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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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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則代表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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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樂集與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台北場 鳳甲美術館
  2010.1 1 .06   六   2:30 pm

新竹場 交大藝術季  
 國立交通大學演藝廳   
 2010.11 . 24   三   7:30 pm

特別感謝                                                                                  對春秋樂集所有活動的支持與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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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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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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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份子入世批判的狂飆運動。

執行長

春秋再現 ~寫於春秋樂集 2010秋季巡演前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邱君強

謝宛臻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音樂總監



    

董昭民：羅盤 (2010)–為二胡與弦樂四重奏 (世界首演)  
Tung Chao-Ming: Compass (2010) for Erhu and String quartet (world premiere)

潘世姬：雙溪之秋–給弦樂四重奏
Pan Shyh-ji: The Autumn of Shuangxi for String Quartet

馬水龍：琵琶與弦樂四重奏 
Ma Shui-Long: Pipa and String Quartet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貝多芬：降E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127
Ludwig van 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E flat major, Op. 127

演出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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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博士，先後主修歷史音樂學、民族音樂學，副修文化人類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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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渡音樂學刊》創刊號主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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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樂學導論、

台灣音樂史、歌仔戲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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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專題等。專書有《音樂欣賞》、《音樂評論》、《不固

定樂思》、《台灣的音樂》、《台灣當代作曲家》、《台灣的真情樂章─郭芝苑》、  《鄉土．

鄉音．鄉情─張炫文的土地之戀》等並擔任《台灣音樂百科辭書》〈當代篇〉主編。

顏綠芬 教授   導聆
董昭民：羅盤 (2010) –為二胡與弦樂四重奏   樂曲解說
Tung Chao-Ming: Compass (2010) for Erhu and String quartet

台灣作曲家董昭民於 1969年出生於臺北。作曲師事錢南章教授，德國

Johannes Fritsch，Mauricio Kagel 及 Nicolaus A. Huber。1999年夏天獲最

高藝術家文憑並以該校最優異成績畢業。同年獲頒德國科隆巿政府作曲

獎及獎學金。2001年獲台灣國家文藝基金會的作曲贊助，2004年獲德

國柏林 illaurora 藝術家獎學金，2006年獲許常惠音樂創作獎民族器樂類

第二名，2008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師組音樂作曲類特優，同年並獲國

藝會補助，發行他個人第一張創作作品集 "音之旅 "。   

這首為二胡與絃樂四重奏創作的樂曲以 "羅盤 "做為的樂念發想與延伸，表達作者當

下的內在情景與思緒。利用東西方絃樂器在構造及演奏上的差異性，尋求音樂寫作

的素材與表達上的戲劇性張力。無指板的二胡，運用不同的手指壓力， 做出具壓抑性

的微分旋律，對應提琴家族在指板上的各種壓絃與運弓技法，呈現出音樂的張力對比，

呼喚出內在的意象情緒。曲名為 "羅盤 "，卻是一個在失去重心引力環境中的羅盤，

漂移落停，游散定聚。此曲紀念兩年前過世的德籍阿根廷作曲大師 Mauricio Kagel，

並取其沙龍管絃樂組曲名稱 "羅盤 " (Windrose)作為此曲標題，感懷恩師教澤。 



1939年生於台灣基隆。1964年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前國立藝專 )，主修作曲；師

