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曲目

張哲瑋：《蝶 戀 花》
Che-Wei Chang: Butterflies Love Flowers
高振剛：《自然現象》─第一號絃樂四重奏
Chen-Kang Kao: String Quartet No. 1
Natural Phenomena
陳玠如：《春日與冬夜》寫給笛子、箏與弦樂四重奏
( 春秋樂集委託創作 )
Janet Jieru Chen: Spring Air and Winter Night
for Bamboo Flute, Zheng and String Quartet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笛子 / 王鼎皓
Bamboo Flute / Ting-Hao Wang
1993 年出生於台中市，畢業於台中市光復國小國樂班、台中市雙十國中音樂班，現就讀

桃園人，1991 年生。畢業於國立中壢高商，現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一貫制四年級。主修中國笛，現師事陳中申老師，啟蒙

主修琵琶，曾師事林凈蒤老師、楊美倫老師、王琇媜老師，現師事王世榮教授。

老師為榮皇棋老師，曾師事俞遜發老師、李鎮老師、潘柏安老師。副修古琴，師事釋鏡界
老師，曾副修鋼琴，師事陳怡君老師。多次隨台中市光復國小及台中市雙十國中於各大

比賽經歷：

比賽拿下優良成績。

2009 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B 組琵琶獨奏優等。

重要經歷：

2008 年 96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 國中 A 組簫獨奏優等第一名
2008 年 96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 國中 A 組笛獨奏優等第五名
2011 年 99 學年度大台南全國音樂大賽 高中 A 組笛獨奏特優第一名

辦的「莫札特效 應 : 寶寶的第一場音樂會」以及多場和信醫院「愛別走開」 慈善音

2004 榮獲桃園縣學生音樂比賽國中 B 組國樂合奏優等第一名及絲竹樂優等第一名。

樂會系列。2007 年分別於桃園中壢演藝廳以及新莊文藝中心 舉行年度表演，同年

演出經歷：

2011 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廳琵琶師生聯演演出
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廳日本 《 唐箏逸韻 》演出。

2011 年隨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民族管弦樂團於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2011 竹塹國樂節」
《狂
想》音樂會協奏笛子協奏曲「阿詩瑪敘事詩」

團合作演出《雲中火把》
隨桃園樂友絲竹室內樂團於中壢藝術館與黃安源大師合作演出《琴聲悠悠》

2010 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廳演出《觀─普庵咒》
。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博士（Ph. D），先後主修歷史音樂學、民族音樂學，副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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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人類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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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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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校音樂系系主任、教務長、校務研究發展中心主任、《關渡音樂學刊》創刊

，隔年舉辦
臺 北國家演奏 廳演出；2004 年獲 選為兩廳院中正文化中心「樂壇新秀」

號主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等。

巡迴獨奏會。她能掌握與詮釋傳統樂曲的多樣性與生命力，也長期接觸現代音樂，

聯盟秘書、雅歌月刊主編、中學音樂老師。1978 年赴德深造，在柏林工業大
學隨 C. Dahlhaus、Helga da la Motte、Clemens Kuhn 以及自由大學 R. Stephan、J.

Kuckertz 等十多位音樂學家，1988 年秋獲博士學位，1990 年底回台，1991 年任
職於台北藝術大學至今。曾獲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獎，另外亦曾擔任國家文
藝獎、新聞局金曲獎、金鼎獎等評審，以及國家音樂廳評議委員、高中音樂

對複雜的變化與結構予以演奏實踐。自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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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廳、新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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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星海音樂廳、福
州大劇院音樂廳、立陶宛、克羅埃西亞、波蘭、韓國、日本等地參與音樂會演出。曾
以獨奏家身份受邀，與維也納新音樂樂團、荷蘭新音樂樂團、國家交響樂團（臺灣
愛樂）
、臺灣現代音協樂團、南瀛管弦樂團、樂興青年弦樂團、小巨人絲竹樂團、國

課本審定委員會主委、大學評鑑委員、藝術教育館節目審議委員…等。研究

立藝專國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並曾與亞太弦樂四重奏、柘弦樂四重奏、當代傳奇

領域及教授課程：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音樂的演奏與實際、二十世紀音樂、

劇場、1/2Q 劇團、臺北愛樂室內合唱團、臺北室內合唱團合作。

新維也納樂派、台灣音樂史、歌仔戲音樂、音樂評論、浪漫主義、舒曼專題
等。專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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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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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甲美術館

六月份於 Alban Berg 大師班中演出並 接受指導，2008 年度舉辦全省四場的「五 度
音 DNA 之 旅」巡 迴 演出，2009 年受 邀 於兩廳院的「藝 像 臺 灣」系列中演出，2011 受
邀於行天宮圖書館演出「絃不下來」
，2012 年將計畫更多元化的表演形式以及曲目，

