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簧管│ 

許詠棻、許瑋庭（台北場）

英國管│ 

施佑潔（台北場）

低音管│ 

蔡碧芳、邱敬雯（台北場）

小號│ 

黃書啟、吳紹愷（台北場）

長號│ 

周家禾、游文惠、張芸瑄（台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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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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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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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01.04

國家音樂廳

台北

藝術總監暨指揮│ 
陳雲紅
演唱│ 
台北室內合唱團
鋼琴│ 
王乃加、張寶藝
手風琴│ 
潘默士
打擊│ 
余沁芸、黃靖元

《詩篇交響曲》改編 │



繼去年《紅紅夫人的異想世界》由交響樂改編的經典大型合唱曲首創全新聲
量，今年的《紅紅夫人的異想世界─ Stravinsky 詩篇交響曲》將延續相同的
精緻與品味，呈現「當代合唱世界精選」與「大師經典樂曲」兩大主題，帶領台
北室內合唱團創作多元的時空變幻之旅。

整場演出作品風格迥異，由極熱而極冷、極南而極北，宛如遊走一趟音樂異境
之旅。上半場富有民族色彩，揀選了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第一位為西班牙作曲
家 Javier Busto，其音樂創作深受西班牙巴斯克地區民謠啟發，並結合現代技
法與早期傳統和聲，呈現多彩且內斂風格。第二位作曲家 Alberto Grau 雖同
樣出身西班牙，但從小移居委內瑞拉，其創作蘊藏南美洲文化特質。最後一位
是印度裔的作曲家 Ethan Sperry，聆聽他的音樂，能使我們拋開熟悉的調性
音樂的束縛，進入印度調式的異想世界，隨著另類節奏搖擺。

下半場「大師經典樂曲」則是 20 世紀俄國音樂家 Igor Stravinsky 的現代合
唱音樂經典作品。Igor Stravinsky 作品多樣，交織各種音樂語法。以《彌撒》
（Mass）開端，而後以浪漫磅礡的《詩篇交響曲》（Symphony of Psalms）作
為音樂旅程終站，為音樂會豐富的異境之旅更添藝術層理，精彩可期。

誠摯邀請您與我們的歌聲一同遨遊細膩靈動與深邃悠遠的《紅紅夫人的異想
世界─ Stravinsky 詩篇交響曲》，在音聲中共同感受深藏於你我內心的神祕
共振。

演出的話

藝術總監暨指揮



Javier Busto 布斯托
1. O Magnum Mysterium

哦！偉大的奧秘
2. Euskal Jokoak

巴斯克節奏
詞｜ JOSUNE LÓPEZ 羅佩茲

3. Ametsetan
在夢中
詞｜ JOSUNE LÓPEZ 羅佩茲

Alberto Grau 格勞
4. Abraham

亞伯拉罕
5. Magnificat-Gloria

聖母頌讚曲－光榮頌

Ethan Sperry 史柏利
6. Jai Ho

與我共舞
曲｜ A. R. RAHMAN 拉赫曼

7. Dwijavanthi
德威亞旺堤

Igor Stravinsky 史特拉汶斯
8. Mass

彌撒
詞｜ THE ORDER OF MASS 彌撒經文

9. Symphony of Psalms
詩篇交響曲
詞｜ THE BOOK OF PSALMS 詩篇

中場休息

演出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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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室內合唱團除了演唱活動，2006 年更啟動「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與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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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成立六個附屬合唱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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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室內合唱團 
Taipei Chamber Singers



2019

- 發表當代合唱音樂劇場《念你如昔》。

- 〈大地之歌—傾聽城市的聲音〉專輯
入圍第三十屆「傳藝金曲獎」最佳演
唱獎。

2018

- 第三十五屆「ACL 亞太音樂節」現
代合唱作品指定發表團隊。

- 〈破繭與重生－文藝復興 VS. 當代合
唱作品集〉專輯入圍第二十九屆「傳
藝金曲獎」最佳藝術音樂專輯獎、最
佳詮釋獎：指揮、最佳詮釋獎：演唱
類。

2017

- 第十屆「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
首個受邀台灣合唱團隊。

2016

- 〈聽你．聽我 II －台灣歌謠的愛與聆
聽〉專輯入圍第二十七屆「傳藝金曲
獎」最佳詮釋獎、最佳錄音獎、最佳
藝術音樂專輯獎。

2015

- 〈寂靜之聲－西方經典聖樂作品〉專
輯：第二十六屆「傳藝金曲獎」最佳
專輯製作人獎、最佳詮釋獎：指揮。

-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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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第十三屆 「台
新藝術獎」第四季提名。

- 〈聽你．聽我 I －台灣人文合唱專輯〉
入圍第二十五屆「傳藝金曲獎」最佳
詮釋獎、最佳錄音獎。

2013

- 前衛人聲跨界製作〈合唱無設限 VI 
－無〉人聲新媒體跨界製作，榮獲第
十二屆「台新藝術獎」年度 15 大傑
出藝術作品。

- 義大利第二十二屆「La Fabbrica 
del Canto 國際合唱音樂節」唯一亞
洲演出團隊。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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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 第二十九屆「ACL 亞太音樂節」現
代合唱作品指定發表團隊。

2010

- 〈當代狂潮－當代合唱音樂作品〉專
輯：第二十一屆「傳藝金曲獎」最佳
演唱獎。

2008

- 丹麥哥本哈根第八屆「IFCM 世
界合唱音樂論壇（The 8th World 
Symposium on Choral Music）」
委託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2007

- 香港「2007 國際－亞太現代音樂
節（2007 ISCM-ACL World Music 
Days Hong Kong）」現代音樂創作
指定發表團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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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室內組第一
名與大賽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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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 西班牙巴塞隆納第十九屆「康托尼格
羅（Cantonigròs）國際合唱大賽」
藝術組第二名、民謠組第二名。

1996

- 英國北威爾斯第五十屆「朗高倫
（Llangollen）國際合唱大賽」民

謠組第一名、室內組第三名。

1995

- 奧地利第三十二屆「史畢達（Spittal）
國際合唱大賽」藝術組第二名、民謠
組第三名、最受歡迎團體獎。

1994

- 義大利第四十二屆「阿雷佐（Arezzo）
國際合唱大賽」民謠組第一名、現代
音樂組第二名、早期音樂組第三名。

重要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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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米視障人聲樂團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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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她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所錄製的〈當代狂潮〉當代合唱作品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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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專輯榮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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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她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所錄製的〈破繭與重生〉合唱專輯，
入圍第 29 屆金曲獎傳統藝術類別的最佳藝術音樂專輯獎、最佳演唱詮釋獎與最
佳指揮詮釋獎。2019 年，她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所錄製的〈大地之歌〉合唱專輯，入
圍第 30 屆金曲獎傳統藝術類別的最佳演唱詮釋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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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德國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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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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樓合唱團鋼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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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臣》等
多部歌劇，並演出近四十場《甘泉藝文沙龍音樂會》。與台北室內合唱
團錄製〈大地之歌〉、〈謠唱島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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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十一月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赴海南島演出。2017 年九月與台北室
內合唱團赴上海現代音樂節演出。三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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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於臺灣彰化，曾學習作曲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師事錢南章與趙菁文教授。除了作曲，亦廣泛涉獵多種樂器，例如
打擊樂、雙簧管、管風琴、二胡、琵琶與古琴等，並且深受西方古樂及
東方傳統音樂的影響；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經常可見新舊並存的風格。