事蕭而化教授，音樂理論；師事許常惠教授、盧炎教授。1972年獲德國雷根斯堡音樂學

院全額獎學金赴德留學，師事席格蒙博士 (Dr. Oskar Sigmund)，1975年以最優異成績畢

業。曾兩度獲得金鼎獎，並曾獲中山文藝創作獎、吳三連文藝創作獎等，作品包括管弦

樂、室內樂、鋼琴曲、聲樂曲與合唱等百餘首，經常發表演出於國內外；其作品「梆笛

協奏曲」於 1983年由羅斯托波維奇指揮美國國家交響樂團於臺北國父紀念館演出，並      

以衛星實況轉播至美國 PBS公共電視網，深獲國內外人士好評。1986年獲美國國務院

傅爾布萊特學術獎助赴美進行研究，並於紐約林肯中心等地區舉行四場個人作品發表會，

亦得到紐約時報及其他地區極佳樂評；紐約時報知名樂評家 Bernard Holland就曾寫道：

「…綜觀馬水龍先生發表的作品，他突破了東西方音樂的藩籬，並揉合了東西方音樂不

同之表現手法與傳統特質，予以平衡處理，成功的表達他自我文化內涵與思想，而不落

俗套，實為難能可貴…。」他是第一人於美國紐約林肯中心作整場個人作品發表會的臺

灣作曲家。1991年被列入「世界名人錄」及「五百名人錄」。1992年被列入世界音樂辭

典 (Contemporary Composers)，1994年獲文建會獎助至美國進行學術研究，並於北伊大、

耶魯、哈佛等大學作專題演講。1999年，榮獲第三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音

樂類得主。2000年亦被列入葛式音樂辭典 (Grove's Dictionary)，同年榮獲總統府特授予

二等景星勳章。2007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國立台南大學名譽博士、國立台北藝術大

學名譽博士。

馬水龍曾任教於臺南科技大學(前台南家專)音樂系、東吳大學音樂系，曾任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前國立藝專)音樂系主任，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前國立藝術學院)音樂系創系主

任、教務長、校長，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常務委員及科技顧問室顧問、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委員及文建會基金管理會委員、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規劃委員、亞洲作曲家聯盟總

會執行委員兼副主席、亞洲作曲家聯盟臺灣總會及臺灣作曲家協會理事長、臺灣音樂著

作權人聯合總會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行政法人中正文化中心董事、財團法人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現任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研

究所講座教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暨研究所教授、亞洲作曲家聯盟臺灣總會榮譽

理事長、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春秋樂集」創辦人，並擔任此活動之顧問。

琵琶在傳統撥絃樂器中算是表現力最豐富的一種，其特殊的演奏技法如︰吟、伏、拖、捻、撒、煞、

輪與滾、張力滑音、絞弦…等，可展現獨特的音樂風貌與魅力，是其他樂器所無法取代的。作曲

者特意嘗試將剛柔並濟個性鮮明的傳統獨奏樂器與西方弦樂四重奏的編制結合與對話，以期探索

另類的音樂風格與內涵。本曲 2000年應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委託創作之作品，2000 年於

國立藝術學院展演中心舞蹈廳舉行世界首演。

馬水龍：琵琶與弦樂四重奏   樂曲解說
Ma Shui-Long: Pipa and String Quartet

紀念生命中一段殘折斷卷的日子。第一樂章 "山色 "透過雙溪山巒靜瑟寧遠的體態與千變萬化的

姿態—看似重疊卻又不全然平行，  看似如此貼近卻又那般遙遠，  遠看是一座山，  近看卻是萬重山，  

看似兩座山的交會，  卻是太陽陰影所造成的幻象—描寫大地生成變化的種種中和氣質。第二樂章

"晚景 "捕捉從雙溪大崙尾山眺望觀音山那段追著太陽下山的無數歲月。 

台灣苗栗人。於 1988年以融合中國古琴哲學思維以及當代音樂技巧的博士論文獲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研究所博士論文獎，隨即展開專業創作及教學的生涯。強調以融合的

美學觀點作為創作的基底，積極創作具有亞洲人文思維的作品，詳見 Grove Dictionary 

(2000版 )。  

現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專任教授、台加表藝工作坊藝術總監、加台音樂與藝術

交流基金會執行長。曾任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暨中華民國作曲家協會理事長、

亞洲作曲家聯盟執行委員。曾獲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 (1985,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USA)；加拿大國家藝術諮詢會 (1980-81, Canada Arts Council, Grant B)；Manitoba 

