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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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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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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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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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簧管 ·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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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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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雙簧管首席及室內樂巡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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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C.I.M.親子音樂會」。自2006年至今，任教於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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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於巴黎近郊 Colombes音樂院開設雙簧管大師班課程。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 

音樂總監 謝宛臻

執行長

看著凱達格蘭大道牌樓上「精彩 100」的字眼⋯⋯「精彩」是指：辛亥革命

成功、北伐「統一」、二戰軸心國的戰敗鎩羽、台灣在人民的共同努力打

拼下，經濟起飛生活富裕⋯⋯？還是指：內戰頻仍、百姓流離、二二八事

件、白色恐怖、貧富差距日漸擴大⋯⋯？

在歷史的詮釋權尚未完全歸還給普羅大眾，依舊掌控在權力核心與所謂假

菁英份子及媒體操弄者手中的架構下，不思反省，只會趁此機會砸下大筆

民脂民膏予平日並不受重視的「藝文界」（何況只有極少數能雨露均霑），

與之共創「普天同慶」的虛假，恰是中（有「自我中心」及「中庸之道 亦

即不問是非、不偏不倚、騎牆鄉愿」之意）華醬缸文化最佳體現。

期待更多不隨波逐流的創作、批判、辯證、覺醒。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 

執行長 邱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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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曲目

春秋樂集委託創作蕭慶瑜：黯之外 ─ 為古箏與弦樂四重奏
Ching-Yu Hsiau: Voice in the darkness II– for Jeng and String Quartet, 2011

賴德和：待嫁娘 ─ 為雙簧管及弦樂四重奏
Deh-Ho Lai: Red Kerchief– for Oboe and String Quartet

陳中申：俠客行（李白詩）─ 為男聲朗誦、洞簫、琵琶及
弦樂四重奏
Chung-Sheng Chen: Ode to Gallantry by Li Tai-Bo, a Recitation for Male 

Voice, Xiao, Pipa and String Quartet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貝多芬：第 14號升 c小調弦樂四重奏，作品 131
L. van 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No. 14 in C-sharp Minor, Op.131

導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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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樂集．2011 秋．導聆 5



蕭慶瑜：
黯之外 ─ 為古箏與弦樂四重奏
Ching-Yu Hsiau: Voice in the darkness II–
for Jeng and String Quartet, 2011

樂曲解說

完成於2011年盛夏，其前身為《黯 為小提琴、大提琴與古箏的三重奏》（Voice in the darkness–Trio 

for Violin, Cello and Jeng, 2011），係因接受春秋樂集之委託，擇定將其大幅改寫所成。

如就本曲曲名分依中、英文檢視，其涵義似有不同：「黯」字其意為「光線微弱」或「頹喪感傷」，

例如「黯淡」或「黯然」。而”Voice in the darkness”其意則為「黑暗中的聲音」。實際上，二者皆

屬筆者在寫作時所試圖表達的內容：希冀能藉由弦樂器與古箏其各擁的細膩音色與表現力，以樂音

傳達出在黑暗中時而幽微、時而狂烈的光影姿態。亦或可將其轉化成為在黑暗中的燭火，自閃爍微

弱為始，經由燃燒成為熾熱烈焰，最終仍黯然寂滅的進程。另如將「黯」字拆解，則可成為「黑」

與「音」，恰與英文曲名同義。換言之，雖看似距離遙遠，實則殊途同歸。

全曲可約略分為五段，然如純就聽覺效果而言則屬一氣呵成，未具明顯的段落區隔。古箏須先行預

置，於低、中音域分別在琴絃間插入紙張與迴紋針；而弦樂亦不時穿插各類特殊演奏方式，以求得

更加多元化的音色表達。

作曲者介紹

出生於台中市，畢業於台中市光復國小、雙十國中、國立師大附中音樂教育實驗班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音樂學系；曾先後師事賴德和、盧炎、曾興魁與陳茂萱等教授。其後以優異成績通過考試、

