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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瑞雪，願您一切平安順心。

台北室內合唱團自 2018 年推出「 紅紅夫人的異想世界 」系列製作
以來，悠遊於異域之間，展現不同文化所形塑的音樂百態，從拉脫維
亞、澳大利亞、加泰隆尼亞、委內瑞拉、印度，到今天將抵達的芬蘭
北國，合唱團歌手們，以最純淨的人聲，演繹變化萬千、各式精彩的
當代合唱音樂。

在地球上各地深具特色合唱作品以外，「 紅紅夫人的異想世界 」系
列也帶來 20 世紀以降，每每改變世人音樂想像的大型管弦樂合唱經
典，並以獨具巧思的編制改編，呈現給在座每一位愛樂者：從伯恩斯
坦《 奇徹斯特詩篇 》、史特拉汶斯基《 詩篇交響曲 》到今日所演出的
浦朗克《 榮耀頌 》、拉米瑞茲《 中南美彌撒 》，這些大師經典，不僅在
當下標幟著一個時代精神的誕生，更帶領我們在時代匯流中，重新審
視自我，望向未來。

今日，我與台北室內合唱團的歌手們，將在北方的冷冽與南方的熱
情中，獻給各位「 紅紅夫人的異想世界 」系列之三－中南美彌撒，也
是這一系列的最終章，願以舞台上的歌聲，與您一同分享我與台北室
內合唱團多年來所累積，關於人聲的字句美好。

台北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暨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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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liteko《我心嚮往》選曲

詞｜Kalevala 卡勒瓦拉（芬蘭史詩）

- Mieliteko 我心嚮往

- Punapaula 紅絲帶

Primitive Music《原始音樂》選曲

- The Sunrise 日出

- The Candle Song 燭光之歌 

- The Joiku 民謠

Jukka Linkola 林科拉

Hiilellä Piirretyt Puut 炭筆畫中的樹 

Jaakobin Isot Pojat 雅各的大兒子們

Pekka Kostiainen 科斯提艾能

Four Shakespeare Songs《四首莎士比亞歌曲》選曲

詞｜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 Lullaby 搖籃曲 
- Double, Double Toil and Trouble 加倍搖，使勁搗

Jaakko Mäntyjärvi 曼提亞維

中場 休息

Gloria 榮耀頌

音樂改編│李俊緯

Francis Poulenc 浦朗克

Misa Criolla 中南美彌撒

Ariel Ramírez 拉米瑞茲

Pseudo-Yoik  偽作民謠



成立於 1992 年，台北室內合唱團以 30

年演唱經驗，成為亞洲最頂尖的合唱組織。
在現任藝術總監暨指揮陳雲紅帶領下，從早
期音樂到現代作品，從人聲重唱、室內合唱
團到交響合唱團，台北室內合唱團均展現出
高度藝術性。

2006 年匈牙利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
獲得室內合唱團項目第一名與大賽總冠軍榮
銜，並獲邀 2007 年「 歐洲六大合唱大賽總
冠 軍 決 賽 音 樂 會 」中 演 出（ 2007 Europe 

Grand Prix, EGP）、2008 年 受 邀 丹 麥
IFCM 世界合唱論壇中演出，並擔任指定委
託創作發表團隊。台北室內合唱團已在全球
留下演唱足跡，頻繁演出行程，包括丹麥、
英國、法國、義大利、奧地利、德國、西班
牙、匈牙利、斯洛維尼亞、美國、日本、中
國、澳門、香港等地。

身為合唱音樂先行者，台北室內合唱團
自 2006 年啟動「 合唱無設限 」計畫，建立
現代合唱音樂委託創作與發表平台，歷年來
已與台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美國等
地之傑出作曲家，委創超過 40 多部作品，
風格涵蓋無伴奏人聲、室內樂、電子音樂、

現代劇場…等，在台灣、丹麥、日本、中國、
香港等地，持續發表深具前瞻眼光的合唱新
作， 並 受 邀 2007「 ISCM–ACL 國 際 現 代
音 樂 節 」、2011「 ACL 亞 太 音 樂 節 」、2015

「 ISCM 國際音樂節 」、2017「 上海當代音樂
週 」等國際現代音樂節中演出。

在演出以外，台北室內合唱團更是社會
教育實踐者，已在組織中建立多樣化的附屬
團隊，包括四個婦女合唱團、台北室內 50

合唱團等，藉由排練、音樂會、音樂節慶的
推動，完成台北室內合唱團的社會使命。台
北室內也擁有專屬唱片品牌，已出版十張唱
片專輯，多次入圍並獲得包含最佳專輯製作
人、最佳詮釋、最佳演唱團體三項台灣傳藝
金曲獎榮銜。

「 當代眼光，完美的聲響 」，台北室內合
唱團立足亞洲，放眼全球舞台，在音樂會演
出、現代音樂委創、社會教育使命等不同面
向，皆以聲音藝術傳遞者為志，打造令人驚
異的東方美聲。

台北室內合唱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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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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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第十屆「 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 」首個受邀台灣合唱團隊20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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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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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 法國第五屆「 Polyfollia 國際合唱音樂節 」全球首選 12 傑出團隊之一2012

• 第二十九屆「 ACL 亞太音樂節 」現代合唱作品指定發表團隊2 0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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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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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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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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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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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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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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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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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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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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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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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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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陳雲紅現任台北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暨指揮、台灣合
唱音樂中心（TCMC）執行長暨合唱藝術總監、東吳校
友弦誦合唱團音樂總監、福智夢蓮花 / 無憂花合唱團指
揮、新節慶合唱團指揮、政大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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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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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20 年
獲選東吳大學第五屆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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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總監暨指揮｜陳雲紅

「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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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擔任台北室內合唱團、台北愛
樂歌劇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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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赴海南島
演出。2017 年 9 月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赴上海
現代音樂節演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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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王乃加



男高音｜林健吉

抒情男高音林健吉，音色柔美時
而張力澎湃，擅長莫札特及義大利
美聲劇碼，也逐漸觸及浪漫寫實歌
劇，呈現舞台上的多樣性風貌，維
持優質高貴的演唱；歌劇演出之外
亦涉獵精緻優雅的室內樂聯篇歌曲
如，近年並以德國後浪漫派作曲家
胡果沃爾夫 Hugo Wolf 為專題巡
迴音樂會，今年則演唱舒伯特的聯
篇歌曲《 天鵝之歌 》。

重要演出包括與指揮大師簡文彬
暨 NSO 國家交響樂團之樂劇《 指
環 》，TSO 台 北 市 立 交 響 樂 團 之
歌劇《 魔笛 》、《 唐喬望尼 》，演唱
NTSO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歌劇音樂
會，由指揮大師水藍演出旅美華人
周龍獲普立茲獎的歌劇作品《 白蛇
傳 》飾許仙，與對位室內樂團暨作
曲家李子聲演出跨界現代室內樂歌

劇《 江文也與兩位夫人 》飾江文也，
且獲得台新藝術獎提名，2015/16 

NTSO 開季歌劇音樂會《 茶花女 》
飾男主角阿佛烈德。

自 2014 年主演歌劇《 波西米亞
人 》，高雄春天藝術節首檔歌劇《 魔
笛 》飾王子塔米諾，長榮交響樂團

《 蝙蝠 》、《 後宮誘逃 》、《 魔彈射手 》
獲得樂界好評，林健吉亦演出跨界
音樂劇場，呈現中文詩歌豐富的演
出型態。

將主演衛武營國家文化藝術中心
2021 製作的《 茶花女 》飾男主角阿
佛烈德。出版專輯《 唱歌吧！》入
圍 2020 年第 31 屆傳統藝術金曲獎

「 最佳演唱獎 」。

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
系， 師 事 李 靜 美 教 授、 楊 艾 琳 教
授，畢業後隨即考取台灣兩廳院第
一屆歌劇工作坊，並於一年期滿後
錄取英國倫敦皇家音樂學院，師事
女高音 Amanda Roocroft、Rosa 