Arts Council Grant (1980) 等創作獎助；1986年 Eugene O'neil 戲劇中心駐中心作曲家；

1991年 Composer Conference 音樂中心作曲家；1998年國科會甲等論文獎。著有盧炎 (時

報出版，共同作者陳玠如 )、均衡性音高結構 (青潭出版 )。曾主持國家文化資料庫的台

灣作曲家手稿曲譜及影音資料數位化計畫，完成前輩作曲家郭芝苑的台語藝術歌曲與盧

炎的國語藝術歌曲等數位化資料工作，並完成感覺盧炎網站，見 http://nrch.cca.gov.tw/

ccahome/website/site12/meet.htm。

於 2000年創辦台加表藝工作坊，致力於推動優秀青年音樂 /創作人才的培育工作。至

今替文建會辦理過多次室內樂培訓與作曲人才培訓專案計畫：如加台夏季音樂節 (2001，

2002)、室內樂種子人才培訓 (2001-2003)、作曲種子人才培訓等 (2003)。

近年來，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周文中的音樂與理論。作品主要以室內樂為主，並於台灣、

美國、加拿大、法國、韓國、中國、紐西蘭、泰國等國發表作品。

潘世姬：雙溪之秋   樂曲解說
Pan Shyh-ji: The Autumn of Shuangxi for String Quar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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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號降 E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編號 127，則為貝多芬在晚期風格追求新聲響創

作下的最後五首弦樂四重奏的第一首 (作品編號分別為 127、130、131、132、135)。

該首樂曲受 Galitzin王子的委託而創作，於 1825年 3月 26日首演前兩個禮拜完成創

作，當時由 Schuppanzigh領導的四重奏團擔任演出。樂曲的創作到演出只有兩星期

時間的練習，在演出當天並不令人滿意。後來貝多芬將此曲再次交由另一位著名小

提琴家 Joseph Böhm (著名小提琴家姚阿幸 Joseph Joachim的老師 )及其四重奏團擔

任演出，此次練習在貝多芬親自的監督下進行，在音樂會當天獲得喝采。(參見表格 )

此曲採用降E大調，為貝多芬表達「威嚴尊貴」的一貫美學態度，像是：第三號交響

曲「英雄」、第五號鋼琴協奏曲「皇帝」等等。這首四重奏一開頭的序奏，充滿莊

嚴而肅穆的氣氛，正反映貝多芬這方面的寫作傳統。

作品127這首樂曲由四個樂章所構成，第一樂章 (Maestoso–Allegro)，一開頭奏出簡

短而莊嚴的和弦，接著零聽到甜美柔和的旋律，輕快的進行第一主題，由莊嚴到柔

和的形式，貝多芬非尋常地進行反覆三次。貝多芬按傳統方式創作對比性的第二主

題，充分展現此樂章的轉調手法充滿動能。本樂章在處理主題的素材上，貝多芬採

用自由張力的內在焦慮感，呈現音樂情感內涵的戲劇變化，這是貝多芬採取不同方

式詮釋威嚴高貴的情操表現。

貝多芬：降E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127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E flat major, Op. 127

撰文 / 陳威仰 (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博士 )

