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pei Chamber Singers

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隊聯合音樂會



台北室內 50合唱團
1. 海的媽媽（海のおかあさん）
2. Amazing Grace
3. Sing Hallelu!
4. Edelweiss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
1. Caresse Sur L'océan
2. Vois Sur Ton Chemin
3. Take these Wings
4. 玫瑰花開了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1. Clap Your Hands
2.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3. 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 
4. Swingin' with the Saint

---------------中場 ---------------

台北室內 50合唱團
1. 思慕的人
2. 祝福
3. 農村組曲
4. 快樂的出帆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
1. 月光光
2. 點心擔
3. 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杵歌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1. 甜蜜蜜
2. 南都夜曲
3. 跳舞時代

大合唱：夜來香

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隊聯合音樂會



演出的話

1997年成立「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時，單純的只是應允：一群看著我

們在合唱中長大茁壯、幫著成立「台北室內合唱團」、並且跟著我們遠赴歐

洲拿到冠軍與金牌、一群很想唱歌的媽媽們的要求。2011年成立「台北室內

50合唱團」，則是想著：為已經出社會好一陣子的上班族們，開闢一個下班

後不僅只是聚餐唱卡拉OK的選擇。2013年因教室實在容不下超過 50人的團，

所以成立了「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好讓每位愛唱歌、想學習的團員得到

好的教學品質。

就這樣⋯⋯「台北室內合唱團」有了三個附屬團隊，這是好大的家庭啊！

唱合唱到底有多快樂？今晚您可以從台上三個團的「同樂會」中聽出來

與看出來，在台上快樂有自信的高歌，是我們想要傳達給您的訊息。也請為

每一位演出者掌聲鼓勵，她 (他 )們真的好棒，尤其認真學習的精神常讓我們

自嘆不如，『教學相長』，是我們從成立第一個團以來所獲得的最大資產。

如果，今晚《室內同樂會》的演出觸動了您想唱歌的神經，合唱團隨時

歡迎您來加入我們喔！

台北室內合唱團團長

方素貞



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體「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Taipei Chamber 

Women's Chorus）成立於 1997年，由一群來自台灣各地的婦女同胞組成，這群

熱愛音樂的媽媽們，在平常忙碌的家庭生活與工作後，仍利用所剩無幾的時間來

充實自己的內涵，並希望將所學用諸社會，關懷社會。

在歷任藝術總監梁秀玲、翁佳芬、陳雲紅及現任指揮方素貞的帶領下，台北

室內婦女合唱團展現了女聲合唱團的特有氣質，每年的「歲月如歌」系列製作，

即嘗試在推廣精緻合唱音樂的同時，以更多元的編制、更親近群眾的曲目出發，

讓不熟悉古典音樂表演的一般社會大眾都能體驗音樂的美好。不僅在國內巡演廣

獲佳評，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更數度獲邀至日本、馬來西亞等地進行國際巡迴演

出，並與當地藝文團體進行實質的文化交流，達到以樂會友之目標。

在音樂展演外，婦女合唱團也積極在藝術舞台上突破大眾對社會業餘合唱團

的偏狹印象。2007年，獲得第十二屆全國中山杯金嗓獎合唱比賽社會組優勝，

2012年參加「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世界盃創新合唱比賽」，更一舉奪下樂齡組

唯一「金獎」、「漢光詩詞演唱獎」以及「最佳舞台呈現獎」三大獎項，以令人

驚豔的專業藝術表現，為台灣婦女寫下驕傲動人的一頁！

演出大事紀

1997 創團首演——台北市立圖書館志清堂

1999 讓世界充滿愛——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0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1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2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3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4 歲月如歌——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