作品〈一場空〉入選 2011 TMC 國際作曲比賽之室內樂組，2013 年參加
盧森堡第十屆國際作曲大賽，榮獲首獎。自彼時起，開始與臺灣各個傑
出的團體合作：2013 年受采風樂團委託絲竹重奏作品〈微聲〉；2014
與幕聲合唱團合作的女聲合唱曲〈記憶中的口簧聲〉；同年的 12 月，
由指揮家 Ed Spanjaard 指揮荷蘭新室內樂團（Nieuw Ensemble）與
小巨人絲竹樂團首演〈畫韻 – 水〉；2015 年新點子樂展《收藏心事》，
與 1002 打擊樂團（E1002）合作為擊樂與互動裝置的集體創作〈Triple 
Music〉、2018 年由國家交響樂團（NSO）委託創作〈拾掇穀聲〉；管弦
樂曲〈最後一哩路〉於 2016 年隨國家交響樂團於美加巡迴，並於 2019
年於臺灣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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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出 生 於 斯 洛 維 尼 亞（Celje Slovenia），9歲 由 Zdenka Šindič 教
授啓蒙，開始手風琴的學習歷程，之後在首都的盧比安納音樂院跟隨 Ernö 
Sebastian 教授繼續精淬琴藝。19歲時轉往德國李斯特音樂學院，師事
Ivan Koval 教授，接著於芬蘭西貝流士音樂學院入 Matti Rantanen 教授
門下，並且在德國音樂院受教於 Stefan Hussong 教授，最終以極優異的
成績在音樂院取得博士學位。

求學期間，他相當活躍於各大師班，和許多世界知名的大師請益，如 Hugo 
Noth、Friedrich Lips、Teodoro Anzellotti、Mie Miki、Oleg Scharow、
Egbert、Spelde 等，也 同 時 享 有 許 多 著 名 學 術 機 構 的 獎 學 金，如 德 國
D.A.A.D 基金會、斯洛維尼亞文化部、斯洛維尼亞 The Gallus 基金會、斯洛
維尼亞盧比安納市基金會等。除此之外，在古典樂界定期接受 Jeunesses 
Musicales Slovenia 的贊助。

1999年贏得第 36屆德國 Klingenthal 國際手風琴大賽第三名。2004年
在西班牙阿拉薩特拔得頭籌，成為第 12屆「Arrasate Hiria」國際手風琴大
賽首獎得主。

才華洋溢的 Primož Parovel 演奏曲目涵蓋極廣，從早期巴洛克到當代，無論
獨奏或是室內樂他都游刃有餘，首演了超過 30首現代新作品，合作的作曲
家潘皇龍、曾興魁、李子聲、蘇凡凌、黃志方、加拿大籍 Chantale Laplante、
英籍 Mike Vaughan、德籍 Volker Heyn、MattiasOckert、H. Muenz、瑞士籍 
R. Kelteborn、斯洛維尼亞籍 Uroš Rojko、Tadeja Vulc、Vitja Avsec、Urška 
Pompe、韓籍 Hyunkyung Lim、日籍 Noriko Kawakami、以色列籍 Chaya 
Czernowin……等  。

他為斯洛維尼亞電台及電視台錄製多首音樂作品，並且發行了他的獨奏專
輯〈Obcutja/Feelings〉完美演繹手風琴在 20世紀獨特創作的樂音，另張專
輯〈Amore,amore…〉則呈現手風琴和女高音的吟唱，扣人心弦，百聽不厭！

2004年受邀到斯洛維尼亞盧比安納音樂院擔任手風琴助理教授，並且於
2009至 2012年在此音樂院教授手風琴主修。2008至 2017年任教於國
立新竹教育大學，2014至 2015年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座教授，2016年
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客座教授，現任教於清華大學。

名聲遠播的他是許多著名國際手風琴大賽的評審，如 2011年義大利「Citta 
di Castelfidardo」和塞爾維亞「Zvezdane Staze」國際大賽、2012年澳洲
手風琴國際大賽以及 2016年中國哈爾濱國際大賽。他的學生在許多重要
的國際大賽也屢獲冠軍殊榮，成為有名的獨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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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碩士，主修擊樂。曾師事郭光遠、陳振馨、吳
珮菁、吳思珊等諸位教授。2018 年參與台北打擊樂團首張跨界專輯
〈窗外的巴黎〉錄製，入圍第 30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跨界專輯獎，憑
藉著對表演藝術的執著與熱愛，也積極投入鋼琴合作與合唱推廣。

現為台北打擊樂團團員、新北市清傳高商音樂老師、台北城中長老教
會打擊班老師、天母國小管樂團擊樂分部老師，並擔任台北華新兒童
合唱團、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3、林口新林國小合唱團等鋼琴伴奏。

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擊樂研究所，師事吳思珊、吳珮菁教授。
2013 年以全國擊樂榜首考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同年加入台北打擊
樂團（Taipei Percussion），成為正式團員至今，參與多場社區推廣
巡回音樂會及年度公演。其中包含《作曲家列傳 - 黃婉真》、《擊•經
典再現》、《星際大戰》、《窗外的巴黎》。

2014 考入 漢 光演 襲 人 聲 樂 團 擔 任 Baritone 聲 部，之後 隨 團參 與
2015 杭州文創博覽會、2016 西安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山西全國圖
書博覽會，以無伴奏人聲合唱推廣中國古典詩詞。2017 舉辦黃靖元
個人擊樂獨奏會。2018 年參與台北打擊樂團首張跨界專輯〈窗外的
巴黎〉錄製，入圍第 30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跨界專輯獎。2019 與友人
成立無限電人聲樂團（Unlimited Power），參與日本河口湖 Fuji 國
際阿卡貝拉大賽榮獲第三名以及 TCMC 台灣盃現代阿卡貝拉大賽社
會組金牌第二名（第一從缺），現為台北打擊樂團團員、無限電人聲
樂團團員、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助教、城中長老教會打擊班指導老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鋼琴演奏碩士。受母親啟蒙音樂的學習，主
修鋼琴，曾師事蘇淑華老師、陳振明老師、洪翠峰老師。1992年參加
全國高中音樂班資優甄試，保送國立臺灣師大附中音樂班，主修鋼琴，
師事徐頌仁教授；副修理論作曲，師事盧炎教授。1995年參加全國
大學音樂系資優甄試，保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鋼琴，師
事賴麗君教授。自學校畢業後，隨即全心投入教職，同時不斷地自我
學習，曾擔任青韻合唱團、台北室內合唱團鋼琴伴奏。目前任教於國
立臺灣師大附中。

