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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曲通通帶回家

珍藏 TCS 金曲入圍得獎專輯

為慶祝台北室內合唱團〈聽你・聽我 II〉專輯入圍第 27 屆

傳藝類金曲獎三項大獎，今晚凡購買〈聽你・聽我 II〉專輯

一張，即可依單張 $250 的超值優惠價，將其他 CD 帶回家

(1+1 須成套 )，請把握機會不要錯過唷 !  ( 詳情請洽前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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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的話

匯流，意即在不同的時空與各方相異的支流相遇、交集，而後融合凝匯而

成一支更偉大和諧之存在。

2017 年，台北室內合唱團 25 歲了。

走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經過多少碰撞、探索與演化，不論是經典與創新、

在地與國際、沉靜與繁華，甚至是自我與外在的衝突與反思，這 25 年來已

是吸收一切元素的綜合體，每一刻的交集，編織而成台北室內合唱團現今

的樣貌。一為全，全為一，便是台北室內合唱團追求的藝術形式的極致。

合唱音樂，一直是由眾人秉著共同信念、齊心創造的表演藝術。〈匯流〉

台北室內合唱團 25 週年暨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0 週年音樂會，將匯集台

北室內合唱團及附屬團隊，呈現多年以來在人聲藝術上所執著、關懷的多

元面向，基隆場次更特別邀請在地傑出團隊―基隆市愛樂合唱團，一起分

享在藝術路上相同的堅持與喜悅。

〈匯流〉台北室內合唱團 25 週年暨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0 週年音樂會，

透過不同層次、不同色彩的主題規劃，我們在這舞台交會、融合，將所有

美好音樂匯流成河，這條河串起了來自各方的你我，就讓我們一起沉澱心

靈、共同陶醉這條乘載歲月精華的悠悠之河，感受台北室內家族二十五年

來，對於合唱音樂藝術永不褪淡的愛與感謝。

 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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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與嶄新

人聲極致

在地之聲

台灣走過

傳承 傳承

8/5 基隆、10/26 中壢、11/26 台中

I I.

I I I.

IV.

V.

I.

演出曲目

大合唱 大合唱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

基隆市愛樂合唱團

基隆場次

基隆場次 台中、中壢場次

中 場 休 息

台北室內合唱團

外婆的澎湖灣

我的囝仔

小幸運家後

春風吻上我的臉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望春風

熱情的沙漠

跳舞時代

Festival Sanctus

春曉

You Are the New Day

水調歌頭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山之語

鑼鼓運動

天公落水

再別康橋

伊是咱的寶貝

夜來香

明天會更好 奉獻

You Raise Me Up

溫潤女聲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台中、中壢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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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潤女聲

台灣走過

傳承

I I I.

IV.

V.

演出曲目

大合唱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8/11 台北

中 場 休 息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3
台北室內 5 0 合唱團

外婆的澎湖灣

我的囝仔

小幸運

跳舞時代

賞月舞

思慕的人

天公落水

再別康橋

奉獻

You Raise Me Up

歡慶與嶄新

人聲極致I I.

I .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

Festival Sanctus

春曉

You Are the New Day

水調歌頭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山之語

鑼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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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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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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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動「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計已與台灣、香港、

中國、馬來西亞、美國等十多位傑出作曲家合作，催生

40 餘首全新當代合唱委託創作，在國際發表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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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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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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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室內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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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十屆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首位受邀台灣合唱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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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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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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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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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ACL 亞太音樂節」現代合唱作品指定發表團隊

2010 「金曲獎傳藝類」最佳演唱獎得主

2008 丹麥「IFCM 世界合唱音樂論壇」委託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2007 香港「ISCM_ACL 國際現代音樂節」現代音樂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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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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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員名單

 ( 以上粗體字為聲部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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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低音 鄭有席、杜維維、陳光前、李政國、胡禎尹、劉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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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低音 謝竺晉、莊皓瑋、葉依婷、吳麗秋、陳珮印、陳珀愉、黃胤瓴、李筱筠、李    琦、林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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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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展望世界觀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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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實台灣合唱教育的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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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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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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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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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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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總監暨指揮

陳雲紅

170718-匯流-節目冊設計.indd   8 2017/7/18   下午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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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音樂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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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

王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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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體「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TCS 

Women's Cho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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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涵，並希望將所學用諸社會，關懷社會。

在歷任藝術總監梁秀玲、翁佳芬、陳雲紅及現任指揮方素

貞帶領下，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展現了女聲合唱團的特有

氣質，每年的「歲月如歌」系列製作，即嘗試在推廣精緻

合唱音樂的同時，以更多元的編制、更親近群眾的曲目出

發，讓不熟悉古典音樂表演的一般社會大眾都能體驗音樂

的美好。不僅在國內巡演廣獲佳評，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更數度獲邀至日本、馬來西亞等地進行國際巡迴演出，並

與當地藝文團體進行實質的文化交流，達到以樂會友之目

標。

在音樂展演外，婦女合唱團也積極在藝術舞台上突破大眾

對社會業餘合唱團的偏狹印象。2007 年，獲得第十二屆

全國中山杯金嗓獎合唱比賽社會組優勝，2012 年參加「台

灣國際重唱藝術節：世界盃創新合唱比賽」，更一舉奪下

樂齡組唯一「金獎」、「漢光詩詞演唱獎」以及「最佳舞

台呈現獎」三大獎項，以令人驚豔的專業藝術表現，為台

灣婦女寫下驕傲動人的一頁！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團員名單

指導老師 指揮：方素貞、鋼琴：莊皓瑋

第一部 鍾慧敏、林素娥、林茱桂、張玉敏、施秋綿、

汪玉英、周燕燕、林靜芳、廖懿媛、楊宜禛、

溫圓圓、周芳芷、黃彣琤唔唔唔

第三部 林美玉、王麗秋、李慧君、葛蘋麗、王雅芬、

林妙憶、鄭秋君、黃淑慧、吳芝瑛、高素鈴、

余敏妙、葉莉莉、張依依、王心怡

第二部 莊幸淑、李     婕、張瑛瑛、周淑貞、呂兆蓉、

余乃晞、江燕珠、王允端、張空璉、盧鎂娥、

吳美華、杜麗清、李貴涓、王清宜、林寶玉、

黃麗妮、劉慧芳、沈明珊、王空可、蘇惠珍

演出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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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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 受邀赴日本演出｜宮崎、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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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 受邀赴馬來西亞演出｜麻六甲、吉隆坡

2011.10 受邀赴日本演出｜琦玉縣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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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9 室內同樂會｜台北中山堂中正廳

2015.10 受邀赴日本演出｜東京五反田文化中心音樂廳

2016.06 歲月如歌｜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2017.06 義大利國際音樂節｜義大利 Val Pus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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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18-匯流-節目冊設計.indd   11 2017/7/18   下午3:54



