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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臺灣戲曲中心正式落成啟用，臺灣國樂團同時進駐，有了樂團自己的家。俗話說：
「成家立業」，這對成立 32 年的臺灣國樂團而言，是一件邁向嶄新里程碑的大事；精緻多元
的樂風、人才的培育、在地元素的創作，正是臺灣國樂團 2016 年度工作目標與方向。
「用音樂述說臺灣的故事」是臺灣國樂團最具特色的樂風，今年的「風格大師」系列，
指揮大師張國勇演繹在地青年作曲家王乙聿的《蓬瀛狂想》，精準掌握中華文化底蘊所浸透
出的國樂美學觀，涵化成不落俗套的聽覺饗宴。「臺灣真美」系列跨界聯袂環境教育工作者
范欽慧與作曲家李哲藝，呈現別出心裁的《傾聽 土地的聲音風景》音樂會，貼近土地聆聽與
地景共振的大千世界。
「推廣系列」《國樂頻道－樂萌新聲音樂會》將充分流露室內樂團編制的雅緻精粹，展
現樂團菁英小組的十足默契、高超的演奏技術能力。《千古金聲－編鐘演奏培訓推廣計畫》
將於臺灣戲曲中心定期定點辦理推廣演出，並持續培育編鐘演奏人才，以期達成傳承千年「金
石之聲」。
「深耕系列」著重國樂的傳承與人才的培育，舉辦《青年指揮人才培訓》、《國樂指揮
研習營》、《菁英爭揮－青年指揮選拔》、《指樂飛揚－指揮成果發表音樂會》，圍繞著培
育青年指揮為出發，與不同作曲家、知名指揮及優秀演奏家近身學習與交流，培養專業指揮
所需的涵養、氣度與智慧；年度的器樂選秀《2016 箏符琴海－古箏新秀選拔決選音樂會》、
NCO《獨奏家系列》等等，都是著眼「在地取才」，引薦與發掘臺灣的優秀國樂人才。臺灣
國樂團今年首屆舉行《2016 臺灣國樂節》，以雙年展形式、彈撥樂為主題邀請世界各國知名
彈撥樂演奏家及樂團於新家「臺灣戲曲中心」演出及相關系列性活動。
臺灣國樂團在 2016 年度裡，持續以「深耕」的態度、「推廣」的精神，展現出臺灣音
樂文化深邃豐富的創意風貌，建立「臺灣風格」的音樂品牌。

The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NCO) found its home as the Xiqu Center of Taiwan inaugurated in
2016. As the saying goes "To Settled Down for a Home", the settlement is a milestone for NCO in their 32 years
of founding. NCO's annual goal is to develop exquisite and diversified music styles, to nurture talents, and to find
creativities in local elements.
"Telling stories in Taiwan with music" is the most unique music style of NCO. In this year's Master Series, as
maestro Mr. Zhang Guo-Yong interoperated Formosa Fantasia, the work of young local composer Wang I-Yu, the
aesthetics and beauty of Chinese music are recreated in a fresh and exciting way.
Another major project Beautiful Taiwan, environmental educator Laila Fan and composer Lee Che-Yi joint
together and present the exclusive concert Listen: It’s the Sound of the Land as an opportunity for audiences to be close to
our land and hear the resonance of music and landscape.
In the Promotional Tours and Events, Traditional Music Channel: Concerts by Young Musical Talent fully reveals the
essence and elegance of Chamber music, and shows the performing skills and caliber of selected professional orchestras.
Bianzhong Performance Training and Promotional Program will host performance regularly at the Xiqu Center in
order to nurture bianzhong performers, so that the thousands-of-years old "sound of gold and stones" will be preserved.
Talent Cultivation aims to preserve Chinese orchestra and to nurture new talents. 2016 Youth Conductor Training
Program, 2016 NCO Conducting Camp, NCO Youth Conductors’ Competition and Wrap-up Concert, and Music Flying
from the Fingers: Final Wrap-up Concert all revolve around the goal to educate young conductors. Youngsters will be
able to study and communicate with different composers, renowned conductors, and outstanding performers, to
further cultivate themselves with attitude, and wisdom as professional conductors. Annual traditional music contest
Guzheng Young Talent Contest, and projects such as NCO Soloist Projects all emphasized on introducing and discovering
outstanding local talents. The 2016 Taiwan Traditional Music Festival is presented in form of biennial. Featuring plucked
strings instruments, the music festival invites renowned plucked strings instruments performers and orchestras around
the world to NCO's new home, the Xiqu Center, to perform and join other related projects.
NCO will continue to hold the spirit of "root" and "promote" to illustrate the profound and abundant phase of in
Taiwanese music, so that we will further establish a musical brand with our "Taiwanes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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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ace General Director,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New “ Voice” for Chinese Music in Taiwan
團長序——

臺灣國樂的新「聲」命
個核心價值，成了臺灣國樂團年年驚豔臺灣與世界各國舞台的保證。
臺灣取材取才，在地各年齡層的音樂人才的培育，就是臺灣國樂團年度計畫中的骨幹，
在年度八大系列中「童心」的《小熊歷險記親子音樂會》巡演；「推廣」計畫中的《團團
相扣》、《國樂頻道－樂萌新聲音樂會》、《千古金聲－編鐘演奏培訓推廣計畫》；「深耕」
4

系列的《青年指揮人才培訓》、《國樂指揮研習營》、《菁英爭揮─青年指揮選拔之夜》、
《2016 箏符琴海古箏新秀選拔決選音樂會》並邀請觀眾、媒體、樂人一起參與票選，這些
計畫中都是教育、推廣、選才的重要計畫，樂在其中，而「分享」的《第三屆國際中樂指
揮大賽》更是擴展樂團的專業選才平臺。
人才的培育更是樂團長期營運的關鍵因素，並為呈現樂團多元風格、精緻樂風，團員
演奏專業再精進的培訓，跨界組合精緻大都是直接和各年齡層人才培育有關，「超樂系
列」、「風格大師系列」、「臺灣真美系列」、「獨奏家系列」就是大展身手，與國內大師、
好手們一同切磋的舞臺。
2016 即將駐團臺灣戲曲中心，臺灣國樂團有了自己的家，也象徵著臺灣的音樂有了長
期發聲的所在，臺灣元素的傳統與創作音樂，都將透過臺灣國樂團發聲，在這華人音樂與
戲曲的國際舞台，期盼成為臺灣音樂的新「聲」命。
臺灣國樂團 團長

劉麗貞

General Director,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Liu L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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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樂團自 1984 成立至今，優秀的音樂家是樂團的核心關鍵，而持續耕耘維護這一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has been founded since 1984. Excellent musicians are the core of the
Orchestra.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has guaranteed to wow the audience in Taiwan and around the
world every year by keeping developing the core value.
The central goal of the annual plan of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is to acquire materials and talents
in Taiwan and cultivate musicians of all ages locally. Among the major eight series of the year are Music for Kids”
tour performance “Adventures of the Teddy Bear: Tours and promotional events”; “Promotional Tours and Events”
“Joint Concert by the NCO and the Chinese Orchestra of Tungshih Elementary School,” “Traditional Music
Channel: Concerts by Young Musical Talent,” “Bianzhong Performance Training and Promotional Program”;
“Talent Cultivation” “2016 Youth Conductor Training Program,” “2016 NCO Conducting Camp,” “NCO Youth
Conductors’ Competition and Wrap-up Concert,” “The 2016 Guzheng Young Talent Contest.” Audience, media,
musicians are invited to vote for the election. These projects are important projects for education, promotion,
and talent election. Everyone has fun joining in these projects. The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s” “The 3rd
International Chinese Music Conductor Competition” also serves as a platform to expand professional talent
election for the Orchestra.
It is key for long-term operation of the Orchestra to cultivate more talents. Besides,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of all ages are largely related to the goals to present the Orchestra’s diverse and sophisticated styles, to further
develop the member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to elaborate cross-field cooperation. “Beyond Music,” “NCO Master
Series,” “Beautiful Taiwan,” and “NCO Soloist Series” are stages for the masters and great musicians in Taiwan to
show their talents and share experience together.
In 2016,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will establish their home in the Xiqu Center of Taiwan. It
also symbolizes that the music in Taiwan finally owns a place of vocaliza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traditional and
creative music with the elements of Taiwan will be vocalized through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At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of Chinese music and opera, it is hoped that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will serve as a
new “voice” for the music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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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NCO Music Director

