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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對愛的期盼、唱出對社會的祝福

因為愛
我們對社會關懷也對未來盼望
音為愛
我們用音樂靈感回應愛的精神
懷抱著心意寫下音符與文字
譜出一首首動人的歌曲
將祝福的歌聲傳遞到各個角落
千百傳唱、溫暖人心
成為對希望的信仰
改變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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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為愛 Sing for Love」計畫緣起

「音為愛 Sing for Love」合唱詞曲創作比賽，由國際扶輪 3521 地區前總監王光明

先生所發起，並號召國際扶輪、社會賢達人士共同響應，自 2018 年首屆舉辦以來，

「音為愛 Sing for Love」合唱詞曲創作比賽聚焦「創作、演出、出版、推廣」四

大核心，打造計畫本身成為華文合唱作品新創平台，扮演孕育新生代音樂創作者

的重要角色。

以音樂為橋梁，關注社會議題，啟發良善理念，第二屆「音為愛 Sing for Love」

在國際扶輪 3521 地區贊助支持下，由台北室內合唱團主辦，並以「臺灣人文地景」

與「開啟機會之門」為題，從近百件投稿中，選出十四件得獎作品，成為台灣合

唱音樂的生力軍，「音為愛 Sing for Love」也是一段旅程：從比賽徵件、作品出

版、得獎暨首演記者會發佈、音樂會發表、全國講座推廣，用我們的歌聲與行動，

陪伴青年作曲家實現創意、鼓勵他們繼續投身音樂創作。

本屆「音為愛 Sing for Love」，更以實際行動擴大愛的視野，在國際扶輪 3521 地

區全體社員的支持下，首演音樂會將募集三萬美金，贊助「End Polio 終結小兒麻

痺」計畫，讓藝文創作與表演，也能善盡社會公益的責任。

台北室內合唱團成立於 1992 年，躋身亞洲頂尖合唱團之林，除國際演唱活動外，

更致力當代合唱音樂的耕耘，2006 年啟動 ｢ 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成果備

受國際樂壇肯定。台北室內合唱團亦肩負社會公益，打造音為愛平台，以歌聲傳

達對社會的關懷，秉持「寫下對愛的期盼，唱出對社會的祝福」宗旨，藉由比賽、

發表、出版、推廣，讓藝文生根形成循環，用實際行動鼓勵有志者投入創作，讓

乘載美好意念的合唱作品在社會中傳唱不息。

你的心聲我們來唱，因為愛

實踐公益結合藝文的美好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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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音為愛」
合唱詞曲創作比賽系列活動時程

2020 2021
「音為愛 Sing for Love」
合唱詞曲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首演音樂會 暨 
作品推廣計畫

02-05 月 01-04 月

05-08 月 04 月 09 日

08-10 月

04 月 18 日

12-01 月

01 月 08 日

05-12 月

醞釀期
比賽規章、主視覺設計

音樂會籌備期
音樂會文宣主視覺設計
得獎作品排練

宣傳期
比賽正式上線、文宣張貼、
電台宣傳、音樂大人物專訪、
第一屆得獎者專訪

得獎宣告記者會
得獎作品樂譜出版

收件期
網路報名件數 100 件，
收件數 60 餘件

第二屆「音為愛」合唱詞曲創作比賽得獎
作品首演暨 End Polio 終結小兒麻痹公益
音樂會

評選期
評選結果公告
得獎作品樂譜製作

推廣期
得獎作品全台推廣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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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為愛 Sing for Love」合唱詞曲創作比賽，從 2018 年第一屆開

辦即受到各方熱烈參與，這次發起的第二屆「音為愛」合唱詞曲

創作比賽，創作主題選定「臺灣人文地景」與「開啟機會大門」，

以音樂為橋梁，傳遞對台灣文化的重視以及正向人生的支持，專

業評審依照作品的「傳唱性」與「藝術性」評選出十四首創新作品。

「音為愛 Sing for Love」活動的發起人王光明先生、前國藝之友

會長張順立先生以及國際扶輪 3521 地區馬長生總監，支持台北室

內合唱團主辦比賽活動，促成藝術與企業結盟合作，深耕台灣合

唱文化，除了鼓勵創作外，也致力於推廣這些美好的音樂作品，

將「音為愛」的精神綿延擴大影響力，成為台灣重要的音樂合唱

創作平台；同時，藉由辦理音樂創作比賽，使年輕創作者們有機

會關懷社會，陶冶人心激勵人生。在比賽籌辦的過程中我深深感

受到，催生與支持這些活動的社會賢達人士，是真切地將這份社

會親善寄寓公益於藝文創作之中，堪稱企業回饋社會的典範。

很榮幸參與此次的盛會，祝福如此有意義的比賽圓滿順利，活動

的效益獲得社會更大的肯定！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林曼麗的話 

董事長　林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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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社是行善服務的組織，本著服務社會、發揚人道精神的宗

旨，進而舉辦具備公益慈善理念之活動。二年前由 3521 前總監

王光明所發起的「音為愛」合唱詞曲創作比賽，無論是藝文

深度、公益精神、社會廣度都成為扶輪佳話，本次第二屆

「音為愛」計畫，繼續由國際扶輪 3521 地區贊助，並更

進一步結合「End Polio 終結小兒麻痹」全球性公益計畫，

盼以動人歌曲傳遞關懷，以實際行動促進更健康的社會。

本屆「音為愛」活動由台北室內合唱團策劃執行。首先舉辦

合唱詞曲創作比賽，藉以發掘詞曲創作人、獎挹傑出作品。最

佳作曲獎分為混聲合唱、同聲合唱組及兒童合唱三組；最佳作詞

獎則以「臺灣人文地景」、「打開機會之門」為二大作詞方向。經評

審公正公平的審核後，已評選出十四件優勝作品。緊接在 4 月 18 日所舉辦第二屆「音為愛」得獎作

品首演暨 End Polio 終結小兒麻痹公益音樂會，由台北室內合唱團、新北市私立及人小學合唱團首

演優勝作品，並作為後續推廣傳唱的影音典範，當日 3521 地區合唱團也將以優美歌聲、激勵的詞曲，

讓大家感受愛的存在，以歌聲呼應「音為愛」計畫，體現扶輪社關懷與回饋社會的精神，用音樂創

造不凡的人生。

2021 國際扶輪主題「扶輪打開機會」（Rotary Opens Opportunities），服膺這個主題之下，我們

一系列「音為愛」計畫，從比賽徵件、首演發表、樂譜出版及推廣，都已將計畫本身，打造成音樂

創作者們的育成平台，協助創作者持續散發光芒，首演音樂會更主動支持「End Polio 終結小兒麻痹」

計畫，希望藉此活動，累積社友們的捐獻，期待募集三萬美金的捐款可捐贈給「End Polio 終結小兒

麻痹」計畫，以悠揚的歌聲增進友愛與和諧，激勵人生而後服務社會。

在此很感謝扶輪 3521 地區前總監王光明的發起，並邀請國藝之友會前會長張順立起共同贊助本屆活

動。讓我們集結扶輪的力量，將音樂與愛傳播到世界各地。也要感謝台北室內合唱團策劃與執行以

及各位評審和扶輪夥伴們的辛苦付出，讓這個歷時多月的活動可以圓滿、順利的完成。

最後，感謝音樂會現場各位嘉賓的蒞臨，及各位扶輪社友的捐獻，有你們的參與，是對整個音樂會

最大的支持。也希望活動過後，可以繼續將歌聲與愛心傳遞給更多人，共同讓世界變得更真、善、

美。

國際扶輪 3521 地區總監

馬長生的話

總監　馬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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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為愛 Sing for Love」，法國大文豪雨果曾說：「音樂是

思維著的聲音」，以聲音來表達內心的情感，隨著旋律擺動

身體，相信是人類表現藝術最早的形式之一，而且音樂是將

生活中內心的情感帶入，讓聽者受到感染，有了豐富的情感，

音樂才有魅力。

「國藝會」致力積極輔導、協助與營造有利於文化藝術工作

者展演環境，獎勵文化藝術事業，以提升藝文水準；除了政

府投入的資源外，「國藝之友」更是另一股力量，是以促進

藝術與企業交流為目的而成立，運用企業的資源，以培養更

多優秀藝術創作團體與人才，雙方合作執行專案補助計畫，

支持藝企合作，擴大藝術文化的影響力。企業家王光明先生

與我都是扶輪社友，同時也是國藝之友的會員，他經營事業

有成，在這片土地扮演著灌溉者、教育者、傳遞訊息的使者…

等角色，促成國際扶輪 3521 地區、台北市北區扶輪社、台北

關渡扶輪社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共同參與，用音樂說故事，寫

下對愛的期盼，唱出對社會的祝福，傳唱千年，將音樂這一

「軟實力」超越時間與空間，帶來更廣泛、更長遠的正向力量。

我個人非常喜愛藝術，尤其是音樂方面，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位男高音，對音樂是痴迷的，當王光明先生向我提及

他的發想，便欣然 say “YES”，謝謝王光明先生讓我有機會

再次參與贊助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同時，感謝所有參與人員

的付出，祝第二屆「音為愛」合唱詞曲創作比賽活動順利圓

滿，發掘更多歌曲創作人才，為這片土地的音樂人開創新局。

國藝之友會前會長

張順立的話

前會長　張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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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因國藝會林董事長曼麗女士一席談話之啟發，我們成功的舉辦第一

