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聲新媒體跨界製作





無聲不歌的
合唱新藝術

歌唱，人類最初所擁有且最珍貴的音樂型態，歷經數百年音樂流派的演變，人

聲藝術於當代再次被重視，豐富寬廣的音響織度、假以亂真的千萬擬態，讓幾

乎無所限制的人聲，藉著作曲家的想像力馳騁。在電子音樂、數位媒體、機電

裝置相互幫襯之下，合唱今晚將遠遠超過我們想像，人類初始的音樂表演型

態，與當代作曲家相互激盪，造就台北室內合唱團─人聲新媒體製作「無」的

誕生，也再次見證臺灣豐沛的藝術創作能量。

欣見台北室內合唱團自成立以來，在國際樂壇成績斐然，2006年「合唱無設

限計畫」的啟動，不僅與國內外作曲家合力開拓人聲演唱的各種可能，更成

為當代合唱音樂的發表平台，此次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與台北室內合唱團共同

主辦的人聲新媒體製作「無」，邀請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DXARTS數位藝

術與實驗媒體中心、國內外傑出作曲家、舞蹈家與劇場藝術家們，齊力在人

聲合唱與數位媒體的跨界表演中，探究人生命本質的巨大哲思，刻劃無有之

間的東方禪意，不僅是臺灣首見，人聲現代音樂的跨界製作，也樹立臺灣表

演藝術創作的新標竿。

預祝台北室內合唱團今晚演出成功，現在，也請敞開你所有感官，準備進入這

場無聲不歌的饗宴。

朱宗慶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董事長

序



暗夜裡 
不滅的星火

二十一年來台北室內合唱團竭力追求人聲的純淨無瑕，走過眾多國際大賽與

國際音樂節，始終堅持精緻美巧的編制，專務在當代音樂的開拓，這些都是國

人有目共睹的榮耀，並令人引以為傲。

今晚在國家音樂廳所呈現的人聲新媒體製作─「無」是一場人聲、電子音樂、

機電裝置及數位媒體的跨界合作，以東方禪思命題，除去具象的腳本，脫下所

有外在形式，你毋須去分辨人聲與電子音樂的角色，也不必刻意賦予影像與

聲響之間的意義，所有舞台上所呈現的畫面，傳入耳中的聲響，都交互吟唱著

的：「人出自塵土，終歸於塵土」。

恭喜台北室內合唱團，藉著跨國製作團隊、國內外作曲家、以及優秀的劇場藝

術家，將人聲表演推升至我們未曾想像的領域，也期盼各位繼續支持國立中正

文化中心在在扎根台灣、立足國際上的努力，讓未來更多的耀眼星火，如同台

北室內合唱團一般，在暗夜中恆久不滅。

李惠美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代理藝術總監   



合唱無設限
生命無設限

「無」，人生來時本空無，塵埃俗世擾掠心，走過千山萬水路，終將安回空無

時。生命由初至終歷經多少繁華榮辱，終須歸為一「無」，然頓悟放下，無即化

作無限，非真無有，而為靜納萬物、定觀萬象之空無。

一年前開始思索製作「無」，期望結合極前衛的現代合唱聲響，簡約有力的燈

光與抽象穿梭時空的影像互動，三者各自最豐富的自我呈現，共同撞擊出生命

最根本哲思--「無」。這是台北室內合唱團第一次把合唱無設限的實驗高度提

升到跨領域的結合，以引領人聲表演藝術的新風潮，並藉著跨越國際的前衛

聲響與科技影像互動，開啟聽者自我對話的契機。

今晚「合唱無設限」的夢想實現，誠摯地感謝兩廳院的支持，以及諸位藝術家

的努力參與，尤其趙菁文老師的全力投入，一起造就這一場跨領域的類劇場音

樂會。此外，今晚的演出，要感謝台北室內合唱團的每一位團員，因為對於合

唱的熱愛，我們共同引領跨界前衛藝術表演以及台灣人聲藝術的蛻變。

「無」，我們發現「合唱無設限」，「生命無設限」。

當聲音的啟示響起，對應天地萬物之時，讓我們一起聆聽萬籟之聲！

陳雲紅
藝術總監暨指揮



2013  第二十二屆義大利La Fabbrica del Canto 

國際合唱音樂節

2012 第五屆法國Polyfollia國際合唱音樂節

2011  ACL亞太音樂節現代合唱作品 

指定發表團隊

2010 金曲獎傳藝類最佳演唱獎得主

2008  丹麥 IFCM世界合唱音樂論壇 

委託創作發表團隊

2007  香港 ISCM_ACL國際現代音樂節 

現代音樂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2006  匈牙利第二十二屆巴爾托克國際 

合唱大賽暨民謠藝術節大賽總冠軍

2005  德國第四屆布拉姆斯（J.Brahms） 

國際合唱大賽暨音樂節藝術組、 

民謠組金牌

台灣人的驕傲
台北室內合唱團



當代眼光‧完美的聲響

創立於1992年，至今已榮獲十五座國際合唱大獎，並與多位國際知名指揮大師，如

Günther Theuring、Peter Phillips、嚴良堃、Paul Traver、Bob Chilcott、Frieder Bernius 

等人合作，獨具風格的音色與表現力，獲得大師們的肯定，為亞洲頂尖人聲演唱團體。

近年以前瞻眼光，專注演繹當代音樂，2006年啟動「合唱無設限」委託創作計畫，計

已與台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等十多位傑出華人作曲家合作，以新思維、新人聲的

撞擊對話，預示21世紀東方合唱新趨勢。透過「委託創作」、「首演發表」、「樂譜及影

音出版」等子面向的完整建構，為當代合唱藝術打造一個具有前瞻眼光的音樂平台。

台北室內合唱團演繹當代作品的精湛能力備受國際樂界肯定，2007至2012年間，合

唱團陸續受邀於各大重要現代音樂節中演出現代作品，同時開拓委託創作的發表機

會，積極拓展作品於國際舞台上之藝術影響力。未來，「合唱無設限」將持續以國際

重要音樂節演出、出版品流通等方式，多方提升作品之國際能見度，以當代東方獨特

的美感與觀點，向世界發聲。

「台北室內合唱團是我漫長音樂生涯中所見，最優秀、最熱情的合唱團。嚴謹的
訓練、不懈的努力和深切的探究，成就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團隊。指揮陳雲紅教
授以合唱藝術方面的學養，支持、激勵每位團員，使他們熱衷於發掘各種詮釋中，

音樂謎題裡的真意。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台北室內合唱團是具備世界水準的頂
尖合唱團體。」     

  A. Grau | 委內瑞拉當代作曲家暨指揮

他們的表現不只在演唱技術上有優異的成績，在樂曲詮釋上更獲得與會作曲家們
一致的讚賞。陳雲紅藝術總監與「台北室內合唱團」的完美組合與精彩演出，是我
們台灣人的驕傲，我們以「台北室內合唱團」為榮。  

 潘皇龍 | 當代作曲家，國家文藝獎得主

台北室內合唱團

團隊簡介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數位藝術與實驗媒體中心

「數位藝術與實驗媒體中心」（DXARTS）是華盛頓大學因應新世代複

合媒材藝術崛起所設的跨領域學位學程。DXARTS致力開創數位實

驗藝術，擴展工作室創作研究計畫，融合數位運算、資訊科技、表

演藝術、科學、工程學等新興素材。在媒體藝術不斷演進的時代中，

DXARTS重視跨領域的廣泛藝術實作、理論及研究，以協助藝術家探

索和紀錄新的知識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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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指揮、新節慶合唱團指揮、東吳校友合唱團音樂總監、漢光

演襲人聲樂團藝術總監。榮獲德國的國際合唱名人錄「Who is 

Who in Choral Music, 2007」。

她曾多次帶領合唱團於歐洲各地參加國際合唱比賽與演出，並

獲得多項殊榮及肯定。2006年帶領台北室內合唱團赴匈牙利

參加「巴爾托克國際合唱大賽」勇奪總冠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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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永恆無私的傳承的全球合唱理念。

基於對現代合唱音樂的獨特興趣，她更是努力於發掘並提攜國

內現代音樂新銳作曲家，委託他們創作本國現代合唱作品，定

期與台北室內合唱團舉辦「合唱無設限—現代國人作品發表」

的音樂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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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榮獲第21屆金曲獎傳統藝術類別的最佳

