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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族群音樂紀實系列
2018

中心主任序

臺灣作曲家人才輩出，他們用音樂作畫筆和顏料，勾勒了島嶼在地的一景一物。為呈現作曲家心中

所思之臺灣聲響，本中心臺灣音樂館特別規劃「臺灣音樂憶像」系列音樂會兩場，邀請愛樂者聆賞動人

樂曲、一同傳遞流轉不息的臺灣之聲。

第一場音樂會《謠唱島嶼》由致力於發揚臺灣合唱音樂之「台北室內合唱團」擔綱演出，帶來蕭泰

然、馬水龍、徐松榮等 8 位臺灣作曲家的 18 首作品，曲目涵蓋國語、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臺灣多
元語言，不同語韻的樂聲錯落共鳴，象徵著臺灣繽紛活潑的生命力，也期望藉由合唱為臺灣音樂注入新

的能量。

第二場音樂會《傳承 ‧ 綻放》邀請臺灣著名單簧管演奏家宋威德與「黑種籽單簧管合奏團」演出，

透過精緻的獨奏、重奏與室內樂編制，呈現多位臺灣作曲家為管樂器所構築之靈巧樂思，以及刻劃出的

臺灣人文風情憶像。

為期兩日、緊湊精采的音樂會，除了重現臺灣音樂大師的經典外，更具意義的是委託臺灣作曲家進

行創作發表，包括：陳樹熙的〈鬼湖戀〉及〈三首童謠〉合唱作品，以及趙菁文的《霧起山語》單簧管

八重奏；本中心臺灣音樂館期盼能讓聽眾接觸到更多國內優秀作曲家之作品、一同感受他們對臺灣豐沛

之情感，並由此逐步落實文化部「重建臺灣音樂史」之理念，與民眾齊步，一步一腳印地踏出音樂足跡。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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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謠唱島嶼

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

Director,

Introduction

Taiwan has never lacked great composers. They apply music as paints and brushes to 
depict local scenes on this island. To present the Taiwanese sounds in these composers’ minds, 
Taiwan Music Institute has particularly set up two themed concerts after the project, Taiwan 
Music Image, inviting music lovers to come enjoy these beautiful melodies and all together to 
make these local sounds go on and on. 

The first concert, Folk Songs of Our Homeland , will be performed by the Taipei Chamber 
Singers, who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promotion of choral music in Taiwan. They will present 
eighteen songs by eight Taiwanese composers, including Tyzen Hsiao, Shui-Long Ma, and 
Sung-Jung Hsu, etc. These songs are in multiple tongues, such as Mandarin, Taiwanese, 
Hakka, and aboriginal languages. The rhythm and rhyme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woven 
together in harmony, which symbolizes the lively diversity of our society. Through the choral 
music, we hereby wish to generate new energy to Taiwanese music. 

As for the second concert,  Inher i tance;  Eff lorescence, we have invited the famous 
clarinet player in Taiwan, Professor Wei-Te Sung, as well as the Hey Seed Clarinet Ensemble 
for performance. By their exquisite arrangements of solo, ensemble, and chamber music, 
this concert will showcase many Taiwanese composers’ clever musical designs for woodwind 
instruments, as well as the Taiwanese cultural images they captured in music. 

The intense concerts for two days in a row not only bring back the classics by great 
Taiwanese musicians but, more meaningfully, entitle the Taiwanese composers to release their 
own pieces, such as the choral works “Dalubaling” and “3 Nursery Rhymes” by Shu-Si Chen, 
and the clarinet octet, “When Fog Rises, the Mountain Speaks,” by Ching-Wen Chao . Taiwan 
Music Institute has constantly been striving to expose the audience to more works by great 
local composers to feel their abundance of love for Taiwan. By means of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realize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s idea of “rebuilding Taiwanese music history,” and together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one step at a time, to leave musical footprints along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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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族群音樂紀實系列
2018

館主任序

臺灣音樂館期盼透過保存研究、鼓勵原創、人才培育與展演推廣，延續臺灣音樂的脈動、展現臺灣

音樂之美。

「臺灣音樂憶像」系列音樂會自 2013年起已陸續策畫三場，包括：《聽見．風景》（2013）、《島
嶼記憶》（2014），以及《臺灣經典音樂憶像錄音講座音樂會》（2016）；透過演出詮釋展現臺灣作
曲家作品，活絡創作風氣，為當代紀錄蓬勃的音樂憶像，並累積臺灣音樂豐富的文化資產。