屆比賽及得獎作品首演音樂會，盼能以音樂作為橋梁，傳達公益慈善

的理念。經過兩年台北室內合唱團努力至各地推廣，獲得極大的

好評及迴響，為國家推廣既好聽又具傳唱價值的全新歌曲，也

發掘更多作詞作曲人才，這是我們創辦的初衷與目的，願藉歌

曲的力量激勵人心、增進社會之友愛和諧及正面向善的力量。

因為這些得獎者的作品都是他們內心深處的發表，透著浮生百

態的人生哲學，其中特別令我感動的是第一屆獨唱組獲得第三

名的賣麵郎林家榮先生，他是在台中第二市場賣麵維生，但因為

熱愛音樂創作及歌唱，就用日常生活中隨身可取，隨處可得、不可

或缺的一項元素「愛」，來創作，歌詞唱到「愛在靜默無語的微笑裡　

無聲響起　瀰漫在你我呼吸裡　盈滿在空氣…」，這令人溫暖愉悅的曲子

在忙碌的生活中，真能令我們停下自己的腳步，感受周遭的愛與美好。

感動之餘，讓我們這群「憨人」更願意、更勇敢地舉辦第二屆「音為愛Sing for Love」合唱詞曲創

作比賽，在台北室內合唱團專業規劃下，這屆主題為「臺灣人文地景」，配合國際扶輪年度主題

「開啟機會之門」，除同前屆一樣有混聲、同聲合唱組別外，更欣見增加了兒童合唱組獎項，讓這

屆比賽更豐富多元。

本場音樂會也結合國際扶輪「End Polio終結小兒麻痺」計畫的公益服務，謝謝今日所有前來指導

的音樂界前輩、友人。感謝3521地區總監馬長生先生、3522地區前總監張順立先生、3521地區台

北市北區扶輪社、台北關渡扶輪社對比賽的贊助，感謝3521地區各社社友，您們參與音樂會所捐贈

的全數款項將用於支持國際扶輪「End Polio終結小兒麻痺」計畫，感謝所有支持「音為愛Sing for 

Love」的二樓觀眾，您的購票讓我們得以印製得獎曲譜及推廣，更感謝台北室內合唱團行政團隊的

籌畫安排與執行。集合眾人力量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是我們扶輪的宗旨與精神，就像音樂會一

樣，需大家共同完成與呈獻。很期待今日的演出，讓我們一起欣賞台灣合唱音樂新興作詞作曲的精

彩，盼藉此音樂會激勵更多音樂愛好者繼續創作，為台灣合唱音樂的發光發熱一起努力。請盡情享

受這場充滿愛與關懷的音樂盛宴吧！

「音為愛」計畫發起人、國際扶輪 3521 地區前總監

王光明的話

發起人　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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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文學士，國立維也納音樂院作曲、
指揮文憑畢業，是國內現今活動力最強、最多才多藝的
音樂家之一，在指揮、作曲、著作、翻譯、教學、藝術
行政、廣播電視節目主持製作各個領域，皆有極強的知
名度與活動力。曾經先後擔任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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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交
響樂團團長，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長，現任國立臺南藝
術大學應用音樂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曾經跟隨游昌發、Francis Burt 教授學習作曲，隨蕭滋
及 Karl Östereicher 教授學習指揮；曾經先後獲得過「齊
爾品作曲比賽」首獎（1985），臺灣省交響樂團第二屆
徵曲比賽第二獎（1993），作品展現出傳統與當代新舊
融合的多樣風貌，並曾經擔任山東交響樂團、日本仙台
愛樂交響樂團、深圳交響樂團、河北省交響樂團、俄國
Voronehz 愛樂管弦樂團之客席指揮。

希臘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曾說過：「每顆心都唱著一首歌，直到另一顆心悄悄地以輕聲細語回應。
想要唱歌的人永遠會找到一首歌。在情人的感動下，每個人都變成了詩人。」當然，並非所有的歌
都是情歌，但是如果並未打從內心感受並愛上想要歌詠的人、事、物，寫出來的詩詞與歌曲是無法
打動人心的。

然而作為詞曲創作比賽的評審，主要是透過閱讀樂譜，並藉助於參賽者所附上的 MIDI 檔，來進行揀
選與抉擇。旋律的流暢、動聽與否，曲調與語韻音調的配合，本就是品賞一首歌曲的基本要點，但
是一首歌曲構思的整體呈現、情境的構思與掌握、合唱音樂寫作的語法與技法、鋼琴伴奏搭配的互
補性與支撐性…這些都牽涉到較為專業的作曲技巧，若是作曲訓練與經驗不足，是無法把歌曲帶上
通往受眾的最後一哩路，也會使得創作者滿腔的感動無法被賦予完整且客觀的表達與存在，這也是
當前仍待克服的難題之一，唯有更加的深化並拓廣技巧、釐清核心藝術理念，才有能夠寫出眾人期
盼的「台灣之聲」。

在此要特別感謝國際扶輪 3521 社再次的大力支持，並選擇今年第二屆「音為愛」的比賽以「臺灣人
文地景」、「開啟機會之門」做為主題，鼓勵愛樂者與專業音樂人士一起創作，「懷抱著心意寫下
音符與文字，譜出一首首動人的歌曲，唱出對社會的祝福將祝福的歌聲，傳遞到大大小小的角落，
成為對希望的信仰、改變世界的力量。」此外更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年輕人學習作曲譜歌，也會有更
多的作曲家投入比賽，為台灣創造出更多千百傳唱、溫暖人心的「愛之音」。

陳樹熙

評
審
團
主
席
的
話

評審團主席　陳樹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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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鋼琴，師事吳漪曼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指揮組畢業，師事廖年賦教授。
曾任中學音樂教師並長期在教會擔任詩班指揮、管風琴師。

目前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星中會婦女合唱團指揮、台北和平教會撒
母耳樂團指揮。近年來也嘗試編曲工作，為多種形態樂團改編樂曲。

簡介請見第 14 頁。

林純純

翁佳芬

評審團介紹：
作曲組

1985 年考取法國政府獎學金，進入巴黎師範音樂院。
1987 年獲長號演奏家文憑及室內樂高級文憑。
任職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30 年，曾任長號首席、演奏組主任。
2002-2015 年擔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指揮。
臺北愛樂電台 FM99.7「管，它是什麼聲音」管樂節目主持人。
知名作曲、編曲家，作品有管樂合奏、管弦樂、合唱及室內樂數百首。
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輔仁大學音樂學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現為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許雙亮

台灣屏東縣人，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研究所音樂科技組，東吳大學音樂學
系，主修鋼琴。在音樂演奏領域，身兼鋼琴家、擊樂家與木笛演奏家；音樂創
作方面包含藝術音樂與商用音樂，並致力於台灣民謠作品改編為管弦樂版本，
由長榮交響樂團長期於各地演出。

商用音樂的合作對象包括舞蹈團、劇場、電視節目、唱片、遊戲配樂、廣告音
樂等。藝術音樂的創作，擅長管弦樂、室內樂、擊樂、獨奏樂器與聲樂之作品。

現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音樂學系專任助理教授，高雄室內合唱團駐團作
曲家，巴洛克獨奏家樂團作曲家，高雄廣播電臺節目主持人。

劉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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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唱片工作三十年，統籌過李玟、柯以敏、彭羚、孟庭葦、林志炫等多位歌
手的專輯音樂與文字企劃。擅於使用簡單文字表達深刻情感，用畫面描述抒發
內心世界。近年多次擔任歌詞創作比賽評審、歌詞創作營講師，並於大學流行
音樂系擔任作詞課程講師。創作歌詞近三百首，代表的作品有周迅〈飄〉、柯
以敏〈斷了線〉、李玟〈過完冬季〉、王力宏〈愛的就是你〉、林志炫〈沒離
開過〉〈浮誇〉、蕭敬騰〈亡羊〉。

武雄，詞作家，音樂創作人，為台灣流行歌壇較難歸類之作者，其作品橫跨國
台語、北中南、老中青，風格迴異自成格局，除歌詞創作外，武雄亦擔任專輯
製作，從事企劃，撰寫文案，甚至錄製口白等，自稱低調作詞人鮮少露臉曝光，
入行三十年，發表國台語歌詞八百餘首，曾多次入圍金曲獎，並以〈阿爸的虱
目魚〉獲得第二十三屆最佳作詞人獎，因長期耕耘台語創作致力推廣，獲頒教
育部 110 年度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樓南蔚

武雄

評審團介紹：
作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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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室內合唱團

重要大事紀

成立於 1992 年，台北室內合唱團以三十年演唱經驗，成為亞洲最頂尖的合唱組織。在前任藝術總監暨指揮陳
雲紅，及歷任指揮梁秀玲、翁佳芬帶領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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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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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受大會指定為委託創作發表團隊。台北室內合唱團已在全球留下演唱足跡，頻繁的演出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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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創超過四十多部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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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室內合唱團也是音樂教育的實踐者，成立「台北室內合唱學苑」（TCS Institute for Choral Arts），建立
多樣化的合唱團隊，包括：四個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台北室內 50 合唱團、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等，藉由
課程、音樂會、音樂節慶的推動，達成台北室內合唱團的社會使命。台北室內合唱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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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教育等不同面向，皆以聲音藝術傳遞者為志，打造令人驚異的東方美聲。

2019 

2018 

2017 

2015 

2013 

2012 

2011 

2010 

發表當代合唱音樂劇場《念你如昔》

第三十五屆「ACL 亞太音樂節」現代合唱作品指定發表團隊

第十屆「上海音樂學院當代音樂週」首個受邀台灣合唱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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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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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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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屆「ACL 亞太音樂節」現代合唱作品指定發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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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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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傑出合唱指揮，活躍於樂壇，以深刻雋永的音樂詮釋聞名。擅長演繹

各時代合唱作品，排練規劃力求效率，為合唱團員營造難忘的演出體驗。

長年推動合唱音樂發展，致力於台灣合唱教育扎根與推廣，屢屢委託新作，

擘劃合唱演出與學術研討會議。投入合唱教育工作之餘，多次受邀擔任國

內外合唱比賽與節慶之評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學士，主修聲樂，師事辛永秀教授；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研究所碩士，主修管弦樂指揮，師事張大勝教授。美國

德州奧斯汀大學（U. T. Austin）博士，主修合唱指揮，師事畢奇教授（Dr. M. 

