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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理念

《美麗新世界》是一場講述臺灣多彩文化的美麗詩篇，從歷史的脈絡思考臺灣現代社會文化之

意義。除了從土地根源而生的民族以外，自各方遠道而來的新住民女性，成為了滋養臺灣生命的新力

量，不同民族的母親用相同的愛灌溉著臺灣成長茁壯，就像孕育小孩的搖籃一般，溫柔不倦地輸送著

安定的力量。

不論身上的文化血液來自何方，我們都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因著臺灣落地生根、萌芽成長，不

分你我，一起劃下每一刻歷史的痕跡，分享每一段時代的回憶，宛若一幅鮮豔繽紛的拼圖，先來後到

的拼湊磨合後，共同編織夢想的生活藍圖，成就了臺灣最珍貴豐富的「美麗新世界」。

多元民族就是臺灣的母親，溫柔推動臺灣成長，陪伴臺灣面對困難與挑戰，無所畏懼地走向未

來。也正是如此，唯有堅信臺灣多元價值的可貴，才是繼續前進的堅強後盾，對各民族文化的愛與珍

惜，將使得臺灣的未來更加明亮寬闊。

《美麗新世界》以跨越國際多元選曲建構節目主題，呈現臺灣繽紛多彩的文化樣貌，詮釋多元民

族孕育臺灣的重要價值。希冀更多臺灣母親走進音樂殿堂，共同分享感受音樂的美好，讓台北室內合

唱團以最純粹動人的歌聲，將心與心凝結在一起，唱出對臺灣永恆不變的愛與感謝。

聽見母親的叮囑，要驕傲自信地繼續走下去。六千年前在這片土地上最初的呼嘯，今天要開花結
果，成為最前衛的聲音、最光燦的美麗新世界。

〈賞月舞〉又名杵歌，體現了原住民概念如何在時代脈絡中形塑。日治時期，日月潭成為臺

灣的觀光聖地，「高砂族」的族群劃分也逐漸確立。當時觀光的表演節目中，邵人結合了舂石音
與歌謠，創造出新的傳統。而後世搭上的漢語歌詞，更投射了純樸浪漫的的想像。

當代合唱曲目〈讚美歌唱〉同樣相映成趣。本曲為錢南章〈馬蘭姑娘〉組曲的第五首，改編

自魯凱族古謠，以歌詞齊聲讚美上帝，並配上強烈的節奏性。據作曲者說，整個組曲構成「福爾
摩莎一對原住民男女真摯而感人的愛情故事」。在忙碌複雜的現代社會關係中，最早抵達島上的
一群人，卻彷彿成為最青春、最純真的意象。

遙想往日歌聲，思念著第一朵花

島嶼彷彿帶著一絲溫情，無條件地乘載一波又一波的懷想。哪怕是三萬年前、六千年前、
四百年前或七十年前的旅人，哪怕來者是拓荒者、投機客或難民，臺灣一如母親，一邊指引著
未來，一邊承接來自家鄉、千絲萬縷的記憶。思念的彼端，究竟是惆悵或甜蜜、急切或百般不願
意？或許紛爭終將平息、企盼空留嘆息，唯有轉角的那許清香，成為記憶中最鮮活的回憶。

〈不了情〉透露出1960年代香港的記憶。那是文藝電影的全盛年代，林黛和關山主演的電影
《不了情》，以男女間的未解情緣，帶出二戰後的蓬勃建築發展、夜總會生活、中小企業的機會
與困境等共同記憶。主題曲也由導演填詞，運用大量對偶修辭，在東南亞各地都引起普遍共鳴。

〈甜蜜蜜〉是鄧麗君的招牌歌曲，1979年分別於臺港發行。當時鄧麗君正因假護照事件暫時
無法入境日本，選擇至美國進修，卻即將迎來最為活躍的巔峰時期。本曲曲調來自印尼電影主題
曲〈划舢舨〉（Dayung Sampan），搭上填詞人莊奴為鄧麗君量身打造的歌詞，以及充滿切分音律
動的編曲，種種不同音樂風格的碰撞，使人想起1980年代臺灣的蓬勃發展與希望。

〈夜來香〉一曲，則帶出戰後到1980年代之間的東亞人群流動，以及複雜的認同。原唱李香
蘭是日籍華人，在1940年代初期譽為上海五大歌后之一，卻在戰後被打為漢奸，歌曲也遭禁唱。
直到戒嚴末期，旅日發展的鄧麗君再度讓夜來香傳遍日本歌壇。輕快的倫巴曲調，似乎同時表達
著期待與哀愁。

來自遠方的祝福

考古學家說過「海洋是人群流動的高速公路」，我們何其幸運，能被寬廣的道路擁抱。來自
遠方的祝福，或許在市場與家戶中，或許在長輩的病榻前，或許在工廠的鐵皮下。無論來者是異
鄉客，或已落葉歸根，島嶼總需要海水的滋潤，語言、音樂和生活也總要交流激盪才能完滿。尋
找母親的道路，不一定指向遙遠的原鄉，或許就在身邊溫熱的汗水中。

〈阿里郎〉可說是韓國的非官方國歌，它就像所有傳統民謠，能喚起許多現代事件的記憶，

建立人和土地的連結。1926年被韓國第一部劇情片採用為主題曲，日本殖民時代則成為地下反抗
活動的精神指標。歌詞描述癡情女子眼看情郎翻過「阿里郎」山坳遠去，心中感到思念與怨懟。
時至今日，韓國境內更有許多山谷改名為「阿里郎」。

相比起來，〈紅蜻蜓〉更讓人直接聯想到童年時光、母親以及鄉愁。它原本就是一首童謠，

歌詞回憶嬰兒時期在母姊背上看見紅蜻蜓的光景。蜻蜓不但體現作詩者的自身記憶，也在許多日
本人心中，喚起鄉村孩提時代的甜美印象。作曲家山田耕筰成功以五聲音階保留了特殊的日本韻
味，造就了日後的「日本歌百選」經典。

〈Rasa Sayang〉（相親相愛）同樣描述青春，但編曲者結合兩首來自星馬和印尼的民謠，滿

溢輕快和酸甜的滋味。歌詞中帶出蕉風椰影的地景，例如鯰魚、芒果、水菠菜等鄉村景物，也讚
頌當地親切開朗的人性。詩詞以馬來文傳統詩歌形式「班頓」寫作，也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共同認
定的文化遺產。

交匯與期盼，還有愛

耳熟能詳的合唱音樂，不但匯聚不同時期、不同淵源的移民身影，也同時串起90年代的臺灣
街頭、50年代的香港電影以及20年代的上海夜生活。有形的島嶼，表徵了多元的、無形的回憶；
就如家屋整合了各種矛盾、吸納外界的變遷與刺激。我們孕育並成長於斯，今天已經長大成熟，
又該怎樣報答家屋、報答母親、報答這座島嶼？

曲目解說

回憶美麗之島，我的母親

一切的開端，我們都耳熟能詳：有艘來自遠方的船，乘客或許帶著一點期待、一點惆悵、一點自

信、又一點哀愁，望向一座蓊鬱的島嶼。有人稱它是美麗的島，另一些人看到它就想到豐足的生活、

未竟的信仰或是遙遠的另一片大地。還有人說島上的人只是過客，暫且隨這艘大船停靠在太平洋邊一

會兒。但其中有些人，將會以感激母親的目光，回想這塊土地的孕育之恩。

〈綠島小夜曲〉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標題歌詠四季常綠、輪廓如船的臺灣，內容源自於

作曲家傾訴戀慕，追求愛妻李慧倫。隨著周藍萍驟逝，遺孀失去摯愛，以〈綠島小夜曲〉塵封傷痛。

在永恆的戀人間，曲譜無涉白色恐怖的沉重，只是帶著夏夜微風、純真浪漫與隱約哀傷的情歌。

李臨秋寫作的〈望春風〉，靈感取自西廂記「隔牆花影動，疑似玉人來」一句。用字淺顯，生動

描述少女既嬌怯又想望的微妙心境與憨態。鄧雨賢運用傳統五聲音階譜曲，考量台語歌詞的語韻，透

過音符與音韻的交織營造如戲劇般耐人尋味的情境，詞曲相幫，堪稱臺語歌曲的經典之作。

〈秋風夜雨〉，秋風蕭瑟夜雨茫茫，淒涼的場景讓孤獨的少女悲從中來，離鄉的惆悵，離情的

悲怨，全在周添旺的筆下化成觸動人心的詞句，被賦予譜曲重任的楊三郎，因求好心切而遲遲無法完

成，一個禮拜後，新店碧潭的中秋夜景讓楊三郎靈光湧現，當晚旋即完成譜曲。

〈月夜愁〉源自馬偕醫生採集的平埔族歌謠，由鄧雨賢重新編曲、周添旺填詞。曲中描寫失戀的

人，形單影隻走在情侶喜愛攜手漫步的三線路，只能望月興愁，徒添寂寞哀傷，如同合唱曲中旋律由

單一女聲或男聲呈現，最後一聲聲的「那袜來」更是道出等待無緣愛人的失落。

校園歌聲的美麗與哀愁

青春的年代，蓬勃發展中帶著一絲惶惑不安。海洋的彼端傳來煙硝味，也瀰漫著群起抗爭的聲

音。一群青年首次回頭凝望生長於斯的土地，希望想起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歌聲、自己的信念、自己

的戀情。他們上山下海、從城市到偏鄉，從相思到別離，在現代的空間中，追尋往日的時間，眼前浮

現的卻是自己的面容。如果現在是過去的堆疊，過去難道不也存在於現在的尋覓中？

〈月琴〉由蘇來作曲、少年兒童文學作家賴西安作詞。淺白簡短卻情感深厚的文字，追念恆春吟

遊詩人陳達手抱月琴走唱一生的傳奇故事，反映中落的地方文化。思想起的歌聲停歇，老歌手對民俗

歌謠默默奉獻、終生不悔的堅持，休止符之後，又該如何接續傳承？

〈校園民歌組曲I －青春／愛情〉是劉文毅編創四組校園民歌組曲的第一部，節奏輕快，串聯五

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清新純情的〈如果〉、忘卻煩惱的〈讓我們看雲去〉、問世間情為何物的〈愛

情〉、不帶走一片雲彩的〈再別康橋〉、輕快又相映兩成趣的〈看我聽我〉，引領大家感受青春的奔

放、愛情的悸動。

客家，何處不可為家

家，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或許在晴耕雨讀之間，在採茶與山歌之間，在青山與水圳之間，在平

埔人與福佬人之間。縱然背負中原正統的記憶，背負艱苦抵抗的記憶，何處又不可為家？從福建土樓

裡，傍山的六堆聚落中，金門的豪華洋樓上，南洋的新興聚落間，處處響起團結一氣的呼喚，或者在

更多時候，隱隱傳來悠悠的輕嘆。

〈落水天〉為客家山歌，歌詠客家女性對蒼天的感念。歌詞以七言四句為主，字詞間的虛字襯

詞，使旋律聽來悠揚頓挫富於變化，充滿質樸不造作的鄉土性。樂曲以人聲堆疊雨勢由小轉大的情

景，雨絲彷彿清晰可見，一句一句的哼唱，流露出辛酸的嘆息與無助、無奈的感受。

客家人早期借山而居，以採茶務農為主，因此〈採茶歌〉是較熟悉的客家歌曲。用吟唱的方式在

寬廣的山嶺間相互問候、鬥嘴說笑，抒發心情減輕勞動辛苦。本曲分為五段，以日出而作開始，日落

而息結束，中間以輪唱或領唱的方式描述工作情形，詞意簡單反映客家人淳樸的農村生活。

新時代中的原住民

你們說的話，我們說的話。祖靈的眼睛說的話，山羌與野豬說的話。部落與都市說的話，漢人
與殖民者說的話，土石流與工地建材說的話。經過好多流轉與遷徙，好多抗爭和合作，耳裡還是隱約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節目全長約100分鐘，含中場休息
Approx. 100 minutes with an intermission