本年度音樂會力邀之台北室內合唱團與單簧管名家宋威德，皆為國內長期發表藝術創作音樂的傑出

團隊和音樂家－台北室內合唱團曾獲 15 座歐洲國際合唱大賽大獎，並於 2016-2017年入選為本館「大
師門徒與夥伴計畫」團隊；宋威德老師為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曾擔任「中華民國現代音樂協會」

秘書長，並於 2007 年成立「黑種籽單簧管合奏團」，培育更多新生代音樂家，對臺灣音樂作品的推廣
不遺餘力。相信透過兩組團隊精湛的演繹，定能忠實且細膩地體現本土音樂作品之藝術價值。

音樂是時間的藝術，除了能讓聆聽觀眾於現場演出感受音樂的生命力，藉由專業的錄音記錄同樣能

印刻聲音、再現與延續音樂脈動；有鑑於此，本系列音樂會臺灣音樂館皆會陸續出版發行，未來並計畫

納入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讓現場展演與影音出版並行，展現臺灣音樂強韌壯麗的生命力。

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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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謠唱島嶼

Introduction

Taiwan Music Institute wishes to extend the lifespan and showcase the beauty of Taiwanese 
music through the attempt to reserve research results, encourage original composition, nourish 
new talents, and promote concerts as well as exhibitions.

The project, Taiwan Music Image, has launched three themed concerts since 2013, 
including In Hearing of Scenery (2013), Homage of My Homeland (2014), and Concert of 
Classic Taiwan Music Images with Recording Workshop  (2016). Through those performances, 
we interpreted and presented music works of Taiwanese composers, boosting creative vibes, 
documenting the l ively music images of our times, and accumulating an abundant cultural 
legacy of Taiwanese music. 

Both the Taipei Chamber Singers and the famous clarinet player, Professor Wei-Te Sung, 
whom we invite with the utmost sincerity to hold concerts this year, are outstanding musicians 
who have been performing their own works in Taiwan over the years. The Taipei Chamber 
Singers has claimed 15 awards in the International Choir Competition in Europe. On top of 
that, the group was the chosen seed in our Mentor and Partnership Program during 2016-
17. Professor Wei-Te Sung once servic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Music-
Taiwan as secretary-general. At present, he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Music,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e founded the Hey Seed Clarinet Ensemble back in 2007 to nourish 
more new rising stars, sparing no effort in introducing Taiwanese music compositions to the 
public. We can expect that, through the superb presentations brought by these two groups, we 
will be able to bring the artistic value of local music pieces to life authentically with details. 

Music is the art of sounds in real time. Not only do we want the audience to feel the energy 
at live music scenes, but we attempt to record, recur, and extend it via professional recording. 
Given the ambition, Taiwan Music Institute will publish the series of concerts one at a time. 
Also, in the near future, we manage to have them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Cultural Memories 
Database run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which will allow us to hold live concerts as well as 
publish recordings at the same time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strong vitality of Taiwanese music. 

Taiwan Music Institut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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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族群音樂紀實系列
2018

節目策展理念

節目簡介

質樸親切的臺語歌謠、韻味悠長的客家山歌、飽含山海節奏的原住民歌謠、富有藝術層次的當代合

唱曲，從臺灣這片土地，誕生了無數動聽歌曲，數百年間，傳唱不息。這些歌曲，不僅是臺灣音樂的璀

璨瑰寶，亦是歷來音樂創作者取之不竭的靈思源頭、文化底蘊。而當代新創合唱曲，則建立在這樣的根

基之上，寫下臺灣合唱音樂絢麗的另一頁。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向來致力於臺灣音樂之推展、典藏，此次即奠基於整理臺灣合唱音

