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來自中亞的新語》
In the Eyes of the Nomads
演出時間│2017年9月24日（星期日）2:30 PM

主辦單位│

演出地點│演奏廳

指定住宿│

演出人員│輿圖跨民族樂團、臺灣獨奏家
演出長度│演出長度約120分鐘，含中場休息15分鐘
Approx. 120 minutes with an intermission of 15 minutes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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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記憶
策展人／趙菁文

兩廳院「新點子樂展」邁入第五屆了！今年以關注「亞洲」為題，橫跨完整二週的系列（第一週
在演奏廳，第二週移至實驗劇場），共三檔製作、五場演出：從歐洲看亞洲的《不承受時間的花》，
接著來到歐亞交界的《來自中亞的新語》，最後回到台灣自製的《遶境共聲》。
從歐洲到亞洲，從典型到非典型的創作，新點子樂展「亞洲新記憶」帶領著對於音樂「創作方
式」的新思考。由《不承受時間的花》揭開序幕，獲獎無數的德國摩根斯坦三重奏（ Morgenstern
Trio）偕同歷史悠久的摩登樂集獨奏家，演繹二首日本、二首韓國、二首台灣等全場東亞作曲家的當代
經典與新作；接著「非典型創作」的第二場《來自中亞的新語》，由荷蘭「輿圖跨民族樂團」（Atlas
Ensemble）的五位中亞器樂獨奏家與八位台灣中西樂獨奏家們，演出中亞民族音樂、作曲家的混合編
制新作、以及最令人期待的「輿圖工作坊：演奏家合創」（Atlas Lab）！在為期一週的工作坊中，這
幾位演奏家將化身為「作曲家」，挑戰口耳傳承與五線譜記譜創作的歐亞文化差異，超越語言的隔閡
來一同創奏音樂！
移至實驗劇場的第三檔製作《遶境共聲》，是一個音樂與劇場從創作起點即緊密結合的製作，一
齣從編制、劇本、用材、型態、聲響至一切皆為台灣藝術家們原創的「當代音樂劇場」。結合近三十
位音樂與劇場菁英，新媒體藝術家以台灣早期建設時期之工具意象，製作聲音機械裝置與自製打擊樂
器；劇場空間將以大量光纖線，以大自然元素、漁農業網線來形塑；十一位歌者、擊樂、鋼琴、以及
七位台灣女性作曲家為此劇原創所有曲目。以「聲音符號來戲劇」：遙想一艘巡洋的船艦，承載著這
島嶼上的分合聚散，交織出一幅幅關於台灣島嶼的圖景⋯⋯

演奏家創奏的《來自中亞的新語》
在歐亞交界，相較於歐美其實地理位置離我們更近的地方，但我們似乎並不熟悉。
今年二月，和Artyom第一次以網路通話時，他以緩慢、堅定的話語，述說著他所獨創的「演奏家
創奏」的想法，我馬上著迷了。接著，我開始找尋這八位演奏家。大約七月初時，Artyom給了這些演
奏家第一份「作業」：
“To prepare a musical self-portrait of your instrument. Please, note that it's self-portrait of
your INSTRUMENT, not you. That means that your instrument will be creating his/her portrait.
That means that your instrument will become author and performer, and you will be just helping
him/her to make it possible.”
「摒除自我，尊重樂器，聆聽他╱她想說什麼，讓他╱她成為作者，而你，只是協助他╱她的
人。」 Artyom 說的，是演奏家與自己的樂器「交心」，不是控制，不是訓練有素的讀譜練習，不是
「作曲家以記譜來命令演奏家，然後演奏家命令樂器」。但，也絕對不是直覺的即興，更不是舞台上
獨斷的決定。這需要記譜，但也不是精確的記譜（也許用圖像、文字敘述）。
Artyom說，他需要一組願意付出時間、相信這個創奏Method的演奏家。我知道我不需要自認為是
即興的高手，我知道我需要演奏能力精準、對於音色敏感、對於這個計畫好奇，甚或是有一些擔心緊
張（創作不出來）的成員。
於是，鈞豪、韋晴馬上答應飛回國內；詠之、崇青、馨方的精湛功力與熱情，讓我不得不找她
們。我知道我需要一個不按牌出牌的初生之犢—尚謙。而雅慧與涵涵老師在電話另一頭的回應：「為
什麼你要問我的學生？不問我本人？」更是讓我當場感動萬分。
我身為作曲家，因此更知道作曲家的限制；而這一群與自己的樂器朝夕相處的人，何不來教我們
如何創作？Artyom已請他們在工作坊前的兩個月內，每天要做從身體、心理、樂器上的創作準備，讓
我們拭目以待這些音樂家們努力的成果！