演唱獎，對於現代合唱音樂的貢獻，備受國內音樂學術界肯定。

落實台灣合唱音樂教育，整理台灣合唱歷史文獻，接軌國際合

唱發展潮流，是她終生不變的志業。

台北室內合唱團 
藝術總監暨指揮

陳雲紅

獲史丹佛大學 ( Stanford University )音樂作曲博士學位，現

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在美期間師事歐洲當代音

樂作曲大師Jonathan Harvey與Brian Ferneyhough、史丹佛

大學電子音樂中心所長Chris Chafe、以及電子音樂先鋒 Jean 

Claude-Risset，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修習期間師事陳茂萱教

授。近年來創作器樂作品外，也同時在史丹佛大學電子音樂中

心CCRMA的協助下致力於電子音樂的創作。

近期作品獲法國音樂雜誌（Editions L' Harmattan Paris）與德國

新音樂雜誌（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專文討論與出版。曾

與歐美著名新音樂演奏團體Arditti String Quartet、Ensemble 

On_line Vienna（Phace）、Klangforum Wien、California EAR 

Unit、St. Lawrence String Quartet、VOXNOVA、EARPLAY、the 

Eighth Blackbird、the CALARTS ensemble 等以及國內演出團

體如國家交響樂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臺北市立國樂團、台

灣管樂團、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樂興之時、十方樂集、台北室

內合唱團等委託創作或獲邀發表作品，同時多次於國際新音樂

節如 ISCM世界音樂節、德國達姆斯達城當代音樂節、德勒斯

登當代音樂節、法國Polyfollia音樂節、法國38eme Rugissant

音樂節、亞太音樂節、國際電腦音樂節 ICMC等演出。曾獲亞

洲作曲家聯盟（Asian Composers League）青年作曲比賽第一

獎、音樂台北作曲比賽第一獎、兩廳院Fanfare作曲比賽第一

獎等。曾獲洛杉磯週報評：「她的音樂能創造獨特的氛圍，令

人驚歎不已 ...」。洛杉磯時報評：「她的音樂像是一連串精緻的、

美麗的、不可思議的聲音事件縈繞在空氣中......」。

創意總監暨作曲家

趙菁文

演出者簡介



驫舞劇場團員之一，演出《速度》、《樓梯》、《開拓者》、《繼

承者》、《A STAIR DANCE》。2012年與驫舞劇場參與駐校計

劃，與中央大學學生共同創作「沒有名字的兩個星期」。2012

年參與「周先生與舞者們」的【下一個編舞計 畫】作品：「霧」。

2013導演 台北室內合唱團《無》。2014驫舞劇場獨立編演《英

雄》。曾獲第四屆myfone文學獎第二名，金舞獎最佳編舞。

導演

劉冠詳

2004年於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取得藝術學士 (BFA ) 主修

燈光設計，並於美國德州奧斯汀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戲劇舞蹈學系取得燈光藝術碩士 (MFA)。近期參與台

