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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樂集與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是企業家邱再興先生邀集企業界、文化界與法律界人士共同創辦，

為具體行動支持文化創作的成功例證。創辦人繼業公司董事長邱再興原為對藝術愛好的收

藏家，素來喜愛音樂、美術等藝術活動。與多年好友馬水龍有感於國內金錢遊戲瀰漫，社

會價值失衡，如能加強藝術教育推廣，將對社會文化的提昇有所助益。在此前提下「春秋

樂集」應運而生。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從民國80年 (1991) 4月起，以發表音樂創作作品的型態，為國內作

曲家們提供舞台，每年春、秋兩季舉辦「春秋樂集」系列作品發表會。春天代表了活力、

衝勁、欣欣向榮，秋天代表表成熟、豐碩與收成，因此「春季」是以40歲以下的年輕作曲

家、「秋季」則以40歲以上的資深作曲家為邀約對象。而編制以室內樂為主，逐年邀請優

秀的作曲家，在創作園地裡辛勤的耕耘，展現精緻的創作成果。

經過 10年的經營深耕，所結的音樂果實豐碩甜美。但是時代的巨輪不停地轉動，思考與沉

澱是為了轉型後的再創發。2010年春季重新啟動後的「春秋樂集」除了秉持初衷，為優秀

國人作曲家提供創作發表的平台之外，也傳承古典的原貌：音樂會的上半場發表邀約及委

創作品，下半場為西方古典弦樂四重奏。發表作品更加入東方傳統樂器，以『SQ+』的理念

將創新與古意相融合，朝更多樣的音樂形態進行深度探索。且將策劃一系列巡迴演出，將

美好的音樂推廣至台灣各地。

藝術創作力的活躍與否，決定一個國家文化素質的高低。巴赫、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等

西方偉大作曲家，以畢生精力奉獻音樂創作，其作品經由眾多演奏家、音樂學者、樂評及

聽眾的參與互動，歷經時間長流的淘洗與琢磨，煥發出珍珠般的光澤，呈現了文化風貌的

璀璨與人文智慧的不朽。

  「春秋樂集」歷經多年的實踐已累積了豐富多樣的音樂素材，也以這些作品見證了國內高度

的藝術水準。期能繼續協助培育藝術家、推動社會藝文風氣，進而促進國際間藝術文化的

交流，為這片土地的文藝復興貢獻心力。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第八屆董事

邱再興．馬水龍．洪敏弘．施振榮．林曼麗．林大生．高智裕．王世榕．廖學興．張麗華．邱君強 

特別感謝                                                                                 對春秋樂集所有活動的支持與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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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2004年德國第七屆「韓德爾國際雙簧管比賽」首獎，為獲得此獎項的第一位亞洲人。於

2008年以首張專輯「謝宛臻 OBOE 新美聲」獲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獎，並於同

屆金曲獎以另一張專輯「越界嬉遊」獲最佳跨界音樂專輯入圍，2009年再度以新專輯「韓德

爾 無盡藏」獲得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入圍。

2000至2004年間，擔任德國新波茲坦室內樂團 (Neues Kammerorchester Potsdam)雙簧管演

奏員。旅德期間，曾多次受邀於各地演出獨奏，如 Halle的韓德爾音樂節、歷史超過百年的萊

比錫巴赫音樂節，及德國音樂院節 (Deutscher Musikschultag)在柏林市政廳的演出等。亦常與

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如中德廣播交響樂團 (mdr)、Schöneberg室內樂團、柏林 Adlershof室內