2︱亞洲新記憶《來自中亞的新語》Remembering Asia Anew+In the Eyes of the Nomads

演出曲目

Program

中亞民族音樂選曲

Selected Central-Asian traditional pieces
Atlas soloists

蔡淩蕙：《蹤跡》（世界首演）

Ling-Huei TSAI, Trace (world premiere)
Atlas + Taiwanese soloists

張玹：《扁舟二》（世界首演）

Shiuan CHANG, Skiff II (world premiere)
Atlas + Taiwanese soloists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中亞民族音樂選曲

Selected Central-Asian traditional pieces
Atlas Soloists

十三位跨民族樂團獨奏家：合創作品（世界首演）

Collective Compositions (world premiere)
Atlas + Taiwanese soloists

中亞在哪裡？
一般所稱的狹義中亞，原指前蘇聯的四個加盟共和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
這四者的正式國名都包含「斯坦」（-stan，源自波斯語，意為「⋯⋯的地方」、「⋯⋯的國家」）這
個後綴，如烏茲別克斯坦。蘇聯解體後，已獨立的四國領袖召開峰會，宣布也是「斯坦」的哈薩克亦
屬於中亞地區，於是今日所稱的「中亞五國」成形。
然而，這只是以近代政治疆域訂定而來的中亞，若從文史觀點仔細探究，中亞涵蓋了更廣闊的
區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87 年出版的《中亞文明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六冊鉅著來看，從氣候、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多面向
思考，廣義中亞的範圍遠超過人為劃定的中亞五國，蒙古、新疆、西藏、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
等國家地區，以及俄羅斯中東部的廣大針葉林地都包含在內。 1997 年成立的「中亞經濟合作組織」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更進一步將高加索山地區的亞塞拜然、喬治亞兩國也
納入中亞。
所以，中亞可以是一個以現代國家疆界來簡單定義的地理區塊，也可以是一個從史地、政經發展
出來的概念。本次節目以廣義中亞的音樂傳承發展、交互影響思考設計，「來自中亞的新語」於是涵
蓋了東亞、南亞、中東、歐洲眾多民族的音樂理念。
集創作與演奏於一身的音樂家
因為「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之優勢，過去三、四百年才發展成形的「西洋古典音樂」
在二十世紀攻佔全球，即便是有著千百年音樂傳承的許多亞洲國家，也仿效其「管絃樂團」的成立。
在當今古典音樂會中，無論是幾百年來的大師經典曲目，或是當代新作，基本上就是作曲家精心擘
劃，演奏家照譜用心演出。然而，世界上其他地域的音樂，並不一定是如此表現。
中亞地區的音樂傳統包含兩個面向，一是大草原游牧文化，另一是伊斯蘭文化；前者有雋永的史
詩吟唱、器樂演奏，後者則有宗教儀式、古典歌舞套曲。兩者並存交融數個世紀，千百年來的歌唱奏
樂傳統，歷經人為的政治疆界變動，依然不變。在這裡，能作又能演的歌者樂師，透過口耳傳承與親
身實踐，習得今日西方通常行諸於文字的「樂理」，除了唱奏祖先留下的歌樂，也按「樂理」框架展
現自我。在這裡，「作曲」不是一項獨立於表演詮釋之外的技能，甚至沒有「作曲」這樣的概念，而
是由音樂家在台上演出自己當下完成的作品。
中亞民族音樂的「樂理」其實也跟西洋古典音樂一樣，有各種「規範」，集創作與演奏任務於一
身的音樂家，必須熟悉這些規則並運用自如。例如，游牧文化中的史詩吟唱也有既定的素材，歌者除
了說出動人的故事，還要調和樂音與格律；而來自伊斯蘭文化的套曲中，在定譜唱奏的曲目外，也還
有以旋律與節奏規範為基礎，讓音樂家彰顯功力的自由發揮段落。
（文／陳峙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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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yom Kim的音樂創奏理念
本場音樂會的最後一首曲目，是今年度「新點子樂展」系列的重要挑戰與成果展現之一，
是以Artyom Kim所獨創的「協同作曲法」（the Method of Collective Composing）為基礎，由輿
圖樂團成員與臺灣獨奏家們共同完成的作品。透過四個階段，開發參與成員創作與溝通的能量，
以演出者共同創奏的樂音，引領我們重新思考長久以來對作曲者、演奏者、觀賞者三個角色的定
義。
Artyom Kim說明，第一階段，從生理與情緒的放鬆、以至喚醒精神專注力與直覺，開發參與
者的創作能量。第二階段建立所有成員之間的「集體信息場」（collective information field），透
過即興遊戲，啟發參與者自然而然的音樂表現能力。第三階段中「作品」逐漸成形，各成員以自
己熟稔的方式記下（就是各種記譜方法）前兩階段碰撞產生的隻言片語，開始發展有明確架構的
完整樂曲。當然，「作品」並非就此定型，未來演出當下的氛圍還會持續讓樂曲「改版」。第四
階段就是登台了，即便在前幾階段所有參與者已完成了作品，但面對觀眾時，「集體信息場」又
擴大了，台上眾音樂家們將視觀眾的反應繼續「改版」。
上述四個階段的創作演奏理念，行諸文字也許是十分抽象的概念，但這其實就是器樂獨奏家
探索自我過程，彰顯音樂涵養與演奏技藝的表現。
（翻譯、整理／陳峙維）

