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naissance系列，是台北室內合唱團結合跨域元素，推展文藝復興人文觀的音

樂製作。2014年〈品味．Renaissance〉，我們以人聲與「咖啡」的碰撞，創造早期
經典和當代生活溝通的新型態，透過現代人文的文化觀，激發大眾重新品味生活，

並以經典題材的議題再創造，讓早期音樂跨出小眾圈子，與愛樂大眾共同探索現代

時尚對話。

今年，台北室內合唱團以文藝復興聖樂的誕生地－「教堂」，開啟聲響與建築
共織的旅行。我們特別邀請義大利國家建築師－徐明松老師，擔任這趟旅程的引

遊人，帶領我們隨著與文藝復興時期作曲家相關的教堂，由早期基督教簡潔風格，

到奧秘的文藝復興教堂建築，領略蘊藏在其中的豐厚文化表徵。台北室內合唱團除

了演繹多首聖樂經典，也將帶來文藝復興史上，受教堂建築啟發而創作的作品，和

有形建築互映，一覽作曲家實踐結構、比例及聲響空間營造的各式想像。

〈漫遊．Renaissance〉是台北室內合唱團 Renaissance系列的第二部製作，特

別感謝徐明松老師傾囊分享其淵博的人文涵養，與我們共創這場人聲與建築的跨域

對話。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曾說：「你可知我們的靈魂是以和諧
(Harmony)為原則所構成的？」。台北室內合唱團期許 Renaissance系列，能持續廣

博各領域的人文藝術觀點，在多元文化撞擊聲中，聆聽那發自內心的和諧與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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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目

1. Cantate Domino ─ Hans Leo Hassler

2. Exsultate justi ─ Andrzej Hakenberger

3. Ave Maria...Virgo serena ─ Josquin des Prez

4. O magnum mysterium ─ Tomás Luis de Victoria

5.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 Jan Pieterszoon Sweelinck

6. Benedic anima mea ─ Claudin de Sermisy

7. Ave verum ─ William Byrd

8. Ave Virgo gloriosa ─ Richard Dering

9. Alma Redemptoris ─ Orlandus Lassus

10. Dies sanctificatus ─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11.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 Luca Marenzio

12. Nuper rosarum flore ─ Guillaume Du Fay

13. Crucifixus ─ Antonio Lotti

14. O magnum mysterium ─ Giovanni Gabriel

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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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naissanceR O A M I N G  T H R O U G H      

聲響    建築
神聖奧祕的漫遊
1.英國│林肯座堂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of Lincoln

2.荷蘭│阿姆斯特丹老教堂
Oude Kerk, Amsterdam

5.義大利│克拉塞的聖亞坡里納大教堂
Basilica of Sant'Apollinare in Classe 

3.法國│巴黎聖禮拜堂
Sainte-Chapelle, Paris

6.義大利│聖母百花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

4.義大利│威尼斯聖馬爾谷聖殿宗主教座堂
St Mark' s Basilica 

7.義大利│羅馬主教堂
Basilica of Sant'Apollinare in Cla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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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漫   遊 ‧ Renaissance

巴西利卡式教堂 拜占庭式教堂 哥德式教堂

聖若望拉特朗大教堂 (315)
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 Roma

聖雅博理港口大教堂 (549)

Basilica di Sant'Apollinare in Classe, Ravenna
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 (1063)

Basilica di San Marco,Venezia

巴黎聖禮拜堂 (1248)

Sainte-Chapelle, Paris
翡冷翠聖母百花大教堂 (1436)

Cattedrale di Chiesa di santa maria del �ore, Firenze
聖彼得大教堂 (1626)
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

英國林肯大教堂 (1092)

Lincoln Cathedral

阿姆斯特丹老教堂 (1306)

Oude Kerk, Amsterdam

巴黎聖母院 (1345)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 Paris 

伯德 (1539-1623)
W.Byrd

維多利亞 (1548-1611)
T.L. de Victoria

迪令 (1580-1630)
R. Dering 

史維林克 (1562-1621)
J.P. Sweelinck

哈斯勒 (1564-1612)
H.L Hassler

帕勒斯第納 (1525-1594)
G.P da Palestrina

拉絮斯 (1532-1594)
Orlandus Lassus

喬萬尼‧加布里埃利 (1554-1612)
G. Gabrieli

杜法伊 (1397-1474)
Guillaume Du Fay

約斯昆 (1445-1521)
Josquin des Prez

舍爾米西 (1495-1562)
Claudin de Sermisy

哈肯伯格 (1574-1627)
A. Hakenberger

羅替 (1667-1740)
Antonio Lotti

文藝復興建築 巴洛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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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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室內合唱團在國內外舞台的表現令人驚豔，屢次與國際知名音樂大師合作，如奧地

利指揮家 Günther �eu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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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獲得大師們高度的肯定與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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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屢屢於各項國際性合唱比賽中獲得

佳績，2006年於匈牙利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中，奪得「室內組」第一名與大賽「總冠軍」，

並代表該項賽事獲邀參加 2007年「歐洲六大合唱大賽總冠軍決賽」（2007 Europe Grand Prix, 

EGP），優異的音樂能力令評審團印象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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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 2015年間，陸續受邀於香港「ISCM_ACL國際現

代音樂節」、丹麥「IFCM第八屆世界合唱音樂論壇」、台灣「第二十九屆 ACL大會暨亞太

音樂節」、法國「第五屆 Polyfollia國際合唱音樂節」、香港「ISCM音樂新文化國際音樂節」

中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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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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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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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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ISCM ACL國際現代音樂節」─現代音樂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丹麥「IFCM世界合唱音樂論壇」─委託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金曲獎傳藝類」─最佳演唱獎得主。

「ACL亞太音樂節」─現代合唱作品指定發表團隊。

「第五屆法國 Polyfollia國際合唱音樂節」

─全球首選 12傑出團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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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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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無設限 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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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CM音樂新文化國際音樂節」─現代音樂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金曲獎傳藝類」─最佳專輯製作人獎、最佳詮釋獎（指揮）。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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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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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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者與建築、都市評論，銘傳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威尼斯建築學院建築碩士、義大