樂團、國家交響樂團 (NSO)、台北市交 (TSO)、高雄市交、台北愛樂青年管弦樂團、幼獅管樂

團、北藝大管弦樂團、北藝大現代樂團，與師大附中交響樂團等。此外，她曾多次與 ensemble 

affettuoso berlin、新柏林室內樂團、柏林現代歌劇院、Schöneberg室內樂團、西貝流士交響樂

團及青年歐洲愛樂在歐洲各國巡迴，並擔任馬德堡劇院及前波茲坦愛樂交響樂團之客席英國

管。2009與2010年，受小提琴家胡乃元之邀，參與 Taiwan Connection Festival的多場演出，

擔任雙簧管首席。

除了參與各類型的演出，宛臻亦擔任邱再興文教基金會音樂總監，製作「春秋樂集」定期公

演，與「鳳甲音樂沙龍」系列音樂會，策劃多項經典音樂藝術，以另一種活潑零距離的形式與

觀眾對話，並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暨管絃與擊樂研究所、及師大附中音樂班。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 

音樂總監 謝宛臻

執行長

兩千多年前，在現今的 "中國大陸 "地區，有段被後世的歷史記載者稱之

為 "春秋 "的時期，是個思潮洶湧、百家爭鳴的時代。可惜的是，這些了

不起的文明辯證，被中央集權的 "道統承傳 "歷史觀所扼殺，形成了 "學

而優則仕，有風骨者則隱 "，而為統治者御用的偽知識份子成了社會中堅的

畸形現象。

期許 "春秋 "樂集在拉近演出者與聽眾的距離、呈現多元的創作理念的同

時，從而掀起大眾與 "真正的 "智識份子入世批判的狂飆運動。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 

執行長 邱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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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綠芬  教授  Lu-Fen Yen 

顏綠芬，音樂學家，留學德國 12年，獲柏林自由大學博士，先後主修歷史

音樂學、民族音樂學，副修文化人類學，主要師從有音樂史學 /音樂美學

專家達爾豪斯 (C. Dahlhaus)、民族音樂學家庫克茲 (J. Kuckertz)、新維也納

樂派專家史德凡 (R. Stephan)等。現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暨音樂學研

究所專任教授，曾擔任該校音樂系系主任、教務長、校務研究發展中心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曾獲教育部優秀教育

人員獎，另外亦曾擔任國家文藝獎評審、新聞局金曲獎評審、金鼎獎評審、

文化建設基金會委員、國家音樂廳評議委員、行政院國科會公共藝術審議

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高中音樂課本審定委員會主委、教育部大學評鑑委員、

藝術教育館節目審議委員⋯等。研究領域及教授課程：二十世紀音樂、台灣

當代音樂發展史、音樂評論、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音樂理論與實際、音

樂形式與風格、浪漫主義、荀貝格專題、歌仔戲音樂等。著作專書有《音樂

欣賞》、《音樂評論》、《不固定樂思》、《台灣的音樂》、《台灣的真情樂章 — 

郭芝苑》、《鄉土．鄉音．鄉情 — 張炫文的土地之戀》等，主編《台灣當代

作曲家》、《台灣音樂百科辭書》〈當代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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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至豪：室內樂 ─「管弦」
Jhih-Hao Lee: Guan Xian-Chamber Music for Xiao and String Quartet

蔡淩蕙：琴想 V ─ 古箏與弦樂四重奏（世界首演）
Ling-Huei Tsai: Chin Thoughts V ( World Premiere)

陳潔思：新箏（世界首演）
Justine Fang Chen: Gu-Zheng Machine ( World Premiere)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貝多芬：F大調第七號弦樂四重奏，作品 59之 1
L.v.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No.7 in F Major Op.59-1