1996/ 04 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鋼琴協奏曲比賽「最佳協奏獎」。
1997/ 08 參加法國「尼斯音樂營」鋼琴及伴奏課程，分別受教於 Olivier Gardon 
                  及 Alain Jacquon。 
1997/ 12 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鋼琴協奏曲比賽第一名。
1998/ 03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管弦樂團於師大禮堂合作演出。
1999/ 05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演奏廳舉辦鋼琴獨奏會。
1999/ 08 應大阪同鄉會之邀，於大阪クレオ大阪東演出「台灣のタベ」。
2004/ 06 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廳舉辦鋼琴獨奏會。
2006/ 01 於國家演奏廳舉辦鋼琴獨奏會。
2007/ 08 於國家演奏廳舉辦《張寶藝、謝書儀雙鋼琴演奏會》。
2008/ 06 於十方樂集「週末音樂會系列」舉辦鋼琴獨奏會。
2018/ 03 於台中溪水藝術關懷協會舉辦之沙龍音樂會，擔任蘇顯達老師全場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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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絃樂與擊樂研究所，現擔任家教及演出
的工作。1995 年出生於臺灣臺南市，自小三開始就讀音樂班，曾就
讀臺南市新民國小音樂班、南新國中音樂班、臺南女中音樂班及國
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2013 年曾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雙簧管高
中職 A 組優等之殊榮，2016 年於臺北藝術大學舉辦個人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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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在校期間長期擔任管弦樂團雙
簧管首席，多次榮獲獎項。亦積極參與各大樂團音樂演出，如台北愛
樂管弦樂團、樂興之時管弦樂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團、台北
市民交響樂團、臺灣管樂團、台北世紀交響樂團等各大樂團之演出。

現為一名音樂工作者，戮力於音樂教學及音樂演出，亦涉略音樂創
作、電台主持、專輯製作、企劃執行等其他藝文相關產業，期望在探
究不同領域中更貼近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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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以第一志願考進國立藝術學院（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
學系。1994 年申請進入美國北科羅拉多州立大學（UNC）音樂系碩
士班，主修雙簧管演奏，師事科羅拉多交響樂團雙簧管首席 Peter W. 
Cooper 與洛杉磯愛樂樂團雙簧管首席 David Wiess。

回臺後致力於表演和教學工作，曾任國立政治作戰學校（今國防大
學）音樂系講師，現為臺灣管樂團和台北市民交響樂團團員。

許
詠
棻 

雙
簧
管

幼時就讀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音樂班，後進入臺北市立南門國
中音樂班主修低音管。大學畢業於臺北市教育大學音樂教育系，並
進入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進修低音管與電子音樂、理論作曲。

曾任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低音管組評審委員、新竹市藝術與人文國教
輔導團員。現為臺灣管樂團、台北市民交響樂團低音管團員、新竹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管樂團老師、臺北市福星國民小學
音樂班專任音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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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天主教輔仁大學音樂學研究所，主修低音管。曾任台北愛樂
管弦樂團、台北世紀交響樂團、臺灣管樂團、台北市民交響樂團低
音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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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讀於國立三重高級中學（今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音
樂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法國凡爾賽音樂院、法
國國立瑪爾梅松音樂院、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絃與擊樂研究
所長號榜首。

18 歲考取亞洲青年管弦樂團，多次獲得全國音樂比賽長號獨
奏第一名。現為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評審委員、藝聲管樂團團
長暨首席、狂美交響管樂團長號首席、玉山菊元合奏團長號
首席等，以及多所學校長號、低音銅管指導老師，並為「周
老師長號教學與演奏」粉絲專頁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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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由陳長伯老師啟蒙開始學習小號，隨後考入古亭國小
音樂班主修小號，師事陳長伯老師、吳建銘老師。高中二年級
起師事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小號首席鄧詩屏老師。2006 年考入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主修小號。2012 年考入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師事何君毅老師。

現為大台中愛樂管樂團團員、藝聲管樂團小號首席、狂美交響
管樂團銅管聲部長、玉山菊元合奏團團長，及多所學校小號分
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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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就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曾參與台北青
年管樂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樂團、輔仁大學管絃樂團、
台北愛樂管絃樂團、城韻管樂團、風之香頌法式管樂團、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交響樂團、韶明樂團銅管五重奏、普羅藝術
家樂團、台北世紀交響樂團演出，並於 2012 年正取考入臺北
市立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小號團員。2018 年參與拍攝李榮浩
第五張全新創作大碟《耳朵》主打歌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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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人，畢業於光復國小音樂班、雙十國中音樂班、國立台
中第二高級中學音樂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現就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演奏組，主修長號，師事張
釗銘教授。2019 年曾隨台中市交響樂團與俄羅斯聖彼得堡芭
蕾舞團演出《天鵝湖》並參與陽光台北交響樂團演出孟德爾頌
神劇《聖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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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長號演奏碩士；現任台北愛樂青
年管弦樂團、臺灣管樂團、藝聲管樂團及 1980 室內樂集長號
團員。並擔任臺北市立景興國中、景興國小、成淵高中長號
教師；臺北市立長安國中、東門國小低音銅管分部教師；碧
華國小音樂班長號教師。

游
文
惠

長
號



布斯托，一位讓古老音樂元素注入時尚感的巴斯克作曲家，畢業於西班
牙巴拉多利德大學（La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醫學系，為自學有
成的合唱指揮家及作曲家，先後於1978 在富恩特拉維亞（Hondarribia）
成立愛斯基法雅合唱團（Eskifaia Choir），於 1995 成立青少年女聲合
唱團（Kanta Cantemus Korua），致力於合唱教育，並經常擔任各大國
際合唱比賽的評審及顧問。

誠如布斯托在四年前的電台專訪提到：「我用直覺來創作，盡量避開那
些太重理性思考的數學公式，試圖表達音樂的情感，我覺得這才是最重
要的。」所以他的作品以呈現豐富的和聲色彩見長，素歌風格也經常出
現於他的經文歌，外聲部同音反覆唸誦（Recto tono），其他聲部以級
進的和聲進行，呈現細微的和聲變化，成為厚實豐富的和聲，猶如傳唱
千年的葛利果聖歌吟唱，融入現代感的和聲語彙，相當受到青睞。

布斯托經常使用羅佩茲（Josune López, b. 1964）的詩作譜曲，今晚即
將呈現的〈巴斯克節奏〉與〈在夢中〉，皆為羅佩茲的詩作，調式與調性
交錯出現，再用逐次增加的和聲織度、複雜的舞曲節奏，綻放出璀璨亮
麗的聲響畫面。 

布斯托（b. 1949）
作曲家簡介

Javier Busto



哦！偉大的奧秘，

令人讚揚的神蹟。

世間萬物皆來敬拜，

這躺在馬槽裡的新生王！

蒙福的童貞女

為我們孕育了主耶穌基督。

哈利路亞！

回歸早期音樂吟誦風格，首先為每小節 7 個無符幹的音符，同音反覆在每小節中連續重覆唸誦「哦！偉大
的奧秘」，總共為 11 個小節，如同祈禱般的平靜虔誠，潛移默化般的力量，再用級進的和聲幽微、靜態的
開展、移動。之後進入主音風格樂段，由女高音引導其他三部唱出 9 次的「哦！偉大的奧秘」。

中段轉入 C 大調，織度轉為節奏的模仿進行，依序由男低音、男高音、女中音以同樣的節奏接續唱出「令
人讚揚的神蹟」，隨即各聲部再以長音支撐新的聲部，最後再匯集為主音風格並重申這句讚美之詞，並呼
召「世間萬物皆來敬拜」。

之後，外聲部再用同音反覆唸誦，唱出「這躺在馬槽裡的新生王，蒙福的童貞女」，也再現一開始由女高
音所引導的旋律歌頌出「聖蒙福的童貞女，為我們孕育了主耶穌基督」，在最後 12 小節，以男女聲部以對
唱的形式出「哈利路亞」，燦爛的結束全曲。

O Magnum Mysterium 
哦！偉大的奧秘 曲 | Javier Busto 布斯托 

中譯歌詞參考自 TCMC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網站

O Magnum Mysterium,

et admirabile sacramentum,

ut animalia viderent Dominum natum,

jacentem in praesepio!

