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弦
情
藝
誌

演出時間
2018年5月26日（星期六）下午2：00～4：00

演出地點
康橋國際學校 青山校區演藝廳
(新北市新店區頂城五街80號)

洽詢電話
02-81952129(秀岡校區藝文中心)

2 0 1 8
Kang Chiao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康橋國際學校家長會

康軒文教集團

絲竹合奏‧鋼琴五重奏‧弦樂四重奏

管樂合奏‧弦樂合奏‧管弦樂合奏

管弦樂暨國標舞(聯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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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 Chiao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董事長的話

康橋國際學校自創校以來，不斷致力營造一個優質化的教

育環境，以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社會菁英，期許每位同學都具

備「帶得走的能力」。而在康橋豐富多元的課程設計中，藝術

教育正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環。

康橋秀岡校區在課程設計上，特別規劃了「一人一才藝」

課程，讓同學依個人興趣，學習才藝。在同學課餘時間，也鼓

勵同學欣賞校外藝術展演，推動「藝術鑑賞護照」制度，藉以

培養藝術欣賞的習慣。這些安排，就是期盼從學校及生活中紮

根，陶冶同學人文氣質。

正因為對於藝術教育的重視，康橋積極參與各式藝文競

賽。秀岡校區的管弦樂團是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的常勝軍，自

2011年參賽以來，今年第六度榮獲全國冠軍；弦樂團榮獲優等

第三名；絲竹樂團榮獲全國賽優等。而本次藝文公演中，將首

次與秀岡管弦樂團共同演出的青山校區管樂團、弦樂團，在本學年新北市賽中榮獲特優及優等的佳

績。這些亮眼的獲獎紀錄，都是對於康橋在藝文教育發展，以及同學藝文學習的高度肯定，也成為

我們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目前康橋兩岸各個校區無不秉持著對藝術教育一貫的堅持與理想，推展藝術課程。面對當前發

展快速、競爭激烈的社會，AI等科技也大量介入日常生活，一個具競爭力的社會菁英，更需要豐厚的

藝術素養做為基礎。因此在推展人文化的理念之下，康橋學子能有更多的機會進行自我探索，培養

厚實的藝術人文底蘊。

感謝各位康橋夥伴的付出及努力，堅持適性揚才的教育方針，為同學營造均衡發展的學習環

境，搭建展現同學才能的舞台。感謝家長及社會的支持與鼓勵，也期待大家繼續給予指導，讓康橋

愈來愈進步。

　　        康橋國際學校董事長

謹誌 201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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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情藝誌 Kang Chiao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節目表 Program
節目名稱 演出曲目 演出團隊 指導老師

絲竹合奏 楊春林：美麗的鳳尾竹 秀岡絲竹樂團 蔡炫沅老師

鋼琴五重奏

Johannes Brahms : Piano Quintet in F minor Op.34, 3rd Mov.
約翰尼斯‧布拉姆斯：F小調鋼琴五重奏，

作品34，第三樂章

林家陞、莊幼儀

王明石、陳　昊

顧青雲

張明德老師

弦樂四重奏

Bedrich Smetana : String Quartet No.1, in E minor, 4th Mov.
貝多伊齊‧史麥塔納：E小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

第四樂章

吳楚威、潘　晨

莊哲一、連亞珏
張明德老師

管樂合奏

Justin Hurwitz : Highlights from La La Land 
(Arranged by Michael Brown)

賈斯汀‧赫維玆：《樂來樂愛你》電影配樂組曲

秀岡管樂團 林秋麟老師

中場休息1 0分鐘 I n t e r v a l

弦樂合奏

1.E. Grieg: The Holberg Suite, Op. 40 Mov. I: 
Prelude, Mov. V: Rigaudon

葛利格：霍爾堡組曲作品40，
第一樂章：前奏曲、第五樂章：雷高東舞曲

2.Piazzolla: Libertango
皮耶佐拉：自由探戈

秀岡弦樂團 黃思瑋老師

管弦儲備團合奏

Klaus Badelt :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rranged by Michael Sweeney)
克勞斯•巴德爾特：神鬼奇航