Free Arrangements Play the Ensemble of the Future of Chinese Music

音樂總監序——

自由排列 合奏出國樂的未來

臺灣國樂團 音樂總監

閻惠昌

NCO Music Director

Yan Hui-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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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國傳統音樂的吹、拉、彈、打等音樂的技與藝融合，再以 20 世紀合奏的音樂形式重新
解構重組，讓國樂的表達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戲劇與音樂間，產生無限的張力與空間，
臺灣國樂團讓國樂無限自由奔放！
臺灣國樂團自 2013 起以「技藝」、「樂器」、「樂風」與「人才」、「跨界」、「交流」
等元素交叉排列，重新建構國樂的新風貌，2016 年更推出「超樂」、「風格大師」、「臺灣真美」、
「獨奏家」、「童心」、「推廣」、「深耕」與「分享」八大系列的展演節目，在精心的籌備
規劃下，期能成功打造出一張精緻熠熠「國樂的文化品牌」。
特別是與這片土地的關係，八大系列的安排都是在這一個同心圓的軸心上轉動，如：超樂
系列《紅樓夢》邀請作曲家兼導演蔡東鏵先生改編為純國樂版本，跨界的戲曲合作，結合傳藝
家族的國光劇團優秀演員、台北愛樂合唱團等一起共同演繹這部華人經典，以中華文化結合傳
統、創新再造；風格大師系列《勇者風雲》在指揮張國勇先生以西學背景及深厚的國學積澱，
與臺灣新秀作曲家所譜寫的作品《蓬瀛狂想》，精準把握中華民族文化底蘊所浸透出的國樂美
學觀。而臺灣真美系列的《砰派 . 辦桌音樂會》則是從傳統打擊樂器敲敲打打的聲響來表現獨特
的臺灣辦桌文化，鬧猜猜的一番氣象；
《傾聽 土地的聲音風景》則是運用聲音與音樂的共振頻率，
來學習聆聽來自臺灣土地的記憶與感動。
今年在分享系列中特別規劃《2016 臺灣國樂節》，系列中還有與香港中樂團合辦的《第三
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呼應深耕系列《青年指揮培訓計畫》，同時結合其他系列緊密交錯地
企圖向下紮根、向上成長茁壯，並遍撒國樂的種子，讓臺灣國樂團在這塊土地上取「材」成林。

Integrating the skills and arts of blowing, pulling, plucking, and beat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nd
deconstructing and recomposing the ensemble music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music generates infinite tension
and space in the express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 east and west, drama and music.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frees Chinese music infinitely.
Since 2013,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has arranged the elements of “skills,” “music instruments,”
“music styles,” “talents,” “cross-fields,” “interchange,” etc. alternately to reconstruct a new image for Chinese
music. In 2016,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further releases 8 major series of performances, “Beyond
Music,” “NCO Master Series,” “Beautiful Taiwan,” “NCO Soloist Series,” “Music for Kids,” “Promotional
Tours and Events,” “Talent Cultivation,”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Under meticulous preparation and
planning, it is hoped that National Chinese Opera Taiwan will successfully establish a sophisticated and elaborate
“cultural brand of Chinese music.”
The arrangement of the eight series rotates around of the axis of the concentric circle, especially the relation
with the land. For exampl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Concert” of “Beyond Music” is a cross-field opera
cooperation revised into a pure Chinese music version by Cai Donghua. The excellent actors of GuoGuang
Opera Company from National Center of Traditional Arts and Taipei Philharmonic Chorus perform together
the Chinese classic by combining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and reconstructing them innovatively. “Heroes
of the Music” of “NCO Master Series,” with the conductor Zhang Guoyong’s western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profound expertise in Chinese studies and “Formosa Fantasia” composed by the young composer in Taiwan,
accurately presents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music soaked in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Grand Roadside
Banquet Concert” of “Beautiful Taiwan demonstrates the lively and joyful atmosphere of the unique roadside
banquet culture in Taiwan through the beating sounds of traditional percussion instruments. “Listen: It’s the
Sound of the Land” learns to listen to the memories and affection from the homeland through the resonant
frequencies of sounds and music.
The 2016 Taiwan Traditional Music Festival, specially planned in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this year and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hinese Music Conductor Competition organized together with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attempts to solidify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Orchestra by combining with other series closely and
crossly and spread the seeds of Chinese music so that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will grow prosperously
in the piece of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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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SEASON

演出總表

6/8 ( 三 ) 19:30
國家音樂廳

紅樓夢音樂會
國樂指揮研習營

1/7

1/7 ( 四 ) 19:30
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菁英爭揮─青年指揮選拔之夜

7/25-30

研習時間：
7/25-29 傳藝中心宜蘭園區
成果音樂會：
7/30 傳藝中心蔣渭水演藝廳

3/2

3/2 ( 三 ) 19:30
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2016 箏符琴海古箏新秀選拔決選音樂會

8/5-7, 9

8/5-7, 9 ( 五∼日、二 ) 19:30
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

牛郎織女 ( 聯合報系、陳亞蘭歌仔戲團主辦 )

3/17-19

3/17 花蓮縣玉里鎮演藝中心
3/18 花蓮縣立豐濱國中
3/19 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

「小熊歷險記」花蓮巡演暨校巡推廣

8/13

8/13（六）10:30, 13:30, 16:30
國家音樂廳

快樂寶貝起步奏 plus

3/27, 29

3/27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3/29 臺中市東勢國小

團團相扣－ NCO 與東勢國小聯合音樂會

8/19-28

8/19 ( 五 )-28 ( 日 )
臺灣戲曲中心

2016 臺灣國樂節─撥彈樂的綺麗世界

4/7-9

4/7 臺東縣池上國中
4/8 臺東縣鹿野國中
4/9 臺東縣文化處
藝文中心演藝廳

「小熊歷險記」臺東巡演暨校巡推廣

9/3

9/3 ( 六 ) 19:30

指樂飛揚─青年指揮成果發表音樂會

4/15

4/15 ( 五 ) 19:30
國家音樂廳

勇者風雲－張國勇與臺灣國樂團

9/11

9/11 ( 日 ) 14:30
國家演奏廳

「牡丹亭」2016 張君豪的笛文學

4/21-24

4/21-23 ( 四∼六 ) 19:30
4/24 ( 日 ) 14:30
國家戲劇院

冥河幻想曲

10/1

10/1 ( 六 ) 19:30
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葉文萱二胡獨奏會

5/13

5/13 ( 五 ) 19:30
國家演奏廳

江河水的故事－王均寧胡琴音樂會

10/14

10/14 ( 五 ) 19:30
國家音樂廳

傾聽 土地的聲音風景

5/24

5/24/ ( 二 ) 19:30
國家演奏廳

砰派 . 辦桌音樂會

10/20-22

10/20-22 ( 四∼六 ) 19:30
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梁祝 ( 臺灣戲曲中心開幕系列活動 )

12/2, 3

12/2, 3 ( 五、六 ) 19:30
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Mauliyav 在哪裡 ?

(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國家兩廳院主辦 )

超．樂系列

風格大師系列

臺灣真美系列

獨奏家系列

童心系列

推廣系列

深耕系列

分享系列

(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國家兩廳院主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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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大師系列

3/27, 29《團團相扣─ NCO 與東勢國小聯合音樂會》
《國樂頻道─樂萌新聲音樂會》
千古金聲─編鐘演奏培訓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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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樂系列 ｜

紅樓夢音樂會
｜

超 . 樂系列 ｜

12

6/8 紅樓夢音樂會

蔣勳曾說：「如果在荒島上只許帶一本書，我會帶《紅樓夢》。」或許以此足見文學
名著《紅樓夢》在許多華人心中屹立不搖的經典地位。
此次臺灣國樂團特邀蔡東鏵先生改編為純國樂版本，並結合傳藝家族─國光劇團優秀
演員、台北愛樂合唱團等一起共同演繹這部華人經典。通過一個夢、一個園、一塊玉、一
炷香、一盞茶、一本書、一段情、一場曲，將以中華文化結合傳統、創新再造。
Chiang Hsun, a renowned Taiwanese poet, once said, “If I could only bring one

book to a desert island, it would b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howing the enormous

Beyond Music

Pursuing profoundness beyond beauty;
Discovering its origin, fulfilling intuition,
The music glorious, extraordinary,
Boundless
6/8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Concert

significance this masterpiece of literature has in the minds of many readers.

The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NCO) has invited composer and

conductor Cai Donghua to rearrange the tunes of his work,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usic Legend, into a piece exclusively for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Along with
members of the GuoGuang Opera Company and the Taipei Philharmonic Chorus, the
NCO reinterprets this literary classic.

A dream, a garden, a piece of jade, incense, a cup of tea, a book, a romance, and a

piece of music—through these elements, a Chinese classic will be remolded and renewed.