Beachy）。1996 年返國任教，曾經指揮台北室內合唱團、高雄市教師合唱

團、中山大學合唱團、青韵合唱團。另受邀客席指揮台北世紀合唱團、國

立實驗合唱團、蔚藍之聲合唱團、木樓合唱團。

目前身任國立中山大學音樂學系合唱指揮組專任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研究所指揮組兼任教授，擔任中山大學音樂學系合唱團音樂總監

及高雄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為台灣合唱協會理事長，美洲合唱指揮協會

（ACDA）永久會員及世界合唱聯盟（IFCM）會員。

鋼 琴

客席指揮

王乃加

翁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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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擔任台北愛

樂歌劇坊、台北室內合唱團、木樓合唱團鋼琴合作。亦擁有個人專屬頻道，

定期發表編創作品（頻道：http://www.youtube.com/c/Natalie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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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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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高音

女低音

男高音

男低音

鍾慧敏、方素貞、王逍遙、余沁芸、李瑞筑、李維恩、卓鈺薰、原　意、謝佩容、顏詩容

謝竺晉、莊皓瑋、何青菁、成協真、何嘉瑜、吳麗秋、李　琦、林迦慧、張愷淩、郭靖怡、蔡郁君

李駿平、吳孟軒、吳冠穎、郭柏鴻、黃雨農、劉　毅、潘國慶

鄭有席、杜　維、何嘉恩、李政國、阮昱祈、胡禎尹、張林子軒、陳渙文、黃皓偉、黃詩祺、鄭逸伸、闕紹森

（* 以上粗體字為聲部長）

團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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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小學合唱團由一群熱愛唱歌的四、五、六年級孩子所組成，長年以來在全體師生支持與

鼓勵中，歌聲飄揚，推己及人；多次參加新北市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成績表現優異、亮眼。

小朋友自然、清澈的天籟和聲，頗受好評；曾受邀參加國慶音樂會、內政部全國婦女國是會

議開幕式演唱、國立教育廣播電台音樂節目及公益演出、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絃樂團聯合

演出、周大觀兒童創作詩《生命》交響曲、台北華新兒童合唱團聯合公演、朱宗慶打擊樂團

2 兒童音樂會音樂錄製等，以樂傳愛。

王思云、王柏媛、王脩惟、王睿澤、何禹璇、吳承叡、呂家穎、李祐岑、汪子鈞、沈郁臻、

辛沛恩、孟宥瑄、林妤嫣、林沛璇、林雨萱、林品亨、林星汝、邱薇予、施沛甯、施佳岑、

施承沄、洪婕菲、范亦晞、唐丞威、柴力齊、祝　寧、高芷妍、張忻耘、張宸睿、張軒龍、

張語晴、曹京泳、梁瑋庭、莊捷淩、郭怡伶、陳可芸、陳志瑜、陳泓羽、陳奕榛、陳姿瑄、

陳思涵、陳思晴、陳科潤、彭婧淳、曾子榕、黃可蔓、黃喬琳、黃筱涵、黃靖雅、楊津瑄、

楊雅涵、廖又葳、廖子晴、廖元君、趙子妍、劉方濡、劉品濂、劉恩彤、劉耕綸、劉紫桐、

劉澐菲、蔡沂蓁、鄧紫婕、蕭卉婕、賴岑倢、瞿子緹、簡嘉妤、藍穎宣、龔　軒

新北市私立及人小學合唱團

團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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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       琴

指       揮

吳宛真

柯良蕙

台中人，畢業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教育學系，主修琵琶，師

從王世榮教授，隨張炫文教授學習鋼琴，並加入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鐸聲合唱團。於 2017 年取得國立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研究所藝術學碩士學位。投身兒童合唱教學多年，獲獎無

數，曾代表新北市參與多次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並參與建國一百

年音樂會演出，音樂舞台劇《老師，您好！》全省巡迴演出。長

期投入音樂教育啟蒙工作，現任教於及人小學。

畢業於光仁中學音樂班，文化大學西洋音樂學系，維也納普萊納

音樂院（Prayner Konservatorium）演奏家文憑。

2011 年參與西班牙國際音樂營（International Forum of Music of 

Torrelodones），優異的表現獲選獨奏演出，當時擔任音樂總監

的 Fernando Puchol 教授稱讚其「音樂性極佳、擁有純粹而美的

音樂」。

2014 年於比利時國際鋼琴音樂營（Primavera Pianistica）演出譚

盾《八幅水彩畫的回憶》，獲比利時鋼琴家 Geert Dehoux 讚賞「不

只是彈琴，而是純粹的音樂呈現，音色熱情且直接」。返台後積

極參加音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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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社 116 年來，除了愛心公益的特色之外，每會必唱的慣例，造就扶輪社友歌唱的喜好和實力。

國際扶輪 3521 合唱團，是由 2018-19 地區總監王光明所發起，台北室內合唱團方素貞老師指導。以推廣美好

音樂及宣揚扶輪精神為宗旨。成員都是 3521 地區各社嚴選，歌唱熱情到位，在完美的和聲中呈現扶輪社友「行

善天下，激勵人心」的胸懷。

未來合唱團將代表 3521 地區，展現扶輪社友極富美學的優質內涵，在各公益場合以悠揚和聲宣揚扶輪精神。

國際扶輪 3521 地區合唱團

團員名單
女高音

女低音

男高音

男低音

李燕珠、呂錦雪、顏海燕、許立旻、藍雅惠、陳姿蓉、王心怡

陳怡芬、陳麗玲、曹晏華、盛開梅、李曉梅、李秋如、陳寧欣

周仲年、方建錩、嚴樹芬、李震強、鄧聖偉

林宏達、江明鴻、鄭明生、曾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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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慧敏

方素貞
1990 年文化大學音樂系西樂組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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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團參加數項國際性比賽均獲佳績，並時常於台北室內合唱團音樂

會中擔任女高音獨唱。

1997-2017 年分別創立「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1、2、3、4 團」及

「台北室內 50 合唱團」，希望團員藉由練習合唱的互相合作中，

用心聆聽別人的聲音，讓美妙的和聲充滿在生活中。

目前擔任台北室內合唱團團長，國際扶輪 3521 地區合唱團指揮。

自幼習琴，國小即活躍於合唱團。2001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音樂系，主修鋼琴、副修聲樂。2012 年，於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現為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取得碩士學位，主修聲樂。鋼琴

曾師事衛燕貞老師，Mr. Allen Burnham-Airey 及李娓娓教授；聲

樂曾師事陳明律教授，林燮毅教授及任蓉教授。現為台北室內合

唱團一員。

鋼       琴

指       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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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 活動主持與藝文導聆

2008 年以兒童節目起家，期間製作藝術文化、教育、生活

與音樂、環境永續、科學與科技類節目。曾獲廣播金鐘獎：

2008 年兒少節目音效獎、2009 年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

2010 年藝術文化節目主持人獎、2012 年藝術文化節目主持人

獎、2012 年藝術文化節目獎、2020 年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2020 年藝術文化節目主持人獎。曾受邀為大成報名人回首少

年專欄作者三年並結集出書、獲行政院頒發全國反毒有功人

士獎表揚。

音樂會主持人 暨 最佳作詞獎作品朗誦
端端（陳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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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作詞獎－臺灣人文地景

最佳作詞獎－開啟機會之門

國際扶輪 3521 地區合唱團

最佳作曲獎－兒童合唱組【演唱：新北市私立及人小學合唱團】

最佳作曲獎－混聲合唱組【演唱：台北室內合唱團】

最佳作詞獎－臺灣人文地景

最佳作曲獎－同聲合唱組【演唱：台北室內合唱團】

最佳作詞獎－開啟機會之門

演出曲目

曹公廟  

夢想要高歌

望夫石

星星的夢

中場休息

詞 / 洪靖婷

詞 / 呂雅莉

離鄉 詞 / 李沂宸．曲 / 陳宥文

小小燦爛的回憶 詞 / 陳偉勵（陳映瞳）．曲 / 陳慧玲

詞 / 蔡德宏

我們的家鄉 詞曲 / 許以昕

詞 / 盧紫萱

星星的塵埃 詞 / 施憶濃．曲 / 陳思安

閉上眼的新月 詞曲 / 廖子堂

大樹 詞曲 / 卓綺柔

牆外的彩虹 詞 / 高佳妍．曲 / 李宛庭

走向 比西里岸 詞 / 黃湘君．曲 / 劉毅

因為有你 詞 / 賴亞琪．曲 / 藍沛琦

外婆的澎湖灣 詞曲 / 葉佳修．編曲 / 李孟峰

摸蜊仔兼洗褲 詞 / 台灣俗諺、潘國慶．曲 / 潘國慶

阿公阿婆看桐花 詞 / 楊世玲．曲 / 劉毅



20

國際扶輪 3521 地區合唱團

細漢的時候只想要出去飛

想著外頭的世界是那麼的大

大漢了後回來我的故鄉

想到過去的感覺還是那麼的甜美

離開故鄉來到異鄉

不再熟似的一切是那麼的不簡單

經過這風風雨雨

父母的疼惜才知是尚溫暖

阿爸阿母

請你原諒我到異鄉打拼

為著更好的生活

吃苦當作在吃補

阿爸阿母

感謝恁對我的疼惜照顧

假如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樣會選擇自由去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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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鄉 外婆的澎湖灣
詞｜李沂宸．曲｜陳宥文 詞曲｜葉佳修．編曲｜李孟峰



