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2 年 3 月 9 日馬偕博士自加拿大遠渡乘船登陸台灣

北部－滬尾（今淡水），於 1872 年 4 月 10 日開設北台灣

第一所教會-淡水教會。因著馬偕博士推動宣教、醫療、

教育，本會信徒人數越發增長，於 1904 年 10 月 04 日於

淡水神學校成立台北長老中會(後改稱為北部中會)，是長

老教會邁向教會自治的一步。 

 

  馬偕博士雙腳走遍臺灣各地傳揚福音，展開近三十

年在台的宣教生涯。一生致力於關懷弱勢、醫療傳道，秉持著「寧願燒盡，不願銹

壞」之精神，將畢生奉獻於臺灣，台灣北部基督長老教會承續馬偕精神，設立台灣

神學院、淡江中學、真理大學等各級學校和馬偕醫院、護理及醫學院，將「愛與服

務」帶進這片土地。 

  為緬懷馬偕博士來台宣教 150 年，感念思念上帝的愛與馬偕博士一生的奉獻，

北部大會在今年將以一系列紀念活動帶領弟兄姊妹一同體會追念馬偕博士的所做所

為，期盼藉由活動將宣教的力量凝聚起來，讓眾人得到與主一起的平安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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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偕博士到台灣的宣教，是結合了「教育」

與「醫療」一起，造福北台灣人民。少有人知道，

馬偕博士一樣在音樂部分有不可抹滅的貢獻。馬

偕牧師對音樂與寫詩很有興趣，引進了聖歌及聖

詩本，帶入西方音樂，同時進行原住民音樂採

集。真理大學承襲馬偕的精神，期待延續馬偕對

台灣的愛，所以於 2000 年創辦音樂應用學系，透

過「演奏教學」與「行政管理」兩組，培育全方位的音樂人才，並戮力提升台灣的音樂展

演水平，並將台灣音樂推展至國際，十幾年來成效卓著。 

自 2010年以來，音樂應用學系與義大利、奧地利、北京、天津、香港均有大規模的學

術交流活動，包括與義大利雙邊國際學術研討及大師班，樂團、合唱團赴奧地利、北京、

天津、香港音樂會演出等活動，2018 年 4 月亦應邀赴馬來西亞，與馬來亞大學進行合作交

流演出，2019-20 年的跨年夜，受新北市捷運局邀請，在淡水輕軌列車上跨年演奏，

2018-20 年在本校校園舉辦「高教深耕計畫—古蹟展演」十餘場音樂會，頗獲好評；在比賽

成績方面，音樂應用學系管樂團榮獲 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大專組第一

名，合唱團榮獲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混聲合唱大專組優等第一名，弦樂團榮獲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弦樂合奏大專組優等第一名。這代表本校音樂系無論在專業

性與國際化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現。本校延續馬偕博士「愛與服務」的精神。音樂應用學

系各樂團常受邀至社區、醫院、國高中校園中巡迴演出，以及至淡水地區的安養中心陪伴

長者，更協助各高中職的音樂性社團一起提升演奏素質。比起獲獎榮譽，音樂應用學系師

生們服務的心，才是更珍貴的珍寶。 

此次馬偕來台 150 周年紀念音樂會演出，由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主辦，本

場音樂會將以音樂紀念他在台灣「寧願燒盡，不願朽壞」的奉獻精神。除了感謝北部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傾力支持及音樂應用學系全體師生的努力付出之外，也要感謝全校各單位大

力的配合──學校任何單位的活動，都是全校的大事。期待所有社會賢達與愛樂朋友的大

駕光臨，給予這些年輕音樂人最大的鼓勵與支持。  

                                    真理大學校長 陳奇銘教授 

     2022 年 3 月 



曲 目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                    指揮：李建一  鋼琴：洪小涵 

 
1872 序曲--〈攏是為主基督〉．．．．．．．．．．．．．．．．．．詞/曲 劉立薰 

 

 

〈真主上帝造天地〉．．．．．．．．．曲/平埔調  詞/源 1852《養心神詩》編曲/劉立薰 

 

 

〈行走在耶路撒冷〉．．．．．．．．．詞/曲 Traditional Spiritual   編曲/ Rollo Dilworth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合唱團                       指揮：高端禾 

鋼琴：何煥儀、李正遠、鍾涵雯 

 

〈Swing Low, Sweet Chariot〉．．．．．．．曲/Wallis Willis 編曲/Andrew Pryce Jackman 

 

 

〈Libare Me〉．．．．．．．．．．．．．．．．．．．．．．曲/Anthony Sylvestre 

 