Schuppanzigh Quartet Böhm Quartet

第一小提琴 IgnazSchuppanzigh Joseph Böhm

第二小提琴 Karl Holz Karl Holz

中小提琴 Franz Weiss Franz Weiss

大提琴 Joseph Linke Joseph Linke

第二樂章 (Adagio, ma non troppo e molto cantabile-Andante con moto) 堪稱該作品的核

心結構，該樂章創作的篇幅幾乎兩倍於其他的樂章長度，音樂內涵的深度有如一篇

至誠高貴的禱文，正如舒曼形容這個樂章「徘徊其中不知不覺已過了15分鐘，感受

到永恆存在的狀態」。本樂章是由一個如歌曲般的旋律主題與五個自由變奏的形式

所構成，曲風充滿想像特質，整體變奏有如ABA的曲式，第三變奏放置在中段的位置

上，這一篇禱文中最為崇高的宗教性，影響整個樂章的曲風走向。

第三樂章 (Scherzeando vivace) 非常快速有力的詼諧曲的特色，以小節奏做為單位，

展現在整首樂章的時空內自我推進的驅策力，貝多芬以對位手法處理這種熱情的戲

劇效果，樂曲中段以快速移動的方式，更凸顯整體樂章的跳躍如湧泉般的舞蹈音

樂，展現在弦樂的特殊技法中，如撥奏等。在曲式上，主要主題由大提琴來擔任，

之後弦樂器之間藉由賦格守法彼此交替進行。

第四樂章 (Finale, Allegro) 在音樂的表現上充滿優美旋律、而具有活力的聲響，似乎

吐露出貝多芬意欲解決精神上的紛擾，前三個樂章貝多芬將耳朵的痛苦潛藏在音樂

的激動之內，在最後這個樂章，得到一種令人安慰的解決。該樂章的音樂表現，具

有謹慎的鋪陳，一般民風特質的音樂。主要的主題帶有靈巧的怪異特性，激切的節

奏伴奏型態，散發出出一種鄉村田園風格的歌調信息。

貝多芬在1824年到1926年之間晚期五首弦樂四重奏，終歸在歷史上展現出嶄新而具

有原創的風格與手法，強烈表達人性的思維，身心煎熬的真實痛苦感受，這晚期的

弦樂四重奏在許多評論者筆下，具有「高度複音的自由性、和聲的大膽特質」，這

些是貝多芬自身的特質，也是後人難以模仿的音樂自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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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榮   琵琶

現專任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曾與國立台灣國家國樂團、台北市立國

樂團、高雄市立國樂團、中華國樂團、台南市立民族管絃樂團、當代青少年國樂團、

小巨人國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台灣省立交響樂團、世紀交響樂團、國防部管

弦樂團、美國西雅圖愛樂管弦樂團、南瀛交響樂團、台北樂興之時交響樂團、長榮

交響樂團等合作琵琶協奏曲：【飄】【祝福】【天鵝】【春秋】【秋夕】【花木蘭】【高原魂】

【塞上曲】【祁連狂想】【春江花月夜】【西雙版納的晚霞】【草原小姐妹】【怒】【功夫】

【春雷】【天祭】【玉露珠】【武嶺尋勝】【月兒高】【海青拿天鵝】【陰霾】【琵琶行】【秋

閨怨】【梁祝】【樂興之時】自 1982 年起迄今演奏足跡遍及台灣、 希臘、義大利、德國、

英國、法國、比利時、瑞士、荷蘭、美國、韓國、日本、越南、蒙古國、印度、香港、

新加坡。

CD出版品：琵琶與交響樂團《封神榜》、王世榮的琵琶新視界《古苑尋聲》

黃正銘   二胡  

現任采風樂坊團長與藝術總監，同時也是采風樂坊創團者。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音

樂系國樂組以及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國樂系。在國樂界

相當活耀的黃正銘，曾赴大陸進修，致力於推廣傳統絲竹音樂。長年策劃、製作、

演出采風樂坊各型絲竹音樂會以及個人獨奏會，著有二胡基礎教材及輔助教材各三

冊。曾隨張月娥、黃文亮、吳榮燦、李鎮東和劉明源老師學習胡琴演奏；曾任中廣

國樂團首席，且隨彭修文、楚世及、Michel Rochat等老師學習指揮。

2005年帶領采風樂坊製作頗具開創性的東方器樂劇場之【十面埋伏】；2007年嘗試

把傳統器樂注入搖滾與電子的風格，製作了【東方傳奇—搖滾國樂】；2009年親自打

造全新的東方器樂劇場之【西遊記】； 2010將再度創作東方器樂劇場系列作品【無極】。

他豐富的音樂素養與遠見，屢次帶領采風樂坊赴國際知名的藝術節演出，深獲國際

人士讚許。1991-2010 年間，足跡遍及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

波蘭、荷蘭、克羅埃西亞、立陶宛、菲律賓、哥斯大黎加、日本、韓國…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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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耿銘   小提琴 / Eidos弦樂四重奏