新創作品解說
蔡淩蕙：《蹤跡》（2017）
以室內協奏曲（Concerto for Chamber Orchestra）的概念，為這些亞洲與歐洲樂器之合奏寫
作，盼能在其之中尋找獨特的音響組合。以同質與異質分組的方式，凸顯這些樂器的異同；同質
組合例如：長笛╱Duduk╱薩克斯風、Tar╱柳琴╱大阮╱Chang、Kamancha╱Kemençe╱大提
琴⋯⋯等，異質組合例如：Duduk╱大阮╱大提琴、長笛╱Tar、薩克斯風╱柳琴╱Kamancha、
Kemençe╱Chang╱打擊樂⋯⋯等。此外，將在演出前的排練中，經由討論，保留演奏家之創思，
向傳統音樂所強調培養的創造性演繹能力致敬。
蔡淩蕙(*1973)畢業於國立藝術學院、美國Yale School of Music與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曾獲音樂台北、國臺交鼓勵創作、Tanglewood Music Center等之獎項，並多次與台南人劇團、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采風樂坊等合作。近年作品包括《南管足鼓協奏曲》；音樂劇場《昭君出
閣》、《毀壞的城市》（為南管歌者、洞簫與鋼琴）等。目前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
主任。
張玹：《扁舟二》（2017）
試想以文人划船時的手臂運行，以及吐納的律動，帶出蘇軾〈赤壁賦〉之詩意與武元直《赤
壁圖》之意象。
旅美作曲家張玹(*1989)為2015 Earplay Donald Air國際作曲比賽首獎得主，曾於紐約卡內基
音樂廳、東京三得利音樂廳、紐約莫肯音樂廳、巴爾托克音樂廳、台北國家音樂廳等地演出，也
曾與Ensemble Multilaterale、Alter Ego、Orkest de Ereprijs、Signal Ensemble、Neue Vocalsolisten
Stuttgart、普林斯頓室內合唱團、Peter Eotvos、帕格尼尼得主Inmo Yang等合作。自2016年創辦
「音元樂團」，活躍於紐約的美術館與畫廊，致力於結合空間、藝術、音樂、科技，為觀眾創造
正向與感動人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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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簡介
輿圖跨民族樂團
輿圖跨民族樂團，是當今樂壇唯一集結來自歐亞的傳統樂器與傑出音樂家，以各地具歷史文化底
蘊的民族樂器為編制，首演無數當代新作的樂團。由藝術總監Joël Bons所成立，輿圖樂團以來自不同
地域文化的樂器，營造前所未有的聲響世界，開創當代音樂配器新視野，同時也引發議題的關注，如東
方口耳傳承與西方記譜創作的差異，對於作曲家而言成為一大挑戰。
2002年輿圖樂團於柏林音樂節（Berliner Festspiele）首度登台，在指揮Ed Spanjaard的率領下，完
成郭文景、賈達群、Faradi Karajev（亞賽拜然）、Fabio Nieder（義大利）、Theo Loevendie（荷蘭）
等作曲家的委託創作與首演。2004年成為荷蘭音樂節的駐節室內樂團，舉辦為期三週的工作坊、大師
班與音樂會。自2009年起，每年八月舉行輿圖工作坊（Atlas Lab），提供一個集結世界各地作曲家與
音樂家的國際交流平台，推動跨文化的新音樂創作，為世界音樂與當代音樂的發展再創高峰。
指揮／Artyom Kim
1976年出生於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Tashkent）近郊，於塔什干國家音樂學院修習作曲。自1996年