Mannion，2010 年 獲 英 國 皇 家 音
樂院音樂碩士學位。

受邀至英國倫敦柯芬園皇家音樂
廳參與董尼采第歌劇《 夏莫尼的琳
達 》演出暨錄音；另也受邀至英國
倫敦國家畫廊、英國倫敦聖史蒂芬
教堂演出、德國威瑪《 抒情歌劇工
作坊 》演出莫札特歌劇《 魔笛 》之
夜后。

 

2014 年 獲 選 台 北 巴 赫 廳《 巴 赫
新 聲 》、 德 國 萊 比 錫 克 拉 拉 舒 曼
Lieder Duo 大賽首獎。

演出經歷包括兩廳院歌劇工作坊
《 睡美人 》之公主，創世歌劇團《 女

人 皆 如 此 》之 Despina、《 卡 門 》
之 Frasquita， 高 雄 春 天 藝 術 節

《 茶 花 女 》之 Annina、《 卡 門 》之
Frasquita，並受邀至義大利各地
戶外音樂節巡迴演出、日本大槌音
樂祭及日本花卷平和音樂祭。NSO

國家交響樂團《 修女安潔莉卡 》、
兩廳院新點子樂展《 遶境共生 》之
獨唱群、台北愛樂管弦樂團《 女人
皆如此 》之 Despina，陽光愛樂交
響樂團《 糖果屋 》之 Gretel，兩廳
院歌劇工作坊《 三隻小豬 》《 小木
偶 》及衛武營開幕歌劇《 憨第德 》之
Paquette。現為師大博士候選人，
師事楊艾琳教授，並為台灣新逸藝
術合作音樂家，兩廳院歌劇工作坊
成員，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會員，
及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女高音｜賴珏妤



屏 東 人， 啟 蒙 於 張 秀 亘 老 師， 畢
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
鋼琴，曾師事陳盤安、陳宜蓁、鄭怡
君教授。現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
演藝術研究所，主修鋼琴合作，師事
李燕宜教授，曾受徐惟恩、徐嘉琪、
Nicholas Carthy等國內外大師指導，
於 2015 年 赴 美 參 加 Summit Music 

Festival，接受 Albert Lotto 大師指
導。目前致力於聲樂、器樂及歌劇、劇
場合作，現為台北室內合唱團男高音，
以及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鋼琴伴奏。

鋼琴｜潘劭筑 李俊緯，生於台灣彰化，學習作曲
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先後師事錢南章教授與趙菁文
教授。他曾參與 2011 TMC 國際作曲
比賽，作品《 一場空 》入選於室內樂
組；參與 2013 年盧森堡第十屆國際作
曲大賽榮獲首獎；並多次與傑出的音
樂家和樂團合作，例如采風樂團、幕
聲合唱團、荷蘭新室內樂團（Nieuw 

Ensemble）、小巨人絲竹樂團、1002

打 擊 樂 團（E1002）與 國 家 交 響 樂 團
（NSO）等。李俊緯的管弦樂曲《 最後

一哩路 》，收錄於原住民委員會發行之
台灣原住民傳統歌謠創編交響樂曲專
輯《 山海琴原 》，同曲曾隨同國家交響
樂團赴美加巡迴演出。

音樂改編｜李俊緯



致力於將所學授與學生，使用獨門方式做紮實的技巧訓練及音樂性內化養成，搭配國
際木琴大師 Eric Sammut 的獨特演奏技巧，已有無數學生在各升學考試及音樂比賽中
獲得佳績。曾受邀於巴黎小鏡子劇場 Théâtre du Petit-Miroir 演出木琴獨奏會、法國
PAS 邀請與木琴大師吳欣怡於巴黎莫內美術館同台演出；亦曾受邀至台北中山堂現代藝
術節演出木琴獨奏會；受連雅文打擊樂團邀請，於東吳大學松怡廳《 誰打了蕭邦 》音樂
會中演出木琴獨奏。

打擊｜廖邦豪

定音鼓及打擊樂演奏家陳揚，於紐約大學取得音樂碩士，曾就讀於新加坡楊秀桃音樂學
院，在新加坡及美國的六年期間皆獲得全額獎學金。
陳揚專精於多種不同領域的音樂，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樂團打擊樂家，曾經擔任國立臺灣
交響樂團打擊樂職務代理人，並參與多個交響樂團的演出。他也擁有非常豐富的室內樂
的演奏經驗，曾向 So Percussion 學習室內樂長達兩年。 

陳揚師承定音鼓獨奏家 Jonathan Haas，並曾師事 Jim Saporito、Simon Boyar、
Jonathan Fox 以及朱崇義。

打擊｜陳揚

畢業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打擊樂，曾師事徐睿君老師、陳俊庭老師。曾
多次參與台北青年管樂團、青管 ® 二團、六藝樂集巡迴演出，於 2012 年參加「Taiwan 

Percussion Arts Alliance －擊樂錦標大賽 」爵士鼓青年組獨奏獲得金牌第一；2015 與
薪傳打擊樂團於高雄漢神巨蛋在全國運動會上的開幕典禮演出；2017 與多位 Yamaha

代言音樂家大師在台北誠品松菸演出「 擊光片羽－安倍圭子大師與 Yamaha 合作五十週
年紀念音樂會 」。

打擊｜郭力宇

邱宇君，畢業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曾師事黃錦蘭老師、武崢老師。除了音樂教學之外，
並積極參與交響樂團演奏，曾與臺南市交響樂團、高雄市交響樂團、高雄市國樂團、台
灣藝術家交響樂團、台灣獨奏家交響樂團等樂團一起演奏，現為高雄市管樂團固定團
員。目前擔任高雄文府國中、高雄大義國中、高雄鳳甲國中、台南東光國小低音聲部
分部老師。

低音大提琴｜邱宇君

2012 年參與法國巴黎 Saint Cloud Conservatoire Guitar Romantic 演出。2013 年
畢業於巴黎 Malmaison 音樂學院，並取得古典吉他、室內樂及 Théorbe 演奏文憑。回
國後以「 回憶巴黎 」為主題於台北愛樂暨梅哲紀念館、大東藝術文化中心、桃園文化中
心、岡山文化中心、高雄市音樂館等文教機構及大專院校演出。
受民歌手楊幕老師之邀至廈門「 微風樂集 」演出並參與當地 FM90.9 廈門音樂廣播節目
受訪；同年參與高雄庄頭藝穗節演出。現為方圓之間室內樂團與 Le petit ensemble 小
樂隊吉他手。

吉他｜邱懷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弦與擊樂研究所擊樂碩士，曾師事黃純鈴、郭光遠、陳振馨、
吳珮菁、吳思珊…等諸位教授。2012 年加入台北打擊樂團至今，多次隨團參與各類
型演出，演奏經驗豐富，2018 年參與台北打擊樂團首張跨界音樂專輯《 窗外的巴黎 》
錄製，入圍第 30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跨界音樂專輯獎。憑藉著對人聲藝術的熱愛，積
極投入鋼琴合作與合唱推廣，擔任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3、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林口新林國小合唱團…等鋼琴伴奏。