謝謝方老師與小以，讓「我的囝仔」這首歌，有機會編寫

成合唱曲；透過婦女合唱團的歌聲來詮釋，更是溫暖，令

人動容，我的心十分激動，充滿了感恩。對於媽媽們來說，

又要唱和聲，又要背譜，又要跳著舞，還要注意表情！！！

真的好不簡單，但她們卻一次次認真地做到了，也使得在

台下欣賞的我們，無數次泛紅著眼眶……今晚，就像往常

一樣，盡情地享受在每首所唱的歌曲與畫面裡吧 。想念與

大家一起的時光，謝謝妳們！

因著小時候在主日學，聽到好多好好聽的詩歌，心想這世

界怎麼會有這麼棒的音樂，於是到了高中時期就決定加入

詩班，我的音樂冒險旅程就這麼開始了！

中國文化大學西洋音樂系畢，主修聲樂。聲樂由傅上珍老

師啓蒙，在校期間曾師事曾道雄、柴寶琳老師。

編舞

楊豐彥

1998 進入國立實驗合唱團。

2002 服役於陸軍總部陸光藝工隊。

2004 獲得「電視笑話冠軍」第二十四屆盟主。

投入音樂劇的歌舞世界。
2008

2005

共發行了「不要停止讚美」、「若是有你」、「祝

你平安」、「因為他我好豐盛」四張國台語詩歌專

輯唱片。目前為音樂工作者與歌手、藝人歌唱老師。

2017

2013

鋼琴

莊皓瑋

2011 年畢業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研究所，主修聲樂。

聲樂曾師事陳秀蘭老師、席慕德教授、裘尚芬教授。副修

鋼琴，曾師事吳瓊姿老師、謝婉玲老師，伴奏法啟蒙於徐

嘉琪老師。在鋼琴演奏、伴奏、聲樂演唱、聲音技巧訓練，

以及合唱三方面均有豐富的經歷，近來也開始嘗試人聲無

伴奏作品的編曲創作。

現任振聲合唱團、木樓合唱團聲樂指導，重慶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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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18-匯流-節目冊設計.indd   12 2017/7/18   下午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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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共同肩負合唱與社

會大眾的聯繫重責。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

演出大事紀

2014.08 愛無止息｜三芝雙連安養院

2014.08 美聲合唱夜｜台北自來水園區

2014.09 室內同樂會｜台北中山堂中正廳

2015.01 歲月如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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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無止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2015.10 受邀赴日本演出   

日本東京五反田文化中心音樂廳

2016.12 故宮週末夜｜故宮博物院

2016.12 室內同樂會｜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2017.08 第六屆新加坡國際華文合唱節｜新加坡

聯演團隊

團員名單

指導老師 指揮：鄭有席、鋼琴：鍾慧敏

第一部 陳慧敏、江淑娟、陳心慈、田純純、徐詠惠、

邱愛云、余秀青、鄭如君、謝     玲

第三部 游雅筑、鄭淑文、倪美華、華平和、傅世芳、

蔡幼琴、周勝華、陳鳳微、黃淑英、呂鴻芬、

涂佩欣、潘惠如、王明玲、李慧真、李     怡、

任晶晶、謝燕蘋、謝秀卿、繆瀅伊

第二部 鄭淑玲、鄭曼蕙、方淑娟、陳美伶、李惠如、

曾譯慧、王玲玲、顏貴美、游紫淳、曾萍萍、

松井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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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大眾在合唱音樂學習上的熱切嚮往，台北室內合唱

團  2016 年 3 月成立第四支附屬團隊「台北室內婦女合唱

團 3」  ，希望藉此平台，為更多喜好合唱藝術的朋友傳遞

正確音  樂概念，悠遊體會歌唱為生命帶來的喜與樂。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3 眾多團員均是具有合唱經驗的歌

手，在進入社會階段再次追逐自我夢想，同聚一堂。成團

以來在指揮邱怡芸老師的指導下，團員們以高積極度與融

洽正向的能量，不斷追求更精進的合唱藝術。由其年齡結

構來看，更顯示台灣社會合唱團體已不再停留在過去樂齡

專屬的概念上，而是有更多年輕生力軍加入，攜手透過歌

唱實踐生命，也攜手為台灣奠定更豐厚的音樂推廣根基。

未來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3，將積極參與台北室內合唱團

以及其他附屬團隊之共同製作，肩負起合唱與社會大眾的

聯繫重責。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3

團員名單

指導老師 指揮：邱怡芸、鋼琴：余沁芸

第一部 鄧欣韻、黃元秀、林瑩貞、黃䕒儀、任文婕、

陳可儀、黃淑娟、鄧美美、高秀美、雷永兆、

劉洪麗香

第三部 鄭光婷、宋曉青、吳美英、顧婉青、廖敏娜、

曾瓊儀、鄭珮彣、江淑貞、張純真、謝惠卿、

柳絲絲、許嘉芳、張素梅、楊林紫雯

第二部 鄭秀美、蘇曉芬、黃鶴鶴、莊媛浩、莊月英、

吳瑞香、藍惠玲、張玟玲、吳子姍、王麗芳、

鍾佳芳、顏憶玲、傅淑芳、蘇淑娟

演出大事紀

2016.11 國父紀念誕辰音樂會｜國父紀念館

2017.02 愛無止息｜三芝雙連安養院

2017.0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志工表揚大會｜中油國光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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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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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室內 50 合唱團

演出大事紀

2011.09 合唱宅急便｜汐止夢想社區劇場

2012.01 合唱宅急便｜三芝雙連安養院

2012.11 歲月如歌｜故宮博物院 B1 大廳

2013.11 歲月如歌｜蘆洲功學社音樂廳

美聲合唱夜｜台北自來水園區  2014.08

2014.09 室內同樂會｜台北中山堂中正廳

2015.01 歲月如歌｜台北市府大樓親子劇場

2015.10 愛無止息｜台北陽明教養院華岡院區

2016.12 室內同樂會｜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2015.11 愛無止息｜三芝雙連安養院

2017.05 愛無止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2016.12 愛無止息｜中正紀念堂

2017.07 受邀日本宮崎演出｜日向市中央公民館音樂廳

團員名單

指導老師 指揮：方素貞、鋼琴：溫佳霖

女高音 陳秀芬、沈明珊、林惠姿、吳莉莉、單兆榮、

廖春逢、陳昭慧、何淑惠、陳美慧、劉向群、

陳燕慧、劉平英、黃麗菊、蘇羽匯、許瑤琴

男高音 張崑崑、李英煌、賴忠生

男低音 顏百鋒、陳振興、劉政銓、曾俊才、張志銘、

張曉青、林宏濤、李政國

女低音 林美玉、陳月琴、許玉立、李淑芬、林秋月、

陳淑華、彭雅雯、劉麗寬、曾琬玲、黃麗貴、

賴梅葵、賴貞云、張曾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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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愛樂合唱團成立於民國六十四年，前身為基隆商工