演出曲目
《紅樓夢組曲》（大提琴協奏曲）

《紅樓夢》( 京崑版 )

王立平｜曲

王立平｜原創作曲 蔡東鏵、林靜伊、孫柯亭、
周漪泓、孔志軒、胡蘅鵉、金國賢｜編

李垂誼、董昭民｜編

票價： 300 500 800 1000 2000

樂季手冊
2016

超越完美 探尋深遠
發掘本源 飽滿直覺
跨越領域 樂繫古今
輝煌 卓越 零極限

演出時間：6 月 8 日 ( 三 )19:30 演出場地：國家音樂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指揮：閻惠昌 編曲 / 導演：蔡東鏵
大提琴：李垂誼 說書人：劉化蒂 青衣：劉海苑、朱勝麗、王耀星
老生：唐文華 女高音：林姿吟 台北愛樂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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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格大師系列 ｜

勇者風雲
｜

張國勇與臺灣國樂團

風格大師系列 ｜

4/15 勇者風雲－張國勇與臺灣國樂團
14

本音樂會曲目安排當中有以傳統的國樂描繪中國北方秧歌的火熱與粗曠《弦上秧歌》、
經典的京劇劇目《霸王別姬》；著名臺灣導演李安的奧斯卡得獎名作、華語武俠電影─臥
虎藏龍的電影主題曲，以及臺灣新秀作曲家所譜寫的作品《蓬瀛狂想》。在指揮張國勇先
生以西學背景及深厚的國學積澱，精準把握中華民族文化底蘊所浸透出的國樂美學觀，涵
化成不落俗套的聽覺饗宴。
The NCO 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Yangge (or Rice Sprout Songs) of wild, untamed northern China, Farewell

NCO Master Series

When musical masters perform the classics,
their eyes twinkle with their love of the music,
and an ephemeral experience is transformed
into an eternal one.
4/15 Heroes of the Music: Zhang Guo-Yong and the NCO

My Concubine, a classic aria from Beijing opera, the theme song of the world-renowned film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directed by Oscar winner Ang Lee, and Formosa Fantasia, a new piece composed by a talented young
Taiwanese compos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onductor Zhang Guo-Yong, who has a broad background in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the aesthetics and beauty of Chinese music are once again recreated in a fresh and
exciting way.

演出曲目
《弦上秧歌》

王丹紅｜曲

《臥虎藏龍》( 馬林巴與樂隊 )
《山城之夢》( 中胡與樂隊 )
《霸王別姬》

關峽｜曲

《蓬瀛狂想》

王乙聿｜曲

譚盾｜曲
劉至軒｜曲

張列｜編

票價： 300 500 800 1000 2000

樂季手冊
2016

大師的舉手投足 深邃典藏
眼眸間對音樂的執著光芒
風雲際會 將美好的璀璨凝成永恆

演出時間：4 月 15 日 ( 五 )19:30 演出場地：國家音樂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指揮：張國勇 打擊：章昕如 中胡：高孟嵐 京劇女聲：林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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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真美系列 ｜

冥河幻想曲
｜

4/21~24 冥河幻想曲 8/5~7, 9 牛郎織女
10/14 傾聽 土地的聲音風景 10/21~23 梁祝
12/2,3 Mauliyav 在哪裡 ?

死神來到人間，對凡人動情，知曉世人面對死亡時的恐懼，也了解世
人因為各種情感而對世間留戀不已，死神開始對自己的工作有不同的體
會。本劇藉由一個旁觀者 ( 死神 )，引領觀眾思考生死的課題。
希臘神話經典巧遇臺灣歌仔戲
穿越神界、人界、冥界的浪漫奇想

17

以一首幻想曲渡過生死界限
一探生命的未知新世界

Beautiful Taiwan

Taiwan, an isle surrounded by water and dotted with mountainsLet us paint her landscape in music;
Let us pass down our tradition in tunes;
Let us hear the voices of the land;
Let us appreciate her beauty in a choir.
4/21~24 Dance with Death 8/5~7, 9 The Weaver Girl and the Cowherd
10/14 Listen: It’s the Sound of the Land 10/21~23 The Butterfly Lovers
12/2 and 3 Where is Mauliyav?

樂季手冊
2016

寶島海岸綿長 峰高悠遠
用音符描繪寶島 以樂聲承繼傳統
音樂與土地唱和 同聲讚嘆臺灣美

16

演出時間：4 月 21-23 日 ( 四∼六 )19:30 4 月 24 日（日）14:30
演出場地：國家戲劇院 主辦單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演出單位：唐美雲歌仔戲團、臺灣國樂團 指揮 / 編曲：鍾耀光

臺灣真美系列 ｜

Once upon a time, Death came into the world and fell in love with

a mortal.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Death learns the fear of people when
they face it, and the feelings that make them want to cling to life. From

then on, Death’s job of taking people’s lives is never the same again. From

Death’s perspective, that of a bystander, the show presents life and death
from a new angle.

When Greek Myths Meet Taiwanese Opera

A romantic fantasy that ranges across the realm of deities, the world,

and the underworld; a fantasia that crosses the gulf between life and
death; and explores the unknowns of life while opening up a new world.

領銜主演
文藝戲狀元─唐美雲
永遠的娘子─許秀年
百變精靈─小咪
美聲歌后─許仙姬

票價： 600 900 1200 1800 2400 3000 3600

｜ 臺灣真美系列 ｜

砰派•辦桌音樂會

牛郎織女

演出時間：5 月 24 日 ( 二 ) 19:30 演出場地：國家演奏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吹打組 導演：王立安

演出時間：8 月 5-7、9 日 ( 五∼日、二 )19:30 演出場地：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
主辦單位：聯合報系、陳亞蘭歌仔戲團
演出單位：陳亞蘭歌仔戲團、臺灣國樂團、蘭陽歌劇團 指揮：林永塗

「辦桌」是臺灣在地深具特色的節慶飲食文化，其盛況受現代化社會潮流影響而逐步
消退，但所獨具的文化特殊性，是臺灣珍貴的飲食民俗文化資產。臺灣國樂團特別規劃「辦
桌」主題，以打擊樂的方式生動地表現總舖師們的辦桌技藝，運用鍋、碗、瓢、盆、爐灶、
柴火、桌椅，呈現從備料到打菜到上菜等等諸多有趣的過程。傳統打擊樂器敲敲打打的聲
響，表現出獨特的臺灣辦桌文化，傳達在地喜慶的熱鬧歡欣氣象。

還記得 2014 年七夕陳亞蘭歌仔戲《牛郎織女》在臺北所創造的感動嗎？
為呼應戲迷的期待，在睽違兩年後，將於今年七夕首次移師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登台
演出！讓戲迷們再次重溫，結合傳統身段與創新多媒體技術的歌仔戲舞臺大作《牛郎織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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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4, great excitement was created by The Weaver Girl

A roadside banquet is an important and unique part of Taiwanese food and festive cultures. Though the

and the Cowherd by the Chen Ya-lan Taiwanese Opera Troupe

cherished. Utilizing the theme of roadside banquets, the NCO, through its percussion ensemble, demonstrates the

This year, the show will be brought to the Kaohsiung

practice has fallen by the wayside in the face of modernization, it is something valuable and should be highly

following its debut performance at the Qixi Festival in Taipei.

catering process used at such banquets, namely the preparation, distribution, and serving of food. By using pots and

Cultural Center’s Chih-Te Hall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Qixi.

the lively atmosphere of a roadside banquet culture unique to Taiwan.

production that combines traditional opera movements with

pans, traditional ovens, firewood, chairs and tabl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percussion instruments, the NCO recreates

領銜主演
陳亞蘭
小咪

Don’t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this great Taiwanese opera
innovative multi-media technology.

演出曲目
《透早》

黃正銘｜曲

《佳偶－團團圓圓》 林喬｜編

《備料》

李慧｜曲

《出菜》 黃正銘｜曲

《七喜》

崔洲順｜改編

《宴客－喜慶》( 北管曲牌 )

《開火－餐具之樂》
《躁喀》

李慧｜曲

黃正銘｜曲

李慧｜編

《心事》 黃正銘｜曲
《圓滿》 黃正銘｜曲

票價： 800 1600 2600 3600 4600

樂季手冊
2016

｜ 臺灣真美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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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真美系列 ｜

｜ 臺灣真美系列 ｜

傾聽 土地的聲音風景

梁祝

演出時間：10 月 14 日 ( 五 )19:30 演出場地：國家音樂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臺灣戲曲中心開幕系列活動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指揮：閻惠昌 製作人：江謝嘉芬、范欽慧
影像設計：王奕盛 音響顧問：李哲藝 嗩吶：曾千芸 小提琴：李宜錦

演出時間：10 月 20-22 日 ( 四∼六 )19:30 演出場地：臺灣戲曲中心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唐美雲歌仔戲團

千方百計說服爹娘後，祝英台終於得以上書院讀書，女扮男裝的她結識梁山伯，兩人
一見如故，結為金蘭，英台對梁兄情愫暗生，豈料祝英台的愛慕者不只馬文才一人，連書
院先生之女雀屏都對她情有獨鍾？為此，向來遲鈍的梁兄居然怒從中來，吃的又是誰的醋？
英台的心事是否能說與梁兄知？

The soundscape music concert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aiwan. Such a performance is closely linked to one’s

concern for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on it, and is something worthy of study.
Listen to the soundscape

When we learn to listen, to appreciate tranquility, to enjoy the beauty that lies between sound and music, we

will rekindle our senses and be able to listen more intelligently. We will better 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the land, and
be apt to adapt to the new reality we see.