最
佳
作
詞
獎

臺灣人文地景

開啟機會之門

優勝｜洪靖婷〈曹公廟〉
優勝｜蔡德宏〈望夫石〉 

優勝｜呂雅莉〈夢想要高歌〉
優勝｜盧紫萱〈星星的夢〉



創作理念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國立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現為大學教師，戲曲編劇，受邀演講

歌仔戲與布袋戲，足跡遍及全國。歌仔戲編劇作品有《飢渴》、

《文昭關》、《武昭關》、《玄武爭鋒》、《木石奇緣》、《三

擊掌》、《武家坡》、《大登殿》、《鍾馗嫁妹》、《潮水孤蟾》。

從小愛寫武俠小說，因緣際會成為編劇，曾為霹靂布袋戲創

作《霹靂神州三之天罪》片尾曲〈刀劍入江湖〉歌詞，與台

語歌詞書寫結緣，又為學妹畢展撰寫《覓屈原》，厚實創作

基礎。

近年加入「台灣風歌樂集」讀書會，定期產出作品，使自己

越益熟稔台語歌詞創作技巧。此次選定家鄉的曹公廟為題，

融入自身親情元素，書寫出這首作品，感謝主辦單位及評審

認可，期許自己未來有更豐富的創作。

外公生於鳳鼻頭，世代務農，長大就職水利會，深受農民愛

戴，後來當上會長，一生都獻給高雄農業。

阿公篤信道教，坐落鳳山的曹公廟是他任職時一手修整，並

商請交情甚深的誦經團在落成時舉行法會慶祝，使曹公廟非

常殊勝莊嚴。

曹公對高雄農業貢獻極大，是鳳山重要人文地景，學者都十

分重視。阿公自己也是農業人，很敬重曹公，常說有緣可修

曹公廟，感到萬分榮幸，不只能為保存鳳山文史盡力，更無

愧自己的農業工作與道教信仰。

小時常隨阿公去拜拜，雖然我沒有從事農業工作，但對曹公

廟有特殊情感，曹公廟承載阿公的事業與信仰，走進曹公廟，

就是走進阿公的世界。

於是當我成為一位學者、編劇，我便想透過作品紀錄曹公廟，

既凸顯其人文地景特殊性，也抒發對阿公畢生事業與信仰的

敬意。

歌詞分三段，首段ＯＳ總提曹公廟來源，第二段追憶幼年情

景，第三段時空回到現在，阿公已離去，我透過書寫向深愛

我的阿公訴懷。兩段中間插入農業水利工作，同時向曹謹君

及我的阿公致敬。

洪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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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

高雄平原鳳山郡，

水清土沃好農墾。

誰人氣魄開溝圳？

清領知縣曹謹君。

【正曲：曹公廟】

三支清香點予燒，

祖孫啊行入曹公廟。

阿公講玉皇降旨做清醮，

重建曹祠無嫌勞。

原來卡早高雄叫打狗，

地理形貌像鳳凰頭。

若沒曹公開圳溝，

哪有水源田地流。

一支清香謝曹公，

灌溉農田五穀登豐。

二支清香謝農翁，

辛勤播種民泰國昌。

三支清香向誰酬？

倒看正看沒主張。

來酬福德神，

來酬註生娘，

要保庇我的人生攏無憂。

三支清香點予燒，

沓沓啊行入曹公廟。

寫戲寫歌欲創作，

重來曹祠無嫌勞。

民生豐收排第一，

先民播田將雨祈。

現代興農有科技，

風調雨順重水利。

一支清香謝曹公，

灌溉農田五穀登豐。

二支清香謝農翁，

辛勤播種民泰國昌。

三支清香拜何方？

阿公的英靈情操在心中。

教我感恩天地四方，

教我敬畏神尊上皇，

擱保庇我的人生幸福無疆。

詞｜洪靖婷
曹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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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藝術行政工作者，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

美學研究所（動畫藝術組碩士），興趣廣泛多元，除設計與

動畫外，亦有涉略文學、劇場、展覽、插畫、電影美術等領

域。畢業動畫作品〈漁者〉曾入圍蘭薩羅特國際影展、聯合

製作〈啵啵！老爸〉曾獲放視大賞最佳角色獎與入圍南方影

展動畫類等；文學方面於服役期間之作品〈微光物語〉曾獲

全國替代役役男藝文競賽銅獎，亦於研究所就讀期間屢次於

新詩、散文、小說類入圍多屆南藝文學獎決選，2018 年獨立

出版《不管你去了哪裡，》散文集一書，曾任日光影像工作

室有限公司美術設計，現任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專案工作人員，主要負責策劃書展、影展等業務。

本創作以澎湖七美島的名勝－望夫石為發想，歌詞源於筆者

對七美的認識與想像，望夫石的傳說為其披上一層神秘面紗，

讓人不禁想一窺究竟，在多方文本與史料的考究下，譜寫出

本創作的底蘊。

歌詞以此傳說的主角婦人為主，首段以自問自答的方式描寫

七美的景物，形容等待中的人對環境觀察更為敏銳。第二段

承襲第一段對景物描寫的延伸，利用抽象的「願」與「流浪」，

鋪陳婦人看見遠方船隻，假想夫君回來的意象，並倒裝古人

辛棄疾的〈青玉案〉詩詞，重新改寫出尋夫的艱難，下一瞬

間回憶勾起，情緒直升高峰，像對蒼穹提問願在何方。第三

段「轉」寫過去的美好轉瞬消逝的遺憾，婦人將遺憾化為動

力，每天不斷在高處遠矚、日夜呼喚，「直到春神也垂憐我」

象徵年復一年，冬去春來。末段則寫下婦人如燈塔在岸邊，

等待夫君回眸；「海鷗」是船員平安歸航的象徵，也有傳送

訊息之意，末段敘述在月光灑落時，婦人化為礁石，守望夫

君的歸來，期盼歌頌出婦人等待的心境與動人情操。

蔡德宏最
佳
作
詞
獎

優
勝

臺
灣
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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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夫石

月兒彎　是否和海有關？

浮沉的浪　是安慰的搖籃

香楸樹枝枒　飄散　無爭的芬芳

月鯉灣　是願停泊的岸

流浪的帆　在無際的遠方

回首眾裡尋他　燈火卻不再闌珊

倏忽捲起深淵波瀾　當天色漸亮　願在何方？

昨日美夢　電光石火

韶華只留下白首

當你漂流在時間的河流

我會在最遠山頭　呼喚愛的歌頌

直到春神也垂憐我

向晚　南滬燈塔　照亮夜空　等待著你　的回眸

海鷗　述說著從今以後

月光糝落　石化成峰

等你歸來

詞｜蔡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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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生長在新店

因為喜歡寫詞所以常常對時事寫些故事心得

本身工作開過室內設計公司

並多次接收蘋果日報房地產王訪問發表作品

引進全國不動產仲介公司進駐三峽北大特區市場

以及在陸客瘋台灣時期

在重慶北路開立了一間專營陸客生意的茶莊

現在為新加坡在台灣設立開發商平方米國際開發的協理

專營柬埔寨房地產項目投資

目前也是公益團體東方之美旗袍會會長

帶領一群旗姐跳旗袍舞

曾受邀進總統府表演及新北市政府廣場舞台表演

扶輪社 3521 基河網路扶輪社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因為曾經參與過漸凍人關懷活動

所以有感而發寫下〈夢想要高歌〉的歌詞

期許獲獎將獎金透過扶輪社捐贈給漸凍人

呂雅莉最
佳
作
詞
獎

優
勝

開
啟
機
會
之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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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夢想要高歌

曾經參加漸凍人關懷活動

活動現場有播放很多漸凍人親身經歷的故事

因為從未接觸過漸凍人

看著影片感觸很深

尤其是很多漸凍人都是社會優秀的菁英分子

印象最深的是一對父子

漸凍人爸爸發病後

用眼球寫出 30 萬個字的書

漸凍人發病後

全身從四肢會開始僵硬

最後只剩頭腦清晰

眼球能活動

其他全身功能完全沒功用

生活起居完全仰賴旁人照顧

所以另一半的角色的重要性更是偉大

這次歌詞創作就是以漸凍人角色出發對另一半的感謝感言

很多生活上的點滴

跟遭遇變故後的思想

都會特別懷念曾經擁有的日常細節

就連伸伸懶腰都是最美的時候

牽牽手都是奢求

滿滿感念感謝的言語

透過歌詞

展露出來

更希望利用美音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

喚起大家對漸凍人關懷活動的重視

幫助減輕更多漸凍人家庭生活重擔

如果陽光不再為我守候

我依然能感受　你的溫柔

如果剩下只能動動眼球

我依然能撐起　一片宇宙

牽你的手都是奢求

渴望漫不經心的遊走街頭

繁華走過　一切從頭

伸伸懶腰都是最美時候

望你的眼都是享受

曾經幸福滿滿的言語傳透

感謝這一路　願意陪我

漸漸漸漸只剩殘酷的溫柔

夢想還很多

航行大海還是要掌舵

不能有微微脆弱

雖然還看不到盡頭

夢想要高歌

玫瑰還是可以盛開沙漠

不放棄牽著我的手

我會陪你走到最後

不放棄牽著我的手

我會陪你走到最後

詞｜呂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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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這首歌從孩子的角度出發，唱出孩子渴望父母傾聽與陪伴的