學金，在校期間擔任樂團首席，除了和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外，校外的演出也非常頻
繁 ! 2003 年與樂興之時管絃樂團協奏，擔任皮耶佐拉四季之小提琴獨奏，於台北新
舞台演出。取得碩士學位後隨即進入長榮交響樂團，擔任第一小提琴手，2005 年進
入國家交響樂團 (NSO)，擔任小提琴演奏團員。除了各項演出外，同時也積極參與大

2012 OboeWanChen Recital

謝宛臻雙簧管獨奏會
www.oboewanchen.com

師班，如 2007 年聖彼得堡愛樂首席 Lev Klychkov 大師班以及阿班貝爾格弦樂四重奏

小提琴 / 盧佳君
Violin / Chia-Chun Lu

國家音樂廳 演奏廳

擔任小提琴協奏曲之獨奏演出 ! 2008 年獲邀與湖南交響樂團於鳳凰古城演出，擔任
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之獨奏，廣獲好評，並受到大陸中央台及公共電視的報導 !

雙簧管 / 謝宛臻
Oboe / Wan-Chen Hsieh

大提琴 / 陳怡婷
Cello / I-Ting Chen

鋼琴 / 奈良希愛
Piano / Kiai Nara

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水舞台演出琵琶兩場。

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廳演出《傳統樂展─ 琵琶》
。

耶魯大學音樂碩士，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藝術學士，師大附中音樂班。先後師承李

長笛 / 洪敬婷
Flute / Chin-Ting Hung
以特 優 成績取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長笛演奏碩士，笛音甜美、技巧扎實，是台灣培育的
優秀長笛演奏家。
在長笛演 奏上表現優異，曾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協奏曲比賽管樂 組首獎、
『賴 英
里音樂學苑長笛大賽』成人 組 第一名、行天宮『菁音獎』音樂比賽長笛獨奏 成人 組 第二
名、新逸藝 術星秀比賽優 勝、兩度獲台北市音樂比賽南區長笛獨奏第一名、台灣區青少

老師，在台期間，表現非凡，於各種音樂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高中畢業後，赴美深

師事 Peter Winograd 教授。2000 年獲頒耶魯大學獎學金，赴該校深造，師事 Syoko

造，於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音樂系取得大提琴音樂演奏學士學位以及在新英格蘭音

Aki 教 授。2002 年返台後，曾先後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台南市立交響樂團、國立

樂院獲得演奏碩士學位，師事 Keith Robinson，David Wells 及 Peter Stumpf。

樂四重奏」致力推廣室內樂，另外也定期於國家演奏廳舉辦個人獨奏會。

2003 年與義大利鋼琴家摩洛波利組 成二重奏，同年三月於義大利八個城市演出，

在樂團演出經歷上，自 2001 年起擔任台北世紀交響樂團、新台北交響樂團長笛 / 短笛團
員，多次於國家音樂廳演出。1991 隨「台北長笛室內樂團」赴大陸 - 北京、上海演出；1992

大 Bnaff 音樂 節、日本太平洋音樂 節、 Spoleto 音樂 節、Aspen 音樂 節、Blossom 音樂
節，除個人表現傑出之外，樂團經驗更為資深豐富，曾特別專研國際專業樂團演奏

灣交響樂團世界首演金希文第二號小 提琴協奏曲，2010 年 12 月與台北愛樂青年管

法，曾參加樂團包括：美國克里夫蘭交響樂團、邁阿密交響樂團、新英格蘭 honor 交

弦樂團演出布拉 姆斯 大調小 提琴協 奏曲。2004-2006 年擔 任國家交響 樂團小 提

響樂團、邁阿密芭蕾、Aspen 音樂節交響樂團、Hingham 交響樂團、日本太平洋交響

琴演奏員。2006-2010 擔任財團法人白鷺鷥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目前任教於國立台

樂團等樂團演出，曾任長榮交響樂團大提琴代理首席。

福爾摩沙」一書。

返國至今，亦活躍 於演奏舞臺 上，積極參與各類獨奏及室內樂演出，並 於 2006 年

4 月出版 大提琴與鋼琴爵士三重奏專輯，2008 年受邀與湖南交響樂團於鳳凰古城
演出大提琴協奏曲，廣獲好評，深受全國關注 !

