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O 室內樂】

當管樂遇上絃樂
Beethoven & Dvořák

演出時間｜ 2020 年 2 月 15 日 ( 星期六 ) 7:30 PM
演出地點｜演奏廳 Recital Hall, Taipei
主辦單位｜
年度指定贈禮｜
電 子 問 卷 請 掃 描，
支持 NSO 愛地球。

演出者及曲目介紹

演出長度｜上半場約 40 分鐘，下半場約 45 分鐘

演出者

小提琴｜李宜錦
曾智弘
中提琴｜陳猶白
大提琴｜王郁文
低音大提琴｜蘇億容
單簧管｜朱玫玲
低音管｜簡凱玉
法國號｜劉宜欣

I-Ching Li, violin
Chih-Hong Tseng, violin
Jubel Chen, viola
Yu-Wen Wang, cello
Yi-Jung Su, double bass
May-Lin Ju, clarinet
Kai-Yu Jian, bassoon
Yi-Hsin Cindy Liu, horn

演出曲目

路得維希•凡•貝多芬 (1770-1827)：C 大調第一號單簧管與低音管二重奏（選自 WoO 27）
I. 舒適的快板
II. 綿延的小廣板
III. 輪旋曲－小快板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Duo No. 1 in C major, from 3 Duets for Clarinet
and Bassoon, WoO 27
I. Allegro commodo
III. Rondo. Allegretto

II. Larghetto sostenuto

安東尼• 德弗札克 (1841-1904)：G 大調絃樂五重奏，作品 77
I. 熱情的快板
II. 詼諧曲
III. 接近行板
IV. 很快的快板
Antonín Dvořák (1841-1904): String Quintet No. 2 in G major, Op.77 (B.49)
I. Allegro con fuoco
III. Poco Andante

II. Scherzo
IV. Allegro assai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路得維希•凡•貝多芬 (1770-1827)：降 E 大調管樂器與絃樂器七重奏，作品 20
I. 緩板－有活力的快板
II. 如歌的緩板
III. 小步舞曲的速度
IV. 主題與變奏：行板
V. 詼諧曲：快速且活潑的快板
VI. 如進行曲般精神抖擻的快板－急板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Septet for Winds and Strings in E-flat major, Op.20
I. Adagio-Allegro con brio
III. Tempo di Minuetto
V. Scherzo: Allegro molto e vivace

II. Adagio cantabile
IV. Tema con Variazioni: Andante
VI. Allegro con moto alla Marcia-Pr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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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介紹