演出曲目
回憶美麗之島，我的母親

 1〈綠島小夜曲〉 詞／潘英傑 曲／周藍萍 編曲／冉天豪
 2〈望春風〉 詞／李臨秋 曲／鄧雨賢 編曲／陳澄雄
 3〈秋風夜雨〉 詞／周添旺 曲／楊三郎 編曲／冉天豪
 4〈月夜愁〉 詞／周添旺 曲／鄧雨賢 編曲／冉天豪

校園歌聲的美麗與哀愁

 5〈月琴〉 詞／賴西安 曲／蘇來  編曲／冉天豪
 6〈校園民歌組曲I －青春／愛情〉 編曲／劉文毅

客家，何處不可為家

 7〈落水天〉 詞曲／客家民謠  編曲／松下耕
 8〈採茶歌〉（女聲） 詞／王毓騵 曲／李永剛

新時代中的原住民

 9〈賞月舞〉（男聲） 詞曲／山地民謠  編曲／徐晉淵
10〈讚美歌唱〉 詞曲／阿美族古調  編曲／錢南章

                                                                            中場休息

遙想往日歌聲，思念著第一朵花

11〈不了情〉 詞／陶秦 曲／莫然  編曲／冉天豪
12〈甜蜜蜜〉 詞／莊奴 曲／印尼民歌   編曲／黃俊達
13〈夜來香〉 詞曲／黎錦光  編曲／劉文毅

來自遠方的祝福

14〈阿里郎〉 詞曲／韓國民謠  編曲／Robert de Cormier
15〈紅蜻蜓〉 詞／三木露風  曲／山田耕筰  編曲／Bob Chilcott 
16〈Rasa sayang〉 詞曲／馬來西亞民歌  編曲／杜萬勝

交匯與期盼，還有愛

17〈伊是咱的寶貝〉 詞曲／陳明章  編曲／蔡昱姍
18〈春風吻上我的臉〉 詞／陳蝶衣 曲／姚敏  編曲／冉天豪
19〈玫瑰玫瑰我愛你〉 詞／吳村 曲／陳歌辛  編曲／冉天豪

演出時間│2017年5月6日（星期六）7:30PM

演出地點│國家音樂廳

主辦單位│

製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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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理念

《美麗新世界》是一場講述臺灣多彩文化的美麗詩篇，從歷史的脈絡思考臺灣現代社會文化之

意義。除了從土地根源而生的民族以外，自各方遠道而來的新住民女性，成為了滋養臺灣生命的新力

量，不同民族的母親用相同的愛灌溉著臺灣成長茁壯，就像孕育小孩的搖籃一般，溫柔不倦地輸送著

安定的力量。

不論身上的文化血液來自何方，我們都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因著臺灣落地生根、萌芽成長，不

分你我，一起劃下每一刻歷史的痕跡，分享每一段時代的回憶，宛若一幅鮮豔繽紛的拼圖，先來後到

的拼湊磨合後，共同編織夢想的生活藍圖，成就了臺灣最珍貴豐富的「美麗新世界」。

多元民族就是臺灣的母親，溫柔推動臺灣成長，陪伴臺灣面對困難與挑戰，無所畏懼地走向未

來。也正是如此，唯有堅信臺灣多元價值的可貴，才是繼續前進的堅強後盾，對各民族文化的愛與珍

惜，將使得臺灣的未來更加明亮寬闊。

《美麗新世界》以跨越國際多元選曲建構節目主題，呈現臺灣繽紛多彩的文化樣貌，詮釋多元民

族孕育臺灣的重要價值。希冀更多臺灣母親走進音樂殿堂，共同分享感受音樂的美好，讓台北室內合

唱團以最純粹動人的歌聲，將心與心凝結在一起，唱出對臺灣永恆不變的愛與感謝。

聽見母親的叮囑，要驕傲自信地繼續走下去。六千年前在這片土地上最初的呼嘯，今天要開花結
果，成為最前衛的聲音、最光燦的美麗新世界。

〈賞月舞〉又名杵歌，體現了原住民概念如何在時代脈絡中形塑。日治時期，日月潭成為臺

灣的觀光聖地，「高砂族」的族群劃分也逐漸確立。當時觀光的表演節目中，邵人結合了舂石音
與歌謠，創造出新的傳統。而後世搭上的漢語歌詞，更投射了純樸浪漫的的想像。

當代合唱曲目〈讚美歌唱〉同樣相映成趣。本曲為錢南章〈馬蘭姑娘〉組曲的第五首，改編

自魯凱族古謠，以歌詞齊聲讚美上帝，並配上強烈的節奏性。據作曲者說，整個組曲構成「福爾
摩莎一對原住民男女真摯而感人的愛情故事」。在忙碌複雜的現代社會關係中，最早抵達島上的
一群人，卻彷彿成為最青春、最純真的意象。

遙想往日歌聲，思念著第一朵花

島嶼彷彿帶著一絲溫情，無條件地乘載一波又一波的懷想。哪怕是三萬年前、六千年前、
四百年前或七十年前的旅人，哪怕來者是拓荒者、投機客或難民，臺灣一如母親，一邊指引著
未來，一邊承接來自家鄉、千絲萬縷的記憶。思念的彼端，究竟是惆悵或甜蜜、急切或百般不願
意？或許紛爭終將平息、企盼空留嘆息，唯有轉角的那許清香，成為記憶中最鮮活的回憶。

〈不了情〉透露出1960年代香港的記憶。那是文藝電影的全盛年代，林黛和關山主演的電影
《不了情》，以男女間的未解情緣，帶出二戰後的蓬勃建築發展、夜總會生活、中小企業的機會
與困境等共同記憶。主題曲也由導演填詞，運用大量對偶修辭，在東南亞各地都引起普遍共鳴。

〈甜蜜蜜〉是鄧麗君的招牌歌曲，1979年分別於臺港發行。當時鄧麗君正因假護照事件暫時
無法入境日本，選擇至美國進修，卻即將迎來最為活躍的巔峰時期。本曲曲調來自印尼電影主題
曲〈划舢舨〉（Dayung Sampan），搭上填詞人莊奴為鄧麗君量身打造的歌詞，以及充滿切分音律
動的編曲，種種不同音樂風格的碰撞，使人想起1980年代臺灣的蓬勃發展與希望。

〈夜來香〉一曲，則帶出戰後到1980年代之間的東亞人群流動，以及複雜的認同。原唱李香
蘭是日籍華人，在1940年代初期譽為上海五大歌后之一，卻在戰後被打為漢奸，歌曲也遭禁唱。
直到戒嚴末期，旅日發展的鄧麗君再度讓夜來香傳遍日本歌壇。輕快的倫巴曲調，似乎同時表達
著期待與哀愁。

來自遠方的祝福

考古學家說過「海洋是人群流動的高速公路」，我們何其幸運，能被寬廣的道路擁抱。來自
遠方的祝福，或許在市場與家戶中，或許在長輩的病榻前，或許在工廠的鐵皮下。無論來者是異
鄉客，或已落葉歸根，島嶼總需要海水的滋潤，語言、音樂和生活也總要交流激盪才能完滿。尋
找母親的道路，不一定指向遙遠的原鄉，或許就在身邊溫熱的汗水中。

〈阿里郎〉可說是韓國的非官方國歌，它就像所有傳統民謠，能喚起許多現代事件的記憶，

建立人和土地的連結。1926年被韓國第一部劇情片採用為主題曲，日本殖民時代則成為地下反抗
活動的精神指標。歌詞描述癡情女子眼看情郎翻過「阿里郎」山坳遠去，心中感到思念與怨懟。
時至今日，韓國境內更有許多山谷改名為「阿里郎」。

相比起來，〈紅蜻蜓〉更讓人直接聯想到童年時光、母親以及鄉愁。它原本就是一首童謠，

歌詞回憶嬰兒時期在母姊背上看見紅蜻蜓的光景。蜻蜓不但體現作詩者的自身記憶，也在許多日
本人心中，喚起鄉村孩提時代的甜美印象。作曲家山田耕筰成功以五聲音階保留了特殊的日本韻
味，造就了日後的「日本歌百選」經典。

〈Rasa Sayang〉（相親相愛）同樣描述青春，但編曲者結合兩首來自星馬和印尼的民謠，滿

溢輕快和酸甜的滋味。歌詞中帶出蕉風椰影的地景，例如鯰魚、芒果、水菠菜等鄉村景物，也讚
頌當地親切開朗的人性。詩詞以馬來文傳統詩歌形式「班頓」寫作，也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共同認
定的文化遺產。

交匯與期盼，還有愛

耳熟能詳的合唱音樂，不但匯聚不同時期、不同淵源的移民身影，也同時串起90年代的臺灣
街頭、50年代的香港電影以及20年代的上海夜生活。有形的島嶼，表徵了多元的、無形的回憶；
就如家屋整合了各種矛盾、吸納外界的變遷與刺激。我們孕育並成長於斯，今天已經長大成熟，
又該怎樣報答家屋、報答母親、報答這座島嶼？

曲目解說

回憶美麗之島，我的母親

一切的開端，我們都耳熟能詳：有艘來自遠方的船，乘客或許帶著一點期待、一點惆悵、一點自

信、又一點哀愁，望向一座蓊鬱的島嶼。有人稱它是美麗的島，另一些人看到它就想到豐足的生活、

未竟的信仰或是遙遠的另一片大地。還有人說島上的人只是過客，暫且隨這艘大船停靠在太平洋邊一

會兒。但其中有些人，將會以感激母親的目光，回想這塊土地的孕育之恩。

〈綠島小夜曲〉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標題歌詠四季常綠、輪廓如船的臺灣，內容源自於

作曲家傾訴戀慕，追求愛妻李慧倫。隨著周藍萍驟逝，遺孀失去摯愛，以〈綠島小夜曲〉塵封傷痛。

在永恆的戀人間，曲譜無涉白色恐怖的沉重，只是帶著夏夜微風、純真浪漫與隱約哀傷的情歌。

李臨秋寫作的〈望春風〉，靈感取自西廂記「隔牆花影動，疑似玉人來」一句。用字淺顯，生動

描述少女既嬌怯又想望的微妙心境與憨態。鄧雨賢運用傳統五聲音階譜曲，考量台語歌詞的語韻，透

過音符與音韻的交織營造如戲劇般耐人尋味的情境，詞曲相幫，堪稱臺語歌曲的經典之作。

〈秋風夜雨〉，秋風蕭瑟夜雨茫茫，淒涼的場景讓孤獨的少女悲從中來，離鄉的惆悵，離情的

悲怨，全在周添旺的筆下化成觸動人心的詞句，被賦予譜曲重任的楊三郎，因求好心切而遲遲無法完

成，一個禮拜後，新店碧潭的中秋夜景讓楊三郎靈光湧現，當晚旋即完成譜曲。

〈月夜愁〉源自馬偕醫生採集的平埔族歌謠，由鄧雨賢重新編曲、周添旺填詞。曲中描寫失戀的

人，形單影隻走在情侶喜愛攜手漫步的三線路，只能望月興愁，徒添寂寞哀傷，如同合唱曲中旋律由

單一女聲或男聲呈現，最後一聲聲的「那袜來」更是道出等待無緣愛人的失落。

校園歌聲的美麗與哀愁

青春的年代，蓬勃發展中帶著一絲惶惑不安。海洋的彼端傳來煙硝味，也瀰漫著群起抗爭的聲

音。一群青年首次回頭凝望生長於斯的土地，希望想起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歌聲、自己的信念、自己

的戀情。他們上山下海、從城市到偏鄉，從相思到別離，在現代的空間中，追尋往日的時間，眼前浮

現的卻是自己的面容。如果現在是過去的堆疊，過去難道不也存在於現在的尋覓中？

〈月琴〉由蘇來作曲、少年兒童文學作家賴西安作詞。淺白簡短卻情感深厚的文字，追念恆春吟

遊詩人陳達手抱月琴走唱一生的傳奇故事，反映中落的地方文化。思想起的歌聲停歇，老歌手對民俗

歌謠默默奉獻、終生不悔的堅持，休止符之後，又該如何接續傳承？

〈校園民歌組曲I －青春／愛情〉是劉文毅編創四組校園民歌組曲的第一部，節奏輕快，串聯五

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清新純情的〈如果〉、忘卻煩惱的〈讓我們看雲去〉、問世間情為何物的〈愛