 

〈最後的住家〉．．．．．．．．．．．．．．．．．．．．．詩/馬  偕 曲/何嘉駒 

 

 

〈上帝的羔羊〉．．．．．．．．．．．．．．．．．．．．．．．．詞曲/陳泗治 

獨唱(施洗約翰)/葉展毓 

 

－中場休息－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管弦樂團                      指揮：許双亮 

 

〈美麗的稻穗〉．．．．．．．．．．．．．．．．．．．．詞曲/陸森寶(BaLiwakes) 

 

 
〈歡樂歌〉．．．．．．．．．．．．．．．．．．．．．．．．．．．．．阿美語傳統民歌 

獨唱/南賢天 

 

 

 間奏曲（選自歌劇《鄉間騎士》）．．．．．．．．．．．．．．．． ．馬斯康尼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管弦樂團、淡江中學音樂班      指揮：許双亮 

 

 

第五號交響曲《命運》第 1、4 樂章．．．．．．．．．．．．．．．．．．貝多芬 

 

 

〈馬偕博士逝世百週年紀念歌〉．．．．．．．．．．．．．詞/陳茂生   曲/蕭泰然 

 
 
〈最後的住家〉．．．．．．．．．．．．．．．．．．．．詩/馬  偕   曲/李奎然 

  全體會眾齊唱 

領唱/葉展毓 

 

 

－晚安－ 



音樂會曲目介紹      

 
一百五十年前，來自加拿大的馬偕在淡水登岸台灣，開始他與這個島嶼的生命連

結。他在淡水地方建立的教會與學校，成為啟蒙當時在地的人們對基督的信仰、以

及對知識追求的意識者之一，在此同時，馬偕也建立了醫館，在西式的醫療系統與

資源尚為缺乏的時候，提供了當時在地最需要的、屬於現代性的醫療予人們，對於

日後的淡水以致於台灣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時值此刻，我們在緬懷馬偕在台的貢

獻，以本場具有紀念性的音樂會作為一個開場，除了曲目的安排外，演出也由立基

於淡水、與馬偕具有歷史淵源與在地情感的真理大學、淡江中學、以及八角塔男聲

合唱團共同呈現，同時，這場音樂會也是一個虔誠的儀式，是一種對淡水、對台

灣，以及對基督義理於未來的一個展望與期待。 

上半場 

1872 序曲《攏是為主基督》--宣教的大時代 

十九世紀是基督教宣教的大時代，儘管背後有著帝國主義與其殖民的軌跡，但許多

富有熱忱的年輕人就在如此背景下遠赴海外宣揚基督的福音。當時基督教在中國的

宣教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拉開了序幕，隨後有無數宣教士接受呼

召進入遠古老的東方國度，設立教會、學校與醫院。這些宣教士本身不乏漂亮的學

歷以及未來優渥的物質生活，但他們甘心樂意放棄這一切，眼中只有耶穌基督與宣

揚福音的使命，其中劍橋七傑(The Cambridge. Seven)的故事至今仍舊為人津津樂

道。在這樣的大時代下，基督的福音也再次進入台灣。 

1865 年 5 月 28 日，英國長老教會所屬的馬雅各醫生扭打狗登陸，這一天是長老教

會在台宣教的歷史起點;1872年 3月 9日，加拿大長老教會首位海外宣教士馬偕在淡

水上岸，讓寶島福爾摩沙南北兩端都有了屬於上帝的堡壘，長老教會定根本土至今

已有 150 年的歲月。現在雖然前幾代的信仰前輩早已遠逝，但他們的故事依舊流傳

並提醒著我們，活出信仰的生命來回應上帝對自已的呼召。馬偕將他的一生完全獻

給台灣，設立了 60 餘間教會、兩所學校與一間現代化醫院，替超過三千人受洗並 

 



 

 

培養本地傳道人，讓福音在此地生生不息。雖然他已逝世超過百年，但今日我們都

是馬偕，彼此在不同的淡水上岸，獻上「攏是為主基督」的一生。 

《真主上帝造天地》--抵台與原住民的首次相遇 

1872年 3月 9日，馬偕在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士李床 (Hugh Ritchie， (1840-1879) 與