樂歷史脈絡之理念，委託台北室內合唱團規劃「2018臺灣音樂憶像《謠唱島嶼》」音樂會。

台北室內合唱團成立二十餘年，不斷深耕臺灣合唱音樂，從「聽你．聽我」系列演出的民歌、通俗

歌謠取向，到「合唱無設限」系列演出的當代委託創作發表，傳承臺灣經典，並持續向海外發聲，與此

次「2018臺灣音樂憶像《謠唱島嶼》」擁有共同願景，在音樂時空的流轉間，連接著臺灣遙遠的過去與
未來。

「臺灣音樂憶像 ‧ 謠唱島嶼」─臺灣這片土地，誕生了無數動聽歌曲，這些歌曲，不僅是臺灣音

樂的璀璨瑰寶，亦是歷來音樂創作者取之不竭的靈思源頭。台北室內合唱團將演唱臺灣音樂大師的經

典作品，用最精緻純粹的歌聲，向這些乘載臺灣故事與社會記憶的作品致上最誠摯的敬意。透過改編、

拼貼與轉化，舊時代歌謠得以藉合唱曲面貌再現新風華，多重人聲交織成豐沛時代聲響，世世代代，

傳唱不息。

Folk Songs of Our Homeland is held under the older project,  Taiwan Music Image. 
Taiwan is the home of countless touching melodies. These tunes are not only the precious 
treasures of Taiwanese music, but also an endless source of musical inspirat ion for the 
composers in history. A selection of classics by Taiwanese music masters wil l be performed 
by the Taipei Chamber Singers, who wil l pay tribute to these works about Taiwanese stories 
and social memories through their purest and most delicate voices. Rearranged, remixed, 
and transformed, through new choral arrangements, these old-time melodies are brought 
back to the audience with new feels, while the rich layers of l ive human voices take them 
on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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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謠唱島嶼

演出曲目

一、蕭泰然 

1. 〈上美的花〉................................................................................................... 詞 / 東方白、曲 / 蕭泰然 

2. 〈台灣是寶島〉............................................................................................... 詞 / 顏信星、曲 / 蕭泰然 

3. 〈永遠的故鄉〉............................................................................................... 詞 / 吳景裕、曲 / 蕭泰然

二、馬水龍 

4. 〈黑面祖師公〉.................................................................................... 詞曲 / 臺灣民謠、編曲 / 馬水龍 

5. 〈卜卦調〉............................................................................................ 詞曲 / 臺灣民謠、編曲 / 馬水龍 

6. 〈西北雨直直落〉....................................................................... 詞 / 葉明龍、曲 / 黃敏、編曲 / 馬水龍

三、沈錦堂 

7. 〈台東調〉............................................................................................ 詞曲 / 臺灣民歌、編曲 / 沈錦堂 

8. 〈老山歌〉............................................................................................ 詞曲 / 客家民歌、編曲 / 沈錦堂

 

四、徐松榮 

9. 〈中國的四季組曲〉.................................................................................... 詞 / 中國詩詞、曲 / 徐松榮

五、張炫文 

10.〈草仔枝〉...................................................................................................... 詞 / 林武憲、曲 / 張炫文 

11.〈風吹〉.......................................................................................................... 詞 / 吳秀麗、曲 / 張炫文 

12.〈土地之戀〉.................................................................................................. 詞 / 王尚義、曲 / 張炫文

六、曾興魁 

13.〈搖籃曲〉............................................................................................ 詞曲 / 客家民謠、編曲 / 曾興魁 

14.〈一隻鳥仔〉........................................................................................ 詞曲 / 臺灣民謠、編曲 / 曾興魁

七、錢南章 

15.〈天黑黑〉........................................................................... 詞 / 臺灣童謠、曲 / 林福裕、編曲 / 錢南章 

16.〈丟丟銅仔〉........................................................................................ 詞曲 / 宜蘭民謠、編曲 / 錢南章

八、陳樹熙 

17.〈鬼湖戀〉........................................................................................ 詞曲 / 魯凱族歌謠、編曲 / 陳樹熙  

　　　　　　　　　　　　　　　　　　　　　　　              　　　　              ( 委託創作及世界首演 ) 

18.〈三首童謠〉.................................................................. 詞曲 / 卑南族歌謠、布農族歌謠、阿美族歌謠   

　　　　　　　　　　　　　　　　　　　　　             　            編曲 / 陳樹熙 ( 委託創作及世界首演 )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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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

一、蕭泰然

1.上美的花 

上美的花，請問妳，上美的花開在哪 
我愛伊永遠　歛，我愛伊永遠　謝 
我愛伊永遠清香，我愛伊永遠美麗 
我聽見花偷偷仔加我講 
我沒開在 Rocky，我沒開在 Canyon 
我孤開在妳心中，妳日夜思念的故鄉 
上美的花