秀岡管弦儲備團 黃思瑋老師

青山、秀岡校區

管弦樂合奏

Harold Laurence Walters: Instant Concert
 (Arranged by Lin Chiu-Lin)

哈羅德‧勞倫斯‧沃爾特斯：Instant Concert

青山管樂團

青山弦樂團

秀岡管弦菁英團

羅志瑜老師

簡伯修老師

林秋麟老師

管弦菁英團暨

國標舞班

聯合演出

Arturo Marquez: Danzon No. 2
阿斯托爾‧馬奎斯：舞曲第二號

秀岡管弦菁英團

一人一才藝

國標舞班

林秋麟老師

黃志榮老師

節目內容解說 

樂曲解說
楊春林：美麗的鳳尾竹

在中國的西南邊陲有一塊美麗的地方，那就是聞名遐邇的西雙版納。那裡有茂密的森林、甘甜的

泉水、漂亮的孔雀、熱情的傣(ㄉㄞˇ)族、和我們這首樂曲要描述的美麗的鳳尾竹，以其葉形似鳳尾而得

名。樂曲開始的引子用最具代表性的巴烏作為主奏樂器，它那獨特的音色頃刻間將人們帶到了那塊奇異

的地方。第一段是優美恬靜的中板，中段的調性採用了第一段音樂的同主音小調，並採用了三拍子的節

奏，使得音樂稍加活潑，在一個短短的過渡後，音樂情緒逐漸高漲，節奏變得歡快，最後在熱烈地氣氛

中結束全曲。

指導老師：蔡炫沅

演出學生：秀岡絲竹樂團

巴　烏：林奕汝

竹　笛：徐煜杰、陳雨彤、陳芊宇、翁宇亨

笙　　：吳慧君

高　胡：吳亞倫

中　胡：王詠誼

二　胡：謝洋凱、黃恩定、陳羿安、吳軒宇、林柏瑄

琵　琶：黃靖涵、黃郁涵

中　阮：謝嘉淳、林凡亦、蔡卓妤

大　阮：陳謙柔

大提琴：傅一方

古　箏：湯子嫻

揚　琴：宋子儀

打　擊：黃榆尹

  一、絲竹合奏 Chinese Ense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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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內容解說 

樂曲解說
Johannes Brahms : Piano Quintet in F minor Op.34, 3rd Mov.
約翰尼斯‧布拉姆斯：F小調鋼琴五重奏，作品34，第三樂章

德國作曲家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於1864年完成此曲，是布拉姆斯唯一的一首鋼琴五重奏作

品，也是室內樂曲的名曲之一。今天演出的第三樂章為詼諧曲(Scherzo)，此種樂曲的特點為速度輕快、

節奏活潑明確、強弱對比明顯，並帶有舞曲性與戲劇性的風格。

布拉姆斯在這個樂章分為三個段落，每個段落個性鮮明迥異，第一段落的旋律進行有著停滯不前的

感覺。在進入第二段落後，音樂呈現輕盈精確。第三段落則是由前面的小調轉為大調調性，展現巨大的

氣勢，此樂章的音樂節拍豐富，張力強大，具有交響的效果，尤其節拍的極致運用，真可謂是經典中的

經典。

指導老師：張明德

演出學生：

小提琴 I：林家陞

小提琴II：莊幼儀

中 提 琴：王明石

大 提 琴：陳　昊

鋼　　琴：顧青雲

  二、鋼琴五重奏 Piano Quintet

樂曲解說
Bedrich Smetana : String Quartet No.1, in E minor, 4th Mov.
貝多伊齊‧史麥塔納：E小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第四樂章

史麥塔納(Bedrich Smetana)為捷克著名的作曲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我的祖國》

交響詩組曲，充分且細膩地演繹了捷克的歷史傳說故事和景緻，由於他成功地發揚了捷克民族文化，同

時也與捷克的獨立密不可分，因此被譽為是捷克的音樂之父。

而今天要演出的作品為E小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第四樂章。這首四重奏完成於1876年，是史麥塔納