打擊｜余沁芸

打擊｜黃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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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加入台北
打擊樂團，成為正式團員至今，參與多場社區推廣巡迴音樂會及年度公演。2018 年
參與錄製台北打擊樂團首張跨界專輯《 窗外的巴黎 》，結合古典音樂與創新爵士樂，
入圍第 30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跨界音樂專輯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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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音樂系打擊樂碩士，曾師事孫綾老師啟蒙，師事林炳興、蔡哲明老師。畢
業後致力於各級學校的打擊樂教學，也活躍於各大交響樂團、管樂團演出，其間更
多次受邀與國內管弦樂團、管樂團合作演出打擊樂協奏曲。
現為極限打擊樂團團員、台北青年管樂團打擊樂團員、國防部示範樂隊打擊樂指導
老師，並受邀成為 Yamaha 音樂家。

打擊｜黃綉文

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研究所主修古典吉他，先後師從黃修禮老師、羅文賜
老師、徐景溢老師以及李振聲老師，畢業後赴法深造，進入巴黎師範音樂院學習，師
事 Alberto Ponce、Tania Chagnot 以及 Gabriel Bianco。次年以第一名的成績
考進巴黎市立聖摩爾音樂院，歸國後致力於古典吉他獨奏、講座及各類室內樂演出。
目前任教於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淡江高中音樂班、文山社區大學、萬華社區
大學、崇光社區大學。

吉他｜孫家偉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弦與擊樂研究所，師事饒大鷗教授。現為國家交響樂團、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低音提琴協演人員。曾任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奇美愛樂管絃樂團等團員、協演人員。現任教於武陵高中音樂班、南港國小弦樂團。
除積極參與交響樂團演出，就學期間開始學習探戈音樂，師事阿根廷探戈低音提琴
大師 Pablo Motta 與日本探戈低音提琴大師田中伸司。

低音大提琴｜陳美君



科斯提艾能（Pekka Kostiainen, b.1944）出生在芬蘭中部的大學城于維

斯屈萊（Jyväskylä），是芬蘭知名作曲家暨合唱指揮。1968 年畢業於西貝

流士音樂院後，向作曲家托洛寧（Jouko Tolonen, 1912-1986）學習作曲

並於 1973 年取得作曲家文憑。研究所期間持續受教於芬蘭作曲家前輩們，

如依格盧德（Einar Englund, 1916-1999）、科科寧（Joonas Kokkonen, 

1921-1996），以及勞塔瓦拉（Einojuhani Rautavaara, 1928-2016）等人。

在 1969 至 1971 年期間服務於芬蘭波赫亞教區（Pohja Finnish Parish）

擔任領唱，1971 年至 2000 年間回到家鄉任教於于維斯屈萊大學。1977

年，他在于維斯屈萊大學的音樂系創立了「 穆西卡室內合唱團 」（Musica 

Chamber Choir），並帶領團隊至 2018 年。而 1994 至 2008 年間擔任芬

蘭金聲兒童合唱團指揮一職（Vox Aurea children's choir）。2000 年後，

持續專注於作曲及指揮，並活躍於各大國際合唱比賽、音樂節演出，以及錄

製唱片工作。2004 年獲得于維斯屈萊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

科氏兼擅於合唱指揮與作曲，他與金聲兒童合唱團和穆西卡室內合唱團合

作的數十年間，柯氏也為合唱團量身創作歌曲，如現今最常被演唱的兒童當

代作品〈 雅各的兒子們 〉（Jaakobin Pojat, 1976），同時也有混聲版本〈 雅

各的大兒子們 〉（Jaakobin Isot Pojat, 1984）。靈活的作曲技巧使他能將

音樂目標和意象適切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他總能以迷人方式發揮合唱團的表

現力，同時也考慮了表演者的演唱能力和音樂的整體性。靈活的作曲技法，

特別是充滿異質性和相對性的當代音樂語彙，在表演者中備受讚賞。

受芬蘭民族史詩《 卡勒瓦拉 》（Kalevala）或民間詩歌啟發的作品中，科

氏的音樂獨創性也許最為明顯，其作品也經常能看見幽默的性格。科氏的宗

教作品中巧妙地運用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創作手法，如：模仿對位、調式的使

用等。儘管科氏的作品以合唱音樂聞名，但他也創作了大量的管風琴、室內

樂、大型管弦樂作品，包括芬蘭民族樂器康特勒琴（Kantele）的協奏曲，

與兩部歌劇。

Pekka
Kostiainen
科斯提艾能



〈 炭筆畫中的樹 〉（Hiilellä Piirretyt Puut, 1988）是

科斯提艾能受「 于維斯屈萊室內合唱團 」（Jyväskylä 

Studio Choir）委託，為該團二十週年音樂會所寫的作

品。全曲沒有特定歌詞，僅以母音的變化呈現動聽的旋

律及透明的和聲，以純淨的聲響描繪芬蘭森林在不同季

節與氣候的景象。

此曲運用許多上、下行，拱型一般的音階旋律，以

6/8 拍子舞曲般的節奏呈現；科斯提艾能將各聲部一分

為二，以卡農技法呈現，宛如樹枝被風吹拂著左右搖

曳。音樂結構大致可分為三段落：首段由男低音聲部在

G 上的持續低音開始，有如穩固的大地，而後男高音、

女中音於其上唱出 D 音上的弗里吉安（Phrygian）調

式音階，營造出氤氳晦暗氣氛。待女高音聲部出現，瞬

間陰霾一掃而空，轉為 G 音上的五聲音階，透明清澈。

第 二 個 段 落 主 要 由 D 音 上 的 多 里 安 調 式 音 階

（Dorian）為基礎，由男低音開始後，各個聲部漸次堆

疊，樂句交織越趨密集，從橫向音階轉為縱向垂直和

聲，連續平行七和弦的音響，更加緊湊的節奏，建築出

音樂的高峰，好似一陣強風暴雨，樹梢劇烈搖晃的景

象。而後，音樂回到段落開頭的多里安調式音階，聲部

間僅作下行音階的模仿，強風吹拂過後再度回歸平靜。

接著，男低音再度帶出持續低音 G，進入第三個段落，

彷彿雨過天晴大地的復甦，由男高音與女中音帶領，逐

漸由低音向上發展。各聲部以低限主義（Minimalism）

的手法，不斷各自重複相同的音型、節奏，呈現樹林平

靜祥和的景色。

曲｜Pekka Kostiainen 科斯提艾能

Hiilellä Piirretyt
Puut

 炭筆畫中的樹



Ruben, Simeon, Leevi, Juuda, Dann, Naftal, Gaad, 
Asser, Isaskar, Sebulon, Joosef ja Benjamin.

