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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tto buffo di due gatti

快樂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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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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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女聲

秋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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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來香

活力女聲

The sound of music組曲



演出的話

婦女合唱團的能耐有多大？媽媽們卯起來認真時有多感人？今晚的音樂會中您將會感受到。

今晚我們從精緻古典的孟德爾頌出發、經過富含特色的外文、台語、中文、原住民曲，直達去年

剛滿問世50年的電影「真善美」選曲，我們期盼能以多元風格，融合時代變遷下的故事，促成過往

與今時的更多共鳴。

「經典」、「優雅」、「快樂」、「活力」是我們準備呈現給每一位今晚到來貴客的獻禮，每週

2小時的練習，除了唱好還得跳好，這群毅力驚人的資深美少女，總是令人驚艷，令人佩服，在她們

當婆婆、奶奶的身體中，藏著一顆巨大的不服輸超女靈魂，她們自信而優雅地向大家展示現代女性

在藝術與生命上的耕耘，溫潤的歌聲帶領觀眾走入不同文化色彩的人聲想像，她們是進步社會中最

不可欠缺的穩定力量。

據說唱歌是排名第一的健康長壽活動，聽完今晚的音樂會，一起唱唱歌吧！

指揮



關於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體「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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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任指揮陳雲紅、梁秀玲、翁佳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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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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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人員名單

第一部：�汪玉英、周燕燕、林素娥、林茱桂、林靜芳、施秋綿、張玉敏、莊幸淑、溫� 圓、廖懿媛

鍾慧敏

第二部：�王� 可、王清宜、江燕珠、余乃晞、呂兆蓉、李� 婕、李貴涓、杜麗清、沈明珊、周淑貞

林寶玉、張� 璉、張瑛瑛、黃麗妮

第三部：�王麗秋、吳芝瑛、李慧君、林妙憶、林美玉、邱淑麗、高素鈴、黃淑慧、葛蘋麗、鄭秋君

謝文珍、蘇惠珍



演出大事紀

1997. 05� 創團首演／台北市立圖書館志清堂

1999. 02� 讓世界充滿愛／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0. 03�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1. 03�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2. 03�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3. 05�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04. 11� 歲月如歌／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

2006. 11� 受邀赴日本演出／宮崎、熊本

 12� 歲末感恩音樂會／中油公司國光廳

 12� 歲末音樂會／欣欣瓦斯公司

2007. 12� 中山盃金嗓獎／社會組優勝

2008. 05� 受邀赴日本演出／北海道札幌市Kitara音樂廳

2009. 09� 歲月如歌／東吳大學表演藝術中心松怡廳

2010. 05� 躍動的旋律／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

 11� 經典．跨界雙聲調／故宮博物院

 11� 受邀赴馬來西亞演出／麻六甲、吉隆坡

2011. 04�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09� 合唱宅急便／汐止夢想社區劇場

 10� 受邀赴日本演出／琦玉縣

2012. 01� 合唱宅急便／三芝雙連安養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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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歲月如歌／故宮博物院

 11� 歲月如歌／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2013. 08� 林東瀛校長紀念音樂會／新北市新莊藝文中心

 09� 桃園合唱文化節／桃園客家文化館演藝廳

 10�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11� 歲月如歌／新北市蘆洲功學社演藝廳

2014. 08� 美聲合唱夜／台北自來水園區�

 09� �歲月如歌／中正紀念堂大孝門廳�

室內同樂會／台北中山堂中正廳

2015. 01� 歲月如歌／台北市政大樓親子劇場

 03� 愛無止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6� 愛無止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10� 受邀赴日本演出／東京五反田文化中心音樂廳



指揮／方素貞 鋼琴／莊皓瑋

◤��愛死大家認真的態度了，今晚，咱們一起享

受唱歌的快樂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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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和台北室內婦女團一起演出，一直都覺得

是我的榮幸，舞台下學習的熱誠與舞台上散

發的魅力，讓我總是很享受每一個與你們一

同成長、分享與玩音樂的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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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石聖樂合唱團、關聲合唱團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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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室內合唱團團員。



編舞／楊豐彥

◤��能為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編舞，�

是我的榮幸，也謝謝方老師，我愛你們。

◤��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系畢，主修聲樂，

在學期間曾師事傅上珍、曾道雄、柴寶琳老

師。1998年進入國立實驗合唱團。

◤� 2002年服役於陸軍總部陸光藝工隊。

◤� 2004年「電視笑話冠軍」第二十四屆盟主。

◤��2005~2008年投入音樂劇的歌舞世界。

◤��目前為福音歌手與歌唱講師。



1.	Laudate pueri Dominum
曲／Felix Mendelssohn

Laudate pueri Dominum
Laudate nomen Domini 
Sit nomen Domini benedictum
Ex hoc nunc et usque in saecula

