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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部分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

演出時間｜ 2019 年 6 月 16 日 ( 星期日 )2: 30 PM
演出地點｜演奏廳 Recital Hall, Taipei

主辦單位｜

年度指定贈禮｜

演出長度｜上半場約 35 分鐘，下半場約 55 分鐘

演出者

小 提 琴｜王致翔

Chih-Hsiang Wang, violin

小 提 琴｜曾智弘

Chih-Hong Tseng, violin

中 提 琴｜蔡秉璋

Ping-Chang Tsai, viola

大 提 琴｜黃日昇

Jih-Sheng Huang, cello

低音提琴｜蘇億容

Yi-Jung Su, double bass

手 風 琴｜李承宗

Chen-Chung Lee, bandoneon

吉

他｜羅貝多 ‧ 薩亞斯

鋼

琴｜陳永禎

Roberto Zayas, guitar

Yung-Jen Chen,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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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曲目

Program

皮亞佐拉 (1921-1992)：

ASTOR PIAZZOLLA (1921-1992):

不可思議 (J. Bragato 編曲 ) ( 絃樂五重奏 )

Calambre (arr. J. Bragato) (String Quintet)

皮亞佐拉：

ASTOR PIAZZOLLA: Five Tango Sensations

探戈五感 ( 手風琴和絃樂四重奏 )

(Bandoneon and String Quartet)

I.

沈睡

I.

Asleep

II. 相愛

II. Loving

III. 焦慮

III. Anxiety

IV. 甦醒

IV. Despertar

V.

V.

恐懼

Fear

李承宗 (1979-) :

CHEN-CHUNG LEE (1979-):

戰爭前線的探戈練習 ( 小提琴和鋼琴 )

Tango Practice on the Frontline (Violin and
Piano)

~ 中場休息 ~

~Intermission~

皮亞佐拉：

ASTOR PIAZZOLLA:

街角 (L. Desyatnikov/C. Lee 編曲 ) ( 小提琴和中提

La Calle 92 (arr. L. Desyatnikov/C. Lee)

琴)

(Violin,Viola)

皮亞佐拉：

ASTOR PIAZZOLLA:

向低音提琴大師 Kicho Diaz 致敬 ( 五重奏 )

Kicho (Quintet)

李承宗 :

CHEN-CHUNG LEE :

青春之光 ( 手風琴、吉他、低音提琴 )

Light of Youth (Bandoneon, Guitar, Bass)

李承宗 :

CHEN-CHUNG LEE :

水潯之聲 ( 手風琴、小提琴、大提琴 )

Water and Walker's Blues (Bandoneon, Violin,
Cello)

皮亞佐拉：

ASTOR PIAZZOLLA:

遺忘 ( 李承宗編曲 ) ( 六重奏 )

Oblivion (arr. Chen-Chung Lee) (Sextet)

皮亞佐拉：

ASTOR PIAZZOLLA:

向小提琴大師 Elvino Vardaro 致敬 ( 八重奏 )

Vardarito (Octet)

皮亞佐拉：

ASTOR PIAZZOLLA:

重返摯愛身邊 ( 李承宗編曲 ) ( 六重奏 )

Regreso al Amor (arr. Chen-Chung Lee) (Sex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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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介紹
企劃 & 班多鈕手風琴｜李承宗
自 幼 學 習 小 提 琴 與 鋼 琴，於

市交響樂團特約人員。2014 年受邀於新店高中、漳
和國中演出及開設講座與大師班，並前往花蓮縣替
偏鄉地區為小朋友開設音樂講座。

2004 年 開 始 自 學 Bandoneon（ 班
多鈕）手風 琴，曾 接受 Walter Rios,
Rodolfo Daluisio, Victor Villena 等

