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影無設限
敘說台灣生命力

陳雲紅 

藝術總監暨指揮  

序

圖片影像由 陳長志 先生 提供 



誠摯感謝國家兩廳院對本製作的支持，台灣傑出作

曲家及藝術家們的跨界激盪，專業光影設計師鄧振

威，以及攝影家陳長志以影像環島紀錄台灣各角落

的故事，此類劇場的創新藝術表現，將開闊現代合

唱藝術新視野，讓人拭目以待。感謝台北室內合唱

團的每一位團員與行政夥伴，因為有你們，我們才

能屢次完成「合唱無設限」的每一新里程，引領東方

當代合唱藝術寫下新的標竿。

今晚，就讓我們一起〈我愛台灣〉，發現台灣的所有

美好，更在最真誠土地的愛中，發現自我生命的動

力，與未來無限的希望！

「合唱無設限」計畫進行到2015年，正式邁入第十年了。

從國人作曲家，延伸到亞洲甚至美洲作曲家的委託合作；

從作品傳統發表形式，突破到結合科技新媒體，打造東

方形而上哲思的跨界製作〈無〉(2013)。「合唱無設限」的

每一步，都希望能為當代合唱本身及接觸者帶來新的思

維，不僅音樂形式上的創新，還有更多透過藝術創作，

與現代社會人文互應，產生各種反思的空間及對話。

2015年，是台北室內合唱團為這項理念創造的另一個實

現。這一次，我們為自己的土地打造了〈合唱無設限8－我

愛台灣〉當代合唱類劇場，以台灣一天生活的形成，不同

生活形態的串連，帶領大家從不同視角，感受這片土地

上豐富美麗的人文景象。這部記載台灣人文的大型詩篇，

它的壯闊，不僅在多元藝術形式的匯流上，更在其融合了

台灣當代人文風景，完整體現這座島嶼上，每個生命的

開放性與包容力。



台北室內合唱團成立於1992年8月，由深具演唱能力及豐富表演經驗的合

唱歌手組成。自創團以來，台北室內合唱團秉持著「嚴格訓練、追求精緻」

精神，並以「精緻音樂藝術的實踐者」自我期許，在歷任指揮陳雲紅、翁

佳芬、梁秀玲的指導下，以絕佳的默契與音色，展現極為優異的藝術水

準。現任指揮為留奧音樂家陳雲紅女士，團員約有35人，為台灣頂尖之合

唱表演團體。

台北室內合唱團在國內外舞台的表現令人驚豔，屢次與國際知名音樂大師

合作，如奧地利指揮家Günther Theuring、英國文藝復興音樂大師Peter 

Phillips、中國指揮大師嚴良堃、美國指揮家Paul Traver、英國作曲家Bob 

Chilcott等人，均獲得大師們高度的肯定與讚賞。

成立二十年來，台北室內合唱團演出足跡遍布義大利、英國、法國、奧地

利、西班牙、斯洛維尼亞、德國、匈牙利、美國、中國大陸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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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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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的音樂能力令評審團印象深刻 。 

身為藝術表演者，台北室內合唱團不僅演唱，2006年亦以創作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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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示21世紀東方合唱新趨勢。「合唱無設

限」展露的先鋒眼界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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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2012年間，陸續受邀於香港「ISCM_ACL國際

現代音樂節」、丹麥「IFCM第八屆世界合唱音樂論壇」、台灣「第二十九屆

ACL大會暨亞太音樂節」、法國「第五屆Polyfollia國際合唱音樂節」中演

出，未來亦將與更多優秀音樂家合作，並持續藉由重要音樂節演出、出版

品流通等方式，多方提升委託創作之國際能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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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簡介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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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世界華人合唱作品委 

 託創作首演〉「第十三屆台新藝術獎」 

 第四季提名

2013 前衛人聲跨界製作〈合唱無設限VI 

 -無〉榮獲「第十二屆台新藝術獎」 

 年度入選

2013 「第二十二屆義大利La Fabbrica del  

 Canto國際合唱音樂節」亞洲唯一團隊

2012 「第五屆法國Polyfollia國際合唱音樂節」 

 全球首選12傑出團隊之一

2011 「ACL亞太音樂節」現代合唱作品指定發 

 表團隊

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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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指定發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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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光人聲創藝樂團藝術總監、福智夢蓮花合唱團指揮、新

節慶合唱團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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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參加國際

合唱比賽與演出，並獲得多項殊榮及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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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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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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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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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榮獲

第26屆金曲獎傳統藝術類別的最佳製作人與最佳指揮

詮釋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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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室內合唱團 
藝術總監暨指揮

陳雲紅

東吳大學鋼琴演奏碩士畢業。曾受鋼琴家史蘭倩絲卡

（Ruth Slenczenska）讚譽「擁有驚人的視譜能力，是位

不可多得的伴奏家。」現任教於多所音樂班，以及擔任

台北室內合唱團、台北愛樂歌劇坊、木樓合唱團鋼琴伴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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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擔任Helmuth 

Rilling， Gabor Hollerung大師班鋼琴伴奏。與台北愛樂

歌劇坊排練及演出「費加洛婚禮」「法斯塔夫」「喬凡尼

先生」等多部歌劇。與台北室內合唱團錄製 [聽你 .聽我 ] 

