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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議程 

時間 主持人 演講／論壇／發表人 題目 

09：00-09：30 
李宜芳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主任 

報到與開幕 

09：30~10：20 
第一場 
專題演講 

李宜芳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主任 

黃均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民族音樂研究所副教授／ 
    音樂數位典藏中心主任 

充滿機會的世界： 
談音樂檔案工作的時代挑戰 

10：20~10：40 中場休息、茶敘 

10：40~12：00 
第二場 
論文發表 

 

夏善慧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教授 

陳玲玉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助理教授 

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從文化特色到
地方節慶 

莊效文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助理教授 

調性文學‧文學音樂： 
舞鶴聲韻化的書寫與其對文字之指涉

性的解構 

蔡永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吳 
    大學等校兼任助理教授 

從《莎樂美》看 
理查‧史特勞斯的歌劇劇本美學 

12：00~13：10 午餐 

13：10~14：20 
第三場 
論壇 

莊效文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助理教授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舞鶴 
    作家 
楊聰賢 
    作曲家 

舞鶴的文學與楊聰賢音樂的 
互文性想像 

14：20~14：40 中場休息、茶敘 

14:40-16:00 
第四場 
論文發表 

楊聰賢 
    作曲家 
     

許双亮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副教授 

互生與對生： 
論音樂與繪畫的相互影響 

劉芳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 
    教育博士／新北市博群復 
    健診所等機構音樂治療師 

音樂團體於高齡年長者之應用 

林昭成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 
    助理教授 

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的相遇： 
以臺師大音樂學院「流行音樂產業概

論」課程為例 

16:00-16:10 綜合座談與閉幕 

 
  



專題演講 
 

充滿機會的世界：談音樂檔案工作的時代挑戰 

 
黃均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民族音樂研究所副教授 
  音樂數位典藏中心主任 

 
 

摘要 
 
「檔案」是前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所留下的足跡，歷史記憶的佐證。在先進

國家，建立檔案館來保存珍貴史料，不僅是延續人類文明之體現，也是結合圖書

館及博物館來建構國家知識體系的三大支柱之一。1951年，「國際音樂圖書、檔
案與文獻中心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sic Libraries, Archives, and 
Documentation Centers)在法國巴黎成立，為音樂圖書與文獻的保存與未來發展，
搭建了一個標準制定、共同守護與交流學習的國際平台。 
 1990年代數位科技興起後帶給檔案工作，無論就保存、紀錄方式與應用推廣
而言，都有著革命性的衝擊。在過去，檔案部門往往被設在地下室或比較偏遠的

角落。今天，我們已經處於一個基礎設施資訊化的環境，大家都是透過數位平台

來介紹、宣傳、管理、或推廣訊息，在此同時，建構所謂檔案系統(archive system)
來保存過往或是進行中的資訊成為必要之務。因此，檔案的整理與保管已經不再

僅是「角落」工作，而是可以扮演更具影響性的角色。 
2004年有感於臺灣在音樂文獻保存相關議題上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筆者在

臺師大成立音樂數位典藏中心，至今完成超過30項音樂典藏計畫案。本文將從中
心多年來累積的經驗為基礎，討論音樂檔案工作的時代挑戰。 
  



論文 
 

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從文化特色到地方節慶 
 

陳玲玉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淡水是一個具有豐富歷史及文化內涵的城市，其位於自然山勢與河、海水域