中堤琴｜蔡秉璋

大師指導並得到大師們的高度肯定，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提琴博士，

演出足跡橫跨台灣、中國、美國及歐

師事楊瑞瑟教授。現任國家交響樂

洲。2010 年 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神經科學博士學位，

團中提琴演奏員以及台灣中提琴室

研究專長及興趣主要在於聽覺生理學、聽音辨位、聽

內樂團團員，並任教於中正高中、武

覺認知及注意力。2011 年返國後，在中國醫藥大學、中

陵高中、中壢高中、南崁高中、台北

山醫學大學、逢甲大學及東海大學任教之外，也從事

復興高中及真理大學應用音樂學系。

編曲、配樂、錄音、及手風琴 / 小提琴演奏工作。目前

在學期間多次獲得音樂比賽獎項；2001 年行天宮

擔任 Circo 樂團團長兼專任班多鈕手風琴手，除了參

菁音獎高中絃樂組第二名、2001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與流行音樂製作（王榆鈞與時間樂隊、巴奈等）外，戲

中提琴高中組第一名、2004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提

劇及影片配樂方面作品包括 2012 年參與台北藝術節

琴大專組第二名、2006 年行天宮菁音獎成人絃樂 A

台南人劇團台德跨國製作舞台劇「金龍」、 2016 年末

組優勝獎及室內樂優勝獎。曾接受 Yizhak Schotten、

路小花劇團「在鯨魚的肚子裡爆炸」之作曲、音樂設計

James Buswell、Paul Silverthome、Alban Berg 阿班 •

及演出、2018 年「蘭陵四十—演員實驗教室」巡迴演

貝爾格絃樂四重奏、Artemis 絃樂四重奏、胡乃元、等

出之音樂設計及演出。目前也在愛樂電台主持「你為什

大師指導。

麼會喜歡聽音樂」節目。

曾參加 Taiwan Connection 絃樂團、新北市交響
樂團、世紀交響樂團、普羅藝術家樂團、陽光台北交

小提琴｜王致翔

響樂團、音契管絃樂團、師友愛樂交響樂團及台北愛
樂管弦樂團等。

2004 政大心理系畢業，至法國
巴黎師範音樂院，師事 Devy Erlih，
2006-2009 留法期間取得小提琴和室

大提琴｜黃日昇

內樂演奏家文憑，並獲日本 Fuji TV

高中期間參加「面對馬友友」接

電視台獎學金。2009 回台任職於國

受大師指導，馬友友在會後稱其「音

家交響樂團第二小提琴聲部 。2011

色豐富而優美」、「富有極佳的音樂

擔任 Circo Ensemble 小提琴手。

性」、「潛力十足」。以全國第一名的
成績進入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音
樂系就讀，曾與知名小提琴家夏漢、

小提琴｜曾智弘

林昭亮等人合作演出。2005 年以絃樂組最高分考進台

出生於桃園，2008 年以第一獎

北藝術大學研究所，並多次參與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成績畢業於法國國立巴黎高等音樂

台北縣立交響樂團、台北世紀交響樂團及台北愛樂管

院小提琴演奏文憑，並於 2010 年畢

絃樂團演出。甫畢業即獲國家交響樂團受聘為大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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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ürke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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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演人員及高雄

演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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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提琴｜蘇億容

鋼

琴｜陳永禎

蘇 億 容 於 1987 年 出 生 於 屏東

目前活耀於亞洲的鋼琴家陳永

縣九如鄉，畢業於美國新英格蘭音

禎，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取得學士學

樂 院 和 波 士 頓 大 學。她 曾 於 2011

位，英國伯明罕音樂學院取得碩士及

年 贏得世界低 音提 琴 協會 成 人 組

演奏文憑，以及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獨 奏 比 賽（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取得鋼琴演奏博士學位。曾於歐洲、

Bassists）首獎，2010 年贏得第二 屆

美洲、亞洲等地舉辦各式各樣的音樂

歐 盟 國 際 低 音提 琴 協會比賽（Berlin Bass2010 Solo

會，義大利及美國贏得國際比賽之獎項。

Competition) 第二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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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藝術家比賽絃樂
組第一名，在所有弦樂器參賽選手中脫穎而出，成為
該比賽成立 50 年以來第一位獲獎的低音提琴手。
蘇億容個性開朗、富有愛心，以熱情感染人群，也

陳永禎近年與幾位音樂家組成 Circo 樂團並擔
任其鋼琴手，在各地演奏以 Piazzolla 為主的探戈曲
目，並將其樂曲改編為鋼琴獨奏及重奏。於 2018 年 9
月由斐亞文化藝術將陳永禎改編之 Piazzolla: Adios
Nonino 鋼琴獨奏曲樂譜出版。
於 2016 年創立之機構 La Pianista Taiwan，舉辦

