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時間│2018年11月10日（星期六）7:30 PM

主辦單位│

演出地點│國家音樂廳

製作單位│偉業工作室、天空藍工作室

節目全長約100分鐘，中場休息15分鐘
Approx. 100 minutes with an intermission of 15 minutes

主辦單位保有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1︱單身快樂－1ｘ1的幸福

兩廳院在歲末深冬前，以單身幸福為音樂會主題，首次從「單身」角度切入，試圖探索人與人之間
的情感，特別邀請古典小提琴出身的跨界音樂家蘇子茵，以及天空藍工作室共同製作，領軍金曲音樂團
隊，串聯東京、巴黎、紐約、台北的城市愛戀，訴說愛的相遇及分離，屬於一個人的故事。
《單身快樂－1ｘ1的幸福》以英國作曲家艾爾加當年寫給未婚妻的求婚禮物《愛的禮讚》串連，多
種編曲風格展現四個城市不同的樣貌與愛情的味道，用音樂的力量療癒每個人的心。
1+1不等於幸福，但1x1也許是幸福的起點。在愛別人之前，別忘了要更愛自己喔！

節目簡介
你的愛情故事與回憶是什麼樣子？
是戀愛了，離開了，想念了，還是遺憾了？
我們總是在前進、選擇、回憶、流連的過程中徘徊著，
說著愛，恨著愛，想著愛，走出愛。
五光十色的東京、華燈璀燦的巴黎、
燈紅酒綠的紐約、川流不息的臺北。
四個城市裡，華麗的，深刻的，狂放的，自我的，
在不同的時空與過程中，
一趟單身的旅程，一場關於愛的精彩演繹。
從宇多田光《First Love》的想念，劉若英《後來》的遺憾，

Adele《Rolling in the Deep》的吶喊，到John Legend《All of Me》的浪漫，
那些想要的幸福，曾經的美好，將於音樂會全新重現。
一輩子能談的戀愛有限，
但卻能在這裡聽見愛的不同樣貌與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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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曲目 PROGRAM
東京（Tokyo）
艾爾加《愛的禮讚》：鐵琴版

Edward Elgar / Salut d’Amour for Vibraphone Version

中島美嘉《雪花》（日劇「對不起我愛妳」主題曲）
平井堅《輕閉雙眼》（電影「在世界中心呼喚愛」主題曲）
米希亞《你是一切》（日劇「大和拜金女」主題曲） MISIA / Everything
宇多田光《First Love》（日劇「魔女 條件」主題曲）
紐約（New York）
愛黛兒《內心深處翻騰著》 Adele / Rolling in the Deep
紅髮艾德《妳的樣子》 Ed Sheeran / Shape of You
約翰傳奇《我的一切》 John Legend / All of Me
亞當李維《迷失的星星》（電影「曼哈頓戀習曲」主題曲） Adam Levine / Lost Stars
希雅《寂寞水晶燈》 Sia / Chandelier
巴黎（Paris）
艾爾加《愛的禮讚》：爵士版

Edward Elgar / Salut d’Amour for Jazz Version

蘇子茵《Polka Dot Skirt》
科爾．波特《一起相愛吧》（電影「搖擺情事」主題曲） Cole Porter /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蔡健雅《拋物線》
艾迪特．琵雅芙《玫瑰人生》（法國電影《玫瑰人生》主題曲） Edith Piaf －La Vie En Rose
五月天《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臺北（Taipei）
艾爾加《愛的禮讚》：搖滾版
王菲《開到荼靡》
張惠妹《掉了》
周杰倫《聽見下雨的聲音》
孫燕姿《天黑黑》
劉若英《後來》
蘇子茵《Journey》

Edward Elgar / Salut d’Amour for Rock&Roll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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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暨演出團隊簡介
跨界小提琴、作曲家、製作人 蘇子茵
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碩士。曾任坦格爾伍德音中心樂團首席、太平洋音樂節副首席、安娜堡交響樂欽點提
琴手等國際樂團、音樂節重要參與，琴音遍及紐約卡內基廳、東京三多力廳、林肯中心艾莉絲塔莉廳及大衛葛
芬廳等。曾獲亞裔美國人領導獎、美國總統教育卓越獎、及全國管絃樂大獎，被知名音樂家凱文科恩喻為「最
滲透人心的琴聲」；美籍華裔音樂家蘇子茵從世界各大音樂廳的舞台、各大音樂節首席的位置走進製作室、混
音間，以豐富的音樂風格與演出經驗跨足電影、電視、及流行音樂製作領域。其敏銳的感受力與觀察力也為品
牌形象音樂及廣告配樂，皆獲得極高的評價。
參與數十部華語電影音樂後期製作、上百張的流行音樂專輯錄製與製作；所帶領的國際製作團隊在華語電
影與流行音樂圈奠定了良好的聲譽及口碑。從古裝歷史劇、青春愛情片、紀錄片、到驚悚懸疑片，皆為電影拉
近了觀眾的情緒，讓音樂為戲劇的情感張力畫龍點睛。從張惠妹、王力宏、張靚穎，到MC HOTDOG、頑童，
其合作風格跨及古典、爵士、嘻哈、電音、搖滾等，為許多唱片與製作公司御用合作。2017年由Sony Music發
行了個人創作專輯《蘇子茵同名專輯》。