中提琴 / 陳猶白
Viola / Jubel Chen

年再隨該團赴維也納夏日音樂節及 莫斯科 柴可夫 斯基音樂 廳演出並 錄 製 CD。2000 年
考取第 11 屆「亞洲青年管絃樂團」 (Asia Youth Orchestra) 赴香港、日本、韓國、越南、澳

曲比賽 冠軍，另曾多次獲 邀參與 遍佈全球之音樂節，包括：瑞 士 Sion 音樂節、加拿

年受美國台灣人聯合基金會邀請，於洛杉磯舉辦個人獨奏會，2008 年 1 月與國立台

灣藝 術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師大附中音樂班，著有時報出版「張福興 — 情 繫

演出曲目

在美七年，成績非常優異，除了考取全額獎學金也曾贏得多項比賽，包括 : National

Society of Arts and Letters String Quartet Competition 銅牌，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協奏

2004 年 7 月與 2007 年 7 月再度於義大利十一個城市巡迴演出，皆深獲佳評。2005

年音樂比賽長笛獨奏第三名、獲日本大阪國際音樂比賽總決賽、慈濟藝術音樂組獎學金、
財團法人功學社學術講學金。

自五歲起開始學習音樂，就讀敦化國小、光仁中學，師事廖美英、許昱仁及熊士蘭

淑德、黃維明、蘇顯達以及蘇正途多位教授。1996 年赴美於曼哈頓音樂學院深造，

台灣交響樂團、台北縣立交響樂團合作演出小提琴協奏曲，2005 年創立「五度音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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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提琴 Gunter Pichler 大師班，同年 8 月與樂興之時管弦樂團赴義大利演出，並

期許將更好的音樂呈獻給每一位愛樂者。

在個人 演 奏生命上力求 精 進，音樂 教 育上也極 為用心，目前任教 於桃園縣中壢高
中、新勢國小音樂班，現任職國家交響樂團大提琴團員。

卡爾．菲利浦．巴赫：降 E 大調雙簧管協奏曲
C. Ph. E. Bach (1714-1788): Konzert Es-Dur fuer Oboe, Streicher
und Cembalo, Wq. 165, H. 468 (1765)
杜悌耶：雙簧管奏鳴曲
H. Dutilleux (1916- ): Sonata for Oboe and Piano (1947)
楊聰賢：含悲調 ~ 為一位雙簧管演奏者的二重奏
Tsung-hsien Yang (1952- ): Lacrimosa ~
a duet for one oboe player (2006)

5.20

佛爾帕：雙簧管奏鳴曲
S. Wolpe (1902-1972): Sonata
for Oboe and Piano, C. 91, Op. 31 (1937-41)

生於台北市，曾就讀光仁音樂班。於 1990 年赴美深造，拜入教育名家 Alan de Veritch 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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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演出 14 場音樂會。2006 年受邀擔任音樂劇《歌劇魅影》亞洲巡迴 - 台灣 - 之長笛 / 短笛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由許瑞

演奏，共 60 場演出。

坤教授指導完成碩士論文〈 臺灣現代箏樂作品分析研究—以六首非傳統五聲音階
定絃的獨奏作品為例〉
。編有《 臺灣現代箏樂作品集Ⅰ》
、
《古箏基礎、輔助教材初級

在發表現代作品方面，以豐富多變的現代吹奏技巧，多次於國家演奏廳和十方樂集演出

年自印地安納大學畢業後 進入密西根 大學音樂研究所，師事 Yizhak Schotten 教授。2000

現代作曲家作品，皆獲佳評 ! 2009 年由全音出版社發行《長笛小品集 》音樂 CD，廣受迴

第二冊》
、錄製數張重奏 CD 專輯，由采風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目前任教於

年取得演奏碩士學位，即便成為新世界交響樂團（New World Symphony）
的成員。而為了繼

響。目前為隨想室內樂團 (Capriccio Chamber Ensemble) 音樂總監，活耀 於獨奏與各類型

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擔任四象箏樂團首席，並取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

續室內樂的研究，於 2004 年進入舊金山音樂院室內樂 研究所就讀，接受 Concord 弦樂四

室內樂演出，經常為電視配樂錄製長笛音樂，並任教於真理大學應用學系。

重奏第一小提琴手 Mark Sokol 以及 Jodi Levitz 的指導，在校期間與多位教授與來訪藝術家

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資格。

6 歲開始學習小提琴，9 歲時以小提琴最高分考入永福國小音樂班，就學期間曾多次
於音樂比賽中獲獎。退伍後以榜首成績進入輔仁大學音樂系研究所，並獲得全額獎

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廳《傳統音樂學系音樂會》與韓國全大學交流演出。

與中華國樂團於國家音樂廳演出《 繞境隨想》
。

顏教授出生於彰化，彰化女中、東吳大學音樂系畢業後，曾擔任亞洲作曲家

小提琴 / 洪章文
Violin / Chang-Wen Hung

隨桃園樂友絲竹室內樂團於平鎮社教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與雲南楚雄樂

2009 與台北青年國樂團於國家音樂廳演出《新世紀》

古箏 / 葉娟礽
Zheng / Jiuan-Reng Yeh

音樂上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自成立之今，參與了國內許多的音樂會，2006 的演出紀事包括四場萊 比錫國際主