造就了億容在音樂上的生命力，在 2013 年波士頓爆

鋼琴比賽。陳永禎近年多次於新加坡、印尼、香港等地

炸案事件後，億容受邀至波士頓大學附屬醫院為病患

擔任比賽主審並給予大師班並巡迴演出。出版之獨奏

及以及病患家屬演出，以安撫截肢病患情緒。目前于

專輯作品包含《北歐物語》及《傾聽 66.5》( 貝特 / 華

國家交響樂團擔任低音提琴副首席，高雄師範大學講
師，及清華大學講師。

吉

納出版發行 )， 與 Circo 樂團合作出版之最新專輯《皺
摺》由 Sony 出版發行。

他｜羅貝多 ‧ 薩亞斯
Roberto Zayas 自 1984 年定 居

於台灣。他的音樂風格結合了古典、
爵士、民族及流行樂。

Circo 樂團介紹
Circo 樂團是由台灣一群熱愛音樂的優秀音樂
家所組成，結合他們各自在北美丶歐洲及南美洲各

出 生 於 巴 拉 圭 首 都 亞 松 森，

國吸收的音樂養分及國際舞臺的表演經驗，是臺灣

Roberto 自五歲起就在巴拉圭大學藝

少數擅長演奏探戈及皮亞佐拉作品的音樂團體。

術學院跟隨當代最負盛名的古典吉

Circo 也是少數以班多鈕手風琴為主要樂器的樂團，

他大師 Cayo Sila Godoy 學藝。Roberto 在第一屆亞松

目前樂器的組成包括班多鈕手風琴丶小提琴丶大提

森 Conservatorio Municipal de Musica 即得到最佳吉

琴、鋼琴丶吉他丶及低音提琴等；這獨特的樂器組

他學員獎。繼吉他之後，Roberto 又與 Santiago Cortesi

合，擁有層次多變的聲音，從抒情的低吟，到激昂

大師學習巴拉圭民族豎琴。之後年幼的 Roberto 就開

的爆發，從悲傷的情緒到歡愉的狂喜，所有音樂的

始在電台、電視節目及小型演奏會上表演。

表情都能在樂手與樂器之間的私密對話中被描述的

他於 1969 年跟隨家人移居阿根廷並在首都布宜
諾斯艾利斯的 Carlos Lopez Bouchardo Conservatory
of Music 拜吉他大師 Vincente Jose Elias 將琴藝臻至
完美。Roberto 於 1976 開設了自己的吉他學院並身兼
學院理事及教授。同時，也受邀擔任中央文化局 "Juan
de Salazar" 吉他學習主任。

絲絲入扣丶生動感人，擅於在音樂張力的收放之間
表達深刻的感情，這樣的樂器組合也最能表達皮亞
佐拉音樂及探戈音樂的魅力！ Circo 樂團於 2017 年
12 月發行了第一張專輯《皺摺》，整張作品的錄音
與混音特地從阿根廷請來國寶級的錄音師 Amilcar
Gilabert 監製。在這張專輯裡，Circo 樂團除了以自
己的改編重新詮釋了皮亞佐拉的曲子之外，也收錄
了團員自己的原創作品，整張專輯除了詮釋了探戈
音樂裡的熱情與感傷之外，這些音樂也記錄了團員
們的人生故事。 《皺摺》專輯也榮獲 2018 年金音
獎三項提名，包括最佳爵士專輯、最佳爵士單曲、
手風琴家李承宗也以此專輯中的演奏榮獲當屆最佳
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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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佐拉的古典與探戈

發展。初期探戈舞蹈與音樂被視為是中下階層的娛樂，

撰文｜李承宗

但二十世紀初期流傳到歐洲後，卻非常受到上流社會
歡迎，很快的在巴黎、柏林、倫敦、芬蘭的赫爾辛基

『混著惡魔與天使才是我真實的故事，人生總是要有
著各種酸甜苦辣的滋味才能繼續下去… 』- 皮亞佐拉
" 那麼，你是怎麼理解慾望這件事的？ "