目前任教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2008年獲頒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特優碩士學位。

2000就讀於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 (Universitaet fuer Musik unddarstellende 

Kunst Wien)師事 Prof. Michael Frischenschlager, 師事 Prof. ErnstKovacic.1999年 國立

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 (台灣就學期間師事林金生、葉乃誠、涂惠民、紀珍安、陳宗

成、蘇顯達、廖嘉宏老師，亦曾擔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交響樂團首席、台北世紀交

響樂團首席、普羅藝術家樂團首席 )。2009年 9月與鋼琴家盧易之和台北縣立交響

樂團合作演出孟德爾頌雙協奏曲。2002-2008擔任維也納太平洋青年樂團首席兼任

團長， 期間與維也納愛樂首席 Rainer Honeck 在維也納音樂節合作演出巴哈 d 小調雙

小提琴協奏曲，並受邀華沙夏季音樂節擔任獨奏演出 Vivaldi " 四季 "。2006年 2月

於維也納愛樂協會 Glaeserner廳 (Musikverein Glaeserner Saal)演出莫札特第二號小

提琴協奏曲，5 月首演 Bjoern Raithel 小提琴協奏曲，均獲得相當大好評。2005年 6

月與台北世紀交響樂團於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2000於維

也納成立 Quadrifoglio Quartett，擔任第一小提琴手，該室內樂團獲甄選於法國 Aix-

en Provence 音樂季以及委內瑞拉 Toval 室內樂音樂節演出， 並獲得曼紐因協會贊助，

受邀於維也納音樂廳舒伯特廳 (Konzert Haus Schubert Saal)與 Eisenstadt海頓音樂節

(Haydn Festival)演出， 並長期參與奧地利國家廣播公司 (ORF)音樂長夜 (Lange Nacht 

der Musik)。2000樂壇新秀系列與中提琴家趙怡雯和台北縣交響樂團合作演出莫札

特雙協奏曲。1997受邀至國立巴黎音樂學院演出，同年獲得師大協奏曲比賽第一名。

1995年隨亞洲青年管絃樂團 (Asian Youth Orchestra)至美國及日本各地演出，在美國

白宮擔任協奏曲獨奏演出。

唐震   小提琴 / Eidos弦樂四重奏

出生於高雄，十歲習琴，蒙於王碧樂老師，後師事羅契柯教授  (Prof.  Vladimir 

Klochko)，廖嘉弘教授。先後就讀台中市雙十國中音樂班、台中二中音樂班。

1995年通過甄選受邀代表台灣前往日本參加第二屆柴可夫斯基青少年小提琴大賽 (2nd 

International Tchaikovsky competition for young people) 1997年，獲台灣省小提琴比賽

青少年組冠軍。同年夏天，赴奧地利薩爾斯堡莫扎特音樂院 (Universität Mozarteum 

Salzburg)深造，拜入 Prof. Helmut Zehetmair門下，並向 Prof. Veronika Hagen學習中

提琴。在奧地利 10 年的留學期間， 曾任 Pro Musica Symphonie Orchestra 首席， 長期

在 Salzburg Konzertgesellschaft擔任首席及中提琴手，Salzburger Musici首席及獨奏

小提琴，並曾多次 Salzburger Musici室內樂團在 Schloss Mirabell "Marmorsaal"以及

Festung Salzburg協奏貝多芬 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巴哈的雙小提琴協奏曲、薩拉薩

