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曲目
理查‧史特勞斯（1864-1949）：
〈矢車菊〉、〈罌粟花〉，選自藝術歌曲《少女與花》
〈小夜曲〉，選自歌曲集《六首歌曲》
〈有一個純淨的國度〉、〈偉大的公主〉選自歌劇《納克索斯島上的阿麗亞德妮》
〈愛神〉，選自歌曲集《六首歌曲》
〈春〉、〈九月〉、〈就寢時分〉、〈黃昏〉，選自歌曲集《最後四首歌》

Program
RICHARD STRAUSS (1864-1949):
‘Kornblumen’ and ‘Mohnblumen’, from Mädchenblumen, Op. 22, TrV 153
‘Ständchen’ (Mach’ auf ), from Sechs Lieder, Op. 17, TrV 149, No. 2
‘Es gibt ein Reich, wo alles rein ist’ and ‘Großmächtige Prinzessin’, from Opera Ariadne auf Naxos, Op. 60, TrV 228
‘Amor’, from Sechs Lieder, Op. 68, TrV 235, No. 5
‘Frühling’, ‘September’, ‘Beim Schlafengehen’, ‘Im Abendrot’, from Vier letzte Lieder, TrV 296

演出時間│ 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2:30 p.m.
演出地點│ 國家演奏廳 National Recital Hall, Taipei

演出者

主ề講│車炎江 Yen-Chiang Che, lecturer
女高音│陳美玲 Mei-Lin Chen, soprano
羅明芳 Ming-Fang Lo, soprano

主辦單位│

演出長度│上半場約60分鐘，下半場約60分鐘

鋼ề琴│王佩瑤 Pei-Yao Wang, piano

1︱「女人心底事」：理查‧史特勞斯的歌樂世界

演出者簡介
主 講│車炎江
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博士，主
修歷史音樂學，師事顏綠芬教授。
逢甲大學建築系畢業後轉攻音樂領
域。男中音職業演唱期間曾多次擔
綱演出音樂會獨唱、男聲朗誦與多
齣歌劇（音樂劇）要角。現階段除了繼續參與少數
舞臺演唱或錄影錄音工作，多以西方音樂史暨音樂
美學之教學研究為重心，並經常受邀主講西方音樂
專題講座。近年曾多次為學界與業界知名音樂團體
撰寫演出節目冊樂曲解說，同時亦多次受邀擔任國
家交響樂團（ NSO）近四年樂季主題系列音樂會
之導聆暨講座主講人。現任輔仁大學暨實踐大學音
樂系兼任助理教授、臺大合唱團聲樂指導等職。

女高音│陳美玲
亞洲華人聲樂大賽第二名
以及世界華人聲樂大賽第三名
得主，獲選德國新聲 （Neue
Stimmen）國際聲樂比賽亞洲區代
表並入圍總決賽。曾獲選國立中
正文化中心之校園菁英及「樂壇新秀」；台北愛
樂文教基金會之「台灣樂壇新秀」；聲樂家協會
「聲樂新秀」；台灣區音樂比賽女高音獨唱第一
名；「台北德文藝術歌曲比賽」第三名。畢業於
輔仁大學音樂系、東海大學音樂系碩士班，先後
師事杜玲璋、徐以琳以及Judy Bellingham教授。
現任教於台中新民中學、中壢高中、雙十國中音
樂班、南華大學民族音樂系，並擔任台北愛樂合
唱團、榮星合唱團之聲樂指導老師。

Despina、《費加洛的婚禮》飾Barbarina、2007
年跨年歌劇《風流寡婦》飾Valencienne，及參與
發現馬勒系列演出馬勒第八號交響曲，飾「光明
的聖母」、《梧桐雨》飾嫦娥、《快雪時情》飾
高曼青及 2008年跨年歌劇《蝙蝠》飾愛德蕾，及
《修女安潔莉卡》。2005至2008年間與台北市立
交響樂團合作演出歌劇《茶花女》飾Flora、莫札
特歌劇《魔笛》飾Pamina、《糖果屋》飾Gretel，
以及《強尼史基基》飾Lauretta。2008年1月與台
北歌劇劇場製作莫札特之莊嚴歌劇《克里特王：
依多美聶歐》飾Ilia，於台灣首演。
目前任教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及基隆高中音
樂班，並為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會員。