利國家建築師。

著有《柯比意─城市‧烏托邦與超現實主義》(田園城市，2002)、《古典‧違逆與

嘲諷─從布魯涅列斯基到帕拉底歐的文藝復興建築師》(田園城市，2003)、《愛讀本 01‧

建築：打開建築的第一道門》(總策劃與合著，誠品書店，2005)、《建築桂冠─普立茲克建

築大師》(合著，木馬出版社，2005)、《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展覽目錄 (合著，建築師雜

誌社，2006)、《王大閎─永恆的建築詩人》(木馬出版社，2007)、《國父紀念館建館始末

─王大閎的妥協與磨難》(編，國立國父紀念館，2007)、《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

建築》(木馬出版社，2008)，《建築師王大閎  1942-1995》(誠品書店，2010)、《蔡柏鋒  不帶

偏見的形式實驗者》(木馬出版社，2012)、《建築師王大閎  1942-1995》(簡體版，同濟光明城，

2015)、《走向現代  高而潘建築的社會性思考》(木馬，2015)

引遊人

徐明松

7漫   遊 ‧ Renaissance

漫遊•Renaissance_內頁.indd   7 2016/4/19   下午2:01



曲目解說

以新曲頌讚上主，

遍地歌頌上主，

要向上主歌唱頌讚祂的名，

要天天傳報祂拯救的佳音。

向列國宣揚祂的榮耀

所有祂的奇事。

Cantate Domino canticum novum:
cantata Domino omnis Terra.
Cantata Domino, et benedicite nomini eius:
Annuntiate de die in diem salutare eius.
Annuntiate inter gentes gloriam eius.
in omnibus populis mirabilla eius.

Cantate Domino
〈頌讚上主〉的作曲者德國作曲家哈斯勒（Hans Leo Hassler，1564-1612），活躍於文藝復興晚期到巴洛克早期，同時也

是一名管風琴演奏家。本曲歌詞出自聖經詩篇第 96篇，呼喚信徒歡欣頌讚上主的名。

哈斯勒的作品，反映出德國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呼聲中的社會氣氛。1550年以降，德國開始大量引進尼德蘭與義大利

的作曲家，與此同時，馬丁路德也發起宗教改革，連帶使天主教會的儀式進行方式受到改變的壓力。反映在教會音樂上，便是

從橫向、多聲部的對位風格，逐漸走向垂直的和聲式風格。在這樣的趨勢中，哈斯勒除了研究拉絮斯（Lassus）的聲部模仿技巧，

也曾前往威尼斯拜訪加布里埃利（Gabrieli）叔姪，研究管風琴與「複合唱」技術，也就是在同一曲目中，使用多個合唱團交

替演唱的作曲方法。

〈頌讚上主〉即帶有前述的兼容並蓄。它一方面體現文藝復興中期以後，注重大調和弦的寫作手法，預示巴洛克風潮的

來臨；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哈斯勒承襲帕勒斯第納（Palestrina）模仿對位技術的痕跡。慷慨激昂的和弦、以及樸質的模仿對位，

兩者緊密交織，突顯出歡欣頌讚時的凝聚力。

Hans Leo Hassler

8 R O A M I N G  T H R O U G H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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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當向上主歡呼〉是一首同節奏經文歌，作曲者哈肯伯格（Andrzei Hakenberger，1574-1627）長年服務於波蘭格但斯克

的聖瑪麗大教堂擔任唱詩班指揮，對於波蘭地區的文藝復興音樂有許多貢獻。

哈肯伯格在 1608年以後的 20年間，都在聖瑪麗大教堂工作，這一座天主教宗座教堂是世界最大的磚砌教堂，也是歐洲數一

數二的磚砌哥德式建築。16世紀末、17世紀初，文藝復興在音樂面向上的發展正達顛峰，威尼斯與羅馬地區尤其興盛。哈肯伯格

的音樂風格受威尼斯樂派影響也最深，與同時期的加布里埃利（Giovanni Gabrieli）和迪令（Dering）齊名。他創作了許多宗教作品，

主要以拉丁文為主，有些也以德文為歌詞，並有一些世俗作品傳世。

〈義人當向上主歡呼〉以極具動態性的音樂語彙，描述耶和華的正義和慈愛，並呼喚信眾齊聲頌讚。曲子一開始便具有強

烈的節奏，宣告我們應當讚頌上帝，中段轉以三拍的節拍歌詠上主，末段漸轉為平緩，訴說出上主喜愛仁義和平，遍地充滿了

祂的慈愛。

Andrzej HakenbergerExsultate justi

義人當向上主歡呼，

正直人之讚頌是合宜的。

你們應當彈奏西塔拉琴稱謝耶和華，

用十弦瑟歌頌上主。

應當向祂頌唱新曲，

彈得巧妙，聲響宏亮。

因上主的言語正直，

凡祂所做的盡都誠實。

祂喜愛仁義公平；

遍地充滿了上主的慈愛。

Exsultate justi in Domino:
rectos decet collaudatio.
Con�temi Domino in cithara,
in psalterio decem chordarum psallite Illi.
Cantata ei canticum novum,
bene psallite ei in vociferatione.
Quia rectum est verbum Domini,
et omnia opera eius in �de
Diligit misericordiam et Judicium;
Misericordia Domini, plena est terra. 