校友合唱團，團員來自社會各階層熱愛合唱藝術的朋友

們，是個充滿活力朝氣的業餘合唱團體。一群愛唱歌的素

人，卻有著超越兄弟姐妹的穩固情誼。在知名主持人楊月

娥小姐及指揮盧智卿老師夫妻倆的共同帶領下，團務蒸蒸

日上，演出已臻職業水準，近年來以多元創新的表演型態

推出多齣膾炙人口的合唱音樂劇，受到台灣合唱音樂中心

TCMC 的高度肯定。本團已 12 度榮獲文化部甄選之傑出

演藝團隊，此成績對團員們是莫大的鼓舞，也顯示出基隆

地方基層沛然莫能禦的文化能量。

為了能够開發新的合唱觀眾，本團不拘泥於傳統的表演方

式，嘗試選擇將通俗流行的經典歌曲加以重新編曲，用全

新面貌改寫過去人們對流行音樂難登大雅之堂的成見，近

年來更多以難度最高的音樂劇形式，過去極少能有業餘團

隊能成就如此高親和力跨領域多元創新的演出。同時更引

領潮流，帶動各合唱團體紛紛仿效，為合唱注入新活力，

也吸引更多人共同參與如此良善的藝文活動。

2015 年本團與企業合作「國道快閃 ·88 傳愛」，在國道三

號的關西、西湖、清水、南投四個服務區進行民歌快閃，

串聯八首膾炙人口的民歌，也串聯了國道上回家遊子和父

親的心，短片至今已創下 300 萬人次的網路點閱率，也

幫助十多個弱勢團體獲得企業的善款捐贈；我們還參與李

崗導演監製的電影「阿罩霧風雲―落子」，在劇中演唱國

歌；更受邀至高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用合唱和南部的

郷親交流；2016 年四月應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的邀請，

在基隆文化中心演藝廳聯演「琥珀之歌」音樂會。本團成

功地將合唱擴展到各個層面，亦獲得各界高度的讚賞。本

團期望與所有愛樂者共同努力，讓合唱音樂在台灣更加蓬

勃發展。

基隆市愛樂合唱團

團員名單

指導老師 指揮 : 盧智卿、鋼琴 : 王宏琳、

執行長 : 楊月娥、營運總監 : 莊瑾潔

女高音 聲部長 : 陳如婷

曾季畇、張惠毓、駱寶珠、連敏岑、楊月皎、

楊采蓉、陳楷甯、張世瑩、鄒尉珍、張美雲、

卓麗寶、鄒瑋貞、許妮娜、鄭雅妮、路化新

男高音 聲部長 : 張政雄

郝文正、林德智、闕炳南、鄒積德、謝文融、

鍾泰源、莊錦堂、林俊龍、林啟舜

男低音 聲部長 : 張雍男

劉吳振、黃義晃、潘俊良、高仕儒、尉遲真平

女中音 聲部長 : 陳雯萍

莊瑾潔、詹婉智、陳芸榕、曾美月、張玫鈞、

許雯俐、吳苓蓉、王惠真、杜欣芳、王純晶、

袁金玲、呂秋華、陳惠卿、洪燕萍、高丕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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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 / 指揮

盧智卿

十歲時參加台北市敦化國小合唱團就開始與合唱結下不

解之緣，合唱年資已 39 年。現任基隆市愛樂合唱團指揮、

雙下巴重唱團團長、師大附中韶曦校友合唱團指揮、以及

中興大學北區校友合唱團指揮。

2000 年擔任雙下巴重唱團團長至今，該團首創台灣人聲

重唱表演的先河，是台灣教父級的重唱團體；1996 年開

始指導基隆愛樂合唱團至今，榮獲 1999 年台灣區合唱比

賽基隆市優等第一名、2004 年第四屆台灣重唱大賽優勝、

2007 年第十二屆全國中山盃金嗓獎合唱比賽優勝，2011

第四屆海峽兩岸合唱比賽銅牌獎、2013 世界盃創新合唱

比賽銀牌獎，該團並從 2005 年至今已十二度獲選為基隆

市傑出演藝團隊。

憑藉豐富的合唱經驗，盧智卿老師近年來致力推動跨領域

多元創新的合唱表演，帶領基隆愛樂與國樂團、爵士樂團

合作演出、參與流行歌手的歌曲錄音、結合古蹟的露天懷

舊音樂會、海洋大學星光音樂會、策畫國道服務區合唱快

閃、更到醫院及為弱勢團體舉辦愛與關懷慈善音樂會，回

饋社會。不僅成功帶動地方參與藝文活動的熱潮，受到台

灣合唱界的高度肯定，也使基隆愛樂合唱團成為地方上重

要的文化資產。合唱要走出象牙塔，走進人群，讓如此良

善的活動，大大推廣到社會各界。

合唱不僅是興趣   更是生活的態度     

用真心詮釋合唱   積累生命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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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楊月娥

台灣基隆人，大家都暱稱阿娥，一個熱愛合唱及廣播的幸

福小女人，生性活潑、樂觀又充滿活力，國台語雙聲帶，

親和力無限，認識的朋友都稱阿娥是快樂滿滿的動力馬達。

小時候考上基隆市立兒童合唱團，卻因家貧繳不出學費而

未如願成為合唱團員。在高中時因緣際會幫基隆愛樂當司

儀而受邀入團，也因此圓了合唱夢，在團年資超過 30 年，

是現任基隆愛樂合唱團執行長。2007 年首次執導該團大

型音樂劇 -「跨越時空愛大海」，佳評如潮，後續編導作

品有 2008 年「跨越時空我的夢」、2009-2011 年的「最愛·

望海巷」、2012-2013 年「珠你幸福」， 2014-2015 年「閃

亮的日子」，以及 2016 年「彩繪人聲」更是獲得各界肯

定及讚賞。

阿娥曾在基隆益世電台、中廣寶島網、教育廣播電台、東

森聯播網、中廣 I Like Radio、飛碟電台「Good Morning

飛碟」擔任節目主持人，主持工作更拓展至電視圈，代

表作有華視「華視新聞廣場」、T VBS「健康兩點靈」、

「Money 我最大」、公共電視「元氣 l ive 秀」、「大家

來歡喜」、學者衛星電視「醫呼百應」、台視「天天都是

讀書天」、並以聯維有線電視「歡喜就好」節目獲得第一

屆有線電視金視獎最佳主持人獎。主持時妙語如珠，充分

掌握節目節奏，表現出絕佳的臨場反應力，經常受邀參

與各大節目擔任重要來賓，並常態主持各類大型活動及演

講，並著有「靠你媽的關係」一書。阿娥現在為三立電視

台「健康有方」節目主持人。

愛上合唱     賺到幸福美滿的家庭   

樂在其中     成就快樂動人的樂章

鋼琴

王宏琳

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主修鋼琴演奏。曾就讀光

仁小學、光仁中學國中部音樂班、國立藝專 ( 現國立台灣

藝術大學 )，在校成績優異，畢業後隨後插大進入文化大

學音樂系三年級就讀，在校期間榮獲協奏曲比賽鍵盤組

第一名。師事卓甫見、  吳季札、  諸大明、  辛幸純、  黃

少亭等教授。曾參加匈牙利李斯特音樂營、俄國 Tambov-

R achmaninoff 等音樂營。

畢業後，擔任基隆愛樂合唱團鋼琴伴奏，2010 年在指揮

盧智卿老師鼓勵之下開始嘗試合唱編曲，每年為基隆愛樂

合唱團編新曲。曾擔任台北大愛之聲合唱團、知音合唱

團伴奏。2015 年擔任基隆市信義國小合唱團鋼琴伴奏，

赴香港參加【2015 世界青少年合唱節】榮獲金牌佳績；

2016 年再度擔任基隆市信義國小合唱團鋼琴伴奏，參加

【維也納世界和平合唱藝術節】。現任教於基隆市成功國

小音樂班、桃園福豐國中國樂班、桃園啓英高中音樂科、

莊敬高職表藝科音樂組。同時擔任基隆愛樂合唱團、東吳

校友弦誦合唱團、新節慶合唱團、基隆港務公司合唱團、

雙下巴重唱團鋼琴伴奏。

編曲作品：

《山頂的黑狗兄》、《恭喜恭喜》、《雨夜花》、《送

別》、《祝你幸福》、《茉莉花》、《閃亮的日子組曲》-  

( 閃亮的日子 / 最愛 / 愛的箴言 / 是否 /)、《神鵰俠侶組

曲》-  ( 神鵰俠侶 /Beat It/ 一代女皇 )、《一條日光大道》、

《家後》、《熱情的沙漠》、《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 我願

意  組曲》、《那一年的小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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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聖哉經〉是列維（John Leavitt,  b.  1956）於 1987