2011 年隨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高中部民族管弦樂團於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系館合奏廳

化中心至德堂《 2011 南藝之星協奏音樂會》中協奏笛子協奏曲「蝴蝶夢 I.III」

自然泛音中的音程，因此讓四把絃樂器的音色由高而低渾然天成。五度音的原文為

"The Perfect Fifth"，其中 Perfect 可翻譯為完全或完美，本團更以此自許，期望能在

2006 榮獲桃園縣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B 組琵琶獨奏優等第一名。

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廳琵琶聯合音樂會 For two pipas 演出。

《金光閃閃》音樂會 協奏笛子協奏曲「白蛇傳 I.II.III.VI」

該團取名為五度音絃樂四重奏，為四個樂器彼此間音高為五度之差，而五度音又為

2008 榮獲桃園縣學生音樂比賽高中職 B 組琵琶獨奏優等第一名。

2011 年於台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系館合奏廳舉辦《王鼎皓 吳宜芳 笛子 二胡 聯合音樂會》

2011 年隨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至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演出交流

導聆 顏綠芬 教授
Lu-Fen Yen

五度音絃樂四重奏於 2005 年成立，由當時同為國家交響樂團團員的四位音樂家，

免費入場 歡迎團體或個人預約報名

小提琴盧佳君、小提琴洪章文、中提琴陳猶白以及大提琴陳怡婷所組成。

2011 年參加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必也射乎」器樂大賽獲得高中組第二名並於高雄市文

巴爾托克：第一號弦樂四重奏，作品七
Béla Bartók: String Quartet No. 1, Op. 7 (Sz.40)

琵琶 / 張雅涵
Pipa / Ya-Han Chang

五度音弦樂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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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994 年隨 de Veritch 教授到印地安納大學音樂系，同時與已故鮑羅定弦樂四重奏創團
第一小 提 琴 手 Rostislav Dubinsky 學習室內樂，在校時是極 為活躍的室內樂演 奏者。1997

多次同台合作演出。2005 年返台，成為國家交響樂團（NSO）
的一員。

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 300 400 500 / 兩廳院之友 9 折 / 團體 10 張 8 折
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02) 3393-9888 / www.artsticket.com.tw / 7-ELEVEN 及萊爾富超商

主辦單位

春秋樂集 創辦人 馬水龍 教授

(02) 2732-7933
www.chmusic.org.tw

主辦單位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邱君強
指導單位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音樂總監 謝宛臻
贊助單位

有別於古典弦樂四重 奏快板為首的樂曲架構，巴爾托克在第一號弦樂四重 奏

春秋樂集與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音樂總監

謝宛臻

《蝶戀花》─張哲瑋
Butterflies Love Flowers ─ Che-Wei Chang

《自然現象》第一號絃樂四重奏─高振剛
String Quartet No. 1 Natural Phenomena ─
Chen-Kang Kao

巴爾托克：第一號弦樂四重奏，作品七
Béla Bartók：String Quartet No. 1, Op.7 (Sz.40)

《春日與冬夜》寫給笛子、箏與弦樂四重奏
─陳玠如 ( 春秋樂集委託創作 )
Spring Air and Winter Night for Bamboo Flute,
Zheng and String Quartet ─ Janet Jieru Chen

中使 用緩板（Lento）做為開頭，並 加上術語 — 極富表情的（molto espressivo）
。
值得一提的是，這首弦樂四重奏雖標示為三個樂章，但每個樂章間卻以 attaca
指示演 奏時不間斷，讓樂章彼 此緊密相連，因此本曲可說是一個完整又龐大
的作品。巴爾托克利用音程關係勾勒出全曲的統一性，對於節奏的動機，也有
完整的陳述，在第二樂章和第三樂章這兩個節奏較鮮明的樂章，其節奏動機也
是從第一樂章而來。但每一次的主題出現，皆與原主題有某些不同之處，巴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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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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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曲解說

樂曲解說

樂曲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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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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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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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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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段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少年歲月裡，
「蝶戀花」三個字之於我，一直繾綣著莫

