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時間│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7:30PM

主辦單位│

演出地點│國家音樂廳
製作單位│

節目全長約100分鐘，含中場休息20分鐘
Approx. 100 minutes with an intermission of 2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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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讓愛發芽－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與愛樂種子音樂會

發芽與深耕
2018 年歲末年終，國家兩廳院獻上對臺灣的祝福與關懷，特別邀請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共同製作
《讓愛發芽－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與愛樂種子音樂會》。這場演出也是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自 2012 年開啟
「Sistema Taiwan」愛樂種子計畫以來，孩子們首次以弦樂團站上國家級殿堂，更難得的是有機會與樂
團的音樂家們同台演奏。
起步稍晚的孩子，潛藏邊緣化循環危機，相較於物質給予，更需要翻轉命運的契機，這樣的改變需
從教育及心靈層面逐步著手；一個樂器一把琴，就像是開啟心靈的一把鑰匙，孩子們勤奮練習而長繭的
手，從音樂中找到生命的意義。我們期待透過舞台，能讓這群孩子們從挑戰與挫折中，建立自我的期許
與信心。
愛樂種子的孩子們有別於以往的成果發表，在短短幾個月內密集且嚴格地團練，為的是能在舞台上
盡全力展現出完美的一面。今晚站在舞台上的孩子，目前還無法跟專業的音樂家演奏一樣好，但每一位
都戰戰兢兢地爭取上台的機會，實現他們自己內心的夢想。我們相信∼透過音樂，能讓孩子抬頭挺胸、
昂首闊步；我們期待∼音樂沒有階級之分，而是點燃每個孩子心中最單純的願望，將一點一滴慢慢地萌
芽、茁壯…
這場音樂會不只帶給孩子們希望，更是牽引著所有對喜愛音樂的您們，那份藏在心底深處的感動，
能藉由眾力深耕至臺灣的各個角落，讓更多人成為愛樂種子的園丁，一起照護臺灣社會，也讓這場演出
的感動與掌聲，成為孩子們今年最棒的禮物！

演出曲目

Program

巴哈：G大調第三號布蘭登堡協奏曲，第一樂章

J. S. Bach: Brandenburg Concerto No.3 in G
BWV1048, 1st Movement

普羅高菲夫：彼得與狼

63URNR¿HYPeter and the Wolf
中場休息

,QWHUPLVVLRQ

久石讓動畫音樂組曲：《魔法公主》、 《龍貓》
《天空之城》、《崖上的波妞》

-+LVDLVKLVXLWHIURPPrincess Mononoke、Totoro、
Laputa、Ponyo on the cliff by
the sea

史特拉溫斯基：火鳥組曲

,6WUDYLQVN\The Firebird Suite

曲目介紹
巴赫：G 大調第三號布蘭登堡協奏曲，第一樂章
音樂之父－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 － 1750），共創作 6 首大協奏曲呈獻給布蘭登堡
邊境伯爵，而有《布蘭登堡協奏曲》的名稱，而此曲也是奠定日後古典樂基礎的重量級作品。其中「第
三號布蘭登堡協奏曲」的樂團配置較特別，僅僅使用了弦樂器，聲部之間的對話十分重要。第一樂章充
滿活力的飽滿聲音及持續不斷的旋律流動都令人感受到豐富的創造力。
普羅高菲夫：彼得與狼
1936 年三月間，普羅高菲夫（Serge Prokofiev，1891-1953）參加了莫斯科兒童劇場中心的開幕典
禮，受到現場氣氛感染而答應為中心及兒童寫作一首作品。他認為這樣的作品應該是以簡單為宜，最好
還帶點神話故事的情節。於是，浦羅高菲夫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寫下了這部《彼得與狼》的神話音樂故
事，並由一位說書者講述著故事，小型樂團伴隨著說書者，好像是插畫一般的點綴著。在這首以故事為
主的音樂裡，俏皮的音樂並非只是好聽而已，它還具有教育的意義，因為普羅高菲夫巧妙的用不同的樂
器來代表不同的故事角色，而且各有自己的音樂主題，使得《彼得與狼》成為歷年來最受歡迎的兒童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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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石讓動畫音樂組曲
四首曲目皆選自宮崎駿經典動畫電影，從充滿神祕森林氣息的《魔法公主》、結合悲傷及美好記憶
的《天空之城》、俏皮歡快的《龍貓》，及充滿愛與勇氣的《崖上的波妞》。音樂大師久石讓透過音樂
說故事，讓人閉著眼也能進入電影場景裡的氛圍。「音樂就是要在感動觀眾之前，先感動自己，把感情
融入作品。」久石讓用音樂感動人心，讓人每個時刻都能產生情感共鳴，進入一個又一個雋永的故事。
史特拉溫斯基：火鳥組曲
《火鳥》、《彼得洛希卡》及《春之祭》是史特拉溫斯基最重要、最美麗，也是含義最深的三首作
品。《火鳥》是最先完成的一首，它和另外兩首均有顯著的不同。《火鳥》中充滿幻想，並含有相當多
未出正軌的和聲。《火鳥》在俄國的民間故事中是一隻美麗的珍禽，它的羽毛發著金色的光澤，眼睛亮
如寶石，發光的身體在夜間有如耀目的火光。這首舞曲原為一首芭蕾樂曲，在音樂會中則以組曲形式演
奏，包含原曲中的下列幾段：序奏（Introduction）、火鳥之舞（Dance of the Firebird）、公主之舞（Dance
of the Princesses）、凱斯齊之舞（Dance of King Kasichei）、催眠曲（Berceuse）、終曲（Finale）。