德馬太醫師(Matthew Dickson，1844-192.1)的陪同下在淡水登陸他深深地被此地所

感動，心裏「歡愉到真想高典的拍手」。3月 11日，馬偕與李庆一行人從淡水南下，

沿途經過中壢、新竹、苗栗、大單並且進入平埔族的大社、內社，最後在 3 月 24

日回到大社。天黑後眾人在靠近河床的樹林下停歇，準備在此用餐與過夜，並砍了

些小樹枝 鋪平後作沈睡床。正當大家吃飽之後，突然有人開始吟唱聖詩，詩歌的 

聲音迴繞柱樹林間。當晚馬偕並沒有馬上睡著，他「觀看天上的星星，思考創造它

們的上帝」，這是馬偕在日記中首次提到台灣原住民的歌聲，往後幾年他也認為原

住民的音樂特質確實高過漢人。大夥兒於隔日離開大社前輔社，並由當地的原住民

陪同，男子們腰間配上刀與攜帶火繩槍，因為他們害怕山裏的部落視他們為叛徒，

山林間瀰漫著緊張的氛圍。 

有些平埔族確實會運用自己的曲調來吟唱聖詩，這首《真主上帝造天地》之曲名為

「大社」，可能是馬偕南下時採集大社一帶的巴宰族曲調，現收錄於新《聖詩》第

5 首。美國學者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1842~1940)也會於 1873 年在社收集到與

今日《真主上帝造天地〉極爲類似的旋律。不論當晚這些原住民吟唱的聖詩為何，

這些文字無法敘述 的樂音與這幾日與台灣原住民的近距離接觸都讓馬偕印象深

刻，令他沉思默想與仰望無垠的星空。 

  《行走在耶路撒冷》（Walk in Jerusalem） 

傳統黑人靈歌，歌詞啟發於使徒約翰於聖經啟示錄中所描繪之新天新地，提醒人們

在世時要隨時做好預備，以待後世能與眾聖徒一同在新耶路撒冷中同行。不論是歌

詞或者歌曲中都充滿著欣快與盼望之情，迎接耶穌再來。 

                        撰寫／八角塔男聲合唱團 



 

《輕搖，可愛的馬車》（Swing Low, Sweet Chariot）是由威廉．威利斯（William 

Willis）所寫的一首詩歌。回到一八六二年，這位作曲者在紅河（Red River）河畔之

時，那風景喚起了他對約旦河，以及那被馬車帶回天國的以利亞先知們的事蹟，於

是他寫下了這首今日最廣為流傳的著名美國黑人靈歌有美而又神聖。〈拯救我〉

（Libera Me）原本是天主教彌撒儀式當中的經文，當中的歌詞是祈求天主將自己從

那永恆的死亡、那天地震裂與地獄之火的審判當中拯救出來。當代的法國作曲家席

維斯特（Anthony Silvestre）以這段經文寫作了可以獨立於儀式而仍具基督信仰意義

的合唱曲。 

何嘉駒出生於一九七八年的台灣，這首《最後的住家》是寫於二ＯＯ七年的作品。

在這首詩當中，馬偕寫下了自己對於台灣的深厚情感，也等於預告了他將終其一生

留在台灣的決定，在三月九日的今天，以這首馬偕親筆所寫下的經文而為展演，具

有一種感懷與想念的意義。 

陳泗治誕生於士林，他畢業於今天淡水中學校（淡江中學），並且在這個時候與吳

威廉牧師娘（Mrs. William Gauld）學習音樂，這是他音樂的啟蒙。之後，他進入台

北神學校，其後更赴日本東京神學校就讀，《上帝的羔羊》清唱劇便是他於一九三

六年的畢業之作。《上帝的羔羊》源自聖經當中，關於施洗者約翰的故事，在台灣

《上帝的羔羊》在一九四年於中山長老教會演出，其中擔任獨唱者，是音樂家呂泉

生先生。陳泗治之後回到母校任職校長，他讓淡江中學成為一個真實培育人才的學

校，並且在此奉獻了二十五年的時光，今日我們來看，他是一位馬偕精神的繼承

者，不僅對台灣的音樂、台灣的教育有著貢獻，同時也以傳教士般的精神傳播基督

的義理，在台灣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音樂家與教育家之一。 

 

 

 

 

 

 



下半場 

音樂會的下半場是由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管弦樂團以及淡江中學音樂班共同的演

出，並且以兩首台灣原住民相關的作品作為開始：陸森寶的《美麗的稻穗》以及一

首阿美族傳統歌謠《歡樂歌》所做的編曲音樂會以這兩首具有慶典與儀式性、具有

歡樂與豐收意象的情景與氣氛。 

陸森寶（1910-1988）是出身卑南族的歌謠創作者與教育家，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台