情〉、不帶走一片雲彩的〈再別康橋〉、輕快又相映兩成趣的〈看我聽我〉，引領大家感受青春的奔

放、愛情的悸動。

客家，何處不可為家

家，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或許在晴耕雨讀之間，在採茶與山歌之間，在青山與水圳之間，在平

埔人與福佬人之間。縱然背負中原正統的記憶，背負艱苦抵抗的記憶，何處又不可為家？從福建土樓

裡，傍山的六堆聚落中，金門的豪華洋樓上，南洋的新興聚落間，處處響起團結一氣的呼喚，或者在

更多時候，隱隱傳來悠悠的輕嘆。

〈落水天〉為客家山歌，歌詠客家女性對蒼天的感念。歌詞以七言四句為主，字詞間的虛字襯

詞，使旋律聽來悠揚頓挫富於變化，充滿質樸不造作的鄉土性。樂曲以人聲堆疊雨勢由小轉大的情

景，雨絲彷彿清晰可見，一句一句的哼唱，流露出辛酸的嘆息與無助、無奈的感受。

客家人早期借山而居，以採茶務農為主，因此〈採茶歌〉是較熟悉的客家歌曲。用吟唱的方式在

寬廣的山嶺間相互問候、鬥嘴說笑，抒發心情減輕勞動辛苦。本曲分為五段，以日出而作開始，日落

而息結束，中間以輪唱或領唱的方式描述工作情形，詞意簡單反映客家人淳樸的農村生活。

新時代中的原住民

你們說的話，我們說的話。祖靈的眼睛說的話，山羌與野豬說的話。部落與都市說的話，漢人
與殖民者說的話，土石流與工地建材說的話。經過好多流轉與遷徙，好多抗爭和合作，耳裡還是隱約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節目全長約100分鐘，含中場休息
Approx. 100 minutes with an intermission

演出曲目
回憶美麗之島，我的母親

 1〈綠島小夜曲〉 詞／潘英傑 曲／周藍萍 編曲／冉天豪
 2〈望春風〉 詞／李臨秋 曲／鄧雨賢 編曲／陳澄雄
 3〈秋風夜雨〉 詞／周添旺 曲／楊三郎 編曲／冉天豪
 4〈月夜愁〉 詞／周添旺 曲／鄧雨賢 編曲／冉天豪

校園歌聲的美麗與哀愁

 5〈月琴〉 詞／賴西安 曲／蘇來  編曲／冉天豪
 6〈校園民歌組曲I －青春／愛情〉 編曲／劉文毅

客家，何處不可為家

 7〈落水天〉 詞曲／客家民謠  編曲／松下耕
 8〈採茶歌〉（女聲） 詞／王毓騵 曲／李永剛

新時代中的原住民

 9〈賞月舞〉（男聲） 詞曲／山地民謠  編曲／徐晉淵
10〈讚美歌唱〉 詞曲／阿美族古調  編曲／錢南章

                                                                            中場休息

遙想往日歌聲，思念著第一朵花

11〈不了情〉 詞／陶秦 曲／莫然  編曲／冉天豪
12〈甜蜜蜜〉 詞／莊奴 曲／印尼民歌   編曲／黃俊達
13〈夜來香〉 詞曲／黎錦光  編曲／劉文毅

來自遠方的祝福

14〈阿里郎〉 詞曲／韓國民謠  編曲／Robert de Cormier
15〈紅蜻蜓〉 詞／三木露風  曲／山田耕筰  編曲／Bob Chilcott 
16〈Rasa sayang〉 詞曲／馬來西亞民歌  編曲／杜萬勝

交匯與期盼，還有愛

17〈伊是咱的寶貝〉 詞曲／陳明章  編曲／蔡昱姍
18〈春風吻上我的臉〉 詞／陳蝶衣 曲／姚敏  編曲／冉天豪
19〈玫瑰玫瑰我愛你〉 詞／吳村 曲／陳歌辛  編曲／冉天豪

演出時間│2017年5月6日（星期六）7:30PM

演出地點│國家音樂廳

主辦單位│

製作演出│



1︱《美麗新世界  獻給母親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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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麗新世界  獻給母親的歌》 3︱《美麗新世界  獻給母親的歌》 

製作理念

《美麗新世界》是一場講述臺灣多彩文化的美麗詩篇，從歷史的脈絡思考臺灣現代社會文化之

意義。除了從土地根源而生的民族以外，自各方遠道而來的新住民女性，成為了滋養臺灣生命的新力

量，不同民族的母親用相同的愛灌溉著臺灣成長茁壯，就像孕育小孩的搖籃一般，溫柔不倦地輸送著

安定的力量。

不論身上的文化血液來自何方，我們都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因著臺灣落地生根、萌芽成長，不

分你我，一起劃下每一刻歷史的痕跡，分享每一段時代的回憶，宛若一幅鮮豔繽紛的拼圖，先來後到

的拼湊磨合後，共同編織夢想的生活藍圖，成就了臺灣最珍貴豐富的「美麗新世界」。

多元民族就是臺灣的母親，溫柔推動臺灣成長，陪伴臺灣面對困難與挑戰，無所畏懼地走向未

來。也正是如此，唯有堅信臺灣多元價值的可貴，才是繼續前進的堅強後盾，對各民族文化的愛與珍

惜，將使得臺灣的未來更加明亮寬闊。

《美麗新世界》以跨越國際多元選曲建構節目主題，呈現臺灣繽紛多彩的文化樣貌，詮釋多元民

族孕育臺灣的重要價值。希冀更多臺灣母親走進音樂殿堂，共同分享感受音樂的美好，讓台北室內合

唱團以最純粹動人的歌聲，將心與心凝結在一起，唱出對臺灣永恆不變的愛與感謝。

聽見母親的叮囑，要驕傲自信地繼續走下去。六千年前在這片土地上最初的呼嘯，今天要開花結
果，成為最前衛的聲音、最光燦的美麗新世界。

〈賞月舞〉又名杵歌，體現了原住民概念如何在時代脈絡中形塑。日治時期，日月潭成為臺

灣的觀光聖地，「高砂族」的族群劃分也逐漸確立。當時觀光的表演節目中，邵人結合了舂石音
與歌謠，創造出新的傳統。而後世搭上的漢語歌詞，更投射了純樸浪漫的的想像。

當代合唱曲目〈讚美歌唱〉同樣相映成趣。本曲為錢南章〈馬蘭姑娘〉組曲的第五首，改編

自魯凱族古謠，以歌詞齊聲讚美上帝，並配上強烈的節奏性。據作曲者說，整個組曲構成「福爾
摩莎一對原住民男女真摯而感人的愛情故事」。在忙碌複雜的現代社會關係中，最早抵達島上的
一群人，卻彷彿成為最青春、最純真的意象。

遙想往日歌聲，思念著第一朵花

島嶼彷彿帶著一絲溫情，無條件地乘載一波又一波的懷想。哪怕是三萬年前、六千年前、
四百年前或七十年前的旅人，哪怕來者是拓荒者、投機客或難民，臺灣一如母親，一邊指引著
未來，一邊承接來自家鄉、千絲萬縷的記憶。思念的彼端，究竟是惆悵或甜蜜、急切或百般不願
意？或許紛爭終將平息、企盼空留嘆息，唯有轉角的那許清香，成為記憶中最鮮活的回憶。

〈不了情〉透露出1960年代香港的記憶。那是文藝電影的全盛年代，林黛和關山主演的電影
《不了情》，以男女間的未解情緣，帶出二戰後的蓬勃建築發展、夜總會生活、中小企業的機會
與困境等共同記憶。主題曲也由導演填詞，運用大量對偶修辭，在東南亞各地都引起普遍共鳴。

〈甜蜜蜜〉是鄧麗君的招牌歌曲，1979年分別於臺港發行。當時鄧麗君正因假護照事件暫時
無法入境日本，選擇至美國進修，卻即將迎來最為活躍的巔峰時期。本曲曲調來自印尼電影主題
曲〈划舢舨〉（Dayung Sampan），搭上填詞人莊奴為鄧麗君量身打造的歌詞，以及充滿切分音律
動的編曲，種種不同音樂風格的碰撞，使人想起1980年代臺灣的蓬勃發展與希望。

〈夜來香〉一曲，則帶出戰後到1980年代之間的東亞人群流動，以及複雜的認同。原唱李香
蘭是日籍華人，在1940年代初期譽為上海五大歌后之一，卻在戰後被打為漢奸，歌曲也遭禁唱。
直到戒嚴末期，旅日發展的鄧麗君再度讓夜來香傳遍日本歌壇。輕快的倫巴曲調，似乎同時表達
著期待與哀愁。

來自遠方的祝福

考古學家說過「海洋是人群流動的高速公路」，我們何其幸運，能被寬廣的道路擁抱。來自
遠方的祝福，或許在市場與家戶中，或許在長輩的病榻前，或許在工廠的鐵皮下。無論來者是異
鄉客，或已落葉歸根，島嶼總需要海水的滋潤，語言、音樂和生活也總要交流激盪才能完滿。尋
找母親的道路，不一定指向遙遠的原鄉，或許就在身邊溫熱的汗水中。

〈阿里郎〉可說是韓國的非官方國歌，它就像所有傳統民謠，能喚起許多現代事件的記憶，

建立人和土地的連結。1926年被韓國第一部劇情片採用為主題曲，日本殖民時代則成為地下反抗
活動的精神指標。歌詞描述癡情女子眼看情郎翻過「阿里郎」山坳遠去，心中感到思念與怨懟。
時至今日，韓國境內更有許多山谷改名為「阿里郎」。

相比起來，〈紅蜻蜓〉更讓人直接聯想到童年時光、母親以及鄉愁。它原本就是一首童謠，

歌詞回憶嬰兒時期在母姊背上看見紅蜻蜓的光景。蜻蜓不但體現作詩者的自身記憶，也在許多日
本人心中，喚起鄉村孩提時代的甜美印象。作曲家山田耕筰成功以五聲音階保留了特殊的日本韻
味，造就了日後的「日本歌百選」經典。

〈Rasa Sayang〉（相親相愛）同樣描述青春，但編曲者結合兩首來自星馬和印尼的民謠，滿

溢輕快和酸甜的滋味。歌詞中帶出蕉風椰影的地景，例如鯰魚、芒果、水菠菜等鄉村景物，也讚
頌當地親切開朗的人性。詩詞以馬來文傳統詩歌形式「班頓」寫作，也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共同認
定的文化遺產。

交匯與期盼，還有愛

耳熟能詳的合唱音樂，不但匯聚不同時期、不同淵源的移民身影，也同時串起90年代的臺灣
街頭、50年代的香港電影以及20年代的上海夜生活。有形的島嶼，表徵了多元的、無形的回憶；
就如家屋整合了各種矛盾、吸納外界的變遷與刺激。我們孕育並成長於斯，今天已經長大成熟，
又該怎樣報答家屋、報答母親、報答這座島嶼？

曲目解說

回憶美麗之島，我的母親

一切的開端，我們都耳熟能詳：有艘來自遠方的船，乘客或許帶著一點期待、一點惆悵、一點自

信、又一點哀愁，望向一座蓊鬱的島嶼。有人稱它是美麗的島，另一些人看到它就想到豐足的生活、

未竟的信仰或是遙遠的另一片大地。還有人說島上的人只是過客，暫且隨這艘大船停靠在太平洋邊一

會兒。但其中有些人，將會以感激母親的目光，回想這塊土地的孕育之恩。

〈綠島小夜曲〉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標題歌詠四季常綠、輪廓如船的臺灣，內容源自於