2.台灣是寶島 
台灣好！台灣好！台灣人講是寶島 
甘蔗甜，稻仔圓，香花果子滿滿是 
鳳梨、西瓜、菝仔、荔枝 
葡萄、莖蕉、檨仔、浸柿 
請恁逐項吃看　，吃了包恁笑嗨嗨

台灣好！台灣好！台灣人叫美麗島 
山嶺青，田野平，四季如春好景緻 
阿里山頂、日月潭邊、天祥絕景、恆春海墘 
請恁逐位攏去繞，繞了包恁笑嘿嘿

台灣好！台灣好！台灣點心通人褒 
湯頭甜，小價錢，上桌大碗閣滿墘 
碗粿、米糕、肉粽、魚　 
貢丸、米粉、蚵煎、担麵 
請恁逐項攏來試，試了包恁笑咪咪

台灣好，台灣好，台灣人叫美麗島 
好種作，好𨑨𨑨𨑨 

實在堪稱是寶島，是寶島

3.永遠的故鄉 

看到是茫茫的海水，思念是遠遠的故鄉 
三十年飛鳥在流浪，故鄉，我的故鄉 

鼻著是芬芳的花味，風吹是靜靜的故鄉 
一二叢蓮霧在開花，故鄉，我的故鄉 
照著是白白的月光，出日是美麗的故鄉 
三四甲稻仔在結穗，故鄉，我的故鄉 
聽到是近近的笑聲，作夢是細漢的故鄉 
五六隻蜻蜓在戲水，故鄉，我的故鄉 
踏著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遠的故鄉  
每一遍心內在叫你，故鄉，永遠的故鄉

二、馬水龍

4. 黑面祖師公 

黑面祖師公白目眉，無人加你請該己來，該己來 
黑面祖師公白目眉，無人加你請該己來，該己來 
一個面格笑咳咳，笑甲一個嘴仔離西西 
到底為舍代，舉椅頭仔看目眉 
椅頭踏無好削落來 
削一個有嘴齒擱無下骸，真利害 
大聲小聲哀，無講無人知，無講無人知，無人知 
黑面祖師公白目眉，無人加你請該己來，該己來

5. 卜卦調 
手搖籤筒有三支 
要卜新娘入門喜 
現在有身三月日 
包領會生莫嫌遲

頭枝五娘陳三兄 
甘願為奴來掃廳 
婚姻雖然能成事 
一心歡喜一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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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枝關公扶老備 
要問仙祖做生意 
你若添油二百四 
明年一定大趁錢

三枝蜻蜓飛落網 
這運財利有較空 
仙祖壇前來解厄 
這運財利有希望

6. 西北雨直直落 

西北雨直直落　鯽仔魚欲娶某 
鮕魷兄打鑼鼓　媒人婆仔土虱嫂 
日頭暗尋無路　趕緊來火金姑 
做好心來照路　西北雨直直落

西北雨直直落　白翎鷥來趕路 
翻山嶺過溪河　找無巢跌一倒 
日頭暗怎樣好　土地公土地婆 
做好心來帶路　西北雨直直落

西北雨直直落　鯽仔魚欲娶某 
鮕魷兄打鑼鼓　媒人婆仔土虱嫂 
日頭暗尋無路　趕緊來火金姑 
做好心來照路　西北雨直直落

三、沈錦堂

7. 台東調 

來去台東是花蓮港，路頭生疏喂不識人 
望要阿娘來相痛，疼阿哥是出外人

8. 老山歌 
摘茶愛摘嫩茶心哪 
一皮皮摘來啊就湊上斤哪 
阿哥問妹就摘來做麼個哪 
我摘來分哥就發萬金哪

四、徐松榮

9. 中國的四季組曲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 
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五、張炫文

10.草仔枝 

日頭曝　死，（彼落）大水淹　死  
落霜凍　死，（彼落）風颱吹　死 
有露水我就活落去，春風來我就出頭天  
有露水我就活落去，時機到我就出頭天 
我若出頭天，世界就青青  
青青青，（閣）青青青 
葉仔會乾根　爛，代代（閣）　生湠