灣第一部大型觀光秀臺灣舞孃及中華民國百年國慶搖滾音樂劇

夢想家擔任助理燈光設計, 並擔任臺灣劇場舞台及燈光設計師

助理多年，並於2009年開始擔任美國The Duplicates Theatre 

Company 燈光設計並開始接觸環境劇場燈光，同時《The 

Idiot》《The Trojan Women》 及《Love's Labour's Lost》皆獲

得美國奧斯汀戲劇評論最佳燈光設計獎提名。近期燈光設計

作品包括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塵埃》《iI愛愛》《一桌二

椅x 4》，臺灣戲劇表演家《愛。時尚》臺灣及上海巡迴，河床

劇團《只有祕密可以交換祕密》，菲林癲視環境劇場《在你之

內1.0》，周書毅《2012下一個編舞計劃2》，天翼文創《陳綺真 

Pussy Tour 2012 “Placeless Place”》，源活國際《山水雲天 如

菁二重唱演唱會》，風潮唱片《星際飛行之旅音樂會》，台灣應

用劇場發展協會《一僱二主》。

燈光

鄧振威

馬丁‧賈米克用視覺和聲音，演繹了實在的身體感與情緒。他

的作品擁抱又反抗精緻風格，創作元素融合哲學思辨。不論呈

現在屏幕或裝置上、隨時間動作或靜止，影像的生命都在與觀

者相遇的時刻誕生。影像的另一面就存活在我們心中。

馬丁投入製片與藝術創作多年後，才重返學院。他在華盛頓大

學數位藝術與實驗媒體中心取得藝術學士學位，2014年將以

博士候選人的身分重回校園。馬丁跨足學術與大眾教育，開授

適合青少年、大學生的課程及工作坊，如卡通、插畫、時基新

媒體等，透過各種各樣的傳媒工具，幫助不同背景的學生找尋

自己的聲音。他的影音和紙上作品曾在美國各地及其他國家展

出，例如西雅圖國際影展、2012年臺灣台北國家音樂廳現場多

媒體表演。馬丁的新媒體藝術創作備受肯定，曾獲得美國專業

新聞記者協會獎學金，並兩度榮獲華盛頓大學瑪莉蓋茲研究

獎學金。

DXARTS創作群

Martin Jarmick
馬丁‧賈米克

李荷娜出生於南韓首爾，創作以影音、表演、裝置藝術及實驗

電影為主。作品著重以詩意敘事描繪人身心受創的經歷，探討

手法尤善於創造身體及觀影經驗、將支離敘事空間化，以環場

互動的模式呈現。

舉辦過數次個展及聯展，影音作品在美國、南韓、日本、波多

黎哥、西班牙、荷蘭等地皆有放映。曾獲紐約藝術基金會獎學

金、策略機遇助學金、紐約石溪大學郭德柏研究生獎學金及其

他獎助。現居美國西雅圖，為華盛頓大學DXARTS「數位藝術

與實驗媒體中心」博士候選人。

DXARTS創作群

Ha Na Lee
李荷娜



台北室內合唱團2006年啟動「合唱無設限計畫」（Music 

Unlimited Program），以推展東方導向的當代人聲藝術為目

標，至今已與十多位來自台灣、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大陸的

傑出華人作曲家合作，發表三十餘首當代華人音樂作品，同時

透過「委託創作」、「首演發表」、「相關出版」三大面向的建構，

不斷延伸計畫的廣度觸角，打造一座具有前瞻眼光，專屬當代

東方人聲的音樂平台。

多年來，「合唱無設限」從東方觀點出發，在前衛解構傳統精

粹、又重構致新的文化體現下，持續開創當代東方人聲的新思

維及新語彙，積極創造東方合唱藝術在全球化時代的獨有價

值。「合唱無設限」的先鋒眼界，與台北室內合唱團精準演繹當

代作品之能力備受國內外肯定，這股藝術創新能量，亦透過團

隊近年的國際藝術邀演活動不斷向外延伸。2007年至2013年

間，合唱團陸續受邀到香港「ISCM_ACL國際現代音樂節」、丹

麥「IFCM世界合唱論壇」、「ACL亞太音樂節」等具有指標性的

國際大型音樂節擔任現代作品指定發表團隊，並接受來自法國、

義大利音樂節的邀約巡演，以高度的當代音樂涵養驚豔國際，

同時開拓委託作品的發表機會，提高當代東方人聲的國際能見

度及藝術影響力。回到國內，台北室內合唱團亦多次與具有代

表性的藝術團體攜手推展當代音樂，不僅兩度擔任「兩廳院樂

典─國人音樂創作甄選」決選作品之指定發表團隊，並接受亞

洲作曲家聯盟ACL國人作品發表邀約，2012年底，更與長年深

耕台灣現代音樂發展的「十方樂集」打擊樂團共同製作〈擊樂

人聲〉展演，在異質音樂的跨域對話中激撞火花，大膽勾勒當

代音樂的新樣貌。

面對新世紀的藝術態動，台北室內合唱團不停拓展「合唱無設

限」的東方蘊涵與藝術層次，2013年首度試驗人聲及數位媒體

藝術的跨界撞擊，特別邀請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DXARTS數

位藝術與實驗媒體中心跨海合作，與國內外作曲家、劇場藝術

人在東方禪思的〈無〉主題下，展開一場東西方、聲響、視覺

藝術皆無疆界的高鋒對話。未來，「合唱無設限」將持續思索

如何突破既有，開拓東方人聲的新格局，除了擴大委託創作至

世界華人作曲家的觀點聯繫，帶動華人母體文化的當代定位議

題，也希望啟動更多人聲與異質藝術的思維撞擊，在無設限的

跨界融合中，開創東方聲音新生命。

 關於合唱無設限 



藝術跟人生一樣，每段過程都是一場近似求道的試煉。

為了信念，我們走入未知的深處尋找答案，在艱辛路上受傷醒

悟，在智慧的河裡去蕪轉化，然後，跟著初心隱熾的光芒重新

復始，起身、激盪、沉澱。直到藝術的價值無從量起，直到它

涵納我們欲尋的一切。

〈合唱無設限〉就是走在這樣的藝術求道路上。多年來，它藉

著不同的挑戰積累能量，不斷創造東方人聲獨有價值，不停在

未知的試煉中蛻變、成長。面對全新的〈合唱無設限VI〉，藝

術總監陳雲紅女士特別以赫曼．赫塞《流浪者之歌》的哲思作

為起始，闡述人起於「無」，行於「有」，又終悟於「無」的心

靈歷程，回應這條我們走了八年的藝術求道之路。呈現上，則

開創一場撞擊東西方藝術觀點的人聲跨界展演，匯集美國西雅

圖華盛頓大學DXARTS數位藝術與實驗媒體中心，台、美、英、

烏克蘭當代傑出作曲家，與多位劇場藝術人一同對話，深入探

究生命本質的巨大意義。

台北室內合唱團特別榮幸邀請到近來活躍國際樂壇的傑出作曲

家趙菁文，擔任本製作的創意總監。在趙菁文老師引薦下，台

北室內合唱團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開啟了合作契機，與所

有藝術人共同激盪，建構一座結合人聲、視覺影像、電子聲響

與光影美學的類劇場。這部類劇場以〈無〉為名，內容編排富

含劇意，在「無」的起始與落幕之間，描繪「混沌」、「孩童」、

「青少年」、「成年」到「智者」的五個人生階段，呈現生命各個

歷程的心靈情境。

在「孩童」、「青少年」、「成年」時期，台北室內合唱團分別委

託台灣作曲家趙菁文、新生代作曲家羅仕偉、美國當代作曲家

哈克．霍吉（Huck Hodge）進行創作，用音樂刻寫生命探索的

軌跡；「無」與「智者」兩大核心段落，則以英國當代作曲家強

納森．哈維（Jonathan Harvey）的作品作為體悟生命的明引，

並藉此向2012年底甫逝世的哈維致敬。哈維在宗教上秉持自

由多元的思想，使其音樂作品充分反映了基督教、佛教、印度

教在內的豐富信仰內涵，雖然時而並存現代音樂的實驗性與不

諧和，卻能以獨到的音樂語彙將之融合為一股靜心的特質，讓

聲響本身似是醞散著光芒。哈維尤其擅長在電子音樂與人聲

器樂的融合中，創造極具精神性意義的作品氛圍，在進入「智

者」前，〈無〉即以其電子錄音作品〈我為死者哀悼，為生者祈

禱〉（Mortuos Plango, Vivos Voco）搭配影像獨映，作為人生

體悟的重要分界。而一曲十七分鐘的〈骨灰飄揚而歸〉（Ashes 

Dance Back），更是「智者」生命昇華至極的開悟，在人聲、電

子音樂與視覺光影的強烈撞擊下，那骨灰似是笑著舞著，在夢

與現實之間，告訴世人萬物流轉的奧妙智慧。

合唱無設限 VI

無
文／黃曉君



〈無〉的起始與落幕，皆以哈維〈空的形式〉（Forms of Emptiness）

為體，由男低音吟誦曲中《般若心經》的結尾祝禱詞：Gone, 

gone, gone beyond, gone altogether beyond, O what 

enlightenment, all-hail!（去吧，去吧，超越一切，一起渡向

彼岸，喔，如此地覺悟，祝福你！）對於起始，它祝福生命

之「無」渡向各個歷程，逐納生命愛恨生死惡善悲喜之「有」；

至於終曲，它祝福滿載了生命之煉的人們融和大化之流，體悟

「無」的萬法如一，以虛空靜觀萬象，以無盡海納萬物，而後安

回初始，繼續輪迴。

何謂無有？何謂終始？〈無〉運用當代藝術的前衛眼光闡述東

方禪學的形而上思想，融合台灣歐美作曲家傾注於作品中的生

命觀，並讓一切詩境意象，在東西方共同打造的聲響光體裡流

動。在這裡，藝術全然無設限地匯流為一、迸發能量，就像自

然萬物並沒有真正的界限，所有生命本質實然為一，更迭不息，

無形構建著這世界的完滿。

誠如《流浪者之歌》求道者悉達多所言－「知識可以文字傳達，

智慧卻無法言傳，只由體驗」，〈合唱無設限VI〉是台北室內合

唱團藝術路上的一大試煉，也希望本次歷程，能引領體驗這場

製作的各色生命，打開內在，與自我對話，和東方人聲偕手完

成一場無的探尋，然後起身，迎接下一旅程。

劇意

初始	 Forms of Emptiness 空的形式

混沌	 Breath of  Time 時間的氣息

孩童	 The Speaking Toys 玩聲

少年	 Madhye 於境默聲

成年	 	Time is the substance I am made of 
時間是我的構成實體 
 Mortuos Plango, Vivos Voco 

我為死者哀悼，為生者祈禱

智者	 	The Angels 天使
Ashes Dance Back  骨灰飄揚而歸
I Love the Lord  我愛上主

終迴	 Forms of Emptiness 空的形式



向Jonathan Harvey致敬

一位溫和的巨人
文／趙菁文

Jonathan Harvey，這一位溫和的巨人，至今仍然，是我認為當

代最偉大的作曲家。

「音樂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是揭示苦難而後療癒

的自然性。也就是，『存在』的問題。」– J.H.

老師不屬於任何一個樂派，也並不積極地創立自己的風格主

義，許多人稱他為Composer of Spirituality，但他絕非為此稱

號而創作，而是在每一個作品之中，思索音樂的存在之於人類

的意涵與目的。老師的每一個作品，都在定義一個one thing，

而這個one thing，絕不是淺層的素材與技術，而是如何賦予

音樂創作新的定義。

自幼在英國家鄉的教會詩班演唱，在基督教義的浸洗之下長

大，於11歲開始創作，啟蒙於Benjamin Britten、Erwin Stein

與Hans Keller（荀白克的學生）之門下，於美國跟隨Milton 

Babbit，而後深受Messiaen與Stockhausen的影響，老師一

生的創作生涯，不隨著當時風行的樂派，他很有耐性地磨練自

己的創作手法，不急於表現新音樂的技術與聲響。創作中期以

來，認識了印度佛教，深信音樂可以敲進人類意識之上，到達

更高、更深層的形式，透過宗教的高度力量，建立人與音樂、

時間之間的神秘關係。

他是一位持續偉大的作曲家，有著駭人的深廣音樂知識、無

比的想像、謙遜的真誠、以及超越的視野，這些集結而成他

在藝術創作上的大智慧，由管絃樂、歌劇、合唱作品，以至結

合電聲科技的大型器樂作品，帶著感知去另一個次元、另一

個精神層次。

去年（2012）參與比利時主辦的「世界音樂節」，遇到一位同行

的英國青年作曲家，他住在老師家附近，近來常去幫忙，老師

口述，他記譜與繕寫，他說：「一種奇怪的極端，你面對這個人，

他的微笑是多麼具感染力，一個極度清晰的頭腦，無比的創

意，然而，他的身體與四肢活動卻逐日地在衰退⋯⋯」

「他們（醫生）告訴我，會越來越不適，時間也所

剩不多。」在他述說時，臉上沒有看到任何痛苦或懼

怕，只露出一絲簡單、令人動容的接受，接受這件

事的發生。（節錄一位英國衛報記者的訪問）

Jonathan Harvey生於1939年5月3日，晚年受動作神經元疾

患之影響，於2012年12年4日辭世。

感謝台北室內合唱團，這個具國際級音樂專業與態度，從台灣

出發，享譽國際比賽、屢獲世界大獎的團體，於計畫這場跨領

域大製作的初期，接受我的提議，加入當前歐美樂壇計畫與執

行Jonathan Harvey紀念音樂會的行列。

「當你在處理有關頻譜的素材時，不論是在（電聲）

工作室或是其他地方，你會充分意識到，它們在熔

合與分裂之間的辯證- 也就是這些聲音素材，如何

成為一個整體的各個部分。」– J.H.