After convincing her parents by all means, Zhu Ying-tai could finally

study at the academy. Being a man in disguise, she became good friends
and later on brothers with Liang Shan-bo. Zhu Ying-tai secretly had
a crush on Liang. However, Not only Ma Wen-cai, but also the
daughter of the teacher of the academy loved her. Because of this,
the usually slow Liang surprisingly got angry. Who did he feel
jealous of ? Could Zhu Ying-tai tell Liang her secret?

演出曲目
《序曲－寂靜的山》( 委託創作 ) 李英｜曲
《山海傳響》( 委託創作 ) 潘皇龍｜曲
《臺灣慶典 . 傳統之聲》

《臺灣獨家記憶》( 委託創作 ) 李哲藝｜曲
《城市奏鳴曲》( 委託創作 ) 張瓊櫻｜曲

《弄獅》嗩吶協奏曲 曾千芸｜嗩吶 陸橒｜曲
《電音三太子》 李宜錦｜小提琴 李哲藝｜曲

票價： 300 500 800 1000 2000

樂季手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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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聲景音樂會，可說是臺灣第一次，以聲景為名所舉辦的音樂會。而所謂的聲景，
其實有相當深度的研究脈絡，跟關懷土地與生命有著絕對的意義。
聽見聲音的風景，當我們能學習聆聽，欣賞寂靜，在聲音與音樂的共振展演中，我們
將會打開這個感官，並開拓自己的耳界，讓自己更貼近真實，貼近土地，並願意為這樣的
真實而改變自己。

導演：唐美雲 編劇：洪清雪 編腔：陳歆翰
舞台設計：王世信 燈光設計：邱逸昕 影像設計：王奕盛 服裝設計：郭貞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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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真美系列 ｜

Mauliyav 在哪裡 ?
演出時間：12 月 2、3 日 ( 五、六 ) 19:30
演出場地：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泰武國小古謠傳唱隊

Mauliyav 於部落中現身，該年度就能夠不愁吃穿，也不用擔心天災人禍。2014 年 NCO 以劇場

獨奏家系列 ｜
情與琴的相互牽絆
勾勒出生命最絢爛耀眼的花火
絲絲化作繞樑餘音

敘事手法，將國樂與原住民的古老傳說做了調和與表述，匯聚了影像、古調歌謠、古老傳說，
由音樂總監閻惠昌領軍，導演李小平打造、作曲家李哲藝和影像導演邱垂龍，共同以臺灣核心
價值作為素材，打造自亙古連結當代的新劇場音樂會。
22

在 2016 年，NCO 將全新打造，再次帶給觀眾一場全新感受的音樂會，將土地情感延伸，

In 2014, the NCO adopted theatrical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and combined Chinese music with local legends

when it proudly presented Where is Mauliyav?. Through video, stills, ancient ballads, tunes, and fairytales, Music
Director Yan Hui-chang, Director Lee Shiao-ping, Composer Lee Che-yi, and Video Director Chiu Chui-lung
created material embodying the core values of Taiwan in a presentation that connects past and present.

In 2016, the NCO will bring forth an all-new Where is Mauliyav?. Presenting the show at the newly-

established Xiqu Center of Taiwan, concern and love for the land continues, and audiences will be moved by the
stunning reinterpretation of this imaginative piece.

指揮：閻惠昌
總導演：李小平
音樂創作：李哲藝
執行導演：瓦旦•督喜

5/13 江河水的故事－王均寧胡琴音樂會
9/11「牡丹亭」2016 張君豪的笛文學
10/1 葉文萱二胡獨奏會

在新落成的臺灣戲曲中心，繼續追尋《Mauliyav 在哪裡 ?》。

編劇：朱克遠
影像導演：邱垂龍
舞台設計：張哲龍

票價： 300 500 800 1000

樂季手冊
2016

排灣族的石頭神 Mauliyav，是部落族人的生活願景表徵，也是幸福與愛的化身；相傳只要

｜

NCO Soloist Series

This series is a combination of strong feelings and musiciansit adds spice to life
and its songs linger in the heart long after the last note is played.
5/13 Flowing River: Huqin Recital by Wang Jyun-ning
9/11 The Peony Pavilion: The 2016 Dizi Recital by Chang Chun-hao
10/1 Erhu Solo Recital by Yeh Wen-hs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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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奏家系列 ｜

｜ 獨奏家系列 ｜

江河水的故事

「牡丹亭」

王均寧胡琴音樂會

2016 張君豪的笛文學

演出時間：5 月 13 日 ( 五 )19:30 演出場地：國家演奏廳

演出時間：9 月 11 日 ( 日 )14:30 演出場地：國家演奏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排練指揮：周聖文 胡琴：王均寧 鋼琴：陳靜潔 京劇演員：孔玥慈

排練指揮：邱誓舷 笛、簫：張君豪 主持人：傅明蔚

在這場音樂會中，王均寧透過京胡、二胡、高胡演繹其具代表性之作品，京胡的泱泱大氣、
二胡的深切刻劃、高胡的婉約雅致，以其雋永的器樂與作品表現，帶給您值得品憶的聽覺饗宴。
24
Soloists will play classic pieces for the jinghu, erhu, and gaohu (all Chinese bowed string instruments). The

jinghu is known for its crisp, bright tones; erhu are suitable for storytelling; and gaohu are mellow and smooth. With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having been matched to musical selections, this is indeed an unforgettable feast for the ears.

伸出的劇本或音樂創作而成的樂曲；民間文學，凡舉民間傳說、口耳相傳故事、神話等皆可歸之，
便挑選《江河水》、《阿詩瑪敘事詩》等樂曲為呼應，更委託本樂團首席劉貞伶小姐，以臺灣
原住民的神話故事、傳說為藍圖創作樂曲。企圖再次以裊裊笛聲訴說各類文學，用音樂領略文
學之美。
Theatrical literature refers in the main to plays. For this concert, music pieces derived from or created for

traditional plays such as Erfan and the Peony Pavilion Suite were put on.

In addition, works from folk literature, including folklore, oral favorites, and myths, can also be viewed as part

of theatrical literature. Hence, Flowing River and The Ah-Shi-Ma Ballade were also chosen to be performed.

In addition, Liu Chen-ling, principal performer of the NCO, was commissioned to create new pieces based

演出曲目
《平湖秋月》( 高胡與弦樂 ) 呂文成｜曲
《鳥投林》( 高胡與小樂隊 ) 易劍泉｜曲
《秦風》( 二胡與小樂隊 ) 金偉｜曲
《絕谷探道》( 二胡與小樂隊 ) 瞿春泉｜曲

《貴妃醉酒》選段｜《四平》
( 京胡與小樂隊 )

京劇唱段

on fairytales and legends of Taiwan’s indigenous groups. These offerings will help the public to better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literature through the music of bamboo flutes.

《第三二胡協奏曲－江河水的故事》
( 二胡與鋼琴 )

鄭冰｜曲

演出曲目
《二凡》( 笛與樂隊 ) ｜婺劇音樂
趙松廷｜改編

《江河水》( 簫與揚琴 ) ｜東北民間樂曲
《阿詩瑪敘事詩》( 笛與鋼琴 )

《委託創作》( 笛與鋼琴 ) 劉貞伶｜曲
《蕭中簫》( 簫與鋼琴 ) 蕭泰然｜曲
《牡丹亭組曲》( 笛與樂隊 ) 吳華｜曲

易柯、易加義、張寶慶｜曲

票價： 300 500

樂季手冊
2016

戲劇文學，以劇本創作為大宗，此次音樂會挑選如《二凡》、《牡丹亭組曲》等因戲劇延

票價： 3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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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奏家系列 ｜

葉文萱二胡獨奏會
演出時間：10 月 1 日 ( 六 )19:30 演出場地：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排練指揮：曾維庸 胡琴：葉文萱

近代作曲家藉由傳統音樂為基調創作的作品為主，將這些變化多元的曲目一次呈現，

童心系列 ｜

池塘邊 榕樹上 叫著夏天的知了
操場邊 鞦韆上 飛舞著童年的蝴蝶
迷糊的童年 歡樂的童年 回不去的童年
但是我們童稚的心 依然熱切

讓觀眾對二胡不管是唱出小調、戲曲、乃至於近代大家所熟知的音樂風格皆能一次感
受。下半場則以臺灣本土為中心的音樂素材，藉由臺灣作曲家所編寫的傳唱樂曲以爵
士風格呈現，同時不忘回歸本土民謠基礎所創作的雙胡協奏曲。意圖將二胡的過去與
26

現在，以精簡易懂的聽覺感受傳達給觀眾。

3/17~19 「小熊歷險記 親子音樂會」花蓮巡演暨校巡推廣
4/7~9 「小熊歷險記 親子音樂會」臺東巡演暨校巡推廣
8/13 快樂寶貝起步奏 plus

Two styles of folk music will be presented. During the first session, the NCO will play both traditional erhu

pieces and erhu works based on traditional music penned by contemporary composers. Including different musical
styles, the Orchestra will present folk tunes, traditional opera works, as well as modern, well-known erhu pieces.