演出者介紹

小提琴
李宜錦

小提琴
曾智弘

中提琴
陳猶白

為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專任副教授、前國家交響樂團(NSO)樂團首席。
以兼具細膩及強烈音樂感染力演出風格的宜錦，於2002年以碩士學
術科特優獎 畢業於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同年成為國家交響樂團副首
席，2004起受聘為樂團首席。曾師事蔡文河，方永信及小提琴大師
Ivan Galamian嫡傳弟子James Buswell，曾以全省榜首的優異成績通過
資優甄試保送高雄中學音樂班，留美期間精湛琴藝屢 獲國際樂壇肯
定：Musicorda Concerto Competition首獎、Fischoff International Chamber
Music Competition銀牌。
在樂團演奏之外，李宜錦亦致力於推廣現代音樂及涉獵各領域演出，
累積豐富而多元的舞台經驗，曾擔任亞洲首演美國作曲家Susan Botti小
提琴協奏曲《在黑暗中》（Within Darkness)，更曾演出台灣作曲家巨擘
楊聰賢的「遠邈」；2018年更應邀客席日本仙台愛樂擔任樂團首席。
曾智弘出生於桃園，2008年以第一獎成績畢業於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
樂院小提琴演奏文憑，並於2010年畢業於巴黎音樂院室內樂主修。赴
法期間獲東森集團邀請於台北小巨蛋15週年慶擔任獨奏演出，三度獲
選文建會音樂人才庫，並於國家演奏廳及各縣市音樂廳演出六場獨奏
會。2010至2012年於維也納期間多次參與音樂節演出，並獲選至維也
納古典音樂電台播放演出實況，以及擔任維也納音樂暨藝術大學合作
歌劇首演與巡迴的小提琴首席。2012年與國防部示範樂隊協奏演出，
隔年考取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第一順位協演人員及高雄市交響樂團特約
人員，並於2014年考進NSO國家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團員，並受邀演
出多場NSO室內樂音樂會及年度沙龍音樂會。2017年至香港擔任青年
音樂匯演之交響樂團比賽評審。自2012年返台至今獲邀演出多場獨奏
及室內樂音樂會，並任教於東吳大學音樂系、新店高中音樂班、新竹
高中音樂班、及敦化國小音樂班。
陳猶白生於台北市，於1990年赴美深造，就讀Idyllwild Arts Academy，
師事中提琴教育名家Alan de Veritch。1994年跟隨Alan de Veritch教授並
進入印地安納大學音樂系，同時隨已故的鮑羅定絃樂四重奏創團第一
小提琴手Rostislav Dubinsky學習室內樂。1997年冬獲得學士學位。翌
年進入密西根大學音樂研究所，師事Yizhak Schotten教授。2000年取
得演奏碩士學位後隨即加入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的新世界交響樂
團（New World Symphony）。2004年為了繼續室內樂的研究，進入舊
金山音樂院室內樂研究所就讀，接受Concord絃樂四重奏第一小提琴
手Mark Sokol以及Jodi Levitz的指導，並與多位校內教授與來訪藝術家多
次同台合作演出。2005年9月成為國家交響樂團中提琴演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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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介紹

大提琴
王郁文

低音大提琴
蘇億容

單簧管
朱玫玲

王郁文自8歲開始學習大提琴，啟蒙於周幼雯老師。15歲時於費
城Kimmel Center Perelman Theater與Temple University Youth Chamber
Orchestra演出Boccherini大提琴協奏曲。16歲時進入美國費城寇蒂斯音樂
學院，師事Peter Wiley、Orlando Cole及Carter Brey等大師。2007年獲奇
美人才藝術獎，2009年於寇蒂斯音樂學院取得學士學位，隨後多年任
職於羅徹斯特愛樂交響樂團。2008年被選為寇蒂斯室內樂巡迴樂團成
員，隨團與校長Roberto Dí a z於賓州、緬因州、佛羅里達州、及加州巡
迴演出。
王郁文被列名於新亞室內樂協會演出者名單，並於2011年與其他台灣
音樂家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一同演出此協會之首次音樂會。2017年國
家兩廳院30週年音樂會，應蘇顯達之邀於國家音樂廳以奇美所贊助的
名琴Antonio Stradivari 1709 Boccherini與諸位台灣知名音樂家同台演出。
2018年9月成為國家交響樂團大提琴演奏員。
蘇億容畢業於美國新英格蘭音樂院與波士頓大學，她是一位曾在多項
國際低音提琴比賽中奪得獎項的台灣女性低音提琴演奏家，2011年榮
獲世界低音提琴協會成人組獨奏比賽（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assists）
第一名，2010年第二屆歐盟國際低音提琴獨奏比賽（Berlin Bass 2010
Solo Competition) 第二名。2012年榮獲台灣文化部傑出音樂家獎勵。此
外，她也贏得美國音樂教師（Music Teachers National Association)青年藝
術家比賽弦樂組獨奏第一名，成為該比賽成立50年以來第一位獲獎的
低音提琴手。
目前蘇億容活躍在國際低音提琴舞壇上，被廣泛受邀於世界各大音樂
院與城市擔任客座藝術家，如2013年10月受到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邀請
舉辦獨奏音樂會與擔任中音杯低音提琴比賽評審，2014年5月受到中國
上海音樂學院邀請舉辦獨奏音樂會和大師班。現擔任國家交響樂團低
音大提琴副首席。
朱玫玲師承Henri Druart、Guy Deplus、薛耀武及賴勇等教授，獲法國國
立瑪爾美松音樂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Rueil-Malmaison）卓越演奏
獎及金牌演奏獎。1984年隨救國團幼獅管樂團赴東南亞巡迴演奏，擔
任獨奏。1985年以第一名畢業於國立藝專（現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
樂科，並與藝專交響樂團首演史博第二號協奏曲，同年獲「全國豎笛
大賽」冠軍。1987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法獎學金赴法進修，在極短時
間內連續晉級畢業。1989年返國進入國家交響樂團擔任首席迄今，並
經常受邀參與各型態之音樂會，及國人作品首演。1991年受邀赴日參
加「太平洋音樂節」（Pacific Music Festival），2004年再度受邀參加，
擔任單簧管首席。自法返國至今，曾與國家交響樂團合作演出德布西
第一號狂想曲、莫札特A大調協奏曲、韋伯第二號協奏曲，並於2000年
赴澳門演出羅西尼變奏曲。現擔任國家交響樂團單簧管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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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介紹
樂曲解說