[當代狂潮 ]專輯，入圍及榮獲金曲獎。2015年與台北室

內合唱團於香港演出，2009年與台北室內合唱團於香

港、日本、台灣巡迴演出。2012年與台北愛樂室內合唱

團受邀至大陸北京及西安等地演出。與木樓合唱團錄製 

[文學與音樂的對話 ]專輯。

鋼琴

王乃加

演出者簡介



畢業於台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學系，至今持續從事專業

舞蹈教育與即興創作開發課程、跨領域與多媒體舞蹈創

作、演出。

2012成立【菲林癲視環境劇場】，現擔任團長暨藝術總

監，2012年，《在你之內》舞蹈短片參與香港第五屆「跳

格國際舞蹈影像比賽」獲「中國舞蹈影像新人類獎」，於

香港、台北、澳門展出。2013創團作品《在你之內1.0》劇

場版參與臺北藝穗節演出大獲好評，並受邀嘉義飆舞

節閉幕演出。2014與Matthew Fullen共同成立Duo Trio 

兩人三角音樂舞蹈創作平台，與阿波羅畫廊 -謝東進作

品 /互動科技藝術 -李家祥作品跨界演出。

曾參與臺灣職業舞團演出：林文中舞團、台北首督芭蕾

舞團、風之舞形舞團、世紀當代舞團⋯⋯等演出。

全場編導作品有《OVERLOAD》《在你之內1.0》

重要作品有《Never End》《Track》《PAUSE》《暫留》《蔓

延》《永康皴法》《起毛球》。

獲獎紀錄

2012  「跳格國際舞蹈影像比賽」編導作品《在你之 

 內》獲「中國舞蹈影像新人類獎」。

2009 參與伊聖詩短片創作大賽，製作與主要演出 

 《17歲的空氣感》獲佳作。

2009 作品《Track》入圍文建會舞躍大地舞蹈創作比 

 賽優選作品。

導演

黃彥文

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碩士班作曲組，求學

時期作曲師事蕭慶瑜教授。2010年《愛與復仇》─為小

號獨奏與管絃樂於「師大管絃樂作品甄選」中獲選，並

由魏滿均與師大音樂系交響樂團錄音演出；2010-2011

年《自然現象》─第一號絃樂四重奏於「兩廳院樂典─

國人音樂創作甄選」中入決選；2011年參加國立臺灣傳

統藝術總處籌備處之臺灣音樂中心所主辦的「2011年絲

竹音樂創作營」，接受李子聲、潘皇龍、王蓂教授，以

及德國作曲家Volker Blumenthaler指導；同年加入台灣

璇音雅集，並於2012年1月5日假國家演奏廳，由王大

維與林怡瑩首演《步態》─為雙鋼琴；2012年12月26日

於「現‧新‧藝 -2012十方新樂展（二）」，假十方樂集，

由孫名箴老師演出《蛻變》─為打擊獨奏；2012年加入

亞洲作曲家聯盟，並於是年12月26日於「音樂台灣 2012

台北場四」，假東吳大學松怡廳，由台北室內合唱團演

出《漂鳥集》；2014年10月9日假國家演奏廳，由張涵

昀、丁莉齡、楊宜樺首演《役》－為小提琴、大提琴與

古箏；2015年3月4日假國家演奏廳，由林怡瑩首演《苦‧

思》－為鋼琴獨奏；2015年接受台北室內合唱團委託創

作《艾德斯納特》。

曾擔任臺北市立中正高中音樂科專任代理教師，現為臺

北市立南門國中音樂科合格專任教師。

作曲

高振剛

( 作曲家介紹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



德國科隆音樂學院最高藝術家文憑 (Konzertexamen)，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作曲學士、碩士。曾師事

施孟玟老師、賴德和教授、潘皇龍教授與 Johannes 

Schöllhorn 教授。曾獲得多項獎項，如《蛛絲》(獲

獎年次 :2005)、《風與火》(2007)、《對鏡》(2010)獲教

育部文藝創作獎。《愛我吧 !海》(2009) 獲國立台灣交

響樂團徵曲比賽首獎，《因為思念溫特克拉嫩貝伊門 

216 號房之巢》(2010)《躲藏在玻璃後面》(2011)獲國

立台灣交響樂團創作補助。《漫 步》(2009)獲保加利亞

『Computer Space 電子藝術節』電子音樂作曲第二名， 

鋼琴曲《雨夜梧桐》(2010)獲『兩廳院樂典 --國人作品

創作甄選』。目前專任於台東大學音樂系，教授音樂理

論與作曲相關課程。

作曲

謝宗仁

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作曲博士，目前任教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曾受邀於美國伊利諾大

學香檳分校講學，以及於史丹佛大學受聘為客席講師。

在美期間師事歐洲當代音樂作曲大師Jonathan Harvey

與Brian Ferneyhough,以及史丹佛電子音樂中心所長

Chris Chafe，在師大學習期間師事陳茂萱教授。

擔任兩廳院2015「新點子樂展」策展人，以及兩廳院

2014「跨樂新視界」（小巨人絲竹樂團與荷蘭新室內

樂團）與2013「無」（台北室內合唱團）跨界音樂會製

作之創意總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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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歐美演

奏團體如科隆愛樂交響樂團、Arditti String Quartet、

Phace、Klangforum Wien、California EAR Unit、St. 