Jaakobin poikia kaikki

1976 年，科斯提艾能完成同聲合唱曲〈 雅各的兒子
們〉（Jaakobin Pojat, 1976）創作，隔年由馬帝托亞音
樂高中合唱團（Madetoja Music High School Choir）
首演，歌曲前衛的聲響，以及炫技色彩，讓此曲大受歡
迎，1984 年科斯提艾能再將此曲改編成為混聲合唱版本

〈 雅各的大兒子們〉（Jaakobin Isot Pojat, 1984），成
為全球合唱比賽與音樂節的熱門曲目。

舊約聖經記載，猶太人的祖先雅各，在埃及住了 17

年之後，以 147 歲的高齡去世，臨終前一一祝福 12 個
兒子，也就是後來以色列的 12 個支派。〈 雅各的大兒子
們〉的歌詞便是雅各 12 個兒子的名字：呂便（Ruben）、
西 緬（Simeon）、 利 未（Leevi）、 猶 大（Juuda）、 但

（Daan）、 拿 弗 他 利（Naftal）、 迦 得（Gaad）、 亞 設
（Asser）、以薩迦（ Isaskar）、西布倫（Sebulon）、約

瑟（Joosef），以及便雅憫（Benjamin）。

〈 雅各的大兒子們〉全曲和聲織度 7 到 8 個聲部，「 堆
疊、層次、對比、炫技」四個樣態，型塑出全曲精神，
樂曲開頭男高音獨唱以半唸半唱方式唱出人名，合唱團
則以長音堆疊出人名的韻母，伴著音量強弱對比的豐富
層次，展開成為直向的和聲段落。隨之接續純男聲的合
唱，伴著女聲非音高的炫技，音高 / 無音高的對比，鋪
陳出合唱團無音高精彩炫技的高潮樂段，這段炫技中，

「聲音的傳遞」是作曲家幽默創意的總合：由低而高、由
高至低、向外擴散或向內聚攏。至終，再回到樂曲開頭
的動機，堆疊與層次的樣態再次呈現，並在聲部堆疊出
完整 C 大調音階的音群中，震撼地結束。

曲｜Pekka Kostiainen 科斯提艾能

Jaakobin Isot 
Pojat

 雅各的大兒子們

呂便、西緬、利未、猶大、但、拿弗他利、迦得、亞設、
以薩迦、西布倫、約瑟，以及便雅憫。

以上這些都是雅各的兒子。



林科拉

Jukka 
Linkola

林科拉（Jukka Linkola, b.1955），芬蘭鋼琴家、作曲家暨指揮。

1972 年至 1980 年，他在赫爾辛基的西貝流士音樂院學習鋼琴和音

樂理論。從 1974 年開始，他擔任排練鋼琴家，並於 1979 年至 1992

年期間，在赫爾辛基市劇院擔任指揮。他曾在西貝流士音樂院和赫

爾辛基大都會應用科學大學教授音樂。自 1972 年開始，他參與多種

爵士樂組合，並在 1976 年創立尤卡林科拉八重奏（Jukka Linkola 

Octet），這支隊伍在日後成為芬蘭爵士樂要角，並擴大為尤卡林科

拉十重奏（Jukka Linkola Tentet）。他的電影配樂曾兩次獲得尤

西獎（Jussi Award）（ 1987/1989），超現實風格電視歌劇《 安潔

莉卡 》（Angelika, 1990）更獲得「 坎城國際音樂與唱片出版大獎 」

（Cannes Midem Award, 1994）。2012 年，芬蘭藝術委員會授予

他十年創作資助，同時擁有使用藝術教授頭銜的權利。

在創作歷程上，林科拉從他的八重奏和爵士大樂隊出發，而後將創

作範圍擴大到古典音樂，並在其中融入爵士元素。例如 1983 年為次

中音薩氏管與管弦樂團所創作的《 穿越 》（Crossings），獨奏群在豐

厚的管弦樂團聲響之上，流暢地即興演奏。這段持續到 80 年代晚期

的融合風格之後，他改以近乎新古典主義的風格來創作：如調性極為

自由的旋律，特立獨行的節奏，不經意加入的不和諧音程、複調性手

法、大量平行和聲、高度重視樂器色彩等。他的第一部大型劇場作品，

芭蕾舞劇《 強盜的女兒羅妮亞 》（Ronja Ryövärintytär, 1988），在

風格上就展現了史特拉汶斯基（ Igor Stravinsky, 1882-1971）、普羅

高菲夫（Sergei Sergeyevich Prokofiev, 1891-1953）和巴爾托克

（Bartók Béla Viktor János, 1881-1945）等人的影響，日後他歌劇

上的風格更顯返璞歸真。

林科拉自 1980 年代投身創作，如今已是廣受歡迎的作曲家，創作

範疇涵蓋了劇場、影像配樂、管弦樂、室內樂、聲樂、爵士大樂團等。

1997 年後，林科拉也開始創作合唱作品，如今晚所演出的《 原始音

樂 》組曲（Primitive Music, 1998）、《 我心嚮往 》組曲（Mieliteko, 

1999）等。

林科拉於 1975-1990 年間擔任赫爾辛基市劇院的指揮，目前他是

一名自由作曲家。他曾與芬蘭廣播交響樂團、赫爾辛基愛樂樂團、芬

蘭國家歌劇院樂團、郭德堡歌劇院、奧爾堡交響樂團以及盧布爾雅那

廣播交響樂團合作演出。



18.曲解+歌詞
Mieliteko 選曲（Mieliteko、Punapaula）

Mieleni minun tekevi aivoni ajattelevi

lähteäni laulamahan, saahani sanelemahan

sukuvirttä suoltamahan lajivirttä laulamahan

laulu laulu lauloi 

sanat suussani sulavat puheet putoelevat

kielelleni kerkiävät hampahilleni hajoovat

我心嚮往，神智躍動

口中歌詠，出聲敘述

誦唸我們的詩，吟唱我們的曲

唱吧，唱吧，歌唱吧

字彙化於無形，語言觸地流散

舌尖迅速繞轉，由齒間散佈世上

混聲合唱組曲《 我心嚮往 》（Mieliteko, 1999），組
曲第一首〈 我心嚮往 〉（Mieliteko）詩文取材自芬蘭史
詩《 卡勒瓦拉 》（Kalevala）首段的前二句，於十九世
紀上半葉由艾歷亞隆洛（Elias Lönnrot, 1802-1884）
採集整理，也是許多人學習芬蘭語的進階教材。

〈 我心嚮往 〉展現出林科拉鮮明的爵士樂風格，在 F

小調自然小音階基礎上，配置了 5/4、3/4、4/4、7/4

混合拍子，除去了樂句長度框架，讓音樂更顯自然富有
韻律；八聲部豐厚的設計，讓 7、9、11、13 和弦得以
自由貫穿全曲，全曲兩段式的結構，主旋律在女高音、
男高音聲部中清晰地呼應輪唱，女低音化身爵士樂隊中
的和聲樂器，男低音則扮演爵士大樂隊的低音提琴，以
人聲模擬根音撥奏，以及五度循環（ fifth circle）等技
法，讓觀眾宛如置身在人聲擬真的爵士樂隊中。

On neidolla punapaula kun tanssihin käy,

käs’vartehen kultansa solmii hän sen.

Miks’ niin lujalle sä solmit oi armahani?

Vai luuletko että mä karkajan pois?