演出曲目

春秋樂集委託創作



李至豪：室內樂 ─「管弦」
Jhih-Hao Lee: Guan Xian-
Chamber Music for Xiao and String Quartet

樂曲解說

本樂曲形式上為五段連篇曲體，在段落的劃分上，以拍號轉換及速度轉變來展現各段落的不同理

念。在簡短的前奏中，簫 (音程橫向展現 )與弦樂四重奏 (音程縱向展現 )分別將樂曲中心樂思 (或

素材 )以不同形態展現後，在進入樂曲首段隨即以此中心樂思來做開展，並以對位的方式，引導出

嚴格的十二音音列 (由中提琴聲部首先做原形之展現 )，為之後段落的主幹做引導、鋪陳。

首段落是以完全室內樂的想法來設計的 (等於是五重奏 )，樂曲織度上較為濃密、厚重。第二段落，

作曲者將樂曲軸心交由簫來主導，弦樂四重奏退為輔助的角色。第三段落，在演奏速度加快中，簫

的角色暫時消失，樂曲變為弦樂四重奏的模式，並以十二音音列的發展和變化為樂曲主幹，此段落

極為短暫 (四四拍子，十六小節 )。第四段落，作曲者賦予簫很大的自由空間 (尤其在節奏掌握方

面 )，希望藉由此設計來將音樂時間線性稍做瓦解，和第三段落形成強烈對照，弦樂方面也完全只

以背景音響的觀念設計 (將十二音音列組合成縱向音堆 )，來輔助簫的展現。尾段 (第五段 )作曲者

轉以調性思維來寫作，理念上要讓五個樂器的相互對答、互相唱和。此段使樂曲的風格明顯的急轉

直下 (由嚴肅音列思維轉為傳統功能調性連結 )，作曲者試圖讓聆聽者留下自由的聯想空間。

作曲者介紹

•   1978年出生於高雄市。

•  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學士、碩士。

•  主修理論與作曲，師事馬水龍教授、賴德和教授；副修鋼琴，師事林文菁教授。

•  兩度（民90、92）榮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音樂創作類）」。

•  獲邀「2007總統府歲末音樂會」，編寫管弦樂暨合唱作品【天總是攏會光】、【台灣】等，
並由國家交響樂團 (NSO)與國立實驗合唱團（NEC）假國家音樂廳聯合演出。

•  獲「財團法人許常惠文化藝術基金會」邀請，個人音樂作品「三重奏九段標題音樂」，
於2007年製樂小集系列音樂會之「秋韻雅集」發表演出。

•  獲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之邀請，於馬水龍教授 70大壽「水龍吟音樂會」，
發表個人音樂創作【弦樂四重奏】（2009年5月 17日假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廳演出）。

•  服役於國防部示範樂隊，專職編曲（2006-2007）。

•  曾擔任淡江高中音樂科教師（2007-2009）。

•  2009-2010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進修美語一年。

•  現為莊敬高職音樂科教師，並兼任台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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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淩蕙：
琴想 V ─ 古箏與弦樂四重奏
Ling-Huei Tsai: Chin Thoughts V

樂曲解說

作曲者曾以一系列【琴想】樂曲，表達聆聽與演奏古琴或南管音樂的美感經驗，琴想 I

為擊樂五重奏，琴想 II為木管五重奏，琴想 III為單簧管獨奏，琴想 IV為豎琴與弦樂

四重奏。琴想 V是建立在琴想 IV的基礎上，再度嘗試以南管之曲唱與指譜為素材，

模擬南管上四管的聲部關係，以古箏加上絃樂四重奏豐富的音響層次，以及更精簡的

語彙來表達。

作曲者介紹

蔡淩蕙 (1973-)曾隨吳丁連、盧炎、侯俊慶、潘皇龍、Ezra Laderman, Martin Bresnick, 

Eleanor Hovda, Anna Weesner, James Primosch, Jay Reise, Haim Permont學習作曲。

曾獲北藝大、教育部、國臺交、音樂台北、Tanglewood Music Cen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Yale University作曲獎。作品曾於奧地利、法國、美國、香港、韓國、南

非演出。作品【山居秋暝】為國臺交2007鋼琴協奏曲初賽指定曲；【南管足鼓協奏曲】

獲選於2010年東京亞洲音樂節由作曲者指揮東京愛樂交響樂團演出；結合多個亞洲傳

統樂種的音樂劇場【昭君出閣】於 2010-11年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演出。

2001-03任教台南女子技術學院；2003任教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並多次

與台南人劇團、台北人室內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合作。2007任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駐團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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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潔思：新箏
Justine Fang Chen: Gu-Zheng Machine