早期基督教與拜占廷建築

這個在耶穌誕生後開始進入西方文明的宗教力量，逐漸改變了羅馬

帝國所有藝術的表達方式。建築上，由於西元 313年君士坦丁大帝

承認基督教，因此基督教的禮拜活動由暗而明，由地下墓穴轉而利

用古羅馬大會堂 (Basilica)的建築型式作為教堂的聚會所。隨後西

元 330年帝國首都又從羅馬東移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建立所

謂拜占廷帝國，因此教堂建築型式也從簡單的大會堂型式逐漸轉變

成正十字的向心型平面，形成獨樹一幟的拜占廷建築。義大利拉維

納這座建於西元 549年的聖雅博理港口大教堂就是同時沾染簡單

大會堂平面，又開始有拜占廷裝飾的代表性建築。

建築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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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福瑪麗亞，您充滿恩寵 
神與您同在，虔誠聖潔的童貞女 
萬福您的受孕，充滿盛大的喜悅

充滿天地，充滿新的喜樂

萬福您的誕生，是我們偉大的慶典

如同日出前的晨星光亮 
萬福您的虔誠謙卑 , 以童貞之身受孕
你預報救主降生，帶給我們救贖

萬福您是真正的聖潔，無瑕的貞潔

你的潔淨讓我們得以洗滌

萬福明亮有如天使的美德 
您的升天，帶給我們榮光

喔，上主之母，請您顧念我。阿們。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Virgo serena. 
Ave cuius conceptio, Solemni plena gaudio. 
Caelestia, terrestria, Nova replet laetitia. 
Ave cuius nativitas, Nostra fuit solemnitas. 
Ut lucifer lux oriens, Verum solem praeveniens. 
Ave pia humilitas, Sine viro fecunditas. 
Cuius annunciatio, Nostra fuit salvatio. 
Ave vera virginitas, Immaculata castitas, 
Cuius puri�catio Nostra fuit purgatio. 
Ave praeclara omnibus Angelicis virtutibus, 
Cuius assumptio nostra glori�catio. 
O Mater Dei, Memento mei. Amen.  

Ave Maria...Virgo serena
這首經文歌是文藝復興時期作曲家約斯昆（Josquin des Prez，約 1440/1445-1521）早期的名作。此曲除了有 20份以上的手

稿存留，更受義大利最早的活字印刷出版商青睞，收錄在第一本經文歌譜集之卷首，其風靡程度可見一斑。

約斯昆在有生之年就獲得極大推崇，文藝復興時期中，很少人能有此成就。他早年在低地國成長，承繼福萊樂派

（Franco-Flemish School），但長年在義大利工作；1484年創作〈萬福瑪利亞⋯聖潔的童貞女〉時，他正服務於義大利米蘭宮廷。

此時的義大利，由於掌控地中海的貿易資源，商業菁英鵲起，他們贊助了一群藝術家與工匠，而形成強調世俗、理性、個人意

識的都市文化，與教廷的神聖權力相抗衡。約斯昆同樣深受人文主義思潮影響，其作品探索著音樂與人的關係，強調音樂如何

給人帶來力量。他特別重視音樂與歌詞情境的搭配，以及模仿技法的系統化：前者造就音樂寬闊的想像力與描繪力，如詩作觸

動人心，後者則使各聲部產生關聯，在同一結構中，營造織體變化的層次美感。兩者都深刻影響了文藝復興盛期的音樂。

〈萬福瑪利亞⋯聖潔的童貞女〉可說是約斯昆音樂風格的典範。歌詞是獻給聖母的祈禱文，由七段詩節組成，全曲運用

各種聲部模仿的組合，卻從未阻擾行雲流水的旋律與明亮的和聲，充分展現作曲家在音樂設計上的巧思。為使歌詞清晰易辨，

旋律上並無太多華彩表現，樂句長短亦隨著詩節詞句的長短而定。然而在此簡單剪裁下，約斯昆又將四聲部一分為二，發展

「雙聲部相互模仿」技法，使樂曲在織度上，呈現出細柔和與寬厚低沉的對比層次之美，開展出文藝復興新的表現能力。樂曲

最後，四聲部以飽滿的聲響共同前進，彷彿凝聚所有聽者祈願，唱出「上主之母，請您顧念我」（O Mater Dei, Memento mei. 

Amen.），加深了音樂的感動力道。

Josquin des Prez

拜占廷建築

東羅馬帝國 (又稱拜占廷帝國 )建立後，教堂建築的發展隨著帝國

的擴張也逐漸盛大與繁複。平面由原先大會堂的簡單素樸的一字

型平面轉變成向心型的正十字平面。屋頂也由桁架式的木構造發

展為比古羅馬半圓頂更複雜，技術上更困難的帆拱。此類建築最

具代表的自然就是伊斯坦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而義大利最精彩

的非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莫屬。

建築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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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今日基督誕生〉是荷蘭作曲家史維林克（Jan Pieterszoon Sweelinck，1562-1621）的作品，其音樂生涯橫跨文藝復興

晚期到巴洛克初期。除了作曲，史維林克也擅長鍵盤即興並作育英才無數，而有「阿姆斯特丹的奧菲斯」、「風琴家創造者」

的英名。

史維林克在作曲上的主要成就，在於鍵盤相關創作，在他的發展下，荷蘭鍵盤音樂的對位技巧更趨複雜與精緻。從合唱

變奏曲、觸技曲、幻想曲，到他首創的風琴賦格曲，用單一簡潔的主題，以增值、減值、改變節奏、對句結合等作曲手法，

慢慢增加整體的織度與變化，營造出高峰與解決。至於史維林克的聲樂作品，雖然沒有這麼大的開創性，卻也引入他擅長的

顯著節奏變化、以及獨特豐富的對位技法，風格豐厚、多變、充滿空間感。

這些特點充分體現在〈今日基督誕生〉上。曲中的和聲與對位並不複雜：四段經文的開頭，都由男高音先領唱，其餘

四個聲部接著呼應，令人聯想到教會儀式中的「啟應」呼答。但史維林克以微小的旋律動機，在五個聲部間來回交錯進行，

創造不斷持續前進的聽覺感受，充滿喜樂與活力。聆聽時，也不妨注意曲中鮮明的音畫表現：作曲者以高音來描述「天使」

（archangeli）、「高處」（excelsis），還有充滿音樂線條的「哈利路亞」、「no-e」呼聲，此起彼落穿插在樂段中，歡慶基督降生。

Jan Pieterszoon Sweelinck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hodie Salvator apparuit,
hodie in terra canunt Angeli ;
laetantur Archangeli,
hodie exsultant justi dicentes,
Gloria in excelsis Deo, alleluia