鋼琴│王佩瑤
王佩瑤出生於台北，五歲習
琴，八歲即登台演出。小學畢業後
以資賦優異兒童身份出國留學，先
後以全額獎學金和優異的表現畢業
於美國寇蒂斯音樂院和耶魯大學
研究所，於耶魯大學就讀時雙修音樂和建築科系。
以詩人般的獨特風格和細膩的詮釋，受邀於全世界
之各大廳院演出。2004-2007 年受聘為林肯中心長
駐室內樂鋼琴家，為台灣唯一獲此殊榮之鋼琴家。
王佩瑤於2006 年起受聘為紐約大都會歌劇院之聲
樂指導，合作過之世界知名聲樂家和指揮家不計
其數。其參與製作並發行DVD 的歌劇《原子彈之
父》(Doctor Atomic) 於2012年2月榮獲美國葛來美最
佳歌劇錄音獎。2012年起，每週一在漢聲電台頻道
分享個人音樂的獨特經歷與見聞，普獲好評。

女高音│羅明芳
美國紐約曼哈頓音樂院聲樂
碩士、義大利國立米蘭威爾第
音樂院聲樂家文憑。於美國參
加第一屆國際聲樂大賽 Classical
Pr o d u c t i o n 榮獲第二獎。 2004
至 2013 年間多次與 NSO 合作，包括莫札特歌劇
《唐•喬望尼》飾Zerlina、威爾第歌劇《法斯塔
夫》飾 Nanetta 、莫札特歌劇《女人皆如此》飾

電子問券請掃描，
支持NSO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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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解說
撰文│車炎江（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博士，輔仁大學暨實踐大學
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透過文學或其他藝術的媒介與素材，「異性書
寫」的創作者刻劃與自己不同性別之人的世界；換
言之，創作者在轉換男女身份後，透過作品為另一
種性別之人吐露心聲。這種概念為藝術世界劃出一
道奇特的地界，其中似乎交雜「當局者迷，旁觀者
清」的客觀理性思維，因為性別差異導致的綺思異
想空間，以及個人主觀情感的理解與認同。
因此，以音樂作品演繹女性情感的男性作曲
家，同樣隸屬「異性書寫」的範疇。在西方音樂歷
史上，以此聞名於世的作曲家，其中一部份是受到
情人或「閨蜜」的助益（例如浦契尼），或是是來
自創作者本身的同志傾向影響，有些作曲家則得力
於「妻助」──像是莫札特在歌劇裡鮮活展現女性
角色的情感和歌聲潛力，就是來自花腔女高音妻子
康絲丹彩給他的靈感；1840年，是舒曼與妻子克拉
拉結婚的那一年，成了舒曼的「歌曲之年」，他靈
思泉湧地寫出140 首左右的藝術歌曲，其中包括一
套僅限女性演唱的聯篇歌曲《女人的愛情與生命》
（Frauenliebe und -leben, op. 42）。屈指算來，理查•
史特勞斯不僅是得力於妻助的德奧作曲家之一，也
絕對夠資格躋身在「最懂女人的男性作曲家」排行
榜之列。

