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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星期三   晚上7:30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演出／台北室內合唱團、台北室內50合唱團、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臺北市政府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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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台北室內50合唱團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是愛

橄欖樹

忘了我是誰

小城故事組曲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

Why We Sing

Sing Ye Joyfully

千風之歌

鸚鵡，Burung Kakak Tua

茉莉花

讀書郎

臺北市政府合唱團

客家山歌號子

佳節的祝福選曲（中元、冬至、除夕）

魯凱族情歌

台北室內合唱團

鬼湖之戀  

聽泉

情人的眼淚 

願—選自《蔣勳詩三首》合唱組曲  

城南送別

永遠的故鄉 

叫做臺灣的搖籃

大合唱

祝福

Jingle Bells



演出的話

在這個歲月年末時分，台北室內合唱團準備了一場歡樂的盛會，要與您一同分享音樂

的美好、歌聲的活力，為今年劃下一個圓滿的句點，為明年展開一個希望的篇章。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是所有分享的初衷，在合唱世界裡，我們擁有喜愛歌唱的純粹，

也有追求美好的堅持，不論是台北室內合唱團或婦女合唱團，每位團員皆用盡心力練唱，

用滿滿的愛唱出歌曲生命力，希望能夠優雅且充滿活力的呈現在聽者面前，並與您一同快

樂的享受當下。

唱歌是人的本能也是感受快樂最簡單的方法，在合唱世界裡，我們除了學習歌唱，更

學習傾聽、學習團隊溝通的默契，也學習與他人連結。很感謝能有這個機會和臺北市政

府合唱團一同攜手在台上演出，也邀請台下的您一起沉醉樂音之中，讓音樂連結在場的

你我。

用歌聲交朋友是最自然也最真誠的方式，「以歌會友」，便是唱歌最美的禮物。室內

同樂會就是一場分享快樂的盛宴，讓我們將這份禮物親手送給您，願與您一同歡樂，分享

歌唱的喜悅。

藝術總監 陳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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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並以「精緻音樂藝術的實踐者」自

我期許，在歷任指揮陳雲紅、翁佳芬、梁秀玲的指導下，以絕佳的默契與音色，展現極為優異的

藝術水準。現任指揮為留奧音樂家陳雲紅女士，團員約有35人，為台灣頂尖之合唱表演團體。

成立二十年來，台北室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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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邀至美國、匈牙利、斯洛維尼亞、中國大陸、

澳門等地的國際音樂節中演出，深獲好評。

身為藝術表演者，台北室內合唱團不僅演唱，2006年亦以創作者的角色啟動「合唱無設限」委

託創作計畫，計已與台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等十多位傑出華人作曲家合作，預示21世紀東

方合唱新趨勢。「合唱無設限」展露的先鋒眼界以及台北室內合唱團演繹當代作品的精湛能力備

受國際樂界肯定，未來亦將與更多優秀音樂家合作，並持續藉由重要音樂節演出、出版品流通等

方式，多方提升委託創作之國際能見度，以當代東方獨特的美感與觀點，向世界發聲。

大事紀

2005  德國「第四屆布拉姆斯（J.Brahms）國際合唱大賽暨音樂節」藝術組、民謠組金牌

2006  匈牙利「第二十二屆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暨民謠藝術節」大賽總冠軍

2007  香港「ISCM_ACL國際現代音樂節」現代音樂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2008  丹麥「IFCM世界合唱音樂論壇」委託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2010  「金曲獎傳藝類」最佳演唱獎得主

2011   「ACL亞太音樂節」現代合唱作品指定發表團隊

2012   「第五屆法國Polyfollia國際合唱音樂節」全球首選12傑出團隊之一

2013  前衛人聲跨界製作〈合唱無設限VI—無〉榮獲「第十二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入選 