今日基督誕生，

今日救世主出現，

今日天使在世間歡唱；

天使滿心歡喜，齊聲歡唱，

今日是正義與喜悅，

榮耀天上的主，哈利路亞。

西班牙作曲家維多利亞（Tomás Luis de Victoria，1548-1611）的一生，都處在歐洲宗教改革的緊張時期中。他與今晚曲目

中的另二位作曲家，帕勒斯第納（Palestrina）與拉絮斯（Lassus），都精於營造聲線與對位，同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一派

的傑出創作者。

〈偉大的奧秘〉於 1572年出版時，年輕的維多利亞已經到羅馬發展，剛在當地的西班牙教堂裡找到管風琴師的工作。此時

羅馬城內的各教會，為了爭取新興階級的支持和挹注，正陸續考慮在儀式中引進多聲部的經文歌，取代原有的單聲部素歌，正是教

堂中專業歌手的萌芽時期。維多利亞任職的教堂，當時仍僅有四個神職人員兼任歌手，對於創作有不少限制。然而他創作出的四

條聲線，在技術上相對簡單，卻能在兼顧字義下營造出透明感和色彩，在當時就已經是暢銷作品。

〈偉大的奧秘〉歌詞講述耶穌基督誕生的神蹟。這首曲子體現維多利亞的創作風格，較少有華麗的旋律，較多終止式、半音

變化，以及主音音樂與三拍子的對比樂段。特別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大量使用空心五度與八度、以及持續的不協和音，創造出

幽微神秘的氣氛，成功勾勒出上帝應許的偉大奧秘與奇蹟，歌頌了基督的誕生。

Tomás Luis de VictoriaO magnum mysterium

噢！偉大的奧秘

令人驚嘆的神蹟，

地上萬物見證了新生王的誕生，

祂正躺臥在馬槽裡。

被祝福的童貞女，

唯有您能因著聖靈，孕育出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哈利路亞。

O magnum mysterium
et admirabile sacramentum,
ut animalia viderent Dominum natum,
jacentem in praesepio.     
 
O beata Virgo, 
cujus viscera meruerunt portare
Dominum Jesum Christum.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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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式建築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建築發展進到以基督教為中心的中古世紀，

在早期基督教建築以後，義大利本土企圖尋回古羅馬的營建技術

與建築型式，因此有仿羅馬建築的式樣，雖然也多樣探詢了古羅

馬的拱形結構與空間組織，但真正得到壯闊的發展卻是在法國的

哥德式建築。從力學的角度看，哥德建築解決了半圓拱笨重的牆

體支撐，以尖拱及飛扶壁創造了教堂建築的技術革新，有更輕盈

的結構、更高聳多變的空間及更明亮的採光，因此教堂成為可感

知上帝恩典的聖所。

我的靈魂讚頌上主，

我的整個人頌揚祂的聖名。

我的靈魂讚頌上主，

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寵

祂赦免了你的一切罪過，

祂治癒了你的一切疾患。

Benedic  anima  mea  Domino:
et  omnia  quae  intra  me  sunt  nomini  sancto  eius.
Benedic  anima  mea  Domino,
et  noli  oblivisci  omnes  retributiones  eius:
qui  propitiatur  omnibus  iniquitatibus  tuis,
qui  sanat  omnes  in�rmitates  tuas.

Benedic anima mea
舍爾米西（Claudin de Sermisy，1495-1562）是文藝復興中期的法國傑出作曲家。他以香頌和宗教音樂聞名，作品相當廣泛，

從彌撒曲、安魂曲、經文歌、聖母讚主曲、受難曲、哀歌到香頌，不一而足。

舍爾米西的宗教音樂創作手法，明顯受到香頌的影響。他的經文歌一改當時普遍的繁複對位，以純淨的聲響，創造虔敬

的氣氛。除了採用早期香頌作品中自成音節的清晰組織，樂句也十分簡潔，即便在複音音樂的樂段，也嘗試用等節奏進行、和

弦連接等方式來修飾。至於名聞遐邇的香頌，舍爾米西更是以優美精緻、簡潔嚴格見長，避免過度矯飾。樂曲同時具有和弦、

音節式特質，讓和弦走向跟隨文字音節的輕重，彷若朗讀一般，在結構上常運用快速反覆的音群，因此聽來輕快、有節奏感，

就似舞蹈一般。

這首〈我的靈魂讚頌上主〉，在開頭即展現出溫暖虔誠的氣氛。歌詞來自聖經詩篇第 103篇的前三節，這是大衛王所寫的

著名感恩詩，以虔敬的心情，感謝頌讚上主向人所施的厚恩。

Claudin de Sermisy

建築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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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的榮耀〉是英國作曲家迪令（Richard Dering，約 1580-1630）的作品。曲中以簡潔的對位、明亮的和弦，將聖母譬喻為

自然界中的各種美好事物，是文藝復興晚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在英國，文藝復興不但孕育許多藝術作品，也是社會動盪的開始。從 14世紀以來，羊毛貿易興盛造成資本主義興起，引發一

連串階級與社會矛盾。就統治的層面來說，新興民族國家的世俗權力，面對中世紀的教宗神權，反覆引爆衝突，最終英王亨利八

世以婚姻為藉口與教廷決裂，英國教會便於 1534年脫離教廷，走向獨有的「改革的天主教路線」。此後，無論傳統的天主教徒、

或是改革路線更激進的清教徒，都受到不等程度的迫害。信奉天主教的迪令，正是因此而長年旅居國外，任職的城市從威尼斯、

羅馬到布魯塞爾，終於在晚年獲得英國宮廷的重用。他的經文歌也可大致分成義大利與英國時期兩種不同風格。

這首〈聖母的榮耀〉出版於 1617年，屬於迪令年輕時期的創作，當時他正旅居羅馬。歌詞來自中世紀流傳下來的詩歌，將聖

母的恩典類比為甜美的蜂蜜、玫瑰與百合。全曲共分為五個聲部，風格優雅而流暢，以簡潔的對位呼應歌詞，這種寫作手法，正反

映了當時開始流行於歐洲的早期義大利巴洛克風格。

Richard DeringAve Virgo gloriosa

Ave Virgo  gloriosa
Favo  mellis  dulcior
Mater  Dei  gloriosa
Stella  sole   clarior
Tu  es  illa  speciosa
Qua  nulla  est  pulchrior
Rubicunda  plus  quam  rosa
Lilio candidior