等城市流行起來，以致於後來發展出屬於歐陸的探戈
音樂及舞蹈，也就是我們現在在國際標準舞 ( 所謂的
Ballroom Dance) 裡會接觸到的 Tango。

" 凝視他，但想要擺脫的慾望總是揮之不去。於

在歐洲引起流行的探戈舞蹈回過頭來影響了阿

是我只能安靜著，看著慾望升起、糾纏、混亂、疲憊、

根 廷 這個發 源地，從 1930 年代開始 一直到 1960 年

停歇。不去壓抑之後，似乎比較能理解，那是我的一部

代，探戈文化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當時有許多的

分"

舞會同時在不同的城市裡舉辦，為探戈瘋狂的阿根廷
" 那你，害怕死亡嗎 ?"

人可能同一個晚上會去好幾個舞廳跳舞直到天亮。黃

" 比起死亡，或許，我更害怕回憶。"

金時期因為現場音樂的需求量大，很多優秀的音樂家

如果說探戈是炙熱的，那種炙熱，可能是來自兩

Gardel 之外，當時 還有 許多著名的音樂家，如 Juan

個靈魂之間相碰撞產生的火花，也可能是內在生命與
外在環境不斷磨擦、撞擊，是燃燒生命產生的溫度。

因此得以脫穎而出，除了阿根廷最偉大的歌王 Carlos
D’Arienzo, Julio de Caro, Anibal Troilo, Carlos di
Sarli, Osvaldo Pugliese 等。但是當時在阿根廷流行的

發源於南美洲阿根廷的探戈音樂與舞蹈，無論是

探戈音樂雖然很精采，不過大多數都是為了舞蹈而存

從欣賞的角度出發，或是從參與的角度（舞者、音樂演

在的舞曲，一直到後來皮亞佐拉的出現，他在探戈音

奏者、研究者等）出發，一開始接觸時總會被探戈音

樂的土壤中成長，融合了古典與爵士樂，探戈音樂的精

樂及舞蹈中展現的深情與狂熱給吸引。但如果還能有

髓被發揚光大，成為能夠被獨立欣賞的藝術。

更多的機會在其中沉浸，往往會被因為追求的核心精
神—那些困境中求生的堅強意志與對生命的熱愛，而
深深的著迷。

皮亞佐拉介紹

探 戈可以說 是阿根 廷 給全人 類 藝 術文明的禮

皮亞佐拉 (Astor Piazzolla,1921-1992)，是二十世

物，200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探戈文化列為人類

紀阿根廷最著名的作曲家及班多鈕手風琴家。出生於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作之一。然而皮亞佐拉 (Astor
Piazzolla)，這位被稱作新探戈音樂之父的阿根廷作曲