For the second session, the NCO will offer pieces with a strong local flavor. By performing narrative singing

pieces by Taiwanese composers in a jazzy style, as well as an erhu concerto based on local folklore, the NCO aims to
present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spects of erhu music to the audience in a simple, understandable fashion.

演出曲目
《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
( 揚琴與胡琴 )

朱昌耀｜曲

《江河水》( 揚琴與胡琴 ) 黃海懷｜改編
《寒鴨戲水》( 擊樂與胡琴 )
潮州音樂 閔惠芬｜改編

《紅土印象》( 鋼琴與胡琴 )

《委託創作》 徐瑋廷｜曲
《玫瑰玫瑰我愛你》( 笙、鋼琴與胡琴 )
《天黑黑》( 鋼琴與胡琴 ) 刁鵬｜改編
《台灣民歌主題雙胡協奏曲》
( 胡琴與樂隊 )

曲大衛｜曲

票價： 300 500

王明星｜曲

何立仁｜編

李哲藝｜改編

樂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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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將以兩種方向的民族風格進行，上半場將二胡在過去傳統音樂風格，以及

｜

Music for Kids

On the banyan trees, by the pond, cicadas sing in high summer,
By the playground, on the seesaw, butterflies flutter;
Childhood, a time of folly, a time of joy, a time that can never be relived again.
Yet deep down inside, our childish selves live as enthusiastically as ever.
3/17-19 Adventures of the Teddy Bear:
Tours and promotional events at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in Hualian
4/7-9 Adventures of the Teddy Bear:
Tours and promotional events at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in Taitung
8/13 Music for My Darling Bab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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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心系列 ｜

｜ 童心系列 ｜

小熊歷險記 親子音樂會
花東巡演

快樂寶貝起步奏 plus
演出時間：2016 年 8 月 13 日（六）10:30、13:30、16:30 演出地點：國家音樂廳
指揮：黃光佑 導演：王立安

3/17-19 「小熊歷險記」花蓮巡演暨校巡推廣 (3/17 玉里鎮演藝中心、3/18 豐濱國中、3/19 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 )

主辦單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4/7-9 「小熊歷險記」臺東巡演暨校巡推廣 ( 4/7 池上國中、4/8 鹿野國中、4/9 臺東縣文化處藝文中心演藝廳 )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硬底子音樂網 樂團指揮：曾維庸 ( 花蓮 ) 、曾德偉 ( 臺東 ) 導演：鄭詠珊

小迪是一隻玩具熊，有一個非常疼愛它的小主人，不管到哪裡都會把它帶在身邊，一起玩、
一起做功課、一起睡覺，小迪覺得好幸福喔！

孩帶來驚奇。

直到有一天，小主人的爸爸媽媽帶我們去鄉下看阿公！阿公有養好多小蜜蜂，一定會給他
28

方式，和運用音樂與樂器的特質、特性，讓孩子能更親近音樂，並如同音樂像魔法一樣，為小

們吃又香又甜的蜂蜜，但是卻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小迪就和小主人一同開啟了奇幻旅

在曲目上也全部採用「臺灣童謠」，在唸唱的同時，讓小孩在不知不覺中學習、欣賞，讓
陪伴來欣賞音樂會的家長再次回味童謠的趣味，也藉此更拉近親子間的距離。

程，也因此結識了許多特別的朋友。小朋友們，準備好和小迪一起踏上好聽又好玩的旅程了嗎？
Dee is a teddy bear whose loving owner takes him everywhere he goes. They play together, do homework

together, and sleep together, which makes Dee feel truly blessed.

One day, his owner’s parents take them to visit Grandpa, who keeps thousands of bees and always feeds them

some amazingly tasty honey. Then, something unexpected happens, leading Dee and his owner on a journey full of
adventure and many special new friends. Children, are you ready to join Dee on his journey of great music and fun?

“It’s about to rain, the sky is dark in color, Grandpa picks up the hoe, about to dig for taro,” along with “Big

nostrils, big nostrils” are parts of lighthearted nursery rhymes that are a common memory for people born in the 60s
and 70s, and that can even be heard today sometimes.

The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NCO) presents a theatrical concert experience that uses the special

qualities of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to entice and amaze children, just like magic.

All the pieces performed in the concert consist of catchy Taiwanese nursery rhymes. They have been chosen

to get the children to unconsciously sing along, while also giving their parents the chance to again enjoy the rhymes
they grew up with, bringing the two generations closer together.

演出曲目

特別介紹

《國樂家族多姿多彩》、《丟丟銅仔》、《小蜜
蜂》、《魚兒水中游》、《小迪進入奇幻世界》、
《鴨子拌嘴》、《蝴蝶》、《紅莓果》、《大黃
蜂的飛行》、《騎著毛驢去趕集》、《老虎磨
牙》、《西北雨直直落》、《百鳥朝鳳》、《賽
馬》、《家》、《小熊歷險記主題曲》

為發掘臺灣在地優秀人才，臺灣國樂團自 2014 年起舉
辦「青年指揮人才培訓計畫」中跨越全年度的「指揮
家培訓課程」，已連續兩年為臺灣音樂界培訓出多位
優秀青年指揮，並安排與臺灣國樂團在年度演出中合
作，本次花蓮場指揮曾維庸於 2015 年「菁英爭揮－青
年指揮選拔音樂會」中獲第二名、臺東場指揮曾德偉
於 2016 年「菁英爭揮 II －青年指揮選拔音樂會」中獲
第二名及最佳人氣獎。

樂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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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黑，欲落雨，阿公仔舉鋤頭仔要掘芋…」、「大鼻孔、大鼻孔」這些從小唸唱合一、
有趣的童謠是 5、6 級年生共同的記憶，至今仍繼續傳唱著，NCO 將用「劇場化的音樂會」的

演出曲目
《丟丟銅仔》、《大箍呆》、《天黑黑》
《白鷺鷥》、《草蜢弄雞公》、《搖嬰仔歌》
《大鼻孔》、《西北雨直直落》

票價： 3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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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系列 ｜

團團相扣
｜

推廣系列 ｜
國樂頻道－樂萌新聲音樂會

千古金聲－編鐘演奏培訓推廣計畫

一場手攜手的溫暖音樂會，二個團同臺的傳承同樂會！
由東勢國小國樂團培育養成的臺灣國樂團首席及優秀團員們飲水思源，並為臺灣的國樂教
育穩健紮根，與母校的小樂手們同臺傳承觀摩並鼓勵後進，共同譜出國樂的美好明天。

樂季手冊
2016

3/27、3/29 團團相扣－ NCO 與東勢國小聯合音樂會

演出場次：3 月 27 日 14:30 臺中葫蘆墩文化中心
3 月 29 日 13:30、14:40 臺中東勢國小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東勢國小國樂團 指揮：陳俊憲

NCO 與東勢國小國樂團，同臺傳樂章！
A fun and warmhearted traditional music concert that brings two orchestras onto the same stage. Tungshih

30

Elementary School has long been an incubator for musical talent in Taiwan, with a number of the NCO’s principal

performers and finest players being former members of the school’s Chinese orchestra. As a way of giving back to

Promotional Tours and Events

their alma mater and cultivating new talent for the traditional music community, the NCO will perform onstage
with students, giving them guidance and encouragement.

Enjoy a joint concert by the NCO and the Tungshih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Orchestra!

3/27 and 3/29 Joint Concert by the NCO
and the Chinese Orchestra of Tungshih Elementary School
Traditional Music Channel: Concerts by Young Musical Talent
Bianzhong Performance Training and Promotional Program

演出曲目
《憶童年舞劍慶豐收》

《瑤族舞曲》( 東勢國小 )

盧亮輝、沈文友、關迺忠｜作編曲
《天緣－第一樂章》 劉錫津｜曲
《黃土情》 瞿春泉｜編
《秦兵馬俑幻想曲》 彭修文｜曲

《春天組曲：駿馬奔馳》( 東勢國小 ) 顧冠仁｜曲
《茉莉花》(NCO + 東勢國小 ) 劉文金｜曲
《沙迪爾傳奇》(NCO + 東勢國小 ) 劉湲｜曲

劉鐵山、茅沅｜曲

票價： 200 300 500

彭修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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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系列 ｜

國樂頻道

千古金聲

樂萌新聲音樂會

編鐘演奏培訓推廣計畫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絲竹小組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絲竹小組

以室內樂團編制的精緻音樂會，是專業樂團最能展現其演奏技術能力、團員默契及樂團獨
灣的故事」之主題，帶給愛樂民眾富有臺灣特色樂曲，同時也展現臺灣傳統地方音樂的獨特風
格與臺灣作曲家的創造力。
本團擬以此作為推廣音樂會的基礎，推出一系列相關的精緻演出，以臺灣戲曲中心為基地，
32

持續邀請優秀指揮及演奏家，辦理定期推廣音樂會，推廣傳統音樂美學，提昇觀眾美感經驗，
增加文化底蘊。

編鐘素有「金石之聲」的美稱， 1978 年湖北省發掘到戰國時期「曾侯乙墓」，雖歷經 2400
年的歲月積澱，由六十五件青銅鐘組成，重 2500 多公斤的打擊樂器。
臺灣國樂團所擁有的是全世界僅由三套，由出土現存於湖北省博物館的古編鐘原件翻模複
製。為絕續傳承與創新研發，《千古金聲 -- 編鐘演奏培訓推廣計畫》持續培育編鐘演奏人才，
繼續於臺灣戲曲中心定期辦理推廣編鐘古樂研習培訓計畫，並持續委託創作編鐘音樂，傳響千
年中華國樂，透過專業的藝術內涵，讓臺灣民眾了解傳統音樂的文化精湛與深邃，進而推廣傳
統藝術教育，作為國際傳統音樂文化交流平台的使命。

High quality concerts by chamber orchestras are the best way for professional orchestras to show off their performing

skills, the caliber of their members,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ir music. The NCO has specially chosen for its performances

The bianzhong owned by the NCO is one of only three around the world. It was molded from

popular themes that exude the spirit of Taiwan and relate local stories through traditional music. By presenting music

the ancient bianzhong pieces excavated in China and now held in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To pass

the creativity of local composers.