2006 受邀赴日本演出——宮崎、熊本

 歲末感恩音樂會——中油公司國光廳

 歲末音樂會——欣欣瓦斯公司

2007 中山盃金嗓獎——社會組優勝

2008  受邀赴日本演出——北海道札幌市 Kitara音
樂廳

2009 歲月如歌——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

2010 躍動的旋律——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

 經典．跨界雙聲調——故宮博物院

 受邀赴馬來西亞演出——麻六甲、吉隆坡

2011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合唱宅急便——汐止夢想社區劇場

 受邀赴日本演出——琦玉縣

2012 合唱宅急便——三芝雙連安養院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

  世界盃創新比賽——樂齡組金獎、詩詞演唱獎、
最佳舞台呈現獎

 歲月如歌——故宮博物院

 歲月如歌——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2013  林東瀛校長紀念音樂會——新北市新莊藝文中心
 桃園合唱文化節——桃園客家文化館演藝廳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歲月如歌——新北市蘆洲功學社演藝廳

2014  合唱宅急便——三芝雙連安養院
 歲月如歌——假日表演藝術 –藝起來中正
 合唱宅急便——自來水博物館



指揮 /方素貞

• 1990年文化大學音樂系西樂組第一名畢業，主修聲樂，師事李靜美教授。
•  1992年與一群合唱同好共同創立台北室內合唱團，擔任團長，率團參加數項國際比賽，
均獲得大獎。時常於台北室內合唱團音樂會中擔任女高音獨唱，贏得國內外觀眾一致讚

賞，咸認技巧優異，感情真摯。並常獲邀於其他團體中擔任獨唱。 
•  2008、2009、2011年指揮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於日本北海道札幌 Kitara音樂廳、東吳大
學松怡廳及國家演奏廳演出。

•  目前擔任台北室內合唱團團長，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指揮及多個合唱團指揮。

鋼琴 /莊皓瑋

•  2011年畢業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研究所，主修聲樂。聲樂曾師事陳秀蘭老師、席慕
德教授、裘尚芬教授。副修鋼琴，曾師事吳瓊姿老師、謝婉玲老師，伴奏法啟蒙於徐嘉

琪老師。在鋼琴演奏、伴奏、聲樂演唱、聲音技巧訓練，以及合唱三方面均有豐富的經歷，

近來也開始嘗試人聲無伴奏作品的編曲創作。

•  現任振聲合唱團、木樓合唱團聲樂指導，重慶國中音樂班、鳴石聖樂合唱團指導老師，
以及台心合唱團、國科會合唱團、北二女校友合唱團、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伴奏，台北

室內合唱團、台北室內歌手團員。

編舞 /黃妙珠

在一個偶然機會下，參與了合唱團的動作編排，開啟了我對編舞的熱情。從小就很喜歡美麗

的舞蹈，在學時也常參加舞蹈比賽；工作上也有編舞、節目設計的實際經驗。而如今能運用

在我愛的合唱表演中，真是件令我開心的事。合唱動作的編排構思，經由指揮老師的溝通、

團員認真的練習，呈現在舞台上，期盼讓觀眾對歌曲的意境更有感受！

這幾年，很榮幸能參與好幾個合唱團的動作編排；更在幾次創新合唱比賽中，參與了獲得最

佳舞台呈現獎團隊的動作編排，這樣的結果，讓我知道自己走在為合唱團編舞的正確方向

上，在我人生的下半場，真是個美麗的舞台呀！我愛合唱！享受編舞！

關於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演出人員

第一部： 鍾慧敏、莊幸淑、林素娥、林茱桂、施秋綿、溫  圓、蕭淑英、張玉敏、楊子蕙、張幼舜

第二部： 陳月琴、李 婕、張瑛瑛、邱信秋、呂兆蓉、沈明珊、高素鈴、張秀玲、蘇惠珍、李貴涓、王 可、周淑貞、
盧幸子、張  璉

第三部：林美玉、黃妙珠、李慧君、葛蘋麗、謝文珍、鄭秋君、林妙憶、楊淑媛、邱淑麗、王麗秋、李雪燕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演出人員

第一部： 游雅筑、陳玉蓮、陳慧敏、周麗瓊、松井知子、鄭淑玲、葉玉文、張幼舜、陳心慈、鄭曼蕙、
鄭如君、田純純

第二部： 蔡幼琴、王玲玲、任晶晶、謝燕萍、華平和、倪美華、明濟慧、李 怡、傅世芳

關於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是台北室內合唱團 2013年 8月成立的推廣生力軍，