心聲。

世界的匆忙讓許多父母無暇照顧孩子，只得把孩子送往才藝

班、補習班，雖習得滿滿知識與技能，但孩子內心卻也填進

了滿滿的寂寞。依附關係及內在運作模式是近代發展心理學

常探討的議題；其中不安全型依附更為現代人所關注。依附

類型的養成，除了氣質、環境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父母在幼

兒時期的教養方式。

歌詞將孩子轉化成星星，用星星期待望遠鏡的探照來比喻孩

子渴望父母的目光，曲中星星做了許多許多努力，卻仍未成

功吸引遠方的目光。結尾是星星的夢想，希望每晚都能被看

見，不論晴雨都會守護炙熱的心等待那人的到來。為了讓歌

詞簡單好記，刻意翻閱國小課本，使用課本中的詞彙來降低

兒童閱讀的難度。歌詞中也加入狀聲詞來模仿咘咕鐘等聲響，

讓曲子更顯趣味。

希望透過這首歌，能開啟一扇機會之門，讓父母重新去同理

孩子的渴望。孩子的夢想不難，往往只求父母一個溫暖的擁

抱。

出生在浪漫的雨都，基隆，雨水的滴答是我對音樂最初的記

憶。畢業於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現就讀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

所，研究領域為情緒心理學與音樂心理學。

自幼為音樂著迷，三歲開始學琴，先後就讀基隆成功國小、

成功國中音樂班，主修鋼琴，副修理論作曲及長笛，事師陳

怡靜老師、王樂倫老師及洪佑寧老師。大三加入振聲合唱團，

除了擔任鋼琴合作，也跟隨高端禾老師學習合唱技巧，更開

始嘗試合唱的編曲與作曲。除音樂外，在文字創作上也多有

著墨，寫作風格與個性一般有著善感、內斂的特質，對情感

獨具感受性，書寫優美。

本次參與「音為愛」合唱詞曲創作比賽，希望能透過旋律及文

字，將我對音樂的熱愛化為一道暖流，溫暖這個為 COVID-19

疫情所紛擾世界。

盧紫萱最
佳
作
詞
獎

優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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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夢

啦啦啦啦啦啦啦……（小星星）

（咘咕鐘聲）

午夜的鐘聲　敲響

漫天的星星啊在張望

今夜誰將成信仰

望遠鏡探向何方

我飛翔　排列成特別的形狀

我歌唱　一首一首的閃著光

我盼望　一道溫暖的目光

你今夜　是否會望向我

（咘咕鐘聲）

早晨的鐘聲　敲響

我總達不到你的期望

（我在遠方　奮力模仿　我在遠方　散發微光）

黑夜是否也能發光

銀河極光月亮

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今夜　我是你唯一

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唯一的燦懶的小星光

我只望　每晚能抱著你

你眼睛　是最美的夢

不論　未來多瘋狂

你永遠有這片星空

我只望　每晚能抱著你

你眼睛　是最美的夢

不論　未來多瘋狂

你永遠有這片星空

hm hm……（小星星）

詞｜盧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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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聲合唱組
特優｜從缺
優勝｜李宛庭〈牆外的彩虹〉
優勝｜許以昕〈我們的家鄉〉
優勝｜劉　毅〈走向 比西里岸〉
優勝｜藍沛琦〈因為有你〉
 



兒童合唱組

混聲合唱組

特優｜劉　毅〈阿公阿婆看桐花〉
優勝｜陳慧玲〈小小燦爛的回憶〉
優勝｜潘國慶〈摸蜊仔兼洗褲〉

特優｜卓綺柔〈大樹〉
優勝｜陳思安〈星星的塵埃〉
優勝｜廖子堂〈閉上眼的新月〉
優勝｜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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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海洋動物被捕捉至海洋世界圈養及表演的人道問題一直存在

著爭議，然而世界各國，並沒有有力的條文來禁止這樣的行

為，華麗包裝的外表下，是滿滿的動物悲歌。

然而，這世界上，有些人即使身處險境，仍不惜與大財團及

整個體制抵抗，只為了為這些動物發聲，讓我深受感動。我

希望透過歌詞，讓更多人明白這些海洋動物的處境，喚醒大

家的認知，保持樂觀，傳遞正向理念，只要有越來越多人能

夠一起關注並大聲疾呼，相信在我們的努力下，這些動物終

能脫離這些苦難，重回大海，再次遨遊。

希望能藉由合唱團溫暖的歌聲，告訴所有在現實裡身不由己

的人們，永遠都要帶著正面的能量，懷抱著希望，大步的迎

向未來。

畢業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主修理論作曲，曾師事

范金耀、林岑凌、李雅婷、陳哲聖老師。

演出及獲獎經歷

2017 年於雙溪樂集音樂會《鄭聲？雅歌？》發表〈如夢令〉

於東吳大學松怡廳。

2017 年參加雙溪樂集「雅歌」中文藝術歌曲創作甄選比賽，

榮獲第一名。

2017 年舉辦《李宛庭作品發表音樂會》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藝次元空間。

2016 年與臺北市立國樂團附設合唱團演出合唱作品〈看一隻

鳥仔〉於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2014 年參加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第六屆新聲台灣合唱作曲

比賽」〈看一隻鳥仔〉榮獲佳作。

李宛庭同
聲
合
唱
組

優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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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外的彩虹

曾經自在的遨遊

在無邊際的海中

任憑陽光和水

灌溉天生的驕縱

乘風破浪的穿梭

純淨無暇的眼眸

還來不及訴說

就被高牆塵封

喚不回的快樂

只剩下虛假的笑容

反覆的動作

被飢餓沖昏了頭

找不回的自由

禁錮中的沈默

渾身是傷

扼殺了野性的衝動

牆外的世界

依舊張開雙手擁抱嗎

請不要絕望

我們會跟這世界對抗

牆外的世界

依舊有熟悉的味道嗎

請不要害怕

彩虹終會綻放

如果用堅定力量

就能再次看見希望

詞｜高佳妍　曲｜李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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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業 於 英 國 布 里 斯 托 爾 大 學（University of Bristol） 研 究

所 電 影 電 視 配 樂 作 曲 系， 師 事 William Goodchild、Martin 

Kiszko，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主修鋼琴，師事朱友

梅、郭素岑、羅玫雅，副修長笛，師事陳麗明、吳振豪、林

美延，選修作曲，師事廖湘琦。

參與多項音樂製作，2016 年與研究所電影系同學合作短片

〈A Tale of Two Cities〉、Mountview Academy 合 作 短 片

〈Palm Oil〉、BBC 野外生活紀錄片合作 Patagonia 01〈Rock 

Hoppers〉、Robert Glowacky 導 演 合 作 紀 綠 片〈Bringing 

Back Bodrik〉。2017 年參與音樂閱讀劇場《轉學生日記：藍

色的旅程》擔任音樂創作與鋼琴演出。至今參與多部廣告配

樂製作，如：Kavalan 調酒、三洋磁磚、宮本漢方…等。

曾參與多項音樂演出，2008 年與光仁高中管弦樂團至洛杉磯

迪士尼音樂廳演出。2012 年舉辦鋼琴聯合音樂會。2013 年舉

辦鋼琴獨奏會。2014 年與 Bonbon 樂團舉辦音樂會。

許以昕同
聲
合
唱
組

優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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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我們的家鄉

這首歌曲的靈感來自於美麗的寶島台灣，台灣土

地雖然小，卻擁有著豐富的人文風情、節慶活動

和地理景致。

〈我們的家鄉〉的歌詞著重於台灣的人文風情，

多以五字一句和五彩繽紛的顏色來描述台灣一年

四季的節慶活動與特色。音樂創作的部分，以擁

有溫暖色彩的Ｆ大調和中等速度來勾勒曲子的輪

廓，旋律設計以弱起拍開始，並且讓重點字詞

（如：台灣、色彩、家鄉…等）在第一拍出現，

作為強調和維持律動感。主歌的旋律以平鋪直敘

的方式，訴說著台灣五顏六色的節慶之美；副歌

的旋律設計除了音域較為寬廣外，節奏也較為緊

湊，道出激昂的感受，聲部之間的輪唱、和聲、

回應更在此段大大地發揮，搭配鋼琴流動的高音

音型，來描述台灣的美好，人們生活在這塊土地

上是多麼的幸福，最後緩緩小聲地收尾，表達社

會祥和之感。

小小的台灣　滿滿的色彩

朱紅色春聯　爆竹不停歇

橙黃天燈飛　冀望滿星空

翠綠粽葉鮮　齊力划龍舟

繽紛的鮮花　繚繞的香火

祈求上天保佑我們

皎白明月圓　花好人團圓

是人們期待的時光

我們的家鄉　多元民族一家親

豐富美食　享不盡

我們的家鄉　山海風光盡收眼底

人們自由又自在

社會安定又祥和

詞曲｜許以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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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比西里岸（Pisirian）位於台東三仙台旁的阿美族濱海部落，