 「第二十二屆義大利La Fabbrica del Canto國際合唱音樂節」亞洲唯一團隊

2014   〈合唱無設限VII—世界華人合唱作品委託創作首演〉「第十三屆台新藝術獎」第四季提名

2015   「金曲獎傳藝類」最佳專輯製作人獎、最佳詮釋獎（指揮） 

 「ISCM_音樂新文化國際音樂節」現代音樂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關於 台北室內合唱團



團員名單（以下粗體字為聲部長）

女高音  鍾慧敏、溫佳霖、方素貞、卓鈺薰、原 意、柯紫璇、江宇雯、鍾依寰

女低音  莊皓瑋、張薰方、張 䔖、陳珮印、葉依婷、黃胤瓴、陳珀愉、吳麗秋
男高音  高端禾、李駿平、潘國慶、林 叡、郭靖威、吳孟軒、張家豪、王御恩

男低音  鄭有席、杜 維、張建榮、陳光前、李政國、胡禎尹、張林子軒

藝術總監暨指揮 / 陳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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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音樂總監、東吳校友合

唱團音樂總監、漢光人聲創藝

樂團藝術總監、福智夢蓮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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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參加國際合唱比賽

與演出，並獲得多項殊榮及肯定，她更時常受邀於國

際合唱比賽擔任評審，並擔任國際工作坊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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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對現代合唱音樂的獨特興趣，她致力於委託當代

華人作曲家創作現代合唱作品，並定期與台北室內合

唱團舉辦「合唱無設限—現代作品」音樂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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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她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所錄製的「寂

靜之聲」合唱CD榮獲第26屆金曲獎傳統藝術類別的

最佳製作人與最佳指揮詮釋獎，陳雲紅對於台灣合唱

音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發展台灣現代合唱，落實台灣合唱音樂教育，接軌

國際合唱發展潮流，引領台灣合唱站上國際舞台，是

她終生不變的志業。

鋼琴 / 王乃加

東吳大學鋼琴演奏碩士畢

業。師事謝秋月、林得恩、徐

頌仁、諸大明等教授。曾受鋼

琴家史蘭倩絲卡（Ruth Slen-

czens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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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教於多所音樂班，以及擔任台北愛樂歌劇坊、台

北室內合唱團、木樓合唱團、榮星合唱團鋼琴伴奏。

近年來活躍於樂壇，累積豐富的演出經歷，曾和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台北愛

樂劇工廠、金穗合唱團合作演出。多次受邀於巴赫

音樂節、國際合唱音樂節演出，並擔任海慕特．瑞

霖（Helmuth Rilling）、嘉保．豪勒隆（Gabor Hol-

lerung）、艾德瓦多．藍札（Edoardo Lanza)大師班鋼

琴伴奏。與台北愛樂歌劇坊演出《費加洛婚禮》、《

法斯塔夫》、《喬凡尼先生》等多部歌劇，並演出近

四十場甘泉藝文沙龍音樂會。與台北室內合唱團錄製

《聽你.聽我》《當代狂潮》專輯，入圍及榮獲金曲

獎。與木樓合唱團錄製《文學與音樂的對話》專輯。

與天作之合劇團演出創團劇《天堂邊緣》。2015年與

台北室內合唱團於香港演出。2012年與台北愛樂室內

合唱團受邀至北京及西安等地演出。2009與台北室內

合唱團於香港、日本演出。2007年受邀於湖南大學演

出鋼琴獨奏。2005年與金穗合唱團錄製《魅音台灣》

專輯，展現編曲的才華。2001年入圍華信愛樂鋼琴菁

英獎，接受古典愛樂電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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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北室內合唱團第二支附屬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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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北室內合唱團推廣合唱藝術的重

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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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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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大事紀