由一群喜愛音樂的婦女所組成，她們積極在精緻藝術的道路上學習，成團以來進步

急速，以獨特溫潤的歌聲詮釋各風格曲目，具備不輸專業的潛在音樂實力，未來將

與台北室內合唱團以及其他附屬團隊，共同肩負合唱與社會大眾的聯繫重責。

指揮 /鄭有席

•  台灣彰化人。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學系，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主
修聲樂。聲樂曾師事李秀芬、林中光、陳麟教授，孫清吉教授。

•  1999年加入台北室內合唱團至今，多次隨團參與各種演出及比賽，演出經驗
豐富，近年來更多次參與歌劇演出，其中包括：董尼采第歌劇「愛情靈藥」

中飾演 Belcore、普契尼歌劇「強尼史基基」中飾演 Marco、拉威爾歌劇「頑
童與魔法」中飾演大時鐘與黑貓、薩里耶歌劇「音樂至上」中飾演詩人，

2011八月將於普契尼歌劇「波希米亞人」中飾演蕭納爾一角。
•  目前為聲樂家協會基本會員；並入選 2009聲樂家協會樂壇新秀、兩廳院歌劇工作坊成員、台北
華新兒童合唱團行政助理及台北室內合唱團男低音聲部長，同時也擔任台電北北區分處合唱團、

彩虹人生合唱團、中原大學建築系合唱團、城中長老教會詩班、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團指揮。

鋼琴 /鍾慧敏 

•  自幼習琴，國小即活躍於合唱團。2001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主修鋼琴、副修聲樂。2012年，於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音樂學
系取得碩士學位，主修聲樂。鋼琴曾師事衛燕貞老師，Mr. Allen Burnham 
-Airey及李娓娓教授；聲樂曾師事陳明律教授，林燮毅教授及任蓉教授。目
前為台北室內合唱團團員。 



關於台北室內50合唱團

台北室內 50合唱團成立於 2011年 3月，為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隊，成員集

結了台灣社會各角落的音樂愛好者，他們熱愛歌唱，並在人聲藝術的舞台上完成自

我夢想的實現，至今已至社區、安養院、企業機構⋯等地演出，期望以自身的力量

鼓舞每位社會大眾主動親近藝術，在貼近生活的音樂中找到共鳴，進而發酵產生藝

術紮根之影響，為台北室內合唱團推廣合唱藝術的重要推手之一。

台北室內50合唱團演出人員

女高音：陳秀芬、陳珮瑜、呂秀貞、林惠姿、許舒茵、沈明珊、吳莉莉、江美姬

女低音：林美玉、陳月琴、王碧琴、李淑芬、許玉立、林寶玉、陳 音、劉麗寬

男高音：李駿平、張皓程、王勝輝、郭柏鴻     /     男低音：紀榮隆、劉洲松、陳永豐、李政國

指揮 /方素貞

• 同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簡介。

鋼琴 /溫佳霖

•  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碩士班聲樂組。師事李葭儀教授、Lorraine Nawa 
Jones女士、徐以琳教授。

•  2009年獲選加入台北愛樂歌劇工作坊，曾參與台北愛樂製作之歌劇〈蝙蝠〉 
(2009)、〈仲夏夜之夢〉 (2010)、〈武俠歌劇〉 (2010)以及〈羅密歐與茱麗
葉〉（2011）。 2010年獲選加入中正文化中心主辦，兩廳院歌劇工作坊培訓，
於 2010年演出〈音樂至上〉。

•  2010年參與聲樂家協會主辦之「德國藝術歌曲獎學金」比賽，獲頒指定歌曲特別詮釋獎項、並於
同年底的第一屆「台北聲樂大賽」中獲得第五獎的榮譽。

•  目前為聲樂家協會基本會員，並為台北室內合唱團女高音聲部團員，同時任教於國立雲林國中音
樂班、私立正心高中音樂班，並擔任欣欣合唱團、台北室內 50合唱團鋼琴伴奏。