Lawrence Str ing Quar tet、EARPL AY、the Eighth 

Blackbird等以及國家交響樂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臺北市立國樂團、臺灣管樂團、臺灣交響樂團、樂興之

時、台北室內合唱團、小巨人絲竹樂團等委託創作或

發表。多次於國際新音樂節如 ISCM世界音樂節、法國

Polyfollia音樂節、德勒斯登當代音樂節、德國達姆斯達

城當代音樂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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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趙菁文



作曲

羅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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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他正於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攻讀作曲博士學位，隨作曲家

暨長號即興家George Lewis學習。先前就讀位於西雅

圖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音樂研究

所，接受Huck Hodge與 Juan Pampin的指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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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以及Kris Falk。 

羅仕偉曾多次與知名音樂家與樂團合作並受邀為其寫

作，如荷蘭新室內樂團Nieuw Ensemble中提琴家Frank 

Brakkee、華盛頓大學中提琴教授Melia Watras、國家交

響樂團豎琴首席解瑄、十方樂集、台北室內合唱團、阿

姆斯特丹Atlas Ensemble等。他曾二度獲得教育部留學

獎學金（99及103學年度），並贏得2014荷蘭豎琴音樂

節暨作曲大賽首獎與2015美國電聲音樂協會（SEAMUS）

作曲比賽首獎；同時他也在兩廳院舉辦之2009-2010「樂

典」國人音樂創作甄選與教育部文藝創作獎中獲頒獎

項。近期參與之研討會以及論壇包括荷蘭阿特拉斯音

樂節（Atlas Festival）、第四十屆國際電腦音樂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mputer Music Conference）、西雅圖交

響樂團舉辦之 John Adams 作曲家工作坊、十方樂集「台

灣現代音樂論壇（三十）」和2009亞洲作曲家聯盟音樂節

之台灣青年作曲家代表。

羅芳偉，於1982年生於台灣苗栗，於2008年獲得臺灣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作曲碩士學位，師事賴德和教授、

洪崇焜教授。現為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作曲博士候選人，師事Sam Nichols。其

作品風格多元，融合自身文化與西方技術。近年來作品

受學習電子音樂與頻譜音樂之影響，善於使用音色構織

氣氛，作品著重於表現聲音的延展、殘響、與回聲效果。

作品與表現曾獲得眾多好評。2011年合唱作品〈金龍禪

寺〉於「臺灣兩廳院樂典 :當代音樂徵選」比賽中獲獎，

樂譜與錄音至今已被台北內室內合唱團與台灣作曲家協

會兩度出版 ;同年室內樂作品“九歌”獲選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100年鼓勵創作徵選」作品，並由國立臺灣交響樂

團出版。2012年室內樂作品〈來自遠方〉與〈沉默之丘〉

皆入選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委託創作徵選 ; 同年獲得加州

大學戴維斯分校頒發之卓越研究生獎學金。2014獲得

台灣教育部頒發之優秀留學生獎學金 ; 同年弦樂四重奏

〈沉默之丘〉被選為紐約Mise-en音樂節演出曲目。

作品網站     fwluo.wordpress.com

作曲

羅芳偉



中華民國百年全國美展攝影類金牌獎得主，並獲頒法國

[PX3]國際攝影大賽專業組銅牌獎。其舞蹈錄像為亞洲

區唯一入選2015年 [60secondsdance]國際舞蹈錄像大賽

TOP30。

主要展覽有西班牙個展【In / Outside the Body】，聲響

與裝置展【實況透視】、個展【舞蹈文件】、【以詩之名】

等。亦曾獲邀參展【原創基地節】、【清水地景藝術節】、

【粉樂町】、【台灣攝影藝術博覽會】、【臺北詩歌節電子

詩景裝置展】、【失聲祭】、【藝術家博覽會】、【台北百

年】等近四十檔展覽。劇場裝置暨影像設計包括賴翠霜

舞創劇場【Blackout】，林向秀舞團【身體戰爭】等近十檔

演出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及造形藝術研究所，曾

任四屆苗栗縣公共藝術審議委員。他專職藝術創作，並

長年與劇場界合作，持續累積表演藝術的影像作品與紀

實文件。此外也以地景採集計畫為主軸，為攝影開發新

的創作技法－「相對透視」。關心斯土斯民的他亦兼職

農夫，採行友善農法，育有一酪梨園。

影像設計

陳長志

雖然畢業於逢甲大學電算系，自幼即熱愛音樂，於1975

年開始學習合唱指揮。合唱經驗豐富，曾擔任許多社會

合唱團、公司合唱團及學校合唱團之指揮。工作之餘，

亦多次赴歐美參加國際大賽及指揮大師班，在國際的文

化交流互動中，拓展個人的音樂視野與增進合唱領域專

業素養。

為了實現一生的合唱夢想，於2000年，毅然放棄當下的

職業，與一群好友創立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術

基金會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成為終身的合唱志工，曾擔

任此基金會的董事長、執行長，致力於台灣合唱音樂中

心的落實發展，開創十月「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TIVF)

並已成為亞洲最具規模之人聲樂團國際賽，之後又於

三月舉辦「春唱」(SVF)開拓國內人聲樂團展演平台。本

著創新、分享與服務的理念，全力發展台灣人聲樂團或

「現代阿卡貝拉-Contemporary A Cappella」的現代藝術

以落實音樂生活化，將推動「合唱知識網站」以達到資

源分享與服務，更是未來致力於合唱工作的重要方向。

為了實現專業合唱發展的工作，於2008年更是遠赴美

國學習人聲爵士與人聲樂團的創作演唱藝術，只為了在

未來，更加落實合唱的貢獻，實現所有合唱人的夢想。

現為台灣合唱音樂中心的流行爵士藝術總監。

節奏打擊創作

朱元雷



燈光設計

鄧振威

燈光設計師，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戲劇舞蹈系燈

光藝術碩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燈光藝

術學士。設計包含戲劇、舞蹈、音樂、視覺、藝術裝

置等表演類型，近期劇場作品有國光劇團「幻戲」，

MeimageDance鈕扣計畫」，NSO國家交響樂團「指尖上

的幻象」，台北室內合唱團「合唱無設限6_無」，活泉室

內樂團歌劇「RITA」「情偷 西班牙時光」，台北藝術推廣

協會「大算命家」，河床劇團「千圈之旅」「只有秘密可

以交換秘密」「摘花」「華格納 -萊茵黃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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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台北室內合唱團 | 團員名單

