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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潘家琳：《混沌 III》 
為琵琶與弦樂四重奏 ﹙世界首演﹚
Chia-Lin Pan: “Chaos III” for Pipa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連憲升：《連雨獨飲 II》 
為古箏與弦樂四重奏 ﹙世界首演﹚
Hsien-Sheng Lien: “Je bois seul lors de pluies continuelles II ”  
for Zheng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錢南章：《路 • 是一條流淌的歌》 
為雙簧管五重奏 ﹙世界首演﹚
Nan-Chang Chien: “Der Weg, ist ein fliessendes Lied”  
for Oboe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拉威爾：F大調弦樂四重奏
Maurice Ravel: String Quartet in F Major 

謝宛臻  Wan-Chen Hsieh

春秋樂集音樂總監 / 雙簧管   
Spring Autumn Music, Music Director / Ob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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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再度以「韓德爾 無盡藏」獲得金曲獎最佳古典音樂專輯入圍。

德國Mitteldeutsche Zeitung形容宛臻的演出「⋯⋯當她在演奏時仿佛就像變了個
人，全然地投入，充滿激情，炫目耀眼，毫無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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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臻亦常受邀與國內外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其中於 2011年 10月間，與指揮林望
傑及NSO世界首演作曲家楊聰賢的作品《失落之歌》雙簧管協奏曲，收錄於「樂典
10」，於 2014年由國家兩廳院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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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於
2009至 2014年間，受小提琴家胡乃元之邀，參與Taiwan Connection Festival的多
場演出，擔任TC室內樂團雙簧管首席。

自 2014年起，宛臻受邀擔任德國「Mönnig Oboe 150 AM系列」音樂家。

生於高雄市，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與碩士班，主修琵琶，師事：
盧梅端、湯良興、杜潔明、王世榮老師，並曾接受中國琵琶演奏家李光祖、陳音
等大師的指導。從小即多次榮獲音樂比賽琵琶組第一名，並多次與樂團協奏演出；
怡然除了對於傳統琵琶作品駕輕就熟以外，亦熱衷於亞洲的傳統音樂，近年來也
積極參與現代作品發表與展演。

曾於 2007年、2009年、2011年、2012年四度於臺北國立藝術大學音樂廳舉辦個
人琵琶獨奏會，並曾赴泰國 (2010)、韓國 (2009)、峇里島 (2008)等地的音樂節演
出琵琶獨奏；2011年擔任「臺灣外交部亞西地區藝術青年大使」前往以色列，於臺
灣建國百年國慶酒會中出琵琶獨奏，並在當地舉辦音樂講座。於現代作品展演方
面，由於對琵琶之技巧與音色控制洗練純熟，廣受各方當代作曲家青睞，多次獲得
邀請演出發表新作首演，曾參與「春秋樂集」、「十方樂集」、「製樂小集」、「璇音雅
集」、「國際現代音樂協會」(ISCM)、「臺北國際現代音樂節」、「亞洲作曲家聯盟」
(ACL)所舉辦的音樂會，演出臺灣與外國作曲家為琵琶所作之獨奏及室內樂作品。

現任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高雄市國樂團專任琵琶演奏員，並任教於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及各
級音樂班。

趙怡然   I-Jan Chao

琵琶  Pipa

兩度榮獲台灣音樂比賽箏獨奏第一名、中華國樂學會彈撥
大賽箏獨奏冠軍、兩廳院中正文化中心「樂壇新秀」。她

曾先後隨陳士孝、黃裕玉、陳伊瑜、張儷瓊、魏德棟、丁永慶等教授習箏，在音樂
學家許瑞坤教授指導下，獲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博士學位。目前為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並任教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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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複雜的變化
與結構予以演奏實踐。自 1998年加入采風樂坊，曾受邀至德國、法國、波蘭、中國、
奧地利、英國、以色列、匈牙利、捷克、立陶宛、克羅埃西亞、加拿大、美國、馬
來西亞、新加坡、印度、韓國、日本等地參與音樂會演出。曾以獨奏家身份，與維也
納新音樂樂團、荷蘭新音樂樂團、國家交響樂團（台灣愛樂）、以色列貝爾謝巴交響
樂團、韓國安山市立國樂團、臺灣現代音協樂團、南瀛管弦樂團、樂興之時管弦樂團、
采風民族管絃樂團、臺北市立國樂團、臺灣國樂團、小巨人絲竹樂團、國立藝專國
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並曾與維也納音響論壇 (Klangforum)、多倫多Soundstreams、
亞太弦樂四重奏、當代傳奇劇場、二分之一Q劇場、臺北愛樂室內合唱團、臺北室
內合唱團等合作演出。與國家交響樂團合作演出王怡雯《臺灣雙連畫》雙協奏曲，收
錄於《樂典09》專輯，榮獲2014年傳藝金曲「最佳藝術音樂專輯獎」。