樂曲解說

當我面臨到為 "春秋樂集 "創作弦樂四重奏與某傳統樂器時，我立刻想到了 "古箏 "！約一年前，

我在紐約市墨爾金音樂廳 (Merkin Concert Hall)欣賞台灣古箏演奏家葉時華的演出，精湛的表演令

人印象深刻，於是於演出後向她自我介紹，希望能討教古箏的特性與彈奏法。

本人一向對樂器的原音與電子音樂交織融合的效果甚感興趣。此曲將以弦樂四重奏原音為輔，創出

"超級大古箏 "的幻聲。古箏的示意和表情，經由弦樂四重奏予以保持，增強和美化；假若古箏是

演員，弦樂四重奏則是其特效藝術的團隊。趁具備該 "超級大古箏 "之勢，此曲廣泛探討各種極端

的可能，由極緩慢、冰冷的，趨向激烈急速的節奏和趨勢。

萬分感謝葉時華老師的指導，以及邱再興文教基金會與馬水龍教授的委託創作和鼓勵。

作曲者介紹

台裔美籍作曲家陳潔思，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八歲進入茱莉亞音樂學院，雙主修小提琴與

作曲；學士與碩士畢業時，均榮獲校長獎，並取得該院作曲博士學位。小提琴方面曾任茱莉亞音

樂學院樂團首席，於林肯中心艾佛利費雪廳演出。與俄國波修瓦劇院交響樂團 (Bolshoi Theater 

Orchestra)合作擔任小提琴獨奏，演出巴爾托克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其獨奏會與室內樂演出遍及

美洲、亞洲、歐洲等地。並於美國芭蕾舞學校 (School of American Ballet)習舞十年。

作曲方面，曾經贏獲許多項作曲獎包括柯布蘭兒童作曲獎、茱麗亞學院、BMI、 ASCAP與青年作

曲獎。其接受委託創作作曲單位包括：紐約市歌劇院 (New York City Opera)、紐約市芭蕾舞團 (New 

York City Ballet)、茱莉亞學院 (The Juilliard)、紐約歌唱節慶 (New York Festival of Song)。紐約時報對

其創作舞蹈曲讚稱為 "編舞家所夢想的音樂 "。師事小提琴家與 MAX / MSP 演奏家 Mari Kimura，

因此創作及演出電腦互動音樂，包括為茱莉亞音樂學院創作含有電腦的歌劇【少女塔 (The Maiden 

Tower)】，該劇並由紐約市歌劇院 VOX (美國歌劇作曲家特展 ) 2006年演出與加拿大 Chants Libres 

2008年演出。其第二部劇【聖女貞德 (Jeanne)】，亦由紐約市歌劇院 VOX 2008年演出，紐約時報讚

其作品：「抒情詩調的、有美感的、驚人的、具絕望與幽默的對稱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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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北卡州長葉歌劇院（Long Leaf Opera)駐院作曲家，為其以莎士比亞名劇【馬克白】

故事所創青少年歌劇【3、2、1鳴槍！（Three, Two, One, Bang ! )】，2008年六月首演，

北卡州 Classical Voice of north Carolina讚譽：「迷人的、煽動的、務實與狂喜地！」；

2009美國名花腔女高音Elizabeth Futral於哥倫比亞大學首演【古埃及豔后（Cleopatra)】；

2009年 Marilyn Horne Foundation委託 Justine創作聯篇歌曲【夜鶯（Philomel)】，由女

高音 Jennifer Zetlan擔任首場演出、紐約時報電台 (WQXR)實況轉播，並於2010年由

著名現代音樂歌唱家 Lucy Shelton與 Beta Collide演唱。

其他近期作品演出包括：2010年於奧利岡州巴哈慶典（Bach Oregon Festival）發表電聲

磁帶作品；於加州洛杉磯哈默爾博物館（Hammer Museum in Los Angeles）演出。2010

年 11月於美國抒情劇院（American Lyric Theater）擔任駐院作曲家，創作了多首詠嘆曲，

包括：【裕仁天皇投降演說之前刻】等。今年六月二日推出與作詞者 Rochelle Bright合

作撰寫的獨幕歌劇【達爾文和他的物種起源】，由美國抒情劇院製作，並於紐約市的

Symphony Space演出。

詳情 請參考陳潔思網站：www.justinefc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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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樂集委託創作