O beata Virgo, cujus viscera meruerunt

portare Dominum Jesum Christum. 

Alleluia.

* 此曲由日本指揮家栗山文昭（Fumiaki Kuriyama）委託創作。

Javier Busto



Euskal jokoak aritzen gara
haur, gazte, zahar dantzatzen.
Euskal Herriko ohiturak eta
doinu, musikak zabaltzen. 
 
Nahiz eta herri txikia
kantua, dantza muinean.
Mendi, itsaso artean
doinua zabal airean.
 
Jauzi bat alde batera,
irrintzi oihu bestera,
algara festa ugari 
bazter guztietan nabari.

Biribilketa dantzan
denok elkarturik,
eskuz esku emanda
herriko kaletik. 

Neska, mutilak
arintzen dira
musika tresnak entzunik.
Euskal jokoak goza ditzagun
bizi – biziturik

用擬聲唱法描繪樂器的聲響，以調式旋律舞動著巴斯克的韻律，伴隨著舞蹈的節奏與充沛的活力，馳騁在
大自然的懷抱中。布斯托在 2006 年創作一系列的歌曲並且出版成冊，稱為 Mila Begi，包含了 35 首為同聲
合唱團所寫的歌曲，這首〈巴斯克節奏〉就是其中的一首，在 2010 年改編為混聲合唱版本，強化這首歌的
技巧性，加上了複雜豐富的節奏，明暗對比的和聲，相當的寓教於樂。

這首〈巴斯克節奏〉從 1983 年就開始構思，模擬三種巴斯克傳統樂器的特性，其中 txalaparta 與 tobera
為打擊樂器，alboka 為木管樂器，並且使用三種巴斯克舞蹈節奏，如劍舞（ezpata dantza）、若滋可節
奏（zortziko，為 5/8 拍）和巴斯克土風舞節奏（biribilketa，為 6/8 拍）* 唱出流傳在當地的歌謠，如同
遊戲般的，用音樂來表現巴斯克的民族傳奇。此曲在 2012 年為「西班牙托羅沙國際合唱大賽」（Tolosa 
International Choral Competition）的指定曲。

Euskal Jokoak 
巴斯克節奏

* 註：Biribilketa 為 6/8 拍、進行曲速度的巴斯克地方舞曲，類似帕薩卡利亞舞曲（Passacaglia） 
   無特定的舞步及形式，只需跟隨領舞者一同舞動，並將隊伍任意的構成一直線。

孩子、年輕人、年長者
一起來舞動巴斯克節奏
這是我們的傳統
旋律與音樂
 
就算是在小鎮裡，
唱歌跳舞是生活的必須
旋律傳遍各地
穿越山巒與海洋
 
我們躍動著
高聲歡呼
歡愉與節慶氣氛
遍佈各地

大家一起來
當舞曲響起
手牽手齊來共舞
就沿著村莊的所有街道。

男孩們和女孩們
展開笑顏
當他們聽到樂器聲響
讓我們徜徉於巴斯克節奏中
充實我們的人生

詞 | Josune López 羅佩茲，1964 

曲 | Javier Busto 布斯托 
中譯歌詞參考自 Bustovega 網站



Kaixo lagunak,
goazen denok jaia ospatzera!
 
Agur Maria graziaz betea 
Jauna da zurekin
Bedeinkatua zera zu andre guzien artean 
eta bedeinkatua da
zure sabeleko fruitua Jesus.
Sancta Maria, 
Juangoikoaren ama,
Erregutu ezazu gu
Pekatarien alde orain
Eta gure heriotzeko orduan. 

Dantza dantzari dantzaria
Kanta kantua kantari Kantaria
 
Ez nuke nahiagur esan,
ez behintzat luzerako.
Oroimenak barrenean
iraungo du betiko.
Hegiak pausatzen dira
musikak lausoturik,
oihartzuna entzuten da
gure herrialdetik. 
Ez nuke nahi agur esan…

用音符層層堆疊出豐富的舞蹈節奏，兼容了巴斯克充滿律動性的音樂特性，以及愛爾蘭的奇幻神秘氛圍、
冰火交融，彷彿將愛爾蘭露天慶典的足音雜沓，盡收眼底。

此曲分為四個部份：首先，男聲兩部以 G 音利底安調式（G-Lydian）為基礎，如號角般的聲響中揭開序幕，
呼喚眾人一起參加慶典。之後轉為 E 大調，女聲兩部用唸誦的方式歌詠出「聖母頌」，從 B 音的八度音程，
再逐步添加二度及三度音程，不斷堆疊和聲的織度，聲響逐漸厚實，最後停留在 A 音九和弦上。再轉入 D
大調，以 D 音多里安調式（D-Dorian）唱出豪邁奔放的喜慶場景，用巴斯克土風舞（biribilketa）節奏表現，
並以擬聲唱法模仿樂器的聲響，更使得愛爾蘭小鎮的慶典昇歌鼎沸，進入「阿林 - 阿林舞曲」（Arin-Arin）
* 樂段，氣氛更為熱鬧喧騰。最後的曲終人散，速度轉和為緩，女高音唱出主旋律，道出依依不捨、友誼長
存之情。

Ametsetan
在夢中 

* 註：「阿林 - 阿林」舞曲（Arin-Arin，為快速的二拍子，經常出現於方當果舞曲 （Fandango）之後。

詞 | Josune López 羅佩茲，1964 

曲 | Javier Busto 布斯托 
中譯歌詞參考自 Bustovega 網站

朋友你好
讓我們一起去慶祝 !
 