最重要的室內樂曲，與《我的祖國》一樣，都是他喪失聽力後才完成的偉大作品。此樂章雖有宏偉的氣

勢，但卻隱藏著更深刻的情感，曲調雋永深刻，直指人心深處，讓人動容。他自己形容這首作品：猶如

與老朋友般相聚，談論著我艱難的一生……。也因此他為這首作品下的標題為「我的一生」。

指導老師：張明德

演出學生：

小提琴 I：吳楚威

小提琴II：潘　晨

中 提 琴：莊哲一

大 提 琴：連亞珏

三、弦樂四重奏 String Quartet

節目內容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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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 / 指導老師：林秋麟

演出學生：秀岡管樂團

短　　笛：劉穎容

長　　笛：(I) 陳亮君、彭喬寅、戚悠悅、鄧伊婷、劉穎容、廖翊絜

　　　　　　  蔡欣容、翁南汐、趙苡瑄、楊淳閔、陳柏硯

　　　　　(II) 高瑜嶸、黃立妤、高翊嫤、李沛蕎、吳俐萱、許菡青、張詠婷

　　　　　　   鄭翔安、卓　蓉、吳睿欣

雙 簧 管：王芯恬、顏廣澤、王筱甄

低 音 管：林昶廷、汪承誼、蕭邑安

單 簧 管：劉穎蓮、黃筠評、吳睿恩、吳宜芳、林奕呈

薩克斯風：張雅涵、吳宇恩、林韋翰、黃偉成、陳傳宜

法 國 號：章哲綸

小　　號：(I) 林奐余、陳家芝

　　　　　(II) 許元澔、彭道宇、陳鈺浩

　　　　　(III) 劉育豪、林盈怡

長　　號：吳睿恩、張右昀、胡軒誠、林其磊、曾緯哲

上低音號：王允中

低 音 號：陳擷文、歐陽慶霖

打　　擊：李家心、朱胤禓、吳雨潔、何天恩、楊秉睿、范紹祺、黃詠緁、熊詠絜

低音提琴：林憲緯、吳詩媮、林奕緯、劉沛潔、劉翔恩

節目內容解說 

 四、管樂合奏 Orchestra Ensemble

樂曲解說
Justin Hurwitz:Highlights from La La Land (Arranged by Michael Brown)
賈斯汀‧赫維玆：《樂來樂愛你》電影配樂組曲

此曲為2016年上映的美國歌舞片，上映後票房表現優異，並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原創

音樂、最佳原創歌曲等獎項，管樂團將為我們演出影片中的動聽歌曲與配樂。

樂曲解說

五、弦樂合奏 String Ensemble

節目內容解說 

● E. Grieg: The Holberg Suite, Op. 40 Mov. I: Prelude, Mov. V: Rigaudon
 葛利格：霍爾堡組曲作品40，第一樂章：前奏曲、第五樂章：雷高東舞曲

此曲是挪威作曲家葛利格的作品。霍爾堡組曲其實曲名很長，原曲名為「依霍爾堡時代的古代組

曲」。霍爾堡不是地名，而是一位十七世紀的挪威文豪。葛利格先生受命創作這首樂曲。第一段：前奏

曲（Praelude）振奮人心的弦樂齊奏開場，為跨越200年時空的致敬之旅揭開序幕。緊接著的溫柔旋律吹

過齊奏音型，令人如沐春風。 第五段：雷高東舞曲（Rigaudon）最活潑的雷高東舞曲，由獨奏小提琴與

獨奏中提琴捉迷藏，樂思如歡樂的舞者蝴蝶般滿場飛舞。

● Piazzolla: Libertango  皮耶佐拉：自由探戈

Libertango （《自由探戈》）是由有「探戈之王」、「探戈教父」美譽的皮耶佐拉於1973年完成的

作品。「自由探戈」(Libertango)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皮耶佐拉第一名曲，也是他的探戈音樂當中被改編為

最多種樂器版本的一首曲目。皮耶佐拉在1974年發表，曲名“Libertango＂是把“libertad＂(西班牙文, 自

由之意)與“Tango＂(探戈)兩字合起來而成的造字。樂曲充滿熱情奔放的阿根廷風格，在當時融入了大量

有別於傳統古典樂使用的樂器，如手風琴、電吉他等，是所謂的「新探戈音樂」，此次將曲子改編為弦

樂團的形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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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內容解說 