作曲家傾訴戀慕，追求愛妻李慧倫。隨著周藍萍驟逝，遺孀失去摯愛，以〈綠島小夜曲〉塵封傷痛。

在永恆的戀人間，曲譜無涉白色恐怖的沉重，只是帶著夏夜微風、純真浪漫與隱約哀傷的情歌。

李臨秋寫作的〈望春風〉，靈感取自西廂記「隔牆花影動，疑似玉人來」一句。用字淺顯，生動

描述少女既嬌怯又想望的微妙心境與憨態。鄧雨賢運用傳統五聲音階譜曲，考量台語歌詞的語韻，透

過音符與音韻的交織營造如戲劇般耐人尋味的情境，詞曲相幫，堪稱臺語歌曲的經典之作。

〈秋風夜雨〉，秋風蕭瑟夜雨茫茫，淒涼的場景讓孤獨的少女悲從中來，離鄉的惆悵，離情的

悲怨，全在周添旺的筆下化成觸動人心的詞句，被賦予譜曲重任的楊三郎，因求好心切而遲遲無法完

成，一個禮拜後，新店碧潭的中秋夜景讓楊三郎靈光湧現，當晚旋即完成譜曲。

〈月夜愁〉源自馬偕醫生採集的平埔族歌謠，由鄧雨賢重新編曲、周添旺填詞。曲中描寫失戀的

人，形單影隻走在情侶喜愛攜手漫步的三線路，只能望月興愁，徒添寂寞哀傷，如同合唱曲中旋律由

單一女聲或男聲呈現，最後一聲聲的「那袜來」更是道出等待無緣愛人的失落。

校園歌聲的美麗與哀愁

青春的年代，蓬勃發展中帶著一絲惶惑不安。海洋的彼端傳來煙硝味，也瀰漫著群起抗爭的聲

音。一群青年首次回頭凝望生長於斯的土地，希望想起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歌聲、自己的信念、自己

的戀情。他們上山下海、從城市到偏鄉，從相思到別離，在現代的空間中，追尋往日的時間，眼前浮

現的卻是自己的面容。如果現在是過去的堆疊，過去難道不也存在於現在的尋覓中？

〈月琴〉由蘇來作曲、少年兒童文學作家賴西安作詞。淺白簡短卻情感深厚的文字，追念恆春吟

遊詩人陳達手抱月琴走唱一生的傳奇故事，反映中落的地方文化。思想起的歌聲停歇，老歌手對民俗

歌謠默默奉獻、終生不悔的堅持，休止符之後，又該如何接續傳承？

〈校園民歌組曲I －青春／愛情〉是劉文毅編創四組校園民歌組曲的第一部，節奏輕快，串聯五

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清新純情的〈如果〉、忘卻煩惱的〈讓我們看雲去〉、問世間情為何物的〈愛

情〉、不帶走一片雲彩的〈再別康橋〉、輕快又相映兩成趣的〈看我聽我〉，引領大家感受青春的奔

放、愛情的悸動。

客家，何處不可為家

家，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或許在晴耕雨讀之間，在採茶與山歌之間，在青山與水圳之間，在平

埔人與福佬人之間。縱然背負中原正統的記憶，背負艱苦抵抗的記憶，何處又不可為家？從福建土樓

裡，傍山的六堆聚落中，金門的豪華洋樓上，南洋的新興聚落間，處處響起團結一氣的呼喚，或者在

更多時候，隱隱傳來悠悠的輕嘆。

〈落水天〉為客家山歌，歌詠客家女性對蒼天的感念。歌詞以七言四句為主，字詞間的虛字襯

詞，使旋律聽來悠揚頓挫富於變化，充滿質樸不造作的鄉土性。樂曲以人聲堆疊雨勢由小轉大的情

景，雨絲彷彿清晰可見，一句一句的哼唱，流露出辛酸的嘆息與無助、無奈的感受。

客家人早期借山而居，以採茶務農為主，因此〈採茶歌〉是較熟悉的客家歌曲。用吟唱的方式在

寬廣的山嶺間相互問候、鬥嘴說笑，抒發心情減輕勞動辛苦。本曲分為五段，以日出而作開始，日落

而息結束，中間以輪唱或領唱的方式描述工作情形，詞意簡單反映客家人淳樸的農村生活。

新時代中的原住民

你們說的話，我們說的話。祖靈的眼睛說的話，山羌與野豬說的話。部落與都市說的話，漢人
與殖民者說的話，土石流與工地建材說的話。經過好多流轉與遷徙，好多抗爭和合作，耳裡還是隱約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節目全長約100分鐘，含中場休息
Approx. 100 minutes with an intermission

演出曲目
回憶美麗之島，我的母親

 1〈綠島小夜曲〉 詞／潘英傑 曲／周藍萍 編曲／冉天豪
 2〈望春風〉 詞／李臨秋 曲／鄧雨賢 編曲／陳澄雄
 3〈秋風夜雨〉 詞／周添旺 曲／楊三郎 編曲／冉天豪
 4〈月夜愁〉 詞／周添旺 曲／鄧雨賢 編曲／冉天豪

校園歌聲的美麗與哀愁

 5〈月琴〉 詞／賴西安 曲／蘇來  編曲／冉天豪
 6〈校園民歌組曲I －青春／愛情〉 編曲／劉文毅

客家，何處不可為家

 7〈落水天〉 詞曲／客家民謠  編曲／松下耕
 8〈採茶歌〉（女聲） 詞／王毓騵 曲／李永剛

新時代中的原住民

 9〈賞月舞〉（男聲） 詞曲／山地民謠  編曲／徐晉淵
10〈讚美歌唱〉 詞曲／阿美族古調  編曲／錢南章

                                                                            中場休息

遙想往日歌聲，思念著第一朵花

11〈不了情〉 詞／陶秦 曲／莫然  編曲／冉天豪
12〈甜蜜蜜〉 詞／莊奴 曲／印尼民歌   編曲／黃俊達
13〈夜來香〉 詞曲／黎錦光  編曲／劉文毅

來自遠方的祝福

14〈阿里郎〉 詞曲／韓國民謠  編曲／Robert de Cormier
15〈紅蜻蜓〉 詞／三木露風  曲／山田耕筰  編曲／Bob Chilcott 
16〈Rasa sayang〉 詞曲／馬來西亞民歌  編曲／杜萬勝

交匯與期盼，還有愛

17〈伊是咱的寶貝〉 詞曲／陳明章  編曲／蔡昱姍
18〈春風吻上我的臉〉 詞／陳蝶衣 曲／姚敏  編曲／冉天豪
19〈玫瑰玫瑰我愛你〉 詞／吳村 曲／陳歌辛  編曲／冉天豪

演出時間│2017年5月6日（星期六）7:30PM

演出地點│國家音樂廳

主辦單位│

製作演出│



1︱《美麗新世界  獻給母親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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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麗新世界  獻給母親的歌》 3︱《美麗新世界  獻給母親的歌》 

製作理念

《美麗新世界》是一場講述臺灣多彩文化的美麗詩篇，從歷史的脈絡思考臺灣現代社會文化之

意義。除了從土地根源而生的民族以外，自各方遠道而來的新住民女性，成為了滋養臺灣生命的新力

量，不同民族的母親用相同的愛灌溉著臺灣成長茁壯，就像孕育小孩的搖籃一般，溫柔不倦地輸送著

安定的力量。

不論身上的文化血液來自何方，我們都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因著臺灣落地生根、萌芽成長，不

分你我，一起劃下每一刻歷史的痕跡，分享每一段時代的回憶，宛若一幅鮮豔繽紛的拼圖，先來後到

的拼湊磨合後，共同編織夢想的生活藍圖，成就了臺灣最珍貴豐富的「美麗新世界」。

多元民族就是臺灣的母親，溫柔推動臺灣成長，陪伴臺灣面對困難與挑戰，無所畏懼地走向未

來。也正是如此，唯有堅信臺灣多元價值的可貴，才是繼續前進的堅強後盾，對各民族文化的愛與珍

惜，將使得臺灣的未來更加明亮寬闊。

《美麗新世界》以跨越國際多元選曲建構節目主題，呈現臺灣繽紛多彩的文化樣貌，詮釋多元民

族孕育臺灣的重要價值。希冀更多臺灣母親走進音樂殿堂，共同分享感受音樂的美好，讓台北室內合

唱團以最純粹動人的歌聲，將心與心凝結在一起，唱出對臺灣永恆不變的愛與感謝。

聽見母親的叮囑，要驕傲自信地繼續走下去。六千年前在這片土地上最初的呼嘯，今天要開花結
果，成為最前衛的聲音、最光燦的美麗新世界。

〈賞月舞〉又名杵歌，體現了原住民概念如何在時代脈絡中形塑。日治時期，日月潭成為臺

灣的觀光聖地，「高砂族」的族群劃分也逐漸確立。當時觀光的表演節目中，邵人結合了舂石音
與歌謠，創造出新的傳統。而後世搭上的漢語歌詞，更投射了純樸浪漫的的想像。

當代合唱曲目〈讚美歌唱〉同樣相映成趣。本曲為錢南章〈馬蘭姑娘〉組曲的第五首，改編

自魯凱族古謠，以歌詞齊聲讚美上帝，並配上強烈的節奏性。據作曲者說，整個組曲構成「福爾
摩莎一對原住民男女真摯而感人的愛情故事」。在忙碌複雜的現代社會關係中，最早抵達島上的
一群人，卻彷彿成為最青春、最純真的意象。

遙想往日歌聲，思念著第一朵花

島嶼彷彿帶著一絲溫情，無條件地乘載一波又一波的懷想。哪怕是三萬年前、六千年前、
四百年前或七十年前的旅人，哪怕來者是拓荒者、投機客或難民，臺灣一如母親，一邊指引著
未來，一邊承接來自家鄉、千絲萬縷的記憶。思念的彼端，究竟是惆悵或甜蜜、急切或百般不願
意？或許紛爭終將平息、企盼空留嘆息，唯有轉角的那許清香，成為記憶中最鮮活的回憶。

〈不了情〉透露出1960年代香港的記憶。那是文藝電影的全盛年代，林黛和關山主演的電影
《不了情》，以男女間的未解情緣，帶出二戰後的蓬勃建築發展、夜總會生活、中小企業的機會
與困境等共同記憶。主題曲也由導演填詞，運用大量對偶修辭，在東南亞各地都引起普遍共鳴。

〈甜蜜蜜〉是鄧麗君的招牌歌曲，1979年分別於臺港發行。當時鄧麗君正因假護照事件暫時
無法入境日本，選擇至美國進修，卻即將迎來最為活躍的巔峰時期。本曲曲調來自印尼電影主題
曲〈划舢舨〉（Dayung Sampan），搭上填詞人莊奴為鄧麗君量身打造的歌詞，以及充滿切分音律
動的編曲，種種不同音樂風格的碰撞，使人想起1980年代臺灣的蓬勃發展與希望。

〈夜來香〉一曲，則帶出戰後到1980年代之間的東亞人群流動，以及複雜的認同。原唱李香
蘭是日籍華人，在1940年代初期譽為上海五大歌后之一，卻在戰後被打為漢奸，歌曲也遭禁唱。
直到戒嚴末期，旅日發展的鄧麗君再度讓夜來香傳遍日本歌壇。輕快的倫巴曲調，似乎同時表達
著期待與哀愁。

來自遠方的祝福

考古學家說過「海洋是人群流動的高速公路」，我們何其幸運，能被寬廣的道路擁抱。來自
遠方的祝福，或許在市場與家戶中，或許在長輩的病榻前，或許在工廠的鐵皮下。無論來者是異
鄉客，或已落葉歸根，島嶼總需要海水的滋潤，語言、音樂和生活也總要交流激盪才能完滿。尋
找母親的道路，不一定指向遙遠的原鄉，或許就在身邊溫熱的汗水中。

〈阿里郎〉可說是韓國的非官方國歌，它就像所有傳統民謠，能喚起許多現代事件的記憶，

建立人和土地的連結。1926年被韓國第一部劇情片採用為主題曲，日本殖民時代則成為地下反抗
活動的精神指標。歌詞描述癡情女子眼看情郎翻過「阿里郎」山坳遠去，心中感到思念與怨懟。
時至今日，韓國境內更有許多山谷改名為「阿里郎」。

相比起來，〈紅蜻蜓〉更讓人直接聯想到童年時光、母親以及鄉愁。它原本就是一首童謠，

歌詞回憶嬰兒時期在母姊背上看見紅蜻蜓的光景。蜻蜓不但體現作詩者的自身記憶，也在許多日
本人心中，喚起鄉村孩提時代的甜美印象。作曲家山田耕筰成功以五聲音階保留了特殊的日本韻
味，造就了日後的「日本歌百選」經典。