布宜諾斯艾利斯，四歲的時候舉家移民到紐約，青少
年時期有很多的時間是在紐約跟街頭混混打交道。因

家，就是把探戈音樂帶向全世界的人。他曾說他相信

為天生跛腳的關係，使得他從小就必須被迫面對比一

他的音樂在下一個世紀還會有人喜愛，事實證明他不

般人更大的同儕壓力，也養成他日後強悍、不肯輕易

僅早已是 20 世紀最受歡迎的作曲家之一，他的影響

妥協的個性。八歲時父親買給他二手的班多鈕手風琴

力不只跨越時空，更跨越了樂種，受到古典、爵士、拉丁、

(Bandoneon) 之後，他便結下與 Bandoneon 跟探戈音

搖滾等不同樂迷的熱愛。

樂一生不解的緣份。
他很早開始接受古典音樂的訓練，曾與匈牙利鋼

探戈音樂與舞蹈的介紹

琴家 Bela Wilda 學習古典鋼琴，也很早開始嘗試作曲
以及編寫探戈歌謠。十五歲時與家人回到阿根廷，並

探戈音樂在一開始的發展是跟探戈舞蹈緊緊結

陸續加入幾個當時風靡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探戈大樂

合在一起的。十九世紀後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

團，直到後來成為傳統 Tango 音樂巨人 Anibal Troilo

艾利斯這個港口城市，來自南歐的移民帶來的歐洲文

的樂團專屬手風琴手兼編曲家。1941 年他接收鋼琴家

化，與當地原住民以及跟著非洲奴隸到達當地的文明

Arthur Rubinstein 的建議，開始與阿根廷當時最著名

相互交流融合，激盪出了探戈的舞蹈與音樂。當時阿

的作曲家 Alberto Ginastera 學習管弦樂法，並潛心研

根廷的移民，大多數都是來自西班牙及義大利到南美

究 Stravinsky 以及 Bartok 的音樂，也大量接觸當時

洲來開墾的單身男性。這些移民通常都來自中下階層，

在美國風行的爵士音樂。這個時期他一邊寫電影配樂

生活困苦，平日時常流連在酒館與妓院中，探戈舞蹈

維生，一方面也成立了自己的探戈樂團來實驗他音樂

作為從走路的方式出發的社交舞，很容易入門，是情

的想法。這時期的他開始努力的試著在音樂裡面創作

感交流的最好方式，又具有競技的性質，很快的就在

出自己的聲音，甚至曾經一度放下手風琴，解散樂團，

當地流行起來，成為一股不可擋的風潮 。探戈音樂也

專心學院派現代音樂的寫作。他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因為舞會需要現場樂隊伴奏的關係，也跟著一起蓬勃

交響曲」，替他贏得了 Fabien Sevitzky 獎，提供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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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到法國巴黎跟 Nadia Boulanger 學習，也因此改
變了 Piazzolla 的一生。
Nadia Boulanger 是二十 世 紀 最 重 要 的 作 曲家
跟音樂教育者，許多二十世紀重要的作曲家都是她
的 學 生（如 Aaron Copland, Stravinsky, Dinu Lipatti,
Phillip Glass 等）。一開始 Piazzolla 只敢讓 Boulanger
指導他寫的學院派現代樂曲，直到有一天 Boulanger
請 Piazzolla 演奏他自己寫的探戈樂曲，大受感動，告
訴 Piazzolla：
「這才是真正的皮亞佐拉，千萬不要放棄」
，
才讓 Piazzolla 又決心回到自己擅長的探戈音樂，從中
找到自己的聲音。

樂曲解說
皮亞佐拉：不可思議
Astor Piazzolla: Calambre (arr. J. Bragato)
皮亞佐拉的經典作品之一。皮亞佐拉在這個曲
子裡發揮他擅長古典的對位、賦格的手法，融合了
探戈的節奏與和聲，聽起來既有古典樂的趣味，又
帶有濃厚的探戈的風味。曲子裡活潑的旋律也可以
聽見皮亞佐拉特別的幽默感。原曲是寫給手風琴五
重奏的編制（班多鈕、小提琴、鋼琴、電吉他、低
音提琴），此音樂會演奏的是特別改編給古典絃樂
五重奏的版本。

之後，Piazzolla 回到阿根廷，開始積極的展現他
在音樂上的企圖，嘗試不同的室內樂組合，包括不同
的古典樂、爵士樂手合作，在他寫的探戈樂曲中加入
管樂、大提琴、電吉他、鼓甚至是合成器等不同音色，