指揮 / 指導老師：黃思瑋

演出學生：秀岡管弦儲備團

小提琴I：曾意紜、吳語芯、林楷軒、許以涵

　　　　　李昕揚、廖辰翎、夏悅禔

小提琴II：蘇　琪、吳季芸、王柏宇、林諭晨

　　　　　周以筑、江昕恩、彭奕揚

小提琴III：黃安綺、丁云涵

　　　　　謝承安、王昀羽

大 提 琴：傅一方、呂晴澄

　　　　　林以昕、江奇軒

低音提琴：官柏諺

長    笛：(I) 廖翊絜、蔡欣容、翁南汐、趙苡瑄、楊淳閔、陳柏硯

　　　　　(II) 許菡青、張詠婷、鄭翔安、卓　蓉、吳睿欣

單 簧 管：林奕呈

薩克斯風：黃偉成、陳傳宜

小　　號：劉育豪、林盈怡

打　　擊：范紹祺、黃詠緁、熊詠絜

樂曲解說

六、管弦儲備團合奏 Orchestra Ensemble

節目內容解說 

Klaus Badelt :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rranged by Michael Sweeney)
克勞斯•巴德爾特：神鬼奇航

2003年，一部以海盜為主題的電影上映了，而它的音樂在短時間內紅遍全球，甚至成為許多管弦樂

團喜愛的演奏曲目，《神鬼奇航-鬼盜船的詛咒》（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The Curse of the Black Pearl）

是2001年根據迪士尼樂園的「加勒比海盜」探險樂園所開發出來的劇本。此次演出以組曲方式呈現，其

中包含《Fog Bound》、《The Medallion Calls》、《The Black Pearl》等三首曲目。

 五、弦樂合奏 String Ensemble

指揮 / 指導老師：黃思瑋

演出學生：秀岡弦樂團

小提琴I：潘　晨、莊幼儀、鍾　尹、張恩華、王子魁、袁意雯、林家陞、紀善惇

　　　　　吳楚威、鄭芷璇、黃新甯、廖柏甄、梁澤道、商子萱、林采萱、潘勇翔

小提琴II：蕭凱文、李騏維、張家耀、楊淳皓、葉子萱、李知遠、朱韋穎、黃潔熙、許睿裕

　　　　　吳尚容、邱澐溱、石嚴之、林庭如、吳彥廷、陳夏櫻、鄭聿庭、吳奕昀、張維心

中 提 琴：莊哲一、周　睫、謝之貽、莊于萱

　　　　  林佳欣、王懷哲、王明石

大 提 琴：連亞珏、黃　荷、袁禾庭、莊默林、歐俊和、楊承曄、王昀安

　　　　  陳　昊、朱劭珩、楊舜涵、陳　箴、游欣妮、王懷軒、宋祖怡

低音提琴：林憲緯、吳詩媮、林奕緯、劉沛潔、劉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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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內容解說 

樂曲解說
Harold Laurence Walters: Instant Concert (Arranged by Lin Chiu-Lin)
哈羅德‧勞倫斯‧沃爾特斯：Instant Concert

此曲將大家耳熟能詳的古典音樂主題，包括舒伯特的軍隊進行曲、孟德爾頌的結婚進行曲、小約翰

史特勞斯的花之圓舞曲…等等，用巧妙的作曲手法將之串連在一起，製造出高潮迭起、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的聽覺效果。