許多人深信，老師的音樂創作美學，深植於合唱音樂。於合唱

詩班長大的他，熟稔大量的教會音樂曲目，而後開始為其創

作。早期的合唱作品，奠基於西方文藝復興而至英國教會的

傳統，Missa Brevis、How could the soul not take flight、教會

歌劇Passion and Resurrection等，以及今晚的作品 I love the 

Lord與The Angels，在其中，複音音樂的線條交織，圍繞於聚



集和聲的中心。而後，以東方宗教與詩詞意義為基的作品，如

佛教教義衍生的Forms of Emptiness與Marahi，以及今晚演

出的鉅作Ashes Dance Back，開啟了全然不同的合唱織度之寫

作與思維方式。

合唱聲響即為骨灰，這些骨灰飄揚而歸，於風、火、水的形體

裡歌唱！Ashes Dance Back 是他在史丹佛大學任教期間，於電

腦音樂聲學中心完成，透過 Juan Pampin（美國華盛頓大學

DXARTS主任）所研發的「聲響分析轉換合成」技術，分析真

實錄製的風、火、水聲音，解構為不同的頻譜，而後將合唱原

聲透過這三種自然元素的頻譜形狀，合成創造而成的聲音意象，

彷彿這些自然元素在歌唱。在連續演唱的三個樂章中，被打散

的字詞元素似骨灰般四處飛舞，經由即時電聲，合唱聲響幻化

為千百種骨灰回歸的面貌，大量複雜的微分音演唱，形成壓縮

的降B音頻譜和聲，最終開展回歸至原貌。如同此十三世紀伊

斯蘭教的神學詩所述，死亡即為重生，死亡即為極樂狂喜！

老師辭世前的鉅作，也是歐洲樂壇等待已久的，全球道德協會

的委託創作，為一位朗讀者、混聲合唱團、兒童合唱團與管絃

樂團的編制，長達九十分鐘的Weltethos，於2011年10月13日，

由柏林愛樂管絃樂團首演給柏林愛樂廳滿座的觀眾。透過音

樂，揭示全世界宗教信仰之間的緊密關聯，那「oneness」之共

有，以不同宗教之眼，探尋世界信仰之和平。六個樂章，分別

以音樂的言語描述儒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基

督教等六個信仰，將各個宗教精神的探索過程，以極度清澈的

配器呈現；神奇的是，每個樂章皆由兒童合唱團演唱「我們是

未來」做結尾，同樣的旋律，以不同的音樂環境圍繞於其。

直至辭世前不久，老師完成了為李白的詩句所創作的合唱曲集。

「在進入這個頗令人生畏的電子儀器世界時，我決心

要創作，如果我可以做的到，不失去人性的作品，讓

原本的聲音儘量地被保留。嶄新的電腦科技所開拓

的領土將是前所未有的廣大，但是，我們必須維持謙

遜的醒覺，只有人性的精神，能穿透、克服這個新

世界；然而，如同魔法、巫術般誘人的科技展示於

前，我知道，那穿透將可能並非容易之事。」– J.H.

老師預見了電聲技術帶來無遠弗屆的想像邊際，以及另一方面

的隱憂。的確，炫麗奪目的電聲作品充斥於當代電聲音樂節之

中，對於一些作曲家而言，電聲技術是用來探勘新的聲響，找

尋新素材，集結新語彙的創作工具。然而，老師認為，電聲技

術並非讓我們進入不易理解的、誇張的抽象世界，只是賦予另

一種表達超越情感與精神層次的方式；它並非讓作品脫離器樂

或人聲的價值，而是延伸原來的演奏能力至另一種空間與時間

的境地，實質上地、也是譬喻上地超越物理的限制。

在The Fourth String Quartet中，即時電聲操弄著演奏出的原聲，

讓稍縱即逝的聲音，似光環般的暈圈，飛翔圍繞著四位演奏者

與觀眾。在Bird Concerto with Piano Song之中，鋼琴獨奏者演

奏鋼琴，以及另一個電子鍵盤驅動不同的鳥鳴聲，管絃樂團則

配器為不同族群的鳥鳴，整首樂曲像是一群鳥的討論會。

自1980年代接受布列茲的邀請，老師於法國 IRCAM創作了六

首與電聲結合之作品，第一首即為今晚中場的Mortuos Plango, 

Vivos Voco，迄今仍為電聲音樂歷史的經典作品之一。教堂鐘

聲與他兒子的歌聲，經由頻譜分析後，能進入聲音的內在，作

相互的形變與增生；可以由一個單純母音的演唱，無縫地轉化

為一個由33個泛音所組成的複雜鐘聲。在其中，鐘聲可以被漸

強、滑音、移音，這二種熟悉的原聲，經由似非而是的、神奇



的頻譜關聯，建構諧音與非諧音、生與死之間的關聯。

「不需要展示給我看你（的作品）有多聰明。」 

– J.H.

一個偉大的老師，能把不論多複雜的概念，以像水晶般清澈的

方式來解說，簡單而不隱秘地敘述出來。

在英國的Southhampton與Sussex大學任教約30年後，於

1995年老師選擇來到美國史丹佛大學，在這裡可以獲得他在

電聲作品創作上的協助。在我們的作曲個別課中，總是，他翻

著一頁頁我的手稿，開始「呼吸」樂句，偶爾發出幾絲瞬間的

虛聲口語，感受著紙上的時間，翻至最後一頁，放下，問：「在

這作品中你想做什麼？」「我可以如何幫助你？」待我自滿地說

明後，他會以最淺顯易懂的幾句，解釋我剛才「宏大」的哲學

觀，然後宏觀地指出這個作品中最大的問題，指出最虛弱的地

方，而且，這些方向絕不會僅止於解決這一首作品。

播放的是Advaya（為大提琴獨奏與即時電聲）吧！當樂曲結束，

我的意識已不在教室裡，顏色、氣味、光皆不同，一種重生的

喜悅吧！不知這是不是所謂的「極樂」。

「當然，當它們（素材）之間的有著更多的對比，

更激烈的對比，它們之間的統一也就更困難，但，

音樂也必然會更迷人。」– J.H.

老師深信，在音樂創作上，素材經由奮發努力的理性邏輯來呈

現，才有機會形成深層精神的訊息。

對他來說，要創作一首富有炫麗聲響、完美結構、複雜記譜的

新音樂作品，絕不是難事。但是每一首他的經典作品，從來不

循容易的路走，不循上次嘗試過的手法，從來不只是作曲技巧

上的鑽研，而是重新定義許多音樂作品固有的「原則」。

法國 IRCAM的委託創作，為管絃樂團與即時電聲的作品

Speakings，重新賦予「相識的素材建構樂曲」之定義；因為，

這些由有聲與無聲所組成，剎那間閃爍而即消逝的聲響，以頻

譜分析解剖說話語句的和聲結果，凌駕於管絃配器之上，在

這些令人不可置信的聲音之中，我們已經抓不到任何所謂「素

材」，但是，那建構的整體仍完好無缺！

這些的不可能，看似背道而馳的，被幻化於一個神秘懸浮般的

美麗整體。

「我們深信我們所追求的一切是真實存在的，但其實

那一直處在轉變中- 而且最糟的是我們會變老，然

後死亡。但是我承認，在藝術之中，我們可以到達

『無』的境界，一種存在的領悟與體現。空無並不

是黑暗，它讓我們從汲汲營營地想要緊握一切的人

性中被釋放自由…。如果真要說我的音樂，那應該

是有關於到達極樂至喜的。」– J.H.