獲教育部四年留法音樂全額獎學金赴法深造，進入巴黎師範音樂院（Ecole Normale de Musique de 

Paris），隨作曲家平義久 (Yoshihisa Taïra)專攻作曲，並獲作曲高等文憑。且另於 1992年考入法國

最高音樂學府—國立巴黎高等音樂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Paris）「二十世紀音樂風格寫作」班（Écriture du XXe siècle），師事艾荻‧蕾傑 (Edith Lejet)教授，

並榮獲第一大獎成績（1er Prix）畢業，為該班首位獲此殊榮之畢業生。返國後除從事教學與創作外，

亦以近代法國鋼琴音樂為研究領域，陸續發表以拉威爾、薩悌與若利維等人其鋼琴作品為主題之論

文。且曾出版專書：梅湘《二十個對聖嬰耶穌的注視》之研究（2002）與法國近代鋼琴音樂：從德布

西到杜悌尤（2009）。曾任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專任教職，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專任教授，亦執教於國立師大附中音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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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德和：
待嫁娘 ─ 為雙簧管及弦樂四重奏
Deh-Ho Lai : Red Kerchief– 
for Oboe and String Quartet 

樂曲解說

這是我 1974年為「雲門舞集」寫作的第一首舞蹈音樂，編制為弦樂四重奏及雙簧管。

緣起鄭淑姬的舞作構想，她想表達一個待嫁女兒心，時而想像自己未來丈夫體貼多

情，時而又擔心他粗暴不文，患得患失的少女情懷。舞作《待嫁娘》是「雲門」早年

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曾於國內外演出百餘場。

作曲者介紹

1978年獲 DAAD獎學金赴奧地利，在奧福學院（Orff Institute）研習音樂教育，並在莫

札特音樂院（Mozarteum in Salzburg）研習作曲。與「雲門舞集」合作的兩個舞碼 ──

《白蛇傳》（原曲名眾妙）和《紅樓夢》，先後獲得第 7屆吳三連文藝獎（1984）與第 12

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1987）。他堅信創作需根植於斯土斯民，也就是所謂的

民族性，因此其作品兼容傳統文化思維和西方現代作曲技法。2010年獲國家文化藝術

基金會的第 14屆國家文藝獎。

春秋樂集．2011 秋．作曲家 春秋樂集．2011 秋．作曲家

春秋樂集委託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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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中申：
俠客行(李白詩) ─ 為男聲朗誦、洞簫、琵琶及弦樂四重奏
Chung-Sheng Chen：Ode to Gallantry by Li Tai-Bo, a Recitation for Male Voice, 
Xiao, Pipa and String Quartet

樂曲解說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后，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錘，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俠客行》是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中的一首，抒發了他對俠客的傾慕，對拯危救難、濟世立功生活的

嚮往。第一段從俠客的裝束、兵刃、坐騎描寫俠客的外貌。第二段寫俠客高超的武術和淡泊名利的

行藏。第三段引入信陵君和侯嬴、朱亥的故事，以進一步歌頌俠客，同時也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抱

負 -俠客得以結識明主，明主借助俠客的勇武謀略去成就一番事業，俠客也就功成名就了。最後一

段表示，即使俠客的行動沒有達到目的，但俠客的骨氣依然流芳後世，並不比那些功成名就的英雄

遜色，寫史的人也應該為他們寫上一筆。

詩中講的是「信陵君盜符救趙」的故事。信陵君是魏國公族，姓魏名無忌，是大名鼎鼎的戰國四公

子之一。當時秦軍圍趙國首都邯鄲，趙國平原君到魏國請救兵，魏王卻無意援手，下令魏軍按兵觀

望。後來信陵君矯命奪兵權，指揮魏軍打敗了秦軍，拯救了趙國。過程中，侯嬴的功，是指點信陵

君請魏王的寵姬如姬盜取兵符，好讓信陵君拿了到前線指揮魏軍；朱亥的功，是一鎚打死不肯交出

兵權的魏國前軍統師晉鄙，所以李白說：「救趙揮金鎚，邯鄲先震驚。」

本曲為 2004年始作，為北市國詩書歌樂音樂會而寫。原只有男聲朗誦與琵琶。2008.9.26.為【簫聲

震武林】音樂會加入洞簫。2011.11.12.為春秋樂集發表而加入弦樂四重奏，並做小幅度修改，使更符

合詩中情境。

春秋樂集．2011 秋．作曲家 春秋樂集．2011 秋．作曲家

作曲者 / 男聲朗誦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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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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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第14號升c小調絃樂四重奏，作品131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String Quartet No. 14 in C-sharp Minor, Op. 131