南大學）的他，曾在台東縣的中學以及農校任教，善於演奏鋼琴的他，於退休後便

專心在卑南歌謠的創作。《美麗的稻穗》其實是八二三炮戰期間，陸森寶寫給在前

線服役之族人的，在這首歌的歌詞當中便提到「美麗的稻穗已經成熟，等著迎接我

們的收割」以作為一種對族人自前線歸來的期待。 

阿美族的《歡樂歌》其實並不是只單一的一首歌曲，以其為名的歌謠其實是很多的，

但最有名的一首，是馬蘭部落的郭英男夫婦的演唱的《飲酒歡樂歌》。阿美族的歡

樂歌可能是工作之餘、休息之間或是飲酒之際的演唱，很多時候是即時的配著舞蹈

而行，而音樂當中最為特殊的是藉由（即興）對位而產生的複音結構，並且以許多

大的跳進而為獨特。在這場音樂會中，我們以如此豐收以及歡樂的場景，以比擬寓

言的形式作為對馬偕的一種紀念。 

此外，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管弦樂團選擇了馬士康尼（Pietro Mascagni, 

1863-1945）的寫實主義歌劇《鄉間騎士》當中，一首具有基督教信仰情懷的著名間

奏曲、以及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927）的《命運交響曲》（第一以

及第四樂章）作為對馬偕來台、與這片土地以及人們相遇之「命運」的隱喻，另外

還有蕭泰然受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委託、為馬偕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所寫的《馬偕博

士逝世百週年紀念歌》以為我們對他感懷。音樂會的最後，我們再次以李奎然作曲

的《最後的住家》作為結束，並請全體會眾齊唱，對馬偕作最後的致意與紀念。 

撰寫／莊效文(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演出者介紹 

獨唱/葉展毓 

  聲樂師事陳振芳，徐以琳，畢業於高雄醫學大學生物科

技系，東海大學音樂研究所。 

曾合作指揮：呂紹嘉、簡文彬、張尹芳、廖國敏、鍾安妮、

陳琳、林勤超、邱君強、Helmuth Rilling、Günther Herbig、

Stefan Soltesz、Gabor Hollerung、Jānis Liepiņš。合作團體包

括：國家交響樂團、台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兩廳院歌劇工作坊、創世歌劇團、NTSO 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TSO台北市立交響樂團、ESO長榮交響樂團、台北

愛樂合唱團、Circo 樂團、台北愛樂歌劇坊。 

 

【歌劇】 

曾演出：皮亞佐拉《被遺忘的瑪麗亞》Cantor、普契尼《波希米亞人》Schaunard、

《強尼史基基》Betto di Signa 、伯恩斯坦《西城故事》、Riff 華格納《萊茵黃金》

Donner、威爾第《奧泰羅》Montano、《阿依達》Ramfis(選粹)。理查史特勞斯《納

克索斯島上的阿麗雅德妮》 Lakai、柴可夫斯基《尤金‧奧涅金》Zaretsky。雷哈爾《風

流寡婦》Danilo，莫札特《女人皆如此》Guglielmo、《魔笛》Papageno、羅西尼《賽

維爾理髮師》Figaro、《喬凡尼先生》Leporello。小約翰史特勞斯《蝙蝠》Frank。 

 

【神劇及大型合唱作品】 

擔任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合唱》、《C 大調彌撒》。巴哈《聖誕神劇》布拉姆斯

《德文安魂曲》，普契尼《光榮彌撒》韓德爾《彌賽亞》《伯撒聖王》《狄奧多拉》

布魯克納《感恩讚歌》《第三號 F 小調彌撒》海頓《創世記》馬勒《悲嘆之歌》男

低音獨唱。 

 

 



獨唱/南賢天 

  南賢天是台東南王部落的卑南族貴族後裔，承襲了原

住民的天賦，以高亢清亮的歌聲享譽國際，有『餘音繞樑』

的美譽。屢獲歌唱競賽佳績，並常受邀至海內外各機關團

體、學術單位和國家音樂廳等大型表演場地演出。 他是力

馬工坊創辦人，多年來致力於原住民文化藝術的採集與研

究；用活潑生動藝趣的手法加上陶瓷的鐕研，為原住民產

業注入新的活水，獲得國內外廣大客群的喜愛與典藏。 

   畢業於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三專國際貿易科(今真理

大學)。 

1997 全國原住民母語歌謠比賽冠軍（台灣）  

2002 紐約林肯中心華府演出（美國）  

2006 經濟部國際OTOP高峰會(日本福岡)  

2007 【戀戀台灣之歌】國家音樂廳（台灣）  

2008 國際國貿論壇活動(巴拿馬)  