〈Rasa Sayang〉（相親相愛）同樣描述青春，但編曲者結合兩首來自星馬和印尼的民謠，滿

溢輕快和酸甜的滋味。歌詞中帶出蕉風椰影的地景，例如鯰魚、芒果、水菠菜等鄉村景物，也讚
頌當地親切開朗的人性。詩詞以馬來文傳統詩歌形式「班頓」寫作，也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共同認
定的文化遺產。

交匯與期盼，還有愛

耳熟能詳的合唱音樂，不但匯聚不同時期、不同淵源的移民身影，也同時串起90年代的臺灣
街頭、50年代的香港電影以及20年代的上海夜生活。有形的島嶼，表徵了多元的、無形的回憶；
就如家屋整合了各種矛盾、吸納外界的變遷與刺激。我們孕育並成長於斯，今天已經長大成熟，
又該怎樣報答家屋、報答母親、報答這座島嶼？

曲目解說

回憶美麗之島，我的母親

一切的開端，我們都耳熟能詳：有艘來自遠方的船，乘客或許帶著一點期待、一點惆悵、一點自

信、又一點哀愁，望向一座蓊鬱的島嶼。有人稱它是美麗的島，另一些人看到它就想到豐足的生活、

未竟的信仰或是遙遠的另一片大地。還有人說島上的人只是過客，暫且隨這艘大船停靠在太平洋邊一

會兒。但其中有些人，將會以感激母親的目光，回想這塊土地的孕育之恩。

〈綠島小夜曲〉由潘英傑作詞，周藍萍作曲，標題歌詠四季常綠、輪廓如船的臺灣，內容源自於

作曲家傾訴戀慕，追求愛妻李慧倫。隨著周藍萍驟逝，遺孀失去摯愛，以〈綠島小夜曲〉塵封傷痛。

在永恆的戀人間，曲譜無涉白色恐怖的沉重，只是帶著夏夜微風、純真浪漫與隱約哀傷的情歌。

李臨秋寫作的〈望春風〉，靈感取自西廂記「隔牆花影動，疑似玉人來」一句。用字淺顯，生動

描述少女既嬌怯又想望的微妙心境與憨態。鄧雨賢運用傳統五聲音階譜曲，考量台語歌詞的語韻，透

過音符與音韻的交織營造如戲劇般耐人尋味的情境，詞曲相幫，堪稱臺語歌曲的經典之作。

〈秋風夜雨〉，秋風蕭瑟夜雨茫茫，淒涼的場景讓孤獨的少女悲從中來，離鄉的惆悵，離情的

悲怨，全在周添旺的筆下化成觸動人心的詞句，被賦予譜曲重任的楊三郎，因求好心切而遲遲無法完

成，一個禮拜後，新店碧潭的中秋夜景讓楊三郎靈光湧現，當晚旋即完成譜曲。

〈月夜愁〉源自馬偕醫生採集的平埔族歌謠，由鄧雨賢重新編曲、周添旺填詞。曲中描寫失戀的

人，形單影隻走在情侶喜愛攜手漫步的三線路，只能望月興愁，徒添寂寞哀傷，如同合唱曲中旋律由

單一女聲或男聲呈現，最後一聲聲的「那袜來」更是道出等待無緣愛人的失落。

校園歌聲的美麗與哀愁

青春的年代，蓬勃發展中帶著一絲惶惑不安。海洋的彼端傳來煙硝味，也瀰漫著群起抗爭的聲

音。一群青年首次回頭凝望生長於斯的土地，希望想起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歌聲、自己的信念、自己

的戀情。他們上山下海、從城市到偏鄉，從相思到別離，在現代的空間中，追尋往日的時間，眼前浮

現的卻是自己的面容。如果現在是過去的堆疊，過去難道不也存在於現在的尋覓中？

〈月琴〉由蘇來作曲、少年兒童文學作家賴西安作詞。淺白簡短卻情感深厚的文字，追念恆春吟

遊詩人陳達手抱月琴走唱一生的傳奇故事，反映中落的地方文化。思想起的歌聲停歇，老歌手對民俗

歌謠默默奉獻、終生不悔的堅持，休止符之後，又該如何接續傳承？

〈校園民歌組曲I －青春／愛情〉是劉文毅編創四組校園民歌組曲的第一部，節奏輕快，串聯五

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清新純情的〈如果〉、忘卻煩惱的〈讓我們看雲去〉、問世間情為何物的〈愛

情〉、不帶走一片雲彩的〈再別康橋〉、輕快又相映兩成趣的〈看我聽我〉，引領大家感受青春的奔

放、愛情的悸動。

客家，何處不可為家

家，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或許在晴耕雨讀之間，在採茶與山歌之間，在青山與水圳之間，在平

埔人與福佬人之間。縱然背負中原正統的記憶，背負艱苦抵抗的記憶，何處又不可為家？從福建土樓

裡，傍山的六堆聚落中，金門的豪華洋樓上，南洋的新興聚落間，處處響起團結一氣的呼喚，或者在

更多時候，隱隱傳來悠悠的輕嘆。

〈落水天〉為客家山歌，歌詠客家女性對蒼天的感念。歌詞以七言四句為主，字詞間的虛字襯

詞，使旋律聽來悠揚頓挫富於變化，充滿質樸不造作的鄉土性。樂曲以人聲堆疊雨勢由小轉大的情

景，雨絲彷彿清晰可見，一句一句的哼唱，流露出辛酸的嘆息與無助、無奈的感受。

客家人早期借山而居，以採茶務農為主，因此〈採茶歌〉是較熟悉的客家歌曲。用吟唱的方式在

寬廣的山嶺間相互問候、鬥嘴說笑，抒發心情減輕勞動辛苦。本曲分為五段，以日出而作開始，日落

而息結束，中間以輪唱或領唱的方式描述工作情形，詞意簡單反映客家人淳樸的農村生活。

新時代中的原住民

你們說的話，我們說的話。祖靈的眼睛說的話，山羌與野豬說的話。部落與都市說的話，漢人
與殖民者說的話，土石流與工地建材說的話。經過好多流轉與遷徙，好多抗爭和合作，耳裡還是隱約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節目全長約100分鐘，含中場休息
Approx. 100 minutes with an intermission

演出曲目
回憶美麗之島，我的母親

 1〈綠島小夜曲〉 詞／潘英傑 曲／周藍萍 編曲／冉天豪
 2〈望春風〉 詞／李臨秋 曲／鄧雨賢 編曲／陳澄雄
 3〈秋風夜雨〉 詞／周添旺 曲／楊三郎 編曲／冉天豪
 4〈月夜愁〉 詞／周添旺 曲／鄧雨賢 編曲／冉天豪

校園歌聲的美麗與哀愁

 5〈月琴〉 詞／賴西安 曲／蘇來  編曲／冉天豪
 6〈校園民歌組曲I －青春／愛情〉 編曲／劉文毅

客家，何處不可為家

 7〈落水天〉 詞曲／客家民謠  編曲／松下耕
 8〈採茶歌〉（女聲） 詞／王毓騵 曲／李永剛

新時代中的原住民

 9〈賞月舞〉（男聲） 詞曲／山地民謠  編曲／徐晉淵
10〈讚美歌唱〉 詞曲／阿美族古調  編曲／錢南章

                                                                            中場休息

遙想往日歌聲，思念著第一朵花

11〈不了情〉 詞／陶秦 曲／莫然  編曲／冉天豪
12〈甜蜜蜜〉 詞／莊奴 曲／印尼民歌   編曲／黃俊達
13〈夜來香〉 詞曲／黎錦光  編曲／劉文毅

來自遠方的祝福

14〈阿里郎〉 詞曲／韓國民謠  編曲／Robert de Cormier
15〈紅蜻蜓〉 詞／三木露風  曲／山田耕筰  編曲／Bob Chilcott 
16〈Rasa sayang〉 詞曲／馬來西亞民歌  編曲／杜萬勝

交匯與期盼，還有愛

17〈伊是咱的寶貝〉 詞曲／陳明章  編曲／蔡昱姍
18〈春風吻上我的臉〉 詞／陳蝶衣 曲／姚敏  編曲／冉天豪
19〈玫瑰玫瑰我愛你〉 詞／吳村 曲／陳歌辛  編曲／冉天豪

演出時間│2017年5月6日（星期六）7:30PM

演出地點│國家音樂廳

主辦單位│

製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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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是咱的寶貝〉讓人想起1990年代的臺灣社會運動，臺灣人開始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這座島，關
心被主流文化排除於外的人群。作曲家陳明章接受「拯救雛妓」活動的委託，以為女兒蓋被的心情寫就
本曲，溫柔的叨唸，使人不禁憶及家庭和社會中幽微的角落裡，許多值得珍而重之的事物。

〈春風吻上我的臉〉曾是家喻戶曉的賀年歌，讓人想起1950年代、香港成為華語歌重鎮時的熱鬧
光景。本曲原為歌舞片《那個不多情》的插曲，曲風輕快令人愉悅，電影同樣賣座，成為「歌壇不倒
翁」姚敏的得意傑作。當年香港的政治經濟情勢複雜，既紊亂又蓬勃，中國各地和西方的藝術創作者相
互碰撞，流行文化就在其中漸漸萌芽。

〈玫瑰玫瑰我愛你〉帶我們回到二戰前的上海灘，從1920年到共產革命前，這裡孕育了第一代的
華語流行歌。本曲由有「歌仙」之稱的陳歌辛於1940年創作，在大戰方興未艾間，仍致力傳達生命的
美好嚮往和憧憬。合唱編曲者也巧妙結合五聲音階與爵士搖擺風格，保留了青春活力。也以此曲獻給席
間所有的母親。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成立於1992年，現任藝術總監暨指揮為留奧音樂家陳雲紅女士。團員約有35人，
均為深具演唱能力及豐富表演經驗的合唱歌手，致力精緻純粹的合唱音樂，展現「藝術的精深」、「眼
光的高遠」以及「社會的寬廣」等三軸力度，為臺灣最無與倫比的人聲品牌。

成立二十多年來，台北室內合唱團演出足跡遍布全球，如義大利、英國、法國、奧地利、西班
牙、德國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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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藝術表演者，台北室內合唱團不僅演唱，2006年更啟動「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計已
與臺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美國等十多位傑出作曲家合作，催生四十餘首全新當代合唱委託創
作，在國際發表超過百首的當代合唱作品，開創21世紀的東方合唱新趨勢。「合唱無設限」展露的先
鋒眼界以及演繹當代作品的精湛能力，均備受國際樂界肯定。2007年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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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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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ISCM音樂新文化國際音樂
節」、「第十屆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中演出，以當代東方獨特的美感與觀點，向世界發聲。

台北室內合唱團亦肩負社會公益之期許，在合唱音樂的推廣上不遺餘力。2017年時已陸續成立四
個附屬合唱團，以「快樂」、「精緻」、「溫暖」歌唱為核心精神，除了正式演出與音樂比賽皆表現亮
眼，並在國內推展上百場愛心公益演出，以回饋社會。目前附屬團隊包括台北室內歌手、台北室內婦女
合唱團、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3及台北室內50合唱團等。

藝術總監暨指揮／陳雲紅

1991年，以特優成績畢業於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院指揮系。
1999年，獲得美國西敏合唱音樂院音樂教育碩士學位。
2007年，榮獲德國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陳雲紅現任台灣合唱音樂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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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師合唱團音樂總監、東吳校友合唱團音樂總監、福智夢蓮花合唱團指
揮、新節慶合唱團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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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帶領
台北室內合唱團赴匈牙利參加「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勇奪總冠軍，她個人榮獲最佳指揮獎。2005
年她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於德國「布拉姆斯國際合唱大賽」中榮獲金牌冠軍，個人也獲得最佳指揮獎。
2002年帶領台北世紀合唱團赴愛沙尼亞參加「巴倫國際合唱音樂節」，榮獲無伴奏民謠組比賽冠軍。
1997年她指揮台北世紀合唱團於義大利「國際合唱比賽C.A.Seghizzi」榮獲總冠軍，她個人則囊括「最
佳布拉姆斯音樂詮釋」及「最佳指揮」獎。自2007年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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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是她展望世界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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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實臺灣合唱
教育的推廣。她秉持著「創新、分享、服務」的精神，落實永恆無私的全球合唱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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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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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紅對於臺灣合唱音
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發展臺灣現代合唱，落實臺灣合唱音樂教育，接軌國際合唱發展潮流，引領臺灣合唱站上國際舞
台，是她終生不變的志業。