2011.09.25 合唱宅急便 ------- 汐止夢想社區劇場

2012.01.07 合唱宅急便 ------- 三芝雙連安養院

2012.11.17 歲月如歌 --------- 故宮博物院B1大廳

2013.11.12 歲月如歌 --------- 蘆洲功學社音樂廳

2014.08.23 美聲合唱夜 ------- 台北自來水園區 

2014.09.16 室內同樂會 ------- 台北中山堂中正廳

2015.01.29 歲月如歌 --------- 台北市府大樓親子劇場

2015.10.17 愛無止息 --------- 台北陽明教養院華岡院區

2015.11.07 愛無止息 --------- 三芝雙連安養院

2016.12.17 愛無止息 --------- 中正紀念堂

2016.12.21 室內同樂會 -------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團員名單

女高音  陳秀芬、沈明珊、林惠姿、吳莉莉、單兆榮、廖春逢、陳昭慧、楊宜禎、呂秀貞、何淑惠 

陳美慧、劉向群、陳燕慧、劉平英

女低音  林美玉、陳月琴、許玉立、李淑芬、林秋月、陳淑華、彭雅雯、曾淑芬、劉麗寬、曾琬玲 

黃麗貴、王秀美、賴梅葵、賴貞云

男高音  王勝輝、張 崑、李英煌、宮亦通

男低音  顏百鋒、陳振興、劉政銓、曾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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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的第三支附屬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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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不輸專業的音樂實力。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每年均參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與其他附屬團隊於正式廳堂舉辦之聯合音樂

製作，2015年10月更獲邀赴日本東京交流演出，並積極走訪醫院、安養院、博物院等大眾聚集場

域推廣合唱，扮演人聲音樂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重要橋樑。

指揮 / 鄭有席

畢業於東吳大學音樂研究

所，主修聲樂，曾師事李秀

芬、林中光、陳麟、孫清吉教

授。曾參與歌劇演出之角色 :

普契尼《波希米亞人》中飾

演畫家，《強尼史基基》中飾

演馬可、拉威爾《頑童與魔法》中飾演大時鐘與黑

貓、薩里耶《音樂至上》中飾演詩人，亦曾擔任貝

多芬《合唱交響曲》、佛瑞《安魂曲》之男中音獨

唱。目前為聲樂家協會、台灣合唱協會會員；台北

室內合唱團及歌手團、兩廳院歌劇工作坊成員、並

榮獲2007-2008中華扶輪獎學生、2009聲樂家協會

樂壇新秀、2009德文藝術歌曲獎學金甄選首獎。

曾入選2009聲樂家協會樂壇新秀、兩廳院歌劇工

作坊成員；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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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擔任彩虹人生合唱

團、城中長老教會兒童詩班、兄姐合唱團指揮、台

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團、新桃園樂友合唱團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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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大事紀

2014.08.09 愛無止息 ------------------------------- 三芝雙連安養院

2014.08.23 美聲合唱夜 ----------------------------- 台北自來水園區 

2014.09.16 室內同樂會 ----------------------------- 台北中山堂中正廳

2015.01.29 歲月如歌 ------------------------------- 台北市府大樓親子劇場

2015.03.04 愛無止息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2015.03.3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志工表揚大會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2015.05.05 愛無止息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2015.10.28 受邀赴日本演出 ----------------------- 日本東京五反田文化中心音樂廳

2016.09.13 愛無止息 ------------------------------- 台北看守所

2016.12.17 故宮週末夜 ----------------------------- 故宮博物院

2016.12.21 室內同樂會 -----------------------------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團員名單