Training and Promotional Program to cultivate talent in the field. In addition, the NCO will continue its

traditional music. Outstanding conductors and musicians will be regularly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similar events so as to

the orchestra will continue commissioning artists to create pieces for bianzhong music in the hope of

lovers with work that has a distinct Taiwanese flavor, the orchestra highlights the uniqueness of local traditional music and

down the art form and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e music, the NCO is holding the Bianzhong Performance

With the Xiqu Center of Taiwan as its base, the NCO will hold a series of concerts as part of its efforts to popularize

bianzhong training classes that have been held at the Xiqu Center of Taiwan on a regular basis. Moreover,

promote traditional music, enhance the audience’s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and enrich the public’s cultural life.

《億載金城幻想曲》∕劉至軒｜曲
《穿越太魯閣》∕許瑋廷｜曲
《河畔紙鳶》∕朱雲嵩｜曲
《臺北狂想》∕李英｜曲

further promoting this ancient type of music. Through professional artistic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the NCO aims to bring traditional music closer to the lives of local people, and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of traditional music around the world.

演出曲目
《草蜢弄雞公》( 雙笛協奏曲 ) ∕陳中申｜曲
《臺灣歌謠組曲》∕陳麒米｜編
《客家歌謠聯奏》∕盧亮輝｜編
《藝陣交響幻想曲》∕李哲藝｜曲

樂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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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音色的節目製作，臺灣國樂團精選具有良好口碑且具有臺灣精神特色品牌「用國樂來訴說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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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系列 ｜

｜

深耕系列 ｜

3/1~12/31 青年指揮人才培訓 7/25~30 國樂指揮研習營
1/7 菁英爭揮－青年指揮選拔 9/3 指樂飛揚－指揮成果發表音樂會
3/2 2016 箏符琴海古箏新秀選拔決選音樂會
34
* 活動相關內容請詳閱 NCO 網站最新消息

Talent Cultivation

Let me be the fecund soil
That nourishes the seeds of traditional music,
And let the stringed and woodwind instruments be heard under my auspices.
3/1-12/31: 2016 Youth Conductor Training Program
7/25-30: 2016 NCO Conducting Camp
1/7 Elite Youth Conductor Competition
9/3 Music Flies as Fingers Dance: Final Concert
3/2 The 2016 Guzheng Young Talent Contest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NCO website.

NCO 號召有志青年，舉起你的指揮棒加入國樂的行列 !
中樂為體、西樂為用，中西合璧才能所向無敵！
NCO calls for aspiring youths to grab their batons and join our Chinese orchestra team!
Chinese music is the soul, Western music is the flesh: East meeting West is the best!

樂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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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為最豐美富饒的土壤
守護你為深根埋藏的種籽
盼絲竹茁壯成片片綠蔭

青年指揮人才培訓

為具有樂團實務經驗的國內青年指揮家所設計的長期專業培訓課程。課程共分為六大項目，
排練觀摩、作品研習、深度座談、專題講座、樂隊實習、成果展演，搭配本團年度展演，提供
學員從作品出發，與不同作曲家、知名指揮及優秀演奏家近身學習與交流。全觀性的研習課程，
培養專業指揮所需的涵養、氣度與智慧。

培訓期間：每年 3 月∼ 12 月
報名時間：每年 12 月起開放下一年度培訓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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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樂指揮研習營
研習時間：7 月 25-29 日（一∼五） 活動地點：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宜蘭園區
成果演出時間：7 月 30 日 ( 六 ) 演出場地：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蔣渭水演藝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招生資格
年滿十八歲、四十歲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需具有指揮樂團 ( 隊 ) 的實務經驗。資格經
審查評選後，錄取正式學員 10 名，旁聽學員 10 名。

集課程，在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園區內，以指揮演練、專題講座、樂隊實習、成果展演四大
項目，透過與 NCO 團員的滾動式修正排練工作，7 日內讓你迅速而精準地提高對於樂曲的掌握

課程內容
36

排練觀摩
跟團觀摩排練實況、指揮家的排練風格，
貼身學習指揮家、演奏家與作曲家的排練
互動。
作品研習
以 NCO 年度音樂會曲目為學習內容，邀
請作曲家親自講說創作概念與手法，並與
指揮共同討論樂曲詮釋的種種可能性。
深度座談
於 NCO 年度音樂會結束後二周內，整合
學員意見作為座談會的討論主題，回顧與
反思，激盪更多的創意火花。

※ 活動相關內容請詳閱 NCO 網站最新消息

專題講座
針對當代指揮家所必須面對之重要課題，
邀請各界達人授業解惑。
演出實習
於 10 月舉辦，曲目由 NCO 音樂總監訂
定，與本團進行實習演練。
選秀 PK
本團將選出 2-5 名學員，於年底進行技
術、媒體評委以及現場觀眾的實際考驗。

樂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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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O 國樂指揮研習營，是針對具有樂團實務經驗的國內外青年指揮家所規劃的完整短期密

力。
The acclaimed NCO Conducting Camp is an intensive music training program specifically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youth conductors. Held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 in Yilan County, this
program includes training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ducting, forums, rehearsals with the Chinese
orchestra, and final presentations. Through close interaction with NCO musicians in rehearsals, the program
aims to improve mus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orchestra in seven days.

研習曲目
合奏曲
《蘆溝曉月》 趙季平｜曲
《慶節令》 王 寧｜曲
《魯布》 劉至軒｜曲

協奏曲
《山 • 樂》第四樂章（笛協奏曲） 陸 橒｜曲
《戲彈》第三樂章（琵琶協奏曲） 劉長遠｜曲
《天仙配》第三樂章（雙胡協奏曲） 吳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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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爭揮

指樂飛揚

青年指揮選拔之夜

青年指揮成果發表音樂會

時間：1 月 7 日 ( 四 )19:30 演出場地：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指揮：王定弘、周聖文、張聖以、曾德偉、游家輔

演出時間：9 月 3 日 ( 六 )19:30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指揮：游家輔 古箏：許馨方

慧海掬英 誰與爭鋒 5 位指揮青年歷時一年的孜孜不倦
一夜決戰 勇奪魔力之棒 新世代指揮新星耀眼登場
Who will stand above the crowd? After a year’s training and hard work,
who will win the magic baton in the battle of the five conductor finalists?

指揮是一個樂團的靈魂，臺灣國樂團近年來培訓年輕指揮不遺餘力，不但提供優質的環境
與學習資源，也積極為年輕人創造舞台！
本團例行舉辦的「菁英爭揮－青年指揮選拔」中，表現優異的年輕指揮經過一番激烈的輪
番競演，最終脫穎而出獲得冠軍的指揮新秀游家輔，有著心思細膩的詮釋以及有條不紊的排練
技術，學習經歷多元，擁有豐富的舞台經驗，投入指導的學校社團在音樂比賽中亦是屢屢獲獎，

2015 青年指揮培訓課程在實務及理論養成訓練下，為培養學員全方位的整合
與宏觀的節目策劃能力，透過公開選秀活動使培訓青年指揮有更多舞臺實務的磨
練與學習。

樂季手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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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系列 ｜

是一個值得被期待的明日之星。
臺灣的新生代年輕指揮與演奏家們將會與臺灣國樂團一同擦出什麼樣的火花，邀您一同來
親耳見證！

指定曲目

演出曲目

指定曲《太魯閣風情畫》 潘皇龍｜曲
自選曲《龍躍東方》（茉莉花開） 劉長遠｜曲
自選曲《祠》 李英｜曲
自選曲《莫高風鈴》 景建樹｜曲
自選曲《月牙泉的故事》 韓兰魁｜曲
自選曲《飛天》 趙季平｜曲
自選曲《山 ˙ 樂》 陸橒｜曲

