，歌唱性高

且不過度厚重，而近和弦式的複音織體，以及各聲部一

致的簡潔律動，更創造出一種冷靜、節制，卻又優美平

衡的清澈音響，如此風格不僅恰當襯托出宗教音樂的聖

潔精神，亦使作品歌詞更加清晰可辨，在當時高度繁複

的複音音樂中獨樹一格，成為文藝復興教會音樂的最經

典代表。

Dies sanctificatus illuxit nobis,

這神聖的日子已降臨，

Venite gentes, et adorate dominum,

讓萬民一起來崇拜上主，

Quia hodie descendit lux magna in terries.

因為今天有偉大的光 照射大地，

Haec dies quam fecit Dominus,

這一天是上主所創造的，

Exsultemus et laetemur in ea.

讓我們一起歡呼讚頌。



III. Dies Sanctificatus  這神聖的日子

〈台北〉

〈台北〉

IV.  Ave Maria 聖母頌

V.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今日基督誕生

西班牙十六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維多利亞，年輕時

曾前往羅馬教堂任職二十餘年，極有可能曾結識帕

勒斯替那，並與其學習創作。維多利亞的作品皆為

宗教聖樂，風格雖接近帕式，但旋律變化範圍較

廣，節奏也更加自由，音樂表達上有濃厚的戲劇性

存在。

Ave Maria, gratia plena,

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

Dominus tecum;

主與你同在；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你在婦女 中受讚頌，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Jesus.

你的親子耶穌 同受讚頌。

Sancta Maria, mater Dei, 

天主聖母瑪利亞，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求您現在和我們臨終時，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ae, Amen.

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阿們。

馬倫齊奧為文藝復興巔峰晚期的義大利代表作曲家，相當擅

長使用「音畫」手法創作歌曲，時常藉由明顯的旋律轉折與

豐富的和聲色彩以及半音效果，表現歌詞中的特殊字詞與概

念，較同時期作曲家更具敏銳度。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今日基督誕生，

Hodie Salvator Apparuit,

今日救世主誕生，

Hodie in terra canunt angeli ;

今日天使在世間歡唱；

Laetantur archangeli,

天使滿心歡喜，齊聲歡唱

Hodie exsultant justi dicentes,

今日是正義與喜悅，

Gloria in excelsis Deo, alleluia

榮耀天上的主，哈利路亞。

Thomás Luis de Victoria  維多利亞（1548-1611）

Luca Marenzio  馬倫齊奧（1553-1599）



1. 聖樂

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不再侷限於教會，音樂在市民生活中為很重要的部份，也因此讓音樂從義大利流傳開來，

在法國、西班牙、德國及英國等地融入各區域的民情和語言，使得歐洲大陸諸多地區均有文藝復興音樂盛行的

足跡。

這次演唱的〈Fyre, Fyre〉、〈Too much I once lamented〉、〈Weep, weep, mine eyes〉是三首英國牧歌 (madrigals)，

而「牧歌」即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樂曲種類。十六世紀後半，義大利的牧歌在英國流傳開來，尤其 1588 年之後，

Nicholas Young (1560-1619) 的義大利牧歌英文譯本選集 (Musica Transalpina) 不僅被廣泛歌唱，還鼓舞了英國當

地的作曲家著手寫作牧歌，如英國作曲家 Thomas Morley (1557/8-1602), John Wilbye (1574-1638) 等人。

由這次的演出曲目可以發現，「牧歌」是一種多聲部織體的音樂作品(part song)，一般而言，是無器樂伴奏

的，聲部數量從二、三部至八部之間不等。詞意並不生澀難懂，音樂常常呈現出愛情詩歌或田園詩歌的活力。

從今晚演出的三首作品可以發現英國牧歌的動聽性、豐富性及絕佳的可唱性。三首曲目均為五部人聲，無器樂

伴奏的英國牧歌。

I. Fyre, fyre!  燃燒、燃燒吧！

Thomas Morley  莫利（1557/8-1602）

Thomas Morley對於英國牧歌的創作與革新，在音

樂史上有莫大的貢獻。從本音樂作品中可發現舞蹈

般的節奏，曲式為AABB的使用，主旋律則在cantus

（歌）中進行，其餘聲部以主音織體(homophonic 

texture)展開，接著再做變化。此外，歌曲中穿插有

對位式(contrapuntal)的“fa-la-la”段落，有著聲部間

的模仿、交替，此起彼落的音響效果饒富特色。

Fyre, fyre! my heart!