 七、青山、秀岡校區管弦合奏

樂團指揮：林秋麟

演出學生：青山管樂團　　指導老師：羅志瑜

長　　笛：廖苡恩、許宇彤、黃　珊

雙 簧 管：蔡允恬、劉雅蓁

豎　　笛：林昕妮、江心晨、林宇軒、陳恩宇、孫義軒

次中音薩克斯風：吳雨軒

中音薩克斯風：郭遠馨、柯雅之、蘇宥宇

上低音薩克斯風：屠永年

小　　號：張正浩、陳恩右、陳亮宜、蔡閔旭、瞿子甯、李品臻

法 國 號：李采蔚

長　　號：莊愛華

上低音號：張荷娜

低 音 號：易紘田

打　　擊：田羽捷、林柏融、林瑀宸、陳宇澤、王元孝、張妤亘、林柏均

演出學生：青山弦樂團　　指導老師：簡伯修

小提琴一部：王均安、王歆皓、黃鈺蓁、沈　嶢、林卓頤

　　　　　　高浩毅、曾可頤

小提琴二部：黃筠嫺、沈　榆、黃柏諺、楊　愛、林敬庭、謝昊昀

　　　　　　陳昕苡、洪子涵、鄭翊廷、黃豊恩、楊敦凱

中  提  琴 ： 陳伶璦、呂泓毅、樊于瑄

大  提  琴 ： 邱敬媛、鍾　寗、黃朱可安、蘇伯文、楊姝涵

　 　 　 　 　 鄭新昱、高瑄憶

演出學生：秀岡管弦菁英團　　指導老師：林秋麟

小提琴 I：潘　晨、吳楚威、莊幼儀、黃新甯

小提琴II：蕭凱文、吳尚容、李騏維、邱澐溱、張家耀

中 提 琴：莊哲一、林佳欣、周　睫、王懷哲、謝之貽

大 提 琴：連亞珏、陳　昊、黃　荷、朱劭珩

低音提琴：林憲緯、吳詩媮

長　　笛：戚悠悅、李沛蕎、劉穎容

雙 簧 管：王芯恬、王筱甄

低 音 管：林昶廷、汪承誼、蕭邑安

單 簧 管：劉穎蓮

法 國 號：章哲綸

長　　號：吳睿恩、林其磊、曾緯哲

低 音 號：歐陽慶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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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內容解說 

樂曲解說

 八、管弦菁英團暨國標舞班聯合演出

Arturo Marquez: Danzon No. 2
阿斯托爾‧馬奎斯：舞曲第二號

Danzon是源自於古巴的一種舞蹈，後來變成墨西哥很重要的民俗文化。這首曲子是作曲家馬奎斯經

過墨西哥舞廳時，受啟發而寫下旋律。於1994年在墨西哥城首演。後來經過當今紅遍全球的委內瑞拉籍

年輕指揮家古斯塔沃‧杜達美將此曲演紅。

而且還是四天匆匆行......

小提琴I：潘　晨、莊幼儀、鍾　尹、張恩華、王子魁、袁意雯、潘勇翔、紀善惇

　　　　　吳楚威、鄭芷璇、黃新甯、廖柏甄、梁澤道、商子萱、林采萱

小提琴II：蕭凱文、李騏維、張家耀、楊淳皓、葉子萱、李知遠、朱韋穎、黃潔熙、許睿裕

　　　　　吳尚容、邱澐溱、石嚴之、林庭如、吳彥廷、陳夏櫻、鄭聿庭、吳奕昀、張維心

中 提 琴：莊哲一、周　睫、謝之貽、莊于萱

　　　　　林佳欣、王懷哲、王明石

大 提 琴：連亞珏、黃　荷、袁禾庭、莊默林、歐俊和、楊承曄、王昀安

　　　　　陳　昊、朱劭珩、楊舜涵、陳　箴、游欣妮、王懷軒、宋祖怡

低音提琴：林憲緯、吳詩媮、林奕緯、劉沛潔、劉翔恩

短　　笛：劉穎容

長　　笛：(I) 陳亮君、彭喬寅、戚悠悅、鄧伊婷

　　　　　(II)高瑜嶸、黃立妤、高翊嫤、李沛蕎、吳俐萱

雙 簧 管：王芯恬、顏廣澤、王筱甄

低 音 管：林昶廷、汪承誼、蕭邑安

單 簧 管：(I) 劉穎蓮

　　　　　(II)黃筠評、吳睿恩、吳宜芳

薩克斯風：張雅涵、吳宇恩、林韋翰

法 國 號：章哲綸

小　　號：(I) 林奐余、陳家芝

　　　　　(II)許元澔、彭道宇、陳鈺浩

長　　號：吳睿恩、張右昀、胡軒誠、林其磊、曾緯哲

上低音號：王允中

低 音 號：陳擷文、歐陽慶霖

打　　擊：李家心、朱胤禓、吳雨潔、何天恩、楊秉睿

鋼　　琴：林家陞

指揮/指導老師：林秋麟

演出學生：秀岡管弦菁英團

國標舞指導老師：黃志榮

演出學生：一人一才藝國標舞班

國標舞：

李宜蓁、李俐均、李盈恩、周于蕎、陀淨涵

張恩慈、張綺恩、陳玟蒨、陳玟璇、陳冠沂

陳姿縈、游子萱、賴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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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工作人員／秀岡校區