11.風吹 
風吹，風吹，無翅會曉飛 
我想欲親像風吹，逍遙自在天頂飛  
我想欲親像風吹，逍遙自在，飛啊飛啊飛 
飛去探大海，飛去看高山， 
飛去遠遠的所在，飛啊飛啊飛

12.土地之戀 
我在土地中生長 
我在土地中茁壯 
因此，我愛家鄉 
更愛那裡土地的芳香 
從小，我躺在她的懷裡 
唱著童稚的歌 
把日子和憂傷，一齊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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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我智慧的箭頭，紮了一對翅膀 
日日追逐著雲雀，向藍天飛翔

我從她，像從母親那裡 
得到了勤樸，豪爽和一顆永恒的理想 
多少年來，為着這個理想，到處漂泊流浪 
在人海裡，我是一塊不沈的鋼

二十年　一個夢 
希望在夢裡撒了種 
有一天我要揚帆歸去 
那時 
我要把生命化做一個吻 
把我的生命貼在她胸膛 
然後，讓我們永別 
在永別的路上我也要歌唱

六、曾興魁

13.搖籃曲 

日頭對頂緊喔哇喔  
正午時哇喔喔愛睡唷 
腳踏人影緊莫過叫哇咧肚會饑唷 
汝母歸來唷咧 
肚饑肚渴緊喔哇喔 
無茶食哪喔喔愛睡唷 
嘸得做息緊莫過叫哇咧 
好歸里唷汝母歸來唷咧 
喔喔愛睡唷 
喔喔愛睡唷 
喔喔愛睡唷

14.一隻鳥仔 
捉要死  捉要死  
個生個有個生個有咧 
一隻鳥仔嘿嘿 
嘿都嘎吉揪耶喔 
三更半夜找無巢 
不知要怎樣 

七、錢南章

15.天黑黑 

天黑黑　要落雨　阿公仔舉鋤頭要掘芋 
掘啊掘　掘啊掘　掘著一尾旋鰡鼓 
咿喲嘿都　真正趣味 
阿公仔要煮鹹　阿媽要煮淡　兩人相打弄破鼎 
咿喲嘿都　啷噹叱噹嗆　哇哈哈

16.丟丟銅仔 
火車行到伊都 阿莫伊達丟 唉喲磅孔內 
磅孔的水伊都 丟丟銅仔伊都  
阿莫伊達 丟仔伊都滴落來

八、陳樹熙

17.鬼湖戀

(1)  Ai lha ina ma ka naele. 
親愛的媽媽們呀！

lika ta wa se nga ku. 
我就要離開你們了

lungi bali din lidingi 
當你們看到我的身體

Kulhe na ilhi. 
在湖上旋轉時

lhiu dame nga kuiae. 
我已經進入小鬼湖了

ai ka se nai lhi. 
你們就再也

Pake lha lhu ma niligi. 
看不到我了

(2)  Aitha lalai BALHE NGE. 
我們的寶貝女兒呀！

lika tu wa se nga su. 
你就要離開我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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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yam:飛禽類，鳥、雞皆是，此處指會啼叫的公雞。

*詞意 :祖父 :公雞在咕咕叫了，該起床囉。孫子：好好！

* 背景 : 收穫祭時，歡樂氣氛瀰漫，晚上時，孩子很晚才睡覺。早上起
不來，但有許多節目還要進行，只有麻煩老人家來叫醒孩子。

liu guki lege lege  
消失在我們這座山的村莊

Ki ce ke lhe ta. 
嫁到小鬼湖去了

Ki thare ve mu wa rhalhupali ngi 
你將永遠住在那裡

aikuce ke lhe lhi  
再也不回來村莊了

lhali kai su i ya e. 
妳要記得部落的人哦！

18.三首童謠

(1)  Asay i kolulu一隻動物 (卑南族 ) 
Asay i kolulu. 
有一隻動物

na may karolangiya, 
非常兇猛

asay nane ma 
這一隻雲豹要六個人

likulaw nosasi kibau. 
才能夠把它綑綁起來 

aiyanga - aiyanga nomai, 
雲豹的叫聲像這樣（很恐怖）

Asay i kolulu,  
有一隻動物

na may karolangiya. 
非常兇猛 

asay do nosasikibau 
這一隻雲豹要六個人

no liku law. 
才能夠把它綑綁起來

aiyanga - aiyanga nomai 
雲豹的叫聲像這樣（很恐怖）

(2) Nuin tapuskuan螢火蟲過來 (布農族 ) 
Nuin tapuskuan, nuin tapuskuan, 
螢火呀蟲過來 螢火蟲呀過來

antadaiza danum ma mapais,  
那邊的水味道比較苦

antaiti danum ma madavus, 
這邊的水味道比較甜

nuin nuin nuin tapusk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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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唱追，饒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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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簡介