從前為族人牧羊的地方，當地藝術家以漂流木在堤防上打造

了一隻望向三仙台的領頭羊，並將其偽裝成鹿的樣子，象徵

外出打拼的青年為了生活，有時將自己的性格隱藏。該作代

表很多面向的出發與回歸，不僅是回鄉，甚至是走回心靈的

歸屬。當生活在都市時只能透過同一片星空記憶家鄉，羊群

代表想望逃脫現實中的束縛回到草原重獲心靈的自由。踏上

回鄉的路上，斑駁的家園已經不復從前，但眼中所看到的消

散，其實都還深深刻畫在腦中，那些你所失去的都化為一種

永恆的存在。

「從比西里岸出發 也從比西里岸回到心裡的家」

音樂上首段以Ｆ大調帶出城市青年對比西里岸的想念，後以

小調色彩表示故鄉家園的落寞，但隨即因應詞作情緒轉換回

到大調色彩，再以三部和聲建構過去點滴化作永恆存在的豁

達；間奏鋼琴則利用前段的旋律將前三段的情緒縮影；尾段

則再次以副歌旋律拉出歡快的旋律，並以齊唱呢喃尾句表示

心靈歸屬的滿足。（文 / 黃湘君、劉毅）

生於台南、長於台南，喜愛音樂，熱愛歌唱。現就讀於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指揮組主修合唱指揮，師事翁

佳芬博士。畢業於國立臺南大學音樂學系主修聲樂，師事王

志成教授。曾受 Kurt Suttner、Alicia Walker、Mark Carpio、

Jonathan Velasco、Jahja Lin 等指揮大師指導。

自幼參加合唱團至今，高中因參加李瑪寶老師指導的長榮中

學合唱團中深受感動，因而報考音樂系。曾任和平高中國中

部合唱團指揮、國立臺南大學音樂學系合唱團指揮、國立嘉

義大學嵐韻合唱團指揮、高雄室內合唱團助理指揮；現為六

室內合唱團指揮、微人聲歌手聲樂指導及台北室內合唱團男

高音歌手。近年除了聲樂指導及指揮外也嘗試作曲，曾受愛

唱歌手、沐恩歌手、Superwomen 女聲、微行星男聲、新竹

高中、采韻之丘室內合唱團邀請委託創作及編曲。

劉毅同
聲
合
唱
組

優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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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比西里岸

親愛的比西里岸

我在幾百里遠的城市眺望三仙台的星塵

引領我回家的羊群　一樣（定）也想望那裡的草原

我在斑駁白牆刻畫下尋找的足跡

芒草堅守著無人的家

藤蔓攀附著破碎的窗

幸好

我依稀聽見　小時候那些熟悉的聲影

原來

我失去的　都成為永恆的陪伴

化作風　化作雲　化作星塵

從比西里岸出發

從比西里岸回家

完成最後　與自己的約定

走向　比西里岸

詞｜黃湘君　曲｜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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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畢業於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師事洪于茜教授。

曾替東華大學音樂學系改編高山青合唱管弦樂曲，赴上海華東

師範音樂學系交流演出。

2013 年參與國立東華草地藝術節音樂學系管弦樂團演出。

2014 年參與音樂季「原鄉傳唱－原聲彩繪東海岸音樂會」演出。

2014 年參與 104 級音樂學系畢業巡迴音樂會赴香港教育大學交

流演出。

2015 年舉辦藍沛琦個人作品發表會。

2020 年「今宵多珍重」彭文淳執導電影作曲編曲製作，入圍金

馬獎最佳攝影獎。

協製「星宇航空 星宇香 STARLUX Airlines」微電影音樂配樂。

協製「台灣之星 5G X 世代概念篇 記者會發表」音樂製作。

這首作品的靈感來自於我的妹妹。妹妹是一位發展遲緩兒童，

已經二十五歲的她，仍像個八、九歲孩子般地天真、單純，總

是樂觀地看待這個世界。長大的她，踏出人生一大步，進入職

場工作，不害怕別人的眼光！在我眼裡，她是多麼獨一無二的

生命，也是宇宙最亮的恆星，她教我的生命課題，永遠比我給

予的還多更多。

在樂曲創作上，鋼琴透過簡單的分解和弦及琶音技巧，演繹出

「易」卻又「不凡」的人生，象徵著生命力量如同藤蔓般，積

極且奮力向上，不受限於生命的缺陷，反而願意挑戰；主旋律

一開始以八分音符為主，娓娓訴說著心中的話，接著節奏變得

緊湊，十六分音符象徵著波濤洶湧的意念，伴隨著歌詞，表達

出更為堅定的心，帶著妹妹這顆熱忱的心，透過歌唱者唱出勇

敢的心聲。

我想，每個人的心中都有那麼一個人，是「因為有你」，人生

才充滿希望。

藍沛琦同
聲
合
唱
組

優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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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你

你像星星

陪伴孤獨的前行

你像微風

吹來花開的氣息

生命很難

但我用溫柔堅強

看見一道道曙光

我不怕

看不見遙遠的前方

我不怕

勇敢地釋放力量

每個人都值得擁抱一個美好希望

在那裡有花兒綻放，蝴蝶在翱翔

每個生命是發光的恆星

前往明天路上我無畏懼

因為有你

詞｜賴亞琪　曲｜藍沛琦

你是燈塔

指引迷途的我啊

你是山林

保護萬物不欺壓

生命很小

但我有巨大翅膀

飛向一道道曙光

我不怕

看不見遙遠的前方

我不怕

勇敢地釋放力量

每個人都值得擁抱一個美好希望

在那裡有花兒綻放，蝴蝶在翱翔 

每個生命是發光的恆星

前往明天路上我無畏懼 

因為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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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台南、長於台南，喜愛音樂，熱愛歌唱。現就讀於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指揮組主修合唱指揮，師事翁

佳芬博士。畢業於國立臺南大學音樂學系主修聲樂，師事王

志成教授。曾受 Kurt Suttner、Alicia Walker、Mark Carpio、

Jonathan Velasco、Jahja Lin 等指揮大師指導。

自幼參加合唱團至今，高中因參加李瑪寶老師指導的長榮中

學合唱團中深受感動，因而報考音樂系。曾任和平高中國中

部合唱團指揮、國立臺南大學音樂學系合唱團指揮、國立嘉

義大學嵐韻合唱團指揮、高雄室內合唱團助理指揮；現為六

室內合唱團指揮、微人聲歌手聲樂指導及台北室內合唱團男

高音歌手。近年除了聲樂指導及指揮外也嘗試作曲，曾受愛

唱歌手、沐恩歌手、Superwomen 女聲、微行星男聲、新竹

高中、采韻之丘室內合唱團邀請委託創作及編曲。

劉毅兒
童
合
唱
組

特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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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阿公阿婆看桐花

詞作出自 2018 年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出版之

《桐花唸謠本》，為客委會客語薪傳教師楊世玲

老師所作。作詞者是外省小孩，家裡沒有阿公阿

婆，未及學齡時，只有住在對面的客家老夫妻是

玩伴，只會說客語的他們對作詞者疼愛有加，讓

作詞者學會說道地的客語，甚至後來有機會進入

客語研究的領域！詞作中阿公、阿婆開車帶孫子

去欣賞油桐花，流露著溫暖的祖孫情懷，更呈現

客語獨有的形容詞，讓詞作不僅是逗趣的唸謠，

更具推廣傳承客家文化之意義。

因應詩作開心的情緒，在鋼琴的旋律節奏上較活

潑逗趣，全曲共分兩大部分；首先採用齊唱的方

式，道出與阿公、阿婆去看桐花的愉悅心情；再

則以輪唱方式，交替訴說阿公阿婆買田買車的趣

味；後擷取第一、二段的部分歌詞而成，以兩部

和聲的方式，唱出滿山的油桐花；接著再現一二

段，並在「花開」以圓滑下行線條模擬花開花

落；曲中也融入念白，除強調其唸謠的特性，也

為全曲增添多元的聲響，最後全曲結束在歡快的

「Yeah!」。（文 / 楊世玲、劉毅）

阿公阿婆笑哈哈，渡     去看油桐花。

阿公像該高高个油桐樹，

阿婆像該靚靚个油桐花。

阿公阿婆發扯扯，買田買地又買車。

田地買來種个大番薯，

駛車去看滿山个油桐花。

阿公阿婆來過家，共下來去看油桐花。

花開就像五月落大雪，

大家跳舞唱歌尞到笑哈哈。

詞｜楊世玲　曲｜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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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陳慧玲，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現任臺大兒童醫院主治

醫師及教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

所所長，臺大醫院醫務秘書。出生於高雄，四歲起學習鋼琴，

電子琴及作曲，曾參加日本 Junior Original Concert（JOC）

演出，Yamaha 電子琴聯歡會台灣冠軍，台大合唱團伴奏及杏

林合唱團團長。近年參與臺大醫學院楓城室內樂團演出，創

作大提琴室內樂〈悠靜〉、小提琴獨奏曲〈千里之行〉及鋼

琴曲等，並為了疫情譜曲〈吟詠祝禱〉由台大合唱團校友線

上演唱。

此次的創作是和作詞者臺大眼科教授陳偉勵，也是暢銷書《看

見陽光燦爛的自己》作家陳映瞳首次合作，兩位醫師希望藉

由對於音樂與合唱的熱愛與初衷，創作出對於演奏者與聽眾

來說，都是一種享受、一種療癒的音樂，讓音樂，是內在美

好波動的延伸與傳遞。

本樂曲的創作理念，是將成長過程中的回憶，做了「回顧」、

「懷念」與「前瞻」的詮釋。曲風溫馨可愛，傳達「活潑」、

「正向」、「機會」和「感恩」的理念，讓演出者和聽眾都從

樂曲中獲得啟發。不僅適合兒童演出，也適合每一位保有童真

之心的大人哼唱。

樂曲節奏輕快活潑，主旋律鮮明好記，呈現出青春洋溢的動

感。開場序樂模擬孩童蹦蹦跳跳的腳步聲，三段歌詞描述：

（1）童年純真活潑的視角；（2）成長過程中跌倒卻仍暢快

開懷的氣度；（3）成長後將回憶種子放在手心，期待夢想起

飛的信心。副歌描述童年時的校園，孩子們愛說故事、愛玩遊

戲，校園裡有著大象鼻子造型的溜滑梯。雖然總需要面對挑

戰，但一次次的跌倒又站起來的過程，培養出挫折後依然暢快

開懷的氣度。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不免經歷甜美或痛苦，這首〈小小燦爛

的回憶〉讓童年純真的快樂陪伴日後的成長時光，珍惜回憶的

酸甜苦辣，將經歷淬煉為勇敢創造的種子，希望將樂聲中的溫

暖的信念與動力帶給每位聽眾。

陳慧玲兒
童
合
唱
組

優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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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燦爛的回憶