2.	Shenandoah
美國民謠  編曲／Jeff Funk

Oh, Shenandoah, I long to hear you
Away, you rolling river
Oh, Shenandoah, I long to hear you
Away, we’re bound away
Across the wide Missouri
 
Oh, Shenandoah, I long to see you
Away, you rolling river
Oh, Shenandoah, I long to see you
Away, we’re bound away
Across the wide Missouri

Oh, Shenandoah, I’ll not forget you
I’ll dream of your clear waters
Oh, Shenandoah, you’re in my memory
Away, we’re bound away
Across the wide Missouri

3.	The water is wide
改編／Luigi Zaninelly 

The water’s wide, I cannot get over
And neither have I wings to fly
Give me a boat that can carry two
And both shall row, my love and I

I leaned my back up against an oak
I thought it was a trusty tree
But first it swayed, and then it broke
And so my false love did unto me

Oh love is handsome and love is fine
And love’s a jewel, when it is new
But love grows old, and waxes cold
And fades away like morning dew

4.	Duetto buffo di due gatti
曲／G.Rossini

�（貓的詼諧二重唱）

Miau, Miau

歌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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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薄命� 為君哮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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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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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孤單� 無伴風愈寒

6.	四季的風
詞曲／林育伶

春天的風有幸福的滋味

嚼著甘甘� 聞著香香

蝴蝶搭著春風在園內自由飛

熱（夏）天的風有淡薄的無奈

摸著烘烘� 睡著倦倦

樹蔭下匿一隻狗大聲在喘氣

秋天的風吹來到阮心中

輕輕鬆鬆� 撥阮頭鬃

樹葉攬著秋風� 唱歌又跳舞

寒（冬）天的風� 會飛天會鑽地

咬牙切齒� 匿攏無路

嘸知誰人家� 麻油雞香噴噴

春夏秋冬� 四季的風

伴阮走過每一年

想要夢見思念的你

一陣風吹過來

四季的風� 乎阮想起著你



7.	鬼湖之戀
魯凱族民謠 編曲／莊皓瑋

a-i lha i-na ma-ka-nae-le
li ka-tu-wa-se-nga ku
lu ngi ba-li-din-li-dingi ku lhe-na-i lhi
lhi-u-da ne-nga ku-ia-e
a-i ku se-na-i lhi
pa-ke-la-lhu ma-mi-li-ngi

a-i tha-la-la-i ba-lhe-nge
li ka-tu-wa-se-nga su
liu-gu ki-le ge-le-ge ki-ce ke-lhe ta-ki tha-re-
ve mu-warha-lhu-pa-li-ngi
a-i ku ce-ke-lhe lhi
lha-li-kai su-i-ya ia-ya-e

8.	快樂的聚會
鄒族水社古詞 編曲／呂泉生 編舞／楊豐彥

Ka wu ka wu pin to si yo la ma sen 
A yi ya na to san na si ho han 
A yi ya no lin na san na do si yo do La go lian