泰的 " 卡門幻想曲 " 以及莫扎特的小提琴協奏曲等，並曾任該樂團首席、中提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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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雨沛   中提琴 / Eidos弦樂四重奏

1976年出生於台北，就讀於私立光仁小學、國立師大附中國中、高中部，曾榮獲

北市南區中提琴第一名和台灣區總決賽第二名殊榮。師大附中高中畢業後考取德國

國立科隆音樂院 (Musikhochschule Cologne)與 Prof. Matthias Buchholz門下研習中提

琴。於 2001年初夏，以特優成績獲取德國中提琴演奏家及獨奏家最高文憑 (Diplom 

& Konzertexamen)。在校期間曾多次參與 Alben Berg Quartett (Abq) 已故中提琴大

師 Prof. Thomas Kakuska室內樂課程，及各歐洲中提琴大師班夏季研習營講座如：

Professor Moog (Sion, Schweiz)、Sergio Collot (Koblez, Germany)、Bruno Giuranna 

(Cremona, Italy)等研習詮釋各樂派之演奏技巧和相關手指基礎訓練等細節。1997 年

於留德期間榮獲德國 "Stiftung Helga Und Paul Hohnen"私人基金會之中提琴個人組

演奏比賽第三名殊榮。2000年 8月參加著名德國慕尼黑國際比賽 (Ard)獲選晉級中

提琴個人獨奏入圍準決賽。由於在義大利音樂季 (Gubbio Festiva)個人演出獲得中提

琴大師賞識提攜，爾後在恩師 (Mastro Bruno Giuranna)的弦樂研習營繼續長達三年

之深造。(註解：位於義大利北部克里蒙那製琴城市 (Cremona)之器樂收藏基金會

"Accademia Walter Stauffer"為弦樂家族所設立之免額獎學金，為目前唯一榮獲獎學

金之台灣中提琴家 )。2002 初夏回台後，積極參予多元化室內樂合作系列及個人演

出和教學工作；2003年加入台北張榮發基金會之長榮交響樂團中提琴一職，2005 

年與三位留歐之好友音樂家共同成立德法弦樂四重奏 (G&F String Quartett)，推廣德

奧樂派之室內音樂系列；同時期兼任宜蘭縣羅東高中及國華國中音樂班之室內樂教

職，曾帶領校內鋼琴五重奏學子們參與台灣區室內樂省賽獲取優等殊榮。目前任職

於長榮交響樂團中提琴副首席，Eidos String Quartet 之弦樂四重奏中提琴；並於私立

輔仁大學、私立東海大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樂系擔任助理教授乙職。

林宜嫺，台南市人；五歲啟蒙，九歲開始學習大提琴，畢業於台南市永福國小，大成

國中音樂班，1995年通過教育部甄試，保送省立台南女子中學音樂班；1998年 4月

考上國立藝術學院，同年赴德奧考取柏林 Hanns Eisler 音樂院以及國立維也納音樂學

院，1998年 10月赴奧深造，師事 Prof. Valentin Erben (慕尼黑大賽得主，阿班貝爾

格四重奏大提琴手 )，Prof. Wolfgang Aichinger (維也納交響樂團大提琴手 )。留學歐

洲期間，曾多次任維也納音樂大學學校樂團大提琴首席，並參加過世界青年管弦樂

團 (Jeunesses Musicales World Orchestra)德國 Schleswig Holstein Festival音樂節，太

平洋音樂節 (Pacific Music Festival)，Internationale Sommeradmic Mozarteum，Wiener 

Meisterkurse fuer Musik 等大師班受柴可夫斯基大獎得主 Arto Noras，GustavRivirus，

Miklos Perenyi，Micheal Sandering，Wen-Sinn Yang 指導。

2005年 3月以最優異成績畢業於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藝術表演大學，獲得演奏碩士文