青春，出現在最美的年紀。從很久以前到現在，閃耀不停。

用純真的眼神，留住年輕的心情，讓亮晶晶的回憶，陪伴自己。

你愛說故事，我愛玩遊戲，用大象鼻子溜滑梯。

被打的手心，想吃的點心，還有想爬上高高屋頂。

跌倒又站起來，暢快開懷；童年的回憶，真心去擁抱。

時光在飛翔，我腳步輕盈，未來將燦爛美麗。

成長，是搖搖晃晃的旅行。有汗水流過的痕跡，痛快淋漓。

因你出現在我日記裡，陪我高歌，所以我能夠勇敢自信。

你愛說故事，我愛玩遊戲，用大象鼻子溜滑梯。

被打的手心，想吃的點心，還有想爬上高高屋頂。

跌倒又站起來，暢快開懷；童年的回憶，真心去擁抱。

時光在飛翔，我腳步輕（啦啦啦），我如此燦爛美麗。

遠方，有陽光燦爛的風景。用迫不及待的決心，向前奔去。

把回憶的種子，放入你我的手心，夢想起飛，直到天際。

把回憶的種子，放入你我的手心，讓夢想起飛到天際。

詞｜陳偉勵（陳映瞳）　曲｜陳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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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人，自國小參加合唱團至今，熱愛合唱。大學就讀國立

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輔系音樂學系，主修聲樂，曾師事張

得恩教授、李達人教授；副修鋼琴，師事陳虹苓教授。研究

所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研究所，主修合唱指揮，

師事翁佳芬教授。

曾指揮師大合唱團獲得 104-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

專組優等；帶領亞特愛樂合唱團參加 109 年全國社會組合唱

比賽樂齡組獲得銅質獎、2020 客家合唱比賽樂齡組優等獎；

投身合唱教育之餘，近年也開始嘗試合唱作曲及編曲。

現為台北室內合唱團助理指揮暨男高音、拉縴人少年兒童合

唱團指揮、亞特愛樂合唱團指揮、師大 EMBA 合唱團指揮、

宜蘭聲納合唱團指揮、鳴石聖樂團指揮、和平高中國中部合

唱團指導老師、基隆高中龤韻合唱團指導老師。

潘國慶兒
童
合
唱
組

優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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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摸蜊仔兼洗褲

花蓮縣壽豐鄉是黃金蜆的故鄉，從小常聽到「一

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這個俗諺。前陣子看到

新聞報導屏東有一家小孩玩得全身黑泥，不禁憶

起童年在塘邊遊玩的兒時記趣，不論是釣魚、摸

蜊仔、許多親近大自然的時刻，都格外有趣。

這是一首逗趣活潑的曲子，描寫小孩子第一次摸

蜊仔的歷程。第一段完整呈現摸蜊仔兼洗褲的主

題，第二段以二部輪唱的手法呈現。接著將俗諺

拆解各自發展成一個段落—「摸」使用全音音階，

表現在一片混濁的池水中摸蜊仔的朦朧神秘；「蜊

仔」則為摸到蜊仔時的感動，又或是蜊仔的哀求，

搭配童謠〈天黑黑〉的旋律與「兼」的段落連接，

利用台語字的趣味性，使鹹與淡「兼」具，聲部

間一來一往爭吵不下；「洗褲」段落則描述褲子

在摸蜊仔的過程中濕了，但看到收穫滿滿的蜊

仔，心裡仍十分欣喜雀躍，因此充滿許多附點節

奏與跳進音程。

結尾段落第三次將主題完整重現，除了原本的二

部輪唱外，還增加了一部，使用增值的手法將主

題凸顯出來，迎接曲子的結束。

摸蜊仔兼洗褲，摸蜊仔兼洗褲；

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

天黑黑，啊欲落雨，黑黑，黑黑，

阿公欲煮鹹，阿嬤欲煮淡，

兼鹹鹹兼鹹，淡淡淡淡淡。

詞｜台灣俗諺、潘國慶　曲｜潘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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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卓綺柔，跨領域音樂創作人，美國 Seattle Film Institute 電影

配樂碩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作曲組及新媒體藝術

學系雙學士。

研究所期間隨艾美獎得主 Hummie Mann 學習電影配樂。參

與配樂製作—動畫〈Do It Again〉獲第四十二屆金穗獎學生

作品優等獎、並入圍羅馬 Porn Film Festival 及西班牙加泰隆

尼亞影展；動畫〈祝你好運〉入圍 2020 關渡國際動畫節；

電影〈Kill Your Darlings〉獲 West Sound Film Festival "Best 

Student Film" 等。

現活躍於動畫、電影、遊戲、流行及當代古典音樂的創作。

除編曲、配樂及各式委創外，亦與國際知名音樂製作人孫紹

庭合作多項專案，如雷亞遊戲“Sdorica – Mirage ＂、“Deemo 

– Reborn ＂等專案的音樂剪輯製作，及 Netflix 劇《預支未來》

的助理音樂製作人及額外作曲家。同時在 YouTube 音樂頻道

「SLSMusic」擔任編曲、樂譜製作、影音剪輯與美術編輯。

全曲共分為四個段落，第一段以充滿熱情的斷奏來表現大樹

旺盛生命力，並反覆呼喊「大樹」來表現人們對自然的依戀

和景仰；第二段一反前一段的跳耀、活潑，以一個更寬廣的

風格來表現歌詞中景物快速變遷的感覺。此段中亦使用了許

多大跳的音程，來展現史詩感與時空變換的感覺；第三段則

以溫柔的長線條旋律作為對比，藉由節奏平穩優美的旋律表

現人們對樹的印象、及對其悠遠生命的感慨；最後一段則是

將第一段與第二段融合再現，讓兩段的主題彼此穿插交錯，

編織出如夢幻般、令人感到平靜的尾聲。

創作手法上，作者在本曲中使用了大量四度、及五度的音程，

來建構基礎聲響，藉此營造出更具台灣特色的和聲色彩來描

寫百年老樹的人文風景。希望透過本曲，讓更多人感受到平

日每每交錯而過、習以為常的樹影，皆是一道道守護土地百

年的風景。

卓綺柔混
聲
合
唱
組

特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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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

大樹啊！

枝椏隨風搖擺，

大樹啊！

看過歲月千載。

日夜更迭交替呀！

生命轉瞬即逝，

哪怕千年之後啊！

它依舊守望著土地。

物換星移，

時間的長河不停歇。

春夏秋冬，

渲染著繽紛地青色。

人們在這裡，

笑著哭著生活著。

你深深紮根，

在這片豐饒之地。

大樹啊！

枝椏隨風搖擺，

綠葉鬱鬱蔥蔥，

自成一片風景。

多令人寧靜，

古樸的姿態。

經風霜雕琢，

卻不妥協。

它沈穩如山，

靜靜地看著世界，

把整個時代活成了一場夢。

而你的根將溫柔地抓住夢…

這夢的碎片。

詞曲｜卓綺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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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陳思安，出生於 2001 年，從小學習音樂，主修小提琴、副修

鋼琴，國中時轉為理論作曲主修，曾師事馮麗朱、周久渝老

師，目前就讀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二年級，主修理論作曲，

師事林梅芳教授。

許多人都有過對未來感到迷茫的時刻，好多未知環繞在四周：

生命是什麼呢？我們追求的目標又是什麼呢？彷彿隻身在薄

霧瀰漫的森林，失去了方向。

而在寫這首作品時，我想從另一個角度出發，送給迷航的人

一道光芒，讓他們不再害怕。

全曲主要使用了切分音的節奏，讓作品增添了動感，再加上

八分音符連續高低起伏的音型，使得整首作品流暢順耳，心

也會跟著旋律一起唱著一遍又一遍。在主歌的部分，聲部依

序進入，相互襯托、交織，道出對生命的疑問。到了連接段落，

伴奏的音域開始加深加廣，描摹有如浪花般陣陣波動的淚水，

在句尾的高音則是代表著散佈在天空中星星，耀眼地閃爍。

副歌的部分使用四個聲部齊唱的方式，織度變得緊密，能量

在此段增強，好像可以從其中獲得勇氣，往未來邁進。

這是一首療癒人心的歌曲，注入了滿滿的能量，願能給予身

處低谷的人們一個溫暖的擁抱。

陳思安混
聲
合
唱
組

優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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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塵埃