萬福瑪利亞 滿被聖寵者
主與妳同在
在婦女中妳受讚頌
也受讚頌的
是妳的親子耶穌
聖母瑪利亞，
天王之母，
為我等祈求
為我等罪人祈求
現在及等我死後。

跳舞跳舞跳舞
歌唱歌唱歌唱
 
我多麼不想就此道別
至少有好長的時間不想。
回憶將留存
永遠永遠。
山丘安靜平躺歇息
被美好的音樂滋潤，
而它的餘音依然能被聽見
遠從我們的國家。
我多麼不想就此道別… 



格勞，委內瑞拉當代音樂傳奇，身兼作曲家與指揮家，出生於加泰隆
尼亞 （Catalonia）。早年先後在拉瑪斯國立音樂學院（Jose Angel 
Lamas）和奥利瓦雷斯音樂學院（Juan Manuel Olivares）接受音樂
教 育。1967 年創立了「卡拉卡斯 歌手學 校 」（Schola Cantorum de 
Caracas），並於1974 年「義大利阿雷佐國際合唱音樂比賽」（Concurso 
Internacional Guido D'Arezzo）中獲得首獎，開始展露頭角，活躍於
國際舞台。 

曾 三 度 獲 得 委 內 瑞 拉 國 家 音 樂 獎（Venezuelan National Music 
Prize），總共錄製超過 30 張專輯，更證明的他的音樂才能以及對合
唱曲目的廣泛涉獵，也對於推廣中南美洲地區的合唱音樂不遺餘力。

格勞以古典作曲技法為基礎，在音樂中注入了鮮明的委內瑞拉民族
特徵，經常關注環保議題與社會時事，也融合了其他國家和文化的
文學和音樂影響。代表作有〈地球累了〉（Kasar Mie La Gari）、〈三
聯畫〉（Triptych）、〈末日經〉（Dies Irae）、〈我們的天 父〉（Pater 
Noster） 等等。

今晚所呈現的兩首經文歌〈亞伯拉罕〉與〈聖母頌讚曲－光榮頌〉皆
使用〈聖母頌讚曲〉為題材。〈聖母頌讚曲〉原是羅馬天主教儀式中
晚禱（Vesper）時唱的歌曲，引用聖經經文的頌歌，歌詞取自〈路加
福音〉第 2 章 46 至 55 節，記載聖母童貞女馬利亞探訪懷孕的親戚
以利沙伯（Elizabeth），當時的以利沙伯正懷著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以利沙伯稱許馬利亞的信心，馬利亞就以這首頌歌回應上
帝的恩典。

兩首作品皆獻給作曲家自己的妻子，也是委內瑞拉著名的合唱指揮家
瑪利亞•古伊南德（Maria Guinand）。

作曲家簡介

格勞（b. 1937）

A
lberto G

rau 



用繪詞法描繪文字本身豐富的戲劇性，以緊密接合、聲部交替、變化拍號、有機的旋律脈絡，呼喊著「亞
伯拉罕」。樂曲一開始，用「Abraham」的每一個音節為單一元素，成為音樂的動機，不斷重覆、堆疊、
蓄勢待發，終於在男高音聲部引出片段的歌詞「Abraham」與「Saemini Ejus」，強調亞伯拉罕與子孫的
重要性，之後女高音獨唱抒情溫柔的重述上帝的應許。

中段速度較快，聲部由低往高逐次堆疊，並且模仿進行，重述上帝的應許，使用強而有力的氣音來添加幾
許神秘氣氛。當男中音獨唱出現的同時，合唱團以主音風格重覆六次「亞伯拉罕」，來支撐男中音獨唱的
歌詞「我們的祖先」。

之後，合唱團再分為兩組，分別以不同的節奏踏腳與拍掌，再以三連音重覆「永遠眷顧他的家族」，最後
六小節，更是手、腳、口並用，用音堆呼喊「亞伯拉罕」，除了用聲音之外，也以手掌的開合來強化每個
音節的重要性，利用 Abraham 的 m 子音，讓音節改變音色，產生文字延展的效果，象徵上帝永遠眷顧的
應許，直到萬代。

Abraham
亞伯拉罕 曲 | Alberto Grau 格勞

Sicut locutus est ad patres nostros 

Abraham et semini ejus in saecula 

正如祂曾應許我們的先祖，

永遠眷顧亞伯拉罕和祂的家族



我的靈魂頌揚我的上主

且我的心歡躍於我的救主

願光榮歸於父子及聖神

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Et exsultavit spiritus meus Deo salutari meo

Gloria Patri, et Filio, et Spiritu Sancto

細微的和聲變化，從同音出發再持續推進及反覆，遂成為頌揚上主雀躍的能量。全曲只使用了〈聖母頌讚曲〉
的前兩句歌詞「我的靈魂頌揚我的上主，且我的心歡躍於我的救主」及最後的「聖三光榮頌」，使用音節
式的同音反覆唸誦、拍號與調號的變化，再加上肢體動作，使得這長達六分鐘的經文歌充滿舞蹈性，精彩
萬分。

在第一段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用素歌般的旋律讓音樂逐步攀升。中段出現女高音獨唱的吟唱，表現聖母的
慈祥溫柔，之後女聲兩部以同樣的節奏呼應。

恢復原速後，每個聲部在反覆的音型中各司其職，逐步增強節奏密度，並且加入肢體動作，音樂越發激昂，
在力度最強時戛然而止。

女高音獨唱再次出現，溫柔的重述喜悅之情，直到男低音獨唱「在主裡」（in Deo）之後，再次回到輕快具
舞蹈性的小快板，最後進入「聖三光榮頌」節奏更為複雜，表現出舞樂合一的快感，在繽紛燦爛的和聲堆
疊中結束全曲。

Magnificat – Gloria
聖母頌讚曲－光榮頌  曲 | Alberto Grau 格勞



史柏利，他的作品經常與印度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他用合唱藝術
讓大家更認識這顆「印度洋上的鑽石」獨特的民族聲響。

出生於紐約市，8 歲開始學習指揮，12 歲時開始學習大提琴，18 歲時學
習聲樂。他擁有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哲學學士學位，並先
後獲得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合唱指揮碩
士與博士學位。在他的指導下，合唱團在國際合唱比賽中共贏得了二十
多枚 獎 牌。2013 年 7 月，他帶 領 波特蘭室內合唱團（Portland State 
Chamber Choir）在義大利戈里齊亞賽集奇國際合唱比賽（Seghizzi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Choral Singing in Gorizia）獲得總冠
軍，並囊括了 15 個獨立獎項，成為大賽創立 52 年來首次贏得比賽的美
國合唱團。

除了演出與教學外，史柏利本身也是多產的合唱編曲家，除了古典音樂
外，也廣播涉獵世界音樂及流行音樂，作品可見於各大音樂出版社，同
時也擔任「大地之歌出版社」（Earthsongs Music）「全球節奏系列」

（Global Rhythms Series） 的樂譜編纂，這是最暢銷的合唱系列之一。
也經常與印度作曲家拉赫曼（A. R. Rahman, b. 1967）合作，並多次在
「寶萊塢之夜」（Bollywood Night）和「印度電影觀眾獎」（Filmfare 
Awards 相當於印度的「奧斯卡金像獎」）擔任客座指揮，也成為印度
第一所古典音樂學院（KM Music Conservatory）的顧問。因此，他的作
品大量使用印度傳統音樂元素，充滿東方色彩及強烈的節奏性，相當精
彩豐富。

作曲家簡介

史柏利（b. 1971）

E
than Sperry 



在自然音階裡，用固定節奏模式以及擬聲唱法模仿打擊樂，藉著動機的層層堆疊，逐步導向樂曲的高潮，
單純明快的旋律結合野性的律動感，以印度語唱出長串的歌詞描述一切苦盡甘來，再用西班牙文以規律的
八分音符節奏邀請共舞。

這首曲子是選自於由英國導演丹尼•鮑伊（Danny Boyle, b. 1956）所執導的電影《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當中的音樂，邀請印度頗負盛名的作曲家拉赫曼創作音樂。拉赫曼被時代雜誌譽為「印度的莫
札特」，曾入選「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從 1992 年以來，共寫有超過一百部電影音樂，且獲獎無數。

這首〈與我共舞〉就是影片最後出現在火車月台上的歌舞場景，熱鬧滾滾的歡慶最後的勝利。曾於 2008 年
榮獲第 81 屆奧斯卡最佳配樂，乃為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2010 年由邁阿密大學合唱團（Miami University 
Collegiate Chorale）委託史柏利改編為混聲合唱曲。

Jai Ho
與我共舞 曲 | A. R. Rahman 拉赫曼，1967

Tadimi Aaja Aaja Jind Shamiyaane Ke Tale

Aaja Zari waale Neele Aasmaane Ke Tale.