女高音

鍾慧敏 * 方素貞 溫佳霖 卓鈺薰
原    意  柯紫璇 成協真 黃郁倫 

女低音

莊皓瑋 * 葉依婷 張    䔖 吳麗秋
陳珮印  陳珀愉 黃胤瓴 李筱筠
張薰方 

男高音

高端禾 * 郭靖威 李駿平 余孟珂
張皓程  潘國慶 林    叡

男低音

鄭有席 * 鄭逸伸 杜    維 李政國
陳光前  張維麟 關笠宏 劉元歆
潘任展                                                                   

*為聲部長

協演

長笛 /許佑佳

低音管/許家華

打擊 /張瑜蓁

二胡 /廖珮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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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上海、北京之傑出作曲家合作，發表四十餘首當

代委託創作，同時透過「首演發表」、「相關出版」及「工

作坊」等子面向的建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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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重構致新的體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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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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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ISCM_音樂新文化國際音樂

節」等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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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音樂節邀約巡演，以

高度的音樂涵養驚豔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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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合唱無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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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方蘊涵及藝術向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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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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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製作更獲得第十二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十五

大傑出藝術作品。

2014年「合唱無設限」子面向再擴展，首度舉辦跨國性的

「當代合唱音樂工作坊」，除了邀集香港、馬來西亞、上

海、台灣等地華人作曲家開辦座談會，分享華人文化如

何突破限制與當代觀點產生撞擊，並公開作曲家及詮釋

者之排練經過，帶領外界更深入當代作品從無到有的誕

生歷程。2015年為台灣人文譜寫的大型詩篇〈我愛台灣〉

當代合唱類劇場，不僅融合人聲、攝影、燈光、舞台等

多元藝術，其結合了土地關注與藝術創新的高度，更為

「合唱無設限」開啟不同以往的藝術色調及議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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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積極聯繫世界性當代音樂盛會，

拓展團隊及委託作品於國際舞台之能見度，亦將繼續帶

動華人母體文化的當代定位議題，與人聲與異質藝術的

更多思維撞擊，以東方聲音新生命，引領當代人聲發展

潮流。



我們生活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因為台灣地處樞紐，加上

歷史沿革，移民社會兼容並蓄了多元族群，也傳承了豐

富的文化類型。而環島旅行，是讓想像共同體具象化的

一個好主意之一。

實際走訪島的另一端，發現同樣的傳統美食米苔目，在

魚鄉和米鄉間有著不一樣的料理方式；當七八月的東岸

正值豐年祭時，繞過半座島，北西南三岸則是中元祭。

島的地域跨北回歸線兩側，南北一趟路可以看到稻田的

生命週期；海拔從零到近四千公尺，作物與林相沿著等

高線律動。人文和自然兩方面都展現了台灣豐富而多元

的面貌。

拍攝影像素材的旅途中，遇見一位外國長者百思不得其

解那水田上打著水花的機器是何用途？我恍悟養殖漁

業的打氧用水車，在外國人眼裡是奇特的風景。他又問

了幾個他計畫前往的景點如何？巧的是剛好還沒實地

走訪過，只能憑著對想像共同體的印象回答。不禁感嘆

雖然台灣島不大，真能走透透的人仍屬少數。

其中一趟火車環島，一位文質彬彬的長者剛好坐在我身

旁，看我沿路一直拍攝窗外景，好奇問我目的地？我回

說：「欲前往台東的史前博物館採集影像素材，用在劇場

影像設計。」他問說要不要讓他順便送我一程。我接過

名片，才知身旁這位就是史前博物館館長本人！抵達後

館長熱情接待，並直接幫我申請了攝影證，在拍攝上也

給予許多方便。非常感恩一路上有貴人們的相助。

採集台灣斯土斯民的影像其實我從十幾年前已開始，直

到受台北室內合唱團之邀，改而針對這次影像設計的需

求來拍攝。也託「我愛台灣」的福，讓我對台灣這個共

同體的認識更深入些。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但台灣實

在太豐富，一時間仍走不遍這座美麗島，十年前，十年

後，文化及景觀又有新的融合與演進，這座島永遠都保

持著活力。大家不妨也實地走訪，凝聚台灣共同體的共

識，不只是一種想像而已。

走在環島路上
文／陳長志

圖片影像由 陳長志 先生 提供 



感謝名單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

訊連科技

張善楠  博士 陳勝厚  先生

陳隆安  先生 陳信守  先生

任大賢  先生 邱凱毓  小姐

101煙火影像素材由  崔峰豪  先生  提供



合唱無設限 ─ 8

我愛台灣

2015年〈合唱無設限8-我愛台灣〉將以「台灣的一日」

為脈絡，結合台灣多位當代作曲家、攝影家陳長志、光

影設計鄧振威以及導演黃彥文的想像，挖掘台灣當代

最真的生命力。一日之計從歌頌朝陽升起的榮景開始，

隨著日常開展，一首首曲目描繪走在台灣街頭會遇見的

風景，如水洩不通的城市交通、多元共榮的宗教社群、

自由活潑的街坊活動、以及圍繞城鎮的綠意生機。最

後，繁忙一日的人心總會思念，而對家的愛與嚮往將

引領人們夜歸，回到心目中最溫暖的地方。

此次跨界合作之類劇場製作，台北室內合唱團邀請多

位當代作曲家藉由對生活的深刻體察勾勒出日常光景，

自由創作同時也納入膾炙人口的民謠、流行歌曲以及豐

富多變的聲響元素，帶領您用聆聽一探包羅萬象的台

灣景致與人文風情。仔細聆聽，您是否發現了那個年

代裡的熟悉旋律?