的交會處，昔日有「東方威尼斯」之稱。淡水到處充滿古今交錯、異國風情的傳

統建築，展現了淡水的歷史風貌。美麗的自然景觀與人文兼具的豐富文化遺產，

也使淡水成為世界著名的景點。 
有「台灣亞維儂藝術節」之稱的淡水環境藝術節，自 2009 年起，每年十月

以特定的主題，以淡水的歷史、傳說、風土人文、生活等為創作素材，透過藝術

巡遊、環境劇場、表演、展覽和校園之旅等活動，以豐富多元的活動型態，結合

淡水的城市街頭及古蹟景觀為展演場域。使藝術家與參與民眾，透過視覺、音樂、

戲劇與民俗傳統技藝等，瞭解地方的文化藝術，展現淡水獨有城市特質與在地文

化特色。也讓參與者透過藝術節慶，感受截然不同的城市體驗。淡水環境藝術節

塑造了淡水文化藝術的地方特色，更呈現了淡水的豐富文化資產，為淡水打造獨

特的地方感、塑造主體性，並讓這些作品成為淡水重要的文化資產。 
本文解析探討淡水環境藝術節其運作機制，了解藝術節如何在地方節慶活動

中找到自我定位和價值，並以有效又具創意的活動主題概念，對文化創意產業產

生正面的效應，達到活動最大效益。進而產生文化、藝術、經濟等的價值，予以

地方節慶建置方向與參考。 
 
 
 
關鍵字: 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藝術節、地方節慶 
  



論文 

調性文學‧文學音樂： 

舞鶴聲韻化的書寫與其對文字之指涉性的解構 
 
 

莊效文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藝術作品的「純粹性」一直是美學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我們對於藝術

品之價值判斷的參照之一。在西方音樂的歷史當中，那些被認定為「經典」的標

題音樂作品，其對聆賞者經驗的叫喚，儼然是無須借助它們的所描與所繪，與絕

對音樂相同的是，其情感與意義的表達與傳遞是通過流動聲音的行為而達陣的。

既使以「風景」作為光與色彩之載體的視覺藝術作品，自廿世紀以來的「抽象化」

結果，應可被視為是時間作用於人類對藝術「純粹性」的辯證與反省，使得其載

體逐漸的脫離人類於現象界的所聞與所見。然而，以文字作為媒材的文學作品是

否也有如此的現象？文學的書寫是否能透過解構作為語言符號之文字的指涉

性，使其回歸為某種聲音的純粹？ 
舞鶴在他的書寫當中，除了藉由不斷的「離題」以破壞小說的線性情節外，

更為了對「調性」與「聲韻」的服膺而將當中的文字刻意的倒裝、錯置、歪用與

曲解，他不僅揚棄傳統文句段落的形式，在必要之時甚至拒絕了標點符號的使

用。在文法的謬誤與詞性的混亂之下，文字也「脫軌」而迷失了其在「原位」所

應有的指涉，而在「調性」基礎上的「旋律」則因應而生。 
 
 
 

關鍵字：舞鶴、舞鶴小說、去指涉性、文學與音樂 
  



論文 

從《莎樂美》看理查‧史特勞斯的歌劇劇本美學 
 

蔡永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在理查‧史特勞斯的歌劇創作歷程中，1905年首演的《莎樂美》堪稱是最關

鍵的作品。作品本身具爭議性的取材、前衛而富有創意的聲響，都讓史特勞斯成

功躋身「歌劇作曲家」之林。事實上，《莎樂美》的重要性不僅於此。由於史特

勞斯係取由王爾德同名劇作的德譯本直接譜寫成歌劇，並未經過歌劇劇本

(libretto)的階段，也讓這部作品被視為德語歌劇界「文學歌劇」(Literaturoper)的
代表作。目前為止，對此面向的相關研究，多半圍繞在史特勞斯如何以音樂之旋

律輪廓、節拍來處理歌詞裡「散文」特質。然而，仔細檢視王爾德原作與史特勞

斯的歌劇成品後，可以發現作曲家其實曾對原作進行不少的刪減與修改。對照歌

劇裡多段精彩的器樂段落，似乎透露出作曲家在處理話劇劇本時，已對音樂的鋪

陳胸有成竹。本研究將由此出發，藉助主導動機的分析，探討以下兩個面向：一、

王爾德話劇劇本與史特勞斯歌劇劇本情節與劇情軸線之差異；二、史特勞斯對王

爾德原劇本之刪減段落，是否以器樂型態出現在歌劇版本中？藉由上述兩點面

向，將可一窺史特勞斯眼中，一齣理想歌劇劇本所應具備的特質。 
  



論壇 

 