春秋樂集．2011 秋．作曲家 春秋樂集．2011 秋．作曲家

第一樂章　 慢板，但不過於緩慢，極富表情的（Adagio ma non troppo e molto espressivo）

第二樂章　 極活潑的快板（Allegro molto vivace）

第三樂章　 中庸的快板（Allegro moderato） 慢板（Adagio）

第四樂章　 行板，但不過度，極富歌唱性的（Andante, ma non troppo e molto cantabile）─

 速度變快（Più mosso）─ 中庸的行板，令人欣喜的（Andante moderato e lusinghiero）─

 慢板（Adagio）─ 稍快板（Allegretto）─ 慢板，但不過於緩慢，單純的（Adagio ma non 

 troppo e semplice）─ 稍快板（Allegretto）

第五樂章 急板（Presto）

第六樂章 稍微近似行板的慢板（Adagio quasi un poco andante）

第七樂章 快板（Allegro）

貝多芬晚期絃樂四重奏譜寫於 1822-27年間，這些曲目是他特別為室內樂曲目奉獻的獨特瑰寶；換個角度，

不論在音樂技術方面或是思想方面，這些曲目也可以說是他遺留給世人的一道道龐大難題。貝多芬在 1810年

完成第 11號 f小調絃樂四重奏（op. 95）之後，有長達 12年的時間並未再創作同類型作品；最後，他以自己人

生當中最後的五年生命，重啟室內樂創作，並且以更深層的角度思考音樂的本質。其中具關鍵地位的轉折契

機，是來自尼可拉斯‧嘉利欽王子（Prince Nikolas Galitzin）的委託創作。1822年 11月，這位愛好大提琴演奏

的王子從俄國聖彼得堡寫信給貝多芬，希望這位偉大的作曲家可以為他創作幾首新穎的絃樂四重奏。結果，

這項委託彷彿點燃了貝多芬生命最終的創作烈焰，後來果真譜寫出一系列頗具革命創新精神的晚期作品。或

許因為如此，這些晚期絃樂四重奏即便在貝多芬過世之後，還是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被當作世人難以理解的