鋼琴／王乃加

自三歲開始學習鋼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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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nczens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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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受邀於巴哈音樂節、國際合唱音樂節演出。與台
北愛樂歌劇坊演出《費加洛婚禮》、《法斯塔夫》、《喬凡尼先生》、《塞維爾的理髮師》、《愛情靈
藥》等多部歌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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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和大提琴家張正傑赴印度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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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入圍華信愛樂鋼琴菁英獎，接受古典愛樂電台專訪。

編舞／田懿葳

現為在劇場表演者及自由表演藝術工作者。臺北人，二分之一布農族血統。除了表演工作外，也
參與戲劇、戲劇肢體指導、電視電影影像舞蹈演出及設計。2017年受紐約Japan Society之邀，參與17th 
Contemporary Dance Showcase: Japan + East Asia演出在劇場《再見吧！兔子》；2015年赴法國外亞維
儂藝術節演出劉彥成作品《再見吧！！兔子》。2015年、2014年分別參與兩廳院1+1雙舞作演出何曉
玫《假裝》、周書毅《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2010年加入周先生與舞者們，同年獲 NewYork 
City Center 之邀，參加 Fall For Dance Festival 演出周書毅作品《1875 拉威爾與波麗露》於 New York 
City Center 演出。近年也參與不同藝術家與藝術團體作品及擔任表演者。

打擊協演／余沁芸 
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師事吳珮菁、吳思珊教授。畢業於新北市

後埔國小音樂班、臺北市仁愛國中音樂班、臺北市復興高中音樂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系；由黃馨
慧老師啟蒙，曾師事黃純鈴、郭光遠、陳振馨等諸位老師。現為台北打擊樂團團員、台北城中長老教會
打擊班指導老師、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及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三團鋼琴伴奏。

打擊協演／廖育瑄 
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系，2012年就讀法國巴黎 Agostini 爵士鼓班以及巴黎Montigny音樂

院爵士鼓班。曾師事韓立恩老師、陳振馨老師、Pierre Alexandre、Laurent Teissedou。2015年就讀於美
國好萊塢Musician Institute主修爵士鼓，師事Tom Plumb、Gianluca Palmieri以及Jason Harnell。於2006
年加入台北打擊樂團之後，參與多場音樂會與年度公演。其中包括：2007《極度自我》、《作曲家列
傳：潘皇龍》系列音樂會；2009《“爵對”爵士》任爵士鼓手及打擊樂手；2010《跳tone》；2011台
北打擊樂團25周年音樂會。2016年隨台北打擊樂團赴歐洲參與「拉脫維亞城慶文化交流」。

歡迎掃描 QR Code線上填寫「觀眾意見調查表」
（紙本問卷請繳回服務台，或傳真至 02-3393-9730）
感謝您費心填寫！現場繳回紙本問卷或出示電子問卷，將可兌換「精美小禮」

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Taipei Chamber Singers
Taipei Chamber Singers (TCS) boasts artistic excellence, forward-looking vision, and social engagement. 

The pursuit of exquisite and pure choral music has defined TCS, making it the most unique and exceptional 
vocal brand in Taiwan. Founded in 1992, TCS consists of 35–40 highly expressive and artistically experienced 
singers. Austrian-educated musician CHEN Yun-hung is currently leading TCS as its artistic director and 
conductor.

TCS has toured to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since establishment. In addition to Italy, Britain, France, 
Austria, Spain, and Germany, TCS was invited to perform at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ungary, Slovenia, China, and Macau, to great acclaim. TCS is also a frequent winner at international choral 
competitions. It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Category of Chamber Choirs and the Grand Prix in the Béla Bartók 
International Choir Competition in 2006, and was invited to represent the competition to attend the European 
Grand Prix in 2007.

TCS opens up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in traditional vocal performance. In 2006, TCS launched the Music 
Unlimited Program for the commissioning of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Since then, the group has collaborated 
with more than 10 outstanding composers from Taiwan, Hong Kong, China, Malay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d more than 40 original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and presented more than 100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internationally. These efforts have initiated a new trend of Eastern choral ar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vant-garde vision and the consummate rendering of contemporary works in the Music Unlimited 
Program also receive international acclaim. From 2007 to 2012, TCS had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in various 
music festivals, singing to the world from a uniquely Easte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perspectives. These 
festivals include the ISCM-ACL World Music Days (Hong Kong), the 8th IFCM World Symposium on Choral 
Music (Denmark), the 29th ACL Conference and Festival (Taiwan), and the 5th Polyfollia World Showcase and 
Marketplace for Choral Singing (France).

TCS concerns itself with social welfare, and devotes itself to promoting choral music. By 2017, the group 
has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four affiliated choral groups with the core value of singing happily, exquisitely, and 
warmly. The groups not only impress their audience at concerts and music competitions, but have also given 
more than a hundred benefit performances across Taiwan in return to society. TCS’s affiliated groups include the 
TCS Vocal Ensemble,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2,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3, and Fifty Mix Choir.

歡迎掃描下載本場演出完整歌詞電子檔

演出製作群

團員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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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菁

女低音　莊皓瑋、張薰方、謝竺晉、張　　、葉依婷、吳麗秋、陳珮印、陳珀愉、 黃胤瓴
李筱筠、李　琦、林迦慧

男高音　高端禾、李駿平、潘國慶、林　叡、郭靖威、吳孟軒、王御恩、張家豪、郭柏鴻

男低音　鄭有席、杜　維、陳光前、潘任展、胡禎尹、劉洲松、張林子軒

製作單位

主辦／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製作演出／台北室內合唱團

執行舞監／張育銘

編舞／田懿葳

投影文案與製作／杜維

投影執行／成協真

打擊協演／余沁芸、廖育瑄 
曲目解說／杜維、卓鈺薰、陳珀愉

攝影／李東陽、黃凱群

前台協力／黃曉君、王琳、姜欣汝、吳羽蕎、蔡雙竹

特別感謝／克拉多鑽石精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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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是咱的寶貝〉讓人想起1990年代的臺灣社會運動，臺灣人開始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這座島，關
心被主流文化排除於外的人群。作曲家陳明章接受「拯救雛妓」活動的委託，以為女兒蓋被的心情寫就
本曲，溫柔的叨唸，使人不禁憶及家庭和社會中幽微的角落裡，許多值得珍而重之的事物。

〈春風吻上我的臉〉曾是家喻戶曉的賀年歌，讓人想起1950年代、香港成為華語歌重鎮時的熱鬧
光景。本曲原為歌舞片《那個不多情》的插曲，曲風輕快令人愉悅，電影同樣賣座，成為「歌壇不倒
翁」姚敏的得意傑作。當年香港的政治經濟情勢複雜，既紊亂又蓬勃，中國各地和西方的藝術創作者相
互碰撞，流行文化就在其中漸漸萌芽。

〈玫瑰玫瑰我愛你〉帶我們回到二戰前的上海灘，從1920年到共產革命前，這裡孕育了第一代的
華語流行歌。本曲由有「歌仙」之稱的陳歌辛於1940年創作，在大戰方興未艾間，仍致力傳達生命的
美好嚮往和憧憬。合唱編曲者也巧妙結合五聲音階與爵士搖擺風格，保留了青春活力。也以此曲獻給席
間所有的母親。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成立於1992年，現任藝術總監暨指揮為留奧音樂家陳雲紅女士。團員約有35人，
均為深具演唱能力及豐富表演經驗的合唱歌手，致力精緻純粹的合唱音樂，展現「藝術的精深」、「眼
光的高遠」以及「社會的寬廣」等三軸力度，為臺灣最無與倫比的人聲品牌。

成立二十多年來，台北室內合唱團演出足跡遍布全球，如義大利、英國、法國、奧地利、西班
牙、德國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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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藝術表演者，台北室內合唱團不僅演唱，2006年更啟動「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計已
與臺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美國等十多位傑出作曲家合作，催生四十餘首全新當代合唱委託創
作，在國際發表超過百首的當代合唱作品，開創21世紀的東方合唱新趨勢。「合唱無設限」展露的先
鋒眼界以及演繹當代作品的精湛能力，均備受國際樂界肯定。2007年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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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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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ISCM音樂新文化國際音樂
節」、「第十屆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中演出，以當代東方獨特的美感與觀點，向世界發聲。

台北室內合唱團亦肩負社會公益之期許，在合唱音樂的推廣上不遺餘力。2017年時已陸續成立四
個附屬合唱團，以「快樂」、「精緻」、「溫暖」歌唱為核心精神，除了正式演出與音樂比賽皆表現亮
眼，並在國內推展上百場愛心公益演出，以回饋社會。目前附屬團隊包括台北室內歌手、台北室內婦女
合唱團、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3及台北室內50合唱團等。

藝術總監暨指揮／陳雲紅

1991年，以特優成績畢業於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院指揮系。
1999年，獲得美國西敏合唱音樂院音樂教育碩士學位。
2007年，榮獲德國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陳雲紅現任台灣合唱音樂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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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師合唱團音樂總監、東吳校友合唱團音樂總監、福智夢蓮花合唱團指
揮、新節慶合唱團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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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帶領
台北室內合唱團赴匈牙利參加「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勇奪總冠軍，她個人榮獲最佳指揮獎。2005
年她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於德國「布拉姆斯國際合唱大賽」中榮獲金牌冠軍，個人也獲得最佳指揮獎。
2002年帶領台北世紀合唱團赴愛沙尼亞參加「巴倫國際合唱音樂節」，榮獲無伴奏民謠組比賽冠軍。
1997年她指揮台北世紀合唱團於義大利「國際合唱比賽C.A.Seghizzi」榮獲總冠軍，她個人則囊括「最
佳布拉姆斯音樂詮釋」及「最佳指揮」獎。自2007年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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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是她展望世界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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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實臺灣合唱
教育的推廣。她秉持著「創新、分享、服務」的精神，落實永恆無私的全球合唱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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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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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紅對於臺灣合唱音
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發展臺灣現代合唱，落實臺灣合唱音樂教育，接軌國際合唱發展潮流，引領臺灣合唱站上國際舞
台，是她終生不變的志業。

鋼琴／王乃加

自三歲開始學習鋼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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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nczens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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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受邀於巴哈音樂節、國際合唱音樂節演出。與台
北愛樂歌劇坊演出《費加洛婚禮》、《法斯塔夫》、《喬凡尼先生》、《塞維爾的理髮師》、《愛情靈
藥》等多部歌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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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和大提琴家張正傑赴印度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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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入圍華信愛樂鋼琴菁英獎，接受古典愛樂電台專訪。

編舞／田懿葳

現為在劇場表演者及自由表演藝術工作者。臺北人，二分之一布農族血統。除了表演工作外，也
參與戲劇、戲劇肢體指導、電視電影影像舞蹈演出及設計。2017年受紐約Japan Society之邀，參與17th 
Contemporary Dance Showcase: Japan + East Asia演出在劇場《再見吧！兔子》；2015年赴法國外亞維
儂藝術節演出劉彥成作品《再見吧！！兔子》。2015年、2014年分別參與兩廳院1+1雙舞作演出何曉
玫《假裝》、周書毅《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2010年加入周先生與舞者們，同年獲 NewYork 
City Center 之邀，參加 Fall For Dance Festival 演出周書毅作品《1875 拉威爾與波麗露》於 New York 
City Center 演出。近年也參與不同藝術家與藝術團體作品及擔任表演者。

打擊協演／余沁芸 
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師事吳珮菁、吳思珊教授。畢業於新北市

後埔國小音樂班、臺北市仁愛國中音樂班、臺北市復興高中音樂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系；由黃馨
慧老師啟蒙，曾師事黃純鈴、郭光遠、陳振馨等諸位老師。現為台北打擊樂團團員、台北城中長老教會
打擊班指導老師、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及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三團鋼琴伴奏。

打擊協演／廖育瑄 
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系，2012年就讀法國巴黎 Agostini 爵士鼓班以及巴黎Montigny音樂

院爵士鼓班。曾師事韓立恩老師、陳振馨老師、Pierre Alexandre、Laurent Teissedou。2015年就讀於美
國好萊塢Musician Institute主修爵士鼓，師事Tom Plumb、Gianluca Palmieri以及Jason Harnell。於2006
年加入台北打擊樂團之後，參與多場音樂會與年度公演。其中包括：2007《極度自我》、《作曲家列
傳：潘皇龍》系列音樂會；2009《“爵對”爵士》任爵士鼓手及打擊樂手；2010《跳tone》；2011台
北打擊樂團25周年音樂會。2016年隨台北打擊樂團赴歐洲參與「拉脫維亞城慶文化交流」。

歡迎掃描 QR Code線上填寫「觀眾意見調查表」
（紙本問卷請繳回服務台，或傳真至 02-3393-9730）
感謝您費心填寫！現場繳回紙本問卷或出示電子問卷，將可兌換「精美小禮」

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Taipei Chamber Singers
Taipei Chamber Singers (TCS) boasts artistic excellence, forward-looking vision, and social engagement. 