製作暨演出團隊簡介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音樂總監暨指揮 林天吉
林天吉為臺灣宜蘭縣人，在臺灣除了以獨奏家的身分演出音樂會外，並擔任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
首席，是位極為活躍的小提琴演奏家。1999 年以小提琴演奏最高滿分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所。
1999 年任職於國家交響樂團 NSO 助理指揮，2007 年於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擔任助理指揮。自 2008 年起，
林天吉出任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駐團指揮、台北市民交響樂團音樂總監；2016 年起，專職於中國文
化大學音樂學系；2018 年起，擔任台北愛樂管弦樂團音樂總監。
愛樂種子指揮 侯勇光
曾 任 國 家 交 響 樂 團 小 提 琴 第 一 部 團 員（1989~2014）； 臺 北 市 私 立 靜 心 中 小 學 管 絃 樂 團 總 監
（2008~2010）；臺北市立介壽國中弦樂團指揮（2010~2016）；臺北市私立靜心中小學音樂中心主任
（2016~2017）。
現任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管弦樂團指揮、新北市立福和國中管弦樂團指揮、台北青少年室內樂團音樂
總監、弦樂高峰會召集人、兩岸四地學校樂團音樂節臺灣場策展。
樂團首席暨小提琴家 蘇顯達
畢業於法國巴黎師範音樂學院，獲最高級小提琴及室內樂獨奏家文憑。留學法國時師承謝霖（H.
Szeryng）與普雷（G. Poulet），深受其紮實內斂音樂表現之影響。在法期間表現優異，除考取已有百年
歷史的巴黎市 Concerts Lamoureux 交響樂團外，亦曾擔任巴黎師範音樂院樂團首席，並多次獲得 Alfred
Cortot 全額獎學金。1995 年獲得「十大傑出青年」獎項。1999 年所灌錄的《台灣情．泰然心—蕭泰然小
提琴作品專輯》以及 2001 年的《古典台灣風情—黃偟小提琴小品精選》CD，分別獲得「最佳古典唱片」
與「最佳演奏人」金曲獎。2016 年獲有「民間國家文藝獎」之稱的吳三連獎第 39 屆「藝術獎」之殊榮，
為該獎音樂類藝術獎首位得獎的演奏家。自法返國 30 多年來，投身於音樂教育不遺餘力。現為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音樂學院院長與音樂系專任教授，並擔任台北愛樂管弦樂團樂團首席，而自 1996 年開始主持台
北愛樂電台「迷人的小提琴世界」節目迄今已 20 多年，深獲聽眾喜愛。
說書人 郎祖筠
知名表演藝術工作者。作品涵蓋：電視、電影、舞台劇、導演、傳統戲曲、主持、廣告、綜藝、廣播、
配音、藝術教學、公益等領域……1997 年以電視劇《我們一家都是人》首嘗電視金鐘獎，自此開拓了更
廣闊的演藝事業。1999 年依循古禮，拜投「人間國寶相聲大師」吳兆南門下，成為其門下唯一女弟子。