Ratti ratti sachchi maine jaan gawayi hai

Nach Nach koylon pe raat bitaayi hai

Ankhiyon ki neend‘ maine phoonkon se udaa di,

Gin gin taarey maine ungli jalayi hai!

Baila, Baila!

Ahora conmigo, tu baila para hoy,

Por nuestro dia de movidas,

los problemas los que sean

Salud! Baila! Baila!

Chakh le, haan chakh le, yeh raat shehed hai,

Chakh le, haan rakh le Dil hai, dil aakhri hadd hai

在這蒼穹之下，我的嶄新人生即將到來

在這有如藍色錦緞的天空之下

曾經，我的人生與信仰一點一滴地流失

只能在炭火上跳舞排解心中煩悶

我吹走沉澱在我眼底的睡眠

用燒得焦黑的手指遍數點點繁星

跳舞吧！跳舞吧！

跟我一起為了你的今天而舞

為了我們的改變而舞

無論前方還有什麼險阻

歡呼吧！跳舞吧！跳舞吧！

盡情品嚐，用力感受，這如蜜的夜

盡情品嚐，並且銘記在你的心底，

你退無可退的最後防線

* 註：Jai Ho 是一個用於歡呼的嘆詞，意義介於「勝利」、「加油」之間。亦有人翻作「願我得勝」。 
此處為保留「Jai Ho」一詞的音韻，故不刻意翻為中文。

你的手裡其實握有如炭一般焦黑的黑暗魔術，你是否了解？Kaala kaala kaajal tera Koi kaala jaadun hai na? 



Dwijavanthi
德威亞旺堤

印度，一個從字面上就可嗅到神秘而古老的香味。「拉格」（raga）是印度古典音樂的調式，「德威亞旺堤」
就是出現在南印度卡納蒂克地區（Carnatic）與 Harikambhoji 類似的「拉格」，特點為第三與第六音的音高，
在上行與下行時有變化。 

合唱團模擬樂器的聲響，如同印度傳統樂器的合奏團，通常包含一或兩件的旋律樂器及打擊樂器。所以女
高音與男高音模仿西塔琴與小提琴的聲音，再用泛音模擬「詩如堤共鳴箱」（Shruti box）的持續音，男低
音與女中音先後分別用特殊的唱腔，演唱方向相反的旋律線。

中段速度轉快，各聲部交錯出現附點節奏的聲響，像是模仿塔布拉鼓（tabla）的聲響，此時所唱出的歌詞
「ta-ki-ta」「Dhi-ra-naa」並非毫無意義，是依循南印度的「索卡土」（solkattu）節奏練習方式，舞者與
打擊樂手在做節奏訓練時，也必須要加上手勢，並且唸唱出每種不同的節奏，如同做音樂基礎訓練的過程。
此曲唯一的歌詞「thilana」，是印度的音樂形式之一，在此不斷反覆，並且加上裝飾音，增添旋律的韻味
及豐富性。

印度拉格



史特拉汶斯基，用復古來創新、以節奏顛覆過往、將調式取代
調性、讓音色的變化勾勒出樂曲的輪廓。集鋼琴家、音樂家和作
曲家於一身，他的一生不斷吸納各種創作的元素，表現在強烈
而獨特的節奏感，用氣韻生動的木管來表現旋律線條的阡陌交
錯。 

今晚將呈現的兩首大型宗教作品，分別為 1930 年與 1948 年所
完成，雖皆為史氏新古典主義的作品，但亦可比較出他在 20 年
間創作風格的異同。《詩篇交響曲》為史氏尋求東正教精神的最
好證明，因為〈詩篇〉是東正教的信仰核心，而《彌撒》則是西方
天主教的經文歌，兩者皆使用拉丁文，並皆使用了東正教儀式中
常用的詩篇吟詠（Psalmody）方式，旋律是由歌詞的重量所決定，
因此這兩首作品的歌唱旋律通常為級進，也大量使用反覆唸誦，
如素歌般的平靜，但器樂部份卻是生動靈巧、色彩繽紛，與歌唱
部份形成冷與熱、靜與動的對比。

兩首作品皆融合了東正教教會音樂及新古典主義（Neo-
Classicism）的風格，八音音階、自然音階、教會調式混合使用，
以尖銳的和聲語彙與豐富的音色變化，達到精彩的效果。

作曲家簡介

史特拉汶斯基（1882-1971）

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 



天主在天受光榮。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我們讚美祢。稱頌祢。

敬拜祢，顯揚祢。

為了祢無上的光榮感謝祢。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聖父。

主、耶穌基督、獨生子。

主、天主、天主的羔羊，聖父之子。

求祢垂憐我們。

除免世罪者，

求祢傾聽我們的祈禱。

坐在聖父之右者，

求祢垂憐我們。

因為只有祢是聖的。

只有祢是主。

只有祢是至高無上的，

耶穌基督。

祢和聖神，

同享天主聖父的光榮。

阿們。

Gloria in excelsis Deo. 

Et in terra pax hominibus bonae voluntatis.

Laudamus te. Benedicimus te. 

Adoramus te. Glorificamus te.

Gratias agimus Tibi propter magnam gloriam tuam.

Domine Deus Rex coelestis, 

Deus, Pater omnipotens.

Domine, Fili unigenite Jesu Christe

Domine Deus, Agnus Dei, Filius Patris.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miserere nobis.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suscipe deprecationem nostram. 

Qui sedes ad dexteram Patris, 

miserere nobis.

Quoniam Tu solus Sanctus. 

Tu solus Dominus. 

Tu solus Altissimus, 

Jesu Christe.

Cum Sancto Spiritu 

in gloria Dei Patris. 

Amen.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求主憐憫，

求基督憐憫，

求主憐憫。

Mass
彌撒 詞 | The Order of Mass 彌撒經文 

曲 | Igor Stravinsky 史特拉汶斯基

Kyrie 垂憐經

Gloria  光榮頌



Credo 信經 

Credo in unum Deum.

Patrem omnipotentem, Factorem coeli et terrae 

visibilium omnium et invisibilium. 

Et in unum Dominum Jesum Christum, 

Filium Dei unigenitum. 

Et ex Patre natum ante omnia saecula. 

Deum de Deo, lumen de lumine,

Deum verum de Deo vero. 

Genitum, non Factum, consubstantialem Patri:

per quem omnia facta sunt. 

Qui propter nos homines 

et propter nostram salutem

descendit de coelis.

Et incarnatus est de Spiritu Sancto

ex Maria Virgine: Et homo factus est.

Crucifixus etiam pro nobis: sub Pontio Pilato 

passus et sepultus est.