同時，攝影家陳長志的作品也將一同訴說〈合唱無設限

8-我愛台灣〉的寶島故事。長年擔任台灣當代舞蹈界翹

楚「驫舞劇場」、「周先生與舞者們」等團隊的特約攝

影，陳長志擅於捕捉動態時空的寬闊意象，打破圖像

二維空間的限制，在平面中無限拓展動能與想像。透

過攝影家的眼，日常生活在鏡頭下定格，我們會細看

出怎樣的平凡感動?

當動態的聲音遇上靜態的影像，台北室內合唱團期許

將跨界藝術家所激盪出的火花描繪成一幅當代人文的

巨型詩篇，點綴融會古今對台灣土地的感念，並永續

台灣人對家鄉的愛與生命力。

〈合唱無設限8 -我愛台灣〉，獻給所有珍愛台灣的朋友。

「您是否想過自己的一天是如何過的? 您是否仔細體驗過生活在台灣的滋味?

您是否在曾讓東方漸亮的天光伴您一同起身?在熱鬧車陣中對嶄新的一天感到

無比興奮?

當您騎著單車繞城鎮，有發現大街小巷的豐富文化嗎?例如帶著親切笑容的

巷弄市場、在公園隨音樂起舞的人們。定睛一看，還有錯落在城市裡的廟與

教堂，如悠揚平和的鐘聲靜靜庇佑著來自各地的信徒。

沐浴於晚霞中，在一日辛勤的工作結束後，您是否還會與同事好友三五成群

吃飯去?小吃攤配上划酒拳、洋式餐館配上爵士樂、還有響徹城市的夜店電音

讓夜晚更為喧騰...」

這是一首台北室內合唱團獻給台灣的詩。



晨曦

黎明曙光

午休甦醒

甦醒

旅行

艾德斯納特

通勤

Taxi! Taxi!

沈澱

水鏡映光

返家

與家的距離

（首部曲）

漫步

金龍禪寺

漂鳥集

活絡

下班吃飯去

Islamey

劇意

04 - 06
a.m.

12 - 02
p.m.

06 - 08
a.m.

02 - 04
p .m.

08 - 10
a.m.

04 - 06
p.m.

09 - 12
p.m.

10 - 12
a.m.

06 - 09
p.m.



本曲在音樂素材上運用了阿美族的太巴塱之歌，整體音樂形塑出凌晨時分，

東海岸的太陽在黑暗的海中伴隨海浪聲漸漸升起，音樂也層層堆疊而上，

最後散發出耀眼光芒，開啟充滿活力的一天。 （文 /謝宗仁）

 本作品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

謝宗仁

甦醒
06 - 08 a.m.

本曲為2015年台北室內合唱團邀稿之委託創作，為了表現台灣本土特色暨

推行台灣當代新音樂，台北室內合唱團花了許多時間與我討論樂曲內容，

希望我能以台灣民謠〈農村曲〉和〈思想起〉為主要旋律，並搭配二胡伴奏

來譜曲，藉由大家熟知的民謠來描寫台灣的早晨。除了原先商定的旋律外，

我自身則以「黎明曙光」為主要樂思，大量使用滑音演唱來表現由「點」擴

散至「面」、抑或是由「面」凝聚為「點」的聲響效果，用以描寫光線的暈散

與聚合、時而多彩且時而無色之特質，並適時在聲部間加入另一聲部的回

聲或殘響，使全曲在聽覺上更具空間感。除此之外，我也將原設定之「間

奏曲」併入此曲最末段，並以極簡的和聲變化和人聲氣音來結束本曲，使

此段同時達到連結下一首委託作品的功能。

在編制上，本曲經過特別的設計，共有兩種不ㄇ同的演出版本。除了表現台

灣民謠的版本之外 (包括了合唱、男女獨唱、以及二胡演奏 )，也可將男女獨

唱與二胡聲部抽離，僅使用純粹的合唱無伴奏演出，聲響上會顯得更加前

衛。以此兩個版本獻給台北室內合唱團，感謝他們多年來積極地推廣台灣

當代音樂。（文 /羅芳偉）

 本作品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

樂曲解說&創作理念

羅芳偉

晨曦｜黎明曙光
04 - 06 a.m.



金龍禪寺

晚鐘

是遊客下山的小路

羊齒植物

沿著白色的石階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處降雪

而只見  

一隻驚起的飛蟬

把山中的燈火

一盞盞地

點燃

本曲歌詞取自於詩人洛夫的「金龍禪寺」一詩，詩中細緻地描寫於禪寺踏上

歸途中的景色。曲子開頭運用鋼琴低音聲部的音響，營造出夜暮將至的氛

圍，並以鋼琴的泛音模仿寺廟的鐘聲，將在合唱聲部也同時將歌詞中晚鐘

的「鐘」字拆解為「鐘 -ㄨ-ㄨㄥ」，以表達鐘聲迴盪的聲響；第二段將合唱延

伸為八個聲部，企圖表達羊齒植物蔓生於石階的意象；第三段則以男高音

獨唱將情緒帶回一人內心世界與想像：「如果此處降雪?」合唱團則轉變為音

樂的背景呈現雪景的氛圍；最後一段則由男低音聲部以強音打斷先前獨唱者

的思緒，接著以四個聲部輪流出現，描寫夜間的燈火一盞盞點燃的景色。 

（文 /羅芳偉）

羅芳偉

金龍禪寺
10 - 12 a.m.