榮耀的聖母，讓我們歡呼讚揚您，

您比蜂蜜還要甜美

榮耀的神之母

比耀眼的太陽還要燦爛

您是如此美好

比世上的一切都要更美善

比起玫瑰您更加紅豔

比起百合更加潔白

13

　〈聖體頌〉是英格蘭作曲家伯德（William Byrd，約 1539-1623）創作的四聲部拉丁文經文歌，出版於 1605年。伯德寫

作的優美曲調，以及歌詞和旋律、譜號、音域的精心搭配，使此曲廣受後世尊崇，但它也揭示了文藝復興時期中另一個重要的

歷史面向。

　伯德活躍於英國伊莉莎白一世時期，此時英國國教勢力漸趨穩固，羅馬天主教與清教徒儀式全面遭到禁止，違犯者有

處死之虞，舊教活動於是轉入地下。從中世紀以來一直是重要公共空間的教會，逐漸變得單一均質，而對弱勢者產生壓迫。由

於伯德在成年後一直堅定信奉天主教，他不得不一面為秘密舉行的天主教儀式，寫作拉丁文曲目；同時也創作英語經文歌集獻

給女王，贏得執政者信任。因此，伯德的作品體現受壓迫者常使用的反抗方式：在他優美高雅的樂曲中，經常隱藏與當時音樂

主流不同的元素，這是只有天主教徒能夠了解的訊息，藉此產生「反公共領域」（counter-public），為地下社群營造凝聚力與

認同。

　〈聖體頌〉正是反公共領域的經典例證：歌詞的第一句「歌頌真實的聖體」，即有多重的符號學意義。雖然英國音樂
的傳統，相較於歐陸更加強調立體和聲，但仍以複音聲響為主流。伯德的音樂中，則每每用塊狀和聲的主音音樂，表達特殊的

情感，直接向上主懇求憐憫。另外，「真實的」（verum）這個字出現時，女高音聲部為升 F、男低音則為還原 F，兩者間的

半音差產生出「交叉關係」；他利用這個不和諧感，喚起聽眾注意，並呼應天主教儀式中，麵包與酒確實轉變為聖體的過程，
強調出信仰的真實性。單是這一句，就可說是伯德堅定的聲明。

William ByrdAve verum

歌頌真實的聖體，聖母瑪莉亞誕下的血肉之軀：

為眾人在十字架上犧牲，多麼深刻的苦難：

忍受痛苦犧牲，身上刺痕鮮血直流

為我們昭示了死後的審判。

喔，甜美的，仁慈的聖母之子，吾主耶穌，

我懇求祢的垂憐。阿們

Ave verum  Corpus,  natum   de    Maria Virgine:
Vere  passum  immolatum  in  cruce  pro  homine:
Cujus  latus  perforatum,  unda  �uxit  sanguine:
Esto  nobis   praegustatum  in  mortis  examine.
O dulcis, O pie, O Jesu �li Mariae,
miserere mei. Amen.

漫   遊 ‧ Renaissance

漫遊•Renaissance_內頁.indd   13 2016/4/19   下午2:01



14

這首〈神聖之日〉的作者，帕勒斯第納（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1525-1594）是文藝復興後期義大利聖樂作曲家，其創

作風格影響教會音樂發展極為深遠，是十六世紀羅馬樂派最具代表性的音樂家。

　在音樂史上，帕勒斯第納的貢獻在於確立了教廷「反宗教改革」浪潮中的基本音樂技法，不過從他的生平，也能看到北義
大利當時蓬勃發展的商業，對於藝術文化有深遠的影響。帕勒斯第納承襲北方複音音樂風格，尤其在他的彌撒中，精進了模仿對

位技法，對於節奏和音程作出一些限制。因此，同一個旋律線在各聲部中重複出現時，不但能相互融合，也更清晰的表達字義，以

音樂之美重新喚起信眾的熱情。然而當時音樂出版的中心並不在羅馬，而在威尼斯，而當地欣欣向榮的印刷資本主義，更青睞的

是能廣為發售的世俗牧歌，在宗教歌曲上也偏好輕薄短小，才能以小型開本單曲發售。由於帕勒斯第納的音樂生涯一直以教廷為

中心，影響力便侷限在羅馬附近，直到晚年，作品才為世人奉為圭臬。

　〈神聖之日〉出版於 1563年，是帕勒斯第納年輕時期的作品，他此時因故被教廷解職，是生命中較為困頓的時期。歌詞來

自聖經詩篇：「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在天主教傳統中，這段歌詞是在晨禱時回應主耶穌的降生，也
在割禮盛宴中唱誦。曲中的不和諧處，都被規範在樂句中的弱拍，因而更為圓潤悅耳，這是文藝復興晚期作品中最具指標性的特

徵。全曲由和緩漸入快節奏，各聲部逐一進入充分展現對位聲線的精巧，高聲部與低聲部在對比音域平行前進，帶出寬敞的空間感，

以及沉靜的空靈音效。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Dies sanctificatus

Orlandus LassusAlma Redemptoris
這首〈仁慈的救世主母〉由拉絮斯（Orlandus Lassus，1532-1594）所譜曲。其歌詞來自於歌頌聖母瑪麗亞的季節性讚美詩（Hymns 

to Mary），這是天主教於 13世紀開始依循的日課傳統，從禮儀中年末的「將臨期」到年初之間，修士會於晚禱後吟唱這一段素歌。
拉絮斯的家鄉在法蘭德斯，也就是今日的比利時西部、法國北部與荷蘭南部，縱貫整個文藝復興，此地區孕育了眾多著名作