Et resurrexit tertia die, secundum Scripturas.

Et ascendit in coelum:

sedet ad dexteram Patris.

Et iterum venturus est cum gloria,

judicare vivos et mortuos:

cujus regni non erit finis.

Et in Spiritum Sanctum 

Dominum et vivificantem:

qui ex Patre Filioque procedit,

qui cum Patre et Filio simul adoratur 

et conglorificatur: 

qui locutus est per Prophetas. 

Et unam sanctam catholicam,

et apostolicam Ecclesiam.

Confiteor unum baptisma i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Et exspecto resurrectionem morturum. 

Et vitam venturi saeculi. Amen.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

無論有形無形，都是祂所創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

天主的獨生子。

祂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

祂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

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

祂為了我們人類

並為了我們的得救

從天降下。

祂因神聖

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人。

祂在般雀比拉多執政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難而被埋葬。

祂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

祂升了天，

坐在聖父的右邊。

祂還要光榮地降來，

審判生者死者，

祂的神國萬世無疆。

我信聖神

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

由聖父聖子所共發，

祂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

同享光榮，

祂曾藉先知們發言。

我信惟一、至聖、至公

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

我期待死人的復活。

及來世的生命。阿們



為史氏於 1944 年至 1948 年間所創作，為少數幾首未經委託所寫的，在 1947 年 2 月 26 日完成〈垂憐經〉與
〈光榮頌〉兩台鋼琴與合唱團的版本，之後完成全曲並且改編為木管合奏與合唱團的版本，由安塞梅特（Ernest 

Ansermet）指揮斯卡拉歌劇院合唱團和管弦樂團（La Scala）於 1948 年 10 月 27 日在米蘭舉行全曲的首演。

這是一部結構前後對稱的彌撒曲，以主音風格為主，複音風格為輔。五個樂章順序為〈垂憐經〉、〈光榮頌〉、〈信
經〉、〈歡呼歌〉、〈羔羊經〉。以下用音樂的特性來分類，茲述如下：

第一樂章〈垂憐經〉與第五樂章〈羔羊經〉並且安插器樂的間奏，在旋律的設計上，使用了八音音階、全音階、
調式。相反的，第二樂章〈光榮頌〉與第四樂章〈歡呼歌〉則出現了獨唱與合唱團的啟應關係，藉由拍子變化讓
音樂更有戲劇性的表現，旋律以全音階為主。

更重要的是，第三樂章〈信經〉為彌撒曲的中心，也是歌詞最多、長度最長的樂章，第一段為 2/4 拍，頌讚聖父
所行的神蹟，並宣示信靠唯一的天主。中段為講述耶穌為世人受難，再次回到 2/4 拍，內聲部再次使用同音
反覆唸誦的形式，最後六小節為兩疊華彩風格「阿們」。 

Sanctus, Sanctus, Sanctus

Dominus Deus Sabaoth.

Pleni sunt coeli et terra gloria tua.

Hosanna in excelsis.

Benedictus qui venit, in nomine Domini.

聖、聖、聖，

萬有的天主，

祢的光榮充滿大地。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

Sanctus 歡呼歌 

Agnus Dei  羔羊讚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祢垂憐我們。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求祢賜給我們平安。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miserere nobis.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dona nobis pacem.



Symphony of Psalms
詩篇交響曲

Exaudi orationem meam, Domine, 
Et deprecationem meam. 
Auribus percipe lacrimas meas. 
Ne sileas, Ne sileas!
Quoniam advena ego sum apud te
et peregrinus, sicu omnes patres mei. 
Remitte mihi,remitte mihi, 
prius quam abeam et amplius non ero. 

上主，求您垂聽我的祈禱，
俯允我的哀告 !
側耳傾聽我的哭號，
不要沉默無言。
因為我在你眼前只是旅客，
像我的祖先一樣，只是路過。
求你放開我、放開我 !
讓我在一去不返之前，得享平安。

I. 

Expectans expectavi Dominum
et intendit mihi;
Et exaudivit preces meas; 
et eduxit me de lacu miseriae, et de luto faecis. 
Et statuit super petram pedes meos,
et direxit gressus meos. 
Et immisit in os meum canticum novum, 
carmen Deo nostro.
Videbunt multi, videbunt et timebunt: 
et sperabunt in Domino.

我懇切地期待上主，
祂便垂顧了我，
傾聽了我的哀訴，
把我從禍坑與汙泥中拉出。
使我的雙足站立在磐石上，
穩定了我的腳步。
祂賦予我們新曲，
為讚美我們的天主。
眾人見了必都起敬畏，
信賴上主。

II. 

III.  
Alleluia. 
Laudate Dominum in sanctis Ejus. 
Laudate Eum in firmamento virtutis Ejus. 

Laudate Dominum. 

讚美主！
在上主的聖所中讚美主。
在祂顯示威能的穹蒼裡讚美祂！
讚美主！

詞 | I. Psalm 38, verses 13-14〈詩篇〉第 38 篇第十三至十四詩節
      II. Psalm 39, verses 2-4〈詩篇〉第 39 篇第二至四詩節
      III. Psalm 150〈詩篇〉第 150 篇
曲 | Igor Stravinsky 史特拉汶斯基
中譯歌詞參考自余春慧論文（2007）



Laudate Eum in virtutibus Ejus. 
Laudate Dominum in virtutibus Ejus. 
Laudate Dominum in sanctis Ejus. 

請為了祂的豐功偉業讚美祂，
請為了祂的豐功偉業讚美祂，
在祂的聖所中讚美主！

按照祂的無限偉大讚美祂！

吹起號角讚美祂！
讚美祂！
讚美主！請讚美上主，請讚美祂
 
請擊鼓歌舞讚美祂！
請彈琴吹簫讚美祂！
請用響亮的鈸讚美祂！
請用歡讚的鈸讚美祂！
一切生靈都要讚美上主，
一切生靈都要讚美祂。
讚美主！請讚美上主！ 

Laudate Eum secundum multitudinem 
magnitudinis Ejus. 
Laudate Eum in sono tubae.
Laudate Eum.
Alleluia. Laudate Dominum. Laudate Eum.

Laudate Eum in timpano et choro,  
Laudate Eum in cordis et organo; 
Laudate Eum in cymbalis benesonantibus. 
Laudate Eum in cymbalis jubilationibus. 
Omnis spiritus laudet Dominum. 
Omnis spiritus laudet Eum. 
Alleluia. Laudate Dominum

史氏打破了功能和聲的規則，靈活運用器樂的音響效果，支撐合唱團的素歌吟唱，並且同時使用八音音階
（E-F-G-Ab-Bb-B-C#-D）、弗里吉安調式、三全音（triton），再用巴洛克的對位形式，回歸早期音樂的風格。

此曲是史氏於 1930 年應時任音樂總監庫塞維茲基（Serge Koussevitzky, 1874-1951）之委託，為波士頓交
響樂團（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五十週年慶典而創作。

全曲包括接連不斷的三個樂章，歌詞分別取自舊約《聖經》中的詩篇第 38 篇，是大衛王的祈禱，懇求神的垂
聽和寬恕，並且認罪悔改；第 39 篇，宣示信靠上主；150 篇，頌讚上帝的豐功偉業。後來在 1948 年由作曲家
的兒子蘇利碼•史特拉汶斯基 （Soulima Stravinsky, 1910-1994） 改編為鋼琴與合唱團的版本。