起，於塔什干Ilhkom劇院和國際知名劇場導演Mark Weil工作，擔任作曲家與音樂導演。身兼節目策劃
與指揮，他在烏茲別克製作一系列表演藝術節目，包括首次於中亞國家上演的史特拉汶斯基《婚禮》、
貝爾格《室內協奏曲》、舒尼特克《安魂曲》等名作。2004年創立Omnibus室內樂團，是中亞第一且唯
一推廣當代音樂的樂團。他曾與荷蘭新室內樂團（Nieuw Ensemble）、輿圖樂團、海牙打擊樂團、美
國跨界樂團Bang on a Can、吳巍等合作。作品曾於Huddersfield當代音樂節、阿姆斯特丹Gaudeamus音
樂週、德國MaerzMusik音樂節、亞太音樂節等演出。
Artyom Kim所獨創的「協同創作」（Collective Composing），以集體創作藝術作品為基本理念，
是演奏家即為創作者的過程中，結合音樂、舞蹈、戲劇、電影拍攝等的一種獨特系統。這種藝術創作方
式，重新定義了作家、演奏家與觀眾的傳統角色。
亞美尼亞雙簧管duduk／Gevorg Dabaghian
1965年出生於亞美尼亞首都葉里溫（Yerevan），是當今全世界最傑出的亞美尼亞雙簧管演奏者
之一。1990年榮獲最佳東方國家樂器（Best Eastern National Instruments）大獎；1995年由Celestial
Harmonies發行的音樂專輯獲得INDI國際大獎，並由美國TRADCROSS唱片發行多張專輯。Gevorg
Dabaghian精通亞美尼亞傳統民間樂曲與舞蹈等，曾和中提琴家Yuri Bashmet與莫斯科獨奏家室內樂
團、馬友友與絲路合奏團（The Silk Road Ensemble）、輿圖樂團等合作。他與亞美尼亞作曲家Vache
Sharafyan所共同執行的「亞美尼亞雙簧管音樂」計畫，獲選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人
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現為葉里溫國家音樂學院教授，並獲頒亞美尼亞共和國榮譽藝術家。
亞塞拜然塔爾琴tar／Elchin Nagijev
1966 年出生於亞塞拜然 Neftchala 區， Elchin Nagijev 於亞塞拜然音樂專業學院（ College for
Professional Music）與巴庫音樂學院（Baku Music Academy）修習塔爾琴。目前定期與卡曼沙琴演奏
家Elshan Mansurov搭擋演出，並任教於巴庫音樂學院，負責教授木卡姆課程。
亞塞拜然卡曼沙琴kamancha／Elshan Mansurov
1962年出生於亞塞拜然Gazah區，Elshan Mansurov於亞塞拜然音樂專業學院與巴庫音樂學院修習
卡曼沙琴。自1986年起，與知名歌手Alim Qasimov所組成的木卡姆三重奏（Mugam Trio）合作演出多
年。曾獲民族音樂器樂大賽（Folk Musical Instruments Competition）首獎，目前致力於世界各國推廣
亞塞拜然木卡姆音樂，並任教於巴庫音樂學院。2007年獲頒亞塞拜然共和國榮譽藝術家。
土耳其提琴kemençe／Neva Özgen
1977年出生，於伊斯坦堡科技大學土耳其音樂學院（ITU Turkish Music State Conservatory）完成
碩士與博士學位，以獨奏家的身分曾與Anatolia室內樂團、Montreal 部落三重奏、輿圖樂團、尼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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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zers室內樂團等合作，亦與西塔琴大師煦珈康（Shujaat Hussain Khan）、印度Bansuri笛大師Deepak