本曲完成於 2009 年 1 月，共四個樂章，按照傳統奏鳴曲式各樂章速度「快 ─ 慢

第一樂章《春日》

名的遐想……也不記得是為了什麼，總覺得這三個字好美好美……

─中─ 快」依序題名為〈雨〉
、
〈 太陽〉
、
〈 風〉與〈雪〉
。

這作品為春秋樂集委託創作。作品的材料來自我的另個國樂室內樂作品《四季》
，經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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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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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的提昇有所助益。在此前提下「春秋樂集」應運而生。

樂專輯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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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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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章〈 太陽〉
，以持續音貫穿整個樂章，從低音域到高音域，彷若升起中的太陽；

單俐落的線條勾勒花的迷人丰采，時又眩人耳目，奼紫嫣紅，令人目不暇給；二、

並以大三和絃象徵 太陽的溫暖與炙熱。第三樂章〈 風 〉
，透過長旋律線條以及

作品靈 感 來自日本 芭 蕉的 俳 句「春」與「冬」
，分別 用於第一樂章《 春日》與 第二樂章《冬

「她的精湛技巧展現在每個音符、每個休止符的配置，也在今晚呈現了這首當

四段則為仿宋彈詞演出形式之轉化，以五聲音階、三部切音法等傳統語彙帶出

三度來回的音型，表達微風的優閒與慵懶，為四個樂章中最短的樂章，暗示風

夜》
。

代作品 (H.Stockhausen: In Freundschaft) 巨大的情感張力。」

古樸的氣息，採用念白或吟唱的方式詮釋蘇軾的《蝶戀花 》詞，藉琵琶與人聲

來無影去無蹤。第四樂章〈雪〉
，以琶音描繪雪花紛飛的情景，上行或下行音階

互相的抑揚頓挫，表達詞中情感。

代表雪如直線般落下的景象，以強有力的長音結束第四樂章與整首曲子。

Spring

春

Winte

冬

、杜南伊（Christoph von Dohnányi, 1877-1960）
展開農民音樂的採集
1882-1967）

Flowers of what tree

花，來自什麼樹？

When I drink

當我飲酒

活動，活動遍佈 於 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等地，並 將之融 入作品中，建

I know not —

— 我不知道 —

Even more I awake — 我更加的清醒—

作曲者介紹

Yet the fragrance!

卻有著香氣

Snowfall at night.

台北縣人。五歲由姜慧芳老師啟蒙鋼琴。曾就讀秀山國小、師大附中國中部、

(Basho’
s〝Spring〞
and〝 Winter〞
translated by Takafumi Saito and William R. Nelson in〝 1020 Haiku in Translation〞
,

作曲者介紹

師大附中音樂 班與師大音樂系，現就讀國立 臺 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研究所，碩

copyright © 2006 by BookSurge, LLC.)（俳句翻譯：陳玠如）

臺灣嘉義人。十七歲隨盧炎教授學習理論作曲。2000 年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

士班作曲組二年級，師事蕭慶瑜教授。鋼琴曾師事蘇若雯、蘇恂恂與程彰老師；

個人，全然地投入，充滿激情，炫目耀眼，毫無瑕疵……」

技巧，同時也忠實懇切地詮釋出每個音符，散發出純真率直的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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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臻在學時期曾獲全國音樂比賽雙簧管青少年組第一名、台北市交主辦之協
奏曲比賽首獎、及奇美文化基金會之藝術人才獎學金，亦二度獲選為中正文化
中心「樂 壇 新 秀」
。2006 年以特 優 獎 (mit Auszeichnung) 完 成 柏 林 藝 術 大學雙
簧管「國家 最高演 奏文憑 (Konzertexamen)」學 位，並 受 邀 於各地獨 奏 演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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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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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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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utscher Musikschultag) 在柏 林 市政 廳的演出等，演出曲目多為巴洛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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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當代經典作品。

般的光澤，呈現了文化風貌的璀璨與人文智慧的不朽。

宛臻亦常受邀與國內外 樂團合作演出，曾於 2011 年 10 月間，與指 揮 林望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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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O 世界首演作曲家楊 聰 賢的 作品《 失 落之歌 》雙 簧 管協 奏曲，亦曾與 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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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播交響 樂團 (mdr)、Schöneberg 室內樂團、柏 林 Adlershof 室內樂團、國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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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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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團等合 作 演出協
奏曲。此外，宛臻曾於 2000 至 2004 年間擔任德國新波茲坦室內樂團固定 成
員，於 2003 年 6 月隨該團在前德國總統 Rau 座前演出，並由電視 轉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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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於 2009 至 2011