第一樂章，鋼琴快速彈奏三全音的分解和弦，與合唱團旋律在上下二度從容進行，成為對比。第二樂章，由雙
主題旋律支撐整個樂章鋼琴首先演奏第一主題，建立在 C 小調上，第二主題以賦格形式出現。第三樂章，為
全曲最長、饒富變化、充滿對比性的樂章。首先由四個聲部唱出「哈利路亞，讚美主」。進入中段，鋼琴以 C 大
調主和弦為中心，如同號角響起，間奏之後進入附點節奏的對位樂段，堆疊出斑斕壯麗的聲響效果。聖詠的
段落回歸此樂章的開頭，在 C 大調的和弦中，看見永恆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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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佳霖   鍾慧敏   方素貞   王逍遙   林昱佳   邱怡芸
卓鈺薰   原　意   高永顗   高雅芳   陳品穎   曹維琪
鄭以琳   謝妤敏   顏詩容

女高音

莊皓瑋   謝竺晉   何青菁   呂容如   李　琦   吳麗秋 
林良蓉   林迦慧   范宇心   郭靖怡   陳安琪   陳珮印
鄭以心   蔡郁君   蔡雙竹   

女低音

高端禾   李駿平   吳孟軒   吳冠穎   林　叡   陳昊立
郭靖威   黃雨農   曾吉弘   曾煜仁   葉曦文   傅積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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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粗體字為聲部長  ■

製作團隊

設　　計
樂曲解說
錄音工程
錄影工程
攝影紀錄
工作人員

三名治設計
劉馬利
大音音樂工作室 王昭惠
嘉銘傳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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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慧、成協真、李成恩、李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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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巧靈、劉洲松、劉家輝

陳何家
陳雲紅
方素貞
高端禾
王乃加、張寶藝
潘默士
余沁芸、黃靖元
許詠棻、許瑋庭
施佑潔
蔡碧芳、邱敬雯
黃書啟、吳紹愷
周家禾、游文惠、張芸瑄
李俊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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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監
團務經理
行政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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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禾
鍾玫均
馬泰宇
張嘉晏
江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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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贊助單位│ 



感謝TCS永久贊助人
王光明
陳心慈

特別感謝
王郁馨
王維君
何家瑋
余泰山
吳聲吉
呂美霞
宋知庭
李佳玲
李語慈
李寶鈺
杜　維
杜明遠
沈新欽
林慧伶

姜智浩
柯曉玄
洪晴瀠
徐珍娟
翁佳芬
高玉立
高劭宜
康基祐
張成璞
張志琦
張筱琪
連芳貝
郭心怡
郭湘怡

陳何家
陳紹基
陳端慧
陳維棟
彭文錡
彭孟賢
曾君毅
馮蕙珍
黃正芬
楊覲伃
葉芸杏
趙開浚
劉葳莉
劉靜諭

潘宇文
蕭宇辰
鮑顗丞
戴怡音
戴曉君
謝美舟
鍾華琳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飛陽企業社
誠品生活

感謝 TCS 捐款人（2017-2019 年）

尹太太
王　可
王光明
王珮珍
王清宜
王雅芬
何金樑
吳太太
呂兆蓉
李　婕
李文傑
李金生
李麗怜
汪玉英
汪志雄
林良蓉
林昱成
林美玉

施秋綿
徐文俊
張愷凌
張瑛瑛
許海泉
許嘉芳
陳心慈
陳如鈊
陳秀蓮
陳品穎
游小姐
黃淑慧
黃璟達
黃麗珍
楊林紫雯
萬國華
葉莉莉
廖懿媛

劉文毅
劉慧芳
劉靜惠
蔡明宏
盧鎂娥
顏美滿
羅珮尹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昕承實業有限公司
甜典 16 號
寶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滿壹萬元 / 年

壹萬元 ( 含 ) 以上 / 年

叄萬元 ( 含 ) 以上 / 年

陸萬元 ( 含 ) 以上 / 年

拾萬元 ( 含 ) 以上 / 年

同 TCS 室內之友會員權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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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向 TCS 直接購買出版品可享 9 折優惠或專屬會員好康。
3/ 不定期寄發 TCS 會員電子報，並提供最新演出相關訊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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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贈送全年度主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 2 張（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 TCS 出版 CD 兩張
3/ 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出版品享 8 折優惠
4/ 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5/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1/ 贈送全年度主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 6 張（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 TCS 出版 CD 兩張
3/ 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出版品享 8 折優惠
4/ 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5/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1/ 贈送全年度主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 15 張（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 TCS 出版 CD 伍張
3/ 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出版品享 8 折優惠
4/ 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5/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6/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1/ 贈送全年度主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 30 張（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 TCS 出版 CD 十張
3/ 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享 7 折、TCS 出版品享 8 折優惠
4/ 提供年度製作節目手冊一式全頁廣告頁面刊登
5/ 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6/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7/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8/ 致贈感謝狀乙張

伍 拾 萬 元 ( 含 ) 以 上 / 年 
（永久贊助人）

同上，音樂會節目單〈永久贊助人〉感謝欄留名

贊助金額 贊助者權益贊
助
室
內
之
友
權
益

贊
助
辦
法

銀行帳號：第一銀行 / 八德分行     帳號：148-10-090658     戶名：台北室內合唱團
＊ 使用銀行臨櫃轉帳，敬請留下您的姓名與連絡電話，以便寄發捐贈收據及後續贊助回饋作業。
＊ 若使用 ATM 轉帳方式，請將收據與聯絡方式傳真至 02-2776-4090，以便寄發捐贈收據及後續贊助回饋作業。

贊助方式

台北室內合唱團努力追求精緻人聲邁入二十餘年，致力於推廣現代合唱音樂與找尋東方人聲的新天地，
屢屢在國際的重要舞台上代表台灣向全世界發聲，在不斷創新與追求卓越的路上，您的熱情支持不分大
小對我們都是無限的力量，懇請熱心的朋友永續支持台灣的合唱音樂，誠摯感謝您的慷慨捐助，有您的
參與，我們一定會更好！

熱情永續 ‧ 聲聲不息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暨 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隊

演出製作 場地演出日期

《繪畫 ‧Renaissance》 誠品表演廳04/19
04/20

台新午間音樂會 
《繪畫 ‧Renaissance》

台新金控元廳05/22

《童聲歡樂唱－2020 
台北華新合唱團年度公演》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8 月

《暢遊世界到台灣－ 2020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表演
班專場音樂會》

國家音樂廳08/10

《室內同樂會》 台北中山堂中正廳09/10

臺灣音樂憶像《中青世代
作曲家委創首演專場》 
合唱篇

臺灣戲曲中心 3201 
多功能廳

9 月

演出團隊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芳華絕代》 國家演奏廳09/09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3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4
台北室內 50 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

《紅紅夫人的異想世界－ 
中南美彌撒》 台北室內合唱團

高雄衛武營音樂廳12/10
屏東演藝廳 
嘉義文化局演藝廳

12 月中旬

國家音樂廳12/30

2020
年度
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