   國際有機產業年會（義大利）  

2009 總統府歲末音樂會（台灣）  

2010 世界博覽會 全球廣場(上海)  

2011 南賢天"天籟"音樂會(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世界自由日大會（台灣）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台灣）  

2012 太平洋藝術季 (索羅門)  

2013 世界自由日大會（台灣） 、苗栗羅素華生演唱會開場演出  

2015 北京演出  

2016 國際扶輪首爾世界年會台灣館暨閉幕演出  

2016 中壢藝術館個人演唱會  

2016 國慶音樂會演出(原住民代表)  

2016/11 武漢演出  

2016/12 上海演出  

2017/01 大連演出  

2017/03 地區年會演出  

2017/09 溫州演出  

2017/12 國際扶輪地帶會議台北演出 

2018/01  阿里山印象日出音樂會 

2018/03  泰國曼谷演出 

2018/04  日本東京演出 

2019/02  新竹市演藝廳慈善音樂會 

2019/07 日本東京墨田區演出 

2019/11 新竹縣文化中心演出、泰國曼谷演出 



演出團體介紹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 

   源自於長老教會設立之淡江中學，該校的男聲合唱歷史可以回溯到日治時代。

1920 年，被稱為台灣合唱之父的陳清忠畢業於日本同志社大學，隔年返台回到淡

水中學（淡江中學前身）任教，並且在 1925 成立了第一個台灣人合唱團「淡水中學

合唱團」。淡江中學的合唱傳統一直持續至今日，前後有著混聲合唱團、男聲合唱

團、男生四重唱，與原住民女學生組成的野聲詩班，音樂風氣十分興盛。2005 年 3

月，幾位淡江中學的基督徒校友成立了「淡江中學校友四重唱」，以合唱服事上帝

與回饋母校及長老教會為宗旨，並且分享詩歌當中的動人故事。2011年 4月，校友

四重唱擴大改組為「八角塔男聲合唱團」，以 1925 年落成於母校的美麗建築作為團

名，也加入了許多非淡江校友之教會弟兄。2012 年 8 月 21 日，八角塔立案為新北

市文化局之正式演藝團體，持續朝專業之路邁進。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目前活躍於教會界與合唱界，近年先後在國家音樂廳、國家

演奏廳、衛武營音樂廳、新竹市音樂會、員林演藝廳、嘉義市演藝廳、台南文化中

心舉辦音樂會，口碑與票房頗受好評。此外，八角塔在 2014 年與 2015 年分別推出

《傳承‧悸動》與《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兩張專輯，前者入圍第 26 屆傳統藝術金

曲獎最佳宗教音樂專輯，後者更獲得第 27 屆傳藝金曲獎之該項大獎。八角塔男聲

合唱團以專業的演唱團體與行政團隊自勉，現任營運總監暨團長為鄭睦群教授，執

行長暨指揮則是李建一博士。 

 

 

 

 

 

 

 



指揮／李建一博士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合唱指揮博士及密西西比大學 

(Mississippi College) 合唱指揮與鋼琴演奏雙

碩士。李博士之專業領域橫跨人聲與器樂，

且累積相當豐富的演出與指導經驗，如 Dr. 

Craig Jessop 的「彌賽亞」管絃樂團指導、英

國指揮家 Paul Spicer、美國合唱協會主席 Tim Sharp 合唱大師班指導，並與 USC 合

唱團受邀演唱於美國卡內基音樂廳、美國合唱協會 (ACDA)、美國教師協會

(SCMEA)、美東及歐洲巡迴演出。目前擔任台北八角塔男聲合唱團執行長及大團

和小團指揮、台北聖望長老教會音樂總監、台南開元堂聖文生聖詠團藝術指導、台

南太平境教會聖樂指導、台灣神學院神學系講師。 

 

鋼琴／洪小涵 

  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畢業

後，便積極投入鋼琴合作一職。 

曾接受 Joel Ayau, Francois Guerrier, 聲樂家陳興安等

大師指導 ,就讀期間師事洪珮綺教授。七歲開始習

琴，先後畢業於新北市厚德國小音樂班、北市南門

國中音樂班以及國立三重高中音樂班(現更名為新北高中)。 

鋼琴師事藍充盈、黃少亭、王真儀、蔡明叡、顏君如等多位教授。 

因對鋼琴合作藝術的熱愛,大學畢業後即朝此領域發展，2012 年甄試考取國立臺南

藝術大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在校期間多次擔任考試、音樂比賽及音樂會之鋼琴

合作。現任龤之聲男聲合唱團鋼琴合作、八角塔男聲合唱團鋼琴合作。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演出人員名單 