紐約市立大學博士，曼哈頓音樂學院碩士，二次獲選至小提琴泰斗帕爾曼 Itzhak 

Perlman的Master Class表演；並贏得紐約著名經紀公司 Artists International Co.舉辦
的Young Artists Concert Series 「Special Presentation Award」，於紐約卡內基音樂廳
Weill Recital Hall 舉行個人的小提琴首演。

曾返國受著名小提琴家胡乃元先生之邀，在國家劇院所舉辦的‘胡乃元以樂會
友’節目中，與胡乃元先生及四位中外著名音樂家，表演布拉姆斯降B大調弦樂六
重奏。曾與小提琴家林昭亮先生、大提琴家Mr. Gary Hoffman、日本名指揮家Mr. 

Heiichiro Ohyama ，以及Eroica Trio同台演出。

曾參加台北愛樂室內管絃樂團至波蘭、捷克及匈牙利表演。受邀至美國紐約市
Bloomingdale School of Music 與日籍鋼琴家多紗於里小姐演出整場法國作曲家作
品。且再度獲邀至美國北卡羅萊內洲Eastern Music Festival擔任正式老師及開幕演
出。目前任教台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等。

林佳霖  Bonnie Lin

小提琴  Violin

葉娟礽  Jiuan-Reng Yeh

古箏  Zheng

德國小提琴最高獨奏家文憑（SolistischeAusbildung）及奧地利室內樂最高演奏文
憑（Postgraduale）。在台灣曾師事楊仁傑與方永信老師，赴歐洲留學期間先後受
Gehard Schulz（阿班貝爾格四重奏成員）、EszterHaffner、 Rainer Kussmaul（前柏
林愛樂首席）與Winfried Rademacher等教授的指導。

曾在維也納組創維也納太平洋青年樂團，於 2009年獲選為兩廳院樂壇新秀，2011

年回台灣後與好友共同成立演藝團體“VIO提琴樂集”並加入“對位室內樂團”。
秉持著對音樂的熱愛，除了致力獨奏與室內樂之演出，也積極於小提琴及室內樂
的教學。目前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屏東教育大學與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及南部各級學校音樂班。

張群  Chun Chang

小提琴  Violin

旅法的傑出青年中提琴家林倢伃小姐，為台灣台南人。旅法期間，獲得 2007年法
國青年中提琴家大賽首獎 (Concours National des jeunes altistes) ，並入圍德國慕尼
黑 (ARD) 國際中提琴大賽、德國柏林Max Rostal國際大賽等重要賽事。演出經驗豐
富，足跡遍及各大音樂廳，如巴黎歌劇院、巴士底歌劇院、Salle Pleyel、巴黎聖母
院、法國音樂中心 (cite de la musique)等等。

林倢伃畢業於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中提琴碩士班 (CNSM de Paris)，在校期間
成績優異，並於畢業音樂會中獲得滿分「評審一致通過極優異獎」(très bien à 

l'unanimité)。師事法國著名中提琴家傑拉德‧考斯 (Gerard Causse) 及慕尼黑大賽
首獎得主安托萬‧塔梅斯提 (Antoine Tamestit)， 室內樂師事 Itamar Golan、Marc 

Coppey和Michel Strauss。

林倢伃在台灣的求學養成於台南市永福國小、大成國中音樂班、國立台南藝術大
學。中提琴由張乃月老師啟蒙，曾師事王麗雯、林佳霖老師。在台南藝術大學求
學時曾連續獲得兩次行天宮音樂菁英獎青少年組首獎及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青少年
組第一名。