告訴我　生命該像什麼

該像初春的風　秋天的雨　還是夏日的星空

告訴我　追求的究竟是什麼

是金色的光　湛藍的海　還是燦爛的霓虹

淚水漫過腳踝

無法停止依賴（期待）

我們都是星星的塵埃

那扇門就將要開啟

我們要唱出聲音

打探宇宙的秘密

那些憎恨哀愁　都將成空

最後化成一陣風

淚水落下在地上　開成一朵花

告訴我　生命

該像夏日的夜空

詞｜施憶濃　曲｜陳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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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台中人，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四年級，

輔系音樂學系主修理論作曲，師從錢善華教授、林進祐教授、

陳瓊瑜教授；與 MADZINE 學習數位編曲與合成器。十八歲開

始作曲與自學爵士樂理，進行爵士、日系影視音樂、遊戲配

樂、電子音樂等風格之創作，製作學生製片與藝術季之配樂，

東方魯爵青樂團擔任編曲與鍵盤手。

音樂啟蒙於兒時接觸 1990 至 2010 年代 RPG 遊戲音樂，澤野

弘之與 Kevin Penkin 的影視音樂、巴洛克與印象樂派的粉絲，

希望成為像 Sakuzyo 一樣的音樂製作人，像 Hiromi 一樣玩音

樂、像 Kapustin 一樣收放自如。

我很喜歡為一些景點跟地區編一些小故事跟架空世界觀。「以

前月亮住在山的深處，每天要爬好久到山下、從地表的盡頭

繞天頂一圈，為夜晚帶來些許光明，有時實在太過勞累，便

在回家的路上睡著了；後來人類鋪了鐵路，月亮卻搬家了，

留下這條眠月線。」這是從眠月線返回後所寫的短文，而後

便以此為核心，進一步發展成樂曲。

宏觀來看，本曲以「對努力方式的討論」為敘事主軸；結構

上則分為三個大段落，以第二人稱視角敘述主角（月亮，隱

喻為生活努力的我們）的日常、挫折及重生；細節則大量取

材「眠月線」，包含名稱中的睡眠意象、因八八風災而停駛

的史實、真實存在的景色如天空步道、鐵道、大崩壁、隧道

等等。音樂方面，首尾旋律以調式的切換使神話色彩提升亮

度（Dorian 到 Mixolydian）；段落間偶以音畫手法描寫眠月

線沿途所見之景色。

謝謝這片土地的養分，謝謝邀請我的安琪與滾滾的帶領，謝

謝所有在創作間同行的師長、夥伴，你們都是創作理念的一

部份。

廖子堂混
聲
合
唱
組

優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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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上眼的新月

你披著霧穿的紗

埋進綿延入山的重量

每日幾千里的路程

不曾停下　來回天上

墨水的綠依偎葉的黑

沈澱在你照映的夜色

你離這幅畫如此遙遠

為了看起來跟星星靠近一點

閉上眼的新月　昨日沈睡　夢入眠

閉上眼的新月　鏤印出鐵軌旁石頭上今日的家

有時你走得快

鑿出一個個的黑洞

墜落的水　一點點

滴 / 滲進裝滿宇宙的瞳孔裡

瞇著眼的弦月　錯了方向　躺下來

讓大地的山岳　擁懷你入眠吧——

重生的風吹過呼吸

你從岩礫中伸出枝椏

望向柔順的光柳絮揚逸

落上屹立在空中的枕木

那是一截截山的幻燈片

載著歷史開往天上的月臺

你聽見那汽笛聲

我看到月亮又回到軌道上

睜開眼的滿月　受過傷　醒過來

張開眼的滿月　知道要前進的路就在剩下的方向

* 註：「睜」與「張」字在樂曲中的重複段落，以段落

內統一、段落外依序出現的形式呈現。

詞曲｜廖子堂



感謝您今日的蒞臨
歡迎留下您寶貴的意見
問卷 QRcode
手機掃描 QR code 填寫 e 問卷
出示提交畫面
即可在前台領取小禮物一份



製作單位

製作團隊
顧 問｜陳何家
團 長｜方素貞
客席指揮｜翁佳芬
藝術建策小組｜方素貞、杜 　維、高端禾                             
                           潘國慶、鄭逸伸、謝竺晉
排練指揮｜高端禾、潘國慶、鄭逸伸
鋼 琴｜王乃加

行政總監｜房樹孝
行政經理｜高端禾
企劃經理｜鄭逸伸
企 劃｜鄭以琳
執行製作｜張文榕
行 政｜黃育淞

主 視 覺｜三名治設計
平面設計｜林晁綺
錄音工程｜大音音樂工作室 王昭惠
燈光執行｜王冠翔、翁翌軒
錄影工程｜嘉銘傳播有限公司
攝影紀錄｜王俊凱
工作人員｜李正遠、王宇恆、王若芸、吳瑋儀、林 　庭、

林彥廷、林迦慧、范明璇、康子云、黃安婕、
楊勝涵、雷菁翎、劉裔訓、謝述澄

贊助合作｜

宣傳協力｜

電話｜02-2776-4089
電子信箱｜info@tcschoir.org.tw
網址｜www.tcschoir.org.tw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59 號 3 樓



特別感謝

感謝 TCS 永久捐款人

感謝 TCS 捐款人
（2019-2021 年）

高劭宜
陳端慧
張翰揚
楊華璇

王光明
王 　可
王清宜
陳心慈

尹太太
何金樑
余小姐
李文傑
李麗怜
沈明珊
林昱成
林美玉
洪惠美
許嘉芳

曾吉弘
黃淑慧
黃麗珍
楊林紫雯
廖懿媛
歐瑞雲
盧鎂娥
天悅合唱團
欣欣天然氣
寶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0-21「音為愛」計畫
贊助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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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北區扶輪社
台北關渡扶輪社
歐瑞雲女士



北區扶輪社 福齡扶輪社

陽星扶輪社

天母扶輪社

明德扶輪社

至善扶輪社

天和扶輪社

新生扶輪社

北安扶輪社

天欣扶輪社

陽明扶輪社

圓山扶輪社

大直扶輪社

中正扶輪社

同星扶輪社

中山扶輪社

陽光扶輪社

華山扶輪社

百齡扶輪社

馬長生　    GoodNews
洪良浩　    Harvard
蕭榮培　    Ei Bai
林振邦　    James
陳文佐　    Solution
林文進　    Sam
林炳勳　    Jerry
翁維駿　    Medicine
蔣良清　    Snap
陳光輝　    Robert
宋政坤　    Michael
張語淳　    Kiss

蔡文中　    P Balance
戴祿昇　    PE Lucien
李萬和　    PP William
曹開宇　    Sigurd

蔡秉庚　    P Mike
魏昭蓉　    AG Annie

楊文宗　    P Bruce
王冠敦　    Terry

陳斯宇　    P Steve
王祥湘　    Patrick
林繼暉　    PP C.H.Paul
歐文正　    PP Antony

李明輝　    AG Johnny

張淑君　    P Grace
秦玉玲　    PP Cathy

陳文佑　    DS E.Q.

陳憶青 　    P Jason

陳炳良 　   P Roger

王進源　    P Promise

王家瑞　    P Rick

張曾安利    P Anlie

高熙治　    P Steven

郭彥君　     P Jenny Kuo

梁嘉承　     P Chain

林威伯　    P Weber

王雪沼　    P Shelley
鄭文鈴　    Petersen
潘堯盛　    PP Peter
李張美鳳    May
張肇銘　    PP Yoho
李玉龍　    Bruce
蘇森相　    Scott

李繼洪　    PP C.H.
黃俊雄　    PP Andrew
翁瑞良　    P Ray
林政男　    PP Herman
林世傑　    PP S J
曾博雅　    PP Robert

「End Polio 終結小兒麻痺」計畫贊助感謝



關渡扶輪社雙溪扶輪社

矽谷扶輪社

洲美扶輪社

瑞安扶輪社

長擎扶輪社

百川扶輪社

基河網路扶輪社

首都扶輪社

中原扶輪社

九合扶輪社

華友扶輪社

清溪扶輪社

瑞昇扶輪社

余姳諼　   Candy
藍玉琪　   S Elsa
方建錩　   PE Fun
賴俊傑　   PP Kenneth
曾惇暉　   IPP Sam

廖杰森　   P Jason
蔡忠川　   PE David
廖金旺　   S Kevin Liao

陳文智　   Win
林泓佐　   Value
張　立　   Aaron
許恒賓　   Benson
蘇維國　   Alex
陳婕妤　   Angela
王若為　   Alan
邱柏元　   Brian
涂珮滎　   paying
許立衡　   Hank

章金元　   DGND Michael
李　瑟　   Michello

劉素貌　   P Tammy
林帥宏　   AG Jekyll
邱淑華　   S Grace
魯依華　   Eva

林縉信　   CP Asky
黃一嘉　   P Air
張忠翔　   Sean

蔡寬福　   CP Ken 
邱南嫣　   S Amanda
張瑢糴　   Jenny
林家妃　   Caffee

高鈺翔　   P Kevin

游麗美　   P Yumay

曲永正　   P Jeff

司徒嘉恆   P Seetoo

陳美蘭　   CP kelly

李翼文　   PDG Color
林靜華　   PP Joanna
劉文錦　   Julia
謝再盛　   P Thomas

蔡鳳雯　   P Floria

芝山扶輪社
廖嘉今　   PE Ivy 
陳榮富　   AG Franky
林志豪　   PP Jacky
游登傑　   PP Jaden

仰德扶輪社
洪士傑　    P Marco
朱焜煜　    PE Brian
羅明峰　    PP Loren
鈕心惟　    Elea
李慧英　    Den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