曲家，因而形成了「福萊樂派」。拉絮斯正是福萊樂派在文藝復興晚期的代表，與今晚曲目中另二位作曲家，帕勒斯第納（Palestrina）

與維多利亞（Victoria），都有重大的影響力。但他尤其以勤奮不輟聞名，年紀輕輕即以牧歌創作聲名鵲起，綜觀一生，更以拉丁、

義大利、法文與德文譜寫超過兩千首作品，風格平易通俗，善於運用生活化的音調。其經文歌的曲風變化多元，從神聖靈性至活

潑古怪皆有。

今晚演出的〈仁慈的救世主母〉，是五部和聲的版本。作品中顏色豐富、各聲部層次分明，時而接續出現、時而齊唱和鳴。拉

絮斯的聲部模仿對位技術非常高超：歌詞雖然層層重疊，但十分清澈，聲線一波又一波的堆疊推進，直到最終產生和諧的和聲，正

如引吭讚頌後劃歸平靜。

仁慈的救世主母，

留下了可通往天堂的道路

海洋之星聖母，救助那些迷途墜落的人們，

使之向上奮鬥，使之重生。

大自然讚嘆世人重生的神蹟，

全都來自那神聖的造物者，

大天使加百列帶來問候與祝福，

接受聖潔的恩典吧，

寬恕那罪人，那些需要您憐憫的靈魂。

神聖之日已降臨，

讓萬民一同崇拜上主，

今日有偉大的光照耀大地，

今日是上主所創造的，

讓我們一起歡呼讚頌。

Alma Redemptoris Mater, 
quae pervia caeli porta manes,
et stella maris, succurre cadenti, 
surgere  qui  curat  populo; 
Tu  quae  genuisti , natura  mirante,
tuum sanctum Genitorem
Virgo prius ac posterius, Gabrielis ab ore
sumens illud Ave, 
peccatorum miserere.

Dies sancti�catus illuxit nobis,
venite gentes, et adorate Dominum,
quia hodie descendit lux magna in terries.
Haec dies, quam fecit Dominus,
exsultemus et laetemur in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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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倫齊奧（Luca Marenzio，約1553-1599）是文藝復興晚期義大利著名的作曲家，作品以牧歌聞名。今晚所演唱的經文歌〈今

日基督誕生〉，則在讚頌耶穌的誕生，描述世人喜悅，並將榮耀歸於上主。

馬倫齊奧的音樂風格影響遍及歐洲，尤其是其早期牧歌作品，在 16世紀晚期傳入英國後，蔚為潮流，奠下英國牧歌的基

礎模型。不過他相當致力於挑戰新的創作風格，在牧歌如此，宗教的經文歌上亦然。馬倫齊奧的經文歌有兩種類型，其一取用

了牧歌的節奏和旋律，常引用詩篇文字，來傳達歌詞含意與描摩景象；另一種則是塊狀和聲較多，重視聲響與織度，來呈現完

整的禮儀文字。後世的研究發現，這種差異反映馬倫齊奧與環境互動的能力，他會以手邊可用的歌手及樂手特質、以及作曲情

境，來決定採用的手法與風格。

以〈今日基督誕生〉為例，雖然是經文歌，仍洋溢著馬倫齊奧經典的牧歌風格。馬倫齊奧使用廣泛的複音技巧傳達文字

含意，曲風節奏鮮明，旋律活潑，自始至終都維持著流動與生命力。曲中「今日」（Hodie）一詞出現四次，但呈現風格各異；

而「歌唱」（canunt）一詞也以小音符在各部間自然流瀉，聽眾彷彿能看見聖經中世人歡欣高歌的景象，這正是文藝復興音樂

中「音畫」手法的高超展現。

Luca Marenzio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今日基督誕生，

今日救世主出現，

今日天使在世間歡唱；

天使滿心歡喜，齊聲歡唱

今日是正義與喜悅，

榮耀天上的主，哈利路亞。

hodie Christus natus est,
hodie Salvator apparuit,
hodie in terra canunt Angeli ;
laetantur Archangeli,
hodie exsultant justi dicentes,
Gloria in excelsis Deo, alleluia

文藝復興建築

文藝復興在人文觀念上是對中世紀神權至上的反省，建築師希望

藉助古典的比例來重新塑造理想和諧的社會秩序。所以幾何與數

學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建築的運用上，非常注重比例與秩序

的調控，試圖建構一個可事先計畫的嚴謹架構。百花大教堂的圓

頂就是文藝復興的肇始與啼聲初試。

建築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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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玫瑰綻放〉是由文藝復興初期著名作曲家杜法伊（Guillaume Du Fay，1397-1474）於 1436年所作，以慶祝佛羅倫斯