《大得勝》( 山西民間樂曲 ) 張式業｜編
《月兒高》 彭修文｜改編
《客家音畫》( 雙嗩吶協奏曲 ) 劉松輝｜曲
《客家歌謠聯奏》 盧亮輝｜編
《蓬瀛狂想》 王乙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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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樂人才
2016 箏符琴海古箏新秀選拔決選音樂會
演出時間：3 月 2 日 ( 三 )19:30 演出場地：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主辦單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演出單位：臺灣國樂團 指揮：陳炫合
決選選手：吳妍萱、范鶱、許馨方、黃偉傑、鄭聿菡

分享系列 ｜

2014 年初臺灣國樂團為提拔國內優秀之器樂演奏人才，特舉辦全國器樂選秀，以嗩吶作為
首發，陸續又舉辦了「笙」、「琵琶」等器樂選秀，均引起廣大迴響並大獲好評，為延續此系
列活動之宗旨，本次將號召全國優秀的〝古箏〞好手，透過器樂選秀比賽，提供優勝者與本團
合作之演出機會也為本團注入新活水。希冀透過公開舉辦選秀活動，豐富國樂現有的生態。賽
40

2016 臺灣國樂節—彈撥樂的綺麗世界
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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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亦陸續安排相關的音樂展演，擴大比賽效應，將優秀演奏人才舉薦予國人，並喚起大眾對傳
統樂器的再認識及重視。
The NCO began holding traditional music talent contests in 2014 as a way of scouting for talent in the

Chinese music community in Taiwan. Beginning with suona players, similar contests have also since been held for

sheng and pipa players. These events have proved popular and, to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the talent contest is

now being extended to guzheng players. Winners get to perform with the NCO, which in turn gets to recruit new

blood. The hope is that these win-win events help inject fresh vitality into the traditional music scene. A series of

performances are put on after the contests to maximize their effect, introduce the performers to audiences, and
rekindle people’s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指定曲目
指定曲《阿拉貝斯克》 樊慰慈｜曲
自選曲《墨客》 方崇清｜曲
自選曲《西域隨想》 王建民｜曲
自選曲《無境》 杜咏｜曲
自選曲《稍縱即逝》 樊慰慈｜曲

劉至軒｜編配

樂季手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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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The 2016 Taiwan Traditional Music Festival—
The Gorgeous World of Plucked String Instrument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hinese Music Conductor Competition

｜ 分享系列 ｜

｜ 分享系列 ｜

2016 臺灣國樂節

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

彈撥樂的綺麗世界

演出時間：2016 年 8 月 19 日 ( 五 )—8 月 28 日 ( 日 )
演出地點：臺灣戲曲中心

「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於 2011 年由香港中樂團創辦，被譽為「中樂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第一屆比賽共有 55 名來自世界各地人士報名參加。第一屆獎項分為：冠、亞、季軍；「中樂特
別指揮獎」、「香港優秀青年指揮獎」、「最佳香港作品演繹獎」、「最受觀眾喜愛指揮」 ( 觀
眾現場投選 ) 、「最受團員喜愛指揮」，共 8 項大獎。
2014 年「第二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由香港中樂團與西安音樂學院合辦，共有 42 位分別來
自香港、中國、臺灣、馬來西亞、波蘭及義大利的年輕指揮報名，參加者的年齡由 19 歲至 43 歲。

世界上主要文化地區皆有其代表性之彈撥樂器及音樂，而國樂中的彈撥樂器正可反映出我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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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
開幕音樂會、彈撥樂團主題音樂會、精緻彈撥樂音樂會、
主題講座、導聆講座、工作坊、閉幕音樂會

歷屆活動概況

第二屆獎項除第一屆原有獎項外，增設「最受團員喜愛大獎」。

國音樂的特色與內涵，如眾多彈撥樂器中的琵琶甚至可說是華人文化的表徵之一，臺灣國樂團

「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將由臺灣國樂團與香港中樂團合辦，將於今 (2016) 年及明年

基於立足臺灣擁抱世界的精神，擬於 2016 年舉辦國際彈撥樂節，由本團音樂總監閻惠昌以及臺

在臺灣辦理初賽、複賽，在比賽曲目庫中將增加臺灣作曲家的優秀作品，並在獎項部分增設「臺

北柳琴室內樂團藝術總監蘇文慶擔任共同策展人，邀請世界各國知名彈撥樂演奏家及樂團，前

灣優秀青年指揮獎」以及「最佳臺灣作品演繹獎」。

來臺灣共襄盛舉，並藉此機會將國樂彈撥之美，透過音樂節與國際音樂家之合作，向外分享給
比賽曲目

世界。
賽程

曲目
指定曲 1

複賽

準決賽
決賽

作曲者

《蓬瀛狂想》( 選段 )
( 臺灣作品演繹獎比賽曲目 )

指定曲 2
( 抽籤決定，2 抽 1)

《春江花月夜》
《月兒高》( 選段 )

交響詩《流水操》
《精．氣．神》( 香港作品演繹獎比賽曲目 )
交響詩《穆桂英掛帥》( 選段 )
《雲岡印象》

王乙聿 曲
古曲
秦鵬章、羅忠鎔 編
古曲
彭修文 編曲
彭修文 曲
陳明志 曲
中央樂團集體創作
關廼忠 編曲
程大兆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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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音蒔樂 (NCO 之友 )

NCO 麻吉福利社 ( 票務 ) & 購票索票 & 藝企好朋友

耕，耕耘，因耕耘換來豐收
蒔，播種，因播種開花結果

NCO 2016 套票方案

NCO 蒔樂人：

How to place your order

歡迎喜愛音樂的朋友們成為 NCO 蒔樂人

•You can get tickets at National Theater Concert Hall,

除了能不定期收到 NCO 的演出訊息及優惠
通知外，凡參與經 NCO 官方公告可集點之
活動，或購買 NCO 出版品（限活動現場銷
售、或直接聯絡 NCO 購買，不含其他管道
與通路），皆可集點，用以兌換 NCO 提供

Hi-Life, 7-ELEVEN I-bon, the Eslite bookstore.
•Ticketing websit: http://www.artsticket.com.tw
Tel: 02-33939888

NCO 音樂小耕農：

10% off.

購

網路購票︱ www.artsticket.com.tw
服務專線︱ (02)3393-9888

凡於當場次前三個月前購買，立即享有 5 折優惠；
於當場次前一個半月前購買，則享 7 折優惠。
• 此早鳥專案限定票價 800、1000、2000 區塊

專案二、NCO 好麻吉套票

全年樂季音樂會票券。

Tel: 02-23435252*205

NCO，具熱忱、能提供部分時間參與 NCO
For information about package tickets or credit card
purchase discount, please contact National Theater
Concert Hall ticketing locations.

耕音蒔樂之申請辦法，請詳見 NCO 官網

• 兩廳院之友購票享 9 折優惠。
• 學生、軍警、榮民購票享 8 折優惠。
• 誠品會員、中國信託卡友、玉山銀行卡友、富邦
銀行卡友、第一銀行卡友購票享有 9 折優惠。
• 65 歲以上年長者 12 歲以下購票享 5 折優惠 ( 入

•Group tickets of 20 or more receive 30% off,

與 NCO 之間的交流，歡迎長期支持、喜愛

家、萊爾富、誠品書局等端點

值折扣購得夢幻席次！

每年讓樂友引頸期盼的限時一折套票，即可獲得

Handicapped with identification.

票︱兩廳院售票系統、7-ELEVEN、全

戰，邀請您成為「藝」鳴驚人的早鳥夥伴，以超

•Elders above 65 receive 50% off.
以 耕 換 樂！ 藉 由 參 與 幕 後 工 作， 增 加 樂 友

活動的蒔樂人們，進一步成為音樂小耕農！

一片「漲」聲響起、荷包縮緊的時刻，望著高

•Members of National Theater Concert Hall receive
•Students receive 20% off.