使無形變為有形，讓時間變慢，將這些精緻的音樂聲響變貌為

邁入永恆的預示，我看到老師在其中，安詳與智慧，就像在他

的音樂中，看見超脫的視野。

Jonathan Harvey，這一位溫和的巨人，至今仍然，是我認為當

代最偉大的作曲家。



作曲家	

哈克‧霍吉的樂曲創作探索組織聲響、感知錯覺、意圖與直覺

分界的具象詩意。他是羅馬大獎、歌德姆斯國際作曲大獎、佛

朗哥多納托尼大獎的得主。曾榮獲古根漢藝術基金，以及美國

藝術文學院和伯利亞斯科基金會所頒發的其他獎助金。霍吉的

委託創作繁多，委託團體有：美國作曲家論壇、紐約MATA現

代音樂節、巴羅基金會、德國世紀音樂協會、荷蘭政府單位等。

《紐約時報》如此評價霍吉的作品：「悅耳清新，充滿了火花及

雷鳴」。他的合作對象包括德國現代室內樂團演奏家、柏林愛

樂、荷蘭ASKO荀伯格室內樂團、米蘭嬉遊曲室內樂團、紐約

的塔里亞室內樂團和傑克弦樂四重奏團。霍吉曾獲得美國梅隆

基金會及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的獎助，在哥倫比亞大學及斯

圖加特音樂學院攻讀作曲。現為華盛頓大學作曲學助理教授。

Huck Hodge
哈克‧霍吉

伊里娜‧阿蕾茜卓克是一位作曲家、鋼琴家。她是國內外各

比賽的常勝軍、國家拉維特斯基獎得主，現任教於國立柴可

夫斯基音樂學院作曲系。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基輔的國立

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主修鋼琴、作曲，選修管風琴，其後在

該學院作曲系取得碩士學位。自1998年起加入烏克蘭國家作

曲家聯盟。

她曾獲得的眾多獎項，包括普羅柯菲夫烏克蘭全國青年作曲

家大賽（頓內茲克，1993）、第一屆烏克蘭室內樂演奏家大賽

首獎—雙鋼琴組〈金色秋日〉（赫梅利尼茨基，1993）、第45屆

ARD國際音樂大賽—雙鋼琴組（慕尼黑，1996）、第六屆莫瑞．

詹諾夫國際雙鋼琴大賽（邁阿密，1997）、第一屆烏克蘭作曲

家大賽—〈聖靈詩篇〉獲得最佳聖經文本合唱作品獎（基輔，

2001）。現代音樂上的表演活動及貢獻獲得烏克蘭文化部、烏

克蘭國家作曲家聯盟、國立烏克蘭音樂聯盟肯定，頒予國家拉

維特斯基獎。

1994年起於國立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作曲系任教，教授作曲、

樂譜解讀、配器法。身兼鋼琴家、作曲家、管風琴家的阿蕾茜

卓克舉辦過多場音樂會，足跡遍及烏克蘭、俄羅斯、白俄羅斯、

摩爾多瓦、塞爾維亞、義大利、德國、美國等，也和烏克蘭國

家級鋼琴家尤里‧柯特組成鋼琴二重奏至各地演出。阿蕾茜卓

克創作類型多元，包含交響樂、合唱、室內合唱、器樂曲等。

Irina 
Alexeychouk
伊里娜‧阿蕾茜
卓克



強納森．哈維(Jonathan Harvey, 1939-2012)為英國知名作曲

家，長年致力電子音樂創作。他畢業於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

並取得博士學位，早期風格受荀白克（A. Schönberg）、貝爾

格（A. Berg）、梅湘（O. Messiaen）、布列頓（B. Britten）影

響，在格拉斯哥大學研究期間，開始對德國現代作曲家史托克

豪森（K. Stockhausen）的音樂感到興趣。1969年他進入普林

斯頓大學繼續深造，在學期間完成了首部電子音樂作品〈鐘〉

（Timepieces），並與作曲家巴比特（M. Babbitt）相識，音樂

風格受其影響極深。1975年起五年間，哈維時常陪伴在英國溫

徹斯特大教堂擔任詩班歌手的兒子排練，對詩班與教堂建築的

深有所感，完成多首合唱作品。

1980年代早期，哈維受作曲家布列茲（P. Boulez）之邀，開

始於巴黎以語言分析聞名的音樂與聲學研究中心（IRCAM）工

作，發現自己對於電子音樂的深度熱情，並創作許多精采作

品。以大型管弦樂團和電子音樂編制的〈說〉（Speakings）為

例，哈維企圖「讓管弦樂團說話」，將語言分析應用於管絃樂

中，用複雜的運算將兩者結合。在作品中，哈維也善用電子音

樂和現場器樂或人聲的巧妙結合，造就出豐富且極具想像力

的視聽覺饗宴，尤其任教於薩賽克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

後，開始接觸佛教和東方宗教，使其作品時常有著深層的信仰

意涵。2012年12月哈維因病辭世，為當代留下諸多經典合唱、

器樂與電子音樂創作，以及〈史托克豪森的音樂〉（The Music 

of Stockhausen）、〈音樂與靈感〉（Music and Inspiration）與

〈心靈探索〉（In Quest of Spirit）三本重要著作。

Jonathan 
Harvey
強納森．哈維

作曲家羅仕偉近年來致力於科際整合領域藝術的研創與合作，

結合器樂、人聲、電子音樂、數位媒介與機電藝術裝置。目前

他就讀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作曲博士班，並於該校數位藝

術與實驗媒體中心 (Center for Digital Arts and Experimental 

Media, DXARTS)之中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於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音樂系就讀期間師事趙菁文教授，同時接受Kris Falk之指導。

羅仕偉曾多次與知名音樂家與樂團合作並受邀為其寫作，包括

荷蘭新室內樂團Nieuw Ensemble中提琴家Frank Brakkee，華

盛頓大學中提琴教授Melia Watras，西雅圖交響樂團豎琴首席

Valerie Muzzolini Gordon，國家交響樂團豎琴首席解瑄，以

及十方樂集。他是教育部九十九學年度留學獎學金藝術領域作

曲組唯一錄取者，並曾於兩廳院舉辦之「樂典」國人音樂創作

甄選與教育部文藝創作獎中獲獎。近期參與之研討會與論壇包

括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ISMIR) 2013，西雅圖交響樂團舉辦之作曲家工作坊，十方樂集

「台灣現代音樂論壇(三十) － 樂思、記譜、詮釋」，以及2009

亞洲作曲家聯盟音樂節之台灣青年作曲家代表。

羅仕偉



Forms of Emptiness

空的形式
  Jonathan Harvey 
強納森．哈維 

〈空的形式〉，是哈維受新倫敦室內合唱團（The New London Chamber Choir）之

託創作，1986年4月15日首演。歌詞選自美國詩人康明斯（E. E. Cummings）的三首

詩，以及佛教的心經梵文版。作品情緒變化明顯，速度也有些許變化。在各段間，由

speaker唸出的心經段落，也只是短暫出現，象徵心經的神聖，以及佛教給人的「色即

是空」之感。曲中最重要的概念，莫過於詩中所寫「Truth is here」（真理在此），相對

於真理，其他世間之物即有世俗可拋棄之感，揚頌超然物外之精神。本製作特別揀選

全曲最後片段，作為「無」概念起始與終結之闡述。

Breath of Time 

時間的氣息
Irina Alexeychouk 
伊里娜‧阿蕾茜卓克

這首以印度教聖文〈奧義書〉( Hupanishades ) 為藍本的清唱冥想曲，是由阿蕾茜卓克

為烏克蘭室內合唱團 (Khreschatik) 所創作。作品首演於2002年四月『季度首演』國際

現代音樂節並獲得高度讚賞。

〈時間的氣息〉包括三位獨唱角色，以及混聲四部無伴奏的編制。在合唱聲部中，阿蕾

茜卓克運用「Sh⋯」、「Aum」以及「Haum」來演繹風的聲響，由低嘯的風聲中加入女

中音的低吟，讓觀眾緩緩進入音樂的意象中。之後透過4/8及5/8拍的不規則節奏交錯，

唱出印度教神秘的生命力。男高音聲部則是以領唱的方式帶出新的節奏型態，並以平

行五度音程唱出最純粹的和聲。而連續13個重複音的強弱變化，彷彿在喃喃自語，唸

出口中及心中虔誠的祈求。女低音獨唱的出現，緩和先前堆起的節奏，伴隨著風聲再次

回到原點，準備迎接全曲的高潮。樂曲中段由大小二度一顆顆堆疊起的音階，不斷的

反覆，彷彿是上天對人們的祈求開始有了回應一般。連續八小節的同音反覆，並以密集

和聲製造出幻象，而女高音獨唱的部分也到達了最高點，整個織度讓音樂的畫面更加

清晰。由於得了回應，人們的呼喚及渴求也就益發強烈，在不斷出現的主題中，4/8及

5/8拍的交錯，慢慢的由激動回復到平靜，回歸於內在。風聲再度出現，在男中音獨唱

中，彷彿鏡頭拉遠一般慢慢帶觀眾回到現實。

祈願文 Invocation

Om purnam adah, purnam idam, purnat purnam udacyate; 