皮亞佐拉：探戈五感
Astor Piazzolla: Five Tango Sensations

儼然成為探戈音樂唯一也是當時最大膽的改革者。他

這套組曲是皮亞佐拉晚年的重要作品，但卻很

把原來是為了替探戈舞蹈伴舞的傳統探戈音樂，加入

少有機會被演奏。這套組曲在他的作品中顯得特別，

了爵士樂及古典樂的元素，讓探戈音樂從只會在舞會

首先是因為皮亞佐拉在這個曲子裡捨棄他習慣的探

上聽見，變成可以在音樂廳演奏的純音樂。不過，他的

戈樂團編制，使用了古典樂的絃樂四重奏來與手風

音樂所帶來的新探戈風格 (Nuevo Tango)，在當時阿

琴合奏，似乎是希望能夠利用這樣的編制去表達更

根廷國內引起非常大的爭議，被那時候支持傳統探戈

深刻而幽微的感情；再來是這套組曲也不像他其他

音樂的人視為離經叛道。但他的音樂在歐美卻得到非

經典的作品裡面充滿了探戈音樂的動能與活力，或

常高的評價，一直到多年後，阿根廷人才開始廣為接

者是更加直接的情感表達，從五首曲子各個標題（沈

納皮亞佐拉的音樂，並以他的音樂成就為榮。而現在，

睡、相愛、焦慮、甦醒、恐懼）似乎就可以看出他

Piazzolla 已經成為阿根廷最著名的文化偶像之一。

五首曲子彷彿是他晚年面對病痛、生活的磨難以及

皮亞佐拉近二十來已經成為最受全球樂迷喜愛
的作曲家之一。因為他音樂裡的靈魂具有阿根廷傳
統的探戈歌謠裡面的抒情特色，又融合了西方古典
樂、以及爵士樂的元素，不但節奏鮮明、色彩豐富而
且激情奔放，時而深沈傷感、時而激昂濃烈。他極富
個性的 Bandoneon 手風琴樂聲與獨特的演奏方式，
讓 Bandoneon 樂器，從原先阿根廷當地的民間音樂
中的主角，提昇至世界音樂的舞台。他的音樂持續影
響著世界上優秀的當代音樂家，並受到古典、爵士、

生離死別的內心獨白。 這首原曲來自 1983 年皮亞
佐拉創作由七個曲子組成的組曲 Sette Sequenze，
1998 年皮亞佐拉選了其中的五首與著名的 Kronos 四
重奏一起錄製成了 Five Tango Sensations，這張作品
深受樂迷喜愛，Kronos 的小提琴家 David Harrington
曾說那次的錄音「He pulled the music out of us」。
儘管後來同時他還有留下一些現場演出的錄音，但
他在 1990 年在巴黎腦中風之後就沒有再醒來，這些
作品彷彿預告了他對人生的告別。

與搖滾樂迷的熱烈喜愛。世界知名小提琴家基頓，克
萊默 (Gidon Kremer)、大提琴家馬友友、科洛諾斯四
重 奏 (Kronos Quartet)、鋼 琴 家 Emanuel Ax、Daniel
Barenboim、吉他手 Al Di Meola、The Assad Brothers、

李承宗 : 戰爭前線的探戈練習
Chen-Chung Lee: Tango Practice on the
Frontline

爵士薩克斯風手 Gary Burton 等等，不但熱愛演奏他

靈感來自身旁人們的啟發：人生的戰場上，無

的音樂也錄製多張專輯向他致敬並積極推廣他的作

論敵人是自己、是生活的困境、抑或是社會的不公

品。他的音樂也被用在許多電影及廣告中。

不義，無論處境如何艱難，仍有人能保持清醒，臨

小提琴家基頓克萊曼 Gidon Kremer 曾說：「在
他的音樂裡你可以同時感受到“悲傷”與“喜悅 ”... 就
我所知很少有作曲家可以讓人在音樂裡感受到如此強
大的熱情。」

危不亂，面對威脅時甚至仍保有幽默感。本曲的鋼
琴有許多的節奏與和聲變化，對比小提琴時而搖擺，
時而激昂，時而悲壯的旋律，象徵了人生的戰場中，
面對危險與不安卻始終勇敢向前的心情。中間如夢
的樂段，則是對記憶中的故土與心中始終美好的初
衷最深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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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佐拉：街角
Astor Piazzolla: La Calle 92

順流而下至入海口，駛向一片汪洋之前對生命的回
顧。

這 首 原 曲 是 Piazzolla 寫 給 手 風 琴 五 重 奏 的 作
品。在 A 段的樂曲低音聲部的頑固低音與旋律的交
織彷彿是在街角相遇的舞者之間彼此試探的舞步，
有著不安的誘惑，也有著悸動的心情，B 段似乎是
兩個舞者之間的情感表白，大膽的示愛與表達，期
待得到回應，但之後卻又回到的 A 段的主題，彷彿
邂逅的舞者在共舞之後各自回到現實的心情。本次
演出的二重奏版是根據與小提琴家 Gidon Kremer 長
期合作的俄國作曲家 Leonid Desyatnikov 改編的中提
琴與大提琴版本，再改編給小提琴與中提琴演奏。