憑。並受邀參加第 54屆國際慕尼黑音樂大賽 (ARD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05 Munich)。2006年 7月于台南大學雅音樓舉辦 " 琴韻新聲 " 大提琴獨奏會。

2007年獲選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 " 巴赫新聲 " 新秀。現任國家交響樂團演奏團員，

曾任教於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兼任講師，大成國中音樂班。

林宜嫺   大提琴 / Eidos弦樂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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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致遠   小提琴 / 泉源室內樂集 尤儷璇   小提琴 /泉源室內樂集

美國紐約茱莉亞音樂院 (The Juillard School)管弦樂指揮碩士。

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打擊樂碩士 /音樂演奏學士。

現任職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小提琴演奏團員、炫音室內樂團團長、正心高中音樂班管

弦樂團指揮、清水國中小提琴教師。1978年出生臺中市，五歲時由父親張玉祥 (前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首席、助理指揮 )教授小提琴。12歲時獲得 Walnut Hill School For 

The Arts (Whs) & Neenglandconservatory (Nec)獎學金赴美學習音樂，14年期間獲全

額獎學金分別近入 Whs、新英格蘭音樂院 (Nec)、波士頓音樂院 (Bc)、波士頓大學

(Bu)、紐約茱莉亞音樂院 (The Juillard School)。主修管弦樂指揮、小提琴、打擊樂器

等。音樂受教於前波士頓交響樂團 (Bso)第二小提琴首席 Marylou Speaker Churchill

教授、Marimba木琴著名演奏家 Nancy Zeltsman、Bso定音鼓首席 & Bu打擊樂係主

任 Tim Genis教授、德籍指揮名師 Otto Werner Mueller。1998年美國 Zildjian打擊樂

優秀青年演奏家獎學金得主。2001年獲全額獎學金錄取近入 Tanglewood音樂營，與

Seiji Ozawa、Andre Previn、James Conlon、Keith Lockhart、Roberto Abbado、Oliver 

Knussen等世界級名指揮家同台演出，同時受邀擔任波士頓交響樂團 (Bso)音樂會客

席演出。2002年擔任茱莉亞愛樂管弦樂團助理指揮、打擊樂器演奏赴義大利巡迴表

演。同年 5月受邀在 Flushing指揮紐約臺灣會館交響樂團演出，深獲好評。2006年

9月受邀前往斯洛伐克參加大師 Jorma Panula指揮研習營，同時指揮斯洛伐克愛樂

交響樂團演出馬勒 "第五號交響曲 "，備受大師肯定與讚賞。2008年 7月指揮國立

台灣交響樂團『敦親睦鄰』音樂會演出。2008年 9月義大利『Antonio Pedrotti 』第

十屆世界指揮大賽晉級複賽第二輪，指揮樂團表現深具潛力。2009年於墨西哥參加

『Eduardo Mata』國際指揮大賽晉級前六強。

尤儷璇，現為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團員，畢業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琵琶地音樂院 

(Peabody Institute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取得小提琴演奏碩士學位，師事