purnasya purnam adaya, puram evavasisyate

神格是全然的完美與完整，神性的至高無上，創造出完整的世界； 

完整的世界也源自神的完整，只因為神即是完美無暇， 

即便人的成就來自神的降賜，祂依然致力維持世界的平衡。

曲解



The Speaking Toys 

玩聲
趙菁文

「玩聲」為作曲家近年來思考完成的「兒時系列」之一。並非就字面上來解讀，此系列

中的作品嘗試將人們認為單純、天真的物件，經過音樂的洗鍊，卻轉化為可能具層次

哲思、內在意涵、或是意想不到的結果，試圖挑戰音樂結構的可能性，挑戰極端的對

比，挑戰可能的驚喜。

生命中有了小孩，在週而復始的生活之中，每天竟皆有意想不到的、藝術與生命上的思

維獲得。「玩聲」中Crotale-G音的角色，這一個再也單純不過的音高，竟是全曲的聲

響指揮，「驅動」、「停止」、「瞬時間轉換」音樂段落的進行。DoMiSol，這個再也簡單

不過的大三和絃，在樂曲前半似乎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動搖它；終於，它一步一步地，轉

化了曲始音響戲劇性般的獨立聲部層次，而至自然大地之母的聖詠鐘聲流動，溫暖地

包圍一切萬物。

由時間滴答聲（Click! Ti da!）出發，拉丁文、英文（火柴、燭光）與中文童詩、排灣族

與魯凱族兒歌，而至梵文（自然大地之母），「玩聲」嘗試儘量保有音樂本體，以「先有

聲響結構，才選詞」的理念，詩句節選穿插出現，一種旋律或是國際語言，被當作是神

聖的物件般，代表了不同的聲響段落、氛圍與意義。在這其中，「風走過去了」，它帶起

了時鐘滴答、木魚、鐵琴、桌鈴、音樂盒、風鈴、蟲鳴、夜、繁星、沙灘、蠟燭、煙霧、

沙鈴、紙張、樹枝、兒歌等，這麼多的角色，在一幕一幕的情境中輪番上陣，互有搭配

與對語，「帶領」出不同的合唱聲響段落，同時，這些聲響段落也述說著音樂的故事⋯。

( 感謝錢善華教授之「臺灣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計畫」提供原住民兒歌題材 )

Madhye

於境默聲
羅仕偉

青少年們的個人特質、價值觀以及行為舉止等等具有相似性與相異性，而進一步影響

團體中的集聚與分化，群體與個人抗衡的二元對立現象。該現象又可能隨著時間或其

他因素而轉化，改變彼此角色或互動關係；從另一個角度來檢視，在看似二元對立的

表象下，其實在這極端對立頻譜之間的內在對話交流，是呈現不定性與可變性的。

將此概念植入樂曲中，〈於境默聲〉以「三個小群體形成的合唱團與三位女高音」和

「人聲與電子音樂」，來表現這種外在形式上淺白的二元對立，同時在結構與素材原形

方面，刻意強調對立性格。然而素材原形內在的聲響特質與可塑性成為全曲伏筆，再

藉由時間的推動來將彼此之間的相似與相異性，透過樂曲發展與縱向/橫向織度加以

彰顯，模糊，簡約或複雜化。



Time is the substance  
I am made of  

時間是我的構成實體
Huck Hodge 
哈克‧霍吉

Time is the substance I am made of.  

It is a river that carries me away, but I am the river. 

It is a tiger that annihilates me, but I am the tiger. 

It is a fire that consumes me, but I am the fire.

Jorge Luis Borges, A New Refutation of Time

時間是我的構成實體。 

時間是沖走我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

時間是毀滅我的老虎，但我就是老虎；

時間是吞噬我的烈火，但我就是烈火。

波赫士，〈時間的新反駁〉

大乘佛教告誡世人，苦難來自於錯誤的信念。這些錯誤信念包括：以為事物本身即是

存在、我所渴求的東西與我沒有連結，甚至有一個正在渴求的「我」存在。早在柏拉

圖以前，西方世界就深信，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獨特的內在本質，真理是恆常不變的。

但是，宇宙本來就不是永恆的；我們要記得，所有看似絕對、不變的事物，本身即依存

於這個瞬息萬變、不斷加速擴張的宇宙。

同樣的，我們相信，時間是一個外在的秩序過程，被強加在獨立而分離的客體上。但

是，如果世間本來就沒有恆常的存在，如果我們不是一個實物，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

運動狀態，也許我們就能理解波赫士為何說「時間是我的構成實體」。時間表象上的

破壞力量，存在於所有事物之中，或者說，「時間是吞噬我的火，但我就是火」。



Mortuos Plango,  
Vivos Voco 

我為死者哀悼， 
為生者祈禱
Jonathan Harvey 
強納森．哈維

本曲是強納森．哈維1980年為法國龐畢度中心「聲學、音樂研究和協作學院」

（IRCAM）創作的電子音樂作品。曲中混融了兩種對比聲響，分別來自英國溫徹斯特大

教堂的鐘，以及作曲家兒子的歌聲。1970年代後期，哈維曾陪伴兒子參與溫徹斯特大

教堂的詩班排練，對於鐘聲與詩班時而交疊的聲響深有所感，因此造就本曲的誕生，

歌詞即取自鐫刻於鐘身上的文字：「我數著飛逝的時間，我為死者哀悼，為生者祈禱」

〈Horas Avolantes Numero, Mortuos Plango: Vivos ad Preces Voco〉。

曲中，鐘響象徵「死」，童聲代表「生」。作曲家將音樂廳牆面想像為鐘的內緣，藉由八

道聲頻的投射，在觀眾席內建築一座聲響立方體，讓聽者彷彿置身鐘內。而男童歌聲

環繞其中，片羽飛舞，就像不受羈絆的生之意志，在死亡中自由地流竄。作曲家以巧

妙思維為具象聲音進行編製，為樂曲創造不可言喻的抽象詩意，無論音高與時值結構，

也完全以鐘聲豐沛、不規則的諧波譜（harmonic spectrum）為基礎，非調性、非十二

音半音體系，也無任何東西方調式的暗示，只有代表生命終始的兩種聲覺，交織出無

法歸結的謐境氛圍。  (本曲儘播放前三分半鐘 )

The Angels

天使
Jonathan Harvey  
強納森．哈維

〈天使〉是強納森．哈維為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創作的無伴奏四部混聲曲目。國王學院

教堂在每年聖誕夜舉行的「九段聖經吟唱典禮」（Service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

堪稱英國最負盛名的文化傳統，每年都有一首委託創作的頌歌，而〈天使〉就是1994

年在該典禮中首演的曲目。

全曲由兩個合唱團演唱，其一吟唱由威徹斯特主教John V. Tylor所寫的同名詩詞，以天

使隱喻人在宗教活動中感受到的，超越時空、不可名狀的智性體驗，另一個合唱團產

生連續交織的和聲，模擬這個「無盡靈覺」的氤氳。哈維基於自己習佛的經驗，曾經說

佛教和基督教之間並沒有矛盾，都在追求忙碌紊亂的表面之下，一種平靜恆亙的存在，

而偉大的音樂也做得到這點。這首曲子具體而微地凸顯出他的終極探求。



Ashes Dance Back

骨灰飄揚而歸
Jonathan Harvey  
強納森．哈維

本曲受新倫敦室內合唱團(New London Chamber Choir)的委託而創作，於一九九七

年於法國史特拉斯堡音樂節(Strasbourg Festival)由詹姆士．伍德 (James Wood, 

1953-)指揮演出。

曲中合唱團的演唱理念，主要出自十三世紀波斯詩人及神學家魯密(Rumi, 1207-73)的詩

作，由安德魯．哈維(Andrew Harvey, 1952-)翻譯及再創作如下：

I burn away; laugh; my ashes are alive! 