燃燒、燃燒吧！我的心！

O help! O help! Alas!

喔！救我，救我吧！

I sit and cry me, and call for help, alas,

我坐著大聲呼救，

But none comes nigh me!

卻沒人來到我身旁！

O, I burn me! alas!

喔！我燃燒我自己！

Will none come quench me?

沒人來澆熄我嗎？

O cast, cast water on, alas, 

潑水在我身上吧！唉啊！

And drench me.

溼透我吧！



〈台北〉

II.  Too much I once lamented 我曾悲嘆太多

Tomkins的〈Too much I once lamented〉中，格外能聽出

作曲家試著透過音樂展現歌詞的意義，並真實的展現

情感(word painting)。

Too much I once lamented,

我曾悲嘆太多，

While love my heart tormented,

那時愛折磨我心，

Alas, and Ay me, sat I wring;

唉啊！是我！曾絞痛般地坐著；

Now chanting go, and singing.

但現在我吟誦著，而且歌唱。

Thomas Tomkins  湯姆金斯（1572-1656）

III.  Weep , Weep, Mine Eyes 

     哭泣、哭泣吧！我的眼睛

這首〈Weep, weep, mine eyes〉，故事來自於希臘神

話，從樂曲中可聽出女祭司Hero面對愛人Leander之

死的傷痛，與對命運之神的毫不畏懼。

Weep, weep, mine eyes,

哭泣、哭泣吧！我的眼睛，

My heart can take no rest.

我的心永不得安息。

Weep, weep, mine heart,

哭泣、哭泣吧！我的心，

Mine eyes shall ne’er be blest.

我的眼睛將永不受祝福。

Weep, eyes, weep, heart,

哭吧！眼睛，哭吧！心，

and both this accent cry:

一起大聲呼喊：

A thousand deaths I die.

我已死過千百回。

Ay me, ah, cruel Fortune!

唉喲！我啊！殘酷的命運之神！

Now, Leander, to die I fear not.

現在，里安德，我不怕死亡。

Death, do thy worst! 

死神，儘管摧殘我吧！

I care not!

我不在乎！

I hope when I am dead in Elysian plain,

我希望當我死在極樂之地時，

To meet, and there with joy,

能與你歡喜重逢，

We will love again.

我們會再次相愛。

John Wilbye  威爾比（1574-1638）



〈宜蘭、台中、桃園、廣藝廳〉

桐花圓舞曲     詞曲/陳維斌  編曲/冉天豪

我有一個戀愛     詞/徐志摩  曲/冉天豪

旋  旋一輪  慢慢仔旋

據在春風對阮吹

旋  旋二輪 輕輕仔飛

阮佇風中跳芭蕾

桐花 花若開

春天用白花染樹枝

花若落 飛離枝

春天用桐花拗風車

送與你

花有情 花有情

一蕊花 五款心

想你的 念你的 氣你的 怨你的

結做夥 結做夥

就是一粒

愛你的心

旋  旋一輪 落下去溪

隨  水去見水中月

旋  旋二輪 落下來地

旋入人生的輪迴

旋入人生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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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龜粿     台灣民謠  編曲/冉天豪

永遠的故鄉     詞/吳景裕  曲/蕭泰然

紅龜粿，我的紅龜粿，我的紅龜粿，我的紅龜粿….