第一部  陳慧敏、陳心慈、江淑娟、鄭如君、吳美華、田純純、徐詠惠

第二部  鄭曼蕙、游雅筑、周麗瓊、松井知子、鄭淑玲、鄭淑文、方淑娟、傅世芳、王明玲、陳美伶 

曾譯慧、張之愉、陳鳳微、顏貴美、蔡幼琴

第三部  王玲玲、倪美華、華平和、李 怡、任晶晶、謝燕蘋、謝秀卿、何美芝、周勝華、黃淑英 

劉聖芬、呂鴻芬、李惠如、李慧真



關於 臺北市政府合唱團

臺北市政府為加強文化建設，提昇生活品質，並推廣員工正當休閒活動，改善社會風氣，於民

國66年成立了臺北市政府員工休閒活動歌詠隊，69年更名為臺北市政府員工合唱團，89年又更名

為臺北市政府合唱團。團員來自政府機關、學校等各單位喜好歌唱者，公餘之暇投入合唱藝術領

域，除了怡悅心靈、修身養性之外，並襄助臺北市政府推動各項文化建設，擔負起社會教育與推

廣藝術文化的責任，經常參與各種演出活動，受到歷任市長與長官的肯定與讚賞！

本團係一支業餘合唱團隊，團員彼此群策群力，充滿了強烈的向心力與榮譽感，以發揚合唱藝

術為宗旨，在前任指揮蔡旭光老師、現任指揮林慧伶老師辛勤指導與調教下，參加各項音樂比賽

屢獲優等獎項，推展文化交流亦多獲佳評與回響，並於公餘參加各項慶典、藝文、勞軍、慈善義

演及推廣社區藝文等公益活動，辛勤的耕耘與奉獻，在優美的旋律中，與觀眾融成一體，邁向健

康陽光的人生。

本團除經常參與國內各項藝文、音樂活動；亦曾多次應邀出國訪問演唱，足跡遍及美國芝加

哥、休士頓、洛杉磯，琉球，澳洲布里斯本、雪梨，日本大版、名古屋，挪威奧斯陸、丹麥哥本

哈根，加拿大溫哥華等地，宣慰僑胞，拓展國民外交，弘揚中華文化！

近年來更致力於走向社區、鄉土及促進兩岸四地藝文交流等活動；將合唱的藝文種子散布在較

僻遠的鄉間、山區；並與香港、澳門、大陸聯合舉辦音樂會，將專業藝文擴展至社區、城鄉各個

角落，落實文化建設之目的，以樂會友，讓社會更祥和、人生更美好、兩岸藝文互動更密切。每

一位團員都是音符的使者，置身於合唱殿堂中，將熱情宣洩在流暢的音符節奏裡，倘佯於優雅的

旋律中，在臺上臺下彼此邂逅交融一體的樂音感動中，與社會大眾共譜快樂、希望、完美的樂章！

團員名單

女高音  黃淑英、李敏娥、周秀洋、許美美、林淑月、蘇麗玉、杜碧艷、彭智美、羅初枝、張政江 

陳西苓、黃玲瑀、許蓮珠、吳惠玲

女中音  張燕飛、陳素芬、黃麗玉、蘇麗鴻、張淑媛、陳麗美、沈淑芬、鍾月蘭、王正元

男高音  林錦祥、張志琦、陳健鐸、林承漳、王進國、陳則平

男低音  石中玉、何燈輝、陳秦車、林政治、邵明德

協演人員  小提琴 / 田詩柔、大提琴 / 王 婕



指揮 / 林慧伶

東吳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

鋼琴，副修聲樂，鋼琴師事王

仁珍、徐素英等教授，樂團指

揮師事張佳韻教授。

曾任教於臺北市私立靜心中

小學，私立光仁小學音樂班，

目前擔任「臺北市政府合唱團」、「臺北市藝文推

廣處志工合唱團」、「天主教古亭耶穌聖心堂聖詠

團」指揮，「法吉歐利合唱團」女高音兼副指揮。

1995-2007任職國立實驗合唱團女中音期間，隨

團與世界一流樂團及指揮家於台北國家音樂廳/戲

劇院、國內各地文化中心及世界各重要城市演出兩

百多場音樂會及歌劇，舞台經驗相當豐富。

2011、2012指揮「臺北市政府合唱團」參加臺

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創新合唱比賽，獲樂齡組銀牌

獎﹔2014指揮「法吉歐利合唱團」參加彰化美學館

主辦第一屆全國合唱大賽，獲男聲組冠軍。

鋼琴 / 蔡漢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

術研究所 (音樂劇場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學

士。現為聲樂家協會基本會

員，多次參與國、內外音樂

會及歌劇選粹演出。

2005年與師範大學音樂系管弦樂團合作演出『

詩經的清明』，「詩經蓼莪」。2006年與師大音

樂系混聲合唱團及管絃樂團合作演出《魔笛》及

《費加洛婚禮》。2008年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和台北世紀交響樂團之『以愛

重生—二二八千人大合唱』，「貝多芬第九號《合

唱》」男中音獨唱。2010年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合作演出威爾第歌劇《弄臣》。現為台北市政府合