前衛音樂，甚至被視為是「無法演奏」的樂曲。

上述曲目當中份量最重、最具代表性者，當屬這首升 c小調絃樂四重奏。貝多芬大約從 1825年底開始創作此

曲，直到 1826年完成。此曲不論從樂章數量或順序安排、曲式、調性、主題、聲部織度和結構來看，都能輕

易看出此曲的特異之處。貝多芬在此曲展現的多種創見，以及多到快要滿溢出來的豐富樂思，似乎在挑戰絃

樂四重奏這個樂種可以容許的極限。此曲繁複龐大的形式與內容特徵，正如他在此曲手稿裡註記的──這首

絃樂四重奏像是「偷來的，並且它集結了到處可見的、各種不同的事物」，由此可見一斑。

從全曲樂章設計來看，全曲七個樂章之間彼此緊密相連、毫無停滯，演奏時不間斷，讓全曲形成一個龐大而

完整的整體，對於絃樂四重奏而言就已經是一項非比尋常的安排。這七個樂章份量長短不一，而且各自有不

同的音樂形式特徵；但若將此曲的樂章順序倒過來看，還是可以約略觀察到全曲根源自絃樂四重奏的傳統四

樂章架構：

傳統四樂章架構方案 貝多芬升 c小調絃樂四重奏樂章特徵

1.  慢速導奏 ─ 快板奏鳴曲式 第六樂章 3/4拍子慢速抒情樂章（28小節）–

 第七樂章 2/2拍子快板奏鳴曲式（388小節）

2.  舞曲或詼諧曲  第五樂章 4/4拍子急板，類似詼諧曲風格的輕快樂章（498小節）

3.  慢速抒情樂章 第三樂章 4/4拍子，抒情曲風的過渡樂段（11小節）–

 第四樂章 慢速樂章（主題與變奏，277小節）

4.  快速終樂章 第一樂章 2/2拍子，慢速且抒情的復格曲（121小節）–

 第二樂章 6/8拍快速舞曲風格樂章，輪旋奏鳴曲式（198小節）

此曲第一樂章的設計令人詫異。貝多芬運用緩慢且莊嚴的復格曲樂章為此曲揭開序幕，顯出他在音樂創作和

思想上嚴肅、深沉且神聖的一面。復格主題以樂曲一開始的頭四個音（G -B -C -A）為主要動機，並且在後

續樂章以不同的形貌次第出現，以此統一全曲。由第一小提琴演奏的後續主題旋律，則以高雅穩重的級進旋

律接續前述的四音動機，並且和其他聲部共同編織出第一樂章綿密的樂音之網。這個表情豐富的復格曲樂章

最後結束在升 C大調上，貝多芬讓四個聲部一同以主音（C ）結束全曲。

緊接而來的第二樂章轉變成輕快流暢的 6/8拍舞曲，並且由第一小提琴呈示舞曲主題。在進入這個樂章時，

貝多芬沒有經過任何轉調手續，就直接進入 D大調主調性，這似乎是貝多芬把前一個樂章的主音視為本樂章

的導音所致。

第三樂章相當短，可視為過渡樂段的功能，音樂上較不具獨立鮮明特性。從中庸的快板進入前一樂章的關係

小調（b小調）調性區，但只維持了五個小節；進入第六小節之後，速度變成慢板，由第一小提琴興奮地奏

出細膩的華彩旋律，像是終止奏（cadenza）的炫技風格，導入 A大調半終止，並且引進隨之而來龐大的第

四樂章，進入 A大調。

第四樂章（A大調，2/4拍子）是此曲的核心樂章，音樂長度和份量都相當可觀，並且展現貝多芬晚期音

樂大量運用變奏技術，造就出多樣化音樂風貌的重要特徵。兩句八小節長度的抒情性主題以「如歌似的」

（cantabile）表情由二位小提琴手合作奏出，並且會演奏兩次；再次重覆演奏主題時，音樂內容會出現些許改變。

在主題樂段之後共有六段變奏，各段變奏也都出現重覆演奏、並且改變該段變奏內容的現象。唯獨第五段變

奏在重覆演奏時沒有出現改變，僅只是單純的重覆而已。

第五樂章轉為急板、4/4拍子，並且進入 E大調。音樂呈現明快、有活力的節奏動能，類似傳統的詼諧曲風

（scherzo），但顯然在節奏特徵上和詼諧曲的快速三拍子節奏不同。詼諧曲中間的對比性段落（trio）在此樂

章中出現兩次，穿插在主要樂段之間，使得整個樂章反倒比較近似輪旋曲式。樂章結束之前，再次使用主要

樂段的素材作為尾奏，這是主要樂段素材的第三次出現。

第六樂章升 g小調的調性和前一樂章（E大調）形成三度關係，樂風透著徐緩柔和的氛圍，就像是一曲只有

28小節的 3/4拍讚美歌，同時也像是第七樂章的慢速導奏。第七樂章是全曲唯一完整的奏鳴曲式樂章，音

樂再度回到本曲主調性（升 c小調），以及發展變化之後的第一樂章主題素材，並且在樂聲中屢屢展現強烈

的戲劇性和搏鬥的意志。樂章最終轉入升 C大調，減速之後的尾奏，結束在明亮且飽滿的強力大三和絃上，

為此曲劃下輝煌耀眼的終止。

文 / 車炎江（北藝大音樂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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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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箏

葉娟礽  Jiuan-Reng Yeh

春秋樂集．2011 秋．演奏家春秋樂集．2011 秋．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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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

王世榮  Shih-Ro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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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笛簫演奏家陳柏元為全台唯一一位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專業 (A)組台灣區笛、