3 ︱讓愛發芽－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與愛樂種子音樂會

2000 年即以豐富的傳媒經驗及深刻女性睿智視野創立了「春河劇團」。演藝資歷豐富的成績也獲多方專業肯定，
自 2006 年起逐次獲邀擔任廣播金鐘評審、電視金鐘獎評審、金馬獎競賽片評審。2007 年與摩阿文創，合作創
立「FUN 演生活學」演說品牌。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 Taipe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自 1985 年成立以來，不只在臺灣的音樂史上留下許多重要紀錄，也在國內外贏得了許多
重量級的樂評與肯定。創團音樂總監亨利．梅哲（Henry Mazer）先生的音樂素養以及獨到的訓練，使「梅哲之音」
成為臺灣樂壇的經典名詞。
1990 年台北愛樂第一次前往加拿大溫哥華及美國芝加哥演出，當地媒體以「島嶼的鑽石」來形容樂團。
1993 年至歐洲巡演，在世界著名的維也納愛樂廳（Musikvereinssaal），即金色大廳，這是華人樂團首次在
該廳演出。樂團演出足跡遍及各國，包括芬蘭、愛沙尼亞、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捷克、法國、斯洛伐克
...... 等。
台北愛樂無數次面臨場地的困難、經歷政策的變動，也深陷經費的困窘。但是期間只要有臺灣或是國外一
張音樂廳的邀請、一響愛樂者的掌聲、一句樂評人的讚許或是一點企業界的贊助，台北愛樂的每一位就會忘記
排練的汗水、旅途的勞累與募款的艱辛，再次堅定而自信地走上舞台，奏出動人的樂章，並且讓音符迴盪在觀
眾回家的途中。
愛樂種子弦樂團
Sistema Taiwan 愛樂種子公益音樂教育計畫主要為協助基層家庭的兒童音樂（提琴）教育，透過藝術學習
開啟生命可能性。Sistema Taiwan 源自於 36 年前委內瑞拉的 El Sistema 慈善計畫，至今已於美國及許多美洲國
家、英國與亞洲國家萌芽，台北愛樂藉由自身專業，貢獻己力，並邀集社會賢達共同參與，藉由藝術軟實力與
跨界經營來達成增進社會和諧公平的企業責任。
2016 年啟動愛樂種子公益提琴課程計畫，我們相信音樂帶來生命改變的契機，提供師資與樂器，深入都市
邊緣及偏遠地區長期教學，透過音樂為媒介，在不同的角落，寫下關於愛與音符的樂章。提琴並非只是一項技
能，更重要的是學習過程中培養出努力不放棄的精神，體驗到不斷練習所得到的成就感，這種來自內心的肯定
感，化為正向的能量，足以抵抗現實生活的困境。

Introduction
Seeds Sprouting After Deep Plowing

Love Seeds, a co-p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Theatre & Concert Hall and the Taipe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TPO), features the second time for the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the TPO’s Sistema Taiwan project to perform on the
stage at the national level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project. Last time, the children from Hsinchu’s St. Teresa Children
Center participated in the TPO’s encore by playing drums, but this time, they officially take the stage of National
Concert Hall and perform alongside the orchestra’s principals. The difference is built on their committed training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on their expectation toward themselves. The concert is also the last performance of the serie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birthday of Henry Mazer, the founding music director of the TPO, in Taipei. Henry
Mazer has once led Taiwanese musicians to walk onto the world’s stage, thus boosting Taiwan’s self-confidence. In the
same vein, the children from the Sistema Taiwan project rise from 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to step onto the stage of
National Concert Hall and search for self-recognition while they are still in schools. The spirit of such dedicated efforts
stems from Mazer and the TPO will surely pass it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For those late beginners, there always exists the cycling risk of being marginalized. In comparison with material
supplies, what they need more is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ir lives, and such a change should start from education
and spiritual level. A music instrument is like a key to the door of their minds. With hands full of calluses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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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ous practices, they fi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 music. The children who perform on the stage tonight may not
be as perfect as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artists, but they have worked extremely hard to strive for the opportunity of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of National Concert Hall and to mak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It inspires them tremendously.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music, those kids will one day stride forward with their chins up. We also expect that the
classless music will light up the purest wish in the heart of each child and make the seeds of music sprout and grow
strong gradually in their minds.
This concert does not only bring hopes to the children but also strikes a chord with all music enthusiasts. With
your assistance, we are able to deeply plow at every corner in Taiwan and plant the seeds of music. Let’s all become
gardeners to take care of those “love seeds” as well as the Taiwan society.

Profile
Taipe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TPO’s first music director and chief conductor was the late American Henry Mazer, a former Associate Conductor
of the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 Pittsburgh Symphony Orchestra. Mazer dedicated over 15 years of his
life to supervise the artistic growth of TPO. When he first brought the orchestra to per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0, music critic William Russo praised the orchestra for its excellence: “The Sinfonietta is one of the finest groups
of musicians I have ever heard”. After the death of Mazer in 2002, TPO has had several conductors, among them,
Alexander Rudin, Andreas Delfs, and Lin Tien-Chi (Paul Lin).
One of TPO’s missions is to bring classical music to different audien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rough music
playing of the highest level. In 2005, TPO introduced the music of “Taiwan Sketches” on the National Radio of
Slovakia to Europe, and receive constantly recognition until today. Also inspire listeners’ appreciation for modern
music, TPO often performs works by living composer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mong them Yiu-kwong Chung,
Hwang-Long Pan from Taiwan , Leif Segerstam from Finland, and Peeter Vähi from Estonia. In addition, TPO
organizes workshops, master class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for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Sistema Taiwan