I die a thousand times 

My ashes dance back 

A thousand new faces.

我焚燒了它；笑著；我的骨灰依舊活躍著！

我死了千百回

我的骨灰飄揚而歸

千百種新面孔。

在此詩作的理念下，強納森透過如幻似真的語言呈現、變化無窮的音符特性，活化這

些看似沈重的字句，製造超越聽覺的刺激，而能撥動視覺的幻象及情緒的漣漪。

首先以多種語言的母音彼此交替、轉換，彷彿述說著骨灰的飄盪不定，接著，又透過

子音與母音的相互搭配，自創出獨特的語言，在英語與自創語言的交替中，找尋熟悉

與陌生，摸不透何為真實？何為虛幻？謀和與協調於夢境和現實之間。

除了語言上的發想，作者更利用節奏形態、速度及音色要求等轉換，製造由「風」開始，

經過「火」而昇華為「水」的視覺意象，影射人自生乃至灰燼那極為空無之歷程。

I Love the Lord 

我愛上主
Jonathan Harvey  
強納森．哈維

1976年到1980年間，哈維的兒子曾在溫徹斯特大教堂合唱團中，作曲家也參與合唱團

的排練，以及這座近千年歷史的教堂每週的禮拜頌讚。合唱的聲響、建築本身的特殊

回聲、以及基督教禮拜的洗滌，促使作曲家在1976年創作了這首讚美詩，獻給教堂合

唱團及音樂總監馬丁‧尼利（Martin Neary）。

歌詞選自舊約聖經，描述人們遇到患難愁苦，期望上主將恩典賜予大眾，拯救人們。全

曲以固定旋律不斷出現，以及G大調和弦堅定的貫穿，表達即使在無窮的痛苦煩悶中，

靈魂對上主的信仰是如何克服萬難，以至充滿喜樂。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    2013 年度公演

11.12  PM 7:30  蘆洲功學社音樂廳
台北室內婦女合唱團甫獲【2012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 -創新樂齡合

唱比賽】之「金獎」、「漢光詩詞演唱獎」、「最佳舞台呈現獎」三項大

獎！2013年度音樂會《歲月如歌》，與你我拉起友誼的手，一同思念

土地芬芳！

2013《漫遊聲林》聚焦於當今虛擬時代現象的反思，透過連結「自然」、「土地」、「信仰」、

「詩詞」、「文化」⋯等個人哲思的作品，融化網路氾濫造成的淡漠隔閡，重新連結人心與萬

物之間的真切情感。

2013 年度公演

11.09 台南 11.10 高雄 11.17 桃園 11.24 台中 12.23 台北

一同漫遊東西方
捕捉聲音光影的真實感動



2014 年即將推出，請拭目以待 !

品味‧ Renaissance
你可曾想像，用文藝復興人聲研磨出的咖啡，會是哪一種醇香?

從眾人熟悉的咖啡享受連結高質感的人聲享受，台北室內合唱團特製Menu

專賣文藝復興香醇經典，誘發大眾的聽覺味蕾，用心品味早期音樂背後的豐富

美學。

夜Yeah 笙歌2
台北室內歌手100% pure A Cappella

幻夢間，不時傳來平靜沉吟的歌聲，這夜歌橫越了百年，以不同面貌凝聚夜

晚的時空，牽引遊盪的思緒回歸內在，聆聽自己。台北室內歌手100% pure A 

Cappella，從夜的想像出發，和愛樂者一起發現心的聲音。

合唱無設限7
新世紀東方人聲藝術

來自同樣文化源頭，卻分踞不同地域、藝文思維下的世界華人作曲家，將如

何體現文化混融時注視到的文化議題？首度橫越亞洲與美洲，邀請台灣、美

國、香港、馬來西亞華人作曲家進行創作，一同預示新世紀東方人聲藝術的

發展趨勢。



前衛與經典 傳承與開創
值得您珍藏的好聲音

回到最初‧聆聽永不止息的感動

日光之上Ⅱ
台語聖詩專輯

台北室內合唱團2012年將自我再度歸零，

推出「日光之上 II」專輯，收錄『救主我

愛就祢』、『透早去撒好種』、『上帝愛疼怎

能許大』⋯等十五首重要台語詩歌，為台

灣合唱音樂源頭留下珍貴有聲文獻，以

純淨美好的聲響，傳續這塊土地最真摯

的永恆詩篇。

跨越時空的寧靜感動

日光之上
台語聖詩專輯

2010金曲獎『最佳宗教音樂專輯獎』入

圍唱片，台北室內合唱團第一張台語聖

詩唱片，收錄「至好朋友就是耶穌」、「我

心大歡喜、主站身邊」、「救主愛疼的聲」、

「聖哉、聖哉、聖哉」⋯等雋永詩歌，純淨

人聲結合莊嚴華麗之管風琴，跨越時空，

吟唱永不止息的感動。

開拓當代華人現代合唱音樂的歷史軌跡

合唱無設限
華人合唱音樂創作曲集Ⅱ

繼2010年《合唱無設限－華人合唱音樂

創作曲集》首度出版，台北室內合唱團再

度集結歷年委託創作，收錄李子聲、梁學

賢、陳樹熙、金湘等作曲家之現代作品，

齊聚台灣、馬來西亞、北京三地華人音樂

人才，台北室內合唱團《合唱無設限－華

人合唱音樂創作曲集Ⅱ》 ，持續開拓當代

東方新視界。

紮根在土地上的溫潤情感

土地之戀
張炫文合唱作品精選

無可取代的絕美聲響，收錄〈土地之戀〉、

〈風吹〉、〈叫做台灣的搖籃〉、〈草仔枝〉

等十餘首經典作品，帶您進入台灣詩文的

真摯芬芳。

狂飆超限‧極致聲響

當代狂潮
當代合唱音樂作品集

2010金曲獎『最佳演唱獎』獲獎唱片，集

結全球最令人震撼的前衛聲響，收錄模

擬電子音樂之十六聲部無伴奏鉅作『無

形咒』、 射拉丁炙熱靈魂的『無止盡的

雨』、澳洲合唱大師李克全曲擬聲特效作

品『食人女妖』⋯等狂飆超限的人聲極

致，絕對罕見的當代音樂專輯。

在人間，未曾遇見這樣的聲音

風雪戀星
冉天豪的合唱故事

邀請音樂劇才子冉天豪跨刀創作編曲，收

錄〈月琴〉、〈鄉愁四韻〉、〈不了情〉、〈千

言萬語〉、〈忘了我是誰〉⋯等歲月歌曲，

不朽旋律、純淨的人聲，帶您穿越時空進

入歌謠的美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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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致力於推廣現代合唱音樂與找尋東方人聲的新天地，

屢屢在國際的重要舞台上代表台灣向全世界發聲，在不斷創新與追求卓越的路上，您的熱情支持不分大

小對我們都是無限的力量，懇請熱心的朋友永續支持台灣的合唱音樂，誠摯感謝您的慷慨捐助，有您的

參與，我們一定會更好！

贊助室內之友權益

贊助辦法 贊助方式

贊助金額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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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滿壹萬元 /年

1 贈送全年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6張 (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TCS出版CD兩張

3 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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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萬元 (含)以上 /年

1 贈送全年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15張 (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TCS出版CD十張

3 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享7折

4 購買TCS出版品享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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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萬元 (含)以上 /年

1 贈送全年度音樂會貴賓票券，不分場次共30張 (贈送音樂會節目手冊)

2 贈送任選TCS出版CD二十張

3 購買年度音樂會票券享7折

4 購買TCS出版品享8折

5 提供年度製作節目手冊一式全頁廣告頁面刊登

6 該年度每場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

7 贊助收據可供年度所得抵免

8 場地租借優惠專案

9 致贈感謝狀乙張

拾萬元 (含)以上 /年

同上，永久音樂會節目單感謝欄留名伍拾萬元 (含)以上 /年

(永久贊助人 )