特別感謝

對春秋樂集所有活動的支持與贊助

詞兩聲部；或可另由他人擔任念詞部份。

學音樂 系就讀，主修理論作曲，師事李和莆（文 彬）教 授、謝 隆 廣教 授。2003

曾副修小號，師事何君毅、葉樹涵老師；曾二副聲樂，師事薛映東老師。

年一月，首次 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演 奏 廳發表鋼琴 獨奏作品 幻想前奏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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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4 年四月，以榜首考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碩士班作曲組；

並由魏滿均與師大音樂系交響樂團錄音演出；同年於師大音樂系演奏廳舉辦

五月，於臺灣師大音樂系演奏廳舉行個人作品音樂會 【獨白】
；十二月，作品《悲

「周潤瑩、高振剛畢業作品發表會」
；2010-2011 年《自然現象 》─第一號絃樂四

歌 》參加文建會 2004 福爾摩沙作曲比賽室內樂組進入決賽。2006 年七月，參

重奏於「兩廳院樂典 ─國人音樂創作甄選」中入 決 選；2011 年參加國立台灣傳

與 數位互動舞劇《 水鬼 城隍爺》製作，創作〈 哭求〉
、
〈 捕魚 之歌 〉兩段音樂，發

統 藝 術總 處籌備處之台灣音樂中心所主辦的「2011 年絲竹音樂創作營」
，接受

巴爾托克（Béla Bartók, 1881-1945）
，匈牙利人，以作曲家、民族音樂學家、鋼琴

和聲音響…等等，都是我在創作時候很重要的考量。

家廣為人熟知。巴爾托克從小就開始接受良好的音樂教育，13 歲就嘗試作曲，

雪花之夜

作曲者介紹

藝 術基金會舉 辦之 2004 年、2005 年青年作曲者傑出作品甄 選 並 演出。曾接
受 T. Patrick Carrabré、Anselm Schaufler、Gregory Mertl、Jim Cotter、Larry Sitsky、

Richard Cornell、周文中與羅永暉等作曲家指導。現為臺灣師友愛樂協會理事、
凡響管絃樂團暨青少年管絃樂團藝術總監。

等手法，有組織 地將動機擴展與延伸，貫穿於三個樂章間。前七小節為第一部
小 提琴與第二部小 提琴的四度卡農，第八小節由大提琴與中提琴重現此一主
題卡農。音域在切分節奏的推動中逐漸升高，進入曲中第一次和諧的音響—大
三和弦，隨後越來越緊湊的節奏中，又出現了三次大三和弦。第二段則由大提
琴的以其最低音 C 的持續低音作為基礎，加上中提琴半音下行，帶出小提琴高
音域的旋律，這樣的高音與低音在音色上造成一種特殊的音響效果，再由綿密
的十六分音符將音樂推進至第三段再現部。再現部的主題比呈示部高了八度，
且音域持續不斷地升高，此時，大三和弦又像鐘聲般出現，預示樂章的結束，
音量也由 ff 遞減為 ppp，戲劇化的程度由此可見。
第二樂章，中提琴與 大提琴奏出優雅的三度齊奏 旋律，小 提琴兩聲部與 之呼