唱團鋼琴伴奏。



1.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詞 / C. F. Alexander 曲 / John Rutter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Each little flow'r that opens

Each little bird that sings,

He made their glowing colors

He made their tiny wings

The purple-headed mountains

The river running by

The sunset and the morning

that brightens up the sky

The cold wind in the winter

the pleasant summer sun

the ripe fruits in the garden

He made them every one

He gave us eyes to see them

And lips that we might tell

How great is God Almighty

Who has made all things well

2. 是愛
詞 / 葉薇心 曲 / 吳文棟 編曲 / 王麗玲

天為什麼藍

草為什麼綠

什麼使月亮放光

什麼使太陽溫暖

花為什麼香？鳥為什麼唱

什麼使人活著有希望

愛使天藍，愛使草綠

神的愛使太陽溫暖，月亮放光

祂的愛使花香鳥唱

因為愛使人活著有希望

如果有一天宇宙都變樣

我們只求愛永在世上

3. 橄欖樹
詞 / 三毛 曲 / 李泰祥 編曲 / 劉孝揚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流浪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為了寬闊的草原　流浪遠方　流浪

還有還有　為了夢中的橄欖樹 橄欖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為什麼流浪　遠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流浪

歌詞



4. 忘了我是誰
詞 / 李敖 曲 / 李翰君 編曲 / 高竹嵐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裡都是你　忘了我是誰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時候心裡跳　看過以後眼淚垂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愛上你　忘了我是誰　忘了我是誰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忘了我是誰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時候心裡跳　看過以後眼淚垂

5. 小城故事組曲
詞 / 莊奴 曲 / 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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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來做客

 （流水年華）

年華似水流 轉眼又是春風柔

層層地相思也悠悠

他鄉風寒露更濃 勸君早晚要保重

期待他日再相逢 共渡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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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見過我

這樣的機會不太多 只能算巧合

湊巧相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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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Why We Sing
詞曲 / Greg Gilpin

A sound of hope, a sound of peace

a sound that celebrates and

speaks what we believe

A sound of love, a sound so strong

It's amazing what is given 

when we share a song

This is why we sing, why we lift our voice

why we stand as one in harmony

This is why we sing, why we lift our voice

Take my hand and sing with me

Soothe a soul, soothe a soul

mend a heart, mend a heart

bring together lives that have been torn apart

Share the joy, share the joy

find a friend, find a friend

It's a never ending gift that circles back again

7. Sing Ye Joyfully
詞曲 / Don Besig

Sing ye joyfully unto the Lord 

Sing of his nations 

Sing of his people 

Sing ye joyfully unto the Lord 

And praise his holy name 

Sing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Sing ye joyfully Hallelujah 

Sing ye joyfully unto the Lord 

Sing ye joyfully unto the Lord 

Sing of his power  

Sing of his glory 

Sing ye joyfully unto the Lord 

And praise his holy name 

Sing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Sing ye joyfully Hallelujah 

Sing ye joyfully unto the Lord 

Sing of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And the glory of his creation 

Sing of the power his love 

And the wonder 

The wonder

Of his love 

Sing ye joyfully unto the Lord 

Sing of his nations 

Sing of his people 

Sing ye joyfully unto the Lord 

And praise his holy name 

Sing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Sing ye joyfully Hallelujah 

Sing ye joyfully sing ye joyfully 

Sing ye joyfully unto the Lord!