小姑娘戴著紅絲帶跳舞

把它繫在情人手上

「 親愛的，何必綁得這麼緊？

你怕我會逃走嗎？」

《 我 心 嚮 往 》組 曲 第 二 首〈 紅 絲 帶 〉（Punapaula, 

1999）， 詩 文 取 材 自 芬 蘭 史 詩《 卡 勒 瓦 拉 》
（Kalevala）， 林 科 拉 賦 予 歌 曲「 生 動 活 潑 」
（Vilkkaasti）的情感，自由地運用 8/8、7/8 拍混合拍

子，以及 3/4、6/8 拍複合拍子，讓音樂從第一個音符
開始，就洋溢著舞蹈的動感，在絢爛的音樂前導開展
後，民樂般 3/4 拍的主題旋律分別由四位獨唱者演繹，
然而在明晰的主題下，隱含著 6/8 拍的複合拍子律動，
讓旋律更加生動趣味，引領著觀眾翩然起舞。

Punapaula 紅絲帶Mieliteko 我心嚮往

詞｜Kalevala 卡勒瓦拉（芬蘭史詩）
曲｜Jukka Linkola 林科拉

 《我心嚮往》選曲Mieliteko



曲｜Jukka Linkola 林科拉

Primitive Music  《原始音樂》選曲

北歐的原住民薩米人（Sami Lapps），原居地在現
今挪威、瑞典、芬蘭、俄羅斯北部，是歐洲最大的原住
民族之一，有自己的薩米語言，以及獨特的民謠特色。
被稱之為“Joik”（ 或 Joiku, Joigo）的薩米民謠，主
題多為敘述人、動物、周遭自然環境，旋律的重要性大
過歌詞甚多，經常僅以幾個重要關鍵字形成歌曲核心，
其他則以即興、無意義的狀聲詞等方式來進行，演唱時
也常以薩米鼓自由地伴奏。

林科拉所創作的合唱組曲《 原始音樂 》（Primitive 

Music, 1998）， 包 含 五 首 歌 曲：〈 日 出 〉（The 

Sunrise）、〈 工 作 歌 〉（Work Song）、〈 燭 光 之
歌 〉（The Candle Song）、〈 儀 式 舞 〉（The Ritual 

Dance）、〈 民謠 〉（The Joiku），在形式上體現了薩
米民謠的主要內涵：描述環境與事物、大量的即興、無
意義的歌詞等。在《 原始音樂 》中，林科拉混用了調性
與調式旋律，讓音樂混融著現代與仿古的氛圍，並讓合
唱團模擬打擊樂器，在仿民謠風格的旋律線中，指示了
合唱團拍手、踏腳，興高采烈地歌舞，分享著最原始，
也最單純的快樂。

The Sunrise 日出

The Candle Song 燭光之歌

The Joiku 民謠

詞｜Kalevala 卡勒瓦拉（芬蘭史詩）
曲｜Jukka Linkola 林科拉



曼提亞維（Jaakko Mäntyjärvi, b.1963）在赫爾辛基大學修習

英國文學、語言學，並在西貝流士音樂院修習音樂理論及合唱指

揮，曼提亞維不僅是合唱作曲家，同時也是一位專業英文 / 芬蘭文

翻譯。

身為作曲家，他以「 兼容並蓄的傳統主義者 」描述自我寫作風

格：採集芬蘭不同時代的音樂風格，融合成獨到的曼式音樂語言，

並將之建立在對芬蘭傳統音樂的自覺上，同時注重音樂的連貫性與

傳達性（ 口語性 ），可說是一位務實的作曲家。

曼氏專注在合唱音樂寫作，重要作品包含《 四首莎士比亞歌曲 》

（Four Shakespeare Songs, 1984）、〈 偽 作 民 謠 〉（Pseudo-

Yoik）（ 1994）、El Hambo（ 1997）、 為 泰 利 斯 合 唱 團 所 創 作

的 40 聲部經文歌《 試煉 》（Tentatio, 2006）等。多部作品被國

際知名團隊，如瑞典廣播電台合唱團、BBC 歌手、香堤克利合唱

團等收錄於專輯唱片中。並受邀為 Cork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第八屆於哥本哈根舉行之 IFCM 世界合唱論壇、國王歌

手等單位團體委託創作。

2000-2005 年 擔 任 Tapiola Chamber Choir 駐 團 作 曲 家，

1998-2004 年 間 擔 任 該 團 代 理 指 揮，2015 年 創 立 Chamber 

Choir cc FREIA，並擔任該團藝術總監，現為自由翻譯與作曲家。

Jaakko
Mäntyjärvi
曼提亞維



莎 士 比 亞 四 大 喜 劇 之 一，《 仲 夏 夜 之 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1596）自發表以來，生
動描繪兩對情侶被妖精亂點鴛鴦譜，在森林裡展開的
魔幻傳奇，大受歡迎並產生諸多延伸音樂創作：普賽
爾（H. Purcell, 1659-1695）假 面 舞 劇《 仙 后 》（The 

Fairy Queen, 1692）、 孟 德 爾 頌（F. Mendelssohn, 

1809-1847）標題音樂《 仲夏夜之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Op.21/61, 1826/1842）、 布 列 頓 歌
劇《 仲 夏 夜 之 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Op.64, 1960）…等，皆以該劇為本。

曼 氏 四 聲 部 混 聲 合 唱〈 搖 籃 曲 〉（Lullaby）， 為
《 四 首 莎 士 比 亞 歌 曲 》（Four Shakespeare Songs, 

1984）之二，場景建構於《 仲夏夜之夢 》第二幕中，仙
后提泰尼亞交代完小妖精們工作後，要妖精們唱一首讓
她能好好休息的搖籃曲。全曲 9/8 拍、6/8 拍的交錯律
動，讓歌手所扮演的妖精角色充滿靈動喜感，四聲部從
升 C 同音起始，變化音的下行營造出夜裡森林的迷幻
氣氛，曼氏在升 C 大調的基礎上，刻意地導音降半音，
和聲進行中不時出現平行／隱伏五八度，更讓全曲充滿
復古色調，細膩生動地描繪這段小妖精們為仙后所唱的
搖籃曲。

詞｜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曲｜Jaakko Mäntyjärvi 曼提亞維

Four Shakespeare 
Songs 

 《四首莎士比亞歌曲》選曲

You spotted snakes with double tongue,

thorny hedgehogs, be not seen.

Newts and blind-worms, do no wrong;

come not near our fairy queen.

Philomel, with melody,

sing in our sweet lullaby:

Never harm nor spell nor charm

come our lovely lady nigh.

So good night with lullaby.

Weaving spiders, come not here;

hence, you long-legged spinners, hence.

Beetles black, approach not near;

worm nor snail, do no offense.

舌尖分岔的斑點蛇

你跟刺蝟都別出現

蠑螈與蛇蜥別搗蛋

不准靠近我們仙后

夜鶯飛至捎來樂音

唱出那甜美搖籃曲

傷害詛咒或是巫術

小姑娘全都不近身

搖籃曲伴你說晚安

織網的蜘蛛遠遠待

長腿織娘今後要乖

黑甲蟲可不許過來

小蟲蝸牛不能使壞

Lullaby 搖籃曲 



《 四首莎士比亞之歌 》第三首〈 加倍搖，使勁搗 〉
（Double, Double Toil and Trouble, 1984），歌詞來

自莎士比亞悲劇《 馬克白 》（Macbeth, 1623）第四幕，
三位女巫與巫眾們，在山洞中攪拌湯釜、施展魔法，讓
馬克白向鬼王與亡靈問事的過程。莎士比亞鉅細靡遺地
描述女巫及巫眾們，在山洞中攪拌湯釜的過程，並創造
出各種驚人的魔藥「 配料 」：青蛙趾、蝙蝠毛、狗舌頭、
嬰兒手指、猶太人肝…等，對比出馬克白心中幾近癲狂
的恐懼，產生巨大張力。

曼氏在樂曲開頭標示上「 不過急的快板但要狂暴 」
（Allegro non troppo ma feroce），暗示了女巫在

準備配料時的心理狀態：歡愉、暴戾、毫無保留地將材
料一一下鍋，整曲節奏在單複拍子中不斷來回，配合著
巫眾們的台詞，讓音樂隨時處於動態之中，接續著速度
較慢的中段，去掉了音高，只保留節奏與強弱的唸詞，
或弱或強甚或是喃喃自語的竊喜，都具象了巫眾熱切熬
煮魔藥的情景，終段再回到起頭單複拍子混搭的動機，
但維持在 5/4 拍、2/4 拍、3/4 拍單拍子中交互切換。
最終，魔藥煮沸魔咒已成，巫眾一切就緒，就等馬克白
來問事了。

詞｜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曲｜Jaakko Mäntyjärvi 曼提亞維

Four Shakespeare 
Songs 

 《四首莎士比亞歌曲》選曲



Thrice the brinded cat hath mew'd.