隔壁老人做五十一歲，送我一個大的紅龜粿，明仔早起下落去坎。

喔！老鼠仔愛吃粿，三更半冥決議通過，決定講要偷吃粿。我的紅龜粿。

Doo loo doo loo Doo loo doo loo dn dn …

Ba la ba la ba la Ba la ba la ba la…

紅龜仔粿！

Ah 透早起來尋無紅龜粿，給老鼠仔吃到剩一(左食右邦)。真歹褙乃（上山下乃）。

唉！老鼠仔盜吃粿！老鼠仔盜吃粿！

三更半冥嚇尼仔會尋，盜吃我的紅龜仔粿，紅龜仔粿，紅龜仔粿…

盜吃我的  啊─紅龜仔粿！

看著是茫茫的海水　思念是遠遠的故鄉

三十年飛鳥在流浪　故鄉　我的故鄉 

鼻著是芬芳的花味　風吹是靜靜的故鄉

一二叢蓮霧在開花　故鄉　我的故鄉 

照著是白白的月光　出日是美麗的故鄉

三四甲稻仔在結穗　故鄉　我的故鄉 

聽見是近近的笑聲　作夢是細漢的故鄉

五六隻蜻蜓在戲水　故鄉　我的故鄉 

踏著是青青的土地　希望是永遠的故鄉

每一遍心內在叫我　故鄉　我的故鄉 



【美國當代之聲】

二十世紀的美國已經成為一個音樂領導國家之一，音樂教育普及，合唱教育也在

全國各級學校迅速發展，歐、美的音樂風格在時代的發展過程中，彼此融合互相

平衡，發展出亞美利堅民族大鎔爐的風格。

勞律森(Lauridsen, 1943- )曾被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讚譽為「美國合唱大師」，並

曾由布希總統親自授予他國家藝術獎章。他一生裡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

並接受無數的委託創作和獎項，合唱作品更在近十年來的銷售量統計為全美第

一，為美國當代最活躍的合唱作曲家之一。

1. Ave Maria 奧干農

2. Ubi caritas et amor 必有仁慈與愛
Ave Maria, gratia plena,

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

Dominus tecum;

主與你同在；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你在婦女 中受讚頌，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Jesus.

你的親子耶穌 同受讚頌。

Sancta Maria, mater Dei, 

天主聖母瑪利亞，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求您現在和我們臨終時，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ae, Amen.

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阿們。

Ubi caritas et amor, Deus ibi est.

上主同在之處必有仁慈與愛

Congregavit nos in unum Christi amor.

基督之愛使我們合一

Exultemus, et in ipso iucundemur.

讓我們在祂裡面歡欣喜樂

Timeamus, et amemus Deum vivum.

讓我們敬畏且愛那永活的神

Et ex corde diligamus nos sincero. 

願我們以誠實的心彼此相愛

Ubi caritas et amor, Deus ibi est.

上主同在之處必有仁慈與愛

Simul ergo cum in unum congregamur:

當我們聚集合一

Ne nos mente dividamur, caveamus.

當謹慎，免得我們的心被離間

Cessent iurgia maligna, cessent lites.

停止邪惡的意念，讓爭論止息，

Et in medio nostri sit Christus Deus. Amen.

願我們的主基督臨到我們當中。阿們。



《玫瑰香頌》是勞律森接受家鄉波特蘭市十字合唱團的指揮委託，為演出一場以香頌為主題的音樂會而寫的。

歌詞來自於Rilke的法文詩，呈現法國優雅高貴的浪漫風格，含蓄的音樂配合著法文語文的韻律，時時表現出唯

美派的意象。最後一首"Dirait-on"深受大眾喜愛，現在已是美國極為流行的合唱曲。

3. Les Chansons des Roses 玫瑰香頌

C’est pourtant nous qui t’avons proposé

也許是我們請求妳

de remplir ton calice. 

將妳的花萼完全綻放。

Enchantée de cet artifice, 

用著妳豐富的設計，

ton abondance l’avait osé. 

大膽的挑鬥迷惑人們。

Tu étais assez riche, pour devenir cent fois toimême en une seule fleur; 

妳的充盈飽滿，足以在一朵獨特的小花上，呈現百倍嬌媚的自我;

c’est l’état de celui qui aime … 

這就是一個人愛戀的狀態…

Mais tu n’a pas pensé ailleurs.

但妳從不曾想過。

Contre qui, rose,

是用來對付誰呢，玫瑰，

avez-vous adopté ces épines? 

妳穿戴上這些刺？

Votre joie trop fine 

是那過於短暫易逝的幸福

vous a-t-elle forcée 

迫使妳選擇

de devenir cette chose armée? 

將自己武裝起來嗎？

Mais de qui vous protège 

但是它真正保護妳了嗎

I. En une seule fleur  一朵小花

II. Contre qui, rose  對抗誰，玫瑰

cette arme exagérée? 