總指揮　　徐文淞　　副總指揮　李慶耀　　行政組　江翠蓮　

展演組　　規　　畫：江翠蓮

　　　　　舞台總監：薛香蘭

　　　　　節目主持：陳怡儒　蔡炘達

　　　　　後    　台：莊婷伃　李湘敏　吳　茜　何逸琳　薛琬丰

　　　　　檢    　場：薛香蘭　范姜品惠　蔡茜如　總務部同仁

　　　　　布    　幕：簡志宇

　　　　　攝    　影：王松喬　辛瓊瑤　林玉卿　彭民傑　莊上廣

文宣組　　吳浩銘　莊秉鈞　王松喬　莊婷伃　李湘敏　林玉卿

管理組　　鄭仕飛　李熒展　簡玉霖　劉家維　王湘如　游志豪　吳　蕙　張湘平

票務組　　張彣堉

總務組　　吳智昌　謝淑娟　周振村　總務部同仁

接待組　　張雅欣　張　馨　周斐君　洪嘉郁

公關組　　陳筱珊　李宥萱

環保組　　呂岡侃　童軍團同學

樂團指導老師

管樂師資　　林秋麟　呂美馨　黃綉惠　王興蘋　崔悟凡　陳佳揚　高承胤　許筱婕

　　　　　　王子豪　吳君豪　黃清溪　劉峻志　吳思涵　羅志瑜　曾郁蓉　許藝薰

　　　　　　黃子芸　李偉立　呂采燕　蘇俊豪　王瑋婷　　　　　

弦樂師資　　黃思瑋　林筑芳　葉公誠　張佳馨　陳宗漢　林枝盈　廖心華　簡伯修

　　　　　　羅培菁　羅馥舲　黃彥霖

絲竹樂師資　蔡炫沅　于興義　范程量　朱樂寧　朱恆志　葉淑珍　陳家茵　馬欣妤

　　　　　　賴綵妍　陳盈君　莊佳綺　

弦樂四重奏／鋼琴五重奏師資　張明德

國標舞師資　黃志榮

以人文化為主軸
全方位的藝術薰陶

藝文中心提供本校學生多元豐富的藝術教育課程及各式展演機會，培養學生美

術、音樂、戲劇、舞蹈等藝文欣賞、表演及創作之能力，陶冶學生人文氣質。

幕後工作人員／青山校區

總指揮　　許銘欽　　行政組　　周秀蘭

展演組　　規　　畫：周秀蘭

　　　　　燈　　光：陳　煇

管理組　　程少鈞　阮思儒

總務組　　吳勻瓏　王黛蓉　陳俊宇　總務部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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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都 TOYOTA 呂孟諺 

給您最尊榮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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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秀岡家長會  為大家加油！

築夢康橋   人文薈萃
康橋菁英   精彩非凡

築夢康橋   人文薈萃
康橋菁英   精彩非凡

2018 秀岡家長會廣告稿.indd   1 2018/4/12   下午 01:51:28



狂賀！康橋高中管弦樂團
六度榮獲全國冠軍

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高中管弦樂團106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再度稱霸全國，表現相當亮眼。另在

這次比賽中還拿下「高中弦樂合奏優等第三名」、「高中絲竹室內樂合奏優等」「高中弦樂四重奏優

等」、「高中鋼琴五重奏優等」及、「國中鋼琴三重奏優等」。

連續八年來，康橋管弦樂團已榮獲了六次全國冠軍，展現了學校推動「藝術鑑賞護照」及「一人

一才藝」課程的成果。康橋提供學生展現自我的舞台，讓孩子累積音樂、藝術涵養，並藉校內外

各項展演與比賽活動，獲得均衡且全面的學習與發展。