歌詞



8. 千風之歌
詞曲 / 新井滿 編曲 / 榎本潤

 （原文為日文)

別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我未沉睡

化為千縷之風 在那寬廣的天空吹拂著

秋天化為灑在田間的光

冬天化為鑽石般的柔雪

早晨化為喚醒你的鳥兒

夜晚化為守護你的星辰

 

別在我墳前哭泣 我不在那，我還活著

化為千縷之風 在那寬廣的天空吹拂著

9. 鸚鵡，Burung Kakak Tua
馬來西亞歌曲  編曲 / 楊鴻年

(原文為馬來文)

鸚鵡

棲息在窗台旁

老奶奶已經老了

她的牙齒只剩下兩個

10. 茉莉花
江蘇民歌 編曲 / 楊鴻年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滿園花草香也香不過它

我有心採一朵戴 看花的人兒要將我罵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花開雪也比不過它

我有心採一朵戴 又怕旁人笑話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滿園花開比也比不過她

我有心採一朵戴 又怕來年不發芽

11. 讀書郎
貴州民歌 詞曲 / 宋楊 編曲 / 楊鴻年

小嘛小兒郎　背著那書包上學堂

不怕太陽曬　也不怕那風雨狂

只怕先生罵我懶那

沒有學問囉　無顏見爹娘

叮叮啦切個龍東拉倉

沒有學問囉　無臉見爹娘

小嘛小兒郎　背著那書包上學堂

不是為做官也不是為面子寬

只為做人要爭氣呀　不受人欺侮囉

不做牛和羊　叮叮啦切個龍東拉倉

不受人欺侮囉　不做牛和羊



12. 客家山歌號子
編曲 / 呂錦明

噢嗨⋯⋯嗨！依溜呀老妹咧  

有好山歌啊 你都溜哇溜等哪

來（喔）⋯嗨！噢嗨  

溜呀嘛溜等來（喔） 溜呀嘛溜等來

溜呀溜 溜呀溜 你愛溜等來  

溜呀溜 溜呀溜 慢慢唱等來  

哥呀哥（哎）妹呀妹

溜呀溜 溜呀溜 你愛溜等來

按好介山歌人該靚 有阿老妹哎

13. 佳節的祝福選曲（中元、冬至、除夕）
詞 / 黃瑩 曲 / 黃友棣 絃樂編曲 / 王令翔

 《中元》

中元節 月黃昏 家家戶戶放水燈 

祈冥福 念先人 陽間心意誠  

燭影搖紅處 風送樂歌聲 

酆都此夕祝萬聖 地府不夜城  

 （獨誦）十殿閻羅不問案 鍾馗抱甕醉沉沉

 （齊誦）黑白無常展笑顏 牛頭馬面開城門

 （獨誦）如此良宵莫辜負 瀟灑走一程

男女老幼拈香拜 釋耶回共點燈  

三牲美酒齊供奉 元銀寶堆千層  

孤魂野魄皆來饗 人情暖似春

今宵地藏應成佛 幽明盡歡騰

 《冬至》

糯米雪 白綿綿 家家搓湯圓

鮮肉滋味好 紅豆芝麻香又甜

圓圓滿滿盛一碗 溫暖透心田

冬至日 吃湯圓 歡欣過小年

 《除夕》

今夕闔家慶團圓 爆竹響連天  

喜逢一夜連雙歲 五更分二年  

燃竹敬神明 拈香拜祖先

兒孫叩首行大禮 長輩齊分壓歲錢  

老少盡歡顏

待得鐘鳴十二響 歲時交替一瞬間

臘盡冬殘天破曉 春來福到在眼前

歌詞



14. 魯凱族情歌
魯凱族歌謠 編曲 / 余國雄

mu-a ga sa ga sa na i   

si ni di gi ya di gy ai 

a g la-ga la ga ra u  

wa rau a ga rau  

wa rau a ga rau ma gas a la lai

mu gas a a ga la la wu su a-la la wu su

lu gu yu va gai so 

a ga la sa di ga mi 

wa la rau mu su wa

i ta sa a sa na i

我們相聚在一起  

r ha l ha r ha lay

盡情歡唱又跳舞

ta ki ra ra kai ma ka nae le re

希望時光永遠停止

ra ke l ha ma mi lin

我們永遠不分離

pa ke l hu hu 

永遠不分離

ma mi lin 

永不分離 永不分離 永不分離

ma mi lin  ma mi lin  ma mi lin

我們永遠不分離

pa ke l hu l hu ma mi lin

15. 鬼湖之戀  
魯凱族民謠 記詞 / 柯玉玲 編曲 / 蔡昱姍

 （原文為原住民語）

親愛的爸爸媽媽及部落的族人們

我要嫁到鬼湖了

當你們看見我的頭飾慢慢消失在湖底的漩渦裡

那表示我已進入湖底

我的樣子 我的歌聲會永遠在這個部落裡

我親愛的巴冷（Balhenge） 妳要嫁出去了

你要離開我們 離開這裡的山、水及部落

嫁到那鬼湖

妳要常常想念部落裡的人事物 千萬不能忘記

妳要常常想念部落裡的人事物 千萬不能忘記

16. 聽泉
詞曲 / 陳雲山 編曲 / 劉新誠

流阿流阿流不停

潺潺的水兒流呀流不停 串串的輕響呀數不盡

繁華的時節湧山泉 湧出一季清新

潺潺的水兒流呀流不停 串串的輕響呀數不盡

繁華的時節湧山泉 湧出一季清新

潺潺的水兒流呀流不停 串串的輕響呀數不盡

拋下了煩憂聽山泉 聆賞一季溫馨

悠悠哉哉傳天聲 綿綿無盡總輕盈

問著你也問著我 這世界什麼事兒愁了人



17. 情人的眼淚 
詞 / 陳蝶衣 曲 / 姚敏 編曲/冉天豪

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 你難道不明白 為了愛

只有那有情人眼淚最珍貴

一顆顆眼淚都是愛都是愛