如此誇張的防衛？

Combien d’ennemis vous ai-je enlevés 

我為您將它們一一拔起

qui ne la craignent point？ 

有多少敵人不害怕你的防衛？

Au contraire, d’été en automne 

然而，從夏季到秋季

vous blessez les soins 

妳的棘刺

qu’on vous donne.

傷害了要獻愛給你的人。



Contre qui, rose,

是用來對付誰呢，玫瑰，

avez-vous adopté ces épines? 

妳穿戴上這些刺？

Votre joie trop fine 

是那過於短暫易逝的幸福

vous a-t-elle forcée 

迫使妳選擇

de devenir cette chose armée? 

將自己武裝起來嗎？

Mais de qui vous protège 

但是它真正保護妳了嗎

J’ai une telle conscience de ton

我深深地感覺到妳的存在，

être, rose complète, 

我完美的玫瑰，

que mon consentement te confond 

願能將妳我的心融為一體

avec mon coeur en fête. 

心中滿是歡欣

Je te respire comme si tu étais, 

我嗅聞著妳的芬芳，

rose, toute la vie, 

玫瑰，宛如妳就是生命的全部，

et je me sens l’ami parfait 

我感覺自己就是

d’une telle amie.

妳最完美的摯友。

Abandon entouré d’abandon,

捨棄周圍的束縛牽絆，

tendresse touchant aux tendresses… 

充滿深情溫柔的愛撫著，

C’est ton intérieur qui sans cesse 

那是在妳內心無法停止的深深自戀

se caresse, dirait-on; 

因此人們說;

se caresse en soi-même, 

妳撫觸自己，

par son prope reflet éclairé. 

透過水中倒影浮現的剎時。

Ainsi tu inventes le thème 

於是妳創造了猶如納西瑟斯的自戀

du Narcisse exaucé.

得以滿足。

De ton rêve trop plein,

沉溺在夢裡，

fleur en dedans nombreuse, 

在眾多的花朵中，

mouillée comme une pleureuse, 

帶著露珠般的露水，

tu te penches sur le matin. 

妳向晨曦致敬，

Tes douces forces qui dorment, 

妳那甜蜜的力量，

dans un désir incertain, 

仍在迷濛的欲望中沉眠，

développent ces tendres formes 

顯露著溫柔的輪廓，

entre joues et seins.