1894 年 9 月 10 日，理查•史特勞斯與寶琳娜
（Pauline de Ahna, 1863-1950）結婚。這位女高音
妻子生性多疑，有著出名的壞脾氣以及得理不饒人
的口舌，但理查•史特勞斯卻和寶琳娜相伴相隨，
廝守終生，成就一段令人稱羨的幸福婚姻。寶琳娜
和她的歌聲是史特勞斯的繆斯，不僅成為這位歌樂
大師的靈感泉源，也是他許多歌樂作品的重要元素
和題獻對象。透過藝術歌曲和歌劇，理查•史特勞
斯展現女人的心理與情感，以充滿官能美感的樂音
模擬女性令人迷醉神往的千萬風情，散發的魅力絕
不下於「嬛嬛一裊楚宮腰」的境界。從《莎樂美》
（Salome）女主角倏忽多變的致命情慾、《納克索斯
島上的阿麗亞娜》（Ariadne auf Naxos）展現二種對比
鮮明的女性愛情觀、一直到《隨想曲》（Capriccio）
伯爵夫人面臨二選一的愛情抉擇難題，他的歌劇音
樂訴盡女人心底事。除此之外，理查•史特勞斯的
藝術歌曲幾乎清一色是為女性歌者所寫，為女性的
歌聲寫下無限繽紛。早期歌曲《少女與花》以花語
破解少女情意密碼；惟待人生看盡繁華三千，《最
後四首歌》道出平靜的永恆歸宿。
〈矢車菊〉、〈罌粟花〉，選自歌曲集《少女與花》
這兩首以花為名的歌曲創作於1888年，選自理
查•史特勞斯年輕時創作的歌曲集《少女與花》，
全套歌曲共計四首，以四種不同的植物作為歌曲標
題，分別是〈矢車菊〉、〈罌粟花〉、〈長春藤〉
和〈睡蓮〉。理查•史特勞斯將作品題獻給他熱愛
歌唱的好友──男高音演唱家漢斯•吉森（ Hans