Thrice, and once the hedge-pig whin'd.

Harpier cries: 'Tis time, 'tis time.

Round about the cauldron go,

in the poison'd entrails throw:

toad, that under cold stone

days and nights had thirty-one

swelter'd venom, sleeping got,

boil thou first in the charm'd pot.

Double, double toil and trouble;

fire burn and cauldron bubble.

Fillet of a fenny snake

in the cauldron boil and bake,

eye of newt and toe of frog,

wool of bat and tongue of dog.

Adder's fork and blind-worm's sting,

lizard's leg and owlet's wing.

For a charm of powerful trouble,

like a hell-broth boil and bubble.

斑紋貓叫了三次

刺蝟鳴三加一次

女妖高喊時辰到

一件一件扔進鍋

來點下毒的內臟

還有蟾蜍，躲在陰冷石下

總共卅一日與夜

蟄伏冒出劇毒液

下過咒的鍋裡滾

加倍搖，使勁搗

大火燒，鍋冒泡

沼裡蟒蛇要切片

丟進鍋裡燒又煮

蠑螈眼與青蛙趾

蝙蝠毛和狗舌頭

蝰蛇叉舌跟無腳蜥刺

蜥蜴腳加幼梟翅

煉成詛咒最惡毒

煉獄濃湯滾冒泡

Double, double toil and trouble;

fire burn and cauldron bubble.

Scale of dragon, tooth of wolf,

witches' mummy, maw and gulf

of the ravin'd salt-sea shark,

root of hemlock, digg'd in the dark.

Liver of blaspheming Jew,

gall of goat and slips of yew,

Sliver'd in the moon's eclipse,

nose of Turk and Tartar's lips,

finger of birth-strangl'd babe,

ditch-deliver'd by a drab.

Make the gruel thick and slab.

Add thereto a tiger's chaudron,

for ingredients for our cauldron.

Double, double toil and trouble;

fire burn and cauldron bubble.

By the pricking of my thumbs,

something wicked this way comes.

Open, locks, whoever knocks!

加倍搖，使勁搗

大火燒，鍋冒泡

配點龍鱗與狼齒

巫婆木乃伊，再加胃與喉

從海裡餓鯊身上摘

蔭暗處挖的毒芹根

褻瀆神的猶太人肝

山羊膽汁與紫杉枝

月蝕夜裡片片切

土耳其鼻配上韃靼唇

嬰兒絞死切手指

母親是妓女，生在陰溝中

稀粥煮到濃又稠

再添上老虎內臟

這樣煮成一大鍋

加倍搖，使勁搗

大火燒，鍋冒泡

往我拇指這一扎

邪惡事物將到來

敲門，鎖就會打開

Double, Double Toil 
and Trouble 加倍搖，使勁搗



〈 偽作民謠 〉（Pseudo-Yoik, 1994）與正統北歐民
族音樂，或是薩米民歌（Samme Yoik）毫無關聯，應
以「 具地方色彩的美聲歌劇 」的高度來看待它。如果一
定要有關聯性，我會描述這部作品有這樣的刻板印象：

「 讓多數芬蘭人聯想拉普蘭地區（ 芬蘭北部最大行政
區 ）以及那個地方的人 」。全曲歌詞的存在，是為賦予
音樂清楚的樣態，都是沒有意義的，然而根據幾率法則
來說，字詞裡隱含著南美印第安語，好讓他們具有更佳
的語感。

字詞發音都是以芬蘭文書寫，但在演唱上較特別的
是，所有雙母音的字詞，包含 n 結尾的單字，都要直接
唱至後面的母音（ 或是 n）；這些字詞前面的母音，則
是在正拍上以裝飾音方式演唱。曲中「nh!」這個奇特
的字詞組合，則是在不特定音高上，以喉頭聲（grottal 

grunt）表現出巨大的能量，既然是語音學上的感嘆，
也可以用「 拍手 」、「 踏腳 」、「 薩米鼓 」或是任何指揮
可以自由運用的聲響來替代。

總的來說，全曲聲響應是粗糙、帶有鼻音的，此外也
要大量賦予我們認知中，民族音樂質樸的個性，甚至到
模仿嘲弄民族音樂的程度也不為過，但為避免遭到民族
音樂擁護者的批評聲浪，我必須要指出，曲中模仿嘲弄
的，是對民族音樂的刻板印象，而不是針對民族音樂本
身。（ 文 / 曼提亞維，1999）

曲｜Jaakko Mäntyjärvi 曼提亞維

 偽作民謠Pseudo-Yoik



浦朗克（Francis Poulenc, 1899-1963），為二十世紀前半最具代表性的法

國作曲家之一，綜觀其創作生涯中明顯的風格變化，可以看出他在性格上戲謔

與嚴肅的雙重性。出生於富裕且虔誠的天主教家庭背景，帶給他的影響，不僅

是在學習音樂上的不虞匱乏，宗教信仰中的神秘經驗，也影響他在 1936 年後

的寫作風格。

身為法國六人組（Les six）的一員，1920 年代的浦朗克展現出典型新古典

主義（Neoclassicism）特徵：反德國、反浪漫、反印象、經常參考其他人的

作品、精簡卻犀利的線條與色彩、改變了重音與節奏的規律性、短小而封閉的

曲式、避免繁複對位與主題發展、具有諷刺、機智、幽默、無憂無慮的個性，

和以調性為中心的手法 。

1936 年因為作曲家好友的意外離世，他前往山中的修院尋求宗教慰藉，同時

也受到法國女指揮家納迪亞・布朗惹（Nadia Boulanger, 1887-1979）所組織室

內合唱團演唱數場蒙台威爾第（Claudio Monteverdi, 1567-1643）的啟發，浦

朗克開始寫作合唱音樂，並在風格上加入了嚴肅特質與浪漫精神：強烈的不和諧

音、在關鍵字詞上大量使用變化半音…等，但新古典主義依然存在其宗教合唱作

品中：他展現復古手法，在旋律及終止式上混用了調式，所有的經文歌，都採用

無伴奏（A Cappella）的方式演唱、經常將主旋律寫在高音聲部、垂直和聲式

的寫作方式…等；然而，他豐富的和聲設計、調性上的游離、以及交錯複雜的拍

號變換，實則賦予新古典主義中“Neo”的意義。

Francis
Poulenc
浦朗克



曲｜Francis Poulenc 浦朗克
音樂改編｜李俊緯

Gloria  榮耀頌

浦 朗 克 晚 期 大 型 合 唱 與 管 絃 樂 作 品《 榮 耀 頌 》

（Gloria, 1959），是他接受波斯頓庫賽維斯基基金會

（Koussevitsky Foundation of Boston）的 委 託 創

作，在這作品中，浦朗克將其輕快與深沉兩種不同性格

並置，例如在〈 我們讚美你 〉（Laudamus te）一樂章

中，合唱團與管弦樂以輕快的速度製造出如卡農般的

嬉鬧對話，在當時曾引起樂界議論，但浦朗克解釋道 : 