年創作的聖樂，由於節奏明快又深具感染力，在近二十年

間，已成為合唱音樂節和學校合唱團的常備曲目。

本曲是 1987 年度國際合唱論壇的委託創作。列維原本僅

擷取了拉丁文彌撒中〈聖哉經〉和〈降福經〉的部分文字，

發表〈歡慶聖哉經〉一首曲目。因演出大獲成功，才又在

四年內陸續完成其餘四個樂章，合稱《歡慶彌撒》，後續

再改編成搭配管絃樂、有各種不同聲部組合的版本。

今天演出的〈歡慶聖哉經〉是原始的創作，以混聲四部合

唱搭配鋼琴伴奏呈現。與彌撒中的其他樂章相較，本曲格

外具有節奏感和熱情奔放的傳染力。列維在曲中大量應用

交錯變化的節奏、以及充滿律動感的切分音；為了推動歡

騰的氣氛，也以級進的音形、逐漸疊加的力度變化，創造

出華麗的音響效果。雖名為彌撒，卻能喚起超越宗教的共

同情緒感受。

Sanctus Dominus Deus Sabaoth

上主，萬軍的天主

Hosanna Deo in excelsis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Benedictus qui venit In nomine

奉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美

Domine Dei

全能的上主

Pleni sunt coeli  et terra Gloria tua

祢的光榮盈滿天地

基隆｜台北｜中壢｜台中

Festival Sanctus      歡慶聖哉經
作曲 / John Leav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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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嶄 新 的 明 日 〉 是 威 爾 斯 搖 滾 樂 團「 電 波 」

（Air waves）的單曲，發表於  1978 年的專輯《新的一天》

（New Day）。

本曲由約翰大衛（John David）作曲，他在 14 歲時就開

始創作音樂，相當多才多藝。詞曲中蘊含明顯的反思情

緒，除了回應 1970 年代社會中的各種衝突不安，還有作

曲家個人生涯的低潮。大衛回顧創作過程時曾說：「那時

我想到，只要太陽照常升起、鳥兒照常歌唱，日子就會繼

續過下去，人的信念會也會永遠流傳。當下這首歌的旋律

和歌詞就躍入腦海，我只花了十分鐘便寫完了。所以至少

對我而言，它並不完美，但我不認為有權利再做什麼改

變。」

在原唱版本中，搖滾團員以無伴奏的阿卡貝拉、近乎聖樂

的形式演唱，與 1970 年代的流行風格大相逕庭。因此儘

管唱片公司強力主打，卻未受到好評。直到幾年後，知名

的國王歌手合唱團（King Singers）重新翻唱此曲，〈你

是嶄新的明日〉才重新流行，各式各樣的改編版本慢慢在

世界各地發酵。今天您所聽到的，即是為英國作曲家彼得

奈特（Peter Knight）為國王歌手合唱團改編的混聲四部

版本。

I will  love you more than me

我願愛你更勝自己

And more than yesterday

一日勝於一日

If you can but prove to me

只要你向我印證

You are the new day

你就是嶄新的明日

Send the sun in time for dawn

讓太陽按時升起

Let the birds all  hail  the morning

讓百鳥在晨間齊鳴

Love of l ife will  urge me say

感於生命之美，我將歌詠

You are the new day

你就是嶄新的明日

When I lay me down at night

我入夜後上床歇息

Knowing we must pay

思及人類終將贖罪

Thoughts occur that this night might

只願今晚此景

Stay yesterday

停留在昨日

Thoughts that we as humans small

想到人類如此渺小

Could slow worlds and end it al l

卻能擾亂萬物終至毀滅

Lie around me where they fall

這些意念縈繞不去

Before the new day

只盼嶄新的明日

O n e  m o r e  d a y  w h en  t i m e  i s  r unn i n g 

out

又過一日，時光飛逝  

For ever yone

眾人都如此

Like a breath I knew would come

新世界必將誕生

I reach for the new day

迎向嶄新的明日

Hope is my philosophy

我願相信希望長存  

Just needs days in which to be

靜待成真的一日

Love of l ife means hope for me

一心只望生生不息

Born on a new day

在明日重生

You are the new day

你就是嶄新的明日

You Are the New Day      你是嶄新的明日

基隆｜台北｜中壢｜台中 作曲 / John David       編曲 / Peter K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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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為當今樂壇擁有最高知名度的華人女作曲家，取得中

央音樂院作曲碩士後，赴美跟隨華裔作曲家周文中教授與

大衛朵夫斯基（Mario Davidovsky）學習，並取得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作曲博士，2001 年獲美國文藝學會頒發艾維

士作曲家大獎（Charles Ives Living Award），為該獎項設

立以來，首位獲獎的華人作曲家。

作曲種類豐富的陳怡，擅長將東方文化意念揉稔於西樂表

現手法之中，邀約委託創作包括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德國

斯圖加特室內管弦樂團、香緹克利合唱團、國王歌手等國

際知名演奏團體，並獲得包含葛萊美最佳唱片在內等獎項

殊榮。

無伴奏合唱曲〈春曉〉由美國伊塔卡音樂學院委約，歌詞

選自唐朝詩人孟浩然知名的五言絕句，全曲通過不同速

度、多聲部疊置的鋪陳，達到音樂高潮點的齊唱，集中表

現出詩句借景生情的點題。樂曲開頭出現的鳥鳴擬唱，於

曲末再現，也成了痛惜逝去的美好時光與人物的感嘆。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春曉

基隆｜台北｜中壢｜台中作詞 / 孟浩然      作曲 / 陳怡        2014 年合唱無設限 VII 發表

本曲為英國作曲家盧特（John Rutter）的名作，為混聲

四部合唱曲目。歌詞取自英國十九世紀詩人皮爾珀因

（Folliott S.  Pierpoint）創作的同名基督教聖詩，據傳是

詩人在春天時，受到英國西南部郷間自然景色啓發，在滿

懷喜悅下所寫成。

作曲家捨棄十九世紀德國作曲家寇賀（Conrad Kocher）

的著名旋律，重新打造上行、富詩意的樂句，呼應詩人在

面對自然與大地恩賜時的喜悅。此曲旋律優美動人，因此

廣為傳唱、膾炙人口，常於感恩節、聖誕節、婚禮等節慶

中演唱。

盧特合唱編曲能力過人，在〈只為世間的美景〉中展現無

遺。他沿用聖詩形式，四段歌詞皆使用相同旋律，卻在四

部間交錯做出變化，層層堆疊出歡欣鼓舞的情緒。首段由

女高音唱出主旋律，貫穿全曲；第二至四段中，時而由男

女聲對唱，時而由內外聲部唱和。四聲部在各段結尾則共

同唱出讚頌感恩之情。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只為世間的美景

For the beauty of the skies

只為亮麗的天空

For the love which from our birth

只為我們生在慈愛中

Over and around us l ies

上下四周無盡環繞    

Lord of all ,  to Thee, we raise

萬物的上主，我們頌揚祢
This,  our grateful hymn of praise

獻上這首讚美詩篇

For the beauty of each hour

只為燦爛的光陰  

Of the day and of the night 

無論白晝與黑夜

Hill and vale and tree and flower

山谷丘陵、林木花草

Sun and moon and stars of l ight

和日月星辰的光芒

Lord of all ,  to Thee, we raise

萬物的上主，我們頌揚祢
This,  our grateful hymn of praise

獻上這首讚美詩篇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只為世間的美景

基隆｜台北｜中壢｜台中作詞 / Folliott S. Pierpoint        作曲 / John R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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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的山總能與廣西少數民族的生活與情感聯繫在一起，