舞鶴的文學與楊聰賢音樂的互文性想像 
 
 

吳叡人 
中央研究員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楊聰賢 
作曲家 
舞鶴 
作家 

 
 

論壇的緣起 （莊效文） 
 
這一場論壇的緣起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先是《餘生》這部小說引起了楊聰

賢老師對舞鶴這位作家的興趣，同年楊老師與我分享了舞鶴的《思索阿邦‧卡露

斯》，我驚訝書中許多人、事與物竟是我的所熟與所悉！自此開始，舞鶴便經常

是我們交談與對話的題目。2003 年的寒假，楊老師隨著我與台藝大學生們來到
小說的實境之地、魯凱的古茶布安部落，在那裡他結識了奧威尼‧卡露斯先生，

隔年暑期我們再次的造訪了此地，途徑中楊老師與阿邦初次的會面。 
兩度的部落之行後，楊老師便與我提及以「舞鶴」作為其創作之源的可能，

而那年我在真理大學台文系的一場演講中與舞鶴「首度」的見面，開始了彼此的

聯繫。很可能我學生時代居屋小白宮時與租住不遠的舞鶴早已小路逢面，但舞鶴

在好茶部落的三年裡，我確實也頻繁的出入此地，而阿邦在霧台展覽攝影的那一

天，我正散閒在周圍山水，順步走逛的同時與這位我已經「認識」在好茶的「飄

人」攀談，那是 1992年的事了。 
直到 2004 的春天，楊老師與舞鶴受麥田出版社之邀，共同主持一場論壇，

我們之間才有了一個完整的「網路」。此後的十多年，雖然沒有經常的會面，但

是舞鶴總是我與楊老師閱讀與分享的主題之一，而楊老師也從來沒有忘卻他心繫

的「舞鶴音樂」。我從南部回到台北任職以後，尋空參與了中研院台史所的「台

灣思想史的盤點」系列座談，當中與主持人吳叡人研究員隨性的談聊當中不知怎

的講起了舞鶴。我知道吳叡人是一位有相當音樂與文學素養者，他不僅認識楊聰

賢老師，也是一位舞鶴讀者，這對於「難尋知音」的我來說著實珍貴！ 
當去年楊聰賢老師自北藝大退休，並動筆管弦樂《山水舞鶴》之時，我便思

考著一種「參與」的方式：一個對作曲家以及其樂曲創作，從設計到起筆、完稿



以至於首演之「音樂民族誌」式的紀錄。之後的一日，我隨側在舞鶴與楊老師的

午茶時光中，聆聽也紀錄他們談話舞鶴文學以及「舞鶴音樂」。我意識到兩位聚

焦在聲音以及文字文本的同時，也思考著我的工作將是一種對《山水舞鶴》情境

與脈絡的紀錄。 
我深刻的認知「創作」是不可能脫離歷史的，沒有人文地理作為養分的東西，

是無法在大江大河的洪流當中存活並流傳後世！而我與吳叡人都明白，儘管舞鶴

或楊聰賢老師總在尋求一種藝術的純粹性，但他們的作品卻從來沒有背離他們自

身的歷史與人文土地的經驗，這正是吸引我們也著迷我們的所在，因此，我也必

要落在台灣視角，並將兩者舞鶴擺置在歷史當中以為觀察。就在如此思考與田野

「楊聰賢舞鶴」的同時，我與老師也討論了舉行一系列自由無拘之「論壇」的可

能，也恰好有這場主題相符的研討會，提供了一個合適作為起頭的場域。 
我們邀請了吳叡人一起參與我們的談話，在這個首場的論壇當中，舞鶴與楊

聰賢老師將聚焦在他們的「文字」與「聲音」以及其小說與樂曲「形式」的文本

上，而在他們的談話之前，將先由吳叡人對台灣歷史地圖的鋪陳作為開始，這個

地圖提供了舞鶴與楊聰賢老師一個說話的位置，也提供我們理解舞鶴的文學，以

及楊聰賢老師《舞鶴山水》的基礎。 
 
 
 