第一樂章　快板（allegro）奏鳴曲式，F大調

第二樂章　活潑的稍快板，總是詼諧地（allegretto vivace e sempre scherzando）
 詼諧曲風的奏鳴曲式，降 B大調

第三樂章　很慢的慢板，悲傷地（adagio molto e mesto）奏鳴曲式，f小調

第四樂章　俄羅斯主題 — 快板（thème russe: allegro）奏鳴曲式，F大調

貝多芬作品編號59的弦樂四重奏共包括三首曲子，有「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的暱稱，本曲為其中的

第一首。俄國貴族拉祖莫夫斯基公爵（Count Andreas Kyrillovitch Rasumovsky, 1752-1836）曾經於 1790年

代出任俄國駐維也納大使，不僅是弦樂四重奏樂曲的愛好者，在弦樂演奏上也獲得當時音樂行家高度

肯定。他仰慕貝多芬的音樂才華，委託貝多芬創作弦樂四重奏。雖然貝多芬何時接受拉祖莫夫斯基公

爵的作曲邀約，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貝多芬在樂曲手稿的封面上註記此曲創作之起始日期為 1806年

5月26日，已經確知這是屬於貝多芬第二創作時期出現的第一組弦樂四重奏。和他的第一時期六首弦

樂四重奏（Op.18）最明顯的差別在於樂曲長度與樂思內容明顯增多，從第一時期平均每一首20-25分鐘

的演奏時間暴增到第二時期將近30-40分鐘，其中又以編號59第一首演奏時間最長、規模最為宏大（演

奏時間將近40分鐘左右）。弦樂各聲部的演奏技巧不僅變得更加困難，樂曲形式也逐漸變得複雜深刻；

此外，貝多芬增強此曲在力度上的變化與對比，為這種原本就以服務貴族、取悅貴族而存在的室內樂

曲增添令人無法忽視的強烈戲劇張力和深刻的情感內涵，也使得弦樂四重奏自此逐漸遠離貴族宮廷娛

樂領域，足以勝任在演奏廳演出的音樂曲目對於藝術性表現所提出的任何嚴苛要求。

然而，此曲在十九世紀初次現身於維也納樂壇人士面前時，接受度相當低。這或許是由於當時多數人

對於此曲欠缺知性上的深入理解，並且以審美上不符弦樂四重奏的歷史傳統所產生的成見。不僅當年

的維也納愛樂者譏諷此曲為＂瘋狂的音樂＂，甚至直接批評它是一闋＂由瘋子拼湊而得的低劣之作＂，

當時維也納知名的大提琴家隆貝爾格（Bernhard H. Romberg, 1767-1841）還曾經把此曲的樂譜丟在地上，

並且狠狠地踩上幾腳，以洩心頭之恨；至於維也納小提琴家舒潘齊格（Ignaz Schuppanzigh, 1776-1830）

聆聽此曲之後得到的結論則是：貝多芬作品編號59的三首四重奏根本是個玩笑。事實上，貝多芬在此

曲展現的樂思和創見，直到今日都令人讚嘆不已：一、貝多芬突破過去弦樂四重奏傳統樂章安排方式，

四個樂章全部採用奏鳴曲式架構，並且要求第三和第四樂章接連演奏不間斷，形成更龐大複雜的樂章

結構；二、此曲是貝多芬首度成功在弦樂四重奏裡融合複音音樂對位法和調性和聲二種寫作技巧的創

舉；三、他移除過去器樂曲奏鳴曲式的呈示部（exposition）樂段結束後必然出現的反覆記號，還使得樂

曲長度不減反增。不論在主題旋律設計與發展上、調性處理邏輯和節奏特徵上，都顯出此曲難以言喻

的完美性。 

貝多芬：F大調第七號弦樂四重奏，作品59之1
L.v.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No.7 in F Major Op.59-1