林倢伃  Chieh-Yu Lin

中提琴  Viola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大提琴演奏博士，紐約曼尼斯
音樂院大提琴演奏碩士。曾就讀高雄中學音樂班，保送

進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留美期間師承Bernard Greenhouse、 Bion Tsang、
Paul Tobias等多位大提琴名師，追隨 Phyllis Young、 Gilda Barston鑽研大提琴教學
法，並跟隨Orion String Quartet、Miro Quartet、Ying Quartet等著名室內樂團指導。

演奏深受大提琴泰斗Bernard Greenhouse (Beaux Arts Trio創始團員、各大國際比賽
主審、Casals和Feuermann 之嫡傳弟子 )之青睞，讚譽其為“充滿生命力、溫暖的
大提琴家 ...非凡的藝術家”，並成為大師最後一位入室弟子，Greenhouse更慷慨出
借珍愛的Stradivarius (Countess of Stainlein) 大提琴供其多次在音樂會中使用。

旅美期間榮獲多項殊榮， 演出足跡遍及歐、亞、美、非世界各地，獲得Alexander 

& Buono國際弦樂大賽二獎，畢業論文Carlo Graziani, His Life & Work 獲得“最傑出
演講音樂會”，論文之摘選獲刊於美國著名的STRINGS雜誌。曾與小提琴家Brian 

Lewis、中提琴家黃心芸、Roger Myers、鋼琴家Caleb Harris，Noreen Cassidy-Polera  

等合作演出。亦受邀於得獎的藝術電影Artois the Goat原聲帶中擔任獨奏大提琴
手。回國後致力於音樂之推廣，組創雅歌室內樂坊、VIO提琴樂集。

目前任教於交通大學音研所、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系、東吳大學音樂系、中山大學
音樂系等學校。

侯柔安  Jou-An Hou

大提琴  Cello



春秋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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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屆董事名單

邱再興‧ 施振榮‧ 洪敏弘‧ 林曼麗‧ 林大生‧ 高智裕‧ 王世榕‧ 廖學興  

張麗華‧ 邱君強‧ 陳永賢‧ 安郁茜‧ 賴德和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邱君強

台北市人。台大法律系、師大音樂研究所畢業，師事許常惠、盧炎、
張昊、譚家哲。1993年以教育部公費赴法國學習，師事Alain Weber、
Jacques Castérède、平義久和Michael Levinas等知名作曲家，2005年於巴
黎索爾邦大學以最優異成績獲「二十世紀音樂與音樂學」博士學位。出
國前曾翻譯、出版梅湘《我的音樂語言的技巧》。1998年以《連雨獨飲》
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第一名，2005年以《難以忍受的單純》獲「福爾摩
沙作曲獎」第一名，2006年以《風、土、歌》獲「許常惠音樂創作獎」
第二名。返國後曾於中研院台史所與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進行台灣音
樂文化史與當代亞洲音樂的博士後研究，目前為國立屏東大學音樂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畢業於中國文化學院及德國慕尼黑音樂學院。作曲師事劉德義教授及
Prof. W.Killmayer。錢南章於 2013年 8月 1日於北藝大退休，現為自由作曲
家。

1976年以合唱曲《小星星》獲教育部「黃自作曲創作獎」，1978年以作品
《詩經五曲》獲「中山文藝創作獎」，1997年以作品《擊鼓》獲新聞局第八
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1998年以作品《馬蘭姑娘》獲新聞局第九屆
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2002年以作品《佛教涅槃曲》獲新聞局第十三
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2005年以作品《第一號交響曲「號聲響起」》
獲新聞局第十六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2005年獲第九屆國家文藝
獎。2008年在台北獲中國文藝協會頒贈音樂類榮譽文藝獎章 (終身成就
獎 ) 。2016年以絃樂四重奏《小河淌水》獲第二十七屆金曲獎「最佳作曲
人」獎。

連憲升：《連雨獨飲II》 
為古箏與弦樂四重奏﹙世界首演﹚ 

Hsien-Sheng Lien: “Je bois seul lors de pluies 
continuelles II ” for Zheng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潘家琳：《混沌 III》 
為琵琶與弦樂四重奏﹙世界首演﹚ 