 
楊聰賢《山水舞鶴》 
 
第一樂章：導奏、牡丹秋、微細的一線香、往事 
第二樂章：逃兵二哥、調查：敘述 
離題一：漂女 
第三樂章：拾骨、悲傷 
 
第四樂章：思索阿邦‧卡露斯 
第五樂章：餘生 
 
離題二：鬼兒與阿妖 
第六樂章：舞鶴淡水 
 
第七樂章：亂迷 
  



論文 

共生與對生：論音樂與繪畫的相互影響 
 

許雙亮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副教授 

 
 

摘要 
 
音樂與繪畫、雕塑、建築、文學、舞蹈、戲劇和電影合稱「八大藝術」，而

前二者更是人們談論到「藝術」的領域時最熟悉的。作為「表演藝術」的音樂和

「造型藝術」的繪畫，兩者之間有何關聯？在追求美、表達美、甚至傳達美的方

式有何異同？ 
「共生」與「對生」原本是指植物的葉子的生長方式，兩相對稱的為前者，

反之則為後者，用來引喻音樂與繪畫兩者在人類文化史上演變的關係，我們熟知

的「巴洛克」、「古典」、「浪漫」等風格，「印象」、「野獸」等流派，都曾經在這

兩個領域發生過嗎？兩者孰先孰後？是音樂影響繪畫還是繪畫影響音樂？抑或

它們都一起受到當代某種思想或美學觀的影響？這是我要探討與分享的主題。 
 
 
 

關鍵字：音樂與繪畫、共生與對生 
  



論文 

音樂團體於高齡年長者之應用 
 

劉芳妤 
音樂治療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教育博士 
 
 
摘要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民國 105 年所公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報告」

中，指出臺灣於民國 107年邁入高齡社會，並預估於民國 115年成為超高齡社會。
由於我國人口不斷老化，近年來國家政策也越來越重視年長者身心健康等相關議

題。年長者所面臨的議題包含身體機能與認知功能退化、經濟狀況無法維持、親

友過世等，而在面對上述議題的同時，年長者的自我形象感與對生活的控制感也

逐漸下降，亦常常因為心理上無法調適，而有情緒低落與強烈孤獨感的情形產

生。 
藉由參與音樂活動以維持生心理健康的相關介入在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

音樂經驗富有多元的感官刺激，可以誘發大腦非音樂區塊的迴路，例如：認知、

情緒、記憶、語言、運動覺等，因此藉由參與音樂活動幫助年長者維持現有能力、

促進社會互動、穩定情緒並成為彼此的支持有其可行性與必要性。本次擬先說明

目前高齡年長者音樂介入的相關趨勢，並進一步提出活動介入方式與個案分享。  



論文 

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的相遇 

－以臺師大音樂學院「流行音樂產業概論」課程為例 
 

林昭成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臺師大音樂學院成立於 2007年 8月，所屬的單位計有音樂學系、民族音樂
研究所、表演藝術研究所、音樂數位典藏中心及流行音樂產業碩士專班。音樂學

院中的「流行音樂產業概論」課程開設於 2014 年，授課教師為蔡佳芬教授。該
課程為國內第一個常態性開設於大學中的流行音樂課程，並持續至今。在臺灣社

會中，流行音樂雖然是顯學，但是在過去的教育學習環境中一直缺乏流行產業人

才培育的相關課程。有鑑於此，自 2011年 5月起，行政院新聞局以「鼓勵有聲
出版業者及學校培訓流行音樂產業所需人才，以促進流行音樂產業發展」為目的，

訂定了「一百年度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要點」。2013年起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承接相關業務。自此，流行音樂教育課程正式進入部分大學的授課領

域，與原本偏重於古典音樂教學的教育激盪出更多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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