描繪上班族趕著出門上班，遇上下雨天與叫不到車的急促，音樂素材上運

用了校園民歌『雨中即景』，加上許多不同情緒的對白與唸唱，交織成一片

片雨中的各樣風景。 （文 /謝宗仁）

	 本作品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

謝宗仁

08 - 10 a.m.

Taxi! Taxi!



此曲完成於2015年6月，係應台北室內合唱團邀約之委託創作，描寫臺灣

的下午時光。歌詞為自創，以拉丁文發音方式，無特殊含意，但各段首尾音

節使用同一母音。

以拱門曲式寫作而成，分為五個段落，速度由慢至快再回到慢。一、三、五

段為5/8拍子，透過長音使得拍子較不明顯，合唱團須小聲演唱以聆聽彼此

和聲；二、四段為4/4拍子，使用波薩諾瓦節奏，重音不穩定，聲部層層堆

疊，音與音之間須斷開演奏或演唱。全曲以女高音聲部微弱地唱出曲首C音

作結。

另使用共同音手法轉調：由洛克里安調式、沖繩音階、陰調式、陽調式（即

中國五聲音階徵調式），至米克索利地安調式。中心音亦從C音、F音、降B

音再回到C音。作曲家希望融合東、西方元素，象徵臺灣的多元文化。（文 /

高振剛）

	 本作品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

高振剛

艾德斯納特
02 - 04 p.m.

此曲完成於2011年10月，係閱讀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

1941）詩集《漂鳥集》第七十八首後，有感而發所作，為筆者第一次嘗試創

作合唱曲。

該首詩詞為：「草在土地裡找尋夥伴，樹在天空中尋求孤獨」，意近「豺狼

成群、虎豹獨行」。不論是大自然中的草、樹，動物中的豺狼、虎豹，甚至

是萬物之靈的人類，或喜歡成群結伴、或喜歡獨自行動，皆因而造就此形

形色色的世界。

本曲分為三段（導奏A-B-C後奏），各段銜接處亦有間奏。A段為英文歌詞，

試圖營造詭譎的氣氛；B段更出現了義大利文、德文、及法文，且將各字母

重組，輔以朗誦的方式，呈現破碎的音響，鋼琴亦稍作預置；C段為前二段

之交錯與並置，期能使前二段的素材有不一樣的風貌。 （文 /高振剛） 

高振剛

漂鳥集
10 - 12 a.m.



於是剎那間闖入的塵世，

風起、喧囂、 沉寂。

甫想起那《流浪者之歌》裡的字字句句，

流水已將其承載，行、 止、 滲染。

是觀河，是聽河。 

頓悟所偕卻為梅湘之調的垂憐，

在垂憐中呼吸曙光， 在曙光中編織流水。

低吟、鐘聲、行遠。 

於是剎那間的虔誠永恆， 無風無礙 ; 

於是剎那間闖入的塵世， 已然不復。

（文 /羅仕偉）

	 本作品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

羅仕偉

水鏡‧映光
04 - 06 p.m.

基本上是需要一個用節奏為主的呈現，來表現吃晚餐的時段。用了人聲打擊

(vocal percussion)含呼吸聲及哨子等，也可以說是ㄧ些beatbox的部分。

也用了身體打擊 (body percussion)含手、腳、身體及打擊口部的聲響，歌

喉讚帶來的杯子歌事先在年輕人玩耍的主流，當然不能少。其實民俗的划

酒拳也是非常有節奏性的東西，正好可以加入到吃飯的主題中。於是人聲

的、身體的、當代的、傳統的都有著墨。

但是又不想像一首歌或一首奏鳴曲那樣有架構的營造吃飯時的前菜主食或高

潮低潮，於是就用三種不同風味的餐廳，嘗試用節奏來呈現。想了一陣子，

決定用爵士咖啡廳、傳統小吃店及夜店風作為背景。

一開始用歡樂的氣氛解脫工作，人聲雜沓又有節奏地在舞台上分成三區。爵

士咖啡廳加入了Walking Bass的音型，基本上是搖擺風 (Swing)，希望團員

也能帶著觀眾一起 snap 二四拍！這部分是以人聲打擊為主。去小吃店以身

體打擊為主，加上划拳聲，希望呈現活潑有趣的畫面。夜店區就要瘋狂一

點，除了浩室(House)懂次懂次的重低音節奏以外，燈光及舞蹈都要配合。

之後大家一起會合，用呼吸聲 (也可以打個嗝 )表示滿足又讚嘆的聲響，然

後爵士組玩杯子歌(用剛剛喝過的咖啡杯 )，人聲打擊與身體打擊都加入大

合奏，最後再人聲雜沓的慢慢散去⋯⋯（文 /朱元雷）

朱元雷

下班吃飯去
06 - 09 p.m.



這首充滿俄國傳統音樂風味與艱難技巧的鋼琴曲，是由俄國國民樂派

（musical nationalism）的主要成員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所創作。

1869年，巴拉基列夫在高加索地區（Caucasus）旅行時，為當地的傳統舞

曲大感讚嘆，於是，有別於平常極其緩慢的創作速度，巴拉基列夫僅以一

個月時間便完成了這首融合了國民樂派理念，以及對異族他者的濃烈幻想

的作品。

用大量八度和雙音和弦構成的旋律以及狂放的節奏，讓這首樂曲從第一樂

章開始就給予聽眾不止息的強烈震撼，第二樂章以韃靼歌曲為材料譜寫的

浪漫旋律結束後，第三樂章立刻以更為狂放的方式再現了第一樂章的主題

旋律，最後在圖洛帕克舞蹈的狂怒尾奏中煞然劃下尾聲。

取材自高加索地區的雷金卡舞曲（Lezginka）、傳統韃靼歌曲以及圖洛帕克

舞蹈的三段主題旋律，讓這首作品充滿了鮮明的俄國民俗音樂色彩，也讓

作品在首演後立刻大受歡迎。伊斯拉美的成功啟發了許多作曲家，鮑羅定和

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用在作品裡置入伊斯拉美的片段來向巴拉基列夫致敬，

拉威爾甚至誓言要以創作出更難的鋼琴作品為志向。由急速而大量的和弦構

成的主題和極其艱難的演奏技巧，也讓這首樂曲成為鋼琴家們極欲挑戰的

演奏目標。(文 /張哲耀 )

 播放版本

 2000.11.1 鋼琴家普雷特涅夫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獨奏會實況錄音

  ⓟ 2001 Deutsche Grammophon GmbH, Hamburg

Mily Balakirev

Islamey
06 - 09 p.m.