｜蕭泰然 （1938~2015）

｜馬水龍 （1939~2015）

有「臺灣拉赫瑪尼諾夫」之稱的當代音樂家蕭泰然，被譽為臺灣最後「浪漫主義鋼琴詩人」，一生

致力於臺灣本土音樂融入西方音樂的創作。他除重新改編臺灣歌謠外，同時也創作臺語歌謠和懷鄉歌曲，

竭盡畢生精力寫出故鄉的歌、土地的故事，如〈出外人〉、〈嘸通嫌臺灣〉、〈遊子回鄉〉等歌曲，其

輝煌的音樂成就，使他獲致斐然的國際聲望，獲獎無數。

「先有民族性才能成為世界性」。有音樂獨行俠之稱的留德作曲家馬水龍，一直思考在音樂上如何

走出自己的路。文化發展和歸屬，一直是馬水龍關切的問題，不僅是自己的理念和行動，更在往後的音

樂教育上積極投入。

馬水龍的所有創作，幾乎都是來自臺灣土地上的文化氛圍，民俗節慶、民間傳說、戲曲唱腔等，以

身受西樂訓練的背景為傳統樂器寫曲，突破了西樂界與「國樂界」老死不相往來的藩籬，創作了《孔雀

東南飛》、《廖添丁》、《竇娥冤》等舞劇音樂。以《廖添丁》舞劇音樂為例，這部作品運用了五聲音階，

和鑼鼓、簫、笛、大廣弦（歌仔戲伴奏裡的中音胡琴樂器）等戲曲樂器和效果，是一首老少咸宜，充滿

戲劇性的音樂。

｜沈錦堂（1940~2016）

｜徐松榮（1941~2012）  

沈錦堂，創作與教學熱忱並進的客籍作曲家，長年為臺灣音樂創作，情感真摯而溫柔。其音樂創作

各具特色、風格各異，作品〈漂流〉曾獲愛國藝術歌曲創作首獎，此時期亦加入「雲門舞集」的創團作

曲家之一，為臺灣的藝術寫下經典而優雅的篇幅。

沈錦堂創作與教學並進，作曲風格細膩流暢，創作手法多用本土音樂素材，民族情懷浩浩可見，如

合唱曲〈正氣歌〉、歌劇《魚腸劍》；教學態度嚴謹仔細，傳承一身音樂涵養。

徐松榮一生為音樂默默耕耘，作品富有文化內涵，為臺灣作曲界寫下美麗而永恆的動人樂章。徐松

榮將音樂創作融入教育理念，將客家傳統民謠編寫成合唱曲，為客家音樂投注心力，並認為合唱曲可以

培養孩子們的群性。

徐松榮個人與其作品與社會的互動頻繁，除了積極參與社會團體的活動，其在客家音樂創作耕耘許

久，作品之豐富，在客家音樂史上可說是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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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南章（1948~　）

錢南章受德國音樂教育影響，在西方現代音樂及東方的傳統音樂當中，嘗試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運用現代音樂技巧，融合古典音樂的特色，使他在音樂之路獲獎無數。作品《詩經五曲》獲得中山文藝

創作獎；《擊鼓》、《馬蘭姑娘》、《佛教涅槃曲》、《號聲響起》等作品，先後獲得各屆金曲獎最佳

作曲人獎；2005年榮獲第九屆音樂類國家文藝獎。其作品豐富，尤其以室內樂的創作最多，經常在世界
各地演出。

｜陳樹熙 （1957~　）

身兼指揮家與作曲家的陳樹熙，非傳統音樂科班出身，對他來說，音樂的本質沒有地域、背景、高

低雅俗之分。除了透過指揮與作曲實踐自己的理念外，陳樹熙亦以其藝術行政之長才推動臺灣音樂環境

之發展。曾擔任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助理指揮，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副指揮、副團長、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團長。是少數能以全方位的才能積極表達與實踐己身理念的臺灣音樂家之一。