Giessen），此人亦曾出現在理查•史特勞斯第一齣
歌劇（Guntram, op. 25, 1894）首演卡司的名單中。
歌詞出自德國浪漫主義詩人達恩（Felix Dahn, 18341912）之手，他以不同花朵的特質比喻不同個性
的美貌少女。其中〈矢車菊〉和〈罌粟花〉恰好呈
現兩種不同典型的少女──〈矢車菊〉象徵個性柔
和謙遜的藍眼珠美少女，擁有易於親近與自然舒適
的人格特質，人見人愛；相對地，〈罌粟花〉則是
比喻熱情如火的嗆辣妹，她外放直接的個性透過歌
唱、舞蹈、歡笑展現，並以捉弄矢車菊族類善良美
少女為樂，表面看似不羈，卻擁有一顆極為善良纖
細敏感的心。
〈小夜曲〉，選自歌曲集《六首歌曲》
這是比《少女與花》還早一年出版的作品，
選自 1887年出版的歌曲集《六首歌曲》當中的第
二首，也是其中最受歡迎的一首歌。此時，理查
•史特勞斯已在慕尼黑宮廷歌劇院擔任第三指揮
（ 1886-89 ），雖然他的歌劇作品尚未問世，卻
已經透過《義大利》（Aus Italien, op. 16, 1886）和
《唐璜》（Don Juan, op. 20, 1889）兩首交響詩開拓
他的「音詩」創作時期。《六首歌曲》全都使用德
國詩人馮•夏克（Adolf Friedrich von Schack, 181594）的文學詩作為歌詞，如果連同另一套歌曲集
《五首歌曲》（Fünf Lieder, op. 15, 1886）其中第二
首到第五首歌一起算進去，顯然史特勞斯頗愛馮•
夏克的詩。雖然理查•史特勞斯每每回憶起年輕時
期譜寫的〈小夜曲〉廣受喜愛這件事總覺得尷尬不
已，但這正好說明此曲確實展現他的歌樂作品常見
的情色挑逗官能美感，以及炫技華麗的特徵，而這
些質素逐漸在他往後的歌劇音樂裡達到頂峰。
小夜曲原是一種流傳已久的歐洲歌曲類型，以
輕柔寧靜且抒情的音樂表現著稱，經常出現歌者持
豎琴或吉他等撥絃樂器自彈自唱的現象。理查•史
特勞斯以極為華麗靈巧的鋼琴高音域和絃模仿這類
撥絃樂器的聲響特徵，同時以歌唱旋律音高的大幅
度跳躍暗示歌者興奮之情。此曲屬於變化修飾的分
節歌曲形式，但其中似乎隱含德奧民間歌謠傳統曲
式（Bar form [A-A'-B]）的概念，特別是演唱最後一
段歌詞（B段）時，原本的主調性（升F大調）突然
降轉到遠系調（D大調[VI 級調性]），呼應歌詞裡
提到的「坐下吧 這裡的黑暗充滿神秘 在菩提樹下
…」，隨後引導出全曲最後的激情高潮。
阿麗亞德妮：〈有一個純淨的國度〉
采碧涅塔：〈偉大的公主〉
選自歌劇《納克索斯島上的阿麗亞德妮》
繼《艾蕾克特拉》（Elektra, 1906-08）和《玫
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 1909-10）之後，理
查•史特勞斯再度以維也納文學家霍夫曼斯塔
（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的劇本創作
歌劇，歷時一年左右，在1912年完成《納克索斯島
上的阿麗亞德妮》，原本打算用作法國劇作家莫里
哀（Molière）悲劇演出時的幕間娛樂節目，並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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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25日在司圖加特宮廷劇院（Hoftheater, Stuttgart）
首演。但後來因為諸多原因在 1916年進行改版。第二
版首演1916年10月4日在維也納宮廷歌劇院（Hofoper,
Wien）舉行，這個版本除了修訂部份第一版的內容外，
還在這齣獨幕劇的正戲開始前增加一段開場序，企圖
向觀眾解釋為何《納克索斯島上的阿麗亞德妮》這個
古希臘神話悲劇竟然出現一群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
arte）演員插科打諢外加行徑狂浪囂張的女演員采碧涅
塔的原因。當然，此劇製作演出時，幾乎都是以第二版
為主，第一版的演出如今已不復見。
《納克索斯島上的阿麗亞德妮》以阿麗亞德妮的名
字為劇名，自然而然這位演唱份量極重的女高音是此劇
的第一女主角。她是克里特國王之女，阿麗亞德妮的名
字在希臘文裡有「至聖」之意，這麼一位聖潔與美貌兼
具的公主，卻被自己的父親放入迷宮，準備成為牛頭怪
（ minotaur）的祭品。她對一同參與犧牲獻祭的雅典英
雄忒修斯（Theseus）一見鍾情，並且幫助忒修斯打倒牛
頭怪之後，相偕私奔逃離克里特島，但她卻遭忒修斯拋
棄在納克索斯島上抑鬱而死；但在其他版本的古希臘神
話卻另有一說，她在納克索斯島與酒神（Bacchus）結
婚。雖然古希臘神話流傳久遠的過程中難免出現版本歧
異，但不論是在哪一種版本裡，阿麗亞德妮都象徵一種
鮮明的女性形象──順命貞潔、對愛情專一忠誠、願意
為愛犧牲自己的一切。當她最終得到酒神的真心對待，
也因此得到了愛情至高無上的喜悅和滿足。〈有一個純
淨的國度〉是阿麗亞德妮在劇中演唱的經典名曲，為了
重抒情女高音（或戲劇女高音）的歌聲量身打造，某種
程度呼應著華格納樂劇裡純情堅毅的北歐女神形象。她
以犧牲奉獻的美德和忠貞不二的情操等待真愛的來臨，
同時亦嚮往著死亡的解脫，讓她可以放下世間無愛的痛
苦，進入純潔無瑕的平靜國度。
相對而言，喜劇女演員采碧涅塔就顯得輕佻隨便，
以花腔女高音亮麗的歌聲詮釋她張揚恣意的舉止特徵，
頗有「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強烈個性。但采碧
涅塔以精彩萬分的獨唱曲〈偉大的公主〉嘲弄教訓阿麗
亞德妮的過程裡，卻顯示出和阿麗亞德妮截然不同的另
一種即時行樂的真實人性本質，對男性不忠的控訴與反
抗的態度，以及女性主義至上的概念。顯然，采碧涅塔
活得坦然 、自由且真實，她坦承自己和許多俊美的男人
劈腿，無畏道德和倫理教條在人心扣下的枷鎖，一點也
不掩飾自己身為女性的慾望和內心的種種糾結與迷惘。
她的個性，和善變的愛情如出一轍，悲喜交集的女性情
感，透過各式各樣變化多端的音樂風格表現出來，是全
劇相當著名的唱段。