Ram、英國搖滾樂手Peter Murphy、法國大提琴家Jean-Guihen Queyras、土耳其音樂家Kudsi Erguner等
國際知名音樂家合作演出。2009年起於阿姆斯特丹音樂學院講授土耳其木卡姆音樂（Maqam），為輿
圖樂團學術講座之一。現為伊斯坦堡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烏茲別克揚琴Chang／Ravshan Tokhtamishev
1987年出生於烏茲別克Shakhrisabz市，2013年畢業於烏茲別克國家音樂學院，主修烏茲別克揚琴
（chang）。曾參與2010美國跨國音樂節Bang On a Can、2012國際爵士音樂節Bishkek Jazz Spring、
以及2013年與Tong Yon樂團、Omnibus樂團合作於國際音樂節等。2013至2015年間，在中亞各國參
與Play Together計畫，並隨Omnibus樂團涉足現代音樂，也是執行Omnibus Maqom Project的主要音樂
家之一。
（譯／楊宜樺，整理／趙菁文）
長笛／游雅慧
以「資賦優異兒童」保送維也納國立音樂學院，並以「特優成績」取得該校長笛教育科及演奏科
文憑後，隨即就讀法國里昂高等音樂學院，以及瑞士日內瓦音樂院，並以最高成績取得最高文憑。求學
期間加入「維也納長笛九重奏」於歐洲巡迴並灌錄唱片，國際蕭邦音樂協會曾評選為「東方優秀青年音
樂家」。返台獲兩廳院樂壇新秀後，即赴布達佩斯與匈牙利交響樂團合作錄製個人專輯。2009-2011年
獲「歐洲藝術音樂節」之邀，於德國、維也納及法國演出及舉辦大師班。現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長笛首
席。
薩克斯風／顧鈞豪
東海大學音樂藝術學士及維也納市立音樂院演奏家文憑，法國國立Puteaux音樂院職業演奏家文
憑、法國國立Cergy-Pontoise音樂院高級音樂教育文憑。旅法期間曾任法國地鐵管樂團暨管弦樂團以
及Levallois市立管樂團薩克斯風首席。2006年獲UFAM國際音樂比賽室內樂高級組第一名。自2012年
始，主持台北愛樂I-Saxo計畫，並於2014、2016年主辦第一、二屆國際薩克斯風論壇。目前旅居維也
納，同時擔任台北愛樂室內樂坊音樂家、薩克幫音樂總監。
擊樂／薛詠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弦與擊樂碩士。2012年於「超旅程未來媒體藝術節」與國際聲光大師 Herman
Kolgen同台演出，同年底於實驗劇場之「新人新視野：音樂舞蹈篇」演出《諷刺詩文》，2013年於實
驗劇場演出「新點子樂展」《奇幻音畫》、《當代致敬》，並於十一月受邀擔任第四屆數位藝術表演首
獎《錯置現象：擊樂科技表演結合計畫》的演出者。2016年受邀至東京藝術大學、現代擊樂節演出，
近年來致力於聲音藝術、當代音樂及結合跨領域的演出。
豎琴／曾韋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學士，德國科隆音樂院、奧地利格拉茲音樂藝術大學、科隆音樂院現代
音樂詮釋等豎琴演奏碩士，現於科隆音樂院攻讀豎琴最高演奏家文憑。曾師事鄧良音、呂威儀、王郁
文、解瑄老師，現師劉航安教授。曾獲耶胡迪．梅紐因基金會、德國Hans und Marlies Stock-Stiftung
文化藝術獎學金。2016-2017年擔任德國Wiesbaden黑森州立歌劇院豎琴首席， 2014年獲得義大利國
際豎琴大賽第四名，並曾於香港第一屆亞洲豎琴音樂節、奧地利 Klangspuren現代音樂節、德國Acht
Brucken現代音樂節、德國Trier現代音樂節等演出。