The pursuit of exquisite and pure choral music has defined TCS, making it the most unique and exceptional 
vocal brand in Taiwan. Founded in 1992, TCS consists of 35–40 highly expressive and artistically experienced 
singers. Austrian-educated musician CHEN Yun-hung is currently leading TCS as its artistic director and 
conductor.

TCS has toured to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since establishment. In addition to Italy, Britain, France, 
Austria, Spain, and Germany, TCS was invited to perform at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ungary, Slovenia, China, and Macau, to great acclaim. TCS is also a frequent winner at international choral 
competitions. It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Category of Chamber Choirs and the Grand Prix in the Béla Bartók 
International Choir Competition in 2006, and was invited to represent the competition to attend the European 
Grand Prix in 2007.

TCS opens up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in traditional vocal performance. In 2006, TCS launched the Music 
Unlimited Program for the commissioning of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Since then, the group has collaborated 
with more than 10 outstanding composers from Taiwan, Hong Kong, China, Malay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d more than 40 original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and presented more than 100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internationally. These efforts have initiated a new trend of Eastern choral ar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vant-garde vision and the consummate rendering of contemporary works in the Music Unlimited 
Program also receive international acclaim. From 2007 to 2012, TCS had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in various 
music festivals, singing to the world from a uniquely Easte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perspectives. These 
festivals include the ISCM-ACL World Music Days (Hong Kong), the 8th IFCM World Symposium on Choral 
Music (Denmark), the 29th ACL Conference and Festival (Taiwan), and the 5th Polyfollia World Showcase and 
Marketplace for Choral Singing (France).

TCS concerns itself with social welfare, and devotes itself to promoting choral music. By 2017, the group 
has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four affiliated choral groups with the core value of singing happily, exquisitely, and 
warmly. The groups not only impress their audience at concerts and music competitions, but have also given 
more than a hundred benefit performances across Taiwan in return to society. TCS’s affiliated groups include the 
TCS Vocal Ensemble,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2,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3, and Fifty Mix Choir.

歡迎掃描下載本場演出完整歌詞電子檔

演出製作群

團員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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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菁

女低音　莊皓瑋、張薰方、謝竺晉、張　　、葉依婷、吳麗秋、陳珮印、陳珀愉、 黃胤瓴
李筱筠、李　琦、林迦慧

男高音　高端禾、李駿平、潘國慶、林　叡、郭靖威、吳孟軒、王御恩、張家豪、郭柏鴻

男低音　鄭有席、杜　維、陳光前、潘任展、胡禎尹、劉洲松、張林子軒

製作單位

主辦／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製作演出／台北室內合唱團

執行舞監／張育銘

編舞／田懿葳

投影文案與製作／杜維

投影執行／成協真

打擊協演／余沁芸、廖育瑄 
曲目解說／杜維、卓鈺薰、陳珀愉

攝影／李東陽、黃凱群

前台協力／黃曉君、王琳、姜欣汝、吳羽蕎、蔡雙竹

特別感謝／克拉多鑽石精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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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是咱的寶貝〉讓人想起1990年代的臺灣社會運動，臺灣人開始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這座島，關
心被主流文化排除於外的人群。作曲家陳明章接受「拯救雛妓」活動的委託，以為女兒蓋被的心情寫就
本曲，溫柔的叨唸，使人不禁憶及家庭和社會中幽微的角落裡，許多值得珍而重之的事物。

〈春風吻上我的臉〉曾是家喻戶曉的賀年歌，讓人想起1950年代、香港成為華語歌重鎮時的熱鬧
光景。本曲原為歌舞片《那個不多情》的插曲，曲風輕快令人愉悅，電影同樣賣座，成為「歌壇不倒
翁」姚敏的得意傑作。當年香港的政治經濟情勢複雜，既紊亂又蓬勃，中國各地和西方的藝術創作者相
互碰撞，流行文化就在其中漸漸萌芽。

〈玫瑰玫瑰我愛你〉帶我們回到二戰前的上海灘，從1920年到共產革命前，這裡孕育了第一代的
華語流行歌。本曲由有「歌仙」之稱的陳歌辛於1940年創作，在大戰方興未艾間，仍致力傳達生命的
美好嚮往和憧憬。合唱編曲者也巧妙結合五聲音階與爵士搖擺風格，保留了青春活力。也以此曲獻給席
間所有的母親。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成立於1992年，現任藝術總監暨指揮為留奧音樂家陳雲紅女士。團員約有35人，
均為深具演唱能力及豐富表演經驗的合唱歌手，致力精緻純粹的合唱音樂，展現「藝術的精深」、「眼
光的高遠」以及「社會的寬廣」等三軸力度，為臺灣最無與倫比的人聲品牌。

成立二十多年來，台北室內合唱團演出足跡遍布全球，如義大利、英國、法國、奧地利、西班
牙、德國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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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藝術表演者，台北室內合唱團不僅演唱，2006年更啟動「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計已
與臺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美國等十多位傑出作曲家合作，催生四十餘首全新當代合唱委託創
作，在國際發表超過百首的當代合唱作品，開創21世紀的東方合唱新趨勢。「合唱無設限」展露的先
鋒眼界以及演繹當代作品的精湛能力，均備受國際樂界肯定。2007年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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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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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ISCM音樂新文化國際音樂
節」、「第十屆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中演出，以當代東方獨特的美感與觀點，向世界發聲。

台北室內合唱團亦肩負社會公益之期許，在合唱音樂的推廣上不遺餘力。2017年時已陸續成立四
個附屬合唱團，以「快樂」、「精緻」、「溫暖」歌唱為核心精神，除了正式演出與音樂比賽皆表現亮
眼，並在國內推展上百場愛心公益演出，以回饋社會。目前附屬團隊包括台北室內歌手、台北室內婦女
合唱團、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3及台北室內50合唱團等。

藝術總監暨指揮／陳雲紅

1991年，以特優成績畢業於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院指揮系。
1999年，獲得美國西敏合唱音樂院音樂教育碩士學位。
2007年，榮獲德國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陳雲紅現任台灣合唱音樂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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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師合唱團音樂總監、東吳校友合唱團音樂總監、福智夢蓮花合唱團指
揮、新節慶合唱團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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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帶領
台北室內合唱團赴匈牙利參加「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勇奪總冠軍，她個人榮獲最佳指揮獎。2005
年她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於德國「布拉姆斯國際合唱大賽」中榮獲金牌冠軍，個人也獲得最佳指揮獎。
2002年帶領台北世紀合唱團赴愛沙尼亞參加「巴倫國際合唱音樂節」，榮獲無伴奏民謠組比賽冠軍。
1997年她指揮台北世紀合唱團於義大利「國際合唱比賽C.A.Seghizzi」榮獲總冠軍，她個人則囊括「最
佳布拉姆斯音樂詮釋」及「最佳指揮」獎。自2007年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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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是她展望世界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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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實臺灣合唱
教育的推廣。她秉持著「創新、分享、服務」的精神，落實永恆無私的全球合唱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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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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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紅對於臺灣合唱音
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發展臺灣現代合唱，落實臺灣合唱音樂教育，接軌國際合唱發展潮流，引領臺灣合唱站上國際舞
台，是她終生不變的志業。

鋼琴／王乃加

自三歲開始學習鋼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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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nczens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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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受邀於巴哈音樂節、國際合唱音樂節演出。與台
北愛樂歌劇坊演出《費加洛婚禮》、《法斯塔夫》、《喬凡尼先生》、《塞維爾的理髮師》、《愛情靈
藥》等多部歌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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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和大提琴家張正傑赴印度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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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入圍華信愛樂鋼琴菁英獎，接受古典愛樂電台專訪。

編舞／田懿葳

現為在劇場表演者及自由表演藝術工作者。臺北人，二分之一布農族血統。除了表演工作外，也
參與戲劇、戲劇肢體指導、電視電影影像舞蹈演出及設計。2017年受紐約Japan Society之邀，參與17th 
Contemporary Dance Showcase: Japan + East Asia演出在劇場《再見吧！兔子》；2015年赴法國外亞維
儂藝術節演出劉彥成作品《再見吧！！兔子》。2015年、2014年分別參與兩廳院1+1雙舞作演出何曉
玫《假裝》、周書毅《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2010年加入周先生與舞者們，同年獲 NewYork 
City Center 之邀，參加 Fall For Dance Festival 演出周書毅作品《1875 拉威爾與波麗露》於 New York 
City Center 演出。近年也參與不同藝術家與藝術團體作品及擔任表演者。

打擊協演／余沁芸 
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師事吳珮菁、吳思珊教授。畢業於新北市

後埔國小音樂班、臺北市仁愛國中音樂班、臺北市復興高中音樂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系；由黃馨
慧老師啟蒙，曾師事黃純鈴、郭光遠、陳振馨等諸位老師。現為台北打擊樂團團員、台北城中長老教會
打擊班指導老師、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及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三團鋼琴伴奏。

打擊協演／廖育瑄 
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系，2012年就讀法國巴黎 Agostini 爵士鼓班以及巴黎Montigny音樂

院爵士鼓班。曾師事韓立恩老師、陳振馨老師、Pierre Alexandre、Laurent Teissedou。2015年就讀於美
國好萊塢Musician Institute主修爵士鼓，師事Tom Plumb、Gianluca Palmieri以及Jason Harnell。於2006
年加入台北打擊樂團之後，參與多場音樂會與年度公演。其中包括：2007《極度自我》、《作曲家列
傳：潘皇龍》系列音樂會；2009《“爵對”爵士》任爵士鼓手及打擊樂手；2010《跳tone》；2011台
北打擊樂團25周年音樂會。2016年隨台北打擊樂團赴歐洲參與「拉脫維亞城慶文化交流」。

歡迎掃描 QR Code線上填寫「觀眾意見調查表」
（紙本問卷請繳回服務台，或傳真至 02-3393-9730）
感謝您費心填寫！現場繳回紙本問卷或出示電子問卷，將可兌換「精美小禮」

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Taipei Chamber Singers
Taipei Chamber Singers (TCS) boasts artistic excellence, forward-looking vision, and social engagement. 

The pursuit of exquisite and pure choral music has defined TCS, making it the most unique and exceptional 
vocal brand in Taiwan. Founded in 1992, TCS consists of 35–40 highly expressive and artistically experienced 
singers. Austrian-educated musician CHEN Yun-hung is currently leading TCS as its artistic director and 
conductor.

TCS has toured to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since establishment. In addition to Italy, Britain, France, 
Austria, Spain, and Germany, TCS was invited to perform at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ungary, Slovenia, China, and Macau, to great acclaim. TCS is also a frequent winner at international choral 
competitions. It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Category of Chamber Choirs and the Grand Prix in the Béla Bartók 
International Choir Competition in 2006, and was invited to represent the competition to attend the European 
Grand Prix in 2007.