「 當我創作這段音樂時，兩件事物激起了我的靈感，首

先是畫家郭佐利（Benozzo Gozzoli, 1420-1497）壁

畫上那些伸著舌頭的天使；另外，有一天我看到一群嚴

肅的聖本篤修會神父們興高采烈地在踢足球 」。

而 女 高 音 獨 唱 與 合 唱 團 的 答 唱 樂 章〈 主、 天

主 〉（Domine Deus）、〈 主、 天 主、 天 主 的 羔 羊 〉

（Dominus Deus, Agnus Dei），則展現浦朗克嚴肅的

另一面，他在女高音獨唱的設計，充分反映他對聲樂旋

律線的細膩處理能力，變化音的大量使用，讓樂章充滿

著敏感且帶著憂鬱的氣息。

六樂章的大型管弦合唱作品，僅有約 25 分鐘的長

度，也反映出浦朗克在音樂結構上的新古典主義傾向：

短小而封閉的曲式、避免對位的主題發展、調式的使

用、調性的游離…等。而浦朗克所特有，將各聲部在同

一個和聲下，置入不斷重複輪替的音符，製造出和聲的

晃盪（Oscilation）效果，以及在聲部中經常出現的隱

伏、平行五度八度音程，也讓榮耀頌充滿原始、狂野的

生命力。

自 1961 年波士頓交響樂團首演該作品以來，這部

具備了愉悅與深沈雙面性格的《 榮耀頌 》，不僅是浦

朗克音樂的成熟巔峰，也是法國 20 世紀宗教作品的

經典傑作。



Gloria in excelsis Deo

et in terra pax hominibus bonae voluntatis.

天主在天受光榮，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I. Gloria  榮耀

Laudamus te. Benedicimus te.

Adoramus te. Glorificamus te.

Gratias agimus tibi propter magnam gloriam tuam.

我們讚美祢，稱頌祢，

敬拜祢，顯揚祢，

感謝祢，為了祢無上的光榮。

II. Laudamus te  我們讚美祢

Domine Deus, Rex cœlestis,

Deus Pater omnipotens. 

Gloria.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聖父。

榮耀。

III. Domine Deus  主、天主

Domine fili unigenite, Jesu Christe!
主、耶穌基督、獨生子。

IV. Domine fili unigenite  主、獨生子



Domine Deus, Filius Patris, Rex cœlestis.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miserere nobis.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suscipe deprecationem nostram.

Agnus Dei, Filius Patris.

主、天主、聖父之子，天上的君王；

除免世罪者，

求祢垂憐我們。

除免世罪者，

求祢傾聽我們的祈禱。

天主的羔羊，聖父之子。

V. Dominus Deus, Agnus Dei  主、天主、天主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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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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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Qui sedes ad dexteram Patris  坐在聖父之右者



拉米瑞茲（Ariel Ramírez, 1921-2010）為阿根廷作曲家、鋼琴家及指揮，

被譽為阿根廷民族音樂的重要倡議人，以具阿根廷音樂色彩的作品著稱，並

於職業生涯內創作 300 多首曲目。

拉米瑞茲出生於阿根廷聖塔菲省的首府，並於年輕時即對阿根廷傳統民

族高卓人（Gauchos）、克里奧爾人（Creole）的音樂展現高度興趣；於約

20 歲時受 20 世紀阿根廷重要民族音樂家尤潘基（Atahualpa Yupanqui, 

1908-1992）影響，深入研究南美洲傳統節奏，並進入阿根廷國家音樂學院

接受正規音樂訓練，之後於 1940-1954 年先後在馬德里、羅馬及維也納研

究古典音樂，最終回到阿根廷，採集了 400 多首民謠旋律；後於 1955 年

成立拉米瑞茲民族音樂公司（Compañíade Folklore Ariel Ramírez），並

於 1970 至 2005 年間多次擔任阿根廷音樂作者及作曲家協會（Sociedad 

Argentina de Autores y Compositores, SADAIC）之主席。

Ariel
Ramírez
拉米瑞茲



曲｜Ariel Ramírez 拉米瑞茲

Misa Criolla  中南美彌撒

1962 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中，開放禮儀聖事

語言限制，拉丁文不再是唯一儀式用語，各地方教會

得用自己的母語舉行禮儀，拉米瑞茲於 1963 年完成的

《 中南美彌撒 》（Misa Criolla）成為第二次大公會議開

放禮儀語言後，第一部以非拉丁文寫作的彌撒曲。這部

為男高音獨唱、混聲合唱團、吉他、低音提琴、鋼琴、

打擊所作的西班牙語彌撒，結合阿根廷及鄰近地區傳統

舞曲節奏及曲調，成為拉米瑞茲的代表作之一。

全曲使用西班牙譯文，沿用彌撒傳統五部經文：

〈 垂 憐 經 〉（Kyrie）、〈 榮 耀 頌 〉（Gloria）、〈 信 經 〉

（Credo）、〈 聖哉經 〉（Sanctus）、〈 羔羊經 〉（Agnus 

Dei）。〈 垂憐經 〉取材自流行於阿根廷西北方的民謠風

格 Vidala-Baguala，其悠遠而沉穩的節奏，經由合唱

團的吟唱及男高音的獨唱，營造渴望上主垂憐的氛圍；

〈 榮耀頌 〉利用同流行於阿根廷西北地區的慶典舞曲節

奏 Carnavalito，歡快的節奏宣告人們讚美、稱頌上主

的愉悅，中段使用流行於同區域的 Yaravi，深刻而悠

遠的旋律來祈求上主聆聽世人的祈禱，末段再次回到

Carnavalito 節奏，讓〈 榮耀頌 〉燦爛的結束；〈 信經 〉

使用阿根廷聖地牙哥愛沙泰羅的傳統舞蹈 Chacarera 

Trunca，最大特色為樂團伴奏基底使用 3/4 拍，人聲

旋律則採用 6/8 拍的複合拍子，同時營造兩種不一樣

的律動，全曲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利用男高音獨唱及

合唱團的相互應答，講述世人對神的堅信，於樂章中

後段轉調至平行大調上，突顯信仰的光明，更於最後

反覆吟唱「Amén」表示對於永恆生命的堅信；〈 聖哉

經 〉使用玻利維亞科恰班巴地區的舞曲節奏 Carnaval 

Cochabambino，穩定而明亮的節奏型態及調性，讓

全曲透著神聖透徹的氣息，終段人聲以無伴奏形式吟唱

三和絃，寧靜安穩的結束；〈 羔羊經 〉使用南美彭巴草

原上的傳統音樂型態 Estilo Pampeano，以鋼琴獨奏

拉開全曲哀傷悠遠的氛圍，男高音伴著合唱團的和聲，

以近乎宣敘調的吟唱透露著對和平的渴望，雖是整部彌

撒中最短的樂章，卻是最爲動人心弦的抒情篇章。



Gloria a Dios en las alturas

y en la tierra paz a los hombres que ama el Señor.

Te alabamos. Te bendecimos.

Te adoramos. Glorificamos.

Te damos gracias, por tu inmensa gloria.

Señor Dios, Rey celestial.

Dios Padre todopoderoso.

Señor, hijo unico, Jesucristo.

Señor Dios, cordero de Dios, hijo del Padre.

Tú que quitas los pecados del mundo,

ten piedad de nosotros.

Tú que quitas los pecados del mundo,

atiende nuestra súplica.

Tú que reinas con el Padre,

ten piedad de nosotros.

Porque tú, sólo eres Santo,

sólo tú, Señor.