低音管
簡凱玉

法國號
劉宜欣

青年低音管演奏家簡凱玉，畢業於德國岱特摩音樂院（Hochshule f ü r
Musik Detmold。取得藝術家碩士文憑(k ü nstlerische Ausbildung Diplom)
後，旋即考入國家交響樂團擔任低音管首席，並繼續攻讀演奏家文憑
(Konzertexamen)，以優異成績畢業。師事於Helman Jung、徐家駒以及郭
宗恆教授。曾參與的樂團以及音樂節包含亞洲青年交響樂團、德國青
年愛樂、德國Schleswig-Holstein音樂節以及日本太平洋音樂節等。
她曾入選九十四年度國家兩廰院之「樂壇新秀」、榮獲中國第一屆FOX
大管大賽青年組第一獎、德國學術交流基金會(DAAD)之獎學金、第十
屆奇美藝術人才培訓獎等。
現擔任國家交響樂團低音管首席、「森。木管三重奏」以及「徐家駒
低音管室內樂團」團員。
台北市人。自幼學習鋼琴與法國號，法國號師事侯宇彪老師以及莊思
遠老師。
旅紐期間曾獲得多項鋼琴比賽冠軍，同時也跟隨奧克蘭市立交響樂團
首席 Nicola Baker 學習法國號，並擔任奧克蘭青年交響樂團法國號首席
與獲選為紐西蘭青年國家交響樂團成員。
1995年跳級考上奧克蘭大學音樂系鋼琴組，1997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獲得鋼琴演奏學士文憑。但由於嚮往職業樂團生涯，決定轉換跑道前
往美國曼哈頓音樂學院跟隨紐約愛樂法國號副首席 Mr. Jerome Ashby學
習法國號演奏，2000年9月則繼續前往美國辛辛那提音樂學院與前費城
交響樂團第二部團員，Mr. Randy Gardner 學習，並於2005年6月取得美
國辛辛那提音樂學院法國號演奏博士。
2005年9月考取國家交響樂團(NSO)法國號首席一職至今，並同時任教
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私立
東吳大學與國立師大附中音樂班。

樂曲解說
撰文｜陳惠湄 ( 實踐大學音樂系專任助理教授 )

路得維希 • 凡 • 貝多芬： C 大調第一號單簧管與低音管二重奏（選自 WoO 27 ）
貝多芬的室內樂創作形態非常豐富，比較知名的是貫穿他創作生涯的十七首絃樂四重奏，
還有給小提琴與鋼琴的十首奏鳴曲、給大提琴與鋼琴的五首奏鳴曲，以及七首給鋼琴與絃
樂器的三重奏等，另外還有一些絃樂三重奏以及編制較為特殊的重奏。三組給單簧管與低
音管的二重奏（WoO 27）在Kinsky與Halm於1955年出版的貝多芬作品目錄表中，被認為
是貝多芬的作品，雖然後來也有學者對此存疑。不過，Elliot Forbes在他的著作中，推測
這幾首二重奏應該是貝多芬還在波昂時期的創作；單簧管與低音管是當時上流社會的晚宴
音樂會中，室內樂組合會使用到的兩種木管樂器。在十八世界末期，加入木管樂器的室內
樂合奏形式（harmoniemusik）在維也納十分盛行，貝多芬嘗試此類型的創作，也是很自
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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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解說