導演 張文玲
天空藍工作室。合作過的藝人有李宗盛、羅大佑、周華健、伍佰＆ CHINA BLUE、莫文蔚、齊豫、潘越

雲、辛曉琪、蔡健雅、陳綺貞、蘇打綠、盧廣仲、張震嶽、MC HOTDOG、頑童、張杰等，曾擔任「滾石三十

巡迴演唱會」、「縱貫線世界巡迴演唱會」、「兄弟本色巡迴演唱會」之總導演、籌劃，並製作「日不落 ON
THE MOVE」集藝術、時尚、音樂跨界之展演。

樂團統籌、編曲、鍵盤 黃冠豪
華語流行音樂編曲、樂手、演唱會音樂總監。曾任金曲獎第28屆典禮開場表演節目編曲&音樂統籌、
第29屆評審，兄弟本色世界巡迴演唱會擔任音樂總監。唱片編曲作品涵蓋陳奕迅、徐佳瑩、張震嶽、MC
HOTDOG、品冠、盧廣仲、丁噹、蕭亞軒、梁文音、ELLA、袁婭維……等歌手。曾為陳奕迅、張震嶽、MC
HOTDOG、五月天、楊乃文、盧廣仲等歌手演唱會中擔任鍵盤手。除此之外，更跨足影像、廣告配樂製作及劇
場音樂，曾任《搭錯車》音樂劇音樂設計。

吉他 王漢威
華語流行音樂編曲、樂手。發行過的編曲作品包含：SpeXial、炎亞綸、品冠、徐佳瑩等，也曾為Hush、
S.H.E、田馥甄、徐佳瑩、張震岳、蕭秉治等歌手演出中擔任吉他手。

貝斯 林奧迪
曾在張惠妹 Utopia世界巡迴演唱會、佛跳牆 Buddha Jump、四分衛 Quarterback等歌手演出中擔任Bass手。

獲獎紀錄無數：98搖滾英雄會「最佳Bass手」。MTV SMIRNOFF思美洛百萬樂團大賽「最佳Bass手」。金音獎
第3屆「最佳搖滾專輯」、「最佳專輯」、「最佳樂團」入圍。金音獎第5屆「最佳搖滾專輯」、「最佳現場演
出」入圍；「最佳樂團」、「最佳搖滾單曲」獲獎。金音獎第8屆最佳樂團」、「最佳搖滾專輯」入圍；「最
佳現場演出」獲獎。金曲獎第23屆「最佳樂團」入圍。金曲獎第26屆「最佳樂團」、「最佳編曲」獲獎。

鼓 江尚謙
佛跳牆樂團歌手，獲得第26屆金曲獎最佳樂團與最佳編曲人。曾入圍第23屆金曲獎最佳樂團，以及第3屆
金音獎最佳專輯、最佳搖滾專輯、最佳樂團獎。現為日本Sakae Drums代言人。演出及錄音經驗豐富，合作藝人
有Olivia、小宇、朱俐靜、李佳薇、周傳雄、周筆暢、韋禮安、品冠、柯泯薰、陳建瑋、陳乃榮、郭修彧、梁
文音、劉思涵、盧凱彤、謝銘祐、戴佩妮、藍心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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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風琴 蔡偉靖
現為臺灣手風琴協會理事長、巍聲國際藝文公司及蔡偉靖手風琴工作室共同創辦人。演出經歷遍及各大
音樂廳，曾擔任義大利馬爾凱省卡斯特費達爾多Astra劇院與Frank Marocco指揮樂團之手風琴手，2014年於國
家音樂廳擔任日本音樂大師久石讓指揮《風起》第二號組曲世界首演手風琴演奏家。2018年於中央電視台與大
提琴家歐陽娜娜演出春晚節目「冰雪嘉年華」；與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院長蘇顯達錄製專輯單曲《生命協奏
曲》，於全臺各地音樂廳巡迴演出；與跨界小提琴家蘇子茵及吉他大師董運昌於日本輕井澤爵士音樂節演出。

音樂編程 伊勗賢
現職為錄音工程師、節目策劃演出樂手、野人創意工作室執行經理。畢業於國立嘉義大學音樂教育學系，
因興趣至白金錄音室工作而進入錄音工程產業發展至今。目前活躍於流行音樂錄音工程與混音製作、各類音樂
展演現場演出及舞台管理，2018年入圍金曲獎第29屆最佳演奏錄音專輯獎《波斯驛站》。