在臉頰與乳房之間。

II. Contre qui, rose  對抗誰，玫瑰 IV. La rose complète  完美的玫瑰

V. Dirait-on  人們說

III. De ton rêve trop plein  沉溺在夢裡



【黑人靈歌】

移民到美洲大陸的歐洲白人，在美國繼續發展他們的音樂，除此之外，美國還

有一種非常有特色的音樂，就是黑人靈歌。

十七世紀開始，美洲大陸出現了大批非洲黑人，這些黑人有的是被敵對部落綁

架、有些是受到拐騙，被帶到船上，成為歐洲貿易商品。被賣到美洲大陸的黑

奴被視為次級人種，受到不平等待遇，不具任何人權，也未受到法律保障，僅

能以唱歌抒發對鞭打的恐懼、對家鄉事物的渴望、對家人的思念以及不能回歸

祖國的情懷，黑人靈歌便是當時艱苦生活情境下的產物。

受基督宗教影響的黑人，將他們的信仰和故鄉的歌唱方式融合，形成獨具特色

的音樂。非洲傳統音樂有極高的自由度和彈性，旋律中常伴隨著強烈的節奏

感；由於歌曲通常是靠口語相傳的形式流傳，因此常以領唱與回應的方式進行

演唱，這些音樂或演唱形式，都是構成黑人靈歌的重要元素。

從歌詞來看，黑人靈歌也是相當具有時代特色的。由於當時的黑人沒有受教育

的機會，歌詞中沒有晦澀難懂的部分，僅以對真理的單純信仰，呈現對上帝恩

典和慈愛的嚮往。歌詞中常出現「死亡」和「逃跑」的內容，前者是黑奴向

上帝傾訴苦難生活，乞求死後能升入天堂獲得較好的生活，後者則是會提及摩

西、約旦河等，象徵逃到北方脫離奴隸枷鎖。

南北戰爭結束後，黑人的地位和生活和過去大不相同，而這些在特殊歷史背景

下形成的黑人靈歌，則離開黑人過去勞動的礦坑和棉花田，來到音樂廳或我們

的生活中，在我們身邊繼續述說這一段段的故事。

當代美國黑人靈歌的重要推手編曲者侯根，出生於紐奧良，集編曲、鋼琴與指

揮才華於一身。自1980年代起，侯根便致力於黑人靈歌在合唱領域的發展，他

將黑人靈歌原有曲調，藉由編曲重新詮釋，並經常加入高難度的合唱技巧，他

於1993年創立「侯根合唱團」（Moses Hogan Chorale），成立之初，立刻成為

樂壇注目的焦點，這個全部由黑人所組成的合唱團體，無論在現場演出或是唱

片出版，都是現今演唱黑人靈歌的原典級示範。

侯根（Moses G. Hogan, 1957-2003）的黑人靈歌



Dere's no hidin' place down here,

這裡沒有藏身之處，

Oh, I went to de rock to hide my face,

喔，我走向岩石欲遮蔽我的臉，

de rock cried out, "No hidin' place!"

岩石叫喊著：沒有藏身之處！

Dere's no hidin' place down here.

這裡沒有藏身之處。

Oh,de rock cried, "I'm burnin' too,"

喔，岩石哭道：我也燒焦了，

Oh, de rock cried out, "I'm burnin' too,

and I wanna go to hebben as well as you!"

喔，岩石大喊：我也燒焦了，我想像你一樣前往天堂！

Oh, de sinner man he gambled and fell,

喔，這有罪之人打賭並輸了，

and he wanted to go to hebben,

而他想前往天堂，

but he had to go to !

他也一定得去啊！

Dere's no hidin' place down here!

這裡沒有藏身之處！

Oh, Lawd, down here,

喔，我的主，這裡，

dere's no hidin' place down here!

這裡沒有藏身之處！

I. No hidin' place 無藏身之處

本曲道出黑人對於解脫的渴望和進入天堂的嚮往。



Ezekiel saw de wheel, way up in de air.

以西結看見了那輪子，一路上升到空中。

An’de lil’ wheel run by faith, oh yes, 

小的輪子被信心推動著

an’de big wheel run by de grace of God.

而大的輪子則因上帝的恩典而轉動。

 ‘Tis a wheel in a wheel in de middle of de wheel way in de middle of de air.

這是飛舞於半空中的輪中套輪。

Oh, some go to church fo’ to sing an’ shout, Glory hallelujah!

有些人會到教堂去歌唱，高喊榮耀！哈利路亞！

some go to church fo’ to sing and befo’ six months dey’s all turned out.

有些人到教堂歌唱，六個月前全都加入了

Wheel a turnin’.

輪子轉動著。

 ‘Tis a wheel in a wheel in de middle of de wheel way in de middle of de air.

這是飛舞於半空中的輪中套輪。

Let me tell you what a hypocrit’ do, Yes, go on an’ tell it.

讓我告訴你偽善者做的事，沒錯，不停地講述它。

He’ll talk about me and he’ll talk about you.

他將會談論我，也會談論你。

I’m going jine the heav’nly choir when dis worl’ is set on fiyer, Praise de Lawd!

當這世界被火焚燒，那時我將加入天國的聖詩班，讚美主！

One o’dese days, ‘bout twelve o’clock, dis ole worl’ gonna reel an’ rock.

總有一天當午夜到來時，這個陳舊的世界將會天旋地轉且劇烈搖晃。

II. Ezekiel saw de wheel 以西結看到那大輪

本曲描述先知以西結看見空中出現輪中套輪的異象，顯示神最

終將使和平和公義在地上永遠掌權。



Ezekiel saw de wheel, way up in de air.

以西結看見了那輪子，一路上升到空中。

An’de lil’ wheel run by faith, oh yes, 

小的輪子被信心推動著

an’de big wheel run by de grace of God.

而大的輪子則是因上帝的恩惠而轉動。

‘Tis a wheel in a wheel in de middle of de wheel way up Lawd in de middle of de air. 