貝多芬作品編號59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就是他在其中前兩首四重奏裡放入了俄

羅斯民謠旋律作為主題素材。當然，這和貝多芬此曲的題獻對象（拉祖莫夫斯基公

爵）關係密切；同時，據後世學者考證，貝多芬的俄羅斯民謠旋律出處很可能來自普

拉蚩 　（Ivan Pratsch）編纂出版的俄羅斯民謠曲集。

第一樂章是突破傳統的快板奏鳴曲式，4/4拍子。除了呈示部不再出現反覆記號之外，

主題旋律裡同時隱含歌唱特質與五度音程關係，貝多芬將呈示主題視為主要樂念，將

裡面的主要音程動機與節奏特徵不斷發展變化，構築出一個龐大且完整的樂章。也難

怪第一樂章雖只有97小節的呈示部樂段，但是後續的發展部樂段卻可以長達 156小

節。第二樂章是詼諧曲風的奏鳴曲式樂章，3/8拍子。除了展現詼諧曲樂章原有的幽

默精神與充滿活力的趣味，貝多芬運用奏鳴曲式架構避免了過去詼諧曲樂章的刻板反

覆的模式，擴增樂思在發展與變化上的空間與可能性，並且在裡面強化了音樂節奏與

力度的動能。第三樂章是抒情徐緩的慢速樂章，2/4拍子。一開始以柔弱的音量（sotto 

voce）面見世人，但在看似柔和單純的外表下，卻處處充滿變化多端、對比強烈的力

度記號，繁複的裝飾奏，各聲部皆需要高超的演奏技術才能勝任。第三樂章最後以 f

小調半終止的方式結束，留下第一小提琴在 c’音上的震音奏（trill）直接進入第四樂章

 （終樂章），並且將調性從 f小調轉回樂曲的主調性 F大調，在調性上構成首尾呼應的

完美形式。第四樂章就是呈現俄羅斯主題的關鍵樂章，雖然是奏鳴曲式、2/4拍子，

但仍保有輪旋曲式的基本精神 — 樂段較短，並且快速輪替出現。尾奏（coda）長達61

小節，接近結束之前突然進入不過慢的慢板（Adagio ma non troppo），隨即轉回急板 

 （Presto），這種速度上的戲劇性轉變，令我們聯想起海頓著名的弦樂四重奏（op.33,  

no. 2 "The Joke"）終樂章裡令人會心一笑的幽默感。整個第四樂章有多處出現以聲部

模仿為主體的樂段，不僅展現貝多芬精湛的複音音樂對位技法，並且為他日後在器樂

曲終樂章經常出現的龐大復格樂段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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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車炎江（北藝大音樂學博士） 



臺灣樂壇優秀的古箏演奏家之一，曾榮獲 1996年與 1997年臺灣音樂比賽箏獨奏青少年組

第一名、1998年中華國樂學會彈撥大賽箏獨奏成人組冠軍。1999年由臺北市立國樂團主辦

個人獨奏會，於國家演奏廳演出；2004年獲選為兩廳院中正文化中心「樂壇新秀」，隔年

舉辦巡迴獨奏會。1998年至2006年擔任采風樂坊古箏演奏員，多次首演現代音樂曲目。

曾獲邀至奧地利維也納音樂廳、德國柏林愛樂室內樂廳、柏林世界文化中心、達姆斯達特

音樂院、漢堡大學亞非學院、英國哈德士費爾德市政廳、法國巴黎文化中心、馬來西亞吉

隆坡愛樂廳、立陶宛、克羅埃西亞、波蘭、韓國、日本、中國等地參與音樂會演出。曾與

維也納新音樂樂團、荷蘭新音樂樂團、國家交響樂團、南瀛管弦樂團、小巨人絲竹樂團、

國立藝專國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

曾先後師事陳士孝、黃裕玉、陳伊瑜、張儷瓊、魏德棟、丁永慶等古箏教授。畢業於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國樂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編有《臺灣現代箏樂作品集

Ⅰ》、錄製數張重奏 CD專輯，由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目前擔任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古箏主修教師、四象箏樂團首席，並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博