的聖母百花大教堂落成的奉獻禮。歌詞共有四節，前半部說明奉獻的事由，後半則是祈求聖母瑪利亞的庇護。

百花大教堂建造歷時 140年，在落成時是重大的工程學創舉。14世紀末，義大利中部的建築正在嘗試揮別「醜陋」的哥

德式飛扶壁結構，回歸羅馬共和時期的傳統透光圓頂，可說是文藝復興的先聲。然而新的八角形圓頂，由於尺寸創歷史紀錄，

高達 52公尺、直徑 44公尺，向外崩解的問題難以克服，設計者前仆後繼，從錯誤與災難中學習力學知識，歷經 20年才得以

完工。

本曲的創作結構同樣反映「從追溯古典中尋求創新」的時代精神。曲子在聲部上共分為定旋律和經文歌兩個部分，嘗試

結合中世紀晚期以固定節奏不斷堆疊的創作手法、以及文藝復興中即將開展的複雜對位。更值得注意的是曲中結合古今空間意

象的數字遊戲。杜法伊讓經文歌的四段歌詞各有七句、每句共七音節，數字七隱喻著聖經中原罪、地獄、聖母的喜樂等意義，

而七與四相乘，也等於用當時長度單位測量出的百花大教堂圓頂各邊邊長。定旋律也對應為四段，各自以不同速度演唱，時間

長度比例為 6:4:2:3，非但象徵聖經中的理想教堂「所羅門王神廟」的長寬高比值，也有許多學者主張，它代表著百花大教堂的

平面總長，以及中殿、圓頂的尺寸。

Guillaume Du FayNuper rosarum flore

近日玫瑰綻放

是由教宗所獻上

即便經歷嚴酷寒冬

仍為您，天上的童貞女

莊嚴虔敬的奉獻

這宏偉崇高的殿堂

永遠的讚頌您

今日，教皇尤金四世

耶穌基督的代理人

與聖彼得的繼任者

在此雙手奉上同等宏偉豐饒的

神聖殿堂

以及潔淨的聖水

請您俯允此等奉獻

因為，慈愛的聖母啊

您生育了聖子和女兒

榮耀的童貞女

您的佛羅倫斯人民

齊心專注向您祈求

正如世界萬物的身心靈

都將俯首懇求

在您的禱詞中

那被犧牲的聖子

是您的第二個身軀

上主經過您而誕生

由於您的慈愛

他們的罪得以赦免

並且獲得您的接納

此地何等使人敬畏

Nuper rosarum �ores
Ex dono ponti�cis
Hieme licet horrida
Tibi, virgo coelica,
Pie et sancte deditum
Grandis templum machinae
Condecorarunt perpetim.
Hodie vicarious
Jesu Christi et Petri
Successor, Eugenius
Hoc idem amplissimum
Sacris templum minibus
Sanctisque liquoribus
Consecrare dignatus est.
Igitur, alma parens
Nati tui et �lia
Virgo decus virginum,
Tuus te Florentiae
Devotus orat populus,
Ut qui mente et corpore
Mundo quicquam exorarit.
Oratione tua
Cruciatus et meritis
Tui secundum carnem
Nati Domini sui
Grata bene�cia
Veniamque reatum
Accipere mereatur.
Terribilis est locus 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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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io Lotti

Giovanni Gabriel

Crucifixus

O magnum mysterium

羅替（Antonio Lotti，1667-1740）的音樂生涯同樣以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為中心。他寫作的〈釘十字架〉是《信經》中的一部分，

講述耶穌為洗淨世人的罪，受到釘刑並埋葬的事蹟。

〈釘十字架〉體現 17世紀初，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風格交界時的音樂語彙。當時作曲家為求創造作品中的戲劇張力，廣泛使用

不協和音，特別是大量的半音堆疊、減三和絃、減七和絃等，塑造出的緊張感，能掀起巨大的情緒波動。這種令人目炫神迷的戲劇性，

充分預示巴洛克的時代精神：信眾可以在巴洛克的建築與音樂風格中「直接看見天國」，進而頌揚上主榮光。羅替尤其擅長此一手法，

毫不令人意外的，他在聖馬可大教堂任職期間，特別以創作歌劇、清唱劇、神劇聞名，影響也及於巴赫、韓德爾等同代創作者。

〈釘十字架〉的聽覺印象特別強烈。這是因為在和聲改變時，仍有聲部「掛留」，直到下一個音符才予以解決。這種和聲技法，

在巴洛克初期已經發展完備，而羅替又刻意在解決之後馬上又產生掛留音，也讓某些掛留音特別持久，產生綿密而揮之不去的效果。

全曲由男低音聲部開頭，其他聲部依序往上堆疊，與下一個聲部產生半音的不諧和音程，表達信徒對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內心痛苦。

第二部分為典型巴洛克風格，以宣敘調和八分音符進行，敘述受難事件。第三部分又以傳統文藝復興的複音音樂風格，表達耶穌受

難而被埋葬，各聲部皆以高音域開頭來達到樂曲高潮。

本曲為文藝復興晚期威尼斯樂派的代表作品，作曲者是聖馬可大教堂的管風琴師，喬萬尼‧加布里埃利（Giovanni 

Gabrieli，約 1554-1612），他的作品啟發新一代作曲家發展出巴洛克的音樂語彙。

　作曲家以創作手法積極適應演唱空間的過程，在〈偉大的奧秘〉中特別清楚展現。加布里埃利任職的聖馬可大教堂是個巨

型的空間，合唱團所在的唱經台位置較高，並且切為左右兩側，相隔甚遠。在這種回聲豐沛的空間中，最具有傳達能量的並非複

雜的對位，而是織度與力度的戲劇性變化。因此他不若帕勒斯第納（Palestrina）等羅馬樂派作曲家那般精於聲線堆砌，而更看重

強弱對比與張力。他也是第一個在樂譜上明確標示強弱力度的作曲者。

　唱經台的分佈，也刺激威尼斯樂派發展出「分離合唱」技法，將合唱團一分為二，兩者間的聲響可以形成各種關係，例如

一主述一回聲、一呼一答、或是一獨唱一合唱，也可以合在一起產生宏大的音響效果。加布里埃利正是此技法集大成者，他還進

而發展出「競奏」的概念，預示了協奏曲的產生。就〈偉大的奧秘〉而言，第一合唱團音色較高而明亮，第二合唱團則較低而深沉，

講述耶穌降生的神蹟。兩者的應答，從悠遠的款款而訴，到最終「阿雷路亞」樂段裡相互交盪、熱情呼應，展現出寬廣的色彩變化。

祂在般雀比拉多掌權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難而被埋葬。

噢！偉大的奧秘，

令人驚嘆的神蹟，

地上萬物見證了新生王的誕生

祂正躺臥在馬槽裡，

被祝福的童貞女，

唯有您能因著聖靈，孕育出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哈利路亞。

Cruci�xus etiam pro nobis: sub Pontio Pilato,
passus et sepultus est.

O magnum mysterium,      
et admirabile sacramentum,   
 
ut animalia viderent Dominum natum,   
jacentem in praesepio.
     