他視每個音為獨立的個體，利用節奏與音程來鞏固樂曲的穩定，造成前後的統

應，再導入 3/4 拍稍快板（ Allegrtto）
。此樂章為輪旋曲式，結構為 A-B-A-C-A-B-

一，最重要的是，他在民謠中找到了屬於自己民族的獨特性，利用創作將民謠

尾奏。A 段由兩個特性 迥異的主題組 成：第一主題 樂句短小、節奏感強烈；第

落實於生 活中，
「那將是 最自然、也 是 最真切的藝 術」
。二次 大戰期間，巴爾托

二主題則是一旋律性的主題。B 段以大提琴的撥奏節奏為一明顯的特色，中間
聲部以三度音相襯，突顯出第一小提琴以全音音階構成的旋律。C 段以導奏段

獎的台灣人，並於 2011 年獲選參加美國作曲家管絃樂團年度 Underwood Reading。

的身分在其他國家旅行演奏。

由兩個樂器三度的齊奏呼應樂章開頭。

台灣等地。演出過 她作品的樂團，包含廬森堡小交響樂團、法國國家現代 樂團、美國作

1908 年至 1939 年，在巴爾托克人生最精華的 31 年間，他創作了六首弦樂四重

第三樂章的特色即為鮮明的 2/2 拍節奏，此樂章也帶有一段序奏，銜接第二與

曲家管絃樂團、美國 Eighth Blackbird、Alarm Will Sound 及 Verge 室內樂團、日本東風樂團、

奏作品，橫跨其創作歷程的早、中、晚三期，也顯示其一生中作品風格上的變

第三 樂章。序奏中帶有民謠舞蹈般輕快的特色，再 與 大提琴奏出的宣敘調般

化。這六首四重 奏作品承襲了華格納以來的晚期浪 漫 派和聲特色，並 受德布

旋律交錯而成，此處頗有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樂念，更藉由術語標示的改變，

西之音色，巴哈之對位法，以及貝多芬與海頓等古典弦樂四重奏架構的影響，

加以區分兩種 風格的旋律。進入快板（ Allegro vivace）
，結構為 A-B-A-C-A-B-A

成為 20 世紀最重要的弦樂四重奏作品，也常被音樂學者與貝多芬晚期六首弦

的輪旋曲式。小 提琴以持續的頑固音型襯托出中提琴與 大提琴的齊奏主題，

樂四重奏並列比較。巴爾托克的第一號弦樂四重奏早在 1899 年就開始著手，

如此二度音動機伴隨著弦樂擦弓的音色，為 A 段重要的特色，此後只要聽到小

但期間受到感情與社交活動等衝突與調整，直到 1909 年初才完成。巴爾托克

提琴出現此音型，即預示主題即將再現。B 段是以賦格手法寫成的慢板段落。

陳玠如的作品曾獲邀至世界各地演出，包括美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日本、香港、泰國、

生於台中市，十一歲由吳丁連教授啟蒙作曲。先後就讀於台中光復國小音樂班及曉明女

旅 》─為鋼琴獨奏。

律、切分節奏等，這些都預告接下來的發展。巴爾托克利用對位、鏡向、增減值

落的旋律為主，但以四部齊奏增加音量。尾奏仍由三個大三和弦暗示結束，再

日假國家演奏廳，由王大維與林怡瑩首演《步態》─為雙鋼琴。

奏廳舉辦半場作品展演。作品《謐 》
、
《蝶戀花》分別獲選財團法人許常惠文化

顯著的民謠素材，他說：
「研究民間音樂使我從大小調的嚴格規律中解放出來。」

第一樂章一開始的旋律，就揭示了本曲的動機，如六度音程、五度音程、半音旋

禁演。1940 年七月，巴爾托克決定與其妻子 Ditta Pásztory 移居美國，靠鋼琴家

月再度於臺灣師大音樂系演奏廳舉行碩士學位音樂會 【小寶寶的異想世界】
，

奏，與 2011 年的《 步態 》─為雙鋼琴、
《 漂鳥集 》─為混聲四部合唱與鋼琴、
《行

期，他深深被農民的純樸所感動，也從農民身上獲得許多的啟示，音樂中也有

或轉化。

克因反德而被匈牙利政府放逐，並且與他的出版社關係破裂，作品也因此而遭

德國作曲家 Volker Blumenthaler 指導；同年加入璇音雅集，並甫於 2012 年 1 月 5

凡響管絃樂團主辦之【探索福爾摩沙 臺灣當代青年作曲家】音樂會，於國家演

立起 20 世紀匈牙利音樂文化的版圖。民謠採集是巴爾托克一生中最快樂的時

托克曾說，他不願將第一次出現的想法再做相同的陳述，反而傾向將主題變形

陳玠如是美國 ALEA III 第二十七屆國際比賽第一大獎得主，成為該比賽成立以來首位得

行 CD、DVD，此專 輯並 入圍第十八 屆金曲獎 最 佳古典音樂專 輯獎。2007 年六

近期作品有：2010 年的《 並置 》─為長號與鋼琴的二重奏、
《蛻變 》─為打擊獨

作曲靈 感的旅程中，無意間 聽 見鄉 村中婦女的 歌 唱，從 此，他便與匈牙利 民
間音樂 結下了不解之 緣。從 1905 年開始，巴爾托克與高大 宜（Zoltán Kodály,

加拿大班福音樂節樂團以及台加樂團。

發 表碩士論文〈電子音樂中的互動元素 〉
，取得 碩士學 位。2010 年一月參與由

並 於 17 歲時獲得布達佩斯音樂院的就學許可。1904 年，巴爾托克在一次找尋

中音樂班，期間曾跟隨洪億津老師學習作曲。隨後進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就讀，
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師事潘世姬教授。
陳 玠如 持 續 活 躍 於 世界 各個 重 要 現代 音 樂 節，包含 加 拿 大 Banff Summer Arts Festival
（2003）
、 法 國 Acanthes Music Festival（2003、2005）
、 美 國 June In Buffalo 音 樂 節
（2009）
、德國 Darmstadt 現代音樂節（2008）
、美國作曲家論 壇（Composers Conference
、荷蘭 Gaudeamus 音樂節（2005）等等。2009 年獲 選至 美國米雷藝術
in Wellesley, 2007）
村（Millay Colony）擔任駐節作曲家，2011 年獲頒瑞士 Paul Sacher 基金會學術獎學金。