士班進修。

東吳音樂系作曲組畢，師事馬水龍、盧炎教授，長笛師事陳澄雄教授。指揮師事徐頌仁及

黃曉同教授。

1976　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國樂類第一名（作品【搏浪】）。

1979　獲台視五燈獎笛子五度五關及全國簫獨奏比賽第一名。

1985　以【笛篇】獲金鼎獎唱片「最佳演奏人」獎。

1992　獲選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2004　至今任南藝大國樂系。

•  其編劇、作曲的音樂劇【雞同鴨講】，被選入台灣及香港的國小音樂課本欣賞樂曲。

•  其製作、作曲的台語兒歌【紅田嬰】，獲1999金曲獎「最佳兒童唱片」及「最佳演唱」獎。

•  其指揮的「絲竹傳奇」CD，獲2005金曲獎「最佳演奏人」獎。

•  其製作、作曲、指揮的兒童合唱曲【永遠的楊喚】，獲2006金曲獎【最佳作曲】

 （作品【春天在哪兒呀】、「最佳兒童唱片」、「最佳演奏人」及「最佳演唱」四項提名。

•  2009其製作、作曲的國語兒歌【小球聽國樂 — 外婆橋】獲金曲獎「最佳兒童音樂」。

•  任北市國指揮 12年間，致力推廣國樂及本土樂曲的創作。也曾獲邀指揮香港、新加坡、  

　北京、上海等專業國樂團演出。

簫

陳中申  Chung-Sheng Chen 

古箏

葉娟礽  Jiuan-Reng 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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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超，畢業於光仁中學、輔仁大學音樂系。1993 年獲得美國琵琶第音樂學院

（Peabody Conservatory of Music）獎學金，跟隨美國巴爾的摩交響樂團（Baltimore 

Symphony Orchestra）首席 Mr. Herbert Greenberg教授學習小提琴，1995年取得碩士

學位後，再次獲得名小提琴教授 Mr. Rebert Gerle的賞識，獲頒華盛頓 D.C.天主教大

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獎學金攻讀博士學位，並擔任先修班教學助理；於

1997年獲得該校小提琴演奏博士學位。

1998年6月通過輔仁大學專任教師甄選，受聘為輔仁大學音樂系小提琴專任助理教

授，現為輔仁大學音樂系小提琴專任副教授及弦樂團指揮，並任教於國立師範大學

音樂系、國立三重高中音樂班、仁愛國中音樂班；此外，也擔任台北縣立交響樂團、

台北世紀交響樂團及台北普羅藝術家交響樂團等樂團首席。

學歷

德國羅斯托克音樂與戲劇學院 (Rostock Hochschule fuer Musik und Theater)

獨奏家文憑 (Konzertexame)師事蒙堤亞孥教授 (Prof. Petru Munteanu)

德國科隆音樂院 (Hochschule fuer Musik Koeln)

藝術家文憑 (Kuenstlerische Diplom)師事馬丁教授 (Prof. Mihaela Martin)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學士師事蘇顯達教授

國立師大附中音樂班師事顏丁科教授

經歷

留德期間多次於歐洲音樂節，如法國卡薩爾斯音樂節、德國萊茵音樂節中演出。並應邀

於中國大陸、鎮海、寧波、杭州、上海等地舉辦個人獨奏會，甚獲好評。與 Concertino

樂團演出協奏曲，北德北海報樂評：「 無庸置疑的，她的演出為整場音樂會的高潮，熱

情與富有表達力的演出令人印象深刻。」回國後除了個人獨奏會的巡演外，亦與留學好

友共同成立德法弦樂四重奏，於各地巡迴。並多次隨同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至歐洲、美

國、俄羅斯巡迴演出。2008年成立柘室內樂集。目前任教於台北市仁愛國中音樂班、

新店高中音樂班、武陵高中音樂班、中壢高中音樂班以及新竹教育大學音樂系。

小提琴 / 柘室內樂集 

王般若  Prajna Wang

小提琴 / 柘室內樂集 

王逸超  Yi-Tsa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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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大提琴家、指揮家。畢業於杜塞道夫舒曼音樂院，並取得大提琴演奏藝術家文憑。回