他們隨著山的律動而勞作與歌舞。幾乎所有的喜怒哀樂與

悲歡離合，都與山融合在一起，山的語音是人的精神陳

述。

歌詞為壯語中的十個詞彙。它們在各聲部間流轉，有時按

照順序、有時顛倒，有時各聲部在同一個拍點上唱不同的

詞，營造一種偶然的效果。（文／鍾峻程）

以下為歌詞中使用的壯語詞彙及其拼音：

山  水  雲  風  雨

Bia ren fu rong feng

天  地  日  月  人

Meng nan nen long hong

山之語

基隆｜台北｜中壢｜台中作曲 / 鍾峻程            2016 年合唱無設限 9 首演

〈水調歌頭〉為台北室內合唱團於 2006 年委託創作的合

唱曲目。全曲主要根據蘇軾詞中之意境，進行段落形式的

鋪陳。

曲中最大特色是鋼琴部分，試圖通過非常規演奏方式來取

得一些新穎的音色效果；合唱部分則嘗試以常規演唱、呼

喊聲、仿京劇韻白、吟誦式的旁白、快速的滑唱等不同形

式的表現方式來展現。本作品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

金會贊助。（樂曲解說：嚴福榮）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水調歌頭

基隆｜台北｜中壢｜台中作詞 / 蘇軾     作曲 / 嚴福榮     2006 年合唱無設限 I 委託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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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曲中所用的歌詞，並非詩詞文字，而是來自模仿打擊樂

器的聲響，以及鑼鼓經的口訣用字，例如「蒼（tsang）

―才（tsei）―台（dei）―才」、「蒼―另（l ing）―才

―乙（yi）―台―蒼」、「台―乙―台―台」、「另定―台」

等。大致而言，「倉」表示大鑼的聲響、「台」為小鑼、

「才」為鈸，但有時也表示不同組合的齊奏。

樂曲由幾個仿擊樂鑼鼓之樂段所組成，在空間站位上，為

了造成擊樂聲響的空間呼應，分為內圈（choir）及外圈

（soloists）的配置。

由仿擊樂噪聲開始，一些音高逐漸出現，這些焦點音高隨

即擴大為和聲，再由和聲衍生至多樣的五聲音階和聲群。

在接近尾聲時，出現了一段兩種時間同時並存的過渡，其

一是有拍點的規律時間，另一種是有條件即興的不規律時

間，以此出乎預期地帶入鑼鼓段的再現。

〈鑼鼓運動〉由台北室內合唱團委託創作，於 2010 年 7

月 5 日在台北國家音樂廳首演。（曲目解說／趙菁文）

鑼鼓運動

基隆｜台北｜中壢｜台中作曲 / 趙菁文            2009 年合唱無設限 IV 委託創作

〈家後〉由江蕙主唱，收錄在江蕙 2001 年發行的《江蕙

同名專輯》。曲名是台語「妻子」的意思，歌詞娓娓道出

為人妻對丈夫的衷情。

由於詞曲字字句句深入人心，〈家後〉曾在 2009 年金曲

獎獲網友票選為「我的最愛．一首歌」冠軍，也令人好奇，

作曲者何以能如此細膩地詮釋妻子的角色。鄭進一向來以

台語歌壇音樂才子著稱，他曾說這首歌源於自身父母的真

實故事。「等待返去的時陣若到，我會讓你先走；因為我

會嘸甘放你為我目屎流。」這段歌詞是作曲家父親中風

後，與母親間的真實對話。以此為靈感，他幾乎只花了半

個小時，就創作出這首街頭巷尾傳唱的經典歌曲。

〈家後〉承襲鄭進一的一貫風格，以最簡單的文字，表達

生活中深刻的情感。去除華麗的字眼、貼近平凡生活的描

述，自然能觸動共同的感情並產生共鳴。在感動之餘，您

是否也察覺到質樸歌詞背後的相知相惜？

有一日咱若老，找無人甲咱友孝

我會陪你坐惦椅寮　

聽你講少年的時陣，你有外摮

吃好吃醜無計較，怨天怨地嘛袂曉

你的手，我會甲你牽條條，因為我是你的家後

阮將青春嫁置恁兜，阮對少年跟你跟甲老

人情世事已經看透透，有啥人比你卡重要

阮的一生獻乎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鬧鬧

等待返去的時陣若到，我會讓你先走

因為我會嘸甘，放你為我目屎流

有一日咱若老，有媳婦子兒友孝

你若無聊，拿咱的相片

看卡早結婚的時陣，你外緣投

穿好穿醜無計較，怪東怪西嘛袂曉

你的心，我會永遠記條條，因為我是你的家後

家後

基隆作詞 / 鄭進一、陳維祥      作曲 / 鄭進一      編曲 / 王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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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演出的〈其實你不懂我的心〉由王宏琳編曲，結合了

裘海正當年唱紅的同名歌曲，以及晚五年由王菲發表的

〈我願意〉。兩首歌都風靡九零年代的華語流行樂界，也

喚起 KT V 極盛時期的記憶。

愛情是流行歌曲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但這兩首名作都用愛

情來隱喻或類比不同性質的情感。據童安格的說法，〈其

實〉一曲的創作靈感，來自奧運期間對國族認同的激盪，

而黃國倫回顧〈我願意〉的創作過程，也指出曲子是他送

給上帝的禮物。

九零年代華語世界的社會氛圍，充滿了各種可能性與期

待，也反映在兩首曲子的意境中。歌詞的起始是雲霧、夢

境與陰影，卻從中發展出執著付出的力量，從眼前的迷茫

和失落中，激發出堅定的情感。這種情感轉化的方式，兼

具憂傷與成熟的韻味，體現不為逆境擊倒的堅毅，也是當

時流行歌曲的迷人之處。

你說我像雲捉摸不定，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你說我像夢忽遠又忽近，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你說我像謎總是看不清，其實我用不在乎掩藏真心

怕自己不能負擔對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說要遠行暗地裡傷心，不讓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怕自己不能負擔對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說要遠行暗地裡傷心，不讓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如影隨行

無聲又無息，出沒在心底，轉眼吞沒我在寂寞裡

我無力抗拒，特別是夜裡，想你到無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聲的告訴你

願意為你，我願意為你，忘記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懷裡，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我願意為你，我願意為你，被放逐天際

只要你真心，拿愛與我回應，什麼都願意為你

基隆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作詞 / 陳桂珠、姚  謙      作曲 / 童安格、黃國倫      編曲 / 王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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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風它吻上了我的臉，告訴我現在是春天

誰說是春眠不覺曉，只有那偷懶人兒才高眠

春風它吻上了我的臉，告訴我現在是春天

雖然是春光無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

趁著那春色在人間，起個清早跟春相見

讓春風吹到我身邊，輕輕地吻上我的臉

春風它吻上了我的臉，告訴我現在是春天

春天裡處處花爭妍，別讓那花謝一年又一年

別讓那花謝一年又一年

春風吻上我的臉

基隆作詞 / 陳蝶衣      作曲 / 姚  敏      編曲 / 冉天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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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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夜無伴守燈下　   春風對面吹

十七八歲未出嫁　   看著少年家

果然漂緻面肉白　   誰家人子弟

想要問伊驚呆勢　   心內彈琵琶

想要郎君做尪婿　   意愛在心內

等待何時君來採　   青春花當開

聽見外面有人來　   開門甲看覓

月娘笑阮憨大呆　   被風騙不知

〈熱情的沙漠〉由日文流行歌曲〈情熱の砂漠〉改編而

來，為 1970 年代日本經典女子重唱 The Peanuts 的代表

作。曲調在華文世界相當耳熟能詳，翻唱版本超過  20 個，

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徐小鳳、歐陽菲菲、庾澄慶等詮釋。

歐陽菲菲的中文版本於 1974 年發行，李潔心重新創作歌

詞時，仍承續原曲的主題「熱情的沙漠」。曲中穿插的

「啊」呼喊，適切傳達「熱情像一把火」的詞意，當時審

査單位卻斷定可能帶壞青少年，而不幸遭査禁。

今天演唱的是王宏琳的合唱編曲。開頭由男高音以慢板而

自由的速度吟唱主旋律，接著風格一轉，由鋼琴以快板帶

出輕快曲風。首先由女聲主唱，男聲以「嘟」點綴，然後

男女角色對調，由男聲主唱，女生以「啊」呼應。中段男

女相互唱和，由男聲演唱轉為激昂的主旋律變奏。最後四

聲部逐漸堆疊，將全曲推至高潮，並在曲終由四聲部齊唱

「熱情的沙漠」作結。

我的熱情，好像一把火，燃燒著整個沙漠

太陽見了我，也會躲著我

它也會怕我這把愛情的火

沙漠有了我，永遠不寂寞，開滿了青春的花朵

我在高聲唱，你在輕聲和

陶醉在沙漠裡的小愛河

你給我小雨點，滋潤我心窩

我給你小微風，吹開你花朵

愛情裡小花朵，屬於你和我

我們倆的愛情就像，熱情的沙漠

望春風

熱情的沙漠

基隆

基隆

作詞 / 李臨秋      作曲 / 鄧雨賢      編曲 / 周鑫泉

作詞 / 李潔心      作曲 / 加瀨邦彥、山上路夫      編曲 / 王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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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幸運〉是電影《我的少女時代》的主題曲，主唱為女