曾將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提獻給一位他所愛慕的小提琴家史黛菲 • 蓋兒（Stefi

C 段則由中提琴帶出輕快短小的旋律，再由每聲部輪流唱出，或以齊奏、對位

，而第一 號弦樂四重 奏的開頭動機與第一 號小 提琴協 奏曲第二樂章的
Geyer）

的方式展現。樂曲在一波波速度的推進中戛然而止，結束在飽滿宏亮的三個和

動 機 有著相同的模式，並 將此一動 機 旋律 稱作「蓋 兒主 題 動 機」（Stefi Geyer

弦上。

。樂曲中結合東、西歐音樂素材，充滿著晚期浪漫時期的厚重和聲、
Leitmotiv）
法國印象派的平行和聲，以及匈牙利民歌的強烈節奏感等風格。以精簡的二至

其他獎 項包含 2008 美國 Judith Lang Zaimont、美國 Earplay 2009 SonaldAird 比賽作品榮

四音的動機，擴充發展成整首作品，節奏與音色上的力度平均分配在四個樂器

任 TC 樂團雙簧管首席及室內樂巡迴。

譽獎、美國杜克大學 William Klenz 獎、2009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管弦樂作品比賽第二名
（另

上，或利用速度的變化增加其音樂張力。1910 年，第一號弦樂四重奏於布達佩

製作「春秋樂集」定期公演及「C.I.M. 親子音樂會」
。自 2006 年至今，任教 於國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邱君強

演出時為求仿古彈詞之模式，可以琵琶演奏家一人兼飾兩角，演奏唱琵琶與念

寫，例如笛的高音俱有明亮穿透力；箏的揉絃帶出豐富的單音之韻；絃樂四重 奏的飽滿

年間，受小提琴家胡乃元之邀，參與 Taiwan Connection Festival 的多場演出，擔

除了參與各類型的演出，宛臻自 2009 年起擔任邱再興文教基金會音樂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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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潑的快板（ Allegro Vivace）

五段：一、三、五段為《蝶戀花》之意象描繪 靈動的長笛翩翩蝶舞，絃樂時以簡

德國 Mitteldeutsche Zeitung 形容宛臻的演出「……當她在演奏時仿佛就像變了

好時光，不禁在安詳的音樂中嘆息。」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第九屆董事

第三樂章

第一樂章〈 雨 〉
，慢板序奏試圖營造「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快板樂段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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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灣各地。

稍快板（ Allegrtto）

雨滴或大或小、或緩或急；最後以一個大三和絃預告第二樂章雨過天青。第二

「……與其說被雙簧管以及鋼琴的精湛技巧所壓倒，不如說令人回憶起往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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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樂章

兩概念上的段落，藉著音樂進行獨白（裝飾奏）
、互動、交織與古今對話。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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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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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度的發展變化，成為截然不同的新作。主要是由於編制不同，為尋求適合樂器特色而

緩板（Lento）

本曲以宋朝文豪蘇軾之詞作《蝶戀花 》與自我本身對《蝶戀花 》之意象所形成

日本「唱片藝術」雜誌評論她的錄音「……謝宛臻的演奏不單只是展現華麗的

展現精緻的創作成果。

第二樂章《冬夜 》

第一樂章

獲得團員票選及觀眾票選獎項）
，並於 2009-2010 兩廳院樂典國人音樂創作中得獎。

斯首演，擔任演出的為華特博爾弦樂四重奏（Waldbauer Quartet）
，這場音樂會

2009 年 與 日 本 作 曲 家 中 野 浩 二 (Koji Nakano) 共 同 發 起「 亞 青 樂 集」(Asian Young

所演出的作品皆為巴爾托克的作品，可說是巴爾托克第一次的作曲家之夜。

立台北藝 術大學音樂系與研究所及師大附中音樂 班，並 於 2010 年暑期，受邀

Connection)。致 力於推 動亞 洲青年作曲家與音樂家的交流，並與國際演 奏團
Musicians’

於巴黎近郊 Colombes 音樂院開設雙簧管大師班課程。

體 接軌。於 2010 舉 辦「亞 洲青年作曲家創作 計畫」
，2011 年亞青樂集 移師美國加州舉行
年度音樂會。

文 / 邱鈺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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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玠如於 2012 年獲得美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作曲博士學位，在校師事 Stephen

Jaffe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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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