節目主持人 /汪彥成
•  國立政治大學國貿系畢業，目前就讀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
曾任政大振聲合唱團第 53屆學生指揮，並參與組成人聲樂團 Overhear Vocal 
Group。過去曾擔任記者、音樂會主持人，主持包括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小
小世界》（2012）、《動物狂歡節》（2013），台北室內歌手《夜 !Yeah!笙
歌》（2012）系列演出等。



海的媽媽
詞 / 覺和歌子、宮崎駿
曲 / 九石讓（崖上的波妞選曲）

海草輕輕的搖擺，在蔚藍的大海

和完全數不盡的兄弟姐妹一起

泡泡，是我們交談的語言

是否還記得嗎？很久很久以前

你是蔚藍的海洋啊，一起暢遊著

海蜇和海膽，還有魚兒和螃蟹

大家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Amazing Grace
編曲 / Milt Rogers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 irst believed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Sing Hallelu!
詞曲 / Donald Moore (ASCAP)

Sing Hallelu, sing hallelujah



曲目

Edelweiss
詞 / Oscar Hammerstein 曲 / Richard Rodgers
編曲 / John Cacavas

Edelweiss, Ev'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Caresse Sur L'océan
詞 / C. Barratier、B. Coulais 曲 / B. Coulais
電影配樂「放牛班的春天」

海面上的清風 托起了輕盈的飛鷺
從白雪皚皚的大地飛來

冬日稍瞬即逝的氣息

遠方你的回聲飄離了西班牙的城堡

在回旋的風中轉向

展開你的翅膀

在灰色晨曦中　找尋通往彩虹的路

揭開春之序幕

海面上的清風 托起了輕盈的飛鷺
停落孤島的礁岩處

冬日稍瞬即逝的氣息

你的喘息終於遠去了融入群山深處

在回旋的風中轉向

展開你的翅膀

在灰色晨曦中　找尋通往彩虹的路

揭開春之序幕

海面上寧靜如初

Vois Sur Ton Chemin
詞 / C. Barratier  曲 /Bruno Coulais

暸望你人生未來的道路

被遺忘和迷失的孩子們

請對他們伸出你的援手

引領他們走向美好的未來

感受著午夜的激情 希望的波動 生命的熱力

感受著旅途的榮耀

孩提的幸福時光 太快遺忘和抹滅
萬丈光芒閃耀 在道路的盡頭

Take these Wings
詞 / S. Kupferschmid (ASCAP) 曲 / Don besig (ASCAP)

I found a sparrow lying on the ground
Her life I knew would soon be at an end
I knelt before her as she made a sound
and listened as she said, "My friend

Take these wings and learn to f ly
to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sky
Take these eyes and learn to see
all the things so dear to me

Take this song and learn to sing
fill your voice with all the joys of spring
Take this heart and set it free
Let it f ly, beyond the sea"

I found a another sparrow on the sand
A tiny bird whose life had just begun
I picked him up and held him in my hand
I smiled at him and said, "My son



玫瑰花開了
詞 / 白蕊 曲 / K.N.S. hamaguchi 編曲 / 林福裕

玫瑰花開了 玫瑰花開了 鮮紅的玫瑰花
玫瑰花朵朵 盛開在我家 寂寞的花園裡
雖然是一朵小小的玫瑰 可愛的紅玫瑰
帶給我心中 無限的歡樂 無限的希望

玫瑰 紅玫瑰 可愛的玫瑰
願你永遠地 開在我孤單心田不枯萎

玫瑰花開了 玫瑰花開了 鮮紅的玫瑰花
帶給我心中 無限的歡樂 無限的希望

Clap Your Hands
曲 / Maurice Gardner

If you feel like clapping, clap your hands
If you feel like singing, sing right out
Move your feet a half step to the left
Move your feet a half step to the right
Bob your head and show us your delight
Back and forth with all your might
If you feel the spirit, thank the Lord
If you feel like shouting, shout right out
Sing right out
Clap your hands, and thank the Lord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詞 / F. S. Pierpoint 曲 / John Rutter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For the beauty of the skies
For the love which from our birth
Over and around us lies
Lord of all, to thee we raise
This our joyful hymn of praise