〈愛神〉，選自歌曲集《六首歌曲》
這首以古代神話傳說中的愛神（丘比特）為主題的
歌曲，由女高音唱出絢麗迅捷的花腔音群，演繹愛神拍
動小翅膀四處飛舞、尋找愛情之箭射擊目標的動態，同
時隱喻女性對於愛情「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微妙心
理。本曲選自理查•史特勞斯於1918年間譜寫完成的一
套六首歌曲集當中的第五首，由於全套歌詞皆使用詩人
布倫塔諾（Clemens Brentano, 1778-1842）的詩作，因此
這套歌曲又名《布倫塔諾歌曲》（Brentano Lieder）。布

倫塔諾是著名的民謠詩歌集《少年的魔法號角》（Des
Knaben Wunderhorn, 1805）主編之一，在德奧民謠詩歌
歷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套歌曲原本是為鋼琴
和女高音而作，但理查•史特勞斯在1933年（no. 6）
和1940年（nos. 1-5）另外將全套歌曲親自改編成管絃
歌曲的形式。
進入廿世紀之後，理查•史特勞斯迅速地將主要
心力投入歌劇創作，並且成功地奠定他在歌劇世界的
地位。細數他在一次世界大戰（1914-18）結束前完
成的一系列歌劇名作，包括《火荒》（Feuersnot, 190001）、《莎樂美》（Salome, 1903-05）、《艾蕾克特
拉》（1906-08）、《玫瑰騎士》（1909-10）、《納
克索斯島上的阿麗亞德妮》（Ariadne auf Naxos, 191112）以及《沒有影子的女人》（Die Frau ohne Schatten,
1914-18），似乎對於藝術歌曲創作產生明顯的「排
擠效應」，導致這段時間幾乎沒有歌曲作品問世。然
而，就在1918年，理查•史特勞斯受到某種意念的驅
使，竟然寫出四套質量並重的歌曲集（opp. 66-69），
之後又一頭栽進歌劇世界裡。這四套歌曲集成了他在
歌曲創作歷程中的異數，融合華格納式樂劇和古典時
期莫札特式歌劇音樂的雙重特徵，同時兼具豐沛的情
感與戲劇的表現力以及優雅清晰的古典元素。

〈春〉、〈九月〉、〈就寢時分〉、〈黃昏〉，選自
歌曲集《最後四首歌》
這是理查•史特勞斯過世前一年留下的《最後
四首歌》（作品也因此得名），創作於 84 歲高齡
（ 1948 ），蘊含他在管絃樂曲（交響詩）和歌劇等
大型作品領域積累多年的作曲技術與智慧。但遺憾的
是，這組理查•史特勞斯的「天鵝之歌」直到 1950
年 5 月 22 日才得以在倫敦皇家亞伯特廳舉行首演，
當天演出陣容包括指揮名家福特萬格勒（ Wilhelm
Furtwängler, 1886-1954）和愛樂管絃樂團，挪威裔女
高音弗拉格絲塔（Kirsten Flagstad, 1895-1962）擔任女
高音獨唱，意即理查•史特勞斯在1949年9月過世前
無緣親見《最後四首歌》的首演。
理查•史特勞斯在閱讀時，發現艾森朵夫
（Joseph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的詩作〈黃昏〉
與自己的人生境況頗為相合，心有所感，於是在1848
年5月將原詩譜成管絃歌曲；之後引用德國大文豪赫
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的詩又陸續寫出其他
三首歌曲（可惜另外還有一首歌曲只留下斷簡殘篇，
沒能在生前譜寫完成）。最後，Boosey & Hawkes樂譜
出版社主編羅斯（Ernst Roth）決定了全套四首歌曲排
版時的先後順序，同時也成為實際演唱全套歌曲時大
家一致遵循的藍本。
《最後四首歌》是為女高音獨唱和管絃樂團而
作，四首歌曲談論人們面對死亡終點時內心的點滴感
受，透過音樂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一致演繹出寧靜
祥和的詩意，以及生命的圓滿境界。雖然作曲家本人
生前並未明確指示這四首歌曲是一套聯篇歌曲，但由
於《最後四首歌》在演出形式上的一致性以及主題與
風格的連貫性，使得《最後四首歌》經常以它最完整
的面貌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