Chia-Lin Pan: “Chaos III”  
for Pipa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錢南章：《路‧是一條流淌的歌》 
為雙簧管五重奏﹙世界首演﹚
Nan-Chang Chien: “Der Weg, ist ein 
fliessendes Lied” for Oboe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拉威爾 (1875–1937): F大調弦樂四重奏 (1903)

Maurice Ravel (1875–1937): String Quartet in F Major (1903)

此曲初稿完成於 1997年，是作曲者於巴黎師範音樂院的畢業作品。時隔
近二十年，此次為「春秋樂集」重新改寫的新版加入了古箏，以豐富樂曲
的音色變化與表現深度。作品的寫作靈感主要來自陶淵明詩《停雲》與
《連雨獨飲》的詩意，作曲者嘗試透過音樂素材來表達陶詩「飲酒懷人」
和「飲酒忘憂」兩種複雜的情緒。並藉由當代弦樂四重奏與古箏合奏的豐
富表現力來描繪淵明悲時局之喪亂仍不改其樂觀進取、抱獨守真的情懷。
對作曲者而言，初稿寫作時除了略抒去國懷鄉之情，也吐露了當年在緊
張、壓抑的學習情境中憤啟踔勵的心志。新版的古箏除了豐富作品的音
色、吟唱出古琴曲《憶故人》曲調，對淵明飲酒詩的隱逸情懷有了更多著
墨，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作曲者由春的激越到秋的沉鬱的心境變化。

2014年 12月 5日~13日，我與內人美貞到加拿大多倫多市拜訪以前在德
國慕尼黑時的老友彭珈琍先生。想起他 1980年代曾送我一張自繪如名片
大小的卡片，上面寫著「路‧是一條流淌的歌」。而今卡片早已不見，但
是這句話我還記得。數十年來，大家都走過不同的人生道路，有苦、有
樂、有悲、有喜。故以這句話作為曲名，贈送給他。本曲是馬水龍老師
親自打電話委託，並為謝宛臻女士創作的。曲中使用 J. Brahms 的搖籃歌。 

 （錢南章 2015年9月）

錢南章老師女兒─錢欣，
所畫之「路‧是一條流淌
的歌」示意圖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L.）作曲博士。曾於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所
舉辦之作曲比賽與其他比賽中獲獎，作品多次獲選於國際現代音樂協會年會暨世
界音樂節（ISCM World Music Days）、亞洲作曲家聯盟年會暨音樂節（ACL Festival 

and Conference）以及其他音樂節中演出，亦獲得國家文藝基金會以及國立中正文
化中心委託創作之肯定，演出場合遍及臺灣、香港、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以
色列與澳洲等地，演出發表活躍。自高雄中學音樂班畢業後，大學與碩士班皆就
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作曲師事M. W. Karlins, Augusta Read Thomas, 

Alan Stout, Jay A. Yim, 潘皇龍與盧炎等教授。時常與知名演出團體如Pacifica String 

Quartet、The Eighth Blackbird、The Bugallo-Williams Piano Duo、Duo Diorama、臺北市
立交響樂團、臺北十方樂集、臺灣管樂團、長榮交響樂團、采風樂坊、小巨人絲竹
樂團、朱宗慶打擊樂團以及國家交響樂團等演出團體與音樂家頻繁交流並合作發
表作品。潘家琳目前為臺北市立大學（原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專任副教授。

拉威爾是傑出的鋼琴家。他七歲開始學琴，十四歲進入巴黎音樂院就讀，
兩年後即在學校以鋼琴演奏獲得首獎。不過，為了成為作曲家，他的逐夢
過程可是漫長又不順遂。在學期間他曾兩度被退學 (1895, 1900)，四次參
加羅馬大獎 (Grand Prix de Rome)都落敗，最後的幾年還是在佛瑞 (Gabriel 

Fauré, 1845–1924)的支持和鼓勵下以旁聽生的身分回學校聽課的。1905

年，拉威爾在年屆三十前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申請羅馬大獎，初選時
就遭淘汰，不久後便爆發了史稱的「拉威爾事件」。巴黎藝文界聯合起來
聲援拉威爾，音樂院院長被迫離職，拉威爾也在此次風波後毅然地離開
學校，正式結束十六年的音樂院生涯。