柳琴、阮／陳崇青
第一屆國家兩廳院「傳統器樂新秀」得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系學士及表演藝術所民族
音樂學碩士，論文獲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中心碩士論文獎。曾獲台灣區音樂比賽柳琴組第一名、北
京中州杯民樂比賽最高榮譽「陽光獎」。演出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曾任采風樂坊演奏家，演奏絲竹樂、
現代音樂和器樂劇場十餘年。近年接觸搖滾、藍調、爵士和拉丁，並加入「絲竹空爵士樂團」，於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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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爵士（Jazzycolors）國際音樂節、馬德里希古洛藝術中心（Circulo de Bellas Artes）、墨西哥賽萬
提斯國際藝術節（Festival Internacional Cervantino）等活動中演出。現任教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
樂系。
古箏／許馨方
臺灣青年古箏演奏家，其穩健風格受著名箏樂家彭景之影響，曾獲中華民國國樂學會彈撥器樂大賽
青少年組第一名、2010年兩廳院傳統器樂新秀、臺灣盃古箏音樂比賽金獎等；2016年於張儷瓊教授的
指導下，獲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箏演奏碩士學位。其演奏足跡遍及亞洲、美加等地，曾與臺灣國樂團演
出《如是》古箏協奏曲。
大提琴／巫尚謙
1996年出生於屏東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四年級，啟蒙於母親楊秀華，現師事歐陽伶宜。擁有極
佳的音樂性，擅長即興，曾與木樓合唱團合作演出，2017年參與《搗蛋》台北大巨蛋集體創作計畫，同
年再與來台策展的芬蘭影像藝術家Nina-Maria Oförsagd合作即興藝術創作，作品近期將於芬蘭展出。
低音提琴／卓涵涵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低音提琴首席。美國UCSD現代音樂演奏博士，目前使用之獨奏樂器為國際低音
提琴協會於2004年所贈。2001年日本泉之森低音提琴國際比賽第三名得主。2004年出版「現代音樂晚
安故事集」演奏保羅藍席爾作品，獲作曲家專文報導。曾擔任國際低音提琴協會比賽主席。曾於北京低
音提琴音樂節與美國舊金山國際低音提琴協會年會舉行獨奏會，在美國La Jolla音樂節、加拿大Victoria
音樂節等演出。
主持／陳峙維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植物學系、會計學研究所，後於英國史特林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取
得電影與媒體博士學位，學術專長為近現代音樂工業、流行音樂、世界音樂。現為臺灣大學音樂學研
究所、輔仁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曾獲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開設「全球音樂文化」、全臺語授
課之「臺灣音樂導論」、全英文授課之「文創管理理論與實務」等，教學之餘接案創作短片與多媒體配
樂，主持廣播節目，並在家掌管廚房餵飽家人。