子團體  S.H.E 的成員  Hebe（田馥甄）。

作曲家 Jerr y C 配合電影劇本，將曲子命名為〈小幸運〉，

希望描述的場景是「一位已經成長的輕熟女，用淡淡哀傷

的口吻，回憶著一段青澀美麗的遺憾」。因此曲中採用流

行歌裡較少見的作曲手法，如大量二級大三和弦、副歌的

大跳音程長音等。編曲則乾淨單純，襯托出主旋律與原唱

歌手的美好嗓音。

當代台灣的許多流行歌曲，都是作好曲之後再行填詞。本

曲作詞人徐世珍曾經是歌手，自演藝圈引退後才投入於幕

後工作。她在作詞時，經常會考慮歌手本身的特質、感受

歌曲本身的情緒，再加以鋪陳，因而成就了一首膾炙動人

的電影主題曲。

我聽見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聽見遠方，下課鐘聲響起

可是我沒有聽見你的聲音，認真呼喚我姓名

愛上你的時候，還不懂感情

離別了，才覺得刻骨銘心

為什麼沒有發現遇見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也許當時忙著微笑和哭泣

忙著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理所當然的忘記

是誰風裡，雨裡一直默默守護在原地

原來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運

原來我們和愛情曾經靠得那麼近

那為我對抗世界的決定，那陪我淋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一塵不染的真心

與你相遇，好幸運

可我已失去為你淚流滿面的權利

但願在我看不到的天際，你張開了雙翼

遇見你的註定，她會有多幸運

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

擁有著後知後覺的美麗

來不及感謝是你給我勇氣，讓我能做回我自己

小幸運

作詞 / 徐世珍、吳輝福       作曲 / Jerry C      編曲 / 高振剛 台北｜中壢｜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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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澎湖灣〉發表於 1979 年，為民歌歌手潘安邦的

成名曲。詞曲創作者葉佳修是校園民謠的開拓者之一。

葉佳修是花蓮人，經由唱片公司的安排，認識了來自澎湖

的新人潘安邦。兩人聊了一個下午，潘安邦談到自己的成

長故事與祖孫情誼，葉佳修深受感動，於是創作了〈外婆

的澎湖灣〉。潘安邦當天馬上從台北撥長途電話回澎湖，

親口把此曲唱給外婆聽，彼端卻只傳來外婆的啜泣聲。在

外婆去世後，潘安邦連續十五年未曾公開演唱此曲，直到

2003 年大病復出後，才重新灌錄唱片。

〈外婆的澎湖灣〉至今已傳唱將近四十年，也成為澎湖最

佳觀光代言歌曲，足見此曲橫跨世代的魅力。

晚風輕拂澎湖灣，白浪逐沙灘

沒有椰林綴斜陽，只是一片海藍藍　

坐在門前的矮牆上，一遍遍懷想

也是黃昏的沙灘上，有著腳印兩對半

那是外婆柱著杖，將我手輕輕挽

踩著薄暮，走向餘暉，暖暖的澎湖灣

一個腳印是笑語一串，消磨許多時光

直到夜色吞沒我倆在回家的路上

澎湖灣，澎湖灣，外婆的澎湖灣

有我許多的童年幻想

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

還有一位老船長

外婆的澎湖灣

詞曲 / 葉佳修      編曲 / 李孟峰 台北｜中壢｜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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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妹，是一位「阿嬤的囝仔」，從她兩歲左右開始，

就是由阿嬤用心地照顧著，在我心中，他們是相依為命、

缺一不可的共同體。當表妹從台南北上求學的期間，阿嬤

離開了我們……。

回想到過去種種，有太多回憶，令人捨不得，於是，在滿

滿的愛與淚水中，我寫下了這首歌曲，為的是記念那曾經

出現在我們生命當中，真實又寶貴的一段關係。

謝謝與我一起腦力激盪的尚德與古晧，還有一群「阿嬤的

囝仔」們，陪著我們一起發想歌詞。謹將這首歌曲，獻給

每位用愛照顧孩子們成長的長輩，也獻給我們在天上的阿

爸父。（作曲者曲目解說／楊豐彥）

第一次聽到「我的囝仔」，是有次在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裡，由這首作品的詞曲作者楊豐彥熱情地為我們帶來一次

音樂與生命的好歌分享中，他唱了這首歌！歌詞的創作的

啓發是他的阿嬤，由此構想出發，最後更希望將賦予這份

愛能有更大的內涵與包容，所以歌名由最初構思「阿嬤的

囝仔」最後取名為「我的囝仔」。

因著與豐彥的認識，知道他是一個全心全意愛主，為主捨

身獻聲的人，整個人散發的活力與作品精神都跟他的信仰

密不可分，因此，我在為這首曲子重先編寫的時候，便希

望能將阿嬤的愛與神的愛，同時融合在此曲音樂當中。

（編曲者曲目解說／莊皓瑋）

一個人    坐在    溪水邊

流水聲    親像    在叫我

像細漢    講免驚

你的聲    給我    心頭定

有時陣    受傷    流眼淚

你惦惦    安慰    陪伴我

溫柔聲    輕輕講    金金看

我知影    你有    多疼我

當我大漢的時    就離開你身邊

你總等著我    看我自由飛

講過的話    漸漸不記得

寶貝子    心肝子    不管風雨有多大

會跌倒    會孤單    我是你溫暖的靠山

不免驚    我的子    親像細漢牽你來走

抱著你    看著你    你是我永遠的囝仔

我的囝仔
作詞 / 楊豐彥、林尚德      作曲 / 楊豐彥      編曲 / 莊皓瑋 台北｜中壢｜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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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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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呀嘿　依呀嘿　那魯灣哆　依呀那呀嘿