 

 

第一男高音：鄭睦群 張家愷 徐暐智  

第二男高音：李瑞旭 陳逸安 趙震揚 林鈺倫 簡浩軒 許銘軒 

第一男低音：郭祈生 曾悅恩 許育誠 楊敬勤 董承浩 蕭亞倫 

第二男低音：鄭睦哲 彭志宇 林致真 丁乙恆 伍益昌 李多容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合唱團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合唱團成立於 2000 年，在歷任指揮包括陳威婷教授、

聶焱庠教授以及現任指揮高端禾教授的帶領下，學生皆能以嚴謹的態度學習、詮

釋曲目內涵。演出曲目涵蓋古典、民謠合唱曲與流行跨界，力求多樣化的舞台風

格。近年重要展演包含 2009 年於中山堂、2010 年至 2015 年每年於國家音樂廳的

年度公演、2011 年於香港演藝學院的交流演出活動，以及每年於真理大學大禮

拜堂舉行的聖誕音樂會。2017 年合唱團參與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混聲合唱大

專組優等第一名。除了音樂廳的大型演出外，合唱團並多次受邀於社區、醫院、

校園中巡迴演出，期能使學生在合唱藝術的道路中拓展對音樂更深的體悟，齊心

合力邁向嶄新的里程碑。 

 

 

 

 

 

 

 

 

 

 

 

 

 

 

 

 

 



 指揮／高端禾教授 

   出生於馬來西亞，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

究所，曾師事李娓娓、任蓉、林中光、衛燕貞老師，曾

在多部歌劇中擔任男高音要角。 

  現任職於台北室內合唱團行政經理暨藝術建策小組

招集人，除了多次隨團出國參與各種音樂節及國際大

賽，分別在義大利、德國、匈牙利等國際合唱大賽中奪

魁，也同時擔任當代人聲平台《合唱無設限》計畫的執

行和連絡人，委託首演超過50首當代人聲作品，國際發

表新作更逾百首，受邀國際各大當代音樂節發表新作，並曾入選《台新藝術獎》前

十大製作，計畫的前瞻性和音樂詮釋的精準奠定了台北室內合唱團在亞洲當代人

聲音樂的領導品牌。 

鋼琴／鍾涵雯               

畢業於宜蘭羅東高中音樂班，並以優異的成績推甄至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主修鋼琴、副修聲樂。大學期間即累

積豐富的伴奏經驗，以及極佳的視譜能力與自然濃厚的音

樂表現，不管是與不同性格、程度以及器樂領域的學生伴

奏，抑或是和各個音樂家同台演出，皆有極佳的靈敏度與

寬廣的音樂視野，獲得許多老師的讚賞。 

   畢業後經常在台灣各種音樂比賽及表演場合中擔任

鋼琴合作。舞台上不段增加的資歷，使其鋼琴技巧及音樂

內涵更快速地往前躍進。而除了器樂之外，也與合唱團有

密切的合作，並前後擔任「台北市萬芳高中合唱團」、「廣青合唱團」、「五十蘭

合唱團」、「上海拉縴人室內合唱團」、「晴聲合唱團」、「佳音合唱團」、「逢

友室內合唱團」及「拉縴人風雅頌合唱團」的伴奏，訓練與擴增各種音樂向度的呈

現手法，並讓自己的音樂往更多元方向發展，打開音樂無邊無界的眼光及思考。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合唱團演出人員名單 

團長：林昱凱   

副團長：陳帟紳  

學生伴奏：何煥儀、李正遠  

女高音（Soprano） 

◎賴怡頻 ◎雷菁翎 乎南ㄚ步 黃資婷 蔡永馨 葉映妮 謝佳樺 吳清瑜 

陳柔靜 劉俐廷 王盈方 蕭奕萱 翁沛亞 劉芸瑄 蘇珮綺 許懷蓁 

劉力瑄 梁曼毓 孫玉伶 李妍錚 賴姮鈺    

 

女中音（Alto） 

◎林  庭 ◎王心禾 張䇛彤 吳研萱 黃安婕 翁瑜謙 康子云 邱  瑾 

洪儀恩 范明璇 何煥儀 楊紫雲 丘沛真 丘欣茹 邱子芳 楊鈞鈞 

 

男高音（Tenor） 

◎李正遠 ◎劉裔訓 黃奕鈞 劉桓成 張語倫 余少祈 楊至睿  

 藍  駿 楊勝涵 陳文說 何冠銘     

 