Tú sólo altísimo.

Jesucristo.

Con el Espíritu Santo,

en la gloria de Dios Padre.

Am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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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祢，為了祢無上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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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免世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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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頌

Señor, ten piedad de nosotros.

Cristo, ten piedad de nosotros.

Señor, ten piedad de nosotros.

上主，求祢垂憐。

基督，求祢垂憐。

上主，求祢垂憐。

Kyrie 垂憐經



Agnus Dei 羔羊經

Cordero de Dios que quitas los pecados del mundo.

Ten compasión de nosotros.

Cordero de Dios que quitas los pecados del mundo.

Danos la p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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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o,  Santo, Santo,

Señor Dios del universo!

Llenos están los cielos y la tierra de tu Gloria.

Josana en las alturas!

Bendito el que viene en el nombre del Señor.

Josana en las alturas!

聖、聖、聖，

上主、萬有的天主，

你的光榮充滿天地。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奉上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Sanctus 聖哉經Credo 信經

Padre todopoderoso, creador de cielo y tierra; 

creo en Dios.

Y en Jesucristo creo,

su único hijo nuestro Señor:

fue concebido por obra y gracia del Espíritu Santo,

nació de Santa María Virgen,

padeció bajo el poder de Poncio Pilato,

fue crucificado, muerto y sepultado.

Descendió a los infiernos;

al tercer día, resucitó de entre los muertos;

subió a los cielos,

está sentado a la diestra de Dios,

desde allí ha de venir

a juzgar vivos y muertos.

Creo en el Espíritu Santo,

Santa Iglesia Católica,

la comunión de los Santos,

y el perdón de los pecados,

resurreción de la carne,

y la vida perdurable.

Amén.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成孕，

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

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而公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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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ero de Dios que quitas los pecados del mundo.

Ten compasión de nosotros.

Cordero de Dios que quitas los pecados del mundo.

Danos la p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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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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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迦慧  范宇心  張愷淩  陳珮印  蔡郁君  蔡雙竹  
鄭以心

男高音

高端禾  李駿平  吳孟軒  沈冠宇  林　叡  郭柏鴻  
陳昊立  陳逸弘  曾吉弘  曾煜仁  黃雨農  葉曦文  
劉　毅  潘劭筑  潘國慶  潘敏政

男低音

鄭有席  杜　維  何嘉恩  李政國  阮昱祈  唐寅凱  
張林子軒  陳渙文  黃國展  黃詩祺  鄭逸伸
謝述澄  闕紹森

（*以上粗體字為聲部長）

Taipei  Chamber  Singers

製作團隊



特別感謝

丁一雷
于善敏
王中發
朱如鳳
朱美玲
何伯堂
何金樑
吳宏璋
呂宜庭
李秋福
沈俊男
沈新欽
段筱薇

洪惠美
許淑媛
郭炳宏
陳安瑜
陳俊志
傅碧梅
曾維民
黃俐敏
黃美鈴
黃錦蘭
葉娜心
鄒家蓁
劉盛福

蔡佩玲
蔡純雅
蔡耿銘
鍾佳諭
蘇　屹
蘇峻慷
La Voix d’AMiS 藝術樂坊
中鋼真善美合唱團
天生歌手合唱團
台灣合唱團
台灣展望合唱團
東方天籟合唱團
屏東欣韻合唱團

屏東青年合唱團
屏東室內合唱團
家韻合唱團
高雄心聲合唱團
高雄市木棉花合唱團   
高雄市合唱團
高雄市漢聲合唱團 
高雄市鹽埕國民小學
高雄室內合唱團
高醫聲樂社
雲林愛樂合唱團
補給艦人聲樂團
嘉義大學嵐韻合唱團

感謝TCS永久捐款人
王光明 王　可 王清宜 陳心慈

感謝TCS捐款人（2018-2020年）
尹太太
何金樑
余小姐
李文傑
李麗怜

汪玉英
沈明珊
林昱成
林美玉
許嘉芳

游小姐
黃淑慧
黃麗珍
楊林紫雯
廖懿媛

盧鎂娥
天悅合唱團
欣欣天然氣
寶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9-20「音為愛」計畫贊助感謝
台北市北區扶輪社
台北關渡扶輪社

國藝之友會前會長　張順立先生
國際扶輪3521地區總監　馬長生先生
國際扶輪3521地區前總監　王光明先生



1   贈送全年度主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30張（加贈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TCS出版專輯10張
3  洽TCS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享7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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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年度音樂會節目手冊感謝欄留名
6  可享室內之友專屬優惠活動（講座安排、活動抽獎等）
7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8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拾萬元(含)以上/年

同上，音樂會節目手冊〈永久贊助人〉感謝欄留名

贊助金額 贊助者權益

熱情永續‧聲聲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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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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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
助
辦
法

贊
助
室
內
之
友
權
益

同TCS室內之友權益
1   洽TCS購買出版品可享9折優惠
2  不定期收到TCS最新演出相關訊息
3  可享室內之友專屬優惠活動（講座安排、活動抽獎等）
4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未滿壹萬元/年

1   贈送全年度主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2張（加贈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TCS出版專輯2張
3  洽TCS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出版品享8折優惠
4  該年度音樂會節目手冊感謝欄留名
5  可享室內之友專屬優惠活動（講座安排、活動抽獎等）
6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壹萬元(含)以上/年

1   贈送全年度主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6張（加贈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TCS出版專輯2張
3  洽TCS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出版品享8折優惠
4  該年度音樂會節目手冊感謝欄留名
5  可享室內之友專屬優惠活動（講座安排、活動抽獎等）
6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叄萬元(含)以上/年

1   贈送全年度主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15張（加贈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TCS出版專輯5張
3  洽TCS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出版品享8折優惠
4  該年度音樂會節目手冊感謝欄留名
5  可享室內之友專屬優惠活動（講座安排、活動抽獎等）
6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7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陸萬元(含)以上/年

贊
助
方
式

伍拾萬元(含)以上/年
（ 永久贊助人 ）



2021 
年度計畫

演出製作 演出團隊日期與場地

《 第二屆「 音為愛 」得獎作品首演－
End Polio 終結小兒麻痹公益音樂會 》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台北中山堂中正廳
4.18

《 韶光漫漫 》
國家演奏廳
6.16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3

《 孩子的奇幻星球－ 2021 台北
華新兒童合唱團年度公演 》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7月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 純粹・極簡－ Peter Phillips 與
台北室內合唱團 》

台北室內合唱團

《 擁友世界音樂會－原石青少年
合唱團 x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 國家音樂廳（暫定）

8月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原石青少年合唱團

《 室內同樂會 》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暫定）
9月

台北室內 50 合唱團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4

《 歲月如歌 》
澎湖縣演藝廳（暫定）
9月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 音樂台灣 2021 作曲聯展 》
國家演奏廳
11.20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附屬團隊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 聽見土地的聲音－欣欣 50

週年音樂會 》 國家音樂廳（暫定）
12月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
欣欣合唱團

8.09-8.10
衛武營音樂廳
國家音樂廳

1   贈送全年度主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30張（加贈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TCS出版專輯10張
3  洽TCS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享7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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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年度音樂會節目手冊感謝欄留名
6  可享室內之友專屬優惠活動（講座安排、活動抽獎等）
7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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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贈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TCS出版專輯5張
3  洽TCS購買年度主辦音樂會票券、出版品享8折優惠
4  該年度音樂會節目手冊感謝欄留名
5  可享室內之友專屬優惠活動（講座安排、活動抽獎等）
6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7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