那呀嘿　依呀嘿　那呀嘿

月亮呀出來你看呀

美麗的月亮已經昇在東山上

趁此良宵唱歌跳舞

那魯灣哆依呀那呀嘿　依呀嘿

那魯灣哆依呀那呀呵嗨呀那

呵依那魯灣哆　依呀哪呀嘿

賞月舞

台北邵族歌謠      編曲 / 徐晉淵

〈跳舞時代〉是  1930 年代台灣流行歌曲進入黃金時代的

關鍵作品之一，由當時極富盛名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發

行，也深深影響了日後的音樂風潮。

1930 年代是台灣進入現代文明的起點，時代氣氛充滿創

新與夢想。西方文明的生活型態在此時進入台灣，咖啡廳

開始盛行，電影、留聲機，爵士樂等流行文化也逐漸興

起。西式教育日漸普及，都市居民的思想更加開放，主張

自由戀愛、並以洋裝替代和服。〈跳舞時代〉歌詞中體現

了民風開放，希望歡喜度日的人們，打扮得漂漂亮亮，準

備上舞廳跳舞，滿懷的憧憬不言可喻。

本曲由陳君玉作詞、鄧雨賢作曲，於 1933 年發表，也捧

出了台灣第一位流行音樂歌手純純（本名劉清香）。當時

是台灣流行歌界的第一個黃金時代，這時的創作也不斷啓

發著後世的台灣歌謠。

官大為編曲的這個版本，於 2014 年由台北室內婦女合唱

團首演。曲子加入了爵士風格，賦予這首歌新的生命力，

也為舊時代的流行音樂，賦予了新的樣貌。

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

逍遙佮自在，世事怎樣阮不知

阮只知文明時代，社交愛公開

男女雙雙，排做一排，跳 TOROTO，我尚蓋愛

舊慣是怎樣，新慣到底是啥款

阮全然不管，阮只知影自由花

定著愛結自由果，將來好不好

含含糊糊，無煩無惱，跳 TOROTO，我想尚好

有人笑阮呆，有人講阮帶癡睚

我笑世間人，癡睚慒懂憨大呆

不知影及時行樂，逍遙甲自在

來～排做一排，跳 TOROTO，我尚蓋愛

跳舞時代

作詞 / 陳君玉      作曲 / 鄧雨賢      編曲 / 官大為 台北｜中壢｜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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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發表的台語流行歌曲〈思慕的人〉，由葉俊麟作

詞、金曲獎特別貢獻獎得主洪一峰作曲及演唱。問世時即

大受歡迎，不但成為洪一峰的代表歌曲，還有許多後輩知

名歌手重新演繹，包括蔡琴、黃乙玲、齊秦都曾翻唱，至

今廣為流傳。

〈思慕的人〉以愛情為主題，敘述對逝去愛情的無奈傷

感。三段歌詞層層鋪排，帶出思慕之情的深沉和企盼，從

吐露自己面對伊人離去的失落與思念，到想見夢中兩人相

好之情景，最後回到現實中，入耳的歌聲牽起舊日的柔

情。內心聲聲呼喚，始終盼望心愛的人能回到身邊。

我心內思慕的人，你怎樣離開阮的身邊

叫我為著你，暝日心稀微，深深思慕你

心愛的，緊返來，緊返來阮身邊

有看見思慕的人，站在阮夢中，難分難離

引我對著你，更加心綿綿，茫茫過日子

心愛的，緊返來，緊返來阮身邊

好親像思慕的人，優美的歌聲，擾亂阮耳

動我想著你，溫柔好情意，聲聲叫著你

心愛的，緊返來，緊返來阮身邊

思慕的人

台北作詞 / 葉俊麟      作曲 / 洪一峰      編曲 / 蔡昱姍

〈天公落水〉是讓人琅琅上口的一首客家山歌小調，輕快

的旋律，即使不是客家人，也多少能哼上幾句。

山歌是客家人生活文化的體現。古早的農業社會中，於採

茶、耕種等工作之際，居民會隨興哼唱曲調抒發情懷，有

時自娛、有時鼓勵問候夥伴、抑或是吸引異性。歌曲中融

合客家生活中重要的生活題材，例如茶、山、情、愛，形

式、內容都相當自由，具有口頭即興創作的特色。

山歌的曲調旋律一向活潑生動，同時兼具幽靜之美。不但

富於裝飾音，歌詞中也加入許多虛詞，例如在句中插入的

「哪」、「噯」、「唷」、「囉」「嘿」、「該」等字。

唱好客家山歌的訣竅，就在於注意裝飾音的效果、利用虛

字襯字，把握加花的機會，讓曲調靈活有變化，〈天公落

水〉就是典型的例子。

曲中敘述天空下著雨，女孩戴著斗笠來到溪水邊，看著魚

兒在清澈的溪水中游水。男孩看見女孩生得美麗，心生愛

慕卻不敢說出口，又苦於無人說媒，成雙成對的想望更難

成全。在浪漫動人的場景中，男女在河岸邊不期而遇產生

情愫。〈天公落水〉不但是含蓄的情歌，也真實呈現客家

農村的生活情調。

天公哪　落水啊　阿妹啊  戴等草帽來到坑水邊

坑水啊　清又清　魚仔在這水中介泅來泅去

看到哪　阿妹呀　靚又靚     心中暗想不敢講

請無哪　媒人啊　想愛對雙哪　難呀難

天公落水

客家歌謠      編曲 / 涵韻 基隆 ｜台北｜中壢｜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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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秋天，詩人徐志摩最後一次重訪英國劍橋（舊譯

康橋），乘船返回中國。徐志摩把緬懷之情寫成了〈再別

康橋〉這首詩，同年 12 月發表於《新月》月刊第 1 卷第

10 號。此詩曾多次被譜上樂曲，其中「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等句也傳誦一時。

這首〈再別康橋〉的曲調是台灣 1980 年代末，民歌時期

的作品，由李達濤作曲、范廣惠演唱並收錄於《金韻獎第

一輯》，爾後曾被張清芳，蔡琴，萬芳等歌手翻唱。這

次演出的混聲合唱與鋼琴版本，為旅美作曲家周鑫泉於

2008 年所編，在民歌時期的純樸韻味上增添了澎湃浪漫

的色彩。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艷影，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裡，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再別康橋

基隆 ｜台北｜中壢｜台中作詞 / 徐志摩      編曲 / 周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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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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蕊花，生落地，爸爸媽媽疼尚多

風那吹，愛蓋被，嘸通乎伊墜落黑暗地

    開的花需要你我的關心

乎伊一片生長的土地

手牽手，心連心，咱站作伙

伊是咱的寶貝

伊是咱的寶貝

基隆 ｜中壢｜台中詞曲 / 陳明章      編曲 / 蔡昱姍

〈夜來香〉的輕快樂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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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南風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清唱

月下的花兒都入夢，只有那夜來香

吐露著芬芳

我愛這夜色茫茫，也愛這夜鶯歌唱

更愛那花一般的夢，擁抱著夜來香

吻著夜來香

夜來香，我為你歌唱

夜來香，我為你思量

夜來香

基隆｜中壢｜台中詞曲 / 黎錦光      編曲 / 劉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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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 30 歲以上的台灣人，或多或少都對〈明天會更好〉

有些感情。這首歌總結了 1980 年代台灣的時代氣氛，從

大合唱的形式、淨化歌曲的主題，到歌詞中對現實的隱諱

批判，都顯示出社會在動盪中轉型的過程。

〈明天會更好〉原定為台灣光復四十年的紀念歌曲，製

作概念除了呼應美國紅極一時的合唱流行曲「天下一家」

（We Are the World），也貼上了反盜版的宣傳訴求。乍

聽下，曲風相當正向、頗能鼓舞人心，符合戒嚴時期政府

的「淨化歌曲」要求，也奮力傳達世界和平年的關懷。當

年更是台灣合唱團最為興盛的時期，大合唱成為擺脫政治

不安定感的重要途徑。

與曲風相呼應，此時的台灣社會正面臨空前的挑戰與轉

機。除了國際地位的重新界定，本土思潮和民主運動的

推展，也引爆論戰甚至衝突，多元的價值觀正逐漸崛起。

〈明天會更好〉之所以感人，在於那是個相信團結一心就

能解決問題的時代。劉新誠的新創編曲將本曲重新結構，

讓我們得以回首來時路，同時也繼續思考，該用什麼方法

界定和面對今日的挑戰？

輕輕敲醒沉睡的心靈，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獨地轉個不停

春風不解風情，吹動少年的心

讓昨日臉上的淚痕，隨記憶風乾了

抬頭尋找天空的翅膀，候鳥出現牠的影跡

帶來遠處的飢荒，無情的戰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飄零，燃燒少年的心

使真情溶化成音符，傾訴遙遠的祝福

唱出你的熱情，伸出你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讓我們的笑容，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為明天獻出虔誠的祈禱