簫雙料冠軍獲得者，並同時囊括了中華民國國樂學會全國吹管擦弦大賽青少年組、

成人組笛子項目冠軍等多項大獎。也受訪於新新聞雜誌、浙江衛視電視台為專訪人

物並錄製音樂專欄節目。

現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樂系碩士班研究生，師事陳中申教授。副修鋼琴、作曲並

師事於周兆儀、陳怡靜、隋利軍教授。在校期間曾隨鄭德淵院長、黃俊錫教授赴日

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交流演出並曾榮獲優秀學生獎學金。並於2010年 12月碩

士班甄試以榜首成績考取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樂系碩士班。

近年來致力推廣本土音樂，2011年擔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桃園縣政府藝文活動《桐

花祭》音樂總製作，為2011年《桐花祭》譜寫2011年桐花祭主題曲「桐花辭」並於

2011年《桐花祭》開幕式中首演。

洞簫

陳柏元  Po-Yua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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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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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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管弦與擊樂研究所。2006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之博士班助教獎學金，擔任該校 Graduate String 

Quartet小提琴手。並於2008年獲得坎薩斯城 Musical Club獎學金。於2011年取得

小提琴演奏博士學位。曾師事謝宜璇老師、李淑德教授、蘇顯達教授、名小提琴

家 Benny Kim。曾受 Christophe Boulier、Toru Yasunaga、M.Antoine Goulard、Joseph 

Silveisten、張萬鈞、Lukas David、Midori等大師指導。室內樂曾師事蘇顯達教授、蘇

正途教授、Benny Kim教授、Robert Weirich教授、Carter Enyeart教授與李捷琦 (Scott 

Lee)教授。室內樂曾接受 Guarneri String Quartet、Miro String Quartet與 Brentano 

String Quartet之指導。在台、美求學期間，曾多次擔任校內管弦樂團及絃樂團聲部

首席。現任教於花崗國中音樂班、建安國小、清水國小以及南湖國小，並為台灣弦

樂團與台北愛樂管絃樂團團員。

小提琴 / 柘室內樂集

陳玉芬  Yu-Fe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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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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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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樂集．2011 秋．演奏家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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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宛臻

結合優秀的演奏家教授群與兩位新秀，呈現經典室內樂排行榜與歡慶李斯特年的精
彩作品；以曾毓忠教授的新作「形、意、象–為大提琴與 Max/MSP即時互動電子音
樂」做為世界首演，一展交大創意與演奏的光芒！

交大室內樂集 2011公演
ChiaoTa Chamber Ensemble in Concerts

演出者

小提琴：李俊穎 +
  傑出研究生 張友瑞
中提琴：陳瑞賢　　
大提琴：顧美瑜　　
雙簧管：李珮琪　　
低音管：張先惠
鋼　琴：辛幸純 +
  傑出校友 林律利

曲目

李斯特：為小提琴與鋼琴的華麗二重協奏曲
Franz Liszt: Grand Duo Concertante for Violin and Piano, S.128

浦朗克：給雙簧管、低音管和鋼琴的三重奏
Francis Poulenc: Trio for Oboe, Bassoon and Piano

曾毓忠：形、意、象–為大提琴與 Max/MSP即時互動電子音樂
Yu-Chung Tseng: "Form, Idea, Image" 
for Cello and Max/MSP Interactive Electronic Music

德佛札克：鋼琴五重奏
Antonin Dvorak: Piano Quintet in A Major, Op.81

贊助單位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國立台南大學音樂學系 台南市愛樂協會 財團法人億光文化基金會

場次

入場資訊

新竹‧  交通大學演藝廳‧票價 : 學生 100    ‧全票 200‧

交大浩然圖書館‧ B1 藝文空間‧ 03-571-2121  #31233‧交大活動中心‧ 2F 華通書坊‧ 03-571-2121  #59056   
諮詢電話 : 交大藝文中心‧ 03-571-2121  #31953‧誠品書店新竹店‧ B2 服務台‧ 03-527-8907  #254

台南‧ 臺南大學雅音樓音樂廳‧ 06-213-3111  #711、712 

台北‧ 鳳甲美術館‧ 02-2894-2272‧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166 號 11 樓

新竹‧交通大學演藝廳

11/15 7:30  PM

(二 )

7:30  PM

(三 )

3:00  PM

(六 )

台南‧臺南大學雅音樓

11/16
台北‧鳳甲美術館

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