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 你難道不明白 為了愛

要不是有情郎跟我要分開

我眼淚不會掉下來掉下來

好春才來 春花正開 你怎捨得說再會

我在深閨 望穿秋水 

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

18. 願—選自《蔣勳詩三首》合唱組曲 
詞 / 蔣勳 曲 / 冉天豪  

我願是滿山的杜鵑 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

我願是繁星 捨給一個夏天的夜晚

我願是千萬條江河 流向唯一的海洋

我願是那月 為你 再一次圓滿

如果你是島嶼 我願是環抱你的海洋

如果你張起了船帆 我願是輕輕吹動的風浪

如果你遠行 我願是那路 

準備了平坦 隨你去到遠方

當你走累了 我願是夜晚

是路旁的客棧 有乾淨的枕席

供你睡眠 眠中有夢 我就是你枕上的淚痕

我願是手臂 讓你依靠

雖然白髮蒼蒼 我仍願是你腳邊的爐火

與你共話回憶的老年

你是笑 我是應和你的歌聲

你是淚 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當你埋葬土中 我願是依伴你的青草

你成灰我便成塵

如果啊 如果如果你對此生還有眷戀

我就再許一願 與你結來世的姻緣

我願

歌詞



19. 城南送別
詞 / 李叔同、林海音 作曲 / 周鑫泉、John Pond Ordway 

合唱編曲 / 周鑫泉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問君此去幾時來 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人生難得是歡聚 惟有別離多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濁酒盡餘歡 今宵別夢寒

20. 永遠的故鄉 
作詞 / 吳景裕 作曲 / 蕭泰然

看到是茫茫的海水 思念是遠遠的故鄉

三十年飛鳥在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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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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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著是近近的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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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鄉

每一遍心內在叫你 故鄉

故鄉 永遠的永遠的故鄉

21. 叫做臺灣的搖籃
詞 / 謝安通 曲 / 張炫文

有一個搖籃 搖著咱兩千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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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啊搖 搖啊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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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會伊會搖出咱美麗的春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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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喜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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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喜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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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落袂停的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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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喜佫滿足