給蒔樂人之專屬福利。

NCO 票券購票方式

票價的座位總是望之興嘆嗎？ NCO 和您並肩作

邀請廣大的樂迷朋友，加入這片音樂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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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一、NCO「藝」鳴驚人 . 早鳥套票

時 間 │ 每 年 一 月 不 定 時 限 量 推 出， 密 切 關 注
NCO 官網及 Facebook 粉絲頁。
地點│兩廳院戲劇院一號門（每人限購一套）。
• 前 10 名排隊購買的樂友，即獲得 NCO 熱門專輯。

場須出示有效證件 )。
• 團購 20 張以上（七折優惠）以及身障人士購票，
請洽樂團專線 02-23435252 分機 205

藝企好朋友

樂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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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樂團三十年來為臺灣國樂孜孜不倦的耕耘著，更極力於將國樂種子傳播到各地及大眾心
中；用國樂訴說臺灣最美的音樂故事，除了臺灣國樂團外，更希望更多樂友加入 NCO 的行列，
集結力量，為臺灣的音樂耕耘、傳播更多希望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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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典藏 ( 歷年 CD 專輯出版 )
樂繫古今，韻迴三十
收一片霧社，憶一段絲路 追尋著 Mauliyav 在哪裡 ?
伴隨藍色的思念，重溫來自音樂的心動．聲動，僅在心花兒開滿四季的 NCO

46

《樂繫古今 韻迴三十》NCO 30th Anniversary
臺灣國樂團三十而立，陪伴臺灣走過美好年代，訴說專屬臺灣在地故事。
《藍色的思念》By Way of Remembrance
鄧麗君的動人樂章，紅樓夢的寸斷柔情，傾聽纖細清麗的絲竹嬝音一同訴
說跨世紀的愛恨情仇。

《霧社一九三〇 》Busia 1930
開啟部落與都市連結的序曲，幻想春風輕拂的臺灣農村∼臺灣國樂團
經典專輯。

《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
與 NCO 相偕欣賞山水潑墨的恢弘氣勢，一同傾聽絲綢之路的異國情
調∼臺灣國樂團經典專輯。

NCO 商品購買方法
《心動。聲動》My Heart Leaps Up
來自蘇文慶指揮的溫暖鉅獻，3CD 絕美精裝典藏版。入圍 101 年第 23 屆
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類—最佳民族音樂專輯獎。

《臺灣四季》The Beautiful Taiwan
榮獲 100 年第 22 屆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類—最佳民族音樂專輯獎。

步驟一 ：將選購的專輯名稱與數量寄至 ncorchestra@gmail.com 註明收件人姓名、
地址與聯絡電話。
步驟二 ：將貨款總金額匯入以下帳戶。
金融機構︱第一銀行羅東分行
戶
名︱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301 專戶
帳
號︱ 26130950125
步驟三： 期待驚喜小禮物，並在家輕鬆聆聽 NCO 典藏金曲
歡迎來電洽詢 (02)2343-5252 分機 205
還有更多文創小物（3M 便利貼、L 型文件夾、風格筆記本、琵琶造型隨身碟等）
請上臺灣國樂團官網 www.nco.ncfta.gov.tw

樂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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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liyav》隨著城市的蓬勃發展，臺灣的城鄉差距愈來愈大，2014 年臺灣
國樂團以臺灣土地素材為根，實踐用「國樂訴說臺灣最美的音樂故事」品牌，
用樂音突破城鄉差距並對國樂的全新體驗製作了《Mauliyav 在哪裡 ?》。

《心花兒開滿年》The Joyful Taiwan
榮獲 100 年第 22 屆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類—最佳專輯包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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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樂團
臺灣國樂團為文化部所屬惟一的國家級國樂團，隸屬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係由國內國樂界
菁英組成，矢志探索傳統、立足本土、擁抱當代，藉由創作為臺灣傳統音樂紮根，用演出傳遞
臺灣美學品味，以提昇臺灣傳統及當代音樂為目標，以國際為舞臺，用醇厚的音樂深化臺灣之
音樂、理論與實務、教學與演奏等學術研究與發展為宗旨。2008 年 1 月起由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代管，同年 3 月更名為「臺灣國家國樂團」改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2 年 5 月因應文化

樂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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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臺灣國樂團前身為 1984 年教育部成立之「國立藝專實驗國樂團」，以國家與文化、民族與

部成立，正式更名為「臺灣國樂團」。
48

2013、2014 年聘閻惠昌擔任首席客席指揮，2015 年起聘為音樂總監，近年來逐步推動「用
國樂訴說臺灣最美的音樂故事」、「在地取材、取才」、「以音樂連結世界和臺灣」等理念，
建立臺灣國樂團的品牌精神。臺灣國樂團的演出，融合戲劇、舞蹈、美術、詩歌、文學等各類
元素，兼具創新與傳統，多年來亦出版多張音樂 CD 專輯，2011 年《臺灣四季》、《心花兒開
滿年》分別榮獲第 22 屆傳統暨藝術音樂金曲獎最佳民族音樂專輯獎及最佳專輯包裝獎﹔ 2012
年《心動．聲動》入圍第 23 屆傳統暨藝術類金曲獎最佳民族音樂專輯獎﹔ 2014 年《藍色的思
念》入圍第 25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民族音樂專輯獎﹔ 2015 年《樂繫古今 • 韻迴三十》入圍第 26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民族音樂專輯獎、最佳影音出版獎、最佳作曲人獎，成果斐然。
全團亦致力於傳統音樂之推廣，每年均安排赴社區與校園進行慈善巡演，用傳統音樂豐富
國民的生活。長年擔任國家文化外交的大使，演奏行跡遠及歐洲、美洲及亞洲各大城市，傳遞
動人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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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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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ered by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 the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NCO) is the
only national-level Chinese orchestra to come unde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t brings together some of the finest talent
in the Chinese music community in Taiwan, and is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tradition, while also embracing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e. Through producing and performing original work that draws on traditional Taiwanese music, the
NCO taps into the allure of local music. The objective is to give prominence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Taiwanese music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for all to enjoy.
Formerly the National Taiwan Academy of Arts Experimental Chinese Orchestra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NCO)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1984, when it focused mainly on
national culture, ethnic music, music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teaching and performing. In January 2008, the NCO
was placed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Jhongjheng Cultural Center, the same year its name was changed to
the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and affiliated to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In May 2012,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he Na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iwan (NCO) formally adopted its current name.
In 2013 and 2014, globally renowned conductor Yan Hui-chang was enlisted as NCO Principal Guest Conductor,
before becoming Music Director in 2015.
In recent years, the NCO has strived to use traditional music to recount the best musical stories Taiwan has to
offer, selecting local material and talent that can connect Taiwa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music. The ultimate
aim is to build a brand of orchestral music unique to Taiwan.
The NCO incorporates a variety of other elements into its performances, including drama, dance, painting, poetry,
and literature, giving their work a style that blends the innovative with the traditional. It has also released a number
of CDs over the years and, in 2011, even won the Best Folk Music Album at the 22nd Golden Melody Awards for
Traditional Arts and Music for Four Seasons of Taiwan, and Best Album Packaging for The Joyful Taiwan. Moreover,
My Heart Leaps Up was nominated for the Best Folk Music Album at the 23rd Golden Melody Awards for Traditional
Arts and Music in 2012, while By Way of Remembrance was nominated for the same award at the 25th Golden Melody
Awards in 2014. Most recently, at the 26th Golden Melody Awards for Traditional Arts and Music in 2015, NCO 30th
Anniversary was nominated for the Best Folk Music Album, Best Audio-Video Release, and Best Composer.
As the NCO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raditional music, every year it goes on charitable tours to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in Taiwan to enrich the lives of local audiences through music. It has for a long time now served Taiwan
well as a cultural ambassador, performing its enchanting music in many cities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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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名錄
團長

音樂總監

劉麗貞

閻惠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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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研究員

執行秘書

團務行政

團務行政

團務行政

副指揮

樂團首席

樂團副首席

樂團副首席

樂團副首席

陳鄭港

涂聰雲

曾逸珍

張瑜珊

吳依霖

陳炫合

劉貞伶

林雅雪

楊珮怡

劉寶琇

演出企劃

演出企劃

演出企劃

高音笛

中音笛

中音笛

高音笙

中音笙

汪志芬

陳鴻齡

陳逸庭

劉貞伶

張君豪

劉 治

張慶隆

徐翠芳

研究推廣

研究推廣

演出執行

演出執行

低音笙

高音嗩吶

中音嗩吶

次中音嗩吶

姚德群

張懷恩

郭子軍

鄭聿菡

蘇息玄

崔洲順

石瑞鴻

呂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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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號說明：

聲部首席

聲部副首席

揚琴

小阮

小阮

琵琶

環保二胡Ⅰ

環保二胡Ⅰ

環保二胡Ⅱ

環保二胡Ⅱ

環保二胡Ⅱ

林明慧

劉寶琇

林靜慧

王琇媜

葉文萱

葉維仁

鄭玉琴

王筠臻

徐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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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

中阮

中阮

三絃

大阮

環保二胡Ⅱ

環保中胡

環保中胡

環保中胡

環保中胡

梁家寧

張馥如

黃溫配

姚碧青

賴佑青

余美萍

高孟嵐

楊瑾惠

范程量

張雯溶

大阮

古箏

打擊

打擊

環保高胡

環保中胡

環保中胡

環保革胡

環保革胡

環保革胡

林意容

許慧珊

林雅雪

黃純鈴

王哲娟

陳乃國

孫瀛洲

邱婉怡

鄧惠文

張麗文

環保高胡

環保高胡

環保高胡

環保二胡Ⅰ

環保二胡Ⅰ

環保革胡

環保低音革胡

環保低音革胡

王均寧

邢芃文

林永塗

楊珮怡

張璞瑛

林怡君

陳律貝

呂建忠

豎琴

中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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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號說明：

聲部首席

聲部副首席

臺灣國樂團
地址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之1號5樓
NO. 21-1 Chung- Shan S. Road, Taipei, Taiwan.
TEL：+886-2-2343-5252 / FAX：+886-2-2343-5757
WEB：http://nco.ncfta.gov.tw / FB：臺灣國樂團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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