曾耿元教授。自美返國以後，亦積極投入教學領域，目前任教於曉明女中、清水國

中、光復國小等校音樂班。

近年演出活動：2009年7月受邀參加「海峽和平交響樂團」，巡迴北京、上海等地演

出。8月入選財團法人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巴赫新聲」系列，於台北巴赫廳舉辦個

人獨奏會；12月於員林演藝廳舉辦法國號、小提琴、鋼琴三重奏之夜。2008年12月

受師大中區音樂系友會之邀，演出「清、簡、減、探」城市美學系列音樂會。2007

年7月於台北國家演奏廳舉辦個人獨奏會。2006年1月考取國立台灣交響樂團。4月與

普羅藝術家室內樂團在台北國家演奏廳協奏演出莫札特小提琴協奏曲。

20 _ 春秋樂集  2010 秋  _ 演奏家 _ 泉源室內樂集 春秋樂集  2010 秋  _ 演奏家 _ 泉源室內樂集  _ 21



蕭惠珠   中提琴 /泉源室內樂集

高雄縣人，主修中提琴、先後畢業於高雄市信義國小音樂班、新興國中音樂班。在

台師事趙妙雯老師、陳恆明老師。1991-1992年兩度獲得高雄市少年組中提琴音樂比

賽第一名、1995年獲得高雄市青少年組中提琴音樂比賽第一名、1995–1996年兩度

獲得台灣全省青少年組中提琴音樂比賽第一名佳績。

1998年由於陳恆明老師的推薦，前往德國並考取國立科隆音樂學院跟隨中提琴 Prof.

Matthias Buchholz教授習琴。由於特對室內樂喜愛，在德習琴 8年，參與了無數次的

室內樂演出； 1998年參加夏季漢堡國際音樂大師班 (Wohldorf-Ohlstedt Hamburg)專

功室內樂 &中提琴的部分。在校期間則是跟隨著 Prof. Schoneweg、教授 Prof. Spiri教

授及 Albanberg Quatett中的教授們學習 2002年獲得參與德國聯合多所音樂院獎學金

音樂比賽第一名佳績 (Hochschulinternen Wettbewerb-Stiftung Helga und Paul Hohnen 

1.Preis)。2003年畢業於德國國立科隆音樂學院獲得藝術家碩士文憑 (Kuenstliche 

Ausbildung)。2004-2006年擔任德國杜塞爾多夫交響樂團代理職位中提琴手，並考

進德國國立科隆音樂學院最高級演奏博士班，2006年 10月德國國立科隆音樂學院

最高級演奏文憑博士班畢業 (Konzert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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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佳文   大提琴 /泉源室內樂集

現職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大提琴副首席、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教育系兼任講師。

四歲由林榮德老師啟蒙。光復國小音樂班，並開始學習大提琴，師事張丁和老師、

賴怡蓉老師。雙十國中音樂班，師事林秀三老師。台中二中音樂班，師事李玫瑩老

師及林秀三老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師事孫琬玲老師及林克明老師。

德國國立斯徒加特 (Stuttgart)音樂院，師事 Prof. Peter Buck (為世界知名的 Melos 

Quartett中之大提琴家 )，取得藝術家文憑。又隨 Prof. Edgar Trauer學習室內樂。

1996年夏天考上德國奧斯堡 (Augsburg)市立歌劇院樂團，收集了許多寶貴的職業演

出經驗。

演出經歷 

1998.4 由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協奏演出德佛乍克大提琴協奏曲。

1998.6  於中壢藝術館及台中二中音樂廳舉行獨奏會。

1999.6 與伯楓絃樂四重奏於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及杉林屋舉行音樂會。

2000.4 受靜宜大學藝術季之邀以泉源室內樂集演出三重奏。

2002.6 於港區文化中心及高雄至善廳演出四重奏。

2003.11 代表樂團受邀前往歐洲演出四重奏。

2005.10  大提琴獨奏會 。

2006.12 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之邀於黃光男大師畫展開幕演出。

2000.6  大提琴獨奏會 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及新民高中演藝廳。

2008.3 獨奏會 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2008.6 室內樂音樂會 於新民高中演藝廳。

2009.4 獨奏會〈巴赫一三五〉於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廳及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演藝廳。



鳳甲音樂沙龍
2011.1.16  日	 十方樂集—歡樂擊樂節

2011.4.02  六	 廖皎含的兒童鋼琴世界

2011.7.02 	 六	 風潮大自然音樂系列—台灣聲態之旅

Concerts in MuseumC.I.M.
歡迎大朋友帶著小朋友
共同參與歡樂知性的音樂之旅

自由入場     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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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 贊助單位共同主辦主辦單位

春秋樂集創辦人 馬水龍 教授 邱再興文教基金會音樂總監 謝宛臻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邱君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