祝福你會得到上光彼粒星

祝福你唱出上美的聲音

23. 聖誕鈴聲
曲 / James Lord Pierpont 編曲 / Henry S. Sawyer

雪花隨風飄　花鹿在奔跑

聖誕老公公　駕著美麗雪橇

經過了原野　渡過了小橋

跟著和平歡喜歌聲翩然地來到

紅衣紅帽人 兩道白眉毛

白髮白鬍鬚 帶來禮物一包

穿過了森林 渡過了山腰

跟著和平歡喜歌聲翩然地來到

叮叮噹　叮叮噹　鈴聲多響亮

你看他呀不避風霜　面容多麼慈祥

叮叮噹　叮叮噹　鈴聲多響亮

他給我們帶來幸福　大家喜洋洋

歌詞



製作單位

指導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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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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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國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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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經理 / 黃曉君．企

劃專員 / 王 琳．設計 / 陳慧慈．攝影 / 葉曦文．錄音工程 / 大音音樂工作室 王昭惠．錄

影工程 / 楊豐嘉．舞監 / 王仲安．工作人員 / 姜欣汝、卓忠仁、吳羽蕎、郭柏鴻、張育銘

感謝名單

王光明先生、art map 藝術地圖、王雅真老師、台灣合唱協會、朱元雷老師、何家瑋老師、余台花小姐、余泰

山老師、吳佩琪老師、吳佩騏小姐、呂志仲先生、李名璟小姐、享邑國際有限公司（GW童裝）、周桂玉老師、

林文俊老師、林珊慧小姐、林郁穎老師、林慧伶老師、邱怡芸老師、施綺年老師、唐天鳴老師、財團法人陳根

塗先生文教基金會、高莉莉小姐、張成璞老師、張志琦先生、徠福實業有限公司、許英昌先生、陳明哲先生、

陳明娟小姐、陳詠晨老師、陳端慧主持人、陳麗芬老師、彭孟賢老師、黃旻齡女士、黃信麗主持人、溫淑玲老

師、詹宏達老師、誠品股份有限公司、劉紹棟老師、潘宇文老師、蔡長雄老師、戴怡音老師、鍾月桂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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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婕、李文傑、杜麗清、谷莉道、周東民、林良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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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甜典16號、誠興小吃店、嘉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基礎樂理班 2017春季班 招生中

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隊

台北室內合唱團
徵選日期 01.08 (日) PM 5:30

學習樂理是認識音樂的方式之一，TCS基礎樂理班，透過專業師資以及循序漸
進的課程安排，樂理不再有距離，而能連結音樂、豐富心靈。課程內容涵蓋：
讀譜、節奏應用練習、認識術語……等。即日起可報名，10人以上開班，名
額有限，額滿為止。

我們熱愛歌唱，並在人聲藝術舞台上完成自我夢想的實現
積極參與各項社區與公益演出，成為合唱音樂推廣的最佳實踐者

台北室內50合唱團 (混聲)---------- 練唱時間：每周五PM7:00-9:00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練唱時間：每周一PM2:00-4:00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 練唱時間：每周二PM2:00-4:00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3--------------- 練唱時間：每周五PM2:00-4:00

歡迎熱愛歌唱的您報名徵選，與我們共創精緻完美人聲！
練唱時間：每周日PM-6:30-9:00
TCS未來重要演出：
05月- 《美麗新世界》獻給母親的歌
09月- 《第十屆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
10月- 《臺灣音樂館夥伴計畫》
10-11月- 《匯流》TCS─25週年全台巡迴音樂會
12月- 《合唱無設限10─東亞合唱作品委託創作發表》

招生詳情請洽詢02-2776-4089

更多招生訊息請密切關注

好評不斷，加碼再開

2017上半年尋找新聲帶

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