9.	秋蟬
詞曲／李子恆 編曲／林福裕

聽我把春水叫寒� 看我把綠葉催黃

誰道秋下一心愁� 煙波林野意悠悠

花落紅花落紅� 紅了楓紅了楓

展翅任翔雙羽雁� 我這薄衣過得殘冬

總歸是秋天� 總歸是秋天

春走了� 夏也去� 秋意濃

秋去冬來美景不再

莫教好春逝匆匆

莫教好春逝匆匆

歌詞



10.	小城故事組曲
編曲／張舒涵

小城故事

小城故事多� 充滿喜和樂

若是你到小城來� 收穫特別多

看似一幅畫� 聽像一首歌

人生境界真善美� 這裏已包括

談的談� 說的說� 小城故事真不錯

請你的朋友一起來� 小城來作客

流水年華

年華似水流� 轉眼又是春風柔

層層的相思� 也悠悠

他鄉風寒露更濃� 勸君早晚要好保重

期待他日再相逢� 共度白首

今宵微寒� 路上行人匆匆

朦朧的街燈� 孤立在雨中

遠處傳來幽幽的歌聲� 句句在我心田

巧合

世上的人兒這樣多� 你卻碰到我

過去我沒有見過你� 你沒見過我

這樣的機會不太多� 只能算巧合

湊巧相聚在一起� 相聚只一刻

我看你�你看我� 相對默默無話說

偶然間�這一刻� 轉眼就溜過

是否還能再見面� 誰都不敢說

以後我會見到你� 你已忘掉我

11.	愛情樹
曲／冉天豪 詞／王友輝

愛的種子埋在地底下

雨水滋潤陽光揮灑

一點一點冒出新綠芽

一吋一吋奮力向上爬

日復一日迎風長大

枝葉漸漸聚成傘一把

黃昏遙望山邊晚霞

入夜探看星空眨呀眨

不管野草茂密紛雜

根苗抗壓努力向下紮

有時雲霧遮蔽靈魂之塔

有時難免孤獨害怕

唯有深情能夠穿透雲霧

帶來天堂裡的無限祝福

愛情樹的枝枒

終究開出一朵美麗的花

12.	夜來香
詞曲／黎錦光 編曲／林福裕

那南風吹來清涼� 那夜鶯啼聲淒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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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The sound of music
曲／Richard Rodgers 詞／Oscar Hammerstein II 編舞／楊豐彥

The hills are alive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With songs they have sung for a thousand years
The hills fill my heart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My heart wants to sing every song it hears
My heart wants to beat like the wings of the birds
That rise from the lake to the trees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at flies from a church on a breeze
To laugh like a brook when it trips 

And falls over stones on its way
To s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a lark who is learning to pray

I go to the hills when my heart is lonely
I know I will hear what I’ve heard before
My heart will be bless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I’ll sing once more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Cream colored ponies and crisp apple strudels
Doorbells and sleighbells and schnitzel with noodles
Wild geese that fly with the moon on their w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歌詞

Girls in white dresses with blue sating sashes
Snowflakes that stay on my nose and eyelashes
Silver white winters that melt into sp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When the dog bites, when the bee stings
When I’m feeling sad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And then I don’t feel so bad

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ew,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ew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Do Re Me Fa So La Ti Do

Climb every mountain
Search high and low
Follow every byway
Every path you know

Climb every mountain
Ford every stream
Follow every rainbow
Till you find your dream

And then your heart will be bless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you’ll sing onc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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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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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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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向TCS直接購買出版品可享9折優惠或專屬會員好康
3.�不定期寄發TCS會員電子報，並提供最新演出相關訊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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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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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贈送任選TCS出版CD兩張
3.�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出版品享8折優惠
4.�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5.�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伍萬元�(含)�以上�/�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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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贈送任選TCS出版CD十張
3.�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享7折
4.�購買TCS出版品享8折
5.�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6.�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7.�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拾萬元�(含)�以上�/�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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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贈送任選TCS出版CD二十張
3.�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享7折
4.�購買TCS出版品享8折
5.�提供年度製作節目手冊一式全頁廣告頁面刊登
6.�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7.�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8.�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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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贊助單位：

主辦單位：

合作單位：

台北室內合唱團 / Taipei Chamber Singers

電話：02-2776-4089

傳真：02-2776-4090

E-mail：taipeichambersingers@gmail.com

網址：www.tcschoir.org.tw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59號3樓

顧問／陳何家．藝術總監暨指揮／陳雲紅．團長／方素貞．助理指揮／鄭逸伸．鋼琴／王乃加

行政總監／房樹孝．團務經理／高端禾．行銷經理／謝竺晉．企劃經理／黃曉君．行政專員／蘇鈺湘

設計／陳慧慈．節目單照片／李駿平、葉曦文．錄音工程／大音音樂工作室�王昭惠．攝影／黃凱群

錄影工程／亞格影音藝術有限公司．工作人員／許雅瀅、蔡雙竹、陳怡靜、成協真

特別感謝／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感謝TCS捐款人（2013-2016年）

尹太太、王� 可、王光明、王清宜、王雅芬、王雅政、吳太太、李� 婕、李文傑、杜麗清、周東民

邱淑麗、邵麗容、柯光煜、洪惠美、張志翔、張瑛瑛、許恆慈、許海泉、陳心慈、陳何家、陳雲紅

程永宗、萬國華、葉莉莉、劉靜惠、潘任展、盧又熏、盧英修、盧浩智、永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永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玉山文教基金會、林良蓉律師、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誠興小吃店

嘉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甜典1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