皮亞佐拉：遺忘
Astor Piazzolla: Oblivion
原曲是寫給手風琴獨奏及絃樂的一段電影配
樂，是皮亞佐拉最受人喜愛的慢版曲目。Circo 以自
己的改編來緬懷生命中的遺憾與感傷的過往：低音
提琴的撥弦序奏，宛如冬夜街頭履履獨行的腳步聲；
大提琴憂傷的旋律是與愛人的訣別；而後手風琴的
旋律幽幽地揚起，如記憶的回聲令人低迴；直到小
提琴悠揚的旋律進入與大提琴對唱，壓抑的心情彷
彿依舊溫熱，直到哀傷的主旋律再現，提醒一切早

皮亞佐拉：向低音提琴大師 Kicho Diaz 致敬
Astor Piazzolla: Kicho
Kicho 這首曲子是皮亞佐拉寫給阿根廷著名的
低音提琴家 Kicho Díaz 的作品。在這首曲子可以聽
見低音提琴展現 Tango Bass 特殊技巧的獨奏樂段。
Kicho Díaz 被視為阿根廷探戈 Bass 之父。他曾經與
Piazzolla 合作多年，之前也曾經在另外一位探戈音
樂的巨人 Aníbal Troilo 的樂團工作， 他來自探戈音
樂的成長環境，給他許多的養分，許多現代 Tango
Bass 特殊的演奏技巧都是他開發出來的，影響了後
世許多的 Tango Bass 的演奏家。

已逝去…

皮亞佐拉：向小提琴大師 Elvino Vardaro 致敬
Astor Piazzolla: Vardarito
這首曲子是皮亞佐拉獻給著名探戈小提琴家
Elvino Vardaro 的作品。Elvino Vardaro 是探戈黃金時
期很重要的小提琴家，開發了很多探戈小提琴的技
法，皮亞佐拉年輕的時候很崇拜他，也因為他的演
奏而得到很多的靈感。而他曾在 1950 年代後期短暫
的加入了皮亞佐拉所組的樂團 (Octet & Quintet)，而
後皮亞佐拉寫了這個作品獻給他。在這個曲子中我
們可以聽到小提琴獨奏有很多華麗的樂段，非常精

李承宗 : 青春之光
Chen-Chung Lee : Light of Youth
這首寫給班多鈕手風琴、吉他、低音提琴的三
重奏作品，作曲家想藉由這首曲子題獻給記憶裡那
些始終閃閃發亮的美好時光。三個樂器各自吟唱獨
立的旋律，沒有主奏與伴奏的明顯分別，和聲的變
化也被隱藏在旋律的交談之中，彼此互相支持、回
應，時而自由、時而彼此牽絆，像是同行的三個旅
伴，將旅程中的不同風景描繪在音符裡、將所有的
美好的瞬間收藏在彼此的呼吸中，交織構成一個流
動的織錦畫。

采！

皮亞佐拉：重返摯愛身邊
Astor Piazzolla: Regreso al Amor
原曲來自皮亞佐拉為電影 Sur 寫的音樂。序奏
由鋼琴、低音提琴、吉他製造出強而有力的節奏，
之後班多鈕手風琴與大提琴接力吟唱，流露的深刻
感情彷彿描述了對摯愛的思念。中段著名的旋律來
自電影的主題曲 Vuelvo al Sur。Circo 的改編以各個
樂器的堆疊將情緒步步推往高峰，滿溢的情感得到
宣洩之後，回到序奏動機重新出發，而後各個樂器
接力的即興獨奏，將樂曲帶入一個更飽滿、更開闊

李承宗 : 水潯之聲
Chen-Chung Lee : Water and Walker's Blues
這首為班多鈕手風琴、大提琴、與小提琴所創
作的三重奏作品，表達了人類面對大自然時，因為
感受到自身渺小，而興起對萬物崇敬的感動心情。
這些音符也同時記錄了對於島嶼上的水文生命史的
思索，猶如描述旅人在天色未亮的清晨單身踏上旅
途的孤獨，穿越四季、走過峽谷與平原，最終行舟

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