作曲家簡介

｜張炫文（1942~2008）

音樂教育家張炫文，在民族音樂和歌曲創作等音樂專業領域，卓然有成，更是臺灣首位以學術方法

深入研究歌仔戲音樂，以及臺灣說唱音樂的學者。

張炫文長期接受鄉土音樂的薰陶洗禮，創作的歌曲親切且蘊含鄉土性，廣受海內外聲樂家及合唱團

的青睞。本次音樂會將演唱的〈風吹〉、〈草仔枝〉、〈土地之戀〉曲目，都是他的代表作。

｜曾興魁（1946~　） 

臺灣作曲家曾興魁，其作品常以中國文化特色與其鄉土淵源為音樂創作的源流，融合傳統與前衛音

樂，並研發各種新技法來呈現。他的音樂風格極為特殊，旋律中相競相成交織著中國音樂傳統元素與現

代音樂技巧。

基於客籍原鄉的情懷，曾興魁也曾寫作多首客家歌曲，包括本次音樂會將演出的〈搖籃曲〉；除了

寫作客家歌謠，也有以臺語創作的歌曲，像〈一隻鳥仔〉等作品。

20180511_謠唱島嶼節目冊_內頁_FA.indd   12 2018/5/14   下午2:10

13

臺灣族群音樂紀實系列
2018

演出者簡介

指　揮 /陳雲紅

鋼　琴 /王乃加

陳雲紅曾多次帶領合唱團於歐洲各地參加國際合唱比賽

與演出，榮獲多項大獎以及最佳指揮獎。她時常受邀於國際

合唱比賽擔任評審以及合唱指揮工作坊講師。20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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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演唱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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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臺灣合唱音

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近年來活躍於樂壇，曾受鋼琴家史蘭倩絲卡讚譽「擁有

驚人的視譜能力，是位不可多得的伴奏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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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鋼琴合作。

累積豐富的演出經歷，曾赴美國、日本、香港、印度、

上海、北京等地演出。與台北愛樂歌劇坊演出多部歌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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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色 2》、《吹動島嶼的風》專輯。與天作之合劇團演出創
團劇《天堂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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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德國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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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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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曲目涵蓋室內合唱至大型管弦樂合

唱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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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室內合唱團除了演唱活動，2006年更啟動「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與
臺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美國等傑出作曲家合作，催生 40餘首全新當代合唱創作，並在國際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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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受邀至著名音樂節慶中演出。

除了在精緻合唱的深耕不遺餘力之外，台北室內合唱團亦肩負社會公益之期許；陸續成立五個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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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4及台北室內 50合唱團等。

演出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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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高音｜鍾慧敏、溫佳霖、王逍遙、朱家萱、江宇雯、何青菁、卓鈺薰、林珊慧、原　意、陳蕎薰、曾鈺娟、

趙袖妏、劉怡伶、鄭以琳、謝妤敏

女低音｜謝竺晉、莊皓瑋、方素貞、包宇歡、江宜庭、吳麗秋、李  琦、李筱筠、林迦慧、郭靖怡、陳珀愉、
陳珮印、陳語彤、葉依婷、鄭以心

男高音｜高端禾、李駿平、吳冠穎、林　叡、郭靖威、陳昊立、黃雨農、楊翔智、潘劭筑、潘國慶、潘敏政、

謝尚修

男低音｜鄭有席、杜　維、李政國、阮昱祈、林育生、胡禎尹、張林子軒、陳麒皓、謝述澄

團隊大事紀
2017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8 

2007

2006

2005 

「第十屆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首位受邀臺灣合唱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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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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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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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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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L 亞太音樂節」現代合唱作品指定發表團隊

「金曲獎傳藝類」最佳演唱獎得主

丹麥「IFCM 世界合唱音樂論壇」委託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香港「ISCM_ACL 國際現代音樂節」現代音樂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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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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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粗體字為聲部長

團員名單

執行團隊

藝術總監暨指揮｜陳雲紅　　助理指揮｜潘國慶　　　

團　長｜方素貞　　行政總監｜房樹孝　　團務經理｜高端禾　　行政經理｜黃曉君　　行銷經理｜呂淑靜　

企劃專員｜王　琳、曾珮瑜　　　　　　　執行製作｜馬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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