這組C大調二重奏選自同一個作品編號（WoO 27）的三組給單簧管與低音管的二重奏，
樂曲包含快、慢、快三個樂章。第一樂章「舒適的快板」是古典的奏鳴曲式，呈示部由單
簧管在C大調上奏出主題，再由低音管承接，轉到屬調上；發展部的新音型預示了第三樂
章「輪旋曲」的主題；再現部同時重覆了呈示部與發展部的主題，是早期古典時期的奏鳴
曲式特徵。第二樂章是在C小調上的「小廣板」，猶如一個慢板的導奏，慢慢帶入C大調
的第三樂章「輪旋曲-小快板」， 在樂章中間轉到主調的平行調C小調，帶著較陰暗的色
彩，最後再回到C大調結束。兩樣木管樂器在曲中交織對話，整曲帶著輕巧活潑的色彩。
安東尼 • 德弗札克 (1841-1904) ： G 大調絃樂五重奏，作品 77
德佛札克這首作品編號77的G大調絃樂五重奏寫給兩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
與一把低音大提琴，於1875年首演。樂曲原為五個樂章，幾經考慮後，德佛札克決定捨
棄第二樂章間奏曲（intermezzo），只保留一個慢板樂章，以免整體時間過長。第一樂章
「熱情的快板」是奏鳴曲式，4/4拍，G大調。第二樂章「詼諧曲」，6/8 拍，建立在主調
的關係調E小調上，為活潑的快板，A-B-A均衡的三段體曲式，主題由來自民間舞蹈的節
奏所構成；中間段落轉到C大調，較為抒情，與前後段落形成對比。第三樂章「行板」轉
到C大調，4/4拍，也是 A-B-A三段體曲式；大提琴以對位方式伴奏小提琴歌唱般的抒情主
題，作曲家以跳音、撥奏等方式變化伴奏的音色。 第四樂章「很快的快板」回到G大調，
2/4拍，也回到第一樂章快速的熱情性格；這是個歡愉的輪旋曲，喧鬧奔放與精細內斂的
兩個性格不同的主題在曲中融合、碰撞，充滿活力。這首樂曲以絃樂室內樂傳統的四個樂
章形式寫成，有德奧浪漫派的傳承，從曲中民間舞蹈的節奏運用，也看出受到同為捷克作
曲家的斯梅塔納(Bedrich Smetana,1824-1884) 的啓發。 此曲以五把樂器展現出絃樂家族
器廣闊的音域與豐富飽滿的音色變化，是一首經典的絃樂室內樂曲。
路得維希 • 凡 • 貝多芬 (1770-1827) ：降 E 大調管樂器與絃樂器七重奏，作品 20
這首作品編號20的降E大調管樂器與絃樂器七重奏，貝多芬於1799開始著手創作，1800
年完成，並在維也納首演。這首編制特別的室內樂曲寫給單簧管、低音管、法國號三樣管
樂器，與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四樣絃樂器。貝多芬以以嬉遊曲或小夜曲的
曲體寫成， 第一樂章在十八個小節的前奏「緩板」後，進入「有活力的快板」，避免複
雜的對位寫作方式，而是圍繞一個主要的主題。 第二樂章「如歌的緩板」由單簧管與小
提琴奏出主題，呈現溫柔、內斂的熱情。第三樂章與第五樂章是兩首舞曲：「小步舞曲」
與「詼諧曲」，而第四樂章則是以萊茵河流域一首著名的民歌為主題的變奏曲，在變奏曲
中讓每樣樂器輪流發揮。第六樂章呈現了作曲家與演奏者的精湛技巧。六個樂章是均衡對
稱的，前後樂章都有個短小的導奏。樂曲性格優美有活力，貝多芬將管絃樂器合奏的音響
效果，以七重奏的室內樂形式表達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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