F大調弦樂四重奏完成於拉威爾二十八歲時。他將這部作品題獻給佛瑞，
感念恩師在他求學過程中的一路相挺。1904年三月，這首弦樂四重奏由
Heymann Quartet於巴黎一場國家音樂協會 (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

主辦的音樂會中發表，立刻引起樂壇騷動。雖然大家對這部作品的評價
褒貶不一，但拉威爾的創作才華卻因此再度受到矚目，所以最後一次參
加羅馬大獎落選時才會引起藝文界的強烈關注。首演後拉威爾低調地把
這部作品交由Gabriel Astruc出版，六年後改由出版界權威Durand再版時，
他已是創作活躍聲譽卓著的作曲家了。1927年，International Quartet在拉
威爾的親自監製下為這首弦樂四重奏留下珍貴的錄音。2003年，俄國指
揮家巴夏 (Rudolf Barshai, 1924–2010)曾將它改編給小型弦樂團演奏。

這部作品常被拿來與德布西 1893年所寫的弦樂四重奏相比。拉威爾無疑
地受到德布西影響，援用相似的曲式鋪成和循環主題，在第二樂章也採用
撥奏。儘管拉威爾自認比德布西更恪守弦樂四重奏的傳統結構，但他也
從德布西那裏得到啟發，試圖拋開傳統的主題和調性鋪成，改以聲音的
探索為目的，更積極去擴展調性範圍和開發新的和弦色彩。這部作品充
滿調式傾向的旋律，有時和大小調混用，有時在調性邊緣遊走。疊置的
和弦製造複調的錯覺、連續的平行五度削弱傳統和聲功能、自由進出的
半音旋律使調性變得模糊等，在在透露著拉威爾擺脫傳統束縛、探掘新
調性觀念的意圖。拉威爾也在此展現對樂器色彩的高度敏銳。他以多變
的弦樂奏法探求更廣闊豐富的音響色彩，也使樂器的演奏效果達到充分
發揮，如弓奏顫音 tremolo、撥奏pizzicato及近似豎琴的撥奏quasi arpa (第
二樂章 )、弱音器的使用mettez la sourdine (第三樂章 )、近指板運弓 sur la 

touche (第三、四樂章 )、弓根拉奏du talon結合快速顫音 (第四樂章 )等。
此曲的另一特色在於節奏的佈局，如第二樂章縱向的節拍疊置 (6/8+3/4)、
第四樂章橫向的節拍組合 (5/8-5/4-3/4)，都因節拍的混用而產生不同的
重音位置，在音符間形成豐富的律動和變化，為樂曲注入更多活力。

「混沌」一般意指混亂而沒有秩序的，或是沒有結構的物件狀態。然而，卻不只如此。
物理學中，「混沌」代表的是「非線性系統」，具多樣性與不可預測性，是「在不規則的
運動與情狀的背後，在看似混亂的表象之下，其實是有更深度的定律存在」的真理。

《混沌》系列作品是我對於探索東西方混合器樂編制的實驗，此次《混沌 III》是挑戰
琵琶與弦樂四重奏的組合。在東西方截然相異之音樂語法裡，以及在不可預測的混
合聲響中，如何理出一個能詮釋我所創作的音樂之新秩序，一向是我創作東西方樂
器混合編製的樂曲所必須面對的挑戰及深度討論之課題。

琵琶是歷史最悠久的中國傳統樂器，而弦樂四重奏在西方音樂史中亦是最有其傳統
配器語言與聲響的組合，在這兩項各自皆為有其久遠之獨特語法的編制下，如何去
找尋在使用其傳統之器樂語彙與技巧，又賦與其富有新意的音樂感、聲響組成與敘
述手法，是我在無限次掙扎的思緒中，試圖抓住一點能表達這兩項器樂組合方式的
創作過程。

此曲中，可發現我所設計的數組作為「音樂延展」或是「啟動」(trigger)的動機音型或
是織體，在以琵琶作為標的，時而成為協奏曲主奏般的主角；或是單純退到弦樂四
重奏背景處，成為配角；又或是五個樂器融合為一體，亦主亦副，各自成為或主或屬
的角色，快速輪轉變化。於表象上，看似不按牌理出牌的不可預期性之音樂開展，卻
又在樂曲中多處可見作為類似「信號」的「似曾相似」之動機或是聲響織體，乃至於
音樂之呼、吸感之相互同步或是違和，期待進一步在深層處尋得此作品的核心素材
與思維，並希望能以音樂在時間流內引領聽眾，從焦躁煩悶出發，最後音樂旅程進行
至無限流轉，在有點彌留但平和，最後隨聲音甩向遠處，凌空結束。