這是飛舞於半空中的輪中套輪，

 ‘Tis a wheel in de air, jus’ a turnin’ in de middle of de air.

這空中之輪，正在半空中轉動著。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我那微小的光，我會讓它閃耀。

All through the night, I’m gonna let it shine.

整個黑夜，我會讓它閃耀。

My God gave it to me, Oh, children,

上主將這光賜與我，喔，孩子們，

I’m gonna let it shine, Hallelujah.

我會讓它閃耀。讚美主。

In my home, All over the world, let it shine.

從我的家鄉，到世界各處，讓它閃耀。

III.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我那微小的光

本曲是創作於1920年的兒童福音歌曲，以暗處微光來描繪愛的力量，雖然不是

傳統的黑人靈歌，但因其歌曲所傳遞的意涵，時常被選入黑人靈歌曲集中。



Elijah Rock, Shout, Shout!

以利亞啊，歡欣高呼

Elijah Rock, Comin' up Lord.

以利亞啊，神與我們同在

Elijah Rock, Shout, Shout!

以利亞啊，歡欣高呼

Elijah Rock, Comin' up Lord.

以利亞啊，神與我們同在

Elijah! Elijah!

以利亞啊！以利亞啊！

Satan's a lior an' a conjur, too.

魔鬼是騙子，也會施幻術

If you don't mind out, he'll conjur you.

你若不警醒，就會被他擄去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如果我能，我一定會

Just stand on the rock where Moses stood.

站在摩西站過的磐石上

IV. Elijah Rock 以利亞頌讚

Rocka, Elijah Rock

以利亞啊

Shout, Shout about

歡欣高呼

Elijah, Elijah, Elijah Rock

以利亞啊

We're gonna shout, shout!

我們一起來歡呼

Rocka, Elijah Rock

以利亞啊

Shout about

歡欣高呼

Elijah Rock, Comin' up,

以利亞啊，緊接而來的是

Lord!

神與我們同在



〈台中〉

【獅子王組曲】/東大附小合唱團

Circle of LifeIt's

the circle of life 那是生生不息

And it moves us all 而那感動了你我

Through despair and hope 穿越絕望與希望

Through faith and love 穿越信念與愛

Till we find our place 直到我們找到歸屬之地

On the path unwinding 在我們已知的種種中

In the circle 在這生生不息中 

The circle of life 生生不息…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Oh,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喔！我已等不及當王了

Everybody look left 大家都向左看

Everybody look right 大家都向右看

Everywhere you look I'm 不論你看向何處

Standing in the spotlight 我都站在聚光燈焦點上

Be parpared

So prepare for the coup of the century 因此準備好推翻政權吧！

Be prepared for the murkiest scam 為這次陰謀做好準備

Meticulous planning 縝密的計畫

Tenacity spanning 堅決的執行

Decades of denial 數十年受人輕視

Is simply why I'll 正是我這麼做的原因

Be king undisputed 當國王會被尊敬

Respected, saluted 會被敬禮

And seen for the wonder I am 要看看我有多行

Yes, my teeth and ambitions are bared 是的，我的牙齒及野心都顯露了

Be prepared! 要準備就緒！



Circle of LifeIt's

the circle of life 那是生生不息

And it moves us all 而那感動了你我

Through despair and hope 穿越絕望與希望

Through faith and love 穿越信念與愛

Till we find our place 直到我們找到歸屬之地

On the path unwinding 在我們已知的種種中

In the circle 在這生生不息中 

The circle of life 生生不息…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哈庫拉‧馬塔塔！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多麼棒的一句話

Hakuna Matata! 哈庫拉‧馬塔塔！

Ain't no passing craze 亙古不變的一句話

It means no worries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那表示你在往後的時光裡，不必擔心

It's our problem-free philosophy 那是我們無憂無慮的哲學

Hakuna Matata! 哈庫拉‧馬塔塔！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你感受到愛了嗎？

The peace the evening brings 黃昏所帶來的寧靜

The world, for once, 這世界終能有一次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all its living things 自然萬物完美地和諧共存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你感受到愛了嗎？

You needn't look too far 你無須向遠處搜尋

Stealing through the night's uncertainties 在不確定的夜晚隱身移動著

Love is where they are 愛就是他們所在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