ॡΎ௰тಏաᝳ
ͭޣЂᕅ˃·

Sistema Taiwan (S.T.) is a charity project mainly focusing on assisting children from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to
obtain good quality education in fiddle learning. We sincerely hope children can find all kinds of possibilities in life
through learning Art and Music. Based on the charity project called El Sistema in Venezuela about 36 years ago, S.T.
now has already sprouted in the U.S., U.K., countries in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and countries in Asia. Through its
soft power of Art and crossover operation in business, Taipe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has invited prominent personages
to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harmony and fairness for the majority in society.
S.T.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since 2016, it is our belief that music can bring significant moments into people’s lives,
so we've reached out to remote areas to teach fiddle playing hopefully to give warmth and love to those in needs. We
also believe fiddle playing is not only a skill but it allows people to feel satisfied while facing challenges and to not
give up. The affirmation from the heart could be transferred into positive energy to resist odds and challenges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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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廳院精美小禮」
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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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愛樂管弦樂團 演職人員
指 揮
說書人

林天吉
郎祖筠

第一小提琴

第二小提琴

中

提

琴

大

提

琴

低音大提琴

蘇顯達、陳恩加、詹青青、
柯淑馨、謝宓臻、蔡明儀、
藍胤萱、曾繼宣、許家誠、
吳比恩
盧耿鋒、朱育佑、林思諭、
王景賢、謝忠良、鄧凱鴻、
神原香純、林麥麥
* 王 瑞、何佳珍、林怡君、
袁繹晴、陳映蓁、羅培菁、
張仁豪、劉詩珊
歐陽慧儒、魏佳玲、謝宜璇、
馬靜儀、王鈺淩、曾鈺婷、
吳欣樺
陳怡伶、許舒涵、林盈君、
羅琬臻

長
雙
單
低
法
小
長
低
定
打
鋼
大
豎

簧
簧
音
國

音
音

鍵

笛
管
管
管
號
號
號
號
鼓
擊
琴
琴
琴

劉慧謹、吳曉貞
* 賴承儀、朱貞吟
陳威稜、林佩筠
張曼瑄、郭怡芬
蘇毓婷、王鈺成、國田朋宏、
梁應婷
* 鄧詩屏、江帛軒
梁兆豐、蓋玉強、陳煜其
林一帆
陳思廷
鄭凱文、陳玉潔、邱楷麟、
陳雯欣
王文娟
蔡佳璇
陳淑杏
（註：* 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員）

愛樂種子樂團 演職人員
■巴哈：G 大調第三號布蘭登堡協奏曲，
第一樂章
小提琴 李佩芸、張文玲、高羽璇
中提琴 林庭誼、李雅珍、余姿佳
大提琴 陳佩誼、卓季蓁
低音大提琴 劉子誠
■久石讓動畫音樂組曲
指
揮 侯勇光
第一小提琴 李佩芸、陳子芯、張文玲、
高羽璇、張凱童、陳怡蓉、
陳詩涵、* 梁鈺函

第二小提琴

中

提

琴

大

提

琴

低音大提琴

簡琳恩、簡渼恩、謝文哲、
藍翊姍、吳羿璇、彭雅芸、
孫子薰、** 宋威豪
吳宇淳、林庭誼、葉皇溫、
李雅珍、李佳紋、余姿佳、
** 蔣佳蓉
陳佩誼、陳周霆恩、卓季蓁、
陳妍欣、* 董冠昕
劉子誠、林佑宇、陳妡琳、
曾宥嘉

（註：* 為愛樂種子老師 ** 為愛樂種子助教）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製作團隊

愛樂種子計畫團隊

團
長
行政總監
音樂總監
顧
問

計畫發起人 吳宗祐
副秘書長 謝淑莉
指
揮 侯勇光
企劃專員 陳采萱、蔡宓凌
行政秘書 楊惠嵐
演出協助志工 瞿琰、余瑄、曾宛翎

賴文福
俞冰清
林天吉
申學庸、吳漪曼、黃志全、潘皇龍、
鮑元愷
法律顧問 林明華、陳德義
樂團經理 丁乙玲
樂基會秘書 羅文君
演出企劃暨公共關係經理 鄧凱鴻
企劃專員 林 伶
行政專員 鄭如 彣
專案執行 陳倩芬

特別感謝
本場製作舞監 方祿芸
技術團隊 Over Quality
圖片提供 格林文化《彼得與狼》
繪者 羅森菲特
圖片提供 格林文化《火鳥》
繪者 伊莎貝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