男低音（Bass） 

◎李成恩 ◎謝俊賢 龔慶昌 任品誠 陳帟紳 林昱凱   

郭旻鑫 張佳霖 高景齊 周暐峰 孫玄力 劉浩君  張承軒  

 

◎為聲部長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管弦樂團 

由音樂應用學系學生組成的管弦樂團，每週固定兩次合奏課程之訓練，在前

任指揮陳廷輝、林天吉教授，以及現任指揮許双亮教授的帶領下，於近年有著大

幅度的發展與進步。近年重要展演包含 2010 年至 2015 年每年於國家音樂廳的年

度公演，2018 年於中山堂演出「感恩的季節」，2019 年於中山堂演出「真心‧真

情‧真理」，2020 年於國家音樂廳演出「夏夜的藍色狂想」、真理大學每年的聖誕

音樂會，以及 2010 年九月於奧地利葛拉茲市的兩場台奧國際交流音樂會，2018

年赴馬來西亞演出，並與「馬來亞大學」音樂系交流。除了音樂廳的大型演出外，

管弦樂團並多次受邀於社區、校園中巡迴演出，均獲得各界的好評與熱烈迴響。

2018-21 年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古蹟展演」，在校園舉辦十餘場音樂會，讓古

蹟巡禮與音樂欣賞結合，頗獲好評，未來將積極參與學校與社區活動及安排國內

外音樂會，讓學生以音樂美化人生、服務社會。 

 

 



淡江中學音樂班 

      音樂班成立於 1994 年，迄今極力推廣音樂教育，除了給予學生專業能力的提

升外，並秉持愛與服務之精神，盼望學生能將所學回饋社會，讓淡江音樂班的音符

散播在每個角落。本校共 80 餘名專兼任教師，皆取得國內外著名學院碩博士學

位，並有專業及特色課程手鐘團、合唱團、管弦樂團、管樂團、弦樂團、電腦作

曲...等。手鐘團成立於 1992年，為台灣少有手鐘團之學校，每年受邀校內外、各教

會無數次精彩的演出，並曾多次登上國家音樂廳舞台；合唱團由早期男聲四重唱迄

今，共成立九個合唱團體：高中男聲合唱團、高中女聲合唱團、國中女聲合唱團、

音樂班合唱團、男聲四重唱、野聲詩班、聖歌隊、教師合唱團、八角塔男聲合唱

團，其中由校友組成之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發行若干專輯，並曾入圍 26 屆傳藝金曲

獎。 

     淡江高中有良好之雙語教學環境，重視國際教育與國外學校之交流，如加拿

大、日本等，並定期與各大專院校進行學術合作並聘請教授、業界知名人士到校開

設大師班課程，亦舉辦期末音樂會、多次參與淡水藝術節活動及登上國家音樂廳演

出。 

 

 

 

 

 

 

 

 

 

 

 

 



指揮／許双亮教授 

   許双亮生於新竹，是臺灣知名的指揮、長號演奏家、

作曲家及管樂文字作家，是一位兼具演奏實務與音樂行

政歷練的音樂家。 

  他於 1981 年考進臺北市立交響樂團，1985 年考取法

國政府獎學金，1987 年獲巴黎師範音樂院長號演奏家文

憑及室內樂高級文憑，皆以「評審一致通過並加恭賀」的

成績畢業，是該校最高榮譽。曾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首

席長號、台北銅管五重奏團員。 

  2002-2014年擔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指揮。 

  2004-2009年間擔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演奏組主任。 

    2005年文化局與教育局開辦「育藝深遠」兒童音樂欣賞專案，擔任策劃並且主

持超過百場。  

    2005年獲選文建會與法國文化部合辦之「趨勢計畫」，公費前往法國考察交響

樂團之經營管理。 

    2014年率台北銅管五重奏團在國慶大會之「國慶禮讚」表演，並擔任編曲。 

  2014年起擔任臺灣文化藝術展望基金會董事，致力深耕台灣本土藝術。 

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系及輔仁大學音樂研究

所兼任副教授，指揮東山高中管弦樂團獲多次全國音樂比賽第一名，2016年起受

聘為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專任副教授，2018年起擔任系主任。                                                           

曾隨張邦彥教授學作曲，經常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長榮交響樂團作管弦樂編曲，

是國內極受歡迎的作曲家，作品曾多次被選為全國音樂比賽指定曲，也是各級樂團

節目單中常見的曲目。2010年受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委託，為慶祝建國百年創作管