由同一種和聲進行、同一種合唱織度，為每一首樂曲的開端，然後如同小

說章節般，不預期地引領出多種音樂風格與故事，在這「與家的距離」首

部曲中：家之呼喚的第一章、現代多元的第二章、藍調的第三章、純樸原素

的第四章。由鋼琴與擊樂的鐘聲開啟第一章 Introduction，帶領出縱貫全曲

的合唱和聲進行。而這和聲，可以包容文藝復興的素歌，可以內蘊慢速的

歌謠吟唱，可以觸動快速的藍調節奏，可以啟動滴答滴答的時間。這人聲

合唱的溫暖和聲，是「家」或是「我」，可以包容一切的多元，一切的可能。

第二章Scenes in the Rain的多元風格，如同電影分鏡般，以瞬間變化的速

度來區分場景：素歌、台語歌、雨滴般節奏的活潑人聲、流行歌、「遊子吟」

的溫柔擁抱、歐洲教堂的鐘聲⋯⋯；這一切一切，由周而復始的「Home. 

Sweet, sweet home.」溫暖和聲所包圍、引領、吸收、融化⋯⋯。在曲末，

那個發狂似的漸快至急速的「歸航歌」，家就在不遠處了！

第三章Walking on the Pebbles由男聲踏著藍調輕鬆的步伐，最終聽到

「家」的再次鐘聲呼喚，邁入第四章Sounds from the Origin。快板的魯凱

族兒歌Manemane與散版的雅美族長者吟唱﹝詞意為祝福船與水手，平安

滿載而歸﹞交替出現，建立樂句段落的分野。這樣交替的聲響行為，而後形

成如山歌般此起彼落的山谷競唱，最終帶出女聲Manemane與男聲歸航歌

Kazosan同時「縱向」層次的堆疊競唱，一同邁向滿載歸鄉之路途。

此作品中的原住民歌謠素材，源自「原音之美」臺灣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計

畫，感謝臺師大音樂數位典藏中心，以及錢善華教授、黃均人教授的協助。

作曲者計畫以「與家的距離」首部曲為基，尋找更多臺灣的元素，以這個

出離與回歸相互循環的概念，持續此合唱作品。(文 /趙菁文 )

	 	 本作品獲台北市文化局贊助

趙菁文

與家的距離（首部曲）
09 - 12 p.m.





品味‧ Renaissance
經典重製，一場「聽覺V.S.嗅覺」味蕾的對話

沿襲文人藝術家在咖啡館與同好交流的文化，藉由〈品味．Renaissance〉延伸講座，醞造出一座

獨特的「人聲咖啡館」。「它」將在文藝書店、美術館、校園、各大講堂⋯等等場域出現，由台北室

內合唱團藝術總監－陳雲紅邀請咖啡品味家－蘇彥彰，搭配人聲演出，輕鬆對談聲音與味蕾的緊

密關係，帶領大眾以不同角度發現生活，品味人生。

(如欲安排體驗TCS人聲美學講座，歡迎洽詢 )

樂讀‧ Renaissance
聲響X視覺X空間 ｜ 4/27台北松菸誠品音樂廳  ‧ 4/28台北國家演奏廳

「第九屆上海當代音樂週」受邀演出
9/25 - 9/30  聯繫世界性當代音樂盛會，撞擊TCS合唱創新思維 

「上海當代音樂週」邀請之音樂家與表演者，均是國際樂壇上頂尖的音樂家及國際級表演團隊，是

一場足以媲美歐美當代音樂節之交流盛會。此次台北室內合唱團獲邀演出，將演唱「合唱無設限

VI－〈無〉」之選粹及多首重量級當代曲目，並專場演繹「合唱無設限」計畫歷年傑出委託創作，

帶起當代音樂以及東西方觀點撞擊的深度探討，為世界當代音樂創造嶄新的藝術碰撞與對話。

合唱無設限9
絲路的兩端  |  東西方當代藝術的交鋒對話

〈合唱無設限9－絲路的兩端〉將邀請西方當代傑出作曲家於「文學、圖像、哲思、意象暗示、器樂

化人聲」等五個主題上進行創作，每主題並另挑選歷年華人作曲家委託創作或演繹之曲目對應，

藉此碰撞東西方作曲家的創作思維，帶出不同地域當代色彩與文化想像的對比。

繼2014年與咖啡結合的〈品味‧Renaissance〉，2016台北室內合唱團回到文藝復興聖樂的誕生地-

教堂，並邀請美學導聆者擔任引遊人，細讀建築中蘊藏的藝術與哲學觀，讓歐洲偉大教堂的豐富

文化底蘊，成為大眾領略早期音樂美學的另一媒介，引領現代喧囂社會下的每顆心靈，走入文藝

復興人文、神性完美結合的聖潔世界，重拾內在最純淨祥和的時刻。

2016年即將推出，請拭目以待 !