For the beauty of each hour
Of the day and of the night
Hill and vale, and tree and f lower
Sun and moon and stars of light
Lord of all, to thee we raise
This our joyful hymn of praise

For the joy of love
Brother, sister, parent, child
Friends on earth, and friends above
For all gentle thoughts and mild
Lord of all, to thee we raise
This our joyful hymn of praise

For each perfect gift of thine
To our race so freely given
Graces human and divine
Flow'rs of earth and buds of heav'n
Lord of all, to thee we raise
This our joyful hymn of praise



曲目

Joshua Fit the Battle of  Jericho
編曲 / Kirby Shaw

Joshua f it the battle of Jericho
And the walls came atumbalin' down

You may talk about your King of Gideon
You may talk about your men of Saul
But there's none like good old Joshua
At the battle of Jericho

Then up to the walls of Gideon
They marched with spear in hand
"Go blow those ram horns"
Joshua cried
"cause the battle is in my hand"

Swingin' with the Saint
編曲 / Mark Hayes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That's acomin' to carry me home
I'm atellin' you

Swing low, swing down low
Sweet, old chariot
Comin' for to carry me right on home

Swing low, Swing down low
Sweet, old chariot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If you get there before I do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Tell all my friends I'm comin' right after you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Oh,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 in
Tell all my friends I'm comin' right after you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I see a chariot, I know it's comin'
I see a chariot and it's comin' for me
The saints in glory
They'll all go marchin'
All over heaven for eternity

Oh,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 in
Oh, Lord, I want to be in that number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 in