踢踏舞者 黃心慈
現為舞工廠舞團資深舞者與舞工廠舞蹈教室教師。畢業於臺北體育學院動態藝術學系街舞組。自小學六
年級至舞工廠舞團學踢踏舞，因為展現不凡的資質，被舞團選中加入舞團培訓計劃，2006年首次參加比賽就獲
得高雄市長盃踢踏舞比賽青少年個人組第二名。參與過舞工廠舞團多場重要演出，包括年度製作《異響+》、
《躍擊》、《Underground Tapping》、《踢踏效應》、《踢踏密碼》，並於2015年與舞者李昀芯一同受知名舞
者Melinda Sullivan之邀至美國洛杉磯進修及一同編創舞碼拍攝宣傳影片。

特別嘉賓 辛黛芬
跨界美聲天使—辛黛芬（Stephanie Hesterberg）因自由式唱腔和溫柔的爵士嗓音「唱進靈魂的最深處」受
各大國際精品的矚目與青睞出席各大發表會。扎實的唱功從幕後對音樂的熱愛開始，從詞曲創作、廣告、戲
劇、專輯Demo、配音長期參與錄唱打下深厚的基礎。熱愛運動、文學、表演，擁有混血國籍的辛黛芬同時也
是專業的模特兒，幕前的她擔任過MV、平面與廣告拍攝與演出，給人甜美又健康的印象。近期曾受邀 《我要
當歌手》、《歌神請上車》節目PK與進入決賽。

特別嘉賓 千田愛紗
出生於日本沖繩本島，通曉華語和日語。2000年，17歲的愛紗來到臺灣參加「超級星期天」節目的美少女
選拔大賽，與佐藤麻衣、高原朋子和五島千佳同時入選並組成四人女子團體「Sunday Girls」，團體解散後持
續留在臺灣發展演藝事業，並主持節目、演戲等多元化發展。2007年成為嘻哈團體「大嘴巴」女主唱，並獲得
2008年及2011年兩屆金曲獎最佳組合團體的殊榮。2018年愛紗以個人發行單曲《梭哈》。

Introduction
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What are your love stories and memories like? Is it romance, farewell, reminiscence or regrets? Or is it all of the above?
Through time, we fall in love, break up, tie the knot, and linger around choices – We speak of love, sorrow for love, think
about love and walk out on love. In the colourful Tokyo, the resplendent Paris, the cosmopolitan New York and the indulging
Taipei, there are unique journeys and stories to be told. It can be glamorous, profound, exotic or egotistical as each story
compose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through varied culture and personalities.
Under the lead of crossover artist Daphne Su, the Golden Melody Award-winning team brought a whole new show
experience through wide range of music genres with stunning audio and visual design to share different flavours and shapes
of love in these splendid cities. With composer Sir Edward William Elgar’s proposal present to his fiancée, Salut d’amour, as
a recurring theme, you’ll experience the longing for love in First Love by Hikaru Utada, the regrets of love in Afterwards by
Rene Liu, the calling for love in Rolling in the Deep by Adele, the romance in love in All of Me by John Legend. The joy, the
sorrow, the longing, and the regrets of love, perhaps by choice, perhaps not. What matters the most is the happening of these
great instances as we preciously carry them in our hearts. Love, to be loved. Enjoy the musical journey of love with us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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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Daphne Su
Contemporary Violinist / Composer
Having received Asian American Leadership Award, United States President’s Award for Educational Excellence, and
National Orchestral Award, Daphne Su holds a Masters of Music Degree from The Juilliard School, She has been the
concertmaster of world leading music festivals, such as Tanglewood Music Center and the Pacific Music Festival. She
has performed at Carnegie Hall of New York, Suntory Hall of Tokyo, Alice Tully Hall and Avery Fisher Hall at Lincoln
Center, and et cetera.
In the recent years, Daphne Su has focused on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with cross-cultural performances, film
soundtrack compositions, music festival performances, and original music creations that explore social relation and
connection. With her keen ingenuity and delicate emotions, she builds an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for her audience. She
also integrates dance, fashion and multimedia to elevate music into a language that connects different nations and fill
people’s hearts with warmth. She released her original composed album Daphne in 2017.

製作團隊
導

演 張文玲

執行製作 孫復華
執行導演 盧雅伶
硬體統籌暨音響 王駿綸
燈

光 羅林軒

影像設計 鄭文豪
舞台監督 曹鈺羚
硬體工程 駿緯音響有限公司
影像攝影 簡宏樹、彭裕宏、盧冠廷
化

妝 沈妙玲

髮

型 Marco Lau

經紀團隊 偉業工作室
製作團隊 天空藍工作室
行政助理 鄭雋達

特別感謝 JAMEI CHEN、曲洱品牌藝人經紀、妝苑工作室、HEADLINE、MEGAWORKS，以及所有以
行動支持這場盛會與默默支持蘇子茵音樂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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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