第一樂章：中庸的快板 (極溫柔的 ) Allegro moderato (très doux) 

第一樂章：F大調，非傳統的奏鳴曲式。整個樂章以抒情為基調，沒有對
比性的主題，調性的鋪成也因調式和大小調的混用而顯得模糊。第一主
題為溫暖動人的調式旋律，由第一小提琴主奏，伴奏的第二小提琴與大
提琴在F大調音階上沉穩上行，彷彿在固守開場主調的穩定性。第二主題
由第一小提琴與中提琴以二個八度之距齊奏，形成獨特的音響。發展部
由第二主題展開，第一主題接續，彼此交換輪替到重疊，互相纏繞，直入
高潮。曲終前，拉威爾再度跳脫傳統奏鳴曲式昂揚華麗的結語，任抒情
的第一主題持續悠揚，最後在第一小提琴的輕聲吟詠中慢慢地消失。

第二樂章：相當輕快 – (饒富節奏感的 ) Assez vif – (très rythmé) 

第二樂章：A小調，詼諧曲式。主段的第一主題源自第一樂章第一主題的動
機音 (AE)，外聲部是3/4拍的主旋律，由6/8拍的內聲部伴奏。垂直交疊的
節拍形成三對二節奏，在四個聲部裡產生層層交錯的重音，撥奏起來更具
動感與活力。第二主題可溯源自前樂章第二主題的節奏特性，為極具歌唱
性的旋律，從伴奏的十六分音符和顫音中獲得動力而持續推進。中段是略
帶感傷的抒情旋律，主段的第二主題承接相應，由開場的撥奏主題伴奏。
靜與動之間彼此拉鋸，形成情緒的張力。中段皆以弱音器拉奏，與主段明
亮快活的撥奏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三樂章：非常緩慢地 Très lent 

第三樂章：降G大調，帶有序奏及後奏的複合三段式。四把提琴以弱音器
齊聲低吟，騷動的顫音輕聲揚起，空隙中以休止符填入沉靜，樂章一開場
即營造出濛茫縹緲的意境。此段序奏在曲終前將會再現，作為樂章的結語。
三個樂段的主題素材和創作手法皆引用於第一樂章，但主題的變形天馬行
空，充滿創意和想像，唯有音樂轉折時插入的第一主題 (AGAE)是清晰可辨
的。此樂章有豐富的情緒轉折和速度變換，音色和力度亦變化多端，頗有
交響曲的架勢。樂段間透過弱音器的使用和不同奏法凝造不同的氛圍，四
把提琴各自綻放魅力。中提琴多次導入主題旋律，其深沉濃郁的音色更添
樂曲的沉鬱氣息。

第四樂章：活躍激動的 Vif et agité

第四樂章：F大調，自由的輪旋奏鳴曲式。四把提琴以狂風席捲的半音音群
為樂章揭開序幕。此快速顫音將會持續流竄成為樂章的情緒基調，激化樂
曲的張力。二個主題分別取材於第一樂章第一主題 (AGAE)和第二主題，在
快速顫音或十六分音符的催促下顯得急躁不安。樂章結束前，循環的第一
主題會再以不同形貌悄然躍入，但在喧鬧的快速顫音中即疾速瓦解。此樂
章的另一特色為頻繁變換的拍號和五拍節奏的運用。不對稱的五拍 (5/8、
5/4)與3/4拍不規則地輪相交錯，在猛烈疾馳的顫音中挑戰當代人們對節奏
穩定性的感官認知，首演時確實嚇到不少聽眾。佛瑞也嚴厲批評過這首弦
樂四重奏。他認為此樂章的篇幅過短，「發展不全，前後失衡，根本是個敗
筆。」殊不知過了一個世紀之後，這個鋪成複雜但內容精煉的樂章依舊是後
世作曲家效仿與研究的創作典範。

曾士珍 撰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鋼琴演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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