I really want to go



思慕的人
詞 / 葉俊麟 曲 / 洪一峰 編曲 / 蔡昱姍

我心內思慕的人

你怎樣離開，阮的身邊

叫我為著你，暝日心稀微

深深思慕你

心愛的，緊返來，緊返來阮身邊

有看見思慕的人

站在阮夢中，難分難離

引我對著你，更加心綿綿

茫茫過日子

心愛的，緊返來，緊返來阮身邊

好親像思慕的人

優美的歌聲，擾亂阮耳

動我想著你，溫柔好情意，聲聲叫著你

心愛的，緊返來，緊返來阮身邊

祝福
詞曲 / 陳維斌 編曲 / 冉天豪

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樂

人生的路途，歡喜佮滿足

祝福你的美夢成就好結果

祝福你有努力就有成果

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樂

人生的路途，歡喜佮滿足

祝福你的手頭一直有工作

祝福你的腳步行萬里路

無論是彎彎曲曲的山坡

無論是落未停的風雨

免煩惱，免驚惶

有我陪你行

互相依倚手相扶

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樂

人生的路途，歡喜佮滿足

祝福你會得到上光彼粒星

祝福你唱出上美的聲音



快樂的出帆
日本曲 詞 / 蜚聲 編曲 / 張舒涵

今日是快樂的出帆期

無限的海洋也歡喜出帆的日子

綠色地平線，青色的海水

卡膜脈，卡膜脈，卡膜脈嗎飛來

一路順風唸歌詩

水螺聲響亮送阮

快樂的出帆啦

親愛的朋友啊情難離

爸爸啊媽媽啊

我會寫批寄乎你

暫時的分離，請你免掛意

卡膜脈，卡膜脈，卡膜脈嗎飛來

一路順風唸歌詩

滿腹的興奮心情

快樂的出帆啦

月光光
客家童謠 曲 / 涂敏恆 編曲 / 蔡昱姍

月光光，秀才郎

船來等，轎來扛

一扛扛到河中央

蝦公毛蟹拜龍王

龍王腳下一蕊花

拿分阿妹轉妹家

轉到妹家笑哈哈

農村組曲
臺灣民謠 編曲 / 黃友棣

透早著出門，天色漸漸光

受苦無人問，行到田中央

行到田中央，為著顧三當

顧三當，不驚田水冷酸酸

炎日赤日頭，淒慘日中鬥

有時踏水車，有時著搓草

希望好日後，每日巡田頭

巡田頭，不驚咀乾汗那流

日頭若落山，工作者有煞

有時歸身汗，忍著寒甲熱

希望好年冬，稻仔快快大

快快大，阮的生活著快活

獨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

十七八歲未出嫁，看著少年家

果然標緻面肉白，誰家人子弟

想要問伊驚歹勢，心內彈琵琶

想要郎君做尪婿，意愛在心內

等待何時君來採，青春花當開

聽見外面有人來，開門該看覓

月娘笑阮憨大獃，被風騙不知

火車行到伊都，阿末伊都丟，唉唷磅空內

磅空的水伊都，丟丟銅仔伊都

阿末伊都，丟仔伊都滴落來

曲目



點心擔
詞曲 / 蕭泰然

想著楊桃湯冬瓜茶

心涼脾土開

若是 Seven Up Coca Cola
氣味天差地

想著楊桃湯冬瓜茶

來啊！飲一杯；再一杯

台北圓環仔，新竹槓圓

彰化肉圓仔，老鼠麵

台中鵝仔肉，台南擔仔麵

高雄海鮮，屏東碗粿

想著楊桃湯冬瓜茶，精神百倍好

若是 Seven Up Coca Cola
實在真正 (忄善 )
想著楊桃湯冬瓜茶

來啊！飲一杯；再一杯

月亮代表我的心
詞 / 孫儀 曲 / 湯尼 編曲 / 冉天豪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也真，我的愛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不移，我的愛不變，月亮代表我的心

輕輕的一個吻，已經打動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杵歌
台灣山地民謠 編曲 / 林福裕