TCS opens up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in traditional vocal performance. In 2006, TCS launched the Music 
Unlimited Program for the commissioning of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Since then, the group has collaborated 
with more than 10 outstanding composers from Taiwan, Hong Kong, China, Malay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d more than 40 original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and presented more than 100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internationally. These efforts have initiated a new trend of Eastern choral ar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vant-garde vision and the consummate rendering of contemporary works in the Music Unlimited 
Program also receive international acclaim. From 2007 to 2012, TCS had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in various 
music festivals, singing to the world from a uniquely Easte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perspectives. These 
festivals include the ISCM-ACL World Music Days (Hong Kong), the 8th IFCM World Symposium on Choral 
Music (Denmark), the 29th ACL Conference and Festival (Taiwan), and the 5th Polyfollia World Showcase and 
Marketplace for Choral Singing (France).

TCS concerns itself with social welfare, and devotes itself to promoting choral music. By 2017, the group 
has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four affiliated choral groups with the core value of singing happily, exquisitely, and 
warmly. The groups not only impress their audience at concerts and music competitions, but have also given 
more than a hundred benefit performances across Taiwan in return to society. TCS’s affiliated groups include the 
TCS Vocal Ensemble,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2,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3, and Fifty Mix Choir.

歡迎掃描下載本場演出完整歌詞電子檔

演出製作群

團員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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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菁

女低音　莊皓瑋、張薰方、謝竺晉、張　　、葉依婷、吳麗秋、陳珮印、陳珀愉、 黃胤瓴
李筱筠、李　琦、林迦慧

男高音　高端禾、李駿平、潘國慶、林　叡、郭靖威、吳孟軒、王御恩、張家豪、郭柏鴻

男低音　鄭有席、杜　維、陳光前、潘任展、胡禎尹、劉洲松、張林子軒

製作單位

主辦／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製作演出／台北室內合唱團

執行舞監／張育銘

編舞／田懿葳

投影文案與製作／杜維

投影執行／成協真

打擊協演／余沁芸、廖育瑄 
曲目解說／杜維、卓鈺薰、陳珀愉

攝影／李東陽、黃凱群

前台協力／黃曉君、王琳、姜欣汝、吳羽蕎、蔡雙竹

特別感謝／克拉多鑽石精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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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是咱的寶貝〉讓人想起1990年代的臺灣社會運動，臺灣人開始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這座島，關
心被主流文化排除於外的人群。作曲家陳明章接受「拯救雛妓」活動的委託，以為女兒蓋被的心情寫就
本曲，溫柔的叨唸，使人不禁憶及家庭和社會中幽微的角落裡，許多值得珍而重之的事物。

〈春風吻上我的臉〉曾是家喻戶曉的賀年歌，讓人想起1950年代、香港成為華語歌重鎮時的熱鬧
光景。本曲原為歌舞片《那個不多情》的插曲，曲風輕快令人愉悅，電影同樣賣座，成為「歌壇不倒
翁」姚敏的得意傑作。當年香港的政治經濟情勢複雜，既紊亂又蓬勃，中國各地和西方的藝術創作者相
互碰撞，流行文化就在其中漸漸萌芽。

〈玫瑰玫瑰我愛你〉帶我們回到二戰前的上海灘，從1920年到共產革命前，這裡孕育了第一代的
華語流行歌。本曲由有「歌仙」之稱的陳歌辛於1940年創作，在大戰方興未艾間，仍致力傳達生命的
美好嚮往和憧憬。合唱編曲者也巧妙結合五聲音階與爵士搖擺風格，保留了青春活力。也以此曲獻給席
間所有的母親。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成立於1992年，現任藝術總監暨指揮為留奧音樂家陳雲紅女士。團員約有35人，
均為深具演唱能力及豐富表演經驗的合唱歌手，致力精緻純粹的合唱音樂，展現「藝術的精深」、「眼
光的高遠」以及「社會的寬廣」等三軸力度，為臺灣最無與倫比的人聲品牌。

成立二十多年來，台北室內合唱團演出足跡遍布全球，如義大利、英國、法國、奧地利、西班
牙、德國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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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藝術表演者，台北室內合唱團不僅演唱，2006年更啟動「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計已
與臺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美國等十多位傑出作曲家合作，催生四十餘首全新當代合唱委託創
作，在國際發表超過百首的當代合唱作品，開創21世紀的東方合唱新趨勢。「合唱無設限」展露的先
鋒眼界以及演繹當代作品的精湛能力，均備受國際樂界肯定。2007年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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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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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ISCM音樂新文化國際音樂
節」、「第十屆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中演出，以當代東方獨特的美感與觀點，向世界發聲。

台北室內合唱團亦肩負社會公益之期許，在合唱音樂的推廣上不遺餘力。2017年時已陸續成立四
個附屬合唱團，以「快樂」、「精緻」、「溫暖」歌唱為核心精神，除了正式演出與音樂比賽皆表現亮
眼，並在國內推展上百場愛心公益演出，以回饋社會。目前附屬團隊包括台北室內歌手、台北室內婦女
合唱團、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2、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3及台北室內50合唱團等。

藝術總監暨指揮／陳雲紅

1991年，以特優成績畢業於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院指揮系。
1999年，獲得美國西敏合唱音樂院音樂教育碩士學位。
2007年，榮獲德國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陳雲紅現任台灣合唱音樂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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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師合唱團音樂總監、東吳校友合唱團音樂總監、福智夢蓮花合唱團指
揮、新節慶合唱團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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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帶領
台北室內合唱團赴匈牙利參加「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勇奪總冠軍，她個人榮獲最佳指揮獎。2005
年她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於德國「布拉姆斯國際合唱大賽」中榮獲金牌冠軍，個人也獲得最佳指揮獎。
2002年帶領台北世紀合唱團赴愛沙尼亞參加「巴倫國際合唱音樂節」，榮獲無伴奏民謠組比賽冠軍。
1997年她指揮台北世紀合唱團於義大利「國際合唱比賽C.A.Seghizzi」榮獲總冠軍，她個人則囊括「最
佳布拉姆斯音樂詮釋」及「最佳指揮」獎。自2007年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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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是她展望世界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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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實臺灣合唱
教育的推廣。她秉持著「創新、分享、服務」的精神，落實永恆無私的全球合唱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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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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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紅對於臺灣合唱音
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發展臺灣現代合唱，落實臺灣合唱音樂教育，接軌國際合唱發展潮流，引領臺灣合唱站上國際舞
台，是她終生不變的志業。

鋼琴／王乃加

自三歲開始學習鋼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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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nczens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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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受邀於巴哈音樂節、國際合唱音樂節演出。與台
北愛樂歌劇坊演出《費加洛婚禮》、《法斯塔夫》、《喬凡尼先生》、《塞維爾的理髮師》、《愛情靈
藥》等多部歌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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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和大提琴家張正傑赴印度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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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入圍華信愛樂鋼琴菁英獎，接受古典愛樂電台專訪。

編舞／田懿葳

現為在劇場表演者及自由表演藝術工作者。臺北人，二分之一布農族血統。除了表演工作外，也
參與戲劇、戲劇肢體指導、電視電影影像舞蹈演出及設計。2017年受紐約Japan Society之邀，參與17th 
Contemporary Dance Showcase: Japan + East Asia演出在劇場《再見吧！兔子》；2015年赴法國外亞維
儂藝術節演出劉彥成作品《再見吧！！兔子》。2015年、2014年分別參與兩廳院1+1雙舞作演出何曉
玫《假裝》、周書毅《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2010年加入周先生與舞者們，同年獲 NewYork 
City Center 之邀，參加 Fall For Dance Festival 演出周書毅作品《1875 拉威爾與波麗露》於 New York 
City Center 演出。近年也參與不同藝術家與藝術團體作品及擔任表演者。

打擊協演／余沁芸 
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師事吳珮菁、吳思珊教授。畢業於新北市

後埔國小音樂班、臺北市仁愛國中音樂班、臺北市復興高中音樂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系；由黃馨
慧老師啟蒙，曾師事黃純鈴、郭光遠、陳振馨等諸位老師。現為台北打擊樂團團員、台北城中長老教會
打擊班指導老師、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及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三團鋼琴伴奏。

打擊協演／廖育瑄 
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系，2012年就讀法國巴黎 Agostini 爵士鼓班以及巴黎Montigny音樂

院爵士鼓班。曾師事韓立恩老師、陳振馨老師、Pierre Alexandre、Laurent Teissedou。2015年就讀於美
國好萊塢Musician Institute主修爵士鼓，師事Tom Plumb、Gianluca Palmieri以及Jason Harnell。於2006
年加入台北打擊樂團之後，參與多場音樂會與年度公演。其中包括：2007《極度自我》、《作曲家列
傳：潘皇龍》系列音樂會；2009《“爵對”爵士》任爵士鼓手及打擊樂手；2010《跳tone》；2011台
北打擊樂團25周年音樂會。2016年隨台北打擊樂團赴歐洲參與「拉脫維亞城慶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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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Taipei Chamber Singers
Taipei Chamber Singers (TCS) boasts artistic excellence, forward-looking vision, and social engagement. 

The pursuit of exquisite and pure choral music has defined TCS, making it the most unique and exceptional 
vocal brand in Taiwan. Founded in 1992, TCS consists of 35–40 highly expressive and artistically experienced 
singers. Austrian-educated musician CHEN Yun-hung is currently leading TCS as its artistic director and 
conductor.

TCS has toured to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since establishment. In addition to Italy, Britain, France, 
Austria, Spain, and Germany, TCS was invited to perform at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Hungary, Slovenia, China, and Macau, to great acclaim. TCS is also a frequent winner at international choral 
competitions. It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Category of Chamber Choirs and the Grand Prix in the Béla Bartók 
International Choir Competition in 2006, and was invited to represent the competition to attend the European 
Grand Prix in 2007.

TCS opens up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in traditional vocal performance. In 2006, TCS launched the Music 
Unlimited Program for the commissioning of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Since then, the group has collaborated 
with more than 10 outstanding composers from Taiwan, Hong Kong, China, Malay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d more than 40 original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and presented more than 100 contemporary 
choral works internationally. These efforts have initiated a new trend of Eastern choral ar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avant-garde vision and the consummate rendering of contemporary works in the Music Unlimited 
Program also receive international acclaim. From 2007 to 2012, TCS had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in various 
music festivals, singing to the world from a uniquely Easte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perspectives. These 
festivals include the ISCM-ACL World Music Days (Hong Kong), the 8th IFCM World Symposium on Choral 
Music (Denmark), the 29th ACL Conference and Festival (Taiwan), and the 5th Polyfollia World Showcase and 
Marketplace for Choral Singing (France).

TCS concerns itself with social welfare, and devotes itself to promoting choral music. By 2017, the group 
has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four affiliated choral groups with the core value of singing happily, exquisitely, and 
warmly. The groups not only impress their audience at concerts and music competitions, but have also given 
more than a hundred benefit performances across Taiwan in return to society. TCS’s affiliated groups include the 
TCS Vocal Ensemble,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2, Taipei Women Chamber 
Choir-3, and Fifty Mix Choir.

歡迎掃描下載本場演出完整歌詞電子檔

演出製作群

團員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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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菁

女低音　莊皓瑋、張薰方、謝竺晉、張　　、葉依婷、吳麗秋、陳珮印、陳珀愉、 黃胤瓴
李筱筠、李　琦、林迦慧

男高音　高端禾、李駿平、潘國慶、林　叡、郭靖威、吳孟軒、王御恩、張家豪、郭柏鴻

男低音　鄭有席、杜　維、陳光前、潘任展、胡禎尹、劉洲松、張林子軒

製作單位

主辦／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製作演出／台北室內合唱團

執行舞監／張育銘

編舞／田懿葳

投影文案與製作／杜維

投影執行／成協真

打擊協演／余沁芸、廖育瑄 
曲目解說／杜維、卓鈺薰、陳珀愉

攝影／李東陽、黃凱群

前台協力／黃曉君、王琳、姜欣汝、吳羽蕎、蔡雙竹

特別感謝／克拉多鑽石精品、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