前衛與經典 傳承與開創
值得您珍藏的好聲音

跨越時空，歌唱生命永恆的依歸

寂靜之聲
經典聖樂合唱作品

2015金曲獎「最佳製作人獎」、「最佳詮釋

獎 (指揮」)獲獎唱片。台北室內合唱團〈寂

靜之聲〉經典聖樂合唱作品，收錄多首無

伴奏宗教合唱曲，從中世紀幽靜脫俗的奧

干農，到文藝復興極致複音及當代簡約的

聖樂世界，這趟由單一、繁複再回歸極簡

的旅程，不僅傳承合唱藝術經典，也以最

純淨人聲，帶您沉浸心靈與感官合一的極

靜時刻。

從心出發，聆聽土地蘊藏深刻的美麗

聽你‧聽我
台灣人文合唱專輯

集結了台灣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等

四大族群的歌謠與新創，〈聽你‧聽我〉以

一首首充滿生命力量的故事，盡訴台灣從

城市到村落多元美麗的文化，為你我搭起

傾聽的橋樑，引領彼此從「心」出發，感念

這片土地滋養我們的每一個聲音。

馳騁東方‧極限新人聲

當代狂潮 II
當代東方合唱音樂專輯

以當代亞洲為主軸，特別收錄台灣知名作

曲家嚴福榮以現代技法渲染無盡詩意的〈水

調歌頭〉、以色列女性作曲家艾波斯坦絮織

人聲張力，關注中亞動盪政局的〈雪〉、台

灣傑出作曲家趙菁文結合鑼鼓經，揮灑新

東方人聲美學的〈鑼鼓運動〉，以及香港前

輩作曲家林樂培混融戲曲元素，以震撼性

極致聲響，重新刻劃戰爭血淚之鉅作〈塵

埃不見咸陽橋〉⋯⋯等，六首當代亞洲新

典之作，六種風格獨具的音樂想像，帶您

珍藏東方聲音的新軌跡。

讓夜，也不捨沉眠的人聲…

夜！Yeah！笙歌
台北室內歌手首張 EP專輯

這是一趟夜也不捨沉眠的旅行。台北室內

歌手襲100% Pure A Cappella走遍大小舞臺，

演繹曲風涵蓋古典、民謠、爵士及流行跨界，

以獨特的音樂品味與氣質，深獲各界好評。

2013年首張EP專輯〈夜！Yeah！笙歌〉，

最感動真摯的美好人聲，絕對值得您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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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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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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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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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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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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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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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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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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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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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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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單位
指導贊助單位 / 文化部 。 主辦單位 / 台北室內合唱團、國家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 贊助單位 / 國藝會（羅芳偉、羅仕偉、謝宗仁、
高振剛作品）、台北市文化局（趙菁文作品） 。 合作單位 / 聲特科技、誠記越南麵食館、洋蔥設計、巴哈靈感音樂中心 。宣傳協力 /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誠品書店。 

製作名單
台北室內合唱團 Taipei Chamber Singers

電話 / 02-2776-4089 。 傳真 / 02-2776-4090 。 電子郵件 / taipeichambersingers@gmail.com。 網址 / www.tcschoir.org.tw 。 地
址 /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59號 3F 。 顧問 / 陳何家。 藝術總監暨指揮 / 陳雲紅。 團長 / 方素貞。 助理指揮 / 鄭逸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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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專員 / 蘇鈺湘。 導演 / 黃彥文。 
作曲 / 高振剛、趙菁文、謝宗仁、羅仕偉、羅芳偉。 節奏打擊創作 / 朱元雷。 影像設計 /陳長志。 燈光設計 / 鄧振威。 演出 / 

台北室內合唱團。 鋼琴 / 王乃加。 演前導聆 / 謝宗仁。 視覺設計 / 洋蔥設計。 錄音 / 亞格影音。 攝影 / 郭政彰、賴奕璇。 幕
後紀實製作 /蔡侑勳。 影像紀錄 /李秉勳。 投影 / 成陽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音響工程 / 飛陽企業社。 中英翻譯 / 陳珀愉、張薰
方。 舞監 / 劉洲松。 音樂助理 / 黃得瑋。 工作人員 /姜欣汝、許恆慈、許雅瀅、張育銘、蔡雙竹、陳怡靜、郭柏鴻、李璧如、陳

俐勤、王仲安。 

感謝名單
單位/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台灣合唱協會、台灣樂金LG‧后、享邑國際有限公司(GW童裝 )、洋蔥設計、飛陽企業社、國立教育廣
播電台、徠福實業有限公司、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個人/王光明先生、王雅真老師、古育仲老師、何家瑋老師、余泰山老師、李

佑成先生、李秉勳先生、李泰龍先生、李璧如老師、周桂玉老師、林文俊老師、林郁穎老師、林淑奇小姐、林慧伶老師、邵瑀凡老

師、洪嘉勵小姐(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時光下午茶 )、唐天鳴老師、高莉莉小姐、張成璞老師、梁竹君老師、陳明哲先生、陳明娟小
姐、陳詠晨老師、陳麗芬老師、陳宜貞老師、黃旻齡女士、詹宏達老師、潘宇文老師、蔡長雄老師。 捐款人（2013-2015）/尹太

太、王可、王光明、王清宜、王雅芬、王雅政、永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永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玉山文教基金會、李婕、李文潔、

周東民、林良蓉律師、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邱淑麗、邵麗容、柯光煜、洪惠美、張志翔、張海萍、張瑛瑛、許恆慈、許海泉、

陳心慈、陳何家、陳雲紅、程永宗、萬國華、劉靜惠、潘任展、盧英修、盧浩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