伊呀灰，那呀灰

那魯彎都伊呀那呀灰

那魯灣都伊呀那呀荷海呀

噢伊那魯彎都伊呀那呀灰

月亮已經出來你看唷

美麗的月亮已經升在高山上

讓我們儘情的唱歌跳舞



甜蜜蜜
印尼民歌 詞 / 莊奴 編曲 / 莊皓瑋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

在哪裡，在哪裡見過你

你的笑容這樣熟悉，我一時想不起

夢裡夢裡見過你，甜蜜笑得多甜蜜

是你，是你，夢見的就是你

啊，在夢裡

南都夜曲
詞 / 陳達儒 曲 / 陳秋霖 編曲 / 黃俊達

南都更深，歌聲滿街頂

冬天風搖，酒館繡中燈

姑娘溫酒等君驚打冷

無疑君心先冷變絕情

啊，薄命為君仔哭不明

甜言蜜語，完全是相騙

惦在路頭，酒醉亂亂顛

顛來倒去君送金腳鍊

玲玲瓏瓏叫醒初結緣

啊，愛情可比紙菸煙

安平港水，沖走愛情散

月也薄情，避在東平山

酒館五更悲慘哭無伴

手彈琵琶哀調鑽心肝

啊，孤單無伴風愈寒

跳舞時代
詞 / 陳君玉 曲 / 鄧雨賢 編曲 / 官大為

阮是文明女，有人笑阮呆

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

逍遙佮自在，世事怎樣阮不知

阮只知文明時代，社交愛公開

男女雙雙排坐一排，跳 TOROTO，我尚蓋愛

舊慣是怎樣，新慣到底是啥款

阮全然不管，阮只知影自由花

定著愛結自由果，將來好不好

含含糊糊，無煩無惱，跳 TOROTO，我想尚好

有人笑阮呆，有人講阮帶癡睚

我笑世間人，癡睚慒懂憨大呆

不知影及時行樂，逍遙甲自在

來排做一排，跳 TOROTO，我尚蓋愛

夜來香
曲 / 黎錦輝 編曲 / 林福裕   

那南風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淒唱

月下的花兒都入夢，只有那夜來香，吐露著芬芳

我愛這夜色茫茫，也愛這夜鶯歌唱

更愛那花一般的夢，擁抱著夜來香

吻著夜來香

夜來香我為你歌唱，夜來香我為你思量

啊，我為你歌唱，我為你思量

曲目



熱情永續．聲聲不息
-- 贊助辦法 --

台北室內合唱團努力追求精緻人聲邁入二十二年，

致力於推廣現代合唱音樂與找尋東方人聲的新天地，

屢屢在國際的重要舞台上代表台灣向全世界發聲，在不斷創新與追求卓越的路上，

您的熱情支持不分大小對我們都是無限的力量，

懇請熱心的朋友永續支持台灣的合唱音樂，誠摯感謝您的慷慨捐助，

有您的參與，我們一定會更好！

贊助室內之友權益

贊助金額 贊助者權益

未滿壹萬元 /年

同 TCS室內之友會員權益
•  憑會員專屬電子報優惠訊息，至兩廳院售票系統購買 TCS 主辦之演出節目
票券，可享 9折票價優惠

•  向 TCS 直接購買出版品可享 9折優惠或專屬會員好康
•  不定期寄發 TCS會員電子報，並提供最新演出相關訊息
•  官網與部落格不定期公告各項會員專屬優惠活動 (講座安排、活動抽獎等 )

壹萬元 (含 )以上 /年

贈送全年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 6張 (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
• 贈送任選 TCS出版 CD兩張
• 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出版品享 8折優惠
• 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伍萬元 (含 )以上 /年

贈送全年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 15張 (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
• 贈送任選 TCS出版 CD十張
• 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享 7折
• 購買 TCS出版品享 8折
• 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拾萬元 (含 )以上 /年

贈送全年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 30張 (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
• 贈送任選 TCS出版 CD二十張
• 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享 7折
• 購買 TCS出版品享 8折
• 提供年度製作節目手冊一式全頁廣告頁面刊登
• 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 致贈感謝狀乙張

伍拾萬元 (含 )以上 /年
(永久贊助人 ) 同上，永久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贊助方式

銀行帳號：彰化銀行 /大直分行 帳號 9738-01-52995-901 戶名 台北室內合唱團
﹡使用銀行臨櫃轉帳，敬請留下您的姓名與連絡電話，以便寄發捐贈收據及後續贊助回饋作業。

﹡若使用 ATM轉帳方式，請將收據與聯絡方式傳真至 02-2776-4090，以便寄發捐贈收據及後續贊助回饋作業。



製作單位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

台北室內合唱團 / Taipei Chamber Singers

電話 02-2776-4089
傳真 02-2776-4090
E-mail taipeichambersingers@gmail.com
WEB www.tcschoir.org.tw
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59號3F

顧  問 / 陳何家  藝術總監暨指揮 / 陳雲紅      
行政總監 / 房樹孝  團長 / 方素貞
團務經理 / 高端禾  行銷統籌 / 謝竺晉
企劃行政 / 黃曉君  美術設計 / 陳慧慈
錄音工程 / 王昭惠  錄影工程 / 亞格影音
攝影人員 / 曾吉弘  主持人 / 汪彥成
工作人員 / 姜欣汝、許雅瀅、柯紫璇、元 意、張維麟、成協真

感謝 /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林森南路禮拜堂、吳麗秋小姐

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隊聯合音樂會



熱情招生中

台北室內合唱團

50合唱團
您是否還在為未來規劃退休生活與找尋休憩活動呢？

「台北室內 50合唱團」是一個專為大家所量身打造的音樂課程，
儘管來排解紓壓！趕快來快樂尋夢！

從最基本的節奏、音準、發聲等開始練習，

一切循序漸進，課程活潑有趣，不限年齡，男女不拘，

一起來體驗人聲合唱的樂趣！！

練唱時間：每週五晚間 7點至 9點

婦女合唱團 2
最耀眼奪目的純淨女聲，絕佳舞台魅力的綻放，

午後心靈休憩仕女專屬享受，一同創造動人的美妙歌聲！

練唱時間：每週二下午 2點至 4點

練唱地點：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59號 3樓（忠孝敦化捷運站 8號出口）

聯絡報名，課程費用：歡迎來電或上網查詢

電話報名 / 02-2776-4089 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寫信報名 / taipeichambersingers@gmail.com www.tcschoir.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