樂合奏曲《土地之戀》。曾擔任台北愛樂電台 FM 99.7「管，它是什麼聲音」管樂

節目主持人。2009年出版《管樂合奏的歷史》，2010年出版《近代管樂團的形成與

發展》、《管樂界巡禮》管樂專書，2016年出版《銅管五重奏名曲集》。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管弦樂團暨淡江中學音樂班 

演出人員名單 

特邀首席 林一忻★
      

小提琴 I 徐翊淳 孫采琳 黃芷唯★
 林子弘 張 豪 李謹恩 

 朱品璇◎
 石哲浩◎

 呂柏漢◎
    

小提琴 II 廖沛瑜 詹聖馗 陳宏瑞* 許 樂 李芝如 黃芷晴 

 葉宸佑 王俊翊 青山騰◎
 李宜謙◎

   

中提琴 許哲惠★
 朱晏德 葉修眞* 張墨翎* 尤嵅亞崴◎

 余 安◎
 

大提琴 謝惠如★
 游博瑜 余子謙 王永誠* 陳建穎 吳恩慕◎

 

低音提琴 陳怡伶★
 黃名璟 容 欣◆

 陳冠廷   

短笛 謝喻媗◆
      

長笛  藍心瑜 游 靜 官柔樺 王正偉 慕芳妤◎
 黃婕安◎

 

雙簧管 張端庭◆
 湯喬卉◆

     

單簧管  黃蕥妘 楊淑雯 劉慶翎◎
 邱薇珊◎

   

低音管 徐家駒★
 陳建霖◆

     

薩克斯風 陳品諺 羅 穎◎ 
 陳紹濝◎

 劉昕妮◎
   

法國號 黃任賢★
 劉亦珊 陳信仲◆

 林彥伯   

小號 林昭成★
 黃欽瑋 郭蕎薪 王順康 薛敬慧  

長號 張耘善 吳徐詩晴 李恩澤 陳俊佑   

低音號 林伯諺◎
      

打擊    羅博仁 吳宣忻 林奕萱 顏光駿 邱泊瑋 田書亞 

 張智雯◎
 董擎文◎

 陳柏翰◎
    

豎琴 曾韋晴◆
      

★本系專兼任教師 

*本系畢業系友 
◎淡江高中音樂班學生 
◆協演人員 



製 作 團 隊 

 

製 作 人 ： 許双亮 

執 行 製 作 ： 林欣儀 林佳曆 

樂 曲 解 說 ： 莊效文 

行 政 總 召 ： 劉俐廷 

行 政 副 總 召 ： 楊郁柔 

舞 台 組 長 ： 洪儀恩 王心禾 

舞 台 人 員 ： 劉可成 黃安婕 林昱凱 林  庭  

陳帟紳 任品誠 陳柔靜 謝俊賢 

蕭奕萱 楊勝涵 余少祈 張紀緯  

翁沛亞 林彥廷 孫玉伶 鄭靖威 

後 台 組 長 ： 楊郁柔 

後 台 人 員 ： 張䇛彤 游  淇 范明璇 李成恩  

陳泊翔 王冠傑 邱子芳 陳建穎 

前 台 組 長 ： 謝凱洛 丁肇玟 

前 台 人 員 ： 康子云 王盈方 梁曼毓 楊鈞鈞 

宣 傳 人 員 ： 康子云 吳庭耀 

事 務 組 ： 李正遠 陳冠廷 劉家輝 邱  瑾 張承軒  

劉裔訓 劉芸瑄 藍  駿 朱晏德  

丘欣茹 王俊翊 孫承安 高景齊  

吳庭耀 張詠頌 蔡和勳 陳柏源 

 

 

 

 



〈最後的住家〉 

詞：馬 偕/曲：李奎然 

(一)  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啊！我的青春攏總獻給你， 

      我專心所疼惜的台灣啊！我一生的歡喜攏在此。 

      我在雲霧中看見山嶺，從雲中隙孔觀望全地， 

      波浪大海中遙遠的對岸，我意愛在此晀望無息。 

 

(二)  我心未通割離的台灣啊！我的人生攏總獻給你， 

      我心未通割離的台灣啊！我一世的快樂攏在此。 

      盼望我人生中的續尾站，在大湧拍岸的響聲中， 

      在竹林搖動陰影的裡面，找著我一生最後住家。 



Tchaikovsky Dublin Chopin

Busoni Rubinstein Mikhail Pletn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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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世界鋼琴大賽暨知名鋼琴演奏家指定用琴的榮耀

財 團 法 人 東 和 音 樂 學 術 研 究 獎 助 基 金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