製作人╱李惠美

燈光技術指導暨執行╱淡成偉

策展人╱趙菁文

視聽技術指導暨執行╱黃俊義

演出團隊╱輿圖跨民族樂團、臺灣獨奏家

節目單編撰╱陳峙維、楊宜樺、趙菁文

製作統籌╱黃緯騰、黃凱琳

主持╱陳峙維

統籌舞監╱許峻維

執行團隊╱財團法人拉縴人文化藝術基金會

歡迎掃描 QR Code 線上填寫「觀眾意見調查表」
（紙本問卷請繳回服務台，或傳真至 02-3393-9730）

感謝您費心填寫！現場繳回紙本問卷或出示電子問卷，將可兌換「精美小禮」
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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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Asia Anew+

Curator/Ching-Wen CHAO

The Innovation Series of the National Theater & Concert Hall, Taipei,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13 (joining
a previously bi-discipline series of contemporary theater and dance),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ontemporary music events in Taiwan. This yea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omposer Ching-Wen CHAO,
the Innovation Series is to present a unique program in the form of two concerts and a music theatre. The Hours
of Flower features the Munich ARD award-winning Morgenstern Trio and clarinetist Nina Janssen-Deinzer
from the prestigious Ensemble Modern, presenting a program of East Asian composers’ works. Starting out from
here, the Series invites the audience to turn around to reexamine Asia and its heritage, as well as challenges the
“method of composing.” In the Eyes of the Nomads gathers five Central Asian musicians -- members of the
unique, cross-cultural Atlas Ensemble -- and eight Taiwanese musicians, and together they create music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conductor Artyom Kim, exploring his “Method of Collective Composing” in a weeklong
workshop "Atlas Lab" in Taipei. Last, bringing together theater director, lighting/stage designer (winner of 2017
Word Stage Design, Gold Prize), installation artist, seven Taiwanese/Taiwanese-American female composers,
conductor, percussionists, pianist and eleven vocalists, The Pilgrimage promises to be a multimedia spectacle
par excellence. A poetic anthropological rendering of Taiwan’s history and its unique cultural as well as
geographical position in the world, The Pilgrimage tells the story of Taiwan in a manner both concrete and
abstract and obtains its dramaturgical scaffold and narrative sequence from various sound objects and sonic
events.

Atlas Ensemble

The Atlas Ensemble is a unique chamber orchestra uniting brilliant musicians from China, Central Asia, the
Near East and Europe. The ensemble presents an unheard sound world of instrum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he repertoire consists entirely of specially commissioned works.
Founded by Joël Bons, compos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Nieuw Ensemble in Amsterdam, the Atlas
Ensemble opens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colour and orchestration. Unlike the modern western heterogeneous
ensemble in which one instrument of each family is featured, the Atlas Ensemble brings together instruments
from various cultures which, whilst originating from the same ancestor, have travelled and developed over the
course of centuries. Thus, a wide variety of instruments came into being. In addition, a central issue has been
brough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al/improvisational traditions and the notational/compositional ones.
The Atlas Ensemble made its debut in 2002 at the Berliner Festspie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Ed Spanjaard
every year premiere programmes are presented to great acclaim. In 2004 the Atlas Ensemble was the ensemble
in residence at the Holland Festival for three weeks, featuring workshops, master classes and concerts with
traditional repertoire and premieres of newly written works. In 2005 its artistic director Joël Bons received the
prestigious Amsterdam Prize of the Arts for his work with the Ensemble.
To deepen the concept of the Atlas Ensemble, Bons created an international Atlas Lab in 2009. Musicians,
composers, musicologists,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others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meet, experiment
and collaborate, to study new pieces and do research, to teach and learn. In 2012, the Atlas Lab resulted in the
first Atlas Festival,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Amsterdam Muziekgebouw aan 't IJ. In 2013, the Atlas Ensemble
was ensemble in residence at the Helsinki Musica Nova Festival in Finland and performed in Santiago de
Compostela, Spain. A succesful second Atlas Festival was presented in 2014. In October 2016 the Atlas
Ensemble, together with the world renowned cellist Jean-Guihen Queyras, premiered Joël Bons' large scale
Nomaden to great acclaim at the Cello Biennale Amsterdam. The Atlas Ensemble and the Atlas Lab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a recent global phenomen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ensembles in which instruments and
musician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meet to create new mus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