誰能不顧自己的家園，拋開記憶中的童年

誰能忍心看他昨日的憂愁，帶走我們的笑容

青春不解紅塵，胭脂沾染了灰

讓久違不見的淚水，滋潤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熱情，伸出你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讓我們的笑容，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為明天獻出虔誠的祈禱

輕輕敲醒沉睡的心靈，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獨地轉個不停

日出喚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讓和風拂出的音響，譜成生命的樂章

唱出你的熱情，伸出你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讓我們的笑容，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

明天會更好

基隆作詞 / 羅大佑、張大春、許乃勝、李壽全、邱復生、張艾嘉、詹宏志      作曲 / 羅大佑       編曲 / 劉新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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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鼓舞了我〉是由神祕園二重奏（Secret Garden）的鋼

琴家暨作曲家羅夫．勒夫蘭（Rolf Løvland），以愛爾蘭

傳統音樂為靈感所譜寫的作品。

這首曲子起初是器樂作品，標題為「無聲的故事」（Silent 

Stor y）。當年，勒夫蘭讀到了愛爾蘭小說家布蘭登．

葛拉罕（Brendan Graham）的小說《潔白之花》，描述

十九世紀末愛爾蘭大饑荒的景況，內心深受觸動。作曲家

便邀請葛拉罕為本曲填詞，並首度發行於神祕園二重奏  

2002 年的專輯《紅月》（Once in a Red Moon）。

〈祢鼓舞了我〉極為膾炙人口，於  2005 年美國福音音樂

獎入圍年度最佳歌曲等四項大獎，迄今也已被翻唱超過

100 次，不但是當代教會中經常演唱的福音歌曲，也常被

動畫、電影選作電影配樂。

There is no life,  no l ife without its hunger 

在世萬物總有缺憾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心海波折未臻完美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 led with wonder 

有�陪伴，我便榮光滿盈  

Sometimes I think I g limpse eternity   

偶然回望，彷若浩瀚無垠          

Sometimes I think I g limpse eternity  

有時我認為因為有你我瞥見了永恆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有祢鼓舞，我便能登上群峰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有祢鼓舞，我便能穿越怒海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祢肩上，我便能堅強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祢鼓舞了我，超越我所不能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s so wear y.

每當情緒疲憊、精神困頓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每當災厄來臨、心情沉重

Then I am stil 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我當凝神靜默等待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等祢來此與我安坐

You Raise Me Up       祢鼓舞了我

台北｜中壢｜台中作詞 /  Brendan Graham    作曲 / Rolf Løvland    編曲 / Roger Emerson

〈奉獻〉最早是由女歌手蘇芮所演唱，由朱元雷重新改編

成無伴奏混聲合唱的版本。

「奉獻」二字正是歌詞圍繞的主題，曲中以隱喻的方式，

體現人際關係中的各種無私交換。「長路奉獻給遠方、玫

瑰奉獻給愛情、白雲奉獻給草場」，以世界上萬物緊密連

結的關係，比擬世間各種奉獻。曲中以一連串的問句，環

繞著一個中心問題：對於關心我們的人們，我們究竟能够
奉獻什麼呢？曲末娓娓道出了答案―「愛」。原來奉獻不

僅僅是付出，更是一種愛的體現。

長路奉獻給遠方，玫瑰奉獻給愛情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我的愛人

白雲奉獻給草場，江河奉獻給海洋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我的朋友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

我不停的問，我不停的找，不停的想

白鴿奉獻給藍天，星光奉獻給長夜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我的小孩

雨季奉獻給大地，歲月奉獻給季節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我的爹娘

奉獻

台北｜中壢｜台中作詞 / 楊立德      作曲 / 翁孝良      編曲 / 朱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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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贊助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台北室內合唱團

贊助單位：國藝會、台北市文化局

合辦單位：基隆市文化局

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特別感謝：克拉多鑽石精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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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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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棲設計有限公司    林呈軒、廖子嬋、張雅晴、林姿吟

曲目解說  /  

錄音工程  /  大音音樂工作室    王昭惠

錄影工程  /  楊豐嘉

攝影  / 李東陽、劉倩妤  

執行舞監  /  成協真

工作人員  /  

製作名單

杜     維、卓鈺薰、鍾依寰、陳珀愉、潘國慶、劉洲松、

林迦慧、胡禎尹

姜欣汝、蔡雙竹、卓忠仁、江宜庭、陳麒皓、謝佩容、

李佳玲、陳郁心、陳郁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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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明先生

王德裕主任

台灣合唱協會

任晶晶小姐

朱元雷老師

池麗菁社長

吳美鳳小姐

吳楷銘醫師

吳麗玲社長

呂淑美議員

宋伯麟社長

李東陽先生

李彩霞社長

李傲梅老師

林怡利老師

林明智議員

林映臻老師

林春錦小姐

林詮峰先生

邱愛倫社長

洪汶溶老師

徐少萍立委

翁子安先生

基隆市愛樂合唱團

張支政社長

張智映老師

徠福實業有限公司

莊瑾潔老師

許慶龍社長

陳江山議員

陳江條社長

陳建宏團長

陳建興里長

陳美香老師

陳萬成先生

陳端慧主持人

陳燕慧小姐

曾雪雄社長

黃文裕老師

黃旻齡女士

黃麗貴小姐

黃麗楨老師

暖暖代誌發展協會

暖暖生態協會

暖暖聖光堂唱詩班

楊林紫雯女士

楊春滿社長

詹淑美老師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廖秀齡社長

歐喜強先生

蔡適應立委

蔣臺雲社長

鄧月桂小姐

鄭怡信議員

鄭秋君小姐

鄭鈞云小姐

謝青樺先生

簡心怡老師

簡竹君老師

簡明輝社長

簡麗珍社長

羅承恩老師

譚國才團長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鳴石樂集

林良蓉律師

尹太太

王     可

王光明

王清宜

王雅芬

王雅政

吳太太

呂兆蓉

李     婕

李文傑

杜麗清

汪玉英

谷莉道

周東民

周燕燕

邱淑麗

邵麗容

施秋綿

柯光煜

洪惠美

張志翔

張愷凌

張瑛瑛

許恆慈

許海泉

陳心慈

陳何家

陳雲紅

程永宗

黃淑慧

萬國華

葉莉莉

劉靜惠

潘任展

盧又熏

盧英修

盧浩智

魏谷璘

蘇念慈

本覺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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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名單

特別感謝

感謝捐款人

201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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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室內之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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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號彰化銀行    大直分行銀行帳號 戶名9 7 3 8 - 0 1 - 5 2 9 9 5 - 9 0 1 台北室內合唱團贊
助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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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金額 贊助者權益

伍拾萬元 / 年
( 含 ) 以上｜永久贊助人

同上，永久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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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含 ) 以上

拾萬元 / 年

同 TCS 室內之友會員權益

憑會員專屬電子報優惠訊息，至兩廳院售票系統購買  TCS 主辦之演出節目票券，

可享 9 折票價優惠

向 TCS 直接購買出版品可享 9 折優惠或專屬會員好康

不定期寄發 TCS 會員電子報，並提供最新演出相關訊息

官網與部落格不定期公告各項會員專屬優惠活動 ( 講座安排、活動抽獎等 ) 

未滿壹萬元 / 年

贈送全年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 15 張  ( 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
贈送任選 TCS 出版 CD 十張

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享 7 折

購買 TCS 出版品享 8 折

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伍萬元 / 年
( 含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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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萬元 / 年
( 含 ) 以上

贊助辦法 熱情永續    聲聲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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