銀行帳號 彰化銀行/大直分行   

帳號  9738-01-5299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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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單位
主辦單位 / 台北室內合唱團、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 指導單位 / 文化部 。 贊助單位 /玉山銀行 。 合作單位 / 蕾莉歐、誠品人 。 指定住宿/ Home Hotel 。 

製作名單
台北室內合唱團 Taipei Chamber Singers

電話 / 02-2776-4089 。 傳真 / 02-2776-4090 。 地址 /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59號3F 。 電子郵件 / singers.tcs@msa.hinet.net 。 網址 / www.

tcschoir.org.tw 。 顧問 / 陳何家。 藝術總監暨指揮 / 陳雲紅。 團長 / 方素貞。 助理指揮 / 彭孟賢、鄭逸伸。 鋼琴/ 王乃加。 行政總監 / 房樹孝。 團務經理 / 高

端禾。 行銷統籌 / 謝竺晉。 企劃行政 / 黃曉君。 創意總監 / 趙菁文。導演 / 劉冠詳。 作曲家 / Huck Hodge、Irina Alexeychouk、Jonathan Harvey、趙菁文、

羅仕偉。 新媒體 /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數位藝術與實驗媒體中心 DXARTS。 新媒體總執行/羅仕偉。 執行助理 /黃馨儀、蔡威逸、陳譽陞、陳瀅守。 燈光設

計/ 鄧振威。 演出 / 台北室內合唱團。 協演 /薛詠之、葉昀。 演前導聆/ 趙菁文。 視覺設計/ 洋蔥設計。 錄音/ 王昭惠。 攝影 / 郭政彰、曾吉弘、李駿平。 紀錄

片製作/蔡侑勳。 投影 / 成陽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音響 / 捷越音響有限公司。 錄影轉播 /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公視表演廳。 曲目解說 / Huck 

Hodge、趙菁文、羅仕偉、杜維、原意、蘇屹、黃曉君、李駿平、張薰方。 中英翻譯 / 陳珀愉、張薰方、邱雅心、李駿平。 工作人員 /姜欣汝、許雅瀅、李政國、

李璧如、陳宣卉、任薇如、陳俐勤、洪淑汝、傅子嫣、陳妍錆。 

團員名單
女高音/ 鍾慧敏*、方素貞、溫佳霖、卓鈺薰、莊皓瑋、原意、柯紫璇、彭郁婷。 女低音/ 謝竺晉*、彭孟賢、葉思吟、葉依婷、張翌陵、陳筱蕓、吳麗秋、陳珮
印、張薰方、 邱雅心、劉惠雲。 男高音/ 高端禾*、葉曦文、蘇屹、李駿平、張育銘、陳彥廷、張維麟、劉又銓、余孟珂、  張皓程。 男低音/ 鄭有席*、鄭逸伸、
杜  維、唐志傑、陳揚明、劉洲松、陳柏瑞、紀柏亦。	 	 																															 	 	 	     																		*為聲部長
 	

感謝名單
單位 / Agoda訂房網、Home Hotel、JIMBO Pictures-神保映像、PAR表藝雜誌、十方樂集、巴哈靈感音樂學習中心、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玉山銀行、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洋蔥設計、財團法人劍潭古寺、偉嘉數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心、徠福實業有限公司、誠品股

份有限公司、經緯印藝有限股份有限公司、SPEARX聲特科技、蕾莉歐、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精彩視聽器材有限公司、音樂隊長。 個人 / 方夢貞小姐、王孟

超老師、李秋玫小姐、李泰龍先生、李祐成先生、林慧伶老師、宋多加老師、施綺年老師、梁竹君老師、林依潔老師、翁嘉立先生、陳何家先生、陳鐸夫先生、

辜懷群老師、解瑄老師、張興漢先生、李文玲小姐、熊志昂先生。 捐款人（2013/04-2013/10）/王可、王光明、王清宜、王雅芬、李婕、林美玉、張志翔、張

瑛瑛、許恆慈、許海泉、陳何家、劉靜惠。

Production Credits
Organizer/ Taipei Chamber Singers, National Chiang Kai-Shek Cultural Center 。 Adviser/ Ministry of Culture 。 Sponsor/ E.SUN Commercial Bank 。 Cooperation 

Partner/ L’ERBOLARIO, Eslite Member 。 Appointed Accommodation/ Home Hotel 。 

Production Team List
Taipei Chamber Singers

Tel/ 02-2776-4089 。 Fax/ 02-2776-4090 。 Address/ 3F, No.159, Sec.1 Dunhua S.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 Email/ singers.tcs@msa.hinet.net 。 

Website/ www.tcschoir.org.tw 。 Consultant/ Ho Chia CHEN 。 Artistic Director & Conductor/ Yun Hung CHEN 。 Choir Director/ Su Jen FANG 。 Assistant 

Conductor/ Meng Shien PENG, Yi Shen CHENG 。 Piano/ Nai Chia WANG 。 Excutive Director/ Shu hsiao FANG 。 General Manager/ Tuan Hoe KOH 。 Marketing 

Specialist/ Chu Ching HSIEH 。 Project Specialist/ Hsiao Chun HUANG 。 Creative Director/ Ching Wen CHAO 。Director/ Kuan Hsiang LIU 。 Composer/ Huck 

Hodge, Irina Alexeychouk, Jonathan Harvey, Ching Wen CHAO, Shih Wei LO 。 New Media Design/ Center for Digital Arts and Experimental Media, University of Wash-

ington, United States (DXARTS) 。 DXARTS/ Ha na Lee, Martin Jarmick 。 New Media Executive Operator/ Shih Wei LO 。 Assistant Operator/ Hsin Yi HUANG, Wei 

Yi TSAI, Yu Sheng CHEN, Yin Shou CHEN 。 Lighting Designer/ Cheng Wei TENG 。 Performance/ Taipei Chamber Singers 。 Co-performer/ Yung Chih HSUEH, Yun 

YEH 。 Pre-concert Guide/ Ching Wen CHAO 。 Graphic Design/ Onion Design Associates 。 Recording Engineer/ Chao Hui WANG 。 Photographer/ Cheng Chang 

KUO , Tseng Chi Hung, Chun Ping LEE 。 Documentary Production/ Yu-Hsun Tsai 。 Projection Engineer/ Cherng Yang Communication Co., Ltd. 。 Audio Engineer/ 

Jei Yue Music Co., Ltd. 。 Television Broadcast/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 Program Notes/ Huck Hodge, Ching Wen CHAO, Shih Wei LO, Wei TU, 

Yih YUAN, I SU, Hsiao Chun HUANG, Chun Ping LEE, Hsun Fang CHANG 。 Translation/ Po Yu CHEN, Hsun Fang CHANG, Ya Hsin CHIU, Chun Ping LEE 。 Volunteers/Xin 

Ru JIANG , Ya Ying HSU, Cheng Kuo LEE, Bi Ru LI , Cécile CHEN,Wei-Ju JEN, Li Chin TAN, Shu Ju HUNG, Tsu yen FU,  Yen Ching CHEN。

Singers
Soprano/ Wei Min CHONG*, Su Jen FANG, Chia Lin WEN, Yu Hsun CHO, Hao Wei CHUANG, Yih YUAN, Ko Tzu HSUAN,Yu Ting PENG。 Alto/ Chu Ching HSIEH*, Meng 

Shien PENG, Szu Yin YEH, Yi Ting YEH, Hsiao Yun CHEN, Li Chiu WU, Pei Yin CHEN, Hsun Fang CHANG, Ya Hsin CHIU,Hui Yun LIU。 Tenor / Tuan Hoe KOH*, Shi Wen YEH, 

I SU, Chun Ping LEE, Yu Ming CHANG, Yen Ting CHEN, Wei Lin CHANG, Yu Chuan LIU, Meng Ke YU, Hao Cheng CHANG。 Bass/ Yu Hsi CHENG*, Yi Shen CHENG, Wei TU, 

Chih Chieh TANG, Yang Ming CHEN,Chou Sung LIU, Po Ruay ChEN, Po Yi CHI 。	 	 																															     *represents the Leaders of Pa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