Beata Virgo, 
cujus viscera meruerunt portare
Dominum Jesum Christum.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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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建築

巴洛克建築起源於十七世紀的羅馬，將原本帶人文主義，較為理

性的文藝復興建築，以更矯飾、誇張或嘲諷的語調呈現，藉以彰

顯當時的政治氛圍與極權專制。此建築式樣著重於光影、律動與

雕塑性，間或也以出其不意的異教形式補捉目光。風潮從羅馬開

始，逐漸北移至都靈，最後散播到整個歐洲。最具代表性的建築

師就是波羅米尼 (F. Borromini)，也是聖若望拉特朗大教堂室內空

間主要的營造者。

建築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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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單位│

指導贊助單位：                                   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                                                                      合作單位：

製作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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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F

製作名單

團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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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組：杜維、李駿平、卓鈺薰、陳珀愉、

                陳珮印、張薰方、潘國慶

行政總監：房樹孝  

團務經理：高端禾 

行銷統籌：謝竺晉

企劃行政：黃曉君

行政專員：蘇鈺湘

設計：白日設計

攝影：鄭達敬

節目單照片：陳長志、郭政彰

錄音工程：大音音樂工作室─王昭惠

錄影工程：亞格影音藝術有限公司

舞台監督：劉洲松

工作人員：葉依婷、黃胤瓴、張皓程、張維麟、吳羽蕎、

                    郭柏鴻、姜欣汝、許雅瀅、蔡雙竹、陳怡靜

女高音：鍾慧敏、溫佳霖、方素貞、卓鈺薰、原  意、柯紫璇

女低音：莊皓瑋、張薰方、謝竺晉、張    䔖、陳珮印、李筱筠

男高音：高端禾、李駿平、潘國慶、林    叡、郭靖威

男低音：鄭有席、杜   維、鄭逸伸、李政國、關笠宏、潘任展

※ 以上粗體字為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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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名單

感謝 TCS 捐款人
2013-2016年

王光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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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沁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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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璧如老師

享邑國際有限公司 (GW童裝 )

周桂玉老師

林文俊老師

林芳宜老師

林采韻小姐

林郁穎老師

林慧伶老師

施綺年老師

洪國隆先生

唐天鳴老師

高莉莉小姐

張成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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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淑玲老師

經緯印藝有限公司

詹宏達老師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劉馬利主持人

劉紹棟老師

潘宇文老師

蔡長雄老師

蔣金蘭女士

戴怡音老師 

鍾月桂小姐

尹太太

王    可

王光明

王清宜

王雅芬

王雅政

李    婕

李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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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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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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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將帶來四大音樂主題：「經典」、「活力」、「優雅」、

「快樂」，精緻編曲的古典曲目及外文民謠，多首深刻於大眾印象的經典

國台語金曲，特別在「活力女聲」中，將演繹〈The sound of music 音樂

劇組曲〉，純淨歌聲與多變舞臺呈現，展現女聲合唱團的多元豐富。

2016 歲月如歌

6.21

9.23-29

東西方當代藝術的交鋒對話

〈合唱無設限 9－絲路的兩端〉特選台北室內合唱團歷年委託創作，以

及多首東、西方當代經典巨作，並將重現 2014 年獲「台新藝術獎」年度

十五大傑出作品的〈合唱無設限 VI－無〉之選粹，期盼藉此碰撞東西方

作曲家的音樂思維，帶出不同地域的當代音樂色彩與想像對比，也展現台北

室內合唱團耕耘當代人聲十年來的成果，激盪下一個十年向前邁進的能量！

聯繫世界性當代音樂盛會，撞擊 TCS 合唱創新思維

「上海當代音樂週」邀請之音樂家與表演者，均是國際樂壇上頂尖的音樂家

及國際級表演團隊，是一場足以媲美歐美當代音樂節之交流盛會。此次台

北室內合唱團獲邀演繹「合唱無設限 VI －〈無〉」選粹及多首重量級當

代曲目，並將重現華人第一部榮獲「普立茲音樂獎」之當代歌劇〈白蛇傳〉，

具體展現台北室內合唱團的精湛詮釋能力，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重要與會

人，一同探討東西方當代音樂觀點，創造更多的藝術碰撞與對話。

合唱無設限 9
─絲路的兩端

第九屆
上海當代音樂週
─受邀演出

9.3
SAT │台北國家音樂廳

TUE │台北國家演奏廳

FRI-THU │上海音樂學院、

上海交響樂團主演奏廳

R O A M I N G  T H R O U G H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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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樂集」2011 年由東吳大學著名作曲教授－嚴福榮及馬定一倡導成

立，為國內非常年輕且新穎的現代音樂創作及發表論壇。自成立以來，每

年定期舉辦兩場發表音樂會，除了發表系友創作，也透過徵曲、邀約及委

託創作等方式，和多位國人作曲家合作，不僅開拓當代音樂創作的視野，

也為台灣的當代音樂發展留下歷史性的軌跡。雙溪樂集之發表會經常邀請

國內重量級音樂團體合作，2016 年「雙溪樂集」合唱篇〈高唱低吟〉，將

邀請台北室內合唱團發表整場的新音樂，也讓本團再次挑戰合唱無設限之

藝術主張。

高唱低吟
─雙溪樂集作品發表計畫

2016 室內同樂會

品味．Renaissance
─表演講座

12.4

12.21

經典重製，一場「聽覺 V.S. 嗅覺」味蕾的對話

沿襲文人藝術家在咖啡館與同好交流的文化，藉由〈品味．Renaissance〉

延伸講座，醞造出一座獨特的「人聲咖啡館」。「它」將在文藝書店、美術館、

校園、各大講堂…等等場域出現，由台北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陳雲紅邀請

咖啡品味家－蘇彥彰，搭配人聲演出，輕鬆對談聲音與味蕾的緊密關係，帶

領大眾以不同角度發現生活，品味人生。

攜手共鳴，唱出台灣合唱生命力

〈室內同樂會〉聯演系列，是台北室內合唱團為了推廣精緻合唱音樂，「聯

合國內不同特色合唱團體」，呈現更多元編制、具多元特色的合唱音樂為

出發概念的系列製作。2016 年 將由兩大附屬團隊「台北室內 50 混聲合唱

團」、「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領軍出發，並邀請同樣不遺餘力，在社會

推廣合唱音樂的合唱團隊攜手演出。從不同團隊、不同特色的音樂風格，

到精彩多元的呈現，將帶領大眾聽見台灣合唱音樂活躍的生命力！

TUE │東吳大學松怡廳

WED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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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聲美學講座，歡迎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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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永續‧聲聲不息】─贊助辦法

未滿一萬元∕年

一萬元∕年

五萬元∕年

十萬元∕年

五十萬元∕年

台北室內合唱團努力追求精緻人聲邁入二十餘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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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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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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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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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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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永久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贊助金額 贊助者權益

贊助室內之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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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以上

（含）以上

（含）以上

（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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