台常受邀擔任樂團大提琴首席及獨奏部分與大師 (林昭亮、卡列拉斯、馬友友、吉爾．夏

漢等 )合作演出。於2004年再次赴維也納跟隨大師級指揮家 Erwin Acel教授研習指揮，嘗

試接觸更廣泛的音樂領域。現任教於曉明女中高中部管絃樂團指揮（96年上任後已連續兩

屆幫助樂團拿下全國中區特優第一名）、國立三重高中音樂班大提琴及室內樂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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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嬴得全國音樂比賽中提琴兒童及少年組第一名、河合之友全國鋼琴比賽總冠軍。通過教

育部音樂資賦優異出國甄試，考取國立維也納音樂院中提琴與鋼琴演奏科。在校期間獲頒

奧地利 C.M.Ziehrer基金會、奧地利教育部優秀學生獎學金、國內奇美企業和兩屆 I.C.R.T. 國

外最高獎學金並贏得第二十一屆奧國葛拉茲國際音樂營協奏獎項。現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東吳大學、文化 大學音樂系副教授並擔任淡江高中音樂班、陽明大學弦樂團指揮。為亞太

弦樂四重奏成員。

中提琴 / 柘室內樂集 

陳瑞賢  Ruei-Hsien Chen 

大提琴 / 柘室內樂集 

邱明宏  Ming-Hong Chiu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長年致力於文化推廣
支持台灣作曲家創作發表平台「春秋樂集」
近年來更陸續出版最精緻優秀的台灣當代音樂作品
希望能促成更多演出的機會，並推廣至世界各角落
其中，眾人耳熟能詳的梆笛協奏曲，終於在 2010年底正式出版了！

目前已發行之馬水龍教授作品：

《馬水龍歌曲集》

《我是⋯⋯》— 女高音、長笛與打擊樂室內樂

《長笛幻想曲》、《大提琴隨想曲》、《小提琴與鋼琴的對話》、《小提琴奏鳴曲》

《關渡素描》— 鋼琴曲

《展技曲與賦格》— 管風琴曲

《盼》— 10件傳統樂器合奏

《意與象》— 簫與四支大提琴

《琵琶與弦樂四重奏》

《玩燈》、《梆笛協奏曲》— 管絃樂曲

還有其他獨奏曲、歌曲集、室內樂曲、協奏曲、管絃樂曲等多種樂譜，歡迎選購

相關銷售通路
大陸書局：臺北市衡陽路 79號 3樓  Tel 02.2311.3914

小雅音樂圖書公司：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20號 2樓  Tel 02.2363.6751

藝大書店：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 1號（位於台北藝術大學校內）Tel 02.2893.8878
tw.myblog.yahoo.com/tnuabookshop/profile

鳳甲美術館：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166號 11樓  Tel 02.2894.2272

金石堂：汀洲、城中、信義、民生、南一書局  Tel 02.2365.0205  Fax 02.2367.1101
僅販售馬水龍歌曲集，金石堂網路書店也有販售
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LID=&kmcode=2019110042440 

更多作品介紹及出版資訊，請參考春秋樂集網站
並歡迎加入春秋樂集 SQ+
www.springautumnmusic.com/publication.html

好消息！！
馬水龍教授精選作品─樂譜已陸續出版中



春秋樂集  想去需要音樂的地方
只要有一隅 能讓我們靜靜分享音樂的空間
都歡迎與我們聯絡

歡迎加入 春秋樂集 SQ+社團　及　春秋之友 獲得第一手春秋樂訊

自由入場  歡迎個人及團體預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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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潮大自然音樂系列—台灣聲態之旅

鳳甲音樂沙龍 C.I.M.  Concerts in Museum

贊助單位指導單位

春秋樂集
創辦